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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态对于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一项基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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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婚姻状态与前列腺癌患者的预后疗效关系。方法：利用ＳＥＥＲ数据库２０１１年诊
断为前列腺癌的病例１５４１０例。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多因素分析婚姻状态、肿瘤分期以及肿瘤转移与预后的
关系。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比较婚姻状态与生存时间的关系。结果：本次研究对象中，结婚组患者占８９％，而从
未结婚组患者（单身组）分别为１１％。多因素 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婚姻状况（ＨＲ：１９６７；Ｐ＜０００１）、年龄
（ＨＲ：１０８１，Ｐ＜０００１）、淋巴转移（ＨＲ：２４３，Ｐ＝０００１）以及远处转移（ＨＲ：３９８７，Ｐ＜０００１）与患者
预后不良有关。单身组患者的生存时间低于结婚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９４１６；Ｐ＝０００２）。
结论：婚姻状态是影响前列腺癌预后不良的独立因素，结婚组患者的生存时间明显高于未婚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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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在欧洲，２０１２年
有４１７，０００例新患前列腺癌，而在美国，仅２０１４年就有２３３，０００
例［１２］。虽然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前列腺癌低发的国家，

２００２年中国前列腺癌的标化发病率是１６／１０万，死亡率是１
０／１０万，但是随着我国医疗水平以及检测手段的提高，我国前
列腺癌的检测率将会升高［３］。前列腺癌是一种与性激素有着

密切关系的癌症，睾酮的水平与前列腺癌患者的预后有重要的

影响［４］。有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婚姻状况与男性的睾酮水平

有着重要的关系［５］。为此，本研究为了初步了解婚姻关系与前

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通过收集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监测 、

流行病学和结果数据库（ＳＥＥＲ）关于前列腺癌患者婚姻情况与
预后的一些指标进行统计学分析，明确婚姻状况对于前列腺癌

患者预后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通过 ＳＥＥＲＳｔａｔ软件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ｄｒｅ
ｓｕｌｔｓ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ＥＥＲ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８３２）搜集
ＳＥＥＲ数据库中２０１１年病理明确诊断为前列腺癌的患者。入选
标准：①诊断年龄≥ｌ８岁；②确诊年份为 ２０１１年；③肿瘤部位：
前列腺；④接受根治性手术治疗。排除标准：①多源性肿瘤；②
原位癌；③肿瘤类型、分化程度及分期不完整；④随访信息不完
整；⑤３０天内死亡的病例。总共收集具有完整临床病理特征及
随访资料的前列腺癌患者共 １５４１０例，并采用第七版 ＵＩＣＣ／
ＡＪＣＣＴＮＭ分期系统对病例进行分期。
１２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法计算生存率，生存率比较采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法 。将单因素分
析有意义的变量引入Ｃｏｘ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得出
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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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ｔ检验；不符合
正态分布的资料则采用中位数表示，两组间的比较采用Ｗｉｌｃｏｘ
ｏｎ秩和检验；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基本状况

已婚组年龄（６１６３±７１０）岁，单身组年龄（５９２５±７２８）
岁，已婚人群患前列腺癌的年龄较单身组大，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１）。已婚组人群无淋巴转移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９７５％，单身的为９６３％，已婚组淋巴转移的患者较少，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肿瘤分化等级、Ｔ分期以及远
处转移情况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纳入人群的一般资料

变量
总数

（１５４１０）

婚姻状况

已婚（１３７２８） 单身（１６８２）
Ｐ值

年龄 ６１６３±７１０ ５９２５±７２８ ＜０００１

肿瘤分化等级

Ⅰ级 １７９（１３％） １４（０８％） ００７６

Ⅱ级 ４２５３（３１％） ４９４（２９４％）

Ⅲ级 ９２７６（６７６％） １１６９（６９５％）

Ⅳ级 ２０（０１％） ５（０３％）

Ｔ分期

Ｔ１Ａ ２（０％） １（０１％） ００７１

Ｔ１Ｃ ７１（０５％） ８（０５％）

Ｔ２Ａ １６６４（１２１％） １７７（１０５％）

Ｔ２Ｂ ２８２（２１％） ３４（２％）

Ｔ２Ｃ ８３７１（６１％） １０１７（６０５％）

Ｔ３Ａ ２２８７（１６７％） ２８２（１６８％）

Ｔ３Ｂ １０１４（７４％） １５６（９３％）

Ｔ４ ３７（０３％） ７（０４％）

淋巴结转移

有 １３３８６（９７５％）１６１９（９６３％）

无 ３４２（２５％） ６３（３７％） ０００２

远处转移

Ｍ０ １３７０９（９９９％）１６７７（９９７％）

Ｍ１Ｂ １６（０１％） ３（０２％）

Ｍ１Ｃ ３（０％） ２（０１％） ００９

２２　单因素和多因素 Ｃｏｘ回归分析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
因素

　　单因素分析与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相关的因素有：婚姻状况
（χ２＝９６４７；Ｐ＝０００２）、年龄（χ２＝５８６２８；Ｐ＜０００１）、淋巴
结转移（χ２＝１９２８５；Ｐ＜０００１）、远处转移（χ２＝８７２６５；Ｐ＜
０００１）。将上述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引入Ｃｏｘ比例风险模
型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９５０％ＣＩ：１３７９

２８０４；Ｐ＜０００１）、年龄（９５０％ＣＩ：１０６１１０２；Ｐ＜０００１）、淋
巴结转移 （９５０％ ＣＩ：１４５４０７３；Ｐ ＝０００１）、远处转移
（９５０％ＣＩ：２２６５７０１８；Ｐ＜０００１）是影响前列腺癌患者生存
预后的独立因素。

表２　单因素、多因素ＣＯＸ回归分析结果

因素
单因素分析

χ２值 Ｐ值

多因素分析

ＨＲ ９５％ＣＩ Ｐ值

婚姻状况 ９６４７ ０００２ １９６７ １３７９２８０４ ００００

年龄 ５８６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８１ １０６１１０２ ００００

Ｔ分期 ０８７９ ０３４８   

淋巴结转移 １９２８５ ００００ ２４３０ １４５４０７３ ０００１

远处转移 ８７２６５ ００００ ３９８７ ２２６５７０１８ ００００

肿瘤分化等级 ０ ０９９１   

２３　生存情况分析
１３７２８例已婚前列腺癌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３４７４±

００２１）个月，１６８２例单身前列腺癌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
（３４５３±００８２）个月。已婚前列腺癌患者生存时间较单身组
要长，具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９４１６；Ｐ＝０００２）。差异通过对数
累积生存函数分析。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婚姻状况对生存函数的影响（月）

#

　讨论
前列腺癌的发生发展与性激素密不可分，自从１９４１年 Ｈｕｇ

ｇｉｎｓａｎｄＨｏｄｇｅｓ发现前列腺癌细胞的生长依赖于雄激素之后，前
列腺癌的治疗便与其他一些肿瘤带来本质的区别［６］。婚姻对于

健康的影响是巨大的，已婚者较单身有更长的寿命以及更优的生

活质量［７］。Ｈｏｌｍｂｏｅ等通过纳入１１１３名男性长达１０年的随访发
现，已婚男士睾酮水平较单身男士低［５］。但是有研究发现，去势

治疗并不能提高前列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时间，但在控制症状等

具有重要的作用［８］。鹿维秋［９］等通过研究性行为、婚姻状况及

心理状态与前列腺癌发病危险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丧偶与再婚

均可能是前列腺癌发病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５），但国内关于婚姻
状态与前列腺癌预后的一些研究尚少，而且婚姻状态对于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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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患者影响的一些机制以及预后问题仍需要进一步考究，所有本

研究通过分析美国前列腺癌患者的数据，纳入已婚前列腺癌患者

１３７２８例和单身前列腺癌患者１６８２例，通过研究婚姻状态对于
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时间、肿瘤分期以及转移等情况，发现婚姻

状态对于前列腺癌患者的预后具有独立的影响，从而为改善前列

腺癌患者预后以及生活质量带来证据。

经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可以影响患者患病时的年龄和转移的

状态，这可能与婚姻状态会直接影响患者早期的医疗咨询和治疗

有关，ＤｉＭａｔｔｅｏ［１０］等通过ｍｅｔａ分析发现，婚姻状态可以导致伴侣
更早前寻找医疗咨询和治疗，从而让癌症得到更早期的诊断和治

疗，改善预后。其机制可能在于，婚姻可以让患者得到更多的社

会支持、更好的心理健康以及满意度［１１］。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

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改善患者免疫和神经内分泌系统抑制

肿瘤的发生发展［１２］。足够的社会支持能够保持正常的皮质醇水

平和低水平的抑郁，这些都是导致生存时间增加的因素［１３］。

已婚男士比单身男士有更多和更稳定的性交［１４］，Ｅｘｔｏｎ等［１５］

研究发现，男性禁欲三周后睾酮水平明显升高。睾酮和催产素在性

交过程中得到释放，提高性交双方的配合、信任以及展示男性占有

欲［１６］。性交进行时，男性会接收女性的信息素，导致一系列的激素

释放（包括睾酮、催乳素、血管加压素、催产素），从而影响男性的社

会行为和激素的平衡［１７］。早在１９４１年Ｈｕｇｇｉｎｓ［１８］的研究以及近些
年来Ｋｏｌａｔａ［１９］等的研究就发现，睾酮能够刺激前列腺癌肿瘤细胞
的生长。对于前列腺癌患者来说，性激素的一个平衡状态对于改善

患者的症状以及预后可能存在一定的作用。

陆杰华等［２０］通过研究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婚姻状况
变化分析发现，４０岁～４４岁男性未婚率达到４１５％，女性则在
０７５％。婚姻是人生活的重要部分 ，它不单止是性生活稳定
的表现，还是缓解应对应激事件时对个体心身损害的避风港，

婚姻能够影响人体健康［２１］。从本次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婚姻对

前列腺癌的预后有重要的影响，前列腺癌作为危害男性健康的

疾病，医学上的治疗与关爱仅是其中一环节，关爱男性的健康，

需要社会的支持以及帮助。

尽管本研究能够立足大样本数据进行全面、详细地分析前

列腺癌不同婚姻状态的预后关系，但仍有以下几点不足。①ＳＥ
ＥＲ数据库没有记录术后化疗及其他治疗的信息，这可能会影响
判断预后的准确性；②婚姻状态没有详细记录，结婚时间长短不
同，婚姻幸福程度也会不同，患者的既往婚姻史也不一定相同。

本研究纳入的婚姻状态为当时诊断时的记录，随后患者婚姻状

态变化没有详细记录；③研究所采用的为美国的一些数据，病例
中白种人和黑人占绝大多数，由于人种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对

我国前列腺癌患者的参考意义尚需要更多的流行病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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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联合血清 ＰＳＡ
指标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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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经直肠超声（ＴＲＵＳ）前列腺穿刺活检联合血清ＰＳＡ指标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
方法：将１８０例疑似前列腺癌患者纳入研究检测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ＳＡ）水平，行 ＴＲＵＳ前列腺穿刺活
检。观察总ＰＳＡ（ＴＰＡＳ）、游离ＰＳＡ（ＦＰＳＡ）、Ｆ／ＴＰＳＡ及ＰＳＡ密度（ＰＳＡＤ）在不同前列腺疾病组及不同超声
分型前列腺癌中的水平，分析不同前列腺癌分型在超声下的图像特征。对比非癌症组与癌症组血流分级。

结果：前列腺癌组ＴＰＡＳ、ＦＰＳＡ、ＰＳＡＤ水平为３组最高，Ｆ／ＴＰＳＡ为三组最低。结节型、隐匿型组 ＴＰＳＡ、Ｆ
ＰＳＡ、ＰＳＡＤ均低于弥漫浸润结节型和弥漫浸润型；前列腺癌组血流分级２、３级率（６９２３％）均高于非前列腺
癌组（１４９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结论：血清ＰＳＡ联合直肠超声前列腺疾病有利于区分
前列腺癌和前列腺增生，帮组分型，有重要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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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列腺癌患者病情与性生活相互影响，性生活时患者膀
胱颈部和尿道强烈收缩，会出现射精疼痛；前列腺癌犯及后尿

道及膀胱颈部后，性交后会因强烈收缩发生出血情况，表现为

血精或血尿；性交充血也不利于前列腺癌病情的控制，因此在

确诊前列腺癌后应立即停止性生活并尽快接受有效治疗。前

列腺癌潜伏时间长，发病率占男性肿瘤的２０％，有上升趋势，而

诊断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目前诊断方法包括 ＰＳＡ、磁共振、
ＴＲＵＳ、直肠指诊等。经直肠超声具有图像实时动态、无创等优
势，能显示良恶性肿瘤形态大小、边界及周围组织情况，在前列

腺癌中具有一定诊断价值；但 ＴＲＵＳ前列腺阳性预测值仅
１８％～６０％，缺乏特异性［１］。ＰＳＡ与前列腺癌的关系密切，其诊
断敏感性高，在近年来前列腺癌诊断中颇受关注。本研究以活

检定性前列腺病性质，分析前列腺癌超声图像特征并分型，依

次分析超声活检与 ＰＳＡ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报道结果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２３］：①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有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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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尿急、排尿困难等表现，直肠超声有异常回声；③直肠指检
发现有质地坚硬物或结节，磁共振成像发现可疑结节；④ＰＳＡ＞
４ｎｇ／ｍｌ。排除标准［４５］：①肛门痔疮；②明显药物过敏、出血倾
向；③合并癫痫、其它恶性肿瘤等疾病；④凝血功能异常；⑤６个
月内有下尿路手术史或其他治疗史。根据上述标准于２０１６年
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纳入笔者研究小组所在医院疑似前列腺癌
患者１８０例。年龄范围３６岁 ～８２岁，年龄（６５２０±４２０）岁。
根据活检结果分组。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血液采集　清晨采集 ２ｍｌ空腹外周静脉血 ２ｍｌ，离心
１０ｍｉｎ（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经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ＴＰＳＡ、ＦＰＳＡ，计
算Ｆ／ＴＰＳＡ比值。由郑州博赛生物公司提供试剂盒，按说明书
完成操作，结合超声计算ＰＳＡＤ，ＰＳＡＤ＝ＴＰＳＡ／前列腺体积。
１２２　标本采集　采用日本 ＡＬＯＫＡ５０００彩色多普勒彩色诊
断仪器，患者取左侧卧位，行肛门常规消毒，超声探头（３～
８ＭＨｚ）观察前列腺形态、大小、结构、界限、回声、有无可疑结节，
测量前列腺外腺血流流速和阻力指数；选择穿刺部位，在前列

腺两侧正中线矢状切面使，在前列腺两叶的基底部、中部、尖部

各１针，共６针，若有病变区域，则在病变处穿１针 ～４针，即６
＋Ｘ点穿刺法［６］。标本用甲醛溶液浸泡送检。根据穿刺结果

判断病变性质。根据超声图像特征对前列腺癌分型，包括隐匿

型、结节型、弥漫浸润型、弥漫浸润结节型［７］；根据血流分级标

准，分为０级、１级、２级、３级［８］。

１３　观察指标
根据活检结果分为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癌组，

对比ＰＡＳ、ＰＳＡＤ水平；以 ＰＳＡ为４ｎｇ／ｍ ～３０ｎｇ／ｍｌ为前列腺癌
筛查标准，观察 ＴＰＡＳ、ＦＰＳＡ、ＰＳＡＤ、Ｆ／Ｔ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
意义。根据分型分为结节型组、隐匿型组、弥漫浸润结节型、弥

漫浸润型组，检测各组 ＰＡＳ、ＰＳＡＤ水平。分析不同分型前列腺
癌超声图像特征。统计非癌症与癌症组血流分级２、３级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
示，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活检下不同性质前列腺疾病组ＰＳＡ及ＰＳＡＤ水平对比

前列腺癌组 ＴＰＡＳ、ＦＰＳＡ、ＰＳＡＤ水平为 ３组最高，Ｆ／Ｔ
ＰＳＡ为三组最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列腺炎
组ＰＳＡＤ、ＴＰＳＡ、ＦＰＳＡ水平较前列腺增生组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活检出不同性质前列腺疾病下ＰＡＳ、ＰＳＡＤ水平分析（珋ｘ±ｓ）

　 分组 例数 ＴＰＳＡ（ｎｇ／ｍｌ） ＦＰＳＡ（ｎｇ／ｍｌ） Ｆ／ＴＰＳＡ ＰＳＡＤ（ｎｇ·ｍｌ１·ｃｍ３）

前列腺炎 ２４ ６８５±１９８ ２０３±０２１ ０３０±００８ ０２５±００８

前列腺增生 １３０ ４９８±１５２ １６０±０１２ ０２９±００９ ０１７±００５

前列腺癌 ２６ ３１０２±４２２ ７１４±２１１ ０１７±００７ ０９９±０２５

Ｆ值 － ２２９９２０ ５１９３７ ２２２６ ６３７３６

Ｐ值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列腺癌不同超声图像前分型组ＰＳＡ、及ＰＳＡＤ水平对比
结节型、隐匿型组 ＴＰＳＡ、ＦＰＳＡ、ＰＳＡＤ均低于弥漫浸润结

节型和弥漫浸润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但结

节型与隐匿型间，弥漫浸润型与弥漫浸润结节型间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前列腺癌不同超声分型下ＰＡＳ、ＰＳＡＤ水平分析（珋ｘ±ｓ）

　　 分组 例数 ＴＰＳＡ（ｎｇ／ｍｌ） ＦＰＳＡ（ｎｇ／ｍｌ） Ｆ／ＴＰＳＡ ＰＳＡＤ（ｎｇ·ｍｌ－１·ｃｍ－３）

结节型 １０ ３０２５±１７２ ６２３±０３２ ０１９±００７ ０８９±０２１

隐匿型 ４ ３０２９±２９５ ６１９±０２９ ０２０±００９ ０９１±０１８

弥漫浸润结节型 ４ ３６０１±４９５ ８８４±２１１ ０２１±００５ １２２±０２５

弥漫浸润型 ８ ３６５４±４２３ ８９１±１９９ ０２０±００６ １２１±０３２

Ｆ值 － ７０４ ７９９ ００９ ３４３

Ｐ值 －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９ ０９６３９ ００３４９

２３　各类型前列腺癌超声图像特征分析
结节型：前列腺外腺或内腺有高回声或低回声或等回声结

节，结节呈多发或单发，通常是对称分布，结节外前列腺未发现

明显变化。隐匿型：前列腺形态无异常，包膜完整，有清晰的边

界，内部无明显结节，血流分布均匀。弥漫浸润结节型：特征与

弥漫浸润型类似，腺体内有多个结节，其形态、大小均不一致。

弥漫浸润型：前列腺有明显形态改变，分布不均，外腺提和内腺

体无清晰边界，腺内有不均匀回声，呈片状。

２４　前列腺癌组与非前列腺癌组血流分级对比
前列腺癌组２级、３级共１８例，６９２３％（１８／２６）；非增前列

腺癌组２级、３级共２３例，１４９４％（２３／１５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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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前列腺癌是男性多发病和常见病，发病率及致死率呈上升

趋势，该病有遗传倾向，此外跟患者饮食习惯、种族等有关。早

期诊断前列腺癌能争取更多治疗机会，延长患者寿命［９］。目前

经直肠超声、检测血清 ＰＳＡ是临床诊断前列腺癌的重要手段。
但单一使用直肠超声诊断前列腺结果阳性预测值低，结果不尽

人意。ＰＳＡ已广泛用于前列腺良恶鉴别中，是重要参考指标，血
清ＰＳＡ上升越明显则癌性可能越大，但 ＰＳＡ轻度上升时，医生
难以鉴别是恶性早期还是良性［１０］。这是由于中老年男性前列

腺增生和前列腺癌可能同时存在，而二者临床表现、症状均相

似，例如夜尿增多、尿频、血尿等，其血清ＰＳＡ均有轻度升高，因
此仅用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仍有很大局限性［１１］。

目前有不少学者通过 ＴＰＳＡ、ＦＰＳＡ、ＰＳＡＤ、Ｆ／ＴＰＳＡ提高
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特异性。本研究中，前列腺癌组 ＴＰＡＳ、Ｆ
ＰＳＡ、ＰＳＡＤ水平为３组最高，Ｆ／ＴＰＳＡ为三组最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考虑是因为早期前列腺癌可直接导致患
者血清 ＴＰＳＡ升高，而游离的 ＦＰＳＡ和前列腺体积变化不
大［１２］；前列腺增生是由于前列腺体积增大故血清 ＴＰＳＡ升高，
增高幅度较前列腺癌小，因此前列腺癌ＰＳＡＤ高于前列腺增生，
而前列腺癌Ｆ／ＴＰＳＡ较前列腺增生小［１３］。李建春［１４］等研究者

报道：以ＰＳＡ为４ｎｇ／ｍｌ～３０ｎｇ／ｍｌ为诊断标准，绘制 ＲＯ曲线
发现，以上指标中ＰＳＡＤ曲线下面积最大，ＴＰＡＳ曲线下面积最
小，提示在ＰＳＡ为４ｎｇ／ｍｌ～３０ｎｇ／ｍｌ的区间内，ＰＳＡＤ的鉴别价
值最大，ＴＰＡＳ价值最小。血清ＴＰＳＡ水平影响因素较多，例如
尿路感染、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等均可导致血清 ＴＰＳＡ升高，
因此使用Ｔ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病变有一定假阴性和假阳性目前
对ＴＰＳＡ为４ｎｇ／ｍｌ～１０ｎｇ／ｍｌ被视为前列腺癌诊断灰色区。
通过研究发现，结节型、隐匿型组ＴＰＳＡ、ＦＰＳＡ、ＰＳＡＤ均低于弥
漫浸润结节型和弥漫浸润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００５）。隐匿型和结节型前列腺癌病变范围小，局限在某个部
位，弥漫性病变范围大，因此后者 ＰＳＡ水平较前两者高［１５］。单

一依靠血清ＰＳＡ鉴别前列腺病变仍存在不足，因此有必要联合
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

本研究超声下各类型前列腺癌在结节数量、形态、包膜、结

节位置、边界上有一定区别；其中结节型前列腺癌多发结节较

单发结节患者更多，多有完整包膜，外腺结节较内腺更常见，通

常有清晰的边界。而弥漫浸润型和弥漫浸润结节型则均表现

为普遍无清晰界限，包膜普遍不完整，绝大多数为不对称形态，

结节以多发为主，个别为单发；因此能良好区分结节型和弥漫

浸润型，结节型和弥漫浸润结节型。弥漫浸润型更多结节在外

腺，弥漫浸润结节型在内腺与外腺所见结节相当；隐匿型则几

乎无结节。在超声血流实时检测中，前列腺癌组２级、３级血流
发生率为６９２３％，较对照组的１４９４％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前列腺增生患者前列腺内腺实质血流为短线
状、点状、树枝状和放射状，以０级和１级血流为主［１６］。前列腺

癌患者前列腺癌实质外腺血流丰富，通常为２级和３级，前列腺
癌结节内及其周边血流丰富，表现为实质条状、粗点状丰富血

流信号［１７］。考虑是因为前列腺癌腺体血流改变与肿瘤生产的

血管生成因子有关，加快血管形成，促进肿瘤生长［１８］。因此在

诊断前列腺癌中，需要结合超声结果和血清ＰＡＳ结果进行综合
分析，使两种方法互补，协助医师做出准确诊断。

综上，血清 ＰＳＡ结合 ＴＲＵＳ前列腺穿刺活检有利于前列腺
癌诊断，有利于区分弥漫浸润型与隐匿型前列腺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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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泄干预对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的临床研究
付奇平１　 叶雪挺２　杨开凡１

１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综合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早泄干预对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临床价值。方法：收集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收治的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患者临床资料共９８例，分成两组。对照组常规
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早泄干预。观察不同方法处理后在性功能指标变化情况。结果：慢性前

列腺炎指标上，两组治疗１２周后在疼痛不适、排尿、生活质量、症状尺度、总评分上较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１２周后干预组以上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早泄指标上，两组治疗１２周后在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控制射精难易程度、性生活满意度、配偶性生活
满意度、每周性交频率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性生活焦虑评分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１２周后干预组以上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总疗效上，对照组治愈率
３２６５％、总有效率７５５１％，干预组治愈率５５１０％、总有效率８９８０％，干预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早泄干预能改善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症状，提高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早泄干预；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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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０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２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ｄｅｘｅｓ，ｐａｉｎａｎｄ
ｕｒ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ａｌ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ｔ１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
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
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ｏｆ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ｐｏｕｓｅ′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
ｌｉｆｅａｎｄｗｅｅｋｌ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ａ
ｂｏ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２．６５％ ａｎｄ７５．５１％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５．１０％ ａｎｄ８９．８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是因为前列腺炎造成精阜及射精
管开口处粘膜小血管和毛细血管充血水肿，造成大量炎性渗出

物，致使男性在性活动中兴奋性增高。流行病学称，临床上约

有３５００％ ～６８００％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早泄

症状，加上慢性前列腺炎会疼痛，排尿困难等，这些均严重影响

患者生活质量［１］。针对此，本次研究就通过从早泄干预着手，

以期通过心理、行为等干预措施以降低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

泄，以提高性生活质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来源

收集温州市鹿城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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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治的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患者临床资料共９８例，在患者知
情同意的原则上，按照随机数表法平均分成两组。对照组 ４９
例，年龄范围３１岁～６８，年龄（３８２±４１）岁；病程范围２年～９
年，病程（４８±１３）年；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范围１２分 ～４０
分，指数（２６９±５４）分；中国早泄性功能评价量表范围１４分
～３８分，评价量表（２５８±４８）分。干预组４９例，年龄范围３０
岁～７０岁，年龄（３８４±４３）岁；病程范围 ３年 ～８年，病程
（４５±１２）年；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评分范围１３分～４２分，指数
（２７１±５５）分；中国早泄性功能评价量表范围１５分 ～４０分，
评价量表（２５９±４９）分。两组在性别、年龄、相关评分上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慢性前列腺炎诊断标准为病程在３个月以上，具有前列腺
炎症状，且前列腺液细菌培养阴性。早泄诊断标准参考《精神

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Ⅳ正文修订版》，即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在
２ｍｉｎ内，阴道内阴茎连续抽插次数不足１５次即有不可控制射
精，或５０００％以上性生活中不能使性伴侣获得满意［２］。

１３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有固定性伴侣且有规律性生活；未采取雄性激

素等治疗者；能配合完成治疗者。所有研究均通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注，且符合患者知情同意原则。排除标准：原发性早泄

者；有神经源性膀胱、尿道狭窄等影响排尿功能者；有明显肝肾

神经系统疾病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常规处理，进行健康宣教，指导患者忌酒和辛辣

食物，并保持规律性生活，一般为１次／周～３次／周。并左氧氟
沙星（湖北恒安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９１７８）０２ｍｇ，每
日２次口服。癃清胶囊（贵州远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
字 Ｚ２００６０２４６）２０ｇ／次，２次／ｄ口服。以上均连续治疗１２周。
干预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干预处理。首先进行心理／行为治

疗，向患者及其配偶说明早泄的普遍性，同时强调重建射精条

件反射，通过心理辅助消除患者焦虑等不良情绪。动员配偶共

同参与治疗，在每次性交时行停动停方式，在性交有射精感时
减慢或停止抽插动作，射精感消失后再行抽插，直至射精感无

法控制为止。另外加用帕罗西汀（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０４３）２０ｍｇ或达泊西汀（德国 Ｊａｎｓｓｅ
ｎＯｒｔｈｏＬＬＣ，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３０１８４）３０ｍｇ，１次／ｄ，连续１２周。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和治疗１２周后在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变化
情况，包括疼痛不适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生活质量评分、症状

尺度评分和总评分。观察治疗前和治疗１２周后在国际勃起功
能指数指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控制射精难易程度、性生活满

意度、配偶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焦虑和每周性交频率［３］。

１６　疗效判断
参考ＧａｏＪ等人的办法［４］进行：治愈为阴茎插入阴道后能

停留２ｍｉｎ以上，且能随意抽动或做适度抽动；有效为射精潜伏
期改善，但仍在２ｍｉｎ内；无效为治疗前后无变化。
１７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结果
采用 珋ｘ±ｓ表示，两组样本对应数据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等级
资料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标比较

治疗前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
疗１２周后在疼痛不适、排尿、生活质量、症状尺度、总评分上较
治疗前均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１２
周后干预组以上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标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疼痛不适 排尿 生活质量 症状尺度 总评分

对照组 ４９ 治疗前 ７７３±１２２ ５１１±０７８ ７８９±０９４ １２５６±１４６ ３３１２±３６６

治疗１２周后 ５６２±０８９ ４０１±０５７ ５８９±０７３ ９６８±０９６ ２１７７±２１２

ｔ值 ８９４６ ９４７９ ９２２１ ７９７８ ８９６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组 ４９ 治疗前 ７７５±１２４ ５１３±０７９ ７９１±０９５ １２５９±１４８ ３４１１±３７１

治疗１２周后 ４１９±０６７ ２６１±０４２ ４１１±０５６ ６１３±０６７ １６２２±１３３

ｔ值 ７４７８ ９０４７ ９６１２ ８９６７ ７８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１２周后ｔ值 ８０５６ ９０２２ ８９８６ ９２２３ ８９５７

治疗１２周后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早泄相关指标比较
治疗前各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

疗１２周后在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控制射精难易程度、性生活满
意度、配偶性生活满意度、每周性交频率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

性生活焦虑评分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１２周后干预组以上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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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早泄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阴道内射精

潜伏期（ｍｉｎ）
控制射精难易

程度（分）

性生活

满意度（％）
配偶性生活

满意度（％）
性生活焦虑

（分）

每周性交频率

（次）

对照组 ４９ 治疗前 １１１±０５２ １２５±０４７ ３００（６１２） ３００（６１２） １３７±０５３ ０９３±０２１

治疗１２周后 ２５３±０６１ １５１±０５１ １８００（３６７３） １９００（３８７８） ０９８±０４４ １４６±０２４

ｔ值 ９５７３ ８９２６ ７８９７ ８９０５ ９６８２ ８９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组 ４９ 治疗前 １１２±０５３ １２６±０４８ ４００（８１６） ３００（６１２） １３９±０５４ ０９４±０２３

治疗１２周后 ４１１±０６４ １７９±０５９ ３０００（６１２２） ３２００（６５３１） ０６１±０２６ １８９±０３６

ｔ值 ９５８７ ９１２４ ８９０５ ８９６７ ９０５１ ８９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１２周后ｔ值 ８９４７ ９５６７ ９３５６ ９２５１ ６７８９ ７９４３

治疗１２周后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总疗效比较
对照组治愈率３２６５％、总有效率７５５１％，干预组治愈率

５５１０％、总有效率８９８０％，干预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总疗效比较 （％）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９ １６００（３２６５）２１００（４２８６）１２００（２４４９） ７５５１

干预组 ４９ ２７００（５５１０）１７００（３４７０） ５００（１０２０） ８９８０

Ｕ／χ２值 Ｕ＝９７８４ χ２＝１０３４６

Ｐ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２１

#

　讨论
以往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和性功能障碍之间相关性不强，而

近些年随着勃起功能国际问卷、早泄诊断工具问卷等逐渐被临

床认同，慢性前列腺炎和早泄之间关联性逐步得到认可。研

究［５］称，在Ⅲａ型前列腺炎中有７０００％患者存在早泄症状，且
早泄诊断工具问卷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之间正相关。

目前，对慢性前列腺炎引起早泄的确切机制不明显，多数

认为和器质性和心理因素相关性大［６７］。加上心理存在焦虑、

恐惧和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些加重性功能障碍。本次研究从行

为和心理等方面进行干预。另外，本次研究中加用帕罗西汀或

达泊西汀，从而提高性满意度。

结果显示，予早泄干预后，患者在慢性前列腺炎和早泄相

关指标上均有明显改善，且在疗效上也有明显提高，这说明早

泄干预不仅能改善早泄症状，提高性满意度，且能改善前列腺

炎症状，故我们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和早泄之间存在相关性，两

者在治疗上也存在协同性［８９］，表现为性功能障碍干预后能促

使患者恢复正常规律性生活，而规律性生活有益于前列腺炎症

状消退［１０１１］。研究指出［１２１３］，规律性生活能改善性欲和性功

能，能促进慢性炎症治愈，因规律性生活显著优于手淫排精和

前列腺按摩［１４］这点从结果中有所体现，但是本次研究未进行相

关性总结，但结合文献可能是性生活时前列腺平滑肌收缩，促

进病原体和炎症细胞排空，而这些排空较手淫和前列腺按摩等

彻底，同时性生活满意度提高能促进患者生活质量提高，愉悦

心情能促进疾病恢复［１５１８］。

综上所述，采用早泄干预能减轻疼痛不适、排尿、生活质

量、症状尺度及慢性前列腺炎症状，又能提高阴道内射精潜伏

期、控制射精难易程度、性生活满意度、配偶性生活满意度、每

周性交频率，同时降低焦虑等不良情绪，但左氧氟沙星等抗菌

药物对早泄是否有协同性仍值得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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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治疗联合心理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研究
姜大业　倪颖
南通大学附属建湖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７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常规治疗联合心理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通大学附属建湖医院收治的９４例早泄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４７例
与对照组４７例。对照组采用心理行为疗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盐酸坦洛新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
疗。两组疗程均为１２周。比较两组患者疗效、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ＣＩＰＥ评分、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
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变化。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８７２％）高于对照组（６６０％）（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治疗后射精潜伏期和ＣＩＰＥ评分有所增加（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射精潜伏期和 ＣＩＰＥ评分高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有所增加（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常
规治疗联合心理行为疗法治疗早泄患者疗效明显，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常规治疗；心理行为疗法；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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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７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７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ｕｆａｎ
ｇ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ｏｔｈ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ｆｏｒ１２ｗｅｅｋｓ．Ｔｈｅ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ＩＰＥｓｃｏｒ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ｐｏｕｓ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
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８７２％）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６０％）（Ｐ＜００５）．ＣＩＰ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
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ｃｙｏｆ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ＣＩＰＥ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ｔｅｎｃｙｏｆｅｊａ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ｐｏｕｓ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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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
００５）．Ｔｈｅｓｐｏｕｓ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早泄是常见的一种男性性功能障碍，主要是指男性在性交
时缺乏控制射精能力，阴茎刚插入阴道或者插入阴道前即射

精［１２］。近年来，早泄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发病率为３５％ ～
５０％，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３］。早泄影响性伴侣和患者

本身性生活质量，性生活满意度下降，致使患者焦虑、抑郁、尴

尬、精神苦闷，且会影响夫妻关系，故而临床上采取及时合理规

范的治疗方法尤为重要［４７］。本研究旨在探讨常规治疗联合心

理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为临床相关治疗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建湖医院于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期间收治的
９４例早泄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国际性医学会诊断标准确诊
早泄患者：①大多数情况下，无延长射精时间和自主控制射精
的能力；②大多数情况下，在阴茎插入阴道约１ｍｉｎ即发生射
精；③出现消极的情绪或后果。按照随机表法将９４例早泄患者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７例患者。观察组４７例患者，年龄
范围２０岁 ～４９岁，年龄（３６５７±４１３）岁，发病时间范围１个
月～３年，病程（１４７±０３５）年，中国早泄指数评估表（ＣＩＰＥ）
评分（２０１７±２８９）分；对照组４７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５０
岁，年龄（３７０４±３８７）岁，发病时间范围２个月 ～４年，病程
（１５０±０３７）年，ＣＩＰＥ评分（２０２９±３０４）分。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原发性早泄诊断标准者；②外生殖器发

育正常，勃起功能正常；③已婚或有固定性伴侣，且有规律和稳
定性生活者；④签订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①有泌尿生殖系统外伤史、感染者；②合并有勃
起功能障碍或其他性功能障碍者；③合并器质性疾病者；④合
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⑤精神疾病者。
１３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盐酸坦洛新缓释片（生

产厂家：江苏恒瑞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１４６１）０２ｍｇ／次，每日１次；复方玄驹胶囊（生产厂家：浙
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３粒／次，
每日３次。

对照组患者：采用心理行为疗效，包括心理和行为２种方
法。①心理疗法：首先取得患者及其配偶的信任，与夫妻双方
建立良好关系，同时加强患者及其配偶的相关性知识认知教

育，采取针对性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②行为疗法：患者可以
采取手淫方法诱发射精，当快出现射精时，停止手淫，重复３～４
次，每周２～３次，长久训练后以女上位方式性交，逐渐增加射精
刺激阈，达到满意后才射精。

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１２周。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标准有以下３项：①显效：患者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６ｍｉｎ；②有效：患者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２～６ｍｉｎ；③无效：患
者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２ｍｉｎ。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
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以下２项：①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射精潜伏
期和ＣＩＰＥ评分；②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
评分（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ＩＩＥＦ表中１０、１３、１４项评分０～１５
分）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ＩＩＥＦ表中６、７、８项评分０～１５
分）。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实施 ｔ

检验，计数资料实施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８７２％）高于对照组患者
（６６０％）（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和ＣＩＰＥ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射精潜伏期和 ＣＩＰＥ评分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射精潜伏期和ＣＩＰＥ评
分有所增加（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射精潜伏期和 ＣＩＰＥ
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７ ２４（５１１） １７（３６２） ６（１２８） ４１（８７２）

对照组 ４７ １０（２１３） ２１（４４７） １６（３４０） ３１（６６０）

χ２值 — — — ５９３４３

Ｐ值 — — —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和ＣＩＰＥ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射精潜伏期（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ＩＰＥ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７ ０７４±０１５ ４５１±０８９ａ ２０１７±２８９３５２７±４２８ａ

对照组 ４７ ０７８±０１７ ２７６±０５４ａ ２０２９±３０４２７８３±３８７ａ

ｔ值 １２０９６ １１５２４８ ０１９６１ ８８３９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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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生活满
意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有所增加（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
生活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和患者性生活
满意度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７ ５４２±１２５１０７７±１６５ａ ５９７±１７６１１７９±２５６ａ

对照组 ４７ ５３６±１１９ ７６３±１３５ａ ６１０±１８１ ８３９±２０７ａ

ｔ值 ０２３８３ １００２４５ ０３５３０ ７０８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早泄发病率仅次于勃起功能障碍，其发病原因尚无完全阐

明，包括性伴侣、遗传基因的多态性、心理性因素和器质性病变

等因素［８］。其中，心理精神因素是导致早泄和中枢兴奋性增强

的主要原因，而器质性疾病的因素比较少见，如感觉神经兴奋

性增高和阴茎敏感过敏，病理情况下造成的脊髓中枢性和大脑

皮质兴奋增强，均会造成射精时间提前发生［９１０］。早泄是射精

潜伏期过短的一种病理状态，主要与阴茎过度敏感和调控射精

的功能紊乱相关［１１］。射精是由脊神经、运动中枢神经和感受器

组成的反射活动。多种中枢神经递质、神经核在射精调节中起

重要作用。目前，治疗早泄方法主要包括行为治疗、选择性５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抗抑郁药等［１２１３］。

心理行为治疗包括“停止开始”训练法；性感集中训练，如
“阴茎挤捏”训练等，能够提高对性刺激的耐受性和射精兴奋阈

值［１４１５］。通过心理行为疗法用于早泄患者，具有疗效好、无不

良反应、经济及便于增进夫妻感情交流等特点，具有较高的可

行性，但该方法需要夫妻双方互相配合。临床调查结果显示，

７５％的早泄患者治疗效果并不持久［１６］。盐酸坦洛新缓释片是

长效的、高选择性的一种肾上腺素α１受体阻滞剂，可以作用于
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性，提高射精性兴奋

阈，延迟射精反射，缓解早泄；可以明显抑制输精管组织的收

缩，延迟射精［１７］。复方玄驹胶囊是一种中成药，主要由玄驹、淫

羊藿、蛇床子、枸杞子等组成，具有调节性腺分泌、增强免疫、抗

疲劳、延缓衰老、镇静安神等作用，同时还能够提高精浆果糖和

α葡糖苷酶的浓度，促进血睾酮的合成［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常规治疗联

合心理行为疗法可以提高疗效；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射精潜伏期
和ＣＩＰＥ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常规治疗联合心理行
为疗法可以改善射精；观察组患者治疗后配偶性生活满意度评

分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常规治

疗联合心理行为疗法可以提高配偶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
综上所述，常规治疗联合心理行为疗法治疗早泄患者疗效

明显，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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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帕罗西汀联合疏肝益阳胶囊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１３４例门诊患者按
照随机分配原则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每组６７例。其中对照组单独口服帕罗西汀，２０ｍｇ／次，每晚１次口
服，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疏肝益阳胶囊，４粒／次，１天３次口服。两组患者均按时口服药物治疗８
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及停药８周后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及早泄指数量表（ＣＩＰＥ）评分的
变化。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ＩＥＬＴ时间均较前明显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两组
患者ＩＥＬＴ时间较治疗前延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治疗组较对照组患者 ＩＥＬＴ延
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ＣＩＰＥ５评分均较前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两组患者ＣＩＰＥ５评分较治疗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
治疗组ＣＩＰＥ５评分和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帕罗西汀联合疏肝益阳胶囊治疗
早泄疗效更好，效果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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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一种常见的成年男性射
精功能障碍疾病，主要表现为阴道内射精潜伏期短，缺乏射精

控制能力，伴随消极的身心影响如苦恼、焦虑、躲避性生活等不

良情绪。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约有 １６％ ～３８％ 的男性存在早
泄［１］。早泄会严重影响男性患者自尊心、自信心，性生活不和

谐影响夫妻感情，这种影响又会形成恶性循环进增加患者心理

负担而加重早泄病情［２］。传统观点认为早泄是心理因素导致，

随着研究深入，目前普遍认为早泄是一种器质性疾病，采用药

物治疗更为有效［３］。为此，本研究通过帕罗西汀联合疏肝益阳

胶囊对原发性早泄患者进行治疗，结果取得不错的疗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病例均来自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门诊２０１６
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早泄患者１３４例，均获得患者知情同意，
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７例。治疗组年龄
范围２２岁～５１岁，年龄（３０２４±７１９）岁，病程范围６个月１３
年，病程（３８２±２９１）年；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９岁，年龄
（２９２１±６２２）岁，病程范围 ６个月１２年，病程（３２１±２４）
年。两组患者年龄和病程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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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２２岁以上；有稳定的性伴侣，并且保持规律

性生活３个月以上；符合《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ＤＳＭ
ＩＶＴＲ）中定义的早泄标准［４］，病史３个月以上；在极少的性刺
激下，于插入阴道前、插入过程中或后不久（ＩＥＬＴ＜２ｍｉｎ），并在
希望发生之前出现高潮和射精；勃起功能正常。排除标准：排

除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排除外伤史、吸毒史、药物滥用史

患者；排除合并心肝肺等重要器官疾病；排除境遇问题等引起

的各种继发性早泄。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口服盐酸帕罗西汀片（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１１０６）２０ｍｇ／次，晚餐后服用。治疗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予加用疏肝益阳胶囊（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４粒／次，３次／日口服。两组均连续
治疗８周。
１４　观察指标

①治疗前、治疗后、停药后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取３
次测量的平均值；②通过问卷调查，记录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
评价表（ＣＩＰＥ５）［５］，包括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Ｑ４）、射精控制难
易程度（Ｑ５），患者性生活满意度（Ｑ６），配偶性生活满意度
（Ｑ７）、及患者性生活焦虑紧张程度（Ｑ１０）；③药物不良反应。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本研究患者治疗前后及停药后的 ＩＥＬＴ时间和 ＣＩＰＥ５
评分结果以 （珋ｘ±ｓ）表示，均数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两组间不良
反应率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ＥＬＴ时间变化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ＩＥＬＴ时间均较治疗前明显延长，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ｔ＝－１２８９，对照组ｔ＝－１０５６３，均Ｐ
＜００５）；停药８周后，两组患者 ＩＥＬＴ时间较治疗前延长，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ｔ＝－１２２３３，对照组ｔ＝－９４７３，均
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治疗组较对照组患者 ＩＥＬＴ时间延长，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８６２，Ｐ＜００５）。ＩＥＬＴ时间两组患者
治疗后及停药８周后分别与治疗前比较 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
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及停药８周后ＩＥＬＴ时间变化

组别 例数
ＩＥＬＴ时间（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停药８周后

治疗组 ６７ １３３±０５２ ５２０±２４０ ４５３±２０７

对照组 ６７ １３５±０５３ ３８９±１８９ ３０６±１３７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ＩＰＥ５评分变化
治疗后，两组患者ＣＩＰＥ５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提高，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 ｔ＝－１９８４９，对照组 ｔ＝－１７１４４，
均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两组患者 ＣＩＰＥ－５评分均较治疗前
提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 ｔ＝－２１０７６，对照组 ｔ＝
－１４７１６，均Ｐ＜００５），停药８周后治疗组 ＣＩＰＥ－５评分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３６６１，Ｐ＜００５）。ＣＩＰＥ５积分两
组患者治疗后及停药８周后分别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停药８
周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及停药８周后ＣＩＰＲ５评分变化

组别 例数
射精潜伏期

（Ｑ４）
控制射精能力

（Ｑ５）
患者性生活

满意度（Ｑ６）
配偶性生活

满意度（Ｑ７）
患者性生活

焦虑程度（Ｑ１０）
ＣＩＰＥ５积分

治疗组 ６７ 治疗前 ２３４±０６６ １８２±０６９ １４０±０４９ １６７±０６３ ２４８±０４０ ９７２±１６６

治疗后 ４７３±０５３ ４５５±０６３ ４２４±０９２ ４３９±０８１ ３８１±１０３ ２１７２±２７６

停药８周后 ４５５±０６５ ４３４±０７０ ４１６±０９８ ４２７±０８６ ４０３±０９３ ２１３６±２５６

对照组 ６７ 治疗前 ２１８±０７９ １７２±０５９ １５１±０５０ １７０±０６２ ２４６±０６３ ９５８±１９０

治疗后 ４２２±０９０ ３７０±０８５ ３４２±１１７ ３０１±０９１ ３４０±０９３ １７７６±３４１

停药８周后 ３５５±０７８ ３４３±０８９ ２８４±０８９ ２７８±０８１ ２７２±０７１ １５３１±２５６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帕罗西汀的不良反应少而轻微，大多为自限性，可自行缓

解，可有恶心、口干、便秘、头晕、乏力、性功能障碍等［６］。治疗

组患者出现恶心２例，头晕２例，困倦乏力２例，口干１例，不良
反应率１０４％；对照组出现恶心２例，头晕３例，困倦乏力３例，
口干２例，性欲下降或勃起不坚６例，不良反应率２３８％；所有
患者均坚持服药８周。治疗组不良反应率较对照组小，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５１，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由于生活节奏加快以及生活压力增加、不良生活

习惯等因素，导致早泄人数呈增多趋势。自１９４３年 Ｓｃｈａｐｉｒｏ［７］

第一次提出早泄的概念以来，对于早泄的定义一直存在争议；而

且不同学术组织或个人对早泄的定义也不尽相同。Ｓｈａｂｓｉｇｈ
等［８］认为早泄的诊断应该包括阴道内射精潜伏期短、控制射精

能力较差、性交不满意、以及因为射精过早所造成的负面情绪

等方面，但不应该有一个特定的定义。早泄虽然不危及生命，

但由于严重影响夫妻性生活质量，打击患者自尊心、自信心，引

起患者自卑、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影响夫妻感情甚至导致女

性性冷淡的出现。因此，采取有效的方案治疗早泄，恢复正常

的性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早期研究对早泄的认识比较模糊，经典理论大多认为早泄

是一种心理疾病，很大程度是由于焦虑或者早期仓促性经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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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调节性改变。近２０年来，已经建立了早泄的病因学的体细
胞和神经生物学假说。目前解释早泄的多种生物因素包括：中

枢神经系统５羟色胺（５ＨＴ）神经递质紊乱，阴茎头敏感度过
高，遗传变异，勃起功能障碍与前列腺疾病，心理因素等。Ｙｕｅ
等［９］研究认为，早泄可能是因为大脑神经中枢及脊髓的射精中

枢兴奋性过高，丧失自我控制射精的能力，从而不能延迟射精，

导致性生活质量下降。现代医学发现［１０］，大脑中枢存在多个启

动射精的神经激活位点，而中枢神经递质５ＨＴ及其受体对射
精的调节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下丘脑内侧视前区释放的多巴

胺和旁室核调节下传的射精传导信号到达脑干的５ＨＴ旁巨细
胞核后再传导投射至腰骶部脊髓运动核射精中枢来调节机体

泌精和射精的生理过程。

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主要是抑制神经元突触前
膜对神经递质５ＨＴ的再摄取，提高突触间隙５ＨＴ的浓度，逐
渐升高的５ＨＴ会与５ＨＴ１ɑ和５ＨＴ１β受体结合，负反馈抑制
５ＨＴ的释放，突触间隙内的５ＨＴ浓度逐渐下降。用药１周甚
至更长时间后，５ＨＴ１ɑ／５ＨＴ１β受体脱敏，对突触 ５ＨＴ释放的
负反馈作用减弱，使突触间隙内５ＨＴ浓度维持稳定的高水平，
提高射精阈值，发挥其延迟射精的功能［１１１２］。帕罗西汀是高选

择性的ＳＳＲＩｓ，因其疗效明显、用药简便等特点越来越多的用于
治疗早泄。本研究显示单用帕罗西汀治疗早泄，射精潜伏期治

疗后及停药８周后都较治疗前延长，证明其治疗早泄的有效性；
但是其导致的性欲下降及勃起不坚等不良反应也困扰着广大

医务人员及患者。有研究表明ＳＳＲＩｓ主要通过几个方面导致勃
起功能下降［１３］：通过影响５ＨＴ介导对多巴胺的抑制；引起催乳
素的高分泌；竞争性结合胆碱能受体降低阴茎血管的舒张；抑

制ＮＯ合成酶使ＮＯ合成减少导致勃起不坚。而疏肝益阳胶囊
由蒺藜、柴胡、地龙、蜂房、蛇床子等１５味中药组成；方中蒺藜、
柴胡调达肝气、疏肝解郁，地龙通利经络，蜂房、蛇床子温肾壮

阳，诸药合用具有疏肝解郁、活血通络、补肾振痿的功效［１４］。本

研究中治疗组患者及配偶性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可能

原因为疏肝益阳胶囊有通血壮阳的功效，增加了阴茎动脉血

流，减慢了阴茎静脉回流，提高性欲和增强控制射精功能，大大

提升了患者对性生活的自信心，使患者获得更大的生理及心理

的满足［１５］。本次研究还发现，治疗组的不良反应事件较对照组

的更少，提示疏肝益阳胶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或消除

帕罗西汀引起的勃起不坚或性欲减退等副作用，从而增强了患

者的自信心和治疗依从性。王济等［１６］研究表明，疏肝益阳胶囊

大、小剂量均可显著增加动脉性 ＥＤ模型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
一氧化氮合酶／环磷酸鸟苷（ＮＯＳ／ｃＧＭＰ）通路的另一个重要分
ｃＧＭＰｍＲＮＡ表达，并且显著降低ｃＧＭＰ抑制物５磷酸二酯酶抑
制剂ｍＲＮＡ（ＰＤＥ５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在对 ＰＤＥ５的作用方面
与西地那非相似；可以调节输精管、精囊、前列腺和尿道的收缩

反应和延长总的勃起持续时间，而射精潜伏期长短受勃起时间

影响，勃起持续时间越长，射精潜伏期亦越长。本研究发现，两

组患者治疗８周及停药８周后，治疗组 ＩＥＬＴ时间长于对照组，
ＣＩＰＥ５积分也明显改善，也证实疏肝益阳胶囊在增强患者勃起

功能同时也能延长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及改善患者的性生活

质量。

通过本研究发现，帕罗西汀联合疏肝益阳胶囊治疗早泄，

在治疗后及停药后效果都比单用帕罗西汀更好，不良反应发生

率更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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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治疗早泄并发勃起障碍的疗效
观察及可靠性研究
王轩久　王艳玲△　杨磊　柳伟　石艳波
涿州市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　要】　目的：研究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治疗早泄并发勃起障碍的疗效及治疗安全可靠性。方法：
选取涿州市医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８２例早泄并发勃起障碍患者纳入本次研究，将全部患者
随机均分对照组与观察组，对照组给予曲唑酮进行治疗，观察组给予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进行治疗，治疗一

疗程后评估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分别于治疗前、后以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评估患者勃起功能状
况，以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评估两组患者早泄状态，以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及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评
估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理状态；评估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的用药可靠性；治疗后评估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２６８％，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８０５％，观察组整体临床疗效较对照组理想，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ＳＡＳ、ＳＤＳ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组间对比 Ｐ＞００５；治
疗后两组均较治疗前好转，组内对比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较对照组良好，组内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性生活总满意率为９２６８％，对照组治疗后性生活总满意率为７８０５％，观察组
整体性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血压、血肌酐、血环孢素 Ａ及不良反应
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治疗早泄并发勃起障碍疗效理想，能够
有效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延长ＩＥＬＴ，从而起到改善性生活质量及心理状态的作用，且用药安全可靠。

【关键词】　早泄；勃起障碍；西地那非；曲唑酮；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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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ｙｃｌｏｓｐｏｒｉｎｅＡ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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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ｚｏｄ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ＩＥＬＴ，ｓｏａｓ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ｄｒｕｇ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Ｔｒａｚｏｄｏｎ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
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男性常见的性功能障碍性疾病，ＥＤ或ＰＥ的病
因是多方面的，体质的强弱因素、心理障碍、患者自身患有某些

慢性疾病以及服用某些药物的副作用、居住环境对男性的 ＥＤ
和 ＰＥ影响亦不容忽视［１３］。性生活是人类生活必需的组成部

分，是人类传宗接代、繁衍强盛的需要。文明、和谐的性生活可

增进夫妻感情，且可使男女双方情绪积极、兴奋，男女之间适量

的性活动对健康有益，首先它是一种愉悦的运动，可放松紧张

情绪，增加心肌锻炼，降低体重，增进睡眠质量，促进夫妻感情

更加恩爱。而ＰＥ合并ＥＤ可直接导致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下降，
继而出现一系列心理障碍、家庭问题、甚至会影响社会工作。

近年来随着社会人文因素、工作压力、环境等的改变，我国 ＰＥ、
ＥＤ的发生呈现出上升趋势［４６］。本文旨在探讨西地那非联合

曲唑酮治疗ＰＥ合并 Ｅ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其治疗的可靠性。
现将具体探讨结果总结于下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取标准

本次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以《外科学》中 ＰＥ及
ＥＤ之相关诊断标准作为本次研究诊断标准［７］。入选标准：①
成年已婚男性，年龄范围２２岁～５０岁；②经本院专科主治及以
上级别医师根据上述诊断标准及患者临床表现明确诊断为 ＰＥ
合并ＥＤ的患者；③入组前３个月 ～入组后１个月内患者的婚
姻稳定或有稳定的性伴侣；④在知晓本次研究的前提下自愿参
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⑤能够配合完成相关评估的患
者。排除标准：①前列腺、外生殖器、睾丸与附睾等性器官有器
质性病理改变或者有生理解剖结构异常的患者；②入组前１个
月内有ＰＥ、ＥＤ治疗史以及有泌尿系统感染病史的患者；③合并
恶性肿瘤、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肾功能不全或重症疾病患

者；④有精神系统疾病、药物依赖、酒精依赖以及吸毒史的患
者；⑤入组前６个月内有脑血管疾病、心肌梗死、恶性心律不齐、
心绞痛等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史患者；⑥有消化道出血及活动性
溃疡的患者及对本次研究用药有过敏史者。

１２　基线资料
选取涿州市医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８２例

早泄并发勃起障碍患者纳入本次研究，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全

部患者随机均分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４１例。对照组患者年
龄范围３５岁 ～４６岁，年龄（３９６１±３７２）岁；病史范围１个月
～１３个月，病史（６１２±２６５）个月。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５
岁３５～４６岁，年龄（３９６４±３７５）岁；病史１个月 ～１５个月，病
史（６１９±２７１）个月。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曲唑酮（常州华生制药出品，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３５５）５０ｍｇ／ｄ，睡前口服。观察组同时给予西地那非与曲
唑酮与治疗，西地那非（辉瑞制药出品，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６）
２５ｍｇ／ｄ，睡前口服；曲唑酮与对照组完全相同。两组均以２周

为一疗程。

１４　疗效观察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后以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评估患

者勃起功能状况，以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评估两组患者
早泄状态［８９］。以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及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
评估患者治疗前后的心理状态［１０］。得分越高表明患者的心理

问题越严重，ＳＡＳ＜５０分，ＳＤＳ＜５３分为正常。观察两组患者用
药后血压水平、血肌酐、血环孢素 Ａ水平并统计不良反应发生
率以评估用药可靠性。一疗程后评估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

性生活质量［１１］。临床疗效评估标准：以 ＩＩＥＦ５≥２２分且 ＩＥＬＴ
≥２ｍｉｎ为治愈；以ＩＩＥＦ５＜２２分但较前上升５分及以上且ＩＥＬＴ
显著延长为显效；以 ＩＩＥＦ５＜２２分但较前上升 ２分 ～４分且
ＩＥＬＴ有所延长为有效；以ＩＩＥＦ５＜２２分但较前上升≤１分或无
上升或有下降且ＩＥＬＴ无延长或有缩短为无效；总有效为治愈、
显效与有效之和。性生活质量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

般、比较不满意、非常不满意５个等级，总满意为非常满意、比较
满意与一般之和。

１５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数据以 ＡＮＯ

ＶＡ检验方差齐性，以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数据分布状态，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数据以 Ｍｅａｎ±ＳＤ描述，偏态分布的计量
数据以四分位数［Ｍ（Ｘ２５％～Ｘ７５％）］描述，以均数ｔ检验两组
数据的差异性根据方差齐性结果读取计算结果。等级数据以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计数资料以交叉表卡方检验。
校验水平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２６８％，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８０５％，
观察组整体临床疗效较对照组理想，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估对比［ｎ（％）］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５（１２２０）１９（４６３４）８（１９５１） ９（２１９５） ３２（７８０５）

观察组 ９（２１９５）２４（５８５４）５（１２２０） ３（７３２） ３８（９２６８）

Ｚ值 －２２２６

Ｐ值 　００２６

２２　两组患者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及心理状态评估
治疗前两组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ＳＡＳ、ＳＤＳ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组间对比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均较治疗前好转，组内对比 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较对照组良好，组内对比 Ｐ＜００５，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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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ＳＡＳ、ＳＤＳ评估对比（珋ｘ±ｓ）

组别 时间 ＩＥＬＴ（ｍｉｎ） ＩＩＥＦ５（分） ＳＡＳ（分） ＳＤＳ（分）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０１±０２１ １１０８±１９３ ５８６２±４１７ ６１７９±４５７

治疗后 ２９３±０１３ １５９７±２０２ ４９８４±３０２ ５４０８±２９２

ｔ值 ４９７７７ １１２０７ １０９１９ ９１０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观察组
治疗前 ０９７±０１９ １０９２±１９１ ５８６５±４０９ ６１８１±４５８

治疗后 ５４９±０１６ １９８４±２１７ ４３１７±２９４ ５０２５±２７４

ｔ值 １１６５１７ １９７５７ １９６７８ １３８６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治疗前 ｔ值 ０９０４ ０３７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０

Ｐ值 ０３６８ ０７０７ ０９７４ ０９８４

治疗后 ｔ值 ７９５１３ ８３５８ １０１３３ ６１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
观察组治疗后性生活总满意率为９２６８％，对照组治疗后

性生活总满意率为７８０５％，观察组整体性生活质量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估对比［ｎ（％）］

组别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一般 比较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总满意

对照组 １（２４４） １３（３１７１） １８（４３９０） ３（７３２） ６（１４６３） ３２（７８０５）

观察组 ５（１２２０） ２４（５８５４） ９（２１９５） ２（４８８） １（２４４） ３８（９２６８）

Ｚ值 －３４３８

Ｐ值 　０００１

２４　两组患者可靠性分析
两组血压、血肌酐、血环孢素 Ａ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Ｐ＞

００５，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体数据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计对比（珋ｘ±ｓ），［ｎ（％）］

组别 收缩压（ｍｍＨｇ） 舒张压（ｍｍＨｇ） 血肌酐（μｍｏｌ／Ｌ） 血环孢素Ａ（μｇ／Ｌ） 不良反应［ｎ（％）］

对照组 １３１１２±１１０２ ８５９２±９１６ １０１４３±１１３１ １５６９８±２５２１ ８（１９５１）

观察组 １３１１３±１０９６ ８５９４±９１３ １０１４６±１１２９ １５７０２±２５１９ ９（２１９５）

ｔ／ｘ２值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７４

Ｐ值 ０９９７ ０９９２ ０９９０ ０９９４ ０７８５

#

　讨论
男性性功能减退、障碍是男科的常见病，ＰＥ的病因多样、复

杂［１２］。ＥＤ同样于男科病中较多常见，目前对于 ＰＥ、ＥＤ的发病
机制尚未确切明了，单纯的ＰＥ只会影响夫妻性生活的满意度，
但ＥＤ常使夫妻性生活难以正常进行，会给男性患者造成的严
重的自卑感和心理压力［１３１５］。ＰＥ是指患者阴茎进入阴道前或
者是进入阴道后２ｍｉｎ内不能自我控制而射精，评价ＰＥ指标是
射精潜伏时间的数值，ＰＥ主要说明的是患者阴茎进插入阴道后
于很短时间之内射精，患者对于射精活动不能自主控制且引起

患者极大的失望和烦恼。在临床中 ＰＥ、ＥＤ常同时出现，ＥＤ给
患者带来的焦虑和恐惧会加严重，ＥＤ的发生除有器质性损伤

因素之外，较严重的心理障碍可使ＥＤ加重，临床缺乏治疗 ＥＤ、
ＰＥ的靶向性较强的药物［１６１８］。近年来国内外本科或精神科的

医学专家在临床中发现抗抑郁药对于男性性功能障碍性疾

有效。

曲唑酮属三唑吡啶类精神科用药，为抗抑郁药。其药理作

用主要有抗焦虑、抗抑郁、镇静安眠作用。其药理作用是具有

选择性阻断５ＨＴ的再摄取从而提高其于中枢神经当中的表达
水平。曲唑酮的主要经由抑制５羟色胺与去甲肾上腺素的再
次摄取量发挥治疗 ＰＥ的作用，但对于组胺与多巴胺等的受体
并无明确功效。曲唑酮具有明确的增强性欲及适度延长阴茎

勃起时间的作用。并且曲唑酮具有抗抑郁功效能够有效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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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可对患者的心理症状起到明确的治疗

作用。西地那非为ＥＤ的一种主要治疗药物，可拮抗磷酸二酯
酶对于鸟苷酸的降解效能，而舒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血管，改

善阴茎血供，促使ＥＤ症状患者的勃起。
本次结果表明，观察组采取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进行治疗

后，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２６８％，高于对照组７８０５％的总有效率，
并且观察组整体疗效水平优于对照组。ＳＤＳ与ＳＡＳ评估对比证
明联合用药具有更加理想的调节患者心理症状的功效。ＩＥＬＴ
结果对比证明观察组患者ＩＥＬＴ显著延长且优于对照组，ＩＩＥＦ５
结果对比表明观察组勃起功能显著改善且优于对照组。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的性生活整体质量较对照组理想。通过血压、血

肌酐、血环孢素Ａ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证明两组用药后患者
不良反应及机体用药反应均未因联合用药而上升，提示西地那

非联合曲唑酮治疗ＰＥ并发ＥＤ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治疗早泄并发勃起障碍疗

效更加理想，具有明确改善勃起功效、延长阴道内射精潜伏时

间的明确疗效，并且联合用药无严重不良反应用药安全可靠，

值得于临床治疗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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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ｕｒｉｎａｒ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α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ｂｌｏｃｋｅｒ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以中
老年男性为发病人群的多发病，临床主要表现为排尿困难或淋

漓不尽。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ＴＵＲＰ）是治疗 ＢＰＨ的“金标
准”，但术中容易引发出血、包膜穿孔和性功能障碍［１］。经尿道

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是
一种对前列腺包膜“被动保护”的术式，具有出血少、并发症低

的优点［２］，已经逐渐取代 ＴＵＲＰ而成为治疗 ＢＰＨ的主要手段。
有关研究认为，下尿路症状的发生与分布于前列腺的 α１受体
有关，α１受体阻滞剂是治疗前列腺增生及其引起的下尿路症状
的首选药物［３］。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报道较多，但观察点不尽

相同。本研究通过比较α受体阻滞剂联合ＰＫＲＰ、单纯 ＰＫＲＰ２
种方案，评价联合方案对ＢＰＨ患者尿道功能与生活质量的改善
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
属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１０８例良性 ＢＰＨ患者为研究对象。其

年龄范围５１岁 ～７３岁，年龄（６２１５±３２９）岁；前列腺体积约
（５８３２±６２５）ｍＬ；根据 Ｒｏｕｓ标准，前列腺肿大Ⅰ度３２例，Ⅱ
度４９例，Ⅲ度 ２７例；ＢＰＨ病程范围 １～１９年，病程（１０４６±
１０２）年。根据入院时间先后顺序，采用单双号方法将其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４例。

纳入标准：①符合慢性前列腺炎相关诊断标准［４］；②结合
临床检查和术后病理确诊；③符合伦理要求，两组患者均知情
同意并签字。排除标准：①恶性肿瘤患者；②严重心血管、肝肾
疾病患者；③神经源性膀胱尿道功能障碍者；④药物过敏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择期行ＰＫＲＰ术，常规术前准备，入室后均取膀
胱截石位，腰麻加硬脊膜外阻滞麻醉显效后，采用珠海司麦等

离子双极电切系统，２６Ｆ电切镜外鞘直视下入镜，仔细检查精
阜、尿道和前列腺，使用３６０°旋转镜头，注意观察膀胱内有无结
石或其他病变，最后确定输尿管的间脊高度、后尿道的长度、精

阜的位置以及各部位与侧叶的远侧缘关系。连接电刀，调节电

切功率１６０Ｗ、电凝功率８０Ｗ后，先切除前列腺的中叶组织，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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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１１点至１点部位，最后切除前列腺的左右侧叶部分。手术
中应当对前列腺包膜加强保护，正确处理前列腺尖部和围绕精

阜周围的部分，而后环切后尿道部分。用无菌生理盐水冲洗切

除的组织碎片，彻底止血，进行压腹试验确保排尿通畅后结束

手术。术后常规给予抗感染治疗，每日用三腔导尿管冲洗１～２
次，７～９ｄ后试闭管无排尿障碍后拔除。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处理的基础上给予盐酸特拉唑嗪胶囊

（重庆华森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０１２７，规
格：２ｍｇ）治疗，首次剂量为 １ｍｇ，睡前服药，维持剂量渐增至
２ｍｇ、５ｍｇ或１０ｍｇ，每晚睡前服用。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尿道功能　术前及术后６个月，分别检测两组患者最大
尿道关闭压（ＭＵＣＰ）、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ＲＵ）、国
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
１３２　精液质量　术前及术后６个月，采用自慰法收集精液检
测精浆α葡萄糖苷酶（αＧｌｕ）、精浆酸性磷酸酶（ＡＣＰ）含量，检
测方法：放射免疫沉淀法；同时，测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评分
（ＩＩＥＦ５），ＩＩＥＦ５≤２１判断为阴茎勃起功能障碍；逆行射精：性
交时伴有明显射精感觉，但实际并无精液流出。

１３３　生活质量　术前和术后６个月，参照史静铮等改良良性
前列腺增生患者生活质量量表修订表（ＢＰＨＱＬＳ）［５］评估患者生
活质量，包括疾病维度（１５条目）、生理维度（４条目）、社会维度
（５条目）、心理维度（６条目）、满意度维度（２条目）共５个维度
３２个条目，采用１～５分五点等距评分法，分值越高表示生活质
量越好。量表经过检验，具有良好的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０８５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精液质量等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性别等计数资料用频数表示，行 χ２

检验。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肿大程度、病程等资料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前列腺体积

（ｍＬ）
Ⅰ／Ⅱ／Ⅲ
（例）

病程

（年）

观察组 ５４ ６２１８±４２６５８４２±３１２ １７／２４／１３ １０５０±１２１

对照组 ５４ ６２１２±４４１５８２２±４２１ １５／２５／１４ １０４２±１０６

ｔ／χ２值 ００７２ ０２８０ ０１８４ ０３６５

Ｐ值 ０９１２ ０６２１ ０７２４ ０５４５

２２　尿道功能
术前，两组患者ＭＵＣ、Ｑｍａｘ等尿道功能指标比较，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尿道功能均有
明显改善，观察组患者ＭＵＣＰ、Ｑｍａｘ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ＲＵ、ＩＰＳＳ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３　精液质量

术前，两组患者 αＧｌｕ、ＡＣＰ、ＩＩＥＦ５指标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均明显改善，
观察组患者 αＧｌｕ、ＩＩＥＦ５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ＡＣＰ指标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尿道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人数 　 时间 ＭＵＣＰ（Ｈ２Ｏｃｍ）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ＲＵ（ｍＬ） ＩＰＳＳ

观察组 ５４ 术前 ２４８５±３４２ ４２９±０５３ ８７９３±９８７ ２５０７±３６０

５４ 术后６个月 ３３５８±４３２ａｂ １６７１±２１３ａ １８４１±３３６ａｂ ７７１±１３３ｂ

对照组 ５４ 术前 ２５０１±３５２ ４３６±０５６ ８８０５±１０１９ ２４９５±３３８

５４ 术后６个月 ２９７５±３１２ａ １３３９±１６５ａ ２３８３±３７４ａ ９８７±１２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ｔ＝１１６４３，４１５８１，４８９９８，３３２４０，７４０５，３３０９３，４３４７６，３０６９１，均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
ｔ＝５２８２，８０５５，７９２２，８６３１，均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质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人数 　 时间 αＧｌｕ（Ｕ／ｍＬ） ＡＣＰ（Ｕ／ｍＬ） ＩＩＥＦ５评分

观察组 ５４ 术前 ４１６５±４４５ １２０５２±１５１５ １７７８±２２１

５４ 术后６个月 ５６２８±６７２ａｂ １４５０５±１７２５ａｂ ２４０２±３２１ａｂ

对照线 ５４ 术前 ４２７０±４５２ １２１１５±１５３５ １８０１±２４２

５４ 术后６个月 ５１０４±６５２ａ １３６０２＋１６５３ａ ２１５４±３０２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ｔ＝１３３３９，７８５２，１１７６６，７７２４，４８４４，６７０３，均 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ｔ＝４１１２，２７７７，
４１３４，均Ｐ＜００５

２４　生活质量
手术前，两组患者疾病维度等ＢＰＨＱＬＳ评分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ＢＰＨＱＬＳ评
分各维度评分均明显增加，观察组患者疾病维度等 ＢＰＨＱＬＳ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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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人数 　 时间 疾病维度 生理维度 社会维度 心理维度 满意度维度

观察组 ５４ 手术前 ４５３２±５２４ ４６３６±５５２ ４５５８±５３３ ４４３６±４８５ ４５３６±４３５

５４ 术后６个月 ５８３６±６３２ａｂ ５５１２±４２５ａｂ ５４７２±５１５ａｂ ５８２１±６２４ａｂ ５６１２±６２１ａｂ

对照组 ５４ 手术前 ４５４４±４８５ ４６４０±４６８ ４５６１±５３５ ４５０１±４５２ ４５４０±４４１

５４ 术后６个月 ５１３６±５２１ａ ５０６５±５２２ａ ５０３６±５２２ａ ５１３６±５６８ａ ５０６５±５３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ｔ＝１１６７２，９２４０，９０６２，１２８７８，１０４２９，６１１２，４４５５，４６７０，６４２８，５５８３，均 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比较，ｔ＝６２８０，４８８０，４３６９，５９６６，４９１６，均Ｐ＜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下尿路症状

（ＬＵＴＳ）系主要症状，手术是治疗ＢＰＨ的有效手段［６］。ＰＫＲＰ术
通过电切环的工作电极和自身回路电极构成双极电路，通过高

频电流激发生理盐水介质形成动态等离子。当靶组织进入等

离子球体内，就会打断组织内有机分子键，而两电极之间的等

离子球体就会产生汽化切割的效应。通常情况下，ＰＫＲＰ电切
功率设定１６０Ｗ，电凝功率设定８０Ｗ，电化切割与电凝组织时表
面温度仅为４０７０℃，对周围组织损伤小，直视下手术有利于精
准切割与汽化止血，能够有效预防闭孔神经反射、保护膀胱颈

内括约肌完整性，从而减少术后相关并发症［７］。

前列腺细胞的增殖和凋亡失衡是 ＢＰＨ发病的重要因素，α
受体阻滞剂可以改善ＢＰＨ患者的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８］。盐酸
特拉唑嗪α１ＡＲ阻滞剂服用后能够明显降低前列腺细胞凋亡
率，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９］。郑鸣［１０］等通过盐酸特拉唑嗪联合

ＰＫＲＰ治疗前列腺合并高血压患者的前后对照研究结果显示，
治疗后患者ＩＰＳＳ明显降低、Ｑｍａｘ明显升高，认为α受体阻滞剂
联合 ＰＫＲＰ治疗有助于改善 ＢＰＨ患者尿道功能，本文选择
ＭＵＣＰ、Ｑｍａｘ、ＲＵ、ＩＰＳＳ作为观察指标比较，结果也支持上述
观点。

ＰＫＲＰ和ＴＵＲＰ术都可以不同程度损伤前列腺包膜，破坏
膀胱颈的完整性，致使术后膀胱颈无法正常关闭，导致阴茎发

生勃起障碍以及逆行射精现象［１１］。盐酸特拉唑嗪为长效选择

性α１受体阻滞剂，与节后 α１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后，可以扩
张血管效应、减轻血管阻力，从而使血压下降；与前列腺及膀胱

颈平滑肌的α１肾上腺素能受体结合后，可以发挥松弛膀胱颈
及前列腺平滑肌效应，减轻膀胱和尿道阻力，从而缓解 ＢＰＨ所
致的尿路阻塞症状［１２］，同时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能量代谢，

恢复患者性功能。精浆中 αＧｌｕ、ＡＣＰ含量与精子质量呈正相
关性，是评价前列腺功能的敏感性指标［１３１４］。国际勃起功能指

数５评分（ＩＩＥＦ５）是国内外学者评价性功能的权威指标。本研
究中，观察组患者αＧｌｕ、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ＡＣＰ
指标则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胡雷［１５］、Ｃｈｕｇｈｔａｉ［１６］的研究也有
类似报道，这表明α受体阻滞剂联合ＰＫＲＰ术可以改善ＢＰＨ患
者的性功能。提高生活质量是一切医学行为的最终目的，本文

采用改良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生活质量量表修订表（ＢＰＨＱＬＳ）
进行比较，结果发现，随访６个月时，观察组患者 ＢＰＨＱＬＳ各维
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此与刘卫华等［１７］文献报道基本

相似。

本研究结果表明，α受体阻滞剂联合 ＰＫＲＰ术有助于提高
前列腺增生患者生活质量，此可能与改善ＢＰＨ患者的尿道功能
和性功能有关。不过，因为研究病例数量有限、来源单一，而且

相关的观察指标均缺乏对动态数据的分析，有可能影响结论的

准确性，日后仍然需要深入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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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吴宗传（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男科疾病的中医药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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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针刺法对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
临床疗效观察
吴宗传１　陈乔２　张浩３　汪润生１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男科，合肥 ２３０００１
２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３六安市中医院生殖中心男科，安徽 六安 ２３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毫针刺法对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评估Ⅲ型前列腺
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精神心理状况。方法：选择９４名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分为针刺治疗组、药物对照组、针药联合组，在治疗前、治疗６周后、治疗１２周后对三组患者进
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并记录其不良反应情况。结果：三组患者治疗１２周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别为（９９８±７３４）分、（９２７±５６３）分、（７２１±５２６）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分别为（２１９２±
３７９）分、（２２１０±５０４）分、（２６８３±３３５）分，均比治疗前明显改善（均Ｐ＜００５）；针药联合组患者治疗１２
周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比其他两组改善更为显著均（Ｐ＜００５）。三组患者治疗后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
比治疗前明显改善（均Ｐ＜００５）。结论：毫针刺法联合药物治疗能够显著改善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
障碍患者的临床症状和精神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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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ｉｎＮＩＨＣＰＳＩａｎｄ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ｏｔｈｅｒ２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Ｓ
ａｎｄＳＤＳ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Ｆｉｌｉｆｏｒｍｎｅｅｄｌｅ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ｒｕ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Ｉ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ＨＣＰＳＩ
ｓｃｏｒｅ，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Ｔｅｒａｚｏｓｉｎ；ＩＩＩ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Ⅲ型前列腺炎和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
男科的常见疾病。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ＮＩＨ）的分类，Ⅲ型前列腺炎约占慢性前列腺炎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的９０％以上。临床上许多Ⅲ型前列腺炎
患者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ＥＤ是最常见的性功能障
碍之一；当患者伴有心理压力时又可以加重 ＣＰ和 ＥＤ的症状，
两者互为因果，使ＣＰ迁延难愈［１］。近年来，在积极探索Ⅲ型前
列腺炎治疗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本病对于男性性功能的影

响［２］。本研究旨在观察毫针刺法对Ⅲ型前列腺炎合并ＥＤ患者
的临床疗效，评估针刺对于Ⅲ型前列腺炎合并 ＥＤ患者的精神
心理的干预作用。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安徽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男科门诊、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门

诊、六安市中医院生殖中心门诊就诊的９４名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针刺治疗组（Ａ组３３例）、药物对
照组（Ｂ组３０例）、针药治疗组（Ｃ组３１例）。所有患者对研究
均已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１８岁 ～５０岁，符合下述诊断标准；
②固定的性伴侣且性生活规律；③自愿加入本研究者。

排除标准：阴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ｄｕｐｌｅｘ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ＤＤＵ）排除阴茎血管功能障碍所致血管源性
ＥＤ；阴茎夜间勃起测试（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ＮＰＴ）排除
器质性ＥＤ；排除中枢神经系统疾病、脊髓损伤、周围神经损伤或
病变造成的神经源性ＥＤ、阴茎解剖或结构异常所致ＥＤ、性腺功
能减退症、血脂代谢异常、糖尿病、高泌乳素血症所致 ＥＤ；排除
泌尿系结石、肾炎、肾盂肾炎、膀胱炎、尿道炎、尿道狭窄、睾丸

炎、附睾炎及泌尿系肿瘤患者；排除合并腰骶部骨性疾病及肛

周疾病者；排除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造血系

统疾病、内分泌疾病等原发性疾病患者。

１２　诊断标准
Ⅲ型前列腺炎诊断标准参照美国ＮＩＨ诊断标准［３］、中国泌

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手册（２０１４版）［４］。①症状：排尿异
常，如尿频、尿不尽等；局部症状，如会阴、睾丸、下腹部疼痛，或

坠胀不适等。②肛诊：前列腺表面饱满或软硬不匀，质地较韧，
可触及不规则的炎性硬结，有压痛或无压痛。③前列腺液
（ＥＰＳ）检查：ＷＢＣ＜１０个／ＨＰ或 ＞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减少
或卵磷脂小体正常。④前列腺液细菌培养阴性。至少具备①、
③、④项者，可以诊断为ＣＰ（Ⅲ型）

ＥＤ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编著的《阴茎勃
起功能障碍诊断与治疗指南》，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５］，评分低于２１分者诊
断为ＥＤ。

中医证型诊断标准：Ⅲ型前列腺炎合并 ＥＤ患者的中医证
型分类标准参考《慢性前列腺炎中医诊治专家共识》［６］《勃起功

能障碍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７］制定：①湿热下注证。主症：小
便灼热，阴茎勃起不坚或不能勃起，可伴尿频、尿急、尿痛。次

症：尿黄短赤，阴囊潮湿，尿后滴沥，尿后可现白色分泌物。舌

脉：舌红苔黄腻，脉滑或弦。②气滞血瘀证。主症：会阴、肛周、
外生殖器周、耻骨、腰骶部、下腹部，坠胀或疼痛，阴茎勃起不坚

或不能勃起。次症：尿后滴沥，自觉小便刺痛。舌脉：舌质黯或

可见瘀点、瘀斑，脉弦涩。③肝肾阴虚证。主症：阴茎勃起不坚
或不能勃起，腰膝痛软，失眠，五心烦热，多梦或夜寐不安。次

症：小便短赤，可伴有遗精、早泄。舌脉：舌红少苔，脉沉细。④
肾阳不足证。主症：畏寒肢冷，腰膝软痛，阴茎勃起不坚或不能

勃起。次症：尿后滴沥，精神不振，少气懒言，可伴有早泄。舌

脉：舌淡苔薄白，脉沉迟。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停用其他相关治疗后２周方可入组。
针刺治疗组（以下简称Ａ组）予以针刺治疗，主穴：一组：会

阴、气海、关元、中极、太冲（双）、三阴交（双）、水道（双）、内关

（双）、印堂；二组：肾俞（双）、膀胱俞（双）、秩边（双）。配穴：湿

热下注证：曲骨、阴陵泉（双）、次
!

