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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通过检测前列腺癌患者血清微小ＲＮＡ１８ａ（ｍｉＲ１８ａ）的水平，探讨其在前列腺癌患者
中的诊断价值。方法：收集５０例前列腺癌患者，３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 （ＢＰＨ）患者，２０例健康对照者的血液
标本，通过定量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 （ｑＲＴＰＣＲ）检测ｍｉＲ１８ａ水平。分析血清ｍｉＲ１８ａ水平与前列腺癌Ｇｌ
ｅａｓｏｎ分级及ＴＮＭ分期的关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法分析血浆 ｍｉＲ２１０与肌钙蛋白 Ｔ（ｃＴｎＴ）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ｍｉＲ２１０对ＡＭＩ早期诊断的价值。结果：前列腺癌组患者ｍｉＲ１８ａ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ＢＰＨ组和正常对照组 （均 Ｐ＜００１）；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与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肿瘤分期有关 （均 Ｐ＜００１）；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与ＰＳＡ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ｒ＝０６７３，Ｐ＝００００）；ＲＯＣ曲线分析结果显示，ｍｉＲ１８ａ的 ＲＯＣ曲线
下面积 （ＡＵＣ）为０９１１（９５％ＣＩ：０８５５～０９６６，Ｐ＝００００），当ｍｉＲ１８ａ相对表达水平为３３５时，敏感度为
８６０％，特异度为８２０％，阳性预测值８２７％，阴性预测值８５４％。结论：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表达
水平增高，可能是前列腺癌诊断的潜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有利于ＰＣ和ＢＰＨ之间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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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Ｃ）是男性癌症相关死亡率的第
二大病因［１］。目前，前列腺癌的发生和进展的机制很大程度上

仍然是未知的。一般来说，ＰＣ患者在疾病局部晚期转移或转移
后才出现症状。早期由于前列腺癌的常规体检普及率不高，随

着前列腺癌的早期筛查标志物的不断完善，早期诊断前列腺癌

的能力大大提高。早期前列腺患者首选治疗史根治手术，但传

统的手术可能会伤到前列腺旁边的神经血管束，引起术后尿失

禁和勃起功能障碍，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血清中前

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检测是目前用于 ＰＣ的标准诊断依据之
一。在健康男性中，ＰＳＡ在血清中通常少量存在（通常 ＜４ｎｇ／

ｍｌ），而ＰＣ通常具有较高的ＰＳＡ。通常５０岁以前的男性应该开
始ＰＳＡ血液检查［２］。然而，血清ＰＳＡ已被证明在各种其他条件
下也会升高，包括尿潴留和前列腺炎，以及创伤或微创手术

后［３］。此外，在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ＢＰＨ）患者中血清 ＰＳＡ可能增加，这往往导致不必要的活检。
更有效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的发展对于ＰＣ的检测将是临床
上重要的，并且还有助于ＰＣａ与ＢＰＨ的鉴别诊断［４］。

微小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是生物体内源长度约为２０
～２３个核苷酸的非编码小 ＲＮＡ。它们可以通过切割特异性靶
ｍＲＮＡ或通过抑制 ｍＲＮＡ翻译来阻止蛋白质表达。每个 ｍｉＲ
ＮＡ都可以与各种细胞通路相互作用，因此几个ｍｉＲＮＡｓ表达的
改变可能意味着调控癌变过程。由于目前在许多类型的癌症

中缺乏早期检测方法和筛选测试，因此基于ｍｉＲＮＡ的检测来早
期诊断癌症成为一个有希望的领域。近年来，通过临床和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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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证明，ｍｉＲＮＡ在正常和癌细胞中具有不同的组织表达特
征［５］。通过促进或抑制肿瘤进展，ｍｉＲＮＡ也可以影响癌症的所
有特征［６］。有关研究已经证明，ｍｉＲＮＡ在外周血中是稳定可检
测的，因此代表了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的非侵入性生物标

志物的重要来源［７］。

位于潜在致癌 ｍｉＲ１７９２簇中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８ａ（ｍｉＲ１８ａ）
在各种类型的癌症中表达显著上调［８］。近来研究已经证明，

ｍｉＲ１８ａ通过促进ＰＣ体外和体内模型中的肿瘤发生而在ＰＣ中
起着致癌ｍｉＲＮＡ的作用［９］。本研究的目的是评估 ＰＣ和 ＢＰＨ
患者和健康个体的外周全血中的 ｍｉＲ１８ａ表达，以评价血液
ｍｉＲ１８ａ作为ＰＣ的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的诊断潜力。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我院泌尿外科收治的经
病理诊断为前列腺癌患者５０例为研究对象，将其设为 ＰＣ组。
临床分期采用ＴＮＭ分期，根据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系统进行病理分级。
ＰＳＡ水平升高（＞４ｎｇ／ｍｌ）及异常直肠指诊检查结果，经前列腺
穿刺活检，病理诊断为ＢＰＨ患者３０例。同时，选择来同期我院
体检健康男性２０例，将其设为正常对照组。所有病例均排除了
内分泌、风湿性疾病或其他肿瘤疾病，近期未服用激素等药物，

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采集患者的

临床资料。

１２　方法
外周血ｍｉＲ１８ａ检测。采集静脉血前，患者未接受放化疗

等治疗，采集静脉血后，加入到 ＥＤＴＡ抗凝血管中，３０００ｒｐｍ离
心１０ｍｉｎ后分离血浆，随后以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取上清置于
无ＲＮＡ酶的Ｅｐ管中，８０℃冰箱保存，集中待测。步骤如下：①
ＲＮＡ提取。在ＲＮＡ提取之前，将冷冻样品在室温下解冻，并根
据说明书使用 ＴＲＩｚｏｌ试剂（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从血清中分离总 ＲＮＡ。
使用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ＮＤ１００分光光度计通过测量 ２６０ｎｍ（Ａ２６０）和
２８０ｎｍ（Ａ２８０）处的吸光度来定量 ＲＮＡ的浓度和纯度。②ｑＲＴ
ＰＣＲ：按照ＴａｑＭａｎｍｉＲＮＡ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Ａｍｂｉｏｎ）进行
逆转录，定量检测血浆样品中ｍｉＲＮＡ。将总ＲＮＡ（２０ｎｇ）与特异
性茎环ＲＴ引物（３μｌ），１００ｍＭｄＮＴＰｓ（０１５μｌ），１０ＸＲＴ缓冲液
（１５μｌ），２０Ｕ／μｌＲＮＡ酶抑制剂（０１９μｌ），５０Ｕ／ｍ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ｒｉｂｅ
逆转录酶（１μｌ）和无核酸酶的水（４１６μｌ），终体积为１５μｌ。将反
应混合物在 １６℃温育 ３０ｍｉｎ，在 ４２℃温育 ３０ｍｉｎ，在 ８５℃温育
５ｍｉｎ，然后保持在４℃，合成ｃＤＮＡ。随后扩增ｃＤＮＡ，进一步采用
Ｔａｑ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ＰＣＲ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试剂盒进行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
检测，ｑＰＣＲ在７３００实时ＰＣＲ反应体系（美国ＡＢＩ公司）上进行，
反应条件为９５℃下孵育１０ｍｉｎ，随后４０个循环，９５℃１５ｓ，６０℃
１ｍｉｎ。ＰＣＲ引物具有以下序列：成熟ｈｓａｍｉＲ１８ａ，５′ＵＡＡＧＧＵＧ
ＣＡＵＣＵＡＧＵＧＣＡＧＡＵＡＧ３′；血清中ｍｉＲ１８ａ的表达标准化为 Ｕ６
小核 ＲＮＡ（ＲＮＵ６Ｂ）的表达。ＲＮＵ６Ｂ，５′ＣＧＣＡＡＧＧＡＴＧＡＣＡＣＧ
ＣＡＡＡＴＴＣＧＴＧＡＧＣＧＴＴＣＣＡＴＡＴＴＴＴＴ３′。使用２ΔΔＣＴ方法计算相
对表达倍数变化水平。通过从 ｍｉＲ１８ａ的 Ｃｔ值中减去 ＲＮＵ６Ｂ
的Ｃｔ值来计算ΔＣｔ。然后通过从病例样品（ＰＣ和 ＢＰＨ）的 ΔＣｔ
中减去健康对照样品的ΔＣｔ来计算ΔΔＣｔ。
１３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的计
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法；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ｍｉＲ１８ａ
与ＰＳＡ之间的相关性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
曲线（ＲＯＣ），评估ｍｉＲ１８ａ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并报告曲线
下面积（ＡＵＣ）。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比较

从表１可以看出，三组患者之间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各组患者之间 ＰＳＡ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９９２７７，Ｐ＝００００）；进一步两两比较，ＰＣ组患者血清 ＰＳＡ水平
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ＢＰＨ组患者血清 ＰＳＡ水平明
显高于健康对照组（Ｐ＜００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珋ｘ±ｓ，ｎ（％）］

项目
ＰＣ组
（ｎ＝５０）

ＢＰＨ组
（ｎ＝３０）

正常对照组

（ｎ＝２０）

年龄（岁） ６３２０±８７３ ６２３０±７２１ ６２８０±５４２

ＰＳＡ（ｎｇ／ｍｌ） １６３９±４６８ １０７７±２９５ ２７２±０５６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７分 ８（１６００） － －

　　７分 ２５（５０００） － －

　＞７分 １７（３４００） － －

肿瘤分期

　ｐＴ１／２ ３１（６２００） － －

　ｐＴ３／４ １９（３８００） － －

２２　三组患者血清ｍｉＲ１８ａ水平比较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的表达水平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５７２３４，Ｐ＝００００）；进一步两两
比较，ＰＣ组患者 ｍｉＲ１８ａ的表达水平明显高于 ＢＰＨ组和正常
对照组（均Ｐ＜００１）；ＢＰＨ组和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结果见图１。

图１　三组患者血清ｍｉＲ１８ａ水平比较

２３　血清ｍｉＲ１８ａ与ＰＳＡ的相关性分析
经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ｍｉＲ１８ａ与ＰＳＡ之间

呈正相关关系（ｒ＝０６７３，Ｐ＝００００）。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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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前列腺癌ｍｉＲ１８ａ与ＰＳＡ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２３　血清ｍｉＲ１８ａ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与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肿瘤分期有关（均 Ｐ＜

００１）；肿瘤侵袭性越强的患者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相对表达水平越
高。相互关系如图３和图４所示。

图３　不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分级血清ｍｉＲ１８ａ水平比较

图４　不同ＴＮＭ分期血清ｍｉＲ１８ａ水平比较

２５　血清ｍｉＲ１８ａ对早期诊断ＰＣ的价值分析
由于 ｍｉＲ１８ａ在 ＰＣ组患者、ＢＰＨ组患者和对照组成员的

外周血中具有差异表达，因此评估外周血致癌性 ｍｉＲ１８ａ作为
早期诊断ＰＣ的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利用 ＲＯＣ曲线分析 ｍｉＲ
１８ａ早期诊断ＰＣ的价值，ｍｉＲ１８ａ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
０９１１（９５％ＣＩ：０８５５～０９６６，Ｐ＝００００），当ｍｉＲ１８ａ相对表达
水平为３３５时，敏感度为８６０％，特异度为８２０％，阳性预测
值８２７％，阴性预测值８５４％。ＰＳＡ的 ＡＵＣ值为０９０２（９５％
ＣＩ：０８４７～０９５７，Ｐ＝００００），当 ＰＳＡ值１２４ｎｇ／ｍｌ时，敏感度
为７８０％，特异度为 ８００％，阳性预测值 ７９６％，阴性预测
值７８４％。

图５　血清ｍｉＲ１８ａ、ＰＳＡ对诊断前列腺癌的ＲＯＣ曲线分析

#

　讨论
有关研究证实，ｍｉＲＮＡ参与了包括细胞增殖、分化、凋亡以

及肿瘤发生和转移等各种生理病理过程［１０］。值得注意的是，

ｍｉＲＮＡ由于其作为肿瘤抑制因子和癌基因调控因子的功能而
在癌症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１］。由于ｍｉＲＮＡ在生物体液中的稳定
性，使其可能成为用于癌症诊断及预后判断的潜在的新型生物

标志物。目前，前列腺癌的诊断基于当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ＰＳＡ）随时间持续改变和／或直肠触诊时发现异常指示前列腺
活检。由于ＰＣ和ＢＰＨ中血清ＰＳＡ水平升高，导致不必要活检
的数量增加。因此，迫切需要前列腺癌特异性分子标记。Ｃｏ
ｃｈｅｔｔｉ等［１２］研究一组循环ｍｉＲＮＡｓ可以在 ＰＳＡ水平升高的年龄
相匹配患者群中区分ＰＣ与ＢＰＨ。其中，ｍｉＲ２５３ｐ和 ｍｉＲ１８ｂ
５ｐ分别显示出非常高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来预测 ＰＣ，前列腺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与 ｍｉＲＮＡｓ表达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前列
腺癌特异性ｍｉＲＮＡ的研究显示了其在预防，诊断和治疗前列腺
癌方面的潜力，以更有效地靶向抑制肿瘤生长，并为患者提供

更好的治疗选择［１３］。

有关研究表明，ｍｉＲ１７９２簇在肿瘤中发挥致癌基因的作
用。ｍｉＲ１７９２簇的一部分，其包含 ７个 ｍｉＲＮＡ：ｍｉＲ１７３ｐ，
ｍｉＲ１７５ｐ，ｍｉＲ１８ａ，ｍｉＲ１９ａ，ｍｉＲ１９ｂ，ｍｉＲ２０ａ和 ｍｉＲ９２ａ。
ｍｉＲ１８ａ作为 ｍｉＲ１７９２簇中的一部分，具有潜在的致癌作用，
参与了多种肿瘤疾病的侵袭与转移［１４１５］。汤光华等［１６］研究证

实，ｍｉＲ１８ａ在胃癌患者血清中水平升高，作为新的血清学指标
在胃癌筛查诊断中有重要参考价值。Ｔｓｕｊｉｕｒａ等［１７］研究发现，

胃癌组织中ｍｉＲ１８ａ表达明显高于正常胃组织，胃癌患者血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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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１８ａ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在 ｍｉＲ１８ａ过表达细胞系
中，培养基中的ｍｉＲ１８ａ水平以细胞数量和时间依赖性方式增
加，这表明 ｍｉＲ１８ａ可能从癌细胞释放到周围环境中。循环
ｍｉＲ１８ａ可能是筛选胃癌和监测肿瘤动力学的有用的生物标志
物。其可能的致癌机制：第１０号染色体缺失的磷酸酶及张力蛋
白同源的基因（ＰＴＥＮ）是 ｍｉＲ１８ａ的直接靶标，ｍｉＲ１８ａ介导的
细胞周期蛋白Ｄ１（ｃｙｌｉｎＤ１）的上调伴随着 ＰＴＥＮ的下调，磷酸
蛋白激酶 Ｂ（ｐＡｋｔ）磷酸化增加，通过调节 ＰＴＥＮＰＩ３ＫＡＫＴ
ｍＴＯＲ信号通路使 ｍｉＲ１８ａ表达增加，从而促进肿瘤细胞
增殖［１８］。

目前，有关ｍｉＲ１８ａ在前列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等
相关研究报道极少。Ｈｓｕ等［９］研究发现，与正常对照相比，前列

腺癌组织标本和前列腺癌细胞系中ｍｉＲ１８ａ表达显著增高。进
一步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４（ＳＴＫ４）３′
非翻译区含有ｍｉＲ１８ａ种子序列区高度保守的结合位点。荧光
素酶报告基因测定表明ＳＴＫ４是ｍｉＲ１８ａ的直接靶标。ｍｉＲ１８ａ
敲除可抑制前列腺癌细胞中的细胞生长，并通过 ＳＴＫ４介导的
ＡＫＴ去磷酸化，从而诱导凋亡，在体内裸鼠实验中显著抑制前
列腺肿瘤生长，这表明ｍｉＲ１８ａ作为前列腺癌靶向ＳＴＫ４的致癌
ｍｉＲ，并且ｍｉＲ１８ａ表达的抑制可以为前列腺癌治疗提供有益
的选择。本研究通过逆转录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 ＰＣ组患
者，ＢＰＨ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成员的外周血中ｍｉＲ１８ａ表达，以
评估外周血ｍｉＲ１８ａ作为ＰＣ诊断的潜在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
的可行性。结果显示，ＰＣ组患者的ｍｉＲ１８ａ表达明显高于ＢＰＨ
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成员，且较高的 ｍｉＲ１８ａ表达与某些临床
病理参数显著相关，包括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和ＴＮＭ分期。血清ｍｉＲ
１８ａ表达水平与 ＰＳＡ水平显著正相关。这提示，血清 ｍｉＲ１８ａ
表达水平与前列腺癌的进展密切相关。这与 ＡｌＫａｆａｊｉ的研究
结果相一致［１９］。

近年来已有研究报道，在胰腺癌、结肠直肠癌、食管鳞状细

胞癌患者观察到较高的血浆 ｍｉＲ１８表达，已经被证明循环
ｍｉＲ１８ａ是肿瘤诊断和监测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２０２２］。本研究

进一步通过ＲＯＣ曲线分析，评估其在前列腺癌诊断的价值。结
果显示，ｍｉＲ１８ａ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０９１１（９５％ＣＩ：
０８５５～０９６６，Ｐ＝００００），其敏感度为 ８６０％，特异度为
８２０％，阳性预测值８２７％，阴性预测值８５４％。根据Ｓｗｅｔｓ的
诊断标准，当 ＡＵＣ在０７～０９之间时，ＲＯＣ曲线更准确，ＡＵＣ
＞０９表示高准确率。进一步分析 ＰＳＡ的诊断价值，ＰＳＡ的
ＡＵＣ值为０９０２（９５％ＣＩ：０８４７～０９５７，Ｐ＝００００），其敏感度
为７８０％，特异度为８００％，阳性预测值７９６％，阴性预测值
７８４％。ｍｉＲ１８ａ的ＡＵＣ值、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及阴
性预测值均稍高于ＰＳＡ。这表明，ｍｉＲ１８ａ与ＰＳＡ对ＰＣ的诊断
均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对于ＰＣ具有可靠的诊断价值，但
ｍｉＲ１８ａ的诊断价值稍优于ＰＳＡ。ＡｌＫａｆａｊｉ的研究结果显示，使
用ＲＯＣ曲线来区分 ＰＣ组与 ＢＰＨ组患者 ｍｉＲ１８ａ的 ＡＵＣ为
０８７８（９５％ＣＩ，０７８３０９７２），具有良好的诊断价值，有助于 ＰＣ
和ＢＰＨ之间的鉴别［１９］。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小，可能

会限制研究的统计学意义。因此，外周血ｍｉＲ１８ａ表达作为ＰＣ
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必须在较大的群体中得到证实和验证。未

来工作将在扩大样本量的同时，将 ｍｉＲ１８ａ与 ＰＳＡ联合检测对
于前列腺癌以及前列腺癌骨转移的诊断价值做进一步分析。

此外，对ＰＣ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未来将有助于分析 ｍｉＲ１８ａ对
于ＰＣ患者预后判断的价值。

总之，本研究结果发现，与 ＢＰＨ组患者和健康对照组成员
相比，ＰＣ组患者外周血中ｍｉＲ１８ａ的表达增加，ｍｉＲ１８ａ表达与
ＰＣ进展相关。因此，外周血致癌ｍｉＲ１８ａ可能是前列腺癌诊断
的潜在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有利于ＰＣ和ＢＰＨ之间的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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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２０１７年度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项目（２０１７０９０６）
【第一作者简介】王磊（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泌
尿外科前列腺疾病的诊治

Δ【通讯作者】康绍叁（１９７７—），男，副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ｌｅｉｌｅｉ５５３３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２ ·男科与性医学·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在前列腺
增生症患者中的应用及对 ＭＣＰ１和 ＰＤＧＦＢＢ
表达的影响研究
王磊　么安亮　曹凤宏　张小军　张立国　张金存　康绍叁Δ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及对单核细
胞趋化因子１（ＭＣＰ１）、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ＢＢ（ＰＤＧＦＢＢ）的影响，为临床前列腺增生患者治疗方案的选
择提供参考。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８６例作
为研究对象，根据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分为两组，每组４３例。一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
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治疗，设为观察组；一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

患者术后临床疗效、围术期并发症情况，术前、术后１周采集患者静脉血，采用疫荧光发分析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
ＢＢ的表达变化。结果：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进行临床疗效评
价，观察组（ＩＰＳＳ、尿流率、残余尿）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两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率，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两组患者术前血清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表达，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一周，两组患者血清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均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联合剜除术可以有效提高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疗效，并不增加并发症率，且可以更有

效地改善影响患者前列腺平滑肌异常增生的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水平，消除前列腺增生的发病原因。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症；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剜除术；单核细胞趋化因子１；血小板

衍生生长因子Ｂ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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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ｏｕｓｂｌｏｏｄ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ＣＰ１ａｎｄＰＤＧＦＢＢ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ｉｍｍｕｎｏ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０．０５）．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Ｐ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ＭＣＰ１ａｎｄ
ＰＤＧＦＢＢ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ＣＰ１ａｎｄＰＤＧＦＢＢ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ＭＣＰ１ａｎｄＰＤＧＦＢＢ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ＵＲ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ｃａｎ
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ＢＰ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ＭＣＰ１ａｎｄＰＤＧＦＢＢ，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ｈｅｒｅｂｙ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ＢＰ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１（ＭＣＰ１）；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ｄｅｒｉｖ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Ｂ（ＰＤＧＦＢＢ）

　　前列腺增生是导致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的众多原因中最
为常见的一种，属于良性病变［１］。但是，其临床症状如疼痛（会

阴部、下腹、腰骶部疼痛不适）、排尿异常（尿频尿急、夜尿增多、

排尿等待、排尿困难等）、尿液异常（颜色黄或血尿，尿后尿道口

乳白色分泌物）、性功能减低（性欲减退、阳痿早泄、射精过快

等）、影响生育功能、关节疼痛、精神症状等。这些临床症状严

重影响了患者的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导致患者生活质量明

显下降［２３］。《２０１４版前列腺增生诊疗指南》中要求，对前列腺
增生患者的治疗必须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实施个性化治疗方案。

对于具有中重度下尿路症状且严重影响到患者生活质量时，指

南推荐以手术治疗为主［４５］。手术治疗的方案较多，本研究采

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治疗前列腺增生患

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并分析其对单核细胞趋化因子１（ＭＣＰ

１）、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ＢＢ（ＰＤＧＦＢＢ）的影响。现将结果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我院收治的前列腺增生患
者８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就诊顺序编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
将其分为两组，每组４３例。一组为观察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
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治疗；一组为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

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两组患者年龄、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分
级、前列腺重量、前列腺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药
物治疗史等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ＬＵＴＳ中度 ＬＵＴＳ重度 前列腺重量（ｇ） ＩＰＳＳ评分（分） ＱＯＬ评分（分） 药物治疗史

对照组 ４３ ５２７±７２ ２３（５３４９） ２０（４６５１） ６７５±６５ １７８±５３ ４３±０３ ３５（８１４０）

观察组 ４３ ５２９±７１ ２４（５５８１） １９（４４１９） ６８１±６４ １８１±５２ ４５±０４ ３４（７９０７）

ｔ／χ２值 ０９３６ １２３９ １６４２ １７７３ １８３５ １２３８ １３４８

Ｐ值 ００７８ ００７３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１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６］：①年龄范围１８岁 ～６５岁；②符合《２０１４前列
腺增生诊指南》对于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准；③符合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手术指征：ＬＵＴＳ中重度、腺瘤中等大小（５０～８０ｇ）、
ＱＯＬ评分≥４分、药物治疗无效或者拒绝药物治疗、反复尿潴
留、反复血尿、反复泌尿系感染等；④无糖尿病，无严重心、肝、
肺、肾、血液系统原发疾病；⑤无精神病史，能够理解医护人员
关于相关量表测评的解释并配合完成测评工作；⑥患者及其家
属了解参加此次研究的利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配合各

项研究工作：⑦方案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实施。
排除标准［６］：①不符合上述纳入条件者；②有膀胱结石需

要行前列腺切开取石术者。

１３　方法
观察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治疗，

对照组采用单纯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

１３１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　准备工作同
１３２所述，当电镜接触到精阜近端时，将电切镜退至精阜位
置，沿着尿道对括约肌电切一圈。切除范围以膀胱颈口４～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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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起点，７～８点为终点，逐圈切除，切除深度以外科包膜为宜，
对出血部位止血处理。完成前列腺前叶和外科包膜的切除工

作后，冲洗切除后形成的沟，用镜鞘沿着膀胱颈方向逆行剥离

残剜除前列腺和外科包膜，直至完全切除，剜除过程中注意止

血。术后注意做好导尿管通畅，予以必要的防感染措施，做好

进出量控制。

１３２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　按照常规做好术前各项
检验及手术准备工作，确保患者符合手术指征及做好必要的术

中风险准备；安排患者处截石位，行硬膜外阻滞麻醉，经尿道插

入电镜，电镜下观察尿道、膀胱、膀胱颈部、后尿道精阜、前列腺

和外括约肌等区域，找好电切位置，以５～７点处作为标志沟，插
入带镜芯的电切镜外鞘，抽出镜芯，换插电切镜的手术镜，镜下

行电切术，外科包膜、止血，沿着标志沟逆向切除前列腺直至１２
点处，对出血部位止血处理，冲吸残余腺体组织，留置三腔导

尿管。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疗效、围术期并发症情况及血清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围术期变化情况。
１４１　临床疗效指标　术后一个月患者回院随访，比较患者术
前、术后ＩＰＳＳ、尿流率、残余尿改善情况。
１４２　血液中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的表达检测　术前、术后１周
采集患者静脉血，采用疫荧光发分析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的表达
变化。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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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ＩＰＳＳ、尿流率、残余尿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术后观察组（ＩＰＳＳ、尿流率、残余尿）改善效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ＰＳＳ（分）

术前 术后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术前 术后

残余尿（ｍｌ）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１８１±５２ ５３±０５ａｂ ８１±２１ ２３５±４６ａｂ １２０３±２３３ ２３２±３３ａｂ

对照组 １７８±５３ ６４±０７ａ ７９±２３ ２０５±４５ａ １２３５±２２５ ２７３±３７ａ

ｔ值 １３７５ ４３９８ １４６８ ４５８６ ０９７４ ５４０２

Ｐ值 ００６９ ００２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３ ０１０４ ００１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组内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术后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出血
膀胱

痉挛

包膜

穿孔

经尿道电切

综合征
并发症

观察组 ４３ ２（４６５）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５（１１６３）

对照组 ４３ １（２３３） ２（４６５） １（２３３） １（２３３） ５（１１６３）

χ２值 ００００

Ｐ值 １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表达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血清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表达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一周，两组患者血清ＭＣＰ１、ＰＤＧＦ
ＢＢ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且观察组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均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表达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ＭＣＰ１（％）

术前 术后

ＰＤＧＦＢＢ（％）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１３１±３３ ６２±１０ １４８±３１ ６５±１０

对照组 １２７±３５ ６９±１２ １４７±３２ ７４±１１

ｔ值 １３８６ ４３８６ ０８４９ ６５０３

Ｐ值 ００６５ ００２７ ０１２８ ００１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病因复杂，目前明确下列因素为前列腺增生的

病因：生长因子、神经递质和遗传因素、雄激素及雄激素异常，

以及雄激素与雌激素的相互作用、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细胞的相
互作用、炎症细胞的相互作用异常 ［７８］。根据尿液的形成、储

存、排泄阶段不同，前列腺增生患者会出现一系列下尿路症状。

例如，储尿期症状：尿频、尿急、尿失禁、夜尿增多；排尿期症状：

排尿踌躇、排尿困难、间断排尿；排尿后症状：排尿不尽、尿后滴

沥［９１０］。严重者波及患者的性功能、生育功能、骨关节、精神状

态。针对中低前列腺增生患者的治疗，临床指南推荐根据患者

病情差异，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案。对于下尿路症状较轻、ＩＰ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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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低于７分者或 ＩＰＳＳ评分低于８分、生活质量评分未升高
者，建议等待观察，对患者实施相关健康宣教、生活方式指导、

用药指导等，超过８５％的患者通过等待观察病情可以好转。对
于下尿路症状明显且不超过重度的患者，应当采用药物治疗，

缓解患者的下尿路症状，减缓病情的临床进展［１１１２］。对于中重

度下尿路症状且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的患者，尤其是经过药

物治疗无效的患者，应当实施手术治疗。目前，临床治疗前列

腺的手术方式较多，其中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于前列腺体积

＜８０ｍｌ的患者是治疗的金标准方案。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
极电切术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升级版手术，其术中术后出

血更少，有助于降低输血率、缩短术后导尿和住院时间。经尿

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是在包膜内切除前列腺，临床疗效与经

尿道电切术差异不大，但术后复发率低，术中出血更少［１３１４］。

单核细胞趋化蛋白１（ＭＣＰ１）在皮肤过敏、免疫缺陷性疾
病、肾病、炎症性肠病、骨再造、血脑屏障通透性相关疾病、动脉

粥样硬化和肿瘤等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临床文献显示［１５］，ＭＣＰ１与小鼠阴茎平滑肌增生关系密切。血
小板源性生长因子ＢＢ是体内主要的促有丝分裂物质，对多种
组织、细胞的增殖、迁移有刺激作用。临床文献显示［１６］，其对大

鼠阴茎平滑肌的增生、迁移具有促进作用，与前列腺增生病情

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

基于上述前列腺增生手术的分析，本研究将经尿道前列腺

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用于治疗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的前列

腺增生患者。结果显示，术后３个月进行临床疗效评价，观察组
（ＩＰＳＳ、尿流率、残余尿）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前血清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
表达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一周，两组患
者血清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均较术前明显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均低于对照组，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经尿道前列腺
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治疗中重度下尿路症状的前列腺增

生患者，可以有效降低患者血清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表达，而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的高表达与前列腺的发生、发展关系密
切［１７１８］。这说明该手术方案剔除增生组织更加彻底，但并不增

加患者的并发症。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联合剜除术可以有效提高

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疗效，且不增加并发症率，可以更有效

地改善影响患者前列腺平滑肌异常增生的 ＭＣＰ１、ＰＤＧＦＢＢ水
平，降低前列腺增生的复发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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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 ＩＩＩＢ型
前列腺炎的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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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市垂杨柳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２

【摘　要】　目的：评价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１００例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５０例为观察组，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
囊治疗；５０例为对照组，口服前列舒通胶囊治疗。结果：６周后随访时，观察组失访６例，对照组失访４例。
两组患者治疗前入组时，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８６３６％ （３８／４４），高于对照组总有效率６５２２％ （３０／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治疗６周后，
观察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改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期间两组患者不良
反应均轻微，无因此停药病例。结论：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患者疗效可靠，
副作用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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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ｆａｎｇ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Ｑｉａｎｌｉｅｓｈｕｔｏ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ＩＩＩＢ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ｌ
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ａｆ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ｙｐｅＩＩＩＢ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Ｑｉａｎｌｉｅｓｈｕｔｏ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ｕｆａｎｇ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慢性前列腺炎在临床上表现为以排尿异常及慢性盆腔疼
痛为主的一类综合征［１２］，可伴有性功能障碍以及神经精神症

状等［３４］。约有 ５０％的男性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会受其影
响［５］。而ⅢＢ型前列腺炎是慢性前列腺炎的最常见类型［６］，也

是困扰泌尿外科和男科医生的治疗难题之一。本课题组采用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了５０例ⅢＢ型前列腺炎
患者，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１２月在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市垂杨柳医
院泌尿外科及男科门诊就诊的符合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ＮＩＨ）

分类标准，诊断为ⅢＢ型前列腺炎的１０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７］：①１８岁～５０岁中青年男性；②病程超过３个月；③
ＥＰＳ中ＷＢＣ计数 ＜１０个／ＨＰ，ＥＰＳ细菌培养和尿细菌培养阴
性；④采用本治疗方案前，患者已停止相关治疗２周以上；⑤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１０分。

排除标准［２］：①急性前列腺炎或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或
合并尿路感染者；②尿路结石、泌尿系结核、尿道狭窄等影响排
尿者；③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或前列腺癌患者；④合并神经
源性膀胱、严重精神疾患或严重神经衰弱者；⑤合并严重心、
脑、肝、肾等系统疾病患者。

本研究开始前经清华大学附属北京市垂杨柳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议通过，参与研究的所有患者研究入组时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００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
５０例，年龄（３０３８±５３６）岁，病程（２６６４±１８６０）月，ＮＩＨＣＰ
ＳＩ总评分（２４７６±３３４）分；对照组５０例，年龄（２９８４±５０１）
岁，病程 （２５２６±２６３０）月，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 （２５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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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１）分。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患者入组时，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均不使用其他治疗前列腺炎药物。在

门诊诊疗时对患者进行生活饮食指导及心理健康疏导，指导近

期无生育要求患者温水坐浴，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及禁饮酒，

规律排精。①对照组（ｎ＝５０）：前列舒通胶囊（河北天浩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２７１４０），口服，１２ｇ／次，３次／ｄ。②观察
组（ｎ＝５０）：在对照组治疗方案基础上加用：复方玄驹胶囊（施
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口服，１２６ｇ／次，３
次／ｄ。治疗６周后两组分别评价疗效。
１３　疗效评估指标

参考相关文献［８］制定标准。治愈标准：前列腺炎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减少≥９０％；触诊前列腺质地变软或改善，前列腺压痛消
失。显效标准：前列腺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减少≥６０％；触诊前列
腺质地及压痛正常或改善。有效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减少≥
３０％。无效标准：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减少

!

３０％。总有效率 ＝（治
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两组间
比较，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进行 ｔ检验；对计数资料行 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采用皮尔逊χ２检验法。
"

　结果
２１　两组随访患者入组时一般情况比较

随访前两组各随机入组５０例患者。治疗６周后随访时，观
察组失访６例，成功随访４４例；对照组失访４例，成功随访４６
例，失访原因不明。两组成功随访患者在治疗前一般情况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各项指标比较（珋ｘ±ｓ）

项目　 对照组（ｎ＝４６） 观察组（ｎ＝４４） Ｐ值

年龄（岁） ２９６７±４５３ ３０４１±５３９ ０４８５

病程（月） ２６９３±２７５３ ２８０９±１８０１ ０８１５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 ２５３７±４２７ ２４４８±３３９ ０２７６

疼痛评分 １０５９±３０５ ９４１±３２９ ００８１

排尿症状评分 ６１７±２５９ ６３２±１９６ ０７６６

生活质量评分 ８６１±１８７ ８７５±１０８ ０６６０

经统计学分析，两组随访患者治疗前一般情况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６周后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８６３６％（３８／４４），高于对照组总有
效率６５２２％（３０／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
６周后，观察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疼痛评分及生活质量评
分均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两
组患者排尿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和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１０２）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６ ９ １２ ９ １６ ３０（６５２２）

观察组 ４４ １７ １３ ８ ６ ３８（８６３６）

χ２值 ３９８２ ０１３４ ００２８ ５４４５

Ｐ值 ００４６ ０７１４ ０８６７ ００２０

表３　两组患者症状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疼痛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排尿症状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生活质量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６ ２５３７±４２７ １４８９±４３９ａ １０５９±３０５ ６００±３１１ａ ６１７±２５９ ３３３±１７９ａ ８６１±１８７ ５５７±１５７ａ

观察组 ４４ ２４４８±３３９ ８５５±３９２ａ ９４１±３２９ ２３４±２１８ａ ６３２±１９６ ２８２±１４７ａ ８７５±１０８ ３３９±１３２ａ

ｔ值 ０２７６ ７２２８ ０７６６ ６４３５ ０６６０ １４７５ ０６６０ ７１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４４ ＞００５ ＜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随访的两组９０例患者服用前列舒通胶囊，有２例

患者诉出现轻度头晕，未予特殊处理。观察组４４例患者服用复
方玄驹胶囊，有２例出现轻度鼻出血、大便干症状，多饮水后缓
解，未特殊处理。

#

　讨论
Ⅲ型前列腺炎发病机制未明，病因学十分复杂，存在广泛

争议：可能是多种病因同时起作用，其中一种或几种起关键作

用［９１１］，而ⅢＢ型前列腺炎是Ⅲ型前列腺炎的主要类型，其治疗
更为困难。中医理论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应属“淋证、精浊、尿

浊、淋浊”的范畴，其发病早期以湿热下注为主，以实证多见，但

在中期则转为湿热挟瘀，到后期则出现肝肾阴虚和肾阳不

足［１２］。前列舒通胶囊具有清热利湿、化瘀散结、利尿通淋的功

效，是临床上用于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常用药，疗效肯定。

而复方玄驹胶囊是中药复方制剂，以野生大黑蚂蚁为主

药，佐以淫羊藿、枸杞子、蛇床子等，其中黑蚂蚁可活血化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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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壮阳［１３］，还有免疫调节和抗炎作用［１４］。有关药理研究证明，

淫羊藿能抑制肉芽组织增生及前列腺素合成，抑制炎症［１５］。而

枸杞子能改善平滑肌舒缩功能，从而改善排尿症状［１６］。研究表

明，复方玄驹胶囊除了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及抗炎作用［１７］，还能

够通过调节植物神经功能来抑制前列腺、后尿道及膀胱颈的平

滑肌痉挛，减少尿液反流，从而改善排尿不适症状［１８１９］。

本研究中，观察组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

疗ⅢＢ型前列腺炎患者，在对照组仅用前列舒通胶囊治疗，结果
发现：观察组患者不但总有效率８６３６％（３８／４４）高于对照组总
有效率６５２２％（３０／４６），而且治愈率３８６４％（１７／４４）也明显高
于对照组１９５７％（９／４６）。

治疗６周后，两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均有改善，但观察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改善比对照组更为明显，这说明复方玄驹胶囊联
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ⅢＢ型前列腺炎，比单用前列舒通胶囊疗
效更好。值得注意的是，治疗组与观察组比较ＮＩＨＣＰＳＩ各项评
分发现：前者总评分、疼痛评分及生活质量评分均比后者明显

改善，但排尿评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复方玄驹

胶囊主要是改善疼痛症状而非排尿症状，可见其在改善患者疼

痛症状方面可能具有更独特的优势，值得注意。

此外，因为复方玄驹胶囊本身有补肾壮阳的功效，可能在

治疗过程中对患者勃起症状起到辅助提高的附加作用，进而增

强了患者自信心，无形中可能改善了生活质量进而影响生活质

量评分和症状总评分。遗憾的是，本研究设计未涉及勃起相关

方面，故可能会对研究结果带来一定程度的偏倚。

在长达６周治疗期间，两组随访的９０例患者中，仅有极少
数出现不良反应，且程度轻微，这说明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

舒通胶囊治疗ⅢＢ型前列腺炎患者疗效可靠，副作用小，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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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医学科学技术研究基金项目（Ａ２０１５５７２）
【第一作者简介】李剑军（１９８３—），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
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４ ·男科与性医学·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与绿激光剜除术治疗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对比
李剑军１　陈统权１　党永辉１　黄星华１　吴上超１　朱斌２

１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２深圳市坪山新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８

【摘　要】　目的：比较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与绿激光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
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收治的１６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将其随
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治疗，观察组采用经绿激光剜除术治疗，比较两组疗

效。结果：观察组住院时间为（４７±１５）ｄ、膀胱冲洗时间为（２３４±５３）ｈ、留置尿管时间为（２４８±２６）ｈ，
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关指标（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１８９±２４）ｍｌ／ｓ，显著高于对照
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５１±１２）分，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１１±０２）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相关
指标（均Ｐ＜００５）；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采用绿激
光剜除术治疗，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控制并发症发生。

【关键词】　　等离子切除术、绿激光剜除术、良性前列腺增生、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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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Ｇｒｅｅｎｌａｓｅｒ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ｅｅｎｌａｓｅｒ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Ｑｕａｌ
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在临床泌尿外科中，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
ＢＰＨ）是较为常见的多发疾病，该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其临
床主要表现为尿频、排尿困难、尿失禁、夜尿增多等症状，极易

并发膀胱结石［１３］。良性前列腺增生多采用手术方式治疗，不

同术式疗效也存在差异［４］。本研究旨在探究绿激光剜除术治

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深圳市龙岗区人民医院

收治的１６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５８
岁～７７岁，年龄（６７４±７３）岁，前列腺总量范围１９～７９ｇ，前列
腺总量（４９７±１８４）ｇ，其中２１例患者伴有膀胱结石。全部患
者均表现为不同程度尿频、尿失禁、排尿困难等症状，且均符合

相关诊断标准。将１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８０例患者，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均已知情
同意。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中、重度 ＢＰＨ，伴有显著下尿路梗阻症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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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１０分、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４分；
经直肠Ｂ超检查，前列腺体积在２０～１００ｍｍ３；自愿接受调查研
究。排除标准：严重尿路感染；神经源性膀胱、尿路狭窄；下尿

路手术史；相关手术禁忌证。

１３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治疗。首先

给予腰麻联合硬膜外麻醉，保持膀胱截石位，然后采用生理盐

水连续灌注尿道，直视下经尿道置入电切镜，切除前列腺腺体，

最终修整切割面与精睾周围腺体。

观察组患者：给予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剜除术治疗。首先

给予腰麻联合硬膜外麻醉，保持膀胱截石位，然后采用生理盐

水连续灌注尿道，直视下经尿道置入绿激光光纤，若患者伴有

膀胱结石，需要先击碎取出结石。在膀胱５点钟、７点钟方向至
颈后唇、精阜上缘做切口，深度需要到达前列腺外胞膜，做出两

沟道。其后于精阜前侧做横切口，使两沟道链接。采用镜鞘抵

住腺体，沿包膜膀胱方向推进，采用绿激光断开包膜粘连处，切
除中叶腺体，且推入膀胱中。在５点钟方向切口处逆时针剥离
腺体到３点钟方向，然后在膀胱颈１２点钟方向切开腺体，顺时
针剥离到３点钟方向，剜除左侧腺体。再采用相同方式剜除右
侧腺体。

