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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 ５　　　　·

【基金项目】浙江省平湖市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０５３）
【第一作者简介】张常银（１９７６—），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系统疾
病临床诊治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１ ·男科与性医学·

包皮切割缝合器与商环及传统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
过长或包茎手术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张常银１　陈静辉１　陶众杰１　郭晓２　祁小龙３

１平湖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浙江嘉兴 ３１４２００
２嘉兴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浙江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３浙江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比较分析通过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商环及包皮切割的缝合器对包皮过长或者包茎
的手术治疗效果，并分析其安全性。方法：选取在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平湖市中医院施包皮环切术
的包皮及包茎患者４４６例，随机将其分为切割缝合器组１７５例（其中包皮过长１４３例、包茎３２例），商环组
１８４例，传统环切组８７例。通过分析各项指标，来评价分析各组术式的疗效。结果：传统环切术组与商环组
和切割缝合器组相比较，出血量显著变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耗时以及术后１ｈ疼痛感，
传统环切术组高于商环组和切割缝合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伤口愈合时间传统环切术组明
显短于商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诊疗费用，切割缝合器组高于商环组高于传统环切术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７ｄ后疼痛程度评分，传统环切术组低于商环组，高于切割缝合器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相比较，满意率传统环切术组低于商环组低于切割缝合器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感染率，切割缝合器组最低，商环组低于传统环切术组，阴茎水肿率商环组高于其他两
组，出血并发症概率传统环切术组高于其他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传统环切手
术组高于商环组，商环组高于切割缝合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使用切割缝合器治疗
包皮过长及包茎具有手术快捷、术后并发症少、创伤小等特点，临床效果好于传统环切术组及商环组，但是

治疗费用较高，且临床范围小。商环环切术具有时间短，操作简单等优点，但拆环会引起疼痛，商环切口也

需要长时间愈合；传统环切手术的费用比较少，适合的范围也较大，但手术步骤比较复杂，且对患者创伤较

大，并发症多。患者适用何种诊疗方式，需要综合考虑。

【关键词】　传统包皮环切术；包皮切割缝合器；商环包皮切割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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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茎、包皮过长是泌尿男科最常见的病变，能够导致患者
阴茎发育不良、早泄、包皮龟头炎、阴茎癌等疾病。早在２０世
纪，包皮环切术已经被用于医疗用途；１９世纪中叶，英国医生发
现通过包皮环切术能够降低患性传播疾病（ＳＴＤ）的风险［１］。相

关研究显示，男性进行包皮的环切手术能够使ＳＴＤ感染的几率
下降，同时做过此手术病人的伴侣患支原体和细菌性阴道炎、

宫颈肿瘤的几率降低。同时，男性行包皮切除术能够降低其患

阴茎癌的几率。世界卫生组织概括包皮环切术有以下好处：①
减小泌尿系统感染几率；②有利于保持阴茎卫生；③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龟头局部感染的几率；④降低患性病、艾滋病几率；⑤
降低患阴茎癌风险；⑥降低配偶宫颈肿瘤发病几率［２３］。但是

在临床上，水肿、出血、感染等并发症仍然十分常见。因此，简

单、安全、恢复快损伤小、经济的手术方式使医生与患者的共同

追求。本文比较分析包皮切割缝合器与商环及传统包皮环切

术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的手术疗效，以期为临床工作提供

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在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平湖市中医院进行包
皮环切手术患者４４６例，依据手术处理方法分别将其分为切割
缝合器组１７５例（其中包皮过长１４３例、包茎３２例），商环组
１８４例，传统环切组８７例，患者年龄在１３岁～３９岁。排除隐匿
型的阴茎、尿道下裂和埋藏型的阴茎等畸形阴茎；排除血液系

统疾病及生殖器溃疡等疾病；并发包皮龟头炎者进行抗感染治

疗且治愈感染。患者包茎、包皮过长构成比、年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３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项目 传统环切术组 商环组 切割缝合器组 Ｐ值

年龄（岁） ２４６９±６４５ ２４８１±５１９ ２５１８±４３７ ０３２１

包茎（例） １６ ３８ ３２

包皮过长（例） ７１ １４６ １４３ ０９３４

　　合计 ８７ １８４ １７５

１２　手术器械及材料
商环：芜湖圣大医疗器械技术有限公司，皖食药监械（准）

字２０１０第２０９００１３号；
!

牌包皮切割缝合器，常熟市亨利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苏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１３第２０９０７２４号；４０快薇
乔可吸收线，无菌器械及组织切开包。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术前准备　向患者家属和患者介绍手术并发症和手术
情况，使患者签订手术同意书。患者在手术前进行凝血功能和

血常规检测，无明显手术禁忌证，抽血指标正常，患者在术前常

规备皮。商环组：测量阴茎在室温疲软状态下的阴茎干周径

（包皮外板阴茎冠状沟下方），测量时保持适当的松紧程度，依

据检测的数值来选择适合商环；切割缝合器组：室温２３～２７℃，
阴茎自然松弛状态，根据龟头和测量孔的匹配度，选择适合的

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给患者用碘伏消毒，采取平卧位，在

阴茎根部使用利多卡因进行阻滞麻醉［４］。

１３２　手术方法　商环组［５］：使用碘伏棉球清洗包皮内板和

龟头，在商环外环内面和内环外面涂抹无菌红霉素一圈，在阴

茎外冠状沟处套上尺寸合适的内环，将包皮用４把止血钳对称
夹住，将包皮外翻套在内环上。对于包茎患者，剪开包皮背侧，

碘伏棉球清洗包皮内板和龟头，翻转包皮套住内环，将外环刀

口嵌入内环凹槽上包皮，套上外环，将外环刀口调整至距离系

带１ｃｍ，距离冠状沟０５ｃｍ处，锁死外环，紧致吻合口。剪出内
环多余包皮，嘱咐患者７ｄ后来院拆除商环。

传统环切术组［６］：包茎患者将龟头背侧包皮剪开，包皮过

长患者翻开包皮，使用碘伏棉球清洗包皮内板及龟头，使用止

血钳提起包皮，翻转包皮暴露出龟头，环形剪除距离冠状沟约

０５ｃｍ处过长包皮，暴露创面，使用电刀准确止血。Ｕ字缝合系
带处，留约２ｃｍ残余线头，埋至阴茎背侧。切口使用凡士林纱
布包扎，最后使用自粘弹力绷带外包固定。

切割缝合器组［７］：包茎患者，切开包皮解除粘连清洗包皮

垢，注意避开血管。取出吻合器阴茎头罩，对称提起包皮，将其

固定在头罩上。左手握阴茎及头罩，右手开启切割器，维持十

秒后取出阴茎头罩，继续剪除未断包皮，用碘伏对切缘进行消

毒，观察切缘是否裂开是否出现渗血血肿，凡士林纱布对伤口

进行包扎，使用自粘弹力绷带进行固定。

１４　术后处理
患者在手术后的５ｄ内使用抗生素，手术后忌辛辣和烟酒，

不要进行剧烈运动，避免勃起，避免性刺激。术后保持伤口干

燥，隔天前来换药。切割缝合器组可在术后２ｄ拆除敷料，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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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ｄ后洗澡；商环组患者可在术后２ｄ内带环洗澡，浴后干燥伤
口，７ｄ后拆除商环，对伤口使用专用敷贴进行保护；传统环切术
组在手术后７ｄ拆除辅料。
１５　观察指标
１５１　失血量　被血液浸润手术纱布前后重量的差异来估算
术中出血量。

１５２　手术时间　３组手术从局部消毒到手术完成之间的
时间。

１５３　伤口愈合时间　伤口愈合标准为伤口干燥无分泌物，痂
皮脱落，包皮内外板切缘无明显痛感且自然融合。愈合时间为

手术日期到伤口完全愈合的时间。

１５４　不良事件发生率　随访患者，研究是否出现水肿、出血、
伤口裂开、感染等发生。

１５５　 疼痛程度　评估患者术后１ｈ和７ｄ的疼痛程度；
１５６　术后外观满意程度　随访患者２个月，研究患者及其家
属对阴茎及包皮外观的评价。

１５７　治疗费用　统计患者相关治疗费以及手术费。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来表示。组内数据用ｔ检验，组间对比应用 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
ｖａ分析，若方差不符合比较要求则用组组对比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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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耗时、术后１ｈ疼痛感比较

经过比较，传统环切术组与商环组和切割缝合器组相比

较，出血量显著变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切割缝
合器组和商环组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耗
时以及术后１ｈ疼痛感，传统环切术组高于商环组和切割缝合器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切割缝合器组与商环组相
比，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ｈ疼痛商环
组高于切割缝合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３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耗时、术后１ｈ疼痛感比较

　　 项目 传统环切术组（Ａ） 商环组（Ｂ） 切割缝合器组（Ｃ） 整体比较 两两比较（Ｐ）

例数（ｎ） ８７ １８４ １７５ Ｐ Ａ／Ｂ Ａ／Ｃ Ｂ／Ｃ

出血量（ｍｌ） １０７９±０６９ １３２±００９ １３３±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５９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３２７５±３７９ ６３１±０４８ ６２１±０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７８

术后１ｈ疼痛评分 ５１４±０４６ ２０１±０３５ １８９±０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

２２　３组患者诊疗费用、伤口愈合时间、７ｄ疼痛评分比较
经过比较，伤口愈合时间传统环切术组明显短于商环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切割缝合器组相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诊疗费用，切割缝合器组高于商环组

高于传统环切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７ｄ后疼
痛程度评分，传统环切术组低于商环组，高于切割缝合器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３组患者诊疗费用、伤口愈合时间、７ｄ疼痛评分比较

　　 项目 传统环切术组（Ａ） 商环组（Ｂ） 切割缝合器组（Ｃ） 整体比较（Ｐ） 两两比较（Ｐ）

例数（ｎ） ８７ １８４ １７５ Ａ／Ｂ Ａ／Ｃ Ｂ／Ｃ

愈合时间（ｄ） １４０１±１０８ ２２４８±１３３ １３８９±１１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２４ ００００

费用（元） ５１６００±１９５６ ９５８８９±２９８９ ２１４８±５８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术后７ｄ疼痛评分 １３４±０１６ ４２４±０２９ ０７８±０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３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３组相比较，患者满意率传统环切术组低于商环组和切割

缝合器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表４　３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项目 传统环切术组（Ａ） 商环组（Ｂ） 切割缝合器组（Ｃ） 两两比较（Ｐ值）

例数（ｎ） ８７ １８４ １７５ Ａ／Ｂ Ａ／Ｃ Ｂ／Ｃ

满意（ｎ） ６０ １６１ １７０

不满意（ｎ） １７ ２３ ５

满意率（％） ６９．０ ８７５ ９７１
Ｐ：０００７

χ２：７３２７

Ｐ：００１１

χ２：６２６４

Ｐ：００００

χ２：３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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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３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相比较
术后感染发生率传统环切术组高于商环组，商环组高于切

割缝合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水肿发生率，商
环组与其他两组相比发生率最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传统环切术组与切割缝合器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出血并发症发生率传统环切组显著高于其他两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商环组与切割缝合器组相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传统环切手术组
高于商环组，商环组高于切割缝合器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３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发生率相比较

项目　
传统环切术组

（Ａ）
商环组

（Ｂ）
切割缝合器组

（Ｃ）

两两比较（Ｐ值）

Ａ／Ｂ Ａ／Ｃ Ｂ／Ｃ

感染（ｎ） ２５ １８ ２
Ｐ：０００２

χ２：９９３１

Ｐ：００００

χ２：２７１０９

Ｐ：０００６

χ２：６８７９

水肿（ｎ） ９ ５４ ５
Ｐ：００１２

χ２：６９３５

Ｐ：０１０９

χ２：３４７１

Ｐ：００００

χ２：５３５３３

出血（ｎ） １６ ２ ７ Ｐ：００００ Ｐ：０００２ Ｐ：０３４８

并发症（％） ５０（５７４７） ７４（４０２２） １４（８）
Ｐ：００３５

χ２：４２３１

Ｐ：００００

χ２：４２２３１

Ｐ：００００

χ２：２９４５１

#

　讨论
包茎患者包皮上翻后，如果不能及时复位，淋巴管、静脉回

流阻断致使阴茎发生水肿，造成阴茎呈现暗黑色，甚至会致使

阴茎包皮因缺血而坏死［８１０］。龟头及包皮表面分泌的粘液、脱

落的细胞以及尿液、细菌共同形成的白膜样物质叫做包皮垢。

包皮垢的存在会导致包皮结石、龟头炎等并发症，甚至会加大

阴茎癌的发生率。研究表明，包皮环切术可以降低 ＳＴＤ、ＨＩＶ、
宫颈肿瘤，阴茎肿瘤的发生率［１１１３］。

本研究对４４６例包皮过长或包茎患者手术方式进行探究，
传统包皮环切术组由于直接间断阴茎背动脉和浅小静脉致使

出血量手术时间明显多于其他两组；手术时间的延长导致了术

后感染几率的增加；由于传统环切术组创面大，故术后痛感明

显，高于其他两组；传统环切术组费用低于其他两组并发症发

生率明显高于其他两组，适用于落后地区及龟兔包皮黏连严重

患者。商环组在术中出血、手术时间、术后出血感染率，术后１ｈ
疼痛评分等方面优于传统包皮环切组，但愈合时间，水肿发生

率、７ｄ疼痛评分都不及其他２组。一次性切割缝合器组作为新
近出现的医疗器械，不需要二次吻合，无不适感。研究表明，切

割缝合器组在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以及满意率上

有绝对优势［１４１６］，但是不容易把握系带长度，容易切除过长或

者过短，同时手术费用比较高，这就限定了切割缝合器的适用

范围，不适用于龟头包皮炎症者、包皮龟头黏连严重者［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本研究分析了不同手术方式的临床疗效，使用

商环或切割缝合器进行包皮切割手术具有特色优势，但是使用

手术器械费用较贵会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在推广过程中费用

高、范围局限成为其主要障碍。因此，需要研究３种方式并发症
以及如何预防并发症，并以期对临床进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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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ｐｌｅｒ，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ｃｅｒｃｌａｇ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ａｎｋｅｘ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１
（４）：３３４３３７．

［５］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ｊｓＪＬ，ＤｉｋＰ，ＫｌｉｊｎＡＪ，ｅｔａｌ．ＹＶｐｌａｓｔｙ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ａｓ
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ｏ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ｄｕｒｉｎｇ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１）：４５４７．

［６］　ＬｉｎＪ，ＬｉａｎｇＦ，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ＴＵ，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ｔｉ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ｅｒｉｔｏｍｙ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ｅｓ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ｏｒ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
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２０１４，４（１）：１２３４．

［７］　ＢｏＬ，ＹｕｇｅｎｇＬ，Ｓｈｕｌｉｎ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ｂｅｌｌｄｅｖｉｃ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ｅｓｓ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ａｎｄ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１，２５（１０）：５１５７．

［８］　ＢａｉｌｅｙＲＣ，ＥｇｅｓａｈＯ．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ｌｅｃｉｒ
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Ｂｕｎｇｏｍ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Ｋｅｎｙ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ｅｄ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６，１２（３）：６７７６．

［９］　ＦａｖｏｒｉｔｏＬＡ，ＧａｌｌｏＣＢ，ＣｏｓｔａＷＳ，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
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ｒｕｅ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ｏｒｎｏ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ｏｐｉｃ
ｂｅｔａｍｅｔｈａｓｏｎｅａｎｄ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ｉｄａｓｅｏｉｎｔｍｅｎｔ．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９８（３）：
１３８１４３．

［１０］　ＣｈｅｎＸＹ，ＷｅｎＸＦ，ＬｉＲＢ，ｅｔ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ｔｈｅ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ｄｅ
ｇｌｏｖｅｐｌｕｓｓｈａｆｔｆｉｘ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ｏｒ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ｉｎ
ｏｂｅｓｅａｄｕｌ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ＮａｎＫｅＸｕｅ，２０１６，２２（３）：２３３２３６．

［１１］　ＥｉｓｅｒＣ，ＤａｖｉｅｓＨ，ＪｅｎｎｅｙＭ，ｅｔａｌ．Ｓｕｔｕｒｅｌｅｓｓｐｒｅｐｕｃｅｐｌａｓｔｙｗｉｔｈ
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ｂｙ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ＭＣ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８（１）：１５．

［１２］　ＹａｎｇＺ．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ｃｅｒｃｌａｇｅ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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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ｅ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ａｎｄ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Ｄｏｃｔｏｒｓ，２０１４，７（２）１１２１３２．

［１３］　ＭａｒｑｕｅｓＴＣ，ＳａｍｐａｉｏＦＪ，ＦａｖｏｒｉｔｏＬ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ｗｉｔｈ
ｔｏｐｉｃａｌｓｔｅ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ｓｋｉ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ｒａｚ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５，
３１（４）：３７０３７４．

［１４］　ＺｅｎｇＦ，ＺｅｎｇＬ，ＵｒｏｌｏｇｙＤＯ．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１２（８）５６７１．

［１５］　ＰａｒｒａｔｅｌｌｏＴ，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ｒａｍｏｓＭＩ，ＰéｒｅｚｔａｐｉａＳＭ，ｅｔａｌ．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ｏｍｅｔａｓｏｎｅｆｕｒｏａｔｅ０．１％ ｉｎｔｈｅｎ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ｅｐｕｔｉ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Ｍｅｘｉｃａ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ｏｌｅｔíｎＭéｄｉｃｏＤｅ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ＤｅＭéｘｉｃｏ，２０１５，６９（１）：２２２７．
［１６］　杨介礼，陈庆存，王伟，等．两种不同类型一次性包皮切割缝合器

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的疗效及安全性比较．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
２５（１）：３３３５．

［１７］　李涛，傅崇德，魏乔红，等．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与商环在包皮
环切术中的临床应用比较．国际泌尿系统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４）：
５７２５７５．

［１８］　陈海潮，朱伟超，缪起龙，等．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与商环内环
内置法包皮环切术的临床疗效比较．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６，１４
（６）：９１５９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基金项目】湖北省妇幼项目课题（２２０９０９０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汪旭（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超声影像检验
工作

△【通讯作者】王丽（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ｚｆ２６８９２＠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２ ·男科与性医学·

睾丸蒂扭转６０例高频彩超和常规彩超诊断的临床
分析
汪旭１　王丽１△　周飞２　姚冬梅３

１襄阳市中心医院超声影像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２襄阳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３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探究高频彩超和常规彩超在诊断睾丸蒂扭转上的临床应用。方法：将６０例睾丸蒂扭
转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高频彩超结果及常规彩超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比高频彩超及常规彩超在诊

断睾丸蒂扭转上的检查结果。结果：高频彩超结果显示，多数患侧睾丸与健侧相比有所增大，其内部表现为

低回声或稍强回声，可见分布不均点状回声，边界清晰，阴囊壁有所增厚，有少量或中量鞘膜腔积液。ＣＤＦＩ
结果显示患侧睾丸内部血流信号明显减少或消失。在诊断睾丸形态饱满，睾丸内部回声改变以及睾丸内血

流正常，血流减少和血流消失上，高频彩超的检出比例（３８３３％，１８３３％，２３３３％，４５００％，７１６７％）明显
高于常规彩超（１５００％，６６７％，８３３％，２５００％，４１６７％，Ｐ＜００５）。同时，高频彩超在诊断６０例睾丸蒂
扭转上的准确率为９６６７％，明显大于常规彩超（７８３３％，Ｐ＜００５）。结论：在诊断睾丸蒂扭转上，高频彩
超具有特征性的声像图特点及血流动力学特点，与常规彩超相比误诊率明显减小，能够为其早期诊治提供

重要依据。

【关键词】　睾丸蒂扭转；高频彩超；常规彩超；诊断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６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ｄｉｃｌｅｔｏｒｓｉｏｎ　ＷＡＮＧＸｕ１，ＷＡＮＧＬｉ１△，ＺＨＯＵＦｅｉ２，ＹＡＯＤｏｎｇｍｅｉ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４４１０２１，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４４１０２１，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７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ｄｉｃｌｅｔｏｒｓ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ｔｏ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ｄｉｃｌ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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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ｄｉｃ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ｓｉｄｅｔｅｓｔｅｓ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ｉｄ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ｈｙｐｏｅｃｈｏｉｃｏｒ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ｖｉｓｉｂｌｅｅｃｈｏ，ｕｎｅｖｅｎ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ｅｃｈｏ，ｃｌｅａｒ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ａｎｄｓｃｒｏｔａｌｗａｌｌｔｈｉｃｋｅ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ｏｒｍｅｄ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ｃｅ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ｆｌｏｗ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ＤＦＩ）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ｓｉｇｎ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ｓｉｄｅｔｅｓｔ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ｒｄｉｓ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ｅｃｈｏｃｈａｎｇｅｄ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ｒ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３８３３％，１８３３％，
２３３３％，４５００％，７１６７％）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１５００％，６６７％，
８３３％，２５％，４１６７％）（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ｔｈｅ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ｏｒｓｉｏｎｗａｓ９６６７％，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７８３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ｄｉｃｌｅｔｏｒ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
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ａｓ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ｉｔｓ
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ｐｅｄｉｃｌｅｔｏｒｓｉｏｎ；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ｌｏｒ
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睾丸蒂扭转又称之为精索扭转，主要是由于睾丸蒂自身发
生扭转致使睾丸内部血液供应不足而引起睾丸缺血坏死［１］，属

于泌尿科常见一种阴囊急症，其主要发病人群为青少年。出现

睾丸蒂扭转后，患者通常表现为不同程度的阴囊肿痛，缺乏特

异性表现，极容易导致误诊、漏诊情况的发生［２３］。及时诊治对

于保留扭转睾丸，避免因睾丸缺血性坏死而切除至关重要。针

对这一情况，本研究通过对６０例睾丸蒂扭转患者的高频彩超及
常规彩超结果进行观察分析，为临床诊断睾丸蒂扭转提供

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襄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６０
例睾丸蒂扭转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经手术病理
学明确诊断为单侧睾丸蒂扭转；②患侧睾丸伴有不同程度的肿
痛、触痛、低热、恶心、呕吐等。排除标准：①伴有心、肺、肝、肾等
严重器质性病变者；②有既往精神病史或不能配合完成治疗
者。患者年龄分布在３岁 ～２４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１５６３±
３４４）岁，发病时间２ｈ～３ｄ，其中１３例患者于发病后４ｈ内前来
就诊，其余４７例均在发病４ｈ后就诊。临床上以单侧睾丸持续
性剧烈疼痛为主要表现，且呈进行性加重，部分患者伴有恶心

呕吐。其中，无明显诱因的阴囊疼痛４８例，因剧烈运动导致阴
囊疼痛７例，因外伤导致阴囊疼痛５例。本研究在征得我院伦
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并与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仪器选择　ＧＥＬｏｇｉｑ５００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
频率３５～５０ＭＨｚ；ＰｈｉｌｉｐｓＨＤ１１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探头
为７５～１２０ＭＨｚ高频线阵探头。
１２２　超声检查　患者取仰卧位进行超声检查，采用毛巾或较
柔软的纱布将阴囊托起，并将阴茎轻轻拉起贴于腹壁，使阴囊

充分暴露。选择常规彩超探头直接贴附于阴囊皮肤进行多切

面双侧对比扫查，完成上述检查后选用高频探头对睾丸、睾丸

蒂、附睾、鞘膜腔、阴囊壁以及腹股沟的大小、形态及内部回声

情况进行观察，之后采用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ＣＤＦＩ）对其睾
丸、睾丸蒂、附睾等内部血流情况进行检查，记录其动脉血流峰

值速度以及阻力指数（ＲＩ）等参数，并对其患侧睾丸的大小、形
态、边缘情况、内部回声状况以及血流情况与健侧进行对比性观

察，保存相关静态及动态影像学资料。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统计，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各计数

资料，数据比较则采用卡方检验进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高频彩色超声图像特征

检查结果显示，在６０例睾丸蒂扭转患者中共发现有５５例
患者表现为睾丸增大，５例患者睾丸缩小。６例患者的睾丸内部
回声有轻微衰减，４５例患者的睾丸内部回声明显减弱且不均
匀，其余９例患者的睾丸内部回声紊乱，强回声较多且伴有声
尾。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其中１３例患者于发病４ｈ以内就诊，影像学结果显示患侧
睾丸回声与健侧相比略有增强，患侧睾丸大小、回声均未见明

显改变，睾丸略有增大，边界清晰且内部可见少量分布不均的

点状略强回声，周围回声较低。具体结果详见图２。阴囊壁较
厚无明显鞘膜腔积液。ＣＤＦＩ结果显示，患侧睾丸内部血流信号
明显较少，呈现零星条状，ＲＩ水平明显上升，分布在０５３～０８７
之间。

其余４７例患者于发病４ｈ后来我院就诊，影像学结果显示，
患侧睾丸受静脉回流障碍而逐渐表现为水肿、增大，形态异常，

内部回声较低，部分呈现不均质改变，患侧阴囊壁明显增厚，睾

丸蒂扭转部位有中度或稍高回声光团。具体结果详见图３。表
现为“线团征”，边界清晰且内部回声较为杂乱，光团周围可见

少量血流信号。随着持续时间越长，回声表现越不均匀，精索

粗肿表现越明显，伴有少量或中等量的鞘膜积液，具体结果详

见图４。彩超血流成像结果提示患侧睾丸内部未见明显血流
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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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睾丸增大，强回声较多，伴有声尾 图２　睾丸增大，回声不均，可见少量不规则低回声

图３　睾丸蒂扭转部位可见回声光团 图４　睾丸内部回声不均，伴有中等量的鞘膜积液

２２　两种诊断方式的检查结果
在诊断睾丸形态饱满、睾丸内部回声改变以及睾丸内血流

正常、血流减少和血流消失上，高频彩超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常

规彩超，组间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种诊断方式的检查结果比较［ｎ（％）］

诊断方式 例数 睾丸形态饱满 睾丸内部回声改变 睾丸内血流正常 睾丸内血流减少 睾丸内血流消失

高频彩超 ６０ ２３（３８３３） １２（１８３３） １４（２３３３） ２７（４５００） ４３（７１６７）

常规彩超 ６０ ９（１５００） ４（６６７） ５（８３３） １５（２５００） ２５（４１６７）

χ２值 ８３５２３ ４６１５４ ５０６５１ ５２７４７ ５０５７７

Ｐ值 ０００３９ ００３１７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２１６ ００２４５

２３　患者手术所见及预后
在６０例睾丸蒂扭转患者当中，因受到抗炎治疗以及就诊时

间的延误，患者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睾丸缺血性改变，睾丸蒂扭

转呈顺时针或逆时针９０°～５４０°。１３例患者在发病后４ｈ内进
行就诊，术中可见睾丸蒂扭转在９０°～１８０°之间，其中１２例患者
经手术复位后睾丸供血恢复正常，１例患者因血供未得到恢复
而进行睾丸切除。其余４７例患者均于发病后４ｈ前来就诊，术
中可见睾丸蒂呈现中度至重度扭转，扭转程度可达 １８０°～
５４０°，远端睾丸蒂、睾丸、附睾出现坏死、变黑、渗出，经手术复位
后睾丸无颜色改变，行手术对患侧睾丸进行切除，病理结果均

为睾丸淤血性梗死。

高频彩超在诊断６０例睾丸蒂扭转上的准确率为９６６７％，
明显大于常规彩超（７８３３％，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诊断方式的诊断准确率及误诊率对比［ｎ（％）］

诊断方式 例数 确诊为睾丸扭转 疑似睾丸扭转 误诊为睾丸扭转

高频彩超 ６０ ５８（９６６７） ０（０００） ２（３３３）

常规彩超 ６０ ４７（７８３３） ４（６６７） ９（１５００）

χ２值 ６１７１４ ４１３７９ ４９０４１

Ｐ值 ００１３０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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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睾丸蒂扭转又称之为精索扭转，主要是由于睾丸蒂自身扭

转致使睾丸内部血液供应不足而引起睾丸缺血坏死，属于临床

上常见的阴囊肿痛疾病，以青少年为主要发病人群［４５］。在睾

丸蒂发病初期，患者对临床症状的感受并不明显，未能够对其

引起足够的重视，加之睾丸耐受缺血的能力较差，就诊后出现

睾丸缺血性坏死的情况时有发生［６］。因此，及时就诊、及早治

疗对于睾丸蒂扭转患者的临床治疗至关重要。

睾丸蒂患者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患侧阴囊剧烈疼痛、呕吐、

发热等［７］，与急性睾丸附睾炎极其相似，通过临床表现及体格检

查往往难以准确诊断。由于高频彩超的高度清晰，在诊断睾丸等

浅表小器官疾病上具有特殊的优势［８９］，能够在患者就诊时及时

准确地进行诊断。通过高频彩超，能够实时、清晰地对睾丸、附

睾、睾丸蒂等相关组织的大小、形态以及内部回声情况进行观

察［１０］。本研究通过对６０例睾丸蒂扭转患者的高频彩超二维声
像图进行观察分析，多数睾丸蒂扭转患者的患侧睾丸与健侧相比

有所增大，其内部表现为低回声或稍强回声，可见分布不均点状

回声，边界清晰，阴囊壁有所增厚，有少量或中量鞘膜腔积液。

对处于发病初期及缓解期的睾丸蒂扭转患者，部分患者的

二维声像图结果与睾丸附睾炎相似［１１１３］，本研究在二维声像图

的基础上结合ＣＤＦＩ对患侧睾丸内部的血液流变情况进行观察
分析，从而使诊断准确率进一步提升。从本研究中６０例睾丸蒂
扭转患者的ＣＤＦＩ结果来看，多数情况下，完全扭转或扭转超过
３６０°的患者，患侧睾丸内部通常没有血流信号，容易确诊；对于
扭转不完全的患者，其患侧睾丸内部的血流信号与健侧相比也

有减少。此外，在诊断睾丸蒂扭转上还需借助高频超声对睾丸

蒂的形态血流进行观察，从本研究结果可见，４７例于发病后４ｈ
就诊的患者，睾丸蒂初中明显，扭转部位回声杂乱，有中度或稍

高回声光团，ＣＤＦＩ结果可见扭转支点近端的血流异常丰富，而
远端血流信号明显减少或显示［１４］。因此，在诊断睾丸蒂扭转

时，也需要对睾丸蒂的变化情况进行细致观察。

本研究通过对比高频彩超和常规彩超的影像学结果发现，在

诊断检出睾丸形态饱满、睾丸内部回声改变以及睾丸内血流正

常、血流减少和血流消失上，高频彩超的检出比例（３８３３％、
１８３３％、２３３３％、４５００％、７１６７％）明 显 高 于 常 规 彩 超
（１５００％、６６７％、８３３％、２５００％、４１６７％）。同时，高频彩超在
诊断６０例睾丸蒂扭转上的准确率为９６６７％，也明显大于常规彩
超（７８３３％）。可见，在诊断睾丸蒂扭转上，借助高频彩超能够获
得更加清晰的影像学图像［１５］，有利于睾丸蒂扭转的早期诊断。

由于睾丸蒂扭转未能够往往导致睾丸内部血流不畅或阻

塞，导致睾丸缺血甚至坏死［１６］，这一结果与睾丸蒂扭转时间的

长短以及扭转程度存在密切联系。通常情况下，睾丸蒂扭转时

间小于４ｈ的患者，经手术复位后睾丸存活几率较大［１７１８］。从

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１３例患者在发病后４ｈ内进行就诊，术中
可见睾丸蒂扭转在９０°～１８０°之间，其中１２例患者经手术复位
后睾丸供血恢复正常。因此，对于发病时间较短的患者，需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复位治疗，可见血流信号的患者代表其睾

丸扭转有恢复的可能。总之，及时诊治时保证睾丸蒂患者睾丸

生存的关键所在。

综上所述，在诊断睾丸蒂扭转上，高频彩超具有特征性的

声像图特点及血流动力学特点，与常规彩超相比误诊率明显减

小，能够为其早期诊治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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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的临床研究
梁剑梅１　赵冠耀１　罗健玲１　黄勇华１　杜婉微１　石宇强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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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综合分析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治疗效果。
方法：选取在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药剂科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收治的１２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
者的一般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抽样法将１２０例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均为６０例。实验组
应用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方法（连续治疗８周），对照组应用非那雄胺治疗方法（连续治疗８
周）。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前后最大尿流率、前
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等参数指标。结果：①实验组总有效率为９５００％，对照组总
有效率为８３３３％，实验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远远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显著优于对
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关键词】　前列舒通胶囊；非那雄胺；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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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ｂｌａｄｄｅ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③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ＱｉａｎｌｉｅＳｈｕＴｏ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ｉｎａｓｔｅｒｉｄｅｏ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ｉａｎｌｉｅＳｈｕＴｏ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ｉｎａｓｔｅｒｉｄ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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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是泌尿外
科最为常见的疾病，好发于老年男性人群，６０岁以上老年男性
人群的患病率高达５５％左右［１２］。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是由性激

素分泌过多而导致的周围前列腺上皮形成的瘤体。临床中，良

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主要表现为：①尿潴留；②尿频尿急；③
排尿困难；④尿线变细［３５］。笔者将根据相关工作经验，综合分

析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

治疗效果，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提供科学的数据参

考。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在佛山市高明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收治的１２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一般资料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所有入组患者均经过彩超确诊为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者；②停止其他药物治疗１个月以上；③均知情同意本研
究。排除标准：①因尿路结石导致排尿困难者；②尿道狭窄者；
③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④精神障碍者。按照随机抽样法
将１２０例患者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每组均为６０例。实验组应
用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方法（连续治疗８周），实验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６２２５±２１１）岁，平均体重为（５９９９±
１１０２）ｋｇ，平均病程时间为（３４７±２２９）年。对照组应用非那
雄胺治疗方法（连续治疗 ８周），对照组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６２３０±２１４）岁，平均体重为（６００２±１１０４）ｋｇ，平均病程时
间为（３５０±２３２）年。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应用非那雄胺（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９５１，天方药
业有限公司）治疗方法，口服１天５ｍｇ（１片），连续治疗８周。
１２２　实验组　应用前列舒通胶囊（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２７１４０）联合非那雄胺（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９５１，天

方药业有限公司）治疗方法。前列舒通胶囊：一次３粒，一日３
次。非那雄胺：１天５ｍｇ（１片），连续治疗８周。
１３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治疗前

后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

分等参数指标。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临床控制［６］：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改善大于或者等于６０％

或者膀胱残余尿量减少大于或者等于６０％；显效：国际前列腺
症状评分改善在 ４５％ ～６０％或膀胱残余尿量减少在 ４５％ ～
６０％；有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改善小于或者等于４５％或膀
胱残余尿量减少小于３０％ ～４５％；无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未改善或膀胱残余尿量未减少。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实验组临床控制例数有４９例、显效例数有５例、有效例数
有３例、无效例数有３例，总有效率为９５００％（５７／６０），对照组
临床控制例数有４０例、显效例数有４例、有效例数有６例、无效
例数有１０例，总有效率为８３３３％（５０／６０），实验组临床治疗总
有效率远远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
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
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膀胱残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最大尿流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前列腺体积（ｃｍ３）

治疗前 治疗后

膀胱残余尿量（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６０ １２５４±２５１ １６８８±３２２ ３７２０±１２２４ ２８２８±９７０ ５５４３±１７５９ ２１５４±６３５ １９４５±３１７ １０５８±２２６

对照组 ６０ １２５５±２５２ １５３３±３１４ ３７１９±１２２６ ３３７８±９６６ ５５４１±１７６２ ２７６３±７５０ １９４６±３１８ １３８５±２３６

ｔ值 １０２１１２５ １５２５４１１ １０３６６２２ １１０１４１０ １０２３２５１ １００２２１２ １０３６９９８ １９５９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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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实验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５００％（３／６０，１例胃肠道反

应、１例性功能受影响、１例尿道灼热感），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６６７０％（４／６０，２例胃肠道反应、１例性功能受影响、１
例尿道灼热感），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目前来看，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进行治疗的方法有手

术和药物两种，即使手术治疗能够取得一定效果，但是术后症

状无法得到根本改善［７１０］。因此，药物治疗方法是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患者的首选。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不仅影响到了患者的

生活质量，而且还并发了尿潴留和尿路感染等病症。良性前列

腺增生症的发生机制目前尚未明确，前列腺组织增殖和凋亡之

间的失衡被认为是引起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重要原因［１１１３］。

进入老年期体内后，由于诸多性激素的变化，前列腺细胞增殖

活性显著升高，细胞凋亡水平显著下降，最终使得前列腺增组

织过度增生而导致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疾病的发生［１４１６］。

对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药物治疗一般采取以下几种方

法：①中药；②α受体阻滞剂；③５α还原酶抑制剂。前列腺是性
激素的主要器官载体，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发生过程中起着极

大的作用，人体内的雄激素为双氢睾丸酮体。双氢睾丸酮体会刺

激前列腺增生，而５α还原酶抑制剂能够显著抑制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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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应用的非那雄胺片是５α还原酶抑制剂的一种，能够显著降
低双氢睾丸酮水平，能够显著减小前列腺体积、国际前列腺症状

评分。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

积、膀胱残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临床上单用非那雄胺片治疗良性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效果不佳，与此同时存在性功能障碍和过敏

等不良反应。中药制剂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能够提高临

床治疗效果，具有独特的优势。前列舒通胶囊中的马齿苋、土茯

苓、当归和马鞭草等中药制剂具有活血化瘀和清热利湿的效果。

在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过程中，能够显著降低前列腺体

积，抑制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细胞的增殖，促进凋亡速度，从而抑制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目的［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症的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具有重要的临床研究价值，值得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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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４年院内自然科学基金
（２０１４ＺＺＲＱＮ１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４２１１Ｃ１２７）
【第一作者简介】邵为民（１９７１—），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男性不育及男性性功能障碍

△【通讯作者】宋光鲁（１９６９—），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４１７９５５１０４＠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４ ·男科与性医学·

显微镜下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效果
分析
邵为民　斯坎达尔　阿不来提·买买提明　宋光鲁△　王玉杰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分析显微镜下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至



·１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２０１６年４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２１０例因精索静脉曲张导致不育的患者，选取其
中左侧静脉曲张患者８２例，将其随机分成两组，每组４１例。对照组给予显微镜下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
术，观察组给予显微镜下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

评分，手术前后精子质量和相关分子生物学指标水平，术后并发症及随访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

显著长于对照组患者，住院时间和切口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患者术后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活动率较术前相比均显著改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的上述精液质量指标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精液
中ＨＳＰ７０，血液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均低于术前；血液中睾酮浓度均高于术前（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术后ＨＳＰ７０，去甲肾上腺素均低于对照组，血液中睾酮浓度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并发症率４９％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１９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术后随访６～１０个月，平均８个月，对照组３例（７３％）复发，观察组无复发，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显微镜下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能显著改善患者精液质量，并降低
ＨＳＰ７０，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提高睾酮的浓度，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手术；并发症；睾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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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是造成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和不育的常见原
因之一，给患者造成了较大的身心痛苦。由于药物治疗效果不

佳，因此临床一般首选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的阴囊坠胀不适症状、提高精子的质量，但是传统开放式手术

创伤大，术后复发率高，对精子质量的改善效果不佳，已经逐渐

被临床摒弃［１３］。

近年来，随着显微镜技术在男科的应用，显微镜下的精索

静脉结扎术逐渐体现出了其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优势，已经逐

渐成为治疗本病的首选手术方式［４］。为了对比显微镜下不同

的手术方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效果，我们分别使用显微镜下

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与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精

索静脉曲张，并对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及手术前后精子质量

进行了对比研究，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泌尿外科就诊的２１０例因精索静脉曲张导致的不育患者，
选取其中左侧静脉曲张患者８２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
将其分成两组，每组各４１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０岁 ～３４岁，
平均年龄（２５４６±４５６）岁；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１岁 ～３５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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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年龄（２６１２±４１４）岁。纳入标准：①年龄在２０周岁到３５周
岁之间；②接受手术治疗，明确诊断为精索静脉曲张并引起不
育的患者。排除标准：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者；②轻度精索静脉
曲张未显著影响精子质量者；③不愿参与本项研究者。两组患
者在年龄、精液指标、不育年龄及精索静脉曲张分级上无显著

差异性。本项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评审通过，且所有患者均

已知情同意。

１２　手术方法
对照组接受显微镜下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全麻

生效后，取患者左腹股沟韧带中点上方两指平行腹股沟韧带向

远端的切口长约３～４ｃｍ，切开腹外斜肌腱膜，牵开腹内斜肌和
腹横肌，显露精索，在莱卡１６倍显微镜下，切开精索内筋膜，分
离并保护睾丸动脉、淋巴管，逐条游离精索内静脉分支，两端结

扎后中间切断。

观察组接受显微镜下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全

麻生效后，于腹股沟外环下１ｃｍ处作一长约３ｃｍ切口。依次
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及浅筋膜，分离提取精索，解剖分离精索至

阴囊，将睾丸提出切口外，结扎扩张的提睾肌静脉。在莱卡１６
倍手术放大镜下结扎所有精索外静脉。若睾丸引带处有扩张

的静脉，应结扎，还纳睾丸，提取精索，切开提睾肌及精索内筋

膜，分离精索内静脉，予以结扎并切断。注意保护睾丸动脉、淋

巴管。保留输精管动、静脉及其淋巴管，其纤维组织尽量保留。

两组患者术后均不留置引流管，卧床休息１ｄ，给予常规抗
感染治疗。

１３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手术

前后精子质量、相关分子生物学指标水平、术后并发症及随访

情况。精液相关参数的检测使用清华同方精子分析系统，按

《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粘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２０１０年
版要求衡量精液各参数［５］。切口疼痛评分：疼痛的程度用０～
１０共１１个数字表示，病人根据自身疼痛程度在这１１个数字中
挑选一个数字代表疼痛程度。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经双人录入后，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或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两组间手术时间、精液相关参数、精液相
关分子生物学指标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两组间并
发症比较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患者，住院时间和切

口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住院时间（ｄ） 切口疼痛（分）

对照组 ４１ ３５５６±１０３２ ５６８±０７５ ４９４±０６１

观察组 ４１ ５５５４±６５９ ３５４±０５６ １０３±０３１

ｔ值 －１０４４８ １４６４０ ３６５８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相关参数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活动率较术前

相比均显著改善（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上述精液各项指
标参数均高于对照组（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相关分子生物学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精液中 ＨＳＰ７０、血液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浓度
均低于术前；血液中睾酮浓度均高于术前（均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术后ＨＳＰ７０、去甲肾上腺素均低于对照组，血液中睾酮浓度
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相关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手术前 手术后

精子活力（ａ＋ｂ级，％）

手术前 手术后

精子活动率（％）

手术前 手术后

对照组 ４１ １３４２±４３１ ２１８７±３９２ａ ２０４２±８２８ ５３２１±９２８ａ ２８１２±３１１ ５４２２±２８６ａ

观察组 ４１ １３４８±４２２ ３２３５±４２０ａｂ ２０４７±８４６ ６５５８±９１９ａｂ ２７７９±３０６ ６９３４±２９８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相关分子生物学指标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ＨＳＰ７０（ｎｇ／ｍｌ）

手术前 手术后

去甲肾上腺素（ｐｍｏｌ／Ｌ）

手术前 手术后

睾酮（ｎｍｏｌ／Ｌ）

手术前 手术后

对照组 ４１ ８５２±１４０ ４４１±１８９ａ １２０４８５±２２１２０ ７１８２１±１５８２０ａ ２５３±０３０ ５６８±０１６ａ

观察组 ４１ ８４８±１３８ ３５５±１５４ａｂ １１９５７５±１９８２６ ６０２２４±１５５１２ａｂ ２５２±０２８ ６４２±０１４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率低于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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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囊水肿 附睾炎 并发症率

对照组 ４１ ３（９６） ５（９６） ８（１９５）

观察组 ４１ １（２４） １（２４） ２（４９）

χ２值 ４１００

Ｐ值 ００４３

２５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情况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６～１０个月，平均８个月，对照组３例

（７３％）复发，观察组无复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精索静脉曲张是引起青壮年男性不育的常见病因。患者

精索蔓状静脉丛发生异常扩张、伸长、迂曲等病理改变，导致

精索静脉回流受阻、瓣膜失去功能［６］。临床对于精索静脉曲

张的治疗目的是阻止静脉返流，改善局部血液瘀积，打破由此

引起的一氧化氮过度增加、精索静脉超微结构改变的恶性循

环，阻止生殖功能的进一步损伤［７］。手术是目前治疗精索静

脉曲张导致不育的首选方法，术后患者的睾丸和精子功能得

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以提高其生育功能［８］。目前，临床对于精

索静脉曲张的手术方式并无统一的标准，在微创外科理念的

影响下已经逐步从传统开放性手术向显微手术转变［９］。显微

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通过显微镜的放大效应，有助于施术者

术中清楚识别睾丸动脉、淋巴结，弥补了肉眼直视下对睾丸动

脉、淋巴管等识别不清而致损伤或误扎的缺陷，从而有效避免

术后睾丸萎缩、阴囊肿胀、睾丸鞘膜积液等并发症的发生［１０］。

显微镜下操作避免将睾丸提出切口外，有利于减少睾丸水肿

并发症［１１］。精索结扎术后复发的主要原因是小静脉漏扎，由

于精索内静脉细小、交织成网状，传统手术经常存在着较高的

漏扎率。而显微镜下可以防止漏扎曲张的精索静脉，降低术

后复发率［１２］。

显微镜下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

扎术均属于微创手术，具有切口小、视野清晰等优点。但对于

两种术式的优劣性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１３］。腹股沟精索静脉

结扎术的结扎平面位于内外环之间，具有结扎静脉支术少，但

容易漏扎精索外静脉［１４］。显微镜下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

可以准确辨认精索内、外静脉，引带静脉、淋巴管，最大限度地

保留精索淋巴管，大大降低术后复发、阴囊肿胀、睾丸鞘膜积液

等并发症风险。但是，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由于静脉太

多，手术时间较长［１５］。本研究中采用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

治疗者手术时间显著长于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者，这

与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需结扎位置静脉太多，需要仔细地

进行结扎，因而导致手术耗时更长［１６］。但是，经外环下精索静

脉结扎术的创伤更小，术后住院时间更短、切口疼痛程度更轻

微。术后两组患者精液分析各项指标均显著改善，其中采用经

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者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活动

率均高于采用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者。而采用经外环

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患者血液中睾酮浓度高于采用腹股沟

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者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经外环下精索静

脉结扎术的治疗效果更佳，术后患者的睾丸和精子功能得到更

好的恢复。本研究还发现，采用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

者术后并发症风险更低。两组的术后复发率无差异，这可能与

施术者在处理精索静脉时非常仔细有关。

本研究创新性地检测了术后患者精液中 ＨＳＰ７０、血液中的
去甲肾上腺素浓度，以此评估患者精液质量。ＨＳＰ７０是一种具
有协同免疫作用的蛋白质，在应激状态下水平升高，可以导致

精子活力下降［１７］。去甲肾上腺素可以引起小血管收缩，血液中

过高浓度的去甲肾上腺素可以加重精索静脉曲张严重程度［１８］。

本研究发现，采用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者术后ＨＳＰ７０、
去甲肾上腺素均低于经腹股沟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者，这一结

果进一步证实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不

育症的优越性。

综上所述，显微镜下经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精索静

脉曲张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精液质量，并降低ＨＳＰ７０、去甲肾上腺
素的浓度，提高睾酮的浓度，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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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廖苏才，王细生，聂菲，等．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
不育患者精液质量及精液生殖激素的影响．山东医药，２０１５，１０
（２５）：３５３６．

［１０］　ＤａｎｉｅｌＡ，ＭｃＣｕｅＰ，ＦｅｒｒｉｓＲ，ｅｔａｌ．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ｔｒｅａ
ｔｅｄｂｙ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ｖａｒｉｅｃｔｏｍｙ．Ｅｑｕｉｎｅ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７（１０）：５１０５１４．

［１１］　刘美菊，王恩华．精索静脉曲张对精液质量和血清、精浆中抑制
素Ｂ水平的影响．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１）：４４４７．

［１２］　陈小珂，张峰，郑航，等．显微外科与腹腔镜精索静脉结扎术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中华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１６）：
１２７６１２７７．

［１３］　彭靖，张志超．对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治疗的再认识．中华医学杂
志，２０１５，９５（３６）：２９０３２９０４．

［１４］　姜辰一，赵福军．青年男性精索静脉曲张２３１例分析．中华全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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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杂志，２０１５，１４（１）：５０５１．
［１５］　邓志海，潘斌，洪余德，等．显微镜手术联合麒麟丸治疗精索静脉

曲张致弱精子症．中华实验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６）：１４５４１４５５．
［１６］　符浩，宋汶珂，凌晓辉，等．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氧化应激水平

和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及精液参数的相关性分析．中华男科学杂
志，２０１６，２２（６）：５３０５３３．

［１７］　张斌，常德辉，王养民，等．自制单孔腹腔镜与显微外科治疗精索
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及并发症对比．中华腔镜泌尿外科杂志（电
子版），２０１４，８（１）：３８４１．

［１８］　张华锋，赵佳．保留动脉显微手术联合麒麟丸治疗双侧精索静脉
曲张致少弱精子症．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１０）：９０２９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２）

【基金项目】湖北省十堰市２０１６年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１６Ｙ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王万荣（１９７１—），男，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男科
临床及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谢子平（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１２５５９５６４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５ ·男科与性医学·

外环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手术体会
王万荣　谢胜　谭艳　欧阳海　李韬　康照鹏　王金国　谢子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外环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ＳＶ）的手
术经验。方法：回顾性分析自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共５２８例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患者行
ＭＳＶ的临床资料。结果：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单侧手术时间（４８１±５１）ｍｉｎ，双侧手术时间（８８２±
４８）ｍｉｎ。４８８例获访的患者术后阴囊水肿１０例（２０１％）；附睾炎３例（０６１％），复发５例（１０２％），无睾
丸鞘膜积液、睾丸萎缩等情况发生。结论：ＭＳＶ术后疼痛较少，恢复快，是ＶＣ理想的手术方式。熟悉外环下
精索显微解剖，遵循手术操作原则，利用手术技巧，就能够顺利完成外环下ＭＳＶ。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男性不育；外环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　ＷＡＮＧＷａｎｒｏｎｇ，ＸＩＥＳｈｅｎｇ，ＴＡＮＹａｎ，
ＯＵＹＡＮＧＨａｉ，ＬＩＴａｏ，ＫＡＮＧＺｈａｏｐｅｎｇ，ＷＡＮＧＪｉｎｇｕｏ，ＸＩＥＺｉｐ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Ｒｅｎｍ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
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
（ＭＳＶ）．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５２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ＭＳＶ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３ｔｏＭａｙ
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ＭＳＶｏｆ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ｅｆｔａｎｄ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４８１±５１）ｍｉｎａｎｄ（８８２±４８）ｍｉ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４８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ｏｌ
ｌｏｗｅｄ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０ｃａｓｅｓ（２０１％）ｏｆｓｃｒｏｔｕｍｅｄｅｍａ，３ｃａｓｅｓ（０６１％）ｏｆ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ｔｉｓａｎｄ５ｃａｓｅｓ（１０２％）
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ｈｙｄｒｏｃｅｌｅｏｆｔｅｓｔｉ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ａｔｒｏｐｈ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ｌｅｓ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ｆａｓ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ＭＳＶｉｓｔｈｅｂｅ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ＶＣ．Ｉｔ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ＭＳＶｔｏｂｅ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ｆｏｌｌｏｗ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ｒａｓｐ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ＳＶ）

　　ＶＣ由于静脉血返流，在站立位或者腹压增大情况下使生
殖系统处于不利于生殖的环境之中，不但影响睾丸功能，而且

影响附睾功能。通过对 ＩＩ级和 ＩＩＩ级 ＶＣ患者６０例研究发现，
ＶＣ组精浆中性α糖苷酶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ＶＣ治疗后
附睾功能明显改善。５０例ＩＩＩ级ＶＣ伴不育患者行栓塞术，术后
α糖苷酶从术前（６１７±５７）Ｕ增加到术后（８４７±７０）Ｕ（Ｐ＜
００５）［２］。ＶＣ手术治疗能改善精液参数、减少精子 ＤＮＡ损伤
和精液氧化应激，改善精子超微形态学［３］。１７０例临床型 ＶＣ

不育患者行手术治疗，１４５例术后随访中位数２１个月，平均随
访（１１７±６２）个月时 ４５５％（６６／１４５）女性伴侣获得自然怀
孕，术前高精子密度患者的伴侣自然怀孕率可能从手术中获

益［４］。ＶＣ手术治疗后能增加睾酮水平［５７］、改善勃起功能和早

泄［６７］，能缓解或减轻ＶＣ相关疼痛［８１０］。外环下显微手术和腹

股沟显微手术有最高怀孕率，明显改善精液参数，并发症较

少［１１］。按照复发率和怀孕率，与其他手术方式和放射学治疗相

比，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是金标准［１２］。ＭＳＶ对缓解 ＶＣ相关疼
痛比其他途径及方法有效［１０］。ＭＳＶ与鞘膜积液形成风险最低
有关［１１］。现将ＭＳＶ的手术体会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自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共５２８例ＶＣ患者行ＭＳＶ，年
龄范围 １５岁 ～５０岁，平均年龄（２９５±５５）岁，其中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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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Ｃ４１０例（７７６％），双侧 ＶＣ１１８例（２２４％）；Ⅰ级 ４５例
（８５％），Ⅱ级２８５例（５３９％），Ⅲ级１９８例（３７５％）。所有患
者均经体检及阴囊彩超确诊，均排除继发性ＶＣ。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手术切口位置选择　取以耻骨结节为起点，向外上方顺
皮纹切口，长约１５～２０ｃｍ。
１２２　手术步骤　逐层切开皮肤、皮下组织，显露外环，在外环
下将精索完整游离，并将其提出切口外，精索下方垫一起支撑

作用的橡胶引流管。在 ＺＥＩＳＳＳ８８显微镜下，切开精索外筋膜
和提睾肌，钝性分离提睾肌精索血管之间的间隙，将输精管及
其脉管系统与精索血管分离，在两者之间即精索血管下方垫一

乳胶片。乳胶片的两端固定在橡胶引流管两端，于切口外充分

暴露精索血管束。沿精索走行方向切开精索内筋膜，在精索血

管束上滴加罂粟碱或１％利多卡因。显微镜下观察动脉搏动。
在动脉搏动处用显微弯持针器或弯显微剪分离，用５～０丝线结
扎动脉周围的静脉，将动脉游离出来后用纱布上的显影线进行

标记保护。保留所有睾丸动脉和可见的淋巴管，结扎所有精索

内静脉后要检查有无遗漏的精索内静脉。然后，结扎可见的精

索外静脉，并保留精索外动脉。术后仅睾丸动脉、精索外动脉、

提睾肌纤维、神经、淋巴管和输精管及其动静脉保留。

"

　结果
所有患者顺利完成手术，单侧手术时间（４８１±５１）ｍｉｎ，

双侧手术时间（８８２±４８）ｍｉｎ。在５２８例手术患者中，获得有
效随访６个月到２年的患者４８８例（９２４％）。４８８例获访的患
者术后阴囊水肿１０例（２０１％）；附睾炎３例（０６１％），复发５
例（１０２％），无睾丸鞘膜积液、睾丸萎缩等情况发生。
#

　讨论
ＶＣ是最常见的可以手术纠正的男性不育原因。显微精索

静脉结扎术（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Ｖ）能够显著改善
ＶＣ不育患者的精液质量，提高妊娠率，对严重少弱精子症或非
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的精液质量也有改善作用，目前已经成为

治疗ＶＣ的“金标准”，ＭＶ被认为是治疗 ＶＣ的首选方法［１３］。

ＭＳＶ保留了肌层和腹股沟管，术后疼痛较少、恢复较快，是目前
治疗ＶＣ的理想术式。

熟悉外环下精索显微解剖对做好 ＭＳＶ很重要。睾丸动脉
发出分支处有变异，最常见的是位于腹股沟管内［１４］，３１％ ～
８８％病例在腹股沟管内发出分支［１５］。在外环下水平的睾丸动

脉１条占比５０４％，２条占比４１２％，３条占 ７５％，４条占比
０５％［１６］。睾丸动脉直径 ＜１ｍｍ者占比４３％（１３／３００例），≥
１ｍｍ、＜１５ｍｍ者占比９５７％（２８７／３００例）［１７］。９５％睾丸动脉
被密集的粘附静脉包绕［１４］。在腹股沟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未

发现精索外动脉，在ＭＳＶ中５５％（４６／８４侧）有１条或多条精索
外动脉［１４］。精索外动脉０条占比 ３５２％，１条占比 ５３９％，２
条占比９７％，３条占比１２％［１６］，平均精索外动脉（０８±０７）
条［１６］。７２例共１２０侧ＭＳＶ术中发现平均睾丸动脉直径１０ｍｍ
（范围０２～１９ｍｍ）。９７５％（１１７／１２０）有１条输精管动脉，输
精管动脉平均直径 ０６ｍｍ（范围 ０２～１８ｍｍ）。５５０％（６６／
１２０侧）有１条精索外动脉，３０８％（３７／１２０侧）有２条精索外动
脉，４２％（５／１２０侧）有 ３条精索外动脉，精索外动脉直径
０５ｍｍ（范围０１～１５ｍｍ）。在５７５％（６９／１２０侧）中睾丸动
脉直径等于或大于输精管动脉直径与精索外动脉直径之和［１８］。

睾丸动脉占睾丸血供的２／３，输精管动脉和精索外动脉占睾丸
血供的１／３。８０例行 ＭＳＶ术中发现在精索内静脉中，大静脉
（直径≥５ｍｍ）（０７０±０４６）、中静脉（直径２～５ｍｍ）（３９８±
１９９）、小静脉（直径≤２ｍｍ）（４３８±２３２），总静脉数（９０１±
２７０）［１９］。４８例共８４侧 ＭＳＶ术中发现 ＞５ｍｍ的精索内静脉
数量较少（平均０４条），＜２ｍｍ的精索内静脉数量较多（平均
７９条），ＶＣ临床分级与＞２ｍｍ的精索内静脉数量明显相关（Ｐ
＜０００１），但与精索内静脉最大直径不相关［１４］。ＩＩＩ级ＶＣ患者
的平均精索内静脉的数量比 Ｉ级 ＶＣ患者或者 ＩＩ级 ＶＣ患者多
（Ｐ＜００１５）［２０］。外环下平均每侧结扎１１１条精索内静脉，最
大精索内静脉直径是４４ｍｍ［１４］。在外环水平，每侧精索外静脉
平均是５４条，８９３％（７５／８４侧）有小精索外静脉（≤２ｍｍ）、
９１７％（７７／８４侧）有中精索外静脉（２～５ｍｍ），仅４８％（４／８４
侧）有大精索外静脉（≥５ｍｍ），每侧平均小精索外静脉的数量
（４２）几乎是中精索外静脉数量（１１）的４倍［１４］。引流鞘膜的

引带静脉起自睾丸下极的精索内静脉、精索外静脉、输精管静

脉的会合处（ｖｅｎｏｕ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然后注入阴囊后静脉［２１］，直径 ＜
２ｍｍ的引带静脉平均１３条，直径 ＞２ｍｍ的引带静脉平均０４
条［１４］。ＶＣ手术治疗目的是打断静脉向睾丸的返流。精索内的
所有静脉，除了输精管静脉之外都要结扎。保留输精管静脉提

供静脉回流。输精管总有两组血管伴行，如果增粗的输精管静

脉直径大于３ｍｍ也要与输精管动脉分离后结扎。只要一组输
精管静脉未受损，静脉回流就足够。９４０％（７９／８４侧）可以清
楚看见淋巴管［１４］，淋巴管数量变异较大，每侧平均（４５±１４）
条（范围１～９条）［１６］。

由于精索从耻骨结节表面经过，所以ＭＳＶ以耻骨结节定切
口为好。由于精索自外环进入腹股沟管，当辨认精索困难时，

可用右手食指勾起外环，就可以看见精索，这种识别精索方法

可靠。所有手术的一个共同原则就是尽量减少正常组织的损

伤或者不损伤。ＭＳＶ术后有的患者患侧睾丸下垂明显，推测可
能与提睾肌损伤有关，术中保护提睾肌具有重要性。保护提睾

肌的措施有：①不要电凝切开提睾肌，同时还可以避免损伤提
睾肌动脉。②提睾肌走行多为纵行，但是每位患者可能都有斜
行或几乎呈横行走行的提睾肌。此时剪刀剪开膜状物后钝性

分开提睾肌，这样不至于切断提睾肌。③手术结束后缝合精索
外筋膜和提睾肌时要从一端缝起，而不要从中间缝起，这样能

够保持解剖层次清楚，看清提睾肌层次，缝合准确。寻找和保

护精索内动脉是ＭＳＶ的关键，保留睾丸动脉的难度是显微手术
的限速步骤。解剖精索血管时先要解剖动脉搏动处，将动脉分

离出来。整个ＭＳＶ一定要在１～１５ｃｍ长的同一平面内操作，
以避免损伤Ｕ型走行的动脉和避免反复结扎精索内静脉而增
加手术时间。辨别动脉的金标准是见到动脉搏动。辨别动脉

的方法有：①看搏动：动脉搏动具有节段性。要避免由于搏动
传导原因而将静脉误认为动脉，可将邻近两血管分离后带线牵

开再看搏动情况。②看颜色：遇到发红的血管一定要考虑可能
是动脉。③看分支：在外环下水平动脉发出分支少见，相反，静
脉反复分支很常见，但发红的２个血管分支要考虑可能是动脉。
④检查博动：在 Ｘ２５放大倍数下检查动脉搏动［２２］。⑤冲水观
察：水的波动可以放大动脉搏动。动脉搏动不明显时通过冲水

观察水的轻微波动而判断动脉搏动所在。⑥使用罂粟碱：疑为
动脉痉挛所致的搏动消失可局部使用罂粟碱或１％利多卡因。
⑦使用显微持针器：可疑动脉时用显微持针器的尖端抬起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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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直至完全阻断，然后缓慢下降直到仅搏动的血流闪烁出现在

持针器上。将可疑动脉游离１５ｃｍ以上时使用该方法可能更
容易判断是否为动脉。⑧提高血压：如果将患者血压在日常血
压基础上提高１０～２０ｍｍＨｇ时，则在所有手术中均可确认至少
１条动脉［１９］。⑨借助显微技术：可以借助显微手术用多普勒辨
识动脉。由于动脉很容易在受到机械刺激后痉挛，所以一旦分

离出睾丸动脉，最好使用纱布上的显影线进行标记保护。充分

的睾丸血供是改善精子质量的前提，要建立睾丸动脉系统的整

体保护观念，不能仅关注于睾丸动脉而忽视对输精管动脉、精

索外动脉的保护［１７］。外环下水平可能存在多条睾丸动脉，术中

不能满足于找到１条睾丸动脉。５０％病例的睾丸动脉和大静脉
下面粘连。当没有明显动脉搏动时，从最大静脉开始仔细解剖

精索。当动脉被连成网状的静脉紧密包绕时，首先将动静脉血

管束完整游离出来，然后在浅面从各个方向分离、结扎明确的

静脉，由表及里结扎静脉后就容易将动脉游离出来。当静脉和

动脉粘连紧密时可以用无齿显微镊提起静脉，用显微弯剪刀在

动静脉之间分出间隙，再用显微弯持针器分离。静脉的分离遵

循骨骼化，尤其是较大的静脉，目的是防止误伤动脉和淋巴管。

精索外动脉较细，分离精索外静脉时更要注意骨骼化，而且分

离长度不宜过长，否则容易损伤精索外动脉。使用５０或者６０
丝线结扎静脉，助手将一根完整丝线对折后递线，然后助手向

两侧将两端线尾分开较大距离并保持一定张力，使丝线呈水

平、尖端指向对侧的倒“Ｖ”型，主刀医生接线后向胸前拉一小段
距离后将线剪断，这样的操作可以避免术中分线，节省分线时

间。要纵行剪开精索内脂肪及膜状组织，尽量不去除脂肪组

织，以保护脂肪组织内的淋巴管。明显的淋巴管要保留。当淋

巴管与静脉较难区分时可以结扎而不用区分。

递出睾丸的ＭＳＶ没有减少复发风险和导致更好的精液质
量改善，但递出睾丸的ＭＳＶ阴囊水肿、精索／睾丸肿胀等并发症
高［２３］。没有递出睾丸者对精液参数有相等或者更好效果，递出

睾丸没有提供对精子质量或怀孕率的任何益处［２４］。术中睾丸

递出对结扎引带静脉和精索外静脉有用，如果将阴囊内精索外

静脉完全剥离，多数情况下很难保留住伴随的细小精索外动

脉。不提出睾丸的话，在外环下水平也同样可以处理精索外静

脉。递出睾丸可能仅使术后阴囊静脉曲张的外观得到改善。

综上所述，ＭＳＶ术后疼痛较少、恢复较快，是 ＶＣ理想的手
术方式。熟悉外环下精索显微解剖，遵循手术操作原则，利用

手术技巧，就能够顺利完成ＭＳ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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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在输精管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
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高明　季兴哲　王磊　刘项　孙建华　周梁　杨杰　张洲　师娟子△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中心，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索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型的制作方法，研究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在显微镜下输精管
吻合术中的优点及改进。方法：将２０只６周龄雄性ＳＤ大鼠随机分成４组，包括假手术组，对照组，传统吻合
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组。除了假手术组外，其余组大鼠都行近附睾端约１ｃｍ处行双侧输精管结扎术，制作输精
管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型；对照组只行输精管结扎术，假手术组我们把睾丸移出腹腔后再移回原位。实验

组２周后分别行传统吻合法，３Ｄ打印输精管夹法吻合，１２周后处死大鼠，检测吻合口和输精管结扎处精子肉
芽肿形成情况，从输精管的附睾端向腹腔端注射美兰，通过尿液是否出现蓝染，检测吻合口的机械再通率。

结果：传统吻合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组的机械再通率分别是７５０％，８８８％（Ｐ＜００５），精子肉芽肿的形成率
分别是１２５％，１１１％，平均手术时间是（４２±４９）ｍｉｎ，（３２±３３）ｍｉｎ（Ｐ＜００５）。结论：近附睾端约１ｃｍ处行双侧
输精管结扎术，制作输精管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型的方法简单，可靠，适用于显微输精管吻合技术训练。３Ｄ打
印输精管夹可以有效缩短手术时间，提高了手术再通率，对于显微输精管吻合术，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键词】　 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型；３Ｄ打印输精管夹；显微镜输精管吻合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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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精子症占所有男性的１０％，在男性不育患者中约占１００～
２００％，其中输精管梗阻患者占梗阻性无精子症的２００～３００％，

因而受到男科医生的关注［１］。输精管结扎术曾经是国内外进

行计划生育避孕的主要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一种男性的永久

性节育措施，通过输精管切断、结扎，或采用电凝、栓堵、化学药

物等闭塞输精管的内脏，从而阻断了精子的输出而达到避孕的

目的。有研究表明，世界上有超过２２亿对夫妇采用男性（０４３
亿）或者女性（１８亿）绝育手术［２］，我国各省间男性绝育现用

率差别也很大，其中以四川省使用者最多，２００５年男性绝育现
用率达到１７２％，该手术确实为中国的计划生育做出了卓越贡
献；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我国“二胎”政策的放开，许多

夫妇希望通过输精管吻合术，使自己自然受孕。

在过去，输精管绝育术的复通只能通过肉眼吻合输精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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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通率只有４００％ ～６００％，而且由于复通后精子数量、质量
的下降，复孕率普遍偏低。而目前显微外科在输精管复通术上

得到了运用，使输精管复通率大大提高。然而术中由于输精管

近端管腔由于输精管内压大而变得较粗，而远端管腔较细，两

者可相差１倍或更大，输精管比较光滑，不易固定，显微镜视野
下无法准确定位及固定输精管，造成手术时间延长、术后输精

管吻合复通率较差。国外一般采用输精管夹进行固定和定位，

这样既方便灵活调整位置又固定牢靠，然而缺点在于输精管夹

的设计是符合欧美男性的输精管直径（欧美男性输精管外直径

一般为２５～３０ｍｍ，而国人输精管外直径为２０ｍｍ）、价格较
为昂贵（１８０美元／个）、现在国内暂时无法购买到等［３］。

笔者研制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基于患者自身输精管直径的
个体化定制，可以在准确定位和固定输精管的同时，减轻对输

精管本身的压力，从而降低因输精管夹固定带来的输精管血运

问题，最终达到提高操作的精确度，减少手术时间、提高术后复

通率的目的。该新型专利亦有小巧、灵活，容易消毒和保存的

优点。目前国内尚无此类技术来解决输精管吻合术中输精管

固定 问 题，这 项 技 术 可 称 得 上 全 国 首 创 （专 利 号：

ＺＬ２０１６２０１０４９２５５）。在应用于临床之前必要的动物实验是非
常有必要的，所以，本研究小组通过建立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

模型的制作方法，研究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在显微镜下输精管吻
合术中的优点及改进，为下一步的临床应用打下坚实基础。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及饲养

雄性ＳＤ大鼠，体重约２５０～３００ｇ，年龄约为６周，购买于第
四军医大学动物实验中心，标准鼠粮饲养。

１２　实验材料
１０倍手术显微镜，显微外科器械，１０％戊巴比妥钠，４℃肝

素生理盐水（１２５单位／ｍＬ），１１０显微缝合线，２０外科缝合
线，青霉素（４０万单位 ／ｍＬ），纱布，３Ｄ打印输精管夹等。
１３　手术方式

大鼠术前一天禁食不禁水，１０％的戊巴比妥钠５０ｍｇ／ｋｇ
腹腔注射麻醉，术中１０ｍｇ／ｋｇ／ｈ维持。手术区剃毛，应用碘伏
消毒。除了假手术组外，其余组大鼠都行近附睾端约１ｃｍ处行
双侧输精管结扎术，制作输精管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型；对

照组只行输精管结扎术，假手术组我们把睾丸移出腹腔后再移

回原位。实验组２周后分别行传统吻合法、３Ｄ打印输精管夹法
吻合。１３１传统吻合法　术者通过文氏钳钳夹双侧输精管对
位后先缝合输精管黏膜层，缝合１点、３点及５点，翻转后再缝
合７点、９点及１１点，必要时助手通过对位进行减张，然后缝合
输精管肌层及浆膜层。

１３２３　Ｄ打印输精管夹法吻合法　术者通过３Ｄ打印输精管
夹，准确对位，有效减张后缝合（缝合方法同上）。

１４　术后处理及临床监测
每天给予腹腔注射青霉素［青霉素钠８０万 Ｕ（山东鲁抗股

份有限公司，批号０１０４０８）］，１０万Ｕ／ｋｇ／ｄ，连续注射３天，预防
术后感染。术后前３天，注意观察大鼠精神状态，若发现大鼠精
神萎靡，双目无神，可适当给予腹腔注射温生理盐水补液，同时

检测伤口有无撕裂、出血；术后前７天，每天测量大鼠体重，随后
每３天测大鼠体重１次。
１５　术后手术效果评估

１２周后处死大鼠，检测吻合口和输精管结扎处精子肉芽肿

形成情况，从输精管的附睾端向腹腔端注射美兰，通过尿液是否

出现蓝染，检测吻合口的机械再通率。

１６　统计学方法
用费雪尔精确检验（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ｔｅｓｔ）方法比较各组机械

再通率、精子肉芽肿发生率和手术时间，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结果
ＳＤ大鼠梗阻性无精子模型建立实验，在预实验中１只麻药

推注速度过快，心脏骤停，１例因术后发生感染而死亡。吸取经
验教训，通过准确计算麻药剂量及推注速度，术中仔细观察麻

醉深度、及时抢救、预防应用抗生素等，实验的２０只大鼠均存活
至实验结束。传统吻合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组的机械再通率分
别是７５０％、８８８％（Ｐ＜００５），精子肉芽肿的形成率分别是
１２５％、１１１％，平均手术时间是（４２±４９）ｍｉｎ、（３２±３３）ｍｉｎ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种吻合方式的手术效果对比

手术方法 手术数目 机械再通率 精液肉芽肿形成率 手术时间

传统手术 ８ ７５．０％（６／８） １２５％（１／８） ４２±４９

３Ｄ打印组 ９ ８８８％（８／９） １１１％（１／９） ３２±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无精子症的发病率在男性不育患者中约占 １００％ ～

２００％，其中输精管梗阻患者占梗阻性无精子症的 ２００％ ～
３００％。梗阻部位可以发生于睾丸、附睾、输精管、精囊、射精管
等精道走形的任何部位［１４］。输精管结扎术曾经是国内外进行

计划生育避孕的主要方法之一，它的特点是一种男性的永久性

节育措施，通过输精管切断、结扎，或采用电凝、栓堵、化学药物

等闭塞输精管的内脏，从而阻断了精子的输出而达到避孕的目

的。宋涛［５］等应用大鼠建立动物模型，观察输精管结扎对大鼠

睾丸、附睾及血清睾酮的中长期影响，输精管结扎术后，血清睾

酮浓度的变化及其相关问题，比如该手术对受术者寿命的影响

等，一直是很多受术者和科研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不少男性

患者经过输精管结扎会出现术后通性结节症等问题，多数人可

以通过综合治疗改善，但一小部分患者因为不适感而要求复

通［６］。在过去，输精管绝育术的复通只能通过肉眼吻合输精

管，复通率只有４００％～６００％，而且由于复通后精子数量、质
量的下降，复孕率普遍偏低。随着显微外科的不断深入发展，

应用显微外科技术实施输精管吻合术越来越受到重视，临床实

践证明显微外科输精管吻合手术，大大提高了男子节育的可复

性，显著改善了再育的临床效果［７１０］。目前显微外科在输精管

复通术上得到了运用，使输精管复通率大大提高。然而术中由

于输精管近端管腔由于输精管内压大而变得较粗，而远端管腔

较细，两者可相差１倍或更大，输精管比较光滑，不易固定，显微
镜视野下无法准确定位及固定输精管，造成手术时间延长、术

后输精管吻合复通率较差。彭靖等［１１］在分析输精管结扎术后

患者行显微镜下输精管复通术的疗效中提到，显微镜下输精管

复通术可有效治疗输精管结扎所致的输精管梗阻，输精管梗阻

１５年以下者的复通率明显高于梗阻１５年及以上者。
ＶＶ（输精管输精管吻合术）的成功率和手术医生的显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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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技术密切相关，选择合适的动物制作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

型用于手术技术培训非常重要［１２１３］。在本实验中，笔者选择大鼠

制备输精管梗阻的动物模型，用于培训医生的显微外科技术。行输

精管结扎时，应选择输精管附睾交界处约１ｃｍ结扎，这样做有利于
后期吻合，同时梗阻点和输精管结扎术位置相似，比较符合国内梗

阻性无精子症多为输精管结扎造成的临床特点。动物模型建立２
周后，远端输精管明显扩张，由于大鼠输精管肌层较薄弱，不像人类

输精管那样坚韧，所以吻合难度不大。对于生精功能正常的梗阻性

无精子症患者，如果配偶生育功能正常，通过输精管吻合术获得下

一代的性价比高于辅助生殖技术（包括ＩＶＦ和ＩＣＳＩ）［１４１５］，而且避
免ＡＲＴ的缺点，例如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多胞胎、早产和低体重
新生儿等等，同时成功的吻合术满足了再次生育的要求。但是，相