（双）；气滞血瘀证：膈俞

（双）、足三里（双）、气海俞（双）、血海（双）；肝肾阴虚证：太溪

（双）、复溜（双）；肾阳不足证：大赫（双）、志室（双）、命门。操

作方法：用０４０×５０ｍｍ毫针（苏州产华佗牌），用７５％酒精常
规消毒后，将毫针刺入穴位，得气后，行平补平泻手法，强度以

病人能够耐受为度，针刺腹部穴位、会阴穴、秩边穴尽量通过手

法针刺，使针感向外生殖器、肛门传导为佳。每次留针３０ｍｉｎ，
每日１次，二组穴位交替，每针刺１０次后休息１周，然后开始下
一阶段，治疗连续治疗１２周。

药物对照组（以下简称Ｂ组）：特拉唑嗪（雅培公司，国药准
字Ｊ２００７００５２）２ｍｇ，每日睡前口服；疏肝益阳胶囊（贵州益佰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号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４粒，每日３次。

针药联合组（以下简称 Ｃ组）：在针刺组治疗的基础上，联
合对照组口服的药物，针刺取穴及手法、药物服用同 Ａ、Ｂ组
所述。

１４　疗效分析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６周、治疗后１２周，进行美国国立卫

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ｄｅｘ，ＮＩＨＣＰＳＩ）、ＩＩＥＦ５评分并比较
疗效，并观察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积分
评分、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积分评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２９　　　·

分在治疗中的变化。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使用

珋ｘ±ｓ表示，同组治疗前后数据对比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
析，三组患者治疗后的数据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中的 ＬＳＤ法。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完成随访９４例，三组患者年龄、病程、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改变

Ａ组、Ｃ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在治疗后６周
与治疗前比较，Ａ、Ｂ、Ｃ三组患者治疗后１２周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ＩＩＥＦ５评分与治疗前比较、与治疗后６周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治疗后１２周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ＩＩＥＦ５评分与Ａ、Ｂ组治疗后１２周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
分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Ａ组和 Ｂ组患
者治疗后１２周，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对比，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三组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一般资料及随访情况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年龄（岁） ３２８±７２ ３１９±５９ ３０４±７８

病程（月） １１２±３４ １０９±４８ １１６±３７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２０３±４９ ２１６±５４ ２１９±６２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１２２８±３３１ １３４９±２０９ １２９５±３５４

ＳＡＳ评分 ４１９０±９６７ ４０４２±８６７ ４２１８±８２７

ＳＤＳ评分 ４３８５±１０３２ ４５６９±９８０ ４２９３±１０９１

表２　三组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治疗后６周 治疗后１２周

ＩＩＥＦ５评分

治疗后６周 治疗后１２周

药物对照组（Ｂ组） ３０ １８６８±７１２ ９２７±５６３ａｂ １７３９±４２６ａ ２２１０±５０４ａｂ

针刺治疗组（Ａ组） ３３ １３９５±５２８ａ ９９８±７３４ａｂ １６３４±３９５ａ ２１９２±３７９ａｂ

针药治疗组（Ｃ组） ３１ １１２７±６５２ａ ７２１±５２６ａｂｃ １８２７±４０３ａ ２６８３±３３５ａｂ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后６周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治疗后１２周的 Ａ、Ｂ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３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改变
三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在治疗后６周、治疗后１２周与治

疗前比较，在治疗后１２周与治疗后６周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Ｃ组患者治疗后１２
周的ＳＡＳ评分与Ａ、Ｂ组治疗后１２周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表３　三组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治疗前后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ＡＳ评分

治疗后６周 治疗后１２周

ＳＤＳ评分

治疗后６周 治疗后１２周

药物对照组（Ｂ组） ３０ ３３２９±１１９７ａ ２３５８±９６１ａｂ ３２５１±７９８ａ ２５６３±１００４ａｂ

针刺治疗组（Ａ组） ３３ ３４９６±１０２６ａ ２４２９±１０８０ａｂ ３１２０±９２７ａ ２４７９±１１２８ａｂ

针药治疗组（Ｃ组） ３１ ３０１４±１０６１ａ ２１３２±８０６ａｂｃ ３０９２±１０９６ａ ２３９０±９５４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后６周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治疗后１２周的 Ａ、Ｂ组比较，Ｐ
＜００５

２４　安全性及耐受性
Ｂ组和Ｃ组各出现１例消化不良，症状较轻且自行缓解，患

者表示可以耐受，此与以往临床报道出现的不良反应相类

似［８］。Ａ组无不良反应出现。
#

　讨论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Ⅲ型前列腺炎患病率为 ６０％ ～

２８９％［９］，是小于５０岁男性最常见的男科疾病。中外研究均提
示ＥＤ在Ⅲ型前列腺炎患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生率。Ｌｅｅ等［１０］、

Ｂａｒｔｏｌｅｔｔｉ等［１１］各自调查了马拉西亚、意大利 ＣＰ患者中 ＥＤ的
发生率分别为 ４８３％、３１５％，均高于同年龄段的正常人群。
Ｈａｏ等［１２］研究发现，中国ＣＰ患者的ＥＤ发生率为３５１％，而同

年龄段的人群中ＥＤ发生率仅为１７１％。因此，重视对Ⅲ型前
列腺炎合并ＥＤ患者的治疗，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ＣＰ导致ＥＤ的机理目前还有待研究，有观点认为，可能是
ＣＰ导致前列腺血流的增加、阴茎海绵体血流的相对减少从而导
致了ＥＤ的发生［１３］。还有学者认为，ＣＰ的感染性炎症所引发的
水肿影响到了前列腺周围的神经进而影响了阴茎的正常勃

起［１４］。其机理尚无定论，但 ＣＰ是导致 ＥＤ发生的一个危险
因素。

虽然关于Ⅲ型前列腺炎的治疗近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绝
大多数大样本且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研究（ＲＣＴ，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ａｉｌ）结果显示，临床常用左氧氟沙星、坦索罗辛、阿呋唑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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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药物的疗效与安慰剂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５］。作为治疗

ＥＤ一线药物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５，ＰＤＥ５）
中代表药物之一的他达那非［１６］，通过抑制ＰＤＥ５的活性、提升细
胞内ｃＧＭＰ的水平、提高ＮＯ信号通路的活性达到提高勃起功能
的作用，其临床有效率约为６５％［１７］。但临床调查中发现，仍然有

一部分ＥＤ患者对于ＰＤＥ５抑制剂药物不应答［１８］。

本研究证实，在中医辨证论治指导下进行的毫针刺法、毫针

刺法联合临床常用药物特拉唑嗪、疏肝益阳胶囊，均可以有效缓

解Ⅲ型前列腺炎合并ＥＤ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其中，疏
肝益阳胶囊是目前临床中唯一具有疏肝解郁、活血补肾作用的中

成药，适用于肝郁肾虚兼血瘀ＥＤ患者。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
过具有一定的雄激素样活性，提高勃起信号通路ＮＯＳｃＧＭＰ途径
中ｅＮＯＳ和ｃＧＭＰ等表达、抑制ＰＤＥ５的表达，缩小阴茎静脉管腔
直径及减慢阴茎静脉回流速度，增加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内血管

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ＧＦ）和蛋白激酶 Ｂ
（Ａｋｔ１）表达，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以达到治疗ＥＤ的作用［１９２０］。Ｂ
组患者治疗后６周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与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治疗后１２周能够显著改善慢性前列腺炎的相关
症状（Ｐ＜００５），这可能是因为特拉唑嗪作为α受体阻滞剂，长
程（１２周至２４周）治疗效果优于较短程治疗［２１］。

精神心理障碍作为ＣＰ患者发生ＥＤ的独立危险因素，对于
Ⅲ型前列腺炎合并ＥＤ的患者而言，在积极治疗原发病的基础
上，也应当重视评估患者的精神心理状况。Ⅲ型前列腺炎合并
ＥＤ的患者病程普遍较长，病情容易反复，一部分患者因此产生
了一系列的精神心理障碍［２２］。精神心理障碍的出现使得患者

更容易采用消极的方式对待病情，由此产生的负性情绪反应可

以通过引发尿流反流、降低机体免疫力等多种途径加重症

状［２３］。焦虑和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碍在Ⅲ型前列腺炎合并 ＥＤ
的发生、发展和治疗转归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２４］。本研究使用

了ＳＡＳ、ＳＤＳ２种自评量表评估Ⅲ型前列腺炎合并ＥＤ的患者的
精神心理状况，随着治疗的深入，各组患者的精神心理状况也

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Ⅲ型前列腺炎属于中医“精浊”“淋证”的范畴。ＥＤ属于
“阳痿”“阴痿”“筋痿”的范畴。精浊病久，脾肾不足，湿热内

蕴，壅于肝经，下注宗筋；或情志不遂，肝气郁结，气滞血瘀聚于

宗筋；或肝肾不足，虚火内生，宗筋失养。故气滞血瘀、膀胱湿

热、肝肾不足是Ⅲ型前列腺炎合并ＥＤ的病因病机之一。《灵枢
·经脉》指出：“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从毛之际……上内廉，

循股阴，入毛中，抵小腹……”“膀胱足太阳之脉……其支者，从

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内，夹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

属膀胱……”《素问·骨空论》记载：“任脉者，起于中极之下，

以上毛际，循腹里，上关元……”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故取任脉、

膀胱经、肝经腧穴为主穴。任脉、督脉、冲脉皆起于胞中而出于会

阴，针刺会阴可一穴贯三经；中极为膀胱经募穴，同气海、关元、肾

俞共同益气助阳、补益肾气；太冲为肝经原穴，有平肝疏肝之作

用；水道具有利水渗湿、疏通水道，对膀胱气化有直接调整作用。

秩边穴、膀胱俞具有疏经活络、清利下焦、醒脑泻热之作用。印

堂、内关、三阴交组成“小醒脑”方［２５］，印堂为经外奇穴，具有醒神

清窍的作用；内关为八脉交会穴之一，属心包经络穴，有养心安

神、疏通气血作用，为调神启闭要穴；三阴交为肝脾肾三条阴经交

汇之穴，有调补三阴的作用，三穴合用以宁心安神、醒神开窍。诸

穴合用以疏肝理气、清利湿热，兼补虚调神。

本研究中，针刺治疗组、针药联合组通过针刺诸穴可以有

效改善患者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ＩＩＥＦ５评分（均Ｐ＜００５），以及
缓解患者的焦虑、抑郁等不良精神心理状态。毫针刺法治疗无

明显不良反应，患者耐受性好，且针灸治疗可以增加医患之间

交流，提高患者依从性，为临床治疗Ⅲ型前列腺炎合并ＥＤ提供
了新的思路。需要注意的是，在本病的治疗中，患者精神心理

状态的改善与Ⅲ型前列腺炎和ＥＤ症状的缓解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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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短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
相关的性功能障碍
王珂１　蔺小峰２△

１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２西电集团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７７

【摘　要】　目的：探讨体外短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在治疗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中的应
用效果。方法：收集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西电集团医院泌尿外科门诊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
患者３４１例，所有病例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诊断明确。将病例随机分为３组，其中观察组８０
例，行α１受体阻滞剂、复方玄驹胶囊、体外短波治疗。对照①组１１９例，行α１受体阻滞剂、复方玄驹胶囊治
疗；对照②组１４２例，行α１受体阻滞剂、体外短波治疗。治疗前后三组均采用国际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指数表
（ＮＩＨＣＰＳＩ）和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指数（ＰＳＦＩ）评分、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进行比较。结果：治疗后
三组患者的ＮＩＨＣＰＳＩ和ＰＳＦＩ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改善程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体外短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ⅢＢ型前列腺炎所致的性功能障碍可明显改善症状，值
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体外短波；复方玄驹胶囊；ⅢＢ型前列腺炎；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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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型前列腺炎是泌尿外科门诊常见疾病，近年来发病率有
攀高之势。且多可不同程度地并发性功能障碍。目前Ⅲ型前
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成为泌尿外科、男科的难题之一。其

中ⅢＢ型前列腺炎约占Ⅲ型前列腺炎的５０％。本研究收集了
２０１２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Ⅲ型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共
３４１例，年龄范围２５岁 ～５９岁，年龄（３２６±１５４）岁。其中应
用体外短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８０例，症状改善较明显。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和西电集团医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２
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收治的Ⅲ型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
共３４１例，年龄范围２５岁～５９岁，年龄（３２６±１５４）岁。其中
观察组８０例，年龄范围 ２５岁 ～５９岁，年龄（３３５±１４５）岁。
行α１受体阻滞剂、复方玄驹胶囊、体外短波治疗。对照①组
１１９例，年龄范围２５岁～５９岁，年龄（３０２±１６８）岁。行α１受
体阻滞剂、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对照②组１４２例，年龄范围２５岁
～５９岁，年龄（３２１±１４９）岁。行α１受体阻滞剂、体外短波治
疗。治疗前后３组均采用国际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指数表（ＮＩＨ
ＣＰＳＩ）和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指数（ＰＳＦＩ）评分、抑郁自评量
表（ＳＤＳ）评分、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进行比较。
１２　入选标准

符合２０１４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中Ⅲ型前列
腺炎诊断标准，诊断程序包括问诊、专科检查（包括直肠指诊）、

尿常规和前列腺液常规等检查。符合慢性前列腺炎相关的性

功能障碍的临床诊断标准；０５年内未使用过有可能引起性功
能障碍的相关药物。采用“两杯法”收集标本，具体方法如下：

充分暴露尿道外口，检查有无包茎或包皮过长，如有包皮过长，

应将包皮充分上翻。尿道外口常规消毒。嘱受检者排尿１００ｍｌ
～２００ｍｌ，用无菌试管收集中段尿（此即为按摩前尿液）；由专科
医师进行前列腺按摩；然后再嘱受检者排尿，收集最初１０ｍｌ尿
液（此即为按摩后尿液）。将收集到的标本做好标记，按标记分

别予显微镜检、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

１３　评价标准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和１个疗程结束后均进行 ＮＩＨＣＰＳＩ和

ＰＳＦＩ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做治疗前后的比较和组间的比较。治
愈和好转均表示有效。治愈是指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９分，
而ＰＳＦＩ＞２１；好转则是指 ＮＩＨＣＰＳＩ和 ＰＳＦＩ评分从重度转为中
或轻度，或中度转为轻度。判断病情严重程度的标准和 ＮＩＨ
ＣＰＳＩ评分标准为：轻度９分～１分，中度１９分～２８分，重度２９
分～３８分；ＰＳＦＩ评分标准是：重度５７分，中度８分～１１分，轻

度１２分～２１分［１］。

１４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比较均采用ｔ检验，而率比较则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治疗后三组患者前列腺炎症状和性功能障碍均有不同程

度的改善，但观察组的改善程度较对照组的差异性显著（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至表４。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珋ｘ±ｓ）（ｔ检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观察组　 ２４３３±３１２ １０９９±６７１ ＜００５

对照①组 ２３６６±４１５ １５３５±７８８ ＜００５

对照②组 ２３９７±４３１ １４５７±８６０ ＜００５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ＰＳＦＩ评分比较（ｔ检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观察组　 ８４４±３０２ １８６２±５７６ ＜００５

对照①组 ９０６±３００ １５１１±６０６ ＜００５

对照②组 ８９２±２９４ １４９３±６９５ ＜００５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前后ＳＡＳ评分比较（ｔ检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观察组　 ５２４６±６７１ ３０５１±５０１ ＜００５

对照①组 ５３１９±７３３ ３９９５±９４２ ＜００５

对照②组 ５２６９±７１２ ３６３５±１００１ ＜００５

表４　三组治疗前后比较有效率两两比较（χ２检验）

对比组　 有效 无效 合计 Ｐ值

观察组　 ６８ １２ ８０ ＜０００５

对照①组 ８１ ３８ １１９

合计　　 １４９ ５０ １９９

观察组　 ６８ １２ ８０ ＜００５

对照②组 ９５ ５７ １４２

合计　　 １６４ ６９ ２２２

对照①组 ８１ ３８ １１９ ＞００５

对照②组 ９５ ５７ １４２

合计　　 １７６ ９５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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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我国１５岁～６０岁男性前列腺炎发病率约为８４％［２］，而据

有国外学者统计［３］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约占前列腺

炎病人的４３％。我们在临床工作中亦发现前列腺炎为泌尿外
科主要病症之一，而慢性前列腺炎合并性功能障碍发病率有逐

年攀高之势。无独有偶，ＷａｇｅｎｌｅｈｎｅｒＦ等最近的研究［４］亦认

为，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与性功能障碍阳性症状增加有明确

的相关性。本研究取门诊病例３４１例，均为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
将病例随机分为３组，其中观察组８０例，行 α１受体阻滞剂、复
方玄驹胶囊、体外短波治疗。对照①组１１９例，行 α１受体阻滞
剂、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对照②组１４２例，行 α１受体阻滞剂、体
外短波治疗。治疗前后３组均采用国际前列腺炎症状评分指数
表（ＮＩＨＣＰＳＩ）和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指数（ＰＳＦＩ）评分、抑郁
自评量表（ＳＤＳ）评分、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评分进行比较。结
果发现，治疗后３组ＮＩＨＣＰＳＩ、ＰＳＦＩ、ＳＤＳ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与
治疗前相比，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而以观察组（即体外短波联合

复方玄驹胶囊组）改善为著。从有效率方面看，观察组较其他

两组具有明显的优势（Ｐ＜００５），单一方法相比较，没有明显差
异性（Ｐ＞００５）。

研究结果表明，体外短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两种治疗方

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改善前列腺炎及性功能障碍症状。体外

短波作用于前列腺后使其受热，则促使血管床扩张，局部血液

循环加快，从而使局部供氧及营养状况改善，使炎症细胞更易

于杀灭细菌及其代谢产物；而微生物的生存环境亦可直接被破

坏或被热力杀灭，炎症随着热力自然消退，疼痛等不适症状消

失。热效应尚能破坏腺体细胞上的某些受体［５］，使这些受体的

生物学行为降低或停止。热效应也能破坏膀胱颈部以及后尿

道等部位平滑肌上的 α受体，使尿道括约肌松弛，增加患者的
最大尿流率。并且，体外短波以大功率而不接触人体的非介入

的方法优于射频和微波治疗［５］。而复方玄驹胶囊由黑蚂蚁、淫

羊蕾、蛇床子、构祀子等４味中药组成。黑蚂蚁富含锌、锰、维生
素Ｃ、维生素 Ｅ，能稳定细胞膜，清除氧自由基，减少组织损
伤［６］。而淫羊蕾能抑制肉芽组织的增生、前列腺素的合成以及

炎症［７］反应，并能够提高内皮源、神经源性ＮＯＳ的活性，促进环
磷酸鸟苷的合成，从而改善勃起功能；蛇床子能抑制细胞的钙离

子内流、调节体内的前列腺素水平，同时可延长动物发情期；枸杞

子能改善平滑肌舒缩功能，减轻排尿症状。我们将体外短波与复

方玄驹胶囊结合起来，前者更易于改善其下尿路症状，后者更易

于改善慢性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症状［４，８］，从而使ＩＩＩＢ型
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因而，体外短

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较
单一应用上述某一种疗法疗效显著，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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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创术式与综合药物保守治疗对老年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患者症状及控尿功能的影响
王涛　王刚Δ　张建勋　刘安　高旭
延安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微创术式与综合药物保守治疗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３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患者症状及控尿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延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６０例老年ＢＰＨ患者为研究对象，向患者讲解微创手术与药物保守治疗方案，在参考患者个人意愿的基础
上，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ｎ＝６８）与对照组（ｎ＝９２）。研究组采用微创术即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对照组采用坦索罗辛联合度他雄胺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控尿
能力、前列腺症状以及性功能，评估生活质量，统计不良反应与并发症发生率。结果：研究组患者治疗６个月
后残余尿量、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分别为（１０２５±１８３）ｍｌ、（７８２±１４８）分、
（１１０４±２１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１４０６±２７４）ｍｌ、（９７５±１７１）分、（１４１６±２６９）分（Ｐ＜
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生活质量（ＢＰＨＱＯＬＳ）总分分别为（２２１９±４０４）ｍｌ／ｓ、（２６９１１±４８５４）
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１６４０±２９７）ｍｌ／ｓ、（２５２３６±４５６７）分（Ｐ＜００５）。结论：微创手术与综合药
物保守治疗均为老年ＢＰＨ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ＴＵＲＰ在症状缓解与控尿功能改善上优于综合药物保守
治疗，但可能引起多种并发症，对患者勃起功能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症；老年；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坦索罗辛；度他雄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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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ｔ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ｍｉｎｉ
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ｎ＝６８）ａｎｄ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ｎ＝９２）．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ｎｄｄｕｔａｓｔ
ｅｒｉｄｅ．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ａｎ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ＩＩＥＦ５）ｏｆ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１０．２５±１．８３）ｍｌ，（７．８２±
１４８），（１１．０４±２．１７）］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ｏｒ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１４．０６±２．７４）
ｍｌ，（９．７５±１．７１），（１４．１６±２．６９）］（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ＢＰＨＱＯＬＳ）
ｓｃｏｒｅ［（２２．１９±４．０４）ｍｌ／ｓ（２６９．１１±４８．５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
［（１６４０±２．９７）ｍｌ／ｓ，（２５２．３６±４５．６７）］（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ｄｒｕｇ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ＴＵＲＰ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ｒｅｌｉｅｖ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ｕｒｉｎａｒｙ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ｂｕｔｉｔｍａｙｃａｕｓｅｍａｎ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Ｅｌｄｅｒｌｙ；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ＲＰ）；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Ｄｕｔａｓｔｅｒｉｄｅ

　　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中老年男
性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临床表现为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ＢＰＨ呈上升趋势［１］。ＢＰＨ治疗方
法主要包括观察等待、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在临床中根据患

者症状严重程度和患者个人意愿选择不同治疗方案，改善下尿

路症状，达到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２３］。人类性功能受阴

茎解剖结构、神经功能、内分泌、社会心理等因素影响，前列腺

与性功能在神经通路上存在解剖学联系。相关研究显示，前列

腺外科手术可能对患者阴茎勃起神经和血管产生一定影响，导

致术后勃起障碍发生［４］。不同治疗方案的选择可能会对 ＢＰＨ
患者性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目前，关于微创手术与药物

保守治疗ＢＰＨ的疗效比较研究较少，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
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我院诊治的１６０例老年 ＢＰＨ患者为研究对象，

探讨微创术式与综合药物保守治疗对老年 ＢＰＨ患者症状及控
尿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２月我院诊治的 １６０例老年
ＢＰＨ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外科学（第８版）》良
性前列腺增生章节［５］，经诊断确诊为ＢＰＨ；②年龄≥６０岁；③国
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８～３５分；④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通
过，患者或其家属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

标准：①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②肝肾功能异常；③合并有
恶性肿瘤；④凝血功能异常；⑤神经源性膀胱、严重尿路感染
等；⑥既往有前列腺手术史；⑦近２个月服用影响膀胱出口功能
药物；⑧相关药物过敏史或禁忌史。向患者讲解微创手术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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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药物保守治疗方案，在参考患者个人意愿的基础上，按照随

机数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ｎ＝６８）与对照组（ｎ＝９２）。两组患
者年龄、病程、前列腺体积、最大尿流率、参与尿量、ＩＰＳＳ评分、

合并疾病等基线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病程

（年）

前列腺体积

（ｍｌ）
最大尿流率

（ｍｌ／ｓ）
残余尿量

（ｍｌ）
ＩＰＳＳ
（分）

合并疾病［ｎ（％）］

高血压 糖尿病 高脂血症

研究组 ６８ ７１２８±７５１ ４６３±０８８ ５２０６±９１７ ７３３±１３４ ４８６４±８７５ ２１７５±４３９ １１（１６２） ８（１１８） ６（８８）

对照组 ９２ ７０６３±７３０ ４４９±０８２ ５１５８±９０３ ７５０±１３７ ４７３７±８５５ ２１１４±４２４ １７（１８５） １３（１４１） ９（９８）

ｔ／χ２值 ０５５０ １０３５ ０３３０ ０７８３ ０９２０ ０８８６ ０１４３ ０１９２ ００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经尿道前列腺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患者取截石位，硬膜外麻醉成功后，
常规消毒铺巾，扩张尿道置入电切镜，观察膀胱、尿道情况，确

认前列腺增生程度。依次切除中叶、左侧叶、右侧叶、前列腺尖

部，最后处理精阜周围组织，修整创面，使膀胱三角区与颈部开

口位于同一水平面上。切割完成后，行排尿试验，电凝止血。

采用冲洗器吸出组织块，冲净膀胱内碎块，留置导尿管。采用

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根据出血量决定膀胱冲洗时间。

对照组患者采用综合药物保守治疗，给予盐酸坦索罗辛口

崩缓释片（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１０６０５，生产厂商：日本安斯泰来制药
集团）口服，０２ｍｇ／次，１次／ｄ，给予度他雄胺软胶囊（注册证
号：Ｈ２０１１０２０５，生产厂商：法国葛兰素史克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ｍｇ／次，１次／ｄ，疗程为６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控尿能力、前列腺症状和性功能，评估生活

质量，统计不良反应与并发症发生率。①控尿能力：采用直肠Ｂ
超测量并计算治疗前与治疗６个月后残余尿量与前列腺体积，
前列腺体积＝前后径 ×左右径 ×上下径 ×０５２，采用尿动力学
分析仪测定治疗前与治疗６个月后最大尿流率。②前列腺症
状：分别采用ＩＰＳＳ［６］、泌尿症状困扰评分（ＢＳ）［７］评估患者治疗
前与治疗６个月后前列腺症状，评分越高症状越严重。③性功

能：采用勃起功能国际问卷（ＩＩＥＦ５）［８］评估患者治疗前与治疗
６个月后勃起功能，评分越高勃起功能越正常。④生活质量：采
用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生活质量量表（ＢＰＨＱＯＬＳ）［９］评估患者治
疗前与治疗６个月后生活质量，分为疾病、生理、社会、心理、满
意度５个维度，共７４个条目，采用五点等距评分法，每个条目１
～５分，总分３７０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高。⑤不良发应：观
察对照组在治疗过程中是否出现血压下降、倦怠乏力、恶心呕

吐、胃肠道反应、皮疹、肝肾功能损伤等症状。⑥并发症：观察
研究组患者术后６个月随访中是否出现尿道狭窄、尿外渗、尿失
禁、经尿道电切综合征等并发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选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

采取率（％）表示，计量资料采取（珋ｘ±ｓ）表示，两组间比较进行 ｔ
值与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控尿能力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前列腺体积、残余尿量比治疗前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最大尿流率比治疗前显著提高（Ｐ＜００５）。治疗
前，组间前列腺体积、最大尿流率、残余尿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前列腺体积、残余尿
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最大尿流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控尿能力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前列腺体积（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残余尿量（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６８ ５２０６±９１７ ９４１±２１２ａ ７３３±１３４ ２２１９±４０４ａ ４８６４±８７５ １０２５±１８３ａ

对照组 ９２ ５１５８±９０３ ３０７２±６３６ａ ７５０±１３７ １６４０±２９７ａ ４７３７±８５５ １４０６±２７４ａ

ｔ值 ０３３０ ２６５４３ ０７８３ １０４５１ ０９２０ ９９４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与性功能比较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 ＩＰＳＳ、ＢＳ、ＩＩＥＦ５均比治疗前显著降低

（均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治疗后ＩＰＳＳ、ＢＳ均比治疗前显著降
低（均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前，组间 ＩＰＳＳ、ＢＳ、ＩＩＥＦ５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ＩＰＳＳ、ＢＳ、ＩＩＥＦ５均低
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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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与性功能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Ｂ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６８ ２１７５±４３９ ７８２±１４８ａ ５３８±０９５ １７６±０３３ａ １３６７±２３９ １１０４±２１７ａ

对照组 ９２ ２１１４±４２４ ９７５±１７１ａ ５０５±０９２ ２１９±０４０ａ １３９２±２４５ １４１６±２６９

ｔ值 ０８８６ ７４６６ ０９３８ ７２２９ ０６４５ ７８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疾病、生理、社会、心理、满意度、生活质

量总分比治疗前均有显著提高（均 Ｐ＜００５）。治疗前，组间疾
病、生理、社会、心理、满意度、生活质量总分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疾病、生理、生
活质量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社会、心
理、满意度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疾病

治疗前 治疗后

生理

治疗前 治疗后

社会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６８ ４１２５±７２７ ５０７５±９２６ａ ５０６２±９１８ ５９７８±１０６４ａ ４６９４±８４７ ５４１７±９８０ａ

对照组 ９２ ４２３１±７３９ ４６２８±８３４ａ ５１８５±９３６ ５５３１±９９２ａ ４８０２±８６７ ５２０４±９４３ａ

ｔ值 ０９０３ ３１９７ ０８２８ ２７３２ ０７８７ １３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组别 例数
心理

治疗前 治疗后

满意度

治疗前 治疗后

总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６８ ４８１１±８６９ ５３３６±９５９ａ ４２５０±７６３ ４９６３±８９０ａ ２３０２４±４２５５ ２６９１１±４８５４ａ

对照组 ９２ ４９２４±８８１ ５５１９±９８７ａ ４３２２±７７８ ４７１５±８５２ａ ２３５７６±４３０４ ２５２３６±４５６７ａ

ｔ值 ０８０７ １１７３ ０５８３ １７８６ ０８０６ ２２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与并发症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无明显不良反应，在定期复诊中血

压正常，未发现肝肾功能损伤。研究组患者治疗后在６个月随
访中，共发生３例尿道狭窄，３例尿外渗，１例尿失禁，４例经尿
道电切综合征，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１６２％（１１／６８）。
#

　讨论
ＢＰＨ是一种泌尿系统进行性疾病，与高龄、吸烟、肥胖、家

族史、环境等存在紧密联系，可能引起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

下尿路症状，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１０１２］。手术是治疗

ＢＰＨ的有效手段，但部分老年 ＢＰＨ患者会由于身体机能衰退，
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可能存在一定手术风险。因此，相当一部

分老年ＢＰＨ患者会选择药物保守治疗，缓解ＢＰＨ症状，但在临
床实践中发现部分患者依靠药物治疗无法取得理想效果。也

有学者指出，单纯药物治疗只能改善下尿路症状，不能根治

ＢＰＨ，而微创手术在根除前列腺增生组织的同时，不会对老年患
者机体造成严重损伤，具有较高安全性［１３］。目前，老年 ＢＰＨ患
者治疗方案选择仍然存在一定争议。

ＴＵＲＰ是一种治疗ＢＰＨ的微创技术，具有疗效确切、安全性

高、单次费用低等优点，被认为是ＢＰＨ的金标准［１４］。ＴＵＲＰ将电
切镜插入尿道，在电切镜直视下切除尿道中增生前列腺组织，彻

底解除梗阻症状。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前列
腺体积、残余尿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最大尿流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ＩＰＳＳ、ＢＳ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ＴＵＲＰ可以彻底
切除前列腺增生组织，解除膀胱流出道梗阻，明显改善ＢＰＨ患者
下尿路症状。但是，ＴＵＲＰ也存在一定缺陷，其可能引起术后尿
道狭窄、尿失禁、经尿道电切综合征等并发症，增加老年患者手术

风险［１５］。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坦索罗辛联合度他雄胺方

案，是目前ＢＰＨ一线治疗方案，对ＢＰＨ症状具有明显改善作用。
坦索罗辛是一种新型α受体阻滞剂，可以选择性阻断前列腺及周
围平滑肌α受体，降低平滑肌张力，减少后尿道压力与尿道阻力，
改善排尿功能障碍［１６］。度他雄胺属于５α还原酶抑制剂，可以通
过抑制５α还原酶，阻断睾酮转化为双氢睾酮，使前列腺体积部分
缩小。单纯坦索罗辛不能减少前列腺体积，联合度他雄胺可以增

强药物作用，缓解下尿路症状的同时，抑制前列腺增生［１７］。本研

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治疗６个月后控尿能力与前列腺症状评
分与研究组患者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综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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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治疗ＢＰＨ疗效逊色于ＴＵＲＰ，但综合药物保守治疗过程中无
明显不良反应，对老年患者机体负担较轻，相对于ＴＵＲＰ手术具
有更高安全性。相关研究显示，ＴＵＲＰ可能对ＢＰＨ患者性功能产
生一定影响［１８］。前列腺与神经血管束、尿道等存在毗邻解剖关

系，ＴＵＲＰ在电切过程中高压高热极易损伤神经血管束，术后包
膜外间隙纤维化也会对患者性功能产生一定损伤，加之手术对患

者造成的心理刺激，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患者ＴＵＲＰ术后的勃起功
能。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显著降低，且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ＴＵＲＰ可能会对老年
ＢＰＨ患者勃起功能产生一定影响。

综上所述，微创术式与综合药物保守治疗２种方案各有优
缺点，应当根据老年ＢＰＨ患者的身体状况选择合理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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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
临床研究
邹源　刘峰　王伟峰　郝继东　邓晓俊　万建省　刘四明　杨波　欧阳磊　刘辉　廖国强Δ

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１３１８

【摘　要】　目的：探讨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效果。方法：选自上海市
浦东新区周浦医院泌尿外科门诊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诊治的９８例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为研究
对象，按照乱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９例患者。观察组患者给予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胶
囊治疗，对照组给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治疗。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３个月。结果：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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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８８％）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５５１％）（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疼痛或
不适症状评分及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有降低（观察组：ｔ＝３２６８１０、４６３９２２、２５９４１６、３９４９３１，对照组：ｔ＝
２１８８９８、１９５４７７、１４４７３８、２４６２９７，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疼痛或
不适症状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低于对照组患者（ｔ＝１４３７０９、２６７１０９、９５７４２、１９１１１６，均Ｐ＜００５）。两组
患者治疗后 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 ＩＬ８水平均有降低（观察组：ｔ＝３１２３１０、２６４５８２、１９２０７８，对照组：ｔ＝
９９９８２、１５６８７４、８７２３３，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ＩＬ８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ｔ＝
１８３０１０、１４５３９３、１０１４９１，均Ｐ＜００５）。结论：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临床疗
效明显，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关键词】　盐酸坦洛新；癃闭舒；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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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９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ｈａｒｔ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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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３．８８％）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５．５１％）（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ｑｕａｌ
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ｖｏｉｄ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ｐａｉｎｏｒ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ＮＩＨＣＰＳＩ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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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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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３１．２３１０，２６．４５８２，１９．２０７８，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９．９９８２，
１５６８７４，８．７２３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ａｎｄＩＬ８ｌｅｖｅｌ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１８．３０１０，１４．５３９３，１０．１４９１，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Ｌｏ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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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ＮＢＰ）是常见的
一种前列腺炎综合征，与细菌性前列腺炎的区别在于尿液、前

列腺液细菌培养均为阴性，但前列腺液中仍有炎性细胞。ＮＢＰ
常见临床表现有，尿频尿急尿痛、射精后痛及骨盆区域疼痛，具

体疼痛部位可见于腰骶部或耻骨部、尿道、肛周部、阴茎和会阴

等［１２］。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发病原因较为复杂，目前研究认为，

可能主要与炎症、异常的盆底神经肌肉活动、病原体感染等多

种因素共同作用有关［３５］。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发病率呈不断上

升趋势，发病年龄有年轻化的趋势，且病程漫长，经常会严重影

响人们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因此临床上采取及时有效的治

疗方法尤为重要［６７］。本研究旨在探讨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

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自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医院泌尿外科门诊于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诊治的９８例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为研究对
象。依据《泌尿外科学》［８］中相关诊断标准，按照乱数表法将其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９例。观察组４９例患者中，年龄范

围２１岁 ～４７岁、年龄（３２４２±４３６）岁，病程范围３个月 ～６
年、病程（２３９±０８７）年，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２７５０±２３４）分；对
照组４９例患者中，年龄范围２２岁～４６岁、年龄（３１１３±４４５）
岁，病程范围２个月 ～７年、病程（２９１±１０５）年，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２７３１±２１９）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符合非细菌性前列腺炎诊断标准者；②患者
年龄１８岁～６０岁；③知情同意者。

排除标准：①膀胱肿瘤、前列腺癌及间质性膀胱炎患者等；
②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③精神疾病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坦洛新缓释片（生产厂家：浙江海力生制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１４６１）０２ｍｇ／次，１次／ｄ；观察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癃闭舒胶囊（生产厂家：科迪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５４５４９）３粒／次，２次／ｄ，均为口服。
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３个月。治疗期间均忌烟酒，避免辛辣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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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疗效标准
疗效标准有以下３项：①治愈：患者症状消失，且 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降低８０％以上；②好转：患者症状改善，且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降低３０％ ～８０％；③无效：患者症状无改善，且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降低 ＜３０％。总有效率 ＝（治愈例数 ＋好转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３项：①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变化，包括生活质量评分（１个问题，１个条目，７级评分）、
排尿症状评分（２个问题，２个条目，６级评分）、疼痛或不适症状
评分（６个问题，１０个条目，分别有２级、４级、６级和１０级评分）
和总分；②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变化，包括肿

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转化生长因子β１
（ＴＧＦβ１），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前列腺液，于本院临床检
验科以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其含量；③观察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３８８％）高于对照组患者
（７５５１％），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９ ２８（５７１４） １２（２４４９） ６（１２２４） ３（６１２） ４６（９３８８）

对照组 ４９ １５（３０６１） １３（２６５３） ９（１８３７） １２（２４４９） ３７（７５５１）

χ２值 — — — — — ６３７５９

Ｐ值 — —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活质量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疼痛或不

适症状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
０２１６８、０４４９９、１５７７０、０４１５０，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生活质量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疼痛或不适症状评分和ＮＩＨＣＰ
ＳＩ总分均较治疗前降低（观察组：ｔ＝３２６８１０、４６３９２２、

２５９４１６、３９４９３１，对照组：ｔ＝２１８８９８、１９５４７７、１４４７３８、
２４６２９７，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排尿
症状评分、疼痛或不适症状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低于对照组
患者治疗后相关评分，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３７０９、
２６７１０９、９５７４２、１９１１１６，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生活质量 排尿症状 疼痛或不适症状 总分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９ １３２４±１３５ ６５７±０４５ ７６９±０８９ ２７５０±２３４

治疗后 ４９ ５３１±０７２ａｂ ３１９±０２４ａｂ ３８７±０５２ａｂ １２３７±１３１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９ １３３０±１３９ ６６１±０４３ ７４０±０９３ ２７３１±２１９

治疗后 ４９ ７８９±１０３ａ ４９７±０４０ａ ５０３±０６７ａ １７８９±１５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液中炎性因子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 ＩＬ８水平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５２４０、０２６３４、０１６６０，均Ｐ＞００５）；两组
患者治疗后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 ＩＬ８水平均有所降低（观察组：ｔ
＝３１２３１０、２６４５８２、１９２０７８，对照组：ｔ＝９９９８２、１５６８７４、

８７２３３，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ＩＬ８
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水平，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１８３０１０、１４５３９３、１０１４９１，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前列腺液中炎性因子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ＴＮＦα（ｇ／Ｌ） ＴＧＦβ１（ｎｇ／ｍＬ） ＩＬ８（ｇ／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９ ６７３９±４３５ ８９４±１３４ ９７６±１４５

治疗后 ４９ ４３２７±３２１ａｂ ３５６±０４８ａｂ ５１２±０８７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９ ６６８９±５１３ ８８７±１２９ ９８１±１５３

治疗后 ４９ ５７３２±４３１ａ ５４８±０７９ａ ７３４±１２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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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病因目前仍然不明确，治疗策略主要以

缓解临床症状为主［９］。盐酸坦洛新为肾上腺素 α１Ａ的特异性拮
抗剂，可以阻断膀胱上的 α１Ａ受体，从而降低逼尿肌的过度活
动，同时降低逼尿肌的不稳定性，故可以使膀胱对尿液的储存

功能逐渐恢复正常。此外，盐酸坦洛新还可以通过阻断尿道的

α１Ａ受体，使前列腺平滑肌和紧张的膀胱颈松弛，缓解功能性尿
路梗阻，从而改善膀胱充盈和排空症状［１０］。祖国医学认为，非

细菌性前列腺炎发病主要是由湿热瘀阻引起，湿热蕴结下焦造

成尿急、尿频、会阴部胀痛和下腹疼痛等症状。癃闭舒是一种

纯中药制剂，主要成分包括补骨脂、金钱草、益母草、琥珀、山慈

菇、海金沙等，具有活血化瘀、温肾化气、清热通淋和散结止痛

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癃闭舒具有舒张平滑肌作用，对尿

道平滑肌痉挛所致的尿急、尿频、会阴部胀痛和下腹疼痛具有

一定的缓解作用［１１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

率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排尿症

状评分、疼痛或不适症状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低于对照组患
者，这说明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在改善ＮＢＰ患者临床症状方
面比单独使用盐酸坦洛新更有优势。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国内外研究表

明，多种细胞因子参与其发病过程，前列腺液中细胞因子水平

与ＮＢＰ症状呈正相关性［１３］。参与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免疫机制

的炎症因子主要由免疫细胞分泌产生，能够调节和介导体液免

疫，产生炎性反应。通过降低前列腺组织中炎性因子水平从而

减轻炎症反应导致的症状已经作为治疗前列腺炎的一种重要

策略。ＴＮＦα为肽类炎性递质，当机体发生免疫性疾病因素、创
伤及感染时，前列腺局部免疫细胞被激活，使其含量分泌上升，

导致血管内皮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和白细胞黏附、浸润，刺激单

核巨噬细胞释放炎性递质参与炎性反应［１４］。ＴＧＦβ１是一种
抗炎细胞因子，对巨噬细胞的激活和淋巴细胞的增殖具有明显

抑制作用，且能够促进组织修复。ＩＬ８是一种低分子量、强效的
促炎性细胞因子，主要由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淋巴细胞及单

核巨噬细胞产生，其主要功能为使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向炎
症部位趋化，以及调节白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１５１８］。我们认

为，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对性功能、勃起功能的影响主要包括心

理因素和治疗因素。其中，心理因素主要是由于大部分非细菌

性前列腺炎患者对疾病认知不足，认为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具有

一定传染性，且担心治疗后恢复性生活会使疾病的康复受到影

响，从而造成复发；而治疗因素主要是治疗药物会造成患者系

列生理变化。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 ＴＮＦα、ＴＧＦ
β１和ＩＬ８水平降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ＩＬ８
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可以通过

降低前列腺组织中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ＩＬ８水平，减轻炎性反应。
综上所述，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治疗可以降低前列腺液

中ＴＮＦα、ＴＧＦβ１和 ＩＬ８水平，明显改善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
者的相关症状，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相关具体机制值得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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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免疫抑制剂对狼疮肾炎患者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方法：选取
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９２例狼疮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６例患者。对照组给予醋酸泼尼松片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给
予来氟米特治疗。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３个月。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８０４％）高于对照组患者
（６０９％）（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均有所降低（观察组：ｔ＝９８４５４、
１４４８７６，对照组：ｔ＝３２８０４、８３２４５，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均低于对
照组患者（ｔ＝９９０７４、９９１２６，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Ｅ２、ＦＳＨ和 ＰＲＬ水平均有所降低（观察
组：ｔ＝２５５９３５、１８６２３９、２１６９１６，对照组：ｔ＝１２３８７５、１１３２２０、９９６９９，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
清Ｅ２、ＦＳＨ和ＰＲＬ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ｔ＝１１１３００、７８５３１、１１５６７２，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性
满意度、性高潮和性欲评分均有所降低（观察组：ｔ＝１２１１６２、１５７９１２、９７２６８，对照组：ｔ＝１９８１８９、２１８５５１、
１９０６０７，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性满意度、性高潮和性欲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ｔ＝８５４９６、７０６６５、
９６９９４，均Ｐ＜００５）。结论：免疫抑制剂来氟米特对狼疮肾炎患者疗效明显，可以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且
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免疫抑制剂；狼疮肾炎；性激素；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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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性红斑狼疮（ＳＬＥ）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狼
疮肾炎是ＳＬＥ常见的和严重的一种并发症，且是导致终末期肾
衰竭的重要病因，危害极大［１２］。狼疮肾炎发病率呈不断上升

趋势，且女性患者多见，这可能与女性独特的内分泌系统关系

密切。此外，有关研究还认为其发病机制主要与环境因素、遗

传因素和性激素水平异常相关［３４］。目前，临床上尚不能治愈

狼疮肾炎。近年来，狼疮肾炎应用免疫抑制剂治疗取得良好效

果，且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患者存活率［５６］。因此，本研究旨在探

讨免疫抑制剂对狼疮肾炎患者性激素水平和性功能的影响，期

望能够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我院收治的９２例狼疮肾
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表法分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４６例患者。观察组４６例患者中，女性患者３９例，男性
患者７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６８岁，年龄（４５６２±４７２）岁，
患者病程范围３个月 ～５年，病程（２７６±０５６）年；对照组４６
例患者中，女性患者４０例，男性患者６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７０岁，年龄（４６０７±５１３）岁，患者病程范围４个月～５年，病
程（２８１±０６１）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使用过免疫抑制剂；②患者年龄 ２４岁 ～７０
岁；③签订知情同意书；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排除标准：①合并肺、肝、心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②精神疾
患者；③合并严重感染者；④哺乳期妇女。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入院后给予吸氧、营养支持等常规治疗。观

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免疫抑制剂来氟米特（生产厂

家：江苏亚邦爱普森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０４２０）３ｍｇ／（ｋｇ·ｄ）；对照组：给予醋酸泼尼松片（生产厂
家：蚌埠泰格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３４０２１９８９）１
ｍｇ／（ｋｇ·ｄ）。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３个月。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疗效评价标准有如下３项：①显效：患者症状、体征消失，肾
功能正常，且尿液镜检未出现异常；②有效：患者症状、体征改
善，肾功能基本正常，且尿液镜检可以观察到红细胞；③无效：
患者症状、体征、肾功能无改善。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３项：①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２４ｈ尿蛋

白定量和尿红细胞变化；②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
水平变化，包括雌二醇（Ｅ２）、促卵泡素（ＦＳＨ）和催乳素（ＰＲＬ），
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患者 ３ｍＬ外周静脉血，以离心半径 １５
ｃｍ，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置于２０℃下保存待测；
③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改善情况，包括性满意度、性
高潮、性欲和性生活频率评分变化，评分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８０４％）高于对照组患者
（６０９％）（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６ ２０（４３５） １７（３７０） ９（１９６） ３７（８０４）

对照组 ４６ １２（２６１） １６（３４８） １８（３９１） ２８（６０９）

χ２值 — — — ４２４６２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２４２７、０２２３８，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
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均有所降低（观察组：ｔ＝
９８４５４、１４４８７６，对照组：ｔ＝３２８０４、８３２４５，均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治疗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低于对照组患者（ｔ
＝９９０７４、９９１２６，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２４ｈ尿蛋白定量（ｇ） 尿红细胞（／μ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６ １３９±０４１ １４１８７±２５４７

治疗后 ４６ ０７４±０１８ａｂ ８４２１±８９４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 １４１±０３８ １４３０２±２３７９

治疗后 ４６ １１９±０２５ａ １０８９２±１４３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Ｅ２、ＦＳＨ和ＰＲＬ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３７０、０９８２９、０４８２５，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
后血清Ｅ２、ＦＳＨ和 ＰＲＬ水平均有所降低（观察组：ｔ＝２５５９３５、
１８６２３９、２１６９１６，对照组：ｔ＝１２３８７５、１１３２２０、９９６９９，均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Ｅ２、ＦＳＨ和ＰＲＬ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ｔ
＝１１１３００、７８５３１、１１５６７２，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Ｅ２（ｎｇ／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ＰＲＬ（μｇ／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６１１５９７±８４９ ３０２９±２１４ ２８１９±２４７

治疗后 ４６ ７５４６±６５７ａｂ ２２４５±１８９ａｂ １８４９±１７６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１１６２４±１０３３ ３０７４±２２５ ２７９４±２５０

治疗后 ４６ ９２４１±７９７ａ ２５６７±２０４ａ ２３１５±２０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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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性满意度、性高潮和性欲评分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２４９１、０４３５８、０２７４０，均Ｐ＞００５）；两
组患者治疗后性满意度、性高潮和性欲评分均有所降低（观察

组：ｔ＝１２１１６２、１５７９１２、９７２６８，对照组：ｔ＝１９８１８９、２１８５５１、
１９０６０７，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性满意度、性高潮和
性欲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ｔ＝８５４９６、７０６６５、９６９９４，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性满意度 性高潮 性欲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６ ６４８±０３９ ６１７±０３２ ６０９±０５３

治疗后 ４６ ５５９±０３１ａｂ ５１８±０２８ａｂ ５１２±０４２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６ ６５０±０３８ ６２０±０３４ ６１２±０５２

治疗后 ４６ ５０１±０３４ａ ４７６±０２９ａ ４３１±０３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狼疮肾炎是ＳＬＥ常见且严重的内脏损害，有关调查结果显

示，５０％～８０％的ＳＬＥ患者会发生明显的肾损害［７８］。目前，狼

疮肾炎已经成为我国最常见的一种继发性肾脏疾病。临床上

以肾炎为初发表现者占比为５％ ～２５％，患者于起病５年后发
生肾炎者达４０％～７５％，由狼疮肾炎造成的终末期肾功能衰竭
是导致ＳＬＥ的一个主要死亡原因［９１２］。近年来，狼疮肾炎治疗

取得了重大进展，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患者的存活率［１３１４］。目

前，免疫抑制剂仍然是狼疮肾炎的首选药物。我们认为，影响

狼疮肾炎治疗后性功能因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身体因素和治

疗因素等。心理因素主要是由于大部分狼疮肾炎患者对疾病

认知不足，认为狼疮肾炎具有一定传染性，且担心治疗后恢复

性生活会使疾病的康复受到影响，从而造成复发［１３］；担心免疫

抑制剂影响性功能等，则会导致悲观、抑郁、焦虑和恐惧等各种

心理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身体因素主要由于患

者身体虚弱、疾病未得到控制、治疗后并发症等影响性生活质

量，如红斑狼疮所致的皮肤瘙痒等。治疗因素主要是免疫抑制

剂会造成患者系列生理变化，如雌激素水平降低、阴道弹性消

失和前奏刺激期缩短等，造成性交痛、缺乏性欲、性交困难、阴

道干涩和性生活次数减少甚至终止。

来氟米特是一种新型的免疫抑制剂，且是一种具有抗增生活

性的异恶唑类免疫抑制剂，具有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１５］。来氟

米特由于可以有效抑制Ｂ细胞、Ｔ细胞和非免疫细胞的活化，最
早用于多种自身免疫介导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１６］。药理研

究表明，来氟米特能够可逆性地抑制嘧啶从头合成途径的限速

酶，抑制酪氨酸激酶活性，且能够阻断核因子Ｋβ的活化；来氟米
特能够下调单核细胞和内皮细胞黏附分子的表达，降低单核细胞

在炎症部位的聚集；来氟米特能够阻止辅助Ｔ细胞分泌干扰素，
从而促进Ｔｈ２细胞的定向分化。因此，来氟米特可以用于原发性
肾脏疾病与继发性肾脏疾病的治疗［１７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观

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来氟米特可以提

高疗效；两组患者治疗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数均有所
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低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来氟米特可

以降低２４ｈ尿蛋白定量和尿红细胞数；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Ｅ２、
ＦＳＨ和ＰＲＬ水平均有所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低于对照组
患者，这说明来氟米特可以降低血清性激素水平；两组患者治疗

后性满意度、性高潮和性欲评分均有所降低，且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来氟米特对患者性功能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免疫抑制剂来氟米特对狼疮肾炎患者疗效明

显，可以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且对患者性功能影响较小，具有

重要研究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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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患者生殖系统感染对其生育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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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男性不育门诊患者生殖系统感染与精液参数及流产之间的相关性，从而指导临
床工作。方法：对男性不育门诊５４４７例患者按照感染因素（解脲支原体、细菌）分组：阳性组和阴性组。然
后比较分组内各参数之间的差异，分析相关原因。结果：本研究发现男性生殖道细菌感染可导致精子前向

运动率和正常形态率下降，与精液量、精子浓度和精子总数没有相关性。解脲支原体感染能导致精液量，精

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正常形态率下降，而对精子前向运动率没有影响。男性生殖道细菌及解脲支原体感

染与流产没有相关性。结论：男性生殖系统感染对生育有不良影响，尤其是解脲支原体及细菌检出率高，对

精液参数影响较为严重。

【关键词】　不育；男性；精液参数；解脲支原体；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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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有１５％的已婚夫妇受到不育症的困扰，其中男方因
素约占５０％［１］，在众多的男方因素中，生殖系统感染因其可防

可治，与男性不育相关性的研究成为学术界和公众所关注的热

点问题。本研究旨在对男性不育门诊患者生殖系统感染与精

液参数及流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一分析，以指导今后的临床工

作，更好地服务患者。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男性不育患者８６４８人，进行详细的病史
询问和体格检查，并行精液常规及精液微生物培养等检查。纳

入标准：不育年限≥１年，禁欲时间２天～７天，近０５年无不育
药物治疗史。排除标准：先天性病因明确的无精子症患者，门

诊统计资料不全的患者。通过筛查共有５４４７例患者入选。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类方法　对男性不育门诊５４４７例患者按照感染因素
（解脲支原体、细菌）分组：阳性组和阴性组。

１２２　精液采集　受检者禁欲２天 ～７天，患者取精前排尿，
用肥皂清洗双手和阴茎，冲洗掉肥皂沫，使用一次性新的毛巾

擦干手和阴茎，手淫法取精，精液射入无菌容器［２］，即刻分别无

菌接种１００μｌ精液于解脲支原体、非特异性细菌培养基。容器
中剩余精液待液化后行精液常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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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精液参数　检查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精液参数检
测方法［２］进行精液量、精子形态等检测，采用西班牙 ＳＣＡ精子
分析仪检测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前向运动精子（％）等精液参
数。精子形态采用巴氏染色法分析，取优化处理后精液１０μｌ滴
在载玻片的一端，使用拉薄技术，将精液涂在载玻片的表面，待

其自然干燥后，采用 ＷＨＯ第五版所推荐的巴氏染色方法进行
染色，油镜下计数２００个精子的形态，求出每份精液样本的正常
精子形态百分率。精子包括头、颈、中段、主段和末段。由于通

过光学显微镜很难观察到精子末段，因此可以认为精子是头

（和颈）和尾（中段和主段）组成。只有头和尾都正常的精子才

认为是正常的，所有处于临界状态的精子均为异常。

１２４　解脲支原体检测　按照解脲支原体培养试剂盒（珠海
迪尔生物工程公司）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无菌接种１００μｌ精
液于解脲支原体培养基中，ＣＯ２培养箱中培养，２４ｈ观察直至接
种后７２ｈ结果判定。

１２５　细菌分离培养与鉴定无菌接种１００μｌ精液于羊血琼脂
培养皿中，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标准操作规程》第３版进行分离
培养［３］。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各项统计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项计量数据以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各指标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组间比较用 ＬＳＤ检验。计量资料用卡方检验来检测，以上
结果均以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解脲支原体感染对精液参数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男性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能导致精液量，精

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正常形态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而对精子前向运动率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解脲支原体感染对精液参数的影响

资料
无解脲支原体感染（３６９８例）

均数±标准差 ９５％ＣＩ

有解脲支原体感染（１７４９例）

均数±标准差 ９５％ＣＩ
Ｆ值 Ｐ值

年龄 ３１８８±５３４ （３１７１，３２０５） ３１２１±５５２１ （３０９５，３１４７） １８０９４ ００００

不育年限 ２３１±２１８ （２２４，２３８） ２３７±２４８ （２２５，２４９） ０９３１ ０３３５

精液量（ｍｌ） ３６５±１５２ （３６０，３７０） ３４１±１４８ （３３４，３４８） ２９５３７ ００００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５６６７±４３１７ （５５２８，５８０６） ４９９７±４０４０ （４８０８，５１８６） ２９７８４ ００００

精子总数（×１０６／一次射精） １９６４１±１５８６２ （１９１３０，２０１５３） １６４１７±１４６５６ （１５７２９，１７１０４） ５１４９６ ００００

精子前向运动率（％） ３８６８±１９４０ （３８０５，３９３１） ３８８２±１９２７ （３７９０，３９７４） ００６１ ０８０５

精子正常形态率（％） ７０３±５３７ （６８６，７２１） ６３４±５３１ （６０９，６６０） １９０２８ ００００

２２　细菌感染对精液参数的影响
本研究显示男性不育患者精液细菌检出率为４８３％，细菌

感染可导致精子前向运动率和正常形态率下，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与精液量、精子浓度和精子总数没有相关性。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细菌感染对精液参数的影响

资料
无细菌感染（５１８４例）

均数±标准差 ９５％ＣＩ

有细菌感染（２６３例）

均数±标准差 ９５％ＣＩ
Ｆ值 Ｐ值

年龄 ３１６７±５４０９ （３１５２，３１８２） ３１５２±５４１６ （３０８６，３２１７） ０２０７ ０６５０

不育年限 ２３２２±２２８ （２２６，２３８） ２３７±２３４ （２０９，２６５） ００９７ ０７５５

精液量（ｍｌ） ３５９±１５０ （３５３，３６２） ３５１±１６９ （３３０，３７１） ０５５６ ０４５６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５４６８±４２４４ （５３５２，５５８４） ５１２５±４１９２ （４６２０，５６３０） １６６２ ０１９７

精子总数（×１０６／一次射精） １８６９６±１５６２３ （１８２７０，１９１２２） １６８４５±１４１７１ （１５１３７，１８５５２） ３５９６ ００５８

精子前向运动率（％） ３８８９±１９３８ （３８３５，３９４２） ３５７４±１８４８ （３３４７，３８０２） ６４４１ ００１１

精子正常形态率（％） ６８６５９±５３９ （６７１，７０１） ６００±４８１ （５４０，６５９） ６３２９ ００１２

２３　男性解脲支原体和细菌感染对配偶自然流产史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男性生殖道细菌及解脲支原体感染与流产没

有相关性。男性解脲支原体感染阳性的配偶有自然流产史百

分率为１５６１％，与解脲支原体阴性组１４８５％没有差异。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男性细菌感染阳性的配偶有自然流产史百分率
为１５９７％，与细菌阴性组 １５０１％没有差异。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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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男性解脲支原体感染与配偶自然流产史

感染因素 自然流产史（＋） 自然流产史（—） 总计 流产率％ χ２值 Ｐ值

解脲支原体感染（＋） ２７３ １４７６ １７４９ １５６４

解脲支原体感染（） ５４９ ３１４９ ３６９８ １４８５ ０５４ ０４６

总计 ８２２ ４６２５ ５４４７ １５０９

表４　男性细菌感染与配偶自然流产史

感染因素 自然流产史（＋） 自然流产史（—） 总计 流产率％ χ２值 Ｐ值

细菌感染（＋） ４２ ２２１ ２６３ １５９７

细菌感染（） ７７８ ４４０６ ５１８４ １５０１ ０４２ ０５２

总计 ８２０ ４６２７ ５４４７ １５０５

#

　讨论
男性泌尿生殖道感染可累及生殖道的不同部位，可由细

菌、支原体、衣原体、淋球菌及病毒等多种微生物引起，影响精

子的发育和成熟，从而导致不育。本调查研究就精液中检出率

较高的细菌和解脲支原体，分析其对精液参数和流产的相

关性。

本研究显示男性不育患者精液细菌检出率为４８３％，细菌
感染可导致精子前向运动率和正常形态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与精液量、精子浓度和精子总数没有相关
性。多数学者认为男性不育患者精液细菌感染可引起精子数

量减少、运动质量和能力减弱，证实了生殖道细菌感染是男性

不育的重要原因，生殖系统感染的排查对男性不育有重要的诊

断价值［４５］。

本研究显示，男性生殖道解脲支原体感染能导致精液量，

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正常形态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而对精子前向运动率没有影响。目前对支原体
对精液质量的影响报道不一致，有些报道未观察到精液参数的

差异，但另一些报道则认为有明显的精子浓度下降［６９］，有些认

为不育组解脲支原体感染者的精液体积、精子活动度、精子活

率、精液密度等参数明显低于正常生育组解脲支原体阴性

者［１０］。也有些认为解脲支原体感染者对精子前向运动率、精子

畸形率、低渗肿胀率及顶体酶活性有明显影响，对精子密度无

明显影响［１１］。故需要进一步设计更加科学的实验探究支原体

对不育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男性生殖道细菌及解脲支原体感染与流产没

有相关性。在引起流产的众多因素中生殖道的感染只是一个

存在争议的小原因，而且生殖道感染特指女性生殖道感染。本

研究显示男性不育患者精液细菌检出率仅为４８３％，解脲支原
体检出率为３２１１％，所以不能显示出其对流产的作用。再者，
目前认为男性因素造成流产主要是精子 ＤＮＡ损伤［１２１４］，ＤＮＡ
损伤是包括感染在内多种男性不育病因的共同机制［１５２４］，所以

不能突出男性生殖道细菌及支原体感染对流产的影响。

综上所述，男性生殖系统感染对生育有不良影响，尤其是

解脲支原体及细菌检出率高，对精液参数影响较为严重。洁身

自好，注意个人卫生及居住环境，增强自身抵抗力，防止泌尿生

殖系统炎症发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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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３级分类方法评估睾丸微石症与精液参数间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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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采用３级分类方法评估男性睾丸微石症患者的精液参数。方法：回顾性分析山东大
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２９７例经阴囊超声诊断为睾丸微石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 Ｂ超图像一个切面点状
强回声数量的多少，将患者分为３个级别：１级（１个～５个），２级（６个～２０个）以及３级（＞２０个），统计并
分析各级别ＴＭ患者的精液参数。结果：本组患者年龄（２９２１±４８２）岁，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６岁，睾丸体积
（１５６８±３８２）ｍｌ，睾丸体积范围３５５ｍｌ～２６０３ｍｌ。其中１级ＴＭ患者为９５例、２级１２７例、３级７５例，各
级别ＴＭ患者主要精液参数如精子浓度、总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分别为（５３５４±３８４６百万／ｍｌ、４８７６±
３７０８百万／ｍｌ、３５７０±２８９２百万／ｍｌ，Ｐ＝０００４），（５５７８±２２７４％、５１４９±２４３５％、４４０５±２２５０％，
Ｐ＝０００５）以及（４３７２±１９６６％、４０２４±２１０４％、３４３４±１９６９％，Ｐ＝００１１）。２级 ＴＭ的精液参数与３
级相比有差异，与１级比没有差异。结论：与传统分类方法相比，将睾丸微石症分为３级可以更好地评估睾
丸微石症程度与精液参数之间的关系。睾丸微石症的分级越高，精液质量相对较差。睾丸微石症２级患者
的精液参数不稳定。

【关键词】　睾丸微石症；分级；精液参数；成年男性；不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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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丸微石症（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ｉｃ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ＴＭ）是一种以睾丸曲
细精管内钙盐沉积为特征的疾病［１］。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

状与体征，多因阴囊其他疾病行超声检查时偶然发现［２］。ＴＭ
超声声像图的特点为存在局限于睾丸内的多个１ｍｍ～２ｍｍ的
点状强回声，后方不伴声影，微石弥漫分布于整个睾丸或局限

于睾丸内的一部分［３］。

传统的ＴＭ分类方法，以一个超声切面探测到的微石数量
将其分为经典型 ＴＭ（≥５个微石）及局灶性 ＴＭ（＜５个微
石）［４］。在前期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与没有ＴＭ的患者相比，ＴＭ
患者的精液参数受微石程度影响，睾丸微石程度越重，精液参

数越差［５］。然而，我们发现部分睾丸微石数目介于５个～２０个
的患者，其精液参数差异较大，以５个微石为界限分类ＴＭ的方
式不能很好地反应患者的精液情况。因此，我们将在本文中提

出ＴＭ的３级分类方法并探讨不同级别ＴＭ的精液参数及其他
相关信息。

!