１４　疗效评定指标
疗效评定指标如下：①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

院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和留置尿管时间。②随访３个月调查两
组患者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ＩＰＳＳ、ＱＯＬ。③并发症情况：性功能
障碍、排尿障碍、尿路刺激征、尿失禁。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行相关数据分析，且经过ｔ与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观察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但住院时间

（４７±１５）ｄ、膀胱冲洗时间（２３４±５３）ｈ，留置尿管时间
（２４８±２６）ｈ，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观察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住院时间

（ｄ）
膀胱冲洗

时间（ｈ）
留置尿管

时间（ｈ）

观察组 ８０ ７３６±９７ ４７±１５ ２３４±５３ ２４８±２６

对照组 ８０ ６０２±８６ ９６±２１ ６４２±２０４ ６９８±３４

ｔ值 ８２０９ ８９２０ ９１０６ ９８９２

Ｐ值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２２　两组患者随访３个月Ｑｍａｘ、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Ｑｍａｘ（１８９±２４）ｍｌ／ｓ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ＩＰＳＳ（５１±１２）分，ＱＯＬ（１１±０２）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两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随访３个月Ｑｍａｘ、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ＩＰＳＳ（分） ＱＯＬ（分）

观察组 ８０ １８９±２４ ５１±１２ １１±０２

对照组 ８０ １５２±２１ ６９±１５ １７±０５

ｔ值 ６９３７ ７９７３ ６００４

Ｐ值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性功能

障碍

暂时性

排尿障碍

尿路

刺激征
尿失禁 总并发症

观察组 ８０ １（１３） １（１３） １（１３） ０（０）　 ３（３８）

对照组 ８０ ２（２５） ３（３８） ４（５０） １（１３） １０（１２５）

ｔ值 ９８０２

Ｐ值 ０００５

#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为中老年男性多发疾病，由于人口趋于老

龄化发展，致使该病发病率逐年上升。患者多表现为下尿路症

状，容易并发膀胱结石，若患者未及时接受治疗，则可以引发肾

积水，导致肾功能损伤，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５７］。目前，

临床治疗多采用手术方式，通过手术切除增生的前列腺腺体，

进而达到治疗目的［８１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是较为常

用的方法，且被视为ＢＰＨ手术治疗“金标准”［１１１３］。但是，这种
术式会对尿管进行牵拉，机体损伤较大，出血量较多，且充分暴

露出血管残端，操作期间极易发生机体热损伤效应，安全性欠

佳［１４１５］。因此，急需寻求一种可替代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

术的术式。

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剜除术是新型手术方式。绿激光采

用５３２ｍｍ波长的激光，呈绿色，组织穿透力浅，能量较为集中，
可以透过软光纤，容易被组织浅层吸收，进行良好的气化与切

割［１６］。前列腺组织中血红蛋白能够选择性吸收５３２ｍｍ波长的
绿激光，使激光只能够穿透０８ｍｍ组织，且不会在局部传播热
量，汽化层下形成１～２ｍｍ焦痴，通过光凝作用加强了止血功
能，从而保障了手术视野的清晰，有效控制了术中血管切开、包

膜切穿的风险［１７］。此外，该术式不仅可以避免电流产生，还能

够避免血浆或灌注液渗透，且切割前列腺组织时，在包膜内采

用分块形式剜除，最终可以经过粉碎器粉碎尿道后吸除，存在

固定液体吸收，以便于再次切割［１８］。由此看来，经尿道前列腺

绿激光剜除术属于无血切割，且不会产生电流，手术适应证广

泛，显著提高了手术安全性。

本研究中，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治疗，

观察组采用经绿激光剜除术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住院

时间、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明

采用绿激光剜除术预后效果良好，可以减少麻醉药物的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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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住院时间，增加手术安全性，特别针对基础疾病较多、器官

功能衰竭的高龄患者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观察组患者

Ｑｍａ显著高于对照组，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这表
明经绿激光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

临床症状，提高肾功能和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这提示绿激光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能

够显著控制并发症的发生，疗效显著。

综上所述，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采用绿激光剜除术治疗，

可以有效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控制并发症发生，预后

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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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分布及频率
与男性不育的相关性研究
蔡丽伟１　孙文超２

１诸暨市中心医院检验科，浙江 绍兴 ３１１８００
２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男性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８

【摘　要】　目的：观察探究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单核苷酸多态性及频率与男性不育的关联分析。
方法：选取诸暨市中心医院检验科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年的９０例男性少弱精子症患者为不育组，同期在
诸暨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就诊生育史正常及精液参数正常的男性９０例作为健康对照组，再使用ＰＣＲ技术测定
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的基因多态性及频率差异，结果：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ＰＣＲ扩增后产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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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８ｂｐ，分为ＴＴ型，ＣＴ型及ＣＣ型。其中，ＴＴ型扩增片段长度为２２９ｂｐ、１６５ｂｐ和３４ｂｐ，ＣＴ型扩增片段长度
为３９４ｂｐ、２２９ｂｐ、１６５ｂｐ和３４ｂｐ，ＣＣ型扩增片段长度为３９４ｂｐ和３４ｂｐ。其中扩增产物中３４ｂｐ片段由于过短
无法显示。不育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位点中等位基因Ｔ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不育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位点中基因型ＣＣ显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基因型ＴＴ显著高于健
康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ＣＴ型基因型频率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可能与男性不育的发病有关，是遗传发病的因素之一，但由于
男性不育受遗传、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所以应该在今后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　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频率；男性不育；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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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不孕症已逐渐影响到人们的生活，
成为生活的大问题。全世界约有１０％的夫妇对此感到不安。
在不育的夫妇当中，男性因素约占５０％，在所有男性因素中，遗
传异常约占１％［１］。先前的研究显示某些基因的多态性。可以

减少精子的数量和精子质量，一些特殊的基因突变，可以使精

子发生异常变化，最终导致男性不育。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
基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与男性不育密切相关的更频繁的

遗传图谱。本文选取诸暨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
年的９０例男性少弱精子症患者为不育组，同期在诸暨市中心医
院检验科就诊生育史正常及精液参数正常的男性９０例作为健
康对照组，观察探究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单核苷酸多态
性及频率与男性不育的关联分析。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不育组９０例中，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７岁，年龄（２８１±６４）
岁；健康对照组９０例，年龄范围２３～４２岁，年龄（３２８±６９）
岁；不育组及健康对照组在常规检查后基本一般资料如年龄，

性别，文化程度，入院时临床资料等方面具有可比性，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研究人员合格通过医院研究内容培训考核，并获得伦理委

员会审批。

纳入标准［２４］：①纳入研究患者至少２次的精液常规分析
被确定为少精症（ＷＨＯ第五版手册）。②排除染色体异常或 Ｙ
染色体微缺失导致男性不孕的患者；③排除单侧或双侧精索静
脉曲张或隐睾的患者；④患者３个月内未有生殖系统感染或手
术史；⑤未暴露于重金属或其他环境污染物。健康对照组９０例
为同期就诊不育夫妇中为女方问题进行不育治疗的配偶，其中

均至少每对配偶生过１个健康儿童的，男性常规精液分析参数
均在正常范围内。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受试者在空腹１２ｈ以上，在清晨取静脉血５ｍｌ，用 ＥＤ

ＴＡＫ２抗凝，提取全血基因组 ＤＮＡ，－７０℃保存备用。采用引
物筛选出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基因 ５′ＣＡＴＣＣＣＴＡＴＴＧ
ＧＣＡＧＧＴＴＡＣ３′，下游：５′ＧＡＣＧＧＴＧＣＧＧＴＧＡＧＡＧＴＧ３′。
采用ＰＣＲ方法检测基因多态性，ＰＣＲ总反应体系为２５μＬ，含２
×ＰＣＲｍｉｘ１２５μＬ，上下游引物各１μＬ，ＤＮＡ聚合酶０２μ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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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离子水９３μＬ，ＤＮＡ模板１μＬ。ＰＣＲ反应条件：预变性９４℃
５ｍｉｎ，变性９４℃ ３０ｓ，退火５７℃ ３０ｓ，延伸７２℃ ３０ｓ，３０个循环，
７２℃延伸７ｍｉｎ。ＰＣＲ扩增产物片段为２５６ｂｐ。１％ 琼脂糖凝胶
电泳观察ＰＣＲ产物。ＰＣＲ反应结束后用限制性内切酶 ＨｉｎｆＩ
酶切后３种基因型分别为野生型 ＣＣ（２６５ｂｐ）、杂合子突变型
ＣＴ和纯合子突变型 ＴＴ（１７１ｂｐ和９４ｂｐ）。统计分析四氢叶酸
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位点的等位点作用以及等位基因及基因型
频数分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ＵＮＰＨＡＳＥＤ３０１２遗传学软件进行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基因位点的联合分析，研究对象与 ＨａｒｄｙＷｅｉｎｂｅｒｇ平衡
的符合程度，比较采用 χ２检验，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按α＝００５的检验水准，以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结果

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ＰＣＲ扩增后产物为４２８ｂｐ，分
为ＴＴ型，ＣＴ型及 ＣＣ型。其中 ＴＴ型扩增片段长度为２２９ｂｐ、
１６５ｂｐ和３４ｂｐ，ＣＴ型扩增片段长度为３９４ｂｐ、２２９ｂｐ、１６５ｂｐ和
３４ｂｐ，ＣＣ型扩增片段长度为３９４ｂｐ和３４ｂｐ。其中扩增产物中
３４ｂｐ片段由于过短无法显示。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琼脂糖凝胶电泳观察结果

２２　两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等位基因频率对比
不育组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位点中等位基因 Ｔ频率显

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等位基因频率对比

组别 例数 Ｃ Ｔ

不育组　　 ９０ ７０（３８８９） １１０（６１１１）

健康对照组 ９０ ９６（５３３３） ８４（４６６７）

χ２值 　７５５

Ｐ值 ＜００５

２３　两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等位基因型频率对比
不育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位点中基因型ＣＣ显著低于

健康对照组，基因型ＴＴ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ＣＴ型基因型频率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等位基因型频率对比

组别 例数 ＣＣ ＣＴ ＴＴ

不育组　　 ９０ １３（１４４４） ４０（４４４４） ３７（４１１１）

健康对照组 ９０ ２６（２８８９） ４７（５２２２） １７（１８８９）

χ２值 　５５３ 　１０９ １０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位于人类 １号染色体短臂

（１ｐ３６３），包括１１个外显子，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可以催化
５，１０亚甲基四氢叶酸，在叶酸代谢过程中起重要作用，故参与
调控ＤＮＡ合成修复及ＤＮＡ的甲基化过程，在患者机体多种生
理代谢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５９］。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有各

种各样的基因突变类型，常见的变种有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ｚ
Ｃ＞Ｔ突变位点，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１２９８Ａ＞Ｃ突变、亚甲
基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突变会导致Ｔ取代６７７位Ｃ胞嘧啶，
丙氨酸残基的形成被缬氨酸取代，从而影响酶的活性，突变后

的还原酶活性大概是 ＴＴ基因型的４０～５０％［１０］。四氢叶酸还

原酶的酶活性减少，会直接影响叶酸在机体内的含量，从而导

致代谢失调，高同型半胱氨酸堆积及 ＤＮＡ甲基化，同时会导致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紊乱，增加血栓的发生率，直接影响胚胎的

神经管发育情况。文献表明［１１］，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
可能与心血管疾病、癌症、复发性流产及胎儿的发育异常相关。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基因多态性对男性生育力的影响，早在

２００１年初，由德国学者Ｂｅｚｏｌｄ首次报道，研究组中ＴＴ基因型的
比例明显高于男性对照组，这表明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突变是导致男性不育的原因。近年来研究报告表
明［１２１３］，在不同国家的男性不育患者 ＣＴ型、ＴＴ型，ＣＴ＋ＴＴ型
或Ｔ等位基因等与对照组的分布频率差异有显著性，ＴＴ型男性
自然生育的机会在随访期间显著低于 ＣＣ型。这表明基因
Ｃ６７７Ｔ多态性与男性不育具有相关性。同时，有关研究表
明［１４１６］，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不育患者，亚甲基四氢叶

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位点不同基因型分布频率差异较大，这表明亚
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的不同基因型的分类可能与人种及国家

区域有关，具备种族地理差异，同时还有多种因素如环境因素、

饮食，习惯和营养状况也可以影响男性的生育。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育组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位点中等
位基因Ｔ频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育组四氢叶酸还原酶 Ｃ６７７Ｔ位点中基因型 ＣＣ显
著低于健康对照组，基因型ＴＴ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ＣＴ型基因型频率与健康对照组
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也印证了之前文献的说
法。本研究采取不育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有生育史的健康男

性为对照组，排除其他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的疾病因素，检测研

究中受试者的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采用ＰＣＲ反应得到Ｃ６６７Ｔ基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２１　　　·

因的基因片段，减少操作失误导致的实验偏差，提高了基因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１７１８］。不足之处在于本研究研究对象数量有

限，未通过精液检测结果将不育组进行分层研究，尚待进一步

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可能与男性不育的
发病有关，但由于男性不育受遗传、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故今后应当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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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梗阻性无精症中微小 ＲＮＡ的研究进展
邓敏　李玮
娄底市中心医院生殖中心，湖南 娄底 ４１７０００

【摘　要】　人类精子的发生在遗传学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细胞分化过程，受到来自多方面因素的影
响，其中微小ＲＮＡ（核糖核酸）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并且信使 ＲＮＡ转录后的基因调控是比较显著的特征之
一。人类非梗阻性无精症主要是由于男性睾丸中不产生精子而产生的一种不孕不育，在男性非梗阻性的无

精症众多原因中，微小ＲＮＡ的表达失控与生精功能息息相关。可见，对于微小 ＲＮＡ所起的作用进行探讨，
可以从分子层面阐述微小ＲＮＡ异常表达和调节失控与男性生殖细胞产生功能障碍的相互关联，有助于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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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阻性的无精症的相关发病机制、初步诊断和治疗手段预后判定的深入研究。

【关键词】　微小ＲＮＡ；无精症；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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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ｅｖｅ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ｓ；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不孕不育始终是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目前发病率较
高，育龄期的夫妇约有１５０％左右伴有相关的问题［１］。而其中

由于男性原因所占的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部分患者就

是患有无精症或者寡精症。无精症病因较为复杂，临床中治疗

也较为困难，目前可以依据患者的输精管道堵塞分为梗阻性的

无精症（ＯＡ）和非梗阻性的无精症（ＮＯＡ）［２］。对于每一分类的
具体病因现有研究并非很透彻，对于非梗阻性的无精症发病，

当前较多学者比较倾向于微小 ＲＮＡ的异常表达以及机体内相
关调节机制的失控，Ｗｕ［３］等曾经利用成熟和未成熟的小鼠研究
微小ＲＮＡ在其睾丸中的表达情况，研究发现约有 １９种微小
ＲＮＡ在２类小鼠睾丸中的表达情况具有较大差异，成年小鼠的
睾丸中有１４种微小 ＲＮＡ表达上调，其余５种表达下调。而随
后的研究针对猴和人类，发现随着性成熟，睾丸组织内的微小

ＲＮＡ表达逐渐增加，由此可见，微小ＲＮＡ可以显著地影响精子
的产生，非梗阻型的无精症的发生可能也与微小ＲＮＡ的异常表
达相关。本文主要针对微小 ＲＮＡ在人类精子产生中的作用以
及其异常表达与非梗阻性的无精症之间的关系做一综述。

!

　微小
$%&

结构功能概述

微小ＲＮＡ是一类自身并不含有开放阅读框架的单链小
ＲＮＡ，长度约２０ｎｔ，广泛存在于植物、人类的细胞中和病毒体内。
Ｌｅｅ［４］等曾经利用克隆法在秀丽隐杆线虫体内获得第一个Ｌｉｎ４
基因，此基因长度较小，能够调控胚胎后期的发育。后续研究

通过定点突变发现，Ｌｉｎ４并不像其他基因一样表达并编码相应
的蛋白质，而是以一种小 ＲＮＡ的形式出现，并且还能够通过不
完全互补的方式配对相对应的ｍＲＮＡ，继而抑制源基因的表达，
致使Ｌｉｎ４表达合成的蛋白质减少，此类表达抑制方式使得线
虫的幼虫从Ｌ１期转向Ｌ２期，此研究发现充分说明了微小ＲＮＡ
与生殖息息相关。后续研究也陆续发现了第二个类似的基因，

经过基因转录后同样成为小 ＲＮＡ，具有负性调节作用［５］。可

见，微小 ＲＮＡ在进化上较为保守，但是在生命起源中却发挥着
重要作用，主要依靠诱导相应的ｍＲＮＡ降解等形式抑制相关基
因的表达，继而抑制蛋白质的生物合成。所以，微小 ＲＮＡ的发
现也是对生物中心法则的重要补充和替换，促使生物遗传学专

家重新思考生物遗传调控和基因表达的方式途径。

"

　微小
$%&

与人类精子发生之间的关联

人类的成熟精子主要经历初级精母细胞到次级精母细胞

再到精细胞以及成熟的精子这一过程的发展变化，受到多种影

响因素的调控。精子的产生过程包含有丝分裂以及减数分裂

等细胞增值分化过程，微小ＲＮＡ可能依靠调控各类分裂所需基
因的表达状态，继而影响生精，具体的发挥作用途径主要是与

源ｍＲＮＡ的３’端的ＵＴＲ进行互补配对，抑制源ｍＲＮＡ的产生，
促使其降解［６］。有关研究者针对小鼠睾丸中下调的微小 ＲＮＡ
进行源基因预测研究，发现不孕者的睾丸中下调的微小ＲＮＡ所
对应的源基因出现了显著的上调，基因表达活跃，而且ＳＯＸ９能
够显著促进睾丸支持细胞的成熟，促使精子的正常生成，而源

基因中ＴＭＰ３能够显著促进组织生长分化，并且 ＧＡＤＤ４５Ｇ基
因还可以诱导相关细胞的凋亡。可见，微小ＲＮＡ能够特异性地
结合相应的信使ＲＮＡ３’端，使得源基因表达抑制，间接性地调
节下游因子的表达与翻译，最终影响精子的生成［７］。对于微小

ＲＮＡ在生精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可以利用研究所得出的调控机
制，临床生产类似的微小ＲＮＡ抑制剂，作为男性避孕药，鉴于此
类表达仅限于睾丸组织中，表达存在高度的空间性，所以临床

中副作用可能会很小，这也可能是未来避孕领域的一个发展

方向。

#

　非梗阻性的无精症与微小
$%&

之间的联系

ＮＯＡ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男性不孕症，主要特征是患者的
精液中无精子，生精上皮细胞减少但卵泡刺激素正常甚至升

高。随着临床对于ＮＯＡ的深入研究，对于相关的发病机制以及
诊断治疗都有了较为显著的进步，特别是在微小ＲＮＡ的研究领
域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将直接为ＮＯＡ发病机制的研究提供帮
助，同时也为治疗提供思路和构想路径。

３１　微小ＲＮＡ在人类睾丸中的表达
人类的睾丸基因文库内已经发现了数量庞大的微小 ＲＮＡ，

其中微小ＲＮＡ４４９ａ以及微小ＲＮＡ８９２ｂ等最为明显，呈丰富性
表达特性。虽然存在种类较多的微小 ＲＮＡ，但是特异性表达的
较为少见，Ｗｕ［８］等的研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小鼠睾丸中的微
小ＲＮＡ时发现１４０多种微小ＲＮＡ分子。对具体微小ＲＮＡ分子
的特异性表达进行分析发现，有６０％的分子并无特异性，约３５％
左右能够呈现高度表达，但是在其他组织中却呈低度性，而仅有

５％左右的微小ＲＮＡ分子呈特异性表达。这些分子都是在细胞
内进行表达，主要通过与配对的ｍＲＮＡ结合诱导其降解，从而抑
制源基因的表达，有效地抑制翻译的蛋白质生物合成。Ｔａｎｇ［９］等
通过对正常人和ＮＯＡ患者的睾丸组织所表达的微小ＲＮＡ进行
分析研究发现，ＮＯＡ患者中可见１７３种呈差异性表达的微小
ＲＮＡ分子，其中１９种出现了上调，其余则呈下调，分别选取上调
和下调的微小ＲＮＡ分子３０２ａ、４９１３ｐ和５２０ｄ３ｐ、３８３，分别对正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２３　　　·

常人和ＮＯＡ患者的睾丸组织进行 ＰＣＲ定量分析，结果仍然一
致，可见微小ＲＮＡ分子的差异性表达能够引起ＮＯＡ的发生。而
又有研究者针对具有代表性的１９ｂ和ｌｅｔ７ａ２种微小ＲＮＡ分子
进行研究，分别对正常人和原因不明的弱精症者和ＮＯＡ患者的
精液进行研究发现，２种分子的水平在ＮＯＡ患者以及弱精症者
中高于正常人群，可见这２类的微小ＲＮＡ分子在精液中是呈可
持续性的再生［１０］，并且高水平的表达还提示所研究对象患有生

精功能障碍。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微小ＲＮＡ分子在正常人群中
的每个生理阶段的表达频谱，以及微小ＲＮＡ分子对于生殖干细
胞的分化影响作用，对于分析微小ＲＮＡ分子在单个细胞中的表
达方式以及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２　微小ＲＮＡ分子与ＮＯＡ发生的关联
通过对ｌｅｔ７ａ和 ｌｉｎ４的分析研究可见，微小 ＲＮＡ分子结

构、序列和表达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同时在基因表

达的调节方面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主要途径是对 ｍＲＮＡ转录
后的过程进行调节，继而调控精子的产生［１１１２］。真核生物中，

微小ＲＮＡ分子是由ＤＮＡ编码合成，经过 ＲＮＡ聚合酶作用，启
动基因组转录，产生较长的一段起始ＲＮＡ片段。此分子片段在
ＲＮＡ酶作用下产生茎环二级结构的前体，后转运至细胞质
ＲＮａｓｅⅢ催化生成的茎环二级结构前体产生成熟体，成熟的微
小ＲＮＡ分子与微小ＲＮＡ复合体结合。微小 ＲＮＡ分子在上述
产生的结合体作用下，利用碱基互补原理与源 ｍＲＮＡ结合。若
此时结合序列并不完全互补，则 ｍＲＮＡ就不能正常翻译，从而
翻译过程被抑制；若能够完全互补配对，则源 ｍＲＮＡ就会被微
小ＲＮＡ分子所降解。还有研究发现，ＮＯＡ患者的无精症主要
在于微小 ＲＮＡ分子的异常调节，其异常表达引起生精功能障
碍［１３１５］。有关研究发现，ＮＯＡ患者睾丸中３８３分子表达水平要
比正常人明显下调。进一步的研究发现，３８３分子主要在精原
细胞阶段和初级精母细胞阶段表达，而且其调控基因为 ＩＲＦ１，
可能原因在于分子表达的下调促进了生精细胞的增值分化，而

３８３分子主要通过其基因所对应的ｍＲＮＡ３’端的ＵＴＲ片段，下
调ＩＲＦ１的基因表达，所以，当３８３分子表达下降时，源基因的表
达就会上调，使得其蛋白翻译不断升高［１６］。因此，３８３分子在
ＮＯＡ患者生精功能的调节机制为：３８３分子表达下降使得源基
因表达升高，ｃｙｃｌｉｎＤ１和ＩＲＦ１的高水平表达又抑制了３８３分子
的表达，促使了细胞由Ｇ１期向Ｓ期的转变［１７１８］。

虽然３８３分子的调控机制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是临床中针对不同的病理特点的ＮＯＡ患者睾丸，其分子表达具
有何种差异性。与正常男性相比，出现 ３８３分子差异表达的
ＮＯＡ患者中的对应ｍＲＮＡ表达有何种差异，这些问题仍然有待
于进一步的研究。

'

　结论
综上所述，微小ＲＮＡ分子的异常表达在ＮＯＡ患者发病中起

着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对微小ＲＮＡ分子的生精调控机制研究
还是表达频谱的测定，都对研究ＮＯＡ的发病原因、临床诊断和治
疗、预后判断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后期临床

中可否将微小ＲＮＡ分子的表达测定作为筛查ＮＯＡ的一项指标，
都是具有较大的研究和探索价值。随着基因遗传学的不断深入

研究，研究者们的眼光不断被引至先前不曾关注的微小 ＲＮＡ。
科学研究进入后基因时代，需要我们开拓视野，针对微小ＲＮＡ在
睾丸中的生精过程的作用进行探讨，这样可以为后期ＮＯＡ的发

病机制和病因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可能的解决途径，最终达到以

新的基因学方法来解决目前困扰全世界的男性无精症难题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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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顶体酶活性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择的
影响
温子娜　卢奋坚　段礼　董梅　贾红军　田二坡　钟影△

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男科实验室，成都 ６１００５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精子顶体酶活性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择中的影响及其意义。方法：选择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在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成都西囡妇科医院）门诊就诊的２１２０例不育
夫妇的男性，对其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和精子顶体酶活性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分为顶体酶正常组和异常组，

比较两组在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择中的差异。结果：①顶体酶活性正常组的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
百分比、精子活动率与顶体酶活性异常组相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顶体酶活性正常组和
异常组在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择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间，采用辅助
生殖技术治疗方案者的精子顶体酶活性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精子顶体酶活性正
常组与异常组之间的精液常规参数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精子顶体酶活性检测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

择的临床指导意义不明确，精子顶体酶活性异常者也能选择与正常者一致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精子

顶体酶活性在２年间呈逐年下降趋势，其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后受精结局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顶体酶；辅助生殖技术；精子；男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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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世界不育症约占已婚夫妇的１５％［１］。不育症发病

率的逐渐上升，使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ＲＴ）被广泛应用，其中精液分析也越来越受到重视。精液常规
检查是评估男性生育力最基本的方法，但其在检测中存在较大误

差，有时并不能对男性生育力做出客观判断，如将其作为ＡＲＴ治
疗方案的选择标准，则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有时需要将其与

精子功能如顶体酶活性检测相结合，才能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

本研究旨在探讨精子顶体酶活性对男性生育力评估及ＡＲＴ治疗
方案选择的影响，了解其在临床ＡＲＴ方案选择中的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
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成都西囡妇科医院）门诊接受精子顶体酶

活性检测的２１２０例不明原因不育男性，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４９
岁，主诉婚后或同居１年以上不避孕而未育，无性功能障碍病
史。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２５　　　·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收集　患者禁欲２～７ｄ，在取精室采用手淫法取
精，收集于无菌无毒带盖广口杯内，置３７℃恒温箱（ＤＨＰ９０８２，
上海一恒）中液化备用。

１２２　精液常规分析　精液液化后，严格按照《ＷＨＯ人类精
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２］的技术规范进行操作。
采用重力分析法测量精液体积、精液分析系统（ＳＣＡ，ＳＰＡＩＮ）检
测精子浓度和活力。精液参数正常值参照第５版手册标准。
１２３　精子顶体酶活性定量检测　待精液完全液化后，严格按
照试剂盒（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深圳）说明书进行操

作，其正常参考值为（４８２～２１８７）μＩＵ／１０６精子。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相关性分析采用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分析法，两组间数据比较采用ｔ检验和χ２检验，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不同精子顶体酶活性的精液常规参数差异

将２１２０例不明原因不育男性按照顶体酶活性检测结果进
行分组，以４８２～２１８７μＩＵ／１０６精子设为顶体酶活性正常组
（ｎ＝１５７１），＜４８２μＩＵ／１０６精子设为顶体酶活性异常组（ｎ＝
５４９）。正常组患者的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ＰＲ）和精
子活动率与异常组相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不明原因不育男性精子顶体酶活性
与精液常规参数分析（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浓度

（１０６／ｍｌ）
ＰＲ
（％）

活动率

（％）

正常组 １５７１ ５７２１±３３６６ａ ３６４４±１６５７ａ ５１０２±１９１４ａ

异常组 ５４９ ３９２９±３０４３ ２６５９±１６２９ ３８１０±１９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异常组比较，Ｐ＜０００１

２２　精子顶体酶活性与精液常规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将精子顶体酶活性与精液常规参数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

析，结果表明，顶体酶活性与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和

精子活动率呈正相关（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２１２０例不明原因不育男性精子顶体酶活性与精液
常规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顶体酶活性

ｒ值 Ｐ值

精子浓度　　　　　 ０３１ ＜０００１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 ０３３ ＜０００１

精子活动率　　　　 ０３７ ＜０００１

２３　精子顶体酶活性对ＡＲＴ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顶体酶活性正常组中采用体外受精（ＩＶＦ）方案者（ｎ＝

１４４７）占比 ９２１１％，采用宫腔内人工授精（ＩＵＩ）方案者（ｎ＝
１２４）占比７８９％；顶体酶活性异常组中，采用 ＩＶＦ方案者（ｎ＝

５１５）占比９３８１％，采用ＩＵＩ方案者（ｎ＝３４）占比６１９％：两组
患者在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择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１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精子顶体酶活性对不明原因不育男性ＡＲＴ
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ｎ（％）］

组别 例数 ＩＵＩ ＩＶＦ

正常组 １５７１ １２４（７８９％）ａ １４４７（９２１１％）ａ

异常组 ５４９ ３４（６１９％） ５１５（９３８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异常组比较，Ｐ＜０００１

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５年间，采用ＩＵＩ方案者的精子顶体酶活性下
降，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ＩＶＦ方案者的精子顶
体酶活性下降，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２１２０例不明原因不育男性精子顶体酶
活性（μＩＵ／１０６精子）的变化

分类 ＩＵＩ方案组 ＩＶＦ方案组

２０１４年顶体酶活性 ７８４８±３３４９ａ ８５４２±４６７８ｂ

２０１５年顶体酶活性 ６９２０±３３７７ ７２９６±４１５５

　　注：与２０１５年顶体酶活性比较，标有“ａ”项表示 Ｐ＞００５，标有“ｂ”
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

　讨论
精液常规分析是了解男性生育力最基本的方法，但其不能

客观反映精子的功能状况。精子顶体酶活性检测是评估精子

功能的一项重要指标。本研究通过比较精子顶体酶活性异常

组和正常组精液常规参数的差异，结果发现，顶体酶活性正常

组的精液常规参数高于异常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顶体

酶活性与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精子活动率均呈显

著正相关，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比及精子活动率越高，

顶体酶活性越高，提示精液常规参数与精子顶体酶活性有一定

相关性。这与刘锦宏等［３］、丁锦丽等［４］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

也可能是少弱精子症患者不育的原因之一［５］。有关研究结果

显示，男性不育症患者的精子顶体酶活性明显低于正常生育男

性［６８］。因此，项体酶活性可以作为评估精子质量的一个客观

定量指标［９１０］。

尽管本研究对象为不明原因不育男性，其精液常规检查结

果正常或轻度异常，但其精子顶体酶活性仍然存在差异，提示

精液常规参数正常并不一定代表精子质量好，顶体酶活性检测

对不明原因不育患者有意义，这也已经被国外学者［１１］认可。

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ｎ等［１２］的研究结果表明，前项体酶和顶体酶抑制剂

可以明显抑制精子穿过卵透明带，降低受精率，但精子活力和

前向运动速度并没有明显改变。

我们知道，顶体是精子头部的重要结构，占精子头部体积的

４０％～７０％，由细胞核附近的高尔基复合体形成，富含多糖和各
种水解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顶体酶。顶体酶是一种特殊的丝氨

酸蛋白水解酶，主要功能是水解卵透明带，使精子与卵子结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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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受精过程。顶体酶活性低下会影响精子分解卵丘和穿过透

明带，从而影响受精［１３］。顶体酶活性检测在辅助生殖中的意义

已经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郭小桥等［１４］的研究结果显示，精子

顶体酶活性可能是预测男性生育力的良好指标之一，但预测ＩＶＦ
结局的价值较低。本研究结果表明，顶体酶活性正常组和异常组

在ＡＲＴ治疗方案选择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精子顶体酶活性
异常者也能选择与正常者一致的ＡＲＴ治疗方案，提示精子顶体
酶活性检测对ＡＲＴ治疗方案选择的临床指导意义不明确。

本研究结果还提示，在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间，无论是采用
ＩＵＩ方案者还是采用 ＩＶＦ方案者，精子顶体酶活性均呈下降趋
势，特别是在采用 ＩＶＦ方案者中，顶体酶活性的下降具有统计
学意义。Ｈｅｎｋｅｌ等［１５］对１１４名接受 ＩＶＦ治疗的男性的精子顶
体酶活性与ＩＶＦ受精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该顶体酶活性
能够反映精子的受精潜力，还有一些学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

论［１６１７］。由此可见，精子顶体酶活性在受精过程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虽然在接受ＡＲＴ治疗的患者中，精子顶体酶活性逐
年下降，但其对ＡＲＴ治疗后受精结局的影响尚不清楚，还有待
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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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型圆头精子症患者精子形态、ＤＮＡ碎片指数
和精液常规参数分析
徐立奇　任胜强　梁宇　李春强
解放军第１１３医院泌尿外科生殖中心，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部分圆头精子症患者的精子形态、ＤＮＡ碎片指数和精液常规参数进行分析，研究
ＤＮＡ碎片指数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方法：将２０１６年１月 ～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解放军第１１３医院泌尿外
科生殖中心进行不育症检查的１５５例患者纳入研究。按照是否患有部分型圆头精子症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８３例患者，对照组７２例患者。检测形态正常精子率、精子总数、精子前向活动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ＰＲ）、非前向活动率（ｎ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ＮＰ）、不活动率（Ｉｍｍｏｔｉｌｅ，Ｉｍ）、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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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ＤＦＩ）和核精蛋白色霉素３（ＣｈｒｏｍｏｍｙｃｉｎＡ３，ＣＭＡ３）染色阳性率（％）。结果：两组患者
相比，观察组患者形态正常精子率、ＰＲ和ＮＰ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Ｉｍ、ＤＦＩ和ＣＭＡ３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ＤＦＩ与Ｉｍ及ＣＭＡ３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均Ｐ＜００５）；与形态正常精子率、ＰＲ、ＮＰ均呈负相关（均Ｐ＜
００５）。结论：ＤＦＩ是反应部分型圆头精子症患者精子功能的重要标志物，与精子染色质异常密切相关。

【关键词】　部分型圆头精子症；精子ＤＮＡ碎片；精液常规参数；核精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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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ｇｌｏｂ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ｒｏｔａｍｉｎｅ

　　圆头精子症是一种较为罕见的畸形精子症，其在不育症患
者中的发生率一般不超过０１％。圆头精子症分为两型，Ⅰ型
为顶体完全缺失的完全型圆头精子症，Ⅱ型为顶体部分缺失的
圆头精子率在２０％ ～９０％之间的部分型圆头精子症［１］。圆头

精子症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与正常精子相比其主要形态特征

有圆形头部、顶体缺失、圆形细胞核、无顶体后环以及卷曲尾

部［２］。有关研究发现，圆头精子症患者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远
超正常男性，而ＤＮＡ碎片的主要来源可能是圆头精子中的异常
染色质，例如ＤＮＡ链断裂、核精蛋白１／核精蛋白２（Ｐｒｏｔａｍｉｎｅ１／
Ｐｒｏｔａｍｉｎｅ２）比例异常等［２］。异常染色质对外界影响如活性氧

的刺激的抵抗力更弱，容易引发ＤＮＡ破碎。精子是重要的遗传
物质，圆头精子携带的异常染色质是造成不育、孕早期流产、胎

儿畸形及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重要原因。本研究通过对部分型

圆头精子症患者精子形态、ＤＮＡ碎片指数及精液常规参数进行
分析，研究ＤＮＡ碎片指数与其他指标之间的相关性问题。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及分组

将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期间在我科进行不育症检查
的１５５例患者纳入研究。患者均为男性，年龄范围２３～３７岁，
年龄（３３４±６６）岁。纳入标准：婚后同居时间超过１年，夫妻
生活正常，未采取避孕措施。排除标准：完全型圆头精子患者。

按照是否患有部分型圆头精子症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８３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６岁，年龄（３２７±５８）
岁；对照组 ７２例患者，年龄范围 ２５岁 ～３７岁，年龄（３３８±
７１）岁。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患者对本研
究的目的和意义表示理解，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精液常规检查
精液标本采集前，患者均禁欲２～７ｄ，通过手淫留取精液，

标本采集后立即置入３７℃温箱液化，之后根据《ＷＨＯ人类精液
检验和处理实验室手册》［３］在１ｈ内检测各类指标。对标本进
行巴氏染色后拉膜涂片，通过显微镜（德国Ｚｅｉｓｓ公司）观察２００
个精子以进行精子形态检查，计算形态正常精子率。对精子总

数、精子前向活动率（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ＰＲ）、非前向活动率
（ｎｏｎ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ＮＰ）、不活动率（ｉｍｍｏｔｉｌｅ，Ｉｍ）等常规指
标采用ＣＡＳＡ计算机精液分析系统（ｗＬ９００，北京伟力新世纪科
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采用吖啶橙染色法对精子 ＤＮＡ染色，
吖啶橙与单链ＤＮＡ结合后发出红色或黄色荧光，与双链 ＤＮＡ
结合发出绿色荧光，通过流式细胞仪（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美国 ＢＤ公
司）设门后对染色好的样品进行检测，采集１００００个精子，计算
其中红黄色荧光精子的百分比，即为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ｉｎｄｅｘ，ＤＦＩ）。核精蛋白检测采用精子色霉素３（ｃｈｒｏｍｏ
ｍｙｃｉｎＡ３，ＣＭＡ３，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检测试剂对样本进行染色后
进行检测，连续计数２００个精子，计算其中ＣＭＡ３阳性精子所占
比例，即为ＣＭＡ３阳性率（％）。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精子 ＤＦＩ与精子密度、活力、形态等常规
参数及其相关性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各项检查指标结果比较，精子总数和精子密度２

项指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形态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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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精子率、ＰＲ及ＮＰ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Ｉｍ、ＤＦＩ及 ＣＭＡ３阳性率均高
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观察组患者 ＤＦＩ与 Ｉｍ及 ＣＭＡ３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Ｐ＜００５）；与形态正常精子率、ＰＲ、ＮＰ呈负相关（Ｐ＜
００５）；与精子总数及精子密度之间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精液各项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形态正常

精子率（％）
精子总数

（Ｍ／Ｅｊａｃ）
精子密度

（×１０６／ｍｌ）
ＰＲ
（％）

ＮＰ
（％）

Ｉｍ
（％）

ＤＦＩ
（％）

ＣＭＡ３阳性率
（％）

观察组 ８３ １８±０７ ９２４±１３６ ５５８±２５１ ２５２±６４ １０１±４２ ６３１±１２７ ３３２±１０８ ４８９±６１

对照组 ７２ ９５±２１ ９５６±１０７ ６７３±３０４ ４２２±１０８ １９６±８４ ３６２±９７ １４９±８６ ３１８±２５

ｔ值 ３１４６４ １６１０ １４５８ １２１０２ ９０８１ １４６４３ １１５４７ ２２１５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９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ＤＦＩ与各项指标相关性分析

统计量 形态正常精子率 精子总数 精子密度 ＰＲ ＮＰ Ｉｍ ＣＭＡ３阳性率

ｒ值 －０４２２ ０６３２ ０５３３ －０７８３ －０６３８ ０６６８ ０８０２

Ｐ值 　００３１ ０３２６ ０４９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６

#

　讨论
圆头精子症是一种比较罕见的不育症，主要表现为精子发

育异常，如前所述可以分为完全型和部分型２种类型［４］。部分

型圆头精子症与完全型圆头精子症的精子结构类似，特点是头

部呈圆形，顶体薄、体积小，或呈泡状、无内容物、电子密度低

等［５６］。顶体结构内含有顶体酶，在精子与卵子结合过程中发

挥重要作用，圆头精子与正常精子相比缺乏或仅残留部分顶体

结构，不能在顶体酶作用下通过透明带与卵母细胞结合，进而

造成患者不育［７］。单精子卵浆内注射等生殖助孕技术的出现

为圆头精子症患者带来了福音，但即使有这些技术的帮助患者

发生受精障碍或胚胎发育出现障碍的可能性仍然很高。因此，

进一步探寻本病的发病原因就显得尤为重要［８］。目前，圆头精

子症的具体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部分研究者尝试从病理生

理学的角度探寻圆头精子症的发病机制，结果表明，与正常生

育能力者相比，圆头精子症患者生理、心理发育状况及体内激

素水平均无明显异常［９］。有关研究者尝试从遗传学角度解决

问题，认为ＳＰＡＴＡ１６，ＤＰＹ１９Ｌ２及 ＰＩＣＫ１等基因与精子顶体骨
架形成、高尔基体组装、线粒体呼吸等功能密切相关，因此可能

是圆头精子的致病基因［１０］。也有研究者认为，圆头精子的出现

与上述基因缺陷无关，圆头精子大量出现与ＤＮＡ损伤所造成碎
片化现象密切相关［１１］。当精子染色质中替代组蛋白的精核蛋

白发生缺陷时，可以造成肽链间二硫键形成障碍，使得精子染

色质结构松散而对外界刺激抵抗力下降，进而使ＤＮＡ易受损害
而出现碎片率升高的现象［１２］。此外，精子运输过程可以吸引白

细胞聚集并生成大量活性氧，使得ＤＮＡ损伤进一步加重［１３］。

按照圆头精子在精液中的比例不同，患者不育风险高低也

不同。在正常男性精液中圆头精子所占比例一般在 ０５％左
右，而不育症患者精液中圆头精子可达 ２３％左右［１４］。李婷

等［１５］的研究表明，部分型圆头精子患者精子活动率、ＰＲ及形态
正常精子率远低于非圆头精子症的不育症患者，且这些参数与

精子畸形率呈正相关关系。这与本研究所得结果基本一致。

我们发现，圆头精子症患者精子总数和精子密度虽然低于其他

类型不育症患者，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患者精子常规检查

异常主要表现为精子活动能力下降且与精子 ＤＦＩ水平呈负相
关，这说明精子ＤＦＩ现象可能是造成圆头精子受精能力异常的
主要原因。

有关研究认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接受高辐射、从事高温

作业、久坐等，可能是发生圆头精子症的危险因素［１６］。正常精

子染色质中的ＤＮＡ链紧密结合，可以抵抗外界有害刺激的破坏
作用，维持双链结构稳定，圆头精子染色质存在异常，对外界有

害刺激易感性可能较高。ＣＭＡ３是一种荧光染料，能够与 ＤＮＡ
双链中的鸟嘌呤胞嘧啶碱基对特异性结合，可以用来检测染色
质的包装质量，间接反映精子中核精蛋白或一般细胞中组蛋白

的功能状态［１７］。有关研究表明［１８］，圆头精子症精液中 ＣＭＡ３
染色阳性精子数远超正常精液。本研究中，圆头精子 ＤＦＩ及
ＣＭＡ３水平较其他不育症患者均有增加，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这说明圆头精子染色质由于核精蛋白功能存在异常导致

ＤＮＡ双链暴露，易受外界刺激而断裂导致碎片化，这种碎片化
又导致了精子活动能力的降低。

综上所述，圆头精子症的发病原因可能在于外界环境作用

下所导致的ＤＮＡ损伤，而ＤＦＩ是反应部分型圆头精子症患者精
子功能的重要标志物，与精子染色质异常密切相关，检测ＤＦＩ水
平有助于对男性生育功能进行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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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阳痿这一疾病困扰广大男性，青年阶段频发，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本文从现代医学
研究和中医古籍医论２个方面对青年男性阳痿的病因病机进行归纳与总结。现代医学将青年男性发生阳
痿的病因病机概括为性生活频繁、心理压力增加、饮食谱的改变等因素；中医学将青年男性阳痿的病因病机

概括为房事不节、饮食不节、情志不畅等导致的肾阴亏虚，命门火衰，肝气郁结、肝经湿热下注、心气不足、心

火闭塞、脾胃不振等。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传统中医理论都认为，青年男性阳痿的病因病机与生活习惯、情

志因素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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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ｑｉａｎｄ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ｈｅａｒｔｑｉ．Ｎｏｍａｔｔｅｒｆｒｏｍ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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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Ｙｏｕｎｇｍａｌ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夫婚姻养育者，人伦之本，王化之基。”［１］和谐的夫妻生活
是幸福婚姻与优生优育的基本条件，而阳痿这一疾病，困扰着

广大男性，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对其自身的幸福及与伴

侣的关系产生不良的影响。在现代医学中，阳痿又称勃起功能

障碍，是指性交时阴茎不能勃起或勃起不坚或勃起不能完成性

交。其病因主要包括心理因素［２］、血管疾病［３４］、阴茎病变［５６］、

神经内分泌紊乱［７］等。在传统医学中，阳痿又称“阴痿”“筋痿”

等。阳痿中医病机复杂，以肝、脾、心、肾及气血功能失调，冲、

任、督、带损伤为主，其主要病因包括劳伤久病、饮食不节、七情

所伤、外邪侵袭。

传统观念认为，年龄与阳痿的发生密切相关，４０岁左右的
男性阳痿发病率大概占男性的２０％。早在《黄帝内经》［８］中就
已经指出：“丈夫……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

故能有子……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

面焦，发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

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今五脏皆衰，筋骨解堕，天

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重，行步不正，而无子耳。”这说明男性

年龄与肾气充盈程度与生殖能力的关系。同时，由于其他疾

病，如糖尿病、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等因素使得阳痿发病率随

着年龄增加［９］。然而，目前发现全球青壮年男性的阳痿发病率

正与日俱增［１０］，就国内男性阳痿的发病年龄也主要集中在３０
岁～４９岁［１１］，多数为青年阶段。显而易见的是，这类人群发生

阳痿的病因病机还存在其他致病因素和发病机制，本文将从现

代医学和中医古籍医论２个方面对青年男性阳痿的病因病机进
行归纳与总结。

!