比ＡＲＴ在国内发展迅猛，ＶＶ技术在国内只有少数地区开展，本研
究通过动物实验对２种ＶＶ吻合方法进行比较，希望有助于在更多
地区应用这一技术［１６１８］。

笔者研制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是基于患者自身输精管直
径的个体化定制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可以在准确定位和固定输
精管的同时，减轻对输精管本身的压力，从而降低因输精管夹

固定带来的输精管血运问题，最终达到提高操作的精确度，减

少手术时间、提高术后复通率的目的。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可以有
效缩短手术时间，提高了手术再通率，对于显微输精管吻合术，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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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ＫａｒｅｎＢ，ＥｄｍｕｎｄＳ．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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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１１）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ＺＤ２０１４０９９）
【第一作者简介】李洁（１９９０—），女，硕士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殖免疫
△【通讯作者】陈文成（１９７５—），男，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Ｃｈｗｃｈ３２６８＠
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７ ·男科与性医学·

血浆雌激素及雌激素受体 α与男性不育患者精液
质量的关系
李洁　陈文成△　元辉雄１　刘李文韬１　韦玉霞２　王俊利２

１右江民族医学院研究生学院，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２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广西 百色 ５３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精液质量的男性患者血浆中雌激素及雌激素受体 α浓度与精子浓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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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形态的关系。方法：对６３４名男性进行精液检查，按照精液的质量参数将受试对象分成５组：正常精子
组（ｎ＝１４７），少精子症组（ｎ＝９６），弱精子症组（ｎ＝１５９），畸形精子症组（ｎ＝１９２）和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组
（ｎ＝４０）。采用ＥＬＩＳＡ测定各组血浆雌二醇（Ｅ２），雌激素受体α（ＥＳＲα）的浓度，比较组间差异并进行相关
性分析。结果：精液正常组的血浆Ｅ２和ＥＳＲα浓度显著低于其他４组（Ｐ＜００５），其他４组间差异无统计
学为意义，血浆Ｅ２，ＥＳＲα与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及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呈负相关；精子浓度，血
浆Ｅ２和ＥＳＲα浓度在３个年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龄与血浆Ｅ２（ｒ＝０１１４，Ｐ＝０００６）
和ＥＳＲα浓度（ｒ＝０１９０，Ｐ＜０００１）存在正相关关系。结论：血浆Ｅ，ＥＳＲα的浓度能够反映精子的质量，在
男性不育的病因分析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　男性不育；雌激素；雌激素受体α；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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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ｏｒ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αｉｎｓｅｒｕｍａｎｄ
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６３４ｍｅｎ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ｔｏ５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ｓｅｍｅｎｅｘａ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ｏｒｍ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１４７），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９６），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
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１５９），ｔｅｒ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１９２），ａｎｄｎ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ｎ＝４０）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ａｎｄ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α（ＥＳＲα）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Ｔｈｅｉｎｎｅｒ
ｇｒｏｕｐ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２ａｎｄＥＳＲαｉｎ
ｓｅｒｕｍｏｆｎｏｒｍ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ｔｅｒａｔｏｓｐｅｒ
ｍｉａａｎｄｎ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４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２ａｎｄＥＳＲαｉｎｓｅｒｕｍｗｅ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ｔｉｏｎｏｒ
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ｒｍ，Ｅ２ａｎｄＥＳＲα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Ｍａｌｅａｇｅ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２（ｒ＝０１１４，Ｐ＝０００６）
ａｎｄＥＳＲα（ｒ＝０１９０，Ｐ＜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２ａｎｄＥＳＲαｌｅｖｅｌｉｎｓｅｒｕｍ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α（ＥＳＲα）；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随着国家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育龄夫
妇面临的生育问题逐年增长，是生殖健康领域亟待解决的重大

科学问题。男性生育能力关系到人口素质、生殖健康和种族延

续，男性生育状况的研究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也是公众舆论

关注的热点［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
ｏｌ，Ｅ２）通过与雌激素受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ＳＲ）结合发挥
生物学功能，参与男性生殖的调节，是性功能、生殖系统发展过

程中一个关键因素［２］。虽然已有不少关于血浆生殖激素水平

方面的报道，然而关于血浆Ｅ２、ＥＳＲα与精液质量参数关系分析
的报道尚少。本文通过对６３４例男性的精液质量检测及血浆
Ｅ２、ＥＳＲα浓度的测定，分析比较血浆 Ｅ２、ＥＳＲα浓度与精子浓
度、活动力及形态的关系，探究血浆雌激素、雌激素受体 α与男
性不育的关系。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就诊于右江民族医学院生
殖中心的６３４例男性为研究对象（无生殖系统器质性病变及阻
塞，排除Ｙ染色体微缺失、染色体核型异常、精索静脉曲张、隐
睾、促性腺激素分泌不足致性腺发育不全、有感染史以及有影

响生育能力疾病的患者，配偶经临床检测均正常），年龄范围为

２０岁～４７岁，平均年龄（３１８０±５７７）岁，均进行精液常规检
查、血浆Ｅ２、ＥＳＲα检测。依据 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

室手册》［３］第５版相关标准将样本分为５组：精液正常组：精子
浓度≥１５Ｘ１０６／ｍｌ，总精子数≥３９Ｘ１０６，前向运动精子≥３２％；非
梗阻性无精子症组：两次精液检查，离均未见精子；少精子症

组：总精子数 ＜３９Ｘ１０６，忽略精子活动力；弱精子症组：总精子
数≥３９Ｘ１０６，前向运动精子 ＜３２％；畸形精子症组：正常形态精
子百分率＜４％。本研究获得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通过及患者知情同意。

１２　精液质量检测
所有检测对象标本采集时使用手淫取精法，取精前禁欲

２～７天，收集于带刻度的、清洁干燥试管内，所有标本均于本院
取精室内采取，确保送检时间的可控性和及时性。接收时立即

放入３７℃恒温箱内，并记录标本采集时间。精液常规检测采用
西班牙ＳＣＡ全自动精液分析系统，光学显微镜为ＯＬＹＭＰＵＳ（日
本，ＣＸ４１３２Ｃ０２），完成常规检测后标本进行ＤｉｆｆＱｕｉｋ快速染色
（参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诊断标
准）。

１３　血清激素含量测定
本实验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测定法测定血清中 Ｅ２和 ＥＳＲα的浓度，仪器为
ＲＴ６０００（Ｒａｙｔｏ），试剂由武汉华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供（批
号：Ｃ９６８２３１０１４１、１０１０１３３７３）；测定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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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于定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的，以均数 ±标准（珋ｘ±ｓ）表

述，应用ｔ检验或者方差分析；而对于不满足正态分布的指标，
则以偏态分布的表达形式 Ｍ（Ｐ２５，Ｐ７５）表示，则应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或者 Ｋｒｕ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非参数检验。定量资料之间的相
关分析，如果满足正态分布，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对于不满
足正态分布条件的变量，则应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统计

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均采用双侧概率检验，当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的血浆Ｅ２、ＥＳＲα激素水平比较

各组间基本情况见表１，血浆Ｅ２、ＥＳＲα激素水平见表２，精
液正常组的血浆Ｅ２、ＥＳＲα浓度显著低于其他４组（Ｐ＜００５），
其他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１　各组间精液常规基本资料

　　　　　参数 Ａ（１４７例） Ｂ（４０例） Ｃ（９６例） Ｄ（１５９例） Ｅ（１９２例）

年龄（岁） ３２４６±６３１ ２７０５±３９１ ３２１７±４９４ ３１８８±５１２ ３１０３±６２１

ｐＨ值 ７１３±０３４ ７１７±０４０ ７２０±０２３ ７１６±０２８ ７１２±０３３

禁欲时间（天） ４７５±２５０ ４６７±１９０ ４３３±２３０ ４２６±１９３ ４６７±１８７

精液量（ｍｌ） ３８０±１１３ ３５５±１３７ ３２５±１３７ ３１６±１４０ ３２７±１４２

精子浓度（×１０６／次）ａ ６９７５（４１９３，９９３３） － １００５（７３３，１２１３） ２６９０（１３７５，４０３０）３９９０（１５００，６２３０）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ａ ５１００（４２５８，６０７３） － ３０４５（１５５８，４４６０）１８３０（１２６０，２２９０）２８５０（１５１０，４８４０）

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ａ ５００（４００，６００） － ２００（１００，３３８） １００（１００，２００） １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注：标有“－”项表示该组数据缺失；Ａ：精液正常组，Ｂ：无精子症组，Ｃ：少精子症组，Ｄ：弱子精症组，Ｅ：畸形精子症组；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标有“ａ”项表示，该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Ｍ（Ｐ２５，Ｐ７５）表

表２　各组的血浆Ｅ２、ＥＳＲα浓度（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Ｅ２（ｐｇ／ｍｌ） ＥＳＲα（ｐｇ／ｍｌ）

Ａ １４７ １２６９１±２９９７ １３２±０５６

Ｂ ４０ １４９８２±３０４１ａ ４１６±１８３ａ

Ｃ ９６ １４４３４±２９７９ａ ５０９±３７８ａ

Ｄ １５９ １４９０９±３０４２ａ ４９４±３７３ａ

Ｅ １９２ １４２１９±３８８９ａ ４６９±２５５ａ

　　注：Ａ：精液正常组，Ｂ：无精子症组，Ｃ：少精子症组，Ｄ：弱子精症组，Ｅ：畸形

精子症组；标有“ａ”项表示，Ａ组分别与其他４组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血浆Ｅ２、ＥＳＲα和精液质量参数的关系
血浆Ｅ２、ＥＳＲα与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及正常精

子形态百分比呈负相关，详见表３。
２３　各年龄组精液参数比较

对年龄进行分组，各年龄组组禁欲天数、ｐＨ值、精液量、前

向运动精子百分比、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在３个年龄组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３组间精子浓度、血浆 Ｅ２和 ＥＳＲα浓度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相关性分
析：年龄与血浆 Ｅ２（ｒ＝０１１４，Ｐ＝０００６）和 ＥＳＲα浓度（ｒ＝
０１９０，Ｐ＜０００１）存在正相关关系；年龄与精子浓度无相关性。
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血浆Ｅ２、ＥＳＲα浓度与精液质量的关系

参数 例数
Ｅ２

ｒ值 Ｐ值

ＥＳＲα

ｒ值 Ｐ值

精子浓度（×１０６／次） ６３４ －０１６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０９＜０００１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 ６３４ －０１９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５４＜０００１

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 ６３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３ －０２１５＜０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ｒ表示相关系数，“－”表示
负相关

表４　各年龄组精液参数的比较

　　　　 参数 ｇｒｏｕｐ１（２４４例） Ｇｒｏｕｐ２（２８６例） Ｇｒｏｕｐ３（１０４例） Ｆ／χ２值 Ｐ值

ｐＨ值 ７１４±０３２ ７１７±０２９ ７１０±０２８ １３７３ ０２５４

禁欲天数（天） ４６４±１９６ ４４４±２２５ ４３８±１４５ ０８０５ ０４４７

精液量（ｍｌ） ３２１±１３５ ３２９±１３０ ２９５±１３６ １６１３ ０２００

精子浓度（×１０６／次）ａ ３５１０（１７００，６２７０） ２２９０（１０９０，７６９０） ７４２０（１１９０，１０３２０） ９１１０ ０００３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ａ ４２９０（２２１０，５３００） ４２８０（２１９０，５６１０） ４４４０（３８３５，５４２０） １５５７ ０４５９

正常精子形态百分比（％）ａ ４００（１００，５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５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５５０） ００２９ ０９８５

Ｅ２（ｐｇ／ｍｌ） １３５８７±３５２５ １４８７３±３５４１ １３２８２±４７５７ １００６９ ＜０００１

ＥＳＲα（ｐｇ／ｍｌ） ３２３±２１７ ４３３±３７８ ４６４±３１３ ９２２５ ＜０００１

　　注：ｇｒｏｕｐ１：＜３０岁ｇｒｏｕｐ２：３０～４０岁ｇｒｏｕｐ３：≥４０岁；标有“ａ”项表示，该组数据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 Ｋｒｕ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对于符合
正态分布用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的统计方法为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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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年龄与精液参数的比较

参数 精子浓度（×１０６／次） Ｅ２（ｐｇ／ｍｌ） ＥＳＲα（ｐｇ／ｍｌ）

ｒ值 －０００５ ０１１４ 　０１９０

Ｐ值 　０８９６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注：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ｒ表示相关系数

#

　讨论
目前，男性不育症的诊断主要依靠实验室检查，精液常规

分析有３个主要参数，即密度、活力和形态，是男性不育症诊断
与疗效观察的重要实验依据。依据 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
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相关标准将样本分为 ５组：正常精子组
（Ｎｏｒｍ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无精子症（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少精子症（Ｏｌｉｇｏｚｏ
ｏｓｐｅｒｍｉａ）、弱子精症（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畸形精子症（Ｔｅｒａｔｏ
ｓｐｅｒｍｉａ）。精液常规检查样本采取方便，检测手段便捷直观，但
受到禁欲时间的限制（２～７天）和一些生理因素的干扰［４］，有

时不能准确反应疾病的变化。而雌激素对人类生殖系统的分

化、成熟和功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促性腺激素具有负反馈

作用，通过雌激素受体会对生殖参数产生不利的影响［５］。研究

表明，雌激素可能影响到睾丸的功能，调节支持细胞的核转录，

维持睾丸的发育和体内平衡［６７］。雌激素对生殖细胞的死亡和

凋亡的信号机制具有调控作用，诱导精子的激活，通过其受体

信号通路调控男性精子生成［８］。Ｅ２通过结合经典的细胞内雌
激素受体或者膜雌激素受体触发基因组和非基因组信号转导

通路，影响和作用于睾丸细胞、生殖细胞以及成熟精子［９］。Ｌｕ
ｃａｓ等研究发现［１０］，Ｅ２激活ＥＳＲα基因可参与未成熟支持细胞
的增殖，这表明雌激素作用可能是调节精子发生和生育的关键

步骤。

本研究发现，精液正常组血浆Ｅ２、ＥＳＲα浓度显著低于其他
４组（Ｐ＜００５），其他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外，由表３
知，血浆Ｅ２、ＥＳＲα与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及正常精
子形态百分比呈负相关，这说明血浆Ｅ２、ＥＳＲα对精子的质量有
一定的影响。在精子成熟的过程需要一定浓度的 Ｅ２［１１］，但高
水平雌激素会导致精子发生中断、排精失败和生殖细胞的凋

亡，本次研究表明雌激素异常能够影响精液质量，由于 Ｅ２需要
通过ＥＳＲα实现生理功能，故推测男性不育与 ＥＳＲα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有研究表明雌激素信号和ＥＳＲα可影响输出小管和
附睾的功能，影响官腔离子运输和水的重吸收，导致精子异

常［１２］。此外，宋明哲等［１３］研究中也发现血清Ｅ２浓度升高提示
精子数目减少，可能是因为 Ｅ２通过多种途径调控或干扰精子
的生成所致。但本研究在还发现Ｅ２与精液数量指标具有显著
相关性，这与冯芳芳的研究结果不一致［１４］，这可能与研究对象

所在的地域环境有关。

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子活力呈逐渐下降趋势，这是符合人

类的正常生理规律的［１５］，年龄对精液质量的优劣有一定的影

响［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３组年龄间精子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３个年龄组间血浆Ｅ２和ＥＳＲα浓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且具有相关性。随着现在生活成本增高，生活压力和经济压力

增大，不育症发病率增高，影响精子参数包括精子密度、活动力

和形态［１７］。

环境污染、内分泌紊乱、遗传、炎症、生活习惯改变等因素

的影响下，男性精液质量呈下降趋势，患病率不断上升，且呈现

年轻化趋势。分析不同年龄年龄组精液质量与血浆激素水平

的关系，进一步阐述年龄对于男性不育的影响。精液异常组血

浆Ｅ２和ＥＳＲα水平偏高，且与常见指标间存在相关性，而雌激
素对生殖系统的影响主要通过雌激素受体发挥调节作用的，可

以初步反映Ｅ２和ＥＳＲα对精液质量存在一定的影响，在男性不
育的病因分析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因此，早期找到稳定的

检测指标，联合检测，排除干扰因素，对于男性不育的诊断、治

疗及预后判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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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丸联合枸橼酸他莫昔芬片治疗特发性少弱畸
精子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韬　谢胜１　谭艳１　谢子平１　王万荣１　李恒２△

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病案统计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评估麒麟丸联合枸橼酸他莫昔芬片治疗特发性少弱畸精子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
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就诊的符合条件患者１２２例，随机分为试验组（麒麟丸
＋他莫西芬，ｎ＝６０与对照组（他莫西芬，ｎ＝６２），按照麒麟丸每次６ｇ，３次／ｄ；枸橼酸他莫西芬片１０ｍｇ，２
次／ｄ，连续服用３个月为１个疗程。对比分析治疗前后精液体积，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正常精子
形态率及外周血清性激素（ＦＳＨ，ＬＨ，Ｔ）水平，评估其临床疗效。结果：所有患者均完成本试验性治疗，治疗
前后两组精液体积无明显改善（Ｐ＞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两组精液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正常精
子形态率及外周血清性激素水平均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显著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麒麟丸联合枸橼酸他莫昔芬片能够显著改善特发性少弱畸精子症患者
的精液质量和性激素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麒麟丸；少弱畸精子症；枸橼酸他莫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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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Ｈｙｐｏｔｈｅｒｍｉａ；Ｔａｍｏｘｉｆｅｎ

　　不孕不育症是目前影响人类生殖健康的主要问题之一，在
已婚人群中发病率约为 ２００～２５０％，其中男方因素将近
５００％［１］。在导致男性不育的诸多因素中，精子密度降低（少

精子症）、活力减弱（弱精子症）及精子形态异常（畸形精子症）

是常见原因，３者经常合并出现，统称为少弱畸精子症（ｏｌｉｇｏａｓ
ｔｈｅｎｏｔｅｒａｔ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ＡＴ），在 男 性 不 育 症 中 占 比 约 为
３１５％［２］，其病因比较复杂，有３００％ ～５００％病因尚不明确，

称之为特发性［３］，目前尚缺乏特效治疗方法。本文采取麒麟丸

联合枸橼酸他莫昔芬片治疗特发性ＯＡＴ患者，探讨其可行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十堰市人民医院男科门
诊就诊的符合条件的男性不育患者１２２例，根据随机分组法分
为两组，其中试验组６０例，患者平均年龄（２９６±３４）岁，不育
时间（３２±１４）年；对照组６２例，患者平均年龄（２９１±３３）
岁，不育时间（３０±１５）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入选患者均符合以下条件：排除女方因素引
起的不育症及已知影响男性生育的疾病，比如：青春期后腮腺

炎史、附睾或输精管道手术史、隐睾、先天畸形、精索静脉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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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睾丸体积在正常范围（１２～２５ｍｌ）内；符合 ＷＨＯ《人类精液
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少弱畸精子症诊断标准［４］；

外周血性激素（促卵泡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和睾酮
（Ｔ））浓度均在正常水平。所有患者均签署临床科学研究的知
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案
对照组采用枸橼酸他莫昔芬片单药口服治疗（国药准字

号：Ｈ４６０２０２６８，海南海灵制药），每次１０ｍｇ，２次／ｄ；试验组患
者在他莫昔芬片口服治疗基础上联合麒麟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３００３４，太安堂集团制药）每次６ｇ，３次／ｄ，口服；两组均３
个月为１个治疗周期，治疗１个疗程。治疗后复查精液相关参
数和血清性激素水平，评估药物治疗效果。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为精液参数（精液体积、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

百分率、精子活动率、正常精子形态率）和外周血清性激素水平

（ＦＳＨ、ＬＨ和Ｔ）。精液相关参数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
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的检测标准，采用 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型伟
力彩色精子质量检测系统（ＣＡＳＡ）静态观察系统（北京伟力新

世纪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来评估。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各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
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所有患者均完成本项研究，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２１　治疗前后精液参数的比较
治疗前后精液参数的比较详见表１。两组治疗前各精液参

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两组患者精液
体积在治疗前后未发现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试验组

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及正常精子形态率与对照组相

比，均有显著提高（均Ｐ＜００５）。
２２　性激素水平变化

性激素水平变化见表２。治疗前两组各性激素水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后，两组各性激素水平具有
显著提高（均Ｐ＜００５），试验组血清 ＦＳＨ、ＬＨ、Ｔ水平与对照组
相比均有显著提高，两组之间的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表１　两组治疗前后精液参数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体积（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前向运动精子（％）

治疗前 治疗后

正常精子形态率（％）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２ ３１０±１５２ ３２２±１３７ １３０１±３０４ ２０２１±２６０ａ １６２８±２１５ ３０６０±１８９ａ ３３５±１１６ ４４７±１１９ａ

试验组 ６０ ３１５±１４７ ３２９±１３５ １２５１±３３５ ２７１２±２５９ａｂ １５３５±２０７ ３５４１±２０７ａｂ ３４８±１２７ ５６１±１４５ａｂ

　　注：精液体积对比，Ｐ＞００５；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对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２ ７１８±２１５ １１２７±１１５ａ ６５０±１１７ １２３０±１０８ａ ４５５±１０２ ５７４±１７２ａ

试验组 ６０ ８２３±１１７ １６２２±１０３ａｂ ６９１±１７６ １４３５±１２７ａｂ ４８６±１１２ ６３４±１３６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对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精液质量是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评估指标之一，随着生活

节奏加快、社会工作压力增大以及环境污染、电子福射等各方

面因素影响，男性的精液质量呈逐年下降趋势［５６］，ＷＨＯ精液
质量标准的变化也反映了这个现实。男性少弱畸形精子症经

常同时发生，其病因众多，但往往找不到确切的致病因素，临床

用药多为经验疗法，所以治疗效果得不到保证。目前普遍认为

治疗男性特发性不育的首选推荐用药仍然是雌激素受体阻

滞剂［７］。

他莫昔芬（ｔａｍｏｘｉｆｅｎ，ＴＡＭ）是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的
代表药物之一，已经广泛应用于改善男性不育患者的精子质

量。其通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①拮抗作用，他莫昔芬作用于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调节雌激素受体，促进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ＧｎＲＨ）以及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的释放，
从而促进睾丸精子生成。②他莫昔芬增加 Ｌｅｙｄｉｇ细胞对黄体
生成素的敏感性，促进Ｌｅｙｄｉｇ细胞产生睾酮（Ｔ），进而作用于生

精细胞，促使生成精子。③外源性雌激素干预作用，他莫昔芬
可以减少不育症患者更高水平的外源性雌激素，减少其毒副作

用。目前公认的是 ＴＡＭ治疗可以提高精子浓度［８１０］。但对于

精子活力作用效果存在争论。本研究表明，他莫昔芬在提高精

子活力及改善精子畸形率方面也有一定作用，这可能与他莫西

芬具有抗氧化作用，改善内环境，进而提高精子活力有关，且与

近来研究他莫昔芬具有缓解氧化应激、提高精子线粒体的功能

相吻合［９，１１１３］。

中医学在生殖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认为“肾藏精，主生

殖”，人的生殖功能和生长发育与肾的精气盛衰有直接关系。

麒麟丸以温肾、补阳、填精为主方原则，兼顾养肝健脾，达到肾、

肝、脾同治。研究证实，麒麟丸可以促进生殖系统的发育，改善

患者的生精功能，从而使精子浓度和活力得到提高［１４］。淫羊藿

作为其主要成分之一，具有类性激素的作用，近来研究表明其

与枸杞子、菟丝子都具有明显调节生殖内分泌腺轴的作用，可

以通过提高睾酮合成酶的活性，促进睾酮的合成，同时还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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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抑制生殖细胞凋亡，发挥抗氧化作用，提高精子质量。此

外，麒麟丸还具有调节附属性腺的分泌功能，增加锌、果糖、α葡
糖苷酶等的分泌［１，１５１８］。

综上所述，麒麟丸可以作用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优化精
子生成、生存的内部微环境，减少精子细胞凋亡，改善少弱畸精

子症患者的精液质量［１９］。本研究可见，联合治疗组精子浓度、

精子活力以及精子畸形率方面较对照组均得到了改善，无明显

不良反应，这说明联合用药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本研究表明，麒麟丸与他莫昔芬联合用药不仅仅可以提高

精子浓度，对精子活力及改善精子畸形率等方面均有良好作

用。联合用药可以充分发挥两者的优势，中西医结合达到巩固

治疗效果的目的，值得临床推广。

参 考 文 献

［１］　商学军，郭军，陈磊，等．麒麟丸治疗少弱精子症的多中心临床疗
效观察．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１２）：１１３９１１４２．

［２］　张明明．麒麟丸联合左卡尼汀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临床疗效
观察．生殖与避孕，２０１６，３６（４）：３３２３３４．

［３］　魏恩（美），Ｋａｖｏｕｓｓｉ，Ｎｏｖｉｃｋ，等．坎贝尔沃尔什泌尿外科学，第９
版．郭应禄，周利群，主审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０２８２０３０．

［４］　谷翊群，陈振文，卢文红，等译．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及处理实验
室手册．第５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９１１９２．

［５］　ＳｈｃｈｅｌｏｃｈｋｏｖＡＭ，ＮｅｆｅｄｏｖａＩＦ，ＣｈｅｒｎｏｖａＳ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ｍａ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ａｒａｏｂｌａｓｔａｎｄ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ｔｈｅｉｒ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ＫｌｉｎＬａｂＤｉａｇｎ，２０１２，（８）：２５２９．

［６］　ＡｂａｒｉｋｗｕＳＯ．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ｍ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Ｎｉ
ｇｅｒｉ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ＡｆｔＲｅｐｒｏｄ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３，１７（４）：１５０１６６．

［７］　ＫｏＥＹ，ＳｉｄｄｉｑｉＫ，ＢｒａｎｎｉｇａｎＲＥ，ｅｔ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８７（３）：９７３９７８．

［８］　Ｅ．Ｋｏｕｋｋｏｕ，Ｅ．Ｂｉｌｌａ，Ｎ．Ｋａｐｏｌｌａ，ｅｔａｌ．Ａ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ｒｏｄｉｏ
ｐａｔｈｉｃ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Ａ２０ｙｅａ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ｓａｇａ．Ａｎｄｒｏ
ｌｏｇｉａ，２０１２，４４（５）：３３７３４２．

［９］　ＭＥ．Ｃｈｕａ，ＫＧＥｓｃｕｓａ，Ｓ．Ｌｕｎａ，ｅｔａｌ．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ｏ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
（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ｏｒｔａｍｏｘｉｆｅｎ）ａ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ｍｐｉｒ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５）：７４９７５７．

［１０］　鄢卫红，解迪，谢守珍．促性腺激素、小剂量睾酮、他莫昔芬联合
用药治疗少精子症的临床疗效．华南国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５，
２９（５）：３９３３９５

［１１］　郭里．他莫昔芬在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中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广州：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５．

［１２］　李刚，陈伟斌，刘晃．枸缘酸他莫昔芬治疗特发性少弱精子症的
价值评估．中国临床新医学，２０１６，９（１２）：１１１９１１２２．

［１３］　王志强，关雁，杨杰，等．维生素 Ｅ联合他莫昔芬治疗特发性少弱
精症患者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９）：
８９９２．

［１４］　邓云山，周金芳，黎霞云，等．麒麟丸联合溴隐亭治疗特发性高泌
乳素血症少弱精子症的临床研究．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
（１０）：９４０９４４．

［１５］　杨明根，郑国达，许振强，等．麒麟丸联合克罗米芬治疗特发性少
弱精子症疗效观察．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６）：５４９５５４．

［１６］　安琪，邹练，刘德忠，等．麒麟丸治疗男性少弱精子症的 Ｍｅｔａ分
析．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２）：４５５１．

［１７］　孙捷，应志伟，吴丽萍，等．麒麟丸治疗少弱精子症的系统评价．
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４）：５７５９．

［１８］　张志杰，赵萌，陈小均，等．麒麟丸对男性不育症精浆抗苗勒氏激
素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０１１０３．

［１９］　杨东，程强军，何生燕，等．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枸橼酸他莫昔芬治
疗少弱精子症男性不育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生殖医学杂志，
２０１５，２４（９）：７５３７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叶昶（１９７２—），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微创泌
尿外科和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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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低位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有效性
和安全性及患者精液质量影响
叶昶　祝存海　刘小兵　宋勇波
孝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显微镜下低位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临床疗效、安全性评价和精液质量
的影响。方法：选取孝感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收治的精索静脉曲张患者１１６例为本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５８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
观察组患者采用显微镜下精索静脉低位结扎术。对比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并发症

发生率；术后随访，比较两组的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活性及精子存活率以及精索静脉曲张复发率。

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１），但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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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总并发症发生率（５１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７２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２４，Ｐ＝００３）；随访６个月，观察组患者的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活性和精子存活率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术后随访１２个月，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显微镜下低位结扎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手术效果更佳，能够有效减
少术中出血量，促进术后精液质量恢复，且术后并发症和复发率较低，值得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关键词】　显微镜下低位结扎术；精索静脉曲张；安全性；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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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我国男性常见的生殖系统
疾病，其发病机理［１］是由于精索静脉内的血流阻力增加，或静

脉瓣功能障碍所致的血液动力学改变，从而产生的静脉血管内

的蔓状静脉丛扩张。近年来，由于不良生活习惯的养成和社会

压力的增加，我国ＶＣ的发病率已经高达１５％［２］，在不育男性患

者中可以高达６０％以上的发病率，且多见于青壮年。长期的
ＶＣ可以引起睾丸萎缩、阴囊水肿、睾丸炎等并发症，严重损害
男性生殖健康，影响患者生育能力。目前，临床治疗 ＶＣ的方法
较多，主要以开放性的外科手术和药物治疗为主［３］，由于药物

治疗所带来的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因此高位结扎精索静脉为治

疗ＶＣ的首选方法。该术式以腹股沟为手术切入口，对所有发
生曲张的精索静脉进行高位的集束结扎。据文献显示［４］，传统

高位结扎精索静脉可以有效控制ＶＣ的发生，但手术创口较大，
术中出血量较多，且术中容易误伤膀胱、肾脏等其他脏器，且长

期的高位结扎精索静脉可以导致患者的精子质量较差，影响患

者生育功能。因此，寻找安全性更高的手术方法是保证患者生

殖系统健康的重要条件。大量资料显示［５］，由于微创技术的迅

速发展，显微镜下的低位精索静脉结扎术在治疗 ＶＣ上有显著
的临床疗效，且安全性评价较高，得到了广大医学研究者的肯

定。但是，２种手术方法在治疗 ＶＣ患者的临床疗效尚存在差
异，同时显微镜下的低位结扎术在对 ＶＣ患者的精子质量影响
情况鲜有文献报道。为此，笔者对２种结扎术在治疗 ＶＣ患者

的疗效差异、安全性评价以及对患者精子质量影响状况进行研

究，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我院进行精索静脉曲
张手术的患者１１６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６］：①符合世界
卫生组织（ＷＨＯ）诊断标准，同时伴有阴囊坠涨、疼痛等临床症
状，预接受外科手术治疗；②实验室检查显示精液质量较差；③
ＶＣ在Ⅱ度以上者；④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７］：①伴有局部或全身性感染；②伴有严重基础性疾病或重
要器官功能障碍者；③由泌尿道感染、结核等因素引起的继发
性ＶＣ患者。采用随机数字法将１１６例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
组，每组５８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在２３岁 ～３９岁，平均年
龄（２９３１±２１９）岁，单侧精索静脉曲张４５例，双侧精索静脉曲
张１３例，Ⅱ度４３例，Ⅲ度１５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 ～
４１岁，平均年龄（２９８７±２５４）岁，单侧精索静脉曲张４６例，双
侧精索静脉曲张１２例，Ⅱ度４５例，Ⅲ度１３例。比较两组患者
年龄、单双侧静脉曲张分布、静脉曲张程度等一般情况，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故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所有患者均进行术前导尿，帮助患者摆好手术
仰卧位，依次进行手术常规消毒铺巾。待患者全身麻醉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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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侧腹股沟韧带中点上方２ｃｍ处，沿外环口方向切口４～５ｃｍ，
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和脂肪，注意保护腹外斜肌腱膜下方

的髂腹下神经和髂腹股沟神经，钝性分离腹膜腔和周围粘连。

沿腰大肌表面找到曲张状态的精索静脉，将其游离并用７号丝
线牵拉，再次检查精索静脉后，轻微挤压阴囊侧旁蚓状团块，自

静脉远端高位结扎，检查止血后，常规操作依次缝纫切口，手术

后卧床休息２ｄ。
１２２　观察组　术前准备与对照组相同，患者硬膜外麻醉成功
后于患侧腹股沟韧带中点上方２ｃｍ处向阴囊根部方向纵向切口
１～２ｃｍ，依次切开皮肤、皮下组织和脂肪，注意保护腹外斜肌腱膜
下方的髂腹下神经和髂腹股沟神经，钝性分离腹膜腔和周围粘

连。沿腰大肌表面找到患侧精索静脉后，借助Ｌ形拉钩将静脉游
离于切口处，在显微镜下结扎提睾肌静脉，然后沿精索纵向切开

其外筋膜和内筋膜，找到并反复检查内筋膜中曲张的精索内静

脉，用０号丝线进行游离和低位结扎，同时将其中伴行的内动脉
和淋巴管游离，防止误扎，反复检查曲张精索内静脉数量，手术区

域无活动性止血，常规操作依次缝纫切口，手术后卧床休息１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４项：①比较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手术
时间和住院时间；②比较两组患者的阴囊水肿、睾丸炎、鞘膜积
液和睾丸萎缩等并发症发生率；③术后随访６个月，比较两组患
者的精子浓度、精子总数、精子活性和精子存活率；④术后随访
１２个月，比较两组患者的ＶＣ复发率。
１４　检测方法［８］

检测方法有如下３种：①采用彩色多普勒进行测量，测量时
患者保持平静呼吸状态，当精索静脉内径≥２０ｍｍ时则为精索
静脉曲张复发；②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测量患者的睾丸体积，
若体积与术前相比 ＜３ｍＬ则为萎缩；③精液质量提高：精子总
数提高＞１０×１０６／ｍＬ，精子存活率提高 ＞５％，精子浓度提高 ＞
２０％，精子活性分级ａ级和ｂ级百分比提高均＞５％。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资料均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专业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ｔ检验。所有的计数资
料以率［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单侧、双侧的手术时间长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
间均少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单侧 双侧

术中出血量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对照组 ５８ ３２１７±８９１４２５２±１０１２５２１±０９１ ５６８±２１２

观察组 ５８ ４３７１±９３４５５８７±１１２８３４４±０７２ ３０９±１７６

ｔ值 ７２５ ９０４ ６４８ ３６２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阴囊水肿、睾丸炎、鞘膜积液和睾丸萎缩等

并发症发生率为 ５１６％，对照组患者的总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７２４％，观察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４，Ｐ＝００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囊水肿 睾丸炎 鞘膜积液 睾丸萎缩
并发症

发生率（％）

对照组 ５８ ２（３４５） ３（５１７） ３（５１７） ２（３４５） １７２４

观察组 ５８ １（１７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２） １（１７２） ５１６

χ２值 — — — — ４２４

Ｐ值 — — — — ００３

２３　两组患者的术后精子质量比较
术后随访６个月，观察组患者的精子活性（ａ＋ｂ级）、精子

总数、精子浓度和精子存活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术后精子质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活性分级

ａ级（％） ａ＋ｂ级（％）
精子总数（×１０６）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存活率（％）

对照组 ５８ ２００４±２５１ ２６７８±３１２ ３７８１±５４６ ２３１６±５１３ ４８９６±５８９

观察组 ５８ ２７６９±３４８ ３９４１±３７６ ４４７３±６２１ ２９９８±５９４ ６１３１±６４２

ｔ值 １１３６ ８８５ １１３６ ６５２ ９０４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ＶＣ复发率比较
术后随访１２个月，观察组患者的ＶＣ复发率为１０３４％，对

照组患者的ＶＣ复发率为１７２％，观察组的 ＶＣ复发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精索静脉曲张（ＶＣ）的发生可能与精索静脉中活性氧和一

氧化氮水平升高有关［９］，同时血管内压力增高、腹腔内肿瘤、肾

积水等因素也可以导致 ＶＣ的发生，从而影响患者睾丸微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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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阻碍精子发育成熟，是引起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

ＶＣ患者经常伴有阴囊坠涨疼痛、睾丸隐痛等症状，甚至可以延
伸至下腹部、腹股沟和后腰部区域，过度活动劳累和频繁的性

生活均可以加重疼痛感［１０］，严重增加患者心理负担，影响患者

生活健康。临床治疗方法主要包括药物治疗、外科手术治疗和

药物手术联合治疗，其中经腹膜后高位结扎精索静脉以费用

低、手术时间短等优点成为目前临床治疗ＶＣ患者的主要手段，
该手术将患者体内发生曲张的精索静脉全部进行高位集束结

扎［１１］，以达到治疗目的。但该术式由于视野的局限性，经常发

生漏扎和误扎的情况，使患者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和 ＶＣ复发
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有关文献

显示［１２］，经腹膜后高位结扎时在对曲张的精索静脉进行结扎

时，同时将精索内动脉及淋巴管也一并进行结扎，此操作可能

与术后患者睾丸萎缩和鞘膜积液等并发症的发生有一定相关

性，因此，传统高位结扎术对ＶＣ患者进行曲张精索静脉和精索
内动脉和淋巴管的集束结扎是导致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

高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大量研究资料显示［１３］，接受传统高

位结扎术患者出院后的精子质量较低，配偶怀孕情况不容乐

观，这可能是术中结扎位置过高无法有效阻断曲张静脉血流有

关，同时精索内动脉和淋巴管的集束结扎也与精子的生成有一

定关联。因此，寻找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对患者的身体健康、

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显微镜下的低位结扎术在 ＶＣ
治疗上也有一定应用。有关文献显示［１４］，接受显微镜下低位结

扎术的患者手术伤口小，仅有１ｃｍ，术中出血量少、住院时间短，
且术后的并发症发生率低，安全性评价较高，得到了业界学者

的肯定。除此之外，该术式可以在１０倍显微镜的放大作用下轻
易找到和辨认发生曲张的精索静脉，并能够将静脉内筋膜中伴

行的小动脉和淋巴管进行游离，仅对发生曲张的静脉进行结

扎。与传统腹腔镜下的高位结扎术相比，该术式保留了精索内

小动脉和淋巴管，是降低患者术后睾丸萎缩和鞘膜积液等并发

症发生率的重要原因［１５］。国外有关文献显示［１６１７］，显微镜下

低位结扎术与传统高危结扎术相比，可以有效改善患者术后的

精子质量，增加患者配偶的怀孕几率。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显著少于对照组（Ｐ＜
００１），这说明显微镜下低位结扎术对患者的伤害较小，患者术
后恢复较快；但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这可能与传统术式没有对精索静脉内筋膜中伴行的小
动脉和淋巴管进行游离，直接集束结扎曲张精索静脉的操作有

关，同时显微镜的普及时间较短，其操作难度较大也是导致手

术时间延长的原因之一。除此之外，观察组患者的阴囊水肿、

睾丸炎、鞘膜积液和睾丸萎缩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１），这说明该术式可以有效控制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发
展，患者预后良好。在术后随访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精子质
量也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提示该术式在增加患者配偶怀孕几率

上有重要作用；在术后随访１２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 ＶＣ复发
率也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说明显微镜下低位结扎术的临床疗效

较好，可以有效控制ＶＣ的复发，与近年文献报道结果一致［１８］。

综上所述，显微镜下低位结扎术是一种创口小、疼痛轻、安

全性高的新型术式，可以有效地促进ＶＣ患者的康复和预后，提
高患者精子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ＶＣ复发率，值得

在临床中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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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囊镜联合体外短波治疗以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的
临床研究
胡月鹏　杨青松　李辰　孙青风　陶春杰
沧州市人民医院泌尿男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精囊镜联合体外短波治疗以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
８月－２０１５年９月９４例以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成２组，对照组４７例，单纯予精囊镜
治疗，观察组４７例，加用体外短波治疗，观察不同方法治疗后在临床症状，疗效等方面差异性。结果：疗效
上，治疗２周后对照组治愈率２５５３％，总有效率６８０９％，复发率２１２８％，观察组治愈率４０４３％，总有效率
８７２３％，复发率８５１％，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两组治疗２周后在血精，射精痛，局部坠胀感，尿路
刺激征，性功能减退积分上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观察组以上症状下降水平显著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治疗２周后在血清白细胞和精液红细胞，白细胞含量上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
而治疗前和治疗２周后两组以上指标含量水平均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结论：精囊镜联合体外短波能
改善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临床症状，提高疗效。

【关键词】　精囊镜；体外短波；血精；精囊炎；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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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ａｎｇｚｈｏｕ０６１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ｈｅｍ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ｈｅｍ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ｒｏｍ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０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２ｇｒｏｕｐｓ４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４７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５５３％，
６８０９％ ａｎｄ２１２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ｔ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４０４３％，８７２３％ ａｎｄ８５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ｔ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ｈｅｍ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ｐａｉｎｆｕ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ｂｕｌｇｅ，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
００５），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ｔ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ｒｕｍ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
ｓｅｍ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
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ｉｎａｂｏ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ｏｆｈｅｍａｔ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ｌ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Ｓｈｏｒｔｗａｖｅ；Ｈｅｍ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Ｖｅｓｉｃｕｌｉｔ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精囊炎、前列腺炎等是引起血精症最常见原因，正常男性精
液为乳白色灰白色或淡黄色，而血精症指的是在性生活射精和遗

精时排出红色精液，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见精液中混有红细胞。目

前，在治疗上治疗方法以对保守治疗为主，多数患者经对症处理

后症状可缓解。但是，有７０％精囊炎患者经处理后症状复发，这
给患者带来很大痛苦。精囊镜可以在直视下对射精管、精囊等进

行检查，并针对病因使用狄激光、取石钳进行止血、碎石等，且能

在局部放置灌洗药物进行引流，以达到根治目的。体外短波则是

利用短波热效应、生物电效应和生物电场效应原理，通过局部热

效应促进血管扩张和血液循环，能增加白细胞吞噬作用和酶活

性，加速局部新陈代谢和毒素排出，促进炎症吸收和消退［１］。本

次研究统计了采用精囊镜联合体外短波治疗以血精为主要表现

的精囊炎的临床效果，以期丰富治疗方法，提高疗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病例来源　选取沧州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８月至２０１５
年９月收治的９４例以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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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求患者同意的情况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成２组，对照
组４７例，年龄３２岁～６７岁，平均年龄（５４５±４２）岁；病程２～
２１（７８±１５）个月；伴随症状：射精痛２５例，血尿３２例。观察组
４７例，年龄３３岁 ～６９岁，平均年龄（５４７±４４）岁；病程３～２２
（７９±１３）个月；伴随症状：射精痛２３例，血尿３０例。两组患者
在年龄、病程、伴随症状等方面具有组间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１２　纳入标准　均有明确血精病史，且症状持续３个月以
上，抗菌药物治疗超过１个月效果不佳，且除外精囊肿瘤、凝血
功能障碍等。

１１３　排除标准　其他原因引起的精囊炎，未签署知情同意书
者；未征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者；初次发病者。

１２　治疗方案
对照组常规精囊镜治疗。在进行精囊镜２周前运用左氧氟

沙星（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７４５３，辅仁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０５ｇ和
非那雄胺（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３３３，湖南千金湘江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５ｍｇ进行治疗，均为口服，每日一次，午饭后半小时服用。
手术时患者取截石位，硬膜外麻醉成功后使用精囊镜经尿道找

到精阜，持续冲洗后在直视下找到精阜开口和双侧射精管开

口，沿斑马导丝插入精囊，在精囊镜下找到多房性囊性结构，对

其中出现有陈旧性血块者及时清除，观察精囊壁是否充血、水

肿和活动性出血，仔细检查精囊腔是否存在囊肿、结石等异常

解剖结构，对精囊内可疑异常病变则取出及时送检。若发现精

囊囊肿则使用精囊镜下狄激光进行冲洗处理，若发现其内存在

结石则使用注射器对其进行推注加压，使用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对

精囊内部进行清洗，术后常规抗菌药物使用一周。术后１个月内
禁止性生活，并维持平稳心情，饮食清淡、忌辛辣厚味，同时参加

慢跑、散步等适度体育运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体外短

波处理，采用由成都维信ＴＨ２０００体外短波治疗仪，排空小便，裸
露下腹和会阴区域，将治疗仪电极对准耻骨联合部，上电极距皮

肤５～７ｃｍ，温度控制在４３℃左右，室内温度控制在２０℃，保证皮
肤散热，每次治疗时间为９０ｍｉｎ，每日一次，连续治疗２周。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治疗２周后在血精、射精痛、局
部坠胀感、尿路刺激征、性功能减退，按症状轻重有无分别计算

为０分、１分、２分、３分，分别代表无、轻度、中度、重度。观察治
疗前、治疗２周后在血清白细胞和精液白细胞、红细胞含量水平
变化情况。

１３２　疗效判定　按照 ＲａｍｌｉＭＳ等人［２］的治疗方案进行：治

愈为肉眼血精症状消失且精液常规红细胞、白细胞等阴性，Ｂ超
提示精囊恢复正常大小；有效为肉眼血精症状，精液常规检查

红细胞、白细胞减少，Ｂ超提示精囊炎症状有所好转；无效为肉
眼血精未消失或精液常规检查阳性；复发为治愈后肉眼血精或

精液常规红细胞、白细胞均阳性。

１３３　统计学处理　全部试验结果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珋ｘ±ｓ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组内
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
和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治疗２周后对照组治愈率２５５３％、总有效率６８０９％、复
发率２１２８％，观察组治愈率４０４３％、总有效率８７２３％、复发
率８５１％，两组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复发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７ １２（２５５３） ２０（４２５６） １５（３１９１） １０（２１２８） ６８０９

观察组 ４７ １９（４０４３） ２２（４６８０） ６（１２７７） ４（８５１） ８７２３

Ｕ／χ２值 Ｕ＝９４６７ χ２＝９３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症状指标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各症状比较无差异性（Ｐ＞００５），两组治疗２

周后在血精、射精痛、局部坠胀感、尿路刺激征、性功能减退积

分上均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治疗２周后观察组以上症
状下降水平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症状指标改善情况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时间 血精 射精痛 局部坠胀感 尿路刺激征 性功能减退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２７８±０７３ ２４４±０４５ １９４±０３２ １５６±０２８ １１１±０１７

治疗２周后 １６１±０４３ １２９±０３１ １０１±０１５ ０８５±０１７ ０６１±０１１

ｔ值 ９５７８ ８９３５ ９０５１ ８９７８ ９５１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观察组 ４７ 治疗前 ２７６±０７４ ２４６±０４４ １９２±０３３ １５７±０２９ １１２±０１８

治疗２周后 ０８９±０３１ ０７１±０２２ ０５７±００９ ０５３±０１２ ０３２±０１１

ｔ值 ８９５４ ９０４３ ９４７９ ８９０１ ９６７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ｔ值 治疗２周后 ８９４６ ９０３５ ９０６４ ８９９３ ９３６１

Ｐ值 治疗２周后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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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和精液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２周后在血清白细胞和精液红细胞、白细胞含量

上显著低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而治疗前和治疗２周后两组以
上指标含量水平均无明显差异性（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

　讨论
以血精为主要表现的精囊炎因炎性物质刺激，造成精囊壁

黏膜水肿充血，当患者排精时，平滑肌猛烈收缩，造成小血管破

裂而出现血精，当射精管被炎症蔓延时则会出现精囊射精管壶

腹部和射精管开口狭窄，会进一步加重炎症反应，加上结石等

诱因［３４］。加剧管腔狭窄，造成症状反复发作、迁延难愈［５］。

精囊镜能针对精囊疾病提供全面直观的检查和相应治疗，

其操作相对简单，不改变正常解剖结构，疗效稳定，从结果中看

出，精囊镜治疗后在血清白细胞和精液红细胞、白细胞含量上

显著得到改善，这说明精囊镜治疗针对性强，能够从根本上解

决血精引起的病变［６７］，同时在临床症状血精、射精痛、局部坠

胀感、尿路刺激征、性功能减退上也得到明显进步，这说明该方

法能够改善症状。但结合相关报道分析［８９］，其作用机制可能

是射精管扩张或前列腺小囊开窗解决射精管梗阻，改变精囊内

环境，同时精囊内冲洗冲出囊内炎性介质、细菌，解除血块等容

易引起感染因素，有助于感染恢复。抗菌药物持续冲洗能够杀

灭病原体，精囊镜治疗要掌握适应症，如长期药物无法控制症

状或症状控制不理想者［１０１１］。此外，进镜时要轻柔，避免损伤

尿道、直肠等，要检查双侧输尿管位置、形态、排除膀胱肿瘤和

上尿路等，在精囊镜下寻找精阜，缓慢进镜，遇射精管开口困

难，可以让助手行直肠指检，看到血性液即为射精管开口［１２１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和精液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血白细胞（×１０９／Ｌ） 精液红细胞（个／ＨＰ） 精液白细胞（个／ＨＰ）

对照组 ４７ 治疗前 １３２３±１０４ １６２２±２６７ ２１７８±４７８

治疗２周后 ７３６±０８６ １０３３±１０３ １０３４±２１１

ｔ值 ８４６７ ９２３５ ７９４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观察组 ４７ 治疗前 １３２５±１０５ １６２４±２６８ ２１８１±４７９

治疗２周后 ４２２±０５３ ５２２±０６１ ４１１±１０３

ｔ值 ９５８９ ９０３２ ８９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ｔ值 治疗２周后 　 ０８９２ 　 ０９２４ 　 ０９０３

Ｐ值 治疗２周后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加用体外短波治疗后患者在血精、射精
痛、局部坠胀感、尿路刺激征、性功能减退积分上下降更加显

著，同时在治愈率、总有效率上明显提高，在复发率上显著下

降，这证明加用体外短波治疗后更能改善症状，提高疗效［１４１５］。

体外短波是运用热疗方法将炎症物质受热后血管床扩张、血循

环加快、病变部位通透性增强，加上口服左氧氟沙星等抑制炎

症反应更加明确，代谢更加旺盛，代谢废物排泄更快，局部供氧

和营养状态得到改善，免疫力增强，同时白细胞、红细胞等吞噬

细胞活动下降，造成病原体和代谢毒素得到清除。而这均有助

于炎症消除和水肿消退，故疗效更加显著。研究［１６１７］称，体外

短波在局部高温作用下可以在活体细胞微环境基质液中产生

微气泡，而这些气泡迅速膨胀后会撞击产生水分子化学反应，

产生多种氧自由基，从而对病变组织造成损伤。报道［１８］还称，

体外短波在机械特性差能形成压应力和张应力梯度，产生的剪

切力起到破坏组织和组织作用。

总之，精囊镜联合体外短波治疗以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微

创、疗效显著且并发症少，且体外短波治疗安全性高，操作简

单，值得临床推广。但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精阜、射精管等组织

质地柔软，精囊镜在理论上仍然存在精道损伤可能性，故要熟

练掌握，避免出现严重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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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２８３０例男性 ＨＰＶ疑似患者感染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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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基因室，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１
２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病理室，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山东地区男性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不同亚型感染的分布情况，为ＨＰＶ的防治工
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文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送往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的２８３０例
ＨＰＶ感染疑似患者疣体或皮损处分泌物拭子的不同ＨＰＶ感染型基因芯片检测结果。结果：１６２１例ＨＰＶ检测
阳性，阳性率为５７３％。ＨＰＶ感染的高峰年龄为２１～５０岁，占７９３％。低危亚型所占比率前３位依次为
ＨＰＶ６（４０２％），ＨＰＶ１１（３３１％），ＨＰＶ４２（１１０％）；高危亚型所占比率前５位依次为ＨＰＶ１６（１４３％），ＨＰＶ５２
（１２３％），ＨＰＶ５１（８７％），ＨＰＶ５８（８３％），ＨＰＶ５９（７９％）。在１６２１例阳性患者中，单一亚型感染 ７８６例，占
４８５％；二重及以上感染（多重感染）８３５例，占比５１５％，并且多重感染的各ＨＰＶ亚型感染率均明显高于单一
感染。结论：山东地区男性ＨＰＶ感染低危亚型主要以６型、１１型为主，高危亚型主要以１６型、５２型、５１型、５８
型、５９型为主。多重感染的ＨＰＶ亚型分布情况较单一感染更为复杂，更应受到ＨＰＶ感染防治工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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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８３０ｍｅｎ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ＪｉｎａｎＫｉｎｇＭｅｄ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ａ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ｃｈｉｐ，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ｄｅｔｅｃｔ２３ＨＰＶｔｙｐ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６２１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
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５７３％．Ｔｈｅｐｅａｋａｇｅ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１ａｎｄ５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ｃ
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７９３％ｏｆ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ＰＶ６（４０２％），ＨＰＶ１１（３３１％）ａｎｄＨＰＶ４２（１１０％）ｗｅｒｅｔｈｅｔｏｐｔｈｒｅｅｃｏｍ
ｍｏｎ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ＨＰＶ１６（１４３％），ＨＰＶ５２（１２３％），ＨＰＶ５１（８７％），ＨＰＶ５８（８３％）ａｎｄＨＰＶ５９
（７９％）ｗｅｒｅｔｈｅｔｏｐｆ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Ａｍｏｎｇ１６２１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７８６ｃａｓｅｓ（４８５％）
ｈａｄｓｉｎｇｌ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８３５ｃａｓｅｓ（５１５％）ｈａｄｄｏｕｂｌｅｏｒｍｏｒ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ｃｈ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ｍａｌｅ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ａｒｅＨＰＶ６ａｎｄＨＰＶ１１，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ａｒｅ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８ａｎｄＨＰＶ５９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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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ｔｈａｎｓｉｎｇｌ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ｕｓ，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ｓ；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ＨＰＶｖａｃ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目前已鉴定出
１００余种亚型，其中约４０余种与人类生殖器皮肤黏膜病变相
关，并主要通过性活动传播。ＨＰＶ感染是生殖器疣、女性宫颈
癌和外阴癌、男性阴茎癌，以及男女性肛门癌和口咽癌等的主

要病因学因素之一［１４］。因此，当ＨＰＶ感染被阻断以后，就可以
大部分预防这些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发生。目前

在欧美发达国家上市的２价（ＨＰＶ１６／１８）和４价（ＨＰＶ６／１１／１６／
１８）ＨＰＶ疫苗女性接种后，证实可以预防约７０％宫颈癌的发生，
并且四价疫苗可同时预防９０％左右的外阴尖锐湿疣［２］。２０１６
年刚刚纳入美国国家免疫规划的９价ＨＰＶ疫苗（ＨＰＶ６／１１／１６／
１８／３１／３３／４５／５２／５８），能使女性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发病率进
一步下降到９０％以上［５６］。

男性在女性ＨＰＶ感染过程中起到了ＨＰＶ传播的“载体”作
用，因而男性ＨＰＶ疫苗接种后更可进一步阻断 ＨＰＶ传播。根
据２０１５年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建议，对１１岁或１２岁的男
孩和女孩应当常规接种９价 ＨＰＶ疫苗，而未曾接种的２６岁之
前女性和２１岁之前男性也可以考虑接种［７］。但是，当前男性

ＨＰＶ疫苗接种并未在国内引起重视，针对男性 ＨＰＶ感染的研
究相对较少，男性ＨＰＶ感染的流行病学缺乏系统的调查。本研
究回顾性分析了２８３０例男性２３ＨＰＶ基因型检测结果，为了解
山东地区男性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及亚型分布情况提供科
学依据，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基因室
对２８３０例疑似尖锐湿疣男性患者标本进行了ＨＰＶ２３基因分型
检测。患者主要来自于山东省不同地区约２４０余家医院的性病
和皮肤科门诊。标本取自于男性患者包皮、冠状沟、尿道口或

肛周等处尖锐湿疣皮损部位的拭子或组织，并放入深圳亚能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专用采集管中，冷藏保存并运送至济南

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基因室ＰＣＲ实验平台进行ＨＰＶ检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ＰＣＲ扩增仪为北京东胜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全自
动核酸分子杂交仪（ＹＮＨ１８）、ＨＰＶＤＮＡ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
由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

１３　检测方法
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

采用ＰＣＲ反向点杂交法相结合的 ＤＮＡ芯片技术，进行不同
ＨＰＶ基因亚型检测。其采用 ＧＰ５＋／ＧＰ６＋共有引物和十余对
特异性引物，对待测样品中可能存在的 ＨＰＶＤＮＡ进行 ＰＣＲ扩
增并进行生物素标记，再将扩增产物与固定在尼龙膜上的１７种
高危亚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
７３和８２）和６种低危亚型（６、１１、４２、４３，８１和８３）特异性探针进
行杂交，最后通过化学显色判读结果。具体实验操作如下。

按检测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ＤＮＡ提取，以提取好的核酸为
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扩增的反应条件具体如下：５０℃ １５ｍｉｎ；
９５℃ １０ｍｉｎ；９４℃ １０ｓ，４２℃ ９０ｓ，７２℃ ３０ｓ，共 １０个循环；９４℃
１０ｓ，４６℃ ６０ｓ，７２℃ ２０ｓ，共３０个循环；７２℃ ５ｍｉｎ。扩增结束后

９５℃ １０ｍｉｎ变性。变性后的扩增产物迅速置于冰盒上，并转移
到亚能全自动核酸分子杂交仪上，按厂家的操作指南进行杂

交、显色及结果判读。每组实验均以 βａｃｔｉｎＤＮＡ作为标本核
酸完整性对照，同时以双蒸水和已知的ＨＰＶ亚型分别作为阴性
和阳性对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按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分布进行汇总，统计学分析使

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不同两组间年龄的比较使用 Ｔ检验，不同
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研究人群基本信息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基因室
总共对２８３０例男性标本进行了 ＨＰＶ分型检测。其中１６２１例
ＨＰＶ检测阳性，阳性率为５７３％。阳性患者年龄范围为１０岁
～８４岁，平均年龄为（３３６±１０８）岁。ＨＰＶ感染的高峰年龄
为性活跃期，即２０岁 ～５０岁，占８０２％。各年龄段男性 ＨＰＶ
感染率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段男性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年龄分段（岁） 检测例数　 阳性例数　 感染率（％）

＜２０ ８６ ５２ ６０５

２０～ １０７４ ６３２ ５８８

３０～ ７３３ ４１６ ５６８

４０～ ４６４ ２５２ ５４３

５０～ １５２ １０４ ６８４

６０～ ８１ ５２ ６４２

未知年龄 ２４０ １１３ ４７１

　合计 ２８３０ １６２１ ５７３

２２　ＨＰＶ各亚型检出率
总的ＨＰＶ不同亚型分布如图１所示，２３种ＨＰＶ亚型均有检

出。其中低危亚型感染的平均年龄（３３６±１１７）岁，与高危亚
型感染的平均年龄相仿（３４３±１２５）岁，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差
异（Ｐ＝００８９）。低危亚型所占比率前 ３位依次为 ＨＰＶ６
（４０２％，６５２／１６２１），ＨＰＶ１１（３３１％，５３７／１６２１），ＨＰＶ４２（１１０％，
１７９／１６２１）；高危亚型所占比率前５位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１４３％，
２３１／１６２１），ＨＰＶ５２（１２３％，２００／１６２１），ＨＰＶ５１（８７％，１４１／
１６２１），ＨＰＶ５８（８３％，１３４／１６２１），ＨＰＶ５９（７９％，１２８／１６２１）。
２３　单一感染与多重混合感染ＨＰＶ亚型分布比较

单一感染与多重混合感染ＨＰＶ亚型分布比较如表２所示。
在１６２１例 ＨＰＶＤＮＡ阳性标本中，单一感染 ７８６例，占比
４８５％；二重及以上感染（多重感染）８３５例，占比５１５％。单一
感染的平均年龄为（３３２±１０３）岁，与多重感染的平均年龄相
仿（３４２±１１９）岁，两者之间没有明显差异（Ｐ＝０１４８）。在
单一感染和多重感染病例中，２３种 ＨＰＶ亚型均能检测到。而
多重感染的各ＨＰＶ亚型的感染率，均明显高于单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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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６２１例ＨＰＶ感染阳性男性患者不同基因亚型分布

表２　单一感染与多重混合感染ＨＰＶ亚型分布比较

类型
ＨＰＶ
亚型

单一感染（ｎ＝７８６）

阳性

例数

感染率

（％）

多重感染（ｎ＝８３５）

阳性

例数

感染率

（％）

Ｐ值

低危亚型 ６ ２７３ ３４７ ３７９ ４５４ ＜０００１

１１ ２０９ ２６６ ３２８ ３９３ ＜０００１

４２ ２５ ３２ １５４ １８４ ＜０００１

４３ ３１ ３９ １２８ １５３ ＜０００１

８１ ２３ ２９ １４９ １７８ ＜０００１

８３ ２ ０３ ３８ ４６ ＜０００１

高危亚型 １６ ５１ ６５ １８０ ２１６ ＜０００１

１８ １２ １５ ９８ １１７ ＜０００１

３１ ６ ０８ ４９ ５９ ＜０００１

３３ ６ ０８ ５７ ６８ ＜０００１

３５ ７ ０９ ５３ ６３ ＜０００１

３９ ６ ０８ ４２ ５０ ＜０００１

４５ ２ ０３ ２９ ３５ ＜０００１

５１ ２９ ３７ １１２ １３４ ＜０００１

５２ ２０ ２５ １８０ ２１６ ＜０００１

５３ ２０ ２５ ９７ １１６ ＜０００１

５６ ９ １１ １１７ １４０ ＜０００１

５８ １４ １８ １２０ １４４ ＜０００１

５９ ５ ０６ １２３ １４７ ＜０００１

６６ １１ １４ ９６ １１５ ＜０００１

６８ １８ ２３ ８２ ９８ ＜０００１

７３ ６ ０８ ３８ ４６ ＜０００１

８２ １ ０１ １４ １７ ＝０００１

２４　多重混合感染不同ＨＰＶ型别混合感染情况比较
８３５例二重及以上混合感染分布情况见表３。ＨＰＶ亚型以高

低危混合感染为主，占７８６％（６５６／８３５），单纯低危感染占１１６％
（９７／８３５），单纯高危感染占９６％（８０／８３５）。感染重数不等，从二重
感染到十二重感染，均有检出。依据感染重数分为６组（二重、三
重、四重、五重、六重、七重及以上），ＨＰＶ按感染模式分为单纯低
危、单纯高危、高低危混合感染３种情况，进行ＨＰＶ不同感染重数
与不同感染模式分布关系的分析，分析显示随着感染重数增多，单

纯低危感染（Ｐ＜０００１）和单纯高位感染（Ｐ＜０００１）所占比例逐渐
减少，而高低危混合感染例数所占比例明显增加（Ｐ＜０００１），七重
及以上感染的３７例均为高低危混合感染。
#

　讨论
最近几年，ＨＰ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高危 ＨＰＶ在女性宫颈

癌的筛查和ＨＰＶ疫苗对宫颈癌的预防方面，而对于男性 ＨＰＶ
感染调查和分析的相关研究则相对较少。本研究采用 ＰＣＲ体
外扩增和ＤＮＡ反向点杂交相结合的 ＤＮＡ基因芯片技术，对山
东省２８３０男性尖锐湿疣疑似患者皮损拭子或组织进行了 ＨＰＶ
检测和不同 ＨＰＶ亚型分布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山东省男性
ＨＰＶ感染跟女性感染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和一致性，且与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感染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表３　８３５例多重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类型

具体重数混合感染状态

单纯低危

（％）
单纯高危

（％）
高低危混合

（％）

合计

（％）

二重感染 ８５（２２３） ５３（１３９） ２４４（６３９） ３８２（１００）

三重感染 ９（４７） １８（９３） １６６（８６０） １９３（１００）

四重感染 １（０８） ７（５９） １１１（９３３） １１９（１００）

五重感染 ２（２７） １（１３） ７１（９６０） ７４（１００）

六重感染 ０（００） １（３６） ２７（９６４） ２８（１００）

七重感染及以上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１００） ３７（１００）

　　 合计 ９７（１１６４） ８０（９６０） ６５６（７８７５） ８３３（１００）

２８３０例男性尖锐湿疣皮损拭子或组织中，ＨＰＶ阳性检出率为
５７３％，阳性率与王文格等［８］报道的未明确诊断尖锐湿疣患者的结

果相似，但要明显低于另外几项研究［９１２］。后几项研究中，确诊后

的尖锐湿疣患者的ＨＰＶ阳性率都超过８５％［９１２］。究其原因，一是

本研究中的尖锐湿疣诊断并没有得到组织学的确诊，ＨＰＶ阴性的
疣状物在大体上跟尖锐湿疣非常相似，但实际上并不是ＨＰＶ引起，
而是类似湿疣的其他皮肤病变；二是本研究中部分标本来自于皮损

拭子，相对于组织标本，其取材可能不到位，造成了假阴性结果；三

是本研究采用的ＨＰＶ检测试剂盒只包括了２３种ＨＰＶ亚型，另外
一些比较少见的ＨＰＶ亚型并没有被检测。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特别是１６／１８型感染，已经明确为诱发宫
颈癌的主要病因学因素［２］。我们已经发表的２项大型回顾性研
究显示，山东省女性 ＨＰＶ感染负担较高。其中一项８万余例
ＨＣ２检测结果显示，山东省女性高危型 ＨＰＶ阳性率达
２２４％［１３］；另一项１３０００余例２３分型检测结果显示，山东省女性
ＨＰＶ高危型和低危型ＨＰＶ阳性率分别为２３８％和５６％［１４］。这

些结果说明，山东省ＨＰＶ的防治任务是比较严峻的。本研究中
１６２１例ＨＰＶ阳性男性患者ＨＰＶ低危亚型和高危亚型所占比率
前２位分别为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１６和ＨＰＶ５２，这与我们报道
的山东女性２３分型结果相一致［１４］。最近我们的一项研究结果

也显示，在山东省女性宫颈 ＣＩＮ２／３病变中，ＨＰＶ１６（５６１％）、
ＨＰＶ５８（１５６％）、ＨＰＶ３３（１２７％）和ＨＰＶ５２（１０９％）是最常见的
４种高危ＨＰＶ亚型［１５］。这些结果说明，男性和女性ＨＰＶ感染是
有很强的关联性和一致性，男性是女性ＨＰＶ感染的重要“载体”，
因而男性ＨＰＶ感染的防治应引起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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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研究结果显示，男性 ＨＰＶ不同亚型感染，特别是高危
型ＨＰＶ亚型的分布，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１６１８］。

本研究中男性ＨＰＶ阳性患者高危亚型所占比率前５位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９，而 ＨＰＶ１８仅列第８位，
这与国内其他几项研究结果相似［３４］，而与美国、巴西、墨西哥

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有所不同，这说明中国ＨＰＶ感染亚型分布与
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具有自身特点。日前，已经在国内获得上

市许可的 ＨＰＶ１６／１８疫苗和即将获得上市许可的另一个４价
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疫苗，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男性和女性ＨＰＶ感
染常见亚型。而近几年在美国获得大力推广的９价ＨＰＶ疫苗，
更应当尽快完成临床试验并获得国内获得上市许可，从而尽快

使国内常见ＨＰＶ亚型感染得到预防。
本研究还发现，在１６２１例ＨＰＶＤＮＡ阳性标本中，多重感染占

比５１５％，略高于单一感染（４８５％）。并且，随着感染重数增多，高
低危混合感染例数所占比例明显增加，七重及以上感染的３７例均
为高低危混合感染。多重感染的特点与我们报道的女性多重感染

结果相似［１６］。这些结果进一步显示多重感染的ＨＰＶ感染较单一
感染更为复杂，更应受到ＨＰＶ感染防治工作的重视。

综上所述，山东地区男性 ＨＰＶ感染低危亚型主要以６、１１
型为主，高危亚型主要以１６、５２、５１、５８、５９型为主。多重感染的
ＨＰＶ亚型分布情况较单一感染更为复杂，更应当受到 ＨＰＶ感
染防治工作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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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诺环素对梅毒患者的皮损和免疫功能影响及血清
固定观察
陈黎　潘武林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性病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米诺环素对梅毒患者的皮损和Ｔ淋巴细胞亚群影响及血清固定观察。方法：选取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的梅毒患者９４例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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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７例。对照组患者肌肉注射苄星青霉素治疗，观察组患者口服米诺环素治疗。比较
两组患者的皮损消退时间、血清学改善效果和血清固定发生率，同时比较治疗前后患者的Ｔ淋巴细胞亚群水
平。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硬下疳、玫瑰疹、掌跖梅毒疹和扁平湿疣等消退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和ＮＫ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ＣＤ８＋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两
组患者的临床治愈率和血清学治愈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随访２年，两组患者
的血清学固定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米诺环素治疗梅毒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
促进皮损消退、改善血清学指标、减轻免疫功能损害，并能够预防血清学固定发生，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米诺环素；梅毒；皮损；免疫功能；血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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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类由性传播的慢性传染性疾病，由梅毒螺旋体感染
引起。随着性开放程度的增加，其发病率近年来呈逐年上升之

势，如果不及时治疗，容易出现血清学固定现象，极大地提高其临

床治疗难度，已经成为危害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１］。经过

治疗后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持续阳性是梅毒血
清学固定的重要表现，且该类患者均存在免疫抑制现象；同时研

究证实［２］，机体免疫功能抑制和神经功能受损是梅毒血清学固

定发生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对早期梅毒患者免疫功能改善，

对预防血清固定发生、提高治疗效果尤为重要。对于早期梅毒患

者，我国疾病控制中心（ＣＤＣ）主要推荐治疗方案为肌注苄星青霉
素，作为青霉素常用替代药物，解决了青霉素过敏和半衰期短等

问题，具有较好的治疗效果［３］。目前，国内关于苄星青霉素治疗

早期梅毒疗效的报道较少，且缺乏随机对照研究。米诺环素属于

第二代半合成四环素类药物，又称为二甲胺四环素，是美国ＣＤＣ
推荐治疗梅毒的青霉素替代药物之一［４］，具有半衰期长、抗菌谱

广等优势，比四环素抗菌效果更强。由于缺乏对米诺环素与苄星

青霉素治疗早期梅毒的报道，因此，针对２种药物用于早期梅毒
的整体疗效进行研究，旨在为临床医疗提供指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间收治的梅毒患者

９４例为本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５］：①符合中国 ＣＤＣ拟定的早期
梅毒诊断标准；②此次治疗前未接受过其他驱梅治疗；③无合
并严重的心脑血管、肝肾肺等器官组织疾病；④年龄在１８～６０
岁；⑤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本研究药
物过敏者；②血清抗核抗体（ＡＮＡ）阳性者；③合并ＨＩＶ感染、尖
锐湿疣等其他性传播疾病；④合并血液系统、免疫系统或内分
泌系统严重疾病者；⑤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采用随机数字法将９４例患者
平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７例。对照组患者男性２８例、
女性 １９例，年龄范围在 ２０岁 ～５８岁，平均年龄为（３２８４±
８２３）岁，病情：一期梅毒１０例、二期梅毒２５例、早期潜伏梅毒
１２例；观察组患者男性２７例、女性２０例，年龄在２２岁～５９岁，
平均年龄为（３３１６±８０９）岁，病情：一期梅毒１１例、二期梅毒
２３例、早期潜伏梅毒１３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病情等一般
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故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均依据我国 ＣＤＣ早期梅毒相关治疗方案进
行。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肌肉注射苄星青霉素（瑞阳制药有

限公司，Ｈ２００２３７９８，６０万Ｕ），剂量：２４０万 Ｕ，分别于双侧臀部
肌肉注射，１次／周，共３次；观察组患者口服米诺环素（丹东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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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Ｈ１０９４０２６２，１００ｍｇ）治疗，剂量：１０００ｍｇ／
次，２次／ｄ，于早晚餐后服用。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４周。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以下４项：①比较两组患者的硬下疳、玫瑰疹、
掌跖梅毒疹和扁平湿疣等皮损消退时间；②比较两组患者的临
床治愈率和血清学治愈率；③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ＣＤ４＋、
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和ＮＫ等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④治疗后随
访２年，比较两组患者的梅毒血清学固定发生率。
１５　疗效标准

参考相关文献标准对早期梅毒进行疗效评定［６］，疗效标

准分为：①临床治愈：经过治疗后所有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
或皮损处留有浅表瘢痕或色素沉着斑，同时治疗后３个月内
ＲＰＲ滴注降低４倍及其以上；②血清学治愈：症状及体征完全
消失，且连续３次ＲＰＲ检查呈阴性（间隔１～３个月）；③未愈：
经过治疗后临床症状和体征未明显改善，通水 ＲＰＲ滴注降低
不明显或升高。血清学固定：ＲＰＲ滴度降４倍滴度后，随后２
年内未能转阴，同时ＲＰＲ滴度未出现４倍升高，并排除神经梅
毒患者。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专业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ｎ（％）］
表示，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皮损消退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硬下疳、玫瑰疹、掌跖梅毒疹和扁平湿疣等

消退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愈率和血清学治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愈率和血清学治愈率分别为９５７４％

和８９３６％，对照组患者分别为９１４９％和８５１１％，虽然观察组
治愈率均高于对照组，但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情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的皮损消退时间比较（ｄ，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硬下疳 瑰疹 掌跖梅毒疹 扁平湿疣

对照组 ４７ ７８２±１２６１１３７±２１３１０６４±１８７１２６８±１７３

观察组 ４７ ６０４±１０３ ９１８±１６２８９１±１５０ ９９２±１７６

ｔ值 ７５０ ５６１ ４９５ ７６７

Ｐ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治愈和血清学治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血清学治愈

对照组 ４７ ４３（９１４９） ４０（８５１１）

观察组 ４７ ４５（９５７４） ４２（８９３６）

χ２值 ０７１ ０３８

Ｐ值 ０４０ ０５４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和 ＮＫ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和ＮＫ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的 ＣＤ８＋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ＮＫ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７ ４２４７±８５２ ３６７９±８４４ａ ２５８０±５２０ ２９７１±５６３ａ １６８±０５１ １３７±０４５ａ １９２３±６５３ １５８２±６２６ａ

观察组 ４７ ４３０３±８６５ ４１１７±８２９ ２５６７±５１６ ２６４１±４８８ １６９±０４８ １６２±０４９ １９３１±６４６ １８３５±６１０

ｔ值 ０１６ ２８６ ０２０ ２６７ ０１１ ２７１ ０２５ ２９７

Ｐ值 ０８６ ０００ ０８１ ０００ ０９０ ０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梅毒血清学固定发生率比较
治疗后随访２年，观察组患者共出现４例梅毒血清学固定，

梅毒血清学固定发生率为８５１％；对照组患者共出现７例梅毒
血清学固定，梅毒血清学固定发生率为１４８９％；两组患者的梅
毒血清学固定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极具传染性的慢性传染性疾病，可以通过多种

途径传染，包括性接触、输血、母婴传播，其中直接或间接性传

播占到９５０％以上［７］，近年来其发病呈逐年上升之势。有关研

究显示，临床根据梅毒病情发展将其分为４个阶段，包括潜伏期
梅毒、一期梅毒、二期梅毒和三期梅毒，通常将前３个阶段称为
早期梅毒，其中潜伏期平均时间在３周左右，期间传染性极强，