　对象与方法
我们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５月以生育为

目的于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就诊并行阴囊超声检查的

２７４２６例成年男性的超声报告。常规阴囊超声检查程序为［５］：

由具有３年以上经验的超声医师使用高频探头（中心频率为
７５ＭＨｚ；Ｖｏｌｕｓｏｎ７３０ＰＲＯＶ，ＧＥ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对睾丸的横切面及
纵切面进行检查，并测量睾丸的长、宽、厚。对睾丸任意部位的

任意超声切面上发现的异常回声均进行实时动态记录。由睾

丸两侧沿纵切面向中间仔细检测，观察超声切面内的点状强回

声光点（微石）数量。根据超声切面上微石的数量将患者分为３
个级别：１级（至少１个超声切面存在１个 ～５个微石），２级（６
个～２０个微石）以及３级（＞２０个微石）。本研究中采用“长×

宽×厚×０７１”公式计算睾丸体积［６］。统计并分析超声图像结

果及患者的临床资料。本研究经山东大学生殖医学研究中心

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同意。

精液的留取及检测采用《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分析实验

室技术手册》（第五版，２０１０年）标准［７］。精液检验前患者常规

禁欲２天～７天，检验当天在靠近实验室比较私密的房间里通
过手淫法取得标本，采集后立即送检，评估精液的相关参数，如

精液液化时间及外观、正常形态精子比例、精液量、精子浓度、

精子总数、总活力、前向精子比例以及前向精子总数等。

统计并分析各级别患者的临床资料，如年龄、睾丸体积及

精液参数。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Ｉｎｃ，ＵＳＡ）进行数据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ＡＮＯＶＡ）及独立 ｔ检验等。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７４２６例患者中共有４７０例（１７１％）经阴囊超声检查诊断

为ＴＭ，排除患有睾丸肿瘤、精索静脉曲张、无精子症、隐匿精子
症、隐睾以及无精液报告的患者后，最终有２９７例患者纳入本研
究，纳入研究的患者均为精液检查有精子的 ＴＭ患者。本组患
者的年龄（２９２１±４８２）岁，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６岁），睾丸体积
（１５６８±３８２）ｍｌ，睾丸体积范围３５５ｍｌ～２６０３ｍｌ）。总体的
精子浓度、精子总数、总活力及前向运动精子比例分别为４６９９
±３６２１×１０６／ｍｌ，１７３０１±１３４７１×１０６，５０９８±２３７３％以及
３９８７±２０５１％。

２９７例ＴＭ患者中，１级９５例、２级１２７例、３级７５例。各级
别ＴＭ患者的年龄具有可比性，分别为２９２０±４４７岁，２９７７±
５３１岁以及２８２８±４２４岁（Ｐ＝０１０４）。平均睾丸体积分别为
１６４０±３４０ｍｌ、１５８５±３９１ｍｌ及 １４４７±３９３ｍｌ（Ｐ＝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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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别ＴＭ患者主要的精液参数见表１，如精子浓度、总活力、前
向运动精子比例分别为（５３５４±３８４６百万／ｍｌ、４８７６±３７０８百
万／ｍｌ、３５７０±２８９２百万／ｍｌ，Ｐ＝０００４），（５５７８±２２７４％、
５１４９±２４３５％、４４０５±２２５０％，Ｐ＝０００５）以及（４３７２±
１９６６％、４０２４±２１０４％、３４３４±１９６９％，Ｐ＝００１１）。２级ＴＭ

的精液参数与３级相比有差异，与１级比没有差异。行精子形态
学检查及低渗膨胀实验（ＨＯＳ）检查的各级别患者，其正常精子比
例分别为 ２９４±１６１％、３０２±１８５％、３１３±２２９％（Ｐ＝
０８５６），ＨＯＳ分别为６５６４±１７８５％、６６３８±１８９０％、５９０８±
１８５３％（Ｐ＝００６７）。

表１　各级别ＴＭ患者主要精液参数的比较

精液参数 １级 （ｎ＝９５） ２级（ｎ＝１２７） ３级（ｎ＝７５） Ｆ值 Ｐａ值 Ｐｂ值 Ｐｃ值 Ｐｄ值
精液量（ｍｌ） 　４０７±１５１ 　３６９±１２８ 　３９６±１５７ ２０８ ０１２７ ００５２ ０６３０ ０１９２

浓度（×１０６／ｍｌ） ５３５４±３８４６ ４８７６±３７０８ ３５７０±２８９２ ５５１ ０００４ｆ ０３２４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１３ｅ

精子总数（×１０６） ２０９４４±１５８０７ １６９４７±１２２８１ １３２８４±１０８６６ ７１４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２６ｅ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５８

总活力（ＰＲ＋ＮＰ，％） ５５７８±２２７４ ５１４９±２４３５ ４４０５±２２５０ ５３３ ０００５ｆ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３０ｅ

活动精子总数（×１０６） １３０７２±１３９００ １０２７１±１００７９ ６８５７±７４０９ ６８０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３３ｅ

前向运动精子比例 （ＰＲ，％） ４３７２±１９６６ ４０２４±２１０４ ３４３４±１９６９ ４５３ ００１２ｅ ０２０６ ０００３ｆ ００４６ｅ

前向运动精子总数 （×１０６） ９９９２±１０７２７ ７８７５±７９６０ ５３００±５７２５ ６３９ ０００２ｆ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３８ｅ

非前向运动精子比例 （ＮＰ，％） １２０６±５７３ １１２５±６２０ 　９７１±４９５ ３５４ ００３０ｅ ０２９９ ０００９ｆ ００６８

不活动精子比例（ＩＭ，％） ４４２２±２２７３ ４８５１±２４３５ ５５９５±２２５０ ５３３ ０００５ｆ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１ｆ ００３０ｅ

正常形态精子比例（％） 　２９４±１６１ 　３０２±１８５ 　３１３±２２９ ０１６ ０８５６ ０７８８ ０５７７ ０７２７

低渗膨胀实验（％） ６５６４±１７８５ ６６３８±１８９０ ５９０８±１８５３ ２７４ ００６７ ０７９７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６ｅ

　　注：标有“ａ”项表示，各级别ＴＭ的方差分析；标有“ｂ”项表示，１级对２级；标有“ｃ”项表示，１级对３级；标有“ｄ”项表示，２级对３级；标有“ｅ”项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标有“ｆ”项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正常形态精子比例（各级别 ＴＭ样本量分别为７５、１００、５２），低渗
膨胀实验（各级别ＴＭ样本量分别为７５、９３、４９）

#

　讨论
睾丸微石症（ＴＭ）通常是在进行睾丸超声检查评估各种睾

丸相关病症诸如不育时偶然发现［８９］。目前研究显示，ＴＭ与男
性不育之间有明确的相关性［１０１１］。ＴＭ是一种睾丸发育不全综
合征，常存在于一些男性生殖相关疾病，例如生育功能低下，睾

丸萎缩以及其他的性发育异常等［１２］。有一些学者报道了患有

ＴＭ的不育男性存在异常的精液参数［１１，１３］，但也有一部分学者

认为ＴＭ与男性不育没有明显关系［２，１４］。我们通过前期研究发

现，与不存在ＴＭ的不育症患者相比，ＴＭ会导致精液质量变差，
精液参数下降［５］。

在曲细精管钙化结石引起男性不育的过程中，关键因素是

梗阻，进而会出现继发性炎症、曲细精管内压增加，并影响到睾

丸的血液供应［１０］。精子数量的减少可归因于 ＴＭ导致的曲细
精管的梗阻，这种病理现象可以在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的 ＴＭ患
者中发现［１５］。这些患者同时也可以出现精子活力的显著下降，

影响到精子迁移，从而影响男性生育功能［１６］。由于曲细精管内

的上皮细胞变性坏死并脱落，导致曲细精管梗阻，这被认为是

ＴＭ的病因之一［１７］。此外，炎症和曲细精管内钙化会直接影响

到精子质量，进而引起男性不育［１０］。在一些可能存在生精功能

障碍的患者中，如严重少精子症或睾丸体积减小，更容易检出

ＴＭ的存在［１７１８］。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高级别 ＴＭ患者的精子
质量及睾丸体积均不如低级别患者。

既往的研究将ＴＭ以一个超声切面发现５个及５个以上点
状强回声诊断为经典型ＴＭ（ＣｌａｓｓｉｃＴＭ，ＣＴＭ），５个以下为局灶
性ＴＭ（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Ｍ，ＬＴＭ）［４］。我们既往在诊断 ＣＴＭ的时候采
用的标准为Ｂ超图像中至少１个横切面或纵切面发现５个以上
的强回声光点，相反则诊断为 ＬＴＭ。Ｂａｃｋｕｓ等推荐将 ＴＭ进一
步分级［１９］。有研究人员将 ＣＴＭ进一步分为３个级别，即５个
～１０个微石为１级、１１个 ～２０个为２级，＞２０个为３级，然而

他们认为，进一步分级对睾丸肿瘤发病预测无明显作用［３，２０］。

此外，Ｂｅｎｎｅｔｔ等比较了一个超声切面存在５个～１０个微石及＞
１０个微石患者的睾丸肿瘤的发生率，发现两组患者无统计学差
异［２１］。然而，ＴＭ的进一步分级与精液参数之间的关系并不十
分清楚。我们发现，传统的 ＣＴＭ／ＬＴＭ分类方法并不能很好的
体现精液参数的情况。对于那些睾丸微石数量刚刚多于５个的
患者，其精液参数变化范围比较大。我们以超声切面中５个强
回声光点为分界值区分两种类型的 ＴＭ是否合适。Ｔｈｏｍａｓ等
报道了微石程度较轻的患者一般比微石程度较重患者具有更

多的精子数量及更好的精子活动力［１６］。因此，正如本研究结果

所示，睾丸微石的程度可能与精液参数的好坏有关［１６］。

与传统的经典型／局灶性ＴＭ的分类方法相比，我们在本研
究中提出了一个３级分类方法。其中１级 ＴＭ有９５例患者、２
级１２７例、３级７５例。２级ＴＭ患者占据将近一半的比例（１２７／
２９７，４２７６％），而该部分患者的精液参数并不稳定。如表１中
所示，我们考虑２级ＴＭ患者的精液参数更接近１级 ＴＭ患者，
而且明显好于３级ＴＭ。但是，我们对于将２级与１级完全合并
也持谨慎的态度，因为两组患者的精子总数存在统计学差异。

因此，依据Ｂ超图像至少一个切面存在微石的最大数量，我们
建议将以生育为目的的成年男性ＴＭ分为３个级别，即１级（至
少１个超声切面存在１个～５个微石），２级（６个～２０个微石）
以及３级（＞２０个微石）。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目前多数

关于ＴＭ的研究集中在其与睾丸肿瘤发生的关系方面，很少有
研究探讨睾丸微石程度与精液参数间的关系，我们在这方面做

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对患者并未

进行积极的随访，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

针对疾病的发展进程等方面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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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黏膜耦合阴茎（阴囊）皮瓣治疗尿道下裂临床研究
李学德１△　江志勇１　何庆鑫１　汪中兴１　樊胜海１　贲晶华１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１医院泌尿男科，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下唇黏膜耦合阴茎（阴囊）腹外侧纵行皮瓣治疗阴茎体后型、阴茎阴囊交界型、阴
囊型尿道下裂患者的手术方法及疗效。方法：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１医院收治的
后段下弯类尿道下裂患者３２例，阴茎体后型１２例，阴茎阴囊交界型１３例，阴囊型７例。年龄范围２３岁～
１２２岁，平均年龄４７岁。阴茎皮肤脱套并横断尿道板，阴茎伸直后，把龟头段尿道纵行切开并向两侧游
离，切取宽约０６ｃｍ～０７ｃｍ下唇黏膜，长度与原尿道外口至龟头远端长度一致，把下唇黏膜缝合固定于阴
茎海绵体腹侧正中，取一侧纵行阴茎皮瓣侧翻与下唇黏膜缝合包绕尿道支架成形尿道，缝合龟头两侧翼成

形龟头。转移原有茎背侧皮肤覆盖尿道。结果：所有患者随访６个月～２５个月，平均随访时间１８个月。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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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成功２５例（７８１２％），发生尿道狭窄２例（６２５％）、尿瘘４例（１２５０％）、尿道外口回缩１例（３１２％）。２
例尿道狭窄患者中，１例为尿道外口狭窄，行尿道外口裂开成为冠状沟型尿道下裂；１例为重新留置尿道支
架管１个月后自行排尿，４周好转。３１例接近正常的阴茎外观。所有患者口腔言语、进食功能无影响，无口
腔麻木、疼痛、外观不良等并发症。结论：对于下弯类后型尿道下裂，采用下唇黏膜耦合阴茎或加阴囊腹外

侧纵行皮瓣尿道成形术，能有效解决阴茎皮肤相对不足、阴茎发育不良问题，并可一期修复尿道下道下裂，

手术效果满意，术后外观良好。

【关键词】　尿道下裂；尿道成形术；口腔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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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型尿道下裂，因常合并阴茎下弯严重，尿道缺损较长，阴
茎皮肤相对不足，阴茎发育不良，手术修复难度较大。目前以

横行带蒂包皮瓣尿道成形术（Ｄｕｃｋｅｔｔ）和分期尿道成形术为主，
但Ｄｕｃｋｅｔｔ手术风险较大，且对于阴茎皮源不足、尿道缺损较长
者效果仍不理想。分期尿道成形术虽有效降低手术风险，但对

于阴茎发育不良者，第二期尿道成形术难度仍较大。近年我们

应用口腔黏膜替代尿道板固定于阴茎海绵体背侧，耦合阴茎或

加阴囊腹外侧纵行皮瓣成形尿道，可解决阴茎皮肤不足及尿道

缺损较长问题，亦适合于合并阴茎发育不良者，手术效果理想。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集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１８１医
院收治的无手术史后段下弯类尿道下裂患者３２例，阴茎体后型
１２例，阴茎阴囊交界型１３例，阴囊型７例。年龄范围２３岁 ～
１２２岁，平均年龄４７岁。阴茎发育不良，龟头直径小于１２ｃｍ
者２６例。阴茎皮肤脱套，松解阴茎腹侧筋膜组织，阴茎下弯３０
度～７０度，横断尿道板，阴茎伸直２７例，５例阴茎下曲 ＞１５度
须行阴茎背侧折叠矫正阴茎下弯。所有患者排除两性畸形。

１２　手术方法
阴茎背侧距冠状沟０５ｃｍ环行切开，于 Ｂｕｃｋ筋膜表面脱

套背侧皮肤至根部，腹侧于尿道板中段横断，充分松解阴茎腹

侧牵拉纤维组织，行阴茎勃起试验，若阴茎下曲 ＞１５°者行阴茎
海绵背侧白膜切开折叠矫正。龟头段尿道板正中纵行全层切

开深至阴茎海绵体白膜表面，远端至龟头顶部，于尿道板正中

切口沿白膜表面向两侧充分游离，活动性出血用双极电凝止

血，１∶１０００００肾上腺素生理盐水压迫创面止血，测量原尿道外
口至龟头远端距离做为成形尿道长度。充分显露下唇，两侧口

角缝线牵引，用画线笔设计长方形切口，宽约０６ｃｍ～０７ｃｍ，长
度为成形尿道长度，两端不超过嘴角处，外侧不超下唇暴露部

份与非暴露部份分界线，沿标志线切至黏膜下层，掀起一侧黏

膜瓣，在黏膜下层分离切取黏膜瓣，用４０可吸收线间断缝合创
面。切取黏膜用生理盐水湿润，修剪黏膜下多余脂肪。把下唇

粘膜充分平展于阴茎海绵体腹侧正中，近端与原尿道外口缝合

固定，两侧与阴茎白膜间断缝合，中间与白膜补钉状固定，远端

与龟头边缘缝合。留置 Ｆ１２Ｆ１４尿道支架管，选择一侧阴茎或
加阴囊纵行皮瓣，宽约０８ｃｍ～１０ｃｍ，用６０可吸收线行皮瓣
内侧缘与相邻下唇黏膜缘连续缝合，皮瓣侧翻与下唇黏膜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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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缘连续缝合。缝合龟头两侧翼，转移背侧皮肤覆盖阴茎腹侧

创面。调整尿道支架管使近端位于原尿道外口近端约２ｃｍ处，
固定尿道支架管，通过尿道支尿道支架置入 Ｆ５输尿管导管引
流尿液，并固定。术后３天 ～４天拨除尿道支架内输尿管导管
自行排尿，术后１４天拨除尿道支架管排尿。
"

　结果
所有患者均随访，随访６个月 ～２５个月，平均随访时间１８

个月。手术成功 ２５例 （７８１２％），发生尿道狭窄 ２例
（６２５％）、尿瘘４例（１２５０％）、尿道外口回缩１例（３１２％）。
２例尿道狭窄患者中，１例为尿道外口狭窄，行尿道外口裂开成
为冠状沟型尿道下裂；１例为重新留置尿道支架管自行排尿，４
周好转。３１例接近正常的阴茎外观。所有患者口腔言语、进食
功能无影响，无口腔麻木、疼痛、外观不良等并发症。

#

　讨论
后型尿道下裂存在尿道开口靠后，须重建尿道较长；阴茎

弯曲明显，不宜保留尿道板，成形尿道须应用阴茎阴囊皮瓣或

游离组织移植替代尿道；阴茎发育不良机率较大，常伴小龟头，

增加龟头成形难度。目前，对于下弯类后型尿道下裂修复以生

殖器官皮瓣替代尿道成形为主，常用术式有阴囊中隔皮瓣尿道

成形术、Ｄｕｃｋｅｔｔ术或分期原位皮瓣卷管尿道成行术（Ｄｕｃｋｅｔｔ＋
Ｄｕｐｌａｙ）。阴囊中隔皮瓣尿道成形术可应用于阴茎体后型、阴茎
阴囊交界型尿道下裂，有手术操简单、创伤小、成功率高等优

点。但有术后阴茎外观不良，可出现成形尿道长毛发等缺点，

亦因此目前此术式临床应用较少。对于后型尿道下裂 Ｄｕｃｋｅｔｔ
术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术式［１］，但其手术难度大，对血管分离技

术要求较高，学习曲线长。且后型尿道下裂须成形的尿道较

长，因此患者存在阴茎背侧包皮发育不良，横裁包岛状皮瓣成

形尿道长度短于实际需要成形的尿道长度，若强行施行Ｄｕｃｋｅｔｔ
手术，容易出现尿道吻合口及尿道外口缺血坏死，并发吻合口

瘘及尿道狭窄。虽可应用 Ｄｕｃｋｅｔｔ＋Ｄｕｐｌａｙ手术可解决成形尿
道长度不够问题，但存在较多吻合口，手术风险较大，并发症发

生率相对较高［２］。成形尿道过长，应用大量阴茎皮肤，则有阴

茎创面覆盖困难，虽可应用阴囊皮肤覆盖，但术后外观不良。

分期尿道成形术［３］亦常用于下弯类后型尿道下裂修复，尤其是

阴囊型、会阴型等重度尿道下裂。但对于阴茎发育不良的小龟

型尿道下裂患者，龟头成形难度均较大，与龟头成形相关并发

症发生率亦较高。尽管第一期手术行阴茎头舟状窝劈开，利用

皮瓣嵌入中央以使阴茎头偏平并增大，试图避免第二期阴茎腹

侧皮瓣卷管尿道成形术时因阴茎头过小无法有效包裹成形尿

道的窘境。实际上对于小龟头患者，行阴茎头舟状窝劈开嵌入

皮瓣宽度有限，且嵌入皮瓣可出现缩，嵌入皮瓣宽度很难达到

第二期成形尿道所须宽度，因此容易尿道外口狭窄、龟头两侧

翼法覆盖成形尿道须用皮肤替代、术后尿道外口退缩等并发

症。故目前对于下弯类后型尿道下裂仍没有一种理想术式。

我们依据后型尿道下裂特点，应用下唇黏部分替代成形尿

道，可有效解决皮源不足问题；利用一侧纵行皮瓣侧翻与下唇

黏膜耦合成形尿道，不须担心成形尿道过长问题；且成形尿道

不利用龟头组织，龟头覆盖成形尿道相对容易，很好处理阴茎

发育不良并小龟头患者。

对于阴茎皮肤不足，选择游离组织做为尿道重建材料时，

口腔黏膜成为首选［４］。口腔黏膜与尿道黏膜结构相似、富于弹

性、抗感染能力强、取材容易、口腔创面修复快、对各种刺激耐

受强、固有层较薄新生血管容易建立，移植后容易成活等优点。

且口腔黏膜尿道替代手术成功率不因随访时间延长而降低。

我们应用下唇黏膜与阴茎纵或加阴囊纵行皮瓣耦合成形尿道，

下唇黏膜宽度不需过宽，取切下唇黏膜容易，不易出现口腔相

关并发症，虽有报道切取口腔黏膜可导致口腔言语、进食功能

影响，口腔麻木、疼痛、外观不良等并发症［５６］，本组患者无一例

出现切除下唇黏膜相关并发症，可能与此有关。下唇黏膜固定

于阴茎海绵体腹介白膜表面，创面血供良好，游离黏膜较易吸

取白膜表面营养而成活；局部平坦坚实，且下唇黏膜宽度不大，

容易固定而不易出现黏膜下积液及积血，成活率较高。本组患

者虽出现４例尿道皮肤瘘和２例尿道狭窄，一例重新留置尿道
支架管后好转，另一例尿道外口退缩成冠状沟型尿道下裂后排

尿通畅，尽管不排除与移植下唇黏膜失活有一定关系，但仍能

肯定移植黏膜大部分面积成率。

综上所述，对于此术式选择主要适用于下弯类阴茎体后

型、阴茎阴囊交界型、阴囊型无手术史尿道下裂，尤其在阴茎皮

肤相对不足、并阴茎发育不良、家属要求一期手术者有优势，对

于会阴型尿道下裂，游离黏膜固定于会阴部困难，且容易失活，

不宜选择此术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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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包兴　梁亮　金迎迎　康华峰　马红兵　白明华△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肿瘤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摘　要】　目的：探讨Ⅲ期宫颈癌患者的远期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方法：收集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单因素分析、Ｃｏｘ风险回
归分析及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回顾性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１２８例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５９个
月，２年和 ５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８２８０％和 ４４５０％，２年和 ５年的无进展生存率分别为 ８０５０％和
４０６０％。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５年总生存率与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方式及放疗持续时间呈显著相
关（ａｌ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显示，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方式及放疗持续时间
均为Ⅲ期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Ⅲ期宫颈癌患者的预后与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方式
及放疗持续时间显著相关，在不良反应可耐受的前提下应尽量采用同步放化疗的治疗模式，并在８周内完
成放疗，以进一步提高患者的总生存率。

【关键词】　宫颈癌；疗效；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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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２ｙｅａｒａｎｄ５ｙｅ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ＤＦＳ）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０．５０％ ａｎｄ４０．６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ｕｎｉ
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５ｙｅａｒＯＳｒａｔｅ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ｌｗｅｒｅ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ｔａｇｅⅢ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ｓｔａｇｅⅢ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
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ＯＳ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ｒｅｃｏｍ
ｍｅｎｄ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８ｗｅｅｋ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据统计［１］全球２０１２
年新增宫颈癌病例５２７６万例，约２６５７万妇女死于宫颈癌，
可见其发病率、死亡率均很高，且发病年龄有年轻化趋势，严重

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生存时间。早期宫颈癌的治疗以手

术为主，中晚期以放化疗为主，而宫颈原发灶局部未控、复发及

远处转移是中晚期宫颈癌治疗失败的主要原因。随着诊疗技

术的发展，早中期宫颈癌患者的生存得到明显改善，多项回顾

性分析［２５］发现宫颈癌分期（ＦＩＧＯ）是影响宫颈癌生存的一个独

立危险因素，分期为 ＩＩＢ期及以前的宫颈癌 ５年生存率可达
７５００％以上，而ＩＶ宫颈癌由于出现了局部脏器浸润及远处转
移，以姑息治疗为主，５年生存率一般不到２０００％；而Ⅲ期宫颈
癌属局部晚期，５年生存率在３１００％６７００％之间不等，跨度
较大，通过合理的治疗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本文通过对西安

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收治的１２８
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探讨影响Ⅲ期
宫颈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评估患者预后，指导患者的个体

化治疗，以进一步改善Ⅲ期患者的生存。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０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收治的符合标准的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对其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 ：①首次就诊，在治疗之前未接受过
化疗、放疗或手术治疗，治疗依从性良好；②活体组织病理确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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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宫颈癌；③ＦＩＧＯ（２００９）临床分期为Ⅲ期；④无严重心脏、肺
部、肾脏原发性疾病，完成根治性放疗或根治性同步放化疗计

划；⑤所有病例均有可测量的肿瘤病灶，可评价疗效；⑥所有患
者治疗前均签署了治疗同意书；⑦均具有完整的５年随访资料。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放射治疗　①盆腔外照射：应用６ＭＶＸ（瓦里安２１ＥＸ
高能直线加速器）三维适形放疗，１２８排螺旋ＣＴ扫描定位，层厚
５ｍｍ；逐层在ＣＴ图像上勾画靶区，采用等中心照射，分割剂量
为１８Ｇｙ～２Ｇｙ／次，５次／周，总剂量４５Ｇｙ～５０Ｇｙ。宫旁局部残
留明显者缩野推量到６０Ｇｙ。②腔内后装照射：采用１９２Ｉｒ后装
治疗机，盆腔外照射３０Ｇｙ后开始，每周１次，治疗当日不进行外
照射。以Ａ点剂量２１Ｇｙ～２８Ｇｙ／３次～４次。所有患者在放疗
期间及放疗后０５年内均行阴道冲洗以防止阴道粘连及闭锁。
１２２　同步化疗方案　采用顺铂（顺铂注射液，江苏豪森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８１３）＋５ＦＵ（氟尿嘧啶注射
液，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０５９３）化疗方
案 （ＰＦ方案），放疗开始当天同步给予氟尿嘧啶４５０ｍｇ／ｍ２，第１
天～第５天，顺铂 ３０ｍｇ／ｍ２，第１天 ～３天，放疗期间共化疗２
个周期。化疗期间均给予止吐、保肝、适度水化等处理。用药

后每周观察血常规、肝肾功能，并观察胃肠道反应等。若有异

常给予对症处理。

１３　随访
随访采用门诊随访和电话随访两种。随访起点为患者开

始放疗的时间，终点为患者死亡、失访或者最近１次随访时间。
在治疗结束后２年内患者每３个月复查一次，第３年开始每０５
年复查一次，随访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６月。复查内容：妇科检

查，宫颈细胞学检查，盆腔ＣＴ、ＭＲ、腹膜后淋巴结Ｂ超等影像学
检查，出现血尿及便血时行膀胱镜及直肠镜检查，出现腰背部

及骨盆疼痛时行全身骨扫描检查。对随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通过对患者５年生存率的单因素分析了解影响Ⅲ期宫颈癌患者
预后的因素，对有统计学差异的因素进行Ｃｏｘ多因素分析，了解
影响Ⅲ期宫颈癌患者５年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单因素分析采用 χ２检
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Ｃｏｘ回归分析，生存分析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曲线，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不同变量之间生存率的差异。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随访结果及生存情况

１２８例患者年龄范围３６岁～７２岁，年龄（５４３±４５）岁；中
位随访时间５９（５～８７）个月，其中９６例行根治性同步放化疗，
而３２例行单纯根治性放疗，中位放疗时间５６（３５～９８）天。至
随访截止时间，共有７９例患者死亡，共有８５例出现复发转移，
其中局部复发４０例，远处转移３８例，同时发生局部复发及远处
转移７例。
１２８例宫颈癌患者的 ２年和 ５年的总生存率分别为

８２８０％和４４５０％ ，总生存曲线详见图１；２年和５年的无进展
生存率分别为８０５０％和４０６０％，无进展生存曲线详见图２。
Ⅱ、Ⅲ级迟发性膀胱损伤共８例，占６２５％；Ⅱ、Ⅲ级迟发性直
肠损伤共１２例，占９３８％。其中有１例出现阴道直肠瘘和阴道
膀胱瘘，于第３年死亡。

图１　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总生存曲线 图２　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曲线

２２　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５年总生存率进行单因素分

析，结果显示患者的５年总生存率与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
方式及放疗持续时间呈显著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与年龄、病理分级、有无肾积水、有无阴道下段受侵、
盆腔淋巴结转移情况及治疗前血红蛋白量无明显相关性，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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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５年总生存率单因素分析

临床特征 例数 死亡数
５年ＯＳ率
（％）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０６６１ ０４１６

　＜５０ ６０ ３１ ４８３

　≥５０ ６８ ４０ ４１２

肿瘤直径（ｃｍ） ６１８６ ００１３

　＜４ ７２ ３３ ５４２

　≥４ ５６ ３８ ３２１

病理类型 ７５９５ ０００６

　鳞癌 １１２ ５７ ４９１

　腺癌 １６ １４ １２５

病理分级 ０４４５ ０８００

　Ｇ１ ３２ １８ ４３８

　Ｇ２ ５０ ２６ ４８０

　Ｇ３ ４６ ２７ ４１３

肾积水 ０１５１ ０６９８

　有 ２９ １７ ４１４

　无 ９９ ５４ ４５５

阴道下段受侵 ０４２７ ０５１４

　有 ５８ ３４ ４１４

　无 ７０ ３７ ４７１

盆腔淋巴结转移 ００３３ ０８５５

　有 ７３ ４１ ４３８

　无 ５５ ３０ ４５６

治疗方式 ４６４９ ００３１

　同步放化疗 ９６ ４８ ５００

　单纯放疗 ３２ ２３ ２８１

放疗持续时间 ５３１４ ００２１

　＜８ｗ ９０ ４４ ５１１

　≥８ｗ ３８ ２７ ２８９

治疗前血红蛋白（ｇ／Ｌ） ２４４１ ０１１８

　≥１１０ ６２ ３０ ５１６

　＜１１０ ６６ ４１ ３７９

２３　患者预后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作为变量进行

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方
式及放疗持续时间均为影响Ⅲ期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
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生存曲线分析

对患者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方式、放疗持续时间与患

者生存率的关系进行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生存曲线分析，发现肿瘤
直径≥４ｃｍ、腺癌、只进行单纯放疗及放疗时间≥８ｗ的患者的
预后分别明显差于肿瘤直径＜４ｃｍ、鳞癌、进行同步放化疗及放
疗时间＜８ｗ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图３Ａ至图３Ｄ。
#

　讨论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影响了患者的

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虽然随着医学的发展宫颈癌的疗效已

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总体死亡率仍旧较

高，预后不理想。因此发现其预后的影响因素并针对性防治对

改善其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而影响预后的因素因为研究对象

及研究变量等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许多研究发现，宫颈癌的预

后与临床分期、肿瘤分级、淋巴结转移、组织来源、肿瘤大体类

型等相关。本研究对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中位随访５９个月，
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直径、病理类型、治疗方式及放疗持续时间

是影响Ⅲ期宫颈癌５年生存率的重要因素。
宫颈肿瘤直径与放疗敏感性及预后相关，从放射学的角度

来说，直径越大的肿瘤需要杀灭的克隆源细胞数就越多，而且

乏氧细胞多并常出现坏死或合并感染，导致治疗效果不佳。岳

成山等对１７０例宫颈癌患者回顾性分析发现，肿瘤直径是影响
宫颈癌５年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其中肿瘤直径 ＞４ｃｍ患者
５年生存率为４５８０％，而肿瘤直径≤４ｃｍ患者 ５年生存率为
９４２０％［５］。ＫｉｍＨＪ等［６］研究发现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肿瘤

直径是早期宫颈癌患者总生存时间及无进展生存时间的独立

影响因素。ＬｕｖｅｒｏＤ等［７］研究结果也显示，淋巴结转移数目、肿

瘤直径是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总生存时间的独立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直径 ＜４ｃｍ和肿瘤直径≥４ｃｍ患者５年
生存率分别为５４２０％和３２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３），多因素结果分析肿瘤直径是Ⅲ期宫颈癌的独立预后因
素，与国内外研究结果相一致。

表２　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多因素Ｃｏｘ回归模型分析

　　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Ｐ（Ｓｉｇ） ＯＲ ９５％ＣＩ

肿瘤直径 －１１４５ ０２８９ １５６９４ 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１８ ０１８１～０５６１

治疗方式 ０９９２ ０２８７ １１９７０ １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１ ０２１１～０６５０

病理类型 －１５６４ ０３１８ ２４１７９ 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０９ ０１１２～０３９０

放疗持续时间 ０５１７ ０２４３ ４５１６ １ ００３４ ０５９７ ０３７０～０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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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Ａ　不同肿瘤直径的宫颈癌患者的生存率比较 图３Ｂ　不同治疗方式的宫颈癌患者的生存率比较

图３Ｃ　不同病理类型的宫颈癌患者的生存率比较 图３Ｄ　不同放疗持续时间的宫颈癌患者的生存率比较

　　宫颈癌的病理类型以鳞状细胞癌为主，约占９０００％以上，
腺癌约为５００％，混合癌及其他罕见类型占５００％以下。一般
认为鳞癌对放射线的敏感性高于腺癌，有些学者研究发现，宫

颈腺癌常在宫颈管内形成较大肿块，侵犯肌层，并容易向子宫

下段及
"

旁蔓延，距离放射源较远，放疗后容易残存，且其淋巴

结转移率也较鳞癌高，从而影响疗效［８］。ＥｒｉｋｏＹｏｋｏｉ等［９］对

２４９例ＩＩＢＩＶＡ期宫颈癌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其中鳞癌２２５
例（９０４０％），腺癌及腺鳞癌２４例（９６０％），结果发现，腺癌及
腺鳞癌的近期ＣＲ率（Ｐ＝０００２）、总生存率（Ｐ＝０００４）及无进
展生存率（Ｐ＝０００２）均明显低于鳞癌患者。ＳｕｔｈｉｄａＩｎｔａｒａｐｈｅｔ
等［１０］对收集的２１０８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整理分
析，其中鳞癌 １６３２例，腺癌 ３４６例，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１３０
例，研究分析也发现Ⅲ期～ＩＶ期宫颈鳞癌患者预后明显优于腺
癌。本研究中鳞癌１１２例（８７５０％），腺癌１６例（１２５０％），结
果显示鳞癌和腺癌患者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４９１０％和１２５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６），多因素分析显示病理类型是Ⅲ
期宫颈癌的独立预后因素，与以上研究结果相符。

宫颈癌的治疗主要包括手术、放疗和化疗。１９９９年以后由

欧美研究组进行的５个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大样本前瞻
性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确立了同步放疗和化疗在局部晚期宫颈

癌中的首要地位。有学者对来自１１个国家的１８份随机对照研
究进行了 Ｍｅｔａ分析［１１］，结果显示，对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与

单纯放疗相比，同步放化疗降低了１９００％的死亡风险（风险比
０８１，Ｐ＝００００６），而５年总生存率由６０００％提高到６６００％。
ＡｌＡｓｉｒｉＭ等［１２］研究发现，在局部晚期宫颈癌治疗中，同步放化

疗患者的 ５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单纯放疗的患者（６７００％∶
４１００％）。ＸｉｅＹａｏ等［１３］在对不同期别的宫颈癌患者的生活质

量评估的研究中发现，以顺铂为基础的同步放化疗可提升宫颈

癌患者的生存率，使宫颈癌的致死率明显降低。本研究结果显

示，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患者５年生存率分别为５０００％和
２８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１），多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治疗方式是Ⅲ期宫颈癌的独立预后因素。同步放化疗能取
得较好的疗效主要因为放疗和化疗抗肿瘤的协同作用，包括化

疗药物放疗增敏作用，化疗药物可抑制放疗后肿瘤细胞亚致死

性损伤的修复，化疗药物避免了肿瘤细胞在放疗后的加速增

生，化疗药物作用于对放疗不敏感的Ｓ期与放疗形成互补，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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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身治疗同时也联合放疗作用于局部病灶加强抗肿瘤效果。

但同步放化疗也同时会增加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因此要注意

毒副作用的预防及治疗，在可耐受的前提下尽量行同步放化

疗，以提高疗效及改善生存。

一般认为，宫颈癌放疗总疗程以６周 ～８周较为理想。姚
志伟等对３８６例ⅡＢ期及Ⅲ期宫颈癌进行分析发现，总的放射
治疗时间是影响中晚期宫颈癌疗效的预后因素，治疗时间超过

５６ｄ时每超过 ｌｄ，局部控制率和总生存率大约每天降低
１００％［１４］。高琨等也研究发现，放疗时间≤５６／ｄ组的５年生
存率为５５００％，明显高于总治疗时间 ＞５６／ｄ组的３５００％（Ｐ
＜００５）［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放疗持续时间 ＜８ｗ患者的５年
生存率是５１１０％，而放疗持续时间≥８ｗ患者 ５年生存率是
２８９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１），与以上研究结果相一
致［１６］。许多研究表明放疗总疗程延长，其局部控制率明显下

降，从而影响生存率，这可能与肿瘤细胞的亚致死损伤的修复

以及肿瘤细胞加速再增值有关［１７］。一方面，由于放疗过程中

断，使亚致死损伤的肿瘤细胞得到充分的修复，从而杀死的肿

瘤细胞减少，导致疗效欠佳；另一方面，照射后可启动肿瘤内存

活的克隆源细胞，使之比照射前分裂得更快，如果疗程延长过

多［１８］，疗程后期的分次剂量效应将由于肿瘤内存活的干细胞已

被启动进入加速增殖状态而受到损害，从而影响疗效及预

后［１９］。因此，要按时完成放射治疗，如因放射反应重，不得不中

断治疗，则应积极治疗并发症，尽量缩短中断时间，并可适当增

加总剂量，以保证疗效［２０］。

总之，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肿瘤直径 ＞４ｃｍ、病理类型为
腺癌、单纯放疗、放疗时间超过８周的Ⅲ期宫颈癌预后不良。对
于Ⅲ期宫颈癌患者在可耐受的前提下应尽可能采用同步放化
疗，并尽量在８周内完成放疗，以提高局部控制率并延长患者的
生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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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三氯醋酸和聚甲酚磺醛栓治疗宫颈癌患者术后
阴道上皮内瘤变的临床疗效
郑婷华Δ　郑韦　胡晓娜　周钰昆　韩炜　杨小杰　王茜　王雪梅
唐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三氯醋酸和聚甲酚磺醛栓治疗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ＶＡＩＮ）
的临床疗效，从而为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唐山市妇幼保
健院接受治疗的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患者１６０例。随机分为三氯醋酸组和聚甲酚磺醛栓组。两
组患者均采用ＣＯ２激光术治疗。在此基础上，三氯醋酸组联合应用三氯醋酸治疗，聚甲酚磺醛栓组联合聚
甲酚磺醛栓治疗。观察两组治疗效果。结果：三氯醋酸组治愈率为９７５０％。聚甲酚磺醛栓组治愈率为
８５００％。三氯醋酸组有效率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氯醋酸组转阴
率为９１２５％。聚甲酚磺醛栓组转阴率为７７５０％。三氯醋酸组转阴率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氯醋酸组免疫功能明显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三氯醋酸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经统计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与
聚甲酚磺醛栓相比，ＣＯ２激光术联合应用三氯醋酸治疗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的临床效果更加显
著，临床上值得推荐。

【关键词】　 ＣＯ２激光术；三氯醋酸；聚甲酚磺醛栓；阴道上皮内瘤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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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ｐｏｌｙｘｙｌｏｌｓｕｌｆｏｎ
ａｌ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ＶＡ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ａｇｉ
ｎ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ｉ
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ｏｌｙｘｙｌｏｌｓｕｌｆｏｎａｍｉｄｅｇｒｏｕｐ．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
ｔｈｉｓ，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ｏｌｙ（ｘｙｌｓｔｈｅｎｏｌｓｕｌｆｏｎｙｌ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ｒｅｓｏｌ）．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５０％．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ｔｏｓａｎｓｕｌｆｏｎａｍｉｄ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５．０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
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１．２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ｌｙ（ｃｒｅｓｏｌ）ｗａｓ７７．５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ａｃｌｉｔａ
ｘｅ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ｏｌｙｈｙｄ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ｓｕｌｆｏｎ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ｙ，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ｏｌ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阴道上皮内瘤变（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ＶＡＩＮ）是
指阴道麟状上皮的不典型增生病变，该病变临床症状不明显，

因此患者及就诊医生未能及时发现并重视，误诊率及漏诊率均

很高［１］。近来年随着ＨＰＶ等宫颈癌知识的更新，针对阴道上皮
内瘤变的诊断学技术明显提高，包括细胞学检测及阴道镜等，

诊断率大幅度提高［２］。但目前针对该病变的治疗方法尚无成

熟治疗指南，治疗方法因人而异，且出现并发症及复发机率均

较高［３］。在本次研究中，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医
院接受治疗的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患者１６０例，分
析并探讨三氯醋酸和聚甲酚磺醛栓治疗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

上皮内瘤变（ＶＡＩＮ）的临床疗效，从而为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５９　　　·

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唐山市妇幼保健院接受
治疗的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患者１６０例。年龄范围
２９岁～５４岁，年龄（３７３６±４６４）岁。纳入标准［４］：①符合阴
道上皮内瘤变诊断标准；②年龄１８周岁及以上；③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感染者；②药物过敏者；③妊娠期及哺
乳期女性；④肝肾功能严重障碍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同意。随机将患者分为三氯醋酸组和聚甲酚磺醛栓组，每

组各８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等方面无统计学差异。两组患者
一般资料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三氯醋酸组 聚甲酚磺醛栓组 ｔ值 Ｐ值

总数（例） ８０ ８０ － －

平均年龄（岁） ３７３２±４６１ ３７４１±４６７ ０２５ ＞００５

平均孕次（次） １３４±０２２ １３７±０２５ ０６３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ＣＯ２激光术治疗。术前采用５％醋酸和碘

酊对阴道壁染色确定病灶范围，然后采用 ＣＯ２激光（金莱特
ＪＬＴ１００Ｂ型ＣＯ２激光治疗仪）灼烧病灶。在此基础上，三氯醋
酸组采用５０％三氯醋酸（上海伊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治
疗。用棉签蘸取后涂抹病变处。１次／周，治疗４周。聚甲酚磺
醛栓组（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３４０９；生产单位：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２枚／日，早晚各１枚，阴道用药。观察两组治疗效果。
１３　评价标准

治愈：治疗后，细胞学检查无异常，ＨＰＶ转阴，病灶完全消
失［５］。有效：治疗后，ＶＡＩＮ级别下降，细胞学检查异常情况明
显改善，病灶部分消失。无效：治疗后，ＶＡＩＮ级别无改善，细胞
学检查异常情况持续，病灶无明显改善。有效率：（治愈 ＋有
效）／总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三氯醋酸组治愈率为９７５０％。聚甲酚磺醛栓组治愈率为
８５００％。三氯醋酸组有效率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ＨＰＶ转阴率对比

三氯醋酸组转阴率为９１２５％。聚甲酚磺醛栓组转阴率为
７７５０％。三氯醋酸组转阴率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对比

三氯醋酸组免疫功能明显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三氯醋酸组 聚甲酚磺醛栓组 χ２值 Ｐ值

总数（例） ８０ ８０ － －

治愈（例） ５０ ３ － －

有效（例） ２８ ３１ － －

无效（例） ２ １２ － －

有效率（％） ９７５０ ８５００ ７８３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ＨＰＶ转阴率对比

　　组别 三氯醋酸组 聚甲酚磺醛栓组 χ２值 Ｐ值

转阴例数（例） ７３ ６２ － －

转阴率（％） ９１２５ ７７５０ ５７４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对比

组别 三氯醋酸组 聚甲酚磺醛栓组 ｔ值 Ｐ值

ＩｇＧ １３１２±１４２ １０４７±１２７ １２４４ ＜００５

ＩｇＭ ２９１±０６１ １８９±０５８ １０８４ ＜００５

ＩｇＡ １４０±０３６ １０５±０３７ ６０６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对比
三氯醋酸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经统计

学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评分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８０）对照组（ｎ＝８０） ｔ值 Ｐ值

生理领域　　 １２１５±３２０ １０１６±３５３ ４４８ ＜００５

心理领域　　 １２３５±３２９ １０５４±３４８ ４４１ ＜００５

社会关系领域 １２６５±３２７ １０２８±３３７ ４２２ ＜００５

环境领域　　 １２８５±３２４ １０６４±３７５ ４１３ ＜００５

#

　讨论
ＨＰＶ感染是阴道上皮内瘤变的最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其次

与绝经状态、既往宫颈病变史及子宫切除史密切相关。其中高

危型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是阴道上皮内瘤变的主要病因［６］。目前

手术治疗是去除病变组织最有效的方法，主要包括 ＣＯ２激光治
疗、利普刀及传统阴道切除术等等［７９］。在手术治疗期间，尽量

保持阴道正常结构及其相应的功能是手术治疗最大原则，其中

ＣＯ２激光治疗引起创伤相对较小、阴道功能保留程度高在临床
应用越来越多［１０１２］。研究表明，与传统阴道切除术相比，ＣＯ２激
光治疗对阴道结构破坏更低，尤其对年轻人来说，可以更好地

满足性生活的正常性［１３］。因此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均采用

ＣＯ２激光治疗。
但是，ＣＯ２激光治疗也存在弊端，与阴道全部或部分切除相

比，其治愈率及复发率并无明显优势甚至更低。宋昱等人调查

发现，ＣＯ２激光气化治疗外阴和阴道上皮内瘤变是安全有效的，
同时术后病变残留率较高，定期随访监测残留和复发必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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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１４］。因此，运用何种方法可提高ＣＯ２激光治疗的治愈率及复
发率，更可以提高宫颈癌患者手术的治疗效果。研究发现，运

用一些外用药物如抗病毒、抗肿瘤等药物对抑制疾病复发有一

定效果，三氯醋酸、氟尿嘧啶、聚甲酚磺醛栓及咪喹莫特均是一

些常用的外用药物［１５］。三氯醋酸可以强效溶解角质蛋白，该药

物单独外用在治疗低级别阴道上皮内瘤变的效果更加，且安全

性高，经济适用［１６］。聚甲酚磺醛栓是一种常用于治疗阴道炎、

尖锐湿疣等疾病的常用药物，通过增强宫颈上皮受损细胞的快

速脱落，使疾病加快恢复；同时更利于蛋白质的变性凝固；调节

阴道内菌群失调；加强局部血运建立与恢复；广谱抗菌的效

果［１７１８］。在本次研究中将其用于ＣＯ２激光治疗后的联合治疗。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三氯醋酸组治愈率为９７５０％。聚甲

酚磺醛栓组治愈率为８５００％。两组相比，三氯醋酸组有效率
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该结果说明，应用 ＣＯ２激光治疗联
合三氯醋酸的治疗效果要优于联合聚甲酚磺醛栓的治疗效果。

从指标来看，三氯醋酸组转阴率为９１２５％。聚甲酚磺醛栓组
转阴率为７７５０％。三氯醋酸组转阴率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
组。三氯醋酸组免疫功能明显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三氯醋

酸组生活质量明显高于聚甲酚磺醛栓组，两组间差别具有统计

学意义。

综上所述，与聚甲酚磺醛栓相比，ＣＯ２激光术联合应用三氯
醋酸治疗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的临床效果更加显

著，临床上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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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对外生型剖宫产
瘢痕妊娠患者术后 ＶＡＳ评分及康复进程的影响
孙延霞　冯艳　马园园Δ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对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术后视觉模拟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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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量表（ＶＡＳ）评分及康复进程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外
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８４例为研究对象，依据手术方案不同将其分为３组。Ａ组２７例患者，予以子宫动
脉栓塞与宫腹腔镜联合术治疗；Ｂ组２８例患者，予以经腹腔镜病灶切除与子宫修补术治疗；Ｃ组２９例患者，
予以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记录并比较３组患者手术用时、术中失血量、住院用时、住院费
用及术后肛门排气时间、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统计３组患
者并发症发生率及术后１ｄ、３ｄ、５ｄＶＡＳ评分，比较３组患者手术前后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情况。结果：Ｃ组患
者手术用时少于Ａ组和Ｂ组患者，Ｃ组患者术中失血量少于Ｂ组患者，Ｃ组患者住院用时、住院费用少于 Ａ
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少于 Ａ组与 Ｂ组患者，Ｃ组患者术
后血清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少于Ｂ组患者，Ｃ组患者术后月经恢复时间少于 Ａ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术后１ｄ、３ｄ、５ｄＶＡＳ评分均低于Ａ组与Ｂ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３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术后躯体疼痛、生理职能、
睡眠质量、认知功能、精力、总体健康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Ａ组与Ｂ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结论：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予以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可以有效减轻其术后
疼痛程度，加快其康复进程，提高其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术后ＶＡＳ评分；康复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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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瘢痕妊娠是指胎盘或绒毛、孕囊着床在子宫切口瘢
痕处，致使妊娠物处于宫腔外，且被纤维结缔组织或子宫肌层

包绕的疾病［１］。剖宫产瘢痕妊娠属于难处理的特殊部位异位

妊娠之一，亦为剖宫产潜在的远期并发症之一，其发病机制复

杂，多与人工胎盘剥离方式、距前次剖宫产时间 ＜５年、臀位剖

宫产、剖宫产术后是否盆腔感染、子宫切口部位及缝合方式、剖

宫产次数、人工流产史等因素密切相关［２３］。近几年来，随着辅

助生育技术的广泛应用，剖宫产瘢痕妊娠发生率也日益增高，

对患者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４５］。剖宫产

瘢痕妊娠患者病初症状多不明显，极易造成漏诊而延误最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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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时机，随着病情的进展，可以导致子宫破裂、胎盘植入，甚至

危及生命。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对保留患

者生育功能及挽救其生命均具有重要意义。既往多予以经腹

子宫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虽然可以获得一定治疗效果，但手

术创伤较大，且容易造成子宫周边组织损伤，术后患者疼痛明

显而影响其康复进程。本研究将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

除术应用于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分组探究其对患者术

后ＶＡＳ评分及康复进程的影响，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８４例为研究对象，依据手术方案不
同将其分为３组。Ａ组２７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８岁，年龄
（３１３２±５３４）岁；孕次范围２～６次，孕次（４４±１２）次；剖宫
产次数范围１～３次，剖宫产次数（２１±０４）次；距上次剖宫产
时间范围０６～４９年，距上次剖宫产时间（２２４±１１７）年；停
经时间范围３２～８１ｄ，停经时间（５４３１±１２３７）ｄ。Ｂ组２８例患
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９岁，年龄（３２０３±４９６）岁；孕次范围３
～７次，孕次（４３±１１）次；剖宫产次数范围２～４次，剖宫产次
数（２４±０３）次；距上次剖宫产时间范围０７～４８年，距上次
剖宫产时间（２４１±１２８）年；停经时间范围３１～８２ｄ，停经时间
（５５０７±１１９８）ｄ。Ｃ组２９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４０岁，年
龄（３２４１±５２３）岁；孕次范围３～６次，孕次（４２±１３）次；剖
宫产次数范围３～５次，剖宫产次数（２３±０２）次；距上次剖宫
产时间范围０８～４７年，距上次剖宫产时间（２６４±１０３）年；
停经时间范围３３～８３ｄ，停经时间（５５２４±１２０７）ｄ。３组患者
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同意。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现代妇产科学》
中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临床诊断标准［６］；②患者及其家属知
晓本研究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③有剖宫产史。

排除标准：①上次产程出现不良分娩事件者；②生殖道急
性炎症患者；③肝、肾、肺存在严重病变患者；④合并严重高血
压、糖尿病患者；⑤合并恶性肿瘤患者；⑥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Ａ组患者　予以子宫动脉栓塞与宫腹腔镜联合术治疗，
于右侧股动脉行穿刺，实施子宫动脉置管且行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术，向子宫动脉内注入约８０～１２０ｍｇ甲氨蝶呤（山西普德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４０２２４６２），并采用明胶海绵（约
５００～７００μｍ）对双侧子宫动脉行栓塞处理，且经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术确认双侧子宫动脉已完成栓塞；于栓塞治疗后３～５ｄ实
施宫腹腔镜联合术，腹腔镜下剪开子宫膀胱腹膜返折并下推膀

胱，宫腔镜下切除子宫下段病灶；若子宫浆膜较薄或存在穿孔，

则采用可吸收线（２０）缝合切口。
１２２　Ｂ组患者　予以经腹腔镜病灶切除与子宫修补术治疗，
腹腔镜下剪开子宫膀胱腹膜返折且下推膀胱，吸出宫内组织，

切除子宫下段病灶，修补切口周围较薄肌层，采用可吸收线（２
０）连续缝合子宫下段肌层。
１２３　Ｃ组患者　予以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
术前评估妊娠患者病灶大小、血清βＨＣＧ水平、宫壁肌层、阴道
出血和身体状况等指标，且术前禁止应用甲氨蝶呤、米非司酮

等药物。待各项检查完毕后行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

术，给予腰硬联合麻醉处理，取膀胱截石位，应用宫颈钳牵拉宫

颈，且向宫颈膀胱间隙注入垂体后叶素６Ｕ＋生理盐水１０ｍｌ，
分离膀胱并电切宫颈前方阴道黏膜，自宫颈将膀胱推开至膀胱

腹膜反折处，使子宫峡部充分显露，可见瘢痕处颜色及肌层肿

块，应用电刀切开肌层，显露绒毛组织，采用负压吸引器吸出切

口处胚胎组织或卵圆钳钳夹胚胎组织，负压吸宫腔内膜１周，修
补切口周边瘢痕，置入扩宫条（６号）且于扩宫条引导下，采用可
吸收线（２０）连续缝合切口，取出扩宫条，采用可吸收线（２０）缝
合阴道粘膜，向阴道内置入一块碘仿纱，放置导尿管，且给予抗

生素，术后４８ｈ后取出碘仿纱及导尿管。术后监测血清βＨＣＧ
水平直至降为正常值。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４项：①记录且比较３组患者手术用时、术

中失血量、住院用时、住院费用及术后肛门排气时间、血清 β
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月经恢复时间。②手术前后应用视觉
模拟评分量表（ＶＡＳ）评估３组患者术后１ｄ、３ｄ、５ｄ疼痛程度，分
值０～１０分，得分越低疼痛程度越轻。③统计比较３组患者并
发症（感染、阴道血肿、膀胱阴道瘘、持续宫外孕）发生情况。④
手术前后参照 ＳＦ３６简明量表中躯体疼痛、生理职能、睡眠质
量、认知功能、精力、总体健康６个维度评估３组患者生活质量，
每个维度分值０～１００分，得分越高生活质量越优。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手术
情况、康复进程、ＶＡＳ评分、ＳＦ３６评分）采用 ｔ检验且以（珋ｘ±ｓ）
表示，计数资料（并发症发生率）采用χ２检验且以ｎ（％）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手术情况

Ｃ组患者手术用时少于Ａ组与 Ｂ组患者，Ｃ组患者术中失
血量少于Ｂ组患者，Ｃ组患者住院用时、住院费用少于 Ａ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康复进程

Ｃ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少于 Ａ组与 Ｂ组患者，Ｃ组患
者术后血清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少于Ｂ组患者，Ｃ组患者
术后月经恢复时间少于 Ａ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ＶＡＳ评分

Ｃ组患者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ＶＡＳ评分均低于 Ａ组与 Ｂ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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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用时（ｄ） 术中失血量（ｍｌ） 住院用时（ｄ） 住院费用（元）

Ａ组 ２７ ９２４１±２４８２ １４８０３±７１２４ １０９８±１３１ ２９７４６３２±３５４１０５

Ｂ组 ２８ ９４３２±２６１４ ２９６５４±２６０７ ７５８±１０４ ９７８４５２±１４０９３２

Ｃ组 ２９ ６０２７±９０８ａ １５９０１±９９８７ｂ ７３９±０９６ｃ ９２７４３４±１２７５３６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和Ｂ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Ａ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２　３组患者康复进程对比（ｄ，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术后血清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 术后月经恢复时间

Ａ组 ２７ １８４±０４２ ２０３４±６２９ ４５２１±７０４

Ｂ组 ２８ １８１±０３４ ２４１９±７３８ ３４８１±５２７

Ｃ组 ２９ １１４±０３２ａ ２１０８±４２１ｂ ３３９７±４３８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Ｂ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Ａ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３组患者ＶＡＳ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１ｄ 术后３ｄ 术后５ｄ

Ａ组 ２７ ７２１±１２５ ６１９±０９８ ５２６±０６７

Ｂ组 ２８ ７４９±１０７ ６３２±０８７ ５４９±０５２

Ｃ组 ２９ ５２８±０３７ａ ４３７±０２４ａ ２１７±０２３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和Ｂ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并发症
３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ＳＦ３６评分

３组患者术后躯体疼痛、生理职能、睡眠质量、认知功能、精

力、总体健康等生活质量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且 Ｃ组患者高
于Ａ组与Ｂ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５。

表４　３组患者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感染
阴道

血肿

膀胱

阴道瘘

持续

宫外孕
总发生率

Ａ组 ２７ １（３７０） ０（０）　 １（３７０） ０（０）　 ２（７４１）

Ｂ组 ２８ １（３５７） １（３５７） ０（０）　 １（３５７） ３（１０７１）

Ｃ组 ２９ １（３４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３４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和Ｂ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５　３组患者ＳＦ３６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躯体疼痛 生理职能 睡眠质量 认知功能 精力 总体健康　

术前 Ａ组 ２７ ５５０６±７４１ ５４６２±７９６ ５０３１±４６８ ５９７４±６６７ ５８０４±１０８１ ５８２３±１１３４

Ｂ组 ２８ ５４３６±８３６ ５３９４±９１７ ４９６５±５２６ ５８３３±７３５ ５７９８±１１０５ ５８９６±１０８２

Ｃ组 ２９ ５３１７±７２９ ５２８５±８２６ ４８９７±４２８ ５７３７±８１６ ５７５７±１０４６ ５７９２±１１０９

术后 Ａ组 ２７ ６４２３±６９４ｂ ５８０６±６０４ｂ ５６３４±５６３ｂ ６３５４±４９８ｂ ６４０８±１１２３ｂ ６４５８±１０２４ｂ

Ｂ组 ２８ ６３０２±７８４ｂ ５７２３±７６４ｂ ５７３８±５３７ｂ ６２４４±５４５ｂ ６３６４±９４５ｂ ６５５３±９８４ｂ

Ｃ组 ２９ ７２６６±８６５ａｂ ６８３６±８７５ａｂ ６８８９±６２８ａｂ ７１２４±６３７ａｂ ７２３７±１１８６ａｂ ７４２７±１００６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后Ａ组和Ｂ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组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剖宫产率不断攀升及“二胎”政策逐渐

开放，愈来愈多的家庭于第一胎选择剖宫产基础上继续生育，

进而导致剖宫产瘢痕妊娠发生率呈明显升高趋势。临床依据

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瘢痕处受精卵种植深浅程度，将剖宫产瘢

痕妊娠分为内生型及外生型２种，内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指胚
胎组织朝向子宫峡部或宫内生长；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指受

精卵种植在瘢痕的深肌层，同时妊娠囊朝向腹腔生长［７］。目

前，临床治疗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方法主要包括药物及手术

治疗，但药物治疗效果不明显，且不良反应较多、耗费时间较

长。手术治疗虽然可以获得明显效果，但手术方案选择非常

关键。

子宫动脉栓塞与宫腹腔镜联合术为临床治疗外生型剖宫

产瘢痕妊娠首选术式，此术式可以有效阻断子宫血流，显著降

低患者术中失血量。术中注射甲氨蝶呤可以有效抑制滋养细

胞过度繁殖，促进胚胎组织坏死、脱落，进而有助于彻底清除病

灶组织。同时，于栓塞术后行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可于直视下

进一步明确病灶大小、类型、盆腔粘连情况和子宫肌层缺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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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效保证在保留患者生育功能和降低不必要损伤前提下彻

底切除病灶，促进子宫正常解剖结构及功能恢复。但有关研究

表明，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行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可以

出现明显疼痛等不良反应，不仅会引起卵巢功能下降，而且会

影响子宫内膜容受性，甚至引发子宫膀胱瘘等严重疾病［８］。此

外，子宫动脉栓塞与宫腹腔镜联合术对设备条件及操作医师水

平均有较高要求，同时月经恢复迟缓、住院费用高、住院时间

长，可能会对患者生育能力和卵巢功能造成持久性影响。因

此，短期内有再次生育要求、经济条件较差、在基层医院就医的

患者应当慎重选择此术式。经腹腔镜病灶切除与子宫修补术

为治疗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常用术式之一，此术式可以有效

切除妊娠病灶，修补瘢痕缺损，最大限度保留子宫［９１０］。经腹术

不仅可以有效解除盆腔粘连，明确病灶大小及子宫肌层缺损程

度，而且能够直接缝合缺损。但有关研究发现，经腹术对医师

操作技术水平要求较高，且具有较高术中大出血风险［１１］。

徐郑军等［１２］研究指出，阴式子宫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治疗剖

宫产瘢痕妊娠患者，具有治疗彻底、费用低、微创、康复快、安全

等优点。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为治疗外生型剖宫

产瘢痕妊娠新型术式之一，其可以彻底切除病灶，修复子宫缺

损，有效降低复发率。本研究结果显示，Ｃ组患者手术用时、术
后肛门排气时间少于 Ａ组与 Ｂ组患者，Ｃ组患者术中失血量、
血清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少于Ｂ组患者，Ｃ组患者住院用
时、住院费用、术后月经恢复时间少于 Ａ组患者，Ｃ组患者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ＶＡＳ评分均低于Ａ组与 Ｂ组患者。本研究结果充分
说明，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予以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

灶切除术治疗，可以有效减轻其术后疼痛程度，加快其康复进

程。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的优势在于：①手术利用
女性自然生殖腔隙，无需打孔及开腹，术后无腹部瘢痕，美观效

果较好；②术中可以使子宫下段充分显露，且能够于直视下打
开瘢痕妊娠部位，彻底清除孕囊、蜕膜，修复瘢痕处，缝合子宫

峡部，修补上次剖宫术缺陷，有效预防剖宫产瘢痕妊娠再次发

生；③可以有效降低由于子宫下段未进行修补而发生再次妊娠
及出现子宫破裂风险，同时能够显著降低术后血清 βＨＣＧ水
平；（４）创伤较经腹术更小，术后恢复更快，患者进食更早；④与
子宫动脉栓塞术比较，住院时间更短，住院费用更低，不仅能够

加快患者康复进程，且可以减轻其经济负担；⑤操作简便，仅需
要剪开阴道前壁及膀胱子宫返折，且手术器械及设备相对简

单，有利于在基层医院推广［１３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３组患者并
发症总发生率均较低，且Ｃ组患者术后躯体疼痛、生理职能、睡
眠质量、认知功能、精力、总体健康等生活质量评分均高于 Ａ组
与Ｂ组患者。结果充分提示，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予以
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可以有效提升其生活质

量，且安全性较高。但手术操作过程应当注意：①予以垂体后
叶素注射，降低术中失血量；②复子宫前壁时，进行连续锁边缝
合，防止术后子宫切口憩室再次形成；③术后及时对血 βＨＣＧ
水平进行监测；④若术中出现子宫向下牵拉困难，则可能发生
子宫前腹壁与前壁粘连，应当给予腹腔镜协助分离粘连，再实

施此手术［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予以经阴道子宫下

段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可以有效减轻其术后疼痛程度，加快

其康复进程，提升其生活质量，且安全性较高。当然，本研究也

存在如下不足：所选样本量较少，且未对长期效果进行分析，有

待多渠道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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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ｓ，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ｐｔｏｆ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ｎｅｗ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ｌｖｉｃｃａｖｉｔｙ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Ｎｅｗｔｙｐ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

　　剖宫产为产科中分娩常见方式之一，随着二孩政策放开，
瘢痕子宫妊娠发生率越来越多，再次行剖宫产术为瘢痕子宫足

月妊娠首选分娩方式。新式剖宫产术［１］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手

术方式，具有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少、术后恢复快等优势。同

时，新式剖宫产术切口较长，严重影响患者术后美观。Ｐｆａｎｎｅｎ
ｓｔｉｅｌ切口式剖宫产术切口选在 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皱襞处，该处是人体
下腹的自然褶皱，此手术方法具有保持美观的优势［２］。除了手

术切口美观之外，钟君兰［３］和彭灵等［４］研究发现，该手术方式

能够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特别在２次剖宫产患者中应
用能够提高分娩结局。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收治的瘢痕子宫足月妊娠患者１６０
例进行分组研究，探讨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式剖宫产术和新式剖宫
产术在２次剖宫产患者中的应用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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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
院收治的瘢痕子宫足月妊娠患者１６０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患者均有剖宫产史；②再次足月妊娠；③经评估后患者均
有剖宫产手术指征；④患者及家属均在医师告知下自愿配合完
成本次治疗和研究。排除标准：①双胎或多胎妊娠；②糖尿病、
肝肾疾病、心脏疾病患者。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患者随机均分为观察组（８０例）和对
照组（８０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周、距离第一次剖宫产手术
时间等基层资料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础资料（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孕周

（周）

距离第一次剖宫产

手术时间（年）

观察组 ８０ ３１１５±３４５ ３８８７±０１８ ５０７±１４７

对照组 ８０ ３２０９±３２３ ３９９２±０２１ ４２２±１６５

ｔ值 ０４４３ ０６６４ ０３４４

Ｐ值 ０６４１ ０５２５ ０７６６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新式剖宫产术，腰硬联合阻滞麻醉下，患者

取仰卧位，在下腹部作长约１０～１５ｃｍ横切口，逐层分离，切开
子宫，取出胎儿及附属物，逐层缝合。观察组患者行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
切口式剖宫产术，腰硬联合组阻滞麻醉下，患者取仰卧位，在耻

骨联合上方约２～３ｃｍ处作长约１２～１５ｃｍ切口，逐层切开皮
肤、皮下脂肪，横向作腹直肌筋膜层切开，将腹直肌与锥状肌钝

性分离，左右两侧拉开腹直肌，暴露腹膜，腹膜横向剪开。膀胱

腹膜剪开后反折，向下推至膀胱。从子宫下段肌层出发，作一

横行小口，待羊水吸净后娩出胎儿。腹膜连续缝合，皮下脂肪

缝合，皮肤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３项：①围手术期指标：统计并比较两组患

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肛门排气时间、术后拔尿管时间、住

院时间。②比较两组新生儿出生后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③
统计和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盆腔粘连、产褥感染及子宫切除并发

症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

料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术中失血量、肛门排气时间、术中拔尿管时间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失血量（ｍＬ） 肛门排气时间（ｈ） 术后拔尿管时间（ｈ）

观察组 ８０ ３０８７±８１５ ２６７０３±４９７ ２１２１±３５６ ８２４±３１２

对照组 ８０ ２３０５±１０５６ ２６４１１±６０８ ２３８９±４６８ ９０９±５９９

ｔ值 ２９７６ ０９８７ １０７６ ０７５４

Ｐ值 ００３４ ０３４５ ０３１４ ０５０９

２２　两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
两组新生儿出生后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ｍｉｎ ５ｍｉｎ

观察组 ８０ ９８２±０２６ ９６８±０２９

对照组 ８０ ９７４±０３１ ９６５±０１９

ｔ值 １３７６ １７９８

Ｐ值 ０２０８ ０１５９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盆腔粘连、产褥感染及子宫切除发生率均低于

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盆腔粘连 产褥感染 子宫切除

观察组 ８０ １８（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对照组 ８０ ３８（４７５０） １７（２１２５） １４（１７５０）

χ２值 １０９８９ １３４３８ １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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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剖宫产为高危妊娠患者首选分娩方式之一，为经阴道分

娩禁忌症或失败补救分娩措施，加之剖宫产能够减轻产妇分

娩疼痛，使得越来越多的产妇在分娩的时候选择剖宫产手

术［５］。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剖宫产率达到４０％～６０％，甚至有
少数医院高达８０％［６］。随着二孩政策的开放，瘢痕足月妊娠

发生率显著升高，剖宫产为瘢痕足月妊娠患者首选分娩方式。

剖宫产为手术创伤性分娩方式，容易引起术后出血、盆腔粘

连、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特别对于有剖宫产史的患者具有更高

发生风险，增加２次剖宫产手术难度，影响患者术后康复。
新式剖宫产术又被称作 Ｓｔａｒｋ剖宫产术［７］，由以色列医师

Ｓｔａｒｋ改进并推广，并于１９９６年引进我国。该技术的主要特点
是采用ＪｏｅｌＣｏｈｅｎ切口，钝性分离腹膜及皮下脂肪进腹，不会
伤害血管及神经，可以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对组织的损