　现代医学相关的病因病机
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压力增大，各种不良生活习惯对人们的

身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有着较为严重的精神压力［１］、吸

烟［１２］、饮酒、暴饮暴食、嗜食甘肥厚腻、缺乏运动等不良习惯的青年

的男性，阳痿的发病率显著高于无上述不良嗜好者［１３１４］。

１．１　精神压力
目前，已有大量研究证实了精神因素与男性性功能之间的

关系［１５１６］。美国一项研究发现［１］，患有阳痿的青年男性具有的

共同特征主要为：①年龄１６～３５岁；②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脂
血症、神经损伤，有骨盆或者腹膜后手术；③有精神疾病诊断，
如焦虑、抑郁、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躁郁症等；④下尿路症
状；⑤盆腔或生殖器疼痛；⑥睡眠不足、失眠；⑦高压力工作；⑧
人际关系障碍；⑨焦虑表现；⑩不服从；瑏瑡精神紧张；瑏瑢过度专
注于身体疾病；瑏瑣对治疗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等。现代医学认
为，非器质性阳痿往往是一种精神紧张导致的心理性疾病。人

类性和勃起是受大脑中下丘脑、边缘系统和大脑皮层等多个区

域控制，刺激或者抑制的信号都会传到相关的脊髓勃起中枢从

而起到促进或者抑制勃起的作用［１７］。有２种机制可以解释心
理障碍引起的勃起障碍：通过扩大大脑对正常骶上神经抑制作

用和增强交感神经电流或增加外围儿茶酚胺水平均能够直接

抑制脊髓勃起中枢，从而增加阴茎平滑肌张力，并阻止勃起器

官进行适当的放松［１８］。动物研究证实，刺激交感神经或者注射

肾上腺素都具有对阴茎消肿的作用［１９２０］。临床实验发现，心理

性阳痿患者的血清去甲肾上腺素明显高于正常者和血管源性

阳痿患者［２１］。焦虑、抑郁和压力能使大脑产生影响神经系统的

化学物质并导致神经内分泌变化［２２２３］。所以，改变神经生物学

可能有助于改善勃起功能。压力和焦虑导致肾上腺素的产生，

并且增加了交感神经兴奋，使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紧缩，无法放

松，导致勃起功能障碍［６７］。最终又可能由于无法获得刚性起

搏加重患者焦虑感，形成恶性循环。

１．２　不良生活习惯
众所周知，不良生活方式是影响勃起功能的重要因素之

一。暴饮暴食、高脂高糖饮食、缺乏运动等不良生活习惯所造

成的超重、肥胖与阳痿的发生密切相关［２４］。美国卫生专业人士

随访研究纳入３１７２４例无阳痿的男性，并对其进行长期随访，
最终的研究结果显示，发生阳痿的男性中４０％的发病因素与肥
胖密切相关［２５］。多项长达５年至２５年的前瞻性的随访研究结
果表明，超重或肥胖的男性阳痿的发病率均显著高于正常体重

男性，大约高出７０％至９６％甚至更高［２６２８］。有关研究发现，进

行体育锻炼的男性比久坐不动的男性患阳痿的风险明显下降

３０％；同时，在控制体育活动和其他健康相关因素之后男性患阳
痿的发病率仍然与久坐（每周久坐超过２０小时）密切相关［２９］。

除不良饮食习惯外，现已证实，吸烟也是导致阳痿的主要危险

因素之一，二手烟也能增加阳痿的发生率［２２］。２００３年，美国卫
生专业人士随访研究就已经发现，吸烟与阳痿的发生率有关，

吸烟者较未吸烟者发生阳痿的风险增加了３０％［２１］。该结果于

２００６年被一项历经１４年随访、共纳入２２０８６例参与者的研究
进一步认证并公布于众［３０］。

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高糖高蛋白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吸

烟，能够使体内形成一种促炎环境，随之机体出现血浆同型半

胱氨酸增多、氧化应激反应、内皮细胞功能紊乱、胰岛素抵抗、

睾丸酮低下、一氧化氮的生物利用度下降，损伤人体性器官，最

终导致性功能下降［３１３２］。有关研究发现，高血糖持续刺激可以

诱导血管平滑肌细胞增生［３３］、凋亡［３４］，使得阴茎海绵体动脉硬

化，阴茎海绵体组织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活性降低［３５］，促使阳

痿的发生发展。孙臣友等人［３６］的研究发现，高糖高蛋白饮食引

起的高血糖症者的睾丸精原细胞线粒体呈空泡样变，管腔内精

子数量减少，阴茎平滑肌细胞数量数量减少，纤维结缔组织密

度增加，认为这些可能是造成阳痿的原因。

"

　中医古籍医论中的“阳痿”病因病机
张介宾在《景岳全书》［３７］首次提出“阳痿”一词。张氏认

为，阳痿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阳气所

致；亦有因湿热炽盛，以致宗筋弛缓；思虑、焦劳、忧郁太过、凡

惊恐不释者，亦会导致阳痿。王琦教授［３８］认为，阳痿等男科病

的主要病因是湿、寒、热、邪，多为生活所伤，内伤七情。病机上

以肝、脾、心、肾及气血功能失调，冲、任、督、带损伤为主。本文

主要从生活所伤及内伤七情２个方面对肾、肝、脾、心的影响进
行归纳总结。

２．１　从肾论
肾者，为先天为本，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聚真阴而寓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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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诸病源候论·虚劳阴萎候》［３９］曰：“肾开窍于阴，若劳伤

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萎弱也。”《景岳全书》认为，凡男性阳

痿不起，多是由于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所致。可见，肾虚在阳痿

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傅山在《傅青主男科》［４０］中讲到，阳

痿乃平日消耗过多，日泄肾中之水，而同时使肾中之火亦因之

而消亡。清代医家陈士铎也认为，五脏充盛，肾精方可施泄，但

若斫伤太早，极意房帏，则可致天癸戕伐，肾元虚惫，茎疲精匮。

可见，阳痿不振可因过于色欲，日泄肾中真阴之水，而致肾中真

阳之火消亡、命门火衰、阳痿不举。

除此之外，《古今医案按·阳痿》［４１］指出了阳痿与先天禀

赋不足的关系。其曰：“壮年无病而阳痿，其人多夭，少年虚损

而阳痿，其死立至，皆由肾间动气早衰也。动气即命门真火，所

以生长元气，煦燠元阴，故气曰阳气，精曰阳精，其盈亏俱得于

先天，盈者虽斫丧而无伤，亏者虽葆养而不足，并非药石所能扩

充。”《景岳全书》指出了阳痿与七情中惊恐之间的关系，对应内

经中“恐伤肾”的说法，其云：“凡惊恐不释者，亦致阳痿……又

或于阳旺之时忽有惊恐，则阳道立痿，亦其验也。”

先天不足、淫欲过度、或受惊恐皆可引起肾虚阳痿，但肾虚

并非独阳亏虚，实为肾阴不足，阴阳难以互生所致。亦可由虚

致郁，如《明医杂著·男子阴萎》［４２］中记载“男子阴痿不起……

然亦有郁火甚而致痿者，经云壮火食气。譬如人在暑热而倦怠

痿弱，遇冬寒而坚强也。予尝亲见一二人，肾经郁火而有此症，

令服黄柏、知母清火坚肾之药而效，故须审。”因此，不能妄投

桂、附、锁阳 、苁蓉，以免徒助邪火煎熬真阴。

２．２　从肝论
肝者，将军之官，魂居之，主筋，前阴为宗筋之所聚。且肝

之疏泄，济肾之闭藏，又足少阴肾经从肾上贯肝，与肝相络，结

于阴器。肝肾二者相辅相成，故相火之萌动，皆与肝气有关。

《灵枢·本神篇》［４３］指出：“肝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忘不

精，当人阴缩而挛筋。”叶天士认为青壮年多因纵欲过度耗伤肝

肾所致阳痿，他在《临症指南医案·阳痿》［４４］中指出：“男子以

八为数。年逾六旬。而阳事痿者，理所当然也……若夫少壮及

中年患此，则有色欲伤及肝肾而致者，先生立法，非峻补真元不

可。”可见，肝在维系男性之生殖与生理功能上的重要作用。

肝主疏泄，喜条达而恶抑郁，故易因情志不舒而生郁，凡病

如气结、痰饮、虚损、血凝等皆肝气之不能舒畅所致，或肝虚而

力不能舒，或肝郁而力不得舒，日久遂气停血滞，水邪泛滥，火

势内灼而外暴。肝胆相表里，其性刚而相火内寄，故多实证、热

证、阳证，如肝郁气滞、肝胆湿热等证。《素问·痿论》曰：“肝气

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发为筋痿。”“经筋之病，热则筋纵不

收，阴痿不用。”《素问·经筋篇》中也提出肝气郁结、肝血不足、

肝气横逆、肝经湿热、寒凝肝脉等皆可致阳痿。《慎
#

遗书》［４５］

中所言“阳痿，少年贫贱人犯之，多属于郁，宜逍遥散以通之”，

明确指出阳痿与七情内伤中肝郁气滞的关系。

２．３　从脾胃论
胃为水谷气血之海，主化营卫而润宗筋，生气血而养肝肾。

《黄帝内经太素·带脉》［４６］曰：“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也，主润

宗筋。”《古今医案按·阳痿》曰：“又考宗筋聚于前阴，前阴者，

足之三阴及阳明、少阳、冲、任、督、跷九脉之所会。而九脉之

中，阳明为之长。”《内经》云：“阳明者，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

筋，所以胃强善啖之人，其于欲事必强；反是则痿而不举或举而

不坚：是胃气能为肾气之助。”《辨证录》［４７］云：“人有精薄、精

冷，虽亦能交接，然半途而废，或临门即泄，人以为命门之火衰，

谁知是脾胃之阳气不旺乎。”可见，阳痿之症亦可由脾胃阳气衰

弱所致。

李东恒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若饮食不节，则脾气

受伤，脾胃一伤，则纳化皆难，元气斯弱，百邪易侵。脾胃失常，

而后气血生化受阻，宗筋失润，故而阳痿。除饮食不节可致阳

痿之外，思虑过度、劳倦过甚亦可致阳痿。《景岳全书》曰：“凡

思虑焦劳，忧郁太过者，多致阳痿……若以忧思太过，易损心

脾，则病及阳明冲脉，而水谷气血之海必有所亏，气血亏而阳道

斯不振矣。”

２．４　从心论
心，君主之官，一身五脏六腑之大主。神至心必至，心住神

亦住。神生于肾中精气，上归于心，心乃居神之物，惟火为之，

所谓君火，君火以照临十二官，为生之本、荣之居。《石室秘录

·本治法》［４８］曰：“治肾方者，精滑梦遗，与见色倒戈，则关门不

守，肾无开合之权矣。谁知皆心主之虚，而相火夺权，以致如

此。”《辨证录》曰：“人有交感之时，忽然阴痿不举，百计引之，终

不能鼓勇而战，人以为命门火衰，谁知是心气之不足乎。凡入

房久战不衰，乃相火充其力也。阴痿不举，自是命门火衰，何谓

是心气不足？不知君火一动，相火翕然随之，君火旺而相火又

复不衰，故能久战不泄。否则君火先衰，不能自主，相火即怂恿

于其旁，而心中无刚强之意，包络亦何能自振乎。故治阴痿之

病，必须上补心而下补肾，心肾两旺，后补命门之相火，始能起

痿。”陈氏认为，心气不足、抑郁忧闷所致的心火抑郁、心包闭

塞，以及心包火衰皆可致痿。

心为君主之官，神明所出焉，心主神志，故凡忧愁思虑皆可

损伤心气、闭塞心火。《经》曰：“二阳之病发心脾。”《沈氏女科

辑要·月事不来》［４９］曰：“二阳之病发心脾者，阳明为多血之

经，血乃水谷之精气，借心火煅炼而成，忧愁思虑伤心，困及其

子，不嗜饮食，血无以资生，阳明病矣。”可见，情志因素与饮食

因素在维系心脏正常功能的重要性。七情内伤、饮食不节皆可

致心气不足、心包闭塞，甚至心包火衰，从而君火不足以引动相

火而发阳痿。

#

　结语
从现代医学角度可以将青年男性发生阳痿的病因病机概

括为，由于性生活频繁、心理压力增加、饮食谱的改变等因素使

机体出现内分泌失调、微循环功能紊乱、激素水平下降等症状，

最终导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中医学将青年男性发生阳痿的

病因病机概括为由于房事不节、饮食不节、情志不畅导致以肾

阴亏虚，命门火衰，肝气郁结、肝经湿热下注、心气不足、心火闭

塞、脾胃不振为主因的阳痿。可以看出，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

传统中医学理论，都认为青年男性阳痿的病因病机与生活习

惯、情志因素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生活压力不断

增加，饮食结构急剧改变，年轻男性应该加强自我约束，增加科

学锻炼，主动调整身心状态，树立健康的生活习惯，如此才能有

效预防此类疾病的发生。临床上，医者也应当辨证论治，把握

病因病机，方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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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２０２８０７）；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胡随瑜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国中医药

人教发（２０１４）２０号］；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科研项目（２０１２１３３）
【第一作者简介】王胜（１９９２—），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中西医结合男科

Δ【通讯作者】罗杰坤（１９７０—），男，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ｕ
ｏｊｋ４３１４１３１＠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０ ·男科与性医学·

阴茎层次训练法治疗早泄的临床观察
王胜　邱新建　何振宇　王东生　唐涛　李云辉　张春虎　罗杰坤Δ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８

【摘　要】　目的：观察阴茎层次训练法治疗早泄的疗效。方法：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门
诊随机选取６４例早泄患者，将其分为阴茎层次训练组和达泊西汀组，各有３２例，治疗４周，记录治疗前后的
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ＥＬＴ），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ＣＩＰＥ５）评分。结果：１０例患者中途退出研究。
５４例随访患者中，阴茎层次训练组２９例，达泊西汀组２５例。阴茎层次训练法显著增加了患者 ＩＥＬＴ［从
（０８９±０７５）ｍｉｎ增至（３１２±２３９）ｍｉｎ］和ＣＩＰＥ５评分［从（８９５±３２６）分增至（１８１６±５２７）分］，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阴茎层次训练法可以有效延长性生活时间，治疗早泄。

【关键词】　早泄；阴茎层次训练法；达泊西汀；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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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是一种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经常表现为阴茎插入
阴道１分钟左右射精，或者阴茎插入阴道后，没有延长射精的能
力［１］。目前，国内外治疗早泄的药物以达泊西汀［２３］为主，药物

副作用大，暂未被早泄患者广泛接受。早泄患者更容易接受一

种行之有效的自然的解决办法，而不是每次性生活之前都必须

服药的权宜之计。为此，本课题组总结了一种延长性生活时间

的训练方法，现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在我院中西医结合男科门
诊就诊的６４例早泄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
分为阴茎层次训练组和达泊西汀组，每组３２例。阴茎层次训练
组患者年龄（２７３３±８２９）岁，病程（７２１±４３２）年；达泊西汀
组患者年龄（２６４７±９２９）岁，病程（６３８±３７５）年：两组患者
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标准
患者纳入标准如下：①符合美国精神病协会《精神疾病诊

断和统计手册第４版（ＤＳＷＩＶ）》［２］的原发性早泄诊断标准，并
且患者第一次性经历时就发病，以后的性生活依然如此，射精

潜伏期短于２ｍｉｎ者（采用秒表计时）；②年龄１８岁以上，外生
殖器发育正常，无包茎，无明显包皮过长，勃起功能正常；③已
婚或有固定性伴侣，有比较稳定和规律的性生活；④自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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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观察并能坚持完成疗程。

１３　排除标准
患者排除标准如下：①合并有勃起功能障碍或其他性功能

障碍；②有泌尿生殖系统外伤史及感染史；③配偶有性功能障
碍；④合并前列腺炎和心理疾病。
１４　治疗方法
１４１　达泊西汀　患者于性交前１～２ｈ口服达泊西汀３０ｍｇ
（德国ＪａｎｓｓｅｎＯｒｔｈｏＬＬＣ，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５０５６３），２５０ｍｌ温水送
服。

１４２　阴茎层次训练　第一阶段：①勃起后自慰；②注意力集
中在阴茎和龟头上，熟悉阴茎和龟头被手摩擦刺激的感觉，并

计算次数，到有射精冲动时停止刺激；③有射精冲动时（不能有
性幻想），吸气收腹，分散注意力，在周围环境中找到３种颜色、
３个图形；④射精冲动感消失后，继续自慰；⑤射精前自慰按摩
至少到５００次，次数达到１０００次为满意，每周约２次。第二阶
段：①勃起后自慰采用润滑油；②注意力集中在阴茎和龟头上，
熟悉阴茎和龟头被摩擦刺激的感觉，并计算次数，到有射精冲

动时，停止刺激；③到有射精冲动时（不能有性幻想），吸气收
腹，分散注意力，找到３种颜色、３个图形；④射精冲动感消失
后，继续自慰；⑤射精前自慰至少到５００次，次数达到１０００次为
满意，每周约２次。有能够控制射精的体会时，可以进行第三阶
段的练习。第三阶段：①勃起后自慰采用润滑油，看刺激的图
片和电影；②注意力尽量集中在阴茎和龟头上，熟悉阴茎和龟
头被摩擦刺激的感觉，并计算次数，到有射精冲动时，停止刺

激；③到有射精冲动时（不能有性幻想），吸气收腹，分散注意力，
找到３种颜色、３个图形；④射精冲动感消失后，继续自慰；⑤射
精前自慰至少到５００次，次数达到１０００次为满意，每周约２次。
能够控制射精时，可以进行性生活。第四阶段：①插入阴道后注

意力一直集中在阴茎和龟头上，体会阴茎和龟头被摩擦刺激的感

觉，并计算次数，到有射精冲动时，停止刺激；②到有射精冲动时
（不能有性幻想），吸气收腹，分散注意力，找到３种颜色、３个图
形；③射精冲动感消失后，继续性生活，每周约２次。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共有２项：①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②中国早泄患
者性功能评价表ＣＩＰＥ５。达泊西汀组：观察性交前坚持服用达
泊西汀２月患者的ＩＥＬＴ和ＣＩＰＥ５。阴茎层次训练组：观察进入
第四阶段２周后患者的ＩＥＬＴ和ＣＩＰＥ５。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数据以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配对样本进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随访情况

纳入研究的早泄患者６４例中，１０例患者因为未到随访时
间、夫妻两地分居以及妻子怀孕等原因中途退出。５４例随访患
者中，阴茎层次训练组２９例，达泊西汀组２５例。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比较

阴茎层次训练组患者治疗前射精潜伏期时间为（０８９±
０７５）ｍｉｎ，治疗后时间为（３１２±２３９）ｍｉｎ，达泊西汀组患者治
疗前射精潜伏期时间为（０９３±０５１）ｍｉｎ，治疗后时间为（２８１
±１６９）ｍｉｎ，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射精潜伏期时间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茎层次训练和达泊西汀均可以延长
早泄患者的射精潜伏期，治疗前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阴茎层次训练组和达泊西汀组比较，其射精潜伏期时
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ＥＬＴ比较（ｍｉｎ，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１ｍｉｎ １～２ｍｉｎ ２～５ｍｉｎ ＞５ｍｉｎ 平均射精潜伏期（ｍｉｎ）

阴茎层次训练组 ２９ 治疗前 １９ ８ ２ ０ ０８９±０７５

治疗后 ５ １３ ６ ５ ３１２±２３９ａ

达泊西汀组　　 ２５ 治疗前 １７ ７ １ ０ ０９３±０５１

治疗后 ６ １２ ４ ３ ２８１±１６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ＩＰＥ５比较
阴茎层次训练组，治疗前ＣＩＰＥ５评分为（８９５±３２６）分，治疗

后评分为（１８１６±５２７）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达
泊西汀组，治疗前ＣＩＰＥ５评分为（９３１±２１３）分，治疗后评分为

（１７５４±６４７）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茎层次
训练和达泊西汀均可以延长早泄患者的ＣＩＰＥ５，两组各自治疗前
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之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ＩＰＥ５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５～９分 １０～１３分 １４～１８分 １９～２５分 平均ＣＩＰＥ５

阴茎层次训练组 ２９ 治疗前 １８ １１ ０ ０ ８９５±３２６

治疗后 ２ ６ １１ １０ １８１６±５２７ａ

达泊西汀组　　 ２５ 治疗前 １５ １０ ０ ０ ９３１±２１３

治疗后 ２ ４ １２ ７ １７５４±６４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３５　　　·

#

　讨论
早泄是一种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疾病，在１８岁 ～６５岁

男性中其发病率约为２０％ ～３０％，但只有很少的患者（９％）寻
求治疗［４］。既往认为，焦虑、抑郁、紧张、不安等心理因素是导

致早泄的重要因素。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于早泄的认

识越来越全面。现代医学认为，早泄除了与心理因素相关外，

还与器质性因素相关，如射精中枢对射精过程的调控失常；阴

茎背神经感觉阈值明显低于正常人；阴茎感觉通路兴奋性明显

增高等［５７］。

早泄的治疗方法有药物治疗、手术治疗 、心理治疗和行为

治疗等［８］。药物治疗是早泄最常见的治疗方式。选择性５羟
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能够激活不同的５ＨＴ受体亚型，抑
制突触前膜的５ＨＴ再摄取部位，提高突触间隙的５ＨＴ浓度，
激活突触后膜相关的５ＨＴ受体，提高将射精阈值，从而起到延
迟射精的作用［９］。常用药物有达帕西汀、舍曲林、氟西汀

等［８１０］。口服抗抑郁药物治疗经常会有不良反应，主要包括乏

力、嗜睡、恶心、干呕、口干、腹泻和出汗［１０１１］。外用药物如麻醉

乳膏也可以用于早泄治疗，但可能会引起阴茎感觉麻痹，性伴

侣由于药物的吸收而出现阴道感觉麻木，严重影响性生活质

量［１２］。外科手术治疗如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可以降低阴茎头的

敏感性，提高射精刺激阈，延缓射精［１３］。但是，手术治疗是一种

侵入且不可逆的治疗方法，仍然缺乏大样本的研究，尚需要进

一步的临床研究验证其疗效［１４］。

大多数心理学研究认为，焦虑是促成早泄的主要因素之

一。心理治疗虽然可以实施，许多证据表明心理治疗结合药物

治疗对早泄具有明确疗效，但单一的心理治疗对早泄患者的有

效性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１５］。

早泄的性行为治疗包括增加射精频率、Ｍａｓｔｅｒｓ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
提出男下女上的姿势、停止及再开始（ｓｔｏｐａｎｄｓｔａｒｔ）射精、挤压
法、骨盆底肌肉收缩运动等［１６］。延长性交时间的能力可以通过

自身反复实践上述性行为而获得提高，也可以在专科医师的指

导下，不断增加性经验和改进技巧，熟练控制兴奋和冲动以延

长性交时间，这些技巧的训练均可以归类为性行为治疗。

Ｍａｓｔｅｒｓ和Ｊｏｈｎｓｏｎ提出男下女上的姿势，因为需要女性参
与且受到国内传统性观念的影响，实际操作的可行性较低。男

性患者更希望通过自我训练的方法来解决早泄问题。

有关专家认为，除了心理因素之外，神经学关于阴茎的超

敏感性也是早泄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７１８］。我们希望，在尽可能避

免药物和手术不良反应的同时，通过训练阴茎以适应外界的刺

激变化，而获得对外界刺激的控制力。本研究结果显示：阴茎

层次训练法能够显著提高早泄患者 ＩＥＬＴ［（０８９±０７５）ｍｉｎｖｓ
（３１２±２３９ｍｉｎ）］和ＣＩＰＥ５评分［（８９５±３２６）ｖｓ（１８１６±
５２７）］。达泊西汀作为早泄指南治疗原发性早泄推荐的理想
药物［１９］，能够明显提高患者的 ＩＥＬＴ（比基线值增加 ２５～３
倍）［２０］。阴茎层次训练法相与达泊西汀相比，在提高早泄患者

ＩＥＬＴ和ＣＩＰＥ５评分上无显著差别，且能够避免达泊西汀带来
的恶心、腹泻、头痛、头晕等副反应。目前，本研究仍然存在诸

多问题和不足，如有时候因为女方的性要求而提前性交，改变

层次治疗的流程而影响训练效果；有的患者疗效欠佳，一个层

次练习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此外，该行为疗法联合心理疗法及

联合药物治疗效果尚未考虑，需要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阴茎层次训练法可以有效延长性生活时间，方法

简单，操作方便，且能够避免药物及手术治疗带来的副反应，为

早泄的治疗提供了临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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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张春影，张海峰，郭军，等．改良式阴茎背神经切断术治疗原发性
早泄１２８例．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５，１１（１０）：７８９，７９１．

［１４］　孙中义，周波，靳风烁．早泄的外科治疗———慎思笃行．现代泌尿
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１９（９）：５７０５７３．

［１５］　ＭｅｌｎｉｋＴ，ＧｌｉｎａＳ，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ｓＯＭＪ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ＮａｔＲｅｖＵｒｏｌ，２００９，６（９）：５０１５０８．

［１６］　陈国宏，宋竖旗，张亚强．行为心理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试验研
究．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０９，１５（１０）：９２９９３１．

［１７］　夏佳东，韩友峰，龚曹科，等．阴茎背神经体感诱发电位对早泄的
诊断价值．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１２）：１７２１．

［１８］　丁庆标．选择性阴茎背神经分支离断术治疗早泄７８例报告．中国
实用神经疾病杂志，２０１７，２０（７）：１２９１３０．

［１９］　ＡｌｔｈｏｆＳＥ，ＭｃＭａｈｏｎＣＧ，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ＭＤ，ｅｔａｌ．Ａｎｕｐｄ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２）：
６０９０．

［２０］　周庭友，李彦锋．盐酸达泊西汀治疗早泄的临床研究进展．中华
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０）：９３１９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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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薛瑜（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男
科学和辅助生殖技术

Δ【通讯作者】覃爱平（１９６３—），男，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ｑｉｎａｉｐｉｎｇｇ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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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益阳胶囊改善手淫取精成功率的临床研究
薛瑜　廖明　覃爱平Δ

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研究中心，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索疏肝益阳胶囊应用于手淫取精困难患者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将５８例手淫取
精困难患者随机分为疏肝益阳胶囊联合行为疗法组（治疗组，３０例）和单用行为疗法组（对照组，２８例）。对
照组在进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助孕周期前１～３个月练习手淫
取精。治疗组不仅练习手淫取精，且提前４～６周口服疏肝益阳胶囊至女方行取卵手术前一日。结果：治疗
组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３７１３±６０４）岁和（３６５４±５６３）岁，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组２３例手淫取精成功，成功率为７６６７％（２３／３０）；对照组１３例手淫取精成功，成功率为４６４３％（１３／
２８）。χ２检验显示，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６３，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治疗后的精液指标（精液量、
精子浓度、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
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配偶妊娠率等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疏肝益阳胶囊可以
提高手淫取精困难患者的取精成功率，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以作为取精困难患者的一种有效疗法。

【关键词】　　疏肝益阳胶囊；手淫取精；取精困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　ＸＵＥＹｕ，
ＬＩＡＯＭｉｎｇ，ＱＩＮＡｉｐｉｎｇΔ．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Ｍｅｄｉ
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２１，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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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ｍ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ｅｎ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８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ｓ
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ｓｓｉｇｎｅｄ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ｎ＝３０）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２８）．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ａｉｎｅｄｔｏｍａｓｔｕｒ
ｂａｔｅｆｏｒ１ｔｏ３ｍｏｎｔｈｓｂｅｆｏｒｅｅｎｔ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ＩＶＦｃｙｃ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ｎｏｔｏｎｌ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ｂｕｔ
ａｌｓｏｔｏｏｋ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ｆｏｒａｔｌｅａｓｔ４～６ｗｅｅｋ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ｏｆ（３７１３
±６０４）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３６５４±５６３）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
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ｍ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７６６７％ （２３／３０）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４６４３％ （１３／２８），（χ２＝５６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ｅ
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ｒａｔｅ，ｇｏｏ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ｈｕｇａｎ
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ｍｅｎ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ｙａ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ａｓｔｕｒｂａｔｉｏｎ；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

　　在实施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治疗不孕症的过程中，女方取卵日需要男方及
时提供足够数量和质量的精子为卵子进行体外授精。在日常

实践中，女方于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
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后３４～３６ｈ行取卵术，一般适当提前安排男方
在女方取卵当日早晨采用手淫法取出精液，这样可以确保及时

提供新鲜精子为卵子受精。然而，有少数男性患者在女方取卵

日因为心情紧张等各种因素，导致阴茎勃起困难，无法通过手

淫取出精液。这是需要紧急处理的一种急症。其中，部分取精

困难患者通过心理疏导、口服 ＰＤＥ５抑制剂（如西地那非、伐地
那非或他达拉非）、妻子协助等方式能够及时取出精液。然而，

也有部分患者反复尝试仍然不能取出精液，被迫采用手术取精

（如附睾／睾丸穿刺取精术）［１２］。手术取精会给患者的附睾、睾
丸造成一定的创伤，同时带来患者躯体的痛苦，而且手术取出

的精子只能行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ＣＳＩ），也会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子代风险也相对提高。

此前有关研究者报道，应用他达拉非联合行为疗法有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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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淫取精失败的患者成功取精［３］。他达拉非是治疗男性勃起

功能障碍（ＥＤ）的 ＰＤＥ５抑制剂之一，然而其费用昂贵，不利于
推广。我国传统中医有关方剂对此症已有改善作用。疏肝益

阳胶囊具有疏肝解郁、活血通络、补肾振痿的功效，是临床上常

用来改善ＥＤ患者勃起功能的中药制剂。将疏肝益阳胶囊与行
为疗法联用，有望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提高手淫取精的成功

率，从而减少手术取精的发生。

本研究纳入拟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手淫取精困难的
患者，在预计女方取卵日前４～６周开始连续口服疏肝益阳胶
囊，观察疏肝益阳胶囊是否能够提高取卵日手淫取精的成功

率，并通过对副作用的观察和精液指标、助孕结局的对比，评估

其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我中心行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助孕治疗的存在手淫取精困难的５８例男性不育症患者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如下：ＩＶＦ术前检查时自述手淫取精困
难（手淫取精时间超过半小时）或手淫从未成功取精，需要女方

协助或者性交才能取出精液；或至少发生一次手淫取精时勃起

困难；常规体格检查和外生殖器检查未见异常；既往勃起功能

正常，女方采用标准长方案促排卵。排除标准如下：既往有不

射精、逆行射精等射精功能障碍；生殖器官有外伤史；合并有心

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内分泌疾

病；各种原因导致口服药物疗程不足４周或取消 ＩＶＦ周期者。
所有纳入研究的患者均已知情同意，且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按照就诊顺序，采用随机数字表将５８例患者分为治
疗组（３０例）和对照组（２８例）。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进入ＩＶＦ周期前１～３个月的准备期间，在家
练习手淫法取精，每周１～２次，练习时充分润滑双手，同时可有
妻子协助或观看性爱影片，使阴茎充分勃起，能够达到性高潮

并射出精液。当配偶使用促排卵药物１周左右或主导卵泡≥
１０ｍｍ时，嘱患者手淫排精１次。治疗组在预计取卵日前４～６
周开始加用疏肝益阳胶囊（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每次４粒，每天３次，至取卵前一日。对照组
仅进行上述行为疗法。

１３　结果评价
患者在女方取卵日早晨能够按时通过手淫取出精液（半小

时内）计为取精成功。观察两组患者在取卵日手淫取精的成功

率和两组患者的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配偶妊娠率等指标。

对比治疗组患者中在取卵日能够手淫顺利取出精液的亚组患

者的精液指标（精液量、精子浓度、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

率）和其ＩＶＦ术前检查时对应的精液指标。记录副作用发生
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用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比较两组患者年龄、配偶年龄、获卵数
等指标。采用配对ｔ检验比较手淫成功取精的治疗组患者治疗
前后的精液指标。采用χ２检验比较两组患者手淫取精成功率、
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配偶妊娠率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当

２×２表格中ｎ＞４０且Ｔ＞５时，用不校正的χ２值对应的 Ｐ值来
判断两组之间的差异有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时表示两组之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年龄比较

治疗组患者的年龄范围 ２８岁 ～５０岁，年龄为（３７１３±
６０４）岁；对照组患者的年龄范围２７岁 ～４７岁，年龄为（３６５４
±５６３）岁。ｔ检验显示 Ｐ＝０７０，两组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淫取精成功率比较

治疗组患者 ３０例，口服疏肝益阳胶囊的疗程范围 ２９～
４６ｄ，疗程为（３７６０±４３９）ｄ，其中２３例于取卵日手淫法成功取
出精液，成功率为７６６７％（２３／３０）。对照组患者２８例，其中１３
例于取卵日手淫法成功取出精液，成功率为４６４３％（１３／２８）。
治疗组患者的手淫取精成功率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手淫取精成

功率，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６３，Ｐ＝００２）。
其余２２例手淫法取精失败的患者中，１６例（治疗组５例，

对照组１１例）给予心理疏导，口服他达拉非，观看性爱影片，配
偶协助或电震动刺激后取出精液；６例（治疗组２例，对照组４
例）应用上述方法仍然无法取出精液，充分知情告知、沟通后行

紧急睾丸穿刺取精。

２３　两组患者的配偶年龄、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妊
娠率比较

　　两组患者的配偶年龄、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和
妊娠率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配偶年龄、获卵数、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妊娠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配偶年龄（岁） 获卵数 受精率（％） 卵裂率（％） 优胚率（％） 妊娠率（％）

治疗组 ３０ ３３０７±５１１ １１９０±７２２ ７９８３（２８５／３５７） ９７４０（２２５／２３１） ５３３３（１２０／２２５） ４６６７（１４／３０）

对照组 ２８ ３４３９±５１４ １０７１±７１１ ８１００（２４３／３００） ９７９０（１８７／１９１） ５１８７（９７／１８７） ４６４３（１３／２８）

ｔ／χ２值 ０９８ ０６３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

Ｐ值 ０３３ ０５３ ０７１ ０９９ ０７７ ０９９

２４　治疗组副作用与安全性
研究期间，治疗组无患者主诉临床不适症状（如身体不适、

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腹胀、腹泻、肌肉疼痛、面色潮红、鼻炎

等），未出现与疏肝益阳胶囊相关的不良反应与不良事件（如因

药物副作用退出治疗等）。治疗组中有２３例患者在女方取卵
日用手淫法半小时内顺利取出精液，该亚组患者取卵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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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精液指标（精液量、精子浓度、活动率、前向运动精子百分

率）较ＩＶＦ术前检查时（治疗前）有所提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治疗组手淫成功取精的２３例患者的精液指标（珋ｘ±ｓ）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精液量（ｍｌ） ３２８±１４２ ３３８±１０８ ０５０ ０６２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４９６８±４１６０５３５３±２６０６ ０６１ ０５５

活动率（％） ３５７８±１９４９４３４４±１８８９ １４０ ０１８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２８６３±１７３８３６６３±１５１２ １９３ ００７

#

　讨论
取精困难是男科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情况，目前尚缺乏严格的

诊断标准，多数学者将其归于偶发性勃起功能障碍（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Ｄ）的范畴［２，４５］。取卵日男方阴茎勃起困难

导致手淫取精失败在ＩＶＦ过程中并不少见，严重者需要采取手术
取精，甚至可能因为取不到精子导致取消ＩＶＦ周期。其发生原因
包括患者年龄偏大、精神心理压力大、既往无手淫史等方面［６７］。

取卵日男方取精失败一旦发生，需要紧急处理。应对策略包括口

服ＰＤＥ５抑制剂（如西地那非、伐地那非或他达拉非）、性交法、电
震动刺激阴茎头、经直肠按摩精囊及前列腺法等［８１２］。如果上述

补救措施仍然无法取出精液，则需要行紧急外科手术取精（如经

皮穿刺附睾／睾丸取精）［１３］。不同文献报告，取卵日因为取精失
败改行手术取精的 ＩＶＦ周期占同时期 ＩＶＦ周期的 ０２％ ～
１３％［１，１４］。费前进等报道，取卵日因偶发 ＥＤ而发生取精困难
的７５例患者，应用ＰＥＤ５抑制剂治疗后有５３例（７０６７％）取精成
功，２２例（２９３３％）取精失败的患者采用紧急性外科手术获取精
子［１４］。吴欢等报道了５８９个取卵日发生取精困难的 ＩＶＦ周期，
其中４９１个周期经过辅助取精治疗后成功获取精液，９８个周期
未能成功取精；取精失败的９８个周期中，３１个周期采用手术取
精，其余采用预先冷冻的精子或行卵子玻璃化冷冻［１５］。如果能

够在患者进入ＩＶＦ周期前采取一定的措施，降低取卵日患者手淫
取精失败的发生率，减少被迫采取手术取精的机率，则更有利于

减少患者躯体的痛苦和降低患者的经济负担。

疏肝益阳胶囊的成分有白蒺藜、柴胡、蜂房、地龙、水蛭、九

香虫、紫梢花、蛇床子、远志、肉苁蓉、菟丝子、五味子、巴戟天、

蜈蚣、石菖蒲，共１５味中药。其中，白蒺藜、柴胡通达肝气、疏肝
解郁，地龙通利经络，蜂房、蛇床子温肾壮阳，诸药合用具有疏

肝解郁、活血通络、补肾振痿的作用，适用于心理性和轻度动脉

性ＥＤ的患者［１６１７］。有关文献报告，疏肝益阳胶囊可以显著改

善勃起功能，同时改善性欲及射精功能、提高抗疲劳能力，其作

用机制与提高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水平和缩小阴茎静脉

管腔直径及减慢阴茎静脉回流速度有关［１８１９］。史亚磊等报道，

疏肝益阳胶囊可以改善肝郁肾虚型弱精子症患者的精子质量，

与其调节患者生殖内分泌和免疫功能，改善附睾功能有关［２０］。

本研究在ＩＶＦ术前检查时早期发现手淫取精困难或疑似
手淫取精困难的患者，预先对其采用疏肝益阳胶囊联合行为疗

法。这与近年来提倡的辅助生殖技术前重视男性不育患者的

常规处理相契合［２１］。在疏肝益阳胶囊改善患者勃起功能的基

础上，联合行为训练，帮助患者建立起手淫取精的条件反射，同

时增强了患者的自信心，减轻了患者担心取卵日取不出精液的

紧张和焦虑，从而提高了取卵日患者手淫取精的成功率，降低

了因取精失败改行手术取精的患者比例。疏肝益阳胶囊联合

行为疗法的取精成功率优于单纯的行为疗法的取精成功率。

治疗组患者取卵日的精液指标（精液量、精子浓度、活动率、前

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这与疏肝益阳胶囊能

够改善精液质量有关，但精液指标治疗前后的差异没有统计学

意义，可能的原因有治疗组样本量小、治疗疗程短。通过观察

副作用发生率和对比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精液指标和两组

患者的受精率、卵裂率、优胚率、配偶妊娠率，未发现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这说明疏肝益阳胶囊应用于手淫取精困难的患

者有良好的安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适当延长疏

肝益阳胶囊的疗程，有望在提高患者手淫取精成功率的同时，

精液质量也得到改善。

对于药物治疗和行为疗法失败的患者，手术取精是一种常

用的补救措施。常用的手术方法包括附睾穿刺取精或睾丸穿

刺取精。根据本中心的经验和相关文献报道，对取精困难的患

者行附睾穿刺取精，获取精子的成功率低，同时还有因穿刺附

睾造成日后医源性梗阻的风险。因此，对于需要手术取精的患

者，推荐采用睾丸穿刺取精术。对于有条件的生殖中心，ＩＶＦ前
冷冻精子备用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１５，２２］。

综上所述，疏肝益阳胶囊能够提高手淫取精困难患者的取

精成功率，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可以作为取精困难患者的一

种有效治疗方法应用于ＩＶＦ临床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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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孔腹腔镜与显微外科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
疗效与安全性比较
马宏１　邓庶民１　吴鹏杰１　朱刚２　万奔１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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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单孔腹腔镜与显微外科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方法：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来北京医院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就诊的精索静脉曲张患者３５例，分为两组分别接受单孔腹腔镜下精
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和显微外科精索静脉结扎术，中位随访１３个月，本研究对患者术前及术后的精液质量、两
种手术方式的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术后精索静脉曲张的复发率进行比较。结果：通过对比发现，治疗后两组

手术患者的精液质量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间比较精子密度差异不显著，
显微外科组精子活力比单孔腹腔镜组提高更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组及显微镜组各发
生并发症１例均为附睾炎、无复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显微外科静脉结扎术在改善患者
精液质量上具有优势，已经成为目前手术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金标准”，单孔腹腔镜手术创伤小，手术时间

短，术后恢复快，围手术期并发症低，对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关键词】　单孔腹腔镜；显微外科；精索静脉曲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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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是在普通人群中发病率约为１％ ～２０％，是
导致男性不育的常见疾病。因不孕就诊的患者中３０％被诊断
为精索静脉曲张。在原发性不育中精索静脉曲张发生率可高

达３５％，而在继发性不育中更是高达７５％［１］。因此，精索静脉

曲张被认为是男性不育的重要潜在原因之一［２］。

虽然对于存在不孕问题或有阴囊不适感的精索静脉曲张

患者的首选治疗是外科手术，但目前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生精功

能受损的确切机制仍不清楚［３］。早期的随机前瞻对照研究和

ＭＥＴＡ分析研究显示行手术治疗的患者相比于等待观察患者的
自然受孕率并没有明显增加［４５］。一篇最新的ＲＣＴ研究文献显
示，精索静脉结扎手术可以明显地提高可触及精索静脉曲张的

患者的受孕率，同时改善精液质量（提供１ｂ级证据）［６］。
目前，精索静脉曲张常规的治疗方法包括腹股沟切口结

扎、腹膜外途径高位结扎、腹腔镜下结扎（包括单孔手术）、外环

口下显微镜下结扎以及介入栓塞等。ＭＥＴＡ分析显示，腹腔镜
手术并不比显微镜手术在自然受孕率、术后复发率、阴囊水肿

有更多优势，目前认为，应用显微镜下结扎是精索静脉曲张治

疗的“金标准”［５］。但是，腹腔镜手术被视为一种快速安全有效

创伤小的手术方式仍然被泌尿外科医生推崇，特别是对于那些

存在双侧病变的患者［７］。单孔腹腔镜作为腹腔镜的一种也被

用来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潜在的优点包括美容效果、术后疼痛

的减轻、伤口的快速恢复等［８９］。目前对于单孔腹腔镜和金标

准的显微手术长期安全有效性比较的研究比较有限，本文将对

此做研究。

!