随着病情进展发展为一期和二期梅毒，以生殖器溃疡、皮肤黏膜

受损和持续发热为主要表现。如果不及时治疗或救治不当，病

情可以发展至三期梅毒，也就是晚期梅毒，可以造成中枢神经

系统、各内脏器官和心血管系统等严重并发症［８］，容易导致梅

毒血清学的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治愈难度，甚至危及患

者的生命安全。有关研究证实，早期梅毒经过规范化治疗后，

临床治愈率可以达到９００％以上［９］，基本实现疾病根治效果，

且治疗越提前，疗效提高越明显。但是，因为梅毒早期起病隐

匿，病情呈慢性进展，早期及时诊断较为困难，且控制传播途径

难度较高，使得早期诊断和规范治疗就显得至关重要。

长期以来，青霉素均被作为各期梅毒首选治疗药物，应用

已经超过６０年，迄今尚未发现耐青霉素的梅毒螺旋体，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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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方便和价廉等优势得到广泛证实。苄星青霉素是一类长效

青霉素，比青霉素具有更长的半衰期，肌注后药物有效浓度可

以维持超过１周，减少了青霉素肌注次数，避免注射引起的疼痛
感［１０］。但是，在临床实际应用中，苄星青霉素也无法避免多次

皮试，注射疼痛感比较明显，也有部分患者存在皮试阳性和过

敏反应，无治疗适应证［１１。同时，苄星青霉素经常需要大剂量

应用方可起效，但大量梅毒螺旋体被杀死又可以引起大量异性

蛋白产生，导致体温升高，从而加重梅毒所致的各器官损害，重

者甚至危及生命安全［１２］。因此，需要有效的青霉素替代药物用

于梅毒治疗，已经成为临床棘手问题。根据美国ＣＤＣ提出的标
准，多西环素、四环素、阿奇霉素和头孢曲松均是治疗梅毒的青

霉素可靠替代药物［１３］。其中，阿奇霉素曾经被广泛应用于早期

梅毒治疗中，但随着失败案例和耐药菌的增多，其应用逐渐被

限制，而头孢曲松又存在与青霉素交叉感染的风险，四环素则

存在明显的副作用［１４］。有关研究证实［１５］，多西环素可以作为

早期梅毒可靠替代药物，可以取得与苄星青霉素相似疗效。

我国主要推荐药物还包括米诺环素，作为第二代半合成四环

素类药物，具有抗菌谱广、抗菌强、组织穿透力强、口服吸收迅

速、生物利用度高和长效等优势［１６］，是抗菌作用最强的四环

素类药物。药理学研究证实［１７］，其对革兰阳性菌、革兰阴性球

菌、厌氧菌、支原体和耐四环素的淋病耐瑟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等均有着较强的抗菌作用，同时具有能够抑制炎症细胞趋

化作用、减轻机体炎症反应和对免疫功能的不良影响。此外，

米诺环素还可以抑制抗痤疮丙酸杆菌脂酶活性，减少游离脂

肪酸生成［１８］。目前，国内缺乏米诺环素与苄星青霉素的随机

对照实验的相关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硬下

疳、玫瑰疹、掌跖梅毒疹及和扁平湿疣消失时间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同时临床治愈率和血清学治愈率均高于对照组患者，这

提示米诺环素治疗早期梅毒的疗效更佳。同时，观察组患者

治疗后的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优于对照组患者，这表明米诺
环素对免疫功能不良影响更低，可以作为治疗青霉素替代药

物用于早期梅毒治疗。

综上所述，米诺环素治疗梅毒的临床疗效显著，能够促进

皮损消退，改善血清学指标，减轻免疫功能损害，预防血清学固

定发生，值得在临床医疗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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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光动力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治疗
效果及其对患者外周血中 Ｔ细胞亚群和调节性 Ｔ细
胞的影响
王香春１　昌玲２△　石年１

１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２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儿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评价应用光动力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复发性尖锐湿疣的效果，以及对患者外周血
中Ｔ细胞亚群和调节性Ｔ细胞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来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
医院就诊的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７８例，将其随机分为光动力组、激光组和联合治疗组，并选择２６例年龄配
对的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比较光动力组、激光组和联合治疗组的临床疗效、治疗相关并发症和３个月、６
个月及１年的复发率，比较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中 Ｔ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８＋和 Ｔｈ１／Ｔｈ２比值）和调节性 Ｔ
细胞（Ｔｒｅｇ的百分比）的分布情况。结果：光动力组、激光组和联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６９２３％，
６５３８％和９２３１％，联合治疗组显著高于光动力足和激光组。联合治疗组的治疗相关并发症和复发率的效
果显著高于光动力足和激光组。治疗前，尖锐湿疣患者的ＣＤ４＋／ＣＤ８＋比值、Ｔｈ１／Ｔｈ２比值和Ｔｒｅｇ的百分比
与健康对照组存在明显差异；治疗后，联合治疗组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与光动力组和激光组相比，其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在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中应用光动力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效果安
全确切，可以显著降低复发风险，调节患者免疫功能，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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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一种由人类乳头
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在全世界具有较高的发
病率（约为１９４／１０万）［１］。ＣＡ经常表现为单个或多发的乳头
状、菜花样赘生物，好发于男性的尿道口、包皮、冠状沟和肛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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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女性的尿道口、肛周、会阴和宫颈等部位。尖锐湿疣的传

染性强，而且不易治愈，具有较高的复发率［２］；治疗不规律、交

叉感染和免疫力异常都是尖锐湿疣复发的重要原因［３］。为了

探究应用光动力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复发性尖锐湿疣的效

果，以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我院对７８例复发性尖锐患者
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我院就诊的尿道口和／

肛周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７８例，将其随机分为光动力组、激光
组和联合治疗组，每组２６例患者，并选择同时间段在我院健康
管理中心常规体检的２６例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
既往有明确尖锐湿疣病史；②醋酸白试验（＋）；③近期６个月
内治疗后疣体再次出现。排除标准：①卟啉症、对光和卟啉过
敏；②伴有获得性或先天性免疫功能异常；③伴有糖尿病、淋
病、支原体和衣原体感染。光动力组、激光组和联合治疗组的

一般资料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研究方案
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与患者签定知情同意书。

表１　纳入研究患者各组和健康对照组者的一般资料［ｎ（％）］

问题 选项 光动力组（ｎ＝２６） 激光组（ｎ＝２６） 联合治疗组（ｎ＝２６） 健康对照组（ｎ＝２６） Ｐ值

年龄 ＜２０岁 ４（１５３８） ３（１１５４） ４（１５３８） ４（１５３８） ＞００５

２１岁～４５岁 １２（４６１５）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４６１５） ＞００５

４６岁～６０岁 ５（１９２３） ６（２３０８） ４（１５３８） ５（１９２３） ＞００５

＞６０岁 ５（１９２３） ４（１５３８） ５（１９２３） ５（１９２３） ＞００５

性别 男 １４（５３８５） １５（５７６９）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４（５３８５） ＞００５

女 １２（４６１５） １１（４２３１）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２（４６１５） ＞００５

病程 ＜１年 ８（３０７７） ９（３４６２） ９（３４６２） — ＞００５

１～３年 １４（５３８５） １４（５３８５） １３（５０００） — ＞００５

＞３年 ４（１５３８） ３（１１５４） ４（１５３８） — ＞００５

位置 尿道口 １０（３８４６） ８（３０７７） ９（３４６２） — ＞００５

肛周 ８（３０７７） ９（３４６２） １０（３８４６） — ＞００５

尿道口和肛周 ８（３０７７） ９（３４６２） ７（２６９２） — ＞００５

数量 ＜１０ １８（６９２３） １６（６１５４） １７（６５３８） — ＞００５

≥１０ ８（３０７７） １０（３８４６） ９（３４６２） —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案
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治疗部位消毒，局部浸润麻醉，使用超

脉冲二氧化碳激光治疗仪（上海嘉定光学仪器公司），根据疣体

的大小选择合适的范围及功率，治疗后创面给予盐酸莫匹罗星

软膏（天津史克，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３００６４，２０ｍｇ）预防感染。
光动力治疗：治疗前以外用盐酸酮戊酸散（上海复旦张江

生物医药，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１１８ｍｇ）１袋加入０５ｍＬ注射用
水溶解制成２０％ ５氨基酮戊酸溶液，现用现配，避光保存。治
疗部位清洁，以棉球涂抹 ２０％ ５氨基酮戊酸溶液，避光封包
３０ｍｉｎ。氦氖激光治疗仪（北京拓达），波长６３２８ｎｍ，能量１００
～１２０Ｊ／ｃｍ２，光斑完全覆盖治疗部位，治疗时间３ｈ；治疗１周后
复查，若皮损未消退，可以进行２次治疗。

联合治疗组在进行激光治疗１周后进行光动力治疗。
１３　评价指标

疗效评价：显效，疗程结束后６个月内复查无新发疣体、醋
酸白试验阴性；有效，６个月内复查无新发疣体、醋酸白试验阳
性；无效，６个月内出现新发疣体。在治疗结束后１个月后复查
时，采集患者的外周血，采用６色流式细胞仪（ＢＤＦＡＣＳ）及其配
套缓冲液、清洗液和相关抗体，分析 ＣＤ４＋／ＣＤ８＋以及 Ｔｈ１／Ｔｈ２
比值和Ｔｒｅｇ的百分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ｎ（％）］的形式表示，χ２

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检验
均为双侧假设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时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３组患者临床疗效间的对比

联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和显效率显著高于光动力组和激

光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３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光动力组　 ２６ １３（５０００）ａ ５（１９２３） ８（３０７７）ａ １８（６９２３）ａ

激光组　　 ２６ １２（４６１５）ａ ５（１９２３） ９（３４６２）ａ １７（６５３８）ａ

联合治疗组 ２６ ２０（７６９２） ４（１５３８） ２（７６９）　 ２４（９２３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联合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３组患者治疗相关并发症的比较
联合治疗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激光组和光动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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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３组患者治疗相关并发症的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疼痛 出血 瘢痕 色素沉着 总发生率

光动力组　 ２６ ３（１１５４）１（３８５）２（７６９）３（１１５４） ９（３４６２）ａ

激光组　　 ２６ ３（１１５４）３（１１５４）１（３８５）２（７６９） ９（３４６２）ａ

联合治疗组 ２６ ２（７６９） ０（０） ０（０） １（３８５） ３（１１５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联合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３组患者复发率的比较
联合治疗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１年的复发率显著低于激光

组和光动力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３组患者复发率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１年

光动力组　 ２６ ３（１１５４） ５（１９２３）ａ ８（３０７７）ａ １１（４２３１）ａ

激光组　　 ２６ ３（１１５４） ６（２３０８）ａ ９（３４６２）ａ １３（５０００）ａ

联合治疗组 ２６ ０（０）　　 ０（０）　　 ２（７６９）　 ４（１５３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联合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复发患者与对照组Ｔ细胞亚群比值和Ｔｒｅｇ百分比的比较
治疗前，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的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比值，

Ｔｈ１／Ｔｈ２和Ｔｒｅｇ百分比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治疗后，联合治
疗组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比值，Ｔｈ１／Ｔｈ２和 Ｔｒｅｇ百分比显著
高于光动力组和激光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各组复发患者与对照组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和Ｔｒｅｇ百分比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选项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４＋

Ｔｒｅｇ（％） Ｔｈ１／Ｔｈ２

光动力组　 治疗前 ３３５６±７８２ａ ３１２１±６８３ａ １０８±０４８ａ ４５８±１０７ａ ２３５±０６２ａ

治疗后 ３８３４±６３７ａｂｃ ２５１２±６０３ａｂｃ １５２±０５３ａｂｃ ３０７±０９２ａｂｃ ３９１±１１７ａｂｃ

激光组　　 治疗前 ３２８８±７５３ａ ３１５６±６５５ａ １０３±０５３ａ ４５３±１１５ａ ２３７±０５５ａ

治疗后 ３７９４±７０５ａｂｃ ２５７９±６１２ａｂｃ １４６±０５７ａｂｃ ３３１±０８９ａｂｃ ３３７±０９８ａｂｃ

联合治疗组 治疗前 ３３４６±７７１ａ ３２０９±６１１ａ １１０±０４５ａ ４６２±１０２ａ ２３６±１０７ａ

治疗后 ３９１７±７６６ａｂ ２２１８±６３３ａｂ １７７±０５１ａｂ ２５６±０８３ａｂ ４４６±１２８ａｂ

健康对照组 ４６３３±５８２ ２３１５±４７２ ２０５±０４５ １１８±０５３ ６７８±２７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联合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性开放意识的传播，我国性传播疾

病的发病率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尖锐湿疣是我国第二大性

传播疾病，由于自觉症状较轻，就诊率不高。由于目前尚无有

效方式根除 ＨＰＶ感染，去除疣体，避免复发是主要的治疗
原则［４］。

ＨＰＶ感染后可以在表皮的颗粒层和棘层的角质形成细胞
内繁殖，形成浓染的大小不一的颗粒样病毒包涵体；有效清除

病毒包涵体是减少复发风险的重要途径［５］。二氧化碳激光治

疗是通过波长为１０６００ｎｍ左右的气体激光，具有较高的能量，
可以将直径较大的疣体及深部 ＨＰＶ感染组织在极短的时间内
加热汽化，患者疼痛较小，创面受热后结痂快，出血量小［６］。尽

管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清除疣体的速度和效率较快，但其复发率

较高（约为６０％ ～７０％）［７］。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是利用
氨基酮戊酸（ＡＬＡ）的代谢特性，作用于患处后，皮肤黏膜将
ＡＬＡ吸收并转化为光敏性原卟啉 ＩＸ（ＰｐＩＸ），ＰｐＩＸ无法被机体
代谢而在局部逐渐累积［８］。当暴露于波长为６３２８ｎｍ、能量为
１００～１２０Ｊ／ｃｍ２的光照时，局部累积的 ＰｐＩＸ吸收光能后处于激
发状态，其原子的层外电子与氧分子发生电子传递而生成大量

氧自由基，该反应即为光动力作用［９］。局部生成的大量氧自由

基可以有效清除疣体及附近的ＨＰＶ病毒包涵体［１０］。研究结果

显示，应用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尖锐湿疣是具有较低的复发率，但单
次消除疣体或皮损的效果较差。Ｄｕ［１１］等对１６１例尖锐湿疣患
者采用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激光治疗，并进行了６个月的随访，结果
显示，联合治疗患者ＨＰＶ的完全缓解率为９０２０％，显著高于激
光治疗；Ｈｕａｎｇ［１２］等对１１９例患者的研究结果也与之类似。本
研究中，与单独采用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和二氧化碳激光
治疗相比，联合治疗组的患者在治疗结束后６个月和１年内的
复发率分别为７６９％和１５３８％，复发率明显低于单独治疗，且
治疗相关并发症较少。

除了精神、社会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之外，患者的免疫功能

异常也是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１３］。机体对 ＨＰＶ的清除主
要依赖Ｔ淋巴细胞的细胞免疫作用，而Ｔ淋巴细胞亚群分布是
反应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１４］。其中，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可
以反映机体病毒感染的严重程度和免疫功能紊乱情况，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降低（一般低于１５以下），提示存在严重的病毒感
染或免疫缺陷［１５］。Ｔｈ１、Ｔｈ２和 Ｔｒｅｇ是 ＣＤ４＋Ｔ细胞亚群中常
见分化类型，在免疫因子的诱导下，Ｔｈ１、Ｔｈ２和 Ｔｒｅｇ的比例处
于动态平衡状态［１６］；Ｔｈ１／Ｔｈ２比值增大则提示机体介导细胞免
疫能力的增强，Ｔｒｅｇ比例的升高则可以抑制机体细胞免疫能
力［１７］。本研究结果显示，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的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Ｔｈ１／Ｔｈ２和Ｔｒｅｇ百分比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治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４７　　　·

后，联合治疗组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比值、Ｔｈ１／Ｔｈ２和Ｔｒｅｇ百
分比显著高于光动力组和激光组患者。这提示复发性 ＰＤＴ联
合激光治疗在局部治疗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调节了 Ｔ淋巴细胞
ＣＤ４＋／ＣＤ８＋、辅助性Ｔ细胞Ｔｈ１／Ｔｈ２和调节性 Ｔ细胞 Ｔｒｅｇ的
比值，促进了患者免疫功能的转归［１８］。

综上所述，在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中应用光动力联合二氧

化碳激光治疗效果安全确切，可以显著降低复发风险，调节患

者的免疫功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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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４ ·男科与性医学·

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仪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
谭毅△　曾祥生　李源　秦家龙　吴景凤　陈靓　彭光玲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性生殖医学科，重庆 ４０００６２

【摘　要】　目的：探讨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９０例符合早泄诊断标
准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组（研究组），单独帕罗西汀药物治疗组（对照组Ｉ）
和低频脉冲治疗组（对照组Ⅱ），每组３０例，治疗８周，记录各组治疗前后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早泄
诊断量表（ＰＥＤＴ）评分。对比分析３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ＩＥＬＴ和ＰＥＤＴ评分，比较３组治疗的显效率。结果：
研究组，对照１组，对照２组治疗前 ＩＥＬＴ分别为（１８３±０３５），（１７６±０２８），（１８５±０３１）分钟，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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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延长为（６４８±０１３），（４５４±０１），（３５６±０２１）分钟（Ｐ＜００５）。ＰＥＤＴ治疗前分别为（１５５±
２４），（１５６±２３），（１５２±２６）分，经治疗后分别降为（７６±２５），（９５±２４），（１０２±２１）分，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显效率分别为８３％、６７％、５３％（Ｐ＜００５）。结论：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
早泄比单独帕罗西汀药物治疗所取得的临床疗效更好。

【关键词】　早泄；帕罗西汀；低频脉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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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０Ｐ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ｑｕａｌｌｙ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ｏｒａｌ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２０ｍｇ／ｄ），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ｏｒａｌ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２０ｍｇ／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ｆｏｒ８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ＰＥＤＴ）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
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ＥＬ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１８３±０３５），（１７６±
０２８）ａｎｄ（１８５±０３１）ｍｉ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６４８±０１３），（４５４±０１）ａｎｄ（３５６±０２１）ｍｉｎ
（Ｐ＜００５）．ＰＥＤ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１５５±２４），（１５６±２３）ａｎｄ（１５２±２６）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７６±２５），（９５±２４）ａｎｄ（１０２±２１）（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ｍａｒｋｅ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
８３％，６７％ ａｎｄ５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ｒａｌ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
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ｈｉｇｈｅｒ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ｏｒ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ｎｅ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Ｐａｒｏｘｅｔｉｎ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ｕｌｓ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早泄是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文献报导早泄的发病率
约占成人男性的２０％ ～３０％［１２］。早泄的治疗方法较多，主要

包括选择性５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ｒｅｕｐｔａｋ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ＳＲＩｓ）、局麻药物、心理行为疗法、阴茎背神经离断术
等，但疗效欠佳。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性生殖医学科采用口服

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仪治疗早泄取得较好的效果，现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

符合早泄诊断标准，早泄诊断量表（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
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ＰＥＤＴ）评分≥１１，有固定性伴侣，本人及性伴侣配
合治疗，排除泌尿、生殖道感染、肿瘤及内分泌等其他疾病。

１２　病例分组
收集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性生殖医学科 ２０１５年 ５月至

２０１６年９月９０例早泄患者，利用随机排列表将符合纳入标准
的病例分为研究组、对照１组、对照２组，每组３０例。３组患者
年龄、病程、ＩＥＬＴ、ＰＥＤＴ评分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试验组每天口服帕罗西汀排尿２０ｍｇ／晚（浙江尖峰药业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０５３３，规格２０ｍｇ×１２片／盒）
联合低频脉冲治疗，患者选取天枢、气海、关元、肾俞、志室、三

阴交、太溪、足三里粘贴专业电极片，连接ＷＬＳＹ８０００型低频脉
冲治疗仪，每个穴位５分钟共４０分钟，治疗疗程为８周，对照１
组口服帕罗西汀２０ｍｇ／晚共８周，对照２组使用低频脉冲治疗
仪治疗８周。经医院伦理学会批准，患者签署同意书。

１４　观察指标
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

ＩＥＬＴ）、早 泄 诊 断 量 表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
ＰＥＤＴ）。治疗前及治疗后４周开始各取３次性生活，患者性伴侣
以秒表记录ＩＥＬＴ，分别计算治疗前后３次ＩＥＬＴ及ＰＥＤＴ的均值。
１５　疗效评估

ＩＥＬＴ≥５分钟为治愈，３分钟≤ＩＥＬＴ＜５分钟为有效，ＩＥＬＴ
＜３分钟为无效，治愈和有效统称为显效。
１６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 χ２检验，数据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包进行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ＩＥＬＴ及ＰＥＤＴ比较

３组治疗后ＩＥＬＴ时间延长，ＰＥＤＴ评分下降（Ｐ＜００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１组比较 ＩＥＬＴ时间延
长，ＰＥＤＴ评分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
２组比较ＩＥＬＴ时间延长，ＰＥＤＴ评分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这提示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早泄可以明
显改善患者ＩＥＬＴ时间及ＰＥＤＴ评分，达到治疗早泄的目的。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治疗后疗效分析

研究组总显效率８３％，对照１组６７％，对照２组５３％，经
χ２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帕罗西汀联合低
频脉冲治疗仪治疗早泄效果优于上述两种单一治疗。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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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治疗前后ＩＥＬＴ及ＰＥＤＴ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ＥＬＴ（分钟）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ＥＤＴ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３０ １８３±０３５ ６４８±０１３ａ １５５±２４ ７６±２５ａ

对照１组 ３０ １７６±０２８ ４５４±０１８ｂ １５６±２３ ９５±２４ｂ

对照２组 ３０ １８５±０３１ ３５６±０２１ｃ １５２±２６ １０２±２１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治疗后与ａ项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治疗后与“ａ”项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３组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治愈（ｎ） 有效（ｎ） 无效（ｎ） 显效率（％）

研究组　 １７ ８ ５ ８３ａｂ

对照１组 １３ ７ １０ ６７ａ

对照２组 １０ ６ １４ ５３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

#

　讨论
早泄是最常见的性功能障碍，有研究表明早泄与躯体疾病

或者神经生理紊乱存在联系［３４］。目前，早泄的治疗方法多样，

其中包括心理行为疗法，口服、外用药物治疗，手术治疗等，但

其临床治疗效果欠佳［５］。ＳＳＲＩｓ已被大量用于早泄的治疗［６９］。

ＳＳＲＩｓ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后来人们发现ＳＳＲＩｓ在治疗抑郁的
同时具有延迟射精的作用，因此被用于治疗早泄。早泄的产生

与中枢神经系统的５ＨＴ受体功能下调有关［１０１１］，ＳＳＲＩｓ治疗早
泄的机制是通过阻断神经元对突触间隙内５羟色胺的摄取利
用，突触内５羟色胺浓度增高，激活了５羟色胺１Ｂ和５羟色胺
２Ｃ受体从而延迟射精的反射［１２］。临床常用的 ＳＳＲＩｓ有帕罗西
汀、达帕西汀、氟罗西汀等，其中多项研究发现帕罗西汀被在延

长ＩＥＬＴ方面效果最好［１３１４］。

ＷＬＳＹ８０００型低频脉冲治疗仪是一种非介入性无创性的
先进治疗仪器，其原理是以毫米波脉冲频率照射辅以特定的电

脉冲刺激人体的特定穴位，从而实现能量的转换，提高人体的

免疫机能，改善人体微循环，调节患者的神经及内分泌系统，逐

步提高射精阈值，最终建立正常的射精反射［１５］。研究表明，穴

位电刺激疗法能够明显激发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轴，从而刺激
神经激素及递质的分泌［１６］。

本研究采用ＩＥＬＴ和ＰＥＤＴ作为评估疗效的指标，发现在延
长ＩＥＬＴ及改善ＰＥＤＴ评分方面口服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
疗明显优于单独口服帕罗西汀及单独行低频脉冲治疗。帕罗

西汀的常见副反应包括嗜睡、厌食、恶心、腹痛、腹泻等。在研

究组及对照１组各出现１例患者口服帕罗西汀后出现嗜睡的副
反应，但都能够耐受未退出研究。研究组及对照２组低频脉冲
治疗未发生不良反应。

本研究发现，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早泄疗效确切，

较单一口服帕罗西汀或单独行低频脉冲治疗效果好，且安全可

行，值得临床推广，其远期效果有待进一步随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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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崔军丽（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
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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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产后性功能的影响
崔军丽１　刘艳清１　吴敏１　陈少军２

１大冶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１００
２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５

【摘　要】　目的：分析和探讨将不同分娩方式应用于产妇对其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
３月～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大冶市人民医院分娩的８４例产妇作为临床研究病例，根据分娩方式不同将其分成两
组。对照组４２例，给予阴道分娩进行生产；观察组４２例，采用剖宫产方式生产。比较两组产妇产后盆底肌
力评分、性生活恢复时间和性功能评分。结果：产后 ３个月观察两组情况，观察组产妇性生活恢复率
６９０５％、盆底肌力评分（４１３±０９６）分、性欲（５３３±０９２）分、性高潮（１０９８±１３１）分、性唤起（１０８６±
１２３）分、阴道润滑情况（１５９８±１５６）分、性交疼（６８２±１４５）分、性满意度（８２５±１３２）分，对照组产妇
性生活恢复率（４２８６％）、盆底肌力评分（３２９±０３４）分、性欲（３５６±００４）分、性高潮（７７６±１３２）分、性
唤起（６６３±１２４）分、阴道润滑情况（１２６６±１４３）分、性交疼（３２８±１２９）分、性满意度（５７６±１９７）分。
观察组产妇各项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产妇产后６个月性
生活恢复率、盆底肌力评分和性生活各项指标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产后
初期阴道分娩方式对女性的性功能影响高于剖宫产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两种分娩方式对产妇性功能影

响均恢复正常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关键词】　产妇；分娩方式；产后；性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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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ｐａｉｎ（３２８±１２９），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５７６±１９７）］，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ｒａｔ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ｔ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ａｆｔｅｒｄｅ
ｌｉｖｅｒ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ｓ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Ｅｆｆｅｃ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和观念更新，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逐年增高，这对产妇分娩方式的选择造成一定影响，产妇希望

所选择的分娩方式对产后性功能影响较小［１］。我国常见的分

娩方式主要包括阴道分娩和剖宫产。阴道分娩的优势在于有

利于胎儿肺泡扩张和自主呼吸的建立，而剖宫产的优势在于手

术操作简单，是高危和异常分娩的首选方式，但由于剖宫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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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开腹手术方式，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对产妇机体造成一定损

伤，影响其循环、免疫功能，且恢复时间较长［３４］。相关研究结

果显示［２］，近年来，我国剖宫产人数不断上升，且有大幅增长趋

势。为了使医务人员能够更专业、更优质地为产妇提供服务，

探究不同分娩方式对性功能的影响，帮助产妇选择最佳的分娩

方式，特选取来本院分娩的８４例产妇进行分组研究，分别采用
阴道分娩与剖宫术进行生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大冶市人民医院分娩的
８４例产妇作为临床研究病例。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所有产妇
均妊娠足月，且经过实验室、影像学等检查均符合相应分娩方

式的全部适应症。其中剖宫术适应症为：头盆不称、软产道异

常、脐带脱垂、胎儿异位以及产妇合并其他疾病等。②无血液
疾病。③对研究涉及的相关用药无过敏症状。④其他各项生
命体征平稳。⑤夫妻双方没有性功能障碍。研究对象排除标
准：①合并妊娠糖尿病、高血压。②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及认知
功能障碍。③患有感染、心梗等其他急性并发疾病。④肾、肝
功能严重损害，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⑤严重过敏体质者或对
手术不能耐受。⑥患有其他家族遗传病。

本研究通过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及家

属均知晓研究细节，临床资料不公开，保证其隐私性，研究对象

主动签署知情同意书，且配合度较好。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根据分娩方式不同将８４例产

妇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２例。其中，对照组产妇年龄范
围２２岁～３９岁，平均年龄（２５５１±２１１）岁；学历初中及以下７
例，高中及中专１３例，专科及本科１５例，本科以上７例；妊娠周
期３８０～４１５周，平均妊娠周期（３９４６±１０８）周；初产妇２８
例，经产妇１４例。观察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８岁，平均年
龄（２５１７±２１３）岁；学历初中及以下８例，高中及中专１４例，
专科及本科１４例，本科以上６例；妊娠周期范围 ３８０～４１８
周，平均妊娠周期（３９２２±１１６）周；初产妇 ２９例，经产妇 １３
例。所有产妇一般资料方面有较好的均衡性，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处置，完善患者实验室检查、

超声检查等，观察患者的一般状态与生命体征，对照组采用阴

道分娩方式，观察组采用剖宫术方式生产，所有产妇生产过程

顺利，医务人员分别于产妇产后３个月、６个月进行电话随访。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产妇术后盆底肌力情况、性生活恢复时间以及性

功能评分。性功能评分［５］：根据 ＦＳＦＩ问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
性欲、性高潮、性唤起、阴道润滑情况、性交疼、性满意度，共６项
２０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０～５分，分数越高代表性功能障碍可
能性越低。盆底肌力评分：根据 Ｏｘｆｏｒｄ评分标准［６］进行评定，

收缩功能强弱０～５分，５分表示收缩功能强而有力，４分表示收
缩功能正常，３分表示收缩功能普通，２分表示收缩功能轻微；１
分表示仅有抽动功能，０分表示无收缩功能。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对收集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
析，所有统计分析采用双侧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产后性生活恢复时间比较

产后３个月，观察组产妇性生活恢复情况优于对照组，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两组产妇性生活恢
复情况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产后性生活恢复时间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产后３个月恢复性生活 产后６个月恢复性生活

观察组 ４２ ２９（６９０５）ａ ４０（９５２４）

对照组 ４２ １８（４２８６） ３５（８３３３）

χ２值 － ５８４４７ ３１１１１

Ｐ值 － ００１５６ ００７７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妇产后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比较
产后３个月，观察组产妇性功能各项指标优于对照组，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两组产妇性功能各
项指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产后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变化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阴道润滑情况 性交疼 性满意度

观察组 ４２ 产前 　　 ５５８±１５２ １２０９±１６４ １１０８±１３５ １６３８±１７４ ７２４±１０１ １０７６±１１７

产后３个月 ５３３±０９２ａ １０８６±１２３ａ １０９８±１３１ａ １５９８±１５６ａ ６８２±１４５ａ ８２５±１３２ａ

产后６个月 ５０９±１２２ １２０１±１２２ １１０１±１４３ １６２３±１７８ ７４１±１２７ １０１３±１０８

对照组 ４２ 产前 　　 ５５２±１３３ １２０３±１６２ １１５２±１４１ １６４５±１９８ ７６１±１０５ １０２４±１３６

产后３个月 ３５６±００４ ６６３±１２４ ７７６±１３２ １２６６±１４３ ３２８±１２９ ５７６±１９７

产后６个月 ４９６±１２４ １１９８±１５７ １０７６±１６４ １５９８±１７７ ７０３±１１８ ９７６±１６３

ｔ值（产后３个月） － － １２４５６６ １５６９５７ １１２２１１ １０１６７１ １１８２１０ ６８０５０

Ｐ值（产后３个月） －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ｔ值（产后６个月） － － ０４８４３ ００９７８ ０７４４６ ０６４５６ １４２０６ １２２６３

Ｐ值（产后６个月） － － ０６２９４ ０９２２３ ０４５８６ ０５２０５ ０１５９２ ０２２３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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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产妇产后盆底肌力评分变化比较
产后３个月，观察组产妇盆底肌力评分优于对照组，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两组产妇盆底肌力评
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产后盆底肌力评分变化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盆底肌力评分

观察组 ４２ 产前 　　 ４３８±０７２

产后３个月 ４１３±０９６ａ

产后６个月 ４３４±０６６

对照组 ４２ 产前 　　 ４３２±０７３

产后３个月 ３２９±０３４

产后６个月 ４１７±０２８

ｔ值 产后３个月 ５３４５３

Ｐ值 产后３个月 ０００００

ｔ值 产后６个月 １５３６７

Ｐ值 产后６个月 ０１２８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使得产妇

对产后性功能恢复情况的关注度呈现出一种明显上升趋势。

目前，临床经常采用的分娩方式有阴道分娩和剖宫产，２种分娩
方式各有优势和不足，但尚未有确切的研究分析２种分娩方式
对产妇产后性功能的影响［７８］。

以往人们经常选用阴道分娩方式进行生产，会造成盆底肌

肉及组织被动扩张，发生一定程度的损伤，影响产后盆底肌肉

的弹性及敏感度，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恢复［９１０］。相关研究结

果显示［１１］，盆底结构功能对性功能影响较大。近年来受多种因

素影响，选择剖宫术进行分娩的产妇越来越多，主要原因在于

我国剖宫术技术的成熟，同时能够显著减轻分娩过程中的痛

苦，手术操作简单且安全，对盆底肌肉功能影响较小［１２１３］。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产妇产后３个月盆底肌肉功能评分、性
功能各项指标评分、性生活恢复情况均优于对照组，两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产后６个月盆底肌肉
功能评分、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性生活恢复情况与对照组比

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结果表明，剖宫术
由于将胎儿从腹腔取出，对盆底肌肉组织结构和功能影响较

小，同时降低了其对性功能的影响，因此产后女性的性功能恢

复时间较早［１４１５］。与剖宫术分娩方式相比，采用阴道分娩方式

在产后初期对产妇的性功能产生的影响较大，主要原因在于胎

儿从阴道娩出，造成阴道及其周围组织产生撕裂伤，产后损伤

部位愈合时间较长，降低了女性的性欲并伴有性交疼，对其性

功能产生了一定影响［１６１７］。随着产后阴道及盆底组织结构及

功能的恢复，减轻了其对性功能的影响，阴道分娩组产妇的性

功能也得以逐渐恢复，与剖宫产组远期性功能比较差异

不大［１８］。

综上所述，阴道分娩产后早期对产妇的性功能影响大于剖

宫产分娩，但随着时间推移，其对性功能的影响逐渐减小，２种
分娩方式远期对性功能的影响均恢复正常，两者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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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种子宫切除术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性生活质量
及卵巢功能的影响
刘卫民　鲍友娥
潜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潜江 ４３３１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３种不同子宫切除术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卵巢功能的影响。
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子宫切除后对患者性生活之力强的影响；同时，检测患者术前及术后１个月和
６个月性激素水平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结果：患者术后ＦＳＦＩ得分显著低于术前 （均Ｐ＜００５）。不同年
龄和不同学历患者行同一种子宫切除术后，ＦＳＦＩ得分组间比较差异均显著 （均Ｐ＜００５）。腹腔镜下全子宫
切除术后患者ＦＳＦＩ得分显著高于其他２种子宫切除术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行子宫切
除术６个月后，Ｅ２下降，ＬＨ及ＦＳＨ水平上升，与术前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子
宫切除后对卵巢功能和性生活质量均有影响，腹腔镜手术对性生活质量影响最小。

【关键词】　宫颈癌；性生活；卵巢功能；子宫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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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在全世界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占第二位，仅次于
乳腺癌［１］；在我国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且近年来发病年

龄逐渐年轻化，对妇女的生存质量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

响［２］。目前，临床上用于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方法为子宫切除术

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术［３］。子宫切除术包括经腹全子宫切除术

（ＴＡＨ）、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ＬＨ）和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
（ＴＶＨ）３种不同术式［４］。子宫切除能够有效挽救患者生命，但

同时会改变女性躯体形象、特征性器官以及功能受到损害，对女

性心理健康及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子宫作为女性最重要的

性器官之一，切除后对患者心理会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影响性生

活［５］。卵巢是女性重要的内分泌器官，子宫切除后对卵巢功能

的影响是临床医生关注的重点。本文旨在探讨３种不同子宫切

除术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卵巢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在潜江市中心医院因宫颈
癌行子宫切除的女性患者３００例，其中经腹全子宫切除９８例、
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１０３例和经阴道全子宫切除９９例。纳入
标准：①经病理学检查确诊为宫颈癌；②均进行全子宫切除，且
完成规范化治疗；③已婚，家庭完整，术前夫妻性生活和谐；④
年龄２０岁 ～４９岁之间；⑤患者对癌症病情知晓且自愿参与本
研究，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
或意识障碍；②合并有其他严重威胁生命的疾病；③语言交流
存在障碍；④实验开始前半年内存在性激素药物服用史。对行
３种不同子宫切除术患者的年龄和学历进行比较，经腹全子宫
切除９８例患者中，２０岁～３０岁患者２６例，３１岁～４０岁患者３１
例，４１岁～４９岁患者４１例，初中及以下学历１５例，高中及专科
学历５２例，本科及以上学历３１例；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１０３例
中，２０岁～３０岁患者２７例，３１岁 ～４０岁患者３６例，４１岁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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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患者４０例，初中及以下学历２２例，高中及专科学历５７例，本
科及以上学历２４例；经阴道全子宫切除９９例患者中，２０岁 ～
３０岁患者２６例，３１岁 ～４０岁患者３４例，４１岁 ～４９岁患者３９
例，初中及以下学历１２例，高中及专科学历５０例，本科及以上
学历３７例。３组患者间年龄和学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通过发放回顾性问卷的形式研究子宫切除
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问卷内容包括患者年龄、学历、职

业、家庭收入、与配偶关系及性生活相关的数据。女性性功能

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包括性欲、性唤起、
性高潮、阴道湿滑度、性生活满意度及性交痛障碍，是女性性功

能自评的量表［６］。ＦＳＦＩ总分范围为２～３６分，得分越高说明性
生活质量越好。

１２２　性激素检测　患者分别在术前经期、术后１个月及６个
月后经阴道 Ｂ超确定为卵泡早期，于清晨空腹抽取静脉血 ４
ｍｌ，随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剂对雌二醇（Ｅ２）、黄体生成素

（ＬＨ）及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水平进行测定。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对所有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不同子宫切除术组间比
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同一子宫切除术术前术后组间比较采
用配对ｔ检验，术后３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设定当Ｐ
＜００５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患者子宫切除前后ＦＳＦＩ得分

不同子宫切除术３个年龄段患者术前 ＦＳＦＩ得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不同子宫切除术中术后ＦＳＦＩ得分均
显著低于术前，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ＬＨ术后
３个年龄段患者 ＦＳＦＩ得分均高于其他２种子宫切除术患者术
后得分，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不同年龄患者行
同一种子宫切除术后，ＦＳＦＩ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患者行不同子宫切除术前后ＦＳＦＩ得分（分，珋ｘ±ｓ）

术式
年龄

（岁）
例数 术前 术后

术后组内比较

Ｆ值 Ｐ值

ＴＡＨ ２０～３０ ２６ ２６５９±４３２ １８２４±２９３ａｂ ７３８９ ０００１

３１～４０ ３１ ２６７１±４１４ １７５２±２７３ａｂ

４１～４９ ４１ ２６５１±４０８ １５９１±２１５ａｂ

ＬＨ ２０～３０ ２７ ２６４８±４６１ ２０９２±３１７ｂ ４８２６ ００１０

３１～４０ ３６ ２６６８±３９７ ２１０７±３６５ｂ

４１～４９ ４０ ２６９６±４６９ １９１１±２１９ｂ

ＴＶＨ ２０～３０ ２６ ２６０１±４５８ １８１３±２８８ａｂ ８０４７ ０００１

３１～４０ ３４ ２６６９±４２６ １７１９±２５１ａｂ

４１～４９ ３９ ２６９２±４１５ １５６３±２３４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ＬＨ术后患者组内ＦＳＦＩ得分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术前患者ＦＳＦＩ得分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学历患者子宫切除前后ＦＳＦＩ得分比较
对不同学历患者行不同子宫切除术后性生活状态进行ＦＳＦＩ

评分。在行同一子宫切除术后不同学历患者术后 ＦＳＦＩ得分均
显著低于术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术后

３组不同学历患者之间的术后 ＦＳＦＩ得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此外，行 ＬＨ术３个年龄段患者的术后 ＦＳＦＩ
得分均高于其他２种子宫切除术患者的术后ＦＳＦＩ得分，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学历患者行不同子宫切除术前后ＦＳＦＩ得分（分，珋ｘ±ｓ）

术式 学历 例数 术前 术后
术后组内比较

Ｆ值 Ｐ值

ＴＡＨ 初中及以下 １５ ２６１７±４０２ １５６１±２３１ａｂ １４２１ ＜０００１

高中及专科 ５２ ２５８９±４１６ １７３３±２１８ａｂ

本科及以上 ３１ ２６３１±４２１ １９４１±２７６ａｂ

ＬＨ 初中及以下 ２２ ２５９５±３８２ １８２８±３０１ｂ １０６８ ＜０００１

高中及专科 ５７ ２６０８±４１１ ２１５５±４７２ｂ

本科及以上 ２４ ２６１４±３９４ ２３１４±５０３ｂ

ＴＶＨ 初中及以下 １２ ２６０３±４３５ １６０３±２６４ｂ １５５８ ＜０００１

高中及专科 ５０ ２５９１±３７８ １７２９±２３５ａｂ

本科及以上 ３７ ２６１５±４４２ ２００７±３１３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ＬＨ术后患者组内ＦＳＦＩ得分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术前患者ＦＳＦＩ得分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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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患者行不同子宫切除术后性激素水平变化
患者行子宫切除术前激素水平均正常，行子宫切除术１个

月后，Ｅ２水平略有下降、ＬＨ及 ＦＳＨ水平均上升，但与术前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行子宫切除术６个月后，

Ｅ２下降明显、ＬＨ及 ＦＳＨ水平上升，与术前比较其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组间比较提示，３种不同子宫切除
术对激素产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性激素
水平变化详见表３。

表３　患者行子宫切除术后性激素水平变化（珋ｘ±ｓ）

术式 指标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个月组内比较

Ｆ值 Ｐ值

术后６个月组内比较

Ｆ值 Ｐ值

ＴＡＨ Ｅ２（ｐｇ／ｍｌ） ２７３８±１０３１ ２６１５±９６３ １２６１±７４７ａ ０２７２ ０７６２ ０２２３ ０７８０

ＬＨ（ＩＵ／Ｌ） ８６９±５２６ ９１４±５９１ １９３２±６９５ａ

ＦＳＨ（ＩＵ／Ｌ） ７８２±５１５ ９２７±５７３ ２０４２±７８４ａ

ＬＨ Ｅ２（ｐｇ／ｍｌ） ２６９４±１０３６ ２５１８±９８３ １１９５±７８９ａ ０４８０ ０６２０ ０５６１ ０５７１

ＬＨ（ＩＵ／Ｌ） ８９０±５２９ ９４９±６０５ １９９４±７４１ａ

ＦＳＨ（ＩＵ／Ｌ） ８２９±５８４ ９６８±５２９ ２０３１±７３８ａ

ＴＶＨ Ｅ２（ｐｇ／ｍｌ） ２７９２±１０８７ ２５９２±９８５ １２０５±７１７ａ ０２９７ ０７４４ ００１３ ０９８７

ＬＨ（ＩＵ／Ｌ） ８９３±５２１ ９９７±５９５ ２０１６±７０１ａ

ＦＳＨ（ＩＵ／Ｌ） ８２１±５１９ ９０７±６１８ ２０４８±７５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患者ＦＳＦＩ评分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临床上对宫颈癌的治疗主要采用放疗和手术治疗，根据病

情有些患者需要辅助化疗［７］。手术治疗是最常用的治疗方法。

子宫切除手术包括ＴＡＨ、ＬＨ和ＴＶＨ。其中，腹腔镜手术对患者
的创伤最小，术后伤口恢复较快［８］。卵巢是女性最重要的内分

泌器官，子宫切除后对卵巢功能是否有影响是临床上关注的重

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子宫切除后卵巢功能可能会衰竭［９］。首

先，正常的子宫动脉的上行支会给卵巢供血，在保留附件的子

宫切除术中，切断子宫角附近的卵巢支动脉，阻断了子宫动脉

对卵巢的供血，同时也会影响卵巢静脉血的回流［１０］。其次，子

宫切除后会对卵巢的内分泌功能产生影响：女性卵巢内的卵泡

数目在出生时已经决定，卵泡能够分泌雌激素和抑制素，负反

馈调节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的分泌，随着年龄增长卵泡数目下
降、ＦＳＨ水平升高，加速卵泡数量的减少，子宫能够分泌抑制
素，抑制ＦＳＨ升高，减少卵泡的丧失［１１１３］。对３种子宫切除术
前后性激素水平进行检测，结果显示，对患者行子宫切除术前

激素水平均正常，行３种子宫切除术１个月后 Ｅ２下降、ＦＳＨ和
ＬＨ上升，但变化均不显著；子宫切除６个月后变化均显著，且显
著超出正常水平；３种不同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激素水平的影响
差异不显著。这说明子宫切除后确实会影响卵巢功能，但３种
不同子宫切除术对卵巢功能的改变没有显著差异。

ＦＳＦＩ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术前不同年龄和学历患者 ＦＳＦＩ
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提示组间具有可比性。
ＦＳＦＩ评分与年龄的关系为：行不同子宫切除术后 ＦＳＦＩ评分均
下降，ＬＨ术后患者ＦＳＦＩ评分显著高于其他２种子宫切除术；不
同年龄患者行同一子宫切除术后 ＦＳＦＩ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且年龄越高评分越低。ＦＳＦＩ评分与学历的
关系为不同学历患者行不同子宫切除术后 ＦＳＦＩ评分均显著低
于术前；不同学历患者行同一子宫切除术后ＦＳＦＩ评分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学历越高评分越高；ＬＨ术后患者
ＦＳＦＩ评分显著高于其他２种子宫切除术。２项研究均显示，子
宫切除术后对患者性生活均有显著影响，ＬＨ对患者性生活质
量的影响最小。３种不同子宫切除术对卵巢功能影响的研究结
果显示，３种子宫切除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并没有差异，而对性
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患者心理因素所致。

本研究结果显示，年龄与术后性生活质量呈反比，这是因为年

老的女性思想比较保守，子宫切除后对自身满意度降低，不敢

追求性生活，而年轻女性对自己的认知更好完善、自信，敢于追

求内心的想法［１４］；受教育水平与术后性生活质量成正比，文化

程度较低患者术后的抑郁与担心不能通过有效途径解决，文化

程度较高患者可以通过社交或者寻求心理咨询等方式解除心

中疑虑，对性有更正确的认识，有效提高了术后性生活质量［１５］。

腹腔镜手术切除子宫后患者性生活显著高于其他２种手术方
式，是由于腹腔镜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小、容易恢复，且没

有对阴道结构造成改变，患者心理压力小［１６］；ＴＡＨ对患者造成
较大创口、难以恢复，且患者心理容易产生恐惧［１７］；经阴道切除

子宫手术，患者认为对阴道产生了影响，而造成其性交时的心

理障碍［１８］。

综上所述，３种不同子宫切除术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卵
巢功能均有影响，但是３种不用子宫切除术之间对卵巢功能的
影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
与年龄成反比，与受教育水平成正比；腹腔镜手术后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最佳。因此，临床医护人员除了要关注治疗后的疗

效，也应该关注患者心理健康，正确疏导患者，使其对性有更加

正确的认识，从而使患者身体和心理均保持健康，为广大妇女

的身心健康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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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式全子宫切除及阴道前后壁修补手术对子宫脱垂
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韩一栩　刘玉珠　陈琨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研究和分析阴式全子宫切除或阴道前后壁修补对子宫脱垂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间在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就诊治疗的子宫脱垂患者１２５例作为
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分别采取阴式子宫切除和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方案，在两组患者入院后手术治疗

前、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２个月，分别采用性生活质量调查问卷、ＳＡＳ焦虑自评量表、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
（ＦＳＦＩ）对其进行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率、是否复发、是否存在并发症、对手术的满意度、焦虑、性功能情
况的调查。结果：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率、并发症、性欲望、性唤起、
性满意度、性高潮及ＦＳＦＩ总分，术后６个月性欲望、性满意度与手术前相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率、并发症、性欲望、性唤起、性满意
度、性高潮，术后１２个月性欲望、性唤起、阴道润滑度、性满意度、性高潮、ＦＳＦＩ总分与手术前相比，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率、对手术满
意度；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率、复发例数、对手术满意度、阴道润滑
度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相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
个月和术后１２个月的ＳＡＳ评分情况均高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结论：阴道前后壁修补术对子宫脱垂
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小于阴式子宫切除术，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子宫脱垂；阴式子宫切除术；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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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脱垂是指因为盆底肌张力下降、结缔组织松弛而造成
子宫从原来正常的解剖位置下降，在生育期女性的发生率较

高，对女性的健康和正常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１２］。对于子

宫脱垂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方式为主，常见的手术方式主要包括

阴式子宫切除、阴道前后壁修补术、自体组织桥式修补术等，这

些术式单独治疗或联合治疗均可以改善子宫脱垂的情况，但术

后对患者性生活质量造成的影响临床评价研究较少［３４］。本研

究将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间在本院就诊治疗的子宫脱垂
患者１２５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采取阴式子宫切除和阴道前后
壁修补术方案，分析２种术式对子宫脱垂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
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间在本院就诊治疗的子宫
脱垂患者１２５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为２３岁 ～３５岁，平均
年龄为（２７３８±３１３）岁，所有患者在入院后均进行手术治疗，
所有研究对象均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年龄范围为２３岁 ～３５岁；确诊为子宫脱垂；采
用阴式子宫切除术或阴道前后壁修补术进行治疗；无精神病

史；分娩次数为 １～４次；配偶性功能正常；无其他严重并发
疾病。

排除标准：同时患有肿瘤、心脑血管等严重疾病；盆腔其他

器官脱垂者；不能完成研究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情况　根据患者采取的手术方式不同，回忆性分为
两组，第１组为阴式子宫切除术组，包括７４例患者，第２组为阴
道前后壁修补术组，包括５１例患者，所有患者在术后均给予充

分的护理及健康教育。两组患者例数、平均年龄、分娩次数构

成情况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

　　项目 阴式子宫切除术组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

例数 ７４ ５１

平均年龄（岁） ２６９４±２８５ ２７４７±３３８

分娩次数 １ ３１ ２４

２ ２４ １５

３ １５ １０

４ ４ ２

１２２　评价标准　对两组患者入院后手术治疗前、术后６个
月、术后１２个月性生活质量进行问卷调查，对两组患者的性生
活质量进行统计和综合测评。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性生活

满意度、性生活频率、是否复发、是否存在并发症、对手术的满

意度等进行调查。性生活满意度及对手术的满意度满分均为

１００分，分数越高表示对性生活及对手术的满意度越高，性生活
频率为每月的性生活次数。

采用ＳＡＳ焦虑自评量表对两组患者手术治疗前、术后６个
月、术后１２个月的心理状况进行评价。

参照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ＦＳＦＩ）中文版，评价两组患
者性功能情况，包括性欲望、性唤起、阴道润滑度、性满意度、性

高潮和性交疼痛情况，每项分值均为６分，总分值越高显示性生
活质量越好，当总分数低于２６５５分时表示研究对象存在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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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障碍。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获得的数据进行处理，获得的计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
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问卷调查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手术前性生活满意度、性生

活频率、并发症比较，其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度、性生
活频率、并发症与手术前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生活满意度、

性生活频率、并发症与手术前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生活满
意度、性生活频率、对手术满意度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比

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
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度、性生活频率、复发例数、对手
术满意度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ＳＡＳ评分情况

对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ＳＡＳ评分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两组患者手术前ＳＡＳ评分情况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及术后１２个月的
ＳＡＳ评分情况均高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但其差异均不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问卷调查情况

组别 选项 性生活满意度 性生活频率 复发例数 并发症 对手术满意度

阴式子宫切除术组　 手术前 ３８５８±３２４ ３３６±０３８ － １７ －

术后６个月 ４５２１±４３７ ３８２±０３２ ０ ９ ６７３４±５２３

术后１２个月 ５２１６±４５２ａ ５１２±０４１ａ ０ ８ａ ７２５１±５７４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 手术前 ３９２７±３７３ ３５４±０２９ － １１ －

术后６个月 ５７８４±４８１ａｂ ４７１±０３３ａｂ １ ６ａ ８５４６±５６１ｂ

术后１２个月 ６８２５±５０９ｂ ６３９±０３７ａｂ ４ｂ ７ ８９２７±６１３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手术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ＳＡＳ评分情况

　 时间 阴式子宫切除术组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

手术前 ６５７９±４８５ ６６４７±４４６

术后６个月 ７０３１±４６７ ７２４５±４７２

术后１２个月 ７６４３±５０８ ８４３６±５２２

２３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情况
对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ＦＳＦＩ评分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欲望、性满意度与手术前

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式子宫切除术
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性欲望、性唤起、性满意度、性高潮及 ＦＳＦＩ
总分与与手术前相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６个月性欲望、性唤起、性满意
度、性高潮与手术前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性欲望、性唤起、
阴道润滑度、性满意度、性高潮、ＦＳＦＩ总分与手术前比较，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患者
术后１２个月阴道润滑度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比较，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情况

项目
阴式子宫切除术组

手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阴道前后壁修补术组

手术前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性欲望　　 ２５７±０２８ ３６２±０３１ａ ４１３±０３１ａ ２６１±０２４ ４０７±０３３ａ ４５３±０３８ａ

性唤起　　 ２８４±０３２ ３４７±０２８ ４３２±０３２ａ ２９１±０２６ ４１２±０３２ａ ４７８±０３９ａ

阴道润滑度 ２９５±０３４ ３１４±０２７ ３３４±０２９ ２８９±０２７ ３３５±０２８ ４２３±０３４ａｂ

性满意度　 ３０４±０２９ ３８３±０３３ ４４２±０３３ａ ２９７±０３１ ４１６±０３６ａ ４６４±０３５ａ

性高潮　　 ２７６±０３６ ３４７±０３２ ４９１±０３５ａ ２８２±０２９ ３８９±０２９ａ ４８５±０４１ａ

性交疼痛　 ３５７±０３３ ３９６±０３４ ４２７±０２８ ３６３±０３２ ３９２±０３１ ４２９±０３３

总分　　　 １７７３±０９２ ２１４９±１４４ ２５５９±１７６ａ １７８３±１２５ ２３５１±１６９ ２７３２±１８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手术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阴式子宫切除术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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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脱垂对患者造成的伤害较大，传统的开腹手术对患者

造成的损伤较大，并且患者的康复期较长，因此，对子宫脱垂患

者进行微创手术治疗是一种临床手术的完善和改进。虽然阴

式子宫切除术和阴道前后壁修补术均为新型的微创外科手术，

但是两者对子宫脱垂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较

少。所以，本研究就２种术式对子宫脱垂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５７］。

我们认为，患者在接受全子宫切除术后很容易出现性生活

质量下降的情况。首先，从生理角度分析，性生活过程中的阴

道润滑液主要是由宫颈部位分泌，全子宫切除后会失去宫颈，

从而失去宫颈对阴道的润滑作用，同时手术会使阴道变短，对

性生活的质量造成影响［８９］。其次，在患者心理方面，子宫对女

性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切除子宫后会对患者的心理造成负面

影响，从而影响性生活的质量［１０１３］。

我们认为，采用阴道前后壁修补术后很可能会对阴道内部

造成影响，而在短期内产生阴道狭窄的情况，所以可能会产生

性交疼痛。有关研究人员经过临床观察后表示，采取阴道前后

壁修补术后可能会在患者阴道内形成黏膜皱襞，导致月经排泄

和分泌物无法顺畅地排出，从而容易诱发感染［１４１６］。

有关研究人员认为，采用全子宫切除术的女性卵巢衰竭时

间会比正常女性缩短４年左右，其中３４％的女性在术后２年内
即表现出卵巢衰竭和更年期症状，而且这些女性更年期不良反

应等症状明显高于正常女性［１７］。有关研究人员对２４９例子宫
肌瘤患者全子宫切除后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观察，得出与本研究

的相同结果，认为保留子宫可以保留阴道的正常解剖结构，可

以维持宫颈向阴道内分泌润滑液的功能，从而提高患者术后性

生活质量［１８］。

本研究中阴道前后壁修补术显示出更为良好的焦虑改善

效果，较少的复发率和并发症，患者在术后具有较高的性生活

满意度和对手术的满意度，且性生活质量详细调查评分高于阴

式子宫切除术组患者，从而显示阴道前后壁修补术对子宫脱垂

患者的术后性生活质量改善情况明显优于阴式子宫切除术。

所以我们认为，阴道前后壁修补术能够明显改善子宫脱垂患者

性生活质量，可以在临床治疗子宫脱垂方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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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ＬｅｔｈａｂｙＡ，Ｍｕｋｈ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ＮａｉｋＲ．Ｔｏｔａｌｖｅｒｓｕｓ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

ｔｏｍｙ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ｙｓｔ

Ｒｅｖ，２０１２，１８（４）：ＣＤ００４９９３．

［１４］　朱盈，李婷．不同途径全子宫切除术对女性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４，２３（１２）：９９０９９２．

［１５］　ＰｅｒｓｓｏｎＰ，ＢｒｙｎｈｉｌｄｓｅｎＪ，ＫｊｏｌｈｅｄｅＰ．Ａ１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ｐｓｙｃ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ＢＪＯＧ，２０１０，１１７（４）：４７９４８７．

［１６］　沈叶群，王金矿，张玲．子宫全切与次全切对性生活质量及盆底

功能影响的对照探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１７）：

１８９８１９００．

［１７］　ＶｉｓｃｏＡＧ，ＢｒｕｂａｋｅｒＬ，ＮｙｇａａｒｄＩ，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ｕｒ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ｓｔｒｅｓｓ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ｓａｃｒｏｃｏｌ

ｐｏｐｅｘｙ：Ｔｈｅｃｏｌｐｏｐｅｘｙ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ｏｒｔｓ（ＣＡＲＥ）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Ｊ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２００８，

１９（５）：６０７６１４．

［１８］　吴冬梅．子宫全切与次全切对女性性生活质量及盆底功能的影

响．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２２（１４）：１５２０１５２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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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陈姝丽（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及其对阴道壁松弛度
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姝丽１　陈晓艳１　黄起１　黄琼１　宁应霞２

１广州市天河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６０
２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分析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及其对患者阴道壁松弛度和性生活质量的影
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１１００例产后妇女盆底筛查结果，统计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及相关因素，另外比较盆
底功能障碍 （观察组）与盆底功能正常 （对照组，年龄，分娩次数，分娩孕周与观察组类似）妇女血清松弛素

Ｈ２水平，阴道松弛分度及性生活质量相关评分。结果：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１９６例，占比１７８２％；阴道
分娩，第二产程延长产妇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分别显著高于剖宫产，第二产程正常者 （Ｐ＜００５）；观察
组血清松弛素Ｈ２水平为 （３９６２±１６２５）ｎｇ／ｍＬ，比对照组的 （３３７８±７００）ｎｇ／ｍ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观察组阴道松弛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观察组性生活质量问卷
（ＳＬＱＱ），性功能量表 （ＰＩＳＱ１２）各项评分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结论：产后盆底功能障碍
发生几率较大，其发生与阴道分娩，第二产程延长密切相关；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会造成阴道不同程度松弛，

严重影响妇女性生活质量及性功能，为此加强盆底功能障碍防治至关重要。

【关键词】　盆底功能障碍；相关因素；松弛素Ｈ２；性生活质量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
ａｌｌｉｆｅ　ＣＨＥＮＳｈｕｌｉ１，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ｙａｎ１，ＨＵＡＮＧＱｉ１，ＨＵＡＮＧＱｉｏｎｇ１，ＮＩＮＧＹｉｎｇｘｉａ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
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ｉａｎ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６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ｏｆ１１００
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ｒｅｌａｘｉｎＨ２ｌｅｖｅｌ，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ｌ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ｏｓｅａｇｅ，ｔｉｍｅｓ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ｇｅｗｅｒｅ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７８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ｏｓｔ
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
ｒｅｌａｘｉｎＨ２ｌｅｖｅｌ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９６２±１６２５）ｎｇ／ｍＬ，ｗｈｉｌｅｉｔｗａｓ（３３７８±７００）ｎｇ／ｍＬ（Ｐ＜
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ＬＱＱ）
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ＰＩＳＱ１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ｌｌ
ｃａｕｓ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ｘｉｎＨ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受分娩次数、分娩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女性产后容易发
生盆底功能障碍，表现出尿失禁、粪失禁等相关症状，可能导致

阴道壁松弛，影响夫妇性生活质量的同时可能造成女性心理问

题出现［１２］。为此，早期筛查、诊断并积极治疗盆底功能障碍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３］。本研究回顾性分析本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产后妇女盆底筛查结果，并与盆底功能正常产妇
比较，分析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对患者阴道壁松弛度及性生活质

量的影响，以为临床盆底功能障碍诊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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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广州市天河区人民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
１２月住院分娩的产妇１１００例，均于产后６～８周行盆底筛查，
纳入标准：①均为初产妇且足月分娩；②均为单胎妊娠；③经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知情并签订同意书。排除标准：①盆腔
手术病史；②泌尿系统感染史；③精神疾病；④肾脏疾病史；⑤
盆底神经支配丧失；⑥拒绝产后盆底检查及随访者；⑦不符合
纳入标准者。产妇年龄２０岁 ～４２岁，平均（２８６５±２１４）岁；
其中阴道分娩６１５例，剖宫产４８５例。根据是否有盆底功能障
碍将其分为观察组（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与对照组（产后盆底功

能正常）。

１２　方法
所有产妇于产后６～８周行盆底筛查（临床症状询问、妇科

相关检查），判断患者是否出现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等盆底功

能障碍系列症状，统计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通过自行设计的

问卷调查了解产妇基本信息（年龄、文化程度）、分娩方式等情

况，并查询相关病历了解产妇分娩情况、新生儿出生体重。同

时产后６～８周清晨空腹抽取产妇静脉血４ｍＬ，４℃环境中常规
离心，转速为 １０００ｒ／ｍｉｎ，时间 １５ｍｉｎ，血清分离后保存到零下
８０℃冰箱中，待测；经由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测定血清松弛
素Ｈ２水平，并判断阴道松弛与否：阴道横径可并列容纳２横指
即正常，可并列容纳２～３指即轻度松弛，并列容纳３～４指即中
度松弛，并列容纳超过４指则为重度松弛。另外产后３个月随
访调查产妇性生活质量，包括：①性生活质量问卷（ＳＬＱＱ）［４］，
包括生理因素、情感因素及性伴侣三大维度，共３１个条目，分数
越低提示性生活质量越差；②性功能量表（ＰＩＳＱ１２）［５］，分为身
体功能、行为心理及性伴侣三大维度，其中身体功能即有性行

为时出现尿失禁或粪失禁及对性生活的影响、性交痛、不良情

绪，行为心理包括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满意，性伴侣包括勃

起障碍、早泄、性高潮，共１２项，共４８分，分数越低提示性功能
越差。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表示，行 χ２检

验，阴道松弛度行秩和检验；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情况

１１００例产妇产后出现盆底功能障碍１９６例（１７８２％），其
中压力性尿失禁８０例，单纯阴道前壁膨出７８例，单纯后壁膨出
２０例，阴道前壁膨出合并Ⅰ度轻型子宫脱垂１８例。另外剖宫
产产妇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低于阴道分娩者（Ｐ＜
００５），阴道分娩中第二产程延长产妇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
率明显高于正常者（Ｐ＜００５）；不同新生儿出生体重产妇产后
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血清松弛素Ｈ２水平

１９６例盆底功能障碍产妇计为观察组，从剩余盆底功能正

常产妇９０４例中抽取１００例为对照组，产妇年龄、分娩次数、分
娩孕周与观察组类似，有可比性。观察组血清松弛素 Ｈ２水平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分娩方式、第二产程、新生儿出生体重对盆底功能的影响［ｎ（％）］

　　 相关因素 例数
盆底功能障碍

（ｎ＝１９６）
χ２值 Ｐ值

分娩方式

　剖宫产 ４８５ ６３（１２９９） １３８１２ ＜０００１

　阴道分娩 ６１５ １３３（２１６３）

第二产程（阴道分娩）

　延长 ２６ 　８（３０７７） ７５６８ ０００６

　正常 ５８９ ２１（３５６）

新生儿出生体重

　≥４０００ｇ １１４ ２０（１７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９３５

　＜４０００ｇ ９８６ １７６（１７８５）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血清松弛素Ｈ２水平比较（珋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例数 血清松弛素Ｈ２

观察组 １９６ ３９６２±１６２５

对照组 １００ ３３７８±７００

ｔ值 ３４３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３　阴道松弛度
观察组患者产后出现不同程度阴道松弛现象，对照组产后

阴道松弛３８例（３８００％），观察组阴道松弛率及其程度均明显
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阴道松弛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正常

观察组 １９６ １４８（７５５１） ３８（１９３９） １０（５１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００ ３６（３６００） ２（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６２（６２００）

Ｚ值 １５８０６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２４　性生活质量情况
２４１　ＳＬＱＱ量表比较　观察组ＳＬＱＱ量表各项评分及总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２　ＰＩＳＱ１２评分比较　观察组ＰＩＳＱ１２各项评分及总分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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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观察组与对照组产后３个月ＳＬＱＱ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生理因素 情感因素 性伴侣 总分

观察组 １９６ ２７１６±６１３ ２７８６±６０２ １４１２±３００ ７０００±９０６

对照组 １００ ４８２２±７２６ ３８２４±２３１ ２０２４±３０５ １０６３８±１２６０

ｔ值 ２６２３４ １６６１８ １６５０７ ２８４９９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产后３个月ＰＩＳＱ１２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身体功能 行为心理 性伴侣 总分

观察组 １９６ ７６０±２０３ １０３５±２６３ １０７０±２５１ ２８６５±５７６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０５７±２５２ １５６０±３１４ １４１５±３１６ ４０３２±７７２

ｔ值 １０９５０ １５１９２ １０２２３ １４６４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讨论
女性盆底结构复杂，包括盆底肌肉群、多层筋膜、韧带等，

在维持子宫等相关组织分布在正常解剖位置上有重要作用，同

时对正常排尿等生理功能直接影响，其结构中任一异常则可能

造成盆底功能障碍［６］。受激素、子宫压迫等影响，妇女妊娠期

间易发生盆底肌肉损伤。其中激素压迫或重力压迫主要与阴

道分娩有关，为适应阴道分娩需求，肌肉张力逐渐变小，肌纤维

也随之延伸，造成盆底不同程度松弛［７］。此外，妊娠期子宫扩

大对盆腔静脉压迫，致使血液回流变慢，易造成组织缺氧，进而

导致盆底损伤。同时，分娩时压迫、牵拉盆底组织神经，影响盆

底肌相关神经，可间接损伤盆底肌。可见无论是阴道分娩还是

剖宫产，妊娠自身会影响盆底功能受损［８９］。本研究结果显示

妇女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１７８２％，可见产后盆底功能障
碍发生率较高，需高度重视并积极防治。本研究发现相比剖宫

产，阴道分娩妇女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高，提示阴道

分娩相比剖宫产对盆底损伤更严重，此与王静敏等［１０］研究结果

相符。分析其原因：剖宫产一般只受妊娠期间子宫扩大压迫影

响，而阴道分娩除了子宫扩大压迫外，还受重力压迫等影响，同

时产程时间延长也可能加重盆底损伤。本研究显示，第二产程

延长妇女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产程正常者，与刘

菊凝等［１１］研究结果相符。第二产程即宫口完全扩张至胎儿顺

利分娩所需时间，通常初产妇第二产程花费时间２ｈ以上、经产
妇１ｈ以上则判断为延长，产程延长会不同程度压迫膀胱，易出
现组织缺血等现象，增加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风险。此外，

相关研究［１２］认为，盆底功能障碍还与盆底肌收缩力降低、新生

儿出生体重、腹压增高史等有关。本研究发现，盆底功能障碍

与新生儿出生体重无关，这可能与巨大儿产妇多采取剖宫产分

娩方式有关。

阴道分娩后对盆底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致使盆底肌力变

弱，进而导致盆底肌肉松弛及阴道松弛［１３１４］。本研究结果显

示，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妇女阴道松弛发生率及其严重程度均比

盆底功能正常者高，提示盆底功能障碍是导致妇女阴道松弛的

重要原因，而阴道松弛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性生活质量。

人体比较常见松弛素序列是 Ｈ２，松弛素具有降解胶原、软化生

殖道组织、抑制阴道成纤维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等多种功能。本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盆底功能正常者，盆底功能障碍患者血清

松弛素Ｈ２水平显著高，提示松弛素可能导致盆底功能障碍发
生，与姜丽等［１５］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松弛素

借助其受体ＬＧＲ７ｍＲＮＡ影响盆底结缔组织代谢有关［１６］。此

外，盆底功能障碍症状包括性功能障碍，为此调查分析患者性

生活质量十分必要。本研究结果显示相比盆底功能正常者，产

后盆底功能障碍患者ＳＬＱＱ量表各项评分、ＰＩＳＱ１２各项评分及
总分均显著低，可见盆底功能障碍会对妇女性生活质量及性生

活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妇女产后及时行盆底筛查，一旦确诊积

极给予盆底重建术等治疗。此外，有关研究［１７１８］发现，产后及

时盆底功能康复治疗对预防盆底功能障碍具有重要意义，通常

于产后４２ｄ开始。
综上所述，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发生与分娩方式、第二产程

时间有关，且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易导致阴道松弛，对妇女性生

活质量、性功能造成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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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因素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６）：８６３８６５．
［１４］　李雪姣，高慧娟，刘颖琳，等．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分

析．新医学，２０１７，４８（４）：２５０２５７．
［１５］　姜丽，吴氢凯，罗来敏，等．妊娠晚期盆底功能障碍与血清松驰素

Ｈ２质量浓度和阴道壁松驰素受体 ＬＧＲ７ｍＲＮＡ表达的关系．上
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０，３０（２）：１６５１６７．

［１６］　ＷｅｎＹ，ＺｈａｏＹＹ，ＰｏｌａｎＭＬ，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ｅｌａｘｉｎｏｎＴＧＦβ１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ｆｏｒｍ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
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ＲｅｐｒｏｄＳｃｉ，２００８，１５（３）：３１２３２０．

［１７］　秦丽艳．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防治研究进度．中国妇幼保
健，２０１７，３２（５）：１１０１１１０４．

［１８］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４０．Ｌｏｎｄｏｎ：ＮＩＣＥ，２０１３：８１８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４）

【基金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０２１２）
【第一作者简介】陈永连（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妇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柳晓春（１９５８—），女，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ｌｉａｎ８４＠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１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治疗前盆腔器官脱垂的临床
疗效评价
陈永连　柳晓春△　郑玉华　王玉玲　谢庆煌　邓凯贤　林少英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治疗前盆腔器官脱垂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应用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治疗４５例前盆腔器官脱垂患
者（悬吊组）的临床资料，并选择同期行传统阴道前壁修补的４５例患者（传统组）作为对照，所有脱垂患者均
以前壁脱垂为主，ＰＯＰＱ分度为ＩＩＩ度ＩＶ度。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术后病率，住院时
间，并发症发生率，手术前后的ＰＦＩＱ７，ＰＦＤＩ２０及ＰＩＳＱ量表评分。结果：①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
间，术后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悬吊组手术时间稍长于传统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②悬吊组术后６个月的客观治愈为１００００％，术后１年，２年的客观治愈率均为９３３３％（４２／４５）；
传统组术后６个月的客观治愈率为８８８９％（４０／４５），术后１年为７７７８％（３５／４５），术后２年为７５５６％（３４／
４５）；悬吊组术后不同时期的客观治愈率均高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两组患者术后症
状，性生活质量均较术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之间术前 ＰＦＩＱ７，ＰＦＤＩ２０和 ＰＩＳＱ量表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悬吊组术后同时期的ＰＦＩＱ７，ＰＦＤＩ２０评分低于传统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同时期的ＰＩＳＱ量表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治疗前盆腔器官脱垂主，客观治愈率比传统修补术高，复发率低，短期疗效确切，简

单，经济，安全，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不良影响小，但需要严格把握手术适应症和掌握手术技巧。

【关键词】　盆腔器官脱垂；阴道前壁脱垂；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盆底重建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ｌａｐ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　ＣＨＥＮ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ＬＩＵ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ＺＨＥＮＧＹｕｈｕａ，ＷＡＮＧＹｕｌｉｎｇ，ＸＩＥＱ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ＤＥＮＧ
Ｋａｉｘｉａｎ，ＬＩＮＳｈａｏｙ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Ｆｏｓｈ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ｏｓｈａｎ５２８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ｌａｐ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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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４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ｌａｐ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ＦｏｓｈａｎＣｉｔ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４５
ｃａ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ｒｅｐａｉｒ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
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ｍａｉ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ａｎｄＩＩＩｔｏＩＶ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ＰＯＰＱ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
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①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
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②Ｉｎ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６ｔｈｍｏｎｔｈ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１００００％，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１ｓｔａｎｄ２ｎｄ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ｂｏｔｈ９３３３％（４２／４５）；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ｓａｔｔｈｅ６ｔｈｍｏｎｔｈ，１ｓｔａｎｄ２ｎｄ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８８８９％（４０／４５），７７７８％
（３５／４５）ａｎｄ７５５６％（３４／４５）；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
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③ＴｈｅＰＦＩＱ７，ＰＦＤＩ２０ａｎｄＰＩＳＱ
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Ｐ＞００５）；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ＦＩＱ７ａｎｄＰＦＤＩ２０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ＩＳＱｓｃｏｒｅ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ｌａｐ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ｅｓｉｄｅｓｌｏｗ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ｓｈｏｒｔ
ｔｅｒｍｅｆｆｅｃｔ，ｉｔ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ｓａｆｅ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ｋｉｌｌ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ｄ；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ｗａｌｌｍｕｃｏｓａｆｌａｐｓｕｓ
ｐｅｎｓ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盆底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是目前影响中老
年女性健康的常见慢性疾病之一，被称为“社交癌”，随着人口

的老龄化，ＰＯＰ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手术是目前治疗
ＰＯＰ的主要方法，其手术方式多种多样。近年来，阴道前壁粘
膜瓣悬吊术逐步成为阴道旁侧修补的简单有效术式。南方医

科大学附属佛山市妇幼保健院治疗应用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

术进行盆底重建治疗４５例盆腔器官脱垂患者，取得良好手术疗
效，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本院收治的９０例盆腔器官
脱垂患者为研究对象，４５例行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悬吊
组），４５例患者行传统的阴道前壁修补（传统组），两组患者均
同时行经阴道全子宫切除和或行阴道后壁修补、会阴裂伤修补

术，合并尿失禁患者同时行经闭孔尿道中段悬吊术（ＴＶＴＯ）。

悬吊组中，年龄最小者４９岁，最大者６８岁，平均为（５７３±４９）
岁，分娩次数为２～５次，平均为（３±１）次，合并内科疾病者有
１５例（３３３％，１５／４５），其中高血压１０例，糖尿病５例。传统组
中，年龄最小者５０岁，最大者６９岁，平均为（５８６±５２）岁，分
娩次数为２～６次，平均为（３±１）次，合并内科疾病者有１６例
（３５６％，１６／４５），其中高血压９例，糖尿病７例。两组患者的平
均年龄、绝经比例、分娩次数及内科合并症等数据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同时，本研究经医
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批通过。纳入标准：年龄≤７０岁者；ＰＯＰＱ
评分Ⅱ～Ⅳ度者；对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应
用激素治疗者；生殖系统萎缩者；合并生殖系统疾病者。

１２　ＰＯＰＱ分度情况
采用ＰＯＰＱ评分表进行术前ＰＯＰ分度，排除患者是否合并

ＳＵＩ及排尿困难。两组患者术前ＰＯＰ分度及合并症情况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绝经比例［ｎ（％）］ 产次（次） 合并内科情况［ｎ（％）］