伤［８］。同时，新式剖宫产术为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

量，仅对子宫肌层进行简单缝合，未缝合腹膜，可能回增加术

后腹膜、盆腔粘连风险，影响手术切口美观性［９１０］，特别是对于

再次剖宫产患者影响更为明显，可能会导致脏器的副损

伤［１１］。下腹部横切口又称 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１９００年由 Ｐｆａｎ
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发明而得名，最先用于剖宫产术的医生是苏格兰南部
的 Ｍｕｒｒｏｋｅｎ［１２］，该手术切口选择在 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皱襞，约在耻
骨联合上方２～３ｃｍ处，该处为人体生理的正常皱褶，术后切
口疤痕可以被腹壁褶皱所遮盖，同时切口顺应皮肤张力线，能

够促进术后切口愈合，减小切口瘢痕，提高手术切口美观

性［１３１６］。本研究对比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剖宫产和新式剖宫产在
瘢痕子宫足月妊娠患者中的疗效，得出 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剖宫
产术手术时间长于新式剖宫产术（Ｐ＜００５），而术中失血量、
肛门排气时间、术中拔尿管时间在两组间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ｌ切口式剖宫产术解剖层
次明确，采用钝性分离，对血管及神经损伤小，可以减轻患者

疼痛，有利于术后恢复［１７］。此外，该手术膀胱腹膜剪开后反

折，向下推至膀胱，子宫下段暴露充分，有利于患者创口愈合，

降低盆腹腔粘连。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新生儿出生后１ｍｉｎ、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
观察组患者盆腔粘连、产褥感染和子宫切除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这与吴一彤［１８］等的研究结果一致，证

明除了具有新式剖宫产术的优点之外，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式剖
宫产术还具有防止术中盆腹腔粘连、预防产后并发症和降低

住院费用等优势，唯一的不足是该方法操作技术比较复杂、手

术时间较长，需要继续研究并不断改进。

综上所述，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式剖宫产术具有外表美观、患

者术后恢复快、降低术中盆腹腔粘连、改善新生儿结局等优势，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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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江森．关于剖宫产术几个问题的探讨．现代妇产科进展，１９９３，２８

（８）：５０２５０４．

［１３］　ＴａｂｉｔＣＥ，ＣｈｕｎｇＷＢ，ＨａｍｂｕｒｇＮＭ，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ｖＥｎｄｏｃｒＭｅｔａｂＤｉｓｏｒｄ，２０１０，１１（１）：６１７４．

［１４］　郎景和．妇科手术笔记．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１：１３９．

［１５］　林安平，杨竹，蒋兴伟，等．剖宫产瘢痕妊娠临床分型与腹腔镜手

术方式的探讨．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４）：２６６２６９．

［１６］　陈镘如，梅立，谢兰，等．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三种治疗方法的

对比研究．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４）：２７８２８１．

［１７］　李瑾瑾，刘欣燕．剖宫产瘢痕妊娠的治疗选择．中国医学科学院

学报，２０１４，３６（２）：２０９２１３．

［１８］　吴一彤，赵雅萍，徐惠英．再次剖宫产采取 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式剖

宫产对娩出胎儿结局的影响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６，３１（１６）：

３２２４３２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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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科技计划青年基金项目（２０１４ＦＤ８１）
【第一作者简介】杨文娟（１９８６—），女，实习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辅助
生殖技术胚胎实验室工作及胚胎发育研究

Δ【通讯作者】杨文娟，女（１９８６—），实习研究员、硕士，Ｅｍａｉｌ：ｙｗｊ３２５＠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人冻融胚胎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杨文娟△　赵树华　速存梅　刘清梅
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辅助生殖科，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遗传

科，昆明 ６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人冻融胚胎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方法：以２７５例冻融胚胎为研究
对象，分析其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局间的关系。结果：将患者按照＜３０岁、３０岁 ～３５岁、３５岁 ～４０岁、＜４０
岁４个群体，她们胚胎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局间的Ｐ值均大于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人胚胎透明
带厚度与妊娠结局无直接相关性。

【关键词】　胚胎移植；透明带厚度；妊娠结局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ｏｚｅｎ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Ｗｅｎｊｕａｎ△，ＺＨＡＯＳｈｕｈｕａ，ＳＵＣｕｎｍｅｉ，ＬＩＵＱｉｎｇｍ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ＹｕｎｎａｎＰｒｏｖｉｎ
ｃｉ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Ｋｕｎｍｉ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６５００００，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ｎ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ｂｅｆｏｒ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２７５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ｉｒ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３０ｙｅａｒｓｏｆａｇｅ，３０３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３５４０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ａｎｄｏｖｅｒ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Ｐｖａｌ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ｒｙｏ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ｚｏｎａｔｈｉｃｋ
ｎ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自１９７８年世界上首例“试管婴儿”诞生以来，以“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为标志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ｓ
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开辟了生殖医学的新纪
元［１］。历经３０多年的发展，胚胎体外培养技术不断完善，移植
成功率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已有超过 ３００家辅助生殖技术
（ＡＲＴ）治疗机构，年开展 ＡＲＴ周期治疗愈２０万周期，超过１５
万名试管婴儿诞生［２］。然而，对于影响临床妊娠结局重要因素

的胚胎质量的评判仍未有准确的方法，胚胎种植率较低一直阻

碍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如何从胚胎中挑选出最具种植潜

能的胚胎，提高种植率，降低移植胚胎数量，控制多胎发生比

例，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现今，胚胎的形态学评价为主

要的胚胎选择标准。形态学是无创性评价胚胎质量最常见和

最便捷的方法，也是目前临床工作中判断胚胎质量的重要

标准［３］。

透明带（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ａ，ＺＰ）是包裹于胚胎细胞外基质，对
于胚胎细胞的发育起着重要作用［４］。它由４种糖蛋白（ＺＰ１，
ＺＰ２，ＺＰ３，ＺＰ４）构成，这些糖蛋白排列形成３层 ～４层精细纤维
状基质，从排卵至囊胚孵化过程中具有诸多功能，并经历了一

系列的变化［５］。卵子受精后，透明带在胚胎从输卵管伞部到达

子宫的这段旅途中具有保护作用，避免了卵裂球分离，并且阻

止了不成熟胚胎在输卵管和子宫内膜的着床［６７］。在随机人群

中，胚胎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局具有何种关联性的研究报道甚

少，现本论文从此角度进行简单的研究。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来云南省人口和计划生
育科学技术研究所辅助生殖科进行冷冻移植（ＦＥＴ）的２７５例
患者，所有患者均对此项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云南省人口和

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的知情同意书。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为：①第一次解冻移植；②有两个及两个以上
的冷冻优质胚胎。女方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４岁，年龄（３３２±
４６４）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促排卵方案　①长方案：患者在前一次月经周期第２１
天一次性肌肉注射长效 ＧｎＲＨａ（Ｄｉｐｈｅｒｅｌｉｎｅ，法国 ＩｐｓｅｎＰｈａｒｍａ
Ｂｉｏｔｅｃｈ）０６ｍｌ～１２ｍｌ，注射剂量根据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年
龄、体重指数、既往治疗史等决定。注射后１２天抽血测定是否
达到降调节标准，如达到标准，开始注射 ＦＳＨ（丽珠，中国珠海，
药准字药准字号：Ｈ２００５２１３０），起始剂量为１５０ＩＵ～３００ＩＵ／ｄ，
４ｄ后通过阴道 Ｂ超监测卵泡发育情况，并抽血检测性激素水
平，根据卵泡发育情况和血激素水平调整 ＦＳＨ剂量。②短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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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微刺激标准方案：短方案为月经周期第 ２天开始每天注射丙
胺瑞林１５０μｇ至ＨＣＧ注射日，第 ３天开始予Ｇｎ促排卵。微刺
激方案为月经周期第３天开始注射 ＨＭＧ（丽珠，中国珠海，药
准字号：Ｈ１０９４０６９７）１００１５０ＩＵ／ｄ。所有患者至少有３个卵泡≥
１８ｍｍ时，给予ＨＣＧ（丽珠，中国珠海，药准字号：Ｈ４４０２０６７３）
４０００ＩＵ１００００ＩＵ肌注，３２ｈ～３４ｈ后在 Ｂ超引导下取卵。按照
实验室操作标准，根据精子质量决定授精方式，常规体外培养

４８ｈ～７２ｈ后按卫生部相关规定选择优质／可用的２个～３个胚
胎移植，黄体支持采用每日黄体酮（浙江仙居制药，药准字号：

Ｈ３３０２０８２８）６０ｍｇ肌注。移植后第２８天 Ｂ超下显示妊娠囊确
定为临床妊娠，胚胎种植率为植入胚胎总数中妊娠囊所占

比例。

１２２　胚胎评分标准　１级：卵裂球大小均匀，形状规则，透明
带完整，胞质清晰，可有轻微颗粒现象，碎片 ＜１０％；Ｄ２细胞数
≥２；Ｄ３细胞数≥６；２级：卵裂球大小略不均，形状略不规则，可
有颗粒现象，碎片≤１０％；Ｄ２细胞数≥２；细胞数≥５；３级：卵裂
球大小明显不均，碎片≤５０％，余下是能成活的细胞至少处于２
级，透明带完整；４级：碎片≥５０％，胞质严重颗粒现象，余下细
胞形态上存活。１、２级为优质胚胎。
１２３　胚胎冷冻和复苏　①胚胎玻璃化冷冻：试剂为ＫＩＴＡＺＡ
ＴＯ＠ 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Ｋｉｔ。操作在室温下进行。将胚胎移至 ＥＳ表
面，自由沉降，总共停留时间５分钟；用巴斯德吸管转移胚胎至
ＶＳ孔液体底部，将残余的ＥＳ在井孔外吹尽，在 ＶＳ中移动至不
同的３个～４个位置。在巴斯德吸管前端吸入 ＶＳ中沉降的胚
胎，将其放置在靠近载杆薄片黑色标记的地方，尽量减少细胞

沾带的ＶＳ液量，投入准备好的新鲜液氮中。从胚胎吸入ＶＳ到
放入液氮，总时间不超过１分钟。然后将载杆放入载杆套管中，
置保存箱保存。②玻璃化解冻：试剂为 ＫＩＴＡＺＡＴＯ＠ Ｔｈａｗｉｎｇ
Ｋｉｔ。迅速将载杆薄片端浸入显微镜载物台上的 ＴＳ液中。在浸
入ＴＳ液，１分钟内，用巴斯德吸管轻柔地吸取胚胎，使之从载杆
上分离，将胚胎移入ＤＳ液体底部（连同少量稀释液一起），静置
３分钟。用巴斯德吸管吸取胚胎以及少量ＤＳ，使胚胎位于距巴
斯德吸管顶端２毫米处，将巴斯德吸管中的 ＤＳ液缓慢地吹出
至ＢＳ１底部中央，然后将胚胎轻柔地吹出至同一位置底部，静

置５分钟。用巴斯德吸管吸入胚胎，注意尽可能少的吸入ＢＳ１，
并将其转至 ＢＳ２的液面顶部，总计 ５分钟；将胚胎移至培养
基中。

１２４　胚胎透明带测量　用 ＮＩＫＯＮＴｉ倒置显微镜，ＲＩｖｉｅｗｅｒ
软件，２０Ｘ物镜下测量透明带３个位点厚度，取平均厚度；ＺＰＴ
ｍｅａｎ＝（ＺＰＴ１＋ＺＰＴ２＋ＺＰＴ３）／３。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系统处理数据，计量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结果
对总计２７５周期７９１个胚胎测量透明带厚度，每个胚胎测

量３个位点。具体结果详见图 １。发现平均透明带厚度为
１５４ｕＭ。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另外，将研究人群按照年龄分为
４个群体（＜３０岁、３０岁 ～３５岁、３５岁 ～４０岁、＞４０岁），经过
严格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检验，比较她们各自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
局（即生单胎、双胎或者停孕）之间的相关性，两者之间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即两者间无相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至表５。

图１　胚胎透明带厚度测量结果

表１　两组患者纳入病例情况

周期数 胚胎总数 平均年龄 平均移植胚胎数 临床妊娠率（％） 平均ＺＰ厚度（ｕＭ）

２７５ ７９１ ３２５ ２６ ３６２％ １５４

表２　两组患者＜３０岁人群统计结果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Ｓｐｅａｒｒｍａｎ的ｒｈｏ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１０００

３７

－０．０１６
０９２７
３７

－０．０１６
０９２７
３７

１０００

３７

表３　两组患者３０岁～３５岁人群统计结果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Ｓｐｅａｒｒｍａｎ的ｒｈｏ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１０００

４８

－０．００６
０９６８
４８

－０．００６
０９６８
４８

１０００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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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３５岁～４０岁人群统计结果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Ｓｐｅａｒｒｍａｎ的ｒｈｏ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１０００

２９

－０．１０６
０５８３
２９

－０．１０６
０５８３
２９

１０００

２９

表５　两组患者＞４０岁统计结果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Ｓｐｅａｒｒｍａｎ的ｒｈｏ

ＶＡＲ００００１

ＶＡＲ００００２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相关系数

Ｓｉｇ（双侧）
Ｎ

１０００

６

－０．０３０
０９５４
６

－０．０３０
０９５４
６

１０００

６

#

　讨论
透明带是包裹在卵子和胚胎外面的颗粒细胞在卵泡发育

早期形成的糖蛋白，在卵子和胚胎早期发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其厚度的评价是胚胎移植细胞质量与发育潜能的重要指标之

一［８］。迄今为止，大多数实验室以胚胎形态学参数评估胚胎种

植潜力，在初步评估卵母细胞质量的方法中透明带也是评估指

标之一。光镜下可直接评价 ＺＰ的形状、颜色、厚度等，并以此
来预测卵母细胞及胚胎质量。任何形式的ＺＰ异常均可能造成
卵母细胞不能正常受精，或受精失败，如 ＺＰ过厚、硬化等对辅
助生殖的结局都有负面的影响［９］。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等［１０］发现较薄 ＺＰ
的卵母细胞有更高受精率，还有学者认为一些不明原因不孕症

患者其不孕原因与卵母细胞的ＺＰ较厚有关；且ＩＶＦ治疗中ＺＰ
增厚是胚胎的种植率和妊娠率下降，影响囊胚孵出的重要因

素［１１］。随着年龄的增大，ＺＰ会变薄、变硬，可能最终也会影响
胚胎的种植率和妊娠率［１２］。有学者发现受精失败的牛卵母细

胞的平均ＺＰ厚度显著高于受精的卵母细胞，因此认为ＺＰ厚度
对ＩＶＦ种植率有显著影响，但不影响出生率［１３］。ＺＰ增厚原因
目前尚不清楚，可能与体外培养环境或年龄增大有关。基础

ＦＳＨ水平和雌激素升高等排卵期激素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
ＺＰ厚度和硬度［１４］。随着年龄增大和卵巢的储备功能下降，体

内激素水平发生了变化，从而影响了 ＺＰ的硬度和厚度，导致胚
胎的种植率和妊娠率下降。因此，国内外有学者认为，在临床

工作中，临床应避免移植ＺＰ较厚的胚胎，或者人为地局部薄化
ＺＰ以辅助胚胎孵出，以提高胚胎种植潜力［１０，１５］。

但是，本研究显示，在随机人群中单从透明带厚度出发，其

与妊娠结局并无明显差异，该结果与其他研究的不一致可能与

操作方法、患者情况、胚胎质量等不同有关，也可能与本研究均

采用玻璃化冷冻解冻法有关，且本研究病例数偏少，也可能会

造成一定的数据偏差，进一步的病例积累和冻融技术改进将有

助于获得更具可靠性的结论。总之，尚需从使用不同的方法、

对不同的研究病例等方面进一步研究，以明确更适合的病例。

近年来，辅助孵化在辅助生殖中技术中广泛应用，尤其对

于高龄者、重复着床失败以及冻融周期解冻胚胎。随着辅助孵

化技术的发展，激光系统以其快速、准确、安全等特点应用越来

越普遍，并且能够显著提高胚胎种植率和妊娠率［１６］。激光薄化

透明带作为辅助孵化的技术之一，多项研究表明［１７２０］其可以帮

助存在反复种植失败、透明带异常、胚胎冻融等情况的患者获

得更好的妊娠率。但也有不同的观点：李脉［２１］等回顾性分析例

６０３例ＦＥＴ周期，根据胚胎移植前是否行激光透明带削薄，并比
较不同年龄段的临床妊娠结局差异发现采用激光透明带削薄

技术并不能改善的临床结局。金华［２２］等研究认为激光薄化透

明带并没有提高预期良好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和胚胎种植率，其

原因可能是此类患者的大部分胚胎在种植时并没有遇到孵化

困难，也有可能是激光薄化透明带时没能薄化透明带最致密的

内层，而内层可能是影响胚胎孵出的原因［２３］，从而未能改善临

床结局。并且认为，激光薄化透明带并未使预期良好患者鲜胚

移植周期获益，同时因该技术潜在的不良影响，故在 ＩＶＦ治疗
鲜胚移植周期中常规进行使用激光薄化透明带是不合适的。

此外，鲁琳琳［２４］等观察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中移植胚
胎透明带厚度（ＺＰＴ）及透明带厚度变量（ＺＰＴＶ）与ＩＶＦＥＴ治疗
结局的关系发现，从不同年龄，不同受精方式（ＩＶＦ／ＩＣＳＩ）胚胎
间，妊娠组与非妊娠组间比较结果显示 ＺＰ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而妊娠组 ＺＰＴＶ大于非妊娠组，移植胚胎 ＺＰＴＶ≥２０％组的
妊娠率高于ＺＰＴＶ＜２０％ 组，他们认为ＺＰＴＶ是评价胚胎质量和
预测妊娠结局的有效指标，但因结果仅发现胚胎全部种植组与

未全部种植组相比ＺＰＴＶ有增大趋势，未显示统计学意义，还需
增加数据量进一步研究。他们还提到激光透明带削薄可以认

为是人为地增加胚胎的 ＺＰＴＶ，胚胎更容易在透明带薄化处孵
出，从而提高妊娠率，在临床工作中可将ＺＰＴＶ作为传统形态学
胚胎分级的补充，用来筛选更有种植潜力的胚胎。在形态学评

分的基础上选择 ＺＰＴＶ≥２０％的胚胎，以提高种植率，改善妊娠
结局。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可将 ＺＰＴＶ作为切入点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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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荆州市医疗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０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黄友平（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超声检查及诊断
△【通讯作者】夏洪波（１９７３—）男，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６７１６４３３６＠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
动脉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观察
黄友平１　郑定山２　夏洪波１△　陈燕３

１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超声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２长江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
３荆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
方法：选择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收治的７３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予以
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患者手术前后子宫动脉血流指数，分析阻力指数（ＲＩ）值，及术后妊娠率。结果：术前，
囊肿侧子宫动脉血流ＲＩ、ＰＩ、Ｓ／Ｄ均高于无囊肿侧子宫动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囊肿侧子
宫动脉血ＲＩ、ＰＩ、Ｓ／Ｄ均较术前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无囊肿侧术后子宫动脉血流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以ＲＩ＜０８作为正常标准，术前无囊肿侧ＲＩ＜０８者多于囊肿侧，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囊肿侧ＲＩ＜０８者较术前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无囊肿侧术
后ＲＩ＜０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３例不孕者术后有３４例ＲＩ＜００８，９例ＲＩ≥０８，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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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８２３５％（２８／３４）和２２２２％（２／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观察卵巢子宫内膜异位
囊肿患者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动脉血流改变能够提示卵巢病变，并可指导术后妊娠，可作为此类患者影像

学的首选诊断方式。

【关键词】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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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生育期妇女的多发性疾病，主要是子宫
内膜因卵巢激素改变出现周期性出血，引起附近纤维组织形成

增生及、囊肿及粘连，可侵犯多个病理部位，其中卵巢最为常

见［１］。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虽为良性病变，但存在局部浸润

生长和转移等恶性肿瘤的能力，并可出现继发性痛经、不育、性

交痛、月经改变等典型临床表现，及时诊治有着重要临床价

值［２］。影像学检查是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重要手段，但

ＭＲＩ及ＣＴ价格昂贵，且具放射性，有一定局限［３４］。超声检查

由于无放射性、无创伤性、重复性高、经济、操作方便等优势已

成为妇科疾病的常用检查方式，但由于彩色多普勒超声图像的

表现形式较多，微小病变者容易同其他病灶混淆［５］。有研究证

实［６］，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和血管形成有着紧密联系，通过

测定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改变有利于对疾病进展的判断。本

研究旨在观察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

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以指导临床治疗。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收治
的７３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入选标准［７］：行腹腔镜下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粘连松解术及剥除术，并经病理检查确

诊；单侧囊肿，且为单纯性；伴持续加重的盆腔疼痛及粘连、痛

经等症状；肿瘤长径在６ｃｍ以下。排除标准：全身性疾病或者
其他内分泌性疾病史；月经周期异常；近半年内使用激素药物；

既往伴卵巢手术史。整个研究过程取得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并且经过所有入选患者签署知晓同意书。研究对象年龄范

围２４岁～３５岁，年龄（３０１８±１４５）岁；病程范围６个月 ～２５
个月，病程（１２６７±３２９）个月；囊肿直径范围３ｃｍ ～５ｃｍ，直
径（４３３±０４２）ｃｍ；疾病分期：Ⅰ期有２５例，Ⅱ期有４８例。其
中４３例不孕者，包含１１例继发性不孕，３２例原发性不孕，并均
经输卵管造影排除输卵管异常及男方因素所致不孕，均有生育

要求。

１２　方法
手术前后均选用 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和 ＧＥＬｏｇｉｑＥ９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腔内探头频率调整为 ４０ＭＨｚ～
９０ＭＨｚ，扇扩角度为１２０°。嘱患者膀胱排空后采取截石位，予
以一次性避孕套罩住阴道探头，涂取适量耦合剂后往阴道内缓

慢置入阴道探头，调整探头以紧贴于阴道穹窿及宫颈部位，实

施多方位及多切面的扫查，常规检查卵巢自子宫。选择子宫颈

内口水平外侧子宫动脉血流频谱，确保声束和血管夹角在３０°
以下，取样容积为２ｍｍ。于患者黄体期测定搏动指数（ＰＩ）、阻
力指数（ＲＩ）、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值（Ｓ／
Ｄ），所有患者均予以３次有效测量，取平均值为最终结果，以保
持测量可靠性及重复性。以黄体中期子宫动脉血流ＲＩ＜０８为
正常标准［８］，分析血流指标，图１为黄体期囊侧子宫动脉血流
频谱图，图２为黄体期术后囊侧子宫动脉血流频谱图。阅片方
式以小组型，其中包含２位高年资的影像主治医师，依据患者的
具体超声征象、观察指标进行评估与记录，结果即为统一意见。

并进行为期１年的随访，记录所有不孕者术后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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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黄体期术后囊侧子宫动脉血流频谱图 图２　黄体期术后囊侧子宫动脉血流频谱图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手术前后子宫动脉血流，手术

前后子宫动脉ＲＩ值，及不孕者术后妊娠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处理选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用（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
组间比较选用 ｔ检验进行，用［（例）％］表示计数资料，比较用
χ２检验，分类变量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手术前后子宫动脉血流比较

术前，囊肿侧子宫动脉血流 ＲＩ、ＰＩ、Ｓ／Ｄ均高于无囊肿侧子
宫动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囊肿侧子宫动脉血
流手术前后无改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囊
肿侧子宫动脉血ＲＩ、ＰＩ、Ｓ／Ｄ均较术前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与无囊肿侧术后子宫动脉血流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手术前后子宫动脉血流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ＲＩ ＰＩ Ｓ／Ｄ

无囊肿侧子宫动脉（ｎ＝７３） 术前 ０８３±０１０ １８９±０２３ ５２９±０６６

术后 ０８１±００９ １８４±０２０ ５１６±０５９

囊肿侧子宫动脉（ｎ＝７３） 术前 ０９０±０１２ ２２４±０２７ ７１４±０９０

术后 ０８０±００９ １８８±０２５ ５０５±０６１

ｔ／Ｐ无巧囊侧子宫动内值 １２７０，０２０６ １４０１，０１６３ １２５４，０２１１

ｔ／Ｐ巧囊侧子宫动内值 ５６９６，０００ ８３５９，０００ １６４２４，０００

ｔ／Ｐ术前组内值 ３８２８，０００ ８４３１，０００ １４１６２，０００

ｔ／Ｐ术后组内值 ０６７１，０５０３ １０６７，０２８７ １１０７，０２６９

２２　手术前后子宫动脉ＲＩ值比较
以ＲＩ＜０８作为正常标准，术前无囊肿侧 ＲＩ＜０８者多于

囊肿侧，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无囊肿侧
ＲＩ＜０８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囊肿
侧ＲＩ＜０８者较术前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
无囊肿侧术后 ＲＩ＜０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不孕者术后妊娠率比较

４３例不孕者术后有３４例 ＲＩ＜００８，９例 ＲＩ≥０８，妊娠率
分别为８２３５％（２８／３４）和２２２２％（２／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手术前后子宫动脉ＲＩ值比较［（例）％］

　　　　　组别 时间 ＲＩ＜０８ ＲＩ≥０８

无囊肿侧子宫动脉（ｎ＝７３） 术前 ５６（７６７１） １７（２３２９）

术后 ５９（８０８２） １４（１９７８）

囊肿侧子宫动脉（ｎ＝７３） 术前 １５（２０５５） ５８（７９４５）

术后 ５４（７３９７） １９（２６０３）

χ２／Ｐ无巧囊侧子宫动内值 ０３６８，０５４３

χ２／Ｐ巧囊侧子宫动内值 ４１７９６，０００

χ２／Ｐ术前组内值 ４６０８９，０００

χ２／Ｐ术后组内值 ０９７８，０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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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孕者术后妊娠率比较［（例）％］

组别 例数
妊娠结局

不孕 妊娠

ＲＩ＜０８ ３４ ６（１７６５） ２８（８２３５）

ＲＩ≥０８ ９ ７（７７７７） ２（２２２３）

χ２值 １２１９８

Ｐ值 ０００

#

　讨论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妇科的良性疾病，可引起多种临

床表现，由于其粘连严重，活动性差，术中若操作不当极易引起

破裂，因此准确的诊断尤其关键［９１０］。血清 ＣＡ１２５虽可一定程
度的反映疾病病变，但其变化幅度较大，同时可于盆腔炎、卵巢

癌中增高［１１］。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为其主要诊断方式之一，能

够根据不同组织产生的声学特点，结合不同程度的回声，明确

异位囊肿的形状、大小及位置，诊断特异性及敏感性均较高［１２］。

传统腹部超声的频率相对较低，范围扫查比较广泛，且可多角

度的灵活转化，能够完整显现卵巢囊肿的特点，从而利于肿瘤

形态、血流信号、结构等观察［１３］。但其容易受到膀胱充盈程度、

肠道胀气、肥胖等因素的干扰，导致声相图清晰度下降，增加漏

诊及误诊可能性。阴道超声频率较高，盆腔器官与探头较为接

近，更有利于盆腔、卵巢及子宫囊肿的结构观察，清晰显示囊肿

的回声、血流、厚度特点，且图像分辨率相对较高，并能更好的

显示低速血流，现已广泛开展于临床［１４］。

阴道超声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以单纯型较为多见，呈

椭圆形或者圆形，和附近子宫粘连，囊壁粗糙而厚，囊内可见密

度均匀的少许絮状光点［１５］。丁晶等［１６］研究表示，卵巢子宫内

膜异位囊肿超声影像容易与子宫肌瘤、卵巢其他肿瘤互相混

淆，由于其存在类似肿瘤的生长、侵袭能力，生长发育和新生血

管生成关系密切，加之子宫动脉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发育

的靶血管，因此考虑可通过观察子宫动脉血流改变以辅助诊

断。且有研究表示［１７］，子宫内膜异位症能够降低机体黄体生成

素受体水平，引起黄体期出现缺失，导致子宫动脉血流灌注异

常。同时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能够增加卵巢支血流阻力，引

起子宫动力血流相应改变。ＲＩ能够直观提示子宫内膜灌注及
子宫动脉阻力情况，ＰＩ能够提示血管壁弹性，Ｓ／Ｄ能够反映子
宫动脉血流灌注量及微循环阻力［１８］。本研究显示，术前囊肿侧

子宫动脉血流ＲＩ、ＰＩ、Ｓ／Ｄ均高于无囊肿侧子宫动脉，经治疗后
ＲＩ、ＰＩ、Ｓ／Ｄ明显下降，说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子宫动脉的
血流灌注较差，呈高阻状态，通过测定其改变能够判断有无囊

肿发生，考虑其血流速度下降和肿瘤内部血流供应减少有关。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由于雌激素水平下降能够增加子

宫动脉ＲＩ值，导致相应灌注量减少，干扰子宫内膜生长发育，影
响受精卵着床，导致不孕［１９］。ＲＩ值能够预测妊娠结局，本研究
以ＲＩ＜０８为正常标准，分析结果发现，术前无囊肿侧 ＲＩ＜０８
者多于囊肿侧，经治疗后ＲＩ＜０８者妊娠率明显高于 ＲＩ≥０８，
证实ＲＩ值和妊娠有着良好的相关性，能够评估患者妊娠
情况［２０］。

综上所述，观察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彩色多普勒超

声子宫动脉血流改变能够提示卵巢病变，并可指导术后妊娠，可

作为此类患者影像学的首选诊断方式。但本研究由于纳入样

本量较小，观察时间较短，尚有不足之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

偏差，建议增加样本量，延长观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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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ＢｒｉｌｈａｎｔｅＡＶ，ＡｕｇｕｓｔｏＫＬ，ＰｏｒｔｅｌａＭＣ，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ｎｄｏｖａｒ
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７，１８（１）：１１１６．

［１９］　王桂云，杨庆爱，孙伟，等．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临床妊娠
结局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１）：１０４１０６．

［２０］　ＷａｒａｔａｎｉＭ，ＭｏｒｉＴ，ＩｔｏＦ，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ｐｓ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ｏｖａｒｉ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ｍａ．Ｊ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７，４３（４）：７３６７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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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刘敏（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妇产科超
声诊断

Δ【通讯作者】高曼丽（１９７１—），女，Ｅｍａｉｌ：１１９４６５２１５７＠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的价值探析
刘敏１　高曼丽２Δ　李倩１　冯美宁３　刘鹏４

１咸阳市中心医院超声诊断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２咸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３咸阳市中心医院生殖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４西安市红十字会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的临床价值。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咸阳
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８０例宫外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实施经腹部超声诊断，将诊断结果与病
理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观察其诊断符合率、漏诊情况等。结果：经腹部超声诊断共有７４例患者确诊为宫
外孕，诊断符合率为９２５％（７４／８０），与病理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腹部超声声像
图显示，未破裂型３６例，检出率为９２３％（３６／３９），破裂型１６例，检出率为８８９％（１６／１８），陈旧型２２例，检
出率为９５７％（２２／２３），与病理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腹部超声诊断附件区包块、胚芽、
假孕囊等情况与病理检查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３例患者出现误诊，误诊率为３８％（３／
８０），其中１例误诊为盆腔炎，２例误诊为黄体囊肿破裂，另有３例漏诊。结论：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操作
简单、无创、准确率高，可以作为诊断宫外孕的首选，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经腹部超声；宫外孕；病理检查；诊断符合率；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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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ｌｕｔｅａｌｃｙｓ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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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ｏ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急腹症，宫外孕又被称作是异
位妊娠，主要指的是受孕卵未着床于指定位置发育的病理现

象，多见于输卵管妊娠［１］。该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约占所

有妊娠０５％～３％，患者多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腹痛、晕厥、阴道
出血等［２］，且随着剖宫产率、反复人流等的增加，其发病率呈现

出逐年增高的趋势，一旦治疗不及时，发生宫外孕破裂、大出血

等，将直接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安全，因此对宫外孕给予早期诊

断尤为重要。近年来，腹部超声以其价格低廉、安全无创、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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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使用等优越性在宫外孕诊断中得以应用［３］，为探究其临床诊

断符合率和诊断价值，本研究收集了咸阳市中心医院病理检查

确诊的８０例宫外孕患者的病例资料予以分析，对研究结果予以
总结与报告。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咸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８０
例宫外孕患者的病历资料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
４２岁，年龄为（３４５±６６）岁，停经时间范围２４～６６ｄ，停经时间
为（４４２±５２）ｄ，其中初次妊娠３８例（４７５％），再次妊娠４２
例（５２５％）；有流产史 ４５例 （５６３％），无流产史 ３５例
（４３８％）；患者症状表现：３２例（４００％）为恶心呕吐，３９例
（４８８％）为腹痛合并阴道流血，９例（１１３％）为腹痛。纳入标
准：①经过临床诊断和病理学检查，所有患者均符合宫外孕的
临床诊断标准［４］；②临床科室对本研究予以支持，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此次研究，纳入病例均表示自愿参与研究，并在知情

同意书上签署患者及家属姓名。③生命体征平稳，不存在成像
方面禁忌征。排除标准：①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和伴随心、肝、
肾功能疾病者；②意识模糊和精神紊乱者；③合并严重器质性
病变者［５７］。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腹部超声诊断，采用ＣＴＳ５５００全数字超声显

像诊断仪（武汉凯典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将探头频率设置为

３５ＭＨｚ，检查前提醒患者多饮水，确保膀胱处于充盈状态，指导
患者保持仰卧位，探头置于患者腹部位置，实施多切面扫描，操

作人员对超声图像给予严密观察，明确子宫体积、盆腔内积液

情况，观察宫旁附件是否存在包块、宫内有无妊娠囊等，观察内

膜回声情况，并对包块的位置及其与周围临近组织的关系予以

观察，在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的作用下，明确包块周围血流信

号和脐动脉血流阻力指数。

１３　观察指标
对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的符合率、误诊率、漏诊率进行

分析。诊断结果由 ２～３名专业人员严密观察，做好相应的
记录［８１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采用率

（％）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采用（珋ｘ±ｓ）表示计
量资料，采用ｔ检验，将 Ｐ作为界定值，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经腹部超声诊断与病理检查宫外孕分型结果比较

经腹部超声诊断共有７４例患者确诊为宫外孕，诊断符合率
为９２５％（７４／８０），与病理检查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腹部超声声像图显示，未破裂型３６例，检出率为
９２３％（３６／３９），超声图像可见，与孕前比较子宫体积增大，回
声明显增加，子宫内膜出现增厚，宫内无孕囊；破裂型１６例，检
出率为８８９％（１６／１８），超声图像可见，附件及宫旁位置存在混
合型包裹状包块，回声不均匀；陈旧型２２例，检出率为９５７％
（２２／２３），超声图像可见，子宫体积超出正常水平，一侧附件伴
随不规则炎性包块，回声杂乱无章。此与病理检查结果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经腹部超声诊断与病理检查宫外孕分型结果比较［ｎ（％）］

类型 例数 腹部超声诊断 病理检查 χ２值 Ｐ值

未破裂型

破裂型　
陈旧型　

３９
１８
２３

３６（９２３）
１６（８８９）
２２（９５７）

３９（１０００）
１８（１０００）
２３（１０００）

０６９３
１０２７
０２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合计 ８０ ７４（９２５） ８０（１０００） ０１２７ ＞００５

２２　经腹部超声诊断与病理检查宫外孕各项结果比较
经腹部超声诊断附件区包块、胚芽、假孕囊等情况与病理

检查结果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经腹部超声诊断与病理检查宫外孕各项结果比较 ［ｎ（％）］

诊断结果 例数 腹部超声诊断 病理检查 χ２值 Ｐ值

附件区包块

胚芽　　　
假孕囊　　
卵黄囊　　
胎心搏动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７３（９１３）
３２（４００）
２９（３６３）
２１（２６３）
１４（１７５）

７６（９５０）
４０（５００）
３０（３７５）
２４（３００）
１６（２００）

１８５６
２０５７
０１７３
０５８４
０２６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误诊、漏诊情况分析
经腹部超声诊断有３例患者出现误诊，误诊率为３８％，其

中１例误诊为盆腔炎，２例误诊为黄体囊肿破裂；另有３例漏
诊，漏诊率为３８％。
#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作为临床中一种常见的妇科急腹症，宫

外孕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高且年轻化趋势，对女性的身心健康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１３］。宫外孕多见于输卵管妊娠，一旦发生破

裂、流产，将会引起腹腔内大出血，直接威胁患者的生命。近年

来，腹部超声技术在临床中得以推广与应用，一方面它能够对

宫外孕给予及时诊断，另一方面其准确率不断提升。临床实践

证实，腹部超声诊断具有较高的分辨率，于患者下腹部放置探

头能够直接接触到盆腔器官，使其处于声束近区，对子宫内膜

结构、卵巢、双侧输卵管等予以清晰显示［１４１６］，且不会受到肠气

干扰，准确检测出妊娠囊的着床部位和体积等，及时准确的诊

断对于宫外孕早期诊断、增强预后、降低死亡率有着重要的意

义。从病理学角度可以将宫外孕分为破裂型、未破裂型、陈旧

型等，病情程度不同，其声像图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未破

裂型患者多表现为经期延长，声像图显示孕囊无回声，存在胎

心和胎芽搏动；陈旧型多表现为盆腔不规则包块，存在包块与

周围组织的粘连［１７］；破裂型在超声诊断下可见较大的不规则肿

块，边界清晰：以上都能够为宫外孕分型诊断提供依据。腹部

超声对诊断宫外孕准确率高，但对于不典型者也会出现误诊和

漏诊等。本研究中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符合率达到９２５％，
有１例患者被误诊为盆腔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盆腔炎包块二
维图像与陈旧型宫外孕极为相似；２例患者被误诊为黄体囊肿
破裂，主要是由于患者阴道不规则出血、腹痛、双侧附件显示不

清晰等所致。在临床诊断中应当加强鉴别。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ＰＭ等的
研究中对３６例宫外孕患者给予经腹部超声诊断，结果显示共有
３３例患者符合，诊断符合率达到 ９１７％，与本次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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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１８］。

综上所述，对宫外孕患者给予经腹部超声诊断，安全、无

痛、准确率高。临床医师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操作技能，加强对

宫外孕的诊断、鉴别，降低误诊率和漏诊率，必要时可以联合经

阴道超声诊断，对宫外孕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提高患

者的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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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眉山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１９）
【第一作者简介】刘军武（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麻醉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全身麻醉剖宫产瑞芬太尼对产妇和新生儿安全性
分析及对产妇预后性功能的影响
刘军武１　王亚娇２　罗佛全３　刘仲军１

１眉山市人民医院麻醉科，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０１０
２眉山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眉山 ６２００１０
３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南昌 ３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全身麻醉剖宫产瑞芬太尼对产妇和新生儿安全性分析及对产妇预后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眉山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８０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
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产妇。研究组产妇应用瑞芬太尼全身麻醉，对照组产妇应用普通全麻。结果：研究
组产妇在插管前、切皮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与对照组产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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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在插管时、拔管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明显优于对照组产妇（Ｐ＜００５）；比较两组新生儿在１ｍｉｎ、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时的Ａｐｇａｒ评分发现，研究组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着
时间的推进，两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比较两组产妇在性欲、性唤起、性满意度等方面的
情况发现，研究组产妇预后性功能与对照组产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性功能无明显变化，
瑞芬太尼未对产妇性功能产生不良影响。结论：产妇生产过程中，全身麻醉剖宫产瑞芬太尼的效果理想，瑞

芬太尼未对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及预后性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全身麻醉；剖宫产；瑞芬太尼；安全性；预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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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ｒｔｕ
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０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ｉｎＭｅｉｓｈａｎＰｅｏ
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６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ｕｓ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ｕｓｅｄ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
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ｋｉ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
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ｐｇａｒ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ａｔ
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ａｎｄ１０ｍ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ｔｃ（Ｐ＞０．０５）．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ｓｏ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ｄｉｄｎｏｔ
ｅｘｅｒ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ｉ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Ｓａｆｅｔｙ；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临床上对产妇进行麻醉需要考虑其对产妇和胎儿的影响，
需要根据产妇的情况来选择药物。全身麻醉在一定程度上会

抑制胎儿的呼吸，导致胎儿出现呼吸困难的现象，通常产科进

行普通全麻需要应用插管，这很容易引起产妇产生应激反应与

疼痛，还会影响产妇的性功能［１］。瑞芬太尼作为斗阿片受体的

激动剂，其特点是作用时间短、起效迅速快、消除时间短，在临

床上即使多次重复使用也不会对产妇产生蓄积的现象，而且在

气管插管时瑞芬太尼能够有效地抑制心血管反应的发生，使产

妇的血流动力学持续稳定，有效改善产妇的性功能［２］。我院在

产妇的生产过程中，采用全身麻醉剖宫产瑞芬太尼取得满意效

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眉山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８０例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产妇均已知情同意书；产妇
均为足月；产妇的临床资料完整；产妇未患有生殖器官以及全

身性疾病。排除标准：合并严重的心、肺、肝和肾等脏器功能不

全；产妇存在凝血功能障碍；产妇的临床资料不完整；产妇的依

从性低。医护人员采用分层分组法对８０例产妇进行随机分组，
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研究组产妇年龄范围
２３岁～３９岁，年龄（３５２±３６）岁，体重范围５０４～７８３Ｋｇ，体
重（６０９±３９）Ｋｇ，孕周范围３７８～４０２ｗ，ＡＳＡ在Ⅰ～Ⅱ，研究

组产妇应用瑞芬太尼全身麻醉。对照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５岁 ～
３６岁，年龄（３０１±３４）岁，体重５４２～８０５Ｋｇ，体重（６２３±
３８）Ｋｇ，孕周范围３８３～４０１ｗ，ＡＳＡ在Ⅰ ～Ⅱ，对照组产妇应
用普通全麻。两组产妇在年龄、体重、孕周、ＡＳＡ等一般资料方
面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已经医院伦理委员批准实施。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研究组产妇麻醉方法　研究组产妇应用瑞芬太尼（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１９９）全身麻醉，麻醉诱导采用瑞芬太尼，１ｍｉｎ之
前医护人员缓慢静脉注射０５μｇ／ｋｇ的瑞芬太尼，当超过１ｍｉｎ
后注射０１５μｇ／ｋｇ瑞芬太尼３０ｓ，并给予产妇静脉注射０６ｍｇ／
ｋｇ的罗库漠胺、１５ｍｇ／ｋｇ的异丙酚，气管插管给予麻醉机控制
呼吸［３］。结束后给予气管插管，利用呼吸机对产妇的呼吸进行

控制，手术时注射３～６ｍｇ／ｋｇ的异丙酚来维持产妇的镇静。胎
儿娩出前瑞芬太尼的输注速度保持在０１μｇ／ｋｇ，胎儿娩出后输
注速度保持在１５～２０μｇ／ｋｇ［４］。
１２２　对照组产妇麻醉方法　对照组产妇应用普通全麻，在术
前 ３０ｍｉｎ对产妇肌肉注射 ０５ｍｇ的阿托品 （国药准字
Ｈ４１０２１２７３），进入手术室后将上肢静脉开放，使用０６ｍｇ／ｋｇ的
罗库漠胺、１ｍｇ／ｋｇ的氯胺酮（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２８２４）以及 １５
ｍｇ／ｋｇ的异丙酚（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７４１０７）进行１ｍｉｎ的麻醉诱导，
结束后给予气管插管，利用呼吸机来对产妇的呼吸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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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时注射３～６ｍｇ／ｋｇ的异丙酚来维持产妇的镇静。呼吸机
参数：潮气量大约在７～１０ｍＬ／ｋｇ，呼吸频率大概保持在１０～１１
次／ｍｉｎ，呼气末的ＣＯ２分压保持在３６～４６ｍｍ／Ｈｇ

［４］。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产妇血流动力学参数　观察比较两组产妇在插管前、插
管时、切皮时、拔管时（Ｔ０、Ｔ１、Ｔ２、Ｔ３）时间点的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和心率（ＨＲ），记录两组产妇的血流动力参数［５］。

１３２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　胎儿出生之后，在１、５、１０ｍｉｎ后对
新生儿进行Ａｐｇａｒ评分［６］。根据皮肤颜色、心搏速率、呼吸、肌

张力和运动、反射５项体征对新生儿进行评分。每项２分，总分
１０分。满１０分者为正常新生儿，７分以下的新生儿患者考虑有
轻度窒息，４分以下新生儿患者重度窒息。大部分新生儿的评
分多在７～１０分之间［６］。

１３３　产妇性功能　产妇生育后采用前男女性性功能评价表
（ＢＩＳＦＷ）对其性功能情况进行调查，比较两组产妇性欲、性唤
起、性满意度３项，每项５分，总分１５分等方面的状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计数治疗采用 χ２检验
和（％）表述，计量资料采用ｔ检测和（珋ｘ±ｓ）表述，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心率、平均动脉压比较

研究组产妇在插管前、切皮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与对照

组产妇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产妇在插
管时、拔管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明显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ＨＲ（次／ｍｉｎ）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ＭＡＰ（ｍｍ／Ｈｇ）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０
４０

７８５±１７２
７６５±１８２

８６２±１９５
１１４５±１５２

１０２３±１９１
１０４５±１８２

１１４７±２０８
８５５±１８２

９０８±１９２
９４５±１８６

９０１±１８６
１１８６±１９２

１１３５±１６２
１２４５±１６８

９４０±１８９
１２４５±１９６

ｔ值 １５６７ １３０８２ １８５４ １５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６２８３ １９０８ １５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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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两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
比较两组新生儿在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发现，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组新生儿的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１ｍｉｎ评分 ５ｍｉｎ评分 １０ｍｉｎ评分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０
４０

９２±０９
９５±０８

１００±０５
９８±０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ｔ值 １２４４ １９０１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２３　两组产妇预后性功能比较
两组产妇在性欲、性唤起、性满意度等方面的比较结果显

示，研究组产妇预后的性功能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产妇的性功能无明显变化，瑞芬太尼未
对产妇的性功能产生不良影响。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预后的性功能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欲评分 性唤起评分 性满意度评分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０
４０

３９８±０５２
３９５±０４１

４０３±０９
４０２±０５

４３８±０５１
４４１±０５６

ｔ值 １２０８ １４８２ １２９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上产科手术主要采用椎管内麻醉，但是部分产妇不能

在椎管内进行麻醉，对于这类产妇只能选择局麻或全麻［７］。产

科上常用的全麻诱导药主要有阿曲库胺、氯胺酮等传统药物，

这类药物虽然能够起到麻醉的作用，但是在对产妇插管时会产

生较大的应激反应，而且由于现在科技水平的限制，镇痛并不

完善，很容易对胎儿和产妇产生不良影响；阿片类药物可以利

用胎盘屏障抑制新生儿的呼吸，导致新生儿呼吸困难，因此不

适用于全身麻醉［８］。瑞芬太尼作为超短效的阿片类药物，它起

效快，重复输注无蓄积，清除时间短，镇痛效果明显，对新生儿

产生的影响小，应激反应得到明显的抑制，在全麻插管中可以

说是一种理想的药物，用于全麻剖宫产手术时安全性较高［９］。

本研究中，研究组产妇在插管前、切皮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与

对照组产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研究组产
妇在插管时、拔管时的心率、平均动脉压明显优于对照组产妇

（Ｐ＜００５）；对比两组新生儿在１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时的Ａｐｇａｒ评
分发现，研究组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评分与对照组新生儿相比，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着时间的推进，研究组与对照组
之间新生儿的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仍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
说明应用瑞芬太尼不会对新生儿的安全产生不良反应，是一种

安全有效的药物［１０］。

在剖宫产中进行气管插管很容易引起产妇心血管方面的

应激反应［１１］。瑞芬太尼作为一种新型药物，对于气管插管导致

的应激反应能够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１２］。产妇的血流循环保

持稳定，产妇的身体各项机能不会有较大变化，像性功能就未

发生影响，产妇的性生活质量水平也未受影响［１３］。瑞芬太尼是

一种新型的μ阿片受体的激动剂，它的脂溶性较高，在产妇的
胎盘中能够通过，有较短的半衰期，起效快［１４］，分解代谢的速度

不受输注时间、输注剂量、输注次数限制，在胎儿体内能够快速

代谢，不会对新生儿产生不利，安全性较高，产妇的身体不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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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生不良反应［１５］。产妇在使用过瑞芬太尼后，还需要进行镇

痛，医护人员可以根据产妇的身体情况给予瑞芬太尼进行镇

痛［１６］。比较两组产妇在性欲、性唤起、性满意度等方面的情况

发现［１７］，研究组产妇预后的性功能与对照组产妇相比，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瑞芬太尼未对产妇的性功能
产生不良影响［１８］。

综上所述，产妇生产过程中，剖宫产全身麻醉使用瑞芬太

尼效果理想，血流动力学指标稳定，且未对产妇和新生儿的安

全及预后性功能产生不良影响，临床上应当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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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治疗方式在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中的效果、安全
性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研究
李佳琦△　吴晓兰　李兰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　目的：观察与比较不同治疗方式在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中的效果、安全性及对性激素表达
的影响情况。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４０例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
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 Ａ组（常规治疗组）２０例和 Ｂ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组）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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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统计与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输血量、子宫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及手术前后的ＶＡＳ评分、
血流动力学指标、创伤应激指标及性激素表达情况。结果：Ｂ组的手术时间短于 Ａ组，出血量及输血量均小
于Ａ组，子宫切除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Ａ组，术后ＶＡＳ评分低于Ａ组，血流动力学指标好于Ａ组，创伤
应激指标低于Ａ组，性激素水平表达情况好于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主动脉球囊
阻断术在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中的效果好于常规治疗，安全性也更高，对患者性激素表达的不良影响较小。

【关键词】　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常规治疗；凶险型前置胎盘；临床疗效；安全性；性激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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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ｆｅｔｙ；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

　　凶险型前置胎盘是指有剖宫产史的前置胎盘患者，胎盘附
着于前次剖宫产的瘢痕部位［１］，而随着剖宫产在我国应用率的

升高，凶险型前置胎盘的临床发生率也不断升高，此类情况的

存在对母婴尤其是母体的危害极大，其中存在胎盘植入者易于

发生大出血，甚至危及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因此凶险型前置胎

盘患者的临床诊治需求较高。而本类情况对患者的生殖系统

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本类患者治疗过程中性激素的表达研究

意义较高［２］。本文中我们就不同治疗方式在凶险型前置胎盘

患者中的效果、安全性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进行探究，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
的４０例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治疗方式的
不同分为Ａ组（常规治疗组）２０例和 Ｂ组（腹主动脉球囊阻断
术）２０例。Ａ组中，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６岁，年龄（３０１±３９）
岁，产次范围 １～３次，产次（２４±０５）次，孕周范围 ３１２～
３６８周，孕周（３４９±１８）周。Ｂ组中，年龄范围２４岁～３７岁，
年龄（３０３±３６）岁，产次范围１～４次，产次（２５±０６）次，孕
周范围３１２～３７０周，孕周（３４２±２０）周。两组凶险型前置
胎盘患者的年龄、产次与孕周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年龄≥２０岁；符合凶险型前置胎盘诊断标准；患

者及家属均对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心脑肾及其他系

统疾病者；合并其他妊娠期疾病者；精神与认知异常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Ａ组的２０例患者进行常规治疗，术前进行
出血常规防控措施，并采用缩宫素、子宫动脉结扎、纱条填塞、

水囊压迫及手术缝合等方式进行治疗。Ｂ组的２０例患者进行
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首先剖宫产术前先在介入室完成腹主动

脉球囊预置术，然后进行剖宫产术，子宫下段切口，娩出胎儿，

立即向球囊内注入生理盐水进行动脉栓塞术（阻断术），将胎盘

进行剥离并进行缝合止血，单次阻断时间不超过２０分钟，止血
后抽出注入生理盐水，观察出血情况，必要时再次行球囊阻断

后缝合出血点直至彻底止血。两组患者的其他治疗干预方面

无明显差异。统计与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输血

量、子宫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及手术前后的ＶＡＳ评分、血流动
力学指标、创伤应激指标及性激素表达情况。

１２２　检测指标与方法　于手术前、胎儿娩出即刻及术后即刻
分别检测两组的血流动力学指标（ＳＢＰ、ＤＢＰ及 ＨＲ），采用血流
动力学监护仪进行检测；另于术前及术后１２ｈ及２４ｈ采集患者
的血液指标进行离心，取血清部分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创伤应

激指标（βＥＰ、Ｃｏｒ及ＡＣＴＨ）的检测；于术前及术后１个月、３个
月采集两组的血液指标进行离心，取血清部分采用酶联免疫法

进行性激素（Ｅ２、ＦＳＨ及 ＬＨ）的检测。然后分别统计与比较两
组的上述检测结果。

１３　评价标准
于术前与术后２４ｈ、４８ｈ采用 ＶＡＳ评分标准评估两组的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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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程度，本标准的评分范围为０分 ～１０分，０分表示无痛，分值
越高表示疼痛越为明显，１０分表示剧烈疼痛，不可忍受，其中 ＜
３分、４分～６分及＞７分表示轻度、中度及重度疼痛［３］。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ＡＳ９０，计量资料的表示方式为均数±标

准差，进行ｔ检验分析，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率，进行 χ２检验
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输血量、子宫切除率及并发
症发生率比较

　　Ｂ组的手术时间短于 Ａ组，出血量及输血量均小于 Ａ组，
子宫切除率及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输血量、子宫切除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输血量（Ｕ） 子宫切除率［ｎ（％）］ 并发症发生率［ｎ（％）］

Ａ组 ２０ １０２７５±１１３５ ２３８８４１±２２５６５ ４６８±０７５ ６（３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

Ｂ组 ２０ ６８７８±７２３ １８７５２５±１９８７６ ２０１±０４３ 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ｔ值或χ２值 ８８６９ １１３６８ ５９２０ ４３２９ ４８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ＶＡＳ评分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ＶＡＳ评分与重度疼痛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２４ｈＢ组的 ＶＡＳ评分与重度疼痛率均
低于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胎儿娩出即刻及术后即刻 Ｂ组的 ＳＢＰ及 ＤＢＰ
均高于 Ａ组，ＨＲ均低于 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创伤应激指标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创伤应激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１２ｈ及２４ｈＢ组的创伤应激指标均低于 Ａ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激素表达情况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的性激素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１个月及３个月 Ｂ组的性激素表达水平均高
于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ＶＡＳ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评分（分） 重度疼痛率［ｎ（％）］

Ａ组 ２０ 术前 ２２１±０４５ ０（０００）

术后２４ｈ ６５４±０７１ １５（７５００）

Ｂ组 ２０ 术前 ２２６±０３９ ０（０００）

术后２４ｈ ４２０±０５６ ５（２５００）

术前 ｔ值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２４ｈ ｔ值 ６８９７ １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ＢＰ（ｍｍＨｇ） ＤＢＰ（ｍｍＨｇ） ＨＲ（次／ｍｉｎ）

Ａ组 ２０ 术前 １２８９５±１００４ ８７６７±６３２ ７８２５±５１４

胎儿娩出即刻 １０８８７±７２３ ７２２１±５２０ ８８４３±５９３

术后即刻 １１３７３±８１２ ７６３８±５６６ ８６４６±５６３

Ｂ组 ２０ 术前 １２９１０±９９８ ８７７９±６２５ ７７９６±５２１

胎儿娩出即刻 １２０５６±９１３ ８０９５±５９９ ８０７２±５４５

术后即刻 １２３４３±９６３ ８４６５±６１０ ７８２５±５２０

术前 ｔ值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胎儿娩出即刻 ｔ值 ５６９８ ７３５２ ６６４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即刻 ｔ值 ７１２７ ８０４２ ７６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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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创伤应激指标比较

　组别 例数 βＥＰ（ｎｇ／Ｌ） Ｃｏｒ（μｇ／Ｌ） ＡＣＴＨ（ｎｇ／Ｌ）

Ａ组 ２０ 术前 １０１５±１６３ １４１６４±１５６５ ３７６７±４２５

术后１２ｈ １８４５±２２４ １９２６２±２２３８ ６８９８±７６３

术后２４ｈ １６９６±２２１ １８３７４±２１４５ ６２６２±７４１

Ｂ组 ２０ 术前 １０２１±１５８ １４２０２±１５５９ ３７７２±４３２

术后１２ｈ １５０２±１７３ １６０３２±１８２４ ５７２８±６９５

术后２４ｈ １２８２±１６１ １５１９２±１６３０ ４９９３±５６２

术前 ｔ值 ００２９ ０３２１ ０１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１２ｈ ｔ值 ７８４６ １０２６８ ８０６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２４ｈ ｔ值 ６６９３ １１３８４ ９４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激素表达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ｎｇ／Ｌ）

Ａ组 ２０ 术前 ２４６５２４１±４１２６８ ４４８±０５２ ７６６±０８２

术后１个月 １９９２６３±１２１８４ ３１０±０３５ ４６６±０４５

术后３个月 ７１０２４±８４６４ ２２９±０２５ ３８４±０３５

Ｂ组 ２０ 术前 ２４７８０５２±４１１０８ ４５２±０４９ ７７１±０８０

术后１个月 ２５４５６３±１８９７３ ４０８±０４５ ６２７±０６４

术后３个月 ９８９７８±１０１３５ ３３２±０３７ ５４２±０４９

术前 ｔ值 ０２８９ ０１５１ ０２３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１个月 ｔ值 １０３５６ ６７２１ ７８６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３个月 ｔ值 １１６８２ ７９６５ ８７２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凶险型前置胎盘对母婴危害较大，尤其对于母体的危害伴

随产前、产时及产后等整个妊娠期及围生期，可导致孕产妇出

现大出血，严重者可危及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因此，临床对于凶

险型前置胎盘的临床诊治重视程度极高［４５］。而随着临床对于

治疗性创伤控制需求的提升，对于患者进行有效治疗的同时，

机体不良应激的控制也成为临床治疗方式评估的重要参考方

面［６７］。另外，对于于凶险型前置胎盘的治疗措施涉及患者的

生殖系统，对于相关功能状态的影响不同程度存在，而子宫方

面的变化对卵巢功能等方面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性激素是重

要的评估方面［８］。另外，围生期产妇的机体多系统方面呈现一

定程度的变化，其中性激素是波动较大的方面，因此，性激素在

凶险型前置胎盘孕产妇中的变化监测意义较高。再者，创伤应

激指标及血流动力学指标是有创性治疗方式的重要参考方面，

对于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的机体应激程度与恢复效果等方面

均有直观的反应价值［９］。另外，治疗导致的疼痛等不适感也是

评估创伤程度的重要方面［１０］，因此，其也具有较高的临床评估

意义。

临床中对于凶险型前置胎盘的治疗方式研究多见，缩宫

剂、子宫动脉结扎、纱条填塞、水囊压迫及手术缝合等方式多

见，部分患者甚至需采用子宫切除的方式治疗，对患者机体造

成的损伤较大，因此找到创伤较小，且对患者生殖系统危害较小

的治疗方式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１１］。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

通过在剖宫产术中对血管进行暂时性阻断的方式来达到控制

出血的目的，近年来，在临床中的疗效已经得到肯定［１２１３］，但是

对于治疗方式对患者性激素表达的影响研究十分不足。

本文中我们就常规的缩宫素联合物理止血方案和腹主动

脉球囊阻断术在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中的效果、安全性及对性

激素表达的影响情况进行对比，结果显示，腹主动脉球囊阻断

术的效果更为卓著，表现为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患者的手术时

间更短，出血量及输血量更小，子宫切除率及并发症发生率更

低，且术后ＶＡＳ评分较低，血流动力学指标、创伤应激指标及性
激素水平表达的不良波动更小，因此认为，腹主动脉球囊阻断

术的疗效与安全性更高，说明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在保证治疗

效果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机体创伤及对生殖系统的不良影

响［１４１５］，这与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有效阻断了出血的通路，从

而为剖宫产手术提供了安全保障有关［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腹主动脉球囊阻断术在凶险型前置胎

盘患者中的效果好于常规治疗，安全性也更高，对患者性激素

表达的不良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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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利浦６４排螺旋ＣＴ血管重建在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
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其对患者生殖功能的影响
戴海波１　张艳伟２　臧燕３　谭旭艳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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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索飞利浦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应用于临床鉴别诊断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的价
值，并对患者生殖功能情况进行跟踪分析。方法：选择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经南京市第二医院病理检
查证实的１２１例子宫肌瘤患者和７２例卵巢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中６４例子宫肌瘤患者和３９例卵巢肿
瘤患者设为研究组，实施飞利浦６４排螺旋ＣＴ血管重建扫描检查，对其扫描结果、动脉显示率、静脉显示率
进行比较分析；将未实施ＣＴ血管重建扫描的５７例卵巢肿瘤患者和３３例卵巢肿瘤患者设为对照组。对两组
患者２年内妊娠、自然流产、早产等情况进行比较分析。结果：研究组中，６４例子宫肌瘤患者卵巢静脉显示
率和动脉显示率低于３９例卵巢肿瘤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６４例子宫肌瘤患者和３９例
卵巢肿瘤患者的子宫动脉显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１０３例患者中，２年内成功妊娠３４
例、自然流产１例、早产０例。对照组９０例患者中，２年内成功妊娠２７例、自然流产１例、早产１例。两组患
者妊娠、自然流产、早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扫描检查可以较
为直观地反映患者肿瘤的供血情况，对于临床鉴别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具有积极意义。实施飞利浦６４排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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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ＣＴ血管重建检查对患者生殖功能无不良影响，安全可靠。
【关键词】　螺旋ＣＴ；血管重建；子宫肌瘤；卵巢肿瘤；生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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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５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３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ＣＴ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２ｙｅａ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ｅｎｏｕ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ｄｉｓｐｌａｙｒａｔｅｏｆｕｔｅｒ
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ｄｉｓｐｌａｙ
ｒａｔｅ（Ｐ＞０．０５）．Ｏｆｔｈｅ１０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６４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３４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２
ｙｅａｒｓ，１ｈａ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１０ｈａ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ａｂｏｒ．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９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ｎｏｔ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２７
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ｎ２ｙｅａｒｓ，１ｃａｓｅｗａｓ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１ｃａｓｅｗａｓ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６４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ｍｏｒｅ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ｔｏｒｅｓｐｏｎｄ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ｕｍｏｒｂｌ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ｆｏｒ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ｈ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ｈｉｌｉｐｓ
６４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ｒ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ｉｒａｌＣＴ；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均是临床较为常见的生殖系统肿瘤。
子宫肌瘤临床症状为腹部疼痛、阴道流血及附件炎症等。卵巢

肿瘤初期症状不明显，随着肿瘤增长，可以出现腹胀和腹部压

迫症状。如子宫肌瘤位置离中线，或者卵巢肿瘤出现压迫子宫

现象，均可能造成临床误诊［１３］。传统ＣＴ平扫对动脉和静脉的
显示率有限，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可以比较直观地反映肿瘤
供血和血管情况，为临床诊断提供了有效帮助。本研究以２０１６
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的宫肌瘤患者和卵
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实施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
建检查和病理结果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研究组中子

宫肌瘤患者和卵巢肿瘤患者的卵巢静脉、卵巢动脉、子宫动脉

显示率情况，以及两组患者的生殖功能情况，以探索飞利浦６４
排螺旋ＣＴ血管重建应用于临床鉴别诊断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
的价值。现将相关情况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经南京市第二医院病理检
查证实的１２１例子宫肌瘤患者和７２例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参考患者意愿，对其中６４例子宫肌瘤患者和３９例卵巢肿
瘤患者实施飞利浦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扫描检查并设为研
究组，将未实施上述检查的９０例患者设为对照组。研究组１０３
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５４岁，年龄（３９５±５７）岁，肿瘤直径
范围５１～１８４ｃｍ，肿瘤直径（１１２±３１）ｃｍ。其中，６４例子宫

肌瘤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５４岁，年龄（３９４±５８）岁，肿瘤直
径范围５３～１８４ｃｍ，肿瘤直径（１１４±２９）ｃｍ；３９例卵巢肿瘤
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５３岁，年龄（３９２±５５）岁，肿瘤直径范
围５１～１８２ｃｍ，肿瘤直径（１１１±３２）ｃｍ。对照组９０例患者，
年龄范围２３岁～５５岁，年龄（３９８±５９）岁，肿瘤直径范围５２
～１８７ｃｍ，肿瘤直径（１１４±３０）ｃｍ。两组患者年龄、肿瘤直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入组患者均
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飞利浦６４排螺旋ＣＴ扫描仪实施平扫和增强扫描，电

流为１２０ｍＡ，电压１００ＫＶ，层后为１２５ｍｍ。在实施增强扫描过
程中，注射９０ｍｌ碘海醇对比剂，采用对比剂追踪的方法，确保动
脉期相准确性。对图像进行二维平面、曲面和三维容积分析，

由ＣＴ诊断工作经验 ５年以上的 ３位医师进行图像重建和
分析［４］。

１３　指标观察
比较研究组子宫肌瘤患者和卵巢肿瘤患者的卵巢动脉、卵

巢静脉、子宫动脉显示率情况；对两组患者２年内妊娠、自然流
产、早产情况进行跟踪。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２

检验，以率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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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研究组患者ＣＴ扫描结果

研究组子宫肌瘤ＣＴ扫描显示，多数患者子宫为均匀增大，
少数患者子宫为非均匀增大，患者宫腔影有偏移现象。良性肿

瘤体边界清晰，ＣＴ值与患者宫体接近，注射对比剂后，肿瘤和宫
体同步增强，浆膜下子宫肌瘤向宫外突出［５］；恶性瘤体形态不

规则，内部信号不规则增强。研究组卵巢囊肿 ＣＴ扫描显示，患
者子宫直肠窝位置有囊性肿块，注射对比剂后显示为囊性水样

密度区。良性卵巢肿瘤囊内无软组织，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卵

巢畸胎瘤囊内有实性结节，ＣＴ节信号均匀性强化［６］；恶性卵巢

肿瘤形状不规则，内部不均匀，伴有腹水和转移现象。

２２　研究组患者相关显示率情况
研究组中，子宫肌瘤患者卵巢静脉显示率和动脉显示率低

于卵巢肿瘤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
子宫肌瘤患者和卵巢肿瘤患者的子宫动脉显示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研究组子宫肌瘤患者和卵巢肿瘤患者动脉显示率、静脉显示率
情况比较［ｎ（％）］

类别 人数 卵巢静脉 卵巢动脉 子宫动脉

子宫肌瘤患者 ６４ ３５（５４７） １９（２９７） ６４（１０００）

卵巢肿瘤患者 ３９ ３３（８４６） ２５（６４１） ３８（９７４）

χ２值 　９７８ １１７３ 　１６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生殖功能情况
术后２年内，研究组患者成功妊娠３４例、自然流产１例、早

产０例，对照组患者成功妊娠２７例，自然流产１例、早产１例。
两组患者妊娠、自然流产、早产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２年内生殖功能情况比较［ｎ（％）］

组别 人数 成功妊娠 自然流产 早产

研究组 １０３ ３４（３３０） １（１０） ０（０）　

对照组 ９０ ２７（３００） １（１１） １（１１）

χ２值 　０２０ 　０１２ 　１１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是当前临床较为常见的妇科肿瘤，在

易发人群、临床表现等方面均十分相似，特别是２种疾病的早期
症状均不够明显［７９］，其影像学检查也具有一定相似性，且病灶

位置十分接近，给临床诊断带来了一定困难，导致误诊率较高。

在对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的临床诊断中，应当结合患者的

实际临床表现和既往病史情况，对检查结果进行认真分析。对

于患者子宫肌瘤距中线偏离度较大，且与子宫毗邻不明显，以

及卵巢肿瘤体积较大，压迫子宫症状较明显的情况，临床诊断

和鉴别的难度均可能相应提升［１０１２］。常规ＣＴ检查可以用于对

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患者的临床诊断，特异度和敏感度较高，但

其对病灶周围血管显示情况不佳，在临床诊断和鉴别中存在局

限性，仅仅依靠常规 ＣＴ检查可能造成一定比例的漏诊和误诊
问题。随着６４排螺旋ＣＴ血管重建技术应用的普及，在检查的
分辨率和处理能力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可以

较为直观地显示病灶位置解剖结构和周边组织情况，静脉和动

脉显示率较高，可以准确其显示病灶位置供血血管的来源、分

布和走向，对于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的临床鉴别具有重要意

义［１３１５］。卵巢动脉、卵巢静脉、子宫动脉均为子宫肌瘤和卵巢

肿瘤的重要判断依据，如果卵巢动脉或者静脉与肿瘤联系密

切，可以基本判断为卵巢肿瘤，而如果患者子宫动脉增粗明显，

且与肿瘤联系密切，可以基本判定为子宫肿瘤［１６］。本研究结果

显示，研究组子宫肌瘤患者卵巢静脉显示率和动脉显示率低于

卵巢肿瘤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可
以依据患者动脉显示率、静脉显示率情况进行临床鉴别诊断，

更好地进行肿瘤定性和鉴别。

当前，依然有部分患者对于６４排螺旋 ＣＴ存在一定顾虑，
其主要来源于受线量和对生殖功能的影响。有关研究表明，常

规６４排螺旋 ＣＴ扫描和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受线量均十分
安全，对患者影响轻微，对患者生殖功能无明显影响［１７１８］，本研

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２年内成功妊娠率、自然流产率、早产率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这进一步说明，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对受检者安全。

综上所述，６４排螺旋ＣＴ血管重建扫描检查可以较为直观
地反映患者肿瘤供血情况，对于临床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鉴别

具有重要意义。实施飞利浦６４排螺旋 ＣＴ血管重建检查对患
者生殖功能无不良影响，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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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鉴别诊断的价值．中华临床医师杂志，２０１２，１４（６）：
４１０２４１０４．

［４］　ＳｕｅｙｏｓｈｉＥ，ＨａｙａｓｈｉｄａＴ，ＳａｋａｍｏｔｏＩ，ｅｔａｌ．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
ｈｅｐａｔ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ａｎ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ｃｈｅｍｏ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ｅｐａｔｏ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ＪＲＡｍＪ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１０，
１９５（１）：２４５２５１．

［５］　林春，唐振国，李亮平．子宫肌瘤螺旋 ＣＴ检查的临床价值．现代
医学影像学，２０１３，２２（２）：１２５１２７．

［６］　ＮｏｌｔｅＥｒｎｓｔｉｎｇＣＣ，ＷｉｌｄｂｅｒｇｅｒＪＥ，ＢｏｒｃｈｅｒｓＨ，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ＣＴ
ｕｒ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ｆｔｅｒｄｉｕｒｅｔｉｃ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ｓｃｈｒＲｎｔｇｅｎｓｔｒ，
２００１，１７３（３）：１７６１８０．

［７］　ＬｅｅＪＨ，ＰａｒｋＳＢ，ＳｈｉｎＳＨ，ｅ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ａｄｎｅｘ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ｒａａｄ
ｎｅｘ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ｔｏｒｓｉｏｎｏｆａｄ
ｎｅｘａｌｔｕｍｏｒ．ＪＣｏｍｐｕｔＡｓｓｉｓｔＴｏｍｏｇｒ，２００９，３３（５）：８７２８７６．

［８］　张应和，靳仓正，谭婉娥，等．多层螺旋 ＣＴ血管成像在腹腔异位
卵巢肿瘤起源诊断中的价值．中华放射学杂志，２００９，４３（１１）：
３６５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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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路萍，裴正华．子宫肌瘤与卵巢肿瘤的 ＣＴ诊断．中外医学研究，
２０１１，２２（９）：１５７１５８．