　资料与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北京医院收治的５５

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剔除传统经腹股沟切口及标准腹腔镜手

术患者，共有３５例精索静脉曲张患者进入研究。依据患者病
情、患者对手术美观方面要求及主刀医生判断，其中１８例采用
经腹股沟途径显微技术，１７例采用经脐单孔腹腔镜精索静脉结
扎术。病人一般特点详见表１。显微镜组以阴囊不适为主诉患
者１０例，存在精液异常或不孕的患者１６例。单孔腹腔镜组以
阴囊不适为主诉患者７例，存在精液异常或不孕的患者１０例。
两组中位随访时间１３个月。所有患者均通过影像学除外继发
性精索静脉曲张，通过常规检查除外因前列腺炎及泌尿生殖系

统感染引起相关阴囊症状。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组别 例数
年龄

（珋ｘ±ｓ）

精索静脉曲张程度

Ⅰ Ⅱ Ⅲ

位置

单侧 双侧

主诉

阴囊不适 不孕

单孔腹腔镜组　 １７ ３１４±６１ ２ １０ ５ ６ １１ ８ １０

腹股沟显微镜组 １８ ３０１７±５２ １ １０ ７ ７ １１ １３ ９

１１　手术方法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在腹股沟外环口下近阴茎根部

做斜切口约２ｃｍ，切开皮下脂肪，游离并提出精索，结扎或电灼
睾丸引带静脉和精索外静脉的穿支。打开精索筋膜和提睾肌

筋膜，应用手术显微镜（×１０倍），切开精索内筋膜，注意保护
输精管。单独寻找睾丸动脉和淋巴管，分别游离并予以保护。

仔细游离各曲张静脉后用３０丝线两端结扎后切断静脉，缝合
精索筋膜及切口。同法处理对侧。

单孔腹腔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腹腔镜系
统，采用绕脐环形切口，直视下置入 ＱｕｄａＰｏｒｔｄｅｖｉｃｅ（Ｏｌｙｍｐｕｓ，
Ｔｏｋｙｏ，Ｊａｐａｎ）建立气腹，应用５ｍｍ可弯镜头（Ｏｌｙｍｐｕｓ，Ｔｏｋｙｏ，

Ｊａｐａｎ）在距离内环口２～３ｃｍ处精索血管外侧切开后腹膜，游离
整束精索血管，双重 ｈｏｍｅｒｌｏｃｋ钳夹精索血管（Ｔｅｌｅｆｌｅｘ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ＳＡ），不单独游离动脉。同法处理对侧，缝合皮肤切口。
１２　随访

术后复查精液常规，通过预留电话了解配偶怀孕情况。精

液质量改善指患者术后复查精液常规的精子密度和／或精子活
力较术前升高。同时，记录患者症状改善程度，对手术切口的

满意度，局部复发情况等。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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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术后精子质量及自然受孕率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无明显差异，术后中位随访时间１３
个月。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均有明显改善，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表２。提示２

种手术方式均可以改善不育症患者的精液质量。对显微镜组

及单孔腹腔镜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化验指标的改善幅度及术

后配偶怀孕率进行比较发现，显微镜组的精子密度及精子活力

的中位改善幅度虽优于腹腔镜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同时，两组的配偶自然怀孕率也类似，分别为４４４％（４／
９）和５００％（５／１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及复发情况

组别
术后住院时间

（珋ｘ±ｓ）
单侧手术时间

（珋ｘ±ｓ）

术后并发症

阴囊水肿 附睾炎 睾丸萎缩

复发

鞘膜积液 睾丸萎缩

单孔腹腔镜组　 ２４±１３ ３４１±１１６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腹股沟显微镜组 ４７±１６ ６５６±９５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２２　术后并发症及症状改善比较
术后随访发现，单孔腹腔镜组有２例出现腹胀、下腹部及会

阴部不适现象，但均在短期内（一周）就消失。此外，单孔腹腔

镜组有１例发生附睾炎，随访过程中有１例复发；显微外科组
同样有１例出现附睾炎，并无复发患者；两组患者均未见睾丸
萎缩及术后鞘膜积液。对两组因为附睾炎引起阴囊不适症状

的患者进行随访发现两组患者症状均得到改善。

表３　两组患者精液比较

组别 时间
精子密度

（×１０６／ｍＬ）
ａ＋ｂ级
精子比例％

单孔腹腔镜组　 术前 １９２±７１ ２５３±１６８〗

术后 ３６２±７８ ４５２±１７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腹股沟显微镜组 术前 １６１±７２ ２１６±１２１

术后 ３５２±６９ ４１５±１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在男性人群、尤其是男性不育症人群中有较高的精索静脉

曲张发生率，精索静脉曲张导致不育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目

前认为可能与静脉回流受阻导致阴囊内缺氧、高温进而导致生

精系统微环境改变从而影响精子质量有关［１］。

对不孕症合并精索静脉曲张患者是否需要手术治疗一直

存在争议。近年来，一些 ＭＥＴＡ分析也显示，无论选择何种手
术方式，精索静脉结扎都可以明显改善精液质量［１１１５］。因此，

目前各主流泌尿外科学分会都推荐对合并精液质量异常和临

床型精索静脉曲张的男性不育症患者应该进行手术。

对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治疗，传统腹股沟途径下辨认睾

丸动脉和淋巴管是不确定的，而且漏掉小静脉的机率较大，因

此复发率及并发症相对较高，而利用腹腔镜或显微外科治疗精

索静脉曲张的手段也逐步成为主流。

有关ＭＥＴＡ分析指出，显微外科可以在确切结扎精索静脉
的同时保留精索内的睾丸动脉和淋巴管，因此对于不孕症精索

静脉患者治疗效果优于传统手术［１６］。另有些研究则显示，是否

保留睾丸动脉及淋巴管与最终治疗效果无关。Ｋａｎｇ教授曾比
较过应用单孔腹腔镜技术行保留或不保留睾丸动脉及淋巴管

的疗效，发现两者并无差别［１７］，而Ｐａｒｋ教授则指出使用单孔技
术保留睾丸动脉及淋巴管比较困难，只有２６３％的患者能够保
留睾丸动脉及淋巴管，因此无法进行比较［１８］。

本研究回顾分析发现，上述２种手术均能够改善睾丸功能，
提升精子活力和浓度，改善局部症状。就手术时间来说，因为

单孔腹腔镜手术时间短，住院时间短，但花费更高，围手术期并

发症及术后复发率并不比显微镜方式差。而就改善精液质量

的效果来看，显微镜手术组优于单孔腹腔镜组，但差异没有统

计学意义。笔者认为，显微镜放大手术视野使得精索静脉属支

以及睾丸引带周边静脉结扎更加彻底充分，同时术中保留睾丸

动脉和淋巴管，更好地保护睾丸的循环血供，促进生精功能改

善和恢复，但两组患者的自然受孕率并无统计学差异，因此是

否对不孕症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保留睾丸动脉及淋巴管仍需进

一步研究证明。

综上所述，显微镜下静脉结扎术在改善精液质量上有更好

效果，已经成为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治疗的“金标准”，而且所需

显微镜设备较为便宜，患者花费较少，手术技术学习容易掌握。

而单孔腹腔镜手术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术后恢复快，围手术期

并发症低，对精索静脉曲张患者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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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
对性功能的影响
丁一郎　周辉良△　唐松喜　杨鹏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５

【摘　要】　目的：评价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对成年包皮过长患者及其配偶性功能
的影响。方法：选择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的成年包皮过长的２８６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对
其手术前后勃起功能、手淫频率、阴道内射精潜伏期时间（ＩＥＬＴ）、男女双方性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变化情况
进行问卷调查和电话随访等。结果：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的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女方性生活满
意度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３２９％的患者术后性交时间延长大于２ｍｉｎ，其术前和术后
的ＩＥＬ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前后的手淫频率和男方性生活满意度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结论：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对男性性功能没有明显负面影响，可以延
长性生活时间、减少手淫频率，从而提高成年包皮过长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然而，对于患者配偶的性生活满

意度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

【关键词】　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包皮过长；包皮环切术；性功能；性生活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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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有关包皮环切术对术后性功能的影响，国内外的报道结果
不同，存在一定争议［１６］。近年来，包皮环切缝合器因其操作简

单、手术时间短、出血少、痛苦轻、术后无需拆线且外形平整美

观等优点，受到了患者和临床医师的青睐，更加快了包皮环切

术的推广［７９］。随着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在临床包皮环切术

中的广泛应用，有关该术式术中技巧及术后出血、损伤和感染

等并发症的研究较多，而关于该术式对性功能影响的研究鲜有

报道。为此，笔者对我科在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间，因为
包皮过长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的２８６例患
者进行了术前术后性功能问卷调查、电话随访和个别直接询

问，并对结果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中２８６例患者均经过临床确诊为包皮过长，术前的
阴茎勃起功能正常、身体健康且无药物依赖史。其中，单纯包

皮过长者１０８例，合并反复包皮炎者８６例，自觉性生活持续时
间过短者７９例，自觉包皮过长引起不适者１３例。患者年龄范
围２０岁～４９岁，年龄３２岁。已婚者１５９例，占比５５６％；未婚
但有性生活史超过半年者１２７例，占比４４４％。
１２　方法

２８６名患者均在局麻下应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狼和

牌）施行包皮环切手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电话随访和个别

直接询问，对患者术前及术后６个月的勃起功能、手淫频率、性
交时间、男女双方性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变化情况进行评估。

其中，勃起功能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评分来评估。
同时，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评分中第６、７、８项（０～１５
分）评价患者的性生活满意度，患者配偶的性生活满意度采用

ＩＩＥＦ中第１０、１３、１４项（０～１５分）进行评价。并测定从阴茎插
入阴道开始到射精的时间（ＩＥＬＴ），以 ｍｉｎ为单位，每位调查者
术前自行测量３次，取３次的平均时间。术后６个月采用相同
方法进行评分。分析上述指标评分及ＩＥＬＴ。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ｔ检
验，以均数±标准差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８６例患者术后均没有勃起功能障碍，手术后６个月ＩＩＥＦ５

评分和女方性生活满意度与术前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手术后６个月的男方性生活满意度评分、手淫频率
（次／月）及 ＩＥＬＴ与术前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中，９４例（占比 ３２９％）患者术后 ＩＥＬＴ延长超过
２ｍｉｎ，延时最长者达 １６３ｍｉｎ，无不射精现象。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２８６例患者术前与术后性功能相关指标评分（分，珋ｘ±ｓ）

时间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手淫频率（次／月） ＩＥＬＴ（ｍｉｎ） 男方性生活满意度 女方性生活满意度

术前 ２８６ ２３８±１１ ２４±１２ ４２±２３ ５４±１３ ４７±２６

术后 ２８６ ２３４±１０ ０６±１０ ５７±３２ ８７±２１ ６３±３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勃起功能

有关国内学者［１０］认为，包皮环切术对勃起功能有一定的不

良影响。Ｆｉｎｋ［６］等也有类似报道，他们的研究发现，３８％的包皮
环切术患者勃起功能下降。而本组２８６例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
月的ＩＩＥＦ５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均可以完成性
生活，虽然有个别患者出现术后首次性交困难、术后首次性交

疼痛等问题。

缝合器法包皮环切术与传统包皮环切术所切除的解剖组

织无明显差别，均为部分包皮皮肤、阴茎浅筋膜层内的血管和淋

巴管，而阴茎勃起主要依靠阴茎深筋膜内的神经和阴茎海绵体

血供。分析部分患者术后出现勃起功能下降可能的原因有：①
因为阴茎浅筋膜内亦存在血管、神经，而包皮皮肤表面亦存在

感觉神经末梢，手术切除破坏了上述组织［１１］，使阴茎感觉较术

前发生改变，血液回流亦发生改变，导致勃起功能下降。②包
皮在性生活中发挥了一定的辅助作用。阴茎头和包皮的黏膜

面对于阴唇及阴道黏膜的滑动刺激，更容易唤起女性性欲，促

使阴道产生天然润滑剂；包皮粘膜面本身亦可以产生一定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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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其在性交中交叠滑动，可以减少分泌物的丢失，缓冲了与阴

道的摩擦。故在切除过长的包皮后，可能导致性生活满意度下

降，甚至性交困难、性交疼痛，影响勃起功能。③部分患者对包
皮环切术及其并发症存在一定恐惧、误解和担忧，出现术后首

次性交失败，导致心理负担再次加重，引起心理性勃起功能

障碍。

３．２　性生活持续时间
本研究同时测定ＩＥＬＴ，是为了评估缝合器法包皮环切术对

阴茎敏感性的影响。患者术前 ＩＥＬＴ为（４．２±２．３）ｍｉｎ，术后６
个月ＩＥＬＴ为（５．７±３．２）ｍｉｎ，较术前明显延长，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于圣杰［１０］的研究结果类似，说明包

皮环切术有降低阴茎敏感度的作用。ＩＥＬＴ延长，反映性生活持
续时间的延长，对于男女双方性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有一定

作用。

ＩＥＬＴ延长的原因可能有：①切除过长包皮后，减少了包皮
皮肤表面的感觉神经末梢，对阴茎敏感度的下降有一定作

用［１０］。②阴茎的感觉末梢神经大部分集中分布于阴茎头、冠状
缘、系带，行包皮环切术后，这些部位长期受外部刺激，其上皮

细胞角质化，敏感性便降低，在不断增加的性生活接触中，射精

中枢的阈值被逐渐提高。③部分患者自觉包皮环切术后对性
生活时间有延长作用，有一定心理暗示。④切除过长的包皮
后，性生活时缺少了可以活动包皮的交叠堆积，也减少了一部

分刺激。⑤部分患者在术后无法利用可滑动包皮的套弄而无
法手淫，从而减少了手淫次数甚至戒除了手淫，对于快速射精

反射的缓解改善有一定作用。

３．３　男女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还对手术前后男女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进行比较，

发现术后男方性生活满意度有一定提高，但女方性生活满意度

较术前无明显差异。任双全［２］的研究结果也认为，包皮环切术

可以提高包茎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其可能的原因有：①包皮术
后男方的ＩＥＬＴ延长，有可能让女方达到性高潮，使男方自身的
性生活信心和满意度获得提高。②包皮环切术后，男性阴茎卫
生情况得到明显改善，让男性心理上感到满意和放松，并减少

了男女双方对性传染疾病的恐慌，从而提高了性生活满意度。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等［１２］的研究亦证明了此观点，他所纳入研究的大学

女性中，有８７％的女性更偏爱于做过包皮环切手术的阴茎外
观。ＫＳＦｉｎｋ等［６］也发现，在其研究组中，不止是女性，包括男

性也认为包皮环切术后的阴茎外观更让人满意。Ｌａｕｍａｎｎ［１３］等
提到，相比未行包皮手术的男性，行包皮环切术后的男性更少

出现性功能疾患，而且因为阴茎卫生状况和外观让人感到放松

和满意，他们更乐于去尝试不同的性生活体验，以提高自身的

性生活满意度。王录文［１４］等同样发现，包皮环切手术可以增加

患者性自信和减少性焦虑，同时生理上的改变也会促进心理健

康，从而提高了性生活满意度。

然而，于圣杰［１０］等却认为包皮环切术对女性性生活的影响

较大。前文已经提到，滑动的包皮和包皮粘膜面的摩擦刺激，

促使阴道产生天然润滑剂，可以减少分泌物的丢失，缓冲了与

阴道的摩擦。因此，在切除了过长的包皮后，降低了性交过程

中阴道的润滑，导致了性交疼痛、阴道不适感，从而降低了女性

的性生活满意度。同时，包皮皮肤、阴茎头、冠状缘、系带等处

拥有大量的刺激感觉复合受体，有助于性欲的唤起，并且对于

提高男性的性生活满意度有一定帮助［４］。过长包皮的切除同

时缝合系带，可能会造成男女双方性交触觉的异常改变，给性生

活满意度带来影响。此外，包皮手术的术后并发症亦可能对阴

茎外观和功能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不少患者仍然存在许多顾

虑［１５］。甚至有报道［１６］提及部分包皮环切术后的患者要求行包

皮恢复术。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采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

环切术对男性性功能没有明显负面影响，既可以延长性生活时

间、减少手淫频率，还可以提高手术后患者心理健康状态，从而

提高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对于配偶的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仍

然存在争议。但是，因为本研究随访时间较短，远期效果尚需

要进一步证实。同时，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术

式仍然存在一定手术并发症，个别患者对术后包皮外观满意度

差，且单纯包皮过长的手术适应征亦存在一定争议，故术前需

要与患者及其配偶或性伴侣详细沟通后再行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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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包皮环切缝合器与包皮环切吻合器治疗包茎及包皮过长的疗效及并发症发生情
况。方法：计算机检索辅以手工及其他方式，检索中外各大数据库及相关期刊建库（或建刊）至２０１７年３月
有关包皮环切缝合器与包皮环切吻合器治疗包茎及包皮过长的随机对照性文献，两位评价员独立按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系统评价手册５３进行质量评价标准后，对纳入的结果采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纳入
随机对照文献２０篇，累计病例４８０１例；Ｍｅｔａ分析显示：与包皮环切吻合器相比，包皮环切缝合器术后疼痛
评分（ＷＭＤ＝００５，９５％ＣＩ：０００～０１１，Ｐ＜０００００１）、术后外观满意度（ＯＲ＝４２３，９５％ＣＩ：３０１～５９５，Ｐ＜
０００００１）、愈合时间（ＷＭＤ＝－９３０，９５％ＣＩ：－１１０１～－７５９，Ｐ＜０００００１）、术后迟发出血（ＯＲ＝４２８，
９５％ＣＩ：１６６～１１０２，Ｐ＝０００３）、术后感染（ＯＲ＝０１６，９５％ＣＩ：００８～０３４，Ｐ＜０００００１）、术后水肿（ＯＲ＝
０１７，９５％ＣＩ：０１０～０２９，Ｐ＜０００００１）、术后伤口裂开（ＯＲ＝０１５，９５％ＣＩ：００８～０２６，Ｐ＜０００００１）等指
标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手术时间（ＷＭＤ＝－０３８，９５％ＣＩ：－１０５～０２９，Ｐ＝０２７）、术中出血量（ＷＭＤ
＝００５，９５％ＣＩ：０００～０１１，Ｐ＝００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与包皮环切吻合器相比，应用包皮环切缝
合器行包皮环切术愈合时间短，术后疼痛评分低，术后外观满意度高，术后水肿、感染、伤口裂开等并发症发

生率较低；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２项指标未见明显差异；术后迟发性出血发生率较高。但由于各种原因，纳
入的文章存在异质性，本结论可信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　包皮环切缝合器；包皮环切吻合器；包茎；包皮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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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ｃｅｓ，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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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ａｒｃｈｅｄｆｒｏｍｍａｊ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ｕｎｄｅｄｙｅａｒ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Ａｆｔｅｒ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ｍｅｔｈ
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ｉａｓ，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
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ｖＭａｎ５３．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０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４８０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
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ｄｅｖｉ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ＷＭＤ＝００５，９５％ＣＩ：０００～０１１，Ｐ＜０００００１），ａｐ
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ｒａｔｅ（ＯＲ＝４２３，９５％ＣＩ：３０１～５９５，Ｐ＜０００００１），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ＷＭＤ＝－９３０，
９５％ＣＩ：－１１０１～－７５９，Ｐ＜０００００１），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ＯＲ＝４２８，９５％ＣＩ：１６６～１１０２，
Ｐ＝０００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Ｒ＝０１６，９５％ＣＩ：００８～０３４，Ｐ＜０００００１），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ｅｍａｔ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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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０１７，９５０％ＣＩ：０１０～０２９，Ｐ＜０００００１）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ｏｕｎｄｄｅｈｉｓｃｅｎｃｅ（ＯＲ＝０１５，９５％ＣＩ：
００８～０２６，Ｐ＜０００００１）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ＭＤ＝－０３８，９５％ＣＩ：－１０５～
０２９，Ｐ＝０２７）ａｎｄ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ｕｍｅ（ＷＭＤ＝００５，９５０％ＣＩ：０００～０１１，Ｐ＝００７）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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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ｃ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ａｎｄｗｏｕｎｄｄｅｈｉｓｃｅｎｃ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ｂｕ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ｌａｙｅ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Ｂｕｔｆｏｒａｖａｒｉｅｔｙｏｆｒｅａ
ｓｏｎｓ，ｔｈｅ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ｃｈｏｓｅｎａｒｅ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ｄｅｖｉｃｅ；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

　　包皮过长及包茎是两类最常见的男性生殖器官畸形性疾
病，可使患者本人和性伴侣生殖器感染、性病以及患者生殖器

发育障碍、性功能障碍、阴茎癌等疾病发病率明显升高，包皮环

切术是预防这些并发症的有效措施。近年来，随着人们健康意

识增强，这些危害及其预防手段受到更多的关注，于是施行包

皮环切手术的人数不断攀升，对手术效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传统的手术方式受手术时间、效果及并发症等因素的限制，已

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新的手术方式应运而生。一次性包

皮环切缝合器（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ＤＣＳＤ）和包
皮环切吻合器是两种近年来在我国广泛应用于包皮环切术的

器械，相对于传统的包皮环切术有着方便省时、术后外观好、出

血量少、安全性能高等一系列优点。但对于 ＤＣＳＤ和包皮环切
吻合器各自性能的优势，目前相关领域尚缺乏统一认识，在面

对不同患者时不利于做出合适选择。本研究应用 Ｍｅｔａ分析的
方法，从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切口愈合时间、

术后包皮水肿、术后切口出血、术后切口感染、术后切口裂开、

术后切口外观满意度等方面对两种手术方法进行循证医学评

价，以期为广大临床医师进行包皮环切术时术式的选择方面提

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纳入对象必须为随机对照试验（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ＲＣＴ）；②纳入文献必须是以包茎或包皮过长为
研究对象的文献；③所纳入研究涉及包皮环切缝合器与包皮环
切吻合器治疗效果的比较；④所有文献观察指标包括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切口愈合时间、术后包皮水肿、

术后切口出血、术后切口感染、术后切口裂开、术后切口外观满

意情况几项指标中至少一项。

排除标准：①研究两者术中及术后出血情况时排除凝血功
能异常的病例；②研究两者术后愈合时间时排除糖尿病病例；
③研究两者术后感染率时排除生殖器感染、糖尿病、性病等病
例；④文献中观察病例如伴有阴茎畸形、尿道下裂、隐匿性阴茎
等疾病则该文献不予纳入；⑤排除仅使用包皮环切吻合器某种
术式（内置法或外置法）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献；⑥排除个别明显
不符合逻辑的数据；⑦排除重复文献，个案报道，信息不全的
文献。

１２　文献检索
以“包茎”“包皮过长”“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包皮环

切缝合器”“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包皮环切吻合器”“商

环”“圣环”“包皮环切术”“包皮切除术”“包皮环扎术”为中文

检索词，以“ｐｈｉｍｏｓｉｓ”“ｒｅｄｕｎｄａｎｔｐｒｅｐｕｃ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

ｓｉ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ｐｅｎｉ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ｔｕｒｉｎｇｄｅｖｉｃｅ”
“ＤＣＳＤ”“ｓｈａｎｇｒｉｎｇ”“ＰＣＳＤ”“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为英文检索词，检
索检索ＣＮＫＩ数据库、维普智立方、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
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ＳｉｎｏＭｅｄ）、济南泉方本地 ＰｕｂＭｅｄ、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ＣＩ。将检索词分目标疾病和干预措施两部
分，检索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用布尔逻辑运算

符连接检索词后进行检索，具体方法根据各数据库使用方法不

同做相对应的调整。检索时间设定为各数据库建库至２０１７年
３月。研究类型选择ＲＣＴ。检索过程中不受文献发表语言及国
家的限制。使用计算机检索完毕后，按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相

关文献，对拟纳入文献及相关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追踪检索，

同时手工检２０１７年３月以前泌尿外科领域、男科学领域、性科
学领域相关杂志，如《中华泌尿外科杂志》《中华男科学杂志》

《中国性科学》《临床泌尿外科杂志》等杂志。对于资料不详或

缺乏的文献，与作者联系获得所需信息。

１３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文献筛选步骤如下：①由第一作者与课题组另外一名成员

独立阅读检索到的文献题目，排除重复文献；②进一步阅读剩
余文献摘要，排除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③阅读剩余文
献全文，按照纳入及排除标准严格筛选；④２位研究者意见有分
歧时，由课题组全体成员讨论决定。对所有文献阅读后提取以

下资料：①文献题目、文献作者、文献发表日期；②实验随机原
则遵从情况、文献盲法方案采用情况、文献基线可比性、研究对

象的撤出与退出情况；③文献实验组及对照组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切口愈合时间的平均值、方差和两组观

察人数，实验组及对照组术后包皮水肿、术后切口出血、术后切

口感染、术后切口裂开、术后切口外观满意发生例数和观察

总数。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文献质量评价由第一作者与课题组另外一名成员按照 Ｃｏ

ｃｈｒａｎｅ系统评价手册５３独立进行，如意见不一致，讨论协商解
决。采用Ｊａｄａｄ质量计分法对纳入的文献进行评价，内容包括４
个方面：①随机序列产生情况：产生恰当者２分，方法不清楚者
１分，不恰当者０分；②随机化隐藏方案情况：恰当者２分，不清
楚者１分，不恰当及未使用随机化隐藏者０分；③盲法方案采用
情况：恰当者２分，盲法不清楚者１分，盲的方法不恰当或未采
用者０分。④研究对象撤出与退出理由陈述情况：描述理由者
１分，未描述者０分。以上四项得分相加后得分为０～３分者为
低质量文献，４～７分者为高质量文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所提取数据中计量资料效应量采用加权均数差（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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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ＭＤ），计数资料效应量采用比值比（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
ＯＲ），各效应量可信区间采用９５０％。异质性有无采用 Ｑ检验
明确，若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Ｉ２＜５００％），则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分析；若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１０且 Ｉ２＞５００％）选用
随机效应模型；发表偏倚采用倒漏图进行评价。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流程及结果

初步检出相关文献６７篇。阅读文献标题后删除重复文献
２５篇，进一步经阅读摘要后剔除９篇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
献得到文献３３篇。进一步阅读全文，剔除不符合纳入及排除标
准、数据错误或不全的１３篇文献后，最终纳入２０篇关于 ＤＣＳＤ
与包皮环切吻合器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疗效及并发症的文献，

具体结果详见图１。累计病例４８０１例，其中缝合器组２５５７例，
吻合器组为２２４４例。在纳入的２０篇文献中有１６篇对手术前
的年龄、疾病种类（包皮过长或包茎）进行了基线一致性分析，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图１　文献筛选流程

表１　纳入文献的一般情况

作者
样本量

缝合器组 商环组组吻合器组
检测指标

陆海旺［１］ １５２ ９５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术后出血、术后水肿、术后感染、术后外观

　满意度

邵恩明［２］ １０２ １０１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术后水肿、术后外观满意度

王世先［３］ １６２ １５８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愈合时间、术后水肿、术后感染、术后出血、术后外观满意度

宫满成［４］ ８０ ８０ 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愈合时间、感染、切口裂开、术后水肿、术后出血

吴刚峰［５］ １８８ １８２ 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愈合时间、术后外观满意度、

季明勇［６］ １１０ １０５ 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出血、术后水肿、术后感染、伤口裂开

景治安［７］ １１１ １２０ 手术时间、出血量、愈合时间、感染、迟发性出血、术后水肿、术后外观满意度

陈深泉［８］ １１２ １１２ 手术时间、出血量、愈合时间、感染、迟发性出血、术后水肿意

董怀生［９］ ４８ １２９
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水肿、术后血肿、术后外观满意度、术后恢复时间（％）

杨介礼［１０］ ９０ ９０ 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愈合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水肿、术后血肿、术后感染、伤口裂开、

　术后外观满意度

曹
%

杰［１１］ ４９ ４６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愈合时间外观满意率

陶美满［１２］ ８２ ８０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伤口愈合时间、术后疼痛

李　涛［１３］ ９３ ８７ 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愈合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水肿、术后感染、伤口裂开、术后外观

　满意度

杨克冰［１４］ １４５ １４５ 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愈合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水肿、术后感染、伤口裂开、术后出血

王潇然［１５］ ３０ ３０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疼痛评分、术后水肿、术后切口裂开、术后血肿、术后感染、愈合

　时间、术后外观满意度

王立新［１６］ １８６ ２３６ 手术时间、疼痛程度、愈合时间、术后出血

邵绍丰［１７］ １７２ １３４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术后疼痛评分、术后感染、术后渗液、术后裂开、术后血肿

余有海［１８］ ９７ １０２ 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疼痛评分、术后感染、术后水肿、术后出血、术后外观满意度

马　然［１９］ ４８ ４９ 术后出血、术后感染

朱熙昀［２０］ ５００ ５００ 术后出血、术后血肿、术后切口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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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在纳入的２０项研究中，３项采用随机数表进行分组，５项有

“随机”字样，但未交代具体方法，１项采用单双号，其余研究按
患者意愿进行分组或未交代分组方法。所有研究均未提及是

否采用盲法、分配隐藏和是否失访及人数。按照Ｊａｄａｄ评分有３
项为２分，６项为１分，１１项为０分，均为低质量研究。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纳入文献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基线可比性 随机方法 分配隐藏 盲法 失访或推出 Ｊａｄａｄ评分

陆海旺（２０１６）［１］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邵恩明（２０１６）［２］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王世先（２０１６）［３］ 可比 未交代　 无 无 无 １

宫满成（２０１６）［４］ 可比 未交代　 无 无 无 １

吴刚峰（２０１５）［５］ 无　 无　　　 无 无 无 ０

季明勇（２０１４）［６］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景治安（２０１４）［７］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陈深泉（２０１５）［８］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董怀生（２０１５）［１９］ 无　 无　　　 无 无 无 ０

杨介礼（２０１６）［１０］ 可比 随机数表 无 无 无 ２

曹
%

杰（２０１３）［１１］ 可比 未交代　 无 无 无 １

陶美满（２０１５）［１２］ 无　 无　　　 无 无 无 ０

李　涛（２０１６）［１３］ 可比 随机数表 无 无 无 ２

杨克冰（２０１４）［１４］ 可比 单双号　 无 无 无 １

王潇然（２０１４）［１５］ 可比 随机数表 无 无 无 ２

王立新（２０１５）［１６］ 无　 未交代　 无 无 无 １

邵绍丰（２０１６）［１７］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余有海（２０１５）［１８］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马　然（２０１５）［１９］ 可比 无　　　 无 无 无 ０

朱熙昀（２０１５）［２０］ 可比 未交代　 无 无 无 １

２３　观察指标评估
２３１　手术时间　共有１９项研究［１１９］对手术时间进行了观

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明显不对称，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各研究间有异质性（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２＝９８％），逐一进行敏感性分

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
示：ＷＭＤ＝－０３８，９５０％ＣＩ：－１０５～０２９，总效应检验 Ｚ＝
１１１，Ｐ＝０２７。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２种手术方式
和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图３。

图２　手术时间漏斗图

　　２３２　术中出血量　共有１４项研究［１５，７９，１１１５，１７１９］对术 中出血量进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不完全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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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详见图 ４。各研究间有中度异质性（Ｐ＝００１，Ｉ２＝
５１％），逐一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采用随机效
应模型。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ＷＭＤ＝００５，９５０％ＣＩ：０００～

０１１，总效应检验 Ｚ＝１８１，Ｐ＝００７。两组数据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这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术中出血量和包皮环切吻合

器术中出血量无明显区别。具体结果详见图５。

图３　手术时间Ｍｅｔａ分析

图４　术中出血量漏斗图

图５　术中出血量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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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术后疼痛评分　共有１５项研究［１２，４５，１０１９］对术后疼痛

评分进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不完全对称，具体

结果详见图 ６。各研究之间有异质性（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２ ＝
１００％），逐一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采用随机

效应模型。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ＷＭＤ＝－２２１，９５０％ＣＩ：－
３０４～１３９，总效应检验Ｚ＝５２５，Ｐ＜０００００１。两组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术后疼痛评分小于包皮

环切吻合器，具体结果详见图７。

图６　术后疼痛评分漏斗图

图７　术后疼痛评分Ｍｅｔａ分析

２３４　术后外观满意度　共有１３项研究［１３，５，７，９１３，１５，１８］对术后

外观满意度进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基本对称，

具体结果详见图８。各研究间无异质性（Ｐ＝０３３，Ｉ２＝１１％），
各研究差异不大，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
示：０Ｒ＝４２３，９５０％ＣＩ：３０１～５９５，总效应检验 Ｚ＝８２７，Ｐ＜
０００００１。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
术满意度大于包皮环切吻合器，具体结果详见图９。
２３５　术后愈合时间　共有１６项研究对手术时间［１，３４，７１６，１８１９］

进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不对称，具体结果详见

图１０。各研究间有异质性（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２＝９９％），逐一进行
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ＷＭＤ＝－９３０，９５０％ＣＩ：－１１０１～ －
７５９，总效应检验 Ｚ＝１０６７，Ｐ＜０００００１。两组数据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手术愈合时间小于包皮环

切吻合器，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５１　　　·

图８　术后外观满意度漏斗图

图９　术后外观满意度Ｍｅｔａ分析

图１０　术后愈合时间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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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术后愈合时间Ｍｅｔａ分析

２３６　术后迟发性出血共有１５项研究［１，３４，６１０，１２，１４２０］对术后迟

发性出血或血肿进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不完

全对称，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２。各研究间存在中度异质性（Ｐ＝
０００４，Ｉ２＝６３％），逐一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
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分析。Ｍｅｔａ分

析结果显示：ＯＲ＝４２８，９５０％ＣＩ：１６６～１１０２，总效应检验 Ｚ
＝３０２，Ｐ＝０００３，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包皮
环切缝合器术后迟发性出血发生率高于包皮环切吻合器。具

体结果详见图１３。

图１２　术后迟发出血漏斗图

图１３　术后迟发出血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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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　术后感染共有１６项研究［１，３４，６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７２０］对术后感染

进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不完全对称，具体结果

详见图１４。各研究间存在中度异质性（Ｐ＜００００１，Ｉ２＝７０％），
逐一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分析。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０Ｒ＝０１６，９５０％ＣＩ：００８～０３４，
总效应检验Ｚ＝３８７，Ｐ＜０００００１。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术后感染率明显低于包皮环切吻合

器，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５。
２３８　术后水肿共有１６项研究［１，３４，６１０，１２１５，１７１９］对术后水肿进

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不完全对称，具体结果详

见图１６。各研究间存在中度异质性（Ｐ＜０００００１，Ｉ２＝７３％），
逐一进行敏感性分析后异质性无法消除，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分析。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０Ｒ＝０１７，９５０％ＣＩ：０１０～０２９，
总效应检验Ｚ＝６４５，Ｐ＜０００００１。两组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这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术后水肿发生率明显低于包皮环切

吻合器。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７。
２３９　术后伤口裂开共有８项研究［４，６，１０，１３１５，１７］对术后感染进

行了观察。发表偏倚分析可见漏斗图基本对称，具体结果详见

图１８。各研究间不存在异质性（Ｐ＝０６２，Ｉ２＝０％）故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分析。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０Ｒ＝０１５，９５０％ＣＩ：００８
～０２６，总效应检验Ｚ＝６６９，Ｐ＜０００００１。两组数据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这表明包皮环切缝合器术后伤口裂开发生率明显低

于包皮环切吻合器。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９。

图１４　术后感染漏斗图

图１５　术后感染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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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术后水肿漏斗图

图１７　术后水肿Ｍｅｔａ分析

图１８　术后伤口裂开漏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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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术后伤口裂开Ｍｅｔａ分析

#

　讨论
包皮环切吻合器也称商环，是近年来在我国广泛用于包皮

环切的一种器材，其利用包皮环内环、外环间的压力及剪切力，

使包皮远端坏死、脱落，从而去掉过多的包皮［１４］。与传统术式

相比，其在手术效果、手术时间等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并

且其术中及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远小于传统术式，已经被广泛

应用于各级医院。包皮环切缝合器则是比包皮环切吻合器更

为新兴的一种器材，其借鉴胃肠切割吻合器的工作原理，在将

包皮环切的同时，将钢钉打在创口上以闭合包皮内外板，以达

到去除过多包皮的目的［５］。目前，这种手术方式已经在我国各

级医院逐步开展，与传统术式相比同样展示了明显的优越性。

但是，由于开展时间不长，人们对包皮环切缝合器的一些性能

尚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是与包皮环切吻合器相比，两者相关性

能孰优孰劣值得商榷，为临床医师术式的选择带来了困扰。

根据本文分析结果可见，与包皮环切吻合器相比，应用包皮

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愈合时间短，术后疼痛评分低，患者术

后外观满意度高，术后水肿（或渗液）、感染、伤口裂开等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较低；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迟发性出血（或血肿）