悬吊组 ４５ ５７３±４９ ４５（１００００） ３±１ １５（３３３３）

传统组 ４５ ５８６±５２ ４４（９７７８） ３±１ １６（３５５６）

ｔ或χ２值 １２２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９

Ｐ值 ０１１３ ０７２６ １０００ ０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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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ＰＯＰ分度及ＳＵＩ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道前壁ＰＯＰＱ评分

Ⅱ度 Ⅲ度 Ⅳ度
合并ＳＵＩ 合并排尿困难

悬吊组 ４５ ０（０００） ３０（６６６７） １５（３３３３） ７（１５５６） ６（１３３３）

传统组 ４５ ０（０００） ２９（６４４４） １６（３５５６） ６（１３３３） ５（１１１１）

χ２值 ００４９ ００９０ ０１０４

Ｐ值 ０８２５ ０７６４ ０７４７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手术方法　９０例手术均由同一主刀医师完成，阴道粘
膜瓣悬吊主要手术步骤：选定预留的粘膜瓣：暴露脱垂的阴道

前壁，用４把Ａｌｌｉｓ钳钳夹选定切除的阴道前壁粘膜瓣四角，粘
膜瓣的大小根据前壁脱垂的程度选定，长和宽分别不小于５ｃｍ
和４ｃｍ。注射水垫：于阴道前壁粘膜下两侧膀胱侧方的间隙中
注入含肾上腺素或缩宫素的生理盐水，直至进入阴道侧壁隐窝

和膀胱侧窝。切开阴道前壁，保留粘膜瓣：宫颈钳钳夹宫颈向

下牵拉，放射状牵拉４把Ａｌｌｉｓ钳，展开阴道壁，切开钳夹部位之
间阴道粘膜。分离膀胱阴道侧间隙：提起粘膜瓣外侧阴道壁切

缘，向两侧及上下分离阴道壁粘膜与膀胱筋膜间隙，直至进入

耻骨后间隙，再紧贴耻骨联合，在２点及１０点处用剪刀分别打
开左、右膀胱侧窝。再沿耻骨降支扩大间隙，手指触摸到耻骨

结节，沿耻骨下支分离盆腔内筋膜直至坐骨棘前１ｃｍ处，显露
盆腔筋膜弓。用单极电凝热透法电凝粘膜瓣表面的粘膜组织，

以粘膜组织发白即可。阴道粘膜瓣左右两侧各有３个悬吊点，
第１个悬吊点是将阴道前壁粘膜瓣的最上角悬吊于耻骨支下
方。其余两个悬吊点分别是中部和最下角，分别悬吊点于坐骨

棘前方粗壮的盆筋膜腱弓上。第１个悬吊点缝合较为容易。用
阴道压板将膀胱拨向内侧。用４号丝线垂直于耻骨降支下部缝
合，必须确认未穿透阴道壁。并牵拉缝线检查缝合的牢固性。

由于空间限制，缝合第２、第３针难度较大。此时需用手指触摸
到盆筋膜腱弓，引导进针及出针。对侧同法缝合。待６个悬吊
点都缝好后，从上至下逐一打结。用０１可吸收线连续缝合阴

道前壁粘膜组织，覆盖阴道粘膜瓣。传统组按常规方法修补阴

道前壁。

１３２　术后处理　患者术后６周、６月、１年进行门诊随访，之
后每年随访１次；随防均由专科医师进行。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一般指标　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平均出血量、术后留置
尿管时间、术后病率（术后２４小时内连续２次、相隔４小时体温
超过３８℃）、住院天数、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１４２　客观疗效评价　客观治愈标准为 ＰＯＰＱ分度 ＜ＩＩ度，
客观复发标准为ＰＯＰＱ分度≥ＩＩ度［１］。

１４３　主观疗效评价　随访时完成问卷调查。采用国际公认
的盆底功能影响问卷简短版７（ＰＦＩＱ７）、盆底功能障碍问卷简
短版２０（ＰＦＤＩ２０）及性生活问卷（ＰＩＳＱ）［２］评估患者症状和生
活质量改善的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Ｐ＜００５认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比较

９０例患者均成功实施手术。悬吊组手术时间稍长于传统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术中平均出血
量、住院时间、留置尿管时间、术后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两组患者术后均无尿潴留、
尿失禁、阴道狭窄、潴留囊肿等并发症发生。

表３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临床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术后病率［ｎ（％）］

悬吊组 ８０６２±１０２４ １２５７６±８９５ ２４５±０３９ ７９８±２２５ ４（８８９）

传统组 ７１８９±９９７ １１９０７±９２２ ２３９±０３５ ７５４±１９９ ３（６６７）

ｔ或χ２值 １２８１ ０１６２ ０７６８ ０９８３ ０７１４

Ｐ值 ０１０２ ０４３６ ０２２２ ０１６４ ０３９８

２２　两组患者客观疗效比较
悬吊组术后６个月客观治愈率为１００００％，术后１年、２年

的客观治愈率均为９３３３％（４２／４５），有３例患者术后 １年复
发，ＰＯＰＱ分度为ＩＩ度，患者无不适，无需特殊处理，继续随访
脱垂无进展。传统组术后６个月的客观治愈率为８８９％（４０／
４５），术后 １年为 ７７７８％（３５／４５），术后 ２年为 ７５５６％（３４／
４５）；悬吊组术后不同时期的客观治愈率均高于传统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客观治愈率比较［ｎ（％）］

组别 术后６月 术后１年 术后２年

悬吊组 ４５（１００００） ４２（９３３３） ４２（９３３３）

传统组 ４０（８８８９） ３５（７７７８） ３４（７５５６）

χ２值 ５２９４ ４４０６ ５４１４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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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主观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症状、性生活质量均较术前改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之间术前ＰＦＩＱ７、ＰＦＤＩ２０和ＰＩＳＱ量
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悬吊组术后同时期
的ＰＦＩＱ７、ＰＦＤＩ２０评分低于传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同时期的 ＰＩＳＱ量表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表６和表７。

表５　悬吊组患者术前与术后不同时期各量表评分比较
［分，Ｍ（最小值，最大值）］

随访时间 ＰＦＩＱ７量表 ＰＦＤＩ２０量表 ＰＩＳＱ量表

术前 　 ８７（４２，１６６） ７８（１２，１２０） ４６（１８，７２）

术后６月 ５（０，２６） ４（０，２４） ６７（３７，７４）

术后１年 ６（０，１４） ７（０，１２） ６４（２４，７２）

术后２年 ８（４，１８） ７（２，２１） ６６（４４，７３）

χ２值 ３０３５２ ３８３４５ １２４５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６　传统组患者术前与术后不同时期各量表评分比较
［分，Ｍ（最小值，最大值）］

随访时间 ＰＦＩＱ７量表 ＰＦＤＩ２０量表 ＰＩＳＱ量表

术前 　 ８２（３４，１５８） ８０（１４，１３２） ４２（１６，８３）

术后６月 １８（１０，４８） ２０（０，３５）　 ６７（３５，７４）

术后１年 １９（１２，５５） ２０（１４，６３） ６２（２３，８０）

术后２年 ２１（１４，６６） ２３（１６，７０） ６３（２９，７７）

χ２值 ２５１５４ ２３３２５ １２３９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７　两组患者之间术前与术后不同时期各量表评分比较
［分，Ｍ（最小值，最大值）］

组别 时间 ＰＦＩＱ７量表　 ＰＦＤＩ２０量表　 ＰＩＳＱ量表

悬吊组 术前 　 ８７（４２，１６６） ７８（１２，１２０） ４６（１８，７２）

术后６月 ５（０，２６） ４（０，２４） ６７（３７，７４）

术后１年 ６（０，１４） ７（０，１２） ６４（２４，７２）

术后２年 ８（４，１８） ７（２，２１） ６６（４４，７３）

传统组 术前 　 ８２（３４，１５８） ８０（１４，１３２） ４２（１６，８３）

术后６月 １８（１０，４８） ２０（０，３５） ６７（３５，７４）

术后１年 １９（１２，５５） ２０（１４，６３） ６２（２３，８０）

术后２年 ２１（１４，６６） ２３（１６，７０） ６３（２９，７７）

术前 　 χ２值 ００６６ ０１３７ ０２５８

Ｐ值 ０４７４ ０４４６ ０３９８

术后６月 χ２值 １３７４５ １３３３７ １０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术后１年 χ２值 １３８２５ １２０７３ ０６７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０

术后２年 χ２值 １２９５３ １１５８５ ０８５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４

#

　讨论
盆腔器官脱垂在中老年妇女中非常常见，而在盆腔器官脱

垂的种类中，阴道前壁脱垂更为常见，阴道前壁的脱垂多数伴

随有膀胱的膨出，从而造成患者排尿不尽、排尿困难、泌尿系感

染等不适。修补阴道前壁的术式有很多，传统的阴道前壁修补

仅是切除松弛的部分阴道壁组织，复发率较高，基于网片的重

建手术明显降低了患者的复发率，但是存在感染、网片侵蚀、暴

露、皱缩等严重并发症，尤其是不可吸收的网片，并且网片的价

格较昂贵，其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３６］。

目前利用自体组织修补的术式逐渐受到妇科医师的青睐。

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就是其中一种简单有效的术式。本术式

既有阴道旁侧悬吊术治疗阴道旁侧缺陷的优点，又可利用自身组

织阴道粘膜瓣加固膀胱下组织缺陷治疗中央型膀胱膨出的优
势。法国的ＭｉｃｈｅｌＣｏｓｓｏｎ曾首次报道该术式是简单有效的修补
阴道前壁旁侧缺陷的术式［７８］。国内毛丽丽等［８］对５２例前壁脱
垂患者实施了该术式，平均随访２８２个月，患者无任何自觉症
状，主观治愈率为１００％，术后１２～２４个月复发５例（ＰＯＰＱ分度
法为Ｉ度），客观治愈率为９０４％。随访中有４例术后尿管拔除
后出现尿潴留，但尿动力学检查并未发现膀胱出口梗阻，考虑与

尿道角度改变有关。本研究随访期限内客观治愈率９３３％，高
于传统组，尤其是随着术后时间延长，传统的修补术复发率较高。

本研究中有３例患者术后１年复发，ＰＯＰＱ分度为ＩＩ度，患者无
不适，无需特殊处理，继续随访脱垂无进展。患者术后生活质量

也明显改善，２年内疗效确切。所有患者术后无尿潴留、尿失禁、
阴道狭窄、阴道壁潴留囊肿等并发症的发生。术后对性生活质量

也有一定的改善，但与传统的修补相比，并无优势。

本研究总结经验得出，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的成功实施和

并发症的避免，需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并且要掌握手术要

领［９１１］。由于阴道粘膜组织存在分泌功能，术后可能形成继发性

粘液囊肿，故该术式适用于绝经后妇女，尚未绝经的妇女不适合

选择此术式［１２１４］。施行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的前提条件是必

须有较多的阴道前壁粘膜组织，以足够形成适合的阴道粘膜瓣。

粘膜瓣的大小则应根据前壁脱垂的程度来选定，长和宽应分别不

小于５ｃｍ和４ｃｍ。粘膜瓣太小可能导致无法完成旁侧修补，太大
则可能导致阴道狭窄［１５１６］。术中电凝粘膜瓣的程度以粘膜组织

发白即可。功率太小术后容易形成阴道壁潴留囊肿；功率过大则

容易损伤膀胱。尿潴留是术后容易出现的较严重并发症。术中

广泛分离膀胱周围，损伤膀胱神经可能是造成尿潴留的原因之

一。此外，阴道粘膜瓣第１个悬吊点缝合过高，也可能造成尿道
膀胱连接处过度抬高，从而致术后尿潴留［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治疗前盆腔器官脱垂

主、客观治愈率比传统修补术高，复发率低，短期疗效确切，简

单、经济、安全，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不良影响小，但需要严格

把握手术适应症和掌握手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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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的病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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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的病因。方法：对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儿科
２０１４年１月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６８例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所有患儿的病
史进行详细询问，对其进行身高，体重，乳房，外阴等项目的体检，并对其骨龄片进行摄取，并对其进行 Ｂ超
检查，主要对其卵巢，子宫进行扫描，对其进行头颅 ＭＲＩ检查，ＬＨＲＨ激发试验，运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其
ＰＲＬ，ＦＳＨ，Ｅ２，Ｔ水平。结果：６８例患儿中，５４例为假性性早熟，其中２４例为外源性性早熟，１８例为卵巢囊
肿，１２例病因不明，分别占４４４％，３３３％，２２２％；１４例为真性性早熟，分别占总数的７９４％，２０６％。假
性性早熟患儿中外源性性早熟，卵巢囊肿患儿均有一定程度的色素沉着在乳晕及外阴，而和假性性早熟患

儿相比，真性性早熟患儿具有显著较大的乳房发育，同时外阴阴唇阴蒂均已发育。结论：小于８岁性早熟女
童阴道出血的病因主要为假性性早熟，而假性性早熟的病因主要为外源性性早熟，卵巢囊肿。临床应该依

据病因及时给予患儿有针对性的治疗，从而将不良后果的发生几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关键词】　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病因；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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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２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１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ａｎｄ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ｕｎｋｎｏｗｎ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ｇｆｏｒ４４４％，３３３％ａｎｄ２２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ｒｕｅ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ｆｏｒ２０６％．
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ｐｉ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ａｒｅｏｌａａｎｄｖｕｌｖａ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ｙｓ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ｔｒｕｅ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ｒｅａ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ｃｌｉｔｏｒｉｓｌａｂｉｕｍｏｆｖｕｌｖ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８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
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ａｒｅ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ｓｅｕｄｏ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ａｒｅｅｘ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ｅ
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ｓ．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ａｔｉｍｅｌｙｍａｎｎ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ｄｉｓ
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ｅｂｙ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ｏａｍｉｎｉｍ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８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

　　阴道出血属于一种女童生殖器官疾病，在临床较为常见，
但是有阴道出血症状发生的青春期以前的女童并不常见［１］。

近年来，女童性早熟阴道出血发生率在人们日益提升的生活水

平的作用下日益提升，不规则阴道出血、乳房增大等是其主要

临床表现，对患儿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２］。因

此，及早诊断和治疗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

意义。本研究对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儿科 ２０１４年 １月到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６８例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的临床资料进行
回顾性分析，研究了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的病因，现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儿科２０１４年１月到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收治的６８例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纳入标准：所有患儿均合并乳房发育等第二性征，首发症状

均为阴道出血；排除标准：将出血原因为阴道损伤、异物等患儿

排除在外。患儿年龄１１岁 ～７２岁，平均（４１±０３）岁。本
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对所有患儿的病史进行详细询问，对其进行身高、体重、乳

房、外阴等项目的体检，并对其骨龄片进行摄取，并对其进行 Ｂ
超检查，主要对其卵巢、子宫进行扫描，对其进行头颅 ＭＲＩ检
查，是否进行促黄体生成激素释放激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
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ＲＨ）激发试验严格依据患儿的实际病情。
运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其催乳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雌二醇（Ｅｓｔｒａ
ｄｉｏｌ，Ｅ２）、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卵泡生成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水平，诊断过程中严格依据《中枢性（真性）性早
熟诊治指南》［３］。

"

　结果
６８例患儿中，５４例为假性性早熟，其中２４例为外源性性早

熟，１８例为卵巢囊肿，１２例病因不明，占比为４４４％、３３３％、
２２２％；１４例为真性性早熟，占比分别为７９４％、２０６％。假性
性早熟患儿中外源性性早熟、卵巢囊肿患儿均有一定程度的色

素沉着在乳晕及外阴，而和假性性早熟患儿相比，真性性早熟

患儿具有显著较大的乳房发育，同时外阴阴唇阴蒂均已发育。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６８例患儿阴道出血的病因、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分析（珋ｘ±ｓ）

　 项目分类
假性性早熟（ｎ＝５４）

外源性性早熟 卵巢囊肿 病因不明

真性性早熟

（ｎ＝１４）

例数 １８ １２ １４ ２４

年龄（岁） ３０±０２ ３５±１５ ５１±１３ ７３±０５

子宫容积（ｍｌ） ３０±０５ ３７±２５ ２６±０３ １０２±０５

卵巢容积（ｍｌ） ０８±０２ １２±０２ １１±０２ ２６±０４

Ｅ２（ｐｇ／ｍｌ） ２２８±４７ １２９５±９８０ ２４８±１３３ ３９０±４７

骨龄（岁） ＜１ ＜１ ＜１ ＞３

卵泡直径＞４ｍｍ ＜４ ＜４ ＜４ ＞４

ＬＨ／ＦＳＨ ＜０６ ＜０６ ＜０６ ＞１

阴唇阴蒂 未发育 未发育 未发育 发育

阴毛 ＰＨ１ ＰＨ１ ＰＨ１ ＰＨ１２

乳晕 显著色素沉着 轻度色素沉着 无着色 无着色

乳房Ｔａｎｎｅｒ分期 ⅡⅢ ⅡⅢ ⅡⅢ Ⅳ
ＬＨＲＨ激发试验 阴性 阴性 阴性 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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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女性生殖器官疾病有很多临床症状，其中最为常见的为阴道

出血，但是阴道出血在青春期前女童身上并不常见［４］。近年来，

性早熟的发病率日益提升，在女童阴道出血的诱发因素中，其已

经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５］。本研究结果表明，６８例患儿中，５４例
为假性性早熟，其中２４例为外源性性早熟，１８例为卵巢囊肿，１２
例病因不明，占比分别为４４４％、３３３％、２２２％；１４例为真性性
早熟，占比分别为７９４％、２０６％。假性性早熟患儿中外源性性
早熟、卵巢囊肿患儿均有一定程度的色素沉着在乳晕及外阴，而

和假性性早熟患儿相比，真性性早熟患儿具有显著较大的乳房发

育，同时外阴阴唇阴蒂均已发育，这说明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
道出血的病因主要为假性性早熟，其次为真性性早熟，其中真性

性早熟发生的基础为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提前成熟，在卵巢
卵泡发育的情况下，雌激素具有较多的分泌，对子宫内膜进行刺

激，使其出血，而假性性早熟发生的基础为雌激素对内膜进行刺

激，使其出血，雌激素有其他来源，而不是激活下丘脑垂体卵巢
轴［６］。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７］，假性性早熟、真性性早熟的占比分

别为９０％、１０％。本研究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女性真性性早熟中特发性性早熟占总数的８０％ ～９０％［８］。

如果女童的发病年龄在８岁以下，具有较快的成熟过程，则应该
对其进行头颅ＣＴ或 ＭＲＩ检查［９］。基于此，如果女童的年龄在

８岁以下，诊断为真性性早熟月经初潮，则应该对患儿进行头颅
ＣＴ或ＭＲＩ检查，将中枢性器质性病变排除掉［１０］。现阶段，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类药物（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ｄｒｕｇｓ，
ＧｎＲＨａ）是临床对真性性早熟月经初潮女童治疗过程中最有效
的药物，其能够对性发育过程进行抑制，促进骨骼成熟的延缓，

对成人身高进行有效改善［１１］。但是，如果真性性早熟患儿的已

有月经初潮，骨龄在１１５岁以上，具有严重的生长潜能损伤，则
应该给予其ＧｎＲＨａ联合生长激素治疗［１２］。

外源性性早熟、卵巢囊肿是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
的主要病因，相关医学研究表明，误服避孕药是外源性性早熟

女童的主要病因，２岁～４岁幼儿是主要人群［１３］。其中，长效避

孕药危害最大，其外形和糖果相似，半衰期较长，正常的下丘脑
垂体卵巢轴功能会在对其短期大量摄入的情况下受到干扰，同
时在性腺组织直接作用，阴道出血、乳腺结节是其主要临床表

现。因此，临床医师在对该年龄段阴道出血女童进行接诊的过

程中应该对其病史进行详细询问，并仔细对其进行体检［１４］。小

于８岁假性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的另一个主要病因为卵巢囊
肿，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为大量雌激素会被囊肿自主分泌出

来，在子宫内膜作用，从而将良好的前提条件提供给出血的发

生。如果女童缺乏明确的病因，则考虑其可能具有较大的卵巢

囊肿［１５］。对再接触外源性激素的现象进行有效的避免就能够

将外源性性早熟问题有效解决掉，而由于卵巢囊肿呈自限性，

因此通常情况下建议定期门诊监测，如果患儿具有较大的卵巢

直径，则应该到妇女就诊，必要的情况下接受手术治疗［１６］。

阴道出血的病因不同，治疗方法就不同，因此鉴别诊断性造

出女童阴道出血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在下丘脑垂体卵
巢轴功能的评估中，ＬＨＲＨ激发试验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方法，但
是其具有较为繁琐的过程，同时具有较多的抽血次数，很难为幼

儿所接受。因此，骨龄、血性激素及卵巢、子宫超声检查作为辅助

检查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１７］。如果患儿为外源性性早熟，那么

Ｂ超表明具有较大的子宫，卵巢并没有发育，具有正常的骨龄、较

高的血Ｅ２水平；如果患儿为真性性早熟，已有月经初潮，那么其
卵巢、子宫均向发育状态进入，同时符合临床体征，骨龄显著超

前，具有较高的血Ｅ２水平，然后将其和病史资料、临床表现有机
结合起来就能够有效诊断；如果患儿为卵巢囊肿，那么Ｂ超表明
其具有较大的子宫，可见卵巢囊肿，具有显著较高的血Ｅ２水平。
但是，下丘脑垂体病变是一些卵巢囊肿发生的基础，头颅ＭＲＩ及
ＬＨＲＨ继发试验能够将其进一步区分开来［１８］。

总之，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的病因主要为假性性
早熟，而假性性早熟的病因主要为外源性性早熟、卵巢囊肿。

临床应该依据病因及时给予患儿有针对性的治疗，从而将不良

后果的发生几率降低到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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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富隆和米非司酮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及对性激素的影响
朱燕华　杨一新Δ　孙琰　张弘　唐艳　王家俊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妈富隆和米非司酮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疗效对比及对性激素
的影响情况。方法：收集来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就诊的诊断为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患者

１２４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２例。其中，观察组采用妈富隆治疗，对照组采用米非司酮治
疗，然后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厚度、完全止血时间、临床疗效以及治疗前后的性激素水平进行比

较。结果：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均小于治疗前，且观察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小于对照组，完全

止血时间短于对照组，而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的Ｅ２、ＬＨ和ＦＳＨ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Ｅ２、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均低于治疗前，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妈富隆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效果优于米
非司酮，且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的能力高于米非司酮，推荐在临床上应用。

【关键词】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妈富隆；米非司酮；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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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ｔｉｍｅ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９８．４％）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８．７％），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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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Ｍａｒｖｅｌｏｎｏｎ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
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Ｍａｒｖｅｌｏｎ；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简称功
血，是指由于调节生殖功能的神经内分泌机制失常引起的子宫

异常出血，主要发生在围绝经期和青春期［１２］。围绝经期功血

是围绝经期女性子宫内膜增厚引发的一种功血，主要是由女性

在该时期卵巢功能退化引起机体激素水平显著变化而导致

的［３４］。临床主要表现为月经周期的紊乱、经期延长等，重症患

者还可能出现休克，更严重者甚至威胁自身的生命安全［５］。对

本病的治疗，以往临床主要采用孕激素替代或内膜脱落法，其

不良反应较多，且治疗效果欠佳。因此，寻找一种更加安全可

靠的治疗方法已经成为业内研究的热点问题［６７］。此外，据相

关研究报道［８］，用妈富隆治疗围绝经期功血可以显著改善患者

的内分泌状态和临床症状，治疗效果确切。本研究收集了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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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妇科门诊就医并诊断为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患

者１２４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６２例）和对照组（６２例），观察
妈富隆与米非司酮对本病的治疗效果以及对性激素的影响情

况，并得出相应结论。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收集从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来我院妇科门诊
就医并诊断为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患者１２４例，将
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２例。其中，观察组患者年
龄范围４４岁～５７岁，平均年龄（５０１±１２）岁，病程０３～２３
年，平均病程（１２±０３）年；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 ４３岁 ～５９
岁，平均年龄（４９７±１３）岁，病程０４～２１年，平均病程（１１
±０２）年，两组基线资料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病例的纳入标准：①临床表现为子宫不规则出血，月经周
期紊乱等；②阳性体征较少，出血太多时可伴贫血貌；③内分泌
激素检查提示患者处于围绝经期；④经妇科检查、Ｂ超检查和诊
断性刮宫病例检查确诊为围绝经期功血；⑤患者知情同意，且
愿意配合本次研究。

病例的排除标准：①近３个月使用过激素类药物使用；②全
身血液系统及肝、脾等重要脏器疾病引起的出血患者；③生殖
系统炎症及肿瘤、感染引起的子宫出血的患者；④合并有神经
精神性疾病的患者；⑤对本治疗方案的相关药物过敏的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抗感染、抗贫血以及其他对照治疗措施。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给予妈富隆（商品名去氧孕烯炔雌醇，

由荷兰ＮＶＯＯｒｇａｎｏｎ公司提供，批准文号为：Ｈ２００９０４２３，每
片含３０ｕｇ炔雌醇、１５０ｕｇ地索高诺酮）进行治疗，治疗方法为在
诊断性刮宫术后第３天开始给药，１次／ｄ，１片／次，维持治疗至
２１ｄ，２１ｄ为一个疗程；撤退性出血的患者第５天开始治疗，１片／
ｄ，连服２１ｄ，３月月经周期为１个疗程。对照组患者采用米非司
酮（商品名含珠停，由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批准文

号为：Ｈ１０９５０３４７，规格为：２５ｍｇ／片）治疗，在诊断性刮宫术后第
３天开始给药，１片／ｄ，顿服，连续服用３～６月。两组患者均随
访６个月评价其临床疗效。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３项：①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
厚度和完全止血时间进行比较，其中子宫内膜厚度的测量采用

Ｂ超进行。②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比较，疗效的评定标
准为：若治疗后患者无阴道不规则流血，停药６个月后无复发则
为显效；若患者治疗后出血量减少明显，６个月后无复发则为有
效；若患者治疗后仍然有阴道的不规则流血，与治疗前无明显

变化则为无效。③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激素水平进行比
较，性激素主要包括雌二醇（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和卵泡刺激
素（ＦＳＨ）。观察方法为：取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空腹１２ｈ
外周静脉血３ｍｌ，并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１０ｍｉｎ，然后将上

清液于－４℃冰箱中保存，这３项激素水平均采用放射免疫法进
行测定。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收集录入相关数据，核查并纠错。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计数资料采用率（％）描述，计量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的ｔ检
验和配对样本ｔ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Ｈ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检验水准为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厚度和完全止血时间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均小于治疗前，且
观察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小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者的完全止血时间短于对照组，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内膜厚度和完全止血时间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子宫内膜厚度（ｃ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完全止血

时间（ｄ）

观察组 ６２ １２１４±２２１ ４３６±０９５ａ ４７２±０２８

对照组 ６２ １２１８±２２９ ４８９±１０６ａ ６２１±０７３

ｔ值 — ００９９ ２９３２ １３６８１

Ｐ值 — ０９２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构成比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且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６２ ４９（７９０） １２（１９４） １（１６） ６１（９８４）

对照组 ６２ ４６（７４２） ９（１４５） ７（１１３） ５５（８８７）

Ｚ／χ２值 — －６９４５ ４８１０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８

　　注：总有效率＝（显效＋有效）／６２×１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Ｅ２、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Ｅ２、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患者的Ｅ２、ＬＨ和ＦＳＨ水平均
低于治疗前，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７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Ｅ２（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２ ３３５１±６８４ １２１２±２７３ａ ５５６±８２ ２３７±５１ａ ３８４±６２ ２０８±４２ａ

对照组 ６２ ３３０５±６４２ ３２９３±６５１ ５４９±７８ ５１９±７６ ３７７±５９ ３６７±５７

ｔ值 — ０３８６ ２３２１１ ０４８７ ２４２６１ ０６４４ １７６８３

Ｐ值 — ０７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６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５２１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

#

　讨论
围绝经期功血主要是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紊乱，

以及卵泡储备功能的下降和卵泡对促性腺激素敏感性的降低而

引起的［９］。性激素水平的下降，一方面，可以导致黄体功能的失

调，体内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的降低引起不规则排卵，最终引起

排卵功能的停止；另一方面，孕激素水平的降低不能对抗持续刺

激子宫内膜增生的激素，从而引起子宫内膜的过度增生，引起无

周期性的脱落，最终出现异常的子宫出血［１０１１］。此外，由于围绝

经期的妇女各脏器都处于衰老的过程，会导致卵泡的发育迟缓，

不能按期达到成熟卵泡的程度，因而又会表现为经期的延长等。

患者长时间的不规则持续出血会引起贫血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

的生活质量。当前对该病的治疗以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为

主［１２１３］。在药物治疗前，大多是先给予诊断性刮宫，一方面用于

止血，另一方面主要在于明确内膜性质以排除癌变，并指导后期

内分泌用药。药物治疗主要以单一激素治疗或雌、孕激素联合治

疗等［１４１５］。而当前大量的研究表明［１６］，小剂量米非司酮有止血、

闭经的效果，但其具有突破性出血的风险［１７］。而妈富隆是新一

代的单相复方口服避孕药，用该药治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

出血的报道也较多，但对这２种药物治疗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
宫出血的对比性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对妈富隆和米非司酮对

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临床疗效对比及对性激素的影

响情况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本研究发现，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均小于治疗

前，且治疗后观察组的子宫内膜厚度小于对照组，完全止血时间

短于对照组，而观察组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
后观察组的Ｅ２、ＬＨ和ＦＳＨ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Ｅ２、ＬＨ和ＦＳＨ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这说明妈富隆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患者的临床效果优于米非司酮，且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的能力高

于米非司酮。考虑主要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有关：①妈富隆主要
包含去氧孕烯和炔雌醇，其中炔雌醇能够刺激子宫内膜再生性修

复和生长，降低毛细血管壁的通透性和促进内膜创面血管内凝

血，而去氧孕烯与孕激素受体的亲和力较高，能够促进子宫内膜

有增生期转向分泌期［１８］。②妈富隆能够抑制血清ＦＳＨ的释放，
使内源性Ｅ２和ＬＨ下降，具有调节性激素浓度的作用。③妈富
隆与性激素球蛋白结合力较弱，无雄激素活性，因此副作用较少。

综上所述，妈富隆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

临床效果优于米非司酮，且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的能力高于米

非司酮，推荐在临床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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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单纯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子宫异常出血的临床价值。方法：选
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子宫异常出血患者３００例为研究对象，
患者接受单纯阴道超声、宫腔镜检查或宫腔镜联合阴道超声检查（以下简称联合诊断），以病理检查结果为

准，对比３种诊断方法符合率、漏诊率、误诊率，比较不同诊断方法对各种病理类型的诊断符合率，分析单纯
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子宫异常出血的效能。结果：３００例患者临床诊断显示ＡＵＢ阳性２８０
例、阴性２０例。其中，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联合诊断与病理结果符合率分别为７０６７％、８３６７％、
９１６７％，３种方法诊断符合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联合诊断、宫腔镜诊断的漏诊率、误
诊率明显低于阴道超声诊断，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单纯宫腔镜诊断、联合诊断对子宫内膜
癌、子宫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息肉的诊断符合率均高于单纯阴道超声诊断，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联合诊断子宫异常出血的灵敏度９１４３％、特异度９５００％、准确度９１６７％高于单纯阴道超声诊断
（７１４３％、６０００％、７０６７％）或宫腔镜诊断（８５７１％、５５００％、８３６７％）；宫腔镜诊断灵敏度、准确度高于阴
道超声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异常子宫出血患者，采用联合诊断可以提高单
纯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尤其对子宫内膜息肉、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癌检
出率高，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阴道超声；宫腔镜；联合诊断；子宫异常出血；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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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异常出血（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ＵＢ）为非妊娠期
子宫出血，为女性常见疾病，且常伴白带增多、性交后出血及经

期长、经量多等症状，若长期存在可以引发贫血、神经衰弱等并

发症，影响女性健康。影响 ＡＵＢ的因素较多，有关研究显示主
要有子宫肿瘤、宫颈病变、子宫内膜无规则性脱落等，因此准确

诊断ＡＵＢ对控制疾病进展具有重要意义［１２］。目前，诊断 ＡＵＢ
的方法主要有诊断性刮宫、阴道超声、宫腔镜等。诊断刮宫诊

断有时无法采集标本，漏诊率高；阴道超声诊断主要根据超声

回波反射来确定病变部位大小、形态等，直接贴近子宫及宫颈，

为无创性检查，性能优越，但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引起的异常出

血患者，因为病灶小，不易与子宫内膜线区分辨，经常显影不清

晰，容易产生误诊或漏诊；宫腔镜诊断则通过对宫腔内病变进

行直接观察来诊断宫腔疾病，可以清晰显示病变部位、形态、性

质、数量及与子宫肌层的关系，使某些局性病灶如子宫内膜息

肉、内膜炎、黏膜下肌瘤、内膜癌等一目了然，且宫腔镜定位刮

宫或电切术对ＡＵＢ可以起到治疗作用［３５］。本文选取我院收治

的子宫异常出血患者３００例为研究对象，分析单纯阴道超声诊
断、宫腔镜诊断和宫腔镜联合阴道超声诊断（以下简称联合诊

断）的临床价值，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佛山市南海区第三人民
医院收治的子宫异常出血患者３００例为研究对象，其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且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３００例患者满
足《异常子宫出血诊断与治疗指南》［６］中子宫异常出血诊断标

准：经期延长达８ｄ以上、经量增多超过术前２倍以上达３个月、
不规则阴道流血，均有性生活史，除外与妊娠、血液疾病关的出

血或阴道及宫颈病变、宫内节育期等异物引起的出血，行单纯

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或联合诊断。排除标准：①合并血
液系统疾病或存在阴道超声、宫腔镜检查禁忌症；②自身免疫
系统疾病、血液病、阴道感染、性病及精神性疾病者；③合并严
重心、肝、脑等重大疾病者。入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 ～５４岁，
平均年龄（３９１８±１０４）岁；病程１个月 ～３年，平均（１５１±
０１２）年。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①阴道超声诊断。月经后３～７ｄ，采用美国 ＧＥ公司生
产的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型彩超诊断仪，阴道三维超声探头，频率５０～
９０ＭＨｚ，取膀胱截石位，向阴道内植入阴道探头，对病灶启动
３Ｄ模式采集图像，观察子宫在盆腔的位置轮廓及双附件区有无
明显异常回声，注意子宫内膜形态、回声特点、与子宫肌层分界

情况、内膜从宫颈内口至宫底是否连续、质地是否均匀、病变部

位大小、血流情况等。②宫腔镜诊断。采用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
司生产的内径３ｍｍ硬性宫腔检查镜、内径５ｍｍ硬性宫颈电切
镜、配备冷光源及电视成像系统等，膨宫液为５％葡萄糖液，设
定膨宫压力１１０～１３０ｍｍＨｇ，流速３００ｍｌ／ｍｉｎ，以２％利多卡因进

行局部浸润麻醉，按照颈管及宫腔方向在检视下缓慢置入宫腔

镜，按照顺序全面观察宫颈管、宫颈形态、颜色和内膜厚度。③
联合诊断。宫腔镜诊断方法同上，且检查全程中腹部 Ｂ超检
测。阴道超声诊断疾病标准参照谢红宁主编的《妇产科超声诊

断学》，宫颈下疾病诊断根据夏恩兰主编的《宫腔镜学及图谱》

标准进行。

１２２　病理检查　对子宫内膜异常部位定位活检后，进行诊断
性刮宫，标本送病理检查，除外宫颈粘连及宫颈畸形。

１３　观察指标
以病理检查结果为准，比较３种诊断方法符合率、漏诊率、

误诊率，对比３种诊断方法对各种病理类型的诊断符合率。在
进行联合诊断时，如果两者结果不一致，应当进行多科会诊切

磋诊断结果，如有无法确诊者，待病理检查确定；同时，分析阴

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子宫异常出血的效能。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

示，采取χ２检验，方差齐性采用Ｆ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病理检查结果显示ＡＵＢ阳性２８０例、阴性２０例，临床诊断

与病理诊断符合率、漏诊率、误诊率等情况如下所示。

２１　３种诊断方法符合率、漏诊率、误诊率分析
以病理检查结果为准，宫腔镜诊断、联合诊断 ＡＵＢ符合率

高于单纯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联合诊断漏诊率、误诊率

明显低于单纯阴道超声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联合诊断符合率亦高于宫腔镜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３种诊断方法符合率、漏诊率和误诊率分析［ｎ（％）］

诊断方法 例数 符合率 漏诊率 误诊率

阴道超声诊断 ３００ ２１２（７０６７） ６６（２２００） ２２（７３３）

宫腔镜诊断　 ３００ ２５１（８３６７）ａ ３５（１１６７）ａ １４（４６７）ａ

联合诊断　　 ３００ ２７５（９１６７）ａｂ １８（６００）ａ ７（２３３）ａ

Ｆ值 １２３２９４ １０２０９ ７１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阴道超声诊断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
示，与宫腔镜诊断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３种诊断方法对各种病理类型的诊断符合率比较
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对子宫内膜癌、子宫黏膜下肌瘤、

子宫内膜息肉的诊断符合率均高于阴道超声诊断，且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联合诊断、阴道超声诊断对子宫内膜
增殖症的符合率均高于宫腔镜诊断，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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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种诊断方法对各种病理类型的诊断符合率比较［ｎ（％）］

类型 例数 阴道超声诊断 宫腔镜诊断 联合诊断　　 Ｆ值 Ｐ值

妊娠物残留　　　　 １８ １５（８３３３） １４（７７７８）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１２４５ ０３５１

正常增生期及分泌期 ２４ １８（７５００） ２２（９１６７） ２３（９５８３） １３９６ ０２３５

子宫内膜癌　　　　 ３０ １０（３３３３） ２７（９０００）ａ ２９（９６６７）ａ １５４６９ ００００

子宫黏膜下肌瘤　　 ３６ ２１（５８３３） ３５（９７２２）ａ ３６（１００００）ａ １０３２５ ００００

子宫内膜息肉　　　 ７２ ４８（６６６７） ６９（９５８３）ａ ７１（９８６１）ａ ９５４２ ００００

子宫内膜增殖症　　 １００ ９５（９５００）ｂ ８４（８４００） ９８（９８００）ｂ ７５８９ ００１４

合计 ２８０ ２１２ ２５１ ２７５　 １２３２９４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阴道超声诊断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宫腔镜诊断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３种诊断方法诊断ＡＵＢ的效能分析
病理检查结果：ＡＵＢ阳性２８０例，阴性２０例；阴道超声诊断

结果：ＡＵＢ阳性２０８例，阴性９２例；宫腔镜诊断结果：ＡＵＢ阳性
２４９例，阴性 ５１例；联合诊断结果：ＡＵＢ阳性 ２６６例，阴性 ３４
例。联合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明显高于单纯阴道超

声诊断或宫腔镜诊断，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宫
腔镜诊断灵敏度、准确度高于阴道超声诊断，其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３种诊断方法诊断ＡＵＢ的效能分析

诊断方法 类型
病理结果

阳性 阴性
合计

阴道超声诊断 阳性 ２００ ８ ２０８

阴性 ８０ １２ ９２

宫腔镜诊断　 阳性 ２４０ ９ ２４９

阴性 ４０ １１ ５１

联合诊断　　 阳性 ２５６ １ ２５７

阴性 ２４ １９ ４３

　　注：阴道超声诊断 ＡＵＢ的灵敏度为７１４３％（２００／２８０），特异度为
６０００％（１２／２０），准确度为７０６７％（２１２／３００）；宫腔镜诊断 ＡＵＢ的灵
敏度为 ８５７１％（２４０／２８０），特异度为 ５５００％（１１／２０），准确度为
８３６７％（２５１／３００）；联合诊断对 ＡＵＢ的灵敏度为９１４３％（２５６／２８０），
特异度为９５００％（１９／２０），准确度为９１６７％（２７５／３００）

#

　讨论
正规子宫出血即月经，规范的月经指标至少包括月经周期

频率、规律性、经期长度和经期出血４个因素，而子宫异常出血
（ＡＵＢ）为妇科常见病症，就诊时多出现月经周期异常、月经过
多、绝经出血、经期延长、月经频发等，其病因复杂，可能由多种

疾病引起，如子宫内膜增殖、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炎、子宫

黏膜下肌瘤、妊娠残留物、使用宫内节育器等。因此，临床诊断

时应当详细询问患者性生活史、避孕措施等，对其进行全面检

查和妇科检查，提高诊断符合率［７８］。目前，主要采用诊断性刮

宫、阴道超声或宫腔镜检查对ＡＵＢ进行诊断，诊断性刮宫、阴道
超声是传统检查方法，诊断性刮宫时会损伤子宫内膜结构，影

响病理诊断，尤其是子宫内膜息肉及黏膜下肌瘤等，阴道超声

的工作原理是超声波回波反射，以光点、灰度来显示图像，通过

不同组织声抗不同，形成界面和各种回声，用于确定子宫形态、

大小及周边情况，具有方便、创伤性低、逆行感染率小和无出血

等优点，但子宫异常出血时病灶部位与膨宫液溶成一片，导致

视野模糊，影响宫腔全景观察，同时对于子宫内膜息肉、子宫黏

膜下肌瘤等宫腔内小型病灶，行阴道超声检查可能因为显影不

清晰而影响诊断，加之不同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息肉超声影像表

现不同，因此单纯阴道超声检查误诊及漏诊率较高，存在一定

局限性［９１１］。近年来，随着器械微型化和成像技术的发展，宫腔

镜逐渐成为诊治子宫异常出血的重要手段，可以清晰观察子宫

内情况，从形态学角度对宫内病变部位、形态、数量及与子宫肌

层关系等方面进行观察判断，但宫腔镜无法观察子宫内壁情

况，对子宫内壁及其周围病变无法做出判断，使得子宫内膜局

部异常引起的子宫出血诊断较为困难。因此，建议将阴道超声

与宫腔镜联合应用，取长补短，以有效整合宫腔内外的检查，从

而提高对ＡＵＢ诊断的准确率，降低误诊率和漏诊率［１２１４］。

戴云先［１５］探讨了宫腔镜联合彩超检查在异常子宫出血病

因诊断中的临床价值。结果显示，病理诊断子宫内膜４０例，子
宫内膜息肉２３例，子宫黏膜下肌瘤１３例，妊娠物残留５例，正
常增生期及分泌期９例。且宫腔镜联合彩超的诊断效果优于其
他２种诊断方法，联合诊断与病理诊断结果的符合率达
９００％。本研究结果显示，３００例子宫异常出血患者中，宫腔镜
诊断、联合诊断 ＡＵＢ与病理诊断结果符合率分别为８３６７％、
９１６７％，高于阴道超声诊断 ＡＵＢ符合率７０６７％，这与上述研
究结果相似。因此可以说，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能够明显提

高对ＡＵＢ的诊断符合率，其避免了单纯阴道超声诊断下显影不
清晰。在误诊率和漏诊率方面，曾静［１６］在分析经阴道Ｂ超和宫
腔镜对异常子宫出血诊断价值时发现，宫腔镜诊断确诊率为

９２００％，明显高于阴道超声诊断，宫腔镜诊断漏诊率２００％、
误诊率 ６００％低于阴道超声诊断漏诊率 ６００％、误诊率
１８００％。本研究结果显示，宫腔镜诊断、联合诊断漏诊率
（６００％、１１３３％）、误诊率（２３３％、４６７％）与阴道超声诊断
（２２００％、７３３％）相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且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但联合诊断下漏诊率、误诊率与宫腔

镜诊断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不同病理
类型ＡＵＢ的诊断符合率方面，吴素霞［１７］的研究结果显示，宫腔

镜对子宫内膜息肉、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癌诊断符合率明显

高于阴道超声诊断，而阴道超声诊断子宫内膜增殖症符合率高

于宫腔镜诊断。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子宫内膜癌、子宫黏膜下

肌瘤、子宫内膜息肉方面，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与病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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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率明显高于阴道超声诊断，而阴道超声诊断和联合诊断对

子宫内膜增殖症的符合率显著高于宫腔镜诊断，这与上述研究

结果相似。因此可以说，宫腔镜诊断和联合诊断对于子宫内膜

癌、子宫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息肉的应用价值较高；而对于子

宫内膜增殖，宫腔镜诊断符合率不及阴道超声诊断；联合诊断

可以提高宫腔镜诊断符合率，较好显示病灶部位和大小情况。

在诊断效能方面，厉霞玲等［１８］的研究结果显示，阴道超声检查

诊断ＡＵＢ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７１４３％、７１４３％、
７１４３％，宫腔镜诊断 ＡＵＢ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
９２８６％、５０％、８４２９％，２种方法相比，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诊断的灵敏度９１４３％、特异
度９５００％、准确度 ９１６７％，高于阴道超声诊断的 ７１４３％、
６０００％、７０６７％或宫腔镜诊断的８５７１％、５５００％、８３６７％，
这说明联合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好于阴道超声诊断

或宫腔镜诊断，具有临床推广价值。同时，本研究也发现宫腔

镜诊断的灵敏度、准确度高于阴道超声诊断，这说明宫腔镜诊

断灵敏度、准确度与阴道超声诊断相比明显提高。

综上所述，阴道超声联合宫腔镜诊断子宫异常出血可以明

显提高单纯阴道超声诊断或宫腔镜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

确度，尤其在子宫内膜息肉、黏膜下肌瘤、子宫内膜癌方面具有

明显优势，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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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经阴道超声评价不孕患者子宫内膜及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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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采用经阴道超声检查子宫内膜及动脉血流参数在不孕育龄女性临床断和治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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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为不孕育龄女性的诊断和治疗疗效观察提供参考。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江汉油田总医
院收治的６０例不孕症女性为研究对象，设为观察组；选取同期在江汉油田总医院行产前健康体检的育龄女性
６０例作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均于分泌期行超声检查，检查过程中按照预定方案检查受检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形
态和子宫动脉血流情况［包括子宫动脉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ＰＳＶ）、舒张末期血流速度（ＥＤＶ）、子宫动脉阻力
指数（ＲＩ）、搏动指数（ＰＩ）、和Ｓ／Ｄ值］。比较两组受检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及子宫动脉血流指标的差异。观察组
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方案１、３、６个月后分别行阴道超声检查，比较患者治疗前、治疗后不同时间段子宫内膜厚
度动脉血流指标的变化。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受检者的子宫内膜厚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ＰＳＶ、ＥＤＶ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ＲＩ、ＰＩ、Ｓ／Ｄ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１、３、６
个月ＰＳＶ、ＥＤＶ、Ｓ／Ｄ值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ＲＩ、ＰＩ较治疗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而子宫内膜厚
度均无明显变化。结论：子宫动脉血流状况差和不孕症关系密切，阴道超声检查结果反映了不孕症患者的子

宫动脉血流情况，在不孕症程度判断和治疗疗效观察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　经阴道超声；不孕患者；子宫内膜；动脉血流；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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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在我国的发病率逐年提高，目前高达１７％，严重影
响个人、家庭的生活质量，同时也对国家的人口目标造成一定

的压力［１］。因此，围绕不孕症的诊断、治疗成为近年来成为临

床研究热点。目前，医学界认为不孕症可能与生活压力、生存

环境、生活习惯等相关［２３］。生殖系统的器质性变化是不孕症

的发病基础。子宫内膜容受性是影响受孕最为直接的因素。

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是一个综合指标，与子宫的形态、子宫内膜

厚度、子宫血运等密切相关［４５］。子宫的形态和子宫内膜厚度

难以通过医学手段进行改善或者改变，但子宫动脉血流是可以

通过资料手段加以改善的指标。对不孕症患者的子宫内膜及

动脉血流情况了解是诊断和制定不孕症治疗的基础［６］。基于

此，本文采用经阴道超声对不孕症患者的子宫内膜和动脉血流

情况进行了解，以期为临床对不孕症的诊治提供参考。现将结

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江汉油田总医院收治的６０
例不孕症女性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２１岁 ～３５岁；②
丈夫生殖系统检测正常，夫妻一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性生

活正常而没有成功受孕；③排除器质性病变导致的不孕如宫颈
狭窄、输卵管堵塞及子宫相关疾病导致的不孕如：子宫肌瘤、宫

腔粘连等；④无严重心、肝、肺、肾、精神系统及血液系统疾病。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②有高危妊娠风险者如
高血压、性传播疾病、传染性疾病等。其中原发性不孕２１例，继
发性不孕３９例。将该６０例不孕症患者设为观察组。选取同期
在江汉油田总医院行产前健康体检的育龄女性６０例作为对照
组。两组受试者均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愿意配合各项研

究的取样工作，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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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批准实施。两组患者年龄、继发性不孕者和对照组的孕次、

产次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对照组 ６０ ２７３±３１ １６±０３ １２±０２

观察组

　原发性不孕 ２１ ２６２±２２ － －

　继发性不孕 ３９ ２７９±３８ １４±０２ １１±０２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月经周期中的分泌期（月经周期第 １３～

１６ｄ）行超声检查，受检者排净膀胱，处膀胱截石位，采用彩色
多普勒超声检查仪设置检查探头频率４～９ＭＨｚ。按照阴道超
声检查操作规范做好检查准备工作后，将探头缓缓探入受检

者阴道内至穹窿处，轻缓转动探头柄按照前后左右全方位扫

查宫腔。测定子宫动脉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ＰＳＶ）、舒张末期
血流速度（ＥＤＶ）、子宫动脉阻力指数（ＲＩ）及搏动指数（ＰＩ）、Ｓ／
Ｄ值。Ｓ／Ｄ值＝ＰＳＶ／ＥＤＶ。以子宫长轴图像为准，测定宫体
部宫腔线前、后子宫内膜总厚径为子宫内膜厚度。按照超声

子宫内膜分型标准，观察子宫形状，分为 Ａ、Ｂ、Ｃ３型。不孕症
患者按照不孕症诊疗指南中推荐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连续

治疗６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 ＰＳＶ、ＥＤＶ、ＲＩ及 ＰＩ、Ｓ／Ｄ值及子宫内膜厚

度、子宫形态。比较观察组患者实施个体化治疗方浅及治疗１
个月、３个月、６个月后的ＰＳＶ、ＥＤＶ、ＲＩ及ＰＩ、Ｓ／Ｄ值变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
检验，Ｐ＜００５，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参数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受检者的子宫内膜厚度、形态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参数比较

组别 例数 Ａ型 Ｂ型 Ｃ型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对照组 ６０ １５ ３１ １４ ７７±１２

观察组 ６０ １３ ３２ １５ ７４±１３

ｔ／χ２值 χ２＝０９８３ ｔ＝１５８３

Ｐ值 ０５１３ ０３２８

２２　两组患者子宫动脉血流参数比较
观察组患者ＰＳＶ、ＥＤＶ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ＲＩ、ＰＩ、

Ｓ／Ｄ值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子宫动脉血流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ＥＤＶ（ｃｍ／ｓ） Ｓ／Ｄ ＲＩ（无量纲） ＰＩ（无量纲）

对照组 ６０ ４４３５±４６２ ８７９±０８７ ５０３±０４６ ０８３±００３ ２０１±０２１

观察组 ６０ ３３５８±３４７ ６４７±０６３ ５１７±０４８ ０９２±００４ ２１９±０２３

ｔ值 ６４９３ ４３８９ ３９６２ ３８５２ ３９４２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２３　不孕症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动脉血流参数变化
观察组患者治疗１、３、６个月ＰＳＶ、ＥＤＶ、Ｓ／Ｄ值较治疗前有

明显提高（Ｐ＜００５），ＲＩ、ＰＩ较治疗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而
子宫内膜厚度均无明显变化。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孕症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动脉血流参数变化（珋ｘ±ｓ）

　血流指标 治疗前 治疗１个月 治疗３个月 治疗６个月

ＰＳＶ（ｃｍ／ｓ） ３３５８±３４７ ３８３２±３８７ａ ４３６５±３４７ａｂ ４４６７±４３２ａｂ

ＥＤＶ（ｃｍ／ｓ） ６４７±０６３ ７５２７±０７１ａ ８５５±０６３ａｂ ８７８±０７４ａｂ

Ｓ／Ｄ（无量纲） ５１７±０４８ ５１１±０４７ａ ５０８±０４７ａ ５０７±０４６ａ

ＲＩ（无量纲） ０９２±００４ ０８７±００３ａ ０８４±００３ａｂ ０８２±００３ａｂ

ＰＩ（无量纲） ２１９±０２３ ２１２±０２０ａ ２０８±０１８ａｂ ２０２±０１８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１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不孕症是世界医学难题，受到环境、经济、文化程度及医疗设

备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病率呈现较大的差距。

ＷＨＯ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对２５个国家不孕症流行病学的研
究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原发不孕的发病率５％ ～８％［７８］，发展中

国家一些地区不孕的患病率可高达３０％。女性不孕主要以排卵

障碍、输卵管因素、子宫内膜容受性异常为主。子宫内膜容受性

差是在其他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受精卵着床困难导致的不孕

症［９１０］。子宫是孕育生命的基础，如果子宫内膜出现炎症、粘连、

内膜异位症、子宫发育不良等，会降低子宫孕育功能甚至导致不

能受孕。子宫动脉血流情况和内膜状况是反应子宫功能的重要

内容［１１１２］。子宫动脉血流速度快、血流量丰富、阻力小，对子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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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养能力强，子宫内膜、子宫肌肉、神经等发育良好，受精卵更易

着床而受孕，子宫为着床后的受精卵生长发育提供所需的营养物

质、氧等，保证受精卵在子宫内正常生长［１３１４］。子宫内膜的厚度

及形状，也对受精卵着床几率和着床后受精卵的发育产生影

响［１５］。若子宫内膜薄，血运神经不丰富，着床几率低，即使着床

后，随着孕囊的生长发育，所需营养及子宫所能承受的重力越来

越高，不能满足孕囊的发育条件，则易出现流产［１６１７］。因此，了解

不孕症患者子宫内膜情况及子宫动脉血流情况，对判定不孕症的

严重程度，采取的治疗措施提供科学的指导［１８］。

本研究采用经阴道超声对不孕症妇女和正常育龄妇女的

子宫内膜和动脉血流情况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不孕症患者的

ＰＳＶ、ＥＤＶ明显低于健康对照受检者（Ｐ＜００５），ＲＩ、ＰＩ、Ｓ／Ｄ明
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这说明不孕症患者子宫动脉的血流
速度慢、阻力大，子宫得不到足够的滋养。不孕症患者治疗１、
３、６个月ＰＳＶ、ＥＤＶ比治疗前有明显提高（Ｐ＜００５），ＲＩ、ＰＩ及
Ｓ／Ｄ比治疗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这说明通过治疗，可以改
善不孕症患者子宫的血流状况，增强血流速度，降低血流阻力，

增强子宫的营养状况，使子宫更适合孕囊着床。

综上所述，子宫动脉血流状况差和不孕症关系密切，阴道

超声对检查结果反映了不孕症患者的子宫动脉血流情况，在不

孕症程度判断和治疗疗效观察方面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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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应用．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４）：３８４０．

［１６］　张苗，汪彩英，李霞，等．子宫内膜分型与厚度对不孕患者促排卵
治疗后妊娠率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３）：１１８１２０．

［１７］　曹兴凤，王蔼明，赵勇，等．宫腔镜在宫腔因素不孕不育症诊治中
的应用．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７）：５３９５４４．

［１８］　吴学明．经阴道超声、宫腔镜对子宫内膜病变的诊断价值．长春
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３）：５４０５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湖北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专项（科学技术研究与开
发类）第一批项目（颚财企发［２０１６］６６号）
【第一作者简介】谢芳（１９７７—），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
临床

△【通讯作者】张亮（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６９０８３２６＠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高龄产妇围产期妊娠结局观察
谢芳１　张亮１△　杨隆秋２

１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麻醉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３５岁的高龄产妇所产新生儿的出生缺陷及并发症情况。方法：将１１５０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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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出生的新生儿根据产妇的年龄分为两组，其中５５０例年龄≥３５岁产妇所产的新
生儿作为高龄组，６００例年龄＜３５岁产妇所产的新生儿作为适龄组。比较两组产妇围产期情况，新生儿一般
情况，先天缺陷及生后并发症等情况，并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研究产妇高龄对新生儿出生缺陷及并发症发
生情况的影响。结果：高龄组的剖宫产率、试管婴儿率及孕妇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胎儿宫内窘迫

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适龄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两组新生儿性别比例，身长，头围及出生
体重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适龄组新生儿的复苏抢救率显著低于高龄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１）；高龄组新生儿的唇腭裂发生率高于适龄组，但骨骼畸形率低于高龄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新生儿生后出现感染、呼吸窘迫、高胆红素血症、贫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颅内出血、视
网膜病变，内分泌紊乱等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产妇高龄是胎儿
发生宫内窘迫和新生儿复苏抢救的危险因素，但其是降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贫血发生率的保护性因素。

结论：相对于适龄产妇，高龄产妇妊娠期并发症发生率增加，且其所产新生儿唇裂发生率增加，但骨骼畸形发

生率下降；产妇高龄会提高胎儿宫内窘迫、复苏抢救的风险，降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贫血发生风险。

【关键词】　高龄产妇；新生儿；出生缺陷；并发症；回归分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　ＸＩＥＦａ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１△，ＹＡＮＧＬｏｎｇｑｉｕ２．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ｈｉｙ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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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ｏｎ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ｅｏ
ｎａｔ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１５０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ｇｅ５５０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ｗｈｏｓｅｍｏｔｈｅｒ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３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６００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ｗｈｏｓｅｍｏｔｈｅｒ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３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ｓｒｉｇｈ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ｅｓａｒ
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ｔｅｓｔｔｕｂｅｂａｂｙｒａｔ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ｒａｔ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ａｓｐｅｃｔ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ｅｘｒａｔｉｏ，ｂｏｄｙｌｅｎｇｔｈ，ｈｅａｄ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ｂｕｔ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Ｔｈｅｃｌｅｆｔｌｉｐａｎｄｐａｌａｔ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ｂｏｎｅ
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ｒｉｇｈ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ｈｙｐｅｒ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ｅｍｉａ，ａｎｅｍｉａ，ｂｒｏｎｃｈｉａｌ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ｈｙｐｏ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ｇｅｗａ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ｆ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ｕｓ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ａｎｅｍｉａ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ｒｉｇｈｔａｇｅｄ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ｐｅｒｉｎａｔａｌ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ｄ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ｌｅｆｔｌｉｐ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ｒａｔｅｏｆｎｅｏ
ｎａｔ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ｂｕｔｔｈｅｂｏｎｅ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ｒａｔ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ｇｅｃａｎ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ｕｓ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ａｎｅｍｉａ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ａｇｅ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Ｎｅｏｎａｔｅ；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高龄妊娠为女性分娩年龄超过３５岁。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符合生育政策的夫妻中高龄产妇占６０％，高龄产妇数量大幅度
增加［１］。年龄是对生育力和妊娠结果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年龄

增加，女性生殖器官功能不同程度衰退，卵细胞畸形概率增加，

子宫内膜变薄，子宫收缩能力下降，故产妇出现妊娠期并发症

及胎儿发生缺陷的概率提高［１２］。新生儿的出生缺陷不仅影响

家庭的幸福和谐，而且给社会带来巨大经济负担，随着我国二

胎政策放开，高龄产妇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故本文探讨≥３５岁
的高龄产妇所产新生儿的出生缺陷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对临床

及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１１５０例在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期间于十堰市妇

幼保健院出生的新生儿根据产妇的年龄分为两组，其中５５０例
年龄≥３５岁产妇所产的新生儿作为高龄组，６００例年龄 ＜３５岁
产妇所产的新生儿作为适龄组。高龄组产妇年龄 ３５岁 ～５０
岁，平均年龄为（３８０±２６）岁；适龄组产妇年龄２０岁 ～３４岁，
平均年龄为（２８４±３６）岁；本次研究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
查，所有产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自愿参与本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及观察指标
对两组产妇围产期情况、新生儿一般情况及生后并发症发

生情况等进行统计整理。产妇围产期情况：两组产妇是否患有

妊娠期糖尿病、妊高症（依据最新诊疗指南），分娩方式，是否早

产，是否试管婴儿，胎儿是否发生宫内窘迫；新生儿一般情况：

性别比例，出生后是否进行复苏抢救，身长、头围、体重由同一

批经过专业训练人员完成；新生儿先天缺陷情况：依据《中国妇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８１　　　·

幼卫生监测工作手册》，确定唇腭裂，耳畸形，消化系统、泌尿生

殖系统、骨骼及心脏畸形情况，体检由产科、儿科主治医师进

行，包括行心脏彩超、Ｘ线检查等；新生儿生后并发症情况：依据
我国最新诊疗指南，确定是否感染、呼吸窘迫、支气管肺发育不

良、高胆红素血症、颅内出血、贫血、视网膜病变、血糖或电解质

紊乱［３４］。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收集的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例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产妇高龄对新生儿先天缺陷及合并症的影响；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的围产期情况比较

高龄组的剖宫产率、试管婴儿率及孕妇妊娠期糖尿病、妊

娠期高血压、胎儿宫内窘迫发生率均显著高于适龄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两组早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的围产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剖宫产 试管婴儿 宫内窘迫 早产 妊娠糖尿病 妊娠高血压

适龄组 ６００ ２１６（３６０） ６０（１００） ２５（４２） １８０（３００） １００（１６７） ３７（６２）

高龄组 ５５０ ３３５（６０９） ９２（１６７） ５８（１０５） １８１（３２９） １７８（３２４） ７４（１３５）

χ２值 － ７１３４３ １１３２２ １７４３６ １１２８ ３８５７３ １７４７７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８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新生儿的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新生儿性别比例、身长、头围及出生体重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适龄组新生儿的复苏抢救率显著低

于高龄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新生儿的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例） 身长（ｃｍ） 头围（ｃｍ） 体重（ｇ） 复苏抢救［ｎ（％）］

适龄组 ６００ ３６３／２３７ ４８３±４２ ３３３±２１ ２８１０４±６６０５ １０４（１７３）

高龄组 ５５０ ３２３／２２６ ４８２±４３ ３３４±２３ ２８６０６±７３０８ １６２（２９５）

ｔ／χ２值 － ０３０２ ０３９９ ０７７１ １２２４ ２３７１２

Ｐ值 － ０５８３ ０３４５ ０２２１ ０１１１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新生儿先天缺陷情况比较
高龄组新生儿中共发生１２１例次先天缺陷情况，唇腭裂６

例；耳畸形４例，其中耳廓畸形２例，外耳道畸形２例；消化系统
畸形６例，其中胆道闭锁４例，食管气管瘘２例；泌尿生殖系统
畸形５例，包括尿道下裂１例，隐匿性阴茎３例，隐睾１例；骨骼
畸形４例，其中多指畸形２例，多趾并趾畸形２例；心脏间隔缺
损９６例，包括房间隔缺损８１例，室间隔缺损５例，动脉导管未
闭１０例。适龄组新生儿中共发生１３０例次先天畸形情况，唇腭
裂１例；耳畸形２例，其中耳廓畸形１例，耳前瘘１例；消化系统
畸形５例，其中，胆道闭锁３例，食管闭锁１例，食管气管瘘１
例；泌尿生殖系统畸形６例，其中隐睾３例，尿道下裂３例；骨骼

畸形１４例，其中多指畸形４例，多趾并趾畸形３例，足外翻、漏
斗胸、隐形脊柱裂各２例，马蹄足１例；心脏间隔缺损１０２例，包
括房间隔缺损８５例，室间隔缺损５例，动脉导管未闭１２例。两
组耳畸形、消化系统畸形、泌尿生殖系统畸形及心脏间隔缺损

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高龄组新生儿
的唇腭裂发生率高于适龄组，但骨骼畸形率低于高龄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新生儿生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新生儿生后出现感染、呼吸窘迫、高胆红素血症、贫

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颅内出血、视网膜病变、内分泌紊乱等

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新生儿生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感染 呼吸窘迫
高胆红素

血症
贫血

支气管肺

发育不良
颅内出血

早产儿

视网膜病变

血糖或

电解质紊乱

适龄组 ６００ ６６（１１０） ２４（４０） １６８（２８０） ４５（７５） ２３（３８） １３（２２） ３０（５０） ３１（５２）

高龄组 ５５０ ５０（９１） １９（３５） １３６（２４７） ３７（６７） １４（２５） １４（２５） ２１（３８） ３４（６２）

χ２值 － ０２７４ ０２３７ １５８０ ０２５９ １５２８ ０１７９ ０９４６ ０５５５

Ｐ值 － ０６０１ ０６２６ ０２０９ ０６１１ ０２１６ ０６７２ ０３３１ ０４５６



·８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２５　产妇高龄与新生儿先天缺陷及并发症情况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产妇高龄是胎儿发生宫内窘迫、新生儿需要复苏抢救和出

现颅内出血的危险因素，但其是降低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和贫血

发生率的保护性因素；产妇高龄与否对其他合并症发生无明显

影响（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产妇高龄与新生儿先天缺陷及并发症情况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ｎ（％）］

　　　因素 适龄组 高龄组 调整后ＯＲ（９５％ＣＩ） Ｐ值

宫内窘迫 ２５（４２） ５８（１０５） ２１９（１３０～３８６） ０００４

早产 １８０（３００） １８１（３２９） １０５（０７６～１５０） ０７５

复苏抢救 １０４（１７３） １６２（２９５） １７１（１２１～２３２） ０００２

耳畸形 ２（０３） ４（０７） ２６４（０２４～３００５） ０４８

唇腭裂 １（０２） ６（１１） ３５３（０３５～２８１６） ０８７

消化系统畸形 ５（０８） ６（１１） １８３（０４７～２９１） ０４９

泌尿系统畸形 ６（１０） ５（１０） ０８９（０３６～１９２） ０６２

心脏间隔先天缺损 １０２（１７０） ９６（１７５） ０８７（０５６～１３９） ０５９

骨骼畸形 １４（２０） ４（０７） ０２３（００５～１０８） ００４

感染 ６６（１１０） ５０（９１） ０３４（０１８～１０５） ０６８

呼吸窘迫综合征 ２４（４０） １９（３５） ０８４（０４２～１７１） ０５３

高胆红素血症 １６８（２８０） １３６（２４７） １０７（０６８～１３９） ０９２

颅内出血 １３（２２） １４（２５） ２１２（１１２～５８８） ００９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 ３０（５０） ２１（３８） ０５１（０２５～１０１） ００２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 ２３（３８） １４（２５） ０５５（０２４～１１０） ００７

贫血 ４５（７５） ３７（６７） ０６０（０３５～０９６） ００３

血糖或电解质紊乱 ３１（５２） ３４（６２） １１８（０８１～２２７） ０６８

#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民思想观念及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

改变，育龄女性的生育年限逐渐推后。２０１３年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２０１３年女性２５岁～２９岁生育率较２００４年下降约６‰，而
３５岁～４４岁的生育率增长约１３‰［５６］。有关研究表明，与适龄

产妇相比，高龄产妇发生围产期并发症、出现死胎、产后出血风

险增加，自然流产率与年龄变化呈“Ｕ”形关系，即产妇年龄小于
２０岁或大于３５岁，流产率均高于２０岁 ～３４岁产妇，且女性３０
岁后流产率与年龄正相关［６７］。

本文研究发现，高龄组的剖宫产率、试管婴儿率及孕妇妊

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胎儿宫内窘迫发生率均显著高于

适龄组（Ｐ＜００１）。由此可见，高龄产妇的自然生育能力要低
于适龄产妇，且妊娠期并发症的发生风险高，有研究显示女性

妊娠期间催乳素等升糖激素大量分泌，体内拮抗胰岛素物质增

加，且胰岛功能下降，从而易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然而高龄产妇

的胰岛能力会进一步下降，故并发胰岛素糖尿病概率加大，妊

娠期糖尿病发生率与孕妇年龄正相关；分析高龄产妇妊娠期高

血压发生风险与血管内皮损伤随年龄进行性加重相关［８１０］。本

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新生儿身长、头围及出生体重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适龄组
新生儿的复苏抢救率显著低于高龄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考虑新生儿一般情况差异不大与产妇妊娠期极其
精细的生活指导和疾病控制密切相关，但高龄组新生儿出生后

的病情凶险度要高许多［１１１３］。

产妇高龄是胎儿出现染色体数目异常的明确危险因素，并

且除染色体异常所致的先天畸形畸形，发生无脑儿、心脏间隔

缺损等其他先天畸形的危险性也加大［１４］。本次研究结果显示，

高龄组新生儿的唇腭裂发生率高于适龄组，但骨骼畸形率低于

高龄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也印证了上述
研究结论；但似乎两组新生儿的先天缺陷发生率差别并不大，

有一种可能的干扰原因无法忽略、避免，即产前筛查和诊断技

术的提高，人们产检意识的增强，这大大减少了新生儿畸形发

生率［１５１６］。尽管本次研究发现两组新生儿生后出现感染、呼吸

窘迫、高胆红素血症、贫血、支气管肺发育不良、颅内出血、视网

膜病变、内分泌紊乱等情况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产妇高龄是胎儿发生宫内窘迫和
新生儿复苏抢救的危险因素，因此我们不能轻视产妇高龄对新

生儿生后并发症的影响［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相对于适龄产妇，高龄产妇妊娠期并发症发生

率增加，且其所产新生儿唇裂发生率也增加；产妇高龄会提高

胎儿宫内窘迫、复苏抢救的风险。本次研究未能发现产妇高龄

对其他先天缺陷或生后并发症有明确影响，可能与样本量范围

小，无法避免偶然性有关，未来将增大样本量再次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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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未见原核（０ＰＮ）卵裂期胚胎培养至囊胚的临床
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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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来源０ＰＮ卵裂期胚胎培养至囊胚后行冷冻复苏周期的临床妊娠结局，评价来源
０ＰＮ囊胚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
接受辅助生殖助孕治疗中４０个来源０ＰＮ的卵裂期胚胎培养至囊胚的冷冻复苏周期，分析其临床妊娠及分娩
结局情况。结果：４０个完全来源０ＰＮ的囊胚复苏周期移植的临床妊娠率为４５０％（１８／４０），种植率为３１６７％
（１９／６０），随访截止时间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其中９例活产（５男４女），继续妊娠７例（８胎），２例流产（２胎），流产
组织绒毛分析结果显示均异常。结论：患者行ＩＶＦＥＴ治疗后，可将来源０ＰＮ的卵裂期胚胎培养至囊胚给予冷
冻，在没有来源２ＰＮ正常受精的卵裂期与囊胚时，患者可慎重选择来源０ＰＮ囊胚行复苏周期进行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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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优选胚胎及提高胚胎的利用率始终是胚胎学家努力
的研究方向［１］。来源未见原核（０ＰＮ）的卵裂期胚胎因较高的胚
胎异常率及高流产率［２］，阻碍了其临床应用价值。囊胚培养作

为胚胎优选的方式之一在生殖中心已经广泛应用，为此，安徽

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将０ＰＮ来源卵裂期胚胎进行囊胚
培养，以期能进一步优选正常胚胎达到孕育正常胎儿的目的。

现通过对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治疗的患者行

复苏周期，移植完全来源０ＰＮ的囊胚的病例进行统计，分析患
者妊娠情况，以期评价来源０ＰＮ囊胚的临床应用价值，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殖
医学中心接受辅助生殖助孕治疗中来源０ＰＮ的卵裂期胚胎培养
至囊胚的冷冻复苏周期４０例，所有患者纳入前均签定囊胚培养
及参与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其中女方年龄２５岁 ～３６岁，平均
为（２８９５±５５５）岁。这些患者已无来源２ＰＮ的正常受精的胚胎
供其移植使用，只剩余０ＰＮ来源的囊胚可供选择，玻璃化冷冻胚
胎解冻后培养２ｈ～４ｈ，选择存活的囊胚移植入患者子宫内。
１２　原核观察

在正常授精后１６～２０ｈ对胚胎原核情况进行观察，原核情
况如下：① ２ＰＮ：为正常受精，只见２个原核，可见２个极体；②
０ＰＮ：未见原核；③１ＰＮ：只见１个原核，可见极体；④≥３ＰＮ：为
多精受精或异常受精，可见３个及３个以上的原核，可见极体。
１３　囊胚培养及评分

将Ｄ１天观察未见原核（０ＰＮ）卵裂期胚胎继续培养至 Ｄ６
天，形成囊胚后予以冷冻。其中冷冻胚胎标准如下：安徽省妇

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参照 Ｃａｒｄｎｅｒ的囊胚评分标准［３］，根据

囊腔扩张程度，将囊胚分为１级至６级；根据内细胞团细胞数目
由多到少及细胞之间结合由紧密至松散的程度，将内细胞团评

分为Ａ级、Ｂ级、Ｃ级；根据滋养外胚层细胞数目由多到少及滋
养外胚层细胞之间结合由紧密至松散程度，将滋养外胚层评分

为：Ａ级、Ｂ级、Ｃ级。Ｄ３卵裂期胚胎继续培养至 Ｄ５、Ｄ６的囊
胚，将评分为４ＢＣ以上（包括４ＢＣ）的囊胚予以冷冻。
１４　胚胎冷冻解冻及治疗方法

形成囊胚后采用加藤公司试剂予以玻璃化冷冻，具体步骤

为，取出冷冻液ＥＳ、ＶＳ在室温（２４℃）下平衡至少３０分钟，将需
要冷冻的囊胚移入 ０５ｍｌ的 ＥＳ中放置 １０～１２ｍｉｎ，然后移入
０５ｍｌ的ＶＳ中充分混匀，１ｍｉｎ内将ＶＳ中的囊胚置于Ｃｒｙｏｔｏｐ冷
冻载体上投入液氮中。患者临床治疗按照安徽省妇幼保健院生

殖医学中心常规治疗方案，根据女方年龄、基础内分泌及子宫内

膜情况等选择合适的时间进行囊胚复苏移植，囊胚解冻复苏具体

步骤，将解冻液ＴＳ、ＤＳ、ＷＳ１、ＷＳ２取出置于室温平衡至少３０分

钟，将ＴＳ置于无ＣＯ２的培养箱中预温至３７℃，从液氮中取出需
解冻的囊胚置于预温至３７℃的ＴＳ中１ｍｉｎ，随后依次将囊胚转入
室温平衡后的ＤＳ、ＷＳ１、ＷＳ２中３ｍｉｎ、５ｍｉｎ、１ｍｉｎ。最后将解冻的
囊胚移入平衡好的囊胚培养液中，置于３７℃、６％ＣＯ２的培养箱
中培养２ｈ至４ｈ，选择存活的囊胚移植入患者子宫内。
１５　临床妊娠的确认

选择０ＰＮ囊胚行复苏周期进行宫腔内移植，移植两周后测
定血或尿人绒膜促性腺激素水平，阳性者移植１个月后行 Ｂ超
下监测，见到孕囊者为临床妊娠。

"

　结果
４０个完全来源０ＰＮ的囊胚复苏周期中共获卵４７０枚，平均

获卵（１１８±６７２）枚，ＭＩＩ卵子 ４１３枚，成熟度 ８７８７％，Ｄ１天
０ＰＮ卵子／胚胎１７１枚，Ｄ２天０ＰＮ卵裂胚胎１５０枚，０ＰＮ卵裂率
８７７２％（１５０／１７１），０ＰＮ可利用囊胚形成率为５０６７％（７６／１５０），
其中复苏周期中解冻囊胚的复苏率为９８３３％（５９／６０），移植后
临床妊娠为４５０％（１８／４０），种植率为３１６７％（１９／６０），随访截
止时间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其中９例活产（５男４女），继续妊娠７例
（８胎），２例流产（２胎），流产组织绒毛分析结果显示均异常。
#