［１０］　陈雪芬．阴式子宫切除术与开腹子宫切除术临床疗效对比分析．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７）：３９４１．

［１１］　ＫａｔｏＳ，ＮａｍｂｕＡ，ＳａｉｔｏＡ，ｅｔ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ａｎａ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ＰＲ）ｏｆｔｈｅｌｕｎｇ．ＮｉｈｏｎＩｇａｋｕＨｏｓｈａｓｅｎＧａｋｋａｉ
Ｚａｓｓｈｉ，２００５，６５（４）：３７８３８３．

［１２］　叶川，宁刚，曲海波，等．卵巢血管蒂征对于卵巢和非卵巢来源肿
瘤的鉴别诊断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０，４１（８）：
３４８３５０．

［１３］　ＢａｌｄｗｉｎＬＡ，ＨｕａｎｇＢ，ＭｉｌｌｅｒＲＷ，ｅｔａｌ．Ｔｅｎｙｅ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ｆｏｒ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２，１２０（３）：６１２６１８．

［１４］　谭理慧，昌燕华，王喜华．紫杉醇联合顺铂不同给药途径治疗晚
期卵巢癌的疗效观察．肿瘤药学，２０１２，２（１）：６１６４．

［１５］　ＭｉｎａｓＶ，ＡｕｓｔＴ．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ｐｌｅｘｕｓｎｅｕｒｉｔｉｓ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ａｔｍａｙｍｉｍ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ｒａｃｈｉａｌｐｌｅｘｕｓｉｎｊｕｒｙ．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２０
（６）：８９１８９３．

［１６］　罗照清．腹腔镜治疗巨大卵巢囊肿１９例报告．腹腔镜外科杂志，
２０１１，１６（５）：３３９３４１．

［１７］　谢秋娴，杨纯，谢昭雄，等．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术和腹腔镜次全
子宫切除术对患者卵巢功能及其性功能的影响．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５，２４（４）：３５．

［１８］　ＫｏｙａｍａＳ，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Ｍ，ＴａｎａｋａＹ，ｅｔ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ｐａｉｒｏｆａ
ｐｏｓｔ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ａ
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ｕｍｏｒ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ｐｏｌｙｐｏｉ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６）：９１２９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９）

【基金项目】江苏省无锡市卫生计生委科研面上项目（ＭＳ２０１６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彭攀（１９８６—），男，技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影像诊断
Δ【通讯作者】井艳飞（１９８２—），男，住院医师，Ｅｍａｉｌ：５４１８６５４７＠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对比 ＣＴ扫描与经腹部 Ｂ超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
应用价值
彭攀１　朱亚芹２　井艳飞３Δ　孙宗琼４

１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５
２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５
３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功能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５
４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放射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６２

【摘　要】　目的：对比ＣＴ扫描与经腹部 Ｂ超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２０１５年４
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８０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检
查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ＣＴ扫描组（ＣＴ组，ｎ＝４０）和经腹部Ｂ超检查组（Ｂ超组，ｎ＝４０）两组，对 ＣＴ扫描与
经腹部Ｂ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与病理诊断对比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ＣＴ扫描诊断为子宫肌瘤的４０例患者
中，病理诊断阳性３９例，诊断符合率为９７５％；经腹部 Ｂ超检查诊断为子宫肌瘤的４０例患者中，病理诊断
阳性３８例，诊断符合率为９５０％。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与病理诊断的符合率之前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应用价值相当。经腹部
Ｂ超检查具有无创性，不会给患者带来痛苦，同时具有更为简便的操作、较高的检出率，能够为复查提供良好
的前提条件，可以作为临床首选，而ＣＴ扫描具有较为昂贵的费用，可以作为辅助检查。

【关键词】　ＣＴ扫描；经腹部Ｂ超检查；子宫肌瘤；应用价值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Ｔｓｃａｎａｎｄ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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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３９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７．５％；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Ｂｕｌ
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４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３８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ｏｉｎ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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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ｇｏｏｄｐｒ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ｒｅｖｉｅｗ，ｓｏｉ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ｈａｓｍｏｒｅ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ｓｔｓ，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Ｔｓｃａｎ；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子宫肌瘤属于一种女性生殖器良性肿瘤，在临床极为常
见，构成成分为少量纤维结缔组织与增生的平滑肌，中年妇女

是高发人群，达到了２００％～２５０％左右的发病率［１］。本研究

对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妇产科收治的８０例子宫肌瘤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对比了 ＣＴ扫描与经腹部 Ｂ超
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应用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
收治的８０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肿瘤最大直径均在３ｃｍ以上，均有下腹疼痛、经期
延长等临床症状，均知情同意本研究；排除标准：将缺乏完整临

床资料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检查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 ＣＴ扫
描组（ＣＴ组，ｎ＝４０）和经腹部 Ｂ超检查组（Ｂ超组，ｎ＝４０）两
组。ＣＴ组患者年龄１７７１岁，平均（４３３±７５）岁。在主要临
床表现方面，２０例为月经增多，１１例为腹泻，８例为下腹部包
块；在婚姻状况方面，３６例已婚，４例未婚。Ｂ超组患者年龄１９
７５岁，平均（４２５±７２）岁。在主要临床表现方面，２１例为月
经增多，１０例为腹泻，８例为下腹部包块；在婚姻状况方面，３５

例已婚，５例未婚。两组患者的年龄、主要临床表现、婚姻状况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ＣＴ组患者接受 ＣＴ扫描，应用西门子 ＳＯＭＡＴＯＭ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Ａｓ６４排１２８层螺旋 ＣＴ机，让患者充盈膀胱，将层厚、层距
均设定为常规５ｍｍ，薄层１ｍｍ，准直螺距０７５，头先进，从髂棘
连线扫描至耻骨联合下缘，对盆腔脏器或病变位置进行完全扫

描，然后依据患者的实际病变情况，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局部靶

扫描和动态增强扫描；Ｂ超组患者接受经腹部 Ｂ超检查，应用
ＧＥＬＯＧＩＱ９超声仪。同时对两组患者进行宫腔镜活检，将标本
取出来送病理科检查确诊。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用率（％）表示 ＣＴ扫描与经

腹部Ｂ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与病理诊断对比等计数资料，用 χ２

检验组间比较，检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主要临床表现、婚姻状况等一般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ＣＴ组（ｎ＝４０） Ｂ超组（ｎ＝４０）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３３±７５ ４２５±７２ １８８６ ＞００５

主要临床表现 月经增多 ２０（５００） ２１（５２５） １３２ ＞００５

腹泻 １１（２７５） １０（２５０）

下腹部包块 ８（２００） ８（２０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３６（９００） ３５（８７５） ２７７ ＞００５

未婚 ４（１００） ５（１２５）

２２　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与病理诊断对比
ＣＴ扫描诊断为子宫肌瘤的 ４０例患者中，病理诊断阳性

３９例，诊断符合率为９７５％；经腹部 Ｂ超检查诊断为子宫肌
瘤的 ４０例患者中，病理诊断阳性 ３８例，诊断符合率为

９５０％。ＣＴ扫描与经腹部 Ｂ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与病理诊
断的符合率之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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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诊断子宫肌瘤
与病理诊断对比（例／％）

组别
病理诊断

阳性 阴性 总计

ＣＴ组 ３９（９７５） １（２５） ４０（１０００）

Ｂ超组 ３８（９８０） ２（５０） ４０（１０００）

总计 ７７（９６３） ３（３８） ８０（１０００）

#

　讨论
目前，临床还没有完全明确子宫肌瘤的发病原因，中青年妇

女是高发人群，该群体具有旺盛的卵巢功能，肌瘤在妇女绝经后

停止生长并退变萎缩，在外源性雌激素的作用下在极大程度上增

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子宫肌瘤属于一种激素依赖性肿瘤［２］。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３６］，和周围的平滑肌相比，子宫肌瘤的雌激素

及孕激素受体更多，说明雌激素、孕激素对子宫肌瘤的发生发展

造成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现阶段，临床普遍认为［７１０］，长

期雌激素刺激引发了子宫肌瘤。但是，也有一些相关医学学者认

为［１１１２］，中枢神经活动对子宫肌瘤的发生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子宫肌瘤的构成成分为不等量的纤维结缔组织、异常增生

的平滑肌组织，其中细胞型平滑肌瘤指具有较多的平滑肌细胞成

分、较为活跃的细胞分裂。假包膜会在压迫子宫肌瘤周围肌组织

的情况下形成，有放射状血管分布在包膜中，由于没有外膜存在

于瘤壁，因此循环障碍极易在压迫瘤体假包膜的情况下发生，进

而造成肌瘤玻璃变性、囊性变、脂肪变性、恶性变等各种退行形变

的发生，其中较为常见的为玻璃变性、囊性变、粘液样变性，妊娠

期或产后极易出现红色变性，钙化、恶性变等不常见［１３］。

典型的平滑肌瘤具有显著的超声图像特征，包括肌壁间、

宫腔内低回声或中低回声，具有清晰的包膜、明显的界限等。

如果平滑肌瘤超声图像没有变性及经物理治疗，那么临床就较

易对其进行辨认。同时，经腹部 Ｂ超检查具有无创性，不会给
患者带来痛苦，且具有较为简便的操作、较高的检出率，能够为

复查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因此成为临床首选［１４］。但是Ｂ超也
具有一定缺陷，比如，如果患者具有过多的肠道气体或过大的

肿块，那么Ｂ超就无法将其来源确定下来。又如，如果子宫肌
瘤多样变性，那么Ｂ超就很难对其进行有效诊断［１５］。ＣＴ扫描
由于具有较高的密度及空间分辨率，能够将肿瘤大小、来源等

显示出来，且肿瘤大小、肠道气体均不会对其造成不良影响，因

此在诊断及鉴别诊断子宫肌瘤的过程中临床应用价值较高［１６］。

但是，ＣＴ扫描具有较为昂贵的费用，因此在临床的应用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限制，只能作为补充检查［１７］。相关医学研究表

明［１８］，在子宫肌瘤的诊断中，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均具有
极高的特异性。本研究结果表明，ＣＴ扫描诊断为子宫肌瘤的
４０例患者中，病理诊断阳性３９例，诊断符合率为９７５％；经腹
部Ｂ超检查诊断为子宫肌瘤的４０例患者中，病理诊断阳性３８
例，诊断符合率为９５０％。ＣＴ扫描与经腹部 Ｂ超检查诊断子
宫肌瘤与病理诊断的符合率之前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说明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
超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应用价值相当，临床应该依据患者

的实际情况给予患者合理的检查，从而一方面准确诊断患者，

另一方面减轻患者痛苦及经济负担，最终达到有效提升医院综

合效益的目的。

综上所述，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
应用价值相当。经腹部Ｂ超检查具有无创性，不会给患者带来
痛苦，同时具有更为简便的操作、较高的检出率，能够为复查提

供良好的前提条件，可以作为临床首选，而ＣＴ扫描具有较为昂
贵的费用，可以作为辅助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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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５
（１２）：３４５５３４５８．

［１８］　ＭａＹ，ＳｈａｏＸ，ＳｈａｏＸ，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ｕｔｅｒ
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ｉｎ１８ＦＦＤＧＰＥＴ／Ｃ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ｓ．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６，３７（１１）：
１２０６１２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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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陆小琴（１９８３—），女，主管检验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艾滋病的防治管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外阴、阴道和宫颈尖锐湿疣（ＣＡ）组织中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型别的分布状况以及临床意义分析
陆小琴１　未万东２

１雅安职业技术学院药学与检验学院，四川 雅安 ６２５０００
２隆昌市人民医院检验科，四川 隆昌 ６４２１５０

【摘　要】　目的：对人乳头病毒（ＨＰＶ）在外阴、阴道和宫颈尖锐湿疣中感染类别的分布情况和临床价
值进行分析。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四川省雅安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５５
例ＣＡ患者作为观察组进行研究，随机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宫颈活检结果为轻度急性、慢性炎症，
且鳞状上皮基本正常的宫颈病理１００例作为对照组。所有患者均给予ＨＰＶ检查。对两组患者病理中 ＨＰＶ
感染阳性率，观察组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感染型别进行比较。结果：两组的 ＨＰＶ感染率相比，观察组的
８９６８％，明显高于对照组９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又将观察组患者按照ＣＡ部位分为外阴
组、阴道组、宫颈组，外阴组 ＣＡ感染率为 ９０１６％，阴道组 ＣＡ感染率为 ８７０４％，宫颈组 ＣＡ感染率为
９２５０％，这三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阴ＣＡ共感染不同型别８７次，阴道感染不同型别７７次，
宫颈感染不同型别５７次。外阴、阴道、宫颈 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以及多重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１５５例ＣＡ患者中１３９例患者ＨＰＶ感染阳性，共检出２２型别２２１次感染，从总体上看ＨＰＶ１１检出率
最高，为８１次，占比３６６５％，其次为ＨＰＶ６型检出７３次，占比３３０３％。外阴ＣＡ患者中ＨＰＶ６检出率最高，
为３２次，占比 ３６７８％。阴道 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１１检出率最高，为 ２８次，占比 ３６３６％。宫颈 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１１检出率最高，为２３次，占比４０３５％。结论：ＨＰＶ与 ＣＡ发病密切相关，其中 ＨＰＶ６型与 ＨＰＶ１１型最
为常见，通过基因芯片结合ＰＣＲ技术能够对ＨＰＶ分型进行准确诊断，从而对ＣＡ的治疗和疫苗研制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　尖锐湿疣；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ａｎｄＩ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ＬｕＸｉａｏｑｉｎ１，ＷｅｉＷａｎｄｏｎｇ２．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ａｎｄ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Ｙａ′ａｎ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Ｙａ′ａｎ６２５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Ｌ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Ｌｏｎｇｃｈａｎｇ６４２１５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ｕｌｖａ，ｖａｇｉｎａ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５５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ｉｎ１０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７ｗａｓｕｓｅｄａ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ＨＰＶ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９６８％，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ｖｕｌｖａＣＡｗａｓ９０１６％，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７０４％，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２５０％，ａｎｄｔｈｒｅ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ＶｕｌｖａｒＣＡ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８７ｔｉｍｅ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７７ｔｉｍｅ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５７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ｖｕｌｖａ，ｖａｇｉｎａ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ｘ，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ｍｏｎｇ１５５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３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ｆｏ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２２ｔｙｐｅｓｏｆ２２１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１１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
ｅｓｔ，８１ｔｉｍ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３６６５％，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ＨＰＶ６ｔｙｐｅ７３ｔｉｍ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３３０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６ｉｎｔｈｅｖｕｌｖａ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３２ｔｉｍｅｓ，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３６７８％．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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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１１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３６３６％ ｏｆｔｈｅ２８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１１ｉｎ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２３，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４０．３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ＰＶ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Ａ，ａｎｄＨＰＶ６ａｎｄＨＰＶ１１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ＨＰＶｃａｎｂｅ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ｂｙｇｅｎｅｃｈｉｐａｎｄＰＣ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ｃ
ｃｉｎ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

　　尖锐湿疣这种疾病在临床上属于比较常见的一种，传播的
渠道主要是通过性接触。具相关调查发现 ＨＰＶ和尖锐湿疣的
发生存在着一定的关联。生殖部位和肛门指主要的感染部位，

临床表现为增生性损害。尖锐湿疣（ＣＡ）是临床常见的性疾病，
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该疾病与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密切
相关，主要感染肛门生殖器部位，以增生性损害为主要临床症

状［１］。ＣＡ的潜伏期０５个月 ～８个月不等，平均为 ３个月左
右［２］。ＣＡ虽然通常预后良好，但是极易复发，并且大量流行病
学资料显示ＨＰＶ与生殖器癌的发生关系密切［３］。ＨＰＶ在临床
分型较多，目前已经分离出超过１３０种，不同类型的 ＨＰＶ引起
的临床症状不同，而侵犯的组织部位也不同［４］。为了观察外

阴、阴道和宫颈ＣＡ组织中的 ＨＰＶ感染类型的分布状况，四川
省雅安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进行了相关临床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患者选择

经四川省雅安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批准同意，选取１５５例在四川省雅安市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
ＣＡ治疗的女性患者进行研究，且所有患者为四川省雅安市职
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在２０１６年１月到２０１７年１月之间收治的
患者。经病理学诊断所有患者确诊为尖锐湿疣。年龄范围１８
岁～６２岁，年龄（３１９９±５１１）岁。其中外阴 ＣＡ６１例，年龄范
围１８岁～６２岁，年龄（３２５５±５６２）岁；阴道 ＣＡ５４例，年龄范
围２０岁～５８岁，年龄（３１７６±６５１）岁；宫颈 ＣＡ４０例，年龄范
围１８岁～６１岁，年龄（３２８１±６０７）岁。随机选择１００例宫颈
活检结果为轻度急性、慢性炎症，且鳞状上皮基本正常的宫颈

病理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１８岁 ～６０岁，年龄（３１１６±７１１）
岁。在年龄等相关临床信息上，两组间的情况相似，可以进行

比较。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５］：①经病理学检查确定为ＣＡ的患者；②对本次

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６］：①未经病理学检查的疑似病例；
②合并其他性疾病的患者；③合并生殖器恶性肿瘤的患者；④
来诊前进行过相关治疗的患者；⑤不同意参与本次研究的
患者。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仪器与试剂　基因扩增仪：ＧｅｎｅＡｍｐＰＣＲｓｙｓｔｅｍ２４００
型，产自新加坡。分子杂交仪：ＦＹＹ３型，产自江苏省兴化市分
析仪器厂。高速冷冻离心机：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５８１０Ｒ型，产自德国。
生物安全柜：ＢＨＣ１３００ＩＩＡ２型，产自江苏省安泰空气技术有限
公司。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产。

１３２　检验方法　所有患者均给予ＨＰＶ检查。所采集到的标

本常规制成石蜡组织标本，进行试验时先去除标本周边多余的

石蜡，按照厚度４μｍ将每一个标本切成３片 ～５片。用镊子轻
轻夹取标本，并放入容量为１５毫升的试管内，放入１５０μｍ裂
解液并充分摇晃均匀，将其置入金属浴中，加热知道温度上升

到１０ｍｉｎ，之后马上采用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操作的速度为
１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将中间层的 ＤＮＡ溶液取出，参考说明书对
其进行ＰＣＲ扩增、杂交、孵育、显色操作，根据杂交信号的有无
判断ＨＰＶ型别。
１３３　分析指标［７］　对两组患者病理中ＨＰＶ感染阳性率进行
观察和比较。观察组患者按照ＣＡ部位分为外阴组、阴道组、宫
颈组，比较三组患者 ＣＡ的 ＨＰＶ感染不同型别。对各部位的
ＨＰＶ感染率和感染情况进行分析。根据型别的阳性率分别对
多重感染者进行多次计算。

１４　数据处理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上的处理，分别采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和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和计数资料，并采用ｔ
和χ２检验，当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ＨＰＶ感染阳性率比较

比较 ＨＰＶ感染率，观察组为 ８９６８％，明显高于对照组
９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ＨＰＶ感染阳性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ＨＰＶ感染（例） ＨＰＶ感染率（％）

观察组 １５５ １３９ ８９６８

对照组 １００ ９ ９００

χ２值 １５９１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２　外阴、阴道、宫颈ＣＡ的感染率比较
ＨＰＶ的外阴 ＣＡ感染率为 ９０１６％，阴道 ＣＡ感染率为

８７０４％，宫颈ＣＡ感染率为９２５０％，三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感染型别方面，对多重感染者个型别分别计算，外
阴ＣＡ共感染不同型别８７次，其中一重感染占比５６３６％，多重
感染中ＨＰＶ６＋１６型、ＨＰＶ６＋５２型各３例，是多重感染的主要
型别。阴道感染不同型别７７次，其中一重感染占比５５３２％，
多重感染中ＨＰＶ６＋１１型为主要型别，出现５例。宫颈感染不
同型别５７次，一重感染占比７０２７％，其中ＨＰＶ６＋１１型为主要
型别，出现４例。外阴、阴道、宫颈 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以及多重
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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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观察组患者外阴、阴道、宫颈ＣＡ的感染率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ＨＰＶ感染
感染

一重 二重 三重 四重及以上

外阴组 ６１ ５５（９０１６） ３１（５６３６） ２０（３６３６） １（１８２） ３（５４５）

阴道组 ５４ ４７（８７０４） ２６（５５３２） １６（３４０４） ３（６３８） ２（４２６）

宫颈组 ４０ ３７（９２５０） ２６（７０２７） ７（１８９２） ２（５４１） ２（５４１）

χ２值 ０７６７ ４４２６

Ｐ值 ０６８２ ０２１９

２３　外阴、阴道及宫颈ＣＡ患者ＨＰＶ感染不同型别比较
１５５例ＣＡ患者中１３９例患者ＨＰＶ感染阳性，共检出２２型

别２２１次感染，从总体上看 ＨＰＶ１１检出率最高，为８１次，占比
３６６５％，其次为 ＨＰＶ６型检出 ７３次，占比 ３３０３％，再次为
ＨＰＶ１６型，检出１２次，占比５４３％。外阴 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６检
出率最高，为３２次，占比３６７８％，其次为 ＨＰＶ１１型，３０次，占
比３４４８％。阴道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１１检出率最高，为２８次，占
比３６３６％，其次为 ＨＰＶ６型２２次，占比２８５７％。宫颈 ＣＡ患
者中ＨＰＶ１１检出率最高，为２３次，占比４０３５％，其次为 ＨＰＶ６
型，为１９例，占比３３３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外阴、阴道及宫颈ＣＡ患者ＨＰＶ感染不同型别比较　次（％）

ＨＰＶ型别
外阴ＣＡ
（ｎ＝８７）

阴道ＣＡ
（ｎ＝７７）

宫颈ＣＡ
（ｎ＝５７）

合计

（ｎ＝２２１）

ＨＰＶ６ ３２（３６７８） ２２（２８５７） １９（３３３３） ７３（３３０３）

ＨＰＶ１１ ３０（３４４８） ２８（３６３６） ２３（４０３５） ８１（３６６５）

ＨＰＶ１６ ５（５７５） ４（５１９） ３（５２６） １２（５４３）

ＨＰＶ１８ １（１１５） ２（２６０） ３（５２６） ６（２７１）

ＨＰＶ３１ ３（３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１３６）

ＨＰＶ３３ ２（２３０） ２（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８１）

ＨＰＶ３５ １（１１５）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

ＨＰＶ３９ ０（０００） ２（２６０） ２（３５１） ４（１８１）

ＨＰＶ４２ ３（３４５）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８１）

ＨＰＶ４３ １（１１５） ２（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３（１３６）

ＨＰＶ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４５）

ＨＰＶ５１ １（１１５） ０（０００） ２（３５１） ３（１３６）

ＨＰＶ５２ ３（３４５） ２（２６０） ０（０００） ５（２２６）

ＨＰＶ５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５） １（０４５）

ＨＰＶ５６ １（１１５）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

ＨＰＶ５８ ０（０００） ２（２６０） １（１７５） ３（１３６）

ＨＰＶ５９ １（１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４５）

ＨＰＶ６６ １（１１５） ３（３９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８１）

ＨＰＶ７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５） １（０４５）

ＨＰＶ８１ １（１１５） ２（２６０） １（１７５） ４（１８１）

ＨＰＶ８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３０） １（１７５） ２（０９０）

ＨＰＶ８３ １（１１５） １（１３０） ０（０００） ２（０９０）

#

　讨论
尖锐湿疣在临床上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疾病。该病发病

率最高的年龄范围１８岁～５０岁。主要的传播渠道是通过性接
触，但是也有少数人是通过私人物品的接触间接地被传感的，

如通过毛巾、浴巾等。而分娩过程中也可能通过阴道传播而发

生婴儿的喉乳头瘤等疾病［８９］。该病的发病部位主要是生殖器

和肛周，女性以隐私周边部位为主［１０］。刚来时患病后主要表现

为出现浅红色的丘疹，并且病情越严重，丘疹越多，体积越大，

有单个分布的，也有群集分布，表面的颜色是非常柔软和温润

的，表面不平整，外观主要包括乳头状、鸡冠状和菜花样［１１１２］。

颜色是红色或者灰色居多，根部结构蒂状，轻触表面容易发生

溃烂和出血。皮损的缝隙中可见郁积的脓性分泌物，有恶臭样

气味［１３］。患者常无自觉症状，部分患者可出现痛、痒或者性

交痛［１４］。

尖锐湿疣的预后通常较好，但是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是导
致ＣＡ的重要原因，而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生殖器癌的发生关系
紧密，ｚｕｒＨａｎｓｅｎ在１９７６年提出 ＨＰＶ可能是性传播的致癌因
素，所以感染高致病性ＨＰＶ的ＣＡ患者也就成为癌症的高发人
群［１５１６］。ＨＰＶ属乳头多瘤空泡病毒科，容易在人类表皮和粘膜
的鳞状上皮上发生感染，ＨＰＶ感染表皮引起的增生性病变被成
为“疣”，ＣＡ就是其中最为主要的病变。ＨＰＶ在人和动物中分
布广泛，但是只有人类会感染 ＨＰＶ，人类的皮肤角质形成细胞
和粘膜鳞状上皮细胞是ＨＰＶ的天然宿主，只能在一定分化程度
的上皮细胞内增殖，具有不经血流扩散、不产生病毒血症、不易

被免疫系统识别的特性［１７１８］。

目前已经识别的ＨＰＶ病毒有１３０多种，按照是否导致癌症
可分为低危型和高危型，前者为非癌相关型，后者为癌相关型，

其中ＨＰＶ１、２、３、４、６、１１、２７、４０、４２等为低危型，而 ＨＰＶ１６、１８、
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等属于与生殖道癌前病变和癌变
相关的高危型。在临床检测中如果患者两次 ＨＰＶ分型检测显
示为单一型别的高危型感染，则提示患者发生癌变风险较高，

应予以高度重视［１９２０］。同时，流行病学研究显示，ＨＰＶ在不同
地区感染的主要型别不同，因此分型的检测对于预防ＨＰＶ感染
的疫苗研制具有重要价值。

从本次研究来看，观察组患者ＨＰＶ感染率为８９６８％，明显
高于对照组９００％，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ＣＡ患者中ＨＰＶ具有很高的感染率，ＨＰＶ与 ＣＡ的患病密切相
关，同时ＣＡ中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比例与未患 ＣＡ人群而言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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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发病的高危人群。从外阴、阴道、宫颈部位 ＣＡ组织的
ＨＰＶ感染来看，ＨＰＶ的外阴 ＣＡ感染率为９０１６％，阴道 ＣＡ感
染率为８７０４％，宫颈ＣＡ感染率为９２５０％，三者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感染型别方面，对多重感染者个型别分别
计算，外阴 ＣＡ共感染不同型别 ８７次，其中一重感染占比
５６３６％，多重感染中 ＨＰＶ６＋１６型、ＨＰＶ６＋５２型各３例，是多
重感染的主要型别。阴道感染不同型别７７次，其中一重感染占
比５５３２％，多重感染中 ＨＰＶ６＋１１型为主要型别，出现５例。
宫颈感染不同型别５７次，一重感染占比７０２７％，其中 ＨＰＶ６＋
１１型为主要型别，出现４例。外阴、阴道、宫颈 ＨＰＶ感染阳性
率，以及多重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不
同部位的ＣＡ中ＨＰＶ感染情况是相同的，以单一ＨＰＶ病毒感染
为主，多重感染患者也不占少数。１５５例ＣＡ患者中１３９例患者
ＨＰＶ感染阳性，共检出２２型别２２１次感染，从总体上看 ＨＰＶ１１
检出率最高，为 ８１次，占比 ３６６５％，其次为 ＨＰＶ６型检出 ７３
次，占比３３０３％，再次为 ＨＰＶ１６型，检出１２次，占比５４３％。
外阴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６检出率最高，为３２次，占比３６７８％，其
次为 ＨＰＶ１１型，３０次，占比３４４８％。阴道 ＣＡ患者中 ＨＰＶ１１
检出率最高。说明在外阴 ＣＡ患者中以 ＨＰＶ６感染率最高，而
阴道和宫颈ＣＡ患者中ＨＰＶ１１检出率最高，而这两种类型ＨＰＶ
病毒均为低危性，使ＣＡ患者具有较好的预后。

综上所述，ＨＰＶ与ＣＡ发病密切相关，外阴、阴道、宫颈等不
同部位的ＣＡ组织中ＨＰＶ感染分型无明显差异，均以 ＨＰＶ６型
与ＨＰＶ１１型为主，通过基因芯片结合 ＰＣＲ技术能够对 ＨＰＶ分
型进行准确诊断，应高度重视高危型ＨＰＶ，以免最终导致癌变。
ＨＰＶ分型的的确定对于 ＣＡ的治疗，生殖癌高风险人群的监测
以及相关疫苗的研制均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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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ＬｉＨ，ＷａｎｇＸＢ，ＧｅｎｇＪＸ，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ｙ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ｆｒｏｍ ｐａｒａｆ

ｆｉ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ｌｅｓｉｏｎｓ．Ｊ

Ｎａｎｏｓｃｉ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５（９）：６４２３６４２８．

［８］　朱小珏，耿建祥．３０８例宫颈瘤组织中 ＨＰＶ感染基因型分布的对

比研究．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２３）：３１８０３１８２．

［９］　徐妍婷，蔡为民，耿建祥，等．健康妇女及宫颈癌瘤患者ＨＰＶ感染

基因型分布的研究．国 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２２）：

３０２２３０２４．

［１０］　张金浩，蔡为民，耿建祥，等．女性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组织 ＨＰＶ

感染基因型谱的分析．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６（１）：３０３２．

［１１］　张金浩，耿建祥，樊志敏，等．２５７例肛门及肛管尖锐湿疣组织

ＨＰＶ感染的基因分析．临 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５）：

５２０５２３．

［１２］　蔡为民，王宏景，耿建祥，等．宫颈正常细胞和宫颈鳞癌、腺癌组

织中 ＨＰＶ感染基因型的分布．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０

（８）：８５４８５７．

［１３］　冷秀兰，范雪梅，耿建祥，等．宫颈鳞癌及腺癌组织中ＨＰＶ感染基

因型分布的比较研究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１０）：１５９４１５９６．

［１４］　王宏景，刘忠伦，耿建祥，等．苏州两医院女性宫颈 ＨＰＶ感染基

因型别的对比研究．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４）：４０４４０６．

［１５］　ＨａｉＬ，ＸｕｂｏＷ，ＪｉａｎｘｉａｎｇＧ，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ｙ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ｆｒｏｍｐａｒａｆ

ｆｉ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ｌｅｓｉｏｎｓ．Ｊ

Ｎａｎｏｓｃｉ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５（９）：６４２３６４２８．

［１６］　邹琳，兰建云，耿建祥，等．４７例宫颈腺癌中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基

因分型的研究．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４）：３９３３９４．

［１７］　任晓惠，耿建祥，李海，等．某市 ２１０９例女性宫颈细胞中 ＨＰＶ基

因型别的研究．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１３）：１５４２１５４４．

［１８］　许育绚，崔永胜，耿建祥，等．９６８例宫颈细胞中人乳头瘤病毒

Ｅ６／Ｅ７ｍＲＮＡ基因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４）：６１７６１９．

［１９］　蔡为民，王宏景，耿建祥，等．宫颈正常细胞和宫颈鳞状细胞癌及

腺癌组织中 ＨＰＶ感染基因型的分布．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

２０１４，３０（８）：８５４８５７．

［２０］　ＬｉＨ，ＷａｎｇＸＢ，ＧｅｎｇＪＸ，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ｔｙ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ａｒｒａｙｆｒｏｍ ｐａｒａｆ

ｆｉｎ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ｃｅｒｖ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ｌｅｓｉｏｎｓ．Ｊ

ＮａｎｏｓｃｉＮａｎ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２０１５，１５（９）：６４２３６４２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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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马雅茹（１９８４—），女，住院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瘤
Δ【通讯作者】阿艳妮（１９７３—），女，副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ａｙａｎｎｉ＠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联合应用 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对 ＣＩＮ分级诊断的
影响及其与宫颈 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马雅茹　阿艳妮Δ　张丽芳　王妍　赵淑萍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妇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Ｐ１６、Ｋｉ６７在宫颈病变中的表达对ＣＩＮ分级的临床意义，以及Ｐ１６的表达与宫颈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青岛市
妇女儿童医院妇科门诊经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ＴＣＴ）诊断异常的２０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
的常规ＨＥ染色病理诊断，将其分为慢性宫颈炎组（１１２例）、ＣＩＮⅠ组（４２例）、ＣＩＮⅡ组（２０例）、ＣＩＮⅢ组（１８
例）以及宫颈癌组（８例）。采用ＨＰＶ分型检测和宫颈阴道镜活检检测所有患者，联合应用 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
组化染色进行半定量评分，并对宫颈病变进行病理诊断分级。结果：Ｐ１６和 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与患者宫颈病
变级别有关：在慢性宫颈炎组、ＣＩＮⅠ组、ＣＩＮⅡ组、ＣＩＮⅢ组和宫颈癌组中，Ｐ１６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０％、
７１４％、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而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０％、７６２％、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且随着宫颈ＣＩＮ病变程度越高，Ｐ１６和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程度越强，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５６０１２，
１５２７２７，均Ｐ＜０００１）。对比Ｐ１６和Ｋｉ６７的免疫组化半定量评分评定的病理诊断分级和常规 ＨＥ病理诊
断分级，宫颈慢性炎患者的诊断一致率为１０００％，ＣＩＮ患者的诊断一致率为９７５％。所有患者中ＨＰＶ的感
染率为６７５％，且ＨＰＶ感染率随着Ｐ１６表达强度升高而增高：（５７３％），＋（７８６％），＋＋（８１５％），＋＋＋
（８８０％），＋＋＋＋（９００％），且 Ｐ１６表达阳性和阴性的患者中 ＨＰＶ１６型、ＨＰＶ５８型、ＨＰＶ５２型、ＨＰＶ１８
型、ＨＰＶ６８型和高危混合型的感染率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２９５，５３２７，８８０７，１３８３１，
１７２７３，１１４８９，均Ｐ＜００５）。结论：联合应用Ｐ１６和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半定量评分，对ＣＩＮ病变的分级预
测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且对Ｐ１６表达的检测能够准确提示宫颈ＣＩＮ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的预后和转
归情况。在ＨＰＶ感染的防治过程中，应当着重注意防治 ＨＰＶ１６型、ＨＰＶ５８型、ＨＰＶ５２型和 ＨＰＶ１８型等
分型感染。

【关键词】　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ＣＩＮ分级；ＨＰ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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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ＩＮｗａｓ９７．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７．５％，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Ｐ１６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５７．３％），＋（７８．６％），＋＋（８１．５％），＋＋＋
（８８．０％），＋＋＋＋（９０．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６８ａｎｄｈｉｇｈ
ｒｉｓｋｈｙｂｒｉｄｉｎＰ１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４．２９５，５．３２７，８．８０７，
１３８３１，１７．２７３，１１．４８９，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１６ａｎｄＫｉ６７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ＩＮ，ａｎｄｔｈｅ
ｓｅｍｉ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Ｐ１６ａｎｄＫｉ６７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Ｃ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ｂｊ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１６ｓｈｏｗ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ｓｉｄｅｓ，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２ａｎｄＨＰＶ１８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ｆｏｃｕｓｅｄ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ＨＰＶ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１６；Ｋｉ６７；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Ｉ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宫颈癌在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均较高，是女性生殖系统最
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危害女性健康［１］。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

示，宫颈癌的发生主要与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
ｕｓ，ＨＰＶ）感染，特别是与高危型ＨＰＶ持续性感染有关。随着世
界范围内的ＨＰＶ感染发生情况日益普遍，宫颈癌的发病率也逐
年升高［２］。近年来，随着细胞学筛查技术和ＨＰＶ分子生物学技
术的不断发展，对于宫颈癌癌前病变的发现和治疗也在不断更

新［３］。越来越多的国外研究发现，Ｐ１６联合 Ｋｉ６７染色能够有
效减少临床工作人员过度依赖组织形态学分析的缺点，以客观

的蛋白表达提示组织细胞所处的增殖状态，在宫颈癌的发生发

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且可能与宫颈病变诊断以及

宫颈ＨＰＶ感染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因此，联合应用 Ｐ１６、Ｋｉ
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及其半定量评分有可能成为宫颈癌癌前病变
筛查、诊断、治疗和预后的新靶点［４６］。本研究以此为依据，采

用细胞学－ＨＰＶ检测—阴道镜检查三阶梯筛查方案对２００例
ＴＣＴ诊断异常（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的患者进行检测，探究联合应
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在不同ＣＩＮ分级诊断中的表达情况
及其与宫颈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经我院妇科门诊 ＴＣＴ（液
基薄层细胞）筛查［７］诊断异常（ＡＳＣＵＳ及以上）的２００例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常规 ＨＥ染色病理诊断对其进行分组。其
中，１１２例患者为慢性宫颈炎组，４２例患者为 ＣＩＮⅠ级组，２０例
患者为ＣＩＮⅡ级组，１８例患者为ＣＩＮⅢ级组，８例患者为宫颈癌
组。所有患者均被告知本研究相关内容，并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且已经签署相关的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ＴＣＴ技术收集患者宫颈脱落细胞，分离提取分

泌物中的细胞ＤＮＡ，采用ＨＰＶ分型检测试剂盒（ＰＣＲ＋膜杂交
法）［凯普（Ｈｙｂｒｉｍａｘ）公司］对细胞 ＤＮＡ进行聚合酶链反应
（ＰＣＲ）扩增以及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同时检测患者脱落细
胞中的ＨＰＶ亚型。其次，将患者病理组织制成石蜡切片脱蜡进
水，浸入乙二胺四乙酸二钠（ＥＤＴＡ）的修复液，于高档微波
１２ｍｉｎ使抗原热修复。为了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于室
温滴加１００μＬ过氧化氢，孵育１０ｍｉｎ。滴加１００μＬ一抗（抗稀释
度Ｐ１６１∶１００，Ｋｉ６７１∶５０），于室温孵育 ９０ｍｉｎ。滴加 １００μＬ
ＰＶ６０００二抗，孵育２０ｍｉｎ。滴加新鲜配制的１００μＬ的 ＤＡＢ溶
液，于显微镜下观察显色［２］。采用 ＰＢＳ代替一抗作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采用明确表达Ｐ１６和Ｋｉ６７的宫颈癌组织。
１３　评价指标

评价指标包括以下３项诊断标准：①细胞学诊断标准［８］：

阴性表现为ＴＢＳ诊断系统报告正常范围内或炎症，阳性表现为
未明确意义的 ＡＳＣＵＳ、不典型腺细胞（ＡＳＣＨ）及以上级别病
变。②ＨＰＶ分型检测判读标准：高危型（ＨＰＨＰＶ）包括 ＨＰＶ
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３５、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４５、ＨＰＶ
５１、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９和ＨＰＶ６８等１３种亚型，其中单一
型感染可以划分为高危型（ＨＲＨＰＶ）和低危型（ＬＲＨＰＶ），混合
感染的ＨＲＨＰＶ感染中至少含有一种 ＨＲＨＰＶ，ＬＲＨＰＶ感染
则全部为ＬＲＨＰＶ。③ＣＩＮ分级诊断标准：病理组织切片由２位
病理科医师单独进行阅片并对 ＣＩＮ做出免疫组化分级诊断。
阳性信号表示 Ｐ１６在胞核和胞浆中都有表达，而 Ｋｉ６７仅在细
胞核表达。根据Ｐ１６和Ｋｉ６７的表达强度和分布对阳性结果进
行半定量评分：（）表示Ｐ１６不表达，仅胞浆染色或局灶表达阳
性，Ｋｉ６７不表达或仅基底或基底旁表达；（＋）表示染色位于基
底及基底旁细胞；（＋＋）表示染色位于基底下１／３内的细胞；
（＋＋＋）表示染色位于超过基底下 １／３而不足 ２／３的细胞；
（＋＋＋＋）表示染色位于超过基底下２／３的全层细胞。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研究涉及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行χ２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或（Ｍ±ＱＲ）表示并行ｔ检验，多组
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等级资料的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５组患者Ｐ１６的表达结果

慢性宫颈炎组、ＣＩＮⅠ组、ＣＩＮⅡ组、ＣＩＮⅢ组和宫颈癌组中，
Ｐ１６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０％（０／１１２）、７１４％（３０／４２）、
１０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１８／１８）、１０００％（８／８），且随着宫颈
ＣＩＮ病变程度越高，Ｐ１６表达的阳性程度越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１５６０１２，Ｐ＜０００１）。由相关性分析可以得出，Ｐ１６
阳性表达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为０８４６（Ｐ＜０００１），且 Ｐ１６
表达的阳性程度对ＣＩＮ病变的分级诊断的灵敏度为８６４％，特
异度为１０００％，准确度为９４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５组患者Ｋｉ６７的表达结果

５组患者 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率分别为 ０（０／１１２）、７６２％
（３２／４２）、１０００％（２０／２０）、１０００％（１８／１８）、１０００％（８／８），且
随着宫颈ＣＩＮ病变程度越高，Ｋｉ６７表达的阳性程度越高，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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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５２７２７，Ｐ＜０００１）。由相关性分析可
知，Ｋｉ６７阳性表达的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系数为 ０７３２（Ｐ＜
０００１），且Ｐ１６表达的阳性程度对ＣＩＮ病变的分级诊断的灵敏

度为８５２％，特异度为１０００％，准确度为９３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１　５组患者宫颈病变中Ｐ１６表达比较（ｎ）

　　组别 病例数  ＋ ＋＋ ＋＋＋ ＋＋＋＋ χ２值 Ｐ值

慢性宫颈炎组 １１２ １１２ ０ ０ ０ ０

ＣＩＮＩ组 ４２ １２ １４ １６ ０ ０

ＣＩＮＩＩ组 ２０ ０ ２ １５ ３ ０ １５６０１２ ＜０００１

ＣＩＮＩＩＩ组 １８ ０ ０ １ １６ １

宫颈癌组 ８ ０ ０ ０ ０ ８

表２　５组患者宫颈病变中Ｋｉ６７表达比较（ｎ）

　　组别 病例数  ＋ ＋＋ ＋＋＋ ＋＋＋＋ χ２值 Ｐ值

慢性宫颈炎组 １１２ ４０ ７２ ０ ０ ０

ＣＩＮＩ组 ４２ １０ ２０ １２ ０ ０

ＣＩＮＩＩ组 ２０ ０ ３ ７ １０ ０ １５２７２７ ＜０００１

ＣＩＮＩＩＩ组 １８ ０ ０ ２ ９ ７

宫颈癌组 ８ ０ ０ ０ １ ７

２３　联合应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半定量评分及对常规ＨＥ染
色ＣＩＮ分级诊断的比较结果
　　５组患者Ｐ１６和Ｋｉ６７免疫组化半定量评分结果详见表３。
与常规ＨＥ染色诊断各组分级比较，慢性宫颈炎组患者２种免
疫组化诊断的一致率为１０００％（１１２／１１２），ＣＩＮ组患者的诊断
一致率为 ９７５％（７８／８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８５１３，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　Ｐ１６与ＨＰＶ感染的关系

Ｐ１６呈阴性表达时 ＨＰＶ感染率为５７３％ （７１／１２４），＋为
７８６％（１１／１４），＋＋为８１５％（２２／２７），＋＋＋为８８０％（２２／
２５），＋＋＋＋为９００％（９／１０），这说明Ｐ１６表达的阳性程度越
高，ＨＰＶ感染的发生率越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ＨＰＶ各分型中以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６８和
高危混合型在Ｐ１６表达的阳性和阴性方面的比较，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２９５，５３２７，８８０７，１３８３１，１７２７３，
１１４８９，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４组患者Ｐ１６和Ｋｉ６７免疫组化半定量评分

　　组别 病例数 Ｐ１６ Ｋｉ６７ 病例数 百分比（％）

慢性宫颈炎组 １１２   ４０ ３５７

 ＋ ７２ ６４３

ＣＩＮＩ组 ４２  ＋＋ １２ ２８６

＋ ＋ １４ ３３３

＋＋  １０ ２３８

＋＋ ＋ ６ １４３

ＣＩＮＩＩ组 ２０ ＋ ＋＋＋ ２ １００

＋＋ ＋＋ ７ ３５０

＋＋ ＋＋＋ ８ ４００

＋＋＋ ＋ ３ １５０

ＣＩＮⅢ组 １８ ＋＋ ＋＋＋＋ １ ５６

＋＋＋ ＋＋ １ ５６

＋＋＋ ＋＋＋ ９ ５００

＋＋＋ ＋＋＋＋ ６ ３３３

＋＋＋＋ ＋＋ １ ５６

表４　４组患者Ｐ１６和Ｋｉ６７半定量评分分级诊断与常规ＨＥ分级诊断的一致情况［ｎ（％）］

常规ＨＥ染色 例数
联合应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

宫颈慢性炎症 ＣＩＮＩ ＣＩＮＩＩ ＣＩＮＩＩＩ
χ２值 Ｐ值

慢性宫颈炎组 １１２ １１２（１０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ＣＩＮＩ组 ４２ 　２（４８） ３９（９２９） １（２４） ０（０）

ＣＩＮＩＩ组 ２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１０００） ０（０）

ＣＩＮＩＩＩ组 １８ 　０（０） ０（０） ２（１１１） １６（８８９）

７８５１３ ＜０００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９７　　　·

表５　２００例患者Ｐ１６表达的阳性程度与ＨＰＶ分型（ｎ）

ＨＰＶ类型


（ｎ＝１２４）
＋

（ｎ＝１４）
＋＋

（ｎ＝２７）
＋＋＋
（ｎ＝２５）

＋＋＋＋
（ｎ＝１０）

χ２值 Ｐ值

１６ ２６ ２ ６ １２ ６ ４２９５ ００３８

５８ ６ ０ ３ ３ ０ ５３２７ ００２１

１８ １ ０ ２ １ ０ １３８３１ ＜０００１

５２ ３ １ ２ １ ０ ８８０７ ０００３

３９ ５ １ ０ ０ ０ ０９３３ ０３３４

３３ ３ １ ０ ０ ０ ０５６８ ０４５１

３１ ５ １ ２ ０ １ １３７５ ０２４１

５１ ３ ０ １ ０ ０ ０４２６ ０５１４

５３ ２ ２ ０ ０ ０ ０３１８ ０１１２

６８ ２ ０ ０ ０ ０ １７２７３ ０００７

高危型／混合感染 １４ ３ ７ ５ ２ １１４８９ ＜０００１

低危型／单一感染 １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５５ ０８１５

#

　讨论
宫颈癌是目前临床上唯一一种已经明确病因的恶性肿

瘤［９］。近年来，Ｆｕｊｉｉ等［１０］学者提出了通过对宫颈脱落细胞进

行筛查和阴道镜活检等方法，有效提高了宫颈癌诊断的准确

性。宫颈上皮内瘤变作为与宫颈癌密切相关的一组癌前病变，

通过对宫颈癌前病变的有效筛查，对 ＣＩＮ尽早诊断和有效治
疗，可以明显减少宫颈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关研究报道，

宫颈癌患者宫颈脱落细胞中的Ｐ１６和Ｋｉ６７等因子在癌症不同
发展阶段中的表达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检测患者宫

颈脱落细胞Ｐ１６和 Ｋｉ６７的表达程度，对宫颈癌的诊断和 ＣＩＮ
分级具有非常重要的临床价值［１１］。

Ｐ１６因子是一种定位于染色体９ｐ２１的抑制蛋白，其生物效
应极为广泛，具有强有力的细胞增殖的活性，能够阻止抑癌基

因视网膜母细胞瘤基因（ｐＲＢ）磷酸化，从而抑制ＤＮＡ合成和细
胞周期的进展。因此，Ｐ１６因子在机体组成抑癌机制的过程中
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在宫颈脱落细胞中的表达程度被多数

学者认为是反映宫颈癌 ＣＩＮ分级最敏感的指标。已有大量实
验资料表明，早期宫颈脱落细胞中的异常表达与多种原发性肿

瘤密切相关。近年来又有报道称，Ｐ１６因子在宫颈癌和高级别
上皮内瘤变中出现过表达的现象。因此，通过检测宫颈上皮脱

落细胞中Ｐ１６因子的表达，还有助于提示ＨＰＶ感染并帮助临床
上鉴别ＣＩＮ的分级诊断［１２］。Ｋｉ６７是一种存在于除 Ｇ０期以外
的所有细胞周期阶段中的对癌症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的

细胞表达因子，是检测肿瘤细胞增殖活性最可靠的指标。有关

研究报道，Ｋｉ６７在正常宫颈慢性炎组织、低级别 ＣＩＮ宫颈组
织、高级别ＣＩＮ宫颈组织和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程度具有明显
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肿瘤的生物学发展和肿瘤细胞

的增殖活性，有效指导临床对肿瘤的治疗和预后［１３］。

本研究联合应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对宫颈病变进行
病理诊断分级并对比常规 ＨＥ染色病理诊断，结果显示，伴随
ＣＩＮ病变程度越高，Ｐ１６和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程度呈逐渐上升趋
势，即Ｐ１６和 Ｋｉ６７的阳性表达强度越高，ＣＩＮ等级越重，其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０１），且联合应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
组化染色对比常规ＨＥ染色对宫颈慢性炎患者的诊断一致率为
１０００％，对宫颈 ＣＩＮ患者的分级诊断一致率为９５５％。联合
应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对宫颈上皮内瘤变级别的预测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可以应用于 ＣＩＮ病变分级的筛查或辅助
诊断。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是一种小分子环状、双链 ＤＮＡ病
毒，对人体皮肤粘膜等具有高度亲嗜性，其传播途径包括性接

触传播、间接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目前已经确定的ＨＰＶ基因
型总共有１２０余种，其中有４０余种 ＨＰＶ亚型与人体生殖系统
病变有关。根据各ＨＰＶ亚型致病能力的高低可以将其分为低
危型、中高危型以及高危型３种类型。临床案例研究结果显示，
高危混合型ＨＰＶ亚型具有极高的恶变倾向，是导致宫颈癌的主
要原因之一［１４１５］。本研究中２００例 ＴＣＴ诊断异常的患者宫颈
脱落细胞样本中，ＨＰＶ阳性检出例数为１３５例，阳性检出率为
６７５％，且 ＨＰＶ感染率随着 Ｐ１６表达强度升高而增加。其中，
Ｐ１６表达阳性和阴性的患者中以 ＨＰＶ１６型、ＨＰＶ５８型、ＨＰＶ
５２型、ＨＰＶ１８型、ＨＰＶ６８型和高危混合型为主，其感染率的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这说明宫颈病变患者
ＨＰＶ的感染亚型与Ｐ１６因子的表达程度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且
ＨＰＶ主要基因型别为 １６、５８、５２、１８、６８和高危混合型最为
常见［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ＣＩＮ级别越高，Ｐ１６、Ｋｉ６７因子表达越强烈，占比
越高。因此，联合应用 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能够客观反映
宫颈ＣＩＮ患者的病变分级诊断，可以显著提高对宫颈癌癌前诊
断的敏感度，这提示细胞表达因子的检查在 ＣＩＮ诊断和筛查方
面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中 ＨＰＶ感染的主要型别为 ＨＰＶ１６
型、ＨＰＶ５８型、ＨＰＶ５２型、ＨＰＶ１８型、ＨＰＶ６８型和高危混合
型，临床上应当重视对此类型别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Ｐ１６检
测与宫颈ＣＩＮ病变合并ＨＰＶ感染患者的预后和转归具有一定
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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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ｗｉｔｈ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ｓｆｏｒＰ１６／Ｋｉ６７ｄｏｅｓｎｏｔ
ｅｘｃｌｕｄｅ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ａ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
ＶｉｒｃｈｏｗｓＡｒｃｈ，２０１３，４６３（５）：６８９６９６．

［１５］　ＣｈａｎｇＭＳ，ＯｈＳ，ＪｕｎｇＥＪ，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ｌｏａｄ
ａｎｄ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ＡＰ
ＭＩＳ，２０１４，１２２（５）：４２７４３６．

［１６］　ＧｅｎａｚｚａｎｉＡＲ，ＳｃｈｍｅｌｔｅｒＴ，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ｓＭ，ｅｔａｌ．Ｏｎｅｙｅａｒ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０２５ｍｇｄｒｏ
ｓｐｉｒｅｎｏｎｅ／０．５ｍｇ１７β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ｉｎ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Ｃｌｉｍａｃｔｅｒ
ｉｃ，２０１３，１６（４）：４９０４９８．

［１７］　ｄｅＭｅｌｏＦＬ，ＬａｎｃｅｌｌｏｔｔｉＣＬ，ｄａＳＭ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１６ａｎｄＫｉ６７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ＲｅｖＢｒａｓＧｉ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６，
３８（２）：８２８７．

［１８］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Ａ，ＲａｋｏｚｙＣ，ＳｔｏｌｔｅＣ，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ＩＴＯＭ
（）ｖｉｄｅｏ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ｐａｔｈｏｇｎｏｍｏｎｉｃｇｒａｄ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ｒｃｈ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５，２９２（６）：１３６１１３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５）

【基金项目】秦皇岛市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１６０２Ａ１００）
【第一作者简介】李相会（１９７３—），女，副主任检验技师，主要从事微生物检验工作
Δ【通讯作者】吴红丽，（１９７４—），女，副主任检验技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５１２３０２７６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２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ＰＣＲ方法筛查无乳链球菌及预防性治疗的效果分析
李相会　孙玲　吴红丽△　孙健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ＰＣＲ方法对妊娠晚期妇女进行无乳链球菌筛查效果，并对无乳链球菌阳性病例
进行跟踪，了解其预防性治疗效果。方法：对９９８例妊娠晚期妇女阴道直肠标本进行 ＰＣＲ方法和显色培养
法两种检测，比较两种方法间差异。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间无乳链球菌阳性患者５６３例，追踪
调查直至分娩，统计经过预防性治疗后观察新生儿感染情况。统计２５例新生儿感染 ＧＢＳ患者中母亲筛查
与未筛查者比例。结果：在９９８例标本中ＰＣＲ方法检测出阳性标本８７例，阳性检出率为８７０

!

，显色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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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出阳性标本６１例，阳性检出率为６１０
!

，ＰＣＲ方法的阳性检出率高于显色培养法。经过追踪调查，
发现在５６３例阳性标本中，进过产程过程中进行预防性治疗，新生儿被无乳链球菌感染的病例为１例，感染
率为０１７

!

。在２５例新生儿感染ＧＢＳ病例中，仅有一例为母亲有ＧＢＳ感染史，其余母亲均未做过ＧＢＳ筛
查。结论：经ＰＣＲ方法进行无乳链球菌筛查，阳性检出率明显高于显色培养法，通过筛查后对阳性病例进行
预防性治疗，大大减低了无乳链球菌的对新生儿的致病率。所以使用ＰＣＲ方法进行无乳链球菌筛查具有重
要意义。

【关键词】　 无乳链球菌；ＰＣＲ技术，阳性检出率，新生儿感染。

ＰＣ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
Ｘｉａｎｇｈｕｉ，ＳＵＮＬｉｎｇ，ＷＵＨｏｎｇｌｉ△，ＳＵＮＪｉａｎ．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ｖｉ
ｓｉｏｎ，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０６６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ＣＲｍｅｔｈｏｄｏｎ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ｉｎ
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ｔｏｔｒａｃｋ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ａｎｄｔｏｆｉｎｄｏｕｔｉｔｓ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ｗｏｈｕｎｄｒｅｄａｎｄｎｉｎｅｔｙｅｉｇｈ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ｒｅｃｔａｌ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ｆｒｏｍｗｏｍｅｎｏｆｔｈｉｒｄｔｒｉｍ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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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ＰＣＲｉｎ９９８ｓａｍｐｌ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７％．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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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ｎ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ｄＧＢ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ｂｙＰＣＲ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ｌｏｒ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ａｆｔ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ｅａ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ｏｆｔｈｅｎｅｗｂｏｒｎｃａｕｓ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ＰＣＲｆｏｒ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ＰＣ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Ｂ族链球菌（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亦称无乳链球菌，简称
ＧＢＳ，是孕产妇生殖道感染的重要致病菌。该菌定居于妇女生殖
道，故导致新生儿感染，是新生儿菌血症和脑膜炎的常见菌，早发

型新生儿感染多发病于出生后 ２４ｈ，占新生儿 ＧＢＳ感染的
７５００％，出生后６ｈ发病者占５０００％，以肺炎和败血症为主，可
合并脑膜炎。晚发型多发病于产后７天～３个月内，以脑膜炎和
菌血症为主。母婴垂直传播是其主要传播途径。美国妇产科协

会（ＡＣＯＧ）、美国儿科协会（ＡＡＰ）建议对孕３５周～３７周孕妇进
行ＧＢＳ产前检测，可有效降低新生儿早期败血症感染率，ＧＢＳ早
已被西方国家列为围生期感染的首要病原菌之一。美国疾病控

制中心的统计显示，约３００％的孕妇感染 ＧＢＳ，其中４０００％ ～
７０００％发生垂直传播，带菌的婴儿中约１００％～３００％早期出
现侵入性感染，其中５０％会致死〔１〕。因此对于有效地检测无乳

链球菌关系到孕产妇及胎儿、新生儿的健康。鉴于无乳链球菌的

危害，目前我国许多地区也已经将ＧＢＳ作为产前筛查项目。随
着对ＧＢＳ的关注，科技的不断进步，对于ＧＢＳ检测的技术也有了
新的进展，荧光 ＰＣＲ技术进行 ＧＢＳ检测就是这一技术的创新。
荧光定量ＰＣＲ为ＧＢＳ的快速诊断以及更加准确有效地对孕晚期
妇女使用抗菌药物预防ＧＢＳ感染提供了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１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秦皇岛市

妇幼保健院定期产前检查并拟在本院分娩的孕妇９９８例。孕妇
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１岁，年龄（２７８０±３７５）岁；孕周范围３５周
～３７周。采集孕妇阴道下１／３阴道壁粘膜分泌物及直肠隐窝
处拭子，同时采集两份标本，放入无菌管内立即送检，进行 ＰＣＲ
方法和显色培养法两种检测，记录检验结果。

１１２　选取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筛查出
阳性标本 ５６９例，进行追踪调查直至分娩，记录新生儿感染
情况。

１２　仪器与试剂
该实验所用培养皿为安图公司生产羊血营养琼脂平板和

ＧＢＳ显色平板，标准菌株为金黄色葡萄球菌ＡＣＴＴ２９２１３，所用仪
器为ＢＤ公司生产的 ＰＨＯＮＥＸ１０００，所用培养肉汤及鉴定板均
为原装进口配套试剂。ＰＣＲ方法检测所用仪器为美国安捷伦
Ｍｘ３０００Ｐ，所用试剂为博尔城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Ｂ族链球菌
（ＧＢＳ）核酸检测试剂盒。每天进行仪器维护及保养，每批试剂
使用前均需质检合格，每日质控合格方可报告结果。每年参加

河北省质控及卫生部质控，成绩优秀。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取材和检查方法　首先除去陈旧的阴道分泌物，用一次
性无菌拭子取阴道下１／３阴道壁粘膜分泌物及直肠隐窝处联合
拭子，同时采集两份标本，放入无菌管内立即送检。一份标本

接种于羊血营养琼脂平板和ＧＢＳ显色平板上置３７℃、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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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ＣＯ２培养箱内温育 １８ｈ～２４ｈ后，观察平板上菌落特
点。选取可疑菌落进行鉴定试验，鉴定试验包括触酶试验、杆

菌肽试验、ＣＡＭＰ试验。鉴定实验与 ＧＢＳ相符者，第二日挑取
分纯后单个菌落进行上机鉴定及药敏试验，检测出ＧＢＳ者为阳
性。另一份标本进行 ＰＣＲ方法检测，依照试剂说明书严格操
作，若样本Ｃｔ值≤３８０，且扩增曲线为 Ｓ形曲线，判定为阴性，
若样本３８０＜Ｃｔ≤４５０，则重复测试，如结果仍为３８０＜Ｃｔ≤
４５０，则判断为阳性，若内参照通信信号正常，而 Ｃｔ值不显示，
则判断为阴性。

１３２　追踪调查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筛查出
ＧＢＳ阳性孕妇５６９名进过追踪调查，其中有５６３名在秦皇岛市
妇幼保健院进行分娩，产程过程中进行预防性治疗，通过对新

生儿感染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纪录感染情况。同时对２０１５年
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我院新生儿科收住的新生儿感染ＧＢＳ病例
２５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感染患儿的母亲在妊娠３５周 ～３７周进
行ＧＢＳ筛查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方法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配对资料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种检测结果测出的阳性率

在检测的９９８例样本中通过显色培养法检测出阳性标本为
６１例，阳性率为６１％（６１／９９８），ＰＣＲ方法检测出阳性标本８４
例，阳性率为 ８４０％（８４／９９８），两种方法同时检出阳性率为
５９０％（５９／９９８），两种方法同时检出阴性率为 ９１３０％（９１２／
９９８）。两种方法检测ＧＢＳ的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显色培养法和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检测无乳链球菌结果比较

方法 总数
阳性

标本数

阴性

标本数

阳性率

（％）
χ２值 Ｐ值

显色培养 ９９８ ６１ ９３７ ６１

ＰＣＲ法　 ９９８ ８４ ９１４ ８４ １７９ ＜００５

２２　追踪调查结果
在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分娩的阳性孕妇共５６３例，通

过追踪调查，在产程过程中进行了预防性治疗后，其中引起新

生儿感染一例，所占比例为０１７％。在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我院新生儿科收住的新生儿感染 ＧＢＳ病例２５例，其中有
１例为母亲筛查是为ＧＢＳ感染，经过预防性治疗后新生儿仍被
感染，而其余２４例ＧＢＳ感染患儿其母亲均无ＧＢＳ筛查记录，由
此可见进行ＧＢＳ筛查后，对其采取预防性感染措施，科明显减
低新生儿的ＧＢＳ感染风险。
#

　讨论
许多女性阴道正常定植无乳链球菌。对于妊娠女性，该菌

可感染羊水，从而导致新生儿脓毒症、肺炎、脑膜炎〔２〕。新生儿

早发型感染主要引起肺炎和败血症，是新生儿死亡的主要原因

之一。而晚发型感染主要引起脑膜炎，可导致严重的神经系统

后遗症及听力丧失等不可逆损害。为了能够准确了解检测妊

娠妇女携带ＧＢＳ的带菌情况，必须具有准确的检测结果，因此

选择可靠的检测方法非常重要。该研究通过对比两种检测方

法，在９９８例妊娠妇女中，荧光定量ＰＣＲ、显色培养法、两种方法
检出ＧＢＳ阳性率分别为８４％（６１／９９８）、６１％（８４／９９８），荧光
定量ＰＣＲ法比显色培养法的阳性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由于阴道分泌物中含有很多的正常菌群，虽然 ＧＢＳ显色平板中
添加了人工合成的特异性的酶底物，经 ＧＢＳ的酶解作用释放出
显色原而显色，ＧＢＳ在该培养基上生长菌落为红色或紫红色，
并且该培养基也具有一定抑制其他细菌生长的作用，从而提高

了无乳链球菌的检出率。然而，显色培养基也并非特异性培养

基，一些葡萄类细菌对其有一定的干扰作用，当有些菌落为变

异菌时，非常容易漏检。ＰＣＲ方法采用聚合酶链式扩增及荧光
标记探针，检测标本中 ＧＢＳ特定基因（ＣＡＭＰ），从而判断 ＧＢＳ
的存在。ＰＣＲ方法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标本送检要求
相对没有培养法严格，报告时间快等优点。在对于 ＧＢＳ的检测
时，阳性率高于显色培养法。在该研究中荧光定量ＰＣＲ阳性检
出率与其它文献报道相一致甚至高于某些报道［３７］，能够为临

床提供精准的检验结果，有效地指导临床更好的对产妇和新生

儿尽早采取保护措施尤为重要能够及时、准确的筛查出无乳链

球菌，起到早发现，早预防，避免在生产过程中无乳链球菌对产

妇及婴儿造成危害。并且通过对５６３阳性病例的追踪调查发
现，在产程过程中进行了预防性治疗后，其中引起新生儿感染

一例，所占比例为 ０１７％。而相关流行病学研究［８］显示，有

１０％～３０％的孕妇伴有ＧＢＳ感染情况，而其中有４０％～７０％的
孕妇在分娩过程中会将 ＧＢＳ传递给新生儿［９１０］。所以该研究

显示通过对阳性标本预防性治疗后，新生儿感染的机率明显下

降。并且在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我院新生儿科收住的
新生儿感染ＧＢＳ病例２５例中，仅有１例为母亲筛查是为 ＧＢＳ
感染，经过预防性治疗后新生儿仍被感染，其余２４例ＧＢＳ感染
患儿查看母亲病例均无 ＧＢＳ筛查记录，由此可见，进行 ＧＢＳ筛
查后新生儿感染ＧＢＳ的机率远远小于未筛查者。因此，选择高
效准确的检测方法，对阳性病例进行与预防性治疗，可大大减

低新生儿感染率，降低新生儿的致残率及病死率。

参 考 文 献

［１］　宋丹，张亚昱，梅花．Ｂ族链球菌感染与早产儿相关性研究进展．
临床儿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３（１２）：１０６５１０６７

［２］　王辉，任健康，王明贵．临床微生物学检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１５：３４８３４８．

［３］　王丽，叶巍．实时荧光ＰＣＲ技术和细菌培养法检测妊娠晚期孕妇
定．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６）：２２２０２２２１．

［４］　鲁炳怀，李雪清，时琰丽．４７７例孕晚期妇女宫颈分泌物携带细菌
的分布和耐药分析．临床检验杂志，２０１１，２９（２）：１５５１５６．

［５］　陈慧慧，范建霞，陆庭嫣，等．孕妇Ｂ族溶血性链球菌感染对母婴
的影响．上海医学，２００９，３２（２）：１２８１３０．

［６］　何国才，白清，李高，等．桂林地区孕晚期孕妇Ｂ族链球菌检测及
药敏分析．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３４（１５）：２００６２００７．

［７］　孙丹华，王李利，张磊，等．妊娠３５～３７周孕妇 Ｂ族链球菌与妊
娠结局．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３，１４（４）：３１２３１４．

［８］　ＥｇｌｅＢ，ＡｒｎｏｌｄａｓＢ，ＲａｓａＴ，ｅ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ｎｄ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ｉｎｌｉｔｈｕａｎｉａ．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２，１１７（１）：６９６９．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１０１　　·

［９］　ＲａｙｍｏｎｄＪ，ＡｒｍｅｎｇａｕｄＪＢ，ＬａｍｂｅＣ，ｅｔａｌ．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ｖｉ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３，２６（１０）：９６３９６３．

［１０］　章小敏，叶爱菊，罗良剑，等．ＩＣＵ细菌耐药性与抗菌药物使用强

度的相关性研究．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１０）：
２４４２２４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１７）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３Ｍ５４２４９８）
【第一作者简介】王巧娥（１９６８—），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及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许海（１９７２—），女，副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１３２１６６４１３０＠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湖北孝感地区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现状调查
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巧娥１　胡小刚２　许海３Δ

１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２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３湖北中医药大学黄家湖医院妇科，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调查湖北孝感地区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现状，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为临床预防和
控制下生殖道感染提供参考。方法：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湖北孝感地区３６５名育龄期女性为调
查对象，均由专业医务人员进行生殖道健康检查，并采用自制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健康调查问卷进行调查。

统计下生殖道感染发生例数，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对可能导致感染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并根据分析结果制定合理预防措施。结果：本次调查对象３６５名育龄期女性，发生下生殖道感染１２４例，感
染发生率为３４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无人工流产史、性伴数、平均月工资、经期有无性交、月经情
况、更换内裤时间、有无坐浴、经期有无使用不洁卫生用品等因素，感染构成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感染发生的因素按照危险程度依次为：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ＯＲ＝
７１６４）、经期有性交（ＯＲ＝６１８１）、平均月工资 ＜３０００元（ＯＲ＝６１２４）、有人工流产史（ＯＲ＝５８９３）、月经
不规律（ＯＲ＝５２４６）、更换内裤时间为 ４～６天（ＯＲ＝４８２４）、性伴数≥２个（ＯＲ＝３８５２）、坐浴（ＯＲ＝
２９８４）。结论：导致湖北孝感地区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的因素较多，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经期性
交、平均月工资＜３０００元等均是导致感染的危险因素，临床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科学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　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现状调查；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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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ｓ，Ｘｉａｏｇａｎ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ｏｇａｎ４３２１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ｈ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ｌｏｗｅｒ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ｉｎＸｉａｏｇ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Ｈｕｂｅｉ，ａｎ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ｌｏｗｅｒ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３６５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ｉｎＸｉａｏｇ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Ｈｕｂｅｉ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
ｉｍｐｌ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ａｆｆ，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ｆｏｒｗｏｍｅｎ
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ｏｗｅｒ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ｉｇｕｒｅｄ，ａｎ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ｍａｙｃａｕｓ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ＳＰＳＳ１８．０．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ｄ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３６５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ｏｆ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１２４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ｏｆｌｏｗｅｒ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３４．０％．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ｃｈａ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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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ａｇｅ，ｗｈｅｔｈ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ｎｏｔ，ｍｅｎ
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ａｒ，ｂａｔｈ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ｕｎｃｌｅａｎ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０．０５）．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ｕｓｅｏｆｕｎｃｌｅａｎ
ｓａｎｉｔａｒ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ＯＲ＝７．１６４），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ｄｕｒｉｎｇ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６．１８１），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ａｇｅｏｆ
＄３０００（ＯＲ＝６．１２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ＯＲ＝５．８９３），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５．２４６），ｔｉｍｅ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ｗｅａｒ４～６ｄａｙｓ（ＯＲ＝４．８２４），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ｒｅｑｕａｌｔｏ２（ＯＲ＝３．８５２），
ａｎｄｂａｔｈ（ＯＲ＝２．９８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ｒｉｓｋｉｎｔｕｒｎ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ｉｎＸｉａｏｇａ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Ｈｕｂｅｉ．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ｕｓｅｏｆｕｎｃｌｅａｎ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ｉｎ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ｍｏｎｔｈｌｙｗａｇｅｏｆ３０００
ｙｕａｎｅｔｃ，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ｈｏｕ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Ｌｏｗｅｒ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下生殖道感染属于临床常见妇科疾病，其发病率呈上升趋
势，治疗不及时可以引起盆腔炎、异位妊娠等，孕期感染可以导

致新生儿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严重影响育龄期女性生活质

量，因而明确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因素对于降低感染

发生率具有重要意义［１２］。本研究通过对湖北孝感地区育龄期

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状况的调查，明确导致感染的发生因素，以

期为临床制定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
湖北孝感地区３６５名育龄期女性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①
年龄２０岁～５０岁；②湖北孝感地区常住居民；③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调查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严重心、
肝、肾功能异常者；②正在接受下生殖道感染治疗者。
１２　调查内容

由经过统一培训的医务人员作为调查员，采用自制育龄期

女性下生殖道健康调查问卷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生育史、职业、经济收入等。同时，还有生