比率３项指标未见明显差异；但术后迟发性出血发生率较高。总
体而言，２种术式各有优势，但包皮环切缝合器优越性更明显，且
某些并发症发生率较低。综合参考文献的观点分析其原因，可能

有以下两点：①并发症发生方面，包皮环切吻合器术中需外翻包
皮，表面张力相对较大，扣上塑料外环后有一定切割效应，可使组

织术后发生缺血坏死，进而容易导致炎性水肿、继发感染。同时，

由于包皮局部神经丰富，炎症因子刺激可加重术后疼痛。②手术
时间方面，包皮环切吻合器拆环后伤口皮肤结痂坏死、脱离、皮下

小淋巴管及血管重建需一定的自然过程，耗时较长。而包皮环切

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时包皮内外板的精确对合，“切一缝”两步

在瞬间同时完成，避免了包皮环切吻合器环切术后切缘的皮肤需

先坏死脱落再愈合的漫长过程［１，４，７８，１０，１４１５，１７１８，２０］，愈合较快。但

本研究除伤口裂开、术后外观满意度２项指标外，大部分结果异
质性大。手术时间、愈合时间的异质性可能主要来源于各研究手

术操作者熟练程度不同，以及统计时间截点差异。术中出血量、

术后水肿、术后出血、术后感染异质性可能主要来源于各研究手

术者操作手法、各研究手术条件及各指标评估过程中人为误差。

术后疼痛评分异质性可能主要来源于各研究中疼痛评分标准不

同、观察对象主观感受不同，以及各研究未能对包皮环切吻合器

内置及外置两种术式进行区分所致。

此外，本次研究检索虽辅以手工检索，但所检索的４篇文献
全为重复文献，增刊、书信等灰色文献无法获取。同时，检索虽

未限制语种，但所检索到的文献全为中文文献，这可能与包皮

环切缝合器及包皮环切吻合器在国外研究较少相关，但仍然有

检索不全的可能，故本研究可能存在潜在的发表偏倚。再者，

本次研究所纳入的全部文献虽都提及“随机”字样，但绝大部分

文献未描述具体的随机分配方法和是否盲法，而随机方法不当

和假随机可造成选择性偏倚，对试验的结果的影响很大，没有

盲法分配方案也可以使干预效果平均被夸大。最后，由于研究

资料有限，尚有很多有分析价值的指标如术后粘连、术后疼痛

时间等未能进行分析，故不能对２种手术方式的优劣简单评价，
本文所示结果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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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短期驻训人员男性性激素水平变化分析
高亮　刘燕　李彬　李年华　阳盛洪△

解放军第十八医院新疆军区高山病研究所，新疆 叶城 ８４４９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高原短期驻训人员成年男性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探讨高原低氧对性激素的影响。
方法：采用自身前后对照方法，对同一批进驻海拔４２８０ｍ高原驻训官兵，于上山前、上山后１个月分别测定
其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催乳素（ＰＲＬ）、雌二醇（Ｅ２）、孕酮（ＰＧ）、睾酮（Ｔ），观察其进驻高原
前后性激素水平的变化。结果：上山后１个月，ＦＳＨ、Ｔ比上山前显著降低（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ＲＬ比上山
前显著升高（Ｐ＜００１），其他指标无显著变化。结论：高原低氧环境对男性生殖激素水平有所影响，但其影
响的规律和机制仍然需要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

【关键词】　 高原；低氧；男性；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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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ｙｐｏｘｉａｏｎｍａ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ｔ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ｂｕｔｔｈｅｒｕｌｅ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ａｌｔｉｔｕｄｅ；Ｈｙｐｏｘｉａ；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ｈｏｒｍｏｎｅ

　　有关研究证明，高原低氧环境对人类生殖内分泌存在影
响，可以引起体内多种内分泌激素发生改变，但对其产生的机

制和生殖系统细胞乃至基因水平的研究仍显不足［１］，研究结果

也不尽相同［２］。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高原环境对男性生殖内

分泌影响的变化规律，我们对同一批进驻高原驻训的官兵，于

上山前、上山后１个月分别观察其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
素（ＬＨ）、催乳素（ＰＲＬ）、雌二醇（Ｅ２）、孕酮（ＰＧ）和睾酮（Ｔ）的
含量变化，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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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６年８月，选取进驻高原（海拔４２８０ｍ）驻训的某部２２
名汉族男性官兵，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３岁，年龄（３１３１±５７６）
岁，均为平原出生，上高原前经过本院体检确认健康，排除心、

肝、肺及生殖系统疾患。

１２　方法
受试者清晨空腹采集静脉血５ｍＬ，及时分离血清，２５℃保

存备检。采用西门子ＩＭＭＵＬＩＴＥ２０００全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及

原装配套试剂、质控物和校准物测定。全部由专机专人操作。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两者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进驻海拔４２８０ｍ驻训１个月后，ＦＳＨ、Ｔ比上山前均显著降

低（均Ｐ＜００５），ＰＲＬ比上山前显著升高（Ｐ＜００１），其他指标
无显著变化。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海拔４２８０ｍ高原驻训１个月前后男性性激素水平的变化（珋ｘ±ｓ）

时间 例数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Ｇ（ｎｇ／ｍｌ） Ｔ（ｎｇ／ｄｌ）

上山前 ２２ ４４９±１４８ ３６８±１１４ １１１７±３３８ ２４７８±７４０ ０４５±０１４ ４３９３６±９７９５

上山后 ２２ ３４５±１１３ ３６２±１１４ １５０１±４６５ ２７７８±８９１ ０４３±０１４ ３６７５９±９９９０

ｔ值 ２８９２ ０２２３ －２９０７ －１１８０ ０４３９ ２７５９

Ｐ值 ０００９ ０８２６ 　０００８ 　０２５１ ０６６５ ００１２

#

　讨论
除了与性功能有关之外，性激素还对人体的生长、发育、生

殖和衰老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在高原低氧环境的影响下，人

体为了适应此种环境，性激素发生变化的情况报道尚少［３］。动

物实验表明，缺氧环境暴露的时间越长，大鼠的性功能受抑制

程度越严重［４］。ＳｏｕｋｈｏｖａＯ’Ｈａｒｅ［５］等发现，慢性间歇性缺氧小
鼠性欲减退，且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并认为可能通过以下３种途
径影响性功能：①中枢神经机制；②外周神经机制；③阴茎组织
改变。人体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三级结构作为一个机能中
心，分泌的性激素对生殖系统发育、维持正常男性性欲和阴茎

勃起有重要作用［６］。有关研究认为，移居者在进入高原不同时

期，垂体分泌的ＰＲＬ、ＬＨ和ＦＳＨ没有变化［７８］。对驻留高原３～
１２个月的平原移居者和高原世居者（均为男性）的研究发现，进
入高原初期ＬＨ增高属于应激性，长时间驻留并不会影响垂体
的ＬＨ和ＦＳＨ的分泌［９］。Ｏｋｕｍｕｒａ等［１０］通过对高原探险队员

进行内分泌监测发现，１个月后 ＬＨ水平升高，ＦＳＨ水平没有改
变。Ｇｏｎｚａｌｅｓ等报道，移居者与世居秘鲁安第斯高原者相比生
殖能力有所降低，但Ｔ水平没有改变［１１］。

大部分研究者认为，高原低氧对 ＦＳＨ的分泌无影响，而抑
制垂体分泌ＬＨ［１２］。观察不同时间点激素水平的变化，发现５ｄ
后ＦＳＨ水平上升，以后逐步降低，但仍然高于正常组，ＬＨ呈持
续下降水平，Ｔ水平在 ３０ｄ以后也持续下降至与 ＬＨ趋势一
致［１３］。裴志伟等的研究发现，移居海拔５０００ｍ高原习服３个月
的男性某些血清生殖激素含量减少，以ＬＨ、Ｅ２及ＰＲＬ为主［１４］。

本研究对移居海拔４２８０ｍ高原习服１个月的男性血清生殖激
素含量变化进行检测发现，ＦＳＨ、Ｔ显著降低，ＰＲＬ显著升高，
ＬＨ、Ｅ２、ＰＧ无显著变化，研究结果与既往报道结果不一致。高
原低氧Ｔ水平降低的原因可能是由于：①高原低氧对男性性腺
功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１５］。进驻高原，急慢性组织低氧，导致

细胞线粒体内甾体脱氢酶活性的减弱，降低了雄甾二醇脱氢成

Ｔ的反应过程［１６］，从而使血清内Ｔ含量降低。虽然Ｔ浓度降低
会负反馈剌激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以剌激 Ｔ的合成，但由于脱
氢酶活性减弱，这一调节过程不能充分发挥作用。②代偿性自

身调控作用。因为Ｔ有降低机体对高二氧化碳通气反应作用，
Ｔ降低有利于二氧化碳的排出和氧的增加。③雄激素转化为雌
激素而致雄激素减少［１７］。裴志伟［１４］认为，高原移居者性激素

水平与海拔高度、暴露时间、习服时间、年龄、性别、生理状态等

影响因素有关，这也是各项研究报道不一的原因。Ｖｅｒｒａｔｔｉ等通
过对登山者的观察研究发现，这种夜间睡眠相关的勃起能力随

着海拔高度的增高进行性降低［１８］。因此，我们认为性激素水平

的演变有其自身特点及规律性。本次研究样本量少、高原习服

时间短、年龄梯度较大是出现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但高原低

氧环境对男性生殖激素水平有影响是肯定的。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高原低压低氧对男性生殖内分泌系统

影响的研究主要是调查报道，停留在缺氧动物、激素水平、组织

形态等方面，对其产生的机制、生殖系统细胞和基因水平的研

究有所不足。此外，受传统观念和研究手段的限制，各个研究

机构没有对高原男性性功能的影响进行系统的研究，使得已有

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未来我们将从海拔高度、地理环境、人员

年龄、民族、移居高原时间等因素着手，对高原男性性功能展开

研究，为全面揭示高原低氧对男性性健康影响的规律和机制提

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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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１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用右美托咪定对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的
效果研究
郭会江１　王东海２　马春梅３　刘秋颖２　方菲２　李冬雷４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麻醉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２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３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外科门诊，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４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肿瘤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右美托咪定对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的效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７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月在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施行手术的５６例宫颈癌患者为本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ｎ＝
２８）和对照组（ｎ＝２８）。研究组采用右美托咪定进行麻醉，对照组采用丙泊酚进行麻醉，比较两组患者于麻
醉前、麻醉１０ｍｉｎ后镇静评分（Ｒａｍｓａｙ评分），麻醉期间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和心率（ＨＲ）变化情况和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结果：麻醉１０ｍｉｎ后，两组患者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均有所上升，研究组上升更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于麻醉期间ＭＡＰ、ＨＲ变化情况相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对照组更低（０００％ ＶＳ２１４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应用右美托咪定对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醉效果确切，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右美托咪定；宫颈癌；全身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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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５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２８）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ｎ＝２８）．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ｆｏ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ＴｈｅＲａｍｓａｙｓｃｏｒｅ，ｃｈａｎ
ｇｅｓｉｎ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Ｐ）ａｎｄ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ＨＲ）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１０ｍｉｎａｆｔｅｒ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１０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ｔｈｅ
Ｒａｍｓａ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ＡＰａｎｄＨＲ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０．００％ ｖｓ２１．４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
ｓｉａ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宫颈癌是临床常见妇科恶性疾病，近年来发病率逐渐递增且
趋于年轻化，给患者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１］。目前，临床对宫颈

癌患者经常采取手术治疗，因为手术过程长、创伤大，患者往往在麻

醉苏醒后出现烦躁和寒颤等一系列不良反应，所以，选用高效、低不

良反应的麻醉药物成为临床面临的一大严峻问题［２］。本研究对保

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施行手术的５６例宫颈癌患者分别采用丙泊酚和
右美托咪定进行麻醉，比较两组患者麻醉效果，旨在为宫颈癌手术

寻找更为高效和低不良反应的麻醉药物。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施
行手术的５６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
（ｎ＝２８）和对照组（ｎ＝２８）。研究组２８例，年龄范围３３岁 ～６２
岁，年龄（４２８５±５６１）岁；对照组２８例，年龄范围３４岁 ～６３
岁，年龄（４３２８±５２０）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宫颈癌并需施行手术治疗；②知情后
自愿签同意书；③依从性好，配合此次研究。排除标准：①伴有
严重精神疾病；②伴有严重传染疾病；③伴有严重心脑血管类
疾病；④对本研究所选麻醉药物过敏。
１３　方法

术前对两组患者均使用芬太尼（国药集团工业有限公司廊

坊分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２３４２１）＋顺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８６８）＋丙泊酚（北京世桥生物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５３０９３）静脉注射，剂量分别为０００２ｍｇ／
ｋｇ、０２ｍｇ／ｋｇ、２５ｍｇ／ｋｇ。患者进手术室后均接受持续生命体征
监测，并于建立静脉通道之后开始全身性麻醉。研究组在此基础

上采用右美托咪定进行麻醉处理，使用剂量为 ６０μｇ／（ｋｇ·

ｍｉｎ－１）；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丙泊酚对患者进行麻醉处理，使
用剂量为６０μｇ／（ｋｇ·ｍｉｎ－１）。在手术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泵入
顺阿曲库铵０１ｍｇ／ｋｇ与浓度为１～３％的七氟烷（鲁南贝特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０６８１）吸入麻醉，而后研究组患者持续
泵入０８μｇ／（ｋｇ·ｈ－１）的右美托咪定进行麻醉维持；对照组患者
持续泵入４ｍｇ／（ｋｇ·ｈ－１）的丙泊酚进行麻醉维持。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麻醉前、麻醉１０ｍｉｎ后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麻醉期
间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和心率（ＨＲ）变化情况及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不良反应：惊厥、呼吸抑制、血压下降及心动过缓。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两组患者 Ｒａｍｓａｙ评

分、ＭＡＰ和ＨＲ用 珋ｘ±ｓ表示，进行ｔ检验；不良反应以百分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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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ｍｓａｙ评分比较

麻醉１０ｍｉｎ后，两组患者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均有所上升，研究组
患者上升更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麻醉前、麻醉１０ｍｉｎ后Ｒａｍｓａｙ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麻醉前 麻醉１０ｍｉｎ后 ｔ值 Ｐ值

研究组 ２８ １５３±０５２ ３７８±０８４ １５７４７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８ １６２±０５１ ２４３±０７２ ９６４２ ００００

ｔ值 １０２３ ８６７２

Ｐ值 ０２４７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ＭＡＰ、ＨＲ比较
两组患者麻醉期间ＭＡＰ、ＨＲ变化情况相比，研究组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麻醉前后ＭＡＰ、ＨＲ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ＡＰ（ＫＰａ）

麻醉前 麻醉期间 ｔ值 Ｐ值

ＨＲ（次／ｍｉｎ）

麻醉前 麻醉期间 ｔ值 Ｐ值

研究组 ２８ １０６３±１０７ ９２５±０４５ ４０２３ ０００８ ７６２３±６２３ ６６４０±６６７ ７２０８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８ １０７５±１１４ １２３２±０５２ ４９２５ ００００ ７５４５±５６３ ８２６７±６３２ ５３７１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４０６ １０６７５ ０３５２ １１２８５

Ｐ值 ０６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７４３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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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对照组更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惊厥 呼吸抑制 血压下降 心动过缓 总发生

研究组 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２８ １（３５７） １（３５７）３（１０７１）１（３５７）６（２１４３）

χ２值 － － － － ４６６７

Ｐ值 － － － － ００３１

#

　讨论
宫颈癌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其原位癌高发于

３０岁～３５岁年龄段，浸润癌高发于４５岁 ～５５岁年龄段，且近
年来发病呈现出年轻化趋势［３４］。几十年来，由于宫颈细胞学

筛查的普及，使得宫颈癌与癌前病变得到了早期发现和治疗，

从而使宫颈癌发病率与死亡率已有一定程度的降低。临床发

现，宫颈癌发病原因为病毒性感染、性行为不检或过早及分娩

次数过多等，主要表现为阴道流血、排液和一系列晚期症状

等［５６］。手术是治疗宫颈癌的主要方法，但近年来，麻醉后容易

出现血压下降、惊厥、心动过缓及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让临床

医师和患者家属倍感压力，因此，选用何种麻醉药物成为临床

医师共同关注问题［７］。

近年来，右美托咪定被逐步应用于宫颈癌手术中，效果确

切，受到广大患者和临床医师的关注。本研究中，麻醉 １０ｍｉｎ
后，两组患者 Ｒａｍｓａｙ评分均有所上升，研究组上升更多；两组
患者麻醉期间ＭＡＰ、ＨＲ变化情况相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研
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对照组更低。这表明应用右美托

咪定对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醉效果确切、不良反应少。

分析其原因为，右美托咪定属于一种新型选择性肾上腺素受体

激动剂，其具有一定镇静、镇痛与抗焦虑的功能［８１０］。相关临床

研究表明，此制剂能够作用于对中枢神经突触抑制患者去甲肾

上腺素分泌，从而有效降低突触后膜兴奋性；还可以利用介导Ｇ
蛋白耦联，对患者机体内环磷腺苷合成进行抑制［１１１２］；此外，可

以有效抑制钙离子内流，成功阻碍细胞递质释放，同时激活钾

通道，抑制突触前后。临床上将右美托咪定应用于全身麻醉显

现出了一定的镇静、镇痛效果，其作用时间短，患者往往能够随

时调节自身镇静程度或迅速恢复［１３］；该制剂既可以降低患者的

行为能力，还保留着患者的短期记忆力和注意力等，所以往往

患者在迅速睡着后可以被迅速叫醒，让患者在术中仍然存在意

识可以与医师自行沟通以提高患者术中的舒适感［１４１６］。除此

之外，右美托咪定可以使患者心血管保持稳定，通过调节患者

心血管内中枢脑干系统对机体交感神经的输出能力来降低患

者血压和心率水平，以提高患者术中的麻醉效果［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应用右美托咪定对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

醉效果确切，安全性高。但是，本研究收集样本数量不多，结果

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临床需要增加样本数量开展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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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对宫腔积液的病因及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
价值
杨翠英　张淑清　黄淑瑜
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积液患者采用宫腔镜检查对病因及妇科子宫恶性疾病的鉴别诊断能力。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３００例经超声检查发现的宫腔积液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所有患者均接受了宫腔镜及病理学检查，分析宫腔镜在诊断宫腔积液病因及鉴别诊断子宫恶性

病变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３００例接受宫腔镜检查的宫腔积液患者，主要病因为宫腔积脓（５１３３％），其
次分别为子宫内膜炎（１２００％）、子宫内膜息肉（１０００％）和子宫内膜增生（７３３％）；宫腔镜检查误诊子宫
内膜腺癌２例，漏诊子宫内膜癌５例；鉴别诊断子宫恶性病变的灵敏度为７５００％，特异度为９９２９％；漏诊
率为２５００％，误诊率为０７１％。结论：宫腔积液患者采用宫腔镜检查，能初步明确患者病因，其鉴别诊断患
者子宫恶性疾病的特异度较高。

【关键词】　宫腔积液；宫腔镜；子宫；恶性疾病；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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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积液是多种妇科良性、恶性疾病的临床表现，绝经后
妇女的宫腔呈闭合状态，子宫内膜萎缩，宫颈易形成狭窄、粘

连。宫腔内分泌物难以排出而易形成宫腔积液，如合并感染可

致宫腔积脓［１］。既往在Ｂ超监护下进行常规内窥镜检查效果
较好。但是，绝经后妇女由于生理因素的影响而出现阴道萎

缩、阴道壁弹性下降、阴道黏膜菲薄等改变，导致经阴道置入窥

器的操作困难，患者的接受度较差等问题［２］。

近年来，妇科内镜检查技术发展越来越完善，在临床工作

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宫腔镜作为常用的妇科内镜检查，可减

轻患者的疼痛和不适感，避免术中出现子宫穿孔、心脑血管意

外等，患者的依从性较好［３］。本研究探讨了采用宫腔镜检查对

宫腔积液患者的病因及子宫恶性疾病的鉴别诊断能力。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３００
例经超声检查发现的宫腔积液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年龄范围

４９岁～７２岁，年龄（５９１±５２）岁，均因体检做 Ｂ超检查时发
现宫腔积液，其中合并子宫内膜增厚３２例、宫内强回声团块２７
例、宫内节育器１６例。本研究获得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
１２１纳入标准　①为绝经后妇女；②因体检时行 Ｂ超检查发
现宫腔积液；③患者主动要求进行内镜检查并且接受病理学检
查；④患者的各项资料完整。
１２２排除标准　①既往已经确诊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患者；
②未经病理学检查证实；③资料不完整，难以进行统计分析。
１３　内镜检查方法

内镜检查仪器为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宫腔镜设备，膨宫介质为
０９％氯化钠溶液，膨宫压力为６０７５ｍｍＨｇ。患者取膀胱截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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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严密监护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生命体征。常规消毒外

阴、阴道、宫颈。初始膨宫压力设置为６０ｍｍＨｇ。分开两侧小阴
唇，将宫腔镜置入阴道，镜下检查阴道、宫颈。经宫颈管将宫腔

镜置入宫腔，观察宫颈管。镜体进入宫腔后，采用空针自出水

孔抽吸宫腔积液。诊断为宫腔积脓者，留取脓液做细菌培养和

药敏试验。低压冲洗宫腔以保持视野清晰，观察宫腔壁、输卵

管开口、子宫内膜。将２０ｍｌ注射器插入宫腔镜出水孔，至拟活
检部位时负压吸取子宫内膜和宫内液体。取下注射器后将吸

取的内膜组织推至纱布块过滤，标本送病理检查。对可疑子宫

内膜病变者，采用小刮匙刮取内膜取材送病理检查。

宫腔镜检查过程中如发现宫颈粘连、进镜困难，在超声监

护下继续检查。向膀胱灌注适量生理盐水充盈膀胱，使超声检

查清晰。借助超声监护判断进镜方向。将镜体尖端触抵宫颈

粘连部位施以适当力度分离粘连，使镜体顺利进入宫腔。

１４　术后处理
术后口服抗生素预防感染，宫腔积脓患者首先根据经验给

予广谱抗生素，之后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给予敏感抗

生素治疗。３个月后复诊。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处理，所有计量指标
均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采用百分
率进行表示，计算灵敏度、特异度、漏诊率及误诊率等诊断学评

价指标；Ｐ值＜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宫腔镜检查诊断宫腔积液的情况

３００例接受宫腔镜检查的宫腔积液患者，主要病因为宫腔

积脓（５１３３％），其次分别为子宫内膜炎（１２００％）、子宫内膜
息肉（１０００％）、子宫内膜增生（７３３％），有４１例患者被诊断
为正常宫腔。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３００例患者宫腔镜检查诊断宫腔积液的情况

检查结果 例数 构成比（％）

宫腔积脓　　 １５４ ５１３３

正常宫腔　　 ４１ １３６７

子宫内膜炎　 ３６ １２００

子宫内膜息肉 ３０ １０００

子宫内膜增生 ２２ ７３３

子宫内膜癌　 １３ ４３３

宫颈癌　　　 ４ １３３

合计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２　宫腔镜检查诊断宫腔积液结果与病理学结果对照
病理学检查显示，３００例患者中，导致宫腔积液的主要原因

为子宫内膜炎２０２例，萎缩性子宫内膜５３例，子宫内膜不典型
增生２５例，子宫内膜样腺癌１６例，宫颈鳞状细胞癌４例；宫腔
镜检查诊断为正常宫腔的４１例患者，病理学检查证实为子宫内
膜炎２５例，萎缩性子宫内膜１６例；宫腔镜检查误诊为子宫内膜
炎８例，误诊为子宫内膜息肉２例，误诊为子宫内膜增生２例，
误诊子宫内膜腺癌２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３００例患者宫腔镜检查诊断宫腔积液结果与病理学结果对照

宫腔镜检查结果
病理学诊断结果

子宫内膜炎 萎缩性子宫内膜 子宫内膜样腺癌 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宫颈鳞状细胞癌
合计

宫腔积脓　　 １２１ ３１ ２ ０ ０ １５４

正常宫腔　　 ２５ １６ ０ ０ ０ ４１

子宫内膜炎　 ２８ ６ １ １ ０ ３６

子宫内膜息肉 ２８ ０ ０ ２ ０ ３０

子宫内膜增生 ０ ０ ２ ２０ ０ ２２

子宫内膜癌　 ０ ０ １１ ２ ０ １３

宫颈癌　　　 ０ ０ ０ ０ ４ ４

合计 ２０２ ５３ １６ ２５ ４ ３００

２３　宫腔镜鉴别诊断子宫恶性病变的价值
３００例患者中，宫腔镜检查误诊子宫内膜腺癌２例，漏诊子

宫内膜癌５例；鉴别诊断子宫恶性病变的灵敏度为７５００％，特
异度为９９２９％；漏诊率为２５００％，误诊率为０７１％。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

　讨论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自我保健意识逐渐

增强，妇科体检日益受到重视［４］。绝经后妇女常因白带增多、

阴道分泌物异常、下腹胀痛等症状而就诊，Ｂ超检查常提示宫腔
积液［５］。由于子宫良性或者恶性疾病均可能导致宫腔积液，因

此，准确地判断病因有利于指导确定临床治疗方案，对患者的

预后有益［６］。常规的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虽然可以清

晰显示宫颈管内结构和血流状态，但是不能采集标本进行病理

检查，在鉴别诊断子宫良恶性病变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只能

将其作为初级筛查的手段［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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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３００例患者宫腔镜检查鉴别诊断子宫恶性病变的结果

宫腔镜检查结果
病理学诊断结果

恶性 良性
合计

恶性 １５ 　２ １７

良性 ５ ２７８ ２８３

合计 ２０ ２８０ ３００

绝经后妇女常存在着宫颈管狭窄、宫颈粘连等问题，盲目

的宫腔操作存在着造成子宫穿孔的风险［８］。患者还可能会在

疼痛刺激以及过度紧张的状态下，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安全性

得不到保障，使其依从性较差［９］。

宫腔镜的问世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在直视状态下可清

晰辨识宫颈管走向，有效避免了子宫穿孔的发生［１０］。检查过程

中无需使用宫颈钳、宫颈扩张器等器械，患者耐受力较好。宫

腔镜的操作灵活，子宫位置极度偏曲者也可适用［１１］。宫腔镜产

生的医源性刺激小，无需麻醉，患者在轻松的状态下接受检查，

使操作更易进行，也更加安全［１２］。需要注意的是，对宫颈粘连

患者使用单纯宫腔镜检查不易查知宫颈管后方的宫腔走向，需

要在Ｂ超监护下指导宫腔镜前进［１３］。

本研究对３００例宫腔积液的绝经后妇女实施宫腔镜检查，
发现宫腔积脓占比５１３３％，提示宫腔积脓是引起绝经后妇女
宫腔积液的主要病因。这是由于绝经后子宫内膜发生萎缩，宫

体收缩功能下降，宫腔呈闭合状态，宫颈弹性纤维减少，易形成

狭窄、粘连，导致宫腔内的分泌物难以排出而形成宫腔积液［１４］。

而绝经后妇女由于激素水平下降，卵巢功能衰退，使阴道局部

ｐＨ值增高、抵抗力下降，易发生细菌上行感染而导致宫腔积脓。
子宫内膜结核、子宫颈癌、子宫内膜癌等恶性病变时，随着病灶

的生长、坏死，脓性分泌物不断增多，也容易引起宫腔积脓［１５］。

此外，子宫内膜炎、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生也是宫腔积液

的常见病因［１６］。

本研究采用宫腔镜进行宫腔积液的检查，具有创伤小、准

确率高的优点，无扩探宫腔的步骤，有助于保留宫颈管的原始

状态，镜下可直接观察宫颈的颜色、血管充盈度和周围黏膜的

病理学改变，更易发现宫颈管占位性病变［１７］。本研究中，宫腔

镜检查发现子宫内膜样腺癌１６例、宫颈鳞状细胞癌４例；误诊
子宫内膜腺癌２例，漏诊子宫内膜癌５例；宫腔镜检查鉴别诊断
子宫恶性病变的灵敏度为７５００％，特异度为９９２９％，漏诊率
为２５００％，误诊率为０７１％。发生漏诊的原因可能与宫腔镜
难以观察到深层组织的病理学变化和病灶局部血流情况有关。

另一个原因是早期宫颈癌或癌前病变的范围小，宫腔镜下钳取

的组织可能未包含癌性细胞而造成漏诊或误诊［１８］。

综上所述，宫腔积液患者采用宫腔镜检查能初步明确患者

病因，其鉴别诊断患者子宫恶性疾病的特异度较高。宫腔镜检

查引起的不适感更轻微，避免检查过程中引发的子宫穿孔、心

脑血管意外等风险，患者的依从性好；同时，便于取宫腔积脓进

行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有利于指导治疗，值得在今后的临床

工作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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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疗效及对卵巢
功能的影响研究
杨宁　张春红　范蒙　尚铁燕
渭南市中心医院妇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临床疗效及对卵巢功能的影响程度。方法：
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渭南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８０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手术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的４０例患者进行开腹手术，观察组的４０例患者进行腹
腔镜手术。统计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手术时间、出血量、排气排便时间及手术前后的卵巢血供

与生殖激素水平。结果：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手术时间及排气排便时间短于对照组，出血量

小于对照组，手术后的卵巢血供与生殖激素水平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
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临床疗效较好，且对卵巢功能的不良影响更小，因此在卵巢良性肿瘤中的应

用价值更高。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开腹手术；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临床疗效；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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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ｅｘｈａｕｓｔａｎｄ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ｂｌｏｏｄｓｕｐｐｌ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ｈｉｇ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
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卵巢良性肿瘤是女性常见生殖器良性肿瘤，近年来本病的发
病率呈现升高趋势，本病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对患

者造成的不适感及其他表现明显，治疗以手术为主［１］。腹腔镜

手术与开腹手术均是卵巢良性肿瘤治疗的有效手术方式，而腹腔

镜手术的手术创口较小，随着技术的发展完善，受肯定程度也持

续提升，但是对于腹腔镜手术对卵巢状态的影响仍是研究欠缺的

方面［２］。本研究就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临床疗效

及对卵巢功能的影响程度进行探讨，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期间渭南市中心医院收治

的８０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
的不同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４０例患者中，年龄范
围为２０岁 ～５４岁，年龄（３４２±５９）岁；病灶直径范围２０～
１００ｃｍ，直径（５９±１２）ｃｍ；其中，单侧病灶患者２５例，双侧病
灶患者１５例；疾病种类：浆液性囊腺瘤患者１２例，畸胎瘤患者
１０例，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０例，其他患者８例。观察组４０
例患者中，年龄范围为２０岁～５５岁，年龄（３４５±６１）岁，病灶
直径范围２１ｃｍ～１００ｃｍ，病灶直径（５８±１４）ｃｍ，其中单侧
病灶患者２５例，双侧病灶患者１５例；疾病种类：浆液性囊腺瘤
患者１３例，畸胎瘤患者１０例，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０例，其
他患者７例。两组卵巢良性肿瘤患者的年龄、病灶直径、发病部
位及疾病种类等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两组患者均对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书。纳入标准：年

龄≥２０岁及≤５５岁；符合手术指征者；对研究知情同意者。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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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标准：年龄＜２０岁及＞５５岁者；卵巢恶性肿瘤；合并其他生殖
系统疾病；不能有效配合手术治疗及检查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手术方法　对照组的４０例患者进行开腹手术，首先进
行麻醉，然后取截石位进行手术治疗，做下腹部正中切口，对病

灶与周围情况进行探查，将病灶分离，处理血管后将病灶游离

剔除，对切口进行缝合处理，关腹及其他后期处理。观察组的

４０例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患者全麻周取头低脚高位，常规三
孔法进行手术，建立二氧化碳气腹，以脐孔下方做１０ｍｍ切口，
于左右下腹各做５ｍｍ穿刺套管，在腹腔镜辅助下对对病灶与周
围情况进行探查，将病灶分离，处理血管后将病灶游离剔除，电

凝止血，然后进行其他后期处理。统计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

总有效率、手术时间、出血量、排气排便时间及手术前后的卵巢

血供与生殖激素水平。

１２２　检测指标与方法　于术前和术后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
分别检测两组患者的卵巢血供与生殖激素水平，卵巢血供采用

阴道彩超检测患者的卵巢基质血流指标 ＰＳＶ、ＲＩ及 ＰＩ，另采用

酶联免疫试剂盒对生殖激素 Ｅ２、ＬＨ及 ＦＳＨ进行检测。然后统
计与比较两组的上述指标检测结果。

１３　评价标准
临床效果评估：以患者治疗后病灶完全剔除，疾病相关症

状消失，无不良反应出现为显效，以患者治疗后病灶完全剔除，

疾病相关症状明显改善为有效，以患者治疗后病灶未完全剔

除，疾病相关症状改善不明显为无效［３］。显效率与有效率之和

为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９０，计量资料的表示方式为 珋ｘ±ｓ，ｔ

检验处理，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χ２检验处理，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且单侧与双侧的

临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分类 人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单侧 ２５ ２４（９６００） １（４００） ０（０） ２５（１００００）ａ

双侧 １５ １２（８０００） ２（１３３３） １（６６７） １４（９３３３）ａ

整组 ４０ ３６（９００）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９（９７５０）ａ

对照组 单侧 ２５ １７（６８００） ４（１６００） ４（１６００） ２１（８４００）

双侧 １５ ５（３３３３） ４（２６６７） ６（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整组 ４０ ２２（５５００） ８（２０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３０（７５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排气、排便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及排气、排便时间短于对照组，出

血量小于对照组，且单侧与双侧的均好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排气、排便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分类 人数 手术时间 出血量（ｍｌ） 排气时间（ｈ） 排便时间（ｈ）

观察组 单侧 ２５ ４０１６±５２４ａ ４０３６±５１０ａ １８９８±２６６ａ ２７９７±３４５ａ

双侧 １５ ５０１２±５６９ａ ５１７１±５９６ａ ２００２±２８４ａ ２９３２±３７６ａ

整组 ４０ ４５６５±５６３ａ ４５２５±５６３ａ １９６５±２７５ａ ２８９８±３５２ａ

对照组 单侧 ２５ ６３１３±６６８ ６８７８±７６３ ３１５６±３４５ ３８９８±４９５

双侧 １５ ７３６５±７８６ ８４９３±８６３ ３３７３±３８０ ４１５２±５４３

整组 ４０ ６８７８±７２５ ８０５６±８２５ ３２５２±３６３ ４０６５±５２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卵巢血供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卵巢血供指标ＰＳＶ、ＲＩ及ＰＩ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１个月、２个月和３个月，观察

组患者的ＰＳＶ高于对照组，ＲＩ及ＰＩ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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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卵巢血供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点 ＰＳＶ（ｃｍ／ｓ） ＲＩ ＰＩ

观察组 ４０ 手术前 ９８０±０７１ ０７６±００８ １３３±０１４

手术后１个月 １１３２±０９９ａ ０５５±００４ａ ０８６±００６ａ

手术后２个月 １２１２±１１５ａ ０５１±００３ａ ０８３±００５ａ

手术后３个月 １２３８±１２４ａ ０５０±００３ａ ０８１±００５ａ

对照组 ４０ 手术前 ９８２±０７３ ０７５±００７ １３１±０１５

手术后１个月 ９９１±０７５ ０７３±００６ １２４±０１２

手术后２个月 １００２±０９１ ０７０±００５ １１９±０１１

手术后３个月 １０４２±０９５ ０６８±００５ １１５±０１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生殖激素水平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生殖激素Ｅ２、ＬＨ及ＦＳＨ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１个月、２个月及３个月观察

组的Ｅ２高于对照组，ＬＨ及ＦＳＨ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生殖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点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观察组 ４０ 手术前 ２７７９７±２５９８ １７９７±２２３ １６８５±１９３

手术后１个月 ２６０７２±２３３２ａ ２０５２±２３５ａ ２２１２±２３２ａ

手术后２个月 ２６３８３±２４０５ａ ２１０１±２３７ａ ２３４３±２５０ａ

手术后３个月 ２７２５２±２５３５ａ １８９５±２３２ａ ２０６４±２０７ａ

对照组 ４０ 手术前 ２７８４５±２６３５ １７９５±２２６ １６８２±１９５

手术后１个月 ２４０１２±２０４５ ２４９５±２７２ ２６５６±２５４

手术后２个月 ２４６７８±２１３２ ２５５２±２８８ ２８５８±２６３

手术后３个月 ２５１６３±２２８２ ２３６３±２６１ ２５６５±２４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卵巢良性肿瘤占生殖系统良性肿瘤的１／４～１／３，且近年来

此类良性肿瘤的发病有升高的趋势，因此对于卵巢良性肿瘤的

重视程度较高［４５］。对于此类患者的治疗多主张进行手术治

疗，以往的开腹手术具有手术创伤较大等不足，不利于患者的

术后康复，且对患者机体造成的不适感也十分突出，而近年来

应用率不断提升的腹腔镜微创治疗方式则有效地弥补了此项

不足，在保证控制体表创口的基础上，对病灶进行有效清除，且

在感染等多类不良情况的控制方面也有更为积极的作用［６７］。

此外，卵巢手术可对患者的卵巢功能造成较大不良影响，因此

对生殖激素Ｅ２、ＬＨ及ＦＳＨ水平的波动研究意义较高
［８９］。卵巢

血流是反应卵巢状态的有效方面，因此对卵巢基质血流指标

ＰＳＶ、ＲＩ及ＰＩ的改善也是评估手术治疗方式的重要方面［１０１１］。

但是，临床中关于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患者上述方面

的变化研究意义较高。

本文就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临床疗效及对

卵巢功能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手术治

疗的患者效果明显好于开腹手术治疗，表现为腹腔镜手术治疗

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相对更高，单侧与双侧手术患者的效果均

相对更高，同时对手术时间，出血量，排气、排便时间均控制更

好，且手术后的卵巢血供与生殖激素水平表达也明显好于开腹

手术，从而肯定了腹腔镜手术的临床价值。这可能与腹腔镜手

术在保证手术创口控制的基础上，对于病灶周围组织的不良影

响也更小，因此，卵巢功能维护作用更好［１２１３］，同时由于腹腔镜

手术的并发症发生率更低，使得术后机体不良应激控制更好，

因此卵巢血流与生殖激素的分泌功能状态相对更好［１４１５］。此

外，腹腔镜手术的创伤小，导致疼痛应激程度低，血黏度、炎性

反应等与疼痛相关的指标表达也得到有效控制，从而为术后感

染的控制及局部血供的改善奠定了基础［１６１７］，上述方面的改善

也较大程度地控制了对于卵巢的不良影响，因此生殖功能状态

不良影响更小，术后恢复也更快［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临

床疗效较好，且对卵巢功能的不良影响更小，因此在卵巢良性

肿瘤中的应用价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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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重度宫腔粘连术后妊娠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韩双伊　郭冰杰Δ

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与调查中重度宫腔粘连（ＩＵＡ）术后妊娠率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９
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妇产科收治的中重度ＩＵＡ患者１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给
予宫腔镜ＩＵＡ分离术，随访与记录术后妊娠率、月经状况与ＩＵＡ状况，同时调查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１６０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术后３个月患者的 ＩＵＡ评分为１９９±０４８分，均明显低于术前的
８０２±１３９分（ｔ＝１２８４３，Ｐ＜００５）。术后再粘连发生率为１５６％，中度粘连２３例，重度粘连２例。１６０例
患者术后１２个月妊娠７０例，妊娠率为４３８％，妊娠时间距 ＩＵＡ分离手术时间（８２２±１３９）个月。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术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与术后妊娠率有显著相关性

（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术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
也都是影响妊娠率的独立因素（Ｐ＜００５）。随访至今，７０例妊娠者成功分娩４１例，活产率为５８５％；自然
分娩１１例；剖宫产３０例，剖宫产率为７３２％。妊娠中５例，孕早期流产１５例，孕中期流产４例，异位妊娠７
例。结论：宫腔镜ＩＵＡ分离术对治疗中重度ＩＵＡ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术后妊娠率有待提高，活产中的剖宫产
率比较高，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术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为影响妊娠率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　宫腔粘连；妊娠；残留内膜面积；剖宫产；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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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
ｈｅｓｉｏｎｓ　ＨＡＮＳｈｕａｎｇｙｉ，ＧＵＯＢｉｎｇｊｉｅΔ．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Ｓｈｕｎｙｉ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１３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ｔｅｒｓｕｒ
ｇｅｒｙ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ＩＵ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２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１６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ＩＵＡ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ＩＵ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ＩＵＡｓｔａｔｕ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ｌｌｔｈｅ１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ｔｈｅｈｙｓｔｅ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ＩＵ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３ｍｏｎ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ＵＡ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１．９９±０．４８）ｐｏｉｎ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８．０２±１．３９）ｐｏｉｎｔｓ（ｔ＝１２．８４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ｗａｓ１５．６％，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２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７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ｇｏ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ｉｔｈ
ｉｎ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４３．８％ 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ｔｉ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ｂｅｉｎｇ（８．２２±１．３９）
ｍｏｎｔｈｓ．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ｉｎｔｉｍａｌａｒｅａ，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
ａｔｉｖ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ｉｎｔｉｍａｌａｒｅａ，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５８．５％，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１ｃａｓｅｓ
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３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ｅｒ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７３．２％．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ｃａｓｅｓ
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１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ａｎｄ７ｃａ
ｓｅｓ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Ｕ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ｆ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ＩＵＡ，ｂｕ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
ｔｈｅｌｉｖｅｂｉｒｔｈ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ｉｎｔｉｍａｌａｒｅａ，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
ｔｉ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ｓａｒ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ＩＵＡ）；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ａｒｅａ；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ｎｓｔｒｕ
ａｔｉｏｎ