　讨论
卵子受精是一个精细而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细

小偏差都有可能导致妊娠失败［４６］。因此，在辅助生殖技术中

密切关注及评估受精过程显得尤为重要，原核观察作为受精过

程的重要一环，对我们评估和选择正常胚胎起着积极的作用。

通常原核观察时间在加精后（１７±１）ｈ至（１９±１）ｈ，但由于卵
子成熟过程推迟而表现为未见原核（０ＰＮ）［７８］。来源０ＰＮ的胚
胎能否用于移植尚存在较大的争议，大多数生殖中心对于来源

０ＰＮ胚胎均不作为首选。受精提前或延迟而错过原核观察时
间、受精缺陷、未参与核遗传物质的形成等原因均有可能导致

０ＰＮ胚胎的形成［９１１］。从这些可能的原因中不难发现，来源

０ＰＮ胚胎是未必都是异常受精的胚胎，可能由于人为错过了原
核观察时间而判断为０ＰＮ胚胎，有研究报道，原核提早消失可
能提示胚胎具有较高的质量［１２］，目前亦有来源０ＰＮ卵裂期胚
胎移植获得健康子代的报道［１３１４］。在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的治

疗中上经常会遇到一些患者，经过体外受精后无２ＰＮ可移植正
常胚胎，而形成了０ＰＮ（２ＰＢ）胚胎。对于此类患者，探讨如何更
好地利用这些０ＰＮ胚胎为患者提供移植机会，减少经济负担，
改善临床妊娠结局等，就显得尤为必要。

近些年来兴起的延时摄像（ｔｉｍｅｌａｐｓｅ）技术虽然可以在封
闭培养的条件下动态地观察胚胎发育情况，避免一部分因为原

核观察时间而出现的０ＰＮ胚胎，但因为其价格昂贵［１５１６］，在全

国大多数生殖中心并未被广泛推广。目前，囊胚培养作为辅助

生殖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淘汰一部分染

色体异常的胚胎［１７１８］。因其具有筛选染色体正常胚胎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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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生殖中心将其应用于胚胎的优选当中。同时，随着囊

胚的玻璃化冷冻技术的不断改进，囊胚的解冻复苏率、临床妊

娠率等均得到提高，囊胚的玻璃化冷冻技术已经成为辅助生殖

技术的有效衍生技术。所以，本研究通过探讨０ＰＮ卵裂期胚胎
培养至囊胚行复苏周期移植，以期评价０ＰＮ囊胚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４０个完全来源０ＰＮ的囊胚复苏周期移植复
苏周期其中解冻囊胚的复苏率为９８３３％，临床妊娠为４５０％，种植
率为３１６７％，随访截止时间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其中９例活产（５男４
女），继续妊娠７例（８胎），２例流产（２胎），流产组织绒毛分析结果
显示均异常。这一结果表明，来源０ＰＮ囊胚行复苏周期具有较好
的临床妊娠结局，不失为一种好的筛选０ＰＮ胚胎为患者提供更多
移植机会的策略。但由于来源０ＰＮ的囊胚仍然存在一小部分染色
体异常的胚胎，有条件的生殖中心，可以再结合ＰＧＳ做进一步的优
选，从而达到改善患者妊娠结局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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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１）

【基金项目】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科技计划医疗卫生项目 （１０３０１９６）
【第一作者简介】林芳毅（１９８５—），男，主管康复治疗师，主要研究方向
为康复治疗技术

△【通讯作者】罗誉川（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４１５３３６２６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康复干预对宫外孕行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非切口
疼痛的影响
林芳毅１　耿萍１　廖辉雄１　陈得胜１　罗誉川２△　王维１

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康复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２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　要】　目的：研究和探讨宫外孕腹腔镜术后患者膝胸卧位干预及早期下床活动对术后非切口疼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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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情况。方法：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就医的９８例行妇科宫外孕腹腔镜
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９例患者。对照组患者术后首日不下床，护理方式
为常规护理。研究组患者术后当日下床，采用膝胸卧位护理干预。对两组非切口疼痛情况进行数字评价量表

比较。结果：对照组和研究组患者术后首次出现疼痛时间分别为（１２３±６９）ｈ和（１１７±８４）ｈ，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疼痛消失时间分别为６５４±１２５）ｈ和（３５７±１１２）ｈ，研究组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术后２４ｈ、４８ｈ疼痛评分分别为（４９±２２）分和（２１±１４）分，明显高于
研究组（２１±１４）分和（０６±０２）分，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宫外孕腹腔镜术后实施
膝胸卧位干预，并尽早下床活动有助于减轻患者非切口疼痛程度，缩短疼痛时间，可以进行临床推广。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非切口疼痛；早期下床；膝胸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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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ｄｉｄｎｏｔｇｅｔｏｆｆｂ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
ｇｏｔｏｆｆｂｅｄｏ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ｄａｙ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ｋｎｅｅａｎｄ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ｎｕｒｓｉｎｇｃ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ｎｏ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ｐａｉｎ
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ｉｎ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ｔ（１２．３±６．９）ｈａｎｄ（１１．７±８．４）
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
ｐａｉｎ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ｔｉｍｅｗａｓ（６５．４±１２．５）ｈａｎｄ（３５．７±１１．２）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２４ｈ，４８ｈ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
（４．９±２．２）ａｎｄ（２１±１．４）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１±１．４）ａｎｄ（０６±０２）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ｔ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
ｎｏ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ｐａｉｎ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ｐａｉｎｔｉｍｅｔｏａｄｏｐｔｔｈｅｋｎｅｅｃｈｅ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Ｎｏｎ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ｐａｉｎ；Ｇｅｔｏｆｆｂｅｄｅａｒｌｙ；Ｋｎｅｅｃｈｅ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不断成熟，其在腹腔、盆腔类手术中得
到了广泛的应用［１］。相对于常规开腹手术优势明显，腹腔镜下

手术在极小创口内即可完成，术后创口恢复快且瘢痕不明显，

大大降低了粘连的发生几率，创口疼痛感较轻微。但是，腹腔

镜介入的术后会可能出现一些不良反应，主要体现在非切口疼

痛及不适等方面，部位大多为肩背部、膈下、肋间、上腹部等［２］。

宫外孕腹腔镜术后综合征临床表现为肋间刺痛、上腹胀痛、肩

部酸痛等，临床发病率高达７０％ ～８０％［３４］。如何缓解术后综

合征给患者带来的痛苦已经成为术后干预的重要课题。本研

究以我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妇科宫外孕腹腔镜
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膝胸卧位干预，并指导患者进行早

期下床活动，收到了较好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９８例行妇科
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

照组，每组４９例患者，两组患者年龄、体质指数、手术时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入组患者均意识清
晰，疼痛感及耐受能力正常，语言表达无障碍，无其他盆腔或消

化系统疾病，心肺功能正常，脑血管及颈肩脊椎系统无疾病。

手术方式与麻醉方式均相同。排除恶性肿瘤及存在盆腔疼痛

病史患者。入组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

１２　干预方法
对照组患者术后首日不下床，护理方式为常规护理。研究

组非切口疼痛患者在术后６ｈ后，如有尿意，即辅助其至卫生间
排尿，术后１８ｈ即指导非切口疼痛患者进行膝胸卧位，每次时间
为２０ｍｉｎ。术后次日即可要求非切口疼痛患者自行下床活动，
并重复膝胸卧位１次２０ｍｉｎ。
１３　评定方法

对患者非切口疼痛的评价标准采用《数字评价量表》（Ｎｕ
ｍｅｒｉｃ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ＮＲＳ），此标准为目前国际通用，并且此表在
对有疼痛感觉人群的疼痛程度测评中有着良好的信用度，可以

直接作为疼痛标准的评估依据。根据一般患者的耐受程度将

疼痛分为０～１１，分别表示为无痛到轻微疼痛到最痛［５６］。分别

比较两组术后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疼痛评分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处理，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体质指数、手术时间等方面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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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年龄、体质指数、手术时间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ＢＭＩ 手术时间（ｍｉｎ）

对照组 ４９ ３４５±９７ ２４３±４４ １２４７±５１３

研究组 ４９ ３４２±９４ ２４６±４５ １２５６±５０９

ｔ值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０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疼痛时间
两组患者疼痛出现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

用早期下床活动和膝胸卧位干预的研究组患者疼痛消失时间

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疼痛开始时间及消失时间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疼痛出现（ｈ） 疼痛消失（ｈ）

对照组 ４９ １２３±６９ ６５４±１２５

研究组 ４９ １１７±８４ ３５７±１１２

ｔ值 　０３９ １２３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疼痛程度
两组患者１２ｈ的 ＮＲ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ｈ和４８ｈ比较，采用早期下床活动和膝胸卧位干预的研究组
患者ＮＲ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段非切口疼痛 ＮＲＳ评分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１２ｈ ２４ｈ ４８ｈ

对照组 ４９ ５１±２１ ４９±２２ ４２±１７

研究组 ４９ ４４±１８ ２１±１４ ０６±０２

ｔ值 　１７７ 　７５２ １４７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腹腔镜下非切口性疼痛的成因尚不明确。有关研究

认为，下列问题可能会诱发非切口性疼痛：盆腔创口形成后，腹

腔内受大气压的作用，受到的压力增加，膈神经因为膈肌的上

提受到了牵拉的刺激；术后残留的二氧化碳和体液内水分生成

碳酸（Ｈ２ＣＯ３），而腹膜受到碳酸的持续刺激引起不适
［５７］。由

于腹压升高且排气缓慢导致的气腹可能会引起消化器官的血

液循环障碍；盆腔内的残留血液依附在腹膜上有炎症发生的可

能，同样会出现不适；膈肌肌纤维断裂；术中造成的输卵管

创伤［８９］。

根据解剖学原理，膈肌部位的反射神经集中在侧颈部、肩

胛部和胸臂部。因此，腹腔镜下的宫外孕清除术出现的肋间刺

痛、上腹胀痛、肩部酸痛属于可预见情况。尤其是有创口进入

体内的二氧化碳在水分子的作用下形成的酸性环境会迅速通

过腹膜的吸收扩散到腹腔内其他器官，加之腹压过高，消化道

浆膜扩张，形成叠加的态势，严重情况或形成高酸性败血症和

酸中毒［１０１１］。因此，应当减少创口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一般

情况也可以形成上述的不适或疼痛情况的出现。此外，膈神经

的损伤并伴有的腹膜炎症反应性也可以产生疼痛的表现。

根据腹腔镜下非切口性疼痛的成因，在传统术后护理方式

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利因素：如在术后６ｈ麻药的半衰期后，即改
为自由体位，尤其是要求患者半卧、坐卧位，根据力学原理上述

体位均不利于二氧化碳的排出。二氧化碳在体内聚集的时间

过长增加了碳酸合成时间，严重影响吸收和排泄残留血液，并

给炎症因子提供了酸性环境，形成叠加的不利因素，故术后体

位尤为重要［１２］。因此，术后６ｈ后应当适当抬高下肢或下腹部，
下肢可抬高３０°角，下腹部抬高２０°角为宜。此体位可以加速二
氧化碳从体内排出，减轻对膈肌神经的刺激，减少肋间刺痛、上

腹胀痛、肩部酸痛等不适感觉。膝胸卧位更有利于体内二氧化

碳的排出，但膝胸卧位的会引起患者着床部位或其他部位的不

适，在推广时患者配合上存在难度。通过研究发现，采取抬高

下肢的方法大部分的患者疼痛感会在短时间内减轻［１３１４］，且采

取这样的体位患者更容易接受。通过尽早下床和膝胸位卧姿

以缓解腹腔镜下的宫外孕清除术术后综合征带来的非切口性

疼痛提供了理论依据。短时间站立或膝胸卧姿可以从根本上

减轻二氧化碳对膈肌的刺激，减少肋部、肩部胸腹部的不适或

疼痛。且提早下床有助于消化道蠕动，对尽早排气有很大的帮

助，尤其是可以加快二氧化碳的排出，在减轻痛苦的前提下，也

降低了术后感染和高酸血症等风险［１５１６］。二氧化碳排出后膈

肌收到的刺激明显减轻，相对应的非切口性疼痛症状明显减

轻。考虑到麻醉结束后创口疼痛会影响患者的运动质量和情

绪，可以通过宣讲或辅助患者下床排尿等简单动作，并给予精

神抚慰［１７］。同时，动员患者逐步增加运动量，也不可过分运动

而影响创口的愈合。一般腹腔镜手术不采取导尿管导尿的方

式，且手术创面较小［８］。所以，提早下床活动或者采取膝胸卧

姿的方式是完全可行的。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早期下床活动

和膝胸卧位干预的研究组患者疼痛消失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１２ｈ的ＮＲＳ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４ｈ和４８ｈ比较，采用早期下
床活动和膝胸卧位干预的研究组患者 ＮＲ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膝胸卧位干
预及早期下床活动对于促进二氧化碳从体内排出进而减轻非

创口性疼痛的程度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对宫外孕腹腔镜术后实施膝胸卧位干预，并尽

早下床活动有助于患者非切口疼痛程度，缩短疼痛时间，可以

进行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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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２０１０，１２（２３６）：３７３９．
［９］　杨煌云，池玉凤，李燕．循证护理在妇科腹腔镜术后非切口疼痛

患者中的应用．中国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９）：３３３４．
［１０］　李维华．妇科腹腔镜手术的护理体会．齐鲁医学杂志，２００１，１６

（４）：３５０３５１．
［１１］　曹燕，金梅保，丁敏．实施早期活动方案对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患

者非切口疼痛的影响．护理与康复，２０１１，１０（１０）：８９３８９４．
［１２］　ＲｅａｄｍａｎＥ，ＭａｈｅｒＰＪ，ＵｇｏｎｉＡＭ，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ｒｏ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

ａｎｄａｇａｓｄｒａ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ｉ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ＪＡｍＡｓｓｏｃＧｙｎｅｃｏ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２００４，１１（４）：４８６４９１．

［１３］　ＮｉｅｌｓｏｎＷＲ，ＪｅｎｓｅｎＭＰ，ＥｈｄｅＤＭ，ｅｔａｌ．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ｐａｉｎ ｒｅａｄｉｎｅｓｓ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Ｔｈｅ
ＭＰＲＣＱ２．ＪＰａｉｎ，２００８，９（６）：５５２５６５．

［１４］　李俊艳．护理干预及ＰＣＥＡ应用对妇科患者术后疼痛的影响．齐
鲁护理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１０）：７７７８．

［１５］　何丽敏，付爱凤，兰秀丽，等．护理干预在减轻妇科腹部术后疼痛
中的应用效果观察．护理实践与研究，２０１１，８（１１）：３４３５．

［１６］　ＰｅｎｎｉｘＢＷ，ＢｅｅｋｍａｎＡａｒｔｊａｎＴＦ，ＨｏｎｉｇＡｄｒｉａａｎＭＤ，ｅｔａｌ．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ｄｉａｃ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
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ＡｒｃｈＣｅ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１，５８（３）：２２１２２７．

［１７］　姜慧萍，陆美英，沈霞萍，等．宫外孕腹腔镜手术患者不留置导尿
的护理干预．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０，２５（２３）：２１５６２１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７３６７８）
【第一作者简介】金亦涵（１９９２—），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妇科及女性生殖

△【通讯作者】金保方（１９６４—），男，主任医师、教授，Ｅｍａｉｌ：ｈｅｘｉｋｉｎｇ＠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颈 ＨＰＶ感染的中西医学防治研究进展
金亦涵１　郭桂兰２　金保方３△

１青海大学，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２青海大学附属医院妇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３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　宫颈癌是妇科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年龄趋于年轻化，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
注。ＨＰＶ是一群微小、无包膜的双链ＤＮＡ病毒，持续性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是宫颈癌前病变和宫颈癌发生的必
要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防治宫颈ＨＰＶ感染成为预防宫颈癌至关重要的一步。本文就目前临床防治 ＨＰＶ
感染的中西医学方法进行综述分析，比较和探讨各种治疗方法的疗效和欠缺之处，了解ＨＰＶ感染各种疗法
的研究进展。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大数据循证医学证据匮乏等问题，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关键词】　宫颈癌；人乳头瘤病毒；宫颈上皮内瘤变；中西医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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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ＪＩＮＹｉｈａｎ１，ＧＵＯＧｕｉｌａｎ２，ＪＩＮＢａｏｆａｎｇ３△．１Ｑｉ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０，Ｑ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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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９，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ｗｏｍｅｎ
ｗｈｏｓｕｆｆｅｒｆｒｏｍ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ｂｅｃｏｍｅｙｏｕｎｇｅｒ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ｅｒ，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ｉｓａｓｍａｌｌ，ｎｏｎｅｎｖｅｌｏｐ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ＤＮＡｖｉｒｕｓ．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
ａ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ｈｏｗｔｏ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ｅｖｅｎｔ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ｂｅｃｏｍｅ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ｓｔｅｐ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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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ｎｅｓｓ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ｈｉｃｈｎｅｅｄ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Ｐｒｅ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仅次于“乳
腺癌”，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研究表明，宫颈癌在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均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１］。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ＺｕｒＨａｕｓｅｎ第一次提出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
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ＨＰＶ）可能与宫颈癌的发生有关［２］。后续的大量研

究发现，９９％以上的宫颈癌患者存在生殖道ＨＰＶ感染［３４］，高危

型ＨＰＶ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发病的必要条件［５］。

自此，宫颈癌成为唯一可以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的恶性肿瘤。

９０％以上的女性一生中都会感染ＨＰＶ，其中大部分ＨＰＶ感
染具有自限性，６０％的感染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免疫机制将其排
出体内，但一般需要６～２４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６］。如果宿

主的自身免疫防御机制发生缺陷或者病毒发生基因突变，ＨＰＶ
ＤＮＡ整合到宿主细胞的ＤＮＡ上，使相应的基因调控失调，则会
导致宫颈发生病变甚至癌变［７］。持续性或反复性的ＨＰＶ感染，
尤其是高危型，大大增加了宫颈癌的发生机率。因此，如何防

止ＨＰＶ感染以及尽快地将已经感染的ＨＰＶ清除出体外成为预
防宫颈癌至关重要的一步。目前，临床上对于ＨＰＶ感染的防治
多种多样，现综述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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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ＨＰＶ是一群微小、无包膜的双链 ＤＮＡ病毒，目前发现的基
因型别已经超过了２００种。根据其致瘤能力的高低，可以分为
高危型（１４种）、潜在高危型和低危型３类。其中，经美国 ＦＤＡ
确认为高危型的有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
５９／６６／６８，低危型的有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４３／４４。高危型 ＨＰＶ通过
癌蛋白Ｅ７降解抑癌基因 ｐＲＢ的产物，使细胞跨越细胞周期
Ｇ１／Ｓ检查点，进入增殖周期；通过Ｅ６癌蛋白降解抑癌基因 ｐ５３
产物，抑制细胞凋亡，导致细胞异常生长；Ｅ６癌蛋白还可以激活
人端粒酶催化亚单位 ｈＴＥＲＴ，致使细胞永生化，导致宫颈癌的
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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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的预防

预防性ＨＰＶ疫苗的研制成功使“宫颈癌”长期的“二级预
防”转变成了“一级预防”。目前被 ＦＤＡ批准上市的预防性疫
苗包括 Ｃｅｒｖａｒｉｘ（针对 ＨＰＶ１６／１８的二价疫苗）、Ｇａｒｄａｓｉｌ（针对
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的四价疫苗）和 Ｇａｒｄａｓｉｌ９（针对 ＨＰＶ６／１１／１６／
１８／３１／３３／４５／５２／５８的九价疫苗）。宋云焕［８］等分析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１年间６篇文献共２５００７例预防性接种二价疫苗的女性，在
随访２～４５年间，相关 ＨＰＶ的持续感染率、ＣＩＮＩ级及 ＣＩＮＩＩ
级以上的发病率均明显低于安慰剂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疫苗保护率为 ８９％ ～９６％。Ｇａｒｄａｓｉｌ的一项临床试验纳入
１２１６７名女性，结果显示，Ｇａｒｄａｓｉｌ对于 ＨＰＶ１６／１８亚型所致的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ＡＩＳ、宫颈癌的有效率分别为 １００％（９５％ ＣＩ：９５，
１００）、９７％（９５％ ＣＩ：８８，１００）及１００％（９５％ ＣＩ：３１，１００）［９］。罗
雯［１０］等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２年间８篇文献共３９６８８例接种Ｇａｒｄａ
ｓｉｌ的受试者，其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的血清抗体阳转率均高于安慰
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Ｇａｒｄａｓｉｌ９在 Ｇａｒｄａｓｉｌ的基础上又

增加了５种高危ＨＰＶ型别，理论上可以预防９０％的由相关高危
型ＨＰＶ导致的宫颈癌。国外一项临床试验表明，接种 Ｇａｒｄａｓｉｌ
９的女性体内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的抗体滴度和接种 Ｇａｒｄａｓｉｌ者并
无大的差异，对于其他５种型别的ＨＰＶ所致的宫颈及阴道等病
变，Ｇａｒｄａｓｉｌ９的有效率为９６７％（９５％ ＣＩ：８０９，９９８）［１１］。此
外，３种疫苗的安全性均较高且对生育没有影响，具有广泛的应
用前景。

预防性ＨＰＶ疫苗已经获得批准在１００多个国家应用于临
床，但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争议性的问题。美国癌症学会最新指

南指出，预防性ＨＰＶ疫苗的最佳接种年龄为１１岁～１２岁，并强
调在１３周岁之前完成全部的疫苗接种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效
力［１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ＮＣＩ）的一项研究表明，预防性疫
苗对于已经感染 ＨＰＶ的女性无治疗作用［１３］。因此，预防性

ＨＰＶ疫苗对人群的限制较大。其次，疫苗的时限性也是一大问
题。现有的试验表明，二价疫苗和四价疫苗抗体的维持时间大

约是１０年和５年，Ｎａｕｄ［１４］等测定４３７名未感染过ＨＰＶ的女性
接种 Ｃｅｒｖａｒｉｘ后的血清中和抗体滴度，并运用相关模型推测接
种Ｃｅｒｖａｒｉｘ的女性体内ＨＰＶ１６／１８的抗体滴度可以维持２０年左
右。即使疫苗的有效时间可以达到２０年，根据接种年龄推算，
３３岁以后是否需要补种疫苗以及补种的次数和疗效等问题尚
待进一步研究。此外，预防性疫苗只针对特定型别的 ＨＰＶ，对
于其他型别的ＨＰＶ并无作用。而ＨＰＶ不同型别的感染率在不
同地区不同人群中的分布存在差异［１５］，国内一项 ＨＰＶ感染情
况的荟萃分析表明，ＨＰＶ５８／３３／５２／３１／４５／５９等型别在不同省份
的感染率有较大的差异［１６］，在今后的疫苗研发中是否应该对这

些型别给予充分的重视。而对疫苗的认识不足及相关的普及

不够，导致公众对于疫苗的接受程度以及男性的接种率较低等

问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解决。疫苗昂贵的价格更是其很难

在临床上普遍应用的重要原因。

#

　
$%&

感染的治疗

３１　西医治疗
３１１　物理治疗　对于ＨＰＶ感染合并慢性宫颈炎或 ＣＩＮＩ级
的患者，可以接受激光、冷冻、聚焦超声、光动力学等物理治疗。

激光利用热效应汽化病变部位的组织，使原有的病变部位脱

落，促进鳞状上皮再生加快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虎丽军［１７］等

在利用激光治疗慢性宫颈炎和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过程中发现，

激光对于ＨＰＶ的清除也有良好的疗效。冷冻治疗通过低温使
局部组织快速冻结，病变组织的细胞迅速变性坏死，病变组织

脱落，创面新的组织生成得以修复。石莹［１８］等观察１１１０位接
受冷冻治疗的女性发现，感染 １种亚型 ＨＰＶ的转阴率为
９７１％，２种亚型的转阴率为８５３％，３种及以上亚型的转阴率
为５２２％，总有效率达９６１％。聚焦超声通过高热效应、声化
学效应和空化效应等对靶细胞产生一系列不可逆的损伤致其

死亡完成治疗。任玉香［１９］等在一项ＨＰＶ感染不同治疗方法的
临床试验对比研究中发现，聚焦超声法治疗的患者ＨＰＶ全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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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率和部分转阴率为６６７％和１３３％，总有效率达８００％。光
动力学疗法联合利用光敏剂，通过特定波长的光源照射病损部

位，利用各种光动力学反应及氧分子的参与，在病变部位产生

毒性氧破坏异常增生的细胞使其死亡从而提高ＨＰＶ的转阴率。
刘韵［２０］等发现，光化学疗法对持续性ＨＰＶ感染的疗效较好，转
阴率可达８４６％，效果优于激光治疗。近年来，还有学者发现
臭氧对宫颈病变及ＨＰＶ感染的治疗效果可观［２１］。

３１２　手术治疗　持续性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对宫颈癌的发生并
不是一蹴而就的，一般要经历从ＨＰＶ持续感染到宫颈上皮内瘤
变再到宫颈癌的一个过程。该过程的长短因人而异，可达１０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由于２０％左右的 ＣＩＮＩＩ可能会发展为原位
癌，５％发展为浸润癌，因此，所有的ＣＩＮＩＩ级及以上的患者必须
接受治疗。临床上对于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治疗有很多种，但最

好的治疗方法是宫颈环形电切除术（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ＬＥＥＰ）。李凤霜［２２］等选取２０６例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且组
织学提示ＣＩＮＩＩ的患者，对其 ＬＥＥＰ术后３、６、１２和２４个月进
行随访，ＨＲＨＰＶ的转阴率分别为 ３９３％、７４８％、９２７％和
９６６％。经宫颈锥切确诊为 ＣＩＮＩＩＩ且年龄较大无生育要求的
女性也可以行全子宫切除术，但由于有学者指出全子宫切除术

对于ＣＩＮＩＩＩ级的患者存在过度治疗之嫌且患者心理上很难接
受，因此目前该疗法不作为首选，一般用于治疗长期或反复ＣＩＮ
ＩＩＩ级或镜下早期浸润癌。
３１３　药物治疗　目前，临床上最常使用的治疗 ＨＰＶ感染的
药物就是人重组干扰素，药品形式包括凝胶、泡腾胶囊和栓剂

等，均取得良好的疗效和广泛的临床应用。人重组干扰素是一

种广谱抗病毒药物，一方面可以抑制异常细胞的增殖，另一方

面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加强对异常细胞的清除作用。李

健［６］等对２３４例持续ＨＰＶ感染的女性使用重组干扰素α２ｂ凝
胶治疗（月经干净后３～５ｄ，每晚１ｇ，隔日一次，共３个月），治疗
后６个月复查发现，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４５／５２／５８的清除率分别
为 ５００％、６２５％、５８８２％、６１９０％、１０００％、５７５８％ 和
５８８２％。现在一般在物理治疗或手术治疗后也会联合药物治
疗，疗效优于单纯物理治疗和手术治疗。李承碧［２３］等观察２４０
例分别接受单纯激光治疗和接受激光及干扰素联合治疗的

ＨＰＶ感染者发现，接受联合治疗患者的 ＨＰＶ转阴率在治疗后
的３、６和１２个月后（３３３３％、５８３３％和８９１７％）均高于接受
单纯治疗者（２９１７％、３０００％和４０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王宏［２４］对比研究单纯冷冻治疗和冷冻联合干扰素治疗发

现，物理治疗联合药物治疗的疗效远好于单纯物理治疗，ＨＰＶ
治疗有效率高达９４５５％。
３１４　治疗性疫苗　由于预防性 ＨＰＶ疫苗对已经感染 ＨＰＶ
的机体并没有治疗作用，治疗性 ＨＰＶ疫苗因此成为研究的热
点。高危型ＨＰＶ可以表达癌蛋白Ｅ６和Ｅ７，这２种癌蛋白可以
与机体内的抑癌基因 ｐ５３和 Ｒｂ结合，导致正常的细胞周期出
现调节异常使细胞过度增殖从而发生癌变。治疗性疫苗的研

制从ＨＰＶ的致癌原理出发，以 Ｅ６和 Ｅ７为靶抗原，刺激细胞产
生免疫反应，特异性识别并杀伤表达靶抗原 Ｅ６和 Ｅ７的细胞，
阻止癌变的发生。目前研制的疫苗有蛋白疫苗、ＤＮＡ疫苗、细
胞疫苗、肽类疫苗和载体疫苗等［２５］，在临床前研究均获得了令

人鼓舞的实验结果。

虽然临床上对于ＨＰＶ感染的西医治疗方法多样且目前的

研究表明治疗的效果较为良好，但由于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的发
生息息相关，导致许多感染 ＨＰＶ的女性产生恐慌心理，较大的
心理压力促使其盲目就医，造成很多对宫颈的过度治疗。有学

者认为，反复刺激宫颈也可能加大宫颈组织发生异常病变的可

能性，而宫颈手术治疗对妊娠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未生育

或仍有生育计划的女性来说类似于 ＬＥＥＰ术的治疗并不合适。
而治疗性ＨＰＶ疫苗尚缺乏大量的临床试验，是否能够取得预期
的治疗效果不得而知，对于存在免疫系统缺陷或功能不足的人

群，治疗性ＨＰＶ疫苗是否适用有待进一步研究，而疫苗的研究
机制较为复杂，要想在临床上得到普遍的应用仍然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３２　中医治疗
中医学目前尚无病名与ＨＰＶ感染一一对应，但根据部分患

者会出现带下量多，色黄绿，或赤白相兼，质稠如脓，外阴瘙痒

肿痛，舌红，苔黄等临床表现，可以将其归为“带下病”的范畴。

带下病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属于经、带、胎、产４大疾病之一，
由《诸病源候论》中首次提出。“夫带下俱是湿证”，本病主要病

机是湿邪流注下焦，损伤任带２脉以致任脉失约，带脉失固而发
为带下［２６］。保妇康栓的主要成分是莪术油和冰片，两者均有消

肿止痛之效，被广泛用于治疗湿热瘀滞所致的带下病。赵健［２７］

等将来自６家医院的２４３例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女性随机分为
保妇康栓组（月经干净后开始使用保妇康栓，每晚 ２粒，连用
１６ｄ）和空白组，于用药４个月和８个月后复查，结果显示，保妇
康栓组高危型 ＨＰＶ的总转阴率分别达到６９５７％和８２５５％，
高于空白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ＨＰＶ５２／６８的转阴率
为８４８５％和９１６７％，远高于空白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５３／５８的转阴率高于空白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可能是由于样本量较少导致。徐如意［２８］等用鱼腥草（宫

颈表面上药）联合中药汤剂（鱼腥草、黄芪、党参、白术、甘草、薏

苡仁）治疗ＨＰＶ感染合并ＣＩＮＩ的患者，用药３个疗程（宫颈上
药１０次联合口服汤剂１０剂为一个疗程）后 ＨＰＶ的转阴率为
６２８６％。张蔚苓［２９］等自配“消毒散”（莪术、苦参、儿茶、白矾、

冰片、黄柏）和“扶正解毒汤”（石斛、生地、山药、生薏苡仁、黄

柏、虎杖、白花蛇舌草、柴胡、生白芍、淮牛膝）外敷和口服联合

治疗ＨＰＶ感染的女性，ＨＰＶ的转阴率高于单纯中药外敷或口
服及干扰素阴道给药的患者。

中医药治疗ＨＰＶ感染大多通过降低病毒负荷量，改变宫颈
局部免疫微环境或全身免疫功能发挥作用。由于免疫力的个

体差异较大，治疗能否对所有人群均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存在

疑问，与西医药物的直接抗病毒作用和手术切除病灶提高转阴

率相比较而言不够直接。

３３　中西医结合治疗
由于ＨＰＶ感染并无统一高效的治疗方案，也有许多专家尝

试中西医药物或方法联合治疗。丘金珠［３０］等发现，重组人干扰

素α２ａ联合保妇康栓治疗 ＨＰＶ感染的疗效优于单用保妇康
栓，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杨莉［３１］对２１５例感
染ＨＰＶ的患者分别使用保妇康栓和冷冻联合保妇康栓治疗，结
果显示，联合治疗组６个月后 ＨＰＶ的转阴率为９３８％，高于保
妇康栓组的 ８０８％。沈姚琴［３２］等自配除湿解毒汤（猪苓、茯

苓、车前子、赤芍、丹皮、牛膝、白果、黄柏、百部、金银花和板蓝

根）联合人重组干扰素α２ｂ治疗ＨＰＶ感染人群，ＨＰＶ转阴的总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９１　　　·

有效率为８３０８％，与单用西药干扰素组的６９２３％相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语
ＨＰＶ感染是绝大多数宫颈癌发生的必经过程，有效地防治

宫颈ＨＰＶ感染可以阻断宫颈癌的发生。虽然临床上对于 ＨＰＶ
感染的防治方法有很多，但是尚缺乏统一规范的治疗。ＨＰＶ预
防性疫苗在我国尚未广泛应用于临床，所得试验结果是否适用

于我国尚不可知；治疗性疫苗仍然处于开发试验阶段，临床应

用的数据匮乏；ＨＰＶ感染的其他中西医学疗法的具体疗效缺乏
大样本、大数据的循证医学证据，这些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与探讨。特别是中医药预防ＨＰＶ感染的研究极少，这与中
医治未病的优势不相符合。因此，结合体质因素以及局部病

变，应用中医药预防ＨＰＶ感染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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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特殊病原体防控”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湘

科计字（２０１４）５号］；湖南省“分子靶标新药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
目［湘教通（２０１４）４０５号、（２０１５）３５１号］
【第一作者简介】钱后（１９８２—），女，医师，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
向为衣原体致病机制、快速诊断与防治

△【通讯作者】陈超群（１９７２—），男，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ｘｕｃｈｕｎｈｏｎｇ４０１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与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
相关性研究
钱后１　徐妹２　王晓喻３　黄伟强４　陈超群１△

１南华大学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２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６
３南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病理科，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４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感染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４

【摘　要】　目的：分析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与沙眼衣原体感染、解脲脲原体的相关性。方法：将６１例宫
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和６０例接受妇科检查的常规体检患者分别设为实验组和对照组，采集两组宫颈分泌物
进行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检测。结果：实验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的阳性检出率均高于对照组（均Ｐ
＜００５）。实验组中重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阳性检出率均高于中度宫颈柱
状上皮异位患者和轻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均Ｐ＜００５）。结论：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容易发生沙眼
衣原体和解脲脲原体感染，且病变程度越严重，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的发生率越高。

【关键词】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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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ｍｎ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ａｎｄ６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ｓｆｏｒｒｏｕｔｉｎ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ＵＵ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ＵＵ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ＵＵ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ｃｔｏｐｉｃｃｏ
ｌｕｍｎ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ｍｉｌ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ｃｔｏｐ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ｃｔｏｐ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ａｒｅｐｒｏｎｅｔｏｈａｖｅ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ＵＵ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ｅｒｉｔ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ａｎｄ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ｃｔｏｐｉｃｃｏｌｕｍｎａｒ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ｕｍ；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
（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为女性群体常见妇科疾病，发病后多无
典型性临床表现，多数患者在接受妇科检查时发现［１２］。随着

病程的不断延长，病变程度会逐渐加重，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

的影响也会越来越显著。近年来，部分研究学者提出，病原菌

感染可能与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的发生和发展存在相关性［３４］。

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均为妇科疾病常见致病菌［５６］。基于

上述研究状况，本研究对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与沙眼衣原体和解

脲脲原体感染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现将研究内容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深圳市龙岗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５年４
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收治的６１例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和接受妇
科检查的６０例常规体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患者设为实验组，将接受妇科检查的患者设为对照组。实验

组患者的年龄范围为２９岁～５８岁，平均年龄（４４９１±４２５）岁。
病变程度：轻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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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３）２４例；中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面积
为１／３～２／３）２０例；重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宫颈柱状上皮异
位面积大于２／３）１７例。对照组患者的年龄范围为２７岁 ～６２
岁，平均年龄（４４２７±４３９）岁。两组患者均已婚，有孕产史，
在一般资料上存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在事先获取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以及患者知情和

同意的前提下实施。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和处理　要求患者取膀胱截石位，使用消毒干
棉球擦净患者阴道和宫颈过量的分泌物，将无菌拭子插入患者

宫颈管内，深度为１～２ｃｍ，停留３０ｓ后缓慢转动一圈无菌拭子
采样，取出后立即放入两支试管中，并做好标记，一支用于检测

沙眼衣原体，另一支用于检测解脲脲原体，及时送检。

１２２　沙眼衣原体检测　沙眼衣原体采用免疫层析法碱性检
测，首先将标本加入至 ８０℃的提取液中进行加热，时间为
１５ｍｉｎ，然后放置在常规室温下冷却５ｍｉｎ，读取检测结果。若结
果窗内有一条线则判定检测结果为阳性，结果窗内无线则判定

检测结果为阴性。

１２３　解脲脲原体检测　解脲脲原体采用支原体属培养、鉴
定、药敏一体化试剂盒进行检测。首先在培养皿中接种标本，

然后将培养皿放置在３７℃隔水恒温培养箱中进行培养，时间为
４８ｈ。培养４８ｈ后进行观察，若培养皿的颜色由黄色转变为红色
则判定检测结果为阳性，若培养皿颜色仍为黄色则判定检测结

果为阴性。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阳性检出率以及实

验组中不同病变程度患者的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阳性检

出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建立基于统计学软件（版本：ＳＰＳＳ２００）的数据统计分析模

型，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描述，以独立样
本ｔ检验资料差异，计数资料采用例率（％）的形式描述，以卡方
χ２检验资料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阳性检出率比较

经过统计，实验组患者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阳性检

出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阳性检出率统计分析［ｎ（％）］

组别 例数
沙眼衣原体

阳性 阴性

解脲脲原体

阳性 阴性

实验组 ６１ １５（２４５９） ４６（７５４１） ３１（５０８２） ３０（４９１８）

对照组 ６０ ４（６６７） ５６（９３３３） １１（１８３３） ４９（８１６７）

　　注：两组患者的沙眼衣原体阳性检出率比较 χ２ ＝１６１４２，Ｐ＝

００００３；解脲脲原体阳性检出率比较χ２ ＝２９８０４，Ｐ＝００００１

２２　实验组中不同病变程度患者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阳
性检出率比较

　　实验组中重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的沙眼衣原体、解脲
脲原体阳性检出率高于中、轻度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１）；轻、中度患者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阳性的
检出率比较，其差异也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实验组中不同病变程度患者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
阳性检出率统计分析［ｎ（％）］

病变程度 例数
沙眼衣原体

阳性 阴性

解脲脲原体

阳性 阴性

轻度 ２４ ３（１２５０） ２１（８７５０） ８（３３３３） １６（６６６７）

中度 ２０ ７（３５００） １３（６５０） ９（４５００） １１（５５００）

重度 １７ ８（４７０６） ９（５２９４） １４（８２３５） ３（１７６５）

　　注：重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沙眼衣原体阳性检出率与轻度宫颈
柱状上皮异位患者比较 χ２ ＝１０７９４，Ｐ＝００００９；与中度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患者比较χ２ ＝１１１０８，Ｐ＝００００７；轻、中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
沙眼衣原体阳性检出率比较χ２ ＝４２０７，Ｐ＝００４４。重度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患者解脲脲原体阳性检出率与轻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比较 χ２

＝１２７３０，Ｐ＝００００５；与中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比较 χ２ ＝２１００５，
Ｐ＝００００２；轻、中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解脲脲原体阳性检出率比较

χ２ ＝４３６２，Ｐ＝００４２

#

　讨论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为困扰女性的一种妇科疾病，发病实质

为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为诱发宫颈癌变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其发生与性生活不洁、多个性伴侣存在密切关系［７８］。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显示，伴随着性观念的开放，近年来我国宫颈柱状

上皮异位患者的发病率不断上升，且逐渐趋于年轻化［９］。现阶

段，我国医疗领域广泛开展宫颈柱状上皮异位防治工作，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部分研究学者发现，病原菌感染是诱发宫颈柱

状上皮异位的主要危险因素，其中沙眼衣原体和解脲脲原体可

能为主要致病菌［１０］。

沙眼衣原体解和脲脲原体主要寄生于人体生殖道，当机体

免疫力因为创伤等原因下降时，沙眼衣原体和解脲脲原体就会

侵入人体成为致病菌［１１１２］。沙眼衣原体是一种严格细胞内寄

生、具有独特发育周期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通过原体吸附于

易感细胞，并进入宿主细胞内生长繁殖，产生的磷酸酯酶能够

促进花生四烯酸的释放，增加血管通透性，造成组织水肿［１３１５］。

解脲脲原体具有ＩｇＡ特异蛋白酶，能够通过水解 ＩｇＡ使黏膜屏
障受损，同时该支原体通过产生毒性代谢产物如 ＮＨ３，对生殖
道上皮细胞造成损伤［１６１７］。本研究对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与沙

眼衣原体感染和解脲脲原体感染的相关性进行研究，从研究结

果可知，实验组患者的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发生率均

高于对照组，说明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与宫颈柱状上皮异

位的发生密切相关，由表２数据可知，实验组中重度宫颈柱状上
皮异位患者的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阳性检出率（８２３５％、
４７０６％）高于中度糜烂（４５００％、３５００％）及轻度宫颈柱状上
皮异位患者（３３３３％、１２５０％），中度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
的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阳性检出率高于轻度宫颈柱状上皮

异位患者，这说明病变程度越高的宫颈柱状上皮异位患者，其

解脲脲原体、沙眼衣原体感染发生率越高。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在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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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柱状上皮异位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促进作用，提示临床

应当从控制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方面着手，开展宫颈

柱状上皮异位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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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卢永丽，程娟，周雅萍．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与宫颈柱状上

皮异位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１１）：２３２５２３２７．
［１０］　ＩｓｈｉｄａＫ，ＡｒａｋｉＡ，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Ｍ，ｅｔａｌ．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ｐ１６ＩＮＫ４ａ／ｐ２１ＷＡＦ１／Ｃｉｐ１ｉｍｍｕｎｏｓ
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ｘｕｓｉｎｇ
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ｙ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４２
（２）：１２５１３３．

［１１］　张楹，王有萍，黄志兰，等．沙眼衣原体感染与生殖道人乳头瘤病

毒感染的关系及其与宫颈病变发生的相关性研究．中华生殖与

避孕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７）：５７８５８１．

［１２］　曹立，祝茹．宫颈糜烂的不孕症患者中解脲支原体感染检测分

析．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２，１０（１２）：１７１１７２．

［１３］　袁娟．生殖道感染与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的关系研究．中国妇

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１）：３４３６．

［１４］　曹伟胜，陈少南，钟群珍，等．宫颈糜烂患者衣原体、支原体感染

的现状研究．国际医药卫生导报，２０１４，２０（１）：１０１１０３．

［１５］　何宇，殷娜，薛虹，等．高危型ＨＰＶ和解脲支原体感染与宫颈组织

学改变的相关性探讨．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２５）：４０７９４０８１．

［１６］　胡正强，陈平，唐袁婷，等．多种假丝酵母菌混合感染合并生殖道

解脲支原体感染１例．现代临床医学，２０１６，４２（６）：４４８４４８．

［１７］　付玉华，高婷，杜春辉．早期流产与生殖道解脲支原体及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的相关性分析．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１０）：

１３４４１３４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０）

【基金项目】海南省卫生计生行业科研项目（１６Ａ２００００６）
【第一作者简介】沈方方（１９７６—），女，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妇
科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多发性子宫肌瘤与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及维生素 Ｄ
受体表达相关性研究
沈方方１　阮爱春１　陈喜婷１　徐秋霞２

１文昌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海南 文昌 ５７１３００
２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的 ＶＤＲ表达水平和血浆中维生素 Ｄ水平
情况，探讨多发性子宫肌瘤与ＶＤＲ表达、维生素Ｄ水平是否具有相关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
４月期间入住海南省文昌市人民医院妇产科的多发子宫肌瘤患者４０例（实验组），单发子宫肌瘤２０例（对照
组１），无子宫肌瘤患者２０例（对照组２），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检测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ＥＬＩＳＡ检测维
生素Ｄ受体（ＶＤＲ）蛋白的表达。结果：实验组患者血清维生素Ｄ水平（４０７３±１０２７）ｎｇ／ｍｌ低于对照组１
（６１５９±１８３２）ｎｇ／ｍｌ和对照组２（９２５１±２５１８）ｎｇ／ｍｌ（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白
表达与对照组１和对照组２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实验组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
白的表达水平与维生素Ｄ浓度呈正相关性（ｒ＝０４９４，Ｐ＜００５）。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血清中维生素 Ｄ绘
制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０９１４。筛选其最佳截断点：当维生素Ｄ为１７０４６ｎｇ／ｍｌ时，敏感性为９１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９５　　　·

特异性为８５３％。结论：维生素Ｄ的缺乏容易引起多发性子宫肌瘤，ＶＤＲ蛋白的表达与血清中维生素Ｄ的
浓度呈正相关，多发性子宫肌瘤的发病与维生素Ｄ呈负相关。

【关键词】　维生素Ｄ；维生素Ｄ受体；子宫肌瘤；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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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ＶＤＲ）；Ｆｉｂｒｏｉ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最为常见的良性肿瘤，又称为
纤维肌瘤、子宫纤维瘤［１２］。它在不同种族和人群中的发病率

不尽相同，流行病学调查发现，非洲女性发病率为普通人群的３
倍［３］。直至５０岁年龄妇女，经过超声检查发现约有７０％的女
性患有子宫肌瘤，而黑人女性却超过８０％［４］。目前，子宫肌瘤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通过本项研究，探讨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

子宫肌瘤组织中的 ＶＤＲ表达水平和血浆中维生素 Ｄ水平情
况，探讨多发性子宫肌瘤与ＶＤＲ表达、维生素 Ｄ水平是否具有
相关性。具体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择患者纳入标准：年龄范围２５～５０岁，于２０１５年
４月～２０１７年４月入住我科经超声检查或者 ＭＲＩ检查证实的
≥２个子宫肌瘤患者４０例（实验组），单发子宫肌瘤２０例（对照
组１），无子宫肌瘤患者２０例（对照组２），所有入选患者均为汉
族，术后病理切片由２位病理医师核实报告为子宫肌瘤。排除
标准：有自身免疫性疾病、产后半年、妇科及非妇科恶性肿瘤、

甲状旁腺疾病、慢性肾炎或肾功能衰竭患者等。本研究获得我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方法
所有入选患者完善手术前相关检查：如生化检查，肿瘤标

志物、维生素Ｄ水平检测等，术前盆腔超声和 ＭＲＩ检查排除子
宫恶性肿瘤，依据病史及检查结果必要时行诊刮术。

收集所有入选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性别、生化检验结

果、肿瘤标志物检查结果等。所有手术标本等量称重，立即送

至－２０℃冰箱保存。
维生素Ｄ水平检测：所有患者分别于术前２４ｈ抽静脉血３

～４ｍｌ，以２０００～３０００转／分钟离心２０分钟左右，分离血清后采
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ｌｉｑｕｉｄ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ａｎｄｅｍ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ＬＣＭＳ／ＭＳ）进行定量检测，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
书检测血清维生素Ｄ水平（ＳＩＧＭＡ公司）。

维生素Ｄ受体（ＶＤＲ）蛋白的表达水平检测：采用ＥＬＩＳＡ检
测子宫肌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中维生素Ｄ受体蛋白的表达水平。
称取等重组织标本，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检测维生素Ｄ受体蛋白
水平（上海康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组间均数

比较采用 ｔ检验，运用 ＲＯＣ曲线和 ＡＵＣ对血清维生素 Ｄ敏感
性和特异性进行评价，相关性分析采用双变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
析法，以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组别血清维生素Ｄ水平比较

采用ＬＣＭＳ／ＭＳ检测３组患者血清维生素 Ｄ含量。结果
显示，实验组患者血清维生素Ｄ水平低于对照组１和对照组２，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而对照组１患者组血
清维生素 Ｄ水平与对照组２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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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３组患者血清维生素Ｄ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血清维生素Ｄ水平（ｎｇ／ｍｌ）

实验组 ４０ ４０７３±１０２７

对照组１ ２０ ６１５９±１８３２ａ

对照组２ ２０ ９２５１±２５１８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病理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１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ＶＤＲ蛋白的表达水平与正
常组织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白表达（２１４２±
１３０７）ｎｇ／ｍｌ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３１５４±１２３２）ｎｇ／ｍｌ和对照
组２（３５５１±１０１８）ｎｇ／ｍｌ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白表
达，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对照组１和对照组
２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ＶＤＲ蛋白表达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３组患者维生素Ｄ受体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维生素Ｄ受体水平（ｎｇ／ｍｌ）

实验组 ４０ ２１４２±１３０７

对照组１ ２０ ３１５４±１２３２ａ

对照组２ ２０ ３５５１±１０１８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病理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１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血清维生素Ｄ浓度与ＶＤＲ蛋白表达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法结果显示，对照组１和对照组２患

者ＶＤＲ蛋白的表达水平与血清中维生素Ｄ浓度无明显相关性
（ｒ分别为００３、０２５２；均 Ｐ＞００５）；实验组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白的表达水平与维生素 Ｄ浓度有明显相关性（ｒ＝
０４９４，Ｐ＜００５）。
２４　维生素Ｄ对多发子宫肌瘤的诊断价值

绘制维生素Ｄ对多发子宫肌瘤的诊断价值的ＲＯＣ曲线，显
示维生素Ｄ对多发子宫肌瘤的诊断价值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
０９１４。筛选其最佳截断点：当维生素 Ｄ为 １７０４６ｎｇ／ｍｌ时，
ＲＯＣ曲线显示敏感性为９１４％，特异性为８５３％。显示维生素
Ｄ诊断多发子宫肌瘤具有较高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具有良
好的诊断价值。

#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一种常见的妇科良性肿瘤，其发病率逐年上

升，其病因、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了［５］。尽管子宫肌瘤发

病机制尚不明确，但相关研究日益深入，许多研究表明，子宫肌

瘤孕激素受体和雌激素受体表达差异性、ＣＯＭＴ、ＣＹＰ１７基因多
态性对雌激素合成与代谢的影响、维甲酸核受体和微小 ＲＮＡｓ
表达紊乱等均容易导致子宫肌瘤的发生［６８］。目前研究还发

现，营养性因素也可以导致子宫肌瘤的发生，如维生素 Ｄ的缺
乏的人群患子宫肌瘤发病率升高３２％［９］。

维生素Ｄ为类固醇衍生物，在临床中主要用途是抗佝偻
病，又称为抗佝偻病维生素［１０］。维生素 Ｄ家族成员中最重要

的成员是麦角钙化醇和胆钙化醇［１１］。研究表明，维生素Ｄ是一
个免疫调控开环类固醇激素并且具有强力的抗细胞增殖效应，

维生素Ｄ通过介导维生素Ｄ受体（ＶＤＲ）活化其唯一且特异性
信号通道激活靶基因的表达，维生素Ｄ以剂量依赖性抑制ＴＧＦ
β３表达而减少纤维粘连蛋白和Ⅰ型胶原蛋白的合成，从而在平
滑肌瘤细胞具有抗纤维化作用［１２１３］。多项研究结果表明，维生

素 Ｄ及其受体具有抑制细胞生长与增殖、促进细胞分化与凋
亡、抑制细胞浸润与转移的作用，同时具有下调雌激素受体表

达，抑制雌激素介导信号的功能。ＶＤＲ可以调节多种与细胞分
化相关基因的表达，发挥诱导细胞分化的作用。国外学者证

实，维生素Ｄ具有抗肿瘤作用，维生素 Ｄ受体会介导维生素 Ｄ
的活性［１４１７］。

本研究探讨了多发性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的

ＶＤＲ表达水平和血浆中维生素Ｄ水平情况，探讨了多发性子宫
肌瘤与ＶＤＲ表达、维生素Ｄ水平是否具有相关性。结果发现，
实验组患者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低于对照组１和对照组２，且实
验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白表达低于对照组１和对照
组２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 ＶＤＲ蛋白表达。这说明多发性子宫
肌瘤患者容易引起维生素 Ｄ的缺乏。有关维生素 Ｄ缺乏的报
道临床主要集中在乳腺癌和结直肠癌，且近年来国外有关维生

素Ｄ缺乏与子宫肌瘤相关性研究的报道不断增多。本研究发
现，实验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ＶＤＲ蛋白表达明显低于对照组
１和对照组２患者子宫肌瘤组织中ＶＤＲ蛋白表达。由此推测，
ＶＤＲ在子宫肌瘤组织中的缺失可能导致内源性雌激素水平升
高，组织局部高雌激素可能刺激肌瘤的发生和发展。诸多实验

表明，子宫肌瘤中的雌激素受体（ＥＲ）浓度比自体子宫肌层显著
增加，均提示肌瘤内环境呈高雌激素性。而维生素 Ｄ及其受体
具有下调雌激素受体表达，抑制雌激素介导信号的功能［１８］。本

研究结果发现，对照组１和对照组２患者ＶＤＲ蛋白的表达水平
与血清中维生素Ｄ浓度无明显相关性，可能是 ＶＤＲ蛋白的表
达与血清中维生素Ｄ的浓度有一定的关系，具体调节机制还需
要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结果还发现，维生素Ｄ对多发子宫肌瘤
的诊断价值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１４。筛选其最佳截断点：
当维生素 Ｄ为 １７０４６ｎｇ／ｍｌ时，敏感性为 ９１４％，特异性为
８５３％。维生素Ｄ在多发子宫肌瘤患者血清中的含量明显下
降，对多发子宫肌瘤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价值，维生素 Ｄ为
１７０４６ｎｇ／ｍｌ可能是一个诊断的界值。

综上所述，维生素 Ｄ缺乏导致子宫肌瘤易患，多发子宫肌
瘤患者低水平血清维生素Ｄ可能难以激活 ＶＤＲ表达而不能抑
制子宫平滑肌细胞增殖，这表明ＶＤＲ蛋白的表达与血清中维生
素Ｄ的浓度呈正相关。血清低水平维生素 Ｄ患者更容易患多
发子宫肌瘤，多发性子宫肌瘤的发病与维生素Ｄ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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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
１２８例分析
吉颖莉　乔艳妮　田玉玉　周腊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收治的巨大子宫肌瘤患者１２８例，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４例患者。对
观察组患者进行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对照组患者进行传统的开腹全子宫切除术，比较治疗后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平均术后疼痛时间，住院时间和排气时间以及下床活动时间等各项指

标。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平均术后疼痛时间，住院时间和排气时间以及下床活动时

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应用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
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疗效确切，对患者身体创伤较小，利于患者恢复，这种手术方式安全可行，值得进

一步进行推广。

【关键词】　腹腔镜；子宫肌瘤；阴式全子宫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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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工作节奏的加快和压力的增加，女性子
宫肌瘤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其中子宫肌瘤对女性的身体健康造

成很大危害，临床发病率为２０％～３０％，多发于４０岁以上的妇
女，子宫肌瘤会给女性带来子宫出血、疼痛、白带增多甚至是不

孕和流产［１］，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目前我们还没有

完全掌握子宫肌瘤的确切病因，同时形成子宫肌瘤的子宫平滑

肌组织不容易被发现，临床上常被忽略，因此近年来人们对子

宫肌瘤危害的认识逐步加深。传统的开腹全子宫切除术对患

者身体创伤较大，术后恢复时间较长［２］，留下的疤痕也会影响

患者的肢体美观甚至引起感染，治疗效果往往不能令人满意；

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是一种新型技术，手术创伤

小，出血量少，患者身体恢复较快，逐渐在临床上得到认可和接

受［３］。本研究将进一步探究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

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临床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本院收治的１２８例巨大子
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部患者均确诊为巨大子宫肌瘤患

者，并排除晚期子宫恶性癌变患者。根据手术方法的不同，将

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４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
龄最小的２４岁，年龄最大的６１岁，平均年龄为（４２７６±３４２）
岁，子宫肌瘤位于肌壁间３７例，浆膜下２７例，肿瘤平均大小为
（１６７２±１６６）ｍｍ，子宫大小为 １２～１８孕周，平均（１４６２±
３７５）周；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６２岁，平均年龄（４３２４
±３６８）岁，肿瘤位于肌壁间４０例，浆膜下２４例，肿瘤平均大小
为（１６４２±１４５）ｍｍ，子宫大小为 １２～１８周，平均（１４６８±
３８４）周。两组患者排除心、肝、肾等器官受损，全部患者及家
属均已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的一般资料数据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开腹全子宫切除术方法，对患者实

施麻醉并做好消毒工作，患者取平卧位，由患者腹壁切开腹腔，

取膀胱截石位，在患者膀胱宫颈横沟上环部起开阴道粘膜，再

逐层分离皮肤组织，将子宫暴露在手术环境中，对患者进行动

脉结扎后将子宫切除，最后将腹膜进行缝合［４］。

观察组患者采用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的方法，对

患者实施麻醉，取膀胱截石位后对患者进行消毒，判断患者子

宫大小，选择患者脐孔上缘作为切口，将腹腔镜置入患者体内，

再选择穿刺孔，选择患者下腹正中耻骨联合交界区域作为第４
操作孔，建立一个气腹，ＣＯ２气腹压力为１２～１４ｍｍＨｇ，通过腹
腔镜对盆腔进行观察后［５］，剪开膀胱子宫折返腹膜，下推膀胱

至宫颈外口水平，切断患者子宫双侧圆韧带等处，把子宫膀胱

腹膜反折后打开下推到膀胱，经阴道以钳由子宫夹出，牵出阴

道。将宫颈阴道黏膜切开后，处理子宫两侧的动脉与静脉，由

直肠宫颈间隙、膀胱宫颈间隙进行分离，向患者的膀胱引导间

隙和子宫膀胱间隙中折射１∶１０万的肾上腺素的生理盐水，由
腹腔镜再置入子宫粉碎器，在阴道碎解子宫缩小子宫体积并取

出，缝合患者盆腔腹膜和阴道粘膜［６］。最后冲洗盆腔，并以腹

腔镜检查盆腔残端有无出血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统计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以及

下床时间等情况，并统计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所用软件为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珋ｘ±ｓ）

表示，计数资料（％）表示，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在手术过程中，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６４ １３１４６±２０９８ａ １１７９５±６６９８ａ

对照组 ６４ １３５６６±２５４５ １４６７１±７３７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对比
经过手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平均术后疼痛时间、住院时间、

排气时间和下床活动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患者，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恢复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平均术后疼痛时间 住院时间 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时间

观察组 ６４ ２４１±１２１ａ ５３５±１０５ａ ２３４１±３５４ａ １７８±０９５ａ

对照组 ６４ ４３５±２３２ ７５８±１３２ ３８４２±４４５ ２６５±１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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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经过治疗观察组患者切口感染、皮气下肿和腑脏器损伤等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皮气下肿 腑脏器损伤

观察组 ６４ ２（３１２）ａ １（１５６）ａ ４（６２５）

对照组 ６４ ６（９８７） ８（１２５） ４（６２５）

合计 １２８ ８（６２５） ９（７０３） ８（６２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一种常见的良性肿瘤，有着很高的发病率，随

着子宫肌瘤面积的增大，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常引起女性月

经不调、白带增多甚至是流产和不孕的发生，对患者健康造成

很大危害，严重影响患者正常的工作和生活［７］。部分子宫肌瘤

的形成与复发性染色体的异常变化有关，也受到内源性激素、

生长因子、生活环境、种族等众多复杂因素的影响。目前，我们

还没有完全掌握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８］，药物治疗难以达到满

意的效果。因此，临床上主要通过子宫全切术的方式对子宫肌

瘤进行治疗，手术难度较大，对患者身体的创伤很大，往往难以

恢复，留下的疤痕也会影响患者的肢体美观［９］，造成感染的风

险，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近年来随着现代医学的逐渐发展，

微创理念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大成果，腹腔镜是一种由冷光源提

供照明并带有摄像头的器械，能够在大屏幕上实时反映患者患

处的清晰图像，手术视野比较广阔［１０］。因此，腹腔镜辅助下阴

式全子宫切除术作为一种新型技术逐步得到了应用，对患者造

成的创伤较小，患者身体恢复较快，并发症发生率较低，同时在

手术过程中不会直接暴露腹腔各脏器，可以避免开腹和关腹，

缩短手术时间，止血效果更彻底，治疗效果和安全性逐步得到

认可［１１］。

在手术过程中，我们逐渐总结出部分经验。首先，如何选

择合适的腹腔镜镜头穿刺点十分重要，能够确保合适的手术视

野［１２］；在对子宫血管进行结扎是要注意在两侧分别结扎，可以

控制大子宫血管的断端出血，有利于进行精密的手术操作；在

手术过程中应保证将膀胱置于安全位置，避免引发并发症；阴

道视野有很大局限性，因此要充分考虑子宫肌瘤的位置和大

小，以及患者的体型和身高，保证合理的手术操作空间［１３］；手术

过程中，如何更精密地使用腹腔镜等各种新型手术器械十分关

键，借助双极电凝和超声刀可以更好地处理复杂的手术过程，

因此，培养手术团队配合的默契度、提高医护人员的操作技能

和对器械的熟悉，有利于更好地完成手术，减轻病患痛苦［１４］；在

对患处缝合时采用单层缝合能够有效避免形成血肿，避免膀

胱、输尿管和子宫血管的损伤；部分观点认为，腹腔镜辅助下阴

式全子宫切除术仅适用于１２孕周子宫大小的患者，现阶段随着
腹腔镜技术的改进，对１２孕周子宫大小的患者也能通过腹腔镜
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进行治疗［１５］，但在手术过程中如果出

现子宫暴露困难等问题时应当及时应变，根据情况转为传统开

腹治疗，避免潜在危险以保证手术顺利完成［１６１８］。

在本次研究中，将１２８例子宫肌瘤患者分成观察组和对照

组，观察组患者应用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经过治

疗，可以看出与应用传统开腹全子宫切除术的对照组患者相

比，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术后出血量更少，术后平均疼痛

时间、住院时间、排气时间和下床活动时间更少，切口感染、皮

气下肿和腑脏器损伤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更低，两组数据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可以证明，腹腔镜辅助下阴
式全子宫切除术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手术方式，值得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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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与宫腔镜手术剔除子宫壁间肌瘤的价值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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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宫腔镜与腹腔镜剔除术对子宫壁间肌瘤的临床治疗效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４
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间在本院就诊的２４４例需进行剔除子宫壁间肌瘤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采取的手
术方法不同将所有患者分为腹腔镜组及宫腔镜组进行治疗。对患者术中、术后情况进行观察和统计，并对

患者进行随访，评价患者术后并发症及妊娠情况。结果：宫腔镜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首次下床活动

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前后血红蛋白降低程度、术后镇痛、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肌
层愈合率、妊娠丢失情况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术后发热、术后月经改善、复发、术
后切口脂肪液化、切口硬结红肿反应、季肋部胀痛、中转开腹的情况、术后１２个月患者肌层愈合率、术后妊娠
率、足月剖宫产情况、因肌瘤剔除术史行剖宫产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结论：宫
腔镜剔除术治疗子宫壁间肌瘤较腹腔镜剔除术具有更良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子宫壁间肌瘤；宫腔镜；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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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ＵＦ）是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女性
生殖器肿瘤，一般３０～５０岁女性易患这种平滑肌良性肿瘤［１］，

其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周期延长、月经量增多等。对于子宫肌

瘤的治疗方法主要是手术切除，因有部分女性处于生育年龄，

具有保留生育功能的要求，所以采用全子宫切除的方法并不适

用，而且对患者造成的损伤较大［２］。随着医疗技术的快速发

展，宫腔镜、腹腔镜等内镜技术在临床应用方面均获得了快速

发展和进步，但是对于临床上采用宫腔镜与腹腔镜为主对子宫

肌瘤进行微创治疗还存在一定的争议［３５］。所以，对于宫腔镜

及腹腔镜对子宫壁间肌瘤剔除术疗效评价具有很重要的临床

指导意义。本研究将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间在本院就诊
的２４４例需进行剔除子宫壁间肌瘤的患者分别采用宫腔镜、腹
腔镜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价和统计，并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现

报告如下。

!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间在本院就诊的２４４例需

进行剔除子宫壁间肌瘤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为２５岁
～５２岁，平均年龄（３３３４±４６７）岁，根据采取的手术方法不同
将所有２４４例患者随机分为２组，其中腹腔镜组１１４例患者采
取腹腔镜对子宫壁间肌瘤进行剔除，而宫腔镜组１３０例患者则
采取宫腔镜对子宫壁间肌瘤进行治疗。两组患者肌瘤数目≤３
个，肌瘤最大直径为３０～６０ｍｍ，两组患者平均年龄、肌瘤数目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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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纳入标准
年龄为２５岁～５２岁；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妇科检查及彩超

确诊子宫壁间肌瘤；根据２０１０年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制定
的分型标准为２～５型［６］；肌瘤数量≤３枚；无其他并发严重疾
病；有生育要求；患者及家属同意参加本研究。

１２　排除标准
年龄＜２５岁或＞５２岁；合并盆腔疾病；患有恶性肿瘤者；合

并其他不孕因素；并发其他严重疾病者；无法参与或完成此研

究者。

"

　方法
２１　手术方法

腹腔镜组患者在肌壁与肌瘤间注射缩宫素（兰州大得利制

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１６２０２０７１３），使用抓钳将瘤体钳夹，使
用单极切开后进行钝性分离，继而将瘤体剥出，如患者瘤体体

积较大，则采用旋切器将瘤体取出，然后采用１号无损伤缝合线
对子宫肌层和浆肌层进行缝合。

宫腔镜组患者采用Ｂ超进行实时监测，在 Ｂ超观察下使用
针状电极将肌瘤表面的黏膜层和肌层切开，将电切镜取出，对

患者静脉滴注缩宫素，通过 Ｂ超观察肌瘤已向宫腔内凸出，置
入宫腔镜，使用环状电极对肌瘤周围分离，使用卵圆钳将肌瘤

取出。

两组患者手术均为１次完成，手术完成后进行抗炎、缩宫等
相关治疗，

２２　疗效评价
对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肛门排

气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中转开腹率、术后发热、术后月经

改善情况、复发率、及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并

对所有患者进行随访，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患者术后１、３、６、
１２个月子宫肌层愈合情况及妊娠状况进行检测评估，超声提示
未观察到线样回声且子宫肌层回声均匀，即表示为肌层愈合。

２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士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患者围手术期基本情况

对所有患者围手术期基本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宫腔

镜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术后肛门排

气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手术前后血红蛋白降低程度均明显低于

腹腔镜组，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患者围手术期基本情况（珋ｘ±ｓ）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住院时间

（ｄ）
首次下床活动

时间（ｄ）
术后肛门排气

时间（ｈ）
血红蛋白

降低程度（ｇ／Ｌ）
术中出血量

（ｍｌ）

腹腔镜组 ８６２６±２４６７ １０１５±１９７ ２１７±０９４ ２９５７±３６２ １２５３±３７２ ７６２８±１８７４

宫腔镜组 ４４３１±１８５４ ７３４±０８５ １４２±０６８ ２０６１±２０８ ５３８±１７４ １４５３±８６９

ｔ值 １５１２２ １４７７４ ７１９９ ２４０５７ １９６０９ ３３６７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宫腔镜组患者术后镇痛比例明显低于腹腔镜组，与腹腔镜
组患者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宫腔镜组患者术后发热、
术后月经改善、复发、术后切口脂肪液化、切口硬结红肿反应、

季肋部胀痛、中转开腹的情况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患者术后情况［ｎ（％）］

组别
术后

发热

术后

月经改善
复发 术后镇痛

切口

脂肪液化

切口硬结

红肿反应

季肋部

胀痛

中转

开腹

腹腔镜组 ６（５２６） １０３（９０３５） ３（２６３） ７（６１４） ３（２６３） ２（１７５） ３（２６３） ２（１７５）

宫腔镜组 ２（１５４） １２４（９５３８）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７） １（０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χ２值 ２６６ ２３７ １３１ ５５３ １３１ ２３０ ３４６ ２３０

Ｐ值 ０１０３ ０１２４ ０２５２ ００１９ ０２５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６３ ０１２９

３２　患者术后肌层愈合情况
对两组患者术后肌层愈合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宫腔

镜组患者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肌层愈合率明显高于腹腔
镜组，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差异均显著（Ｐ＜００５），而术后１２
个月患者肌层愈合率稍高于腹腔镜组，与腹腔镜组相比较差异

不显著（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患者术后肌层愈合情况［ｎ（％）］

组别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腹腔镜组 １１（９６５） ５２（４５６１） １０６（９２９８） １１２（９８２５）

宫腔镜组 ４３（３３０８） １０８（８３０８） １２８（９８４６） １３０（１００００）

χ２值 １９３４ ３７７６ ４６４ ２３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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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患者术后妊娠情况
对两组患者术后妊娠情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宫腔镜组患者

术后妊娠率、足月剖宫产高于腹腔镜组，而妊娠丢失、因肌瘤剔除术

史行剖宫产情况均明显低于腹腔镜组患者，宫腔镜组患者妊娠丢失

情况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而术后妊娠率、
足月剖宫产情况、因肌瘤剔除术史行剖宫产与腹腔镜组患者相比较

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患者术后妊娠情况［ｎ（％）］

组别 术后妊娠率 妊娠丢失 足月剖宫产
因肌瘤剔除术

史行剖宫产

腹腔镜组 ６１（５３５１） ６（５２６） ４８（７８６９） １（１６４）

宫腔镜组 ８５（６５３８） １（０７７） ５８（６８２４） ０（０００）

χ２值 ３５６ ４４０ ０１６ １１５

Ｐ值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６ ０６８９ ０２８４

'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良性肿瘤，根

据肿瘤生长的位置不同，可以分为肌壁间肌瘤、黏膜下肌瘤、浆

膜下肌瘤、阔韧带肌瘤等类型［７］。有研究人员统计，在世界范

围内有２０％左右的女性患有子宫肌瘤［８］，而且随着人们饮食结

构的变化，子宫肌瘤的发病率显著增加［９］，而且发病年龄具有

逐渐年轻化的趋势［１０］。子宫肌瘤在早期并无明显的临床症状，

所以早期的检测和诊断较困难，当出现排尿障碍、经期延长、腹

部包块等临床症状时，子宫肌瘤体积相对初期会有所生长，而

且只能选择手术进行治疗［１１１３］。

对于子宫肌壁间肌瘤的临床治疗方法主要以手术剔除为主，

因保守治疗效果不佳，而宫腔镜手术和腹腔镜手术为治疗该病的

常用术式。有研究人员报道称，约５％的子宫肌瘤患者合并不
孕，采用肌瘤剔除术进行治疗可以提高患者术后自然受孕率［１４］。

但是，子宫肌壁间肌瘤剔除术采用宫腔镜手术还是腹腔镜手术存

在一定争议，ＭａｋｉｎｏＳ［１５］等人经过临床研究表示，子宫肌瘤剔除
术过程中是否穿透子宫壁影响子宫肌壁间肌瘤患者术后的恢复，

Ｋｕｍａｋｉｒｉ等人［１６］的研究结果表明，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过程中

是否穿透子宫壁是影响肌瘤剔除术后能否经阴道分娩的唯一因

素，对子宫肌壁间肌瘤患者进行治疗前，应根据子宫肌瘤与子宫

肌壁的位置关系确定腔镜手术的方式和难度。

有研究人员进行临床相关研究后表示，采用腹腔镜子宫肌

瘤剔除术所需手术时间主要取决于手术操作人员腹腔镜下操

作和缝合技术的熟练程度，同时也与肌瘤的取出相关，因较大

的子宫肌瘤需要旋切才能取出，从而延长了手术时间［１７１９］。对

于宫腔镜、腹腔镜剔除术保留患者生育功能治疗效果，术后是

否出现子宫破裂为评价其疗效的金标准［１９］。

本研究中分别采用宫腔镜、腹腔镜剔除术对子宫肌壁间肌

瘤患者进行治疗，显示宫腔镜剔除术与腹腔镜剔除术相比较可

以明显缩短手术、住院、首次下床活动及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并

且术后发热、术后月经改善、复发、术后切口脂肪液化、切口硬

结红肿反应、季肋部胀痛、中转开腹的情况均较低，患者术后月

经得到改善，患者术后１～６个月的肌层愈合速度明显快于腹腔
镜组患者，且患者术后妊娠丢失的情况明显低于腹腔镜，妊娠

率优于腹腔镜组。这说明宫腔镜剔除术治疗子宫肌壁间肌瘤

具有比腹腔镜更为良好的治疗效果，具有创伤小、安全性高、术

后并发症少、愈合速度快的特点，有助于保持患者子宫浆膜层

完整性，对于促进患者术后妊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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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ｏｎｅ：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ｌｉｎ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ｏｂ

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２０１０，２５（３）：５６９５７４．

［１５］　ＭａｋｉｎｏＳ，ＴａｎａｋａＴ，Ｉｔｏｈ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ｉｒ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Ｒｅｓ，２００８，３４（６）：９５２９５６．

［１６］　ＫｕｍａｋｉｒｉＪ，ＴａｋｅｕｃｈｉＨ，ＩｔｏｈＳ，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ｔｈｅ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ｉｒｔｈ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

ｍｙ．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０８，１５（４）：４２０４２４．

［１７］　米鑫，姚书忠，刘莉，等．腹腔镜大径线肌壁间子宫肌瘤剔除术的

临床分析．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０６，１２（７）：７１８７１９．

［１８］　ＭａｒｃｈｉｏｎｎｉＭ，ＦａｍｂｒｉｎｉＭ，ＺａｍｂｅｌｌｉＶ，ｅｔ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４，８２（１）：１５４１５９．

［１９］　ＬａｎｄｏｎＭＢ，ＬｙｎｃｈＣＤ．Ｏｐｔｉｍ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ｍｏｄｅ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ｃｅ

ｓａｒｅａｎｗｉｔｈ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ｏｒ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ｄａｔａ．Ｓｅｍｉｎ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２０１１，３５（５）：２５７２６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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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昆山市科技计划项目（ＫＳ１５３８）
【第一作者简介】姚世文（１９７８—），男，主管技师，主要从事放射科临床
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提高子宫肌瘤的 ＣＴ诊断水平研究
姚世文１　蔡亚琴１　倪建１　马宗丽２　刘丽３

１如皋市人民医院放射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５００
２如皋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５００
３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ＣＴ在子宫肌瘤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完整收集１１５例子宫肌瘤患者的
临床资料予以回顾性分析研究，资料收集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对患者分别实施 Ｂ超检查与
ＣＴ检查。对不同方法的检查结果进行详细的记录，并与患者的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行比较分析。结果：对 Ｂ
超检查与ＣＴ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可得ＣＴ检查的符合率显著高于Ｂ超检查，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９８２６％ＶＳ８９５７％，Ｐ＜００５）；对１１５例患者的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在肌壁
间肌瘤、浆膜下肌瘤、粘膜下肌瘤、多发性子宫肌瘤检查结果方面，Ｂ超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之间均存在
一定的差异，且准确率均显著低于 ＣＴ检查结果，误诊率显著高于 ＣＴ检查，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临床对子宫肌瘤实施ＣＴ诊断可以获得理想的检查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误诊现象。