殖保健、孕产期保健相关知识。本次调查涉及敏感话题，因而

采用匿名形式收集问卷。所有调查对象均进行各项妇科检查，

如宫颈刮片、盆腔Ｂ超、阴道清洁度，还有念珠菌、线索细胞、滴
虫以及淋球菌等检查。由于生殖保健属于隐私话题，因而采用

匿名调查形式，并由调查员与调查对象进行面对面沟通来收集

资料。

１３　方法
本研究拟先对育龄期女性发生下生殖道感染例数进行调

查，并对可能影响感染的因素和感染率进行统计，最后利用统

计学软件，获取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影响因素。

１３１　女性下生殖道感染诊断标准　参照《妇产科学》［３］中关
于生殖道感染诊断标准：①外阴瘙痒；②尿频、尿急或尿痛；③
异味分泌物流出；④性交时腹痛或阴道痛；⑤与月经无关的经
常性下腹疼痛；⑥有黄色或绿色分泌物流出。
１３２　可能影响因素确定　通过查阅文献，并结合临床经验，
确定可能影响因素，其具体量化与赋值详见表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分析所得数据，计数资料均用例和百分
率（％）描述，单因素采用描述性分析，多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
回归分析模型确定，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可能影响因素量化与赋值

　　可能影响因素 变量名 　　　量化和赋值

年龄 Ｘ１ ≤４０岁＝１，＞４０岁＝０

文化程度 Ｘ２ ≥专科＝１，＜专科＝０

婚姻状况 Ｘ３ 未婚＝１，已婚＝０

妊娠史 Ｘ４ 有＝１，无＝０

生育史 Ｘ５ 有＝０，无＝１

人工流产史 Ｘ６ 有＝０，无＝１

性伴数 Ｘ７ ≥２个＝１，＜２个＝０

安全套使用情况 Ｘ８ 使用＝１，未使用＝０

平均月工资 Ｘ９ ≥３０００元＝１，＜３０００元＝０

经期性交 Ｘ１０ 有＝１，无＝０

职业 Ｘ１１ 脑力劳动＝１，体力劳动＝０

月经情况 Ｘ１２ 规律＝１，不规律＝０

更换内裤时间 Ｘ１３ ２～３天＝１，４～６天＝０

坐浴 Ｘ１４ 有＝１，无＝０

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 Ｘ１５ 有＝１，无＝０

"

　结果
２１　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对象共有３６５名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
１２４例，感染发生率为 ３４０％；其中混合感染 ３５例，占比
２８２％。病原体共分离 ２８２株，其中革兰阳性菌 ７９株，占比
２８０％；解脲脲原体７６株，占比２７０％；革兰阴性菌６１株，占比
２１６％；真菌 ３５株，占比 １２４％；沙眼衣原体 ２２株，占比
７８％；滴虫９株，占比３２％。
２２　影响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人工流产史、性伴数≥２个、平均
月工资＜３０００元、经期有性交、月经不规律、更换内裤时间为４
～６天、坐浴、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等因素患者中，下生殖道
感染发生率显著高于无人工流产史、性伴数 ＜２个、平均月工资
≥３０００元、经期无性交、月经规律、更换内裤时间为２～３天、无
坐浴、经期未使用不洁卫生用品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影响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影响感染发生的因素按照危险程度

依次为：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ＯＲ＝７１６４）、经期有性交（ＯＲ
＝６１８１）、平均工资 ＜３０００元（ＯＲ＝６１２４）、有人工流产史
（ＯＲ＝５８９３）、月经不规律（ＯＲ＝５２４６）、更换内裤时间为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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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天（ＯＲ＝４８２４）、性伴数≥２个（ＯＲ＝３８５２）、坐浴（ＯＲ＝ ２９８４）。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影响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单因素分析

　　可能影响因素 　选项 调查人数（例） 发生人数（例） 构成比（％）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４０岁 ２４１ ８２ ３４０

＞４０岁 １２４ ４２ ３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７

文化程度 ≥专科 ２１３ ７６ ３５７

＜专科 １５２ ４８ ３１６ ０６６５ ０４１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１４４ ５３ ３６８

已婚 ２２１ ７１ ３２１ ０８５１ ０３５６

妊娠史 有 ２５３ ９２ ３６４

无 １１２ ３２ ２８６ ２１０１ ０１４７

生育史 有 ２０５ ６９ ３３７

无 １６０ ５５ ３４４ ００２１ ０８８６

人工流产史 有 ２５９ １０４ ４０２

无 １０６ ２０ １８９ １５１９４ ００００

性伴数 ≥２个 １５３ ６６ ４３１

＜２个 ２１２ ５８ ２７４ ９８６３ ０００２

安全套使用情况 使用 ２３７ ８１ ３４２

未使用 １２８ ４３ ３３６ ００１３ ０９１１

平均月工资 ≥３０００元 ２１８ ５３ ２４３

＜３０００元 １４７ ７１ ４８３ ２２５２１ ００００

经期性交 有 １２６ ５５ ４３７

无 ２３９ ６９ ２８９ ８０３５ ０００５

职业 脑力劳动 ２６４ ８２ ３１１

体力劳动 １０１ ４２ ４１６ ０５０６ ０４７７

月经情况 规律 ２４６ ６７ ２７２

不规律 １１９ ５７ ４７９ １５２６６ ００００

更换内裤时间 ２～３天 １８４ ４５ ２４５

４～６天 １８１ ７９ ４３６ １４９７９ ００００

坐浴 有 １７３ ６８ ３９３

无 １９２ ５６ ２９２ ４１７１ ００４１

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 有 １８７ ７４ ３９６

无 １７８ ５０ ２８１ ５３６０ ００２１

表３　影响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的多因素分析

　　　 自变量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９５％ＣＩ）

有人工流产史 ０３５２ １３２８ ７１４３ ０００７ ５８９３（４１２８～６３４９）

性伴数≥２个 ０６５７ １５９４ ５５２８ ００１２ ３８５２（２１４６～４２６７）

平均月工资＜３０００元 ０４９１ ０９８６ ７６８５ ０００５ ６１２４（５２１７～７３２８）

经期有性交 ０５８３ １４７３ ８２１７ ０００１ ６１８１（５１８３～７３６９）

月经不规律 ０６４９ ０８３７ ６４９２ ０００９ ５２４６（４３５９～６１８３）

更换内裤时间为４～６天 ０２５７ ０６７５ ６１５７ ００１０ ４８２４（３２６７～５２１６）

坐浴 ０３５１ １８４９ ４３２８ ００１７ ２９８４（１５２７～３６２５）

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 ０６５４ １６２４ ８５６４ ００００ ７１６４（５２３１～８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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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下生殖道感染属于育龄期女性常见多发病，其中以盆腔

炎、阴道炎等为主，临床表现为白带异常、外阴瘙痒、下腹疼痛

等，该病发病率较高，部分女性出现混合感染，严重损害育龄期

女性身心健康［４］。明确下生殖道感染的影响因素，制定科学的

预防措施，对于降低感染发生率、提高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有关研究表明［５］，对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进行调查，

发现其感染率为３６９％。本研究结果显示，３６５名育龄期女性
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率为３４０％，与上述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这
提示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率较高，应当制定合理预防

措施以降低感染发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经期有性交、平

均月工资＜３０００元、有人工流产史、月经不规律、更换内裤时间
为４～６天、性伴数≥２个、坐浴等均是导致育龄期女性下生殖
道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这提示影响下生殖道感染的因素较

多，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合理预防措施。上述因素导致下生

殖道感染发生的原因总结如下：①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经
期性交、月经不规律：经期是子宫内膜脱落时期，有扩张的凝血

块和血窦，易于细菌滋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可以增加阴道

假丝酵母菌病，其能够长时间生存，对紫外线、日光均具有较强

抵抗力，处于经期时，女性阴部较为潮湿，再加上血液丰富，容

易滋生病原菌，增加慢性附件炎等患病几率［６７］。由于女性生

理结构较为特殊，在经期性交可以为病原菌滋生提供便利，增

加慢性附件炎等发生率［８９］。月经不规律，可以引起阴道不规

则出血，再加上不重视个人卫生，易于病原菌入侵和滋生，为感

染提供便利［１０］。②平均月工资 ＜３０００元：经济收入越低，用于
医疗保健资源越少，容易降低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度，同时对卫

生认知较少［１１１２］。有关研究表明［１３］，家庭月收入低于２０００元，
其生殖道感染发生率较高，且对健康知识知晓率较低，此与本

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此外，经济收入较低，承担医药费能力较

弱，可能严重影响遵医行为，导致感染发生率升高［１４］。③有人
工流产史：有关资料显示［１５］，流产是生殖道感染的危险因素。

推测原因是流产后宫颈口受到损伤，未能很好闭合，导致病原

菌入侵宫腔，进而引发感染。④更换内裤时间为４～６天、坐浴：
不经常换洗内裤，其表面容易滋生细菌，长期处于湿热状态，可

以为细菌提供有利生存条件。有关研究表明［１６］，不经常更换内

裤的育龄期女性，其发生下生殖道感染几率较高。坐浴容易使

外界病原菌侵入生殖道，增加感染几率［１７］。⑤性伴数≥２个：
有关资料显示［１８］，性伴数量越多，其发生生殖道感染几率越大，

此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感染可以通过性行为传播，性伴数

量过多，可以增加感染发生率。

综上所述，经期使用不洁卫生用品、经期性交、不经常换洗

内裤、性伴数量过多均是导致育龄期女性发生下生殖道感染的

危险因素，临床上应当根据具体原因制定科学合理的预防措

施，以降低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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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妇炎胶囊联合阿奇霉素对中老年盆腔炎性疾病的
临床疗效研究
杨眉１　李雪艳２Δ　邹余粮３　边步荣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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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榆林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陕西 榆林 ５３７０９９

【摘　要】　目的：研究康妇炎胶囊与阿奇霉素片联合用于治疗中老年盆腔炎性疾病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择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４５岁～７０岁盆腔炎性疾病患者
１３４例，编号后用电脑抽签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７例。对照组患者给予阿奇霉素胶囊治疗；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康妇炎胶囊。观察两组临床疗效及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ＩＬ）２水平及
生活质量评分。结果：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１０４％，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９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ＣＲＰ，ＩＬ２水平和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明显改善，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均未发生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康妇炎胶囊联同阿奇霉素治疗中老
年妇科盆腔炎性疾病的疗效明显，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炎症反应，应当在临

床应用中得到推广。

【关键词】　妇炎康胶囊；阿奇霉素；中老年；盆腔炎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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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１，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ＹｕｌｉｎＦｉｒ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ｕｌｉｎ５３７０９９，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３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４５ｔｏ７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ｗａｓ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Ｐ），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ＩＬ）２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ｗａｓ９１．０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９．１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ＲＰ，ＩＬ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Ｋａｎｇ
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ｏｂｖｉ
ｏｕ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ＫａｎｇｆｕｙａｎＣａｐｓｕｌｅ；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盆腔炎性疾病（ＰＩＤ）是妇科常见的感染性疾病，性活跃期 的女性上生殖道是多发部位，通常很少见于初潮前、绝经后以及

缺乏性生活的妇女。然而，中老年妇女即使在绝经后，也可发

生ＰＩＤ［１］。如果不及时，彻底治疗可导致后遗症，将严重影响妇
女的生殖健康和生活质量。许多报道显示，单独使用抗微生物

治疗的效果并不理想，联合其他药物，特别是中成药会增加疗

效［２４］。我们在此对康妇炎胶囊联合阿奇霉素治疗 ＰＩＤ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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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及可靠性进行了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妇产科学》［１］及２０１０年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ＣＤＣ）［５］给出的 ＰＩＤ诊断标准；②年龄４５岁 ～７０
周岁；排除标准［６］：①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史，肝肾功能不全，
免疫系统功能障碍的；②卵巢肿瘤、子宫肌瘤以及其他妇科肿
瘤的患者；③对本研究中使用的抗生素及中成药有药物过
敏者。

１２　研究对象
收集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妇产科自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

年１月收治的ＰＩＤ住院患者１３４例，患者年龄分布在４５岁～７０
周岁。患者均被副高级及以上职称医师明确诊断，排除了子宫

肌瘤等症状类似的疾病，且无严重心、肝、肾及造血、免疫系统

疾病，无康妇炎胶囊及阿奇霉素过敏史。编号后用电脑随机将

患者按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６７例。其中对照组患者年龄
范围４５岁 ～６６岁，年龄（５５６７±６５８）岁，病程范围５个月 ～
１２年，病程（６０３±３２３）年；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４７岁 ～７０
岁，年龄（５８６６±６０７）岁，病程范围４个月～１３年，病程（７１９
±３８１）年。从病史、患者年龄及病程来看，对照组和观察组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研究方案严格按
照医院“临床试验规范”，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

情同意，在知情同意书签字。

１３　治疗方案
对照组采用了乳糖酸阿奇霉素注射液（东北制药集团沈阳

第一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４２６，规格：按阿
奇霉素计０２５ｇ）５００ｍｇ／次，１次／ｄ，静脉滴注；观察组在此基础
上，加用康妇炎胶囊（山东步长神州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５５６３４，规格：０４ｇ）１２ｇ／次，２次／ｄ，口服。两组
均以１周为一个疗程，均序贯治疗３个疗程。治疗期间，禁性生
活及阴道冲洗，避免应用其他抗生素。

１４　疗效评估及观察指标
１４１　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临床疗效评价标准分为三级，对两组
的临床疗效进行评估［２］：①治愈：患者症状体征完全消失，自我
评价明显改善，妇科及理化检查在正常范围。随访三个月内没

有复发。②好转：患者症状体征基本消失，自我评价有好转，妇
科及理化检查大部分在正常范围。③无效：患者症状体征仍然

存在，自我评价改善不明显或无改善，妇科及理化检查存在多

数异常值。有效率＝（Ａ＋Ｂ）／病例总数×１００％。
１４２　治疗前后的观察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Ｃ反应蛋白
（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水平，并采用“改进后的中老年ＰＩＤ
自评量表”对患者生活质量进行评分［６］：５分：无宫颈或阴道异
常分泌物、下腹胀痛、发热、尿频、尿痛等症状，焦虑程度、人际

关系、睡眠质量均正常；４分：很少见上述症状，焦虑程度、人际
关系、睡眠质量良好；３分：偶见上述症状，焦虑程度、人际关系、
睡眠质量一般；２分：常见上述症状，焦虑程度、人际关系、睡眠
质量均较差；１分：经常发生上述症状，焦虑程度、人际关系、睡
眠质量均极差。

１５　统计学处理
用ＳＰＳＳｖ１７０软件对临床数据汇总后进行统计学处理：以

率作为计数资料单位，做卡方（χ２）检验；各组指标均以ｍｅａｎ（均
数）±ｓｄ（标准差）来表示，进行 ｔ检验；检验值 Ｐ＜００５则说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

临床数据表明，观察组治疗后有效率为９１０４％（Ａ治愈３０
例，Ｂ好转３１，Ｃ无效６例）；对照组治疗后有效率为７９１０％（Ａ
治愈２１例，Ｂ好转３２例，Ｃ无效１４例）。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观察组疗效好于对照组。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例） 好转（例） 无效（例） 有效率（％）

观察组 ６７ ３０ ３１ ６ ９１０４

对照组 ６７ ２１ ３２ １４ ７９１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及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比较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 ＣＲＰ、ＩＬ２和生活质量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结果表明观察组
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ＣＲＰ、ＩＬ２和生活质量评分比治疗之
前均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性因子和生活质量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期 ＣＲＰ（ｍｇ／Ｌ） ＩＬ２（ｎｇ／ｍＬ） 生活质量评分（分）

观察组 ６７ 治疗前 ３５８２±１２６７ ３０８±０２８ ２３６３±１５９８

治疗后 ３７８±２０１ ６１９±１３５ ４０２４±１７３４

对照组 ６７ 治疗前 ３６１２±１２９８ ２９３±０２３ ２２９７±１５４６

治疗后 ８１２±３５４ ３６９±１０９ ３５１９±１５０３

２３　不良反应
观察组治疗期间有３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症状；对照组

治疗期间有３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症状。两组之间没有差
异性。

#

　讨论
盆腔炎性疾病（ＰＩＤ）是指女性上生殖道的一组感染性疾

病，主要包括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脓肿、盆腔腹

膜炎。炎症可局限于一个部位，也可以同时累及几个部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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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卵管炎最为常见［１］。主要表现有腰腹疼痛、月经失调、白带

增多、不孕等。炎症导致的渗出粘连可引起下腹慢性疼痛［７］，

妇检时可触及盆腔肿块。ＰＩＤ反复发作，严重影响妇女的生殖
健康，加重家庭与社会经济负担。患者可出现焦虑等症状，身

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受到严峻考验。

病原菌由会阴进入阴道，沿粘膜间上行，通过子宫颈、输卵

管蔓延至卵巢、腹腔，导致感染的上行播散［８］。多种需氧菌和

厌氧菌、沙眼衣原体、淋球菌等可成为 ＰＩＤ的病原体，由于 ＰＩＤ
在临床表现不统一，诊断指标不明确，因此目前西医在临床多

采取广谱抗生素治疗。阿奇霉素为第二代大环内酯药物，阻止

细菌ＲＮＡ逆转录合成蛋白质，用于治疗呼吸道及生殖道感
染［９１０］。然而，长期大剂量使用抗生素会造成的菌群失调及药

物耐受，明显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以及复发率，进一步导致疗

效不满意［１１１３］。此外由于病情迁延，病灶易发生粘连，抗生素

难以在病灶达到抑菌浓度。中成药治疗 ＰＩＤ有特殊的优势即
副作用较小，能起到较好的调理内分泌效果，但起效较慢、针对

性不强，其与抗菌药物联用则可优势互补，更好的发挥治疗作

用［１４１９］。康妇炎胶囊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等功效特点，是

一种纯中药制剂。现代药理进一步研究表明：康妇炎胶囊所含

有效成分众多，除了杀菌和通过调节微循环提升自体免疫力以

外，还能够镇痛，明显缓解患者自觉症状［２１２２］。

本研究通过对铜川市耀州区人民医院妇产科自２０１５年１
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１３４例４５岁 ～７０岁 ＰＩＤ患者分组，分
别采用阿奇霉素单用以及康妇炎胶囊 ＋阿奇霉素方案，发现观
察组和对照组两者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表明康妇炎胶囊 ＋阿奇霉素方案，效果
好于单用阿奇霉素治疗盆腔炎性疾病。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①ＣＲＰ、ＩＬ２相比治疗前明显
下降，这提示联合用药方案可使炎症反应减轻、致炎因子减少；

②生活质量评分较治疗前提升显著，提示联合用药方案有利于
消除ＰＩＤ对生活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观察组和治疗组治疗
期间均仅有３例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症状，提示安全性较好。

综上所述，康妇炎胶囊＋阿奇霉素方案能够促进盆腔局部
血液循环，减少炎性因子浸润及炎性介质的生成，促使炎性反

应消退，提高ＰＩＤ的治愈率，还能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且
安全隐患较小。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指标相对比较片

面，我们期待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扩大样本量做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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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王秀芹（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
科高危妊娠的管理及急危重症抢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羊水栓塞行改良急救方案
对产妇死亡率、早产率的影响研究
王秀芹

成武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下段剖宫产手术中并发羊水栓塞（ＡＦＥ）的改良急救措施和护理方法及效
果。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６年３月间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 ＡＦＥ患者（对照组）２４例资
料，依据其抢救护理和预后情况制定更为科学的抢救护理措施，于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子宫下
段剖宫产术中ＡＦＥ患者３０例（观察组）患者，采取改良抢救护理措施，比较实施改良抢救护理措施前后的预
后效果差异。结果：观察组产妇无死亡现象，早产率为 １００％；对照组产妇死亡率为 ４１６％，早产率为
２０８３％，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平均评分为（７０±０８）分，产妇阴道出血
量为（２８８６±７２８）ｍｌ；对照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５３±０４）分，产妇出血量为（４２８６±５０３）ｍｌ，两项数
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 ＡＦＥ产妇实施改良抢救护理措施能够改善
母婴预后结局，因此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子宫下段；剖宫产；羊水栓塞；抢救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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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水栓塞（ａｍｎｉｏｔｉｃｆｌｕｉｄ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ＡＦＥ）是在产妇分娩是因
羊水突然进入母体血液循环系统中导致母体对胎儿抗原产生

的过敏反应，患者多伴有弥散性血管内凝血、过敏性休克以及

肾功能衰竭等并发症，严重危害产妇的生命健康［１２］。据资料

显示［３］ＡＦＥ患病率在４／１０００００６／１０００００间，虽发病率较低，但
是因为起病急、死亡率高等特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

在产科手术中必须制定科学、有序的抢救护理对策以改善母婴

结局。本次实验则依据以往该类患者抢救经验制定科学的急

救、护理措施，对比实施前后患者的预后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观察组研究对象为成武县人民医院自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
年４月收治的３０例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 ＡＦＥ患者，年龄范围
２４岁～３７岁，年龄（２８３±２０）岁，初产妇为 ２４例，经产妇 ６
例；孕周时间范围３５周～４１周，孕周时间（３８６±０２）周；均伴
有不同程度器官出血现象，出血量范围１０００ｍｌ～３２００ｍｌ，出血
量（１８５０±４５０）ｍｌ；休克１１例，脏器功能衰竭６例。对照组研究
对象为我院自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收治的２４例子宫下
段剖宫产术中 ＡＦＥ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８岁间，年龄（２７７
±２２）岁，初产妇为１７例，经产妇７例；孕周时间在３４周 ～４０
周间，孕周时间（３８２±０６）周；均伴有不同程度器官出血现
象，出血量范围１１００ｍｌ～３０００ｍｌ，出血量（１９２０±２７０）ｍｌ；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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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例，脏器功能衰竭７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生产经历

初产妇 经产妇
孕周（周） 出血量（ｍｌ）

对照组 ２４ ２７７±２２ １７（７０８３） ７（２９１７） ３８２±０６ １９２０±２７０

观察组 ３０ ２８３±２０ ２４（８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３８６±０２ １８５０±４５０

χ２／ｔ值  １０４８ ０６１３ ０６１３ １４２８ ０６７１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①疾病诱因和症状表现：诱发因素包括高龄产妇、经产妇、

宫缩强、胎膜早破（剥）、羊水过多者，主要症状为产妇突然呼吸

困难、呛咳、休克以及不明原因出血，血液不凝；②辅助检查：血
凝障碍检查、胸片检查显示双侧有弥散性（浸润性）阴影沿者肺

门周围分布情况，腔静脉血液检查中有羊水有形成分，或尸检

确诊［４５］。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该组患者积极开展急救配合和病情观察：其
一，若切开子宫肌层破膜后产妇有烦躁不安、寒战和呕吐等现

象；其二，产妇突然出现剧烈咳嗽、呼吸困难、休克甚至昏迷等；

其三，胎儿娩出后有子宫收缩乏力性出血、血液不凝情况［６７］。

上述３种情况均为ＡＦＥ前兆，医护人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冷
静，和医生沟通后立即配合麻醉师去头枕保持平卧位，使用气

管插管麻醉机控制呼吸或面罩加压吸氧方式缓解肺泡毛细血

管缺氧情况、缓解心脏负担，预防肺水肿、心脏衰竭等严重并发

症发生。同时遵照遗嘱使用抗过敏药物治疗，地塞米松６０ｍｇ、
阿托品１ｍｇ、ＮＳ２０ｍｌ、罂粟碱９０ｍｇ静脉注射，浓度为５０％的标
准碳酸氢盐２５０ｍｌ静脉滴注；检测患者血常规、凝血４项指标情
况，若血压在９０／６０ｍｍＨｇ，ｐｐ在１５０次 ～１５５次／ｍｉｎ患者缓慢
滴注乙酰毛花苷 ０２ｍｇ和 ＮＳ１０ｍｌ，患者的血压恢复至
１１０ｍｍＨｇ／８０ｍｍＨｇ，ＰＰ恢复至１１０次～１２０次／ｍｉｎ；密切监视患
者的生命体征指标的变化，及时和医生进行沟通，准确记录患

者输入液体和排出尿量情况，观察患者尿液性状和颜色是否异

常，若异常立即告知医生协助其处理。保持静脉通道通畅，快

速建立３道静脉通道并与留置针相连，协助麻醉师保留深静脉
穿刺置管，方便随时进行血液、药物的输注，在药物或者血液输

注前检查静脉通道是否通畅，输注操作时保持动作轻柔、动作

娴熟以免给患者造成更多疼痛［８］。

１３２　观察组　①科学急救护理方法制定：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
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间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ＡＦＥ患者临床资
料进行分析，研究患者病情特点、诱发原因、抢救流程、护理干

预措施内容。由主治大夫和资深护士召开专题会议分别从疾

病预防、病情观察、抢救配合、静脉通道建立和疏通、心理护理

和给药护理等几个方面制定科学的对策，优化急救护理流程。

制定完毕后交由专家进行指导和完善，同时可以翻阅相关文献

资料进行修整，最后应用于临床抢救中。②学急救、护理实施
方法。其一，预防措施：了解该类疾病的致病因素，文献资

料［９１１］显示经产妇、高龄初产妇、过期妊娠以及有催产素使用史

的产妇均较为容易出现ＡＦＥ，因此在剖宫产时务必密切观察该
类产妇的症状表现。其二，急救配合。医护人员必须保持高度

警惕和冷静，和医生沟通后立即配合麻醉师去头枕保持平卧

位，使用气管插管麻醉机控制呼吸或面罩加压吸氧方式缓解肺

泡毛细血管缺氧情况、缓解心脏负担，预防肺水肿、心脏衰竭等

严重并发症发生；同时遵照遗嘱使用抗过敏药物治疗，药物使

用同对照组。密切监视患者的生命体征指标的变化，发现异常

立即告知医生处理。其三，给药护理。医护人员需熟练掌握各

种使用药物的药物名称、使用剂量和具体用法，根据患者的病

情结合医生的叮嘱及时、迅速的给药，给药后加强巡视，密切观

察患者精神状态、意识情况以及出血情况，对于有不良反应者

立即采取相应措施预防。其四，心理干预。ＡＦＥ起病快且预后
差，严重危害母胎的健康，因此患者会出现焦虑、恐惧等情绪，

医护人员在抢救过程中需向家属解释抢救护理流程以及各种

操作的必要性，取得家属的理解；同时多给予患者安慰和鼓励，

消除其不良情绪，提升治疗的信心。

１４　观察指标
对比本次实验中产妇与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ＡＦＥ产

妇死亡率、早产率以及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产后阴道出血量情
况等。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处理本次研究数据，计数资料

用％表示组间数据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组间数据
用ｔ检验，Ｐ＜００５，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死亡率、早产率情况

观察组产妇无死亡病例，早产率为１００％，对照组产妇死
亡率为４１６％，早产率为２０８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ＡＦＥ产妇死亡率和早产率情况［ｎ（％）］

组别 例数 产妇死亡率 早产率

对照组 ２４ １（４１６） ５（２０８３）

观察组 ３０ ０ ３（１０００）

χ２值  １２７３ １２４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产后阴道出血量对比
观察组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７０±０８）分，远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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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５３±０４）分，ｔ＝９４９２；观察组产妇阴道出血量显著低于对
照组，组间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产后出血量和新生儿评分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量（ｍｌ）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

对照组 ２３ ４２８６±５０３ ５３±０４

观察组 ３０ ２８８６±７２８ ７０±０８

ｔ值 ７８８４ ９３２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ＡＦＥ产妇分娩期较为少见的严重性并发症，发病的主要原

因为羊水进入患者宫颈黏膜静脉或者胎盘附着出静脉窦中诱

使母体对胎儿抗原产生的过敏反应。研究发现［１２］羊水进入母

体血液循环系统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宫颈／宫壁内膜血管破
裂、胎膜早破（早剥）以及羊膜腔压力增加等，而剖宫产手术则

是ＡＦＥ发病的主要诱因，因此术中一旦发现患者有异常情况需
立即警惕是否为ＡＦＥ前兆，一旦经检查确诊为 ＡＦＥ必须立即
进行抢救，降低产妇的死亡率。

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ＡＦＥ的抢救和护理非常关键，本次实
验通过分析研究以往该类患者抢救护理临床资料，专门针对该

类并发症制定科学的急救护理对策。通过回顾以往的资料发

现，在常规的抢救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仅注重抢救、病情观察

等，但是忽略了该种并发症的预防，通过翻阅文献资料、临床病

历等方式了解到并发ＡＦＥ的高危人群，在该类患者手术治疗前
做好充足的准备工作，在剖宫产中必须密切观察产妇情况，对

高危因素的患者需加强巡视，一旦确诊首先协助医生进行抢

救［１３］。此外由于ＡＦＥ预后效果差，因此在抢救过程中必须和
患者家属做好良好的沟通，一方面让家属理解，另一方面则可

以得到家属的协助，由家属和医护人员给予鼓励和安慰，消除

患者的不良情绪，降低其他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ＡＦＥ患者的
抢救护理中需注意以下几个要点：早期诊断，快速确诊是有效

抢救的关键，因此一旦在剖宫产手术中患者有气急、呼吸困难

等现象必须高度重视，采集血液检验病进行胸片检查等；休克

患者则取合适的体位促进其他脏器血液供应，遵照医嘱尽快准

确给药、保持通气、出血患者快速补充血容量［１４］。本次实验分

别从产妇的死亡率、新生儿早产率以及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方
面评估改良后抢救护理措施的临床价值，结果显示，在实施改

良的急救护理措施后观察组产妇死亡率为０，新生儿早产率较
以往的２０８３％下降至１００％，另外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方面改
良抢救护理的观察组平均分为（７０±０８）分，远高于对照组的

（５３±０４）分，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剖宫产
产后出血的原因很多，据相关资料［１５］显示影响剖宫产产后阴道

出血的因素很多，包括流产史、产检史、剖宫产的时机和产程、

胎盘因素等原因，大量出血会严重威胁产妇的生命健康。ＡＦＥ
产妇患者在抢救过程中同样应注意产后出血情况，本次实验结

果显示采用改良急救护理干预的观察组产妇，阴道出血量仅为

（２８８６±７２８）ｍｌ，处于正常的出血量范围。
综上所述，在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ＡＦＥ产妇行改良型急救

护理措施可降低产妇死亡率，提升分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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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沈彬，闫伯红．剖宫产术羊水栓塞 １２例护理体会．贵州医药，
２０１５，３９（３）：２８６２８７．

［１５］　刘晓琴．羊水栓塞的预防措施及临床护理观察．湖南中医药大学
学报，２０１６，１４（２）：８７７８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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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妇幼健康科研重点项目（Ｆ２０１５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顾莹（１９８９—），女，药师，主要从事药剂学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沈青青（１９８９—），女，药师，Ｅｍａｉｌ：２４５３８９３６０＠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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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藤咀嚼片辨证治疗湿热蕴结证慢性盆腔炎性
包块的临床效果评价
顾莹１　芮宇骋１　周芳１　沈青青１Δ　黄馥郁１　王家俊２

１无锡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２
２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金刚藤咀嚼片辨治湿热瘀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０
例湿热蕴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１００例。对照组给予抗生素治之；观察组
联合给予金刚藤咀嚼片口服，连续治疗２周。治疗前后对比两组的有效率，评价中医证候积分，观察盆腔包
块直径大小变化，检测血液流变学指标，监测血清细胞因子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及宫颈黏液中ｓＩｇＡ水平变
化。结果：观察组的有效率为９０％，较对照组的７９％明显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与对照组相比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盆腔包块直
径相比对照组明显缩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血液流变各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而宫颈黏
液中ｓＩｇＡ水平经治疗后则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金刚藤咀嚼片辨治湿
热瘀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疗效确切，利于改善临床症状，促进盆腔包块的消退，其机制与改善血液流变学

指标以利于血液微循环及调控因子水平以提高宫颈黏膜对病原微生物反复上行感染的防御能力、减轻免疫

损伤有一定相关性，值得深入进一步探究。

【关键词】　金刚藤咀嚼片；湿热蕴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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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盆腔炎性包块为女性盆腔脏器的炎症未得到正规治疗，发
生盆腔慢性炎症性组织学改变，从而导致盆腔炎性包块发生，

具有病情复杂、病程长、复发率高等特点［１］。临床误治或失治

会导致不孕、宫外孕、异位妊娠等不良妊娠结局［２３］，严重影响

患者的家庭生活。因此，其早期诊治和治疗策略是妇科临床研

究的重要方向［４］。长期以来，现代医学治疗盆腔炎性包块仍以

抗菌、消炎为主，首选的抗生素对于控制盆腔炎急性期敏感细

菌感染有一定效果，但是对于慢性盆腔炎性包块，由于盆腔的

炎性粘连造成组织纤维化，局部血液循环发生障碍，抗生素难

于发挥作用，疗效欠佳［５］。相比而言，中医药治疗慢性盆腔炎

性包块方法较多、疗效明显，能抗菌消炎，还可提高机体免疫

力，改善微循环，利于炎症消退、吸收，具有较大的优势［６］。本

次研究笔者在中医辨证论治基础上，选择２００例湿热蕴结证慢
性盆腔炎性包块患者为研究对象，探讨金刚藤咀嚼片辨治的临

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无锡市妇幼保
健院收治的湿热蕴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患者２００例，随机分
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１０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５岁，年
龄（３７２±５４）岁，病程范围６月 ～１５年，病程（４２±１５）年；
病情轻度者３５例，中度者４７例，重度者１８例；伴性交痛者３８
例，伴月经不调者 ４３例，伴继发不孕者 ４８例；包块直径大小
（４７１±１４２）ｃｍ；观察组１０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５岁，年龄
（３７５±５５）岁，病程范围６月 ～１３年，病程（４５±１４）年；病
情轻度者３６例，中度者５０例，重度者１４例；伴性交痛者４２例，
伴月经不调者４５例，伴继发不孕者５３例；包块直径大小（４６５
±１４４）ｃｍ；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妇产科学》［７］、《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８］确

诊。患者可见带下量多，色黄味臭，腰骶胀痛，下腹胀痛，伴有

易感疲乏，低热，月经量多，经期延长，大便干结或溏而不爽，小

便黄，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或滑数，中医辨证为湿热蕴结证。

Ｂ超检查可探及盆腔炎性包块或输卵管增粗；阴道或子宫颈管
分泌物涂片检出病原菌；附件区压痛；子宫粘连固定；血沉稍增

快；白细胞总数或中性粒细胞轻度增高。

１３　纳入标准
①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５岁；②多有急性盆腔炎病史；③

疼痛常在劳累、性交、月经前后加重；④符合上述西医的诊断标
准，中医辨证为湿热蕴结证；⑤患者近２周未有使用抗生素药物
治疗史；⑥本研究经过本院的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认真阅读
知情同意书，了解研究内容并签字。

１４　排除标准
①依从性差、药物过敏、精神病、痴呆的患者；②合并有先

天心肺、肝肾功能障碍、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疾病

者；③妊娠期、哺乳期女性；④合并有严重盆腔恶性肿瘤、卵巢、

输卵管脓肿者；⑤典型机体菌群失调、耐药性明显者；⑥可能存
在其他部位炎性病变影响研究结果者。

１５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抗生素治疗，采用注射用头孢西丁钠（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７９０８，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２０ｇ／次静脉注射，
每６小时１次；奥硝唑注射液（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０６３４，四川科伦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０ｇ／次，１次／ｄ，静脉缓慢滴注。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金刚藤咀嚼片（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３００６２，
广西润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温开水送服，１袋／次，３次／ｄ，两
组均连续治疗２周。
１６　观察指标

①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８］于治疗前后采用
症状量化评分标表将下腹疼痛、腰骶胀痛、低热起伏、神疲乏力

等主要症状按轻（１分）、中（２分）、重（３分）分为３级，症状越
重，评分愈高；②治疗前后通过 Ｂ超监测观察盆腔包块直径大
小变化；③用全自动血流变分析仪测定血液流变指标（如全血
高、低切黏度值、血浆黏度、纤维蛋白原、红细胞聚集指数等）；

④用全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以酶联免疫吸附测定 ＥＬＩＳＡ法检
测血清炎性因子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
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水平；用全自动电脑免疫放射分析仪系
统以电脑免疫放射法监测治疗前后宫颈黏液中分泌型免疫球

蛋白Ａ（ｓＩｇＡ）水平变化，试剂盒购自北京 ｐｒｏｍｅｇａ有限公司，操
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７　疗效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８］。痊愈：下腹及腰骶

疼痛等临床症状消失，妇科及理化检查正常。显效：下腹及腰

骶疼痛等临床症状消失或明显减轻，盆腔包块明显缩小，妇科

及理化检查明显改善。有效：下腹及腰骶疼痛等临床症状减

轻，盆腔包块有所缩小，妇科及理化检查有所改善。无效：临床

症状、理化检查等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反而加重。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

±ｓ）表示，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９％，与
对照组比较，χ２＝４６１９，Ｐ＝００４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１００ ４２ １２ ２５ ２１ ７９

观察组 １００ ６５ １３ １２ １０ ９０

２２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下腹疼痛、腰骶胀痛、低热起伏、神疲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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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的临床症状较对照组改善明显，中医证候积分较对照组显

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对比（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下腹疼痛 腰骶胀痛 低热起伏 神疲乏力

对照组 １００ 治疗前 ２５８±０２９ ２５５±０２４ ２２７±０３３ ２４８±０３９

治疗后 １６２±０２５ａ １４４±０２１ａ １５８±０３１ａ １８２±０２６ａ

观察组 １００ 治疗前 ２６３±０３１ ２５７±０２６ ２３２±０３０ ２４４±０４０

治疗后 １２０±０１４ａｂ ０９５±０２０ａｂ １１３±０２５ａｂ １２８±０１７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包块直径大小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盆腔包块直径差异性不显著（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盆腔包块直径较对照组明显缩小（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血液流变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血液流变各指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细胞因子水平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炎性因子水平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而宫颈黏液中 ｓＩｇＡ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两组患者包块直径大小变化比较（珋ｘ±ｓ，ｃｍ）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１００ ４６５±１４４ ２８７±０３９ａ

观察组 １００ ４７１±１４２ １５０±０２５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治疗后组
间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血液流变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全血高切黏度

（ｍＰａ／ｓ）
全血低切黏度

（ｍＰａ／ｓ）
血浆黏度

（ｍＰａ／ｓ）
纤维蛋白原

（ｇ／Ｌ）
红细胞聚集指数

对照组 １００ 治疗前 ５８３±１４５ １２４７±２１８ １８０±０４３ ２５６８±３４４ ３４０±０２５

治疗后 ４３６±１３０ａ １０３６±２０４ａ １６４±０３５ａ １３７５±２５４ａ ２８８±０１３ａ

观察组 １００ 治疗前 ５８７±１５１ １２３９±２２１ １８２±０４７ ２５８２±３４０ ３４７±０２３

治疗后 ３７５±０７２ａｂ ９２２±２１３ａｂ １３４±０２５ａｂ １０１４±２１２ａｂ ２２８±０１０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细胞因子水平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ＩＬ６（μｇ／ｍＬ） ｓＩｇＡ（μｇ／ｍＬ）

对照组 １００ 治疗前 １２１５±３８２ １１４５±４２６ ５５１±１７３ ２６４２±１７６３

治疗后 ６７７±１５４ ７３７±２１５ ４０４±１５２ １１０２５±４１５８

观察组 １００ 治疗前 １２２０±３９６ １１５７±４３０ ５５６±１８４ ２５７５±１７７９

治疗后 ３５４±１３２ ４２１±１４４ ３２１±０８９ １４２１４±５３８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两组患者均未见严重不良反应。观察组出现轻微腹泻 ３

例、食欲降低４例、恶心呕吐１例及神经性头痛１例，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９％，对照组出现腹泻７例、食欲降低５例、恶心呕吐９
例、头晕４例及皮疹２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７％，观察组用药
安全性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慢性盆腔炎性包块是女性生殖器官、周围结缔组织及盆腔

腹膜所发生的慢性炎症，患者由于长期的炎性刺激和慢性渗出

以及组织增生从而形成炎性包块［９］。近年来，盆腔炎患者的炎

性应激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可反映机体的
炎性应激程度，其中ｈｓＣＲＰ是一种急性时相期反应蛋白，它由
肝脏合成，是反映炎症程度的非特异性标记物，是临床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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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疾病进展、检测疾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１０］。ＴＮＦα为
一种影响炎症进程的主要细胞因子，由单核巨噬细胞分泌，为

炎症细胞因子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对炎性细胞聚集和活化具

有促进作用［１１］。另外，ＴＮＦα在免疫调节中亦具有重要作用，
其分泌过多会导致剧烈的免疫反应。ＩＬ６为一种白细胞趋化因
子，在组织炎性反应中起着炎症的诱导和传递作用，可诱导急

性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的生成［１２］。ｓＩｇＡ多分布于黏膜表面，是由
黏膜和外分泌腺局部的浆细胞合成，能抑制病原微生物对宿主

细胞的吸附，增强吞噬功能［１３］。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反复的盆

腔感染导致患者血清 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显著升高，而宫颈
黏液中ｓＩｇＡ水平显著降低，随着用药治疗的进行，病情好转的
同时上述因子水平出现显著降低，由此可以证实，ＣＲＰ、ＴＮＦα、
ＩＬ６等机体炎性因子的异常在盆腔炎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
作用。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证实金刚藤咀嚼片可明显降低慢性

盆腔炎性包块患者机体炎性反应，降低 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
从而减轻免疫损伤，抑制慢性盆腔炎性包块患者盆腔纤维组织

增生，从而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还可升高宫颈黏液中的 ｓＩｇＡ
含量，从而提高宫颈黏膜对病原微生物反复上行感染的防御能

力。可见，而调控炎性因子水平而降低炎性反应、提高免疫功

能是药物起效的重要机制［１４］。

中医学认为，盆腔炎性包块属于中医学“妇人腹痛”“瘕”

的范畴，患者多为经行产后，正气未复，胞门未闭，与气血、冲任

相搏，蕴积于胞宫，日久耗伤气血，气血不行，瘀滞不通，不通则

痛，久成瘕。可见，湿热蕴结是其主要的病机特点。值得关

注的是，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慢性盆腔炎性包块患者机体血液

流变学指标升高，尤其是全血粘度、血浆比黏度显著增高，这说

明湿热蕴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患者血液处于“黏”的状态，与

中医的血瘀理论相符［１５］，可以证实，“瘀血”贯穿本病的始终。

因此，临床治之须以清热利湿、化瘀散结为先。金刚藤咀嚼片

是由菝葜的根茎经过提取而成的纯天然制剂，功可清热解毒，

消肿散结，其以有机酸、皂苷、生物碱、糖类等为主要活性成分，

抗菌活性良好。现代药效学的研究表明，金刚藤还能通过发挥

促进性腺激素样作用、增强免疫力而治疗盆腔炎症［１６］。黄显章

等［１７］研究证实，金刚藤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的合成与释放起到

抗炎镇痛作用。吴大章等［１８］研究认为，金刚藤多糖可介入机体

免疫反应，升高盆腔炎大鼠血浆ＩｇＧ、ＩｇＡ以及ＩｇＭ含量，调节免
疫球蛋白，促进机体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ＩｇＡ和ＩｇＭ的产生，从而提
高机体免疫能力，增强机体抗菌、抗炎作用。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金刚藤咀嚼片辨治湿热瘀结证慢性盆

腔炎性包块的观察组患者的有效率明显增高，中医证候积分显

著降低，盆腔包块直径明显缩小，血液流变各指标显著降低，血

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均低于对照组，而宫颈黏液中 ｓＩｇＡ水
平则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以
总结出，金刚藤咀嚼片辨治湿热瘀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疗效

确切，利于改善临床症状，促进盆腔包块的消退，其机制与改善

血液流变学指标以利于血液微循环及调控因子水平以提高宫

颈黏膜对病原微生物反复上行感染的防御能力、减轻免疫损伤

有一定相关性，值得深入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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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淋通胶囊在上尿路结石术后抗感染疗效观察
张能　苏鹏　李晓光　王得胜　罗江艳　罗旭△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贵州 遵义 ５６３００３

【摘　要】　目的：观察克淋通胶囊在上尿路结石术后抗感染的效果，明确其抗感染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回顾分析９８０例上尿路结石术后患者资料，其中 ＰＣＮＬ、ＵＲＬ、ｆＵＲＬ及 ＥＳＷＬ分别为３００例、２２０例、
１００例及 ３６０例，将每种治疗方法术后均分为克淋通胶囊组及热淋清组（对照组），治疗 ２周为一疗程。
结果：入组患者共９８０例，有效完成９５６例，克淋通胶囊组４８０例，热淋清组（对照组）４７６例。疗效显示克淋
通与热淋清的痊愈率分别为２６７％ 和１６７％；总有效率分别为６４０％和５４２％，分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克淋通胶囊可用于治疗上尿路结石术后感染，效果肯定、安全。
【关键词】　克淋通胶囊；上尿路结石术后；泌尿系感染；抗感染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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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ＴＩ）；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泌尿系感染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各个部位感染的
总称，严重威胁人类健康。尿路感染是继呼吸系统及消化道之

后的第三位感染性疾病，也是导致感染性休克死亡第３位病因。
我国医院内２０８％～３１７％的感染源来自泌尿系［１２］，是 ＳＩＲＳ
的直接原因。肾积水和结石是泌尿系感染的主要因素［３］，肾积

水、细菌结石、感染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促使病情加重。因此，

对于 ＳＩＲＳ患者应早期干预，一定程度还可有效避免脓毒症发
生。上尿路结石碎石术后可促进患者感染发生，或者较术前加

重其主要原因是在碎石过程中结石包裹附着细菌释放，手术穿

刺通道或破损的泌尿系粘膜是细菌和毒素进入血液的主要途

径。已有的研究显示既往行 ＥＳＷＬ治疗的患者 ＳＩＲＳ发生率较

无ＥＳＷＬ史的患者高，原因可能与 ＥＳＷＬ中出现泌尿系损伤导
致病原菌入血有关。感染是软性输尿管镜碎石后最常见的并

发症，主要原因是肾结石合并感染；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后出现

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率约为０～４５％［４５］。上尿路结石手术

诱发尿源性脓毒血症是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若出现感染性休克

患者死亡率超２００％［６］。泌尿系统感染是上尿路结石术后发

生ＳＩＲＳ的主要原因，对于有泌尿系统感染病史的患者术后严密
监控及合理药物治疗是降低ＳＩＲＳ、防止尿源性脓毒血症等严重
并发症的有效手段。

!

　临床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１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在遵义医学院
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接受治疗的上尿路结石碎石术后患者资料

共９８０例，其中男６２０例，女３６０例。组成情况为：ＰＣＮＬ后３００
例，ＵＲＬ后２２０例，ｆＵＲＬ后１００例及ＥＷＳＬ后３６０例，按照随机
原则将每一种治疗方法术后分为克淋通胶囊组及热淋清组（对

照组）。术前检查未发现手术禁忌证，所有患者术前均行中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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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尿液细菌培养 ＋药敏检查。两组患者基本情况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感染诊断标准

上尿路结石术后感染标准：①清洁中段尿细菌培养计数≥
１０５ＣＦＵ／ｍＬ是诊断感染的金标准；②中段尿离心沉渣中ＷＢＣ＞
１０／ＨＰＦ伴有泌尿系感染症状（具备上①②两项可以确诊。如
无②项必须复查尿液中细菌数量，两次细菌计数相同，且≥１０５

ＣＦＵ／ｍＬ可确诊）；③膀胱穿刺尿培养细菌阳性；④术前清洁中
段尿离心后尿沉渣中细菌计数 ＞１／油镜，有感染症状即可确
诊；⑤若多次尿细菌数复查介于１０４５ＣＦＵ／ｍＬ者，存在临床表现
也可确诊。

１３　病例入排标准
入选标准：①上尿路结石碎石治疗后诊断为泌尿系感染的

患者；②轻中度症状，不需要使用抗菌素的患者；③患者年龄范
围１８岁～６５岁；④自愿接收治疗方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
排除标准：①需使用抗菌素才能控制的严重感染；②合并严重
基础疾病及妊娠期患者；③己用其他药物治疗该疾病的患者；
④对本品过敏患者。
１４　药物治疗及处理

按照随机原则，由专人负责将分装好的药物严格按日期先

后顺序发放，每一种药物编号治疗中保持不变。口服克淋通胶

囊组按３粒／次×３次／日执行。对照组口服热淋清胶囊，４粒／
次×３次／日；１４２１ｄ为一疗程。治疗期间不使用其他同类药
物。治疗过程中如出现其他疾病所用的药物均统一记录和分

析。观察内容包括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变化及出现的不良反

应，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持续时间和转归，所有记录均逐日

完成。

１５　疗效指标及评定标准疗效指标：
１５１　临床疗效评价分４级　痊愈：症状和体征消失、实验室
及细菌学检查正常。显效：病情整体恢复良好，但未达痊愈标

准；有效：病情好转，但不够明显；无效：用药７２ｈ病情无好转甚
至加重者。前两项为有效并计算有效率。

１５２　细菌学标准　疗程结束后第一天尿细菌培养阴性；部分
清除：原尿液两种以上的细菌消灭一种；未清除：疗程结束后，

仍存在原致病菌。替换：治疗完成后尿液培养出新致病菌，未

引发临床症状和体征、无需治疗。再感染：疗程结束后第一天

尿液中即培养出新致病菌，引发感染表现，需调整治疗方案。

细菌培养阳性率、清除率、阴转率及不同试验组各类细菌感染

疗效。

１６　统计学处理
对所有统计资料都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两

组间疗效的检验应用χ２检验完成，检验水准为 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疗效的指标变化
根据不同治疗方式将研究对象分为 ＰＣＮＬ、ＵＲＬ、ｆＵＲＬ和

ＥＳＷＬ四组，每一组又分为克淋通胶囊组和对照组两个亚组。
每一组统计资料具体结果详见表１至表５。

表１　克淋通胶囊在ＰＣＮＬ术后抗感染疗效分析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Ｐ值

克淋通组 ４０ ５５ ４３ １０

对照组 ２５ ５１ ５０ ２２ ００３４

表２　克淋通胶囊在ＵＲＬ术后抗感染疗效分析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Ｐ值

克淋通组 ２６ ４６ ３３ ３

对照组 １６ ４２ ３８ １２ ００４０

表３　克淋通胶囊在ｆＵＲＬ术后抗感染疗效分析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Ｐ值

克淋通组 １４ ２０ １５ １

对照组 ８ ２１ ９ ８ ００３５

表４　克淋通胶囊在ＥＳＷＬ术后抗感染疗效分析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Ｐ值

克淋通组 ４８ ５８ ５３ １５

对照组 ３０ ６５ ５１ ２８ ００３６

表５　上尿路结石术后克淋通胶囊抗感染的有效性分析

　　指标

组别　　
克淋通组 对照组 Ｐ值

痊愈 １２８ ７９

显效 １７９ １７９

有效 １４４ １４８ ００００

无效 ２９ ７０

合计 ４８０ ４７６

有效率（％） ６４０ ５４２

#

　讨论
３１　泌尿系结石术后感染的治疗

细菌入侵泌尿系后引起该系统炎性反应、伴有相应的临床

表现。致病菌以大肠杆菌最常见，其次是葡萄球菌、变形杆菌

及绿脓杆菌等致病菌［７］。由于受到不规范的临床治疗及抗生

素滥用的影响、细菌对抗生素耐药性产生，增加了泌尿系感染

的治疗难度，并且治愈后常出现复发情况。目前除常规使用抗

菌素外，为减少抗菌素的副作用，很多具有抗菌、消炎作用的中

成药广泛应用于泌尿系感染。克淋通胶囊用于治疗泌尿系感

染主要是其具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活血止痛的作用［８１０］；可

以降低血清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进而抑制炎症反应［１１］。克淋通胶

囊能缓解急性前列腺炎患者尿急、尿痛及腰痛症状。克淋通胶

囊由君药四季红和臣药黄柏共同起效，主要适用于湿热下注、

热结膀胱所致的热淋［１２１３］。

３２　克淋通胶囊运用于泌尿系感染的可能机制
传统中医对于泌尿系感染归结于“淋证”。小便频数，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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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尿痛、小腹胀痛，腰痛，苔黄腻、脉滑数是“热淋”的主要症

状。中医常用清热泻火、利尿通淋的中成药治疗“热淋”。克淋

通胶囊由头花蓼（四季红）和黄柏组成。君药头花蓼味苦、辛、

微涩、性凉，有清热解毒、利湿通淋、活血止痛功能，用于泌尿系

感染。通过对头花蓼化学结构及药理研究表明，其对泌尿系统

感染有较好的抗菌作用［１４１６］。小檗碱和巴马汀是黄柏的主要

化学成分。小檗碱即黄连素对溶血性链球菌、金葡菌、淋球菌

等革兰氏球菌和弗氏、志贺氏痢疾杆菌等革兰氏杆菌均能有效

抗菌，具有趋化因子功能、增强血液白细胞吞噬能力。小檗碱

还能不同程度的抑制结核杆菌、鼠疫杆菌、阿米巴菌、钩端螺旋

体及皮肤表面的某些真菌。小檗碱盐已在消化系统感染性疾

病中广泛应用。本品与青霉素、链霉素等并无交叉。动物体内

实验表明小檗碱能抗箭毒、解热和末梢性降压。另一有效成分

巴马汀也具有抗细菌、病毒及真菌的作用。

３３　上尿路结石术后泌尿系感染克淋通胶囊应用价值
宿主免疫功能降低是泌尿系感染的关键因素之一，尿路梗

阻、留置各类型引流管均可造成宿主防御机制减弱，使感染迁

延或扩散。结石术后泌尿系粘膜损伤及引流管留置将导致泌

尿系感染迁延，在此种情况下如长期或者不规范使用抗菌药物

将造成耐药菌株增多。中医认为泌尿系感染治疗需行正气解

毒、滋肝养肾、清热凉血［１７］；以全身治疗为主，调整患者的机体

平衡，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

泌尿系结石是泌尿外科住院人数之首，术后感染是其最常

见的并发症，当发展成为感染性休克时将是最严重的并发症。

上尿路结石术后除规范使用抗菌素外，中成药抗菌消炎作用能

够增强疗效、消除症状，对患者预后价值良好。克淋通胶囊的

主要作用是清热泻火、利尿通淋，泌尿系结石术后感染是其重

要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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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期梅毒患者围产结局及患者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晓娟　李冰琳　王聪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产前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期梅毒患者围产结局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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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收治的妊娠期梅毒患者５２例，依据数字表法将其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２８例患者进行产前抗梅毒治疗，对照组２４例患者未进行产前抗梅毒治疗，比
较两组患者的围产结局以及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治疗完成后，研究组患者正常生产率为

８５７％，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５４１％，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出现早产、死产和流产的例
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新生儿结局中研究组患者正常新生儿出生率
为６４２％，对照组患者正常新生儿出生率为４１６％，研究组患者的正常新生儿出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窒息和低体重儿的发生率明显
高于研究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妊娠结束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进行统计，在第３、
５、７个月后研究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针
对妊娠期梅毒患者及早进行治疗，可以提高妊娠成功率，减少新生儿不良结局的发生，还可以提高性生活质

量，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妊娠期梅毒；产前梅毒治疗；妊娠结局；新生儿结局；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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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作为全身性慢性传染疾病，病原体主要是苍白密螺旋
体，是一种对人体具有非常严重危险性的螺旋体，据相关研究

统计，在所有性传播疾病人数中有４０％ ～１００％的梅毒患者。
梅毒感染后到发病时间均为３周，螺旋体一般先进入淋巴管再
到血液以及全身［１］。在妊娠期发生的梅毒又称为妊娠梅毒，妊

娠梅毒的发生原因可能是怀孕时感染，也可能是在妊娠期间出

现的感染。这种病毒会通过胎盘让胎儿发生感染，对孕妇和胎

儿都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会导致出现死胎、流产、先天性梅毒，

甚至会造成新生儿死亡［２］。随着近年来强制性婚检被取消，人

们的观念十分开放，性道德意识下降，出现许多婚外性行为，造

成了梅毒发病率的迅速上升。为了降低梅毒对孕妇及其胎儿

的危害，就需要产前进行抗梅毒治疗［３］。本研究采用产前抗梅

毒治疗，分析对妊娠期梅毒患者围产结局和患者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具体情况如下所述。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５２例妊娠
期梅毒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其孕周数的多少将其分为对照

组和研究组，＜２０周的２８例孕妇作为研究组，≥２０周的２４例
孕妇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两组患者均符合妊娠期梅毒的体

征以及临床特征；梅毒的血清检测中快速血浆反应速度试验

（ＲＰＲ）和苍白梅毒螺旋体血凝试验（ＴＰＨＡ）均呈阳性；患者均
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且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

准：多胎妊娠的患者；存在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埃希氏菌等其

他感染的患者；有除研究之外严重系统性疾病的患者。研究组

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３６岁，年龄（２９１±３０）岁；初产妇 ２１
例，经产妇７例；高中及以上学历患者９例，高中以下学历患者
１９例；病理一期患者４例，二期患者９例，潜伏期患者１５例。对
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５岁，年龄（２８５±３２）岁；初产妇
１９例，经产妇５例；高中及以上学历患者１０例，高中以下学历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第２７卷第１０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０ ·１１９　　·

患者１４例；病理一期患者３例，二期患者８例，潜伏期患者１３
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研究组患者进行产前抗梅毒治疗，肌肉注射２４０万 Ｕ的苄
星青霉素（国药准字号：Ｈ３６０２０２２３，由江西东风药业公司生
产），每周注射１次，连续注射３周，３周为１疗程［４］。对青霉素

过敏的患者，可以口服盐酸四环素（国药准字号：Ｈ１５０２００４２，由
赤峰蒙欣药业公司生产），每次５００ｍｇ，每天４次，用药２周为１
疗程。先治疗 １个疗程，再间隔 ４周后进行第 ２个疗程的治
疗［５］。在治疗期间患者的配偶也需要进行梅毒血清检测，出现

感染要同时进行治疗，并且在治疗期间禁止同房［６］。如果治疗

后ＲＰＲ滴度检测下降了２个稀释度，说明治疗效果比较好，可
以结束治疗。

对照组患者产前不进行抗梅毒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通过对不同孕周的妊娠期梅毒患者进行产前抗梅毒治疗，

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新生儿结局以及性生活质量。

妊娠结局统计两组患者的正常产以及早产、流产、死产的例数，

新生儿结局包括正常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窒息和低体

重儿的例数。新生儿先天梅毒的诊断标准是对新生儿血清

ＲＰＲ滴度跟母血比较增高４倍以上，新生儿出现了肝脾增大、
有窒息危险、贫血、体质量轻、血小板较少等情况［７］。在妊娠结

束第３、５、７月后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调查，共有５项内容，
包括有无性交痛、性生活频率、性高潮、阴道干涩度和性欲唤起

需要的时间，总分１０分，分数越高，性生活质量越好［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测，
以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测，以（珋ｘ±ｓ）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产前抗梅毒治疗后，研究组患者正常生产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出现
早产、死产和流产的例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妊娠期梅毒患者妊娠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正常产 早产 流产 死产

研究组 ２８ ２４（８５７） ２（７１） １（３６） １（３６）

对照组 ２４ １３（５４２） ５（２０８） ３（１２５） ３（１２５）

χ２值 — ６９７３ ４７０２ ４０１５ ４０１５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研究组患者正常新生儿出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中先天性梅毒、新
生儿窒息的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患者，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极低体重新生儿发生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妊娠期梅毒患者新生儿结局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正常新生儿 先天性梅毒 新生儿窒息 极低体重

研究组 ２８ １８（６４３） ５（１７９） ３（１０７） ２（７１）

对照组 ２４ １０（４１７） ８（３３３） ４（１６７） ２（８３）

χ２值 — ７３８４ ４９０６ ３９１１ １０１５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妊娠结束后的不同时间，研究组患者性生活质量均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妊娠期梅毒患者妊娠结束后性生活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结束后３个月 结束后５个月 结束后７个月

研究组 ２８ ５１±０４ ６３±０５ ７１±０８

对照组 ２４ ３８±０５ ４７±０６ ５２±０９

ｔ值 — １１１２６ １０９７０ ９７４９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由感染苍白密螺旋体而引发的一种传播性疾病，主

要通过血液传播和性传播，具有严重的危害性。近几年来，随

着人们生活观念的开放，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不断增加，妊娠

期梅毒患者亦呈现增长趋势，其中隐形梅毒和胎传梅毒的比例

增加迅速，妊娠期梅毒孕妇对胎儿的传播率达到８０％以上，梅
毒严重地威胁着胎儿及孕产妇的健康［９］。妊娠期梅毒的发生

可能是因为在怀孕时发生感染所致，也可能是妊娠后发生感染

所致，与患者早产或流产次数多、配偶有婚外性生活有密切的关

系。妊娠期梅毒通过胎盘并经过血液垂直传播到胎儿，胎儿就会

感染梅毒螺旋体性病毒，从而引发宫内感染［１０］。对胎盘血管形

成的阻塞，影响到母体和胎儿之间血液和营养的供给，胎盘功能

出现障碍，也就会引发早产、先天性梅毒、死产等问题的出现［１１］。

由于妊娠期梅毒对胎儿和产妇的的生命健康都带来了严重的危

害，因此产前进行抗梅毒的治疗极为必要。许多妊娠期梅毒患者

初期由于是隐形梅毒患者，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通过临床检查

和疾病史无法直接确诊，而在后期的产检筛查过程中则发现符合

妊娠期梅毒诊断标准，在此时进行治疗就已经错过了治疗的最佳

时机［１２］。同时，在进行产检筛查中还会出现误诊或漏诊的情况，

对疾病的诊断存在一定缺失，这样也会对孕产妇和胎儿的生命健

康造成严重的威胁［１３］。

临床中对妊娠期梅毒患者需要依靠血清检测来进行诊断，

这样就减少了出现误诊和漏诊的意外，有助于患者及早确定病

情并进行治疗，严重的患者可以尽早选择终止妊娠，从而有效

地减少了早产或流产的发生，减少了出现畸形胎儿的情况［１４］。

在对梅毒血清进行检测时 ＲＰＲ和 ＴＰＨＡ抗体呈现阳性则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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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对患者实施早期筛查并进行及时诊断和治疗，可以明显

降低梅毒对胎儿和产妇的影响。对梅毒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

新生儿结局和妊娠结局就会出现明显的好转。在妊娠早期进

行抗梅毒治疗后，可以提高正常产的例数，减少出现早产和流

产的情况，还可以降低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生率，以及其他

不良新生儿情况的发生［１５］。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产前不进行

抗梅毒治疗，研究组患者产前进行抗梅毒治疗。研究结果显

示，通过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正常生产率为８５７％，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的５４１％，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
究组患者出现早产、死产和流产的例数为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的１１例，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说
明，产前的抗梅毒治疗明显减少了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研究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正常新生儿出生率为６４３％，对照组患
者正常新生儿出生率为４１７％，研究组患者正常新生儿出生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
究组患者中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分别为１７９％、
１０７％，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３３３％、１６７％，两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极低体重新生儿发生率大体
相同，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前的规范检测和抗
梅毒治疗，可以实现对新生儿结局的改善，降低先天性梅毒的

发生率。对孕妇进行早期系统的产前检查，并进行常规的梅毒

筛查，可以实现对母婴传播的阻断。如果对妊娠期梅毒的患者

早诊断早治疗，严密监测每个环节，就可以改善妊娠结局和新

生儿结局，提高围产儿和产妇的生活水平。

妊娠期梅毒患者在妊娠结束后，性生活会出现障碍，其最主

要的是心理障碍，对自己缺乏信心，有自卑感，从而对夫妻的性生

活产生恐惧［１６］。而早期的治疗会帮助患者完全治愈梅毒，并且

得到很好的恢复，也不会对产后的性生活造成任何不良影响。分

析两组患者产后第３、５、７月的性生活情况发现，研究组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由此说明，妊娠期梅毒患者必须进行治疗，这样才能促进
患者早日恢复，从而提高生活质量［１７］。医护人员应该积极对孕

产妇进行防治性病的健康知识教育，提高夫妻双方对孕期健康的

认识，鼓励患者积极进行孕前常规检查和梅毒血清检测，以尽早

发现病情并进行治疗，保证母婴健康和增进夫妻感情［１８］。

综上所述，妊娠期梅毒患者进行及时规范的抗梅毒治疗，

可以明显改善妊娠期梅毒患者的妊娠结局，提高患者正常生产

率和性生活质量，还可以实现对新生儿结局的改善，降低先天

性梅毒胎儿发生率，减少发生不良新生儿结局，从而提高产妇

和新生儿生活水平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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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符颖（１９７６—），男，主管检验师，主要从事皮肤病性病临床检测工作
Δ【通讯作者】符颖（１９７６—），男，主管检验师，Ｅｍａｉｌ：ｇｔｈａｐｐｙ１＠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６ ·皮肤性病学·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及效能比较
符颖１△　陈菊香１　何瑞英１　王声兴２

１文昌市皮肤性病防治中心，海南 文昌 ５７１３００
２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２

【摘　要】　目的：比较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对文昌市皮肤性病
防治中心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５４８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感染梅毒情况将这
些患者分为感染组（ｎ＝３５４）和未感染组（ｎ＝１９４）两组，运用 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ＴＲＵＳＴ法检测所有患者血
清标本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然后对两组患者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梅毒抗体阳性情况、３种不
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检测效能、应用价值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感染
组患者的梅毒抗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未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感
染组患者的梅毒抗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ＴＲＵＳＴ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
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ＴＲＵＳＴ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种不
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同时显示梅毒抗体阳性３１０例，阴性２例；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显示阳性而 ＴＲＵＳＴ法
显示阴性３４例。结论：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较ＴＲＵＳＴ法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将漏诊率及误诊
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值得推广。

【关键词】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梅毒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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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ｃｈａｎｇ５７１３００，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ａｉｎ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ｉｋｏｕ５７０１０２，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５４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ｃｅｎｔｅｒ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ｓ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３５４）ａｎ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１９４）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ｏｆ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ｏｆ
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ＰＰ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ｓｏｆ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
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ｎ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ｏｆ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ＰＰ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ＲＵ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ＴＰＰＡ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ＲＵ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Ｐ＜０．０５）；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
ｏｄｓｏｆ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ｌｌｓｈｏｗ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３１０ｃａｓｅ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２ｃａｓｅｓ；ＥＬＩＳＡｍｅｔｈｏｄ，
ＴＰＰ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ｏｗ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ｏｗｅ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３４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ＰＰＡａｒｅ
ｍ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ｈａｎＴＲＵＳＴ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ｔｏ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ｏ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ｇｅｌａｔｉｎ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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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梅毒患病率日益增高，对国民健康造成了严
重危害［１］。梅毒属于一种全身性传染病，感染源为苍白螺旋

体，传染性及致病性均较高，传播途径主要为血液及性接触，严

重危害着人类健康及生命安全［２］。现阶段，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
ＴＲＵＳＴ法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梅毒检测方法。相关医学研究表
明［３］，ＥＬＩＳＡ法可以在检测大批量梅毒标本过程中应用，ＴＲＵＳＴ
法可以在观察检测梅毒疗效过程中应用，ＴＰＰＡ法可以在确证
检验前两种方法检出的阳性标本过程中应用。本研究对文昌

市皮肤性病防治中心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５４８例
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
实验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５４８例来文昌市皮肤
性病防治中心进行检测筛查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纳

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具有清晰的意识及基本的理解能力，均知

情同意；排除标准：将合并严重肝肾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

精神障碍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感染梅毒情况将这些患者分

为感染组（ｎ＝３５４）和未感染组（ｎ＝１９４）两组。感染组患者中
男性２１２例，女性１４２例，年龄范围８个月～６６岁，年龄（４７６±
６２）岁。在梅毒分期方面，１９５例为Ⅰ期，１５６例为Ⅱ期，３例为
Ⅲ期；在既往感染梅毒史方面，１０２例有，２５２例无。未感染组患
者中男性 １０６例，女性 ８８例，年龄范围 ９个月 ～６７岁，年龄
（４１０±６８）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方法

运用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ＴＲＵＳＴ法检测所有患者血清标本
中的梅毒螺旋体抗体，具体操作为：将两组患者的５ｍｌ空腹静脉
血采集下来，自然收缩后采用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生产的ＴＤＬ
８０２Ｂ低速自动平衡离心机将血清分离出来。应用珠海丽珠试
剂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进行梅毒酶联免疫吸附
试验（ＥＬＩＳＡ），采用芬兰雷博公司生产的 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ｓＭＫ３全自
动酶免疫分析仪；应用日本富士瑞比欧株式会社生产的 ＴＰＰＡ
试剂盒进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采用湖北姜堰
市天力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ＴＬ２０００ＭＭＩ梅毒螺
旋微量振荡仪；应用上海荣盛生物有限公司生产的ＴＲＵＳＴ试剂
盒进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采用苏州市东吴医
用电子仪器厂生产的型号为 ＷＺＲＨ６０００数显混匀器；分别对
血清进行１：１、１：２、１：４和１：８稀释，检测血清标本中的梅毒螺
旋体抗体。

１３　结果判定
依据《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判定结果，梅毒抗体阳性标

准为样品ＯＤ值Ｓ／Ｃ０在１及以上；梅毒抗体阴性标准为样品
ＯＤ值Ｓ／Ｃ０在１以下［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用率（％）表示两组患者 ３

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梅毒抗体阳性情况、３种不同
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检测效能、应用价值等计数资料，用 χ２

检验组间比较，检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梅毒抗体阳
性情况比较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感染组患者的梅毒
抗体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未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感染组患者的梅毒抗体阳
性率均显著高于 ＴＲＵＳＴ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 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感染组患者的梅毒抗体阳
性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种不
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未感染组患者的梅毒抗体阳性

率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梅毒抗体

阳性情况比较（例／％）

检测方法
感染组（ｎ＝３５４）

阳性 阴性

未感染组（ｎ＝１９４）

阳性 阴性

ＴＲＵＳＴ法 ３１４（８８７）ａ ４０（１１３）ａ ８（４１）ｂ １８６（９５９）ｂ

ＴＰＰＡ法 ３４４（９７２）ａ １０（２８）ａ ０（０）ｃ １９４（１０００）ｃ

ＥＬＩＳＡ法 ３５０（９８９）ａ ４（１１）ａ ２（１０）ｃ １９２（９９０）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未感染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ＴＰＰＡ法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ＴＲＵＳＴ法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检测效能比较
ＴＲＵＳＴ法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分别为 ８８７％（３１４／３７２）、９５９％（１８６／１９４）、９７５％（３１４／
３２２）、８２３％（１８６／２２６）；ＴＰＰＡ法分别为 ９７２％（３４４／３７２）、
１０００％（１９４／１９４）、１０００％（３４４／３４４）、９５１％（１９４／２０４）；
ＥＬＩＳＡ法分别为 ９８９％（３５０／３７２）、９９０％（１９２／１９４）、９９４％
（３５０／３５２）、９８０％（１９２／１９６）。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的敏感
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 ＴＲＵＳＴ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的敏
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检测效能比较（％）

检测方法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ＴＲＵＳＴ法 ８８７ａ ９５９ａ ９７５ａ ８２３ａ

ＴＰＰＡ法 ９７２ｂ １０００ｂ １０００ｂ ９５１ｂ

ＥＬＩＳＡ法 ９８９ｂ ９９０ｂ ９９４ｂ ９８０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ＰＰＡ法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ＴＲＵＳＴ法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应用价值比较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同时显示梅毒抗体阳性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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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阴性２例；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显示阳性而 ＴＲＵＳＴ法显示阴
性３４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应用价值比较（例）