　　宫腔粘连（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ＩＵＡ）是指由各种因素造成
子宫内膜基底层受到损伤后在宫腔内形成不规则的粘连带而

导致的疾病［１２］。有关研究表明，ＩＵＡ的病因包括人工流产术、
盆腔炎症、畸形宫腔整形、葡萄胎清宫术、盆腔炎症等，其在临

床上可以表现为闭经、不孕、月经量减少等，严重影响育龄妇女

的生育健康［３５］。有关研究表明，任何造成子宫内膜基底层受

损的因素均可以导致 ＩＵＡ，特别是妊娠期妇女的子宫创伤更容
易诱发ＩＵＡ的发生［６７］。宫腔镜ＩＵＡ分离术是借助宫腔镜的使
用，在直视下对粘连组织进行分离，能够在直视下完成宫腔形

态的恢复，使得对于宫腔粘连组织的分离更有针对性，避免了

操作的盲目性［８９］。当前，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使得患者的术后
月经与宫腔形态问题都得到了基本改善，但是中重度患者的妊

娠率依然比较低［１０１１］。作为ＩＵＡ预后的终极目标，获得有效妊
娠是目前临床关注的热点［１２］，本文调查与探讨了中重度ＩＵＡ术
后妊娠率及其影响因素。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妇
产科收治的中重度 ＩＵＡ患者１６０例作为本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患者知情同意本研究，已婚，有生育要求，宫腔镜检查确诊

为ＩＵＡ，年龄≤４０岁，体格检查无异常，基础体温和内分泌检查
提示卵巢功能正常，心、肝、肺、肾功能正常；研究得到医院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排除标准：合并严重内科疾病、全身性疾病、恶

性肿瘤等，男方精液异常，合并明显内分泌异常，合并严重子宫

发育畸形，单纯宫颈管粘连。年龄范围 ２３岁 ～３９岁，年龄
（２５２２±３１９）岁；病程范围２个月～１３年，病程（２１４±１７８）
年；体重指数范围（２４１３±２４８）ｋｇ／ｍ２；临床表现：月经改变
１４３例，主诉不孕８０例，反复自然流产４０例。
１２　手术方法

所有患者都给予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使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Ｓ７０手
术宫腔镜及相关配套设备，膨宫介质为生理盐水，功率３２０Ｗ／
１６０Ｗ。气管插管＋静脉复合全身麻醉，宫腔镜评估宫腔粘连部
位、程度、形态、范围及性质；电极分离粘连组织，游离并保护残

留子宫内膜；环状电极切除宫腔内纤维瘢痕组织，显示宫底部、

双侧宫角。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成功标志：双侧输卵管开口清
晰，宫底部显露，宫腔恢复正常大小及形态。术后给予预防粘

连屏障、子宫内膜电生理疗法、人工周期治疗等，术毕宫腔放置

球囊支架１周。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①所有患者在术后３个月进行宫腔镜探查，１～４
分为轻度，５～８分为中度，９～１０分为重度，若评分≥５分判定
为再粘连。②术后３个月依据ＷＨＯ月经失血图法进行量化评
估，即根据卫生巾血染面积进行计量。③术后１２个月进行妊娠
结局判断，包括自然受孕与胚胎移植受孕。④记录所有患者的
临床与一般资料，包括年龄、病程、体重指数、临床表现、术前宫

腔操作次数、月经情况、生育状况；术后月经恢复情况、妊娠率、

宫内节育器放置情况、妊娠解决情况、术后至妊娠时限、人工周

期应用情况；术中宫腔粘连范围、性质、残留内膜面积、程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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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时间等。

１４　统计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数据以率与百分比表示，对比采用 χ２检
验与方差分析等，将单因素分析筛选出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

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所有统计检验均为双侧概率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ＩＵＡ评分对比

１６０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术后３个月患
者的ＩＵＡ评分为（１９９±０４８）分，明显低于术前的（８０２±
１３９）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２８４，Ｐ＜００５）。术后再
粘连发生率为 １５６％（２５／１６０），中度粘连 ２３例，重度粘连
２例。
２２　妊娠情况

１６０例患者术后１２个月妊娠７０例，妊娠率为４３８％，６６例
为自然受孕，４例经胚胎移植受孕。妊娠时间距 ＩＵＡ分离手术
时间（８２２±１３９）个月。
２３　影响妊娠率的因素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

术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与术后妊娠率有显著相关性（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术
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也都是妊娠率的独立影响因素（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中重度ＩＵＡ术后１６０例患者妊娠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的
单因素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例数

（ｎ＝１６０）
妊娠例数

（ｎ＝７０）
率

（％）
Ｆ值 Ｐ值

残留内膜面积

　＞２／３ １００ ６０ ６００ ６３９８ ＜００５

　１／３２／３ ５０ ８ １６０

　＜１／３ １０ １ １００

粘连程度

　中度 １４０ ６８ ４８６ ５９８３ ＜００５

　重度 ２０ ２ １００

月经

　正常 １００ ６３ ６３０ １２８４４ ＜００５

　改善 ４０ ６ １５０

　未改善 ２０ １ ５０

宫颈节育器放置

　有 ６０ １０ １６７ ４８８２ ＞００５

　无 １００ ６０ ６００

宫腔操作次数

　０次 １００ ４０ ４００ ３９９２ ＞００５

　１次 ３０ １０ ３３３

　≥２次 ３０ ２０ ６６７

表２　中重度ＩＵＡ术后１６０例患者妊娠率的主要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残留内膜面积 １６８４ ０４７８ ６４９８ ００２１ ０２２３ ０１８３～０６４３

粘连程度　　 ２８７１ ０６４２ ７１９３ ０００５ ０４５１ ０２９４～０８２３

月经　　　　 １８８３ ０７２３ ９３３３ ００００ ３７８４ １７３３～９９２４

宫腔操作次数 １６７３ ０９２２ ５６９２ ００３２ １８８４ １２９４～５８８２

２４　妊娠结局
随访至今，７０例妊娠者成功分娩４１例，活产率为５８５％，

其中自然分娩１１例，剖宫产３０例，剖宫产率为７３２％。妊娠中
５例，孕早期流产１５例，孕中期流产４例，异位妊娠７例。
#

　讨论
ＩＵＡ是严重危害女性生育功能的子宫内膜损伤性疾病，临

床上经常表现为月经紊乱、反复流产等［１３１４］。宫腔镜宫腔粘连

分离术作为治疗ＩＵＡ的首选方法，可以同时进行镜下准确的粘
连分离术和输卵管插管通液术，已经得到广泛的临床应

用［１５１６］。但从中重度ＩＵＡ患者的术后疗效来看，妊娠率一直不
太高［１７］。本研究结果显示，１６０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宫腔镜 ＩＵＡ
分离术，术后３个月患者的 ＩＵＡ评分为（１９９±０４８）分，明显
低于术前的（８０２±１３９）分。术后再粘连发生率为１５６％，中
度粘连２３例，重度粘连２例，这表明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的应用
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术后依然存在再粘连情况。有关研究报

道，ＩＵＡ术后患者３个月～９个月妊娠概率最高，随着术后时限

的延长，累计妊娠率呈现增长停滞趋势［１８］。因此，一旦术后宫

腔形态恢复正常，应当积极争取早期妊娠，必要时可以采取辅

助生育手段。

ＩＵＡ是一种引起女性不孕的常见子宫因素，有关研究表明，
在不孕症患者中，ＩＣＵ的检出率约为２０％［１９］。任何造成子宫内

膜基底层受损的因素均可导致 ＩＵＡ的发生［２０］。本研究结果显

示，１６０例患者术后１２个月妊娠７０例，妊娠率为４３７５％，６４例
为自然受孕，６例经胚胎移植受孕。妊娠时间距 ＩＵＡ分离手术
时间（８２２±１３９）个月。有关研究表明，妊娠期的子宫容易发
生粘连可能与妊娠期高雌激素水平有关，而刮宫时更容易损伤

子宫内膜基底层而使肌层组织裸露，从而导致 ＩＵＡ的发生。本
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后月经、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

粘连程度、宫腔操作次数与术后妊娠率有显著相关性；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术后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
术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也都是妊娠率的独立影响因素。术后

再生的内膜作为一种天然屏障，可以防止再粘连形成［２１］。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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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ＵＡ患者拥有较多的正常内膜面积，术后可以迅速覆盖创面，而
重度ＩＵＡ患者可能由于基底层残存干细胞较少，导致妊娠率较
低［２２］。月经量是判定生殖预后的重要指标，也在一定程度反映

了内膜的功能状态；术后月经量恢复越好，妊娠率越高。多次

宫腔操作次数患者的妊娠率明显低于一次宫腔操作次数的患

者，说明宫腔形态对妊娠率影响较大，形态失常可能影响胚胎

着床及发育［２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访至今７０例妊娠者成功分娩４１例，活
产率为５８５％，剖宫产率为７３２％。ＩＵＡ患者在临床上多表现
为生育能力下降，不孕、反复流产等［２４］。有关研究认为，ＩＵＡ患
者一旦妊娠均属高危妊娠，因而不易得到存活胎儿［２５］。本研究

结果也显示，妊娠中５例孕早期流产１５例，孕中期流产４例，异
位妊娠７例。相关研究报道显示，ＩＵＡ引起的不孕多为继发性，
可能与粘连改变宫内环境、机械性阻塞影响精子穿入等有

关［２６］。在改善中重度患者 ＩＵＡ术后预后中，提高宫腔镜 ＩＵＡ
分离术后的月经恢复率，可以提高术后获得存活胎儿的几率，

因此应该积极争取术后６年内的最佳妊娠时间，尽量避免计划
外受孕而行人流术，一旦需要宫腔操作需要谨慎操作。

总之，宫腔镜 ＩＵＡ分离术治疗中重度 ＩＵＡ有着很好的效
果，但是术后妊娠率有待提高，活产中的剖宫产率比较高，术后

残留内膜面积、术后粘连程度、术后月经、宫腔操作次数为影响

妊娠率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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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ｒｔｉｌ，２０１５，１６（４）：２２９２３５．

［１６］　ＣａｉＨ，ＱｉａｏＬ，ＳｏｎｇＫ，ｅｔａｌ．Ｏｘｉｄｉｚｅｄ，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ｃｅｌｌｕｌｏｓ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ｐｌｕｓ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ｆｔｅｒａｄｈｅｓｉｏ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
ｃｏｌ，２０１７，２４（１）：８０８８．

［１７］　ＬｅｅＧＳ，ＰａｒｋＪＣ，ＲｈｅｅＪＨ，ｅｔａｌ．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ｉｎｄｅｘ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ｌｏｓｓｅｓｉｎＫｏｒｅａｎｗｏｍｅｎ．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ｉ，２０１６，５９（５）：３７９３８７．

［１８］　张冬梅，何援利，蔡慧华，等．宫腔粘连患者子宫内膜雌、孕激素
受体的表达及意义．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３（５）：８４３８４４．

［１９］　ＺｈｕＨ，ＦｕＪ，ＬｅｉＨ，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ｉｎｄｅ
ｔ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ｐｏｌｙ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ｈｙｓｔｅ
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ｐｏｌｙｐ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ｗｏｍｅｎ．ＥｘｐＴｈｅｒＭｅｄ，２０１６，１２
（２）：１１９６１２００．

［２０］　ＨｏｏｋｅｒＡ，ＦｒａｅｎｋＤ，ＢｒｌｍａｎｎＨ，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
ｈｅｓｉｏｎｓａｆｔｅｒ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ＥｕｒＪ
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Ｒｅｐｒｏ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２０１６，２１（４）：３２９３３５．

［２１］　ＢｈａｎｄａｒｉＳ，ＧａｎｇｕｌｙＩ，ＡｇａｒｗａｌＰ，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ｏｎｅｎ
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５１ｃａｓｅｓ．ＪＨ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Ｓｃｉ，
２０１６，９（２）：１０７１１１．

［２２］　张佳佳，乔杰，宋雪凌，等．４９３例宫腔粘连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
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７，２６（５）：３２９３３２．

［２３］　ＤｉｎｇＹ，ＨｕａｎｇＷ，ＪｉａｎｇＨ，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ｔｕｂ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ｓｔｏｍｙｆｏｒｔｕｂ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Ｅｕｒ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ｌ，２０１６，２０３（８）：１３６１４１．

［２４］　ＫａｓｉａＪＭ，ＮｇｏｗａＪＤ，ＭｉｍｂｏｅＹＳ，ｅｔａｌ．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ｆｉｍｂｒｉｏｐｌａｓｔｙ
ａｎｄｎｅ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ｓｔｏｍｙ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４０２ｃａｓｅｓａｔ
ｔｈ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ｙａｏｕｎｄé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ＪＲｅｐｒｏ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２０１６，１７（２）：１０４１０９．

［２５］　ＧｉｌｍａｎＡＲ，ＤｅｗａｒＫＭ，ＲｈｏｎｅＳＡ，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Ｌｏｏｋ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Ｃａｎ，２０１６，３８（５）：
４５３４５７．

［２６］　汤一群，段华，汪沙，等．中重度宫腔粘连术后妊娠率及其影响因
素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２０１７，９（１）：３７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３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７１　　　·

【基金项目】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局科研项目（２０１２５２）；陕西省宝鸡市科
学技术局项目（２００８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苟永贤（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超声
医学

Δ【通讯作者】杨秋敏（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６２４７９０３７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对宫腔异常
不孕症患者宫腔粘连诊断灵敏度及准确性的影响
苟永贤１　赵书平１　杨秋敏２Δ　张永利３　邱燕玲４

１宝鸡市妇幼保健院超声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２宝鸡市第二中医医院功能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３００
３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４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儿童重症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对宫腔异常不孕症患者宫腔粘连诊断灵敏度
及准确性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宝鸡市妇幼保健院８５例宫腔粘连不孕症患者，均
于入院后行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于上述检查结束３ｄ内行宫腔镜检查，并将宫腔镜检查
结果作为诊断金标准，分析宫腔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在宫腔粘连分度、分型中的灵敏度。结果：宫

腔镜诊断１９例（２２３５％）为轻度粘连，２３例（２７０６％）为中度粘连，４３例（５０５９％）为重度粘连，其中单纯
性颈管粘连２２例（２５８８％），宫腔内粘连３７例（４３５３％），混合型粘连２６例（３０５９％）；宫腔声学造影联合
阴道三维超声诊断宫腔粘连轻度１９例（２２３５％），中度２５例（２９４１％），重度４１例（４８２４％），宫腔粘连分
度准确度为９２９４％（７９／８５）；单纯性颈管粘连２４例（２８２４％），宫腔内粘连３６例（４２３５％），混合型粘连２５
例（２９４１％），宫腔粘连分型准确度为９６４７％（８２／８５）。结论：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宫腔
粘连不孕症患者，可以有效提高宫腔粘连诊断准确性，有利于后期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干预措施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　宫腔异常不孕症；宫腔粘连；宫腔声学造影；经阴道三维超声；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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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２４％）ｓｅｖｅｒ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９２．９４％ （７９／８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４ｃａｓｅｓ（２８．２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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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孕症发生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该病虽不是致命性疾病，但可以影响男女双方身心健康，增加

个人痛苦，导致夫妻感情破裂及家庭不和，已经成为全世界关

注的主要医学及社会问题［１３］。不孕症由多种疾病与病因引

起，发病机制不尽相同，宫腔粘连是临床常见妇科疾病，也是导

致不孕症的重要病因之一，原因可能在于宫腔粘连、内膜损伤

导致子宫容积减小，影响胚胎正常着床和胎儿宫内存活［４５］。

因此，早期诊断宫腔粘连，及时给予有效干预，对降低不孕症发

生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６］。目前，宫腔镜是临

床诊断宫腔粘连的金标准，但该手段为入侵性有创检查，加之

费用高，在初诊宫腔异常不孕症筛查中难以普及［７］。随着超声

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已经成为诊断可疑

宫腔病变的重要检查手段，该技术可以对任意曲面进行三维成

像，能够完整、清晰显示宫腔结构，有利于帮助临床医师对疾病

做出正确诊断。宫腔声学造影是将无菌生理盐水注入宫腔内，

采用超声实时观察宫腔内变化的一种新型宫腔检查技术，具有

无创、并发症少、操作简单等显著优势，在宫腔病变诊断中取得

了良好效果［８］。本研究选取宝鸡市妇幼保健院８５例宫腔异常
不孕症患者，探讨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对宫腔异

常不孕症患者宫腔粘连诊断灵敏度及准确性的影响，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宝鸡市妇幼保健院８５例
宫腔粘连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９岁，年
龄（３２４７±５３３）岁。①纳入标准：均符合《妇产科学》中不孕
症相关诊断标准［９］，经宫腔镜确诊病因为宫腔粘连；仍有妊娠

意愿；纳入研究前７ｄ内无性生活；知晓本研究并自愿签署知情
同意书；②排除标准：合并盆腔急性感染、子宫内膜癌、重度宫
颈糜烂等其他妇科疾病；合并心、肝、肾等功能严重不全或代谢

性酸中毒，存在超声造影禁忌症；配偶存在不育症。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经阴道三维超声　①仪器：美国 ＧＥＥ８超声诊断仪，探
头频率为４～８ＭＨｚ；②向患者说明检查目的、检查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不适症状，讲解配合技巧；③于月经干净后３～７ｄ检查，
继发性闭经者可于当日进行检查；④指导患者取膀胱截石位，
常规消毒、铺巾后行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对子宫大小（长径、

横径、前后径）、内膜厚度、宫腔内有无积液、内膜与子宫肌层关

系、内膜回声强度、宫腔分离宽度及双侧附件区占位性病变进

行详细观察与测量，记录、保存影像信息。

１２２　宫腔声学造影　①完成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后，行宫腔
声学造影；②采用阴道窥器使宫颈暴露，常规消毒后以探针对
宫颈内口及宫颈管进行探查，检查有无宫颈内口及宫颈管粘

连，采用扩宫棒分离粘连；③经宫颈将双腔球囊导管插入宫腔，

使用无菌生理盐水充盈导管球囊，避免造影剂外溢或球囊脱出；

④将阴道窥器退出，将以避孕套套好的阴道探头置入阴道穹
隆，经导管缓慢向宫腔内注入生理盐水或造影剂１０～３０ｍｌ（具
体剂量根据宫腔大小、有无返流等情况决定）；⑤操作时防止空
气进入宫腔，且导管插入不宜过深，避免导管与宫底部接触，注

液时对宫腔进行多角度、多切面扫描，观察宫腔形态、轮廓、回

声强度、造影剂充盈宫腔情况、宫腔内有无粘连带，并对粘连带

长度、宽度、与宫颈、宫腔关系进行观察；⑥抽出导管前端球囊
液体，对子宫颈管及子宫峡部进行观察。所有８５例宫腔粘连不
孕症患者均于上述检查结束３ｄ内行宫腔镜检查或治疗，以宫
腔镜诊断结果为金标准，探讨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

声对宫腔异常不孕症患者宫腔粘连诊断准确度。

１３　诊断标准［１０］

１３１　宫腔粘连分度标准　轻度：粘连累及宫腔面积 ＜２５％，
粘连较薄，多发生于子宫颈内口及宫底部；中度：粘连累及宫腔

面积２５％～７５％；重度：粘连累及宫腔面积 ＞７５％，粘连厚实、
宫壁凝着。

１３２　宫腔粘连分型标准　单纯性颈管粘连：宫颈管狭窄、宫
腔形态正常；宫腔内粘连：内膜薄厚不均，粘连带位于子宫前后

壁间，重度者可见宫腔狭窄、形态异常，宫腔完全闭锁或被分为

多房状；混合型粘连：同时具备宫颈粘连及宫腔粘连。

"

　结果
２１　宫腔镜诊断结果

经宫腔镜诊断，８５例宫腔粘连患者中，１９例（２２３５％）为
轻度粘连，２３例（２７０６％）为中度粘连，４３例（５０５９％）为重度
粘连；其中，单纯性颈管粘连２２例（２５８８％），宫腔内粘连３７例
（４３５３％），混合型粘连２６例（３０５９％）。
２２　联合诊断准确度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诊断，轻度宫腔粘连１９
例（２２３５％），中度宫腔粘连２５例（２９４１％），重度宫腔粘连４１
例（４８２４％），宫腔粘连分度准确度为９２９４％（７９／８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单纯性颈管粘连２４例（２８２４％），宫腔内粘连３６
例（４２３５％），混合型粘连２５例（２９４１％），宫腔粘连分型准确
度为９６４７％（８２／８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诊断宫腔粘连分度结果（ｎ＝８５）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

经阴道三维超声

宫腔镜诊断金标准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轻度 １８ １ ０ １９

中度 １ ２１ ３ ２５

重度 ０ １ ４０ ４１

合计 １９ ２３ ４３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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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诊断宫腔粘连分型结果（ｎ＝８５）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

经阴道三维超声

宫腔镜诊断金标准

单纯性

颈管粘连

宫腔内

粘连

混合型

粘连

合计

单纯性颈管粘连 ２２ ２ ０ ２４

宫腔内粘连　　 ０ ３５ １ ３６

混合型粘连　　 ０ ０ ２５ ２５

合计 ２２ ３７ ２６ ８５

#

　讨论
宫腔粘连是临床常见妇科疾病，主要症状表现为月经异

常、腹痛、子宫轻压疼痛等，严重者甚至可导致生育功能障碍，

主要表现为习惯性流产或不孕症。相关数据统计，宫腔粘连患

者中约５０％有继发性不孕或习惯性流产史，而在不孕症患者
中，宫腔粘连检出率达２０％左右［１１］。目前，临床公认造成宫腔

粘连的原因有［１２１３］：①早孕负压吸宫术、中孕引产刮宫术、中孕
钳刮术、产后出血刮宫术、自然流产刮宫术等妊娠因素导致子

宫内膜基底层受损，进而致使子宫壁形成粘连；②子宫黏膜下
肌瘤经宫腔摘除术、子宫肌瘤剜除术、双子宫矫形术等破坏子

宫内膜基底层，导致子宫肌层暴露于宫腔，致使宫腔壁前后粘

连；③宫内感染子宫结核、产褥期感染、宫腔操作术后继发感染
等手术炎症因素引起子宫粘连。多年临床经验证实，宫腔粘连

若未得到及时治疗，将会对女性正常受孕产生极大影响，故早

期发现、诊断宫腔粘连，使患者接受积极有效治疗，对减少不孕

症、提高妊娠率至关重要。但是，宫腔粘连缺乏特异性临床症

状及体征，通常需要借影像学检查技术诊断［１４］。

宫腔镜检查是目前临床诊断宫腔病变金标准，该技术对观

察部位具有放大作用，不仅可以准确判断宫腔粘连程度、粘连

类型、范围，在判断粘连坚韧度中亦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有利

于了解导致不孕的宫腔因素，且可同时对异常情况进行必要的

手术治疗。周菁等［１６］研究发现，给予宫腔因素所致不孕症患者

宫腔镜手术，有利于疾病确诊与治疗，对改善患者生殖预后具

有重要意义。曹兴凤等［１６］研究指出，宫腔镜检查可以提高宫腔

异常不孕症诊断准确度。宫腔镜虽然为微创入侵性检查手段，

但仍然会对患者机体造成一定损伤。此外，该技术对设备及人

员要求相对较高，在宫腔异常不孕症筛查中具有较大限制性。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三维超声作为医学影像

学的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该技术具有无创

伤、患者痛苦小、操作简便等显著优势，可以获取清晰、准确的

病变位置成像，有利于帮助医护人员对疾病做出正确诊疗，在

宫腔粘连诊断中取得了显著效果。谢夏等［１７］研究指出，经阴道

三维超声在不孕患者宫腔病变诊断中具有较高检出率，且安

全、可靠，可以作为行宫腔镜检查的初步筛选。但是，随着近年

临床对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运用逐渐普及，有关研究发现，对

于膜样粘连，粘连带回声与内膜回声极为相近，三维超声难以

有效鉴别，且当子宫形态呈弧形或后屈位，三维重建冠状切面

较难对宫底和左右宫角位置进行准确定位，进而增加漏诊、误

诊发生风险［１８］。宫腔声学造影是近年迅速发展并完善起来的

一项宫腔检查手段，该技术在经阴道三维超声成像基础上，通

过向宫腔内注入无菌生理盐水或造影剂，使宫腔膨胀，进而利用

子宫内膜与造影剂良好声学界面显示宫腔病变位置、范围、形

态、大小、基底部情况及其与子宫内膜或肌层之间的关系，帮助

临床医师明确宫腔病灶轮廓，在纤维组织性粘连、膜状粘连及

肌性粘连等疾病中具有较高检出率，且宫腔声学造影无辐射、

无损伤，可以反复检查，无严重不良反应，应用价值较高。吴静

等［１９］研究指出，经阴道超声联合宫腔声学造影可以更加清楚地

显示宫腔内及宫颈管形态与结构，同时可以对病变为多发性或

是单发性、弥漫性或是局部性作出有效判断，进而有利于提高

宫腔病变诊断准确率。本研究中，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

维超声检查，其诊断宫腔粘连分度准确度为９２９４％，诊断宫腔
粘连分型准确度高达９６４７％，充分证实了宫腔声学造影与经
阴道三维超声联合诊断，可以准确、有效地判断宫腔粘连程度、

范围及类型，为疾病治疗、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重要借鉴。

综上所述，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检查宫腔粘

连不孕症患者，可以有效提高宫腔粘连诊断准确性，有利于后

期治疗方案的制定和干预措施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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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常见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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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腹联合输卵管吻合对输卵管绝育术后患者性生活
质量及妊娠情况的影响
余锦芬　谢芳Δ　孟龙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腹联合输卵管吻合对输卵管绝育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妊娠情况的影响。
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本院收治的是输卵管结扎术后要求再孕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法
将其分为４０例。观察组行腹腔镜联合宫腔镜手术，对照组行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比较１年内所有入组
者恢复性生活时间以及进行规律性生活时间，统计随访两组性生活质量及生殖相关激素情况，并对术后１
年内可能妊娠方式进行统计。结果：观察组恢复性生活时间及存在规律性生活时间均显著早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１年内ＦＳＦＩ量各项得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Ｅ２和ＰＲＬ水平基本正常，且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自然受孕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联合宫腔镜下卵管吻合治疗输卵管绝育术后患者，
能有效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减轻对机体内分泌的影响，进而提高自然妊娠率。

【关键词】　宫腔镜；腹腔镜；输卵管吻合；输卵管绝育；性生活质量；妊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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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Ｅ２ａｎｄＰＲＬ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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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ｊｏｉｎｔ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ｔｕｂａｌ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ｈｅｒｅｂ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ｕｂａｌａｎａｓｔｏｍｏｓｉｓ；Ｔｕｂａｌ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
ｌｉｆ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自从我国实施计划生育以来，尤其是上世纪８０年代，计划
生育政策落实效果非常理想［１］。许多育龄期妇女在生育第一

胎后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实施输卵管结扎［２］。但是，随着２０１６年
计划生育政策的开放，国家鼓励生育二胎，部分妇女希望再生

育，要求进行输卵管吻合术。而有效地切除输卵管结扎术后瘫

痕组织以及确保吻合口组织对位的准确性，是输卵管吻合术取

得成功并实现术后顺利妊娠的关键［３］。

有关研究证实［４］，输卵管吻合术术后妊娠率与患者年龄、

实施输卵管结扎手术时间及结扎部位存在一定相关性。另外

手术实施输卵管吻合操作时间以及既往切除输卵管的长度亦

存在一定相关性［５］。腹腔镜手术作为目前最流行的微创手术，

创伤小，术后恢复快［６］。但是腹腔镜手术术中操作空间有限，

操作能力要求高于传统开放手术，而且单纯实施腹腔镜手术对

于判断输卵管通畅情况有一定局限性［７］。因此，为了更好地提

高输卵管吻合术的临床效果，本研探讨了腹腔镜联合宫腔镜在

手术治疗中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十堰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是输卵管结扎术后要求再孕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
入组前均签署入组同意书，并申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

患者均经既往病史、影像学检查等确诊，排除既往合并严重盆

腔疾病、既往实施盆腔手术、合并严重慢性生殖系统疾病、其他

原因导致的不孕，排除男方不育者、拒绝入组者。按照随机数

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５岁～４０岁，年龄（３０２±１１）岁，接受结扎年限范围３年～１５
年，年限（８１±０５）年，实施再通手术原因：失独要求再生育１５
例，响应国家政策准备生育二胎２０例，其他原因５例。对照组
患者：年龄范围２６岁～４０岁，年龄（３０３±１０）岁，接受结扎年
限范围３年～１５年，年限（８０±０５）年，实施再通手术原因：失
独要求再生育１４例，响应国家政策准备生育二胎２１例，其他原
因５例。两组患者年龄、接受结扎年限及实施再通手术原因等，
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气管插管下完成手术治疗，其中观

察组行腹腔镜联合宫腔镜手术，所用宫腔镜系统为奥林巴斯宫

腔镜系统，其膨宫液体使用０９％生理盐水，腹腔镜则使用施赛
克腹腔镜及其配套系统。术中将患者摆放截石位，麻醉完善后

先行腹腔镜检查，了解既往输卵管结扎部位、输卵管切除长度

以及患者盆腔内相邻脏器情况，对于合并子宫肌瘤、卵巢囊肿

等患者建议同期处理，充分暴露双侧输卵管结扎部位，腹腔镜

下使用稀释２Ｕ垂体后叶素与生理盐水混合液，使用腹腔镜下
长针头刺入后每侧输卵管系膜部位注射２ｍｌ，所有妥善剪除输
卵管结扎部位疤痕。完成以上操作后由一助行宫腔镜下输卵

管置管注液术，术中使用３Ｆ硬质空心塑料导管在宫腔镜监视
下置入宫角到达输卵管开口部位，此时稍加压并持续向内推进，

当硬质导管进入１５ｃｍ后，向导管内注入稀释的美蓝溶液，并
通过腹腔镜观察美蓝液是否能通畅的达到输卵管伞部，同时观

察其溢出流畅程度。对照组行腹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术，患者均

在全身麻醉下完成手术治疗，根据病情行输卵管复通术。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所有患者均实施门诊或电话或上门随访１年，比较两组

术后开始性生活时间及恢复规律性生活时间，统计随访两组性

生活质量及生殖相关激素情况，并对术后１年内可能妊娠方式
进行统计。

１４　判断标准
性生活质量比较通过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ＦＳ

ＦＩ）进行评估，并对本组入组者实施为期６个月的电话或门诊随
访，针对随访期间ＦＳＦＩ中所包含的内容进行评价，共６大项目，
各单项最高得分６分，总分０～３６分，随着分值的增高患者性生
活质量越高。恢复性生活时间评定标准以术后第１天开始到术
后顺利完成初次经阴道性交之间相隔时间为标准；性唤起时间

指开始性接触至女方阴道湿润，可完成阴道性交时间；每月性

生活频率以术后６个月内每月顺利完成阴道性交次数；血清雌
二醇（Ｅ２）、孕激素（ＰＲＬ）测定通过酶联免疫法进行；妊娠方式
评定以自然妊娠、人工受精妊娠与未妊娠为标准。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ＩＢＭ公司提供）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其中计

量资料采取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均数通过 ｔ检验进
行，组间率对比通过 χ２检验进行，其中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恢复性生活时间及存在规律性生活时间比较

观察组恢复性生活时间及存在规律性生活时间均显著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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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开始性生活及恢复规律性生活频率比较（月，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恢复性生活时间 存在规律性生活时间

观察组 ４０ １７±０１ ２１±０２

对照组 ４０ ２５±０３ ３５±０５

ｔ值 １６０００ １６４４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比较
随访期间内，观察组患者ＦＳＦＩ得分中各项指标均显著优于

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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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欲望增强 性兴奋提高 性高潮增加 阴道润滑度提升 疼痛减轻 性满意度评分

观察组 ４０ ４２±０３ ４６±０３ ４２±０２ ４１±０３ ３３±０３ ４５±０３

对照组 ４０ ３３±０２ ３１±０２ ３１±０１ ３２±０１ ２１±０２ ３２±０２

ｔ值 １５７８７ ２６３１２ ３１１１３ １８０００ ２１０４９ ２２８０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性激素分泌情况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Ｅ２及 ＰＲＬ水平基本恢复正常，且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妊娠方式比较

观察组患者自然妊娠率大于对照组（χ２＝１１４２９，Ｐ＝０００１
＜００５），未妊娠率小于对照组（χ２＝８６７４，Ｐ＝０００３＜００５），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雌激素与孕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Ｅ２（ｎｇ／Ｌ） ＰＲＬ（ｕｇ／Ｌ）

观察组 ４０ １１９１±２１９ １５５６±２１３

对照组 ４０ ８６２±１４０ １１７３±１２５

ｔ值 ８００５ ９８０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妊娠方式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自然妊娠 人工受精 未妊娠

观察组 ４０ ２５ １２ ３

对照组 ４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

　讨论
输卵管吻合术主要是指对输卵管梗阻部分或切除离断部

分行两侧的端端吻合，进而确保输卵管通畅、卵子与精子运动

通道通畅的一种手术方式［８］。近年来，随着国家计划生育正常

的调整、人们婚姻与家庭观念的改变以及变故，一些以往曾经

进行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的妇女有再次生育的要求［９］，而输卵管

吻合术则给以上患者带来再生育希望［１０］。以往该类手术多在

开腹显微镜下实施，或者单纯腹腔镜治疗。但前者创伤大，患

者术后恢复慢，后者则因无法直观地了解输卵管通畅情况而存

在一定治疗盲目性［１１］。

本研究观察组实施的腹腔镜联合宫腔镜下治疗，相对于常

规的开放手术，观察组恢复性生活时间及存在规律性生活时间

均显著早于对照组。提示：进行腹腔镜联合宫腔镜下输卵管吻

合再通术，能够显著促使患者术后早日恢复规律性生活。术后

１年时间内观察组 ＦＳＦＩ量表中各项得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证实实施腹腔镜联合宫腔镜手术者其性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开

放手术治疗者。究其原因，可能为观察组手术创伤小，术后恢

复快，尤其是创面平整，几乎不影响美观，因此观察组患者在性

生活过程中精神相对放松，躯体愉悦程度更高，进而利于术后

建立正常的性生活规律［１２］。同时，腹腔镜下术中视野更为宽

阔，提高了对盆腔内脏神经丛结构的辨认清晰度，从而加强了

对患者的保护［１３］。

对体内激素变化研究发现，术后１年时间内观察组性激素
等相关激素，如Ｅ２和ＰＲＬ，水平基本恢复正常，而且显著优于对
照组。从而提示：实施微创治疗不但具有明确的输卵管疏通效

果，而且还能有效减少对患者内分泌的影响，从而更有利于术

后激素水平的恢复，更有利于自然妊娠［１４］。这说明观察组进行

宫腹联合手术，减少机体应激，促进术后恢复，从而减少了对内

分泌功能的影响。针对两组妊娠方式比较研究发现，观察组自

然受孕率高于对照组。提示腹腔镜联合宫腔镜手术治疗者，其

自然妊娠率显著增高，从而有效地提高了患者妊娠几率。究其

原因，可能是因为观察组联合宫腔镜治疗，可以于直视下通过

阴道对输卵管进行置管操作，从而提高了治疗的准确性［１５］。同

时，通过硬膜外导管加压进行美蓝液输液后，加大了输卵管腔

内的压力［１６］，对于既往手术造成的粘连有一定分离效果，而且

通过腹腔镜下观察美蓝液流通情况［１７］，可以明确了解输卵管通

畅情况，对于术后自然妊娠有积极意义［１８］。

综上所述，腹腔镜联合宫腔镜下输卵管吻合治疗输卵管绝

育术后患者，能有效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减轻对机体内分泌

的影响，进而提高自然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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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ｔｓｉｎ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ｎ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Ｔｈｅｈｅｒ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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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６）

【基金项目】浙江省台州市科技计划项目（１３０１ｋｙ０３）
【第一作者简介】赵玉芬（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
床与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王丹（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ｙａｎｇｈｑ９０１９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不同时机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尿失禁和性生活
质量的影响
赵玉芬１　董宏英１　王丹２Δ

１临海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２浙江省台州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时机开展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患者尿失禁和性生活质量
的影响及应用价值。方法：将在临海市妇幼保健院妇治疗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患者１２０例根据开展产后盆
底康复治疗时间分为Ａ、Ｂ两组，其中Ａ组在产后４２５６ｄ开展治疗，Ｂ组在产后５７７０ｄ开展治疗，对比两组
治疗效果。结果：Ａ组干预后阴道肌张力（１３８９７±１５６６）ｃｍＨ２Ｏ，阴道肌电压（２４９７±４５７）μＶ，夜尿次数
（０７２±０１６）次；Ｂ组干预后阴道肌张力（１３７６４±１５７１）ｃｍＨ２Ｏ，阴道肌电压（２４８８±４６２）μＶ，夜尿次数
（０７４±０１５）次，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发生子宫脱垂０例，膀胱脱垂２例，直肠脱
垂１例，尿失禁２例，性生活质量评分（９３５±０２１）分；Ｂ组发生子宫脱垂１例，膀胱脱垂１例，直肠脱垂２
例，尿失禁３例，性生活质量评分（９４１±０１９）分，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产后早期不同
阶段开展盆底康复治疗均可以提升给患者盆底肌力并改善患者盆底功能，能够有效减少尿失禁发生、提升

性生活质量，临床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产后早期不同时机开展积极的盆底康复治疗。

【关键词】　不同时机；盆底康复；尿失禁；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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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属于分娩常见的并发症，主要是经阴道
分娩造成产妇盆底解剖学结构和功能变化，胎儿增大、子宫重

量增加造成盆底肌肉承受能力增加，长期的高张力状态会造成

盆底肌肉肌纤维变形和肌张力降低，导致产后盆底肌肉功能性

减弱，引发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严重的可以造成产妇出现尿

失禁和子宫脱垂，严重地影响了产妇正常生活质量［１２］。研究

发现，妊娠和分娩造成的损伤是导致盆底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

因素，尽早开展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防止女性盆底功能障碍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产后何时开展盆底康复治疗文献报道较

少，临床上也无统一规定［３］。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时机开展产

后盆底康复治疗对于产后尿失禁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本研究

进行了观察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临海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
的１２０例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Ａ组和Ｂ组，每组各６０例。

Ａ组年龄２２岁 ～３８岁，年龄范围（２８１９±２６６）岁，孕周
范围３周～４１周，孕周（３９４９±０１６）周；Ｂ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９岁，年龄（２８３５±２６１）岁，孕周范围３７～４１周，孕周（３９５３
±０１５）周。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纳入标准：①患者均为初产妇，产后盆底筛查盆底肌力 ＜４

级，可伴有明显的阴道前、后壁膨出或者子宫脱垂，产后患者出

现尿失禁症状或者产后持续存在；②治疗前取得患者的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学委员会同意后

实施。

排除标准：①除外阴道出血或者产后恶露持续存在患者；
②除外泌尿系统急性炎症患者；③除外依从性差不能按时治疗
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产后盆底康复治疗方案：采用低频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器

（生产企业：安阳市翔宇医疗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型号：ＸＹＫ
ＳＩＳＳＤ，注册证编号：豫械注准２０１６２２６０４２２）开展低频电刺激治
疗，放置在阴道内电极通过不同频率脉冲电流刺激，强化整个

盆底肌群，刺激盆底肌支配神经，根据患者耐受程度给予不同

电流参数和强度。生物反馈治疗通过阴道内探头装置检测盆

底肌肉收缩电信号，测定阴道收缩力，识别特定肌肉群，让产妇

学会如何改变并控制盆底肌肉收缩和扩张，开展正确、自主盆

底肌肉训练形成条件反射，上述治疗方法每次练习３０ｍｉｎ，每周
进行两次，治疗时间为２月。Ａ组：在产后４２～５６ｄ开展上述治
疗方案。Ｂ组：在产后７０～９０ｄ开展上述治疗方案。
１３　观察指标

采用阴道张力评价评定会阴肌肉情况，将阴道张力器置入

阴道５ｃｍ深处根据压力表显示压力指数评价阴道肌肉张力状
况，数值越高提示阴道肌肉张力越好，记录阴道肌张力、阴道肌

电压和夜尿次数情况。记录两组患者发生子宫脱垂、膀胱脱

垂、直肠脱垂、尿失禁以及性生活质量评分情况，性功能质量评

分采用１０分制评定，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满意度进行评
定，得分越高提示性生活质量越好。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数据均以均数±标

准差，计数数据以百分率表示，检验方法分别应用独立样本ｔ检
验及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对比

两组干预后指标比较，ｔ＝０４６４４、０１０７３、０７０６４，Ｐ＝
０６４２３、０９１４６、０４８０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阴道肌张力（ｃｍＨ２Ｏ）

干预前 干预后

阴道肌电压（μＶ）

干预前 干预后

夜尿次数（次）

干预前 干预后

Ａ组 ６０ ９０３１±５８９ １３８９７±１５６６ａ ３６７±１１２ ２４９７±４５７ａ ２４４±１０９ ０７２±０１６ａ

Ｂ组 ６０ ９０７８±５９２ １３７６４±１５７１ａ ３７１±１０９ ２４８８±４６２ａ ２５１±１０８ ０７４±０１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两组干预后阴道肌张力和阴道肌电压均提高，夜尿次数减少，同干预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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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和性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和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ｔ或χ２＝１００８４、