【关键词】　子宫肌瘤；临床诊断；ＣＴ；Ｂ超

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　ＹＡＯＳｈｉｗｅｎ１，ＣＡＩＹａｑｉｎ１，ＮｉＪｉａｎ１，ＭＡＺｏｎｇｌｉ２，ＬＩＵＬｉ３．
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Ｒｕｇ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ｔｏｎｇ２２６５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
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ｕｇａｏ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ｔｏｎｇ２２６５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Ｋｕｎｓｈａｎ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ｕｚｈｏｕ２１５３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１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ｄａｔａ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ｏｆＣ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９８２６％ ｖｓ８９５７％，Ｐ＜００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ｌｌｔｈｅ１１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ｉｎｔｒａｍｕｒａｌｍｙｏｍａ，ｓｕｂｓｅ
ｒｏｕｓｍｙｏｍａａｎｄｓｕｂｍｕｃｏｕｓｍｙｏｍａ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ＣＴｔｅｓｔｗｈｉｌ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ｃａｎｇｅｔｉｄｅ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ｕｔ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ＣＴ；Ｂ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肿瘤，绝大多数是子宫肌层组织的良
性病变，常见于３０岁 ～５０岁。长在不同位置的子宫肌瘤会有
不同的症状［１］。子宫肌瘤的症状常因为肌瘤生长的部位、大

小、生长速度、有无继发变性及合并症等而不同，常见的临床表

现有异常子宫出血、腹部包块、疼痛、邻近器官的压迫症状、不

孕、贫血和心脏功能障碍等［２］。因此，对患者进行早检查、早诊

断、早确诊，可以有效提高子宫肌瘤的治愈率和改善患者预后，

对降低子宫肌瘤复发及癌变也具有重要意义［３］。本次研究探

讨子宫肌瘤的ＣＴ诊断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完整收集１１５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予以回顾性分析
研究，资料收集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年龄２３岁
～５９岁，平均年龄（４１１７±１２３７）岁。婚姻情况统计：已婚９０
例，未婚２５例。患者临床资料完备，可以满足本次研究的数据
分析需求，临床表现包括经期延长、下腹坠胀、腰痛、阴道流血、

白带增多等，部分患者无明显症状。对于本次研究过程中研究

对象的研究方案，患者及其家人均事前了解，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

１２　方法
对患者分别实施 Ｂ超检查与 ＣＴ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与术

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对比分析。Ｂ超检查使用西门子 ＰＨＩＬＩ
ＰＳＩＵ２２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患者取仰卧位，探头频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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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 ３５ＭＨｚ，对患者进行纵向、横向和多切面的检查。ＣＴ检
查采用西门子Ｅｍｏｔｉｏｎ６陆排螺旋 ＣＴ机，行平扫和增强扫描，
扫描层厚５ｍｍ，间距２ｍｍ，扫描范围从耻骨联合上缘向上扫描
完毕整个盆腔，并且重新建立冠位和矢状位。增强扫描过程中

利用静脉内团注射法对患者进行对比剂注射，对比剂的注射总

量为 ８０ｍｌ，注射流速保持为 ２５ｍｌ／ｓ。在延迟扫描过程中，相
应的扫描时间控制为３５ｓ。对不同方法的检查结果进行详细的
记录，并与患者的术后病理检查结果行比较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对研究过程中收集的相关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处理，使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计数资料利用百分率进行表示并实施 χ２检验。
检测Ｐ值，经比较存在统计学差异的检验标准以α＝００５为准。
"

　结果
２１　患者基本情况

我们统计了 １１５例患者基本情况，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１５例患者基本情况统计

　　项目 例数 构成比

年龄（例）

　２３～３５岁
　３６～４５岁
　４６～５５岁
　５６岁以上
婚姻状况（例）

　已婚
　未婚
临床表现（例）

　月经过多
　经期延长
　阴道流血
　白带增多
　下腹坠胀
　腰痛
　无明显症状
发病情况（例）

　单发
　多发

２６
５６
２５
８

９０
２５

３１
３０
１２
１９
３１
１９
５６

５２
６３

２２６１％
４８７０％
２１７４％
６９６％

７８２６％
２１７４％

２６９６％
２６０９％
１０４３％
１６５２％
２６９６％
１６５２％
４８７０％

４５２１％
５４７９％

２２　不同检查方法与病理诊断结果的符合情况统计比较
对Ｂ超检查与ＣＴ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可

得ＣＴ检查的符合率显著高于 Ｂ超检查，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１１５例患者不同检查方法与病理诊断结果的符合情况
统计比较［例（％）］

检查方法 诊断符合

Ｂ超检查 １０３（８９５７）

ＣＴ检查 １１３（９８２６）

ｔ／χ２值 　 ９１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２３　不同检查方法与病理诊断结果的对比分析
对１１５例患者的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进行比较，可得

在肌壁间肌瘤、浆膜下肌瘤、粘膜下肌瘤、多发性子宫肌瘤检查

结果方面，Ｂ超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差
异，且准确率均显著低于 ＣＴ检查结果，误诊率显著高于 ＣＴ检
查，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其
中，ＣＴ检查２例误诊病例因微小浆膜下肌瘤误诊。
２４　ＣＴ检查临床表现

经ＣＴ平扫可以观察到患者子宫大小、轮廓均呈现出不同
程度的变化。肌瘤较大者子宫外形态不规则，部分呈分叶状，

可见附着于子宫的结节状软组织密度的突出物结构，呈单发或

多发。浆膜下肌瘤表现为子宫肿块呈现出明显的分叶状，且经

平扫和增强扫描发现，与正常子宫肌较为相似，边缘十分光滑、

整齐。黏膜下子宫肌瘤经平扫与增强的扫描均显示出低密度

的影像，且边缘十分清晰。肌壁间肿瘤经扫描可以观察到子宫

出现增大现象，但未出现分叶现象，或仅出现很浅的分叶现象。

经平扫可观察到等密度情况，或呈现出稍低密度。在实施增强

扫描之后可以观察到存在密度不均匀的低密度的影像。肿块

内部呈现出不均匀的密度状态，可以观察到旋涡状或层状结

构，在其周围环绕这密度稍低的假包膜。子宫腔被挤压，出现

变形移位的情况。

表３　１１５例患者不同检查方法与病理诊断结果的对比分析［ｎ（％）］

检查方法 肌壁间肌瘤　 浆膜下肌瘤　 粘膜下肌瘤　 多发性子宫肌瘤　 误诊

Ｂ超检查
ＣＴ检查
病理诊断

４２（３６５２）ａ

４６（４０００）
４７（４０８７）

１７（１４７８）ａ

２７（２３４８）
２７（２３４８）

２９（２５２２）ａ

２１（１８２６）
２２（１９１３）

１５（１３０４）ａ

１９（１６５２）
１９（１６５２）

１２（１０４３）ｂ

２（１７４）
－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类型病理诊断结果以及ＣＴ检查结果进行比较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ＣＴ检查误诊率进行比较存
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

　讨论
在影响子宫肌瘤发病的因素中，年龄占据重要地位。患有

子宫肌瘤的患者主要表现出腰腹疼痛、月经变化、下腹包块、压

迫症状及激发贫血症状、阴道出血等症状［４］。其中，最为常见

的症状为月经变化。如月经量增加、月经期延长、腹部肿块、下

腹部疼痛、腹部扪等症状，同时存在恶变可能［５］。

子宫肌瘤患者多为育龄期妇女，会对女性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造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当做到早检查、早诊断、早治疗［６］。

尽量把握最佳治疗时机以增加治疗效果和治愈率，避免迁延造

成的恶变，同时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选取适当方式改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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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７］。本组资料显示，对１１５例患者的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
果进行比较，可得在肌壁间肌瘤、浆膜下肌瘤、粘膜下肌瘤、多

发性子宫肌瘤检查结果方面，Ｂ超检查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之
间均存在一定的差异，ＣＴ检查的符合率显著高于 Ｂ超检查，
（９８２６％ＶＳ８９５７％）。且准确率均显著低于 ＣＴ检查结果，误
诊率显著高于ＣＴ检查。上述结果表明，与常规 Ｂ超检查进行
比较，临床对子宫肌瘤实施 ＣＴ诊断可以获得更为理想的检查
效果。作为在子宫肌瘤诊断领域具备良好效果的常见手段，对

患者进行Ｂ超检查时应注意鉴别子宫肌瘤和子宫腺肌瘤的不
同。患者平滑肌细胞增生造成子宫肌瘤，且包含少量作为支持

组织存在的结缔组织纤维［８９］。进行 Ｂ超检查时，子宫肌瘤内
部回声强弱不同，主要由平滑肌细胞及纤维组织、结缔组织含

量决定。此外，还受到平滑肌细胞形成、分布、排列等因素的影

响［１０１１］。应当明确的是，尽管Ｂ超在子宫肌瘤常规检查时获得
广泛应用，但同样存在误诊或漏诊可能。ＣＴ检查采用 Ｘ线束
对人体立体或检查部位断面进行扫描，根据人体组织具备的透

过率差异形成图像［１２１３］。ＣＴ检查方式能够对女性生殖系统、
盆腔组织结构及妇科疾病病变部位相关情况进行清楚显示，包

括部位、范围、数量、大小、密度等。尤其对肿块性病变的定位、

定性更加适用［１４］，具备很高的准确度且能够清楚显示肌瘤内部

结构及周围关系。与Ｂ超相比，ＣＴ检查在判断肌瘤钙化、出血、
变性等层面具备明显优势，且排除肿瘤体积、肠道气等因素印

象，避免产生误诊漏诊［１５１６］。本组资料还显示，ＣＴ检查结果显
示存在２例误诊患者，均为微小浆膜下肌瘤误诊。这提示 ＣＴ
检查在获得理想诊断效果的同时，也存在一定的误诊现象，表

明ＣＴ检查的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时会出现
无法准确诊断的情况。但是，ＣＴ扫描过程中可以对不同肿瘤的
位置和大小、来源以及内部结构等予以较为清晰的诊断，且不

受肠气以及肿瘤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可以获得较为理想的子宫

肌瘤诊断效果［１７１８］因此，仍然不失为一种具有较高临床应用
价值的检查方法。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初步证实，Ｂ超及 ＣＴ检查都
能用于子宫肌瘤检查诊断。ＣＴ检查能够对肿瘤位置、周围组织
关系、肿瘤大小进行更加清晰的现实，同时能够现实肿瘤钙化、

变性、坏死等情况，在诊断敏感性及确诊率方面具备优势。因

此，可以将ＣＴ检查作为子宫肌瘤检查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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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腺肌病患者应用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
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效果观察
张彩玩　邓森灵△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妇产科，海南 儋州 ５７１７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对子宫腺肌病采用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
系统治疗方法的临床效果。方法：将６３例子宫腺肌病患者根据治疗方法分为两组，研究组（ｎ＝３３）采用腹
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合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对照组（ｎ＝３０）仅采用腹腔镜子宫
楔形切除术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患者术后３、６、１２、２４个月的子宫体积、月经量、痛经评分、血红蛋白、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复发和妊娠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及２４个月时的子宫体积小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１２月及２４月时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术后２４个月时的月经量
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１）；研究组患者术后２４月内的血清ＣＡ１２５及血红蛋白水平控制较好，而对照组术后血
清ＣＡ１２５水平逐渐升高，而血红蛋白水平逐渐降低，但两组数据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
组中术后２４个月内０例复发，而对照组出现３例复发（Ｐ＞００５）；对照组２例患者顺利妊娠，研究组中无患
者成功妊娠。结论：采用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子宫腺肌病

可更有效地缓解患者的症状，控制疾病的进展，故具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子宫楔形切除术；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子宫腺肌病；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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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腺肌病作为一种常见的妇科良性疾病，可以导致患者 月经改变、严重痛经，甚至生育能力下降或不孕，并且其发病率

正逐年上升，严重威胁着女性的身心健康；针对子宫腺肌病的

治疗，子宫切除术一直被视为最有效的方法［１］。相当多的年轻

女性渴望保留生育功能，因此，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得到广

泛接受，但子宫腺肌病病变组织多与周围正常组织无清除的界

限，故使保守性手术治疗几乎不可能将病灶完全切除，复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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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大大增加［１２］。本文通过观察６３例子宫腺肌病患者采用腹
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

统治疗的临床效果，希望为治疗方式进展提供更多相关资料。

具体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在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就诊
的６３例子宫腺肌病患者作为本研究对象，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将
其结果分为两组。研究组（ｎ＝３３）采用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
合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对照组（ｎ＝
３０）仅采用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治疗。入选标准：所有患者
要求保留子宫，痛经疼痛评分至少达到５分，无严重的肝肾功能
障碍，术前６个月未服用避孕药及其他激素类药物，不合并有子
宫内膜异位、子宫肌瘤、子宫内膜病变等影响本次研究观察指

标的疾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两

组患者年龄、术前子宫大小、痛经评分、血清学指标等情况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统计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１３±４１ ４０４±５０ ０７８４ ０２１８

既往妊娠次数（次） １１±０５ １０±０６ ０７２１ ０２３７

痛经评分（分） ７３±１３ ７５±１５ ０５６７ ０２８６

子宫体积（ｃｍ３） １８８９±８７４ １９０４±９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４７４

子宫腺肌瘤位置（％）

前壁 １６ １５ ０３９０ ０８２３

后壁 １２ １２

宫底 ５ ３

血清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２１２６±１０３８１８５６±８８５ １１０５ ０１３７

血红蛋白（ｇ／ｌ） １０８５±１６０ １１０３±１８８ ０４１０ ０３４１

１２　方法
患者均取仰卧位，采用全身麻醉方法，常规建立人工ＣＯ２气

腹，术前探查腹腔、盆腔，准确记录子宫体积、病灶部位和大小，

予以子宫肌层８Ｕ垂体后叶素的稀释液，促进子宫收缩，减少出
血风险；子宫楔形切术：环绕病灶凸起最明显处采用双极电钩

切开子宫壁，深达病灶，再以单极电钩将病灶切除，保证切除病

灶后子宫体积基本缩小到正常、切口创面组织弹性较好且无肉

眼可见的病灶，位于宫角子宫峡部的病灶需更小心处理，防止

损伤输卵管或子宫血管，如有组织粘连先用ＰＫ刀分离粘连；术
毕Ｖｌｏｃｋ线连续缝合创面，不可穿透至内膜层，亦不可留有死
腔，尽量重新形成正常子宫，切口创面以可以吸收止血纱布和

防粘连壳聚糖覆盖；术后予以常规剂量缩宫素及抗生素［３４］。

术后３个月在研究组３３例患者的阴道放置左炔诺孕酮（北京紫
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１０２１３７８）宫内缓释系统，并对两
组患者进行术后３、６、１２、２４个月的随访。
１３　观察及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３、６、１２、２４个月的子宫体积、月经量、痛
经评分、血红蛋白、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及术后随访期间的复发和
妊娠情况。

子宫体积测量采用０５２３×子宫长径×横径×前后径的计
算方法，超声测量子宫长径、横径及前后径；患者的月经量测量

采用此次经期卫生巾数／治疗前经期同种卫生巾使用数×１００％
的计算方法；疼痛评分采用ＶＡＳ评分标准［４５］。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对收集的资料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比较
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结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及２４个月时的子宫体积明显小于
对照组（ｔ值分别为２１３３、３８９８，Ｐ值分别为００１８、００００）；研究
组患者术后１２月及２４月时的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ｔ值分
别为５６４９、５８１１，Ｐ值分别为００００、００００）；研究组患者术后２４
个月时的月经量少于对照组（ｔ＝３０９０，Ｐ＝０００２）；研究组患者
术后２４月内的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控制较好，而对照组术后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逐渐升高，但两组数据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术后２４月内的血红蛋白水平较稳定，对照
组患者的术后血红蛋白水平逐渐降低，但两组数据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随访结果比较

组别和时间 子宫体积（ｃｍ３） 痛经评分（分） 月经量（％） 血清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血红蛋白水平（ｇ／ｌ）

研究组

　术后３月 ８０３±３３２ １５±０８ ７２８±１０６ ５１８±４２２ １２１８±１１６

　术后６月 ７６８±２７１ １２±０８ ６７４±１２５ ３３７±２９１ １２０６±１３２

　术后１２月 ７２３±２５４ ０６±０７ ６６６±１４９ ３１６±２４２ １１９５±１５３

　术后２４月 ６５６±２７８ ０５±０８ ６３２±１５１ ２７６±２０１ １１８７±１２３

对照组

　术后３月 ８０８±３２３ １３±０８ ７０８±１２５ ４６６±４４１ １２１６±１２４

　术后６月 ８２８±３０１ １５±０７ ７０４±１１３ ３４７±２２１ １１９７±１４５

　术后１２月 ８８６±３４９ａ １９±１１ａ ７１０±１０６ ３５２±２７３ １１７４±１５５

　术后２４月 ９９４±４０４ａ ２６±１９ａ ７３７±１１４ａ ３６６±２３９ １１５６±１７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研究组同时间点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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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复发及妊娠情况比较
研究组３３例患者阴道内置入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术

后３个月６例出现月经周期不规律等症状，未特殊处理，后均逐
渐恢复正常；研究组术后２４个月内０例复发，而对照组出现３
例复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４６５，Ｐ＝００６６）；对照组２例
患者顺利妊娠，研究组中无患者成功妊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２２７２，Ｐ＝０１３２）。
#

　结论
子宫腺肌病是一种妇科常见良性病，由于侵入子宫肌层内

的子宫内膜组织随着激素的周期性变化在肌层内发生周期性

出血，促进肌纤维结缔组织增生，逐渐形成腺肌瘤，子宫体积可

以增大至孕１０～１２周水平，但具体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仍不清
楚［５６］；子宫腺肌病患者的体征与病变严重程度不完全线性相

关，尽管临床诊治过程中仍然存有诸多盲点，但可以肯定的是，

根治性子宫切除术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７］。近年来，子宫

腺肌病患者的发病年龄呈现年轻化，保留子宫的需求及生育愿

望十分强烈，药物治疗腺肌病不易控制症状，且大量激素使用

导致不良反应很重，故腹腔镜下子宫楔形切除术受到较大推

崇，与传统手术比较具有诸多优点，例如手术切口小、出血少、

恢复快并保留了患者生育的可能性［８１０］；腹腔镜下子宫楔形切

除术已经成为目前国内局限性子宫腺肌病治疗的主流手术方

式，但术后复发的几率增加，临床研究工作正在积极探究腹腔

镜切除术联合药物的合适治疗方案［１１］。

本文通过观察发现，研究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及２４个月时
的子宫体积小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１２月及２４月时的疼
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术后２４个月时的月经量少
于对照组（Ｐ＜００１），故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阴道置
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使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更加明显，

利于长期预后。有研究证实，左炔诺孕酮可以使子宫的雌激素

受体表达下调，从而阻止内膜增生导致腺肌病病灶萎缩，并且

可降低前列腺素水平，加强子宫收缩功能，促进子宫恢复正常

体积，从而缓解痛经等不适症状，同时宫内的高浓度左炔诺孕

酮亦使子宫内膜萎缩、内膜血管减少，所以患者的月经量下降，

但对卵巢功能影响较小［１２１４］。本研究还发现，研究组患者术后

２４月内的血清 ＣＡ１２５控制较稳定，而对照组术后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逐渐升高，但两组数据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中术后２４个月内０例复发，而对照组出现３例
复发（Ｐ＞００５）；对照组２例患者顺利妊娠，研究组中无患者成
功妊娠；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是评判子宫腺肌病的重要指标，因此，
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

系统对患者术后病情进展具有阻碍作用［１５１７］；但两组患者

ＣＡ１２５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并不符合研究前的预期结果，两
组患者术后的复发情况差异不大，亦无统计学意义。笔者考

虑，可能与本次研究的样本量及随访时间有关，未来将增加样

本量及随访期进一步讨论。不可否认，阴道放置左炔诺孕酮宫

内缓释系统会导致患者出现月经不规则等情况，关于左炔诺孕

酮宫内缓释系统的药物浓度问题仍是探究热点［１８］。

综上所述，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合并术后阴道放置左炔

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对子宫腺肌病具有良好的效果，可以更有

效地缓解患者症状、控制疾病的进展；同时，仍然存在较多疑

惑，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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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疗同步化疗对宫颈癌患者临床效果分析
杨雷１　杜玉坤１　刘楠１　徐光１　吕玲玲１　李冬雷２

１定州市人民医院产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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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放疗同步化疗治疗宫颈癌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
年１月在定州市人民医院和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２０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为观察组（ｎ
＝６０）与对照组（ｎ＝６０）。观察组放疗联合同步化疗治疗，对照组仅给予放射治疗。观察两组的临床治疗效
果及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７５００％，对照组有效率为７１６７％。两组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术后３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放疗同步化疗临床效果显
著，远期生存率高，但不良反应较单独放疗高，临床上应结合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　放射疗法；化学疗法；宫颈癌；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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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ｂｕｔ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ｏｎｅ，ｓｏ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其发病率逐渐升高，且
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性接触均有一定相

关性［１］。目前，临床治疗宫颈癌的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放疗及

化疗，其中最广泛应用的是早期行全子宫切除术加盆腔淋巴结

清扫，旨在抑制病情进展［２］。但是，对于晚期宫颈癌患者来说，

局部粘连严重及周围组织浸润等原因导致其手术粘连效果不

佳，此时更倾向于选择放疗或化疗对患者进行治疗［３］。本次研

究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在定市人民医院和保定市第
三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２０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并
探讨放疗同步化疗治疗宫颈癌的临床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在定州市人民医院和保定

市第二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的宫颈癌患者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年
龄２７岁 ～６９岁，平均（４４４２±８１４）岁。纳入标准［４］：①符合
宫颈癌诊断标准。②符合放疗和化疗指征，且不能手术治疗。
③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随访失访者。②治疗禁忌
者。③依从性差患者。④合并其他肿瘤。本研究经过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现将１２０例患者分为观察组（ｎ＝６０）与对
照组（ｎ＝６０）。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观察组（ｎ＝６０） 对照组（ｎ＝６０） χ２／ｔ值 Ｐ值

平均年龄（岁） ４４１３±８４６ ４４６４±８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５

平均体重（ｋｇ） ５６１１±５４９ ５６５７±５５２ ０５８ ＞００５

临床分期（例）

Ⅱｂ １４ １３ ０４１ ＞００５

Ⅲ ３０ ３１

Ⅳ １６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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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放疗。腔外放疗，每周５次，每次２Ｇｙ，总

剂量在４５～５５Ｇｙ。腔内放疗，每周２次，每次５Ｇｙ，总剂量为３５
～４５Ｇｙ。腔内照射当日停止腔外照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
合应用顺铂（进口药品：澳大利亚 Ｈｏｓｐｉｒａ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ＰｔｙＬｔｄ；注册
证号：Ｈ２００９０５２１），每周４ｄ，剂量为７５ｍｇ／ｍ２。在放疗第一天前
１ｈ给予化疗。
１３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短期治疗效果，不良反应以及生存率。根据

ＷＨＯ实体瘤标准［５］将临床效果分为完全缓解（ＣＲ）、部分缓解
（ＰＲ）、稳定（ＮＣ）和进展（ＰＤ）。有效率＝（ＣＲ＋ＰＲ）／总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本次实验所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学
分析，采用χ２检验和ｔ检验，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为７５００％，对照组患者有效率为
７１６７％。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项目 观察组（ｎ＝６０） 对照组（ｎ＝６０） χ２值 Ｐ值

ＣＲ（例） １９ １７ － －

ＰＲ（例） ２６ ２６ － －

ＳＤ（例） １３ １４ － －

ＰＤ（例） ２ ３ － －

有效率（％） ７５００ ７１６７ ０１７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ｎ（％）］

　　项目
观察组

（ｎ＝６０）
对照组

（ｎ＝６０） χ２值 Ｐ值

恶心呕吐 ２９（４８３３）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０７１ ＜００５

骨髓抑制 ５３（８８３３） ４１（６８３３） ７０７ ＜００５

放射性膀胱炎 １９（３１６７） １２（２０００） ２１３ ＞００５

放射性肠炎 ３４（５６６７） ２９（４８３３） ０８６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远期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３年生存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

　讨论
临床过去针对宫颈癌的治疗主要依靠手术治疗及放射治

疗，而对于宫颈癌ＩＩＡ期前还是 ＩＩＢ期后的患者来说，手术不是
治疗该患者的最佳方式，需要有选择性地进行放化疗［６９］。经

过多年调查发现，治疗后患者的５年生存率依旧未得到明显提
高，提示现有治疗方式仍然需要巨大的提升［１０１１］。在传统治疗

方法中，未选择化疗作为主要治疗方式的原因是当时认为宫颈

癌灶对于化疗并不敏感，因此并未在宫颈癌治疗中起到重要治

疗作用［１２１４］。大量临床发现，单纯应用放疗对患者远期生存率

没有明显影响，同时后期发生远处转移的机率很高。但是，随

着放疗同步化疗这一理念在宫颈癌治疗中被提出并应用后，许

多研究者均对该治疗方式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分析宫颈癌中更

适于该治疗方法的类型及如何选择化疗药物及剂量等等［１５］。

表４　两组患者生存率比较［ｎ（％）］

　 项目
观察组

（ｎ＝６０）
对照组

（ｎ＝６０） χ２值 Ｐ值

１年生存率 ５３（８８３３） ５２（８６６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２年生存率 ４７（７８３３） ４１（／６８３３） １５３ ＞００５

３年生存率 ４３（７１６７） ３２（５４２４） ３８８ ＜００５

放疗同步化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尽可能改善癌灶周围组

织浸染程度，缩小肿瘤体积，降低癌灶转移可能，提高后期治疗

效果［１６］。本次研究选择的所有患者均符合宫颈癌且需进行放

疗或化疗要求，并选择腔内腔外放射治疗，同时对于观察组患

者放疗前给予顺铂化疗。铂类治疗是临床常用化疗药物，刘鑫

丽等在研究同步放化疗时同样运用顺铂作为化疗药物，结果发

现局部复发率及远处转移率均有明显降低现象发生［１７］。但是，

在该研究中也发现了 ＩＩＩ度及 ＩＶ度不良反应发生率增加的问
题，这提示在同步放化疗中化疗药物应用的剂量需格外谨慎。

在另一项同步放化疗的研究中，笔者选用调强放疗及顺铂治

疗，结果发现其近期疗效及一年生存率、远处转移率等指标无

明显差异，但３年及５年生存率却明显提高，放射性直肠炎及白
细胞总反应率也有所增加，但未出现严重的 ＩＩＩ及 ＩＶ级不良
反应［１８］。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来看，观察组治疗有效率为７５００％，对
照组有效率为７１６７％。两组比较发现，该治疗有效率无显著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比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发现，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主要增加了恶

心呕吐及骨髓抑制的发病率，放射性膀胱炎及放射性肠炎并未

明显增加。观察组患者术后１年生存率和２年生存率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术后３年生存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与当时的治疗有效率结果相比，说明同步放化疗

对患者远期生存率更有帮助。

综上所述，放疗同步化疗临床效果显著、远期生存率高，但

不良反应高于单独放疗，目前尚不可将其作为标准治疗。临床

上应当结合患者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做进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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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彭秀兰，罗良志，姚世炳，等．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疗
效分析．实用医院临床杂志，２０１４，１１（６）：１６７１６９．

［１４］　雷怀宇，张书旭，张国前，等．宫颈癌患者放疗过程中靶区体积及
位移变化．广东医学，２０１５，３６（１６）：２４６３２４６５，２４６６．

［１５］　刘倩，刘忠山，赵汝栋，等．顺铂增敏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宫颈
癌的疗效．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１６）：４７１２４７１４．

［１６］　吴阳．放疗联合不同剂量顺铂周疗方案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疗
效．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２０）：５８１５５８１６．

［１７］　刘鑫丽，姚秀英，李世春，等．顺铂同步放化疗与单纯放疗治疗中
晚期宫颈癌疗效比较．山东医药，２０１４，５４（４４）：８１８２．

［１８］　赵建国，杨昊，郁志龙，等．调强放疗联合顺铂治疗宫颈癌的临床
观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４）：２７９２８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赵祖红（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放射科临床
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ＣＴ联合 ＭＲＩ在宫颈癌患者的诊断效果及影像学特点
研究
赵祖红１　齐立宁２

１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放射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２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妇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ＣＴ（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联合ＭＲＩ（核磁共振成像）在宫颈癌合并尖锐湿疣患
者的诊断效果和影像学特点。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宫颈癌合
并尖锐湿疣患者１００例，进行ＣＴ以及 ＭＲＩ诊断。结果：ＭＲＩ诊断 ＩＡ期、ＩＢ期和ⅡＡ期的检出率显著高于
ＣＴ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Ａ期以及ＩＢ期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Ｔ联
合ＭＲＩ诊断检出率显著高于单用ＣＴ以及 ＭＲＩ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ＲＩ诊断间质浸
润、宫体侵犯和阴道侵犯的检出率显著高于ＣＴ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淋巴结转移和宫旁
侵犯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Ｔ联合 ＭＲＩ诊断检出率显著高于单用 ＣＴ和 ＭＲＩ诊断，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Ｔ联合ＭＲＩ诊断同单独诊断间质浸润、宫体侵犯、阴道侵犯、淋巴结转移和
宫旁侵犯等的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ＣＴ诊断宫颈癌合并尖锐湿疣价格低廉，不过检
出率低于ＭＲＩ诊断，临床上应当根据患者具体情况联合应用。

【关键词】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核磁共振成像；宫颈癌；尖锐湿疣；诊断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ＲＩ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ＺＨＡＯＺｕ
ｈｏｎｇ１，ＱＩＬｉｎｉ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Ｂａｏｄ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ｏｄｉｎｇ０７１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Ｂａｏｄ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ｏｄｉｎｇ０７１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Ｃ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ｇ
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０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ＴａｎｄＭＲ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ｆＩＡ，ＩＢａｎｄⅡＡｉｎＭＲＩ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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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ＡａｎｄＩＢ（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ＴｊｏｉｎｔｗｉｔｈＭＲＩ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ａｌｏｎ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ＭＲＩ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ｕ
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ＴｊｏｉｎｔｗｉｔｈＭＲＩ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ｅｉｔｈｅｒａｌｏｎ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ＴａｎｄＭＲＩａｎｄｅｉｔｈｅｒａ
ｌｏｎ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Ｃ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ＣＡｃｏｓｔｓｌｏｗｂｕｔ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ＭＲＩ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ｏｊ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Ｔ）；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ｄｙｌｏ
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

　　宫颈癌是一种临床上十分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发病部位
在女性生殖系统，致死率较高，采用科学有效的方案治疗子宫

颈癌患者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改善预后，同时还能有效降低死亡

率，因为治疗手段的选择与病变分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临

床上常采用专科检查和宫颈活检细胞学检查以达到宫颈癌的

临床诊断和分期的目的，但在确定肿瘤浸润深度和准确的范围

方面依然十分受限［１］。ＣＴ和ＭＲＩ具有较高的组织分辨率和多
序列、多方位成像等优点，目前已在临床女性恶性肿瘤的检查

中广泛应用［２］。现对比了ＣＴ和ＭＲＩ在宫颈癌分期诊断中的临
床疗效，探讨术前宫颈癌检查的有效手段。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收
治的宫颈癌１００例，纳入标准：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为不规则阴道
出血、绝经后出血、性交后出血、血性白带；进行病理检查后确

诊为宫颈癌；排除标准：处于哺乳期、妊娠期的女性［３］。ＭＲＩ组
共５９例患者，手术前进行 ＭＲＩ检查，年龄２６岁 ～６６岁。平均
年龄范围５２１３岁。ＣＴ组共５９例患者，手术前进行ＣＴ扫描检
查，年龄２７岁～６４岁，平均年龄５１２２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本研究
已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ＣＴ诊断方法应用ＧＥ１６排螺旋ＣＴ进行诊断，检查之前
患者口服５００ｍＬ的泛影葡胺（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４０２５，名山禾药
业公司生产）；同时检查前还要进行憋尿，从而确保膀胱充盈顺

利完成检查。检查完成之后，在患者的肘部静脉位置注射

００１ｍｍｏｌ／ｋｇ的碘普罗胺（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４９４，拜耳医药公司
生产）。根据耻骨至髂前上嵴的走向进行参数的设置，设定层

厚为１０ｍｍ，设定重建间隔为 ０５ｍｍ，对疾病集中的位置进行
５ｍｍ每层的扫描［４］。在患者的腹主动脉进行１８０ＨＵ的动脉期
扫描［４］。

１２２　ＭＲＩ诊断方法应用 ＧＥ１５Ｔ超导扫描仪。检查之前如
果患者戴有节育环需要首先取出节育环，并且充分饮水之后憋

尿，确保膀胱充盈，设定扫描层厚为３０ｍｍ［５］，应用 ＳＥＴ１ＷＩ序
列，冠状面抑制 ＴＥ１０３ｍｓ，ＴＩ１１５ｍｓ矢状面抑制 ＴＥ１０３ｍｓ，
ＴＩ１１５ｍｓ。在此之后，肘部静脉注射应用００１ｍｍｏｌ／ｋｇ的碘普罗

胺。矢状面增强扫描以及冠状面增强扫描的视野设定为

３８０ｍｍ×３８０ｍｍ，设定层厚为５ｍｍ，设定间隔为１０ｍｍ，设定扫
描矩阵为１２８×１２８６，设定重建矩阵为２５６×２５６［５］。
１３　观察指标

扫描得到的ＣＴ图像以及ＭＲＩ图像由同一个放射科医师进
行解读，并且根据图像对比宫颈癌情况。

１３１　ＣＴ分期标准０期：患者额度宫颈轮廓比较平滑，同时边
界清楚。宫颈附近的脂肪间隙较为显著，宫颈直径低于３ｃｍ。
Ⅰ期：患者的宫颈直径超过３ｃｍ，同时宫颈轮廓平滑、边界清晰。
宫颈附近的脂肪间隙较为显著。Ⅱ期：患者的宫颈直径超过
３ｃｍ，同时轮廓模糊，软组织肿块显著。宫颈以及输卵管附近的
脂肪间隙模糊，密度明显上升。Ⅲ期：软组织肿块或软组织索
条状影像可蔓延至盆腔部位，且清晰可见。该现象可以蔓延至

孔内肌，存在盆腔淋巴结的肿大问题，输卵管位置存在积水，同

时肾盂位置也有一定积水。Ⅳ期：膀胱或直肠内蔓延到患者的
软组织肿块，膀胱显著增厚，附近层消失，存在淋巴结肿大问

题，蔓延到患者的腹股沟［６］。

１３２　ＭＲＩ分期标准０期：ＭＲＩ检查患者的宫颈均无显著的信
号异常问题，检查结果为阴性。Ⅰ期：患者轴位Ｔ１ＷＩ出现低信
号，同时Ｔ２ＷＩ出现不均匀的高信号，Ｔ１ＷＩ显示患者的宫颈机
制环完整，同时 ＳＴＩＲ存在高信号。Ⅱ期：检查结果提示患者的
矢状位存在低信号基质环，异常信号超过阴道上方２／３，或者是
宫颈附近存在异常的高信号。Ⅲ期：患者的异常信号超过阴道
上方１／３，同时阴道壁显著增厚，阴道壁的边缘较为模糊；高信
号发生在患者宫颈附近以及主韧带位置。Ⅳ期：膀胱或者是直
肠壁出现高信号，膀胱或者是直肠壁显著增厚，肌肉形存在显

著的异常问题，盆壁骨异常信号明显［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检测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分析，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ＭＲＩ诊断ＩＡ期、ＩＢ期以及ⅡＡ期的检出率显著高于ＣＴ诊

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Ａ期以及 ＩＢ期的检出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Ｔ联合 ＭＲＩ诊断检出率显
著高于单用 ＣＴ以及 ＭＲＩ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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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宫颈癌病灶检出率ＭＲＩ、ＣＴ比较

项目
ＭＲＩ组

检出数／病例数 检出率（％）

ＣＴ组

检出数／病例数 检出率（％）

ＭＲＩ联合ＣＴ组

检出数／病例数 检出率（％）

ⅠＡ ３／８ ３７５ ２／１１ １８２ ８／１１ ７２７

ⅠＢ ３６／３８ ９４７ ２５／３７ ６７６ ３８／３８ １０００

ⅡＡ ４３／５４ ７９６ １５／５２ ２８９ ５３／５４ ９８１

总检出率 ８２／１００ ８２０ ４２／１００ ４２０ ９７／１００ ９７０

　　注：ＭＲＩ组临床分期ⅡＡ期共５４例中，术后病理提示阴道侵犯共４５例

　　ＭＲＩ诊断间质浸润、宫体侵犯以及阴道侵犯的检出率显著
高于ＣＴ诊断（Ｐ＜００５），淋巴结转移以及宫旁侵犯的检出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Ｔ联合ＭＲＩ诊断检出率显著高于
单用ＣＴ以及 ＭＲＩ诊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ＣＴ联合ＭＲＩ诊断同单独诊断间质浸润、宫体侵犯、阴道侵

犯、淋巴结转移以及宫旁侵犯等的特异度无明显区别（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宫颈癌手术后病理ＭＲＩ、ＣＴ检出率比较

项目
ＭＲＩ组

检出数／病例数 检出率（％）

ＣＴ组

检出数／病例数 检出率（％）

ＭＲＩ联合ＣＴ组

检出数／病例数 检出率（％）

间质浸润　 ６７／８９ ７５３ ５９／７０ ８４３ ８７／８８ ９８９

阴道侵犯　 ３７／５６ ６６１ ２４／５７ ４２１ ４６／５７ ８０７

宫体侵犯　 ２４／４３ ５５９ １８／３７ ４８７ ３６／４２ ８５７

淋巴结转移 １３／３９ ３３３ ２／１６ １２５ ２２／３８ ５７９

宫旁侵犯　 ８／８ １０００ ６／６ １０００ ８／８ １０００

表３　宫颈癌手术后病理ＭＲＩ、ＣＴ特异性比较

项目

ＭＲＩ组

真阴性例数／

总阴性例数 特异性（％）

ＣＴ组

真阴性例数／

总阴性例数 特异性（％）

ＭＲＩ联合ＣＴ组

真阴性例数／

总阴性例数 特异性（％）

间质浸润　 ０／０ ０／０ ０／０

阴道侵犯　 ３８／３８ １０００ ４３／４３ １０００ ３８／３８ １０００

宫体侵犯　 ６４／７２ ８８９ ７０／７０ １０００ ７０／７０ １０００

淋巴结转移 ７９／８３ ９５２ ６７／８１ ８２７ ８１／８２ ９８８

宫旁侵犯　 ６２／６２ １０００ ７１／７１ １０００ ７１／７１ １０００

#

　结论
宫颈癌合并尖锐湿疣是一种妇科中比较常见的疾病，对妇

女的生命健康有着严重的危害。目前普遍认为，采用 ＣＴ或
ＭＲＩ作为初诊时的盆、腹腔影像学检查方法，在肿瘤的分期方
面有积极作用［８］。ＭＲＩ在临床诊断子宫颈癌方面具有十分可
观的诊断价值。ＭＲＩ诊断具有很多优点，如操作简便，对肿瘤
组织的分辨率相对较高，影像多方位、多参数，能够准确细致的

显示子宫颈的情况，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对患者是否

会出现恶性肿瘤能够快速做出准确性较高的判断等［９］。正常

情况下Ｔ１ＷＩ上子宫颈会出现均匀的低信号，在Ｔ２ＷＩ上则会呈
现３层结构。信号方面由外到内表现中等、较弱、高信号；但子
宫颈出现肿瘤病变时，在Ｔ２ＷＩ上的表现就会明显改变，一般会
呈现高信号，与正常情况下中间层的低信号形成鲜明对比，容

易对肿瘤病变做出判断［１０］。采用 ＭＲＩ诊断，还能准确地对子
宫颈癌进行分期［１１］。此外，ＣＴ在子宫颈癌的诊断方面有很大
作用，但其对肿瘤病变的分辨率低，难以判断病灶对子宫颈的

浸润情况，诊断准确率相对较低［１２］。

在宫颈癌合并尖锐湿疣ＭＲＩ诊断过程当中，形态集中体现
为类圆形，同时边界比较模糊。在信号特点方面，正常子宫颈

组织的Ｔ２ＷＩ诊断，外层显示为低信号，中层显示为显著的低信
号，内层显示为显著的高信号，出现的位置包括患者的黏膜层、

肌外层以及肌内层等［１３］。宫颈癌组织 Ｔ１ＷＩ上显示为等信号，
Ｔ２ＷＩ上显示为高信号，同宫颈基膜、子宫内膜以及宫旁组织等
信号的区别较为明显，能够借助于影像学诊断来显示肿瘤组

织［１４］。ＣＴ诊断可以原发性宫颈癌患者的分期诊断提供可靠的
依据，但其分辨率低，因此在诊断直径 ＜４～５ｍｍ的肿瘤时，难
以完全检出，肿瘤直径 ＞５ｍｍ则容易检出，所以说在对宫颈癌
诊断中存在局限性［１５］。因此，临床医者在诊断时要结合其他诊

断方法，达到提高诊断准确率的目的。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

癌阳性检出率以及诊断准确率等领域，ＭＲＩ诊断均显著优于ＣＴ
诊断。肿瘤及其增生肉芽组织生命力较强，代谢速度较快，因

此在诊断过程当中，应当重点区分肿瘤组织增生的肉芽组

织［１６］。在宫颈癌的分期方面，ＭＲＩ诊断的分期准确率要显著高
于ＣＴ诊断（Ｐ＜００５），由此可以得出结论，ＭＲＩ的准确率在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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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癌合并尖锐湿疣分期诊断当中的效果更加理想。简言之，宫

颈癌合并尖锐湿疣患者的诊断中，ＭＲＩ诊断更加具有临床应用
价值，能够显著改进诊断效果［１７］。不过，ＣＴ诊断简便快捷，医
师可以联合应用这２种诊断技术，并用其他治疗手段进行辅助，
加快患者痊愈进程［１８］。

综上所述。在手术前对宫颈癌合并尖锐湿疣患者进行ＭＲＩ
检查更加准确性，但在宫旁侵犯、淋巴结转移的判断上，两者无

明显区别。因此，在治疗ＩＢ期及ⅡＡ期宫颈癌合并尖锐湿疣患
者时，手术前进行ＭＲＩ检查更具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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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润性宫颈癌运用多层螺旋 ＣＴ和 ＭＲＩ进行术前
分期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
马再伦１　范盈盈２

１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影像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４００
２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４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浸润性宫颈癌运用多层螺旋 ＣＴ和 ＭＲＩ进行术前分期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００例浸润性宫颈癌患
者的多层螺旋ＣＴ和ＭＲＩ影像学资料，以术后病理分期作为金标准，比较２种检查方式对浸润性宫颈癌术前
分期的诊断效果。结果：ＭＲＩ对于浸润性宫颈癌Ⅱ期、Ⅲ期、Ⅳ期和总诊断符合率分别为９３３３％（４２／４５）、
９７３０％（３６／３７）、１００００％（１８／１８）和９６００％（９６／１００），均明显高于多层螺旋ＣＴ诊断符合率７７７８％（３５／
４５）、７８３８％（２９／３７）、６６６７％（１２／１８）和 ７６００％（７６／１００），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结论：在浸润性宫颈癌术前分期的临床诊断中，应用ＭＲＩ可以进行初步分期，诊断准确性明显高于多层螺旋
ＣＴ，具有临床推广意义。

【关键词】　 浸润性宫颈癌；多层螺旋ＣＴ；磁共振成象；术前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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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临床妇科比较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具有较高发
病率，患者临床表现以下肢肿痛、阴道排液、流血、肛门坠胀、尿

急等为主，严重危害广大女性健康［１］。目前，手术是治疗宫颈

癌的主要方式，而术前准确分期对于提高手术治疗效果及患者

预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２５］。近年来，多层螺旋ＣＴ和磁共振成
象（ＭＲＩ）被广泛应用于浸润性宫颈癌的术前分期诊断中，均具
有一定诊断价值，但临床对于两者诊断价值比较的研究较

少［６７］。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１００例浸润性宫颈癌患者
的多层螺旋ＣＴ和ＭＲＩ影像学资料，比较２种方式对浸润性宫
颈癌术前分期的诊断效果，旨在为临床更好地诊治宫颈癌提供

参考。现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我院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００
例浸润性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①临床资料和影
像学资料完整者；②术后病理证实为浸润性宫颈癌；③肝肾功
能正常。排除标准：①造影剂过敏者；②合并有其他组织、器官
恶性肿瘤。１０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９岁～６５岁，平均年龄（３９８２
±３４３）岁；病理类型：鳞癌６１例，腺癌３０例，腺鳞癌９例；病理
分期：Ⅱ期４５例，Ⅲ期３７例，Ⅳ期１８例。本研究已经通过本院
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多层螺旋 ＣＴ和 ＭＲＩ检查。①多层螺旋 ＣＴ

检查：仪器为飞利浦ＩｎｇｅｎｕｉｔｙＦｌｅｘ１６排螺旋机。检查前患者适
度饮水憋尿使膀胱充盈，取仰卧位，扫描范围为自耻骨联合下

缘向上至髂棘。将扫描参数做如下设置：扫描层厚＝５～１０ｍｍ，
电流＝２００～３００ｍＡ，电压＝１２０ｋＶ，重建间隔 ＝０５～２５ｍｍ，螺
距＝１。对患者进行平扫后，经肘静脉注入 ６０～１００ｍｌ的
３００ｍｇ／ｍｌ造影剂碘佛醇，注射速度为３～４ｍｌ／ｓ，启动造影示踪
技术，当腹主动脉ＣＴ值达到１７０～１８０ＨＵ后实施动脉期扫描，
延迟６５ｓ后实施实质期扫描，延长１８０～２４０ｓ使输尿管及膀胱
成像。②ＭＲＩ检查：仪器为飞利浦 Ｉｎｇｅｎｉａ１５Ｔ核磁共振扫描
仪。检查前患者适度饮水憋尿使膀胱充盈，取仰卧位，扫描内

容包括常规矢状面 ＳＥＴ１ＷＩ扫描（层厚 ＝４ｍｍ，ＴＥ＝１５ｍｓ，ＴＲ
＝３５０ｍｓ）、ＴＳＥＴ２ＷＩ（层厚＝４ｍｍ，ＴＥ＝１０５ｍｓ，ＴＲ＝２９００ｍｓ）和
矢状面脂肪抑制Ｔ２ＷＩＴ加权扫描（层厚 ＝４ｍｍ，ＴＥ＝１０５ｍｓ，ＴＲ
＝３８５０ｍｓ）。上述扫描结束后，注入对比剂实施增强扫描，参数
与平扫一致。

１３　观察指标
２种检查方式的检查结果均由本院３名经验丰富的影像科

医师共同分析确定，以术后病理分期作为金标准，比较２种检查
方式对浸润性宫颈癌术前分期的诊断准确性。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

表示，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２种检查方式诊断符合率比较

ＭＲＩ诊断浸润性宫颈癌术前分期的准确性明显优于多层螺旋
Ｃ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２种检查方式的诊断符合率比较［ｎ（％）］

检查方式 人数
病理分期

Ⅱ期 Ⅲ期 Ⅳ期
合计

病理检查　 １００ ４５（４５００） ３７（３７００） １８（１８００）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

多层螺旋ＣＴ １００ ３５（７７７８） ２９（７８３８） １２（６６６７） ７６（７６００）

ＭＲＩ　　　 １００ ４２（９３３３） ３６（９７３０）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９６（９６００）

χ２值 ４４０６ ４５５４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１１

Ｐ值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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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检查方式影像学表现
多层螺旋ＣＴ：宫旁可见增粗条索影，盆壁肌肉和肿瘤间存

在增粗条索影，膀胱或直肠表现为不对称增厚、锯齿状增厚，间

隙消失，淋巴结边缘毛糙不规则，中央区域有低密度影。

ＭＲＩ：肿瘤在Ｔ２ＷＩＦＳＥ影像中表现为欠均匀或均匀高信
号，Ｔ１ＷＩ肿瘤实质部分与正常宫颈分界不清，两者通常表现为
等信号，注入对比剂后表现为明显强化。

#

　讨论
近年来，我国的宫颈癌的发病率持续上升，且呈年轻化的

趋势，不仅严重影响广大女性患者的生存质量，还给家庭及社

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宫颈癌发病原因比较复杂，主要与营养不

良、病毒感染、性生活紊乱、吸烟等有关。临床发现，宫颈癌的

治疗、预后和术前病理分期关系密切，而早期是手术切除最佳

时机，故准确进行术前分期和准确判断肿瘤浸润及淋巴转移情

况，对于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要意义［８１０］。

目前，临床常用于浸润性宫颈癌分期手段的为国际妇产科

联盟（ＦＩＧＯ）分期标准，其根据患者体格检查，结合膀胱镜检查、
直肠检查和静脉肾盂造影等进行诊断，但效果不佳，误诊率和

漏诊率较高［１１］。因此，采用何种方式对浸润性宫颈癌进行准确

术前分期，是目前临床工作中面临的棘手问题。随着影像学的

不断发展，多层螺旋ＣＴ和 ＭＲＩ被广泛应用于浸润性宫颈癌的
术前分期诊断中，均具有一定诊断价值，受到广大患者和临床

医师的青睐［１２１３］。多层螺旋 ＣＴ可以通过三维重建技术，对宫
颈病变情况进行多方位、多角度观察，可以将病灶浸润范围和

局部解剖结构显示出来。ＭＲＩ扫描技术具有软组织分辨率高、
图像采集信号多和无辐射等优点，被广泛应用于浸润性宫颈癌

术前分期中［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ＭＲＩ对于浸润性宫颈癌Ⅱ
期、Ⅲ期、Ⅳ期和总诊断符合率均明显高于多层螺旋 ＣＴ。这表
明在浸润性宫颈癌术前分期的临床诊断中，ＭＲＩ诊断的准确性
明显高于多层螺旋 ＣＴ。分析其原因为，与多层螺旋 ＣＴ相比，
ＭＲＩ显示的图像更加清晰，可以对肿瘤大小进行准确测量，可
以清晰显示肿瘤周围组织浸润情况。在 ＭＲＩ检查中，Ｔ２ＷＩ可
以将肿瘤、宫颈、子宫和周围组织关系清晰显示出来；矢状位

Ｔ２ＷＩ可以显示肿瘤病灶与阴道、宫颈及宫体关系；轴位 Ｔ２ＷＩ
可以显示肿瘤对子宫周围侵犯情况；动态增强扫描可以清晰显

示基质受侵情况和宫旁浸润情况，从而提高浸润性宫颈癌的诊

断准确性［１５１７］。与宫颈基质和上皮组织相比，宫颈小肿瘤可以

在早期出现强化，而大肿瘤往往出现坏死，其动态增强中可以

强化亦可以不强化，但通常表现为环形强化。此外，多层螺旋

ＣＴ难于从浸润组织中将正常韧带和血管鉴别出来，而 ＭＲＩ对
于从浸润组织中区分出正常韧带和血管鉴别的敏感性、特异性

均更高［１８］。总之，ＭＲＩ可以提供比多层螺旋 ＣＴ更佳清晰的图
像，有利于提高肿瘤病灶大小测量准确度，可以清晰显示肿瘤

侵犯基质情况，从而提高诊断准确性。

综上所述，与多层螺旋ＣＴ相比，应用ＭＲＩ可以对浸润性宫
颈癌进行准确术前分期，为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具有临

床推广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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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ＢｏｌｌｉｎｅｎｉＶＲ，ＫｒａｍｅｒＧ，ＬｉｕＹ，ｅｔａｌ．Ａ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ＲＩｄｅｒｉｖｅｄ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ｏ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ｔｕｍｏｕｒ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ｉｎｐｅｌｖ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
Ｒｅｖ，２０１５，４１（６）：４９６５０２．

［６］　马辉，张燕．磁共振成像在宫颈癌分期及腹腔和盆腔淋巴结转移
诊断中的价值．新乡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３（１０）：８９８９００．

［７］　张海燕，宋迪．多层螺旋ＣＴ与 ＭＲＩ对宫颈癌术前分期的诊断价
值比较．中国妇幼健康研究，２０１４，２５（１）：１１１１１３．

［８］　王伟，尚春亮，黄佳明，等．腹腔镜与开腹行子宫广泛性切除术治
疗Ⅰａ２～Ⅱａ２期子宫颈癌的可行性及肿瘤结局的配对队列研
究．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５０（１２）：８９４９０１．

［９］　陈婷，张晶，张玉东，等．ＭＲ动态增强扫描对早期宫颈癌的诊断
及分期价值的研究．临床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９）：１３７６１３８０．

［１０］　张萍，董江宁，高飞，等．３．０ＴＭＲＩ高ｂ值扩散加权成像在宫颈癌
分期中的应用．实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８）：１２４６１２４９．

［１１］　杨涛，程敬亮，王伟，等．ＤＷＩ联合ＭＲＩ常规序列对宫颈癌的诊断

及分期与病理对照分析．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６（７）：１２７５１２７７．

［１２］　ＢｏｕｒｇｉｏｔｉＣ，ＣｈａｔｏｕｐｉｓＫ，ＰａｎｏｕｒｇｉａｓＥ，ｅｔ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ｖ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ｉｌｏｔｔｅｓｔｉｎｇｏｆａ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ＭＲＩ）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ｕｍｏｒ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ｓｏｆ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Ａｂｄｏｍ 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５，４０（７）：

２５２９２５４０．

［１３］　陆静，李蔚洪，陈中港，等．ＭＲＩ在老年宫颈癌患者术前诊断及病

理分期中的价值研究．中国医药导报，２０１６，１３（３５）：１７７１８０．

［１４］　ＭｉｎｋｏｆｆＤ，ＧｉｌｌＢＳ，ＫａｎｇＪ，ｅｔａ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ｔｃｏｍ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ｈｉｇｈｄｏｓｅｒａｔｅ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ｕｓ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ｕｍ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ａｍ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ａ

ｄｉｏｌ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７８８３．

［１５］　张秋芳，连鹏．浸润性宫颈癌术前 ＣＴ及 ＭＲＩ诊断的临床价值研

究．中国ＣＴ和ＭＲＩ杂志，２０１６，１４（４）：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３．

［１６］　卢春，程鲲．浸润性宫颈癌运用多层螺旋 ＣＴ和 ＭＲＩ进行术前分

期的临床价值．中国数字医学，２０１６，１１（１１）：２８２９．

［１７］　ＫｕａｎｇＦ，ＹａｎＺＰ，ＬｉＨＬ，ｅｔ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ＭＲＩ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ｔ３．０Ｔ：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ｒｏｕｔｉｎｅＭＲＩ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ＭＲＩ．ＪＭａｇｎＲｅｓ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５，４２（４０：１０９４１０９９．

［１８］　周星，黄刚，张庆，等．动态增强ＭＲＩ及扩散加权成像对宫颈癌病

理特征及临床分期的应用．中国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１１）：

８５５８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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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２７３７５６）
【第一作者简介】孙松（１９８５—），男，主治医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医男科学

△【通讯作者】李海松（１９６０—），男，主任医师、博士、博士生导师，Ｅ
ｍａｉｌ：１０２８ｂｊ＠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７ ·中医性学·

左归丸治疗男性不育少弱精子症（肾阴亏虚型）临床
观察
孙松１　李海松２△　祝雨田２　王彬２　莫旭威２　王继升２

１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外科，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左归丸对肾阴亏虚型男性少弱精子症患者的影响。方法：２２０例男性不育症患者
均口服左归丸，连续治疗９０天。观察和比较治疗前后患者精液常规参数、性激素水平的变化和临床疗效。
结果：临床总有效率为８６．１％；治疗后患者的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数量、前向运动精子以及活动率较治疗
前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患者的睾酮（Ｔ）和促黄体生成激素水平（ＬＨ）较治疗前
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后促卵泡生成素、泌乳素、雌二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左归丸治疗肾阴亏虚型不育症患者具有较好的疗效。

【关键词】　左归丸；少弱精子症；肾阴亏虚型；临床观察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Ｚｕｏｇｕｉｐｉｌｌ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ｌｉｇ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ｔｙｐｅ　ＳＵＮＳｏｎｇ１，ＬＩＨａｉｓｏｎｇ２△，ＺＨＵＹｕｔｉａｎ２，ＷＡＮＧＢｉｎ２，ＭＯＸｕｗｅｉ２，ＷＡＮＧＪｉｓｈｅ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
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０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
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ｏｎｇｚｈｉｍｅ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７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Ｚｕｏｇｕｉｐｉｌｌ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ｌｉｇ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ｆｋｉｄｎｅｙ
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ｌｉｇ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Ｚｕｏｇｕｉｐｉｌｌｆｏｒ９０ｄａｙ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ｌｅｖ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ｅｒｅ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８６．１％．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ｓｐｅｒ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ｅｍｅ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ｐｅｒｍ，ｆｏｒｗａｒｄｍｏｔｉｌｅ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ｏｎ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ｌｅｖ
ｅｌｓ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ａｎｄ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Ｚｕｏｇｕｉｐｉｌｌ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ｏｌｉｇ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Ｚｕｏｇｕｉｐｉｌｌ；Ｏｌｉｇ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Ｋｉｄｎｅｙ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受环境污染、社会发展、生活方式改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近年来不育症患者呈逐年增长趋势，人类生殖能力逐年下

降，约２０％的育龄夫妇受到不育不孕的困扰，其中男方因素导
致的不育约占４０％ ～６０％，其中最主要原因是精液异常，而少
精子症、弱精子症则是精液异常的主要类型，研究显示少弱精

子症约占男性不育症的４６％［１３］。笔者自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
年９月采用左归丸治疗男性不育少弱精子症（肾阴亏虚型）患
者２２０例，临床疗效满意，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男科、北京市昌平区中医医院男科就诊的男性不育症患者

２２０例，年龄２３岁～５０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７３±９９２）岁，不育
时间为１～１３年，平均不育年限（４３５±３５８）年，所有患者入组
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精液常规检查：精子密度 ＜１５×１０６ｍｌ
的患者１５７例；精液量＜１５ｍＬ的患者７１例；不液化的患者４３
例，不完全液化的患者７３例；前向运动精子＜３２％患者１１２例；
活动率＜４０％患者１３４例。完成研究的共２０８例患者，因各种
原因导致病例脱落１２例。
１２　诊断标准

中医辩证标准参照《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以及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４５］制定：辨证属于肾阴

亏虚证，主症：腰膝酸软而痛、耳鸣；次症：潮热盗汗、骨蒸发热、

五心烦热、口燥咽干、舌红少苔、脉细数。具备主症２项和次症
２项即可诊断；西医诊断标准参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实验室检验手
册（第五版）制定［２］：精液量 ＜１５ｍｌ、精子密度 ＜１５×１０６ｍｌ或
者精子总数＜３９×１０６ｍｌ为少精子症，前向运动精子 ＜３２％或
者活动率＜４０％为弱精子症。
１３　纳入标准

①年龄≥２３岁且≤５０岁男性。②符合男性不育症西医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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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以及少弱精子症判定标准。③中医辩证属肾阴亏虚型。
④入选前１个月内未服用任何有关男性不育的药物。
１４　排除标准

①年龄＜２３岁或＞５０岁。②女方患有不孕相关疾病。③
过敏性体质及严重药物过敏史。④患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呼
吸系统疾病、肝肾功能不全、糖尿病等基础疾病者。⑤患有隐
睾、睾丸体积过小、中重度精索静脉曲张、睾丸炎、附睾炎、泌尿

生殖系统器质性病变等。⑥不符合中医肾阴亏虚辨证标准。
具备１项者需要排除。
１５　治疗方法

所有入组病例均口服左归丸（熟地２４ｇ、山药１２ｇ、枸杞子
１２ｇ、酒萸肉 １２ｇ、川牛膝 ９ｇ、菟丝子 １２ｇ、鹿角胶 １２ｇ、龟甲胶
１２ｇ，配方颗粒，北京康仁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服用方法：一剂
分装２袋，开水冲服，早晚各一次，一次一袋，治疗周期为９０天。
１６　观察指标
１６１　精液常规　检查前禁欲３～５天，自慰的方法采集精液，
将精液置于３７℃水浴箱中３０分钟，采用ＣＡＳＡ精子自动分析仪
（北京伟力公司，型号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分析精液量，精子数量、活力、
密度情况等。观察患者疗治疗前、治疗后的精液量、精子密度、

精子数量、前向运动精子以及活动率。

１６２　性激素系列　治疗前后均检查性激素，空腹采集静脉
血，检测睾酮（Ｔ）、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激素
（ＬＨ）、雌二醇（Ｅ２）、泌乳素（ＰＲＬ）水平，记录并观察治疗前、治
疗后的性激素水平变化情况。

１７　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２］、《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５］制定标准。治愈：配偶怀孕（包

含服药期间和治疗结束后３～６个月）；显效：配偶未怀孕，治疗
结束后３～６个月患者精液变为正常；有效：精液常规分析显示
精子密度、数量、活力好转，至少有１项提高 ＞３０％；无效：治疗
前后没有变化。

１８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所得计

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表示，治疗前、治疗后的相关数据对比运用 ｔ
检验，以Ｐ＝００５为检验标准。
"

　结果
２１　患者临床疗效

２０８例患者，治愈５９例（２８４％），显效６７例（３２２％），有
效５３例（２５５％），无效２９例（１３９％）。总有效率８６１％。
２２　治疗前后精液常规参数比较

与治疗前对比，患者的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数量、前向

运动精子、精子活动率在治疗后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后患者的Ｔ及ＬＨ水平比治疗前显著提高，两者之间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ＳＨ、ＰＲＬ、Ｅ２水平无明显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治疗前后患者精液常规参数比较（珋ｘ±ｓ）

时间 例数 精液量（ｍｌ） 精子密度（百万／ｍｌ） 精子数量（百万个） 前向运动精子（％） 活动率（％）

治疗前 ２２０ １８７±０５９ ９７７±３６２ ３３９２±１２６３ １７２９±８２６　 ３４５７±１０６３

治疗后 ２０８ ３２６±０７８ａ ３２４６±６４５ａ ５４２６±１３４５ａ ３１２３±１１５４ａ ５６４３±１２３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治疗前后患者性激素水平变化比较（珋ｘ±ｓ）

时间 例数 Ｔ（ｎｇ／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ｌ） Ｅ２（ｐｇ／ｌ）

治疗前 ２２０ ３０８±１８９ １１４７±４５６ ４４１±２４１ ７５３±３３２ ２８２１±４２０

治疗后 ２０８ ５１３±１２４ａ １０９８±５３７ ５１９±２１８ａ ７８７±３６８ ２７６９±５３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导致少精、弱精的原因复杂，多数患者的病因不能明确。

对于病因明确的少弱精症患者，在去除致病因素以后，精子数

量可得到明显的改善，但对于原因不明的少弱精子症，称为特

发性少弱精症，其是男性不育治疗过程中较为棘手的难题，目

前尚无统一规范可推荐的治疗方案，已有的研究结果显示，目

前尚无法证实可选用的药物对特发性男性不育症具有确切

疗效［６７］。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

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

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中医认为，肾所藏之精的亏虚是造

成少精、弱精症的根本原因，因此治疗少精、弱精症多以补肾为

主。左归丸创方于明代中医名家张景岳，《景岳全书·新方八

阵》曰：“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壮水之主，以培左肾之元阴”，因此以“左归”命方。方中熟地

为君药，滋补肾阴，填精益髓。龟板胶、鹿角胶为臣药，龟板胶

药性甘咸寒，补肝肾之阴兼能潜阳；鹿角胶药性甘咸微温，益精

补血兼温补肾阳，与滋补肾阴之药相共用，可具“阳中求阴”之

效。熟地、酒萸肉、山药、枸杞子三阴并补，酒萸肉养肝滋肾涩

精，山药补脾益阴固精；枸杞子补肾益精，川牛膝补益肝肾，强

腰壮骨，菟丝子温阳益阴，合鹿角胶“阳中求阴”，平补阴阳。诸

药合用，共奏“滋补肾阴，添精补髓”之效［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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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研究［９１１］显示，肾藏精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神经内分
泌免疫网络（ＮＥＩ网络）的调控作用，而对内分泌的调控则表现
为对下丘脑垂体靶腺轴（ＨＰＡ）的调控影响，其中肾阴虚患者
的ＨＰＡ却呈现亢奋状态，而左归丸具有调节ＨＰＡ、调控神经内
分泌免疫网络系统、改善骨代谢以及促进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分
化的作用，进而能够改善ＨＰＡ的亢进状态。实验研究［１２］显示，

左归丸能够显著提高老年大鼠的血清睾酮水平。综上可见，滋

补肾阴方药，具有调控性腺轴功能，从而调整雄性内分泌系统，

进而提高男性生育能力。同时，左归丸可以提高老年大鼠血清

锌（Ｚｎ）的含量，其可能的机制是左归丸通过影响 Ｚｎ转运体的
水平，达到调节 Ｚｎ水平的效果，从而提高生育能力。吴志荣
等［１３］研究发现，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左归丸中的微量元素进行提

取，其效果具有显著差异，同时发现微量元素可直接影响生殖

系统，其能够提高雄性小鼠睾丸和精囊腺的质量，提示其是补

肾中药的物质基础之一。孙琳琳等［１４］研究显示，滋阴补肾中药

具有抗氧自由基和提高抗氧化酶活性的作用。由此可见，左归

丸不仅仅是通过单一的因素来改善肾阴虚的症状及状态，而是

运用了中药多成分、多途径、多靶点以及多系统的整体调节机

制，这也体现了中医辩证论治的整体观理论［９］。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左归丸用于治疗男性不育少弱精子症

（肾阴亏虚型）患者，可以显著增加精液量，提高精子的密度、数

量和活力，并可以显著性提高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睾酮和促黄体

生成激素水平。但是，目前仍然无法明确的是，左归丸在治疗

过程中具体是在精子生成、发育、成熟的哪一个阶段起到作用，

其在各阶段的具体作用机制尚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以便为今

后更好地使用本方治疗男性不育症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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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曰庆教授应用马钱子治疗男科疾病临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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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探讨马钱子在中医治疗男科疾病上的临床应用。通过查阅古籍，参考现代实验研究，与李
曰庆教授的临床经验相结合，对小剂量马钱子在中医男科临床应用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加以说明。总结出小

剂量应用马钱子，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可供男科中医参考。

【关键词】　男科疾病；临床经验；马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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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曰庆教授，国家级名老中医，主任医师。作为“中医男科
学”（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学科）和“中医外科学”（北京市重

点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多年来一直从事泌尿男科的医教研三

位一体工作，并在临床中应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对男性功

能障碍、前列腺炎、男性不育症、前列腺肥大等疾病进行治疗，

在多年临床中积累了很多极具特色的用药经验。现将李教授

在临证中使用马钱子的临床经验整理如下。

!

　中医对马钱子的认识
马钱子是一种热带植物，属马钱科，因其形似马之连钱而

得名，又叫番木鳖，主要在我国的云南、广东等地以及东南亚等

地区有所分布［１］。最早记载于《本草纲目》：“番木鳖……夏开

黄花……生青熟赤，亦如木鳖，其核小于木鳖而色白。”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了马钱子的特性，言其：“……通经

络，透达关节……胜于它药。”《外科全生集》指出其具有：“搜筋

骨… …风湿，祛……痰毒。”的功效。《本草原始》中对其毒性

也有所描述：“番木鳖……味苦。鸟……则麻木搐急而毙；狗中

其毒，则苦痛断肠而毙。若误服之，令人四肢拘挛。”李曰庆教

授认为钱子散结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确切，对于前列腺炎等

引起的疼痛性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但其毒性十分剧烈，且

有效剂量和中毒剂量接近，倘若用之不妥，则可引起惊厥，严重

时甚至可以发生全身肌肉的强烈痉挛、抽搐，进而危及生命。

《中国药典２０１０版》中对马钱子功能主治总结为：通络止痛，散
结消肿；治疗风湿顽痹，跌扑损伤，痈疽肿痛，麻木瘫痪；可用于

小儿麻痹后遗症，类风湿性关节痛等的治疗。用量一般为０３
～０６ｇ，炮制后入丸散用。不宜生用、多服久服；孕妇禁用。
"

　现代临床对马钱子的认识
２１　马钱子的主要成分

现代药理对马钱子的研究表明，其化学成分包括大量生物

碱。杨秀伟等的研究［２］发现，马钱子中含有马钱子碱、伪马钱

子碱、异马钱子碱、番木鳖碱、异士的宁、马钱子碱氮氧化物、马

钱子次碱、异马钱子碱氮氧化物、异士的宁氮氧化物、依卡金、

诺法生等１３种生物碱，其中含量最高的是马钱子碱和番木鳖
碱。马钱子碱经研究后被证实为马钱子的镇痛作用的主要有

效成分［３］。作为一种弱碱性吲哚类生物碱，从马钱子碱首次被

发现距今，约有２００年的历史。
２２　马钱子的药理研究
２２１　镇痛作用　有研究证实，马钱子碱及其被加热转化而成
的氮氧化物，对于大鼠前列腺素、５羟色胺等致痛因子的释放能
够产生抑制作用。因此，马钱子碱及其氮氧化物也可使感觉神

经末梢麻痹，从而产生镇痛作用［４］。李曰庆教授在临证中也常

常运用马钱子治疗前列腺炎等引起的疼痛，屡获奇效。

２２２　抗炎作用　杨秀伟等［２］的研究报告还表明，生马钱子及

炙马钱子富含马钱子总生物碱和马钱子碱，这些生物碱可以抑制

ＰＧＥ的释放，降低血液中炎症介质量，并能够改变炎症局部组织
的营养状况，加快炎症部位渗出物质的吸收，因此，都有较强的抗

炎作用。李曰庆教授也认为，马钱子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的炎症有

良好的控制作用，在临床中使用都能收到良好效果。

２２３　对血清睾酮含量的影响
吴奕富等［５］使用３种方法炮制的马钱子（油制、童便制和

沙炒）对小鼠ＳＯＤ（超氧化物歧化酶）和Ｔ（血清睾酮含量）的影
响深入探索和研究。结果表明，在３种炮制方法下，马钱子对于
小鼠血清中ＳＯＤ的活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作用，从而均能够
降低小鼠血清中的Ｔ含量。其中，油制和童便制炮制的马钱子
较沙炒炮制的对于小鼠Ｔ含量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６］。因此，

李曰庆教授指出，临床上在应用马钱子治疗男科疾病时，由于

血清睾酮与男科疾病密切相关，血清睾酮偏低可以对男性勃起

功能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男科临证中应密切关注患者血清

睾酮变化，对于基础血清睾酮偏低患者，应当谨慎使用马钱子，

以防产生血清睾酮的进一步下降。

２２４　对中枢神经系统的影响　李曰庆教授指出，马钱子的主
要成分士的宁可以选择性地兴奋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番木鳖

碱可以率先使脊髓的反射功能得到兴奋，对于脊髓的反射强度

有一定提高，并且能够缩短脊髓反射的时间［７］，因此，能够显著

提高射精中枢神经的兴奋度。基于此机制，李曰庆教授在临床

中应用马钱子治疗不射精症，屡建奇功。

研究说明，大剂量的马钱子碱可以对中枢神经系统产生明

显的镇静作用，而小剂量的马钱子碱则会提高其兴奋性。但

是，过量的番木鳖碱反而会令脊髓的反射明显亢进，会对动物

的呼吸以及血管运动中枢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兴奋作用，可以造

成加深加快的呼吸以及血压的升高，进而引起强直性痉挛，甚

至可以致使机体呼吸肌痉挛而窒息死亡。研究指出，番木鳖碱

对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作用机制，是通过对皮层神经元的钾

离子通道进行调节，进而提高其兴奋性来实现的［８］。

２２５　心血管、血液系统作用及抗肿瘤作用　马钱子碱在低浓
度时可以对钾离子通道（心肌细胞膜表面）产生阻断作用，高浓

度时则可以对钠离子通道和钙离子通道产生抑制（心肌细胞膜

表面）。异马钱子碱则能兴奋和激发钙离子通道（同样位于心

肌细胞膜表面），延长其开放的时间。同时，异马钱子碱及其氮

氧化物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心肌细胞［３］。对于血液系统，

马钱子碱及其氮氧化物可以产生类阿司匹林样作用，从而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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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血小板的聚集产生抑制并且能够对血栓的形成产生拮抗作

用。此外，马钱子也作用于人体的淋巴细胞，促进其有丝分

裂［２］。也有研究指出，马钱子中含有的生物碱类能够对于机体

宫颈的癌细胞产生毒性。异马钱子碱的氮氧化物能够对肿瘤

细胞的形态结构进行破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机体喉部恶

性肿瘤细胞的生长［９］。

２３　马钱子的毒副作用
番木鳖碱虽然是马钱子的有效成分，但同样也是马钱子毒

性的始作俑者。番木鳖碱通过拮抗甘氨酸对前角运动神经元

的抑制而产生兴奋［１０］。通过这一机制，番木鳖碱可以使得感觉

器官更加敏感，从而对大脑皮层的兴奋性进行调节［１１］。使用番

木鳖碱达到中毒剂量时，就会使得正常反射活动被破坏，让整

个脊髓的兴奋性过度扩散至全身，从而发生特有的痉挛，且该

痉挛表现为强直性痉挛，严重时能够造成呼吸肌的强直性收缩

引起窒息，导致机体死亡［１２１３］。还有报道指出，番木鳖碱过量

可以导致机体乙酰胆碱的蓄积，从而加强了肠蠕动的功能，导

致机体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１４］。此外，通过杨蓉［１５］对于对硫

磷和番木鳖碱药理机制的分析，可以得知番木鳖碱和对硫磷有

协同作用，能够增强其毒性，使得机体蓄积大量乙酰胆碱，兴奋

机体的神经和肌肉，造成强直性惊厥的出现，导致机体出现呼

吸衰竭甚至昏迷，最终可以令机体窒息而亡。

李曰庆教授在临床应用马钱子治疗男科疾病时，也很注意

增其效而碱其毒，所以常配伍甘草、肉桂等药物共同使用。甘

草水煎液加热至沸腾之后，可以和马钱子当中的毒性物质发生

相关反应而沉淀，从而削弱马钱子的毒性。有研究显示，甘草

配伍马钱子后的水煎液相比与单纯马钱子的水煎液，其毒性成

分的含量明显降低［１６１８］。而在肉桂与马钱子配伍后的水煎液

中，同样可以发现马钱子毒性成分的含量有所降低［１９］。

#

　马钱子在男科疾病治疗中验案举偶
３１　不射精症

患者段姓男子，２８岁，精神萎靡，自述结婚２年，欲子，但性
生活中不能射精，自慰时可射精，平素浑身乏力，腰酸腰困，失

眠，生活作息不规律，否认烟酒史，小便调，大便一日一行，略

干；舌质暗，苔薄白，脉弦。

西医诊断：男性射精功能障碍。中医辨证：肾虚血瘀证。

法当滋肾填精，通络化瘀。李教授遂自拟处方治疗。处方：刺

五加１０ｇ、五味子１０ｇ、远志９ｇ、石菖蒲１０ｇ、熟地１２ｇ、山萸肉
１２ｇ、肉苁蓉１２ｇ、鹿角胶１０ｇ、枸杞子１５ｇ、三七粉３ｇ、仙灵脾
１０ｇ、仙茅１０ｇ、巴戟天１５ｇ、柏子仁１５ｇ、怀牛膝１０ｇ、茯神１５
ｇ、丁香６ｇ、马钱子０５ｇ。服用１４剂，诸证基本即退，患者于性
生活中已经能够射精，嘱患者继续调整作息，原方加予丹参１０
ｇ、麦冬１５ｇ，巩固２周，疗效满意。

方中刺五加补中益精，五味子滋肾敛阴；远志交通心肾；石

菖蒲理气活血；熟地黄、山萸肉等益髓填精；仙茅、仙灵脾、巴戟

天、肉苁蓉温肾壮阳；血肉有情之品鹿角胶补养兴阳；枸杞子补

肝肾；三七粉活血化瘀；柏子仁、茯神养心安神；怀牛膝补肝肾、

强筋骨，丁香温中暖肾；再加上马钱子开通经络，共达滋肾填

精，通络化瘀之力。

此外，还有报道说明，对于９９例功能性不射精的患者，运用
“马钱通关散”进行治疗，效果令人满意［２０］。报道指出，由于精

室通降太过，表现为男性的早泄或遗精；而精室的通降如若不

足，则会导致男性的迟泄以及不射精。因此，功能性不射精多

属实证，其病机是痰淤阻窍，肝郁化火，从而致使精关启闭失

调。而“马钱通关散”可以通经络，散血热，因此，对于功能性不

射精的患者具有独特疗效。

３２　前列腺炎
患者汤姓男子，３０岁，自述小腹坠胀疼痛２月，失眠，纳寐

可，生活作息不规律，否认烟酒史，小便调，大便一日一行，舌质

暗，苔黄腻，脉弦。

西医诊断：前列腺炎。中医辨证：肾虚湿热证。法当滋肾

填精，清热利湿。李教授遂自拟处方治疗。处方：知母１０ｇ、黄
柏１２ｇ、绵萆２０ｇ、川芎１５ｇ、白芷１０ｇ、炙乳香６ｇ、炙没药
６ｇ、郁金１０ｇ、延胡索１０ｇ，贯叶金丝桃１５ｇ、白芍１５ｇ、桂枝１０
ｇ、川牛膝１２ｇ、茯神１５ｇ、炙甘草６ｇ。服用１４剂，诸证大为减
轻，患者小腹坠痛基本消失，唯隐有胀痛，大便稍溏，原方加制

马钱子粉０３ｇ，继服１４剂，疗效满意。
方中知母、黄柏、绵萆清热利湿，清肾经浮游之火而兼顾

肾阴；川芎、白芷温通气血，行气止痛；乳香、没药偏理气，郁金、

元胡偏活血，贯叶金丝桃畅达肝气，疏通肝经之淤滞；白芍、桂

枝调和阴血，牛膝引气血下行，茯神、甘草养心安神，服用后诸

症大减，唯余经络不通，药显寒凉之象，加马钱子温经散寒，制

知柏之苦降。

'

　总结
综上所述，李曰庆教授在临床使用马钱子时，主要利用其

通络止痛、散结消肿的功效，从而缓解前列腺炎等男科疾病引

起的疼痛，疗效确切。除此之外，由于马钱子中含有可以兴奋

神经的成分，所以，李曰庆教授也常用其对于男性不射精进行

治疗。因为马钱子起效剂量接近其中毒剂量，使用时安全范围

较为狭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造成机体中毒，轻者可以引起惊

厥，严重时可以造成机体的强烈痉挛、抽搐反应甚至可能危及

生命。所以，对于一般患者，常用剂量在０３～０６ｇ之间，并且
使用其炮制品，入丸散剂较多，以避免其毒性反应。马钱子不

适合未经炮制而生用，也不适合大量服用及长期服用，并且孕

妇严禁使用。李曰庆教授指出，由于马钱子药理毒理的特性，

所以在临床使用时应该先予以较小剂量，观察患者服药反应２
周，若疗效不显且无毒副反应，之后才能酌情逐渐加量；若是患

者服药后发现肌肉有蚁行感或有轻细的肌肉颤动，说明药物已

起效，切勿再度加量，以免中毒反应的出现。倘若患者如果于

服药的过程之中呈现出肢体肌肉的明显颤动、头晕头疼，甚至

出现抽搐乃至于牙关紧闭等症状，为患者开始有中毒反应，应

立即停药，并可当即用温开水或砂糖水灌服，有条件可使用肉

桂３０ｇ急煎服，来缓解马钱子的毒性。
李曰庆教授认为，虽然马钱子的毒性不容小觑，但临床上

如果辨证得当，剂量精确，炮制得法，煎服妥帖，细心观察，就能

够大胆使用。在李曰庆教授数十年的临床应用中，还未曾出现

过患者因为服用马钱子而造成的中毒反应，所以临床上只要需

求合理，使用时胆大心细，马钱子也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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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总结运用药对刺蒺藜配伍蜈蚣治疗气滞血瘀型阳痿的临证经验和体会。宗筋为肝之所主，
肝筋结于阴器，一旦肝经循行不畅，久之便出现瘀滞之像，且肝疏泄失司，易肝郁气滞，致使宗筋气血循环失

常，气血不充，阴器难以举阳用事。临证上常运用刺蒺藜、蜈蚣相互配伍治疗，二药皆归肝经，刺蒺藜其性

辛，善疏肝之郁滞；蜈蚣其性辛、温，善通窍活血通络。两者合用，疏肝气以解其郁，活血通络以解其瘀滞，改

善宗筋的气血循环，使其气血充盈、振阳起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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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政教授为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名誉院长、二级
教授、一级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主

任委员，云南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秦国

政教授从事医疗、教学、科研工作３０余年，在治疗阳痿时常用刺
蒺藜配伍蜈蚣，临证多年，特别是在气滞血瘀型阳痿中的运用，

疗效颇佳。现总结如下。

!