检测方法 ＴＰＰＡ
ＴＲＵＳＴ

＋  合计

ＥＬＩＳＡ（＋） ＋ ３１０ ３４ ３４４

 ２ ４ ６

合计 ３１２ ３８ ３５０

ＥＬＩＳＡ（） ＋ ０ ０ ０

 ２ ２ ４

合计 ３１４ ４０ ３５４

#

　讨论
近年来，梅毒发病率日益提升，患者具有较为复杂的临床

症状，对人类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现阶段，临床采用了很多

方法检测梅毒，各种方法特点各不相同，其中 ＴＰＰＡ法在对血
清中梅毒螺旋体的特异性抗体进行测定的过程中具有较高的

特异性［５］。在对梅毒进行诊断的过程中，血清学检测是临床

最常采用的检测方法，但是由于患者具有多样化的临床表现，

同时缺乏稳定的病情，因此临床很难对其进行筛查和治

疗［６８］。应用酶标记的梅毒特异性抗原初筛抗体后进一步筛

选具有较好的特异性，能够大批量、自动化同时检测［９］。相关

医学研究表明［１０１２］，梅毒血清学实验在感染梅毒螺旋体后通

过三个阶段，即感应、反应、效应［１３］。如果检测方法具有较为

昂贵的价格，则在大批量的筛查试验中就不适用［１４］。

ＴＲＵＳＴ属于一张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学实验，具有较
低的敏感性［１５］。相关医学学者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
ＴＲＵＳＴ法３种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检测了３００例患者和２００
例正常人［１６１８］，结果表明，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的灵敏度和特异
度均在９８０％以上，均显著高于 ＴＲＵＳＴ法。本研究结果表
明，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检测感染组患者的梅毒抗体
阳性率均显著高于未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感染组患者的梅毒抗体阳性率
均显著高于 ＴＲＵＳＴ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检测的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
测值均显著高于ＴＲＵＳＴ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同时显示梅毒抗体阳性３１０例，
阴性２例；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显示阳性而 ＴＲＵＳＴ法显示阴性
３４例，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ＥＬＩＳＡ法、ＴＰＰＡ法较 ＴＲＵＳＴ法在临床中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能够将漏诊率及误诊率降低到最低限度，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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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咪喹莫特乳膏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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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ｂ在尖锐湿疣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
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京市同仁医院收治的尖锐湿疣患者１５０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应用激
光治疗，研究组联合应用咪喹莫特乳膏以及重组人干扰组

"

２ｂ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结果。结果：临床疗
效对比方面，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复发率对比方面，
研究组患者治疗后各个时间点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方面，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免疫功能对比方面，
治疗前，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无显著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ＣＤ８＋显著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尖锐湿疣患者在激光治疗的同时联合应用咪喹莫特乳膏以及

"

２ｂ干扰素有利于提高治
疗效果同时降低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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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 ｃｒｅａｍ； 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 α２ｂ；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
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一种由人乳头瘤病
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引起的疾病，它是属于皮肤黏
膜类疾病，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尖锐湿

疣发病率每年呈上升趋势，如今它在我国性传播疾病里位列第

二［１２］。尖锐湿疣治疗后复发率相当高，治疗过程漫长，导致患

者压力过大，出现心理问题。而且有关性功能障碍甚至会造成

患者家庭的情感问题，所以，研究如何治疗尖锐湿疣的高复发

率意义重大［３４］。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对于病毒有着广泛的抵
抗作用，而且还能提高患者的免疫力［５］。咪喹莫特会对机体产

生刺激作用，引起细胞对于病毒的免疫应答，将病毒感染面消

除才能治疗尖锐湿疣。南京市同仁医院在尖锐湿疣疾病的治

疗过程中，联合应用咪喹莫特乳膏以及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干扰
素进行治疗，取得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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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京市同仁医院收治的
尖锐湿疣患者１５０例，纳入标准：疣状主要生长在会阴、肛周、生
殖器、肛门等地方；能用肉眼观察到鸡冠、菜花样生物；使用醋

酸白检验呈阳性。排除标准：患者存在着严重的代谢性疾病、

精神类疾病、心脑肾系统疾病；患者在就诊前２个月使用过免疫
制剂；患者处于妊娠以及哺乳期。患者随机分为两组，研究组

７５例，男３７例，女３８例；年龄范围２８岁 ～６２岁，年龄（４６３±
３５）岁；病程范围２周 ～８个月，平均病程１７个月；直径范围
０４ｃｍ～１６ｃｍ；数目为 １０个。对照组 ７５例，男 ３９例，女 ３６
例；年龄范围３０岁～６７岁，年龄（４２３±３１）岁；病程范围３周
～６个月，平均病程１２个月；直径范围０６ｃｍ～１８ｃｍ；数目为
１２个。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有可比性（Ｐ＞００５），均知情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患者均使用ＣＯ２激光烧灼切除疣体，范围：疣体周围２ｍｍ

～３５ｍｍ，深度：１ｍｍ～２５ｍｍ，手术后用１／４５００～１／７５００高锰
酸钾溶液对局部进行泡洗，莫匹罗星软膏（中美天津史克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３００６４）外用，待研究组患者伤口愈合
后外用 ５％咪喹莫特乳膏（四川明欣药业公司，国药准字：
２００３０１２８）轻轻涂抹在局部患处，用中性肥皂以及清水在用药
后５ｈ～９ｈ后洗掉患处的药物，１周间隔使用３ｄ，进行８周的疗
程，１次／ｄ［６］。外用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凝胶（安徽安科药厂，国
药准字：Ｓ２００２００３２）于患者局部皮损处仔细涂抹，４次／ｄ，连续
使用８周。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病人在治疗后需要进行连续５个月的复查，每月复查
１次，对患者的不良反应以及复发情况作出详细的记录，如果患
者有新皮损出现的话需要立刻复诊［７］。治疗标准对比：显效：

临床上的各种症状基本消失，减少的皮损面积至少是６５０％，
在复查的５个月内无复发情况；有效：各种症状有所改善，减少
皮损面积是５００％。无效：治疗前后患者症状无明显差异，皮
损面积扩大，病情甚至恶化。复发判断方法：无复发：肉眼不能

观察到增生，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使用醋酸白检验显阴性，皮肤

黏膜的恢复基本正常；复发：在原创面或者创面周围３ｃｍ内出
现新皮损，使用醋酸白检验显阳性，临床症状有所消失［８］。检

测患者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使用间接免疫荧光法，仔细观察并
记录两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以及 ＣＤ４＋／ＣＤ８＋的水平变化

情况［９］。患者需要抽取３５ｍＬ的静脉血在治疗前后的早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计数计量资料应用 χ２及 ｔ检测（珋ｘ
±ｓ），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ｎ＝７５）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０（００） ３８（５０７） ３７（４９３） ５１７％

研究组 ５（６７） ６４（８５３） ６（８０） ９２０％

χ２值 ３３９７６ ５１７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３

２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对比
研究组患者完成疗程后１、２、３和５个月的复发例分别为６

例（８０％）、４例（５３％）、３例（４０％）和１例（１３％），对照组
分别为１５例（２００％）、１３例（１７３％）、１０例（１３３％）和７例
（９３％），治疗后各个时间点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对比（％，ｎ＝７５）

组别 １个月 ２个月 ３个月 ５个月

对照组 １５（２００） １３（１７３） １０（１３３） ７（９３）

研究组 ６（８０） ４（５３） ３（４０） １（１３）

χ２值 ４４８５ ５３７４ ４１２７ ４７５４

Ｐ值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９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
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ｎ＝７５）

组别 红斑 瘙痒 糜烂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２４（３２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０（１３３） ４９（６５３）

研究组 ９（１２０） ６（８０） １（１３） １６（２１３）

χ２值 ２９５６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对
治疗前，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无显著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ＣＤ８＋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３＋、ＣＤ４＋及 ＣＤ４＋／ＣＤ８＋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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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对比（％，
#珋ｘ±ｓ，ｎ＝７５）

组别
ＣＤ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５１０±４１８ ５４５１±５０２ａ ２８３１±２８５ ３２５３±３９２ａ ３５２５±４５９ ２５９３±２０２ａ ０７５±０６１ １２５±１３４ａ

研究组 ４３４８±４２６ ６５７８±５３１ａ ２８６９±２４６ ３９６１±３５４ａ ３６１１±４８８ ２０５４±２０８ａ ０７６±０５３ １８９±１６７ａ

ｔ值 １８６９ １３３５７ ０８７４ １１６０９ １１１２ １６０９９ ０１０７ ２５８９

Ｐ值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３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５ ００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Ｐ＜００５

#

　讨论
临床上人乳头状瘤病毒会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尖锐

湿疣。尖锐湿疣的患病人群主要是以女性为主，男性患此病的

几率相对较低［１０１１］。临床上判断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是对患

者进行阴道镜活检以及相关的病理学检查。该病的病变部位

主要集中在外阴部位，相对而言位置比较隐蔽，而且在发病的

初期尖锐湿疣的症状不明显，在日常生活患者自行发现还是比

较有难度的，如果在前期不能得到及时治疗，病情便会延误［１２］。

在发病的后期尖锐湿疣的症状主要表现为血尿、疣体变大、尿

分叉等，此时患者虽然明显感到不适，但是，该病到了后期治愈

的可能性比较低，难度相对而言较大［１３］。如果患者本身就患有

阴道炎，那么它自身就具有传播性。而且尖锐湿疣治愈后很容

易复发，因此患者所处的局部环境以及治疗的彻底性都非常关

键，医护人员在治疗该病时需要注意烧灼的深度以及疣体的暴

露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医疗行业研发了许多治

疗方法，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越来越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治疗

方法主要分为药物治疗以及激光手术治疗两类［１４］。激光手术

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方法，它的治疗特点主要是患者无需

住院，疗效快，不会过多的影响患者的生活［１５］。激光手术治疗

的对象主要是单个病灶，并且病变部位的较小。它的治疗方法

是对患者的疣体和疣体下部的组织进行激光切除，对于患者病

灶处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但是很难根治患者体内潜在的病

毒，而针对相对大面积的病变部位，激光手术治疗的效果并不

理想，在治疗后有很大的几率复发［１６］。研究表明，机体对于尖

锐湿疣的免疫是特异性免疫，而且主要是细胞免疫，而病人体

内可能就存在着细胞免疫功能异常的问题。目前而言，临床上

治疗尖锐湿疣方法主要还是应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将机体

对病毒的免疫应答功能进行改善，另一方面则是对患者的局部

病灶进行清除，两方面相互联和，治疗的效果才更理想［１４］。

作为一种人工合成的药物，咪喹莫特属于非核苷酸异环胺

类虽然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咪喹莫特不能直接杀病毒，但是咪
喹莫特可以诱生细胞因子达到间接杀灭病毒的目的，在临床上

外用咪喹莫特能使机体的局部受到刺激，进而分泌多种细胞因

子，像干扰素、多种白介素、肿瘤坏死因子和
$

干扰素等，他们均

能使细胞的免疫反应增强，对细胞进行间接的杀毒［１７］。研究表

明，咪喹莫特单独外用的时间大于８周的话，对于皮损的清除率
达到５８０％左右，治疗后疾病的复发率仅仅只有１５０％左右。
但是，一些患者的皮损较大，那么他的皮损清除时间就相对较

长，相对应的咪喹莫特单独外用的时间也需要进行适当的延长，

通常可以将 ＣＯ２激光与咪喹莫特联合使用来治疗尖锐湿疣，
５０％咪喹莫特乳膏进行外用可以起到预防皮损复发的作用，而
ＣＯ２激光则可以切除疣体，这种方法对于明显皮损角化以及皮
损单个个体的体积较大的患者来说是一种相当理想的治疗方

法。在本次研究中先对患者进行激光治疗，然后再单独外用咪

喹莫特 ８周，两者联合治疗明显降低了复发率，这与研究中
５０％咪喹莫特单独外用来治疗疣体的结果相符。咪喹莫特乳
膏外用治疗的原理主要是对潜伏在感染皮肤的病毒复制以及

亚临床感染起到抑制的作用，清除皮损处病毒所需要的时间相

对较长。除此之外，患者在首次外用咪喹莫特乳膏的时候与单

独使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患者相比，复发频率较低，复发的时间也
较晚。这可能表示外用咪喹莫特乳膏可能会抑制病毒的复制，

那么病毒被清除的概率很大。在南京市同仁医院的研究中，对

照组，研究组进行治疗后出现的不良反应率各为 ６５３％、
２１３％，两者差异明显，对照组的红斑、糜烂、瘙痒的严重程度远
大于研究组。而且不良反应大多在第１周 ～２周出现，停药后
３ｄ～５ｄ不良反应基本消失。溃疡患者可以外用金霉素眼膏、
０５％新霉素溶液来减轻痛苦，严重者需要立即停药，进行复诊。

有研究报道，ＣＤ４＋以及ＣＤ３在尖锐湿疣患者的外周血中水
平量与正常人相比正常或者呈降低的趋势，ＣＤ４４＋／ＣＤ８＋的比值
与正常人相比明显降低，ＣＤ８＋水平与正常人相比呈增加的趋
势，ＣＤ４４＋／ＣＤ８＋比值能将免疫系统的内环境稳态很好的反映出
来，ＣＩＭ＋能起到促进免疫细胞应答的作用。至于重组人干扰
素ａ２ｂ是通过基因工程合成的，它是一种广谱抗病毒类药物。
重组人干扰素ａ２ｂ的作用机理主要是结合靶细胞膜上的受体，
通过受体把信号从细胞膜外传至细胞膜内，使细胞内的抗病毒

蛋白基因激活，然后发生一系列的复制、表达、增殖，达到抑制

病毒复制以及抵抗病毒的目的。它的临床疗效主要有免疫调

节、抗病毒、抗肿瘤３大类。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能起到增强巨
噬细胞吞噬的作用，使ＮＫ细胞的杀伤得到很大程度上的增强。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重组人
干扰素

"

ｂ，局部皮损处能更好的吸收药物，使药物的疗效得到
充分的发挥，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能将患者体内残留的病毒清
除，阻止了残余病毒和隐性感染的可能，除此之外，它还能使患

面的炎症得到很好的消除，皮肤的抵抗力得到增加，患面的愈

合速度大大加快。不仅降低了尖锐湿疣复发率，而且使临床的

治疗效果得到提高。在我院的研究中，治疗后的对照组的 ＣＤ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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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研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
ＣＤ４＋、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可能就表明了咪喹莫特乳膏能使机体的免疫功
能得到加强，当然，它还能使患者体内紊乱的免疫系统得到调

节，使机体本身的抗病能力得到增强，对于疣体消退后的病损

修复更有利。

综上所述，尖锐湿疣患者在激光治疗的同时联合应用咪喹

莫特乳膏以及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干扰素进行治疗，有利于提高
治疗效果同时降低复发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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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发展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１６ＳＦ２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景文文（１９８６—），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自身免疫系统疾病

Δ【通讯作者】周永安（１９６６—），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４８４７０４７５＠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８ ·皮肤性病学·

ＡＬＡ光动力联合 ５％咪喹莫特乳膏对 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
肛周尖锐湿疣患者的干预效果及其对预后性生活
质量的影响
景文文１　周永安１Δ　梁永辉１　张瑞娟２

１咸阳市中心医院皮肤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２咸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治疗 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湿疣的临床
效果，分析其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咸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７０
例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５例
患者。研究组患者给予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 ＡＬＡ光动力治疗，
观察和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结果：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为

８５７％，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的６２９％，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性生
活频率、性生活满意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数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应用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湿疣患者效果显著，复发率较低，且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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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ａｍ，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８５．７％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２．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Ａｐｈｏｔ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５％ Ｑｕａｓｉｍｏｄｏｃｒｅａｍ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Ｖ／ＡＩＤ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ｒｉｃｌｅａｎｃｏｍｍａｎｄｏ
ｃｕｌｍｉｎａｔｅ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ｓｌｏｗ，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Ｖ／ＡＩＤＳ；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ＡＬＡ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５％ Ｑｕａｓｉｍｏｄｏｃｒｅａｍ

　　艾滋病毒／艾滋病（ＨＩＶ／ＡＩＤＳ）在临床中属于一种传染性
疾病，很容易引起生殖器与肛门部位的尖锐湿疣的发生，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１］。有关研究显示，肛周尖锐湿疣对临床

治疗具有较强的抵抗作用，且导致病情的清除率相对较低，很

容易引起病情的反复，导致治疗的难度大大增加［２３］。临床中

对于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湿疣治疗多以细胞毒药物、激光
以及冷冻与手术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的复发率均比较高，且

不良反应也比较多［４］。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ＡＬＡ光动力疗法
在临床中得到应用，尤其对抗 ＨＰＶ病毒感染治疗有较好的效
果，且对正常细胞无影响。因此，本研究着重探讨 ＡＬＡ光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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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治疗方案在 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
湿疣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分析其患者预后的性生活变化。现将

具体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本院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收治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合

并肛周尖锐湿疣的７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５例患者。比较两组患者的性
别、年龄和疣体大小及数量，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ｎ（％）／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岁）

病程时间

（周）

疣体大小

（ｃｍ）
疣体数量

（个）

研究组 ３５ ２０（５７１） １５（４２９） ３７５１±３０７ １３２２±１７８ １１２±００２ ６３４±０６７

对照组 ３５ ２２（６２９） １３（３７１） ３６９１±３１５ １２８５±１８３ １１７±００３ ６５１±０５３

χ２／ｔ值 ０５２２ ０２０４ ０１７６ ０６０６ ０３５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纳入标准：①临床中 ＨＩＶ抗体试验诊断显示为阳性；②疣
体检查治疗前３个月未应用免疫调节剂或糖皮质激素等药物治
疗；③肛周局部未见其他病变与感染；④研究对象均接受正规
的抗病毒治疗；⑤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研究对象对本研
究均已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临床中未接受正规抗病毒治疗患者；②出现
有严重的心肝肾功能不全患者；③伴有血液系统疾病患者；④
临床中应用其他抗病毒药物治疗患者；⑤不同意参加此次临床
研究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给予 ＡＬＡ光动力治疗，操作治疗方法同对照

组。本组患者经过光动力治疗之后在原来破损皮肤的位置上

涂抹５０％的咪喹莫特乳膏（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０２８３，生产厂家：
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临床用药１０ｈ之后进行清
洗，３次／周，间隔一日涂抹一次，连续治疗８周［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 ＡＬＡ光动力治疗，清洁患处，待干燥
之后应用２００％的５氨基酮戊酸凝胶（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
生产厂家：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涂抹皮损位

置及周围皮肤，且应用塑料薄膜包裹３ｈ，之后应用光动力激光
治疗仪（型号：ＤＩＯＭＥＤ６３０，生产厂家：英国 ＤｉｏｍｅｄＬｔｄ）进行
照射处理，且每一个靶位设置的光照能量密度控制在 ８００～
１０００Ｊ／ｃｍ２，而光斑直径设置为２０ｃｍ，照射时间控制为２０ｍｉｎ，
每隔７天进行１次治疗，连续治疗３次［６］。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临床治疗效果　依据患者复查后情况进行评估，每周复
查１次，随访１２周。将治疗效果分为３个等级：①痊愈：复查１２
周后未见患者肛周出现新的疣体与皮损情况；②有效：复查１２
周后疣体数量明显减少，并且疣体的皮损面积缩小 ３００％以
上；③复发：经过１２周后的复查，患者的皮损状态消失，但是观
察期间出现新的疣体，且经过醋酸试验的检查确诊。临床治疗

总有效率为痊愈率与有效率之和。

１３２　性生活质量情况　主要包括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满意度
评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进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进行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５７％，显著优于对照组
患者的６２９％，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复发 总有效

研究组 ３５ ２２（６２９） ８（２２９） ５（１４３） ３０（８５７）

对照组 ３５ １２（３４３） １０（２８６） １３（３７１） ２２（６２９）

χ２值 — — — ６３０７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质量比较
经过两组数据分析，研究组患者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满意

度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数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质量比较（珋ｘ±ｓ）

分组 例数 性生活频率（次／周） 性生活满意度（分）

研究组 ３５ ２６８±０１１ ７１５６±３５６

对照组 ３５ １３２±００８ ５５６１±２８５

ｔ值 － １３０６１

Ｐ值 － ＜００５

#

　讨论
肛周尖锐湿疣在临床中属于常见疾病，主要是由ＨＰＶ所引

起的一种感染性疾病，且通过性接触感染。临床中对于 ＨＩＶ／
ＡＩＤＳ合并有肛周尖锐湿疣的治疗多以冷冻和电灼以及 ＣＯ２激
光等方法处理，但是这些方法只能去除肉眼所见到的疣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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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肉眼不能见到的疣体或者存在潜伏感染的 ＨＰＶ患者效果
并不理想［７８］。有关研究显示，这种治疗方法对该病的治疗效

果并不是很理想，且复发率也比较高，出现的不良反应众多［９］。

此外，有关研究还显示，免疫疗法具有较好的广抗病毒与免疫

的效果，但是这种治疗方法并无统一的标准［１０］。因此，临床中

如何选择有效的方法治疗该病具有重要意义。光动力疗法与

咪喹莫特是近年来治疗尖锐湿疣的一种有效方法，且在临床中

已有相关报道，但是并无统一的说明，尤其在改善患者性生活

方面缺乏相关报道［１１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应用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
合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有肛周尖锐湿疣患者效果显著，且优于
单一ＡＬＡ光动力的治疗效果，联合治疗方案患者的临床治疗有
效率达到８５７％，单一用药的有效率则是 ６２９％。分析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 ＡＬＡ光动力疗法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生
长，并对生长旺盛的细胞进行有选择性地吸收 ＡＬＡ，在细胞中
将其转化为内源性的原卟啉 ＩＸ，从而在特定的波长中进行照
射，使得细胞可以产生单态氧，更好地灭杀肿瘤细胞［１３１４］。同

时，这种疗法对于正常细胞并无明显的灭杀效果，主要是选择

性地灭杀肛周尖锐湿疣周围的感染细胞，从而达到治疗的目

的［１５１６］。此外，咪喹莫特在临床中属于一种比较新型的免疫调

节剂，能够有效地诱导多个细胞因子，更充分地激活局部的天

然免疫，最终使得Ｔ细胞免疫被激活，机体能够有效获得免疫，
达到更全面的抗病毒效果，使得 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有肛周尖锐湿
疣患者体内的ＨＰＶ载量有所降低［１７］。两者联合治疗的针对性

更强，尤其在提高患者机体免疫应答能力方面更为显著，从而

提高了整体效果［１８］。研究数据还显示，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
莫特乳膏联合治疗在改善患者的预后性生活质量方面还有着

显著的作用。研究组患者治疗后的性生活频率和性生活满意

度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进一

步说明，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治疗方案在改善
患者预后性生活方面切实可行。

综上所述，临床中对于 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湿疣患者
实施ＡＬＡ光动力与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治疗方案效果显著，
可以降低复发率，有效改善预后性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中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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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６）：ｅ２９１ｅ２９３．

［１０］　ＲｏｏｚｅｂｏｏｍＭＨ，ｖａｎＫｌｅｅｆＬ，ＡｒｉｔｓＡＨ，ｅｔａｌ．Ｔｕｍｏ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ａｎｄ
ａｄｎｅｘ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ｂａｓ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ＢＣＣ）ａｓ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ａｉｌｕｒｅｆｏｒｍｅｔｈｙｌ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ａｔｅ（ＭＡＬ）
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ＤＴ），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ａｎｄ５ｆｌｕｏｒｏｕｒａｃｉｌ（ＦＵ）．Ｊ
ＡｍＡｃａｄ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５，７３（１）：９３９８．

［１１］　李海燕，蔡丽敏，尤艳，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咪喹莫特治
疗基底细胞癌疗效观察．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１，１８（１２）：１６２３１６２５．

［１２］　倪菁菁，张瑞丽，曹蕾，等．肛管内尖锐湿疣的治疗及ＨＰＶ基因分
型检测．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６，１６（３４）：６７０３６７０５．

［１３］　王明，邹清，叶发舜，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治疗面部扁平
疣３５例临床观察．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１（６）：４６５４６６．

［１４］　缪亚军，余珊珊．艾拉光动力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扁平疣
的临床疗效．中国医疗美容，２０１７，７（７）：４２４４．

［１５］　ＲｏｏｚｅｂｏｏｍＭＨ，ＡｒｉｔｓＡＨ，ＭｏｓｔｅｒｄＫ，ｅｔａｌ．Ｔｈｒｅ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ｖｓ．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ｖｓ．ｆｌｕｏｒｏｕｒａｃｉｌｆｏ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ｂａｓ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ｉｎ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
ｔｙ，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Ｉｎｖｅｓｔ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６，１３６（８）：
１５６８１５７４．

［１６］　ＸｕＪ，ＸｕＬ，Ｗ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Ｎｅａｒｉｎｆｒａｒｅｄ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
ａｐｙ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ｉｎｇｕｐ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ｂｌｏｃｋａｄｅｆｏｒｉｍｍｕｎ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ＣＳ
Ｎａｎｏ，２０１７，１１（５）：４４６３４４７４．

［１７］　房婕，李志豪，陈榕，等．尖锐湿疣患者外周血Ｔｏｌｌ样受体７、髓系
分化因子８８、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相关因子６的表达．中华皮肤科
杂志，２０１３，４６（５）：３３２３３５．

［１８］　胥建中，李继科，辜格嘉，等．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伴尖锐湿疣的治疗．
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３）：２１３２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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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杨华锋（１９７８—），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皮肤病与性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３９ ·皮肤性病学·

香菇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片口服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 Ｔ细胞亚群的影响
杨华锋１　黄浩２

１潜江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湖北 潜江 ４３３１９９
２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湖北科技学院附属天门医院）风湿免疫科，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香菇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片口服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效果，并探讨其对患
者外周血中各种Ｔ细胞亚群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期间在潜江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１３０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５例，两组患者的疗程均为６
个月，对照组患者仅给予伐昔洛韦片口服，观察组患者给予香菇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片口服。停药后随访６
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有效率、３个月和６个月的复发率、治疗前与治疗６个月后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
的变化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的生殖器疱疹复发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而治疗后ＣＤ８＋亚群水平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且观察组对患者 Ｔ细胞亚群的
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高于观察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存在一定程度的Ｔ细胞亚群水平紊乱。在使用
常规抗病毒药物治疗的同时，联合采用香菇多糖辅助治疗，有利于改善 Ｔ细胞水平的紊乱，提高机体免疫
力，加强抗病毒治疗的疗效，降低复发率，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香菇多糖；伐昔洛韦；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Ｔ细胞亚群；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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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ｓ，ＲＧＨ）是临床上
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反复发作、难以彻底治愈等特

征［１］。既往研究发现 ＲＧＨ可显著影响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
明显增加其他性传播疾病（如艾滋病、梅毒等）的发生率，而且

ＲＧＨ的反复发作与患者的细胞免疫被抑制密切相关［２］。ＣＤ４＋

Ｔ细胞和ＣＤ８＋Ｔ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中最重要的两个 Ｔ淋巴
细胞亚群，它们的水平反映了机体的细胞免疫状态，而且

ＣＤ４＋／ＣＤ８＋的比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体细胞免疫的调节
功能［３］。现阶段临床治疗ＲＧＨ主要采用的阿昔洛韦和伐昔洛
韦等抗病毒药物不能完全清除体内潜伏的病毒，疗效尚不令人

满意［４］。香菇多糖是由天然产物香菇子分离提取的到的一种

高分子葡聚糖，能诱导多种免疫调节因子和受体表达，激活免

疫细胞，从而提高机体免疫力，辅助治疗多种免疫相关的疾

病［５］。本文研究了香菇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片口服对复发性生

殖器疱疹的治疗效果，并探讨其对患者外周血中 Ｔ细胞亚群的
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期间在潜江市中心医院
治疗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１３０例。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
或其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

标准：①符合生殖器疱疹诊断标准［６］，且疱液经检验为单纯庖

疹病毒Ⅱ阳性或血清单纯庖疹病毒Ⅱ抗体为阳性；②性伴侣有
感染病史或进行过不洁性行为。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的心肝肾
相关疾病；②伴有艾滋病或梅毒等其他性病；③３个月内使用过
抗病毒药、免疫抑制药或糖皮质激素的患者。纳入本研究的患

者按照随机数字表，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５例。
观察组：男４２例，女２３例，病程范围１４５年～５０５年，病程（２
６３±０３５）年，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９岁，年龄（３４２５±６１２）岁。
对照组：男４０例，女２５例，病程范围１５３年～４９８年，病程（２
６８±０４１）年，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岁，年龄（３３８９±５８７）岁。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仅口服伐昔洛韦片（海南中化联合制药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３００ｍｇ／片，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９４０３６），３００ｍｇ／次，每天
２次，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除口服与对照组相同剂量的伐昔洛
韦片外，并联合香菇多糖（浙江普洛康裕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１００ｍｇ／片，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２６２１５）辅助治疗，香菇多糖每次口服
０５ｇ，每天２次。两组患者均连续服药６个月，服药期间定期
复诊检测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停药后随访６个月，观察治疗效
果和复发情况，复发病例可随时复诊。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有效率：按照临床症状和体征评分情况

（即疗效指数）判断治疗效果。疗效指数 ＝（治疗前评分治疗
后评分）／治疗前评分 ×１００％，完全痊愈：疗效指数 ＝１００％；显

效：疗效指数＞６０％；有效：疗效指数 ＞３０％；无效：疗效指数 ＜
３０％。有效率＝（痊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
１００％。记录和统计治疗３个月和６个月后两组患者生殖器疱
疹的复发率。复发标准为原生殖器部位再次出现新皮损、小水

疱、糜烂破溃等症状。复发率 ＝复发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所
有患者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治疗前及治疗后 ３个月时外周血
中Ｔ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３＋、ＣＤ４＋和ＣＤ８＋）的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
百分率（％）表示，组间采用 χ２检验比较差异；计量数据采用均
值±标准差表示，组间采用ｔ检验比较差异，以Ｐ＜００５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有效率的比较

观察组有效率 ９３８５％（６１／６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有效率
８３０８％（５４／６５），两组有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效果的比较［ｎ（％）］

组别 完全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１９（２９２３）２５（３８４６）１７（２６１５） ４（６１５） ６１（９３８５）

对照组 １５（２３０８）２０（３０７７）１９（２９２３）１１（１６９２）５４（８３０８）

χ２值 ４５６１

Ｐ值 ００３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复发率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后复发率１２３１％，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的复发率３０７７％；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复发率
２６１５％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复发率５５３８％，以上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和６个月复发率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对照组 ６５ ２０（３０７７） ３６（５５３８）

观察组 ６５ ８（１２３１） １７（２６１５）

χ２值 ６５５５ １１５００

Ｐ值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水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外周血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

均不同程度升高，而ＣＤ８＋亚群则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的变化程度较对照组患者更为明显，以上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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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水平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ＣＤ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３４１±４８７ ６５２８±５５３ａ ３３１５±４５６ ３５９６±５０２ａ ２７８５±３１４ ２４１６±３０８ａ １１３±０１９ １２５±０２１ａ

观察组 ６３４５±５２７ ６７２３±５６５ａ ３３１９±４６７ ３９２１±５１３ａ ２７８３±３０６ ２１７２±３０１ａ １１４±０２０ １４０±０２９ａ

ｔ值 ００４５ １９８９ ００４９ ３６５１ ００３７ ４５６８ ０２９２ ３３７８

Ｐ值 ０９６４ ００４９ ０９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７１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实验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３０８％（２／６５）显著低于对照组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２３１％（８／６５），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胃肠道反应 头昏 嗜睡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６５ １（１５４） １（１５４） ０（０）　 ２（３０８）

观察组 ６５ ３（４６２） ３（４６２） ２（３０８） ８（１２３１）

χ２值 ３９００

Ｐ值 ００４８

#

　讨论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严主要是由单纯疤疹病毒Ⅱ型通过性交感

染生殖器周围皮肤黏膜导致红斑、水疱和溃疡，严重影响患者的日

常生活和工作［７］，其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的

公共卫生问题［８］。生殖器疮疹患者局部症状消失后，残留的疱疹

病毒可逃避宿主的免疫监视，利用其嗜感觉神经节特性潜伏于神经

节中，当遇到某些应激因素出现时，潜伏的病毒被激活，导致生殖器

疱疹反复发作［９］。故而，研究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有效治疗手段，

减少复发频率，改善患者预后，迫在眉睫。

研究发现，临床上生殖器疱疹的易复发与患者机体内细胞

免疫的失调有关。孕妇患生殖器疱疹可使胎儿垂直传播感染

疱疹病毒［１０］，且大大增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的感染风险。若育龄女性感染生殖器疱疹
还会影响其正常生育能力，造成不孕、流产和宫颈癌等现象发

生［１１］。人体感染单纯疱疹病毒Ⅱ型不能在机体产生永久的免
疫力，故不能阻止感染复发［１２］，表明细胞免疫反应在生殖器疱

疹病程中可能占主导作用，而抗体反应起相对次要的作用。因

此，调节机体细胞免疫状态是防治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复发的关

键。淋巴细胞是人体细胞免疫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生病毒感

染时Ｔ细胞会迅速激活增殖启动机体的细胞免疫，发挥抗病毒
的作用［１３］。ＣＤ４＋Ｔ细胞和 ＣＤ８＋Ｔ细胞是病毒感染中应答的
主要免疫细胞［１４］。ＣＤ４＋Ｔ细胞的功能主要是辅助提高机体免
疫力，而ＣＤ８＋Ｔ细胞在机体感染病毒的过程中主要起免疫抑制
作用［１５］。故外周血中ＣＤ４＋Ｔ细胞和 ＣＤ８＋Ｔ细胞的水平对观
察患者用药后机体免疫情况的变化尤其重要。

伐昔洛韦与传统的抗病毒药物阿昔洛韦相比，水溶性更

好，口服生物利用度更高，抗病毒效果更优，而且其安全性与阿

昔洛韦相似，是近年来临床上常用的抗疱疹病毒药物［１６］。香菇

多糖作为从中药材中分离提取得到的非特异免疫功能增强剂，

对患者Ｔ淋巴细胞、Ｂ淋巴细胞和 ＮＫ细胞均有一定的调节作
用［１７］。香菇多糖调节机体免疫的机制可能是其可增强网状细

胞、内皮细胞和巨噬细胞组成的网状内皮系统识别抗原的能

力，从而增强Ｔ细胞免疫的激活，同时可通过提高 Ｂ细胞合成
抗体的能力，产生抗病毒的效果［５］。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单纯给予伐昔洛韦进行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治疗后，有效率显著低于观察组患者（Ｐ＜００５），而
且随访３个月和６个月的复发率均明显高于联合使用香菇多糖
辅助治疗的观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香菇
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用药后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效果显

著优于单一的抗病毒药物治疗。香菇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用药

后可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同时协助伐昔洛韦发挥了更好的抗病

毒作用。外周血中 Ｔ细胞亚群的数量及其比值是判断机体细
胞免疫状态的最重要的参数之一，该指标的变化甚至可以指导

临床医生对患者的治疗［１８］。对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外周血 Ｔ细
胞亚群水平进行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ＣＤ３＋、ＣＤ４＋和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显著高于同时期的对照组患者，而ＣＤ８＋水平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以上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该结果充分表明伐昔洛韦联合香菇多糖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低下的细胞免疫功能，从

而提高抗病毒药物的治疗作用。同时，本研究还观察到香菇多

糖联合伐昔洛韦用药后可明显改善治疗产生的不良反应，胃肠

道反应、头昏和嗜睡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香菇多糖可能通过改善机体
的免疫状态，增加了对伐昔洛韦等抗病毒药物的耐受性。

综上所述，在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同

时，辅助应用香菇多糖可以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充分发挥抗

病毒药物的治疗作用，降低复发率，减少不良反应，值得临床进

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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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多莫德与伐昔洛韦联用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
免疫平衡系统及预后影响
杨万军　刘丽华　吴思
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科，四川 攀枝花 ６１７０６７

【摘　要】　目的：探讨匹多莫德与伐昔洛韦联用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平衡系统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将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于攀枝花市中心医院就诊的９０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纳入为本次观察
对象，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病例均为４５例。对照组采用伐昔洛韦治疗，实验组予以
匹多莫德联合伐昔洛韦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临床指标和复发率情况；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
淋巴细胞亚群和炎症因子的水平变化。结果：实验组临床有效率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提高，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症状消失时间、结痂时间以及皮损愈合时间均较对照组显著缩短，且组间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两组均经半年随访，实验组复发率相比对照组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ＣＤ３＋、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值均较治疗前明显的升高，ＣＤ８＋值均较治疗前
明显的降低，且两组间的比较差异显著，上述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血清ＩＬ２、ＩＮＦγ水平均较治疗前明显的升高，ＩＬ１３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两组间的比较差异显著，上述
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结论：匹多莫德与伐昔洛韦联用可有效改善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患者的临床症状，纠正其免疫系统紊乱，减轻炎症反应，复发率低，效果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匹多莫德；伐昔洛韦；免疫；预后；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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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ｌａｃｙｃｌｏｖｉｒ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ｄｕｃｅ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ｈａｖｅｌｏｗ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ｘａｃ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Ｖａｌａ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属于临床较为高发的一种性传播疾病，
其是指机体出现原发性生殖器疱疹经治愈后再次出现复发，临

床可表现为糜烂、红斑以及水疱等症状［１２］。多数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患者因单纯疱疹病毒２型所致，少数患者则可由单纯疱
疹病毒１型引发，据临床报道，一旦患者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其
机体神经节内将会终身潜伏，若患者免疫状态低下，更易引发

病毒的激活释放而使病情迁延难愈，对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影响［３５］。临床认为该病的发病机制复杂多样，治

愈系数较低，以往临床多采用伐昔洛韦进行治疗，但单用该药

疗效不佳，停药后易复发。有学者发现，采用匹多莫德与伐昔

洛韦联用可较好消除潜伏在骶神经节中的单纯疱疹病毒，改善

其免疫功能，提高疗效［６］。攀枝花市中心医院于２０１５年４月至
２０１７年２月对９０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联合匹多莫德与伐
昔洛韦治疗，旨在研究两种药物联合应用的临床效果和对患者

免疫平衡系统及预后的影响，详细情况作如下报道。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择取９０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均于２０１５年４
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来攀枝花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科接受治疗，入
组患者的疾病诊断均符合《生殖器疱疹临床诊疗指南（２００９）》［７］

中的相关标准，同时复发频率半年中超过３次或每２次复发间隔
时间短于２个月。纳入标准：①依从性较好，可遵医嘱者；②每次
发作时间为６ｄ～１０ｄ者；③不存在自身免疫性疾病者；④对本研
究所用药物及治疗方式无禁忌症者；⑤经本人及家属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①合并血管、神经损伤者；②存在恶
性肿瘤者；③近０５年存在其他免疫调节剂治疗史者；④中途退
出研究者；⑤心、肝、肾等功能障碍者；⑥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本
研究拟采取的方法以及过程均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审批及

同意。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研究的９０例患者均分为实验组和对
照组。实验组男３３例，女１２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岁，年龄
（３２４１±２３１）岁；病程（２４８±１５０）年；复发次数（６５５±１４１）

次／年。对照组男３５例，女１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８岁，年龄
（３２３０±２２７）岁；病程（２５１±１５３）年；复发次数（６７１±１３９）
次／年。经统计比较，两组患者主要临床基线资料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两组间可开展本项研究的对比分析。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用盐酸伐昔洛韦片（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Ｈ２００６６８５８、０３ｇ／片）治疗，口服，２片／次，２次／ｄ；在对照组
的基础上，实验组还采用匹多莫德片（唐山太阳石药业有限公

司、Ｈ２００１００９１、０４ｇ／片）治疗，口服，２片／次，２次／ｄ。两组患
者均连续服用４周，治疗期间饮食要有规律，注意休息，禁止性
生活，并至少随访０５年。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评价标准

①临床疗效判定：生殖器周围皮损消退并已结痂愈合，临
床症状彻底消除即为痊愈；生殖器周围皮损大部分消退并结痂

愈合，且临床症状改善明显即为显效；生殖器周围皮损部分消

退并开始结痂愈合，临床症状部分改善即为有效；生殖器周围

皮损改善不明显，临床症状变化小。临床有效率为痊愈与显效

例数之合除以总例数。②比较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结痂时
间以及皮损愈合时间等临床指标。③采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晨起空腹静脉血５ｍＬ，经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分离血清，保存标本
待测。免疫平衡系统检测：两组患者 Ｔ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的水平变化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并计算 ＣＤ４
＋／ＣＤ８＋；炎症因子测定：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两组患者白细胞
介素２、１３（ＩＬ２、１３）及 γ干扰素（ＩＮＦγ）变化。④统计两组患
者治疗后半年复发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数据的统计学分析采用１９０版本的ＳＰＳＳ软件进

行，计量与计数资料分别采用珋ｘ±ｓ和％表示，分别行ｔ检验和χ２

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以 Ｐ＜００１表示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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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实验组临床有效率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提高，组间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和复发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的结痂时间、症状消失时间以及皮损愈合时间

均较对照组显著的缩短，且组间比较差异显著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两组均经０５年随访，实验组复发率相比对照组明显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临床有效率

实验组 ４５ ２２ １５ ６ ２ ４３（９５５６）

对照组 ４５ １４ １３ １０ ８ ３７（８２２２）

χ２值     ４０５０

Ｐ值     ００４４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和复发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结痂时间（ｄ） 症状消失时间（ｄ） 皮损愈合时间（ｄ） 复发率［ｎ（％）］

实验组 ４５ ３２０±０５９ ６６１±０８４ ７３９±１１２ ５（１１１１）

对照组 ４５ ４４５±０８３ １０２２±１０７ １１８８±１３３ １３（２８８９）

ｔ／χ２值 ８２３４ １７８０２ １７３２３ ４４４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及 ＣＤ４＋／ＣＤ８＋

值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ＣＤ８＋值较治疗前明显的降低，且两组
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实验组 ４５ 治疗前 ５２０３±５２９ ３１１９±３７２ ３２５９±３８０ ０９６±０１１

治疗后 ６２４４±６６５ａ ４０５５±４２３ｂ ２２３１±２６９ｂ １８２±０３４ｂ

ｔ值 ８２１８ １１１４６ １４８１２ １６１４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５ 治疗前 ５１９４±５３１ ３１１８±３６８ ３２５５±３７３ ０９５±０１２

治疗后 ５９３３±５８１ ３８０４±４１６ ３０９５±２７１ １２３±０２８

ｔ值 ６２９８ ８２８５ ２３２８ ６１６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反应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炎症反应各指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ＩＬ２、ＩＮＦγ均较治疗前呈现
明显的升高，ＩＬ１３呈现明显的降低状态，且两组间差异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反应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Ｌ２（ｐｇ／ｍＬ） ＩＬ１３（ｐｇ／ｍＬ）ＩＮＦγ（ｎｇ／ｍＬ）

实验组 ４５ 治疗前 ２０７９±４７０ ２４４９±３７７ ５３６±１０４

治疗后 ４２０５±４６９ｂ １９６８±２０２ｂ１２４８±２７１ａ

ｔ值 ２１４７９ ７２３０ １６４５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５ 治疗前 ２０７５±４６４ ２４４３±３６５ ５３４±１０２

治疗后 ３１８１±４２３ ２２８１±２１５ １１３６±２１１

ｔ值 １１８１７ ２５６５ １７２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

　讨论
临床调查数据显示［８９］，近年来生殖器疱疹患病人数明显

增多，而该病的反复发作，可进一步恶化病情，最终形成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目前临床尚未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有明确阐述，

主要认为是单纯疱疹病毒２型入侵后，可潜伏于机体的骶神经
节，进而不断持续导致原发感染，而当患者免疫状态不佳时，可

致病情复发，故有效改善患者的免疫状态是治疗复发性生殖器

疱疹的关键［１０１１］。现阶段，临床尚无特效药物治疗该病，多数

采用抗病毒药物联用免疫调节剂进行治疗。本研究采用匹多

莫德与伐昔洛韦联用治疗该病，结果显示，实验组临床有效率

与对照组相比显著提高，组间比较差异显著。说明二药联合使

用，能明显纠正患者紊乱的免疫状态，对促进病情恢复发挥积

极作用。

伐昔洛韦属于临床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特异性疱疹病毒

抑制剂，该药为阿昔洛韦的前体药物，具有生物利用率高、半衰

期长及起效快等优势，其能针对性的抑制病毒ＤＮＡ在机体内的
复制，导致ＤＮＡ聚合酶活性丧失，最大程度抑制病毒的活跃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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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但单一采用该药物，停药后易反复，效果欠缺［１２］；匹多莫德

为临床中使用的一种新结构的免疫调节剂，其是焦谷氨酸与硫

代脯氨酸二者合成的类二肽，该药可有效激活自然杀伤细胞

（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ＮＫ）的分泌释放，加快机体有丝分裂原引发
的淋巴细胞增殖，提高淋巴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活性，进一步增

强单核细胞的吞噬能力和中性粒细胞的趋化作用，对加快淋巴

细胞的增殖分裂，纠正免疫失衡发挥显著作用。较多临床报道

表明［１３１５］，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存在免疫系统紊乱，具体可

表现为ＣＤ４＋显著降低，ＣＤ８＋显著升高，进而使得ＣＤ４＋／ＣＤ８＋明
显降低；同时机体ＮＫ细胞活性的显著降低，可大大削弱机体防
御系统对病毒的杀伤，进而间接降低以 Ｔ淋巴细胞亚群为介导
的灭杀单纯疱疹病毒的免疫应答，对病毒的消除发挥不利作

用。有学者报道［１６］，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体内存在 Ｔｈ１至
Ｔｈ２的漂移，而二者交互异常调节可导致其释放的相关因子出
现分泌失调，使得Ｔｈ２分泌释放较多的 ＩＬ４和 ＩＬ１０，Ｔｈ１分泌
释放的ＩＬ２和 ＩＮＦγ显著减少，而 ＩＬ１３可由活化的 Ｔｈ２分泌
释放，对平衡Ｔｈ１／Ｔｈ２系统发挥重要作用。在正常机体中各个
Ｔ淋巴细胞亚群之间相互调节并维持一定平衡，当机体免疫功
能下降时则明显变化，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ＣＤ３＋、
ＣＤ４＋及ＣＤ４＋／ＣＤ８＋值均较治疗前明显升高，ＣＤ８＋值较治疗前
明显的降低，两组间差异显著，同时治疗后两组患者ＩＬ２、ＩＮＦγ
均较治疗前明显的升高，ＩＬ１３均较治疗前明显的降低。说明二
药联合能有效改善机体的免疫抵抗力，可能是在伐昔洛韦发挥

药效的基础上，匹多莫德能有效刺激 ＩＬ２的分泌释放，以此加
强淋巴细胞对其的敏感度，进一步提高了机体免疫系统抵抗毒

侵袭的能力［１７］。有研究发现［１８］，匹多莫德不能直接发挥抗病

毒作用，但该药对增强机体免疫抵抗力发挥显著功效，并对改

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具有积极作用，同时能提高患者预后效果，

降低疾病的复发率。本研究结果同样表明，实验组症状消失时

间、结痂时间以及皮损愈合时间均较对照组显著缩短，且组间

比较差异显著，并均经半年随访，实验组复发率相比对照组明

显降低。提示在伐昔洛韦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匹多莫德能有效

纠正Ｔ淋巴细胞失衡状态，改善患者预后。
综上所述，匹多莫德与伐昔洛韦联用可发挥抗病毒和提高

免疫抵抗力的双重作用，能有效改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的

临床症状，纠正其免疫系统紊乱，同时可降低复发率，效果确

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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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应用免疫调节剂对带毒阳性生殖器疱疹患者
机体免疫功能及复发频率的影响
康旭△　汪国庆　何飞龙　徐元俊
攀枝花市第六人民医院（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医院）皮肤性病科，四川 攀枝花

　６１７０２３

【摘　要】　目的：探讨间歇性应用免疫调节剂对带毒阳性生殖器疱疹（ｈｅｒｐｅｓ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ｓ，ＨＧ）患者机体免
疫功能及复发频率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攀枝花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的带毒
阳性ＨＧ患者１０８例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５４）和对照组（ｎ＝５４）。对照组患
者给予阿昔洛韦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免疫调节剂间歇性治疗，口服胸腺肽肠溶胶囊 ＋肌
肉注射甘露聚糖肽。比较两组临床疗效、机体免疫功能、治疗结束后６个月复发情况、不良反应。结果：观察
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０７４％，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５９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水平分别为（６２７３±８１４）％、（３７４８±８４６）％、（１５６±０６４）、（１７９３±
７２１）％，显著高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ＣＤ８＋水平为（２４０３±７３８）％，显著低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６个月，观察组总复发率为２４０７％，显著低于对照组总复发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４６２９％（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１１１％，对照组治疗期间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９２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带毒阳性ＨＧ患者在抗病毒治疗基础上间歇性应用
免疫调节剂治疗，可有效增强机体免疫功能，降低复发率，从而提高治疗疗效，且不会明显增加不良反应。

【关键词】　免疫调节剂；间歇性治疗；生殖器疱疹；免疫功能；复发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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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ｒ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ｙｍｏｓｉｎｅｎｔｅｒｉｃｃｏａｔｅｄ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ｎｄ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ｎｎａｔｉｄ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ｄ
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０．７４％ｖｓ７５９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ａｎｄＮＫｗｉｔｈ（６２．７３±８１４）％，（３７．４８±８．４６）％，（１．５６±０．６４）ａｎｄ（１７．９３±７．２１）％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Ｄ８＋ｗｉｔｈ（２４０３±７．３８）％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４．０７％ ｖｓ４６．２９％）（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ｗａｓ１１．１１％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９．２６％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ｏｉｓｏｎｏｆ
ＨＧ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ｂｙ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
ｃ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ｅｒｐｅｓ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ｓ；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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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ｈｅｒｐｅｓ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ｓ，ＨＧ）是主要由单纯疱疹病毒
（ＨＳＶ２）引起的皮肤性疾病。传播途径主要为性接触传染，也
可经胎盘和产道传染给新生儿。皮肤黏膜被ＨＳＶ感染后，病毒
可传导至骶神经节，形成持久性感染，一旦患者疲劳、紧张或免

疫力减退，病毒可再次转移至皮肤黏膜表面，大量复制，引起复

发［１２］。目前无特效治疗药物，临床上常用阿昔洛韦、伐昔洛

韦、泛昔洛韦等鸟嘌呤核苷类似物抑制病毒 ＤＮＡ多聚酶，进行
抗病毒治疗，但生物利用率低，用药次数多，患者依从性较差，

停药后，复发率较高［３］。有研究认为部分细胞免疫缺陷与 ＨＧ
发病和复发有关［４］，所以本研究在抗病毒治疗基础上应用免疫

调节剂间歇性治疗，并观察其治疗对患者免疫功能以及复发率

等方面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攀枝花市第六人民医
院收治的带毒阳性ＨＧ患者１０８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符合ＨＧ诊断标准［５］；②实验室检查 ＨＳＶ２血清抗体阳性；③
临床症状典型，年复发频率在４次以上；④患者知情，并签署病
人知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研究涉及药物过敏者；②伴有其
他自身免疫疾病者；③伴有严重肝肾功能异常者；④孕妇和哺
乳期患者。将纳入研究的１０８例患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
为观察组（ｎ＝５４）和对照组（ｎ＝５４）。观察组中，男３０例，女２４
例，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岁，年龄（３４５７±１３７６）岁，病程范围９
个月～８年，病程（２８９３±９２２）个月，年复发次数４次～１０次，
次数（７２１±１６２）次；对照组中，男２８例，女２６例，年龄２３岁
～５１岁，年龄（３５２６±１２８２）岁，病程 ８个月 ～７年，病程
（２５９３±９０５）个月，年复发次数 ４次 ～１１次，次数（７５４±
１７１）次。两组一般资料相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注意饮食、禁止酗酒、防止过度疲劳、

保持心情愉快，性生活时注意戴避孕套。对照组患者给予阿昔

洛韦片（四川科伦药业股份公司生产，国药准字号 Ｈ１０９８３１０３）
０４ｇ治疗，每日３次，共５ｄ，重复治疗剂量０２ｇ，连续治疗６个
月。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进行免疫调节剂间歇性治疗，

口服胸腺肽肠溶胶囊（上海宝龙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１３２），每次２粒，每日３次，每半月连服７ｄ，２５个月后停
止用药１个月，再治疗２５个月，共６个月，同时肌肉注射甘露
聚糖肽（长春力尔凡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Ｘ１９９９００２９）
１０ｍｇ，每周１次，３个月后停止用药１个月，再治疗３个月，共７
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根据症状积分评价两组治疗疗效，痊愈：疗效指数降低超

过９０００％；显效：疗效指数降低６１００％～８９００％；好转：疗效
指数降低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无效：疗效指数降低不足
２０００％。总有效率＝痊愈率 ＋显效率 ＋好转率。疗效指数 ＝
治疗前与治疗后年复发次数之差／治疗前复发次数×１００００％。

治疗前后，采集患者外周静脉血２ｍｌ～３ｍｌ，加入抗凝剂，采
用免疫荧光法检测Ｔ细胞亚群水平以及 ＮＫ细胞水平，流式细
胞仪由购自美国ＢＤ公司；治疗结束后随访６个月，统计两组患
者随访期间复发情况，并观察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１４　数据分析
计量数据用平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使用 ｔ检验进行

分析，计数数据采用χ２检验进行分析，数据差异性分析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软件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比较

两组治疗前，免疫功能各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较治疗前
与对照组治疗后显著较高，ＣＤ８＋较治疗前与对照组治疗后显著
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５４ ２３（４２５９） １８（３３３３） ８（１４８１） ５（１２９６） ４９（９０７４）

对照组 ５４ ８（１４８１） １８（３３３３） １５（２７７８） １３（２４０７） ４１（７５９３）

χ２值 　４２７

Ｐ值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ＮＫ（％）

观察组 ５４ 治疗前 ５７１１±８３２ ３０８７±８４３ ２８１０±８９３ １１０±０５２ １１６３±６８４

治疗后 ６２７３±８１４ａｂ ３７４８±８４６ａｂ ２４０３±７３８ａｂ １５６±０６４ａｂ １７９３±７２１ａｂ

对照组 ５４ 治疗前 ５７８４±８４６ ３０５６±８５５ ２８１８±８３５ １０８±０５１ １１７７±６４２

治疗后 ５８５９±８０５ ３２２２±８３１ ２７６２±７２６ １１７±０６１ １３２６±６８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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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内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内复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复发≤２次 复发３次～４次 复发≥５次 总复发率

观察组 ５４ ９（１６６７） ２（３７０） ２（３７０） １３（２４０７）

对照组 ５４ ８（１４８１） １０（１８５２） ７（１２９６） ２５（４６２９）

χ２值 　５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胃肠道反应３例，头晕３例，不良

反应总发生率为１１１１％，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胃肠道反
应２例，头晕３例，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９２６％，两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我国近几年来ＧＨ发病率迅速增长，主要通过性交时皮肤

黏膜接触传染，１９岁～３９岁是ＧＨ感染的高峰年龄段。易复发
是ＧＨ治疗难点，９０００％左右的首发ＨＳＶ２感染者１年内会复
发１次，平均复发４次，多者１年内复发可超过６次［６］。ＧＨ的
复发严重影响到患者与伴侣心理状态和生活质量，并且会增加

艾滋病感染几率［７］。无环鸟苷是目前抗 ＨＳＶ２病的公认有效
药物，治疗后可缩短病程、减轻症状、促进损害愈合，同时减少

ＨＳＶ２病毒排放和ＧＨ复发［８］。阿昔洛韦属于无环鸟苷，吸收

后会在病变细胞内磷酸化形成三磷酸无环鸟苷，结合 ＨＳＶ２
ＤＮＡ聚合酶，使聚合酶活性受到抑制，从而影响ＨＳＶ２合成、复
制，逐渐减弱病毒活性，到减少ＧＨ复发目的［９１０］。但有研究显

示，阿昔洛韦虽然可使 ＧＨ复发频率降低、病程缩短，但不能杀
灭潜伏在体内的 ＨＳＶ２，所以停药后，在各种诱因下，ＧＨ极易
复发，不能达到理想治疗效果，长期使用不仅治疗费用高，不良

反应也相应增大［１１］。

ＧＨ的复发可能与机体免疫细胞功能失衡所致的免疫抑
制、免疫应答低下或免疫缺陷有关［１２］。免疫学研究表明，Ｔ淋
巴细胞是介导病毒感染的主要免疫细胞，ＣＤ４＋是辅助性 Ｔ细
胞，可调控免疫反应，ＣＤ８＋是细胞毒性Ｔ细胞，主要起到抑制免
疫作用，ＮＫ细胞衍生于骨髓，具有部分 Ｔ细胞分化抗原，可不
依赖抗体杀伤被病毒感染的靶细胞［１３１４］。本研究结果发现，观

察组治疗后，外周血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较治疗前
与对照组治疗后显著较高，ＣＤ８＋较治疗前与对照组治疗后显著
较低，观察组较对照组６个月内复发率显著降低，治疗总有效率
显著升高，提示联合采用间歇性免疫调节剂治疗可有效纠正机

体免疫水平失衡，降低复发率，提高治疗疗效，而单纯使用阿昔

洛韦治疗，对机体免疫功能无明显改善，复发率降低与疗效未

能达到理想水平。林晓红［１５］研究发现阿昔洛韦片与免疫调节

剂联合使用后，血液中的免疫功能相关指标均显著升高，而单

纯服用阿昔洛韦片治疗，免疫功能相关指标无明显改变，认为

阿昔洛韦片与免疫调节剂联合使用可有效提升免疫球蛋白、中

性粒细胞以及补体Ｃ３比例，从而增强机体免疫力，可支持本文
研究结果。胸腺肽是具有增强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作用的一组

多肽，可诱导Ｔ细胞分化、发育，增强 Ｔ细胞免疫应答能力，另
外还可通过促进细胞因子（干扰素γ、白介素２等）分泌使细胞
免疫功能增强，适用于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各种原发性或继

发性Ｔ细胞缺陷病、肿瘤辅助治疗［１６］。甘露聚糖肽是一种新型

免疫增强剂，可促进Ｔ淋巴细胞分化与增殖，激活吞噬细胞，诱
导补体、白介素１生成，并且可抗肿瘤，适用于免疫功能低下所
致疾病、各种细菌病毒感染疾病、肿瘤辅助治疗［１７］。两种免疫

调节剂共同使用，可有效改善患者免疫状况，从而提高机体抵

抗能力，减少复发。

ＧＨ治疗方法分为两种，分别是长期抑制疗法和间歇疗法，
长期疗法可减少用药时的复发次数，但停药后复发次数不能有

效控制，且长期用药费用高，给患者带来较大经济负担，另一方

面不良反应也相对较大［１８］，所以本研究选用间歇疗法进行治

疗。治疗期间，两组均无严重不良反应，观察组和对照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１１１１％和９２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见
间歇性应用免疫调节剂治疗，不会明显增加带毒阳性 ＧＨ患者
不良反应，治疗安全性高。

综上所述，带毒阳性ＧＨ患者采用免疫调节剂间歇性治疗，
可有效纠正免疫细胞失衡，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从而减少复发

率，提高治疗疗效，且间歇性治疗不良反应较少，可增强患者治

疗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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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级课题（２０１７ＹＪ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张骋姣（１９９０—），女，心理测量师和心理治疗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测量、肿瘤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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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横断面
调查研究
张骋姣１　潘令仪１Δ　包家林２　胡光富２Δ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测量室，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２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乳腺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０２

【摘　要】　目的：研究上海市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危险因素及其对性体验的认
识。方法：采用单纯随机抽样对１００例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收治的女性乳腺癌患者进行自编问卷调查。
结果：８０例患者完成调查。４７例（４７／６７，７０１５％）在患乳腺癌后发生性功能障碍。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
析显示，年龄３０岁～４０岁（Ｐ＝０００７，Ｐ＝０００３）和患乳腺癌前ＡＳＥＸ评分＞１４分（Ｐ＝０００６，Ｐ＝０００４）是
患乳腺癌后发生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调查显示３８８％的患者当有性体验问题时不会主动寻求医
护人员帮助，分别有约２５％的患者认为患乳腺癌后不应有性生活、性生活对乳腺癌治疗不利或者即便询求
医务人员也无法解决性问题。结论：上海市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问题极为突出。迫切需要提高

医护人员对女性乳腺癌患者性问题的关注度和相关临床技能。

【关键词】　乳腺癌；性功能障碍；横断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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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ａｄｏｃｔｏｒｏｒｎｕｒｓｅ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ｉｆ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ｏｒｗｏｕｌｄａｒｉｓｅ．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２５％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ａｒｅ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ａｓｈａｒｍｆｕｌｔｏｔｈｅｉｒｈｅａｌｔｈｉ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ｏｒ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ｏｕｌｄｎ′ｔ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ｅｖｅｎｉ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ｅｌｐｗｏｕｌｄｂｅｓｏｕｇｈ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ｖｅｒｙ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ｙｏｕ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Ｉｔｉｓａｎｕｒｇｅｎｔ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ｄｏ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ｎｕｒｓｅ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ｔｏｄｅａｌｗｉｔｈｆｅｍａｌ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ｕｒｖｅｙ

　　目前，乳腺癌已成为中国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１］。据报

道，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上海市户籍女性乳腺癌标化发病率为３５／
１０万，显著高于２０１２年中国平均水平（２２１／１０万）［２］。随着对
乳腺癌大规模筛查的普及及治疗方案的改善，近年来乳腺癌患者

的生存率已有所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越来越受到关

注［３］。性生活质量是癌症患者生存期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认为是整体癌症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４］。乳腺癌患者

的性生活是夫妻正常生活和交流的基础，是促进患者身体和心理

康复的重要保证。尽管乳腺癌患者明显需要这方面的知识，但是

癌症治疗后性生活的改变并未被常规涉及或很少涉及，医护人员

缺乏对患者提供这类问题的教育、支持和实际帮助。为此，探索

乳腺癌患者性生活质量现状、危险因素以及其对性体验的认识，

已成为医务人员的重要议题［５］。本调查研究可帮助我们更好的

理解上海市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性生活状况，为今后开展女性

乳腺癌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干预奠定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

!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样本来源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乳腺外科２０１６年１月

１日～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期间初治的乳腺癌患者。研究入组标
准：①临床和病理确诊为乳腺癌的女性患者；②已婚，入组时年
龄≤５０岁；③上海常驻居民（上海户籍优先）；④同意参与本调
查研究。研究排除标准：①晚期乳腺癌患者；②同性恋（女）；③
既往有精神及意识障碍病史；④书面及口头语言沟通障碍。本
研究实施前已获得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横断面研究开展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８年４月

１８日。在此时间段，患者已完成手术、化疗、靶向治疗、放疗（以
上如有），处于治疗维持期，其性生活状况处于患癌后的常态水

平。采用亚利桑那性体验量表（ａｒｉｚｏｎａｓｅｘｕ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ｃａｌｅ，
ＡＳＥＸ）［６］评估患者患乳腺癌前、后的性生活状况。患乳腺癌前
性生活状况定义为患乳腺癌前１月内的ＡＳＥＸ评分。患乳腺癌
后性生活状况的定义为研究开展时间前１月内的 ＡＳＥＸ评分。
ＡＳＥ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ＡＳＥＸ亚利桑那性体验量表

　　　　　ＡＳＥＸ项目 　　　　　　　　　　　得分（１分～６分）

１您的性冲动强烈吗？ ①极其强烈；②很强烈；③有点强烈；④有点弱；⑤很弱；⑥没有性冲动

２您的性欲望容易被唤起吗？ ①极其容易；②很容易；③有点容易；④有点困难；⑤很困难；⑥没有性欲

３您在性交时，阴道容易湿润或者潮湿吗？ ①极其容易；②很容易；③有点容易；④有点困难；⑤很困难；⑥没有湿润过

４您容易达到性高潮吗？ ①极其容易；②很容易；③有点容易；④有点困难；⑤很困难；⑥没有达到过性高潮

５您的性高潮能让您满足吗？ ①极其满足；②很满足；③有点满足；④有点不满足；⑤很不满足；⑥无法达到性高潮

　　注：亚利桑那性体验量表（ＡＳＥＸ）是一个包含５个条目的评定量表，每个条目依照从功能亢进到功能底下分别设定为１分 ～６分，根据被检测者
的性别分为男性版版本和女性版本，量表的评定内容涵盖了性驱动、性觉醒、阴道润滑／阴经勃起、性高潮能力以及性满意度，全面评价了患者性反
应。评分标准：患者ＡＳＥＸ总分≥１９分、任意一条目≥５分或其中３个条目≥４分，视为性功能障碍

　　采用随机数字表选取符合入组和排除标准者１００例。采集
患者的相关因素，包括①社会人口学因素：年龄、月经状态、受
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收入；②乳腺癌治疗因素：手术方式、腋
窝淋巴结清扫、化疗、靶向治疗、放疗、内分泌治疗；③患乳腺癌
前、后ＡＳＥＸ得分。患者采用微信 ＡＰＰ软件完成问卷调查。微
信版本问卷采用问卷星（ｗｊｘｃｎ）完成。无法进行微信 ＡＰＰ软
件操作者，采用纸质版本问卷完成。运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
统计学分析。采用χ２检验、非参数检验和成组设计两样本均数
比较分析乳腺癌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患者和乳腺癌治疗后性

功能障碍患者两组之间的异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基本信息比较

１００例被调查者，８０例完成有效问卷。依据患乳腺癌前
ＡＳＥＸ评分，８０例中１３例（１３／８０，１６２５％）在患乳腺癌前已存
在性功能障碍，此１３例在该调查中不做具体研究。依据患乳腺
癌后ＡＳＥＸ评分，剩余６７例中２０例（２０／６７，２９８５％）为乳腺癌
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４７例（４７／６７，７０１５％）为乳腺癌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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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障碍。乳腺癌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组和乳腺癌治疗后

性功能障碍组两组间在年龄（Ｐ＝００２４）和患乳腺癌前 ＡＳＥＸ
总分（Ｐ＝０００８）上有统计学差异，其他信息两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基本资料比较［ｎ（％）］

项目
乳腺癌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

（ｎ＝２０）
乳腺癌治疗后性功能障碍

（ｎ＝４７）
Ｐ值

年龄／岁（癌确诊） 平均年龄 ４３８５±５７６ ４００９±６２５ ００２４

范围 ２９～５０ ２８～５０

＜３０ １（５０） ３（６４） ０００７

３０～４０ ３（１５０） ２５（５３２）

４１～５０ １６（８００） １９（４０４）

月经状态 未绝经 １２（６００） ３５（７４５） ０３２５

围绝经 ２（１００） ２（４３）

自然绝经 ３（１５０） ３（６４）

治疗后绝经 ３（１５０） ７（１４９）

受教育程度 小学 ２（１００） ５（１０６） ０５７３

初中 ６（３００） ７（１４９）

高中 ６（３００） ２１（４４７）

大学及以上 ６（３００） １４（２９８）

职业 全职上班 ９（４５０） ２６（５５３） ０１８５

自由职业 ６（３００） １８（３８３）

其他 ５（２５０） ３（６４）

家庭月收入（万） ＜１ １２（６００） ２４（５１１） ０６８９

１～３ ７（３５０） １７（３６２）

＞３ １（５０） ６（１２８）

手术方式 未手术 ０（００） １（２１） ０８５２

乳房切除手术 １３（６５０） ３４（７２３）

保乳手术 ６（３００） １０（２１３）

乳房重建手术 １（５０） ２（４３）

腋窝淋巴结清扫 否 ６（３００） １４（２９８） ０９８６

是 １４（７００） ３３（７０２）

化疗 否 ３（１５０） ７（１４９） １０００

是 １７（８５０） ４０（８５１）

靶向治疗（赫赛汀） 否 １３（６５０） ２９（６１７） ０７９８

是 ７（３５０） １８（３８３）

放疗 否 １４（７００） ２６（５５３） ０２６２

是 ６（３００） ２１（４４７）

内分泌治疗 否 ５（２５０） １３（２７７） ０８２２

是 １５（７５０） ３４（７２３）

患乳腺癌前ＡＳＥＸ ≤１４ １６（８００） ２１（４４７） ０００８

总分 ＞１４ ４（２００） ２６（５５３）

２．２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危险因素分析
表３是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危险因素分析，其中

ＯＲ（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为优势比。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显示，年龄
范围３０岁 ～４０岁（Ｐ＝０００７，Ｐ＝０００３）和患乳腺癌前 ＡＳ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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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１４分（Ｐ＝０００６，Ｐ＝０００４）是患乳腺癌后发生性功能
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与其他社会人口特征、手术方式、术后

辅助治疗无关。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危险因素分析

项目

乳腺癌患者（ｎ＝６７）

单因素分析

ＯＲ ９５％ＣＩ Ｐ值

多因素分析

ＯＲ ９５％ＣＩ Ｐ值

年龄／岁（癌确诊） ＜３０ １ － ０００７ １ － ０００３

３０～４０ ２７８８ ０２１５－３５９５０ １５６４ ０８１３－３０２０

４１～５０ ０３９７ ０１００－１５６４ ０７６０ ０２６４－１１２３

月经状态 未绝经 １ － ０５１３

围绝经 １４８９ ０５５１－４０２５

自然绝经 ２９１５ ０５１７－１６３９３

治疗后绝经 １２５０ ０２７８－５６１７

受教育程度 小学 １ － ０５１６

初中 ０４６７ ００６５－３３４４

高中 ０７１４ ０１０９－４６５１

大学及以上 ０９３３ ０１４０－６２３０

职业 全职上班 １ － ０１２５

自由职业 ０９６３ ０２９１－３１８４

其他 ０２００ ００３６－１０９９

家庭月收入（万） ＜１ １ － ０５６５

１～３ １２１４ ０３９６－３７２２

＞３ ２０３５ ０２０５－２０１５０

手术方式 未手术 － －

乳房切除手术 １ － ０７６０

保乳手术 １２１４ ０３９６－３７２２

乳房重建手术 ２０３５ ０２０５－２０１５０

腋窝淋巴结清扫 否 １ － ０９８６

是 １０１０ ０３２２－３１６７

化疗 否 １ － ０９９１

是 １００８ ０２３３－４７３１

靶向治疗（赫赛汀） 否 １ － ０７９８

是 １１５３ ０３８７－３４３２

放疗 否 １ － ０２５７

是 １８８５ ０６１７－５７５３

内分泌治疗 否 １ － ０８２１

是 ０８７２ ０２６２－２８８６

患乳腺癌前ＡＳＥＸ ≤１４ １ － ０００６ １ － ０００４

总分 ＞１４ ４９５２ １４３７－１７０６９ ３８２５ １１７２－１０１２９

２．３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患乳腺癌前、后ＡＳＥＸ资料比较
乳腺癌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组和乳腺癌治疗后性功能障

碍组两组的患癌后ＡＳＥＸ项目各项得分和总分较患乳腺癌前得

分均有所增高，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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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患乳腺癌前、后ＡＳＥＸ资料比较