０３４１９、０３４１９、０２０８７、１６４１１，Ｐ＝０３１５３、０５５８７、０５５８７、
０６４７８、０１００８＞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和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子宫脱垂 膀胱脱垂 直肠脱垂 尿失禁 性生活质量评分（分）

Ａ组 ６０ ０（０）　 ２（３３３） １（１６７） ２（３３３） ９３５±０２１

Ｂ组 ６０ １（１６７） １（１６７） ２（３３３） ３（５００） ９４１±０１９

#

　讨论
盆底主要是有多层肌肉和筋膜共同组成，承担了保持盆腔

脏器处在正常位置的作用，盆底的每块肌肉由 Ｉ类纤维与 ＩＩ类
纤维组成，前者为慢性、强直收缩且不容易疲劳，后者则是快

速、阶段性收缩，容易疲劳，Ｉ类纤维肌力降低会引发阴道松弛
和脏器脱垂以及性功能障碍，ＩＩ类纤维肌力降低容易引发压力
性尿失禁、肌肉萎缩［４５］。有关研究发现，妊娠和分娩是引发女

性盆底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妊娠期由于子宫体积与重量增加

重力牵拉会导致盆底组织不同程度损伤，性激素和松弛素变化

也会导致盆底支持组织承受压力显著增加，韧带发生松弛，骨

盆关节软化且不稳定，支持的力量降低。此外，分娩所引发爱

盆地肌肉过度的牵拉，部分肌纤维出现断裂，对盆底造成直接

机械损伤并造成阴部神经损伤，造成了盆底支持变弱和会阴肌

力降低，损伤程度会伴随分娩次数增多而增加［６７］。分娩的过

程还会让宫底、宫骶韧带、主韧带和肛提肌过度牵拉，韧带松

弛，盆底支持结构完整性和功能受到破坏，脱垂的子宫和性生

活时出现尿失禁均会影响夫妻双方情绪，严重影响了产后生活

质量［８］。

目前，认为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产后产妇尿失禁和性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康复手段多样，包括低频电刺激和生物反

馈，低频电刺激可以刺激阴部神经传入神经纤维，激动阴部神

经和下腹下神经传出神经纤维，引发尿道周围平滑肌和骨骼肌

被动收缩，同时电刺激可以提升神经肌肉兴奋程度，唤醒部分

由于受到压迫导致功能暂停的神经细胞，促进了神经细胞功

能，防止肌肉发生萎缩［９１０］；生物反馈则通过提供反馈信息指导

患者开展盆底肌肉训练，包括借助生物反馈仪器通过腹部或者

会阴部电极使用肌电位测量尿道、阴道和直肠肌电反馈，信号

通过计算机放大，患者可以接受到反馈信息，根据信号识别特

定的肌群，调整盆底肌活动，来实现正确自主的盆底肌训练和

修复［１１１２］。目前，我国主要采取早期康复训练，但是欧美国家

则主张在产后２个月～３个月开展康复训练，因此究竟何时开
展产后康复训练能够获得最佳康复效果，临床一直未见相关的

确切证据支撑［１３１４］。本研究观察了产后４２ｄ开展康复训练和
产后２个月～３个月开展康复训练对于产妇的影响，发现２种
时间开展康复训练均可以获得有效地康复效果。产后４２ｄ开展
康复训练，由于该时间段属于人体机能最为薄弱时期，产妇在

该时间段开展训练可以在产假期间完成全部训练。早期开展

训练也更有助于产妇恢复，但是产褥期刚结束产妇处于疲惫状

态，因此接受康复练习准备不足，训练容易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因此应该注意积极开展健康宣教，指导产妇以正确的心理状态

开展康复训练［１５１６］。产后２个月～３个月开展康复训练则优势
在于产妇具备充足精力开展练习，外阴阴道充血好转，训练的

副作用明显减少，但是由于有部分疗程需要在产妇恢复工作后

进行，导致部分职业女性无法坚持剩余疗程［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产后早期不同阶段开展盆底康复治疗均可以提

升给患者盆底肌力并改善患者盆底功能，能够有效减少尿失禁

发生，提升性生活质量，临床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在产后早期不

同时机开展积极的盆底康复治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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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吴伊娜（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超声医学
临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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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穿孔后经腹 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
效果
吴伊娜１　潘群艳２　丁莉３Δ　叶利群４

１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超声科，浙江宁波 ３１５８００
２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超声科，浙江宁波 ３１５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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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宁波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穿孔后经腹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ＩＵＤ）的效果。方法：选取
２０１３年１月到２０１７年３月，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收治的子宫穿孔取宫内节育器女性６８例，随机分为两
组，对照组应用常规宫腔操作，研究组应用经腹 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结果：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方面，
研究组患者的手术操作时间、平均出血量、下床活动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ＩＵＤ取出情况比较方面，研究组取器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失败率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研究组患者子宫穿孔、大出血、感染以
及水中毒的发生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穿孔后取宫内节育器的
过程当中，经腹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有利于提高取出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

【关键词】　子宫穿孔；经腹Ｂ超引导；宫腔操作；宫内节育器；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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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治疗过程中计划生育手术的严重并发症之一是子宫
穿孔，人工流产、宫内节育器（陨哉阅）的取出和放置、诊刮和宫

腔镜手术的过程中最易出现子宫穿孔，停止手术是为避免子宫

穿孔后受到进一步的损伤而采取的常规的措施，将穿孔以及脏

器的损伤情况评估结束后，为患者注射抗生素以及促进子宫收

缩的药物，注射一个月后对官腔进行处理。宁波市北仑区小港

医院尝试使用经腹 Ｂ超引导的方法完成穿孔患者的宫腔操作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具体分析及结果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宁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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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子宫穿孔取宫内节育器女性６８例为研究对象，子宫穿孔的
确诊标准：在进行宫腔的探查或宫内的操作时，子宫大小与宫

腔深度不相符，检查者感受到无底感；患者在手术过程中有无

征兆的腹痛感；经过超声诊断在宫外可见探针强回声影像［１］。

纳入标准：在手术之前详细了解患者的病史并安排患者接受妇

科和超声检查，检查结果表明生殖系统未发生炎性反应［２］。排

除标准：伴有其他脏器损伤的子宫穿孔患者；合并肝肾功能障

碍的患者［３］。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３４例，年龄范围３３岁
～６７岁，年龄（４９５±６８）岁，存在剖宫产史的患者有５例；研
究组３４例，年龄范围３５岁～６８岁，年龄（５０２±６０）岁，４例患
者有剖宫产史。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均知情同意

本研究，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方法　在患者经期后３～７ｄ内进行各项检查并
进行取器手术，术前晚上口服米非司酮（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３５５０，
葛店人福药业公司生产），用量为１００ｍｇ，术前２ｈ在阴道后穹隆
置４００ｕｇ米索（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４５９８，名仙琚制药公司生产）［４］，
给药应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针对宫颈严重萎缩、宫口变小

的绝经妇女，手术前的探针不易通过，应该在术前５ｄ开始口服
米非司酮片，具体用量为：５０ｍｇ／次，２次／日，从而达到改善宫颈
萎缩程度的目的，服药５ｄ后进行取器手术。
１２２　研究组方法　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应用 Ｂ超引导。
患者的膀胱应在术前接受适宜的方法进行充盈，利用超声对盆

腔进行全面扫查从而达到了解子宫大小及位置、子宫壁厚度的

目的［５］。宫腔线位置；ＩＵＤ的类型，宫腔中所处的位置、与子宫
壁、颈内口以及宫底之间的关系。若 ＩＵＤ为断裂、残留型应该
详细了解断裂ＩＵＤ的形状及其长度。检查结束后采用铺巾的
方式进行常规消毒，消毒结束后应用２％利多卡因麻醉阴道及
宫颈旁的神经，将宫颈用宫颈扩张器扩至７５号［６］。下一步就

是通过宫腔镜对宫颈、宫腔形态、内膜及输卵管开口进行观察，

同时观察ＩＵＤ的类型、在宫腔内的位置以及有无嵌顿、有无宫
腔粘连、宫腔畸形、子宫内膜息肉、子宫肌瘤等其他问题，此过

程亦是在Ｂ超的监控下进行的，针对不同状况的ＩＵＤ应该采取
具有针对性的措施，钩取法是取出形状完整的 ＩＵＤ的主要方
法，即将嵌顿的ＩＵＤ牵拉至富颈外口后再用止血弯钳夹出；对
于断裂或断端残留的 ＩＵＤ，应将其游离端在宫腔镜下找出后用
蟹抓钳深入宫腔并夹住其游离端进行牵拉，蟹抓钳与宫腔镜应

该同时移出宫颈，不断重复上述操作，直至碎片完全取出，ＩＵＤ
抽取结束后应重新进行宫腔镜检查，详细了解宫内情况以及

ＩＵＤ残留的情况，将子宫内膜损伤情况进行记录并在术后进行
针对性治疗［７］。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ＩＵＤ取出情况和并发症发生

情况［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以及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方面，研究组患者的手术操作时

间、平均出血量等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对比（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手术出血量

（ｍｌ）
下床活动

时间（ｈ）
住院天数

（ｄ）

研究组 ３４ ２３５±２９ ２４１±９２ ３１±１２ ７２±１５

对照组 ３４ ４０１±３６ ３５４±９８ ６４±１５ １５９±２３

ｔ值 － １２０９３ １１６５８ １１２０１ １８６１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两组患者ＩＵＤ取出情况比较方面，研究组取器情况显著优
于对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ＩＵＤ的取出情况例［（ｎ）％］

组别 例数 绝经后取器 术中发现嵌顿 取器顺利 取器困难 取器失败

研究组 ３４ １８（５２９） ９（２６５） １７（５０．０） １６（４７１１） １（２９）

对照组 ３４ １８（５２９） １０（２９４） １０（２９４） １５（４４１） ９（２６５）

χ２值 － １８６８ １５１２１ ４０９８ １１０９ ５８６８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方面，研究组患者子宫穿孔、大
出血、感染以及水中毒的发生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之间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子宫穿孔 大出血　 感染 水中毒　

研究组 ３４ １８（５２９） ２（５９） ０（０） ０（０）

对照组 ３４ ６（１７６） ６（１７６） １５（４４１） １（２９）

χ２值 － ４１５６ ４３０３ ６０７９ １６１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结论
传统的宫腔操作方法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手术的成功与否

仅仅取决于医生的感觉。子宫穿孔是宫腔手术的主要并发症，

即使是经验再丰富的医师也不能保证不出现此并发症［９］。宁

波市北仑区小港医院采用超声引导的方法，腹腔的检查更加直

观，大大提高了手术操作的准确性，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子宫

穿孔患者的表现存在很大差异，许多因人工流产等原因引发的

穿孔很难查明，这更加突出了Ｂ超检查的重要性［１０］。对于宫腔

操作过程中发现的子宫穿孔问题，最理想的方法是停止操作从

而保护患者的盆腔脏器，同时给抗生素等药物，一个季度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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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进行检查，腹部 Ｂ超引导的方法能够大大提高手术安全
性，主要表现在：子宫的形态及大小、子宫与节育环的位置关系

的观察更直观，能避开宫内薄弱的部位，大大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１１］。本组研究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手术前的Ｂ超检查结
果表明，２０例确诊患者中为单纯子宫穿孔有１８例，合并盆腔出
血的有２例。接受Ｂ超引导取节育器的为２２例，均未采用米索
前列醇对宫口进行扩张，２０例一次性成功，无并发症发生，术后
未出现阴道出血、感染等情况，一次性手术成功率为９０９％，操
作时间为（２２７土６８）ｍｉｎ，出血量（２３７±１１９）ｍＬ，仅有２例
患者手术因子宫过小而失败，术后均未发现感染病例，术后的

检查结果显示，患者子宫回声均匀，后穹窿积液消失，患者康复

出院，说明子宫穿孔后采用Ｂ超引导宫腔操作是一种安全有效
的取宫内节育器的方法，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与以往研究结果

一致。

传统的分析结果表明，最理想的操作方法是借助宫腔镜

进行操作，但是对于宫口紧的患者，此方法并不适用，因其对

宫口大小的要求极高［１２］。超声检查简单且直观，能够降低并

发症的发病率。传统的分析结果表明，子宫穿孔是子宫节育

器导致的，其认为利用药物在操作前将宫口扩开，经 Ｂ超检查
并纠正子宫位置后再进行宫腔操作［１３］。在取器困难手术中使

用米索前列醇得到广泛的认可，主要原因是：降低宫颈胶原合

成速度；加速宫颈软化，减弱扩张难度；促进子宫收缩，减少出

血量［１４］。在本组分析中，Ｂ超引导使得子宫位置的观察极其
清晰，采用米索前列醇在术前扩张宫口；手术操作中１０例患
者因宫口小接受了米索前列醇进行扩张。但是青光眼、支气

管哮喘患者不能够接受此类药物［１５］。子宫穿孔后采用 Ｂ超
引导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过程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明确

其他脏器的损伤情况以及穿孔的真实原因，熟练掌握 Ｂ超引
导宫腔操作的指证是最适用于穿孔程度小、无大出血的患者，

对于怀疑合并其他脏器损伤的患者，应考虑腹腔镜技术的使

用，防止引起不必要的损伤［１６］。对于操作难度较大的手术应

由经验丰富的医师完成操作，及时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不可

强行操作。Ｂ超医师只有详细了超声影像的表现才能及时发
现穿刺并进行操作指导［１７］。操作过程中宫腔内的器械应避开

原穿孔处，各操作动作应尽量轻柔，合理控制器械的深度，操

作者要目视Ｂ超显示屏，取宫内节育器的方向应与原方向一
致，术后合理利用宫缩素等的作用，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对于

子宫穿孔几率较大的患者，可以在操作前放置前列腺激素类

药物扩张宫颈，决不可强行扩张。应当详细了解外院转入患

者的病史，后根据Ｂ超检查结果分析操作的可行性，若操作难
度较大，不易立即进行操作［１８］。

综上所述，子宫穿孔后取宫内节育器的过程当中，经腹 Ｂ

超引导下宫腔操作有利于提高取出效果、降低并发症发生

风险。

参 考 文 献

［１］　周剑宇，张玲．经腹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在子宫穿孔后取宫内节
育器中的应用价值．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５）：１２７１２９．

［２］　杨秋红，钱志大．宫腔镜联合腹部Ｂ超用于既往常规取ＩＵＤ失败
９０例临床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１０）：６９５６９７．

［３］　孙晓菲，戴姝艳．应用宫腔镜、腹腔镜治疗宫内节育器异位４６例
临床分析．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２０１６（２）：１７９１８３．

［４］　ＳｃｈｕｂｅｒｔＦＤ，ＨｅｒｂｉｔｔｅｒＣ，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Ｊ，ｅｔａｌ．ＩＵ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ｅｘｐｅ
ｒｉ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４７
（６）：４７４４７７．

［５］　吴文．宫腔镜直视与超声引导在宫内节育器嵌顿取出术中的对
比研究．中国医学前沿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６，８（３）：８６８８．

［６］　郑海娜．Ｂ超引导下的宫腔操作在计划生育手术中的应用．检验
医学，２０１６，３１：１１７１１８．

［７］　钟柳育，孙青，徐意玲，等．不同大小宫腔的育龄妇女放置吉妮宫
内节育器的临床效果对比分析．广西医学，２０１６，３８（５）：７３４７３６．

［８］　周宝琳，周博，于静，等．宫内节育器取出术标准操作程序对手术
效果的影响．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３）：１５６１５９．

［９］　邵建兰，甘艳琼，王敏，等．Ｂ超监测在畸形子宫宫腔手术中的临
床应用价值．临床超声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１８（１２）：８３９８４１．

［１０］　魏莉从，贾华，王进．无痛宫腔镜用于绝经后宫内节育器取出３０６
例临床分析．中国生育健康杂志，２０１５，２６（ｓ１）：８０８１．

［１１］　ＡｂｏｕＳｅｔｔａＡＭ，ＡｌＩｎａｎｙＨＧ，ＦａｒｑｕｈａｒＣＭ．Ｌｅｖｏｎ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ｌ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ＬＮＧＩＵＤ）ｆ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ｓ，２０１７，５９（１）：
１１７１１８．

［１２］　高玮玮．联合方法用于老年妇女取宫内节育器效果分析．中国计
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６）：４０７４０８．

［１３］　梁艳，高玲，陈勤芳．宫腔镜在绝经后困难取宫内节育器中的临床
应用———附１２１例临床分析．生殖与避孕，２０１５，３５（９）：６５５６５８．

［１４］　胡敏，田茂碧，刘仁丽，等．吉妮柔适 ＩＵＤ的临床效果观察．中国
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１）：５２５３．

［１５］　Ｇａｒｃｉａ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ＪＡ，ＤｏｎｎｏｎＴ．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ｖｉｄｅｏｍｏｄｕ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ｓａ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ＵＤ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Ｆａｍ
ｉｌｙ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４８（１）：１５２０．

［１６］　武向飞，黎荔．妇女宫内节育器放置的影响因素及研究进展．中
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６，３１（１０）：２２３７２２３９．

［１７］　韩姹，王辰，薛凤霞．宫内节育器与生殖道感染研究进展．中国实
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０４２０７．

［１８］　刘冠媛，王薇薇，郭淑丽，等．宫内节育器取出困难８５例分析．中
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１２）：８２５８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２

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
檳
檳
檳

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檳
檳
檳
檳

殙

殙殙
殙

）

欢迎订阅《中国性科学》杂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８３　　　·

【基金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ＺＲ２０１５ＨＭ０６７）；山东省枣
庄市医药卫生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０２７）
【第一作者简介】赵淑芹（１９６６—），女，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辅助生殖技术

Δ【通讯作者】张君探（１９８６—），女，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ｊｕｎｔａｎ０２０２＠
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达必佳短效长方案延长降调时间对 ＩＶＦ周期结局
影响的研究
赵淑芹　张君探Δ　李会　吕毅　赵明蕊
枣庄市妇幼保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达必佳短效长方案垂体降调节不同时间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结局的
影响。方法：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在枣庄市妇幼保健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ＩＶＦＥＴ）患者７６９例，选择黄体中期垂体降调节达必佳短效长方案，根据降调节时间不同分为Ａ组２１９例，
降调节１４ｄ；Ｂ组４００例，降调节１６ｄ；Ｃ组１５０例，降调节１８ｄ。启动日促性腺激素（Ｇｎ），起始剂量为１５０
２２５ＩＵ／ｄ。主要观察３组患者Ｇｎ用量、Ｇｎ天数、获卵数、卵裂率、优质胚胎率、种植率、胚胎着床率、临床妊娠
率、流产率等。结果：随着降调天数的增加，Ｇｎ用量减少，获卵数、优胚胎数、种植率及妊娠率增加并有统计
学意义。结论：在达必佳短效长方案中适当延长垂体降调节时间，可以减少卵巢刺激时间，减少Ｇｎ用量，可
以增加有效卵泡的比例，改善卵泡发育的同步性，获得更多的卵泡数、优质胚胎数及更高的临床妊娠率。

【关键词】　降调节时间；ＩＶＦ；临床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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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ｗｉｌｌ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Ｇｎｄｏｓａｇ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ｔｙｏｆ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ａｒ，ａｎｄｇｅｔｍｏｒ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
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

　　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控制性超排卵（ＣＯＨ）方案日益
成熟，黄体中期长方案中应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可抑

制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继而抑制内源性黄体生成素的峰值

提早出现，使得多卵泡处于同一水平、同步发育，可以控制取卵

时间，降低周期取消率，已经成为目前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常
用经典的方案［１］。垂体降调节的时间及促排卵启动时机关系

到促排卵周期和妊娠的结局，是最重要的部分，而关于最佳降

调节天数目前说法不一［２５］，仍然没有统一标准，如何确定降调

节天数，把握最佳的 Ｇｎ启动时机，以获得最好的 ＩＶＦＥＴ临床

结局，仍然有待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对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
９月在本中心行达必佳短效长方案促排卵过程中不同的降调节
天数对ＩＶＦ周期结局的影响进行统计分析，以期能够确定最有
利于妊娠结局的降调时间。基于此，本研究在传统降调１４天的
基础上，适当延长降调时间，并对其进行细化分组研究，Ａ组
１４ｄ，Ｂ组１６ｄ，Ｃ组１８ｄ，区别于以往研究≥１５ｄ，以此探讨分析
延长降调时间对ＩＶＦ周期多项指标及临床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于枣庄市妇幼保健医院
生殖医学中心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助孕患者７６９例作为本
研究对象。以达必佳短效长方案促排卵，依据降调时间不同将

其分为３组：降调节１４ｄ设为Ａ组；降调节１６ｄ设为 Ｂ组；降调
节１８ｄ设为Ｃ组。根据患者Ｂ超及血激素等情况确定Ｇｎ起始
剂量，为１５０２２５ＩＵ／ｄ。长方案入选标准：年龄≤３５岁，卵巢储
备功能正常，ＦＳＨ≤８Ｕ／Ｌ。排除既往有卵巢手术及卵巢反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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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史的患者，排除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及降调失败患者。三组患

者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用药方案　促排卵前一周期黄体中期，约月经２１ｄ左
右，给予 ＧｎＲＨａ（达必佳，德国辉凌制药有限公司 Ｈ２０１００３６５）
０１ｍｇ／ｄ，皮下注射，７ｄ后改为００５ｍｇ／ｄ皮下注射。分别于降
调的第１４ｄ、１６ｄ、１８ｄ行Ｂ超监测卵泡直径、内膜厚度以及及抽
血、检查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水
平等。降调节标准：Ｅ２≤５０ｐｇ／Ｌ；ＦＳＨ≤５Ｕ／Ｌ；ＬＨ≤５Ｕ／Ｌ；内
膜厚度≤５ｍｍ；卵泡直径≤６ｍｍ后，且避免卵巢过度抑制（ＬＨ
≥１２Ｕ／Ｌ，Ｅ２≥１０ｐｇ／Ｌ）。分别于降调节１４、１６、１８ｄ后，给予
Ｇｎ启动，４～６ｄ后Ｂ超监测，调整 Ｇｎ用量。当２～３个主导卵
泡直径 ≥１８ｍｍ，注射 ＨＣＧ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３４～３６ｈ后取卵。
ＥＴ１４天进行血 βＨＣＧ检查，ＥＴ后５周进行 Ｂ超检查，宫内见
胎囊、胎芽反射及胎心者诊断为临床妊娠，胚胎着床于子宫腔

以外者诊断为异位妊娠。

１．２２　激素水平测定　所有周期在 ＣＯＨ启动日测血清 Ｅ２、
ＦＳＨ、ＬＨ，注射 ＨＣＧ日测血清 Ｅ２、ＬＨ和孕酮（Ｐ），所有激素均
采用化学发光分析法进行分析 。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正态分布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ｘ±ｓ）进行描述，两组样本均数比较用
ｔ检验，多组样本均数比较，若方差齐采用方差分析，方差不齐
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及率进行描述，组间差异比

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研究结果
２１　不同降调天三组患者一般情况的比较

比较不同降调天数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各组间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降调天数三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指标 Ａ组 Ｂ组 Ｃ组 Ｐ值

年龄 ３０２５±４６４ ２９８７±４４８ ２９３３±３８３ ＞００５

不孕年限 ５５２±３６８ ５６１±３７６ ５４０±４２８ ＞００５

输卵管因素 ６００３％ ５６１４％ ５８１５％ ＞００５

ＥＭＴ ２０１６％ １４７６％ １６４８％ ＞００５

男方因素 １１８％ １２６２％ １３７２％ ＞００５

输卵管因素 ８０１％ １６４８％ １１６５％ ＞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血ＬＨ值水平比较
随着降调天数增加启动日 ＬＨ水平增加（Ａ组与 Ｃ组比较

Ｐ＜００５），ＨＣＧ日ＬＨ水平变化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患者Ｇｎ总量和Ｇｎ天数的比较

随着降调天数增加Ｇｎ总量下降，Ａ组与 Ｂ组比较及 Ａ组
与Ｃ组比较，Ｐ均＜００５，而Ｇｎ天数减少，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患者血ＬＨ值水平比较

组别 启动日ＬＨ值 ＨＣＧ日ＬＨ值

Ａ组 １６３±０５７ １９３±０５５

Ｂ组 １９２±０７０ １９８±０４４

Ｃ组 ２１５±０６３ ２０１±０４０

表３　三组患者Ｇｎ总量和Ｇｎ天数的比较

组别 Ｇｎ总量 Ｇｎ天数

Ａ组 ２３３８０８±７１７９０ ９５４±１７６

Ｂ组 ２１６６０１±６０４５１ａ ９５２±１５５

Ｃ组 ２１５６３９±７１９１８ａ ９３８±１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均＜００５

２４　不同降调天数对三组患者胚胎质量的影响
随着降调天数增加，三组患者获卵数增加，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２ＰＮ数、卵裂数均也呈现增加趋势，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降调天数对三组患者胚胎质量的影响

组别 平均获卵数（个） 正常受精率（％） 卵裂率（％）

Ａ组 １２０７±５７６ ７７８６ ９７２９

Ｂ组 １４０３±５４１ ８０１７ ９６６７

Ｃ组 １５３８±５８７ ８２５７ ９６４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三组患者平均优质胚胎数和可冻胚胎数的比较
随着降调天数的增加，三组患者平均优质胚胎数增加，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冻胚胎数呈增加趋势，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三组患者平均优质胚胎数和可冻胚胎数的比较

组别 平均优胚数（个） 冻胚数（个）

Ａ组 ２０１±２６ ４２８±３５０

Ｂ组 ２９７±３１７ａ ５０３±３６９

Ｃ组 ３３０±３５１ａ ６２９±４１７ａ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和／或Ｂ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６　三组患者不同降调天数临床妊娠率及种植率比较
随着降调天数的增加，胚胎移植率有所下降，Ａ组与Ｃ组及

Ｂ组与Ｃ组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临床妊
娠率增加，Ａ与 Ｃ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
００５）；胚胎种植率增加，Ａ组与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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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三组患者不同降调天数临床妊娠率及种植率比较

组别
平均移植

胚胎数（个）

移植率

（％）
临床妊娠率

（％）
种植率

（％）

Ａ组 ２１８±０５４ ７２６０ ４２７７ ２５８６

Ｂ组 ２０９±０３７ ６９００ ５０７２ ３１７７

Ｃ组 ２１１±０３４ ５９３３ ５７３ ３７４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１

２７　三组患者不同降调天数妊娠结局情况比较
不同降调天数对单胎分娩、双胎分娩 、流产率和宫外孕率

无显著影响。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表７　三组患者不同降调天数妊娠结局情况比较

组别 单胎分娩 双胎分娩 流产 宫外孕

Ａ组 ６０２９ １７６５ １７６５ ４４１

Ｂ组 ５８５７ １５７２ １８５７ ７１４

Ｃ组 ６０７８ １９６１ １５６９ ３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８　三组患者影响移植因素分析
三组患者影响移植因素及所占比例，包括预防 ＯＨＳＳ、ＨＣＧ

日孕酮值升高、内膜因素、输卵管积水、无可移植胚胎、存胚胎

及其他因素，其中因预防 ＯＨＳＳ而冻存胚胎因素最高。具体结
果详见表８。

表８　三组患者影响移植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Ａ组 Ｂ组 Ｃ组

预防ＯＨＳＳ １２７９ １４５０ ２７３３

孕酮升高（Ｐ大于２） ４１１ ８２５ ５３３

内膜因素（＜８ｍｍ） ０９１ ０２５ １３３

输卵管积水 ２２８ １００ １３３

无可移植胚胎 ２７３ ２２５ ２００

存胚胎 １３６ ２００ ０００

其他 ２７３ ２２５ ２６６

#

　讨论
控制性超排卵（ＣＯＨ）方案中，外源性 ＧｎＲＨａ占据垂体中

大部分ＧｎＲＨ受体，同时释放剩余 Ｇｎ，进而使内源性 Ｇｎ下降，
呈药物去垂体状态，即为垂体的降调节。长方案就是在垂体降

调节的状态下，予外源性 Ｇｎ，以获得多个成熟卵泡。何时加用
Ｇｎ能达到较好的临床结局，文献报道结论不一。

本文短效长方案按降调节后根据启动时间不同分组比较

发现：对于部分患者适当延迟降调节后启动时间能够获得更多

的＞１４ｍｍ卵泡数、优质胚胎数、得到更高的胚胎种植率，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增加了临床妊娠率及更好临床结局，且因减

少Ｇｎ用量而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延迟ＣＯＨ启动时间对 ＩＶＦ结局影响的可以从以下几方面

进行探讨：随着降调天数增加ＧＮ总量呈下降趋势，而获卵数及
２ＰＮ数、优质胚胎数均增加趋势。研究还发现，随着降调天数的
增加，启动日ＬＨ水平呈增加趋势。本研究降调１４ｄ（Ａ组）与降
调１８天（Ｃ组）启动日ＬＨ水平差别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有关研究发现，降调节后过低水平的 ＬＨ会影响临床结局，ＬＨ
过低会增加着床失败或妊娠早期流产的风险［６］，主要是因其影

响卵泡发育及卵子质量［７８］。ＬＨ最小浓度是足够维持颗粒细
胞功能和卵泡膜细胞合成雌二醇的功能。足够高的雌二醇浓

度使子宫内膜增殖、受精后黄体形成、着床和胚胎的发育。ＬＨ
上限依赖于月经周期的特定时间和优势卵泡的发育，这个浓度

是≥１２Ｕ／Ｌ和≤５Ｕ／Ｌ［９１０］。ＬＨ＜１２Ｕ／Ｌ卵泡发育受限，间质
细胞雄激素合成不足，颗粒细胞芳香化合成雄激素减少，无成

熟卵母细胞发育。ＬＨ＞５Ｕ／Ｌ时，ＬＨ受体降调节，颗粒细胞增
生受抑制，卵泡闭锁或无优势卵泡发育，过早黄素化。李豫峰、

朱桂金等人［１１］２００８年研究发现，适当延迟降调后 ＧＮ启动时
间，可以恢复部分垂体功能，升高内源性 ＬＨ水平，减少卵巢刺
激时间、Ｇｎ用量，增加优质卵泡数及获卵数。与本文研究结果
一致，随着降调天数的增加启动日 ＬＨ水平升高及优质胚胎数
呈增加趋势（Ｐ＜００５）。

有关研究发现，Ｇｎ刺激时间在１０ｄ左右能够获得好的临床
结局，Ｇｎ时间过短或过长都会影响ＩＶＦ周期中卵泡的质量及妊
娠结局［１２１５］。另有研究发现，Ｇｎ时间过短可能导致卵泡生长
过快，导致卵泡胞质胞核发育不同步，胞核发育成熟而胞质不

成熟，导致空卵泡综合征。大量Ｇｎ时间作用过长，可能影响卵
子中纺锤体的形成及染色体的分离［１６１７］。本研究中各组 Ｇｎ刺
激天数变化无统计学意义。２０１３年孙海翔［１８］研究发现，降调

节１５ｄ，４５～７ｍｍ的卵泡数较１０ｄ增加，继续降调节，３～４ｍｍ
的卵泡有所增加，其研究结果 Ｇｎ使用量增加。而本中心在控
制降调天数时，根据患者的卵巢功能及对药物的敏感性，启动

前卵泡控制在４～６ｍｍ之间，避免降调不足及降调过度，可以获
得理想的临床结局。因此，本研究发现降调节的时间仍然没有

统一的标准，具体情况需要根据患者的卵巢功能及对药物的敏

感性，对于一部分患者降调１６ｄ甚至１８ｄ并没有增加 Ｇｎ用量，
反而可以改善患者的临床结局。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降调天数的增加 ，胚胎移植率有所

下降，冻胚原因主要是预防过度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７５９％），其次是Ｐ上升（１４５％）、输卵管积水（３６％）、内膜
因素（３６％）及其他原因（２４％）。预防过度卵巢过度刺激综
合征，可能是与选择患者的年龄比较年轻及卵巢功能较好，以

及本中心控制新鲜胚胎移植、预防ＯＨＳＳ的标准比较严格有关。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在短效长方案ＩＶＦＥＴ中，根据患者

的卵巢功能及对药物的敏感性，可以适当延迟降调后 Ｇｎ启动
时间，恢复部分垂体功能，升高内源性 ＬＨ水平，减少卵巢刺激
时间、Ｇｎ用量，增加优质卵泡数及获卵数，获得更多优质胚胎、
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但应当注意预防ＯＨＳＳ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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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石家庄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发展计划项目（１６１４６２５２３）
【第一作者简介】何茹（１９７８—），女，主冶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内
分泌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血清炎症指标检测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宫腔内
人工授精中的应用价值
何茹１　孙君立２　吴伟红２　赵敏英３

１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产二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３０００
２定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３０００
３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科，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探究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ＣＯＳ）人工授精患者血清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６
（ＩＬ６）、降钙素原（ＰＣＴ）水平及其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择１０１例ＰＣＯＳ患者，设为研究组，选取同期因男
方少弱精子症需要进行宫腔内人工授精的女性５０例，设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两组
受检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并进行对比，统计两组受检者的妊娠结局，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与人工
授精妊娠结局的相关性分析。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ＲＯＣ）评估血
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在预测ＰＣＯＳ人工授精妊娠结局的应用价值。结果：研究组患者的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
平分别为（８２±１４）ｍｇ／Ｌ、（３５４１±４１６）ｕｇ／ｍｌ、（６９４±６９）ｕｇ／Ｌ，对照组患者的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分别
为（２３±０６）ｍｇ／Ｌ、（１６１５±１２８）ｕｇ／ｍｌ、（４１０±４５）ｕｇ／Ｌ，研究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排卵率、临床妊娠率均低于对照组，其中排卵率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流产率和多胎率均高于对照组，但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关
性分析结果显示，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排卵率、临床妊娠率呈负相关（ｒ值分别为 －
０６８７，－０５６１，－０８０９；－０８６３，－０６９８，－０８０７；Ｐ＜００５），与流产率以及早产率呈正相关（ｒ值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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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１３，０５６３，０４４２；０５６９，０，５７６；０５４３；Ｐ＜００５）；临床妊娠的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明显低于未
妊娠组（Ｐ＜００５），血清 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在预测 ＰＣＯＳ人工授精结局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０８６９、
０８２３、０７１５。结论：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与 ＰＣＯＳ人工授精妊娠结局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并
且有可能成为预测人工授精妊娠结局的指标。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Ｃ反应蛋白；白细胞介素６；降钙素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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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ＩＬ６ａｎｄＰＣＴ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ｙ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ＣＯ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ＲＰ，ＩＬ６ａｎｄＰＣＴ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８．２±１．４）ｍｇ／Ｌ，（３５４．１±４１．６）ｕｇ／ｍｌａｎｄ（６９．４±６．９）ｕ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２．３±０．６）ｍｇ／Ｌ，（１６１．５±１２．８）ｕｇ／ｍｌａｎｄ（４１．０±４．５）ｕｇ／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０．６１３，０．５６３，０．４４２；０．５６９，０，５７６；０．５４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ａｎｄＩＬ１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ＣＯ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ＲＯＣ
ｃｕｒｖ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ＩＬ６ａｎｄＰＣＴｗａｓ０．８６９，０．８２３，０．７１５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ＰＣＯＳ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ｕｔ
ｃｏｍ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ＲＰ，ＩＬ６ａｎｄＰＣＴｉｎＰＣＯ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ｍａｙｂｅａ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
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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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ＰＣＴ）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妇产
科临床常见的一类代谢性疾病，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且病因复

杂，患者主要表现为雄激素升高和月经失调及排卵障碍，目前

临床尚未完全阐明此类疾病的发病机制。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ＰＣＯＳ的发生可能与机体的炎症反应有所相关。大量研究证
实，氧化应激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均与 ＰＣＯＳ的发生发展有密
切相关［１３］。但是，关于炎症因子与ＰＣＯＳ患者的妊娠结局相关
性报道较少。为了进一步了解炎症因子与ＰＣＯＳ的相关性及常
见血清炎症因子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降钙
素原（ＰＣＴ）水平对 ＰＣＯＳ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本文进行了相
关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年１月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定州
市妇幼保健院和石家庄第一医院妇产科收治的１０１例 ＰＣＯＳ患
者为研究对象，将其设为研究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２岁，年龄
（２９４±３６）岁，入组标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诊断标准采

用２００３年鹿特丹标准 ＥＳＨＲＥ／ＡＳＲＭ标准，同时满足下列３项
中的２项：稀发排卵或无排卵者，临床症状和／或生化检查提示
雄激素过高者，超声检查有多囊性卵巢且患者近３个月内未接
受过促排卵治疗者，一侧或双侧卵巢内直径２ｍｍ～９ｍｍ的卵泡
数量≥１２个和／或卵巢体积≥１０ｍＬ者。排除标准：高泌乳素血
症患者，甲状腺功能异常者，肾上腺皮质增生者，分泌雄激素肿

瘤的患者和柯氏综合征患者。

选取同期因男方少弱精子症需要进行宫腔内人工授精的

女性５０例，将其设为对照组，年龄范围 ２３岁 ～４１岁，年龄
（２９７±３８）岁。

两组受检者基线资料对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批通过。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案　两组患者于月经或黄体酮撤退性出血的第
５ｄ开始口服来曲唑片（江苏恒瑞，２５ｍｇ／片）２５～５ｍｇ／ｄ，连服
５ｄ，第１０ｄ开始阴道 Ｂ超监测子宫内膜和卵泡发育，当最大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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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的平均直径≥１４ｍｍ时开始监测尿 ＬＨ，直至出现尿 ＬＨ峰，
且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肌肉注射 ｈＣＧ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ＩＵ。１ｄ后
行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具体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对精液进行

处理，处理后用一次性人工授精管将其缓慢注入患者宫腔并抬

高患者臀部３０ｍｉｎ。
１２２　操作过程　两组患者均于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日清晨空腹取静脉血３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下离心５ｍｉｎ取血
清保存于ＥＰ管中备用，保存温度 －８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
法（ＥＬＩＳＡ）检测两组患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检测试剂盒
购自江苏省天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说明书

进行。

１２３　随访排卵结局及妊娠结局　随访两组患者的排卵率、妊
娠率、流产率和早产率等指标。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数据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计量

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对比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表示，组间
对比用 χ２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检验，以血清
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为检验变量，妊娠结局（“１”为临床妊娠，“０”为
未妊娠）为状态变量，作ＲＯＣ曲线分析，检验水平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

研究组患者的 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炎症因子水平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ＩＬ６（ｕｇ／ｍｌ） ＰＣＴ（ｕｇ／Ｌ）

研究组 １０１ ８２３±１４５ ３５４１４±４１６５ ６９４７±６９５

对照组 ５０ ２３４±０６５ １６１５４±１２８６ ４１０５±４５９

ｔ值 ２７３５９ ３１９０６ ２６２０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促排卵疗效和妊娠结局的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排卵率、临床妊娠率均低于对照组，其中排

卵率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流产率
和多胎率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促排卵疗效和妊娠结局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临床妊娠率 流产率 多胎率

研究组 １０１ ８５（８２１７） １７（２０７９） ２（１９８） ３（２９７）

对照组 ５０ ４７（９４００） １４（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００）

χ２值 ３９０３７ ２５５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３８

Ｐ值 ００４８２ ０１０９ ０９９３ ０５４１０

２３　炎症因子与人工授精妊娠结局的相关性
对血清炎症因子与ＰＯＣＳ患者促排卵疗效和妊娠结局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与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排卵率、临床妊娠率呈负相关（ｒ值分别为 －０６８７，－

０５６１，－０８０９；－０８６３，－０６９８，－０８０７；Ｐ＜００５），与流产
率和早产率呈正相关（ｒ值分别为０６１３，０５６３，０４４２；０５６９，
０，５７６；０５４３；Ｐ＜００５）；
２４　炎症指标在多囊卵巢人工授精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

临床妊娠组的多囊卵巢患者血清 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明显低于
未妊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以血清ＣＲＰ、ＩＬ６、
ＰＣＴ为检验变量，妊娠结局（“１”为临床妊娠，“０”为未妊娠）
为状态变量，作ＲＯＣ曲线分析，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检测对人工授精
成功率的预测，ＲＯＣ曲线见图 １，曲线下面积分别为 ０８６９、
０８２３、０７１５，９５％ＣＩ＝１１４７～３９９６、１３２６～３３２７、１４１７～
５６８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图１。

表３　不同妊娠结局患者的炎症因子水平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ＩＬ６（ｕｇ／ｍｌ） ＰＣＴ（ｕｇ／Ｌ）

未妊娠组　 ８４ ８９７±０３８ ３４４１±１１６２ ７２４３±２９６

临床妊娠组 １７ ６３７±１２６ ３０３５±５４８３ ６１２０±１４５３

ｔ值 １５９０９ ６２３７ ６５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图１　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均与人工授精妊娠结局的ＲＯＣ曲线图

#

　讨论
ＰＣＯＳ的致病因素较多，属于遗传、代谢和炎症等多种因素

共同影响下的结果，目前主要认为胰岛素抵抗、神经分泌缺陷、

类固醇代谢增加、卵巢缺陷等是导致机体雄激素分泌增多的主

要原因。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机体表现为高雄激素血症及排

卵障碍，最终发展成为ＰＣＯＳ［４７］。近年来，关于ＰＣＯＳ与炎症反
应相关性的研究逐渐增多［８９］。Ｗａｎｇ等人［１０］对 ＰＣＯＳ的血清
炎性因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显示，ＩＬ６、ＩＬ７、ＩＬ８、ＴＮＦα和 ＣＲＰ
等炎症因子在ＰＣＯＳ患者体内均表现出异常增高，与健康对照
组相比差异显著，其中白介素在卵巢和血清中的异常增高表达

尤为明显。Ｌｅｇｒｏ等人［１１］的研究则表明，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ＩＬ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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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高与促黄体生成素（ＬＨ）、总睾酮（ＴＴ）、卵泡生成素（ＦＳＨ）水
平异常具有明显相关，机体的慢性炎症反应是导致 ＰＣＯＳ患者
排卵异常的重要原因。陈沛林等［１２］的研究结果显示，ＰＣＯＳ患
者的炎症因子水平显著升高，这提示机体可能处于一种慢性亚

临床炎症反应状态，且这种炎症反应状态的发生可能与胰岛素

抵抗、肥胖等因素有关。但是，目前关于ＰＣＯＳ血清炎症指标与
人工授精成功率及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较少。

ＣＲＰ属于一种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对于各种炎症反应均有
较高的敏感性，当ＣＲＰ水平增高时往往提示慢性免疫系统被激
活，ＣＲＰ属于多功能蛋白，能够激活蛋白Ｉ／核因子Ｋ

!