　气滞与阳痿
人体之气实由人体先天之精为之化生。《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言：“精化为气。”认为气是由精化生且在身体内周而不息

的极细微物质，是推动和调节人体脏腑各种生理机能所需的动

力来源［１］。《灵枢》一书中提到［２］：“人受气之与谷，而后谷入之

于胃……此五脏六腑皆以受其气也。”认为气主以升降出入，通

过升降出入以调节人体气机，使其各类精微物质布散全身，以

此滋养五脏六腑，继而发挥脏腑相应的生理机能。正如《素问》

中所言［３］：“气出入废则可导致神机以化灭，升降息止则可出现

气立孤危也。”可见，人体之气的充足与否与五脏六腑各自机能

的发挥息息相关。在《马王堆医书》中对气与阳痿两者的关系

便有了较为初步的认知，认为其勃起出现“不坚”“不大”“不

热”三者的基本病机乃气、肌及筋不至［４］。《玉机微义·气证》

有云［５］：“恐气之所至……则为阴痿也，而劳气之所至……亦为

阴痿矣。”且在《辩证录·阴痿门》一书也提及［６］：人在交感之

时，忽阴痿不能举……实为心气之不足也。《广嗣纪要》对此的

描述则更为详尽：认为痿而不能举者，实乃肝之气未达；壮而又

不热者，为心之气未达；坚而又不久者，为肾之气未达也。并认

为阳道之所以不强者，皆由于肝肾之气不足也［７］。中医学言：

肾者乃元气之本，生气之根，精志之所藏，精足则气足，则身体

机能旺盛。然现代人常纵欲无度，房劳损伤，使其肾虚。肾虚

则封藏不利，且肾精亏虚，使得精无法化气，气无根者则无存，

久必虚以滞之，鼓动无力，阻滞不通，气无法到达宗筋，故发为

阴痿。而肝乃将军之官也，主以疏泄，且生性喜条达。肝气舒

畅，气机调达，通过调节脾胃二气的升降，使其化精四布，濡养

全身，易包括宗筋之所。然肝恶抑郁，秦国政教授认为：现代人

生活及压力巨大，极易产生紧张、抑郁、焦虑的情志，当肝气瘀

滞，气机郁结，脾胃之气逆乱，气血生化无源，精微物质无法送

达，五脏六腑无以涵养，更无法送达宗筋，则容易出现阳痿等局

部表现。二者，肝气郁结，心情难以舒畅，周身兴奋不足，易使

阳事不兴，性欲低下，性功能为之减退等异常表现。综上所述，

人体之气理应顺势疏导，方能周盈全身，五脏六腑相应的生理

机能才可得以发挥，一旦人体之气机郁滞，可使脏腑功能紊乱，

致使宗筋失常、阴器失用、阳痿难愈。

"

　血瘀与阳痿
血乃行于脉府之中且是极为营养的精微之物，经脉道周行

全身，内达五脏六腑、外至四肢末节耳，为机体提供营养。《素

问·八正神明论》中便言［８］：“血气者，人之神明也，需谨养矣。”

血的生成与心气的鼓动、肺气的宣发及肃降、脾胃的生化统摄、

肝气的疏泄畅达等脏腑之间的作用密不可分，其中肝气疏泄，

调畅全身之气机，是保证血循行脉中并保持通畅的一个非常重

要的环节。肝主藏血，具有存储血液和调控血液量的作用，如

《素问·五脏生成》所言之［９］：“人卧血皆归于肝也。”可见，肝通

过贮藏人体之血，以此化生和儒养肝气，并通过肝气疏泄，调畅

气机运行，气行则血行，使其血液充分儒养形体官窍，保证身体

机能的正常运行。足厥阴肝脉循股阴，过阴器，抵小腹。李士

林亦云［１０］：阴器者，宗筋之所系，肝经之所主。《医学纲目·前

阴诸疾》中言及［１１］：“阳痿……乃伤及肝筋所致。”认为肝受损

之，则疏泄功能失常，气机为此郁滞，必导致血行障碍，继而运

行不畅，长此以往，瘀滞停积则形成瘀血，瘀而不通，气血不和，

则宗筋失养，发为阳痿。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和大数据的临床

调查后，秦国政教授认为，血瘀是发病的最终病理趋势［１２］。正

如清·韩善徵《阳痿论》所言［１３］：“人有坠堕，恶血留肉，……盖

跌仆则血液妄行，每有瘀滞精窍，则真阳之气难达阴茎，遂而不

举也。”由此可见，血伤、瘀血阻滞易引起不举。

#

　刺蒺藜配蜈蚣行气活血通络，振阳起痿

刺蒺藜［１４］为蒺藜科植物蒺藜类中的既干燥且成熟的一种

果实，其别名亦称为白蒺藜或蒺藜子等。古人对于刺蒺藜的认

知首载录于《神农本草经》一书中，其书中言：蒺藜子，其味苦且

温，主治恶血及破积聚。《新修本草》一书中载：“其蒺藜多在道

上常见，其叶可布地，子有刺，其状如菱且小。”《本草便读》则

载：“蒺藜，善行且善破，专入人体肝肺二经，主以宣肺之滞，且

疏肝之瘀也。”《本草再新》则提及［１５］：“刺蒺藜，可镇其肝风，泻

其肝火……主以散湿和破血……散其疮毒也。”《本草正》亦载：

“既可凉血，亦可养血，主以补阴。其用补者需炒熟而去掉其

刺，其用凉者需连同其刺一起生捣也。《本草汇言》云：“刺蒺

藜，主以去风下气，乃行水及化瘀之药也。善行肝脾二脏之滞

气……有去滞之效也。”观其本药，入肝经，主疏理气血，而其性

苦温，可解肝脾之气滞，疏肝之瘀滞，使其疏中有通，促进气血

运行周身。因此，在《慎斋遗书》中亦用单味刺蒺藜散治疗

阳痿［１６］。

蜈蚣，是蜈蚣科动物少棘巨蜈蚣的干燥之体，又名为天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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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赤足蜈蚣等。其味较辛，性温，乃有毒之品，其归肝经，主以

祛风止痉、攻毒散结，具有通络止痛之效。古人对于蜈蚣的认

识，首载始于《本经》，认为“其功效主以豼诸蛇虫及鱼之毒也。”

《本草纲目》记载：“蜈蚣……常春出冬蛰，其节节皆有足，双须

有岐尾，南方常出现极大者，但本草并无记载。”在《名医别录》

中载：“主以疗心腹寒热结聚，可堕胎，并去恶血。”《本草求真》

称其：“去其瘀血也。”《医学衷中参西录》言［１７］：蜈蚣，其走窜之

力最为迅速，内可至人体之脏腑，外可达周身经络也，凡是气血

可凝聚之处均能开之。《景岳全书》记载：“其性能可入其脑，善

理脑髓之肾精，使其不失所司也。”由此可知，在古代虽未见医

家将其用于治疗阳痿等男性疾患，但蜈蚣通达走窜的能力甚是

猛烈，其疏达人体血脉，通达宗筋之力俱佳，且阳事乃脑之所

司，本品其性辛温纯阳，可兴其阳事以疗阳痿之病。故在临床

上诊疗阳痿时屡屡用之，其见效甚好。

秦国政教授临床上常用刺蒺藜配蜈蚣用于证属气滞血瘀

型阳痿。因肝郁气滞，气滞血瘀，瘀滞宗筋，宗筋瘀滞日久，气

血不通，难以濡养其阴器，故发为阴痿。故此药对，主要针对气

滞血瘀之症，通过疏通肝郁之气滞，活其络，通其宗筋，促进气

血循环，使其直达宗筋，达到振阳起痿的作用。亦可以根据脏

腑辨证对其进行加减配伍，如肾虚者，可加淫羊藿、川牛膝、紫

石英、九香虫等；肝血虚者，可加当归、白芍、熟地等；瘀滞较重

者，可加桃仁、红花、川芎等。肝郁明显者，可加柴胡、枳壳等。

'

　典型病例
李某，男，３２岁，职员，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５日，因为“勃起功能障

碍１年余”前来就诊。患者诉１年前因工作调动，时感压力倍
增，容易紧张、焦虑，继而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导致夫妻双方性

关系不和谐。现症见：情绪消沉，精神萎靡不振，遇事易烦躁动

怒，胁肋部时有胀痛，少腹部时有胀痛，常神疲乏力，伴有腰膝

酸软，阳事不兴，性欲减退明显，同房时时常阳物不举，难以完

成同房，纳可，眠一般，大便调。舌质紫黯，边有多处瘀点，舌苔

薄黄，脉弦细涩。查体：外生殖器未见明显异常。性激素六项

检查：未见明显异常；前列腺液镜检：卵磷脂小体：＋＋＋，白细
胞：少见；生殖器 Ｂ超：（－）。西医诊断：勃起功能障碍（ＥＤ），
中医诊断：阳痿。证属肝郁气滞，肾虚血瘀。治疗上予以行气

疏肝，益肾活血。处方如下：当归３０ｇ，白芍３０ｇ，川芎１０ｇ，柴胡
１０ｇ，桃仁１０ｇ，熟地１５ｇ，炒枳壳３０ｇ，红花１０ｇ，淫羊藿３０ｇ，川牛
膝１５ｇ，桔梗１０ｇ，紫石英１０ｇ，蜈蚣３条（冲服），刺蒺藜（炒）３０ｇ，炒
麦芽３０ｇ，先予 ７剂，煎服法：水煎服 ４５０ｍｌ，每日 ３次，１次
１５０ｍｌ，１天／剂，需饭后温服，同时嘱患者及伴侣放松心情，勿过
分担忧思虑。

６月２２日复诊，诉勃起功能较前明显改善，自信心较前恢
复少许，但仍然难以持久，续予前方基础上加九香虫及香橼各

１０ｇ，共７剂，煎服法同前。患者再服７剂后前来短信告知，诉目
前晨勃恢复，有性刺激时勃起硬度可，同房时间较前明显改善，

与妻子关系日渐好转。嘱患者在当地按前方再服１４剂，以巩固
其疗效。

按：此男性年过三十，正属事业发展上升期，压力较大，常

出现忧思易怒等表现，久则必伤肝气，而肝失疏泄，则气机瘀

滞，气血循环失常，使得瘀血内生，瘀阻脉络，气血难以到达宗

筋之场所，影响宗筋的正常功能而致痿。而肝肾同源，肝失疏

泄，失其条达气机之力，致使肾气封藏失度，肾精亏虚，精无以

化生气血，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匮乏，使得宗筋儒养不足，出现

阳痿、腰膝酸软、神疲乏力之症。舌质紫黯，边有多处瘀点，加

之脉弦细涩恰为气滞血瘀之征。方中以红花、川芎、桃仁活血

化瘀，解除瘀血之征，以当归、白芍、熟地补其肝血，增强祛瘀之

力，并以淫羊藿、川牛膝、紫石英、九香虫补肾之亏虚，以先天资

后天，补其气血。加柴胡、枳壳以疏肝解郁，消病患之焦虑、抑

郁之征。而再投以刺蒺藜、蜈蚣，在加强行气活血之效的同时，

两者相配，可辛温走窜兴奋性神经，以此活血通络之功，加强和

改善阴茎的血供，使其通经疏瘀、兴阳起痿［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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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系统评价
柴琦琦１　郎琰２　丁晶１　卞廷松３△

１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２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５
３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常州市中医医院男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３

【摘　要】　目的：系统评价针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检索 ＣＮＫＩ数据
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ＶＩＰ数据库、万方数据库，纳入针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随机对照研究
（ＲＣＴ），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并进行发表偏倚评估分析。结果：本
研究共纳入１１篇ＲＣＴ文献，病例累计１２６８例。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针刺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ＲＲ＝１２９，９５％ＣＩ（１１８，１４１），Ｐ＜０００００１］，在改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量表（ＩＰＳＳ）［ＷＭＤ＝
－３８０，９５％ＣＩ（－３８５，－３７５），Ｐ＜０００００１］、最大尿流率（ＭＦＲ）［ＳＭＤ＝０９７，９５％ＣＩ（０５１，１４３），Ｐ＜
０００００１］、残余尿量（ＲＵ）［ＷＭＤ＝－６２３，９５％ＣＩ（－１０２０，－２４４），Ｐ＝０００１］、生存质量量表（ＱＯＬ）
［ＷＭＤ＝－１２８，９５％ＣＩ（－１５２，－１０３），Ｐ＜０００００１］、前列腺体积［ＷＭＤ＝－４１８，９５％ＣＩ（－４４４，
－３９３），Ｐ＜０００００１］等方面亦均高于对照组。结论：基于现有临床证据，针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有
效、安全，但因为纳入文章数量较少，研究质量相对较低，故此结论尚需要更多高质量、大样本临床随机对照

试验加以证实。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症；针刺疗法；系统评价；循证医学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ＣＨＡＩＱｉｑｉ１，ＬＡＮＧＹａｎ２，ＤＩＮＧＪｉｎｇ１，
ＢＩＡＮＴｉｎｇｓｏｎｇ３△．１．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Ｊｉａｎｇｓｕ，
Ｃｈｉｎａ；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７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３．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１３００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ＲＣＴｓ）ｏｆｕｓｉｎｇ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ＢＰＨ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ＮＫＩ，ＣＢＭｄｉｓｃ，ＶＩＰａｎｄＷａｎｇｆａｎｇ．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ｆｔ
ｗａｒｅＲｅｖＭａｎ５．３．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１ｅｌｉｇｉｂｌｅｒｅｐｏｒ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２６８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ＰＨ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ｏｕｌ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ＲＲ＝１２９，９５％ＣＩ（１１８，１４１），Ｐ＜０００００１］，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ＰＳＳ［ＷＭＤ＝－３８０，９５％ＣＩ（－３８５，－３７５），Ｐ＜０００００１］，ＭＦＲ［ＳＭＤ＝０９７，９５％ＣＩ
（０５１，１４３），Ｐ＜０００００１］，ＲＵ［ＷＭＤ＝－６２３，９５％ＣＩ（－１０２０，－２４４），Ｐ＝０００１］，ＱＯＬ［ＷＭＤ＝
－１２８，９５％ＣＩ（－１５２，－１０３），Ｐ＜０００００１］，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ｏｌｕｍｅ［ＷＭＤ＝－４１８，９５％ＣＩ（－４４４，
－３９３），Ｐ＜００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ＢＰＨ．Ｈｏｗｅｖｅｒ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ｉｓｕｎ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ＲＣＴｓ，ｍｏｒｅＲＣＴｓｗｉｔｈｌａｒ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ｔｈ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ＥＢＭ）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老龄人口已达１９亿，６０岁 ～７５岁的
男性中约有７８０％患有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其中２５０％需要接受治疗［１］。在国外，ＢＰＨ的患
病率与国内报道基本相同［２］。目前，治疗 ＢＰＨ的方法有多种，
各有利弊。药物方面主要以 α受体阻滞剂、５α还原酶抑制剂
等治疗，但由于药物不良反应使其应用受到限制；手术治疗方

法确切，但其适应范围相对较窄，风险较高；介入治疗创伤小、

疗效较为好，但受技术设备限制、医疗费用高，亦使临床应用受

到一定限制。中医药治疗ＢＰＨ因其临床疗效明确、不良反应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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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少而具有较好的发展应用前景［３］。据文献报道［４］，针刺疗法

在临床治疗ＢＰＨ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但这些文献均是个案报
道、临床经验总结或小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那么，从现代医

学的角度上来看这些针刺治疗方案是否有效，其证据强度如何

均值得进一步研究。因此，笔者以循证医学为指导，对针刺治

疗ＢＰＨ的随机对照研究进行系统评价，以探讨针刺治疗 ＢＰＨ
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为针刺疗法在临床治疗ＢＰＨ提供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选择

计算机检索 ＣＢＭ、ＣＮＫＩ、ＶＩＰ、Ｗａｎｆａｎｇ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同时手工
检索《中国针灸》、《针刺研究》、《针灸临床杂志》及《上海针灸

杂志》等４本国内针灸杂志中发表的有关针刺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的临床研究文献。检索时间截止到２０１７年２月。检索
词为：针、针刺、针灸、良性前列腺增生、ＲＣＴ等。
１２　纳入指标

纳入指标如下：①采取随机对照试验（ＲＣＴ）文献中提到
“随机”便纳入；②以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为临床目的；③干预
措施：试验组采用针刺或针灸疗法（排除头针、耳针、磁疗、穴位

注射等针法）或配合西药（同一研究中试验组和对照组的药物

相同）。④结局指标：最大尿流率（ＭＦＲ）、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生存质量量表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残余尿量（ＲＵ）、前列腺体积、不良反
应等。

１３　剔除指标
剔除指标如下：①综述、文摘、个案报道、理论探讨、临床经

验总结、实验研究等研究类型的文献；②全文无随机字样的文

献；③治疗组、对照组均采用针刺疗法，只比较不同穴位或不同
针刺方法的疗效差异的文献；④研究对象伴随其他基础疾病的
文献；⑤重复发表的文献。
１４　资料提取和方法学质量评价

由２位研究者独自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筛选文献，任何意
见不一致都将提交第三位研究者解决。文献中资料未描述清

楚的，将与作者联系补充。进而提取文献一般资料、研究特征、

结局指标等信息。筛选出的文献采用Ｊａｄａｄ评分量表［５］评价其

方法学质量，Ｊａｄａｄ评分 １～２分视为低质量，３～５分视为高
质量。

１５　统计学处理方法
统计学分析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采用Ｑ检验明确各结

局指标有无异质性，经过Ｑ检验若各研究具有统计学同质性（Ｐ
＞０１０，Ｉ２≤５０％），研究结果之间的合并分析采用固定效应模
型；反之，先分析异质性来源，若各研究结果间无明显临床异质

性，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对连续性资料，则采用加权均数差

（ＭＤ）或标准化均数差（ＳＭＤ）进行分析；分类变量采用相对危
险度（ＲＲ）进行分析。各效应量均以９５％可信区间（ＣＩ）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潜在的发表偏倚采用“漏
斗”图形进行评价。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共检出３７６篇文献，均来自中文电子数据库，剔除重复文献
后，剩余２２１篇。通过阅读文题与摘要，排除１８１篇不符合要求
的文献，进一步阅读全文，又剔除２９篇文献，最终纳入１１篇文
献。文献筛选流程及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文献纳入流程

２２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所纳入的１１篇文献中，５篇文献为针刺结合艾灸与中药、

西药比较；２篇文献为针刺与中药、西药比较；２篇文献为针刺结
合中药与西药比较；１篇文献为针刺结合药物灸与中药比较；１
篇文献为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针刺疗法与对照组比较。１１项

纳入研究共计病例试验组６３７例，对照组６３１例。纳入研究仅２
项报告了具体的随机方法，所有研究均未报告分配隐藏和盲法

实施情况；２项研究报告了失访或退出。高质量文献有１篇，为
３分；其余１０篇评分均为１～２分，为低质量文献，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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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情况和质量评分

纳入研究 Ｃａｓｅｓ（Ｔ／Ｃ）
干预措施

Ｔ Ｃ

疗程

（周）
结局指标　

方法学质量评价

Ⅰ Ⅱ Ⅲ Ⅳ Ｊａｄａｄｓｃｏｒｅ

陈慧铿２０１５［６］ ３０／３０ Ａ＋Ｂ Ｇ １２ ③④⑥ — — — — １

姜　磊２０１５［７］ ３０／３０ Ａ＋Ｂ Ｆ ３ ①②③④⑤ — — — — １

郑文华２０１４［８］ ８２／８２ Ａ＋Ｃ Ｅ ４ ①③ — — — — １

徐泽杰２０１４［９］ ６４／６４ Ａ＋Ｂ Ｅ １２ ①③ Ｙｅｓ — — — ２

毛红蓉２０１３［１０］ ５２／５２ Ａ＋Ｂ Ｇ＋Ｈ ４ ②④⑤⑥ — — — — １

孙永华２０１３［１１］ ４１／３９ Ａ＋Ｂ Ｅ ４ ①④⑥ Ｙｅｓ — — Ｙｅｓ ３

王　磊２０１２［１２］ ２００／２００ Ａ＋Ｅ Ｅ ４ ②③④⑥ — — — — １

王庆丰２０１１［１３］ １８／１４ Ａ＋Ｄ Ｉ １２ ①②⑤ — — — — １

袁庆东２００９［１４］ ３０／３０ Ａ Ｈ ４ ③④ — — — — １

何本鸿２００７［１５］ ６０／６０ Ａ＋Ｄ Ｈ ４ ②④⑤ — — — Ｙｅｓ ２

史江峰２００５［１６］ ３０／３０ Ａ Ｅ １２ ①③④⑥ — — — — １

　　Ａ：针刺；Ｂ：艾灸；Ｃ：药物灸；Ｄ：中药；Ｅ：前列康片；Ｆ：癃闭通胶囊；Ｇ：非那雄胺片；Ｈ：特拉唑嗪；Ｉ：普适泰
总有效率；①总有效率；②ＩＰＳＳ；③ＭＦＲ；④ＲＵ；⑤ＱＯＬ；⑥前列腺体积
Ⅰ＝随机方法；Ⅱ＝分配隐藏；Ⅲ＝盲法；Ⅳ＝退出／失访

２３　荟萃分析结果
２３１　总有效率改善比较　总有效率作为主要结局指标，直接反映
针刺治疗ＢＰＨ的治疗效果。本次研究所纳入的１１项研究中，有６项
研究报告了经过治疗后患者的总有效率。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各研究

间无统计学异质性（Ｐ＝０５７；Ｉ２＝０％），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
并分析，结果显示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ＲＲ＝
１２９，９５％ＣＩ（１１８，１４１），Ｐ＜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２３２　ＩＰＳＳ改善比较　６项研究报告了治疗后患者 ＩＰＳＳ的变
化情况。异质性检验发现，６项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Ｐ＝

０２８；Ｉ２＝２１％），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ＭＤ＝－３８０，９５％
ＣＩ（－３８５，－３７５）。Ｐ＜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３。
２３３　ＭＦＲ改善比较　７项研究报告了治疗后患者ＭＦＲ的变
化情况。异质性检验发现，７项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Ｐ＜
０００００１；Ｉ２＝８９％），探讨其来源可能为测量工具的不同所致，
故选择ＳＭＤ作为合并统计量，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分析，结
果显示，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ＳＭＤ＝
０９７，９５％ＣＩ（０５１，１４３），Ｐ＜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４。

图２　总有效率改善比较

图３　ＩＰＳＳ改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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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ＭＦＲ改善比较

２３４　ＲＵ改善比较　８项研究报告了治疗后患者 ＲＵ的变化
情况。异质性检验发现，８项研究间有统计学异质性（Ｐ＜
０００００１；Ｉ２＝７９％），但分析研究设计及资料统计，并未发现产
生异质性的明确原因，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分析，结果显

示，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ＭＤ＝－６２３，
９５％ＣＩ（－１０２０，－２４４），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５。
２３５　ＱＯＬ改善比较　４项研究报告了治疗后患者 ＱＯＬ的变
化情况。异质性检验发现，４项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Ｐ＝

０２０；Ｉ２＝３５％），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结果显示，
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ＭＤ＝－１２８，９５％
ＣＩ（－１５２，－１０３），Ｐ＜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７。
２３６　前列腺体积改善比较　５项研究报告了治疗后患者ＱＯＬ
的变化情况。异质性检验发现，５项研究间无统计学异质性（Ｐ＝
０２０；Ｉ２＝３４０％），应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合并分析。结果显
示，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ＷＭＤ＝－４１８，
９５％ＣＩ（－４４４，－３９３），Ｐ＜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７。

图５　ＲＵ改善比较

图６　ＱＯＬ改善比较

图７　前列腺体积改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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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不良反应及处理
共有３篇文献对不良反应进行了描述，其中１篇［６］报道温

针灸组出现鼻塞２例，头晕１例，心动过速１例，上述患者症状
均轻微，无中断治疗者；另有１篇［１２］报道不良反应表现为恶心；

还有１篇［１５］报道２例出现针刺部位小血肿，经热敷后消失。
２５　疗效发表偏倚分析

按照循症医学的要求，系统评价应该全面收集已经发表和

未发表的文献，但由于条件所限，本次检索的研究均为已发表

的文献，因此为了检验本次评价是否存在发表性偏倚，故对残

余尿量改善情况进行“漏斗图”分析。从图８中可以看出，图形
不对称，提示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及研究质量低下，阴性结果的

试验可能未发表等，具体结果详见图８。
２６　敏感性分析

由于本系统评价纳入的文献数量少，且均为低质量研究，

所有研究未能详细描述盲法及分配隐藏方法，故未行敏感性

分析。

图８　疗效发表偏倚分析

#

　讨论
本研究共收集２０１７年２月之前针刺治疗 ＢＰＨ的１１篇临

床随机对照研究文献，结果提示针刺能改善ＢＰＨ患者的临床疗
效，合并效应量显示在总有效率、ＩＰＳＳ、ＭＦＲ、ＲＵ、ＱＯＬ和前列腺
体积的改变治疗组均优于对照组，即针刺治疗ＢＰＨ总体疗效治
疗组优于对照组。因为存在纳入研究所用穴位、刺激量、治疗

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同时中医的辨证论治思想也体现在同一研

究中，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潜在的异质性。纳入的所有研究均未

进行经济学描述，使针刺治疗ＢＰＨ缺少经济学优势方面的证据
支持。

目前的证据初步表明针刺治疗ＢＰＨ有效，但由于存在以下
几方面原因：①纳入研究仅有２项研究［９，１１］报告了具体的随机

方法，所有研究均未报告分配隐藏和盲法实施情况；②仅 ２
个［１１，１５］研究报告了失访或退出；③纳入的大部分研究样本含量
较小，缺乏足够数量的高质量、大规模、长时间的随机对照试

验，可能降低结果的可靠性；④只检索了公开发表并可在全文

中获得完整数据的文献，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因此，在解释

这一结论时仍需慎重。

综上所述，本系统评价结果显示，针刺可以改善 ＢＰＨ患者
总有效率、ＩＰＳＳ、ＭＦＲ、ＲＵ、ＱＯＬ和前列腺体积。但是，由于本系
统评价纳入ＲＣＴ数量较少、文献质量等级较低且均为中文文
献，使结论的论证力度受到一定限制，因此，进一步的研究要从

扩大样本量、明确方法及进行随机方案的隐藏等入手，进行高

质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从而进一步验证其疗效

与安全性，以获得最佳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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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南京市医学科技发展项目（ＹＫＫ１４２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何志芳（１９７２—），女，副主任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
共卫生

△【通讯作者】陈亚玲（１９８６—），女，住院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ｙｌ＿ｃｈｅｎ８５＠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１ ·皮肤性病学·

２８例梅毒患者的颅脑 ＭＲＩ研究
何志芳１　陈亚玲２△　吴园琴３　韩亚萍４　许传军１　张慧１

１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放射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２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感染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３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皮肤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４南京江北人民医院感染科，南京 ２１００４８

【摘　要】　目的：探讨２８例梅毒患者颅脑ＭＲＩ改变，以提高对梅毒ＭＲＩ表现的认识能力。方法：选择东
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梅毒患者２８例。应用全身ＭＲ扫描仪（Ｓｉｅ
ｍｅｎｓＳｏｎａｔａ１．５Ｔ）扫描参数，采用３ＤＬＡＶＡ序列动态增强扫描，对比剂为钆喷替酸葡甲胺０．１ｍｍｏｌ／ｋｇ。且２８
例患者均检测脑脊液ＲＰＲ和ＴＰＰＡ。结果：梅毒患者脑脊液ＲＰＲ和ＴＰＰＡ阳性率均为１００００％。２８例梅毒患
者ＭＲＩ检查脑萎缩１５例、脑梗死６例、脑炎４例、正常３例。其中，脑萎缩多为显著脑萎缩；脑梗死６例中，额
叶皮层下多发腔隙病灶４例，脑干梗死１例；脑炎４例中，病变仅累及双侧海马内颞叶１例，病变累及多个脑叶
３例。结论：颅脑ＭＲＩ检查梅毒患者可以反映颅脑表现，且可以反映病变范围，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关键词】　梅毒；颅脑；磁共振成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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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ｊ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ｗｅ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３ＤＬＡＶ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ａｇｅｎｔｗａｓｇａｄｏｌｉｎｉｕｍａｃｉｄａｎｄ０．１ｍｍｏｌ／
ｋｇ．Ｔｈｅ２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ｆｏｒ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ＲＰＲａｎｄＴＰＰ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ＰＲａｎｄ
ＴＰＰＡｉｎ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ｗｅｒｅ１００．００％．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２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ＭＲＩ，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ａｔｒｏｐｈｙ，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ａｎｄ３ｎｏｒｍａｌｃａｓｅ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ｒｅｂｒａｌｆｉ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ａｃａｓｅｏｆｂｒａｉｎｓｔｅｍ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ｔｈｅｌｅｓｉｏｎｏｎｌｙ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ｉｐｐｏｃａｍｐｕｓ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ｏｂｅｉｎａｃａｓｅ，ａｎｄｌｅ
ｓ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ｌｏｂｅｓｉｎ３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ＲＩ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ａｎｒｅｆｌｅｃｔｔｈｅｂｒａｉｎ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Ｂｒａｉ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

　　梅毒是我国常见的一种流行性疾病，且为一种性疾病，具
有传染性，主要通过性传播，少数可以通过接吻、哺乳等传播，

严重危害人类身心健康［１］。近年来，梅毒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

势，感染梅毒后若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治疗，则可能会进一步造

成患者颅脑等神经系统累及，最终发展为神经梅毒［２３］。神经

梅毒主要是由梅毒螺旋体侵入神经系统引起，该类梅毒能够见

于梅毒感染的各个阶段，且神经系统各个部位均可能受累。由

于其首发症状表现多样，故而容易出现误诊，从而产生有害后

果，使患者生存质量受到严重影响［４６］。本研究旨在探讨２８例
梅毒患者的颅脑 ＭＲＩ研究，以提高对梅毒 ＭＲＩ表现的认识
能力。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自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我院就诊的２８例梅毒
患者为本研究对象。其中，女性患者２例、男性患者２６例，患者
年龄范围２４岁 ～６０岁、平均年龄（４２３７±５１６）岁，患者病程
７ｄ～５年、平均病程（１９８±０３５）年。

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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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血清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阳性；

②血浆快速反应素环状试验（ＲＰＲ）阳性；③均行ＭＲＩ检测且资
料完整；④具有神经系统症状、体征；⑤签订知情同意书者。

排除标准：①精神疾病者；②合并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
等脑血管病危险因素；③哺乳期或者妊娠期妇女。
１３　ＭＲＩ检查方法

应用全身ＭＲ扫描仪（ＳｉｅｍｅｎｓＳｏｎａｔａ１５Ｔ）扫描参数：Ｔ１
加权像重复时间 ４５０ｍｓ，矩阵为 ２５６×２５６，视野为 ３００ｍｍ×
３００ｍｍ，回波时间９０ｍｓ，层厚４ｍｍ。矢状位重复时间４５０ｍｓ，矩
阵为５１２×５１２，视野为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回波时间８５ｍｓ，层厚
５ｍｍ。横断面重复时间５４０ｍｓ，视野为２５０ｍｍ×２５０ｍｍ，回波时
间８５ｍｓ，层厚３ｍｍ。采用３ＤＬＡＶＡ序列动态增强扫描，对比
剂为钆喷替酸葡甲胺０１ｍｍｏｌ／ｋｇ。且２８例患者均检测脑脊液
ＲＰＲ和ＴＰＰＡ。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２项：①观察梅毒患者脑脊液 ＲＰＲ和 ＴＰ

ＰＡ阳性情况；②观察梅毒脑损伤ＭＲＩ表现及信号变化。
"

　结果
２１　梅毒患者脑脊液ＲＰＲ和ＴＰＰＡ阳性情况

本组２８例梅毒患者脑脊液ＲＰＲ阳性患者２８例、ＴＰＰＡ阳性患
者２８例。梅毒患者脑脊液ＲＰＲ和ＴＰＰＡ阳性率均为１００００％。
２２　梅毒脑损伤ＭＲＩ表现和信号变化

２８例梅毒患者ＭＲＩ检查脑萎缩１５例患者、脑梗死患者６
例、脑炎患者４例、正常患者３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其中，
脑萎缩多为显著脑萎缩，具体情况详见图１；脑梗死患者６例
中，额叶皮层下多发腔隙病灶患者４例、脑干梗死患者１例；脑
炎患者４例中，病变仅累及双侧海马内颞叶患者１例、病变累及
多个脑叶患者３例，具体情况详见图２。

表１　梅毒脑损伤ＭＲＩ表现及信号变化

ＭＲＩ表现 例数 信号　　　　

脑萎缩 １５ Ｔ１ＷＩ表现为低信号，Ｔ２Ｗ２为高信号，ＤＷＩ为高信号

脑梗死 ６ Ｔ１ＷＩ表现为等信号或者低信号，Ｔ２Ｗ２为高信号，ＤＷＩ为等信号或者稍高信号

脑炎　 ４ Ｔ１ＷＩ表现为等信号或者低信号，Ｔ２Ｗ２为稍高或者高信号ＤＷＩ为等信号或者稍高信号

正常　 ３ －　　　　

图１　颅脑ＭＲＩ（脑萎缩）

图２　颅脑ＭＲＩ（脑炎）

#

　讨论
梅毒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既可以多年无任何症状呈潜在状

态，亦可能侵犯人体的多器官和多系统［７］。梅毒在临床上有多

种分类标准：按照感染时间分为早期梅毒和晚期梅毒；按照梅

毒螺旋体传染途径分为后天性梅毒和先天性梅毒；按照自然病

程分为一期梅毒、二期梅毒和三期梅毒［８］。近年来有研究报

道，梅毒在任何阶段都可能侵入中枢神经系统，不仅会造成其

自身损害，且可能造成哺乳期或者孕期对子代的危害。梅毒患

者若治疗不及时或者未经治疗，则可能会累及脊髓、血管和颅

脑。临床调查结果显示，梅毒患者发病后由于误诊而造成的颅

脑感染率呈增加趋势［９１０］。因此，临床上早期诊断和治疗尤为

重要。在确诊梅毒后，若能够采取规范治疗，则会使得大部分

梅毒患者得以治愈［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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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患者周围、脊髓及脑神经均可累及，且临床表现与累

及神经系统的病灶相关，梅毒累及脑膜一般在感染后数周至数

月，临床表现主要为恶心、发热、头痛等，常见于年轻人；甚至可

以累及颅神经，出现颈项强直、乳头水肿等［１２１４］。梅毒感染会

使脑血管受到累及，造成脑梗死，可以出现于梅毒感染后数年；

豆纹动脉、内囊和基底节区动脉等中小动脉容易受累及。梅毒

感染后可能会成为神经梅毒［１５１６］。神经梅毒临床上可以分为

无症状型、实质型、间质型和混合型。无症状型神经梅毒虽然

能够经过实验室检查发现梅毒血清学试验阳性和脑脊液异常，

但由于无临床症状和体征而容易出现漏诊；实质性神经梅毒主

要包括神经系统树胶肿、视神经萎缩、脊髓痨、麻痹性痴呆，也

可以伴有四肢神经受累；间质型神经梅毒主要包括脑膜血管梅

毒、脊膜梅毒及脑膜梅毒，以脑膜血管梅毒多见，主要是由梅毒

螺旋体侵犯小动脉或者脑膜致使血管闭塞而发生继发梗死的

表现。由于梅毒对血管、脑膜和脑实质的广泛损害，故而神经

梅毒脑病变可以有多样表现，其临床基本表现主要为脑萎缩、

脑炎、脑梗死及血管病变等改变［１７］。神经梅毒的脊髓和头颅

ＭＲＩ检查一般无特异性，影像学表现主要为脑膜血管、脑室旁
白间质性、脑室扩大、脑萎缩梅毒致使的脑卒中样病灶［１８］。本

研究结果表明，２８例梅毒患者ＭＲＩ检查脑萎缩患者１５例、脑梗
死患者６例、脑炎患者４例。其中，梅毒脑萎缩是常见的一种梅
毒脑损伤严重病变，引起脑叶间不同程度脑萎缩或者两侧半球

不对称的常见原因为大面积脑梗死后遗改变，但其萎缩常有斑

片状软化灶残留。与供血区不一致的大面积脑炎改变，转归会

致使病变区显著脑萎缩。本研究１５例脑萎缩患者中，大部分为
显著脑萎缩。梅毒脑梗死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一种梅毒颅脑

损伤的类型，该类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脑内动脉分布区的大面

积脑梗死，同时也可以表现为小的腔隙状梗死。现代医学认

为，致使出现脑梗死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梅毒性血管炎导致动脉

血管闭塞或者狭窄，从而致使闭塞性动脉内膜炎。本研究中脑

梗死主要为额叶皮层下多发腔隙病灶。梅毒脑炎病灶可以表

现为类似于病毒性脑炎，有些病变呈斑片状或片状分布，同时

经常累及多个脑叶。本研究４例脑炎中，病变累及多个脑叶３
例，仅累及双侧海马内颞叶１例。

综上所述，颅脑 ＭＲＩ检查梅毒患者可以反映颅脑表现，且
可以反映病变范围，具有重要临床意义。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观察患者相对较少，故未来的研究中还需要增加观察

患者，以提供更为可靠的临床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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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８４（４）：２９７３０２．

［９］　程勇，曹敬荣，王培昌．抗ＨＩＶ阴性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特点与

实验室检测分析．中华实验和临床感染病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６，

１０（６）：６６９６７３．

［１０］　叶林峰，吴小杨，林齐防，等．麻痹性痴呆患者海马磁共振波谱研

究．临床神经病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８（６）：４５６４５９．

［１１］　李莉，李宏军，任美吉，等．ＡＩＤＳ与非 ＡＩＤＳ患者神经梅毒影像表

现对比分析．首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４）：４６０４６４．

［１２］　鞠贵平，庄志清．以精神障碍为首发症状的神经梅毒１５例临床分

析．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０，１３（２３）：２１２２．

［１３］　ＳｉｄｉｂéＭ，ＳｉｎｇｈＰＫ．Ｔｈａｉｌ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ｓ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ＨＩＶａｎ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６，３８７（１００３７）：２４８８２４８９．

［１４］　ＡｂａｔｅＭ，ＷｏｌｄｅＴ．Ｓｅｒｏ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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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ｏｒｓａｔＪｉｇｊｉｇａＢｌｏｏｄＢａｎｋ，Ｅａｓｔｅｒｎ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Ｅｔｈｉｏｐ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２６（２）：１５３１６０．

［１５］　徐晖，刘奎伟．梅毒患者的颅脑 ＭＲＩ表现．临床放射学杂志，

２０１５，３４（５）：８３１８３２．

［１６］　周婧，李南云，周晓军，等．神经梅毒的临床病理分析．临床与实

验病理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１２）：１４０４１４０７．

［１７］　王丽，唐芳，白琛，等．梅毒患者的颅脑ＭＲＩ表现研究］．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７，２６（１）：５５５７．

［１８］　魏琳，沈桂权，曹笑婉，等．神经梅毒的临床表型与 ＭＲＩ表现．实

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５）：６７４６７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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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吴满平（１９７７—），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科临
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２ ·皮肤性病学·

隐性梅毒患者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对苄星青霉素 Ｇ
驱梅疗效的影响
吴满平１　杨毅２

１桐乡市皮肤病防治院，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５００
２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析隐性梅毒患者外周Ｔ淋巴细胞亚群对苄星青霉素Ｇ驱梅疗效的影响。方法：选
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浙江省桐乡市皮肤病防治院收治的隐性梅毒病人７６例为研究对象，根据临
床疾病分期将其分为早期组（ｎ＝４０例）和晚期组（ｎ＝３６例），两组均进行苄星青霉素 Ｇ驱梅治疗，随访半
年，应用流式细胞仪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等外周血Ｔ细胞亚群水
平；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全部研究对象中有效者与无效者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
＋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早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７００％，晚期组患者的临
床有效率为３８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
＋、ＣＤ３＋等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水平均有升高，早期组患者的相关指标水平显著高于晚期组，两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效者的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等外周Ｔ淋巴细胞亚群水
平显著高于无效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隐性梅毒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水平低下，苄
星青霉素Ｇ驱梅检测患者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对评估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临床观察；苄星青霉素Ｇ；Ｔ淋巴细胞亚群；隐性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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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ｚａｔｈｉｎｅＢｅｎｚｙｌ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Ｇ；Ｔ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ｎｔ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病原体为梅毒螺旋体，主要经
过血液或性传播。隐性梅毒又称潜伏梅毒，主要为临床特征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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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无临床症状，但有梅毒感染史，脑脊液检查正常，梅毒血清学阳

性但其他无阳性体征［１］。潜伏梅毒的发生于缺少药物治疗剂量

或机体免疫力较强暂时抑制梅毒螺旋体密切相关［２］。当梅毒治

疗药物剂量不足或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患者血清梅毒反应

显示阳性但临床无症状［３］。患者免疫力较强，未出现过宫颈硬

下疳等显著症状，但梅毒血清试验为阳性时，均属于隐性梅毒。

有关研究指出，隐性梅毒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水平低下，在苄星

青霉素Ｇ驱梅治疗的同时，检测患者的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对评
估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为了探析隐性梅

毒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对苄星青霉素Ｇ驱梅治疗临床效
果的影响，本研究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本院收治的７６
例隐性梅毒患者，进行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对
比苄星青霉素Ｇ驱梅治疗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桐乡市皮肤病防治院收治
的隐性梅毒患者７６例作为本研究对象，其均自愿参加本研究，
并已签署知情同意书。７６例患者中，男性４０例，女性３６例，年
龄范围２４岁 ～５０岁，平均年龄（３８５±３１）岁。纳入标准：符
合世界卫生组织颁布的《性病诊治规范和性病治疗推荐方案》

的诊断标准［４］；经过梅毒血清学检查为阳性确诊为隐性梅毒。

根据病情临床分期将其分为早期组（ｎ＝４０）和晚期组（ｎ＝３６）。
早期组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范围２４岁～５０岁，平均年龄
（３８６±３０）岁；晚期组男性１８例，女性１８例。排除标准：ＨＩＶ
抗体初筛试验阳性；脑脊液（ＣＳＦ）检查阳性；出现虹膜炎、主动
脉炎等三期内脏梅毒特征；累及眼部或神经的体征及症状。两

组患者的平均年龄、性别等大体一致（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治疗方法：早期隐性梅毒患者肌肉注射２４０万 Ｕ苄星青霉
素，每周１次，共注射３次；晚期隐性梅毒患者：肌肉注射２４０Ｕ
苄星青霉素，每周１次，共注射４次；两组患者均治疗半年；检测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在治疗前、治疗结束后半年采集
２ｍｌ静脉血，ＥＤＴＡ抗凝，６小时内检测标记，严格根据试剂说明
书操作步骤进行。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比较全部研

究对象中有效与无效者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的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变化情况。
１３　仪器与药物

所用仪器为美国 ＢＤ公司生产的 ＦＡＣＳＣａｎｔｏⅡ流式细胞
仪；注射用苄星青霉素（国药准字：Ｈ３６０２０２２３；厂家：江西东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判断和评估标准
治疗半年后复查一次ＰＲＲ定量试验，ＲＰＲ滴度降低超过４

倍或转阴为有效；否则或血清固定者为无效［５］。

１５　统计学处理分析
全部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系统处理分析，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采用 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的评估比较

早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７００％，晚期组患者的临床有
效率为３８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早期组与晚期组患者临床效果的评估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有效 无效

早期组 ４０ ２８（７００） １２（３００）

晚期组 ３６ １４（３８９） ２２（６１１）

χ２值 ７４２

Ｐ值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评
估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等
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水平均有升高，早期组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等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
指标水平显著高于晚期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的评估
比较（珋ｘ±ｓ）

临床指标 选项
早期组

（ｎ＝４０）
晚期组

（ｎ＝３６）
ｔ值 Ｐ值

ＣＤ８＋（％） 治疗前 ２３５±１２１ ２２６±１２２ ０３２ ０７５

治疗后 ３６８±１６２ ２５６±１２４ ３３６ ＜００１

ＣＤ４＋（％） 治疗前 ２６３±１４８ ２６２±１４５ ００３ ０９８

治疗后 ３４６±１８２ ２６６±１４７ ２０９ ００４

ＣＤ３＋（％） 治疗前 ４２４±１５４ ４２５±１５３ ００３ ０９８

治疗后 ５２６±１８１ ４３５±１６１ ２３０ ００２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０５±０２ ０５±０３ ０００ １００

治疗后 ０９±０５ ０６±０１ ３５３ ＜００１

２３　全部患者中治疗有效者与无效者的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
群指标的评估比较

　　治疗有效者的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３＋等外周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显著高于无效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梅毒是一种性传播疾病，是由于苍白螺旋体（梅毒螺旋体）

感染所致，可以导致多脏器损伤，出现各种综合性症状［６７］。长

期受该病侵蚀还会导致组织功能破坏、功能失常，严重者甚至

威胁生命。早期梅毒患者具有多性接触、不安全性行为或性伴

侣有梅毒感染史［８］。潜伏期一般为２～４周，一期梅毒以椭圆
形或圆形的生殖器或接触生殖器部位的硬下疳为主，表现为边

界清晰，边缘略隆起的溃疡，多为单发，也可以多发，直径约１～
２ｃｍ［９１０］。二期梅毒是一个“模仿大师”可以有多种表现。隐性
梅毒可以分为早期隐性梅毒和晚期隐性梅毒。早期隐性梅毒

患者是指病程在２年内，其间出现明确记载的非梅毒螺旋体抗
原试验由阴转阳（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实验阳性），或非梅毒

螺旋体抗原试验滴度值较原先升高超过４倍。在早期隐性梅毒
病程２年内，有符合一期或二期梅毒的临床表现；有疑似或确诊
的一期或二期梅毒，或有与疑似早期隐性梅毒的性接触者发生

性接触史。晚期隐性梅毒患者病情多在２年以上［１１１２］。目前，

对于隐性梅毒患者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对苄星青霉素 Ｇ驱
梅临床效果的影响已经成为医学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内容［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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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７６名患者中治疗有效者与无效者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的评估比较（珋ｘ±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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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者 ４２ ３５６±１４８ ３２３±１５８ ５５６±１９２ １０±０９

无效者 ３４ ２７３±９６ ２３５±６３ ４０５±１３４ ０５±０２

ｔ值 ２８２ ３０５ ３８８ ３１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本研究探析了隐性梅毒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对苄星青霉素
Ｇ驱梅治疗的影响。结果显示：早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
７００％，晚期组患者的临床有效率为３８９％，两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３＋等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指标水平均有升高，早
期组患者的相关指标水平显著高于晚期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有效者的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４＋、
ＣＤ３＋等外周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显著高于无效者，两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与 ＣａｒｒｉｃｏＲＭ等［１５］的研究结

果大体一致。目前，对于隐性梅毒的病理机制尚待深入研究。

有关研究指出，Ｔ淋巴细胞在隐性梅毒发病过程中起到重要作
用，隐性梅毒患者机体ＴＰ呈颗粒状或球形，导致ＴＰ抗原决定簇
无法被免疫系统识别［１６１７］。成熟的外周Ｔ淋巴细胞的功能及表
型均为异质性群体，可以分为 ＣＤ８＋、ＣＤ４＋２种类型；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为Ｔ辅助性淋巴细胞，主要可以进行细胞和体液免疫
调节；根据功能ＣＤ８＋Ｔ淋巴细胞可以分为杀伤性 Ｔ淋巴细胞
（Ｔｃ）和抑制性Ｔ淋巴细胞（Ｔｓ），抑制性Ｔ淋巴细胞与移植排斥
反应、抗肿瘤免疫、抗病毒免疫密切相关［１８］。ＣＤ４＋／ＣＤ８＋是
反映机体炎症反应和免疫情况的初步指标，在正常状况下人体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相对稳定。但在隐性梅毒患者的外周血 Ｔ
淋巴细胞亚群中，由于患者自身免疫系统遭到破坏，其免疫失

衡状况比二期梅毒患者更为严重。ＣＤ４＋Ｔ产生的多种细胞因
子（ＴＮＦ、ＩＬ２、ＩＦＮ、ＧＭＣＳＦ等）可以调节免疫系统，使机体产生
正常免疫应答，从而起到免疫平衡的作用。但隐性梅毒患者细

胞因子免疫功能降低，无法产生免疫应答，从而降低了免疫功

能，导致梅毒螺旋体不能被清除。而二期梅毒患者免疫失衡情

况较轻，细胞因子免疫应答强烈，会出现黏膜损害、发热等临床

症状。注射苄星青霉素Ｇ可以在患者血液中形成储药库，使药
物储存在患者体内，在其后的１２个小时中逐渐释放至数日，保
障了药物浓度，是针对繁殖周期较长 ＴＰ的理想药物。综上所
述，隐性梅毒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水平低下，苄星青霉素 Ｇ驱
梅检测患者的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对评估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
具有重要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周静，王松炎，袁军．早期梅毒外周血 ＣＤ４＋Ｔ细胞白介素４、干
扰素ｒ表达及调控区域甲基化状态研究．中国医师杂志，２０１６，１８
（８）：１２１４１２１６．

［２］　杨静，孙兆伟，张瑜．梅毒患者外周血 ＣＤ４＋、ＣＤ８＋调节性 Ｔ细
胞表达的临床意义．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６）：７２７５．

［３］　陈放，林雪峰，张帅帅，等．头孢曲松联合匹多莫德对梅毒血清固
定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分析．现代实用医学，２０１６，２８（９）：
１２２５１２２６，１２２８．

［４］　林丽萍，陈丽娜，徐超来，等．匹多莫德口服液对二期梅毒外周血
调节性Ｔ淋巴细胞和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影响．现代实用医学，
２０１６，２８（５）：６７１６７２．

［５］　ＷｉｌｋｉｎｓｏｎＡＬ，ＥｌＨａｙｅｋＣ，ＦａｉｒｌｅｙＣＫ，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ＲｉｓｋＡｍｏｎｇ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ＴｈｅＮｏｖｅｌＵｓｅ
ｏｆＬａｔ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Ｌａｔ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ＨＩＶＳｅｎｔｉｎｅｌＳｕｒ
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Ａｍ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２０１７，１８５（８）：６２７６３５．

［６］　ＤｈａｎａｓｅｌｖｉＨ，ＫａｌａｉｖａｎｉＳ．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ＬａｔｅＬａｔｅｎｔ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ｏｆＢｏｔｈ
Ｓｐｏｕｓｅｓ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Ｌａｗ：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Ｅｒａ．Ｉｎｄｉａｎ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６２（２）：
２２１２２２．

［７］　李代翠，李庆祥．中西医结合治疗隐性梅毒５３例临床分析．中国
医药指南，２０１３，１１（１０）：２８４２８５．

［８］　ＣｈｏｗＥＰＦ，ＣａｌｌａｎｄｅｒＤ，ＦａｉｒｌｅｙＣＫ，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Ｇｒｅａｔ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ｅａｒｌ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２０１７，１３（１０）：３５６３５７．

［９］　关杨，杨帆，莫衍石，等．５４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临床分析及细胞
免疫功能检测．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３，１３（１０）：１２６６１２６８．

［１０］　唐云志，高礼福，徐桦，等．老年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的治疗
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７４７７．

［１１］　ＫｅｎｙｏｎＣ，ＯｓｂａｋＫＫ，ＣｒｕｃｉｔｔｉＴ，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ｓｂｙＨＩＶｓｔａｔｕ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
ｙ．ＢＭＣ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７，１７（１）：１１１１１１．

［１２］　刘金花，杨日东，吴志华．免疫增强治疗对隐性梅毒患者Ｔｈ１／Ｔｈ２
细胞因子的影响．皮肤病与性病，２０１３，３５（５）：２５７２５９．

［１３］　黄显翔．免疫增强治疗对隐性梅毒患者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影
响分析．中国社区医师，２０１４，２３（１２）：８４８５．

［１４］　ＮａｖｒａｚｈｉｎａＫ，ＣｒｅｓｓｅｙＢＤ，ＭｉｎｋｉｓＫ．Ｐａｐｕｌｏｎｏｄｕｌａｒ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ｙｐｈｉ
ｌ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ａ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ａｎＨＩＶ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Ｗｏｍａｎ．ＣａｓｅＲｅｐ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９（１）：９０９４．

［１５］　ＣａｒｒｉｃｏＲＭ，ＧｏｓｓＬ，ＷｉｅｍｋｅｎＴＬ，ｅ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ｕｇｅ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ＬｏｕｉｓｖｉｌｌｅＧｌｏｂ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ＡｍＪＩｎ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２０１７，４５（６）：
６７３６７６．

［１６］　ＲｏｕｒｋＡＲ，ＮｏｌｔｅＦＳ，ＬｉｔｗｉｎＣＭ，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
ｔｈｅ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Ｍｏｄ
ｅｒａｔｅｌｙＨｉｇｈ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ｍＪＣｌｉｎ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６，１４６（５）：
５７２５７７．

［１７］　ＧｅｔａｚＬ，ＤａＳｉｌｖａＳａｎｔｏｓＬ，ＷｏｌｆｆＨ，ｅｔａ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ａｎｄ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ｖＥｓｐＳａｎｉｄ
Ｐｅｎｉｔ，２０１６，１８（２）：５７６６．

［１８］　ＤｒａｇｏＦ，ＣｉｃｃａｒｅｓｅＧ，ＴｏｍａｓｉｎｉＣＦ，ｅｔａｌ．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ｓｙｐｈｉ
ｌ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ａｓｌｉｐｏ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ｐａｎｎｉｃｕｌｉｔｉｓｉｎ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ｔｐａ
ｔｉｅｎｔ．ＩｎｔＪＳＴＤＡＩＤＳ，２０１７，２８（４）：４０８４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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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郑?（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
卫生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４．０４３ ·性心理学·

探讨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
相关性
郑?　陈诗咏　杨作斌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心理卫生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月前来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婚姻心理咨询的２００例（１００对）城乡中年夫妻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结果：城市中年夫妻、丈夫、妻子的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评分均显著高于农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躯体化、强迫、人际、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评分及ＳＣＬ９０总分均显著低于农村，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Ｐ＜００５）；城市夫妻
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Ｐ＜００５），但城市丈夫、妻子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均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农村夫妻、丈夫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均显著相关（Ｐ＜００５），但农村妻子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
康水平无相关性（Ｐ＞００５）。结论：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显著相关。

【关键词】　城乡中年夫妻；婚姻质量；心理健康水平；相关性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　
ＺＨＥＮＧＺｈｅ，ＣＨＥＮＳｈｉ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Ｚｕｏｂ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Ｙｉｂ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ｉｂｉｎ
６４４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２００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ｐｅｒｓｏｎｓ（１００ｃｏｕｐｌｅｓ）ｉｎ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ｏｕ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ｈｕｓｂａｎｄ，ｗｉｆｅ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
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ｏ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ｕｌ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ｐｈｏｂｉａ，ｐａｒ
ａｎｏｉａ，ｐｓｙｃｈｏｓｉｓ，ｏｔｈｅｒ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ＳＣＬ９０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Ｐ＜００５）．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Ｐ＜
００５）；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ｃｏｕ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ｈｕｓｂａｎｄａｎｄｗｉｆｅｗｅｒｅｎｏ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ｕｒａｌｃｏｕｐｌｅｓａｎｄｈｕｓｂａｎ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ｕｒａｌｗｉｆｅｗａｓｎｏ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ｃｏｕｐｌｅｓ；Ｍａｒｉ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现代身心医学的应激理论，强调应激性生活事件对身心健
康的影响。ＨｏｌｍｅｓＲａｈｅ编制的“社会再适应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ＲｉｎｇｓＳｃａｌｅ，ＳＲＲＳ）”，在４３个生活事件题目中，有
１６个题目属于家庭婚姻和性问题［１］；杨德森等［２］编制的生活事

件量表（ＬＥＳ）的５０个题目中，有２８个题目属于婚姻家庭的内
容。这说明家庭婚姻是影响身心健康的主要应激因素。早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经有人对心理健康与婚姻质量进行了相关
研究［３］。有关研究发现，在不良的婚姻中，女性有更多的心理

症状，一般来说，妻子比丈夫更容易受婚姻变化的影响而产生

身心问题［４］。刘培毅等［５］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对１１８对年轻知
识分子夫妻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心理健康仅与自评的婚姻幸福

度有关，而与他评的婚姻幸福度无关。为了提升城乡中年夫妻

的婚姻质量及其心理健康水平，本研究对宜宾市辖区内２０１５年
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来我院进行婚姻心理咨询的城乡中年夫妻
的２００例（１００对）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探讨了城乡中
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并提供了相关

依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宜宾市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来我院进行婚
姻心理咨询的２００例（１００对）城乡中年夫妻的临床资料作为研
究对象。１００对夫妻年龄范围３７岁 ～５７岁，平均年龄（４７４±
５０）岁，其中丈夫年龄范围 ３８岁 ～５８岁，平均年龄（４８６±
５０）岁；妻子年龄范围３６岁～５７岁，平均年龄（４６３±４８）岁。
婚龄１６岁～２８年，平均年龄（２２３±３５）年。所在地区：５０对
夫妻为城市，５０对夫妻为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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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应用 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婚姻调试测定量表、症状自评量表

（ＳＣＬ９０）分别对２００例（１００对）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心
理健康水平进行调查和非结构访谈，其中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婚姻调
试测定量表为婚姻质量有效评估量表，其信度系数０９０，包括
１５个条目，评分范围２分 ～１５８分，随着分值的提升，夫妻的婚
姻质量逐渐提升［６］；ＳＣＬ９０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较好，随着分值
的提升，夫妻的心理健康水平逐渐降低［７］。共发放 ２００份问
卷，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０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８００％。所在地
区：４０对夫妻为城市，４０对夫妻为农村。
１３　观察指标

对城乡中年夫妻婚姻质量、心理健康水平进行比较和分

析，然后对其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进行探讨。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其

心理健康水平的单因素分析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城乡中年夫妻婚姻质量比较

城市中年夫妻、丈夫、妻子的 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评分均显著高

于农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１００对城乡中年夫妻婚姻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所在地区 角色 婚姻质量

城市 夫妻 １０１９±２１１ａ

丈夫 １０４３±２１９ａ

妻子 ９９４±３０６ａ

农村 夫妻 ９２８±２７０

丈夫 ９３８±２３２

妻子 ９１８±３０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农村夫妻等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城乡中年夫妻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城市中年夫妻、丈夫、妻子的躯体化、强迫、人际、抑郁、焦

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评分及ＳＣＬ９０总分均显著
低于农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１００对城乡中年夫妻的心理健康水平比较（分，珋ｘ±ｓ）

所在地区 角色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城市 夫妻 １５４±０４１ａ １６２±０４０ａ １４６±０４０ａ １４１±０４０ａ

丈夫 １４５±０４０ａ １５６±０３６ａ １４１±０３６ａ １３６±０３７ａ

妻子 １６４±０４１ａ １６７±０４３ａ １５０±０４１ａ １４７±０４２ａ

农村 夫妻 １９０±０５５ １９０±０６０ １８０±０６０ １９２±０６５

丈夫 １９１±０５６ １８６±０５７ １８２±０６３ １９０±０５６

妻子 １８８±０５４ １９４±０６３ １７７±０５８ １９３±０７４

所在地区 角色 焦虑 敌对 恐怖 偏执

城市 夫妻 １３８±０４０ａ １４６±０４５ａ １２７±０３７ａ １１６±０３１ａ

丈夫 １３０±０３６ａ １３８±０３６ａ １２０±０３２ａ １１６±０３２ａ

妻子 １４７±０４１ａ １５４±０５２ａ １３３±０４１ａ １１６±０３０ａ

农村 夫妻 １７３±０６２ １８４±０６２ １５５±０５３ １５３±０５６

丈夫 １７１±０６１ １９３±０６２ １５６±０５４ １５３±０６０

妻子 １７５±０６３ １７４±０６２ １５３±０５２ １５２±０５２

所在地区 角色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城市 夫妻 １３０±０３７ａ １６０±０４６ａ １３０７５±２９４８ａ

丈夫 １２５±０３１ａ １５８±０４４ａ １２５５４±２５３４ａ

妻子 １３５±０４２ａ １６１±０４８ａ １３５９７±３２５３ａ

农村 夫妻 １６２±０５２ ２０２±０６５ １６３８１±４８１０

丈夫 １５８±０５０ ２０１±０６３ １６３６５±４７２２

妻子 １６５±０５６ ２０２±０６７ １６３９７±４９４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农村夫妻等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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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城乡中年夫妻的ＳＣＬ９０各症状因子检出情况比较
城市中年夫妻中强迫、抑郁、焦虑、敌对、躯体化、精神病性

等夫妻的ＳＣＬ９０各症状因子检出率均低于农村夫妻，其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城乡中年夫妻的ＳＣＬ９０各症状因子检出情况比较［ｎ（％）］

所在地区 角色 对数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敌对

城市 夫妻 ４０ ６（１５０） ８（２００） ４（１００） ４（１００） ３（７５） ４（１００）

农村 夫妻 ４０ １９（４７５） １９（４７５） １５（３７５） １８（４５０） １５（３７５） １６（４００）

χ２值 ５０２ ７３８ ９３５ １１１４ １２８３ １４４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所在地区 角色 对数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城市 夫妻 ４０ ３（７５） １（２５） ３（７５） ９（２２５） ６（１５０）

农村 夫妻 ４０ １１（２７５） １０（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 ２１（５２５） ２０（５００）

χ２值 １６０１ １７５３ １９０２ ２０４８ ２１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城市中年夫妻中躯体化、强迫、抑郁、敌对等因子与夫妻婚

姻质量具有明显关系，强迫、恐怖、偏执、人际、抑郁、敌对与丈

夫婚姻质量具有明显关系，躯体化、抑郁与妻子婚姻质量具有

明显关系。农村中年夫妻中强迫、抑郁、敌对、人际、焦虑、偏

执、精神病性与夫妻婚姻质量具有明显关系，抑郁、强迫、敌对、

精神病性与丈夫婚姻质量具有明显关系，精神病性、抑郁与妻

子婚姻质量具有明显关系。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

健康水平密切相关。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分析（分）

所在地区 角色 躯体化 强迫 人际 抑郁 焦虑 敌对

城市 夫妻 －０２００ －０１７８ －０１６３ －０２８３ －０１６６ －０１９０

丈夫 －０１５５ －０２３０ －０２１３ －０２６５ －０１２１ －０２７８

妻子 －０２００ －００９８ －００９２ －０２８０ －０１７３ －００４４

农村 夫妻 －０２２６ －０３１２ －０２８０ －０４３０ －０２５４ －０３１４

丈夫 －０２６３ －０３５０ －０３１３ －０４５４ －０２５４ －０２９１

妻子 －０１９０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２ －０３８３ －０２５５ －０３７４

总体 夫妻 －０２６１ －０３０１ －０２８３ －０４１７ －０２５７ －０３１１

丈夫 －０２５２ －０３３５ －０３０７ －０４２５ －０２４３ －０３０３

妻子 －０２６６ －０２４８ －０２５８ －０４００ －０２８５ －０３２６

所在地区 角色 恐怖 偏执 精神病性 其他 总分

城市 夫妻 －０１５８ －０１２４ －０１３０ ００１３ －０２１０

丈夫 －０２２１ －０２１２ －０１７０ －０１２０ －０２３８

妻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５６ －０１４４

农村 夫妻 －０１５８ －０２９１ －０３７２ －０２０４ －０３３５

丈夫 －０２８０ －０３３６ －０３９４ －０２７２ －０２８４

妻子 －００１３ －０２５６ －０３３８ －０１１０ －０２８４

总体 夫妻 －０２０２ －０２８６ －０３２６ －０１８２ －０３３７

丈夫 －０２８０ －０３３２ －０３４５ －０２５８ －０３６２

妻子 －０１０８ －０２４７ －０２９２ －００９０ －０３０３

２５　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经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婚姻质量为影响城乡中年夫

妻心理健康重要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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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水平影响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所在地区 角色 Ｒ ａｄｊＲ２ Ｂ Ｂｅｔａ ｔ值 Ｐ值 Ｆ值

城市 夫妻 ０２１０ ００３４ －０２９３ －０２１０ －２１４７ ００３３ ４６１２

丈夫 ０２３８ ００３７ －０３８６ －０２３８ －１７２３ ００９０ ２９７１

妻子 ０１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７ －０１４４ －１０２７ ０３０８ １０５５

农村 夫妻 ０３３５ ０１０４ －０５９７ －０３３５ －３６４１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６４

丈夫 ０３７７ ００３７ －０６１０ －０３７７ －２９１４ ０００４ ８４９３

妻子 ０２８４ ００６２ －０５７８ －０２８４ －２１２０ ００３８ ４４９４

总体 夫妻 ０３３７ ０１１０ －０５９３ －０３３７ －５１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６５９８

丈夫 ０３５２ ０１２２ －０６１１ －０３６２ －３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４４５

妻子 ０３０３ ００８２ －０５５８ －０３０３ －３２２０ ０００１ １０３７６

#

　讨论
婚姻变动是人们最重要的应激性生活事件［８］。夫妻对于

自身婚姻的主观感受可以作为其婚姻的变化和婚姻质量的敏

感指标，并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９］。夫妻的婚姻质量包括各自

自述对婚姻的感受和对方自述对婚姻的感受。夫妻双方各自

对婚姻的感受既会对自己心理症状产生影响，也可能对配偶的

心理症状产生影响。所以在分析时，既要将自述婚姻质量与自

己的ＳＣＬ９０上的因子分和总分做相关分析，还要将他述的婚姻
质量与自己的ＳＣＬ９０的因子分和总分做相关分析［１０１２］。婚姻

质量又包括结婚时对婚姻主观感受和调查时对婚姻的主观感

受这２个时点［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城市中年夫妻、丈夫、妻子

的ＬｏｃｋｅＷａｌｌａｃｅ评分均显著高于农村（Ｐ＜００５）；这说明城市
中年夫妻婚姻调试良好，而农村中年夫妻婚姻调试明显较低，

婚姻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社交关系，婚姻维护需要一定的能力和

认知，调试差异原因可能与城市中年夫妻认知能力、文化水平、

受教育程度较高有关，从而使他们会更有意识地缓解情感焦

虑，更客观地处理情感矛盾，同时有一定能力相互鼓励支持，从

而获得较高婚姻满意度。进一步分析发现，城乡夫妻之间丈

夫、妻子婚姻调试评分均存在明显差异，可能与其受教育程度

不同和妻子在家中地位不同有关。

心理健康分析发现，城市中年夫妻、丈夫、妻子的躯体化、

强迫、人际、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评分

及ＳＣＬ９０总分均显著低于农村（Ｐ＜００５）；城市中年夫妻的躯
体化、强迫、人际、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

检出率及 ＳＣＬ９０总检出率均显著低于农村中年夫妻（Ｐ＜
００５）；这可能是由于城乡夫妻所面对的生活环境、以及拥有的
各种社会资源、物质资源的不同差异导致。对于城市夫妻而

言，职业地位高，收入水平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对周围事物认

知能力较高，且所用药物的物质资源均比农村夫妻更为丰富；

同时，大部分农村中年夫妻子女多，承担社会责任和生活压力

大，使其在生存竞争中感受到更多的压力，从而降低了他们的

心理健康水平，主要表现在躯体化、强迫、人际、抑郁、焦虑、敌

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夫妻

的婚姻质量与躯体化、抑郁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
但与强迫、人际、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及 ＳＣＬ
９０总分均无相关性（Ｐ＞００５）。城市丈夫的婚姻质量与抑郁呈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但与躯体化、强迫、人际、焦虑、
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其他及ＳＣＬ９０总分均无相关性（Ｐ

＞００５）。这说明城乡夫妻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水平大部分因
子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尤其是农村夫妻婚姻质量对心理健康影

响更为显著，而城市夫妻婚姻质量对各心理健康影响相对较

弱。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
康水平显著相关（Ｐ＜００５）；城市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心理健康
水平显著相关（Ｐ＜００５），但城市丈夫、妻子的婚姻质量与心理
健康水平均无相关性（Ｐ＞００５）；农村夫妻、丈夫的婚姻质量与
心理健康水平均显著相关（Ｐ＜００５），而农村妻子的婚姻质量
与心理健康水平无相关性（Ｐ＞００５）。本研究结果与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１４１８］。可能是因为城市夫妻生活内容更为复杂丰富，

能够减弱婚姻质量对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同时由于受

教育程度不同，城市夫妻能够更好地维持婚姻关系，积极正确

调节婚姻矛盾，消除家庭紧张环境，从而促进夫妻和谐关系，更

好维持健康心理。

因此，中年夫妻面对心理生理变化，应当重新调整人生目

标，以积极心态处理夫妻关系，正确面对生活环境压力，更好地

维持婚姻关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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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学生性状况的网络调查分析与性教育对策
研究
郭俊良

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西安 ７１０１２８

【摘　要】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性属于人类第一层次的需要，第一层次的需要是人类最基本的需
要，即生理上的需要。根据弗洛伊德性学经典学说，性欲及其能量生来就有，是人类的基本本能之一。从生物

学种族生存的长链来看，性本能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因此，对于“性”的探究十分必要。本文以大学生群体为主

要研究对象，开展了网络调研，以问卷调查法为主，同时使用访谈调查法与文献调查法，其中问卷通过网络平

台进行发放。通过研究大学生的“性”观念、“性”行为及其他与“性”有关的问题，特别是关于色情、暴力视频

对于大学生“性”的影响问题的分析，希望能够为学界、相关研究人员、相关决策者带来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性；大学生；自慰；影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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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调查问卷的内容涉及隐私，本论文的调查问卷数据
由笔者通过百度问卷系统进行发放、回收、统计后得出。调查

对象涉及全国１８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３９０名大学生，调查对
象中女性占比５１２８％，男性占比４８７２％；年龄分布主要集中
于１８岁 ～２２岁，占比 ５１２８％，其次为 ２２岁 ～２５岁，占比

３５９０％。与此同时，笔者以西安市地区的５所高校为例，实地
深入并个别采访了１６名大学生。此外，通过知网等数据库查阅
了国内相关学术研究论文５６篇，其中在本文中引用了１８篇。
通过网上问卷数据、深度访谈、相关资料搜集，整合写作完成本

文，形成了详实的内容。

!