ＡＳＥＸ项目

乳腺癌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ｎ＝２０）

患乳腺癌前

平均得分

乳腺癌治疗后

平均得分
ｔ值 Ｐ值

乳腺癌治疗后性功能障碍（ｎ＝４７）

患乳腺癌前

平均得分

乳腺癌治疗后

平均得分
ｔ值 Ｐ值

１您的性冲动强烈吗？ ２６５ ３１５ ３６８４ ０００２ ３００ ３７７ ６６８０ ＜０．００１

２您的性欲望容易被唤起吗？ ２４５ ３１５ ６６５８ ＜０．００１ ２９１ ３７７ ８４４５ ＜０．００１

３您在性交时，阴道容易湿润或者潮湿吗？ ２４５ ３０５ ４４８５ ＜０．００１ ２７４ ４２８ １３５３３ ＜０．００１

４您容易达到性高潮吗？ ２９５ ３４０ ３９４３ ０００１ ２９４ ４７７ １５８９８ ＜０．００１

５您的性高潮能让您满足吗？ ２９０ ３５０ ４４８５ ＜０．００１ ２９１ ４９１ １６９７８ ＜０．００１

总分 １３２５ １６２５ ９２４７ ＜０．００１ １４２８ ２１６６ １５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２．４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性体验问题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乳腺癌治疗后非性功能障碍组和乳腺癌治疗后

性功能障碍组两组间的性体验问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８８％（２６／６７）的患者可能存在性体验问题或疑惑时
不会主动寻求医护人员帮助，原因是６１％（４１／６７）的患者认为

这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分别有约２５％的患者认为患乳腺癌后不
应有性生活、性生活对乳腺癌治疗不利或者认为即便寻求医务

人员帮助也无法解决性问题。当问及是否愿意接受性体验问

题的随访和治疗时，６４２％（４３／６７）愿意接受随访，７６１％（５１／
６７）愿意接受干预。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６７例乳腺癌患者性体验问题调查表［ｎ（％）］

问题／回答
乳腺癌治疗后

非性功能障碍

（ｎ＝２０）

乳腺癌治疗后

性功能障碍

（ｎ＝４７）
χ２值 Ｐ值

１如果您觉得可能存在性体验
问题或疑惑，您将会？（单选题）

①不会主动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 ８（４００） １８（３８３） ０８１０ ０８８２

②需求同性（女）护士帮助 ３（１５０） ６（１２８）

③需求同性（女）医生帮助 ６（３００） １８（３８３）

④需求医护人员帮助，无论男女 ３（１５０） ５（１０６）

⑤其他人，请填写 ０（００） ０（００）

２即便您自觉有乳腺癌治疗导
致的性体验问题或疑惑，却不会

主动向医护人员寻求帮助，是因

为您认为？（多选题）

①这会让医护人员感到不自在 ２（１００） ５（１０６） － １０００

②这是个尴尬的话题 １２（６００） ２９（６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８９６

③医护人员有责任主动询问此问题 ３（１５０） ７（１４９） － １０００

④患有乳腺癌，则以后不应有性生活 ５（２５０） １２（２５５）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３

⑤性生活会对治疗不利 ４（２００） １４（２９８） ０６８４ ０４０８

⑥性体验问题即便问了也无法解决 ５（２５０） １３（２７７） ００５１ ０８２２

⑦其他原因，请填写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３您是否愿意接受随访？
①愿意 １３（６５０） ３０（６３８） ０００８ ０９２７

②不愿意 ７（３５０） １７（３６２）

４您是否愿意接受治疗干预？
①愿意 １４（７００） ３７（７８７） － ０５３４

②不愿意 ６（３００） １０（２１３）

#

　讨论
３．１　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需受重视

１９５８年，俄国的 ＶｏｐｒＯ最早对乳腺癌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开展了研究［７］。近年来，各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性生活质量对

乳腺癌患者的重要性，并开展了相关研究［８９］。然而，目前临床

医护人员在采取有效措施治疗乳腺癌的同时忽视患者性生活

质量的下降等问题依旧突出［１０］。２００６年，来自日本东京大学
的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Ｍ等曾通过电子邮件对１３１３名乳腺外科医生进行

问卷调查，研究他们对乳腺癌患者性问题咨询所持的观点和回

应方式。调查显示，日本医患之间对谈及性相关的话题仍有所

顾忌，医生应提高对患者性问题的关注并提供必要的临床

帮助［１１］。

本次调查显示，７０１５％的乳腺癌患者在综合治疗后出现性
功能障碍，然而有３８８％的患者不会主动寻求医护人员的帮
助，２５％的患者认为即便寻求医护人员帮助也无法解决性问题。
有证据表明，在谈及性问题后，医护人员、患者及其伴侣之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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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更为紧密的关系。如果性生活对他们很重要的话，患者愿

意尝试使用任何能够改善性功能的方式。如果干预无效，他们

也会对有人曾试图帮助他们而心存感激［１２］。为此，医务人员加

强对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重视度，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３．２　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需作科学评估
对乳腺癌的患者性生活状态全面、准确的测量是诊断性功

能障碍和评估干预有效性的前提。但是，国内外尚缺乏广泛实

用且针对性强的乳腺癌患者性生活质量的评估工具［１３］。目前，

乳腺癌患者性生活状况评估工具主要报包括非特异性评估工

具、特异性评估工具和生活质量评估量表的性生活相关子量表

三大类［１４］。

本研究采用的ＡＳＥＸ属于非特异性评估工具，多用于评估
抑郁药物相关性性功能障碍。中文版 ＡＳＥＸ具有信效度良好、
操作简洁的优点，但对乳腺癌患者缺乏相应的特异性。乳腺癌

患者性调节和身体意象量表（ｓｅｘｕ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ｂｏｄｙｉｍａｇｅ
ｓｃａｌｅ，ＳＡＢＩＳ）属于特异性评估工具，用于评估手术前后患者的
性调节和乳房对性生活的影响［１５］。中文版 ＳＡＢＩＳ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可在临床中用于乳腺癌患者术后的性调节与身体意象

评估，但其应用研究受地域及患者文化水平的限制，仍需扩大

样本进一步研究［１６］。因此，应重视乳腺癌患者性生活状况评估

工具的选择，作出更为科学的评估。另外，应重视引进相关量

表中文版和本土化验证，发展适合我国人群的评估工具。

３．３　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分析
既往的国际、国内研究表明，乳腺癌本身和相关治疗会对

女性乳腺癌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２００６年，Ｂｕｒｗｅｌｌ
ＳＲ等报道称阴道干涩和性吸引力的下降与总体的性问题有关。
因化疗导致的更年期闭经可导致持续的性体验问题［１７］。２０１０
年，ＢｉｇｌｉａＮ等对３５例绝经前乳腺癌患者研究表明内分泌治疗、
化疗等辅助治疗对性生活质量带来明显障碍［１８］。２０１３年，Ｐａｒｋ
Ｈ等对２００例乳腺癌患者的横断面调查研究表明，更年期症状、
性功能改变以及生活质量下降带来的抑郁状态对夫妻性关系

带来不利影响［１９］。另外，多项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乳房癌术后

乳房缺失破坏了患者身体意象，从而导致女性性感的削弱和性

生活的损害［２０２２］。

本研究对可能的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危险因素进行了

单因素、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范围３０岁～４０岁和患病
前ＡＳＥＸ评分大于１４分是导致患病后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
因素，而与其他社会人口学因素、治疗方式等无关，这与既往的

国内外研究报道不一致。造成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包括研究样

本量偏少、无应答率２０％、单一的横断面时间节点、选取的评估
工具的局限性等有关。为此，下一步应扩大样本量，选取多个

研究时间节点，以及选择两个以上的性生活状况评估工具，完

善研究设计和内容，获得更为科学的推断。

３．４　乳腺癌患者的性功能障碍的有效干预方法
２０１０年ＮｉｊｌａｎｄＥ等报道了改善女性性功能障碍等多种药

物干预方法［２３］。２０１７年ＳｕｓａｎｎａＢ等报道，认知行为疗法（ｃｏｇ
ｎｉ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ＢＴ）有益于改善乳腺癌患者的性功能
障碍、身体意象和绝经期症状［２４］。但是，目前国内尚无 ＣＢＴ干
预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经验。２０１８年２月，美国临床肿瘤
学会发布了安大略癌症治疗指南（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ｒｅｏｎｔａｒｉｏ，ＣＣＯ），皆
在为解决包括乳腺癌在内的癌症患者的性状况问题提供专家

建议［２５］。ＣＣＯ指南推荐称，医护团队应发起针对癌症及其治疗
相关的性问题的讨论，患者应参与其中。应向癌症患者提供社

会心理咨询和性心理咨询，以改善性反应、身体意象、亲密关系

问题以及整体的性功能和满意度。应首先明确解决性相关问

题的有效医学方法。ＣＣＯ指南是目前有关癌症患者性问题最
为权威的专家建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调查显示，虽然部分患者当存在性体验问题时不会

主动寻求医护人员帮助，但当问及是否愿意接受相关问题的随

访和治疗时，多数患者表示愿意。由此可见，患者较期望性问

题的解决，但需要医护人员主动引导和帮助。本调查研究所获

得的研究成果，可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上海市女性乳腺癌患者

的性生活状况，为今后开展女性乳腺癌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干预

奠定理论基础和临床经验。

（志谢：上海市黄浦区中心医院乳腺外科汪成、裔海鹰、裴建

遇、李蓉医生，潘丽菲、张瑾护士长为本研究提供病例，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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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妇女性生活现状及性健康教育研究进展
庞婉颖　廖碧珍Δ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重庆４０００１６

【摘　要】　妊娠期妇女因生理、心理的改变以及社会文化认知的影响，在妊娠各个阶段性功能和性满
意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此期间不适宜的性生活可能会导致婚姻满意度的降低，甚至会危害到母胎的

健康。因此，在为妊娠期妇女提供常规围生期健康教育的同时，性健康教育也不容忽视。通过对国内外妊

娠期妇女性生活现状及妊娠期性健康教育内容、方式等进行综述，旨在为我国妊娠期妇女性健康教育方案

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妊娠期；性行为；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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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在对性健康的定义［１］中强调了人人

应享受负责、满意和安全的性行为。妊娠是女性一生中的一个

特殊的阶段并且也是夫妻经历中重要的一部分，该阶段的性健

康也是生殖健康的重要部分。研究报道［２４］妊娠期大多数夫妻

仍有性需求，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存在相关的性健康教育网站、

学校和诊所，可是在我国由于医务人员对此的不重视以及夫妻

对敏感问题的难以启齿，类似的研究和健康教育开展近乎空

缺。由于相关知识缺乏，出现妊娠期绝对禁欲或者不安全性行

为的现象，妊娠期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现将国内外

妊娠期妇女性生活现状以及健康教育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

　影响妊娠期妇女性生活的因素
１１　生理因素

ＳｅｒａｔｉＭ等研究报道［５７］表明妊娠期间妇女性生活的频率

及满意度等通常会降低。从妊娠早期开始，女性体内的激素水

平会发生变化，雌激素、黄体酮和催乳素水平的增高，会引起恶

性、呕吐、乳房敏感、疲劳等早孕不适反应，从而使性欲减弱［８］。

至妊娠中期，早孕反应减弱或者消失，身体舒适度增加，情绪得

到改善，因此更乐意去尝试性行为。这个时期，女性可能会第

一次经历性高潮或者觉得比妊娠之前更容易高潮，可能是因为

这个时期，盆腔血流增加，因此性欲和性满意度会相对增加［９］。

然而，目前的研究没有支持这个假设，并且表示随着妊娠的进

行，性欲和性满意度呈正比减少［１０］。在妊娠晚期，体重增加、肩

背疼痛、尿失禁等因素使性行为变得更加困难。

１２　心理因素
妊娠期间妇女体内激素水平的改变引起其心理应激，同时

这一人生重要阶段对于大多数妊娠期妇女来说也是一种心理

上的挑战［１１］。国外ＨｅｒｏｎＪ等［１２］对８３２３名妊娠期妇女的前瞻
性队列研究发现，孕 １８周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分别为 １４６％和
１１４％，孕 ３２周分别为 １５６％和 １２１％；国内韩明清等［１３］报

道称，孕期焦虑的发生率为 ５４％，抑郁的发生率为 ４３％。一
方面，妊娠早期恶心、呕吐、头晕等早孕反应以及身体不适、情

绪波动较大会导致孕妇抑郁、焦虑、敌对的发生率较高，晚期躯

体功能、社会功能以及由于身体健康问题而引起的功能受限，

再加上随着预产期一天天临近，妊娠期妇女会逐渐考虑到胎儿

是否发育良好、胎儿性别是什么，也会开始为分娩方式、分娩疼

痛以及产后的恢复而感到担忧，妊娠期妇女因此会再次陷入烦

躁和情绪低落之中，从而无心考虑性生活。另外一方面，孕妇

出于对胎儿的保护，即使有性要求也会避免实际的性行为，最

终导致妊娠期性行为出现大幅度下降［４］。

１３　认知和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道德、宗教，以及母亲等长辈的影响、夫妻对妊

娠的看法、女性对于性欲的认知和对妊娠期性行为错误的认知

导致了性行为的改变。在女性中有很多关于妊娠期性行为的

错误认知和迷信，这是不带有种族和人种的差别，超越了国家

的界限，换一句话说，这是一个全球普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

在我国，传统文化一向保守，人们从青春期起性教育都较缺乏，

特别是老一辈通常对一切与性相关的问题都讳莫如深，对于妊

娠期性行为更是绝对反对。如今的年轻的妊娠期妇女会通过

互联网了解妊娠期性问题但是网上内容太过混杂、真假不一，

因此她们是希望能够从权威的产前健康机构获取有关信息的，

但是在医院严肃的氛围下她们常常难以启齿。同时，介于国内

复杂的医患关系，大部分医护人员对于此类问题往往只是以妇

产科学书籍提及的“孕妇在怀孕的前３个月和后３个月应禁止
性交”的传统保守观点一带而过。这均使得孕妇及其配偶对于

妊娠期性行为更加消极。

"

　妊娠期妇女性功能和认知现状
２１　妇女性功能现状

女性性功能状况，一般通过性欲、性唤起、阴道湿润程度、

性高潮、性满意度、性交疼痛这６点来衡量［１４］。研究显示加拿

大有５８０％的妊娠期妇女性欲下降，葡萄牙妊娠期妇女２７７％
性满意度下降，伊朗妊娠期妇女 ６９７％性交频率减少［３，１５１６］。

国内研究则显示７１５％的妊娠期妇女表示性欲降低，８９４％性
交频率减少，４１９％性满意度下降［１７］，香港 ６００％的妊娠期妇
女性欲和性满意度降低［３］。女性性功能量表（ＦＳＦＩ）用来测量
女性近４周内性生活的感觉与反应，属于自评式量表，总分最高
３６分，最低２分，２６５５为临界值，越高说明性生活的感觉与反
应越好，近年来也被用于妊娠期妇女性功能的测量［１５］。Ｃｏｒｂａ
ｃｉｏｇｌｕ等［１８］的研究中，土耳其妊娠期妇女早、中、晚期的女性性

功能总分分别为２１８４±８００、２１４７±７２７、１５３５±１０４６。而
国内妊娠期妇女性功能６个维度的平均分总分都在临界值下，
孕早、中、晚期 ＦＳＦＩ总分分别为 １９２７±５３８、１９０８±６００、
１６７１±６０９，也均在临界值以下［１７］。可见国内外妊娠期妇女

性功能皆有下降并且中国妊娠期妇女性功能水平低于国外水

平，这可能主要与中国文化背景更加传统保守、性知识传播更

加局限缺乏等有关。

２２　妇女性认知现状
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多元化以及多媒体的迅速发展，

人们开始更加关注自身的生活质量。一部分妊娠期妇女通过

网络等媒介也模糊地了解到妊娠期性生活是可行的，可是一方

面处于保护腹中胎儿的本能，另一方面不完全明确妊娠期性行

为的利与弊以及注意事项如何解决等，因此在主观意识上还是

比较排斥妊娠期性行为的［１９］。

ＮａｉｍＭ等［２０］的调查中，有２３０％的妊娠期妇女并不清楚
妊娠期性行为是否会对胎儿以及自身的健康及安全产生影响，

２２０％的妊娠期妇女认为妊娠期性行为会导致流产，而１１０％
的人认为妊娠期性行为利于产道扩展，有助于自然分娩，不清

楚利弊以及没有回答的妊娠期妇女占２６０％。而尼日利亚［２１］

的调查结果结果却不尽相同，认为妊娠期性行为有利于产道扩

张促进自然分娩的孕妇占３１０％，认为妊娠期性行为对胎儿健
康有好处的妊娠期妇女有２５０％，２３０％觉得会导致早产和流
产，１５０％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准确的答案。国内一项研究则显
示５６６％的妊娠期妇女在妊娠期间有过性需求，然而有６１４％
的妊娠期妇女因为考虑到胎儿的安全而放弃性行为，４８３％孕
妇不知道怎样过性生活［１７］。另一项国内研究发现４７３％的妊
娠期妇女认为妊娠期应该有性行为，９８％认为不该，４２９％不
清楚［２２］。

#

　妊娠期妇女性健康教育状况
３１　性健康教育的意义

妊娠几乎是每个育龄期妇女都会经历的正常生理现象。

而生育年龄的夫妻本身又处于性欲旺盛时期，对于现如今这一

批思想观念更加开放的年轻家庭来说，妊娠期间的性行为已成

为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并且很多研究表明［２３２４］，性满意和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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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满意之间有直接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性满意度提高，婚姻

满意度也随之提高。再者妊娠期间夫妻之间和谐美满的关系

氛围是有利于胎教的，研究显示这种氛围下孕育的胎儿出生后

语言发育更早且身体更健康［２５２６］。研究报道显示妊娠期大多

数夫妻仍有性需求，可是由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于是便出现妊

娠期绝对禁欲或者性行为不当的现象，这两种比较极端的现象

一方面可能会导致夫妻婚姻满意度降低，另一方面甚至可能会

威胁到母胎的健康。相反，妊娠期间安全而又满意的性生活，

不仅可以使妊娠期妇女保持愉悦的心情，还能
%

强妇女本人的

个人认同，增进夫妻感情，稳定和睦的家庭关系。

３２　性健康教育缺少的原因
研究表示［２７］，妊娠期妇女对于妊娠期的性问题都是害怕和

焦虑的并且希望能够从产前健康机构获取有关妊娠期性问题

的信息，但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他们常常难以主动和医

护人员咨询学习此类问题。同时，很多医护人员表示在讨论妊

娠期性问题的时候会感到不自在［２８］，在医护人员看来，性问题

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时间与专业技能的局限性，使它很难得

到解决，因此很少有医务人员主动与妊娠期妇女探讨此类问

题。特别是在国内，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医护人员在妊娠期保

健时更关注的是母胎生理健康问题，而妊娠期妇女的性健康一

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且容易被忽略。

３３　性健康教育的研究进展
３３１　方式　在国外近几年的研究报告中［２９３０］，集中宣讲、小

组讨论、发放宣讲资料以及一对一面对面教育是医护人员对妊

娠期夫妻进行性健康教育的主要方式。①集中宣讲通常以
ＰＰＴ、视频和人体模型的形式展现，分为多次呈现，每次持续１
小时～１５小时，该方式是现如今健康教育机构最常用的健康
教育方式之一，简单易行可是由于是以说教为主的单向传播方

式，在此类话题上很难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②妊娠期妇女自
主学习讨论小组是一个比较新颖的教育方式［３１］，它着重于妊娠

期妇女互相鼓励和支持，一旦孕妇在小组中感受到安全感，她

们就会在医务人员的指引下分享关于性交不适、外阴疼痛、性

焦虑等私人性生活经历，或者向这个群体询问关于妊娠期性生

活技巧的具体信息，它的优点在于提高了妊娠期妇女的主动

性、积极性以及健康教育的针对性，避免了医护人员直接与妊

娠期妇女谈论性问题时双方的不自在以及加强了对孕妇的心

理支持；③性健康教育宣讲资料作为补充强化学习的内容，一
般是在集中宣讲或者小组讨论前或后分发给妊娠期妇女的，并

嘱咐她们回家后和配偶共同学习，弥补了配偶未参加健康教育

的不足［３０］；④一对一面对面教育，国外的医护人员通常会用
“ＰＬＩＳＳＩＴ”模式对妊娠期妇女进行性健康教育指导［３２］，该模式

分为“许可、有限信息、具体建议和强化治疗”这四个层次，具体

是要求医护人员首先得到孕妇同意，并且确保孕妇的活动、感

觉以及想法是正常健康的，然后让她们明白妊娠期的改变必定

会使她们的性行为产生改变，进而医护人员根据具体情况结合

他们提出的问题给夫妻提供准确的信息、做出具体建议，最后

如果有必要就会对其进行心理上的专业疏导，该模式针对性

强，可是在国内开展具有局限性。除去这些传统的健康教育方

法以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并向妊娠期妇女提供学习软件例如

手机ＡＰＰ也是很好的方法，它避免了谈论敏感问题时的尴尬，

维护了孕妇的隐私［３３］。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存在性教育网

站、性教育学校和诊所，可以向有需求的夫妻提供相关帮助，而

在我国围产保健中健康教育内容更多关注的是妊娠期妇女母

胎的安全，很少甚至并没有涉及妊娠期性行为相关内容。

３３２　内容　总结近几年国外文献中提到的妊娠期妇女性健
康教育内容［２９３０，３４］，可将其分为以下几部分：①女性和男性生殖
器官的解剖和生理结构，以及性行为的定义、性高潮和性敏感

区域等性生理知识；②妊娠对妊娠期妇女生理和心理以及性行
为的影响；③妊娠期间安全的性交体位以及性交技巧；④性需
求应该被满足的重要性，性关系对婚姻关系的影响；⑤纠正普
遍存在的错误性观念，回答孕妇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医护人

员在科学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倡导安全的性行为和性行为的禁

忌症，对正常妊娠且有性需求的妊娠期妇女及其配偶应提供安

全性建议如注意事项、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等。对有病

理性妊娠及高危妊娠者（如前置胎盘、先兆流产、先兆早产、宫

颈松弛、妊娠高血压疾病、有早产史等）或者胎儿胎盘脐带羊水

异常的妊娠者，应禁止性生活。国内虽还未有具体的妊娠期妇

女性健康教育方案，但是已有学者［１７］提出医护人员对不同妊娠

阶段的妇女及配偶强调的性健康教育知识应该是不同，对于妊

娠早期的妇女及配偶应着重讲解妊娠与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关

系，认识到性需求的正常性及早期不当的性行为会导致阴道流

血而流产的危害性；妊娠中期的妇女及配偶应了解科学合适的

性交技巧、方式、频率及注意事项；妊娠晚期的妇女及配偶应重

点了解胎膜早破及感染的危害性。

３３３　效果　除了泰国的一项研究表明妊娠期性健康教育对
妇女的性功能和认知没有明显改变外［３４］，近几年国外几项研究

都表示妊娠期性健康教育对妇女性功能有积极影响并且会影

响妊娠期妇女看待性行为的传统观念和态度，使错误的观念和

消极的态度减少甚至会提高婚姻满意度［２９３０，３３３５］，这可能是由

于泰国该研究的培训时间过短（仅２０分钟），教育方式、人口特
征以及文化不同而导致的。而国内还未曾有此类研究，妊娠期

的性健康教育是否会对国内妇女产生积极影响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

３３４　存在的问题　性健康教育国际指南［３６］指出全面的性教

育应该包含六个重点层面：人类发展、人际关系、个人技术、性

行为、性健康、社会与文化。因此，针对此类妊娠期的性健康教

育，夫妻都应该参与其中，妊娠期妇女和配偶在性教育中能够

最大程度的互相帮助去发现感知彼此动态的改变，同时为了增

加妊娠期的性行为的安全性和满意度，夫妻需要协助照顾和了

解彼此，然而现有的研究报道几乎没有涉及到对妊娠期妇女配

偶的教育问题，主要跟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另外，由于文化原

因和话题的敏感性，参与者或许会拒绝给出她们真实的有关性

行为的信息，目前这种局限通常借助于匿名填写和密闭收集调

查问卷的箱子来解决。如今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及普及，利用手

机社交软件收发和填写调查问卷或许是解决问卷真实性欠缺

的方法，该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考证。

$

　性健康教育研究展望
对于如今这一代年轻的家庭来说，妊娠期间的性行为己成

为一个无法回避的关注点，然而现状却并不理想。作为医护人

员，尤其是与妊娠期妇女接触最多的护士应该为有需求的妇女

提供相应科学合理的咨询及教育。国外已经有相关的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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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表示妊娠期性健康教育对提高女性性功能和改变认知有积

极作用，而国内暂时没有相关报道。在国内相对传统的环境背

景下，妊娠期性健康教育问题较敏感不容易开展，这就需要我

们探寻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妊娠期妇女的性健康教育方案并进

一步研究妊娠期性教育在国内对妇女性行为是否有积极影响

作用，从而使妊娠期妇女及其配偶享有安全且满意的性生活，

保障母胎安全，促进家庭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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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Ｉ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９１５］．ｆｉｌｅ：／／／Ｃ：／Ｕｓｅｒｓ／ｌｅｎｏｖｏ／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０ｏｎ％ ２０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Ａｎ％ ２０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２０ｉｎｆｏｒｍｅｄ％ ２０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０ｔｏ％２０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ｓｅｘ，％ ２０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２０ａｎｄ％ ２０ＨＩＶ＿
ＳＴＩ％２０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ｐｄ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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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社会发展攻关项目（２０１５ＬＬ０７２５１７）
【第一作者简介】曹玲（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新生儿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亢相逢（１９８７—），女，主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６４８９９５７２３＠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４ ·性教育与性健康·

ＧｎＲＨａ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内分泌代谢、骨代
谢及脂代谢的影响
曹玲１　亢相逢２Δ　常蕊３

１榆林市第一医院新生儿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２榆林市第一医院儿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３榆林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ＧｎＲＨａ）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ＣＰＰ）女童内分
泌代谢、骨代谢和脂代谢的影响。方法：将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榆林市第一医院收治的 ＩＣＰＰ女童５０
例设为研究组，给予ＧｎＲＨａ治疗；将同期入院健康女童５０例设为对照组。记录治疗前后两组女童预测成年
身高（ＰＡＨ）、体质指数（ＢＭＩ）、骨龄（ＢＡ）、骨龄身高标准差分值（ＨｔＳＤＢＡ），测定其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和
促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Ⅰ型胶原氨基端前肽（ＰⅠＮＰ）、β胶原降解产物（βＣＴＸ）、骨钙素氮端中
分子片段（ＮＭＩＤ）、甘油三酯（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水平，记
录不良反应。结果：治疗后，研究组女童 ＰＡＨ（１５１２５±１６４１）ｃｍ、ＢＭＩ（１７６５±１７８）ｋｇ／ｍ２、ＢＡ（１０６７±
１１２）岁比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ＨｔＳＤＢＡ（１９０±０２１）ｃｍ比治疗前降低，且与对照组女童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女童ＦＳＨ（２０２±０２６）ＩＵ／Ｌ、ＬＨ（２８４±０３８）ＩＵ／Ｌ、Ｅ２（１０７７±１１７）
ｎｇ／Ｌ均低于治疗前，且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研究组女童ＰⅠＮＰ、ＮＭＩＤ均
高于对照组（均Ｐ＜００５），两组女童βＣＴ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女童ＰⅠＮＰ
（７４３１０±７５９９）ｎｇ／ｍｌ、ＮＭＩＤ（１４５５±１８１）ｎｇ／ｍｌ均比治疗前明显下降（均Ｐ＜００５）。治疗前后，两组女
童ＨＤＬ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研究组５０例女童服药后出现头痛１
例、皮肤瘙痒２例，均在停药后缓解，可以耐受。结论：ＧｎＲＨａ可以有效调节ＩＣＰＰ女童内分泌代谢、骨代谢，
对脂代谢无明显影响，且不良反应轻微，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ＧｎＲＨａ；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内分泌代谢；骨代谢；脂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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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ＣＡＯＬｉｎｇ１，Ｋ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２Δ，ＣＨＡＮＧＲｕｉ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Ｙｕｌｉｎ
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ｕｌｉｎ７１９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Ｙｕｌｉｎ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ｕｌｉｎ７１９０００，
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Ｙｕｌｉｎ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ｕｌｉｎ７１９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ＧｎＲＨａ）ｏ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ＣＰ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５０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ＩＣＰＰｗｈｏ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Ｙｕｌｉｎ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ＧｎＲＨａ．Ａｎｏｔｈｅｒ５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ｇｉｒｌ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
ｔｅｄａｄｕｌｔｈｅｉｇｈｔ（ＰＡＨ），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ｂｏｎｅａｇｅ（ＢＡ）ａｎ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ｎｅａｇｅａｎｄｈｅｉｇｈｔ
（ＨｔＳＤＢＡ）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ｔｙｐｅＩ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ｍｉｎｏ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ｐ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ＰＩＮＰ），βｃｏｌｌａ
ｇｅｎ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ｓ（βＣＴＸ），ｏｓ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ＮＭＩＤ），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ＴＧ），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ＨＤＬＣ）ａｎｄ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ＬＤＬＣ）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ＡＨ，ＢＭＩａｎｄＢＡｏｆ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
ｌｏｎｇｅｒ，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ｏｌｄ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ＨｔＳＤＢＡ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ＦＳＨ，ＬＨａｎｄＥ２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ＩＮＰａｎｄＮＭＩＤ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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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βＣＴＸ（Ｐ＞
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ＩＮＰａｎｄＮＭＩＤ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ＨＤＬＣ，ＨＤＬＣａｎｄＬＤＬＣ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ｇｉｒｌｗｉｔｈ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ａｎｄ２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ｐｒｕｒｉｔｕ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ｗｅｒｅｒｅｌｉｅ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ｄｒｕｇ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ａｎｄｗａｓ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ＧｎＲＨａｃａｎ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ｉ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ＩＣＰＰ，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ｌｉｐ
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ｎＲＨａ；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ＩＣＰＰ）；Ｇｉｒｌｓ；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Ｂｏ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Ｌｉｐｉ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性早熟问题越来
越受到重视。女童性早熟是指在８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其中特
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ＣＰＰ）是指未能发现器质性病变，具有与正
常青春发育类同的下丘脑 －垂体 －性腺轴发动和成熟的程序
性过程，因发育提前且进程过快、骨龄快速增加，可能导致成年

身高减损和早初潮，因此需要选择合适药物进行治疗［１３］。Ｇｎ
ＲＨａ是目前治疗ＩＣＰＰ的主要药物，可以有效、可逆地抑制性腺
发育，下调性激素分泌，从而延缓骨龄发展以改善成年身高，并

推迟初潮；同时，ＧｎＲＨａ治疗时因为性腺受到抑制，患儿生长速
度减缓，过度减缓可能抵消 ＢＡ抑制效应，从而影响最终身高，
亦会引起女童 ＢＭＩ、骨代谢等变化［４６］。本文选取我院收治的

ＩＣＣＰ女童５０例为研究对象，分析 ＧｎＲＨａ对其内分泌代谢、骨
代谢和脂代谢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我院收治的特发性中枢性
性早熟女童５０例为研究对象，设为研究组，其均符合《中枢性
（真性）性早熟诊治指南》［７］中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诊断标准：

①８岁前出现第二性征，ＧｎＲＨａ激发试验中激发峰值 ＬＨ＞３３
～５０ＩＵ／Ｌ，且ＬＨ／ＦＳＨ值＞０６；②Ｂ超检查显示，单侧卵巢容
积在１～３ｍｌ以上，并见多个直径≥４ｍｍ的卵泡，线性生长加
速；③ＢＡ超越年龄１年以上，且颅脑及垂体核磁共振（ＭＲＩ）排
除中枢肿瘤与损伤。纳入标准：患儿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本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符合以改善身高为目的的治疗指证；既

往未接受ＧｎＲＨａ药物治疗。排除标准：①假性早熟或其他遗传
内分泌疾病（如甲状腺）所致的性早熟；②头颅 ＭＲＩ或 ＣＴ检查
明确为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所致的 ＩＣＰＰ患儿；③性腺肿
瘤、肾上腺疾病、外源性摄入含激素类药物所致的外周性早熟；

④合并严重心、肝、肾及造血系统功能障碍患儿。治疗前研究
组女童年龄范围８岁 ～１２岁，年龄（９５７±１３３）岁；乳房发育
年龄范围５岁～８岁，年龄（６９２±１１３）岁；Ｔａｎｎｅｒ发育程度分
期Ｂ２期１８例，Ｂ３期３２例；出现月经初潮９例，腋毛５例。此
外，选取同期入院体检的健康女童５０例为对照组，其年龄范围
８岁～１０岁，年龄（９５５±１３５）岁。两组女童基线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本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确诊为ＩＣＰＰ的５０例女童均给予ＧｎＲＨａ药物，醋酸

曲普瑞林注射液（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４３５１，生产单位：深圳翰宇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１ｍｌ：０１ｍｇ），初始剂量为１００μｇ／ｋｇ，３ｄ
后根据性征抑制及身高增长情况调整剂量，维持剂量为 ６０
８０μｇ／ｋｇ，每４周１次深部肌肉注射，治疗６个月。每月测量身
高、体质量、计算ＢＭＩ，并以盆腔Ｂ超检测子宫、卵巢容积与卵泡
数量及大小，鼓励患儿多加强体育锻炼，多做纵向运动，保证睡

眠充足，均衡饮食。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５项：①６个月治疗期间，每月随访１次，

监测身高、体重、骨龄（ＢＡ），计算预测成年身高（ＰＡＨ）、体质指
数（ＢＭＩ）、骨龄身高标准差分值（ＨｔＳＤＢＡ），ＰＡＨ预测依据 Ｂａｙ
ｌｅｙｐｉｎｎｃａｕ法进行，ＰＡＨ＝实测身高／ＧＰ法算出的当前骨龄身
高百分率；②进行ＧｎＲＨ激发试验，以注射用戈那瑞林（国药准
字Ｈ１０９６００６３，马鞍山丰原制药有限公司）２５μｇ／ｋｇ静滴，用药
后每隔３０ｍｉｎ采集血液标本，分离血清后利用化学发光免疫分
析法测定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仪器：Ｍａｇｌｕｍｉ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仪；③取晨空腹静脉血５ｍｌ，离心分离血清后，采用电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法测定骨代谢标志物 ＰⅠＮＰ、βＣＴＸ、ＮＭＩＤ水
平，试剂盒由美国罗氏公司提供，ＰⅠＮＰ、βＣＴＸ、ＮＭＩＤ参考范
围分别为 ５７０４～７８５９ｎｇ／ｍｌ、１２３０２～２１３８０ｐｇ／ｍｌ、１３４～
１６６ｎｇ／ｍｌ；④记录患儿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水平变化；⑤记录用
药期间不良反应。对照组上述指标检测时间同研究组，即研究

组治疗前同时点及研究组治疗６个月后。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数资料以％表示，采
取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取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ＰＡＨ、ＢＭＩ、ＢＡ、ＨｔＳＤＢＡ比较

治疗前，研究组女童 ＰＡＨ、ＢＭＩ、ＢＡ低于对照组女童（Ｐ＜
００５），研究组女童ＨｔＳＤＢＡ高于对照组女童（Ｐ＜００５）；治疗后，
研究组女童ＰＡＨ、ＢＭＩ、ＢＡ比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研究组女
童ＨｔＳＤＢＡ比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且与对照组女童比较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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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ＢＡ、ＰＡＨ、ＢＭＩ、ＨｔＳＤＢＡ比较

组别 例数
ＰＡＨ（ｃｍ）

治疗前 治疗后

ＢＭＩ（ｋｇ／ｍ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ＢＡ（岁）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ｔＳＤＢＡ（ｃｍ）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５０ １４２２４±１４８７１５１２±１６４１ａ １６０２±１６５ １７６５±１７８ａ １０１０±１１７ １０６７±１１２ａ ２７１±０５４ １９０±０２１ａ

对照组 ５０ １４９２１±１５４３１５２２２±１６４５ １７６８±１７９ １７６６±１７７ １０６８±１１５ １０６９±１１４ １９１±０２０ １９２±０２９

ｔ值 ２３００ ０２９５ ４８２２ ００２８ ２５００ ００８８ ９８２３ ０３４５

Ｐ值 ００２４ ０７６９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８ ００１４ ０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内分泌代谢水平比较
治疗前，研究组女童 ＦＳＨ、ＬＨ、Ｅ２均高于对照组女童（均 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女童ＦＳＨ、ＬＨ、Ｅ２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

（均Ｐ＜００５），且与对照组女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内分泌代谢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５０ １４７８±２５６ ２０２±０２６ａ １５４６±１５７ ２８４±０３８ａ ５４２３±５４５ １０７７±１１７ａ

对照组 ５０ １９５±０２４ １９３±０２５ ２９８±０３５ ２９６±０３５ １１２３±１１８ １１１８±１１６

ｔ值 ３５２８３ １７６４ ５４８６２ １６４２ ５４５２７ １７６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８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骨代谢标志物水平比较
治疗前，研究组女童ＰⅠＮＰ、ＮＭＩＤ均高于对照组女童（均

Ｐ＜００５），两组女童 βＣＴ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女童 ＰⅠＮＰ、ＮＭＩＤ比治疗前明显下降，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组间 βＣＴＸ比较差异仍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水平变化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 ＨＤＬＣ、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骨代谢标志物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ＰⅠＮＰ（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βＣＴＸ（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ＮＭＩＤ（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５０ ８５０１３±８６９６ ７４３１０±７５９９ａ １６７３２５±１６８８７ １６７０２１±１６７９２ １６５０±１８７ １４５５±１８１ａ

对照组 ５０ ７４３１２±７４９５ ７４０１５±７４９４ １６７２２０±１６７９１ １６７３２４±１６７９３ １４５１±１８５ １４５２±１８３

ｔ值 ６５９１ ０１９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０ ５３４９ ００８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８４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３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治疗前后两组女童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水平变化

组别 例数
Ｔ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ＤＬＣ（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５０ ０７３±０３１ ０７４±０２９ １４５±０５４ １４７±０５２ １９６±０５７ １９８±０５３

对照组 ５０ ０７５±０３０ ０７６±０２８ １４６±０５３ １４４±０５５ １９５±０５９ １９７±０５７

ｔ值 ０３２８ ０３５１ ００９３ ０２８０ ００８６ ００９０

Ｐ值 ０７４４ ０７２７ ０９２６ ０７８０ ０９３２ ０９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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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研究组女童服用ＧｎＲＨａ后不良反应发生率
研究组５０例女童服药后共有３例出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６０％，其中头痛１例、皮肤瘙痒２例，均在停药后缓
解，可以耐受。

#

　讨论
性早熟指女孩在８岁前出现性征或在１０岁前出现月经初

潮，中枢性早熟又称为真性早熟或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ｎＲＨ）依赖性早熟，是因为下丘脑垂体性腺（ＨＰＧ）轴提前发
动所致，其中大部分患儿是由下丘脑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引

起，患儿卵巢和子宫受激素水平影响而提早发育，ＧｎＲＨ过早激
活，其中约９５０％的患儿是特发性的，目前临床经常采用骨龄
（ＢＡ）、子宫卵巢超声检查、下丘脑垂体 ＭＲＩ检查、内分泌激素
检测等对 ＩＣＰＰ进行诊断，而其治疗方案也是临床研究的热
点［８１０］。ＩＣＰＰ患儿因激素过早大量分泌，其骨代谢速度比健康
儿童更迅速，骨生长速度加快，骨代谢标志物浓度很高。骨胶

原是骨组织中最主要的蛋白质，骨胶原中９７％为Ⅰ型胶原，由
成骨细胞产生，成骨细胞在生成成熟Ⅰ型胶原前，需要在特异
性肽内切酶作用下切除ＰⅠＮＰ，因此ＰⅠＮＰ是骨胶原合成的产
物，其水平可以反映成骨细胞骨胶原合成活性，ＮＭＩＤ则是骨
基质中重要的特异性非胶原蛋白，在骨合成过程中由成骨细胞

产生，维持正常骨矿化。βＣＴＸ则是破骨细胞在降解骨过程中
释放出来的Ⅰ型胶原降解产物，是骨细胞检测的特异性指标，
因此，需要从改善患儿骨代谢指标入手进行治疗［１１１２］。ＧｎＲＨａ
是目前治疗ＩＣＰＰ最有效的药物，因具有天然ＧｎＲＨ中第６位与
第１０位氨基酸被人工替代而存在较强耐降解酶能力，与垂体
ＧｎＲＨ受体亲和力也明显增加，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强有力而
持久的ＧｎＲＨ作用，使垂体靶细胞相应受体发生降调节，血性激
素ＦＳＨ、ＬＨ、Ｅ２水平降低至青春期前水平，延缓增长和生长年
限，最终使患儿成年身高恢复至健康儿童水平，但长期应用Ｇｎ
ＲＨ问题也会不断增多。目前，对低雌激素状态持续多长时间
可能引起骨质丢失，尤其是骨质丢失后骨密度下降，在停药后

是否为可逆并完全恢复尚存争议［１３１４］。此外，发育与初潮需要

一定体脂含量，参与营养代谢调控的神经内分泌因子需要经过

复杂网络性调控作用于生殖轴的调控产生密切联系才能发动

中枢信号，而ＧｎＲＨａ药物在有效抑制患儿性腺发育、延缓骨龄
进展的同时，是否对其血脂水平存在影响及该药对患儿机体的

不良反应尚不完全清楚［１５］。

胡敏等［１６］评价了曲普瑞林对女童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的

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显示，４８例ＩＣＰＰ患儿在应用ＧｎＲＨａ
药物曲普瑞林治疗后，ＢＡ、ＰＡＨ、ＢＭＩ均比治疗前明显增加，而
ＨｔＳＤＳＢＡ比治疗前明显减少。治疗后患儿在 ＧｎＲＨ激发试验中
ＬＨ、ＦＳＨ、Ｅ２水平均比治疗前明显下降。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
组女童治疗后ＰＡＨ、ＢＭＩ、ＢＡ均明显高于治疗前，ＨｔＳＤＢＡ低于治
疗前；研究组女童治疗后 ＦＳＨ、ＬＨ、Ｅ２也比治疗前明显下降，这
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此外，本研究也将研究组女童上述指标

与对照组女童进行对比，结果显示，研究组女童治疗前 ＢＡ、
ＰＡＨ、ＢＭＩ均低于对照组女童，ＬＨ、ＦＳＨ、Ｅ２、ＨｔＳＤＳＢＡ均高于对照
组女童；而治疗后研究组女童ＢＡ、ＰＡＨ、ＢＭＩ均升高至对照组女
童相同水平，ＬＨ、ＦＳＨ、Ｅ２、ＨｔＳＤＳＢＡ均降低至对照组女童相同水
平，因而ＧｎＲＨａ在降低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内分泌激素水
平，改善女童 ＢＡ、ＰＡＨ、ＢＭＩ方面疗效较好。在骨代谢指标方

面，金献江等［１７］在分析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对特发性中

枢性性早熟女童体质指数和骨代谢标志物水平的影响时发现，

研究组女童治疗前ＰⅠＮＰ、ＮＭＩＤ均高于对照组女童，两组女童
βＣＴ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治疗后研究组女童ＰⅠＮＰ、
ＮＭＩＤ均比治疗前下降，βＣＴＸ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因而ＧｎＲＨａ可以明显抑制成骨细胞过度亢进功能，对破骨
细胞功能影响小。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研究组女童ＰⅠＮＰ、
ＮＭＩＤ均高于对照组女童，两组女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两组女童 βＣＴ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研究组女童ＰⅠＮＰ、ＮＭＩＤ比治疗前明显下降，且与对照
组女童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女童间 β
ＣＴＸ比较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上述研究结果
相似，证实ＧｎＲＨａ对成骨细胞过度亢进功能有明显抑制作用，
但不会影响破骨细胞功能，在改善骨代谢方面疗效较好。在血

脂代谢方面，陈秋莉等［１８］的研究结果显示，中枢性性早熟女童

采用ＧｎＲＨａ治疗，血脂代谢指标 ＴＧ、ＨＤＬ、ＬＤＬ在治疗前和治
疗后６个月、１２个月均未见明显变化。本研究比较了上述指
标，结果发现，研究组女童治疗后 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水平与治
疗前相比无明显变化，且与对照组女童比较亦无统计学意义，

这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证实 ＧｎＲＨａ药物对 ＩＣＰＰ女童血脂代
谢无显著影响。在安全性方面，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女童

治疗后仅有３例女童出现不良反应，且３例女童均在停药后缓
解，不良反应可以耐受。因此，可以初步认为，ＧｎＲＨａ药物（曲
普瑞林）治疗 ＩＣＰＰ是安全可靠的，远期副反应需要后续密切
随访。

综上所述，ＧｎＲＨａ可以有效改善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
内分泌代谢和骨代谢，延缓骨龄成熟，从而达到理想身高，且对

脂代谢、破骨细胞影响小，不良反应可以耐受，值得在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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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潘超平（１９９４—），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艾滋病防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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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艾滋病歧视的挑战及策略
潘超平　黎燕宁Δ

广西医科大学信息与管理学院，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摘　要】　我国艾滋病歧视测量方法少，且不统一。反歧视的干预主要为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宣传教育
为主，培训对象主要为大众人群。目前，随着各项法规的修订与完善，艾滋病患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保

障。我国艾滋病面临的挑战有：缺乏系统的艾滋病歧视干预方法，艾滋病人隐瞒病情使艾滋病加剧流行，不

同人群的艾滋病歧视存在区别，医疗防治系统的缺陷等。艾滋歧视的解决策略有：对艾滋歧视进行系统干

预，完善不同人群的权利保护，优化艾滋病社会防治系统等。

【关键词】　艾滋病；歧视；挑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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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ＩＤＳ；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的主要
传播途径有三类，分别为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而目前

性传播已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２０１６年的全国数据显示，本年

新发现的通过性传播 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已达 １１８万
（９４７％），较上年增加８８２３例（８１％）。男男性行为途径传播
是我国当前艾滋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数据显示［１］，仅２００７
年至２００９年，我国ＭＳＭ占比从１２２％上升为３２５％。高危性
文化、较低的艾滋病检测率和梅毒的高流行等危险因素［１］导致

其传播具有跨区域性和速度快等特征［２］，一方面，社会普遍存

在男男性行为的现象，但另一方面男男性行为的高危现象又得

不到人们理解，甚至因而产生歧视和偏见，使得男男性行为导

致的艾滋病感染往往得不到控制，出现跨区域甚至跨省际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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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传播。根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定义［３］，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歧视是指根据确定或可疑的
ＨＩＶ血清学或健康状况，在同等的情况下给予不公平的区别对
待。按照发出主体，可将艾滋病歧视分为外在歧视和内在歧

视。外部歧视主要是指外部人群对艾滋病群体（ｐｅｏｐｌｅｌｉｖｅｗｉｔｈ
ＡＩＤＳ，ＰＬＷＡ）的歧视，包括偏见，羞辱，排斥等。内在歧视主要
是指ＰＬＷＡ基于外在歧视而产生的内部歧视现象［４］。外在歧

视存在明显的态度和行为分离现象，ＰＬＷＡ内心的感受和实际
受到的歧视往往不同；而内在歧视是对歧视环境主观构建的结

果，直接对艾滋病心理和生活产生影响［５］。随着“四免一关怀”

政策在我国实施，ＰＬＷＡ有更多机会得到更有效的治疗；伴随逆
转录高效药物的应用，艾滋病已被定义为慢性疾病，ＰＬＷＡ也可
以长期生存。但目前，我国依然存在大量ＰＬＷＡ，截至２０１７年３
月底，中国有６９万名ＰＬＷＡ，报告死亡２１万例。仅２０１６年ＰＬ
ＷＡ人数就增加了５４３６０例，较上年增长８０％；死亡１４０９１
人，较上年增长 １０５％。随着艾滋病防治技术的提升，ＰＬＷＡ
的数量不降反升，这是个怪现象，也是艾滋病防治亟待解决的

问题。

究其根源在于虽然艾滋病的防治技术提升，歧视、吸毒、暗

娼等影响艾滋病防治的高危因素并未衰减［６］，尤其大量 ＰＬＷＡ
因受到艾滋歧视，包括工作、生活、行为态度等各方面均受到严

重歧视，导致ＰＬＷＡ因害怕受到歧视而不愿接受艾滋病检测和
接受艾滋病治疗。本文主要痛过回顾国内外艾滋病歧视的研

究进程，总结我国艾滋病歧视存在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

策略。

!

　国内外艾滋病歧视的研究进程
１１　国外艾滋病歧视干预的研究进程

２００３年，Ｂｒｏｗｎ等人［７］第一次提出艾滋病歧视干预的策略，

主要有４个类目：①以信息为基础的健康教育；②技能的建立；
③支持／咨询；④与感染人群的接触。２０１１年，Ｓｅｎｇｕｐｔａ等人［８］

发现信息、技能建立、咨询和与对 ＰＬＷＡ的鼓励与更少的歧视
相关，并指出当前的综述的质量不高，也无有规范的研究标准。

当前，国外的研究主要是将艾滋病歧视的干预与艾滋病污名化

的干预分开，另一个特征是增加了一个结构化的生物医学

类目［９］。

１２　我国艾滋病歧视的研究进程
２００７年，肖水源等人［１０］就艾滋病歧视的测量、理论框架及

现状进行了介绍，指出艾滋歧视仅作为旁带的研究内容，很少

将艾滋歧视作为一个主题进行研究。２００９年，方鹏骞等人［１１］

对艾滋病歧视的对策及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但其分析主要

集中于社会影响因素。另外，有个别学者对艾滋病歧视的心理

因素进行了分析［１２］。目前，我国艾滋病歧视测量方法少，且不

统一；反歧视干预主要以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宣传教育为主，培

训对象主要为大众人群［１３］。

１３　我国反艾歧视相关的卫生行政法规
艾滋病歧视的法律法规可分为两个时期：强制隔离期

（１９８５年至２００３年），如１９８９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明确提出对发现的艾滋病人采取强制隔离治疗；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管理意见（１９９９年）》明确指
出要加强对ＰＬＷＡ一类人群的管理等。不可否认，早期艾滋病

法律政策的实施能够明显降低艾滋病的传播，但也造成了对

ＰＬＷＡ根深蒂固的歧视，当前严重的艾滋歧视与早期严重的政
策歧视不无关系。权利保护期（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７年）：２００４年国
家修订《传染病防治法》，废除了艾滋病强制检测和隔离的规

定；同年，“四免一关怀”政策全面落实，提出艾滋关怀，消除歧

视。２００６年《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进一步保障了 ＰＬＷＡ的
相关权利，如人生自由权，生命健康权，婚姻自由权等。目前，

随着各项法规的修订与完善，艾滋病患者的权益得到了更好的

保障［１４］。

"

　我国艾滋病歧视面临的挑战
２１　缺乏系统的艾滋病歧视干预方法

目前我国对艾滋歧视的干预方法仍然较少，主要干预为短

期的培训、健康教育等，同时，涉及长期综合干预的方法较少。

此外，国家对艾滋病歧视的政策干预往往跟不上艾滋防治的形

式，存在立法落后，立法歧视等现象［１５］。有效的艾滋病歧视干

预往往是全面而有效的，需要涉及不同地点和不同人群，融合

教育体系、法律体系、医疗体系等各类体系，从而建立一个基于

理解和支持基础上的社会支持网络［１６］。

２２　艾滋病人隐瞒病情使艾滋病加剧流行
我国仍然存在 ＰＬＷＡ严重隐瞒病情的现象。艾滋病歧视

和污名导致了ＰＬＷＡ产生告知他人的恐惧及羞耻感，恐惧的结
果往往导致了他们的社会孤立状态，而不愿告知自己的病情。

ＰＬＷＡ也往往因为社会的孤立而不愿接受检查或及时就医，担
心自己就诊时被熟人发现［１６］。国际上将近有５００％ ～６００％
的ＰＬＷＡ感受不到自己患有艾滋病，相当的人群选择隐瞒病
情［１７］。许多人群由于更容易遭受艾滋病而遭到歧视，包括性工

作者、吸毒人员、ＭＳＭ等艾滋病高危人群，这些人群及他们家人
健康和权利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艾滋病歧视，ＰＬＷＡ的隐瞒，
导致了ＰＬＷＡ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犯。严重侵权导致了ＰＬＷＡ
生活质量的降低，减少了他们幸福生活的机会［１８］。目前仍然存

在大量侵权现象，尤其是ＰＬＷＡ的隐私权往往得不到保护。
２３　不同人群的艾滋病歧视存在差别

由于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特点，认识不同人群的艾滋歧视现

象非常重要。女性由于生理结构，比男性更容易受到感染，女

性ＰＬＷＡ的增长速度也已超过男性［１９］。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

女性ＰＬＷＡ更容易受到谴责更容易被社会抛弃和孤立，她们同
时还要承受物理的、性的、心理的暴力［８］，尤其是我国文化传统

讲究“贞洁烈女”，对信守贞洁的妇女认为是有妇德，而男子“三

妻四妾”则认为是可以被接受的，这导致女性 ＰＬＷＡ更容易受
到社会的歧视。儿童则会在受教育权、娱乐等各方面受到更多

的歧视。

２４　医疗防治系统的缺陷
医疗系统存在对ＰＬＷＡ的歧视，且其后果不容忽视。不完

善的艾滋病检测网络，大量患者隐私的泄露，对切断母婴传播

控制的不足，不能满足 ＰＬＷＡ的需求［２０］等等，这些都是亟需完

善的与艾滋歧视密切相关的因素。此外，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

的缺乏，医务人员防艾水平的不足，缺乏责任心等种种缺陷都

暴露了对艾滋病防治不够重视。

#

　艾滋病歧视的解决策略
３１　对艾滋歧视进行系统干预

对艾滋歧视的干预应该是融合各部门、各领域的交互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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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通过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合作来消除对艾滋

歧视。例如，对艾滋病的整个传播过程实施大规模综合干预，

进行防艾政策、防艾工程、防艾研究的系统整合；不但要鼓励

ＰＬＷＡ的监测，更需要完善艾滋病病毒的检测技术，加强供血中
心对艾滋病血液筛选的技术水平，避免因输血而导致艾滋病感

染；将艾滋病服务和结核病服务相结合、将切断母婴传播技术

和产后护理结合、将艾滋病与初级健康护理和社区护理等相结

合等。总之，艾滋病歧视的防治涉及各个方面，且成因复杂，各

种因素间还会互相影响，需要各种策略和干预相结合，形成全

方位、多层次的艾滋病歧视干预网络系统。

３２　完善不同人群的权益保护
国家在完善对ＰＬＷＡ权利保护的同时，应对 ＰＬＷＡ进行艾

滋病的法治教育，使他们更清楚法律赋予的权利，加强他们的

权利保护意识。由于不同人群的艾滋歧视不同，而妇女则更容

易受到情感的影响，导致她们更不愿意透露病情，接受治疗。

加强对妇女的社会支持、可视化的视频治疗、精神安慰等可以

明显减少她们内部的歧视［２１］。对儿童则应当加强他们的受教

育权和隐私权的保护，提高监护人和照顾人的艾滋病权利意

识，使他们能充分保护艾滋病感染儿童的权利。不同的艾滋病

感染人群受到的歧视程度往往也不一样，如男同性恋、妇女、精

神病人等艾滋病患者往往受到双重甚至多重歧视，他们所受到

的艾滋病歧视往往更严重，因而应当加强对不同人群的权益保

护，用更包容的社会氛围避免或减轻艾滋病歧视。

３３　优化艾滋病社会防治系统
目前，我国各项艾滋病的社会防治系统还存在许多缺陷，

如在农村避孕套等防艾工具几乎很少有免费供给，艾滋病的母

婴阻断技术也很难在农村施行，许多基层卫生机构的防艾资源

明显不足，缺乏专业的艾滋病防治人员［２２］。因而需要增加社会

对艾滋病防治的基础设施建设，保护 ＰＬＷＡ应有的权利。艾滋
病防治应当以预防为主，由于艾滋病目前尚无法治愈，相比多

种艾滋病早期的治疗手段，避孕套的发放是最经济的手段，且

能有效避免艾滋病的感染，使对艾滋病的防治做到“防患于未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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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ＤＳＳｏ
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３，１６（１）：１８９３１１８９３１．

［１７］　ＳｉｄｉｂéＭ．Ｆｏｒｅｗｏｒｄ：Ｇｌｏｂａｌ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ＨＩＶｓｔｉｇｍａａｎｄｄｉｓｃｒｉｍｉ
ｎａ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ＩＤ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３，１６（Ｓｕｐｐｌ２）：
１８８９３１８８９３．

［１８］　陈素心，周敏，陈瑞烈．艾滋病病人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及幸福
感的关系．全科护理，２０１６，１４（１）：５５５７．

［１９］　王之虎．甘肃省艾滋病防治策略研究．兰州：兰州大学，２０１３．
［２０］　ＳｈａｌｉｎｉＢｈａｒａ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ｉｇｍａａｎｄ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ｉａ：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ｎｅｅｄｓ．ＳＡ
ＨＡＲ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Ａ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２０１１，８（３）：
１３８１４９．

［２１］　ＤａｒｌｉｎｇｔｏｎＣＫ．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ＨＩＶ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ｔｉｇｍａ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ｉｎ
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Ａｉｄｓ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２０１７，２１（１）：１２２６．

［２２］　郭佳钰，周娟，刘秀娜．我国社区护理现状及国内外比较．护理研
究，２０１２，２６（３５）：３３５１３３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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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艳芳（１９９０—），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青少年健康、艾滋病患者性取向的相关问题

Δ【通讯作者】兰英华（１９７５—），女，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ｌａｎ＿ｙｉｎｇｈｕａ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０．０４６ ·性人文社会科学·

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系统研究综述
张艳芳　李用国　兰英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长期以来，由于对同性恋现象的偏见和忽视，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社会问题。随着近年来
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增多及相关研究的开展，发现了诸多与同性恋形成相关的因素。本文旨在通过系统查

阅既往国内外发表的关于同性恋形成的相关文献，试图从心理社会行为以及生理解剖因素多角度阐述同性

恋形成的原因，以便增进大家对同性恋群体的进一步了解，同时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同性恋；成因；心理社会因素；生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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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恋现象由来已久，在古今中外的典籍中对同性恋现象
的记载屡见不鲜。中国的商代就有“美男破产，美女破居”的记

载，在古埃及将男男性爱视为神圣的事情，在古罗马更是将同

性恋行为视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可见古人对于同性恋

现象的包容和理解。但是后来随着宗教、政治、传统观念中逐

渐形成的对同性恋的偏见，使同性恋长期处于被忽视甚至被歧

视的地位，这大大限制了人们对同性恋现象的认识，进而严重

影响了同性恋人群的生存状况，从而也给社会带了诸多问题。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随着从同性恋人群中首次发现艾滋病，紧
接着发现同性恋群体中尤其是男男同性恋者艾滋病的患病率

远远高于其他人群［１］，这才引起了大量的学者及政府更多地去

了解、认识这类人群。因此，了解同性恋形成的生理心理社会

特征，让社会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同性恋这个群体，不但有助

于消除大众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给同性恋人群一个受尊重的

生存环境，而且这也有助于同性恋群体缩短自我心理行为认同

的过程，减少由社会歧视带来的心理和情感问题，促进建立稳

定的同性恋关系，进而减少艾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交叉传播和

蔓延，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尽管同性恋现象由来已久，但是同性恋的概念最早是法国

医生Ｂｅｎｋｅｒｔ于１８６９年提出来的，用来描述在性取向方面对异
性不能产生性反应，却能被同性所吸引的现象。相比较国外对

同性恋的研究开展的早且成果丰富，我国对同性恋的相关研究

起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但发展迅速，取得了初步研究成果。我

国著名性学家李银河教授将同性恋性取向定义为对性别相同

的人具有性爱倾向并渴望与之发生性行为，同性恋者则是以同

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体［２］。著名性社会学家张北川则认为某一

个体的性欲完全或主要指向同性时，这一性现象和个体分别称

同性恋和同性恋者［３］。二位的描述均对同性恋性取向与同性

恋者作了定义与区分。

!

　我国同性恋现状概述
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同性恋人口数量众多，约占我国人口

总量的３．０％ ～４．０％［４］，在不同年龄阶段均有分布，他们从事

着各行各业的工作，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人口构成不可忽视的一

部分。同时随着网络等新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在现实生活中

会经常主动被动地接触到同性恋的相关信息。因此针对同性

恋现象，我们不能再选择视而不见或者盲目地歧视对待，而是

有义务地去研究同性恋形成的原因，让大众更全面客观地认识

同性恋现象，减少对同性恋性取向的误解与歧视。在过去很长

一段时间里，学术界普遍认为同性恋是由后天环境和个人经历

共同导致，而近几十年国内外的研究表明，同性恋是遗传因素

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同性恋者个体间性取向形成

的原因又千差万别。国内既往的研究主要通过对同性恋人群

的调查分析，揭示了诸多社会心理学方面与同性恋形成有关的

因素，比如幼儿时期对异性家长的过分依赖，以及儿童时期家

长异性化的培养导致的性别认同错误，还有首次性经历，单性

环境（军队、监狱、工地等）等［５］。但是对同性恋形成的生理解

剖因素研究较少，缺乏直接的证据。本文拟通过系统查阅截止

目前国内外发表的关于同性恋形成的相关文献，试图从心理社

会行为以及生理解剖因素多角度全面阐述同性恋形成的原因，

以便增进大家对同性恋群体进一步了解，同时为后续的研究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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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社会行为因素
我国学者汪新建等人将心理社会因素导致的同性恋称之

为境遇性同性恋。境遇性同性恋的代表性理论之一是精神分

析学派的观点，其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人在幼儿阶段对性别判

断模糊，均具有双性恋特征，其中３５岁是每个人性别认同形成
及性心理发育成熟的关键阶段。如果在此阶段家庭教育方式

不当，比如父母某一方角色的减弱或缺失导致的“恋父情结”或

“恋母情结”，或者给予不正确的性别引导，比如给儿童穿异性

的服装，买异性的玩具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儿童对性别认同

产生倒错，从而在成长过程中形成同性恋性取向［６］。在性别认

同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我国学者石玲２００５年做的一项关
于儿童性别认同的调查，通过对３１５名儿童和２００名家长的调
查分析，发现约９４．０％的儿童能在 ５岁时完成性别认同，８５．
０％儿童能说出３点以上的男女性别的差异，其中女孩的性别认
同率显著高于男孩（９０．０％ ｖｓ８３．０％，Ｐ＜０．０５）。然而仅有
６２．０％的家长意识到了孩子性别认同培养的必要性，现状不容
乐观［７］。除了儿童时期之外，青少年时期作为性成熟的关键时

期，同时也是同性恋者发生性交往的起源时期，因此有学者推

测这一时期青少年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

必定和同性恋的形成密切相关。陶林通过对深圳市９１５名高二
在校生的调查发现，父母一方过分严厉、惩罚或偏爱的教育方

式在男性同性恋学生中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男性异性恋学生，同

时还发现男性同性恋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差于其余青少年群

体。但是他们发现父母的教育方式和女性同性恋的形成并没

有相关性。从而证明家庭教育方式是促成男性同性恋的一个

重要因素［８］。而同性恋性取向又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生活困扰

和心理压力，甚至造成抑郁、焦虑、偏执等精神症状，为了释放

心中积攒的压抑情绪，同性恋者会选择继续与同性间发生性行

为的方式来释放，从而进一步加固了同性恋的形成。总之，家

长和社会应该重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性别认同的教育、父母双

方角色的均衡以及多和孩子交流沟通，使孩子有个健康积极的

心理状态，从而有利于青少年避开性取向相关的心理困扰，健

康茁壮的成长。

境遇性同性恋的另一大代表是行为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

性取向的形成主要来自于个人经历，而且社会经历可以唤醒具

有同性恋潜质的个体的同性性取向。既往的研究表明，和同性

恋形成相关的社会经历主要包括首次性经历，性创伤性体验，

与异性交往中受挫以及长期单一性别的环境等［９］。青春期两

性特征开始出现，性意识开始觉醒，逐渐产生了性发泄的心理

和生理需求，如果在这个时期学校和家长对青少年性心理变化

不进行合理的疏导和教育，而是采取盲目压制的手段，青少年

就可能将对性的需求转向更易接触到的同性，如果再在此期间

将首次性经历产生的快感与同性对象联系起来，就很容易导致

同性恋性取向的形成［１０］。国内外的调查研究均显示男同性恋

者成年前经历强迫性行为的比例要远远高于男异性恋者。而

来自男性的强迫性性行为导致的“性交快感”和产生的“报复心

理”以及“征服欲望”是男性同性恋形成的原因之一［１１］。该学

派还认为幼年时期经历的异性强迫性行为可能造成“异性恐怖

学说”，导致成年后会恐惧与异性发生性关系，从而改变性取

向。关于不愉快的异性交往经历，张艳辉等人的调查研究显

示，男性同性恋在高中毕业前有过不愉快异性交往经历的占

６２７％，明显高于非同性恋人群的比例（３７３％）［１２］。这种在和
异性交往中受挫，对异性情感需求产生空缺，如果在此期间和

同性性接触的过程中得到情感满足，就很有可能引起性取向的

改变，发展成同性恋。此外，单性环境同样是同性恋形成的原

因之一，比如长期生活在军营、监狱、海船、工地等相对封闭的

单性环境中的男性，长时间很难接触到女性，导致同性性行为

成为多数人发泄性欲的选择。有研究显示在监狱中，同性恋的

比例可高达１００％～２００％［１３］。

#

　生理解剖因素
生理因素导致的同性恋又称素质性同性恋，关于同性恋形

成的生理解剖因素的研究，国内起步较晚，国外学者采用对同

性恋群体的人口特征调查、生理指标检测、基因差异性分析以

及大脑结构的解剖测算等手段，发现了诸如遗传基因、激素水

平、大脑结构差异等和同性恋形成的有关“先天性”因素。如

１９５２年考尔曼通过对４０对单卵孪生子和４５对双卵孪生子的
调查发现，如果单卵孪生子为同性恋，则其孪生兄弟发生同性

恋的比例为１００．０％，而双卵孪生子中，这一比例仅为４０．０％。
从而初步推测同性恋的形成可能与遗传因素有关［１４］。随着基

因研究技术的发展，科学家开始致力于寻找更多直接和同性恋

形成相关的遗传证据。比较著名的是１９９３年由Ｈａｍｅｒ对１４个
男同性恋家庭的系谱和基因连锁进行了分析，研究了遗传学在

男性性取向中的作用。在这些受试者的母亲和母亲亲属中发

现了同性性取向的增加率，但在他们的父亲或父亲的亲属中没

有发现，这表明在一部分人口中有可能发生与性有关的染色体

ＤＮＡ连锁反应。该研究表明男性同性恋的一种形式是通过母
系遗传的并与染色体 Ｘｑ２８基因存在一定相关性［１５］。同一时

期，即１９９５年Ｈｕ等人进一步对男同性恋家庭的系谱和基因连
锁进行了分析，证实了先前报道的联动关系和亲缘关系的男同

性恋与Ｘｑ２８基因的相关性［１６］。近年来，有关遗传基因的研究

是２００５年由Ｍｕｓｔａｎｓｋｉ等人进行的全基因组扫描分析基因与男
性性取向的相关性。发现３个有趣的相关基因，即７ｑ３６、８ｐ１２、
１０ｑ２６。最重要的结论是发现１０ｑ２６是由母亲遗传的，从而再次
证实了遗传与同性恋性取向的相关性［１７］。但是这些相关基因

的差异与同性恋形成的关系，尚有待于大样本前瞻性队列研究

来进一步验证。

就激素水平而言，众所周知男女两性间身体特征及心理特

征的差异主要是由两性性激素水平差异造成的，所以不难推测

每个人的性取向可能也受性激素的调控。关于这一猜测，１９７２
年Ｍｏｎｅｙ等人首先发现，雄性激素在胚胎发育的关键时期对性
别的分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阴茎的正常发育有赖于

雄激素的分泌及其受体功能的正常，１９９７年有学者对１５例雄
鼠雄激素与阴茎大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雄激素受体下调

可使阴茎停止生长［１８］。同一时期Ｂｏｇａｅｒｔ等人研究了大样本男
性性倾向与阴茎尺寸的关系，得出了男同性恋者比异性恋男性

阴茎较大的报道，结合之前的研究并进行了讨论分析，表明产

前雄激素水平的变化导致了男性生殖器的差异并影响了同性

恋取向的形成［１９］。为了进一步证明激素与同性性取向间的相

关性，２０１７年Ｒｅｉｎｉｓｃｈ通过对产前孕激素与同性性取向的相关
性的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孕激素未暴露组，暴露组男性对同性

或两性的吸引力更高，而对异性的吸引力没有显著差异，从而

证实暴露于孕激素后，男性发生双性行为的机率高于异性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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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０］。然而对于产后同性恋心理及行为引起的继发性性激素

水平的变化，由于干扰因素太多，相关研究开展难度较高，目前

尚无相关的直接证据。

除了遗传基因与激素水平外，科学家通过对大脑结构的解

剖测算发现，大脑结构的差异可能和同性恋性取向的形成有

关。如大脑前部下丘脑参与雄性典型性行为的调控，因此１９９１
年ＬｅＶａｙ等人对４１例死者进行大脑前部下丘脑结构的研究，发
现在这一区域的间质核的细胞体积在男性同性恋为异性恋的

两倍多。这一发现表明，下丘脑间质核的体积可能与同性恋性

取向有关［２１］。紧接着，１９９２年Ａｌｌｅｎ等人通过对９０例死者（包
括男同性恋者，男异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大脑前联合的面积

的测算分析，发现男同性恋者的大脑前连合的正中矢状面大于

男异性恋者和女异性恋者。而通常情况下，女性大脑前连合的

正中矢状面积大于男性。从而再次提示人体大脑解剖构造上

的差异，可能与同性恋性取向形成有关［２２］。随着 ＭＲＩ和大脑
血管成像等非侵入性技术的发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科学家

们有望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巨大的突破。

$

　同性恋成因研究预期
同性恋形成的原因众多，尽管各个影响因素的研究均取得

了一定的进展，但是无论心理社会因素还是生理解剖因素，绝

大部分的研究都是通过回顾性调查研究，或者对死亡同性恋者

的相关生理解剖指标的检测来揭示同性恋形成的相关原因，缺

乏长期前瞻性观察研究的证据支持。因此关于同性恋性取向

形成原因的研究，还需要相关专业领域内研究人员的继续努

力。但是对于同性恋现象，人们都得明确同性恋这一行为都是

当事人自己选择的道路和生活方式，都是自己的生理选择或价

值观的体现，虽然不符合某些国家和区域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支

持，但我们应该尊重当事人的选择，给予理解和包容。随着现

代社会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很容易接触到同性恋相关的信

息，但是这些信息中包含着大量对同性恋现象的曲解甚至妖魔

化的描述，严重影响了同性恋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心理健康。

在这种情况下，学者和政府有责任去研究同性恋形成的相

关因素，调查同性恋群体面临的身体及心理方面的困扰，制定

有效的干预解决措施。为他们提供一个平等而受人尊重的生

活环境，使他们从生理上、社会心理上得到自身与大众的认同，

促进同性恋者建议稳定的恋爱关系，正常发挥社会职能，减少

性病艾滋病的交叉传播，从而减轻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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