　性取向探析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在全社会范围内性取向为同性者的大

学生占比为 １２８２％，性取向为异性者的大学生占比为
８７１８％。根据生理性别男女分开统计后得到的数据与整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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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无明显差异。笔者以西安外国语大学为例进行了实地观察

与访谈，得出的数据与问卷数据基本一致，且大学生群体中大

多数同性性取向者愿意公开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分析得出：同

性性取向在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社会应当予以正视。随着社会

对同性恋现象的包容度逐渐提高，年轻一代同性性取向者更愿

意直接表露自身的性取向。

"

　影视与性的关系探析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在全社会范围内从未观看色情电影的

大学生占比为４１０３％，偶尔观看的大学生占比为５３８５％，经
常观看的大学生占比为５１３％。观看者在观看过程中大都会
产生欲望及兴奋。在针对含色情镜头的生产与流通是否应该

禁止的问题上，７９４９％的大学生选择了应该根据情况部分禁
止，选择应该禁止和应该放开的大学生占比均约１１％。

以性别因素为变量分别进行统计后发现，男性大学生对于

色情电影的观看率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大学生从未观看者占

比为２６３２％，经常观看者占比为１０５３％，偶尔观看者占比为
６３１６％。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直接观察法与访谈法得出的结论
与问卷调查有一定差异。以大学生为例，在深度访谈及观察的

对象中，男性大学生中承认观看过色情视频的人数占比超过

９５％。分析得出：绝大多数男性大学生有过观看色情视频的经
历，且绝大多数人认为这种行为是一种较为私密的行为，故实

际观看情况远大于问卷数据表明情况。

本次调研数据表明：在全社会范围内从未观看暴力影像的

大学生占比为５１２８％，偶尔观看的大学生占比为４１０３％，经
常观看的大学生占比为７６９％，且观看者在观看过程中大都会
产生不适或者过瘾的感觉，在感觉方面两极分化现象较为严

重。在针对含暴力镜头的影像生产与流通是否应该禁止的问

题上，６６６７％的大学生选择了应该根据情况部分禁止，选择应
该完全禁止的大学生占比为２８２１％。分析得出：大学生对于
暴力镜头的忍耐程度明显低于色情镜头。

以性别因素为变量分别进行统计后发现，男性大学生对于

色情电影的观看率明显高于女性大学生。男性大学生从未观

看者占比仅为２６３２％，经常观看者占比为１０５３％，偶尔观看
者占比为６３１６％。分析得出：男性大学生比女性更易观看暴
力视频。且色情视频观看分布状况与暴力视频观看分布状况

高度相似，进而得出较爱观看色情视频者也更容易观看暴力

视频。

根据对大学在校男性本科生的观察与访谈结果表明：大多

数男性大学本科生有过观看暴力影像的经历。如国外影视剧

《权力的游戏》《斯巴达克斯》，国内禁片《颐和园》等。且观看

渠道大都为网络渠道。分析得出：我国进行影视作品的检查十

分有必要，且应该加大对网络等渠道的监督管理，控制色情、暴

力视频无差别的进行传播。

在色情或暴力镜头对于他人的影响判断上，认为有一定影

响的大学生占比为 ８７１８％，有很大影响的大学生占比为
１０２６％，没有什么影响的大学生占比为２５６％。而在判断色
情或暴力镜头对于自身的影响上，认为有一定影响的大学生占

比为５３８５％，有很大影响的大学生占比为５１３％，没有什么影
响的大学生占比为４１０３％。这两组数据具有显著差异。分析
得出：大学生大都认为色情及暴力镜头对于他人的影响较大，

而对于自身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与传播学中的第三人效果

理论相符。

按照性别分别进行统计后发现，男性大学生认为色情与暴

力视频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小。认为没什么影响的大学生占比

为５２６％，认为有一定影响的大学生占比为９４７４％。分析得
出：男性大学生相比女性大学生在认为自己对于色情、暴力镜

头的抵抗能力方面的主观效能感更强。

在中国电影分级必要性的问题上，认为有必要的大学生占

比为５６４１％，认为没有必要的大学生占比为 ７６９％，其余
３５９％的大学生表示不太关注。通过性别分别进行统计后发
现，男性大学生在此问题上的两极占比加大，认为有必要的大

学生占比为６３１６％，认为没有必要的大学生占比为１０５３％。
数据总体上显示：大学生对于电影分级迫切性的认识。故得

出：电影分级已经具有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大学生、性与媒体的研究方面，得出将大学生和一切与

性有关的事情联系起来，是当今媒体为吸引眼球惯用的手

段［１］。这种情况值得警惕。

#

　性教育满意程度探析
在对于中国性教育满意情况的调查中，８９７４％的大学生表

示不满意，仅有１０２６％的大学生表示满意。在不满意的人群
中，８８５７％的大学生认为人们思想观念不开放导致性教育进行
困难，仅有不足１２％的大学生选择了其他答案或性教育尺度过
大。分析得出：中国性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观念的不开放，性

欲是人的基本欲望，疏通是可行的办法，而堵只能导致问题的

更加严重。

'

　运动与性的探析
有关运动频率的调查数据表明：２周运动１次、１个月运动

１次和几乎从来不运动的大学生累积占比为４１０２％，１周运动
１次的大学生占比为１２８２％，运动频率在１周２～３次和１周４
～６次的大学生占比均为２０５１％，每天都运动的大学生占比仅
为５１３％。通过这组数据表明，我国人口运动情况的不容乐
观，运动的缺失会导致我国人口素质的下降。但是，统计数据

未发现运动频率与性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

(

　大学生恋爱及性的探析
大学生恋爱经历的数据显示：从未谈过恋爱的大学生占比

为１６１３％，有１次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为２９０３％，有２次
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为２９０３％，有３次恋爱经历的大学生
占比为１６１３％，有４次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为６４５％，有５
次恋爱经历的大学生占比为３２３％，有６次及以上恋爱经历的
大学生占比为０％。分析得出：大学生普遍已经有过恋爱经历，
且恋爱次数在１～３次的大学生人数最多。

大学生是否有性行为的调查数据显示：７０９７％的大学生从
未发生过性行为。在有性行为的大学生群体中，只有１位性伴
侣的大学生占比为５５５６％，调查问卷回收的数据中没有人性
伴侣等于或超过４个人的。在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２２２２％
的人首次发生性行为是在１６～１８周岁，７７７８％的人首次发生
性行为是在１８～２２周岁。在有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目前有较
为稳定的性伴侣的人数占比达到６６６７％，且其中有５０％的人
性交频度等于或大于每天１次。分析得出：大学生中大多数人
无性行为。

大学生有无自慰现象的调查数据表明：４１９４％的大学生有
过自慰行为。且性别差异会造成较大差别，男生自慰情况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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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明显高于女生，达到６４２９％。笔者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自慰
行为发生率进行调研后得出的数据与刘德风等［２］所做研究得

出的结论有较大差距。刘德风等得出的数据为：９６３８％的调查
者有过１次以上的自慰，其中７５９６％的人每月有１次以上的
自慰。在有过自慰行为的大学生中，３８４６％的大学生自慰频度
每个月不到１次。１周自慰１～２次的大学生占比为２３０８％，
自慰后从未有负担且感受到愉悦的仅占２３０８％，且男女之间
有明显差异，男性在自慰后从未有负担且感到愉悦的占比仅为

１１１１％。自慰史在 １～３年之间的大学生占比最大，达到
５３８５％。１周内最高自慰次数１～３次的大学生占比５３８５％，
４～７次的大学生占比３０７７％。１天内自慰最高频度为１次的
大学生占比为４６１５％，２次的大学生占比为３８４６％。在评价
自慰是否对自己的健康有影响的时候，３８４６％的自慰者认为有
影响，６１５４％的自慰者认为是没有影响的。在认为自慰对自己
健康有影响的群体中，影响主要集中表现为：自慰导致的生殖

器疼痛、记忆力下降、生殖器弯曲、身体素质下降和视力下降等

５个方面。性教育缺失和误导导致了许多青少年走入性的误
区，过度自慰行为干扰了大多数青少年正常的学习生活和生长

发育，以致生理疾患和心理问题。目前，对青少年的过度自慰

行为和性健康教育缺失应当给予重视和解决，特别要加大对青

少年青春期的生殖健康教育和心理教育［３］。自慰的诱因主要

集中在浏览黄色网页和性幻想两方面，占比分别为３８４６％和
４６１５％。在自慰者中，近１００％的人拥有自慰后清洁生殖器的
习惯，６６２３％的人有自慰后排小便的习惯。分析得出：在整个
大学生群体中，自慰行为的发生率超过４０％。其中男生的自慰
发生率相对于女生更高，男生的自慰发生率超过６０％，且大学
生自慰频率主要集中在１个月不到１次和１周１～２次，这两个
频段的人数占比达６０％以上，故得出大学生群体自慰过度的情
况较少发生。自慰后无心理负担且感受到愉悦的人数占比较

少，其中男生的占比更低，这表明大学生群体对于自慰有一定

的心理负担，且男生的心理负担显著大于女生。大学生自慰史

在１～３年的人数最多，占到有自慰行为的大学生的５０％以上。
将近４０％的有自慰行为的大学生认为自慰对自己的健康有一
定的负面影响，且自慰的主要诱因表现为外部诱因如浏览黄色

网页及内部诱因如性幻想。

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尽管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够正确看待

自慰，但还有许多人尚缺乏正确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性健康

知识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性生殖健康观念。为此，政府

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网络的监管力度，净化网络环境，推进法

治建设。对于学校来说，应该加强对大学生思想的引领，培养

大学生高尚的情操与兴趣。对于大学生来说，应该加强自身思

想道德建设，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

大学生普遍存在自慰行为［４］。大学生身体发育已经基本

成熟，具有性能力与性欲望。但是，社会的发展情况使人们的

婚龄不断推后，故大学生适当的自慰可以缓解性胀满。自慰和

性行为之间呈现出一种补充的关系［５］。

自慰是弥补大龄未婚男性性福利损害的一种重要方式，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替代性伴侣的作用［６］。对于大学生未婚

男性而言，自慰频度并不能替代性交频度，但却可能是正常或

稳定性活动的有效替代；同时自慰频度能够有效提高自慰性高

潮，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大学生未婚男性释放性压抑，

改善性福利［７］。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正确看待自慰，但还有

许多人尚缺乏正确的认识，要进一步加强性健康知识教育，帮

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性生殖健康观念［２］。大学生性教育是大学

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８］，大学生性教育越来越受到高校的

重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效果并不理想［９］。高校

进行大学生性健康指导十分重要［１０］。目前，在性教育知识体系

上存在较大差异和争论，还有很大局限性和进一步研究的必

要性［１１］。

同时，大学生安全套的使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安全套使

用率有待提高［１２］。在发生男男性行为的大学生群体中，其无保

护性行为也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比例［１３］，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一

定的威胁。大学生的性观念、性行为受到性风俗的显著影

响［１４］。大学生性教育的重心应当是以引导和培养责任意识与

责任精神的性行为规则教育［１５］。针对大学生生理和心理特点

进行适时、适量、适度的性教育，对弘扬性文明、普及性教育、提

高性素质、享受性健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１６］。国外性教育典

范国家均注重性教育内容体系的建设和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

的教育合力，形式灵活多样，成效显著，是一种全程和终身的教

育［１７］，值得我们借鉴。大学生的性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对性教

育的需求较高，为了保证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应当重视和加强

大学生的性教育工作［１８］。

)

　大学生捐精情况探析
在针对男性大学生的调查研究中，有过捐精行为的大学生

占比为０％。分析得出：捐精行为在大学生群体中参与度极低。
故得出：相关机构应该加强在大学校园中的宣传，帮助大学生

树立科学的捐精观念。

*

　大学生成绩与性的关系探析
在学习成绩的测评中显示，仅有１９３６％的大学生认为自

己的学习成绩在中等水平或学习较为吃力。８０％以上的大学生
都认为自己的学习水平在全班前３０％，这与实际情况严重不
符。因此分析得出：大学生有夸大自己学习成绩与能力的偏

向，故使其对自己的真实水平有正确的认知十分必要。同时，

根据本调研数据可以得出，“性”与学习成绩之间并无显著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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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性教育的现状，为进一步完善性教育模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利用自行
设计的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中山市５所高校８９０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并对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３６２３％的学生所在学校专业有开设性教育课程，讲课的形式以讲座为主，占比４１１４％；内
容主要为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占比３２１１％；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上，６８４６％来源网络和书刊杂志；９０５２％
的学生认为开展性教育是有必要的。结论：性教育尚未在高校普及，课程设置缺失。应当认识性教育的重

要性，构建科学系统的性教育知识体系，加强大学生性教育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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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正值性生理成熟、性意识萌动、谈情说爱的关键时
期。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受西方性思潮的影响，其性观

念逐渐开放。笔者曾对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学生恋爱观和

性知识态度行为进行调查发现，９７４５％的学生对谈恋爱持赞同
态度［１］，３０６％的学生赞同婚前性行为［２］。然而，由于几千年

来传统文化的束缚，性教育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大学

生性教育的缺失是我国教育界公认的事实［３］。这种大学生对

性知识的需求与高校性教育滞后的状态，如不加以改变，则容

易引发性心理偏差，导致意外怀孕、性病、艾滋病、性犯罪的比

例不断上升，因性困惑而患性心理疾病者也日益增多。为了解

大学生性教育现状，更好地提供性教育服务，本文对中山市５所
专科和本科院校的８９０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中山市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中山职业技术学院、中

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理工学院、广东药学院５所高校抽取
８９０名学生作为本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选择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

大学生的基本信息、学校开设性教育的情况、性教育的内容及

形式、获得性知识的途径、对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态度、开展性教

育遇到阻力的看法等方面进行调查。结果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建
立数据库，ＳＰＳＳ１７００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由调研组人员分别前往５所学校，在不同年级随机抽取自
愿参加问卷调查的学生填写问卷。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面

向本科学生，发放问卷４５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４３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９８４４％。其他４所学校面向专科学生，各发放问卷
１１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４３２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８３２％。答
卷者中男生４５０人，女生４２５人；一年级３００人，二年级２５２人，
三年级２０７人，四年级１１６人；年龄范围１７～２５岁，中位数为
１９８岁；城镇户口３５６人，农村户口５３４人。
２２　开设性教育课程的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３６２３％（３１７人）的学生所在学校开设了性
教育课程，４５３７％（３９７人）的学生所在学校没有开设性教育课
程，１８４％（１６１人）的学生不清楚，这说明高校性教育尚未得到
普及，此与张德美等［４］、张鹏等［５］、刘华锦等［６］的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为省教育

厅“青春健康”项目试点学校，开展了有关性教育方面的工作。

２３　开展性教育的形式
学校在开展性教育的形式上，讲座占比４１１４％、网络教学

占比２６４０％、传统课堂教学占比２１２６％。其中，讲座所占比
例最大，课堂教学所占比例较少。讲座的形式单一、内容不够

全面，很难系统深入地学习性知识，难以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被调查的８７５名学生所在高校开展性教育的形式

　　选项 人数［ｎ（％）］

讲座 ３６０（４１１４）

网络教学 ２３１（２６４０）

传统课堂教学 １８６（２１２６）

座谈会 １４６（１６６７）

同伴教育 ７２（８２３）

其他 ２３（２６３）

２４　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内容及对性教育的内在需求
目前学校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内容中，３２１１％是传授性病、

艾滋病知识，所占的比例最大。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被调查的８７５名学生所在高校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内容

　　 选项 人数［ｎ（％）］

性病、艾滋病知识 ２８１（３２１１）

避孕知识 １６０（１８２９）

性卫生知识 １３３（１５２０）

性生理知识 １２８（１４６３）

性心理知识 １０８（１２３４）

性道德法律知识 ９０（１０２９）

其他 ２０（２２９）

对性教育的内在需求，３５３１％的学生认为性教育应该包括
两性之间人际关系，３２２３％的学生选择性道德伦理，２８１１％的
学生选择性别角色教育。可以看出，大学生希望更多了解两性

之间关系的处理，以及性道德法律、性别角色方面的知识。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被调查的８７５名学生认为性教育应该包括的内容

　　　 选项 人数［ｎ（％）］

两性之间人际关系 ３０９（３５３１）

性道德性伦理 ２８２（３２２３）

性别角色 ２４６（２８１１）

预防性病，艾滋病知识 １２６（１４４０）

性心理生理卫生知识 ４０（４５７）

其他 ２８（３２０）

２５　获得性知识的途径
在性知识获取的途径上，４２１７％的学生通过互联网获取，

２６２９％的学生通过书刊杂志了解，而通过学校开设的课程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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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只有１０２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４。这与邓秀华［７］的调

查结果一致。由此可以看出，互联网、书刊对大学生了解性知

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些传播媒介中信息良莠不齐，如

果没有正确的引导，很容易被一些色情的负面信息所误导。

表４　被调查的８７５名学生了解性知识的途径

　　 选项 人数［ｎ（％）］

电视互联网 ３６９（４２１７）

书刊杂志 ２３０（２６２９）

学校开设的课程 ９０（１０２９）

亲朋好友 ７４（８４６）

宣传栏 ６７（７６６）

校园咨询室 ６０（６８６）

其他 １７（１９４）

２６　关于开展性教育遇到阻力的看法
３２２３％的学生认为性教育开设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主要

是学校领导没有重视，３０２９％的学生认为教学形式和内容不
佳，２２４０％的学生认为教师本身的性知识储备不足，此与李江
滨等［８］、陶际恒［９］研究的结果相似。这反映了有些高校的领导

对性教育有些曲解，认为性是人的生物本能，随着年龄的增长

自然就知道了，无需进行教育，存在“无师自通论”“引导害怕

论”的错误观点，担心在高校开展性教育会增加性行为的发生。

其实不然，青春期的大学生对性有一种好奇心和神秘感，如果

遮遮掩掩、神秘兮兮，不予以正确引导，反而会弄巧成拙。具体

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被调查的８２５名学生对开展性教育遇到阻力的看法［ｎ（％）］

　　　　　选项 人数（百分数）

学校领导没有重视 ２８２（３２２３）

形式和内容不佳 ２６５（３０２９）

教师本身的性知识储备不足 １９６（２２４０）

学生不愿参加 １４２（１６２３）

其他 ３４（３８９）

２７　对开展性健康教育课程的态度
调查结果显示，３２１２％（２８１人）的学生认为开展性教育的

课程是很有必要的，态度十分肯定；５８４０％（５１１人）的学生认
为有必要开展性教育课程；８２３％（７２人）的学生抱着无所谓的
态度；只有１２５％（１１人）的学生认为根本没必要开展性教育
课程：这说明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在高校开展性教育课程是有必

要的。

#

　讨论
３１　性教育形势紧迫性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４５３７％的学生所在学校和专
业没有开设性教育的课程，了解性知识的途径来源于课堂教学

的只占１０２９％，而对在高校开设性健康课程的态度上，９０％以
上的学生认为有必要。这说明目前高校对大学生性教育重视

程度不够。中山市博爱妇幼保健医院２０１３年曾经做过一项统
计，结果显示，在做人工流产的 ６５０例未婚女子中，１０９例
（１６７７％）是学生，其中８６例（７８９０％）来自普通高校，２３例来
自普通中学，年龄最小的只有１３岁，有的甚至来做流产时还不
知道自己已经怀孕［１０］。这说明我们的学校、家庭在性教育方面

还存在盲点，对大学生身心健康造成很大危害，是一个不容忽

视的社会问题，开展性教育迫在眉睫。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以及

高校领导的重视和支持，是大学生性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有效的

机制保障。

３２　构建和完善性教育课程
调查结果显示，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但是教

学内容和形式单一，只是在健康教育或思想政治课程中涉及了

少量的性知识。胡维芳等人借鉴国外性教育经验，提出高校性

教育要把性生理、性心理、性安全卫生教育与性文明、性道德、

性伦理、爱情观、人格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应当颁布有关

的教学大纲，规范统一教材，开设性教育必修或公选课程，同时

配合讲座、宣传展览、咨询、网络等多种教育渠道，为大学生提

供正规、科学、系统的性知识学习。此外，组建专业素质水平高

的师资队伍，性教育是一个涉及多个学科的系统工程，并非谁

都可以胜任，只有具有正确的认识、先进的理念、科学的性教育

观和坦荡的教学态度的教师才能胜任［１１］。性伴随着人的一生，

性教育不只是性的教育，应该是人的教育。在教学过程中，要

突破单纯知识传授的局限，将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有机结合

起来。

３３　倡导同伴教育
同伴教育是指将具有相近年龄、背景、生理、经历、体会、社

会经济地位及相同性别等特征以及具有共同语言的人组织起

来，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通过同伴教育者来唤起身

边同伴的心灵共鸣，以实现教育目标的一种教育形式［１２］。对某

些青年人而言，训练有素的同伴教育者是一个比成年教育者更

可信的信息源，因为他们以容易理解的方式进行交往，并且在

消除大多数青年人都有性行为这种错觉时扮演积极的角色榜

样［１３１４］。它具有形式新颖、生动活泼、便于沟通、容易接受、经

济实用等特点。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同伴教育有助于减少青年

人的危险性行为。一项在非洲国家实施同伴健康教育课程的

评估显示，研究参与者对现代的避孕方法以及在最近的性行为

中使用安全套，相对于对照组的青年人有所增加，而且这门课

程对在校的青年人更为有效［１５］。国内沈力晔等［１６］、王佳

权［１７］、何绍芳等［１８］利用同伴教育形式开展性教育取得了显著

成效。

我们以“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为主题，在本校开设一门公选

课程，从大学生的主观需求出发，内容涵盖两性生殖系统结构

功能、两性交往情感危机处理、社会性别、性行为与决定、避孕

与意外怀孕、性骚扰与性侵害、艾滋病／性病传播途径及预防措
施、远离毒品等。课堂上以同伴教育者为主讲人，通过小组讨

论、头脑风暴、角色扮演、案例分析、情景剧表演等一系列参与

性和互动性强的有趣味活动方式，启发学生就彼此共同关心的

敏感话题，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思考讨论，分享同伴的思

想，从中感悟升华，转变认知、理念和态度，最终影响行为的改

变。经过２年多的实践，选课的学生纷纷表示，从小学到高中都
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性教育，这种全新的授课模式，将性这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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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神秘、敏感、难以启齿话题放在课堂公开场合谈论，刚开始觉

得不好意思、十分尴尬，但是教师和主讲人的坦诚态度以及活

跃的课堂气氛，化解了心中的羞涩和疑惑。性并非想象的那么

羞耻，而是很自然的事情，它是人生理需求的一部分，有必要像

了解人体其他器官一样去学习与性有关的知识。通过这种授

课形式，帮助学生从正规的渠道了解科学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

及生活技能，以科学健康的性观念来对待婚恋和人生，增强了

大学生安全、健康、负责任的性行为能力。实践证明，同伴教育

是一种切实有效值得推广的性教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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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感染频发原因初探
魏士雄　库雄２△　刘建忠３　王蕾１　魏然１　郑泽顺１　张艳佶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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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期刊文献研究，分析大学生艾滋病频发原因，以期为降低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路径
提供依据。方法：通过万方、知网、维普等数据库，全面检索已经发表的关于大学生艾滋病原因相关分析的

文献，选取具有研究价值和符合标准的期刊文献，提取数据，用Ｅｘｃｅｌ建立数据库，最后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４软件，对
选取的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统计分析的３１篇期刊文献中，总体知晓率、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发生
过性行为人数和使用或愿意使用安全套人数的算术均数和中位数分别是：８０５９％、７３８２％、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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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６％；７９８３％、１１６％、７４１％、６０６８％。综合统计结果显示，大学生艾滋病防控不理想，且地区差异明
显。结论：近年来，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感染和发病人数增加较快，是大学生忽视自我教育以及社会缺乏关注

的结果。要降低大学生艾滋病感染和发病率，首先应当提高大学生群体和相关群体的艾滋病认知度。通过

自我学习、社会教育等途径，认识到问题所在，并积极采取措施防控艾滋病感染风险，以此降低艾滋病感染。

【关键词】　大学生；艾滋病；频发原因；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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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ａｐｉｄｌｙ．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ＩＤ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ｒｂｉｄｉ
ｔｙ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ｓｔｅｐ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ＩＤ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ｅｌｆ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
ｔａｋｅ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ＩＤ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

　　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校大学生数量不断增加。据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全国拥有在校大学
生人数为３６４７万［１］。同样，２０１０年艾滋病患者数据显示，我国
艾滋病患者中约８０％为１５岁 ～２４岁青少年［２］。２０１６年１月
至９月的艾滋病统计数据显示，新发现１５岁 ～２４岁青年学生
艾滋病感染者为２３２１例，是２０１０年同期的４１倍［３］。大中学

生艾滋病感染人数平均每年增长率达３５％，且６５％的学生感染
发生在１８岁～２２岁的大学期间［４］。纵使国家采取多种措施加

大艾滋病的防治力度，但其高发病率仍然值得我们警惕。笔者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大学生艾滋病发病率升高，可能是大学生

自身原因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改变艾滋病在大

学生中的感染和发病趋势，应该增加自身和社会对艾滋病的关

注度，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从意识形态上帮助大学生认识艾

滋病，从而降低其感染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策略

通过文献直接检索和文献追索的方法，对万方、知网、维普等

数据库检索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６年的有关大学生艾滋病原因分析的
期刊文献。搜索主题为“大学生艾滋病”或“原因”“影响因素”。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能够用万方、知网、维普等数据库检索到的有

关大学生艾滋病原因分析的期刊文献，并能够查看全文的期刊

文献。②内容选取包含：知识点１，有总体认知度（以国八条为
基础的基础知识认知调查问卷）；知识点２，态度（对待艾滋病人
的态度）；知识点３，行为（大学发生性行为）；知识点４，使用或
愿意使用安全套：对上述４个知识点进行评价。③文章含有原
始数据（研究样本数、研究对象、男女构成比例），且明确反映原

因的文献。④数据明显反映高校大学生，且无归类不清或者总
体不明的文章。⑤论文录用需要盲审期刊，内容权威、可信度
高的文献。

剔除标准：①样本数量小于５０的文献；②４个知识点内容
不全的期刊文献；③提供信息量较少，研究质量较差的文献。
１３　原因分类

在高校大学生艾滋病频发原因中，因为主体的不同，可以

将原因分为自身原因和社会原因。自身原因从生理、心理、行

为和态度上分类；社会原因从宣传、教育和互联网上分类。

１４　质量评估
根据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选取相关数据表明质量较好的

期刊的文献。为了保证质量，建立文献资料数据需经３次纳入
讨论，并在双人核对无误后，选择使用。

１５　统计分析
对符合要求的文献采用 Ｅｘｃｅｌ建库，分析前做相应的一致

性检验，采用Ｓｔａｔａ１４统计软件完成分析。纳入研究的３１篇文
献的基本情况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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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纳入研究的３１篇文献的基本情况（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纳入研究 研究地点 发表年份 研究对象 男生构成（ｎ／％） 　　文献杂志

陈　舸［５］ 福建省 ２００５ 大学生 ２０２０／４２９０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

方春荣［６］ 浙江省 ２００５ 大学生 １３７／３２０１ 中国健康教育

陈卫永［７］ 浙江省 ２００５ 大学生 １７４／７２５ 疾病监测

陈　英［８］ 重庆市 ２００６ 大学生 ３１１／３３９５ 中国预防医学杂志

周　伟［９］ 北京市 ２００６ 大学生 ２４９／４８６３ 中国艾滋病性病

高　儒［１０］ 吉林省 ２００６ 大学生 ２４９／４８６３ 中国现代医药杂志

徐永芳［１１］ 广西省 ２００７ 大学生 ８６５／４４９３ 中国学校卫生

由继鑫［１２］ 辽宁省 ２００７ 大学生 ５４０／６２２１ 实用预防医学

严　邁［１３］ 广东省 ２００８ 大学生 ２９２／５６４５ 中国性科学

高志珍［１４］ 陕西省 ２００８ 大学生 ４２９／５３０３ 现代预防医学

王　成［１５］ 广东省 ２００９ 大学生 １３９／４４１３ 中国健康教育

李明莉［１６］ 四川省 ２００９ 大学生 ２５５／５１００ 预防医学情报杂志

刘忠华［１７］ 山东省 ２００９ 大学生 １２０２／６０９２ 中国健康教育

李　炜［１８］ 江西省 ２００９ 大学生 ５４７／５０７９ 江西医学院学报

陈世海［１９］ 广西省 ２００９ 大学生 １１８４／５４４１ 中国学校卫生

宋　玲［２０］ 宁夏省 ２００９ 大学生 ５１１／５２３０ 现代预防医学

管照秀［２１］ 江苏省 ２０１０ 大学生 ４００／５０００ 医学动物防制

孙昕鍴［２２］ 全国 ２０１０ 大学生 ９３１３／４８７０ 中国学校卫生

段爱旭［２３］ 山西省 ２０１１ 大学生 １０３１／４５３０ 现代预防医学

高晓辉［２４］ 吉林省 ２０１１ 大学生 ２３２／４５３１ 中国医药指南

龚渝蓉［２５］ 云南省 ２０１２ 大学生 ６４８／４０５０ 医学动物防制

潘　艳［２６］ 辽宁省 ２０１２ 大学生 ３００／３６９０ 中国公共卫生

陈勇军［２７］ 福建省 ２０１２ 大学生 １６６５／４７８７ 中国校医

陈禨?［２８］ 江苏省 ２０１２ 大学生 ３２５／５１６７ 实用预防医学

熊焱强［２９］ 湖北省 ２０１３ 大学生 ５１９／４８０６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

熊帮洁［３０］ 辽宁省 ２０１３ 大学生 ２４６７／５１１６ 预防医学论坛

徐亚吉［３１］ 全国 ２０１４ 大学生 ３２３３／４１８７ 中国学校卫生

于红艳［３２］ 四川省 ２０１５ 大学生 ７９８／４２４５ 成都医学院学报

黄晓光［３３］ 辽宁省 ２０１５ 大学生 ４３５／５７３９ 中国公共卫生

张俊梅［３４］ 上海市 ２０１５ 大学生 ６２３／３７５５ 中国公共卫生

何绍芳［３５］ 广东省 ２０１６ 大学生 ２２０／４２２５ 中国校医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

通过万方、知网、维普等数据库得到相关文献，合计４９８篇，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选取３１篇文献，合计统计６６２５６人。
数据统计主要来自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６年北京市、上海市、重庆市、
陕西省、湖北省等 ２０余省（直辖市）在读大学生，男生占比
４７２６％，女生占比５２７４％。
２２　文献分析

结果显示，大学生对以国八条为基础的问卷内容总体知晓

率为８０５９％，且各省市统计差异显著，综合反映有待加强。在
有关态度的调查统计中，正确对待艾滋病患者及表示愿意关心

同情的占比７３８２％，结果不能说明与年份有关；错误的认知导
致大学生害怕、远离以及歧视艾滋病患者仍然占有较大的比

例。接受问卷调查的９４５％的大学生承认在大学期间发生过

性行为，在部分省市则高达到３５８０％，这与大学生性观念改变
有关。在安全套使用上，愿意使用与实际使用之间有明显差

异，综合两者结果，５９５６％的大学生愿意使用安全套预防艾滋
病以及性病，但具体案例上看并不理想。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纳入研究的３１篇文献知识点集中趋势／离散趋势分析（２００５２０１６）

统计项目
基础知识

认知

对艾滋病人

态度

大学发生

性行为

安全套

使用

算数均数　 ８０５９％ ７３８２％ ９４５％ ５９０６％

标准差　　 ００６１３ ０１５５９ ００６４１ ０１３３６

中位数　　 ７９８３％ １１６％ ７４１％ ６０６８％

变异系数ＣＶ ００７６１ ０２１１２ ０６７８３ ０２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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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原因分析
综合分析３１篇文献可知，大学生对艾滋病基础知识及对艾

滋病人态度上存在认识误区。同时，大学生发生性行为占比达

９４５％，而在安全套认知和使用上明显不足，因此有理由认为，
大学生艾滋病频发是认知缺失后的行为现象。

#

　讨论
本次文献研究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近１０年大学生艾滋病的

知识、态度、行为调查差异明显，总体认知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结合３１篇文献论述原因，可以发现大学生艾滋病频发，与大学
生自身认知和社会忽视有关。

３１　自身原因
３１１　大学生自身生理、心理特点大学生处于青春期，他们的
生理和心理几近成熟，性行为开始活跃［３６］，加之自控力相对不

足，对诱惑的抵制力较弱，一定程度上成为大学生感染艾滋病

的基础。

３１２　大学生性观念和性行为的改变　以往，中国深受传统思
想的影响，很少公开谈及性问题。如今，随着国外性解放思潮

的涌入，使得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和自由性行为的默认度越来

越高。性开放的同时，性教育未及时到位，使其对性自由盲

从［３７］。这样的盲目行为，必然会导致艾滋病性感染的危险度

增加。

３１３　艾滋病知识自我认知不足从文献分析上看，大学生对艾
滋病的基础知识了解不全面，对于“国八条”部分内容认识不

足，形成盲区。一方面，从对性行为和性自由观点上可以看出，

大学生缺乏对艾滋病危害的了解，缺乏必要的敬畏；另一方面，

大学生在对待艾滋病患者时，有２０％ ～４０％的人持歧视态度。
所以，不管是“无知者无畏”，还是误解，都是大学生知识缺乏的

表现。这使得大学生艾滋病感染频频发生成为可能。

３１４　接受教育主动意识不强大学生总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
远，故对其关注不够，缺乏认知的主动性［３８］。而教育的主体是

接受教育的大学生，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决定了教育的效

果［３９］。实际上，运用身边资源（诸如互联网等），大学生可以找

到足够的艾滋病知识，但多数大学生并未主动去摄取有关艾滋

病现状及防治知识。在被动教育与自我教育双缺位的情况下，

利用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艾滋病在大学生中悄悄蔓延

传播。

３２　社会原因
３２１　宣传教育缺乏为了加强全国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国家
卫生计生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多个省、直辖市部分高校中开展了

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在试点高校成效明显，但宣传覆盖面有

限，关注力度不足。例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教育

部于２０１６年在湖北省设立了４个艾滋病防控工作试点，然而仅
武汉市就有７９所高校，其试点比例约为１：２０，使大学生艾滋病
防控杯水车薪。事实上，大多数大学生也反映未在校园、家庭

接受过正规、系统的艾滋病及性教育，形成性盲区［４０］。在大学

生还未认识到艾滋病这一行为疾病时，社会的宣传教育应当及

时到位，将艾滋病问题拦截在防控层面。

３２２　宣传形式单一，内容枯燥有限的宣传教育途径，保守的
教育方式，枯燥的宣传内容，阻碍了大学生对艾滋病的进一步

认知。传统的灌输教育，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生的需求。据了

解，大多数大学生希望接受艾滋病宣传及教育，但有限的宣传

教育途径，让大学生的行动仅仅停留于思想上［４１］，阻碍了大学

生接受更多艾滋病知识，缺少必要的知识武装，使艾滋病高发

成为可能。

３２３　互联网使大学生对性产生新的认识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中西性文化之间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也不断的增加。在大学生

艾滋病的传播上，互联网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一方面，在西

方的一些腐朽文化的侵袭下，某些大学生接受西方同性恋自由

人权，并夸大人权保护，以求标新立异，导致同性恋的酷儿效应

流行，形成高校中同性恋比例猛然上升的现象［４２］；另一方面，商

业性行为利用网络逐渐走进象牙塔，让更多的大学生通过网络

陷于不健康的高危性行为中［４３］。马瞧勤［４４］的研究表明，大学

生通过互联网寻找性伴侣约占大学生性伴侣的一半。网络在

打开大学生视野的同时，也夹杂着诱惑，让大学生在对性的认

识上发生着难以控制的变化。

３２４　网络交友为约性社群提供平台网络的迅速发展，使具有
同样需求的人员，根据需要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形成社群。

与之相伴产生的是，约性软件成为性交易的另一场所。有众多

的软件，利用大学生对性的好奇心理，进行性诱惑，获取利益。

更有甚者，约性双方为满足自身生理需求，在网络中自由寻找

约性伴侣，进行性行为。在约性过程中，互联网成为联系彼此

的唯一工具，陌生人之间可以在一种毫无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性

行为，这样不计后果的“交易”必然会导致严重的后果［４５］。

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学生在网上获得性信息更为容易，同时

明显增加了寻找性伴的效率［４６］。美国艾滋病病毒预防协会公

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传统的“同性恋公共

浴室”和“性俱乐部”正在被网上聊天室和相关网站逐步取

代［４７］。这样的交友方式导致了性行为，特别是同性性行为的泛

滥。据湖北省武汉晚报报道［４８］，在感染艾滋病的大学生中，通

过性传播的占比９８７％，男男同性恋占比８７％。由此可见，互
联网为大学生提供了性的一个重要场所，也增加了大学生性接

触感染几率。

'

　结语
大学生艾滋病高发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如何从根源上降低

其染艾率，减少发病数量，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鉴于以上所分析的原因，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两条腿”

走路的方式，既要从大学生自身抓起，又要呼吁社会加强大学

生艾滋病宣传教育。

大学生可以利用课余时间，关注艾滋病在高校中的动态，

积极加强自我教育。高校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丰富的艾

滋病教育课程，加强教育干预。在互联网问题上，国家应当积

极倡导净化规范校园网络，管治非法色情网站，积极引导大学

生文明上网。

笔者相信，大学生艾滋病感染频发只是暂时的，随着对此

问题重视程度的增加和艾滋病知识普及知晓率的提升，这种状

况一定会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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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的数据进行分析，描述中国人性观念的总体情况
和群体差异，在“传统现代”的框架中，对可能影响中国人性观念的因素进行检验和讨论。研究发现：样本
总体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最为宽容，对婚外性行为最不能容忍，对同性性行为态度的拒答率最高；年龄、性

别、地域、居住地是性观念的重要影响因素；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籍、政治面貌和新媒体接触程度对于

性观念的影响没有获得统计数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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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ｒｅ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ｎｏ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ｅｒ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Ｕｓｅｄ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ｔ
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ｌｄｍｏｒｅｏｐｅ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ａｎｄｈａｄｌｏｗｅｓｔ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ｆｏｒｅｘｔｒａ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Ａ
ｌａｒｇ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ｒｅｆｕｓｅｄｔｏｇｉｖｅｔｈｅｉｒ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ｂｏｕｔ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ｅｘ．Ａｇｅ，ｓｅｘ，ｒｅｇｉｏｎ，ｐｌａｃｅｏｆ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
ｔｕ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ｗａｙｓ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ＧＳＳ２０１３；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ｅｘ；Ｅｘｔｒａ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

　　性观念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获得的，因此，
大众性观念的特点也能够反映出社会文化的开放程度。随着

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人的性观念是否也发生了

改变？又呈现怎样的特点？这一问题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

从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开始，就有学者对当时中国人的性观念
进行过研究，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性观念将会

逐渐被现代性观念所取代，呈现性爱价值观念主体化、性爱追

求目标多样化、性爱评价标准人道化、性爱观念代际差异化等

特点［１２］。后续的一些研究也指出，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

人“羞于谈性、耻于求性”的传统禁欲主张正在隐退，对性行为

的态度更加宽容，观念日趋开放［３５］。但是，另有一些研究则指

出：开放、包容的新特征确实存在，但中国人的性观念相对于西

方国家的公民而言，还是相对保守和谨慎的，虽然趋于开放但

未出现与传统的严重分离［６８］。社会与文化的变迁从来都不是

一蹴而就的，也并非总是单线条发展的，任何一种扎根于社会文

化当中的价值和观念也总是复杂的，在社会大趋势的影响下，

各类群体往往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近年来，也有不少有关

性观念的研究聚焦于某一类特定群体，或者在几个群体之间进

行比较。如方德静［９］、程化琴等［１０］对大学生性观念进行了调

查，认为我国大学生性观念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

直接体现为大学生群体在性观念上的分化和多元，与年长者相

比大学生的性观念受到更少的压制，呈现更为开放的特征。刘

汶蓉对中美两国青年性观念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青年性态度

总体上仍然相对保守和谨慎，中国人性观念的代际差异显著大

于美国［６］。王思琦从代际差异的角度分析了７０后和８０后的性
观念，发现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１］。王菲则从城乡差异的角

度展现了当下中国人的性观念，认为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性观念

大致相同，差异主要体现在性别、年龄、收入方面。比如，女性

对待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都比男性保守，年龄较大的女性

反而比年龄较大的男性更为宽容，教育对女性的性观念影响比

男性更大［１２］。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人性观念的差异

性和复杂性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和贡献，但是，囿于样本类型的

单一性（比如大学生群体、未婚青年群体、７０后和８０后等等），
尚难以获得总体性的认识和对各类群体进行综合性的比较。



·１５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４月　第２７卷第４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本研究旨在描述中国人性观念的总体情况和群体差异，在

“传统现代”的框架中，对可能影响中国人性观念的因素进行
检验和讨论。本研究假设：当前中国人的性观念总体存在传统

与现代兼具的特点，受到以下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群体的性

观念在开放程度上可能存在差异：①年龄。按照一般的观点，
年轻一代更容易持有比较现代的价值观念，因此，本研究假设

年轻者会比年长者更倾向于持有开放的性观念。②受教育程
度。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机会接触到现代的知识和观念，因

此，本研究假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越倾向于持有较开放

的性观念。③性别。按照通常的观点，女性的性观念相对于男
性来说更加保守。但是，一些针对性别观念的研究发现，随着

现代性别观念的传播和影响，我国女性群体的性别观念趋向现

代［１３１４］，性观念开放而多元［１５］。因此，本研究假设，女性的性

观念不一定比男性更保守，尤其是年轻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

女性。④政治面貌。政治资本与文化资本常常可以相互转换，
政治资本越多意味着越有机会接触多元的价值观念。在中国，

党员身份便是一种政治资本，因此假设党员的性观念比非党员

开放。⑤婚姻状况。婚姻是传统的合法性关系确立的基础，因
此，假设已婚者会比未婚者、离异者更传统，因此在性观念方面

也会表现得更加保守。⑥户籍与生活地区。首先，城市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条件均比农村优越，城市居民的思想观念也更

加开放，因此，本研究假设户籍为城镇户口者比户籍为农业户

口者持更加开放的性观念，居住地离市／县城的中心地区越近，
持有的性观念越开放。其次，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达程

度有较大差距：东部经济最发达，其次是中部，最后是西部。经

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的开放程度往往存在着一致性，因此本

研究假设在性观念的开放程度上，也会呈现出东部最开放、中

部其次、西部最保守的特点。⑦接触新媒体的程度。相对于传
统的信息传播渠道，新媒体的信息量更大、更新，传播速度更

快。接触新媒体的程度越高，也越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元、更开

放和更现代的价值观念。因此，本研究假设相对于依赖传统媒

体的群体而言，以网络作为主要信息来源渠道的群体所持的性

观念更开放。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２０１３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的资料和数

据。该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１００个县（区），在初级抽样单元
和二级抽样单元下，通过入户问卷，调查了４８０个村／居委会，每
个村／居委会２５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抽取１人进行访问，回收
有效问卷１２０００份，样本量巨大且极具代表性。
１２　变量定义与编码

本研究将对待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的态

度操作化为“性观念”，作为因变量。其中，关于态度的５种层
次认为其“总是不对”赋值为０，“大多数情况下不对”赋值为１，
“说不上对与不对”赋值为２，“有时对”赋值为３，“完全对”赋值
为４。数值越趋向０，性观念越保守，反之则越开放。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含：“性别”、“年龄”、“户籍”、“居住地”

（包括具体居住地段、区域）、“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婚

姻状况”和“主要的信息来源渠道”等基础性变量。在“年龄”

上，原有数据是出生年份，为方便研究，将年龄重新定义：以

２０１３年为基准，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年龄，按照“２０岁以下”赋
值为０，“２０～２９岁”赋值为１，“３０～３９岁”赋值为２；“４０～４９
岁”赋值为３；“５０～５９岁”赋值为４；“６０～６９岁”赋值为５，“７０
岁及以上”赋值为６。在“受教育程度上”，原始数据划分较为细
致，本研究将其进行了分类赋值：将“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赋值

为０；“私塾、小学”赋值为１；“初中”赋值为２；“职业高中”“技
校”“中专”赋值为３；“高中”赋值为４；“大学专科”（成人高等
教育、成人正规教育）赋值为５，“大学本科”“研究生”及以上赋
值为６。在其余定类变量中，将原始户籍信息中的“居民户口”
“非农业户口”“军籍”合并为“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对应，

“没有户口”“蓝印户口”等视作为缺失值处理；政治面貌中将

“群众”“共青团员”定义为“非党员”，与“党员”相对应；由于原

始数据中“同居”“分居未离婚”数据相对过少，为了研究方便，

分别将其归入“未婚”和“已婚”类别，共形成“未婚”“已婚”“离

异”“丧偶”４类。
"

　结果
２１　对待３种性行为的基本态度

在剔除了无效值之后的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认为婚前性
行为“总是不对的”占比５４９％，对婚外性行为持此态度的占比
８２６％，对同性性行为持此态度的占比７８３％。总体来看，人
们对待婚外性行为最为保守，对待婚前性行为较为开放，拒绝

回答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的最多。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对待３种性行为的态度频率分布（个，％）

项目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频次 百分比

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频次 百分比

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

频次 百分比

总是不对的　　　　　 ６１４２ ５４９ ９２３７ ８２６ ８７５９ ７８３

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的 １８９２ １６９ １０５６ ９４ ７０７ ６３

说不上对与不对　　　 ２１４０ １９１ ６４１ ５７ １０９ １０

有时是对的　　　　　 ７６５ ６８ １９１ １７ １９４ １７

完全是对的　　　　　 ２１７ １９ ３４ ０３ ６６ ０６

拒绝回答缺失值　　　 ３１ ０３ ２８ ０３ １３５２ １２１

合计 １１１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８７ １０００ １１１８７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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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性观念的影响因素
２２１　年龄　比较不同年龄段的群体对待３种性行为的态度，
结果发现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０，Ｅｉｊ即期望值 ＜５的单元格
数目均小于２０％），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段群体中，
对待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的态度基本上表现

出，年龄越大持否定态度的百分比就越大；无论在哪一个年龄

群体中，人们最难以容忍的都是婚外性行为，对婚前性行为的

宽容度相对较高。比较特别的是，在对待婚前性性行为的态度

上，年龄段０（２０岁以下）的群体比年龄段１（２０岁～２９岁）的群
体在回答“总是不对的”的百分比上更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不同年龄段群体３种性行为态度比较（个，％）

年

龄

段

人数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０ ２３１ ３４２ ２５６ ２４８ １２８ １３ ７０１ １５０ ９８ ５１ ００ ５８１ １１５ ２２６ ５６ ２１

１ １４０９ ２６１ １８０ ３５１ １５６ ５１ ７３８ １４８ ８２ ２６ ０７ ６３０ ８８ １８ ３５ ２４

２ １９４１ ４２１ １９７ ２７５ ８５ ２３ ７７８ １２２ ７６ ２３ ０２ ７３２ ９１ １５４ １７ ０４

３ ２３８１ ５５５ １８９ １７５ ６４ １７ ８２６ ９９ ５６ １６ ０３ ８０２ ５９ １１６ １８ ０５

４ ２１８２ ６１１ １７６ １４７ ４９ １７ ８４７ ８３ ５０ １７ ０４ ８３０ ５７ １０１ １１ ０１

５ １７６６ ７０４ １４２ １１５ ３１ ８０ ８９２ ５６ ４１ ０７ ０３ ８４８ ４３ ９６ ０９ ０３

６ １２７７ ７８２ ９２ ９４ ３０ ０２ ９０６ ６０ ３４ ０９ ００ ８７７ ３２ ７８ １３ ０１

χ２值 １３４６３４５ ２７４４７２ ３６１９３５

ＤＦ值 ２４３ ２４ 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２　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和新媒体接触程度　通过卡方检
验，发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在对待３种性行为态度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检验结果Ｐ＝００００，但 Ｅｉｊ＜５的单元格数超过
２０％）；不同政治面貌的群体在性观念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同样，接触新媒体程度的相关参数也无法证明对新媒体不同接

触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

２２３　性别　在男性受调查者中，５１９％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

“总是不对”，认为“说不上对不对”的占比２０１％；而在女性受
调查者中，认为其“总是不对”的占比５８３％，认为“说不上对不
对”的占比１８３％，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在对
待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上，也呈现出同样的差异且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但是，在对
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上，同一年龄段男女之间的差异有所缩

小，且多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不同性别群体对３种性行为态度的比较（个，％）

性别 人数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男 ５６４１ ５１９ １７５ ２０１ ８０ ２５ ７９１ １１５ ６８ ２０ ０５ ７７６ ７１ １３４ １６ ０７

女 ５５４６ ５８３ １６４ １８３ ５７ １３ ８６５ ７４ ４７ １４ ０１ ７９４ ５６ １２４ １９ ０５

χ２值 ６９２０３ １１７３２３ １３０８８

ＤＦ值 ４ ４ 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控制了“年龄”这一变量之后，比较同一年龄段男女两性在
对待３种性行为态度上的差异，发现除了年龄段１（２０～２９岁）
的女性比男性在对待同性行为的态度上更加宽容之外，其余任

何年龄段中均是女性较男性更保守。

控制了“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之后，比较同一受教育程度

男女两性对待３种性行为态度上的差异发现：在教育程度０～４

阶段中，从各类态度的百分比来看，均显示男性比女性更宽容

的特点（但只有教育程度１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在教育程度５与６中，从百分比上看，则显示女性比男性更宽容
的特点（但只有教育程度为６时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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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同一年龄段男女两性对同性性行为态度的比较（个，％）

年龄段 性别 人数 总是不对
大多数情况

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对 完全对 χ２值 ＤＦ值 Ｐ值

０
男

女

１２５
１０６

６９６
７７４

１７６
１０７

２９
２４

６９
７１

２９
２４

２０１９ ４ ００７２

１
男

女

７０３
７０６

８０６
７７８

１１７
１０５

１８
２９

３５
５３

２５
３５

４９７０ ４ ００２９

２
男

女

８９９
１０４２

８３２
８６６

１２７
８９

１７
１９

１６
２４

０８
０２

１０４２ ４ ００３４

３
男

女

１２０４
１１７７

８９６
９０４

６４
６８

１３
０５

１９
２１

０８
０３

６７６２ ４
０４１９

４
男

女

１１３１
１０５１

９１０
９２８

７２
５３

０４
０６

１２
１２

０１
０２

４０３３ ４ ０４０２

５
男

女

９２８
８３８

９２１
９４４

５８
３５

０８
０８

１２
１０

０１
０３

６６３８ ４ ０１５６

６
男

女

６５１
６２６

９３４
９５６

４４
２６

０７
０３

１５
１４

００
０２

４６６８ ４ ００３２

表５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同一教育程度男女两性对同性行为态度的比较（％）

教育

程度
性别 人数 总是不对

大多数情况

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对 完全对 χ２值 ＤＦ值 Ｐ值

０
男

女

３７７
１０１４

８５７
８６０

３７
３８

１０１
８０

０３
１２

０　
０１

５６３１ ５ ０３４４

１
男

女

１２２２
１２７９

８１７
８５９

５６
４１

１０７
９０

１２
０８

０７
０２

１１６３３ ５ ００４０

２
男

女

１７７５
１４９８

８００
８１８

６５
５４

１１９
１１２

０９
１０

０３
０３

２６１３ ５ ０７５９

３
男

女

４５４
３６１

７０６
８９５

９５
９１

１１６
１６６

２６
２８

０７
０３

２１８０ ５ ０８２４

４
男

女

７７４
５７３

７６９
７７９

６６
５７

１３５
１２７

２２
２８

０３
０５

１８８６ ５ ０８６５

５
男

女

５０３
４２０

７１７
６９８

１１４
７６

１３３
１８１

２６
２６

０５
０８

１０６５２ ５ ００５９

６
男

女

５３６
４０１

６４８
５１１

８８
１０３

２１６
２７１

７３
４５

２１
４３

２６７６９ ５ ００００

２２４　婚姻状况　不同婚姻状况的群体对待３种性行为态度
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００，期望值小于５的单元
格均少于２０％）；无论在对待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还是同性
性行为的态度上，均是丧偶者最为保守，其次为已婚者、离婚

者，未婚者呈现相对开放的特征。具体结果详见表６。但是，在
控制了“年龄”这一相关变量之后，发现在研究所涉及的同一年

龄段中，不同婚姻状况的群体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
２２５　地域、户籍与居住地　比较不同地域、户籍和居住地的
群体对３种性行为持“总是不对”这一态度的百分比。具体结
果详见表７。①地域：将受调查者所属的省份按照官方的区域

划分标准进行处理以后，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群体在对待３
种性行为态度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总体上看，东部地区

的群体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同性性行为的宽容程度都比

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高，中部地区的性观念又普遍比西部地区

更开放。②户籍：比较农村和城镇群体，检验两者对３种性行为
否定态度的差异，尚不能很好地说明有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００，但是期望值小于５的单元格数均占到了５０％）。③居住
地类型：在５种居住地类型的群体中，性观念最为开放的是居住
在市／县城的边缘地区的人口，其次是市／县城的中心地区、城
乡结合部、镇和农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Ｅｉｊ＜５
的单元格数目均小于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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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不同婚姻状况群体对３种性行为态度的比较（个，％）

婚姻

状况
人数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

总是

不对

大多数情

况下不对

说不上

对不对

有时

对

完全

对

离婚 ２３１ ５０６ １７３ １８２ ９１ ４８ ７４０ １３０ １００ １７ １３ ７３５ ７８ １７ ２５ ０８

丧偶 ９１１ ７１１ １１８ １２７ ４０ ０４ ８７５ ６２ ４６ １５ ０２ ８４７ ４１ ０２ ０９ ０４

未婚 １２４１ ２９６ １７８ ３３６ １４３ ４８ ６６８ １６５ １１９ ４２ ０６ ５９３ １０６ ２６ ４７ ３０

已婚 ８８０４ ５７１ １７４ １７８ ６０ １６ ８４８ ８７ ４９ １４ ０２ ８０６ ５９ ０８ １４ ０２

χ２值 ５６９９８５ ２９６０５０ ３９４３０７

ＤＦ值 １２ １２ １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７　１１１８７名受调查者中不同地域、户籍和居住地群体对３种性行为持否定态度的比较（个，％）

　　　　项目 人数 对待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对待婚外性行为的态度 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

地区

　东部 ４９１０ ５２５ ８０３ ７６５

　中部 ３９７９ ５５７ ８３５ ７７０

　西部 ２２９８ ５８７ ８５７ ８４５

χ２ ＝８５６４２ＤＦ＝１０Ｐ＝００００ χ２ ＝６５６６９ＤＦ＝１０Ｐ＝００００ χ２ ＝１０５５２１ＤＦ＝１０Ｐ＝００００

户籍

　农村 ６１４９ ５８５ ８４７ ９１１

　城镇 ５０２５ ５０９ ８０５ ８６６

χ２ ＝８８８６０ＤＦ＝１２Ｐ＝００００ χ２ ＝４５０３６ＤＦ＝１２Ｐ＝００００ χ２ ＝１２９８７４ＤＦ＝１２Ｐ＝００００

居住地

　农村 ４２４５ ６３４ ８７０ ８３２

　市／县城区以外的镇 ６２６ ５４４ ８４５ ８０５

　城乡结合部 ７９７ ５０８ ７８３ ７６３

　市／县城的边缘地区 １３２４ ４３７ ７８３ ７２１

　市／县城的中心地区 ４１６７ ５０６ ７９９ ７５３

χ２ ＝２６９３４３ＤＦ＝２０Ｐ＝００００ χ２ ＝１５２５０５ＤＦ＝２０Ｐ＝００００ χ２ ＝１６９６５５ＤＦ＝２０Ｐ＝００００

　　注：根据我国官方区域划分的标准，东部地区包括１１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
地区包括８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１２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

　讨论
３１　对待３种性行为的态度各异

受调查对象总体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最为宽容，对婚外性

行为最不能容忍，而对同性性行为的拒答率比前两者高出许

多。已有的许多研究均已发现，我国青年人尤其是大学生对婚

前性行为的观念趋于开放［３，１６］。叶丽红等的研究发现，在接受

调查的学生中，７４４％的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只要是“基于爱
情就可以或双方愿意就可以”［８］。不过，徐安琪的研究也指出，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对婚前性行为的容忍度明显较

低，女性尤其如此［３］。对于婚外性行为普遍持否定态度表明，

在中国人的性观念中，婚外性行为是一种道德容忍程度较低的

现象。美国的相关研究发现，随着公众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文

化和意识形态的变迁，美国人对同性恋权利的容忍程度越来越

大［１７１８］，本研究的结果则显示，中国人对同性恋的宽容度仍然

比较低；在对待同性性行为态度上有１２１％的拒答率，调查涉
及的敏感性内容超过了受调查者的接受程度可能是其拒答的

原因之一［１９］。可见，相对于其他２种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对于
中国人而言仍然是一个相对敏感的话题。

３２　性观念与年龄并非线性相关
年龄被发现与性观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总的来讲，

年龄越大性观念越传统；在不同婚姻状况的群体之间发现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控制了“年龄”变量之后，差异就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这说明仍然是年龄在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假设１基本
上得到了支持。同时也存在一种特别的情况，在对待婚前性性行

为的态度中，年龄段０（２０岁以下）比年龄段１（２０岁～２９岁）的
群体表现出更加保守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２０岁以下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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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各种价值观念还未稳定和成熟，在观念问题上的回答更多

地是受到长辈和老师的影响；同时，２０岁以下的青少年正是婚前
性行为最大的潜在主体，在回答此问题时，可能最敏感、最容易用

自认为是社会主流的传统观点来掩饰自己真实的想法。

３３　性观念的性别差异仍然显著
性别也被发现与性观念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总的来讲，在对

待３种性行为的态度上，女性比男性显得更加保守和传统。一方
面，这与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女性的要求有关；另一方面，这与在

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弱势地位和本身所

承担的生育风险有关［２０］。可见，这种传统的性别差异模式仍然

存在。但是，在分别控制了“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之后，这种传

统的性别差异模式在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中发生了改变：在所

有的７个年龄段中，只有在年龄段１、２、６中，男女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在年龄段２（３０岁～３９岁）和６（７０岁及以上）的群体中，
男性比女性对同性性行为态度更为宽容，而在年龄段１（２０～２９
岁）的群体中，则是女性比男性更为宽容。在所有７个受教育程
度的群体中，只有在教育程度１（小学）和６（大学本科、研究生及
以上）的群体中，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具体统计学意义；教育程度１
（小学）的群体中，男性比女性对同性性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而

在教育程度６（大学本科及以上）的群体中，则是女性比男性更为
宽容。假设３只在对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中获得了支持。
３４　性观念的地区差异略显复杂

东、中、西部不同地区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东部最开放、中部居中、西部最保守，支持假设６２经济发展水
平和社会文化的开放程度往往存在着一致性，性观念可能呈现

出东部最开放、中部其次、西部最保守的特点。数据分析的结

果并不支持户籍为城镇户口的群体比农业户口的群体更开放

的假设，但是发现了不同居住地类型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可见居住地比户籍更会对人们的性观念产生影响。

总的来看，受调查者的居住地越趋近于市中心性观念越开放，

越趋向于农村性观念越保守，基本支持了６１居住地离市／县城
的中心地区越近，持有的性观念越开放的假设。但是，比较特

别的是，市／县城的边缘地区的群体是所有５种居住地类型的群
体中性观念最开放的，甚至超过了市／县城的中心地区的群体。
城市边缘区指兼具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利用性质，并具有某些城

市化特征的乡村与城市过渡地区。在推动城市化建设的过程

中，原来散布于城市中心的各种服务和设施在郊区得到完善，

郊区的居民也因此能够享受更多资源和信息，成为各种新思潮

思想和观念汇聚的场所。除此之外，复杂的人口结构、频繁的

人口流动为开放的性观念的传播提供了可能。风笑天的研究

就指出，处于婚育年龄高峰的外出打工青年中比较普遍地存在

着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现象［２１］。

３５　性观念与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的相关未获支持
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及新媒体接触程度对于性观念的影响

在本研究中没有获得支持，受教育程度对性观念的影响有限。

如前文所述，受教育程度在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上存在男女

之间的差异，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比同等条件下的男性更加

开放；在对待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态度上，并未发现不

同受教育程度的群体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之前已有不

少研究证实，与已婚者相比，未婚者的性观念较为开放［１２，２２］，这

一结论在本研究中未获得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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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孩政策下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性
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刘茂竹　杨建华△

成都医学院护理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８３

【摘　要】　目的：调查影响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因素，探索婚姻质量与再生育意愿的关系。方法：
随机抽取成都市５个区２２～４２岁的已婚户籍人口，采用程灶火（２００４）等编制的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对夫
妻双方进行婚姻质量和二胎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对于婚姻质量，２００％的人不太满意，６００％的人基本满
意，２００％的人比较满意；婚姻质量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子女状况、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上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在与子女关系、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再生育意愿在
年龄、子女状况、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在性别、文化程度、与子女关
系、婚姻状况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其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２１５，Ｐ＜００５）。结论：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婚姻质量呈正相关，夫妻婚姻质量越高，其再生育意愿就越高。

【关键词】　再生育意愿；婚姻质量；相关性研究；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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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单独两孩政
策”，提出“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

政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放，“二孩”政策
全面拉开帷幕［１］。是否生育二孩也成为全社会关心和热议的

话题，而新的人口政策实施是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要问

题［２］，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家庭功能也有一定的影响。据 Ｈａｎ
ｓｅｎ［３］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人都相信养儿育女能够增强家
庭幸福感，提高父母婚姻质量。婚姻是人们社会交往过程中最

重要的一种人际交往，是维系家庭稳定、提高家庭成员幸福指数

的重要因素，婚姻是否稳定、婚姻质量高低将会对家庭乃至全

社会的生活品质产生较大影响［４］。据研究，夫妻再生育意愿与

其生存状况密切相关。婚姻质量作为评价已婚人群生活质量

的重要因素［５］，也与夫妻再生育意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许

多学者分别研究了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刘国艳

等［６７］人研究夫妻婚姻质量与其子女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关系，

李琳等［８］研究得出在忽略政策的情况下夫妻再生育意愿主要

受文化程度和经济状况影响，但鲜有人研究婚姻质量与夫妻再

生育意愿的相关性。本研究以夫妻婚姻质量为立足点，探讨夫

妻婚姻质量与再生育意愿的相关性，从而改善家庭功能、提高

婚姻质量、合理引导家庭内在的生育意愿，为成都市配合好“二

孩”政策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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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１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
１２月间，选取成都市金牛区、成华区、锦江区、青羊区、武侯区５
个区内各社区的已婚夫妻。在区政府和社区服务中心的支持

下，每个区抽取１～２个社区，每个社区抽取１０～１５对夫妻。调
查对象均为夫妻双方，共８５对，１７０人。年龄阶段：２２岁 ～２８
岁６０人（３５３％），２９岁 ～３５岁７９人（４６５％），３６岁 ～４２岁
３１人（１８２％）；学历层次：本科及以上学历６２人（３６５％），专
科学历４４人（２５９％），高中及中专学历３９人（２２９％），初中
学历２２人（１２９％），小学学历３人（１８％）；子女状况：未育有
子女２２人（１２９％），育有１名子女１４８人（８７１％）；子女性别：
子女为男孩的６４人（４３２％），子女为女孩的８４人（５６８％）；
子女年龄：小于１岁１４人（９５％），１岁～３岁６０人（４０５％），４
岁～６岁３０人（２０３％），７岁 ～９岁２６人（１７６％），１０岁以上
１８人（１２２％）；与子女的关系：亲生的１４６人（９８６％），继子２
人（１４％）；婚姻状况：初婚 １６７人 （９８２％），再婚 ３人
（１８％）。二胎生育意愿：愿意１０１人（５９４％），不愿意６９人
（４０６％）。
１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自愿参与本次调查；②
无严重的精神和神经类疾病；③处在育龄期且有生育能力的成
都市户籍的已婚人群；④年龄２２岁 ～４２岁的夫妻双方。排除
标准：①经调查者解释后拒绝参与调查；②有严重的精神和神
经类疾病；③无生育能力或超过育龄期的成都市户籍的已婚
人群。

１２　方法
采用程灶火等人编制的中国人婚姻质量问卷（ＣＭＱＩ）［９］对

符合条件夫妻双方进行调查。该问卷有９０个条目，包括１０个
维度，分别是性格相容、夫妻交流、化解冲突、经济安排、业余活

动、情感与性、子女与婚姻、亲友关系、家庭角色、生活观念。该

问卷内在一致性系数为０９２５，信度为０８９，该问卷对夫妻婚姻
质量的测量上具有良好的信度。统计指标主要为总分和１０个
因子分，每个条目采用１～５级评分，所有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
得分越高表示婚姻质量越高。共发放问卷１８０份，最终回收有
效问卷１７０份（即８５对夫妻完成），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４４％。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录入数据，运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具体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方差分析、χ２检验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
"

　结果
２１　男女婚姻质量满意程度比较

根据程灶火［１０］对婚姻质量满意度的划分，将婚姻质量满意

程度分为４个等级：不满意 ＜２０，２０≤不太满意 ＜３０，３０≤基本
满意，比较满意≥４０。调查结果显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８５对
夫妻中无人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２００％的人不太满意，６００％
的人基本满意，２００％的人比较满意。从各维度上看，性格相容
维度：男性达到基本满意程度以上的占比５２９％；业余活动维
度：女性达到基本满意程度以上的占比４９４％，男性的相应占
比５１８％；子女与婚姻维度：女性达到基本满意程度以上的占
比４８２％，男性相应的占比５５３％；亲友关系维度：男性达到基
本满意程度以上的占比５１８％，女性相应的占比６１２％；家庭
角色维度：女性达到基本满意程度以上的占比７１８％，男性相
应的占比６７１％；生活观念维度：男女性达到比较满意程度以
上的占比均为６５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８５对夫妻男女方婚姻质量满意程度的比较［ｎ（％）］

维度
女

不满意　 不太满意 基本满意 比较满意

男

不满意　 不太满意 基本满意 比较满意

性格相容　
夫妻交流　
化解冲突　
经济安排　
业余活动　
情感与性　
子女与婚姻

亲友关系　
家庭角色　
生活观念　

５（５９）
３（３５）
２（２４）
１（１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２４）
１（１２）

２９（３４１）
２８（３２９）
３５（４１２）
３６（４２４）
４３（５０６）
３０（３５３）
４４（５１８）
３３（３８８）
２２（２５９）
２８（３２９）

５１（６００）
４５（５２９）
４０（４７１）
４０（４７１）
３５（４１２）
４８（５６５）
３４（４００）
５１（６００）
４２（４９４）
４０（４７１）

０（０）
９（１０６）
８（９４）
８（９４）
７（８２）
７（８２）
７（８２）
１（１２）
１９（２２４）
１６（１８８）

４（４７）
０（０）
０（０）
１（１２）
０（０）
１（１２）
１（１２）
２（２４）
１（１２）
０（０）

３６（４２４）
３５（４１２）
３５（４１２）
３４（４００）
４１（４８２）
３２（３７６）
３７（４３５）
３９（４５９）
２７（３１８）
２９（３４１）

３９（４５９）
４５（５２９）
４２（４９４）
４５（５２９）
４３（５０６）
４０（４７１）
３９（４５９）
４０（４７１）
３３（３８９）
３８（４４７）

６（７１）
５（５９）
８（９４）
５（５９）
１（１２）
１２（１４１）
８（９４）
４（４７）
２４（２８２）
１８（２１２）

总分 ０（０） １９（２２４） ４９（５７６） １７（２００） ０（０） １７（２００） ４９（５７６） １９（２２４）

２２　各变量对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８５对夫妻的婚姻质量在年龄、性别、文化程

度、子女状况、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在与婚姻状况、与子女关系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同时，８５对夫妻的再
生育意愿在年龄、子女状况、已有子女年龄、子女性别上的差异

均具体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在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
与子女关系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３　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婚姻质量相关分析

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其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１５，
Ｐ＜００１），即夫妻婚姻质量越高，其再生育意愿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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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８５对夫妻一般情况与婚姻质量的比较

　　 项目 例数
婚姻质量

均数±标准差 Ｆ值 Ｐ值

性别 ２６６３ ００００

　男 ８５ ３１５９６±４７９３

　女 ８５ ３１３３５±４６０７

年龄 １７３２ ０００６

　２２岁～２８岁 ６０ ３２１２２±４９２７

　２９岁～３５岁 ７９ ３０９６１±４７２２

　３６岁～４２岁 ３１ ３１４８４±４０７８

文化程度 ２６３３ ００００

　小学及以下 ３ ２９０６７±４３３２

　初中 ２２ ２７５８２±２６５１

　高中及中专 ３９ ３０１１０±４１３４

　专科 ４４ ３２４１４±４５１１

　本科及以上 ６２ ３３１４０±４７４３

子女状况 ３４８７ ００００

　无 ２２ ２８７２７±４８０７

　育有一名子女 １４８ ３１８７３±４５４９

　已有子女年龄 ３２１８ ００００

　小于１岁 １４ ３４０１４±３８４７

　１岁～３岁 ６０ ３２０３８±５１０５

　４岁～６岁 ３０ ３１４００±４２８３

　７岁～９岁 ２６ ３１７０８±３７４８

　１０岁及以上 １８ ３０６８３±４３９９

子女性别 １８２７ ０００６

　男 ６４ ３２２２３±４３５０

　女 ８４ ３１６０６±４７０２

与子女关系 ０３３８ １０００

　亲生 １４６ ３１８９４±４５６５

　继子 ２ ３０５５０±３８８９

　领养 ０ ０

婚姻状况 ０４５９ １０００

　初婚 １６７ ３１４５０±４７０６

　再婚 ３ ３２３６７±４３６５

#

　讨论
３１　男女婚姻质量满意程度比较

本研究发现，成都市婚姻质量总体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

男女婚姻质量满意度一致性较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１０］相一

致。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性格相容维度上，男性的满意度

较低，其可能的原因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善于表达对方性格

方面的问题，男性对因为双方性格相容产生的问题更趋向于回

避，更可能产生对双方性格相容满意度低的感受；在业余活动

维度上，男女满意度均较低，其可能的原因是，现今社会工作压

力增大，男性承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女性负责照顾家庭与子女，

导致男女在业余活动上的缺失；在子女与婚姻维度上，女性满

意度较低，其可能的原因是，女性情感天生更加细腻，比较关注

生活细节，而男性性格较为粗疏、大意，容易忽视妻子的情感需

要，造成女性在子女与婚姻维度得分较低［１１］；在家庭角色和生

活观念维度上，男女满意度均较高，这说明大多数夫妻对自我

家庭角色认知度较高，家庭生活幸福感较高。

表３　８５对夫妻一般情况与再生育意愿的比较

　　 项目 例数
再生育意愿

再生育期望计数 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００２４ ０８７６

　男 ８５ ５０５

　女 ８５ ５０５

年龄 １０２５６ ０００１

　２２岁～３５岁 １３９ ８２６

　３６岁～４２岁 ３１ １８４

文化程度 ３８３１ ０４２９

　小学及以下 ３ １８

　初中 ２２ ２３１

　高中及中专 ３９ １３２

　专科 ４４ ２６１

　本科及以上 ６２ ３６８

子女状况 ２８９８７ ００００

　无 ２２ １３１

　育有一名子女 １４８ ８７９

　已有子女年龄 １５４４５ ００００

　０岁～６岁 １０４ ７０３

　７岁及以上 ４４ ２９４

子女性别 １４５００ ００００

　男 ６４ ４３２

　女 ８４ ５６８

与子女关系 ００５１ ０８２１

　亲生 １４６ ９８６

　继子 ２ １４

　领养 ０ ０

婚姻状况 ０１１２ ０７３８

　初婚 １６７ ９９２

　再婚 ３ １８

３２　各变量对夫妻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３２１　年龄对夫妻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从年龄上
看，２２岁 ～２８岁人群婚姻质量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人群，
３５岁以前夫妻再生意愿显著高于３５岁以后的夫妻。这说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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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者新鲜感较强，婚姻质量较高，３５岁作为再生意愿的分水岭，
一方面与夫妻双方的生育生理机能有关，另一方面可能与生育

风险有关。这与陈字等［１２］研究结果生育成本随年龄增高的结

论相一致。

３２２　子女状况对夫妻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子
女状况上，育有１名子女的婚姻质量高于未育子女的人群，育有
子女的夫妻再生育意愿高于未育子女的人群，这与李琳等［８］研

究结果未育子女人群再生育意愿高于已育子女人群不相一致，

其原因可能是地域差异，也可能是与本研究的样本选取有关。

成都位于天府之国，生活安逸悠闲，经济压力远小于上海，孩子

的养育成本较低。养育子女的过程固然艰辛，可能对婚姻质量

有一定的影响，但孩子给予父母的是内心的喜悦与幸福感，且

孩子是父母间的纽带，也能够增加父母的婚姻质量，催生父母

的再生育意愿。本研究抽取的样本均为成对的夫妻，调查数据

结果更加具有真实性。

３２３　已有子女年龄对夫妻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已有子女年龄方面，子女年龄小于１岁的夫妻婚姻质量最高，
子女年龄在１０岁及以上的父母婚姻质量最低，子女年龄在０岁
～６岁的人群再生育意愿高于子女年龄在７岁以上的人群。当
孩子年龄小于１岁，夫妻双方初为人父人母，内心的幸福大于压
力，婚姻质量处于较高水平；随着孩子长大，花费越来越高，父

母年龄逐渐增长，经济压力增大，婚姻倦怠感随之而来，婚姻质

量也逐渐下降。子女在０岁～６岁的夫妻再生育意愿更高的原
因可能是，父母认为２个孩子的年龄差距小，孩子能够互相陪
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３２４　已有子女性别对夫妻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子女性别方面，子女为女孩的人群的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

都高于子女为男孩的人群。随着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和思想

的开化，“重男轻女”思想有所改善，但依然有很多父母需要有

男孩来传宗接代的思想；再者男孩的养育成本更高，首孩为男

孩再生如果依然是男孩，父母经济压力可能更大。因此，子女

为女孩的人群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更高。

３２５　文化程度对夫妻婚姻质量和再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文
化程度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再生育意愿最高，这与风笑

天［１３］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学历较高的人，其家庭理念也更加积

极，夫妻之间也更容易沟通，彼此之间不容易产生隔阂，婚姻质

量更高［１４］。

３３　婚姻质量与再生育意愿的相关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婚姻质量存在显著正

相关（ｒ＝０２１５，Ｐ＞００５），即婚姻质量越高的夫妻，再生育意
愿就越高。马红霞等［１５］将婚姻质量定义为婚姻关系和谐程度

以及婚姻双方的主观满意程度，即当事人对婚姻的主观感知质

量，婚姻感知质量越高的人，对自身婚姻质量的评价就越高，夫

妻双方越渴望得到一种婚姻成就感；在中国，孩子作为父母爱

情的“结晶”，无疑是婚姻成就感最好的诠释，子女有助于提高

父母的幸福感［１６］，因此，婚姻幸福感更高的夫妻更可能产生再

生育行为。“儿女双全”是中国传统观念家庭完整性的体现，再

生育行为成为使家庭更为完整的方式之一。有关研究［１７］表明，

婚姻质量与家庭氛围密切相关，良好的家庭氛围意味着夫妻关

系更为融洽、更加信任对方，也就更加容易催生较强的再生育

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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