的信号传

导通路，从而导致酪氨酸磷酸化过程异常，机体发生胰岛素抵

抗［１３］。ＩＬ６是由多种免疫细胞分泌的致炎症因子，能够通过自
分泌或旁分泌的形式对局部产生作用，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

性，当机体发生急性感染时 ＩＬ６水平会显著增高，但慢性炎症
反应下机体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 ＩＬ６水平增高［１４］。ＰＣＴ则
广泛用于感染性疾病的诊断，同时也能够反映全身性炎症反应

的活跃程度。一般而言，影响ＰＣＴ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感染器
官的大小和类型等［１５１６］。但是Ｇｕｚｅｌ等人［１７］的研究发现，在胰

岛素抵抗患者血清中也能发现ＰＣＴ水平的异常增高。因此，认
为ＰＣＴ并非针对传统意义上的急性感染而发生改变，而是发生
在感染性和自身免疫性炎症水平以下的炎症反应中。在既往

研究中，主要采用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等炎症指标来分
析ＰＣＯＳ与炎症反应的相关性，但也有学者认为，白细胞介素等
炎症因子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异性较差［１８］。因此，本

次研究同时分析了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与ＰＣＯＳ的相关性。
从研究结果来看，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均明显增
高，这说明ＰＣＯＳ的发生很可能与机体处于慢性炎症反应状态
有关，但是，关于炎症介质在ＰＣＯＳ发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需
进一步研究证实。从人工授精成功率对比来看，对照组的

８６０％显著高于研究组的７３０％，这说明 ＰＣＯＳ患者的人工授
精成功率要明显低于正常女性。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来看，血清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与人工授精成功率均有明显相
关；同时，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显示，血清 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水平可
以作为判断多囊卵巢人工授精结局的预测指标。但是，由于本

次研究时间所限，并未对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进行随访对比，

因此，ＰＣＯＳ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水平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尚需进
一步研究证实。

综上所述，ＰＣＯＳ患者的ＣＲＰ、ＩＬ６、ＰＣＴ表达水平显著高于
正常女性，这提示机体可能处在一种慢性炎症反应状态，ＣＲＰ、
ＩＬ６、ＰＣＴ水平与ＰＣＯＳ患者人工授精结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可能对多囊卵巢患者妊娠结局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值得临床

继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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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子宫内膜异位
症伴不孕症临床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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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不孕不育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６月１２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随机将其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
每组各６０例患者，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治疗，术后期待妊娠６个月，观察组患者在腹腔镜治疗基础上
给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６个周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结局和累计妊娠率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ＩＵＩ
过程中ＨＣＧ日Ｅ２为 （６４２８±３１２２）ｐｍｏｌ／Ｌ，ＨＣＧ日Ｐ为 （０３９±０１９）ｎｇ／ｍＬ，子宫内膜厚度为 （１０１１±
２００）ｍｍ；观察组患者周期临床妊娠率（１６９％）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６１％），观察组子宫内膜异位症ＩＩＩＩＶ
期患者周期临床妊娠率（１５９％）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３５％）（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６个月累计妊娠
率 （２３３％）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１１７％）（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显著提高子
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尤其是子宫内膜异位ＩＩＩＩＶ期患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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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１０．１１±２．００）ｍｍ．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６．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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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ａｔｅ（２３．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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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期妇女常见疾病，发病年龄在３０岁
～４０岁之间，据统计，约有５０％左右内异症患者伴有不孕，在不
明原因不孕患者中，约３０％ ～４０％患子宫内膜异位症［１２］。目

前，腹腔镜已经成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最常用手段，但是

不能完全解决患者的不孕问题，部分患者在手术后也不能自然

受孕，甚至出现复发情况［３４］。探寻一种积极有效地治疗子宫

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的治疗方法是生殖临床领域研究的热点。

为了探讨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子宫内膜异位

症伴不孕症的临床疗效，我院对１２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
症患者进行对照研究，取得不错效果，现将相关内容报道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本院收治的１２０例子宫内
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３５周
岁；②男方精子浓度、活力和形态正常；③未发现其他造成不孕
的相关因素；④自愿参加本项研究。排除自身有多种免疫系统
疾病、急慢性疾病、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所有患者知情后签

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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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随机将１２０例患者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６０例患

者，其中对照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治疗，所有患者于月经干净后３
～７ｄ来院，术前完善各种常规检查，全身麻醉后进行腹腔镜治
疗，并根据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标准确定病灶类型，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给予盆腔粘连分离术、卵巢巧克力囊肿剥离术、腹

膜、卵巢、韧带等处病灶电凝破坏术或输卵管整形再通术等。

并给予双侧输卵管亚甲蓝通液，观察输卵管通畅情况。术后期

待妊娠６个周期。
观察组患者在腹腔镜治疗基础上给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

精治疗６个周期，患者于月经周期第５ｄ给予克罗米芬（广州康
和药业有限公司，Ｈ４４０２１９７０，口服）、来曲唑（深圳万乐药业有
限公司，Ｈ２０１０３５０９，口服）或ＨＭＧ（马鞍山丰原制药有限公司，
Ｈ２００４５７２０，肌注）进行促排卵治疗，Ｂ超监测卵泡发育，根据结
果调整促排卵药物剂量，到卵泡成熟时注射 ＨＣＧ，在注射 ＨＣＧ
后２４ｈ来院，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对精液进行处理后行夫精宫
腔内人工授精治疗，并给予黄体酮治疗１２～１４ｄ。

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包括年龄、不孕年限、子宫

内膜异位分期、体重、ＢＭＩ、月经周期以及男方精子状况等，分析
观察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激素和内膜情况，比较两组患者的周

期临床结局和６个月累计妊娠率情况。周期临床妊娠率＝妊娠
周期数／周期总数×１００％，流产率＝流产周期数／妊娠周期数×
１００％，累计妊娠率＝妊娠例数／例数×１００％。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配对 ｔ检验，计量资料采用百分率表
示，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子宫内膜异位分期、体重、

ＢＭＩ、月经周期以及男方精子状况等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珋ｘ±ｓ，ｎ（％）］

项目　
对照组

（ｎ＝６０）
观察组

（ｎ＝６０）
Ｐ值

年龄（岁） ２７８±３４ ２７２±３６ ０３５０

不孕年限（年） ３２±１１ ２９±１３ ０１７５

子宫内膜异位症 ＩＩＩ期 ２３（３８３） ２１（３５０）

ＩＩＩＩＶ期 ３７（６１７） ３９（６５０） ０７０５

体重（ｋｇ） ５９２±５３ ６１０±７０ ０１１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２±１９ ２２９±２１ ０４１４

月经周期（ｄ） ２７５±４３ ２８２±６１ ０４６９

男方精子浓度（×１０６） ６９２±１１０ ６７２±１３０ ０３６５

男方精子活力 ５２９±１４０ ５４１±１２４ ０６２０

男方精子形态正常率 １０５±３４ ９８±３１ ０２４１

２２　观察组患者激素和内膜情况分析
观察组患者 ＩＵＩ过程中 ＨＣＧ日 Ｅ２为（６４２８±３１２２）

ｐｍｏｌ／Ｌ，ＨＣＧ日 Ｐ为（０３９±０１９）ｎｇ／ｍＬ，子宫内膜厚度为
（１０１１±２００）ｍｍ，均处于合适的状态。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患者ＩＵＩ治疗过程中激素和内膜情况

指标　　　　　　 数值

Ｄ３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５３４±２１

Ｄ３Ｅ２（ｐｍｏｌ／Ｌ） ４７２９±４００

Ｄ３ＬＨ（ｍＩＵ／ｍＬ） 　４８９±３９

ＨＣＧ日Ｅ２（ｐｍｏｌ／Ｌ） ６４２８０±３１２２

ＨＣＧ日Ｐ（ｎｇ／ｍＬ） 　０３９±０１９

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１０１１±２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分析
观察组患者周期临床妊娠率（１６９％）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６１％），观察组子宫内膜异位症ＩＩＩＩＶ期患者周期临床妊娠率
（１５９％）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３５％），数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子宫内膜异位症ＩＩＩ期患者周期临床妊
娠率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流产率数
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分析

项目　
对照组

（ｎ＝６０）
观察组

（ｎ＝６０）
Ｐ值

周期临床妊娠率（％） ６１（１５／２４５） １６９（２２／１３０） ００００

子宫内膜异位症ＩＩＩ期
周期临床妊娠率（％）

１２０（９／７５） １９０（８／４２） ００５１

子宫内膜异位症ＩＩＩＩＶ期
周期临床妊娠率（％）

３５（６／１７０） １５９（１４／８８） ００００

流产率（％） ６７（１／１５） ４５（１／２２） ０８７５

２４　两组患者６个月累计妊娠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６个月累计妊娠率（２３３％）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１１７％），数据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累计妊娠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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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病情较为复杂，相关数据表明子宫内膜异

位症患者中约４０％患者会伴有不孕症，其可能原因包括：①子
宫内膜异位症常导致患者出现盆腔粘连，进而对卵子的转移产

生不利影响；②子宫内膜异位常伴有输卵管梗阻，导致精卵结
合受阻；③子宫内膜异位症常导致卵子质量下降；④子宫内膜
异位症引起的内分泌功能异常导致卵巢功能下降［５７］。目前，

临床上腹腔镜手术是治疗子宫内异位症的首选，因为手术过程

中通过腹腔镜技术可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进一步明确诊断，了

解病灶的具体情况，进而有效切除病灶，而且能够尽可能减少

对手术对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保留卵巢功能［８９］。

但是，针对伴有不孕症的患者，腹腔镜手术治疗并不能够

完全解决所有问题，术后患者不孕的比例仍然较高。此外，在

较长时间的期待妊娠过程中，患者经常出现子宫内膜异位症复

发的情况［１０１１］。因此，腹腔镜术后给予患者综合治疗促使患者

尽早怀孕成为治疗的共识［１２１３］。本研究采用腹腔镜联合夫精

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研究结果显

示，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组患者的周期临床妊

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相关研究也表明，腹腔镜术后单纯

采用期待受孕效果不尽如人意。美国生殖医学会２０１２年制定
的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诊疗指南认为，对于年龄小于３５岁的
ＩＩＩ期患者应于手术后给予促排卵人工授精治疗或给予自然试
孕指导［１４１５］，而目前，对于术后给予促排卵人工授精能否提高

妊娠率尚有争议。国内外，多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表明，促排

卵或结合ＩＵＩ可改善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患者的临床妊娠
率［１６１７］，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

子宫内膜异位症ＩＩＩＩＶ期患者的效果更为明显。其可能原因是
ＩＩＩＩＶ期患者的病变较重，手术难度大，同时还可能存在其他复
杂因素影响妊娠［１７１８］，故手术后期待妊娠的临床妊娠率较低。

而在术后夫精人工授精治疗过程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

结合ＧｎＲＨａ等药物治疗，而 ＧｎＲＨａ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有效药物。有关研究认为，手术后给予ＧｎＲＨａ治疗可以显著降
低患者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进一步提高妊娠率。此外，对

于ＩＶ期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由于受伤过程中可能导致卵巢储
备下降严重，从而导致较低的妊娠率。因此，建议给予夫精人

工授精３～４个周期，必要时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
治疗。

基于本研究结果，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腹腔镜术

后应当给予夫精人工授精治疗，尤其是 ＩＩＩＩＶ期子宫内膜异位
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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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在异位妊娠治疗中的效果
和安全性观察
罗书　黄勇　关红琼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海南 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在异位妊娠治疗中的效果和安全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
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科收治的４００例异位妊娠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
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甲氨蝶呤治疗，观察组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治疗。治疗前、后，

观察患者血βＨＣＧ、血孕酮及包块直径变化，并统计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前，２
组患者的血βＨＣＧ、血孕酮含量及包块直径无明显差别（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的血βＨＣＧ、血孕酮含
量及包块直径明显降低，且观察组的血βＨＣＧ（１２５２±８７６２）ＩＵ／Ｌ、血孕酮（４５３±１１３）Ｕ／Ｌ及包块直径
（１５２±０２２）ｃｍ明显低于对照组血βＨＣＧ（１３６７８４±９３４７）ＩＵ／Ｌ、血孕酮（７１２±１０６）Ｕ／Ｌ及包块直径
（２１７±０２４）ｃｍ，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有效率８８５０％（１７７／２００）明显高于
对照组有效率８１５０％（１６３／２００），两组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２１５０％（４３／２００）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２５０％（４５／２００）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４，Ｐ＝
０１０７）。结论：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患者，改善患者的血孕酮及血βＨＣＧ含量，明显降
低包块直径，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借鉴。

【关键词】　米非司酮 ；异位妊娠；安全性；甲氨蝶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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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ＣＧ，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ｍａｓ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βＨＣＧ，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ｍａｓ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
βＨＣＧ（１２５２±８７．６２）ＩＵ／Ｌ，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４．５３±１．１３）Ｕ／Ｌａｎｄｍａｓ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１．５２±０．２２）ｃｍｉｎ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１３６７．８４±９３．４７）ＩＵ／Ｌ，（７．１２±
１０６）Ｕ／Ｌａｎｄ（２．１７±０．２４）ｃ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８．５０％ （１７７／２００），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８１．５０％ （１６３／２０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２１．５０％ （４３／２００）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２．５０％ （４５／２００）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４．２４，Ｐ＝０．１０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βＨＣＧｗｈｉｌ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ａｓｓ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ａｆｅｔｙ；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异位妊娠又称“宫外孕”，是一种常见的妇科急腹症，其中
约９５％为输卵管异位妊娠［１］。异位妊娠的传统治疗方案为开

腹手术，切除出血部位病灶组织及胚囊，虽然能达到治疗目的，

但损坏了女性生殖系统的完整性。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进

步，孕酮及血清 βＨＣＧ水平的测定可较早的确定异位妊娠患
者［２］。目前，临床上常用的治疗异位妊娠患者的是药物保守治

疗。药物治疗不仅可以杀死胚胎、消除盆腔积血，而且避免了

手术治疗对机体的伤害［３］。为了探究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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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治疗异位妊娠的临床疗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对４００
位异位妊娠患者进行了研究，现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妇科收治的４００例异位妊娠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均符合《妇产科学》的诊

断标准［４］，并经过妇科检查、经病史、体格、Ｂ超检查及血 β
ＨＣＧ分析确诊为异位妊娠。对照组２００例，年龄范围２３岁 ～
３４岁，年龄（２７８１±５２３）岁，停经时间（４５８７±２４５）ｄ，妊娠
次数范围１次～３次，妊娠次数（１８７±０２４）次，包块直径范围
２～４ｃｍ，包块直径（３４１±０４９）ｃｍ；观察组２００例，年龄范围２３

岁～３３岁，年龄（２８０６±５１７）岁，停经时间（４６２２±２３８）ｄ，
妊娠次数范围１～３次，妊娠次数（１７９±０２９）次，包块直径范
围２～４ｃｍ，包块直径（３２６±０５３）ｃｍ。两组患者的年龄范围／
平均年龄、包块直径、体重、妊娠次数及停经时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该研究通过了医院伦理会审核，参试患者对
该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Ｂ超显示患者一侧附件有包块，尿 βＨＣＧ显示
阳性；输卵管妊娠无破裂者或流产，其血βＨＣＧ含量＜２０００Ｕ·
Ｌ－１。排除标准：腹腔内有明显出血；生命体征不稳定；血液系
统和肝、肾功能异常的患者；Ｂ超显示包块直径＞４ｃｍ或有盆腔
积液的患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包块直径 体重（ｋｇ） 妊娠次数（ｎ） 停经时间（ｄ）

观察组 ２００ ２８０６±５１７ ３２６±０５３ ５８２３±６４１ １７９±０２９ ４６２２±２３８

对照组 ２００ ２７８１±５２３ ３４１±０４９ ５８１９±６２７ １８７±０２４ ４５８７±２４５

χ２／ｔ值 　１２７ 　０６８ 　３４５ 　０３２ 　１１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患者入院后，合理安排饮食，卧床静养休息，定时检测生命

体征。对照组采用甲氨蝶呤（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０２０６）治疗，肌肉注射，５０ｍｇ／ｍ２ｄ，连续注射２天，停药５
天Ｂ超复查包块、血孕酮及血 βＨＣＧ，血 βＨＣＧ≤１５０％继续
第二疗程治疗。观察组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甲氨

蝶呤用药方案与对照组相同，米非司酮（山东端信堂大禹药业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３０７７）口服，５０ｍｇ／次，２次／ｄ，连续
用药２天。停药５天后 Ｂ超复查包块、血孕酮及血 βＨＣＧ，血
βＨＣＧ≤１５０％继续第二疗程治疗。患者均续治疗两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治疗２个疗程后，观察患者血 βＨＣＧ、血孕酮及包
块直径变化，并统计患者的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临

床疗效评定［５］：显效，患者体征及临床症状基本消失，血βＨＣＧ
水平恢复，尿检为阴性；有效，患者体征及临床症状明显好转，

血βＨＣＧ明显下降，尿检仍为阳性；无效，患者体征、临床症状
及血βＨＣＧ变化不明显。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
计量资料表示为（珋ｘ±ｓ），并且进行 ｔ检验分析，当 Ｐ＜００５时，
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βＨＣＧ、血孕酮含量及包块直径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 βＨＣＧ、血孕酮含量及包块直径无
明显差别（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 βＨＣＧ、血孕酮含
量及包块直径明显降低，且观察组的血 βＨＣＧ（１２５２±８７６２）
ＩＵ／Ｌ、血孕酮（４５３±１１３）Ｕ／Ｌ及包块直径（１５２±０２２）ｃｍ
明显低于对照组血 βＨＣＧ（１３６７８４±９３４７）ＩＵ／Ｌ、血孕酮
（７１２±１０６）Ｕ／Ｌ及包块直径（２１７±０２４）ｃｍ，差异具有统计
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βＨＣＧ、血孕酮含量及包块直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时间 血βＨＣＧ（ＩＵ／Ｌ） 血孕酮（Ｕ／Ｌ） 包块直径（ｃｍ）

观察组 ２００ 治疗前 　２０４３８１±１２１５９ ８６８±１３９ ３２６±０５３

治疗后 　１２５２．００±８７６２ａｂ ４５３±１１３ａｂ １５２±０２２ａｂ

对照组 ２００ 治疗前 　２０１０５４±１２６８５ ８６１±１４７ ３４１±０４９

治疗后 　１３６７８４±９３４７ａ ７１２±１０６ａ ２１７±０２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对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期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有效率８８５０％（１７７／２００）明显高于

对照组的有效率８１５０％（１６３／２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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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２００ ９６（４８００）８１（４０５０）２３（１１５０） ８８５０

对照组 ２００ ８３（４１５０）８０（４０００）３７（１８５０） ８１５０

χ２值 ５３１０ １０１０ ５５８０ ５５８０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３１４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观察组出现肝损伤１５例，骨髓抑制４例，胃肠

道反应１７例，口腔黏膜损伤７例；对照组出现肝损伤２１例，骨
髓抑制３例，胃肠道反应１８例；口腔黏膜损伤３例。观察组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１５０％（４３／２００）与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２２５０％（４５／２００）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４，Ｐ＝
０１０７）。
#

　讨论
异位妊娠俗称“宫外孕”，是一种常见的妇产科疾病，其发

病率逐年升高，主要有腹腔妊娠、卵巢妊娠、宫颈妊娠及输卵管

妊娠等形式［６］。以往，大部分异位妊娠患者在出现急腹症状后

就诊，确诊后常采用手术治疗，创伤大而且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高，容易影响女性的生育能力。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

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患者不仅需要有效的治疗方案治疗异

位妊娠，还需要尽可能地保留生育能力［７９］。实验室检测及临

床诊断技术的提升，明显提高了异位妊娠的早期诊断率，在患

者为表现急腹症状时即可确诊，可确保患者早期接受治疗。药

物保守治疗的兴起成为治疗异位妊娠的首选方案［１０１１］。研究

证实，经药物治疗患者的再次妊娠率和输卵管复通率明显高于

采用手术治疗的患者，同时能够避免并发症及盆腔粘连，提高

成功生育率［１２１３］。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药物治疗异位妊娠的药物有前列腺

素、米非司酮、甲氨蝶呤及氯化钾等。米非司酮是一种强抗孕

激素，常用于抗早孕、胎死宫内引产及催经止孕，具有较强子宫

内膜孕酮受体亲和力。但是，米非司酮不能完全激发子宫活

性，单独使用时会发生不完全流产［１４１６］。甲氨蝶呤是一种二氢

叶酸还原酶抑制剂，可以阻碍叶酸代谢，影响ＤＮＡ、蛋白质的正
常合成，破坏绒毛，阻碍胚胎滋养细胞的增加，加快胚胎细胞的

坏死、脱落及吸收。两者在治疗异位妊娠时的具有不同的作用

机制及靶点，通过２种药物的协同作用，提升了异位妊娠的治疗
效果［１７１８］。

本研究显示：治疗前，患者的血 βＨＣＧ、血孕酮含量及包块
直径无明显差别；治疗后，患者的血βＨＣＧ、血孕酮含量及包块
直径明显降低，而且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治疗的患者的

血βＨＣＧ（１２５２±８７６２）ＩＵ／Ｌ、血孕酮（４５３±１１３）Ｕ／Ｌ及包
块直径（１５２±０２２）ｃｍ明显低于采用甲氨蝶呤治疗的患者的
血βＨＣＧ（１３６７８４±９３４７）ＩＵ／Ｌ、血孕酮（７１２±１０６）Ｕ／Ｌ及
包块直径（２１７±０２４）ｃｍ。治疗后，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
呤治疗的患者的有效率９５００％（１９０／２００）明显高于采用甲氨
蝶呤治疗的患者有效率８８５０％（１７７／２００）。采用米非司酮联
合甲氨蝶呤治疗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１５０％（４３／２００）与采

用甲氨蝶呤治疗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２５０％（４５／２００）无明
显差异。

综上所述，采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患

者，改善患者的血孕酮及血βＨＣＧ含量，明显降低包块直径，提
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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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Ｓ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８６４０）
【第一作者简介】秦琴（１９７７—），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皮肤病性
病临床诊治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不同治疗时机对妊娠期梅毒妊娠结局的影响及其
危险因素分析
秦琴　宁花兰　张艳珍　陈少英　陈小燕　陈大江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妊娠期梅毒危险因素及不同治疗时机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深圳市宝
安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就诊的妊娠合并梅毒病例６２例进行观察，回顾本组患
者病例资料，其中３８例在妊娠≤１２周予以青霉素抗梅毒治疗（Ａ组）、２４例在妊娠＞１２周行抗梅毒治疗（Ｂ
组）。分析两组妊娠结局及新生儿情况，并分析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结果：Ａ组孕妇足月分娩率为
８９４７％，高于Ｂ组（６６６７％），组间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Ａ组孕妇不良妊
娠结局较Ｂ组低（１０５３％ ｖｓ３３３３％），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８６８４％）正常新生儿率
高于Ｂ组（５７８９％）；且Ａ组（２６３％）先天梅毒儿发生率明显较Ｂ组（２１０５％）低，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文化程度低、抗梅毒治疗时间晚和高ＲＰＲ滴度均是导致妊娠期
梅毒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结论：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危险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低、抗梅毒治疗时

间晚和高ＲＰＲ滴度等。早期足量规则的抗梅毒治疗能有效避免不良妊娠结局，提高新生儿存活率，避免先
天梅毒儿。

【关键词】　妊娠期梅毒；妊娠结局；治疗时机；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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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ｉｍ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

　　妊娠期梅毒指的是妊娠期间发现的梅毒螺旋体感染，可在 妊娠前及妊娠过程中发生，其严重性不仅危害孕妇的健康，还可

通过胎盘垂直传播感染胎儿，造成胎儿先天损害［１］。相关文献

统计报道［２］，梅毒感染途径以非婚性接触传播为主，占

５６７９％，其中男行占７１９７％，女性占２８０３％。侯霞［３］等人对

性病门诊男性梅毒感染现状调查发现，１０９０％患者存在嫖娼行
为，２１６５％患者存在多个性伴侣，且有２１０％患者存在肛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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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不断恶化，梅毒逐渐开始在我国流

行，尤其在一些人口流动性较大的发达地区。随之而来的妊娠

合并梅毒发生率也呈增长趋势，其不仅会给孕妇的健康造成影

响，还有较大的几率引发流产、死胎、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同

时还会影响新生儿情况，如出现新生儿窒息、先天梅毒儿及新

生儿死亡等，其对母婴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４］。既往有研究

者表示［５］，产前抗梅毒治疗能够有效提高妊娠期梅毒正常妊娠

率，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新生儿不良情况。类似报道层出不

穷。本文深入探讨了不同治疗时机对妊娠期梅毒妊娠结局的

影响及其危险因素，详细内容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 ２０１４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６年３月就诊的妊娠期合并梅毒患者６２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符合妊娠梅毒诊断标准，即孕妇或配偶存在婚外性

行为及梅毒感染史；孕妇妊娠期间存在各期梅毒特征、临床表

现；梅毒血清学检查ＲＰＲ＋ＴＰＨＡ（阳性）。排除标准：妊娠至分
娩未接受梅毒血清学检测者；母亲确诊梅毒后，自愿终止妊娠

者；排除肝肾、心肺功能肌造血系统功能障碍者；严重精神疾病

者。梅毒分期标准：一期：外阴或宫颈处表面光滑或糜烂，直径

在１～２ｃｍ，圆形或椭圆形肉红色浅溃疡，创面稍高出皮面，触及
软骨样红色硬疳，无痛，部分患者伴有股淋巴结肿大，生殖器外

硬下疳多不典型；二期：皮肤损害有各种各样的表现，全身泛发

性的斑疹、斑丘疹、丘疹、扁平湿疣、鳞屑疹、毛囊疹或脓疱疹、

黏膜诊等，虫蚀性脱发，手掌和足底、外阴及肛周常可累及，合

并头热、鼻塞及全身关节酸痛等流感综合征前驱症状，可出现

全身淋巴结肿大，骨关节炎，眼巩膜睫状体炎等；三期：树胶肿

（梅毒瘤）、神经梅毒、心血管梅毒。感染梅毒后不治疗或治疗

不彻底，经２～４年即进入三期梅毒，主要表现为皮肤黏膜的溃
疡性损害或内脏器官的肉芽肿病变。严重的感染经过１０～１５
年后引起心血管及中枢神经系统病变。梅毒的死亡主要归因

于晚期梅毒表现：皮肤、骨骼、中枢神经系统及内脏，尤其是累

及心脏和大血管。回顾本组患者病例资料，３８例在妊娠≤１２周
予以抗梅毒治疗（Ａ组）、２４例在妊娠 ＞１２周治疗（Ｂ组）。Ａ
组：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９岁，年龄（２７６８±５１５）岁，其中３例一
期梅毒，４例二期梅毒，２０例隐匿性梅毒；Ｂ组：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０岁，年龄（２６９５±６２５）岁，其中１例一期梅毒，２例二期梅
毒，１７例隐匿性梅毒。两组患者年龄和梅毒分期一般资料统计
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患者自愿、家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组方法　回顾分析６２例病例资料，其中３８例在妊娠
１２周以内接受治疗（Ａ组）、２４例在妊娠 １２周以后治疗（Ｂ
组）。根据妊娠结局将６２例分为正常分娩组和不良妊娠结局
组，对不良妊娠结局进行单因素分析，再进行多因素分析。

１２２　治疗方法　妊娠早期梅毒治疗：青霉素为首选：注射用
卞星青霉素（生产厂家：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４７２７）Ｇ２４０万Ｕ，分两侧臀部肌肉注射，１周进行１次，共
治疗２～３次。对青霉素过敏者可以改用红霉素（生产厂家：四
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５１０２１５７０）治疗，５００ｍｇ，餐后
１～２ｈ口服，４次／ｄ，连续用药１５ｄ，禁止服用四环素类药物，其
所生婴儿应该用青霉素在治疗，因红霉素不能通过胎盘。先天

梅毒儿的治疗：母亲治疗不足者，无论新生儿有无阳性临床表

现，均应予以抗梅毒治疗，水剂青霉素Ｇ，按照每千克５万Ｕ，分
两次肌内注射（或静脉滴注），治疗１０ｄ。妊娠期梅毒患者最好
在妊娠头尾３个月各治疗１个疗程，治疗后每月做一次定量的
ＲＰＲ实验，观察有无复发及再感染。非妊娠期梅毒患者抗梅毒
治疗后第一年每３个月复查一次梅毒血清，一年后每６个月复
查一次，共３年。若阴转阳或滴度下降不足２倍稀释度或者存
在梅毒活动征象等，均需再治疗１个疗程后再次复查。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各组患者妊娠结局、不良妊娠结局、新生儿结局。并

分析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不良妊娠结局判

定标准：异位妊娠、流产（妊娠不足２８周，胎儿体重 ＜１ｋｇ即终
止妊娠）、早产（妊娠２８～３７周分娩）、死胎（妊娠２０周后胎儿
宫内死亡）、死产（分娩过程中胎儿死亡）等。先天梅毒诊断标

准：母婴梅毒血清学诊断（＋）；新生儿至少存在２个以上的梅
毒特征性表现：如出现新生儿窒息、肝脾肿大、低体重儿、病理

性黄疸以及皮肤、黏膜损伤、水肿、腹胀等，Ｘ线检查骨骼
改变［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

表示，用ｔ检验；计数用（ｎ，％）表示，并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将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并

采取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对比分析

结果显示，Ａ组患者足月分娩率高于 Ｂ组（８９４７％
ｖｓ６６６７％），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Ａ组患者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低于 Ｂ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各组患者妊娠结局对比分析［（ｎ）％］

组别 例数 正常分娩
不良妊娠结局

早产 死胎 流产 总发生率

Ａ组 ３８ ３４（８９４７） ４（１０５３） ０（０）　　 ０（０）　 ４（１０５３）

Ｂ组 ２４ １６（６６６７） ３（１２５０） ４（１６６７） １（４１６） ８（３３３３）

χ２值 ４９０２ ００５７ ６７７０ １６０９ ４９０２

Ｐ值 ００２７ ０８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２０５ ０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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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新生儿情况比较
Ａ组患者正常新生儿率为 ８６８４％，高于 Ｂ组（５７８９％），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Ａ组患者先天梅毒儿发生
率明显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新生儿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正常新生儿 低体重儿 先天梅毒儿 新生儿死亡

Ａ组 ３８ ３３（８６８４） ４（１０５３） １（２６３） ０（０）　

Ｂ组 １９ １１（５７８９） ３（１５７９） ４（２１０５） １（５２６）

χ２值 ６０２９ ０３２６ ５３７１ ２０３６

Ｐ值 ００１４ ０５６８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４

２３　影响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单因素分析
结果发现，６２例妊娠期梅毒患者中最终正常妊娠５０例，不

良妊娠结局１２例，经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单因素分析，梅
毒分期、文化程度及治疗时机选择和 ＲＰＲ滴度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影响妊娠期梅毒不良结局单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正常分娩

（ｎ＝５０）
不良妊娠结局

（ｎ＝１２）
Ｐ值

年龄 ２７６２±５３６ ２６４８±６１５ ＞００５

婚姻状况

　已婚 ３１（６２００） ７（５８３３）

　未婚 １９（３８００） ５（４１６７） ＞００５

妊娠史

　初产 ２８（５６００） ６（５０００）

　经产 ２２（４４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００５

梅毒分期

　一期、二期 ３３（６６００） ３（２５００）

　隐性 １７（３４００） ９（７５００） ＜００５

经济水平

　较好 ２８（５６００） ６（５０００）

　一般 １２（２４００） ３（２５００）

　较差 １０（２０００） ３（２５００） ＞００５

文化程度

　小学以下 ６（１２００） ８（６６６７）

　初中 ９（１８００） ２（１６６７）

　高中及中专 １１（２２００） １（８３３）

　专科以上 ２４（４８００） １（８３３） ＜００５

治疗时机

　妊娠≤１２周 ３４（６８００） ４（３３３３）

　妊娠＞１２周 １６（３２００） ８（６６６７） ＜００５

ＲＰＲ滴度

　≤１∶８ ３１（６２００） ３（２５００）

　＞１∶８ １９（３８００） ９（７５００） ＜００５

２４　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经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文化程度低以及抗梅毒治疗

时间晚和高ＲＰＲ滴度均是导致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的危
险因素（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自变量 β值 ９５％ＣＩ ＯＲ值 Ｐ值

文化程度 ０７０２ ３１３５～５１７９ ３３９５ ＜００５

梅毒分期 ０１０５ ０１５２～０９８４ １３１４ ＞００５

抗梅毒治疗时机 １７６８ ２１５８～５１３２ ４４２７ ＜００１

ＲＰＲ滴度 ０９１３ １２０５～３３４８ ３６４２ ＜００１

#

　讨论
妊娠期梅毒是妊娠前或妊娠期间感染梅毒螺旋体引起的

全身多系统、慢性性传染性疾病，可造成人体多系统、多脏器损

伤，甚至危及生命［７］。近年来，伴随梅毒发病率的增加，妊娠期

梅毒风险也逐渐升高，已经成为世界性公共健康问题。妊娠期

间梅毒螺旋体可经胎盘感染宫内胎儿，造成围产期死产，还可

造成胎儿宫内窘迫，影响胎儿发育。既往有大量［８９］研究证实，

妊娠期梅毒对胎儿及新生儿的影响，如流产、早产、死胎、先天

梅毒儿等，严重者还可以造成新生儿死亡。在怀孕早期，由于

胎盘绒毛细胞滋养层的屏障作用，梅毒感染对胎儿影响较小，

而妊娠中晚期胎盘绒毛细胞滋养层开始逐渐萎缩、退化，该阶

段梅毒螺旋体极易进入胎盘，导致胎儿感染梅毒。所以，许多

学者［９１０］提倡妊娠期梅毒应当早期抗梅毒治疗。王利英［１１］等

人研究证实，妊娠１２周以内治疗的１２例中，先天梅毒儿发生率
仅８３３％，而妊娠１２周以后抗梅毒治疗的组中先天梅毒儿发
生率高达３３３３％，该研究说明早期治疗也存在一定先天梅毒
儿风险，几率较小。结合本次研究，妊娠１２周以内抗梅毒治疗
组（２６３％）先天梅毒儿发生率明显低于妊娠１２周以后治疗组
（２０８３％），该组数据进一步说明早期抗梅毒治疗可以降低先
天梅毒儿风险。

苄星青霉素是目前用于妊娠期抗梅毒治疗首选药物，其对

不同分期的梅毒均具有确切疗效，妊娠期梅毒孕妇禁用四环素

类药物，主要在于该药物可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在牙齿、骨

的钙质区内沉积，造成胎儿牙齿变色，抑制骨骼生长，有较强的

致畸作用。苄星青霉素作为抗梅毒常用药物已有大量报道，表

示其对于改善妊娠结局和新生儿预后有显著效果，但部分孕妇

产检时间较晚，所以梅毒检出较晚，从而延误最佳治疗时机［１２］。

有关治疗时机对妊娠期梅毒治疗效果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本

研究可见，早期治疗组足月分娩率显著高于中晚期治疗组，由

此可见，治疗时机越晚，不良妊娠结局风险越高，和临床报道

相符［１３］。

妊娠早期治疗组低体重儿、先天梅毒儿以及新生儿死亡

率均较中晚期治疗组低，提示妊娠期梅毒越晚治疗新生儿预

后越差，感染梅毒风险越高，加之治疗时机较晚新生儿长期遭

受梅毒螺旋体的侵害，继而导致低体重、流产等不良结局［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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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发生与否除了和治疗情况有关外，

还和孕妇梅毒螺旋体感染情况有关，ＲＰＲ滴度是反应孕妇体
内梅毒螺旋体感染程度的重要检测指标，从本研究可以看出，

高ＲＰＲ滴度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明显高于低 ＲＰＲ滴度组
（７５００％ｖｓ２５００％），可见高 ＲＰＲ滴度可能是诱发不良妊娠
结局的重要因素。但是，ＲＰＲ滴度和孕妇患梅毒病的时间长
短关系不大，主要和孕妇对于梅毒螺旋体的反应性相关，一般

而言，一期梅毒发展到后期以及二期梅毒的早期 ＲＰＲ滴度可
能高一些，梅毒发展到晚期大多 ＲＰＲ滴度阴性。以往大多研
究者表示［１５１６］，妊娠期梅毒一经发现，应当立即终止妊娠，避

免先天梅毒儿的出现，但现今这一说法存在争议，部分学

者［１７］表示除非孕妇强烈要求终止妊娠，否则均应继续妊娠，

同时予以抗梅毒治疗。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妊娠１２周以内实施治疗组足月分娩率
明显高于妊娠１２周以后治疗，且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也明显较
低，继而提示，在妊娠早期予以抗梅毒治疗，能够提高正常分娩

率，同时还能避免早产、流产、死胎等不良妊娠结局。就新生儿

而言，妊娠早期予以抗梅毒治疗组正常新生儿率明显比妊娠中

晚期治疗组要高，新生儿死亡率显著较低，且妊娠早期予以治

疗组中未见先天梅毒儿，由此可见，妊娠期梅毒早期予以抗梅

毒干预，不仅能够避免新生儿死亡，还能够降低先天梅毒儿

风险。

妊娠晚期确诊的妊娠梅毒预后较差，临床建议终止妊娠，

对于坚持妊娠的孕妇则应当积极采取有效、规范的抗梅毒治疗

措施，目前，青霉素治疗是妊娠梅毒的首选药物，对于明确诊断

的患者应早期、足量、规范性治疗，并在在患者治疗期间，应当

定期进行相关的实验室检查，最好在妊娠头尾３个月各治疗１
个疗程，其后每月做血清定量 ＲＰＲ实验，观察有无复发及再感
染，降低梅毒通过胎盘传播的风险。此外，文化程度较低的人

群对于妊娠期梅毒相关知识较为匮乏，如梅毒通过何种途径传

播，如何防止梅毒性传播等，所以，加强患者性传播疾病及卫生

相关知识普及，加强公共卫生设施管理。本次研究经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文化程度低、抗梅毒治疗时间晚和高 ＲＰＲ滴
度均是导致妊娠期梅毒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妊娠期梅毒患者早期予以治疗，不仅能够改善

胎儿发育，提高正常妊娠结局，避免不良妊娠结局，同时还能降

低先天梅毒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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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３７３６７６、８１６７４０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王天琪（１９９２—），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生殖医学

Δ【通讯作者】孙振高（１９７７—），男，副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ｓｕｎｚｈｅｎ
ｇａｏ７７＠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ＩＶＦ双卵三胎１例报道
王天琪１　孙振高２Δ　杨毅１　王晓明１　徐凯月１　宋景艳１　张兴兴１　王爱娟１　苑丽华１　
姜华颖１　撒元红１　肖继梅１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妇科，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２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作为现代辅助生育技术（ＡＲＴ）的代表，在不孕不育病症的治
疗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该技术在助孕过程中，多胎妊娠率也随之增加，有关研究结果显示，ＩＶＦＥＴ周
期中双胎妊娠率为２９％，三胎妊娠为３．７％，分别是自然妊娠的１４倍和５４倍［１］。其中，单卵双胎的发生率

增加直接导致了双卵三胎的概率也比自然妊娠高［２４］，双卵三胎形成的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现认为可能与控

制性超促排卵（ＣＯＨ）、卵母细胞透明带显微操作及体外培养微环境、囊胚移植等因素相关。近期山东中医
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发现ＩＶＦ双卵三胎１例。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多胎妊娠；双卵三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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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ｒｅｅｅｍｂｒｙｏｓｗｉｔｈｉｎ
ｔｗｏｏｏｓｐｅｒｍｓ

!

　病例报告
患者，女，３０岁，因未避孕未孕１＋年，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２日

就诊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

该患者与现任丈夫２０１４年再婚，同居，性生活正常，未避孕未孕
至今。平常月经规律，初潮１４岁，经期５～６ｄ，月经周期３０ｄ，量
色质正常，２０１６年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行子宫输卵管造
影术显示：宫腔显影正常，双侧输卵管显影，走形迂曲，弥散欠

佳。既往Ｂ超显示：ＰＣＯ。既往药物诱发排卵 Ｂ超检查监测排
卵＋指导同房大于６周期，未孕。患者要求行 ＩＶＦ助孕。女方
体格检查及妇科检查未见异常。实验室检查：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基础内分泌结 ＦＳＨ：５５ＩＵ／Ｌ，ＬＨ：
１２８７ＩＵ／Ｌ，Ｅ２：１７６１６ｐｍｏｌ／Ｌ，Ｔ：１８７３ｎｍｏｌ／Ｌ，Ｐ：２４７１ｎｍｏｌ／Ｌ，
ＰＲＬ：５６４３４ｍＩＵ／Ｌ。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男方精液检查结果示大

致正常。２０１６年９月２２日，患者于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中西医结合生殖与遗传中心接受 ＩＶＦ（短时）助孕，应用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达菲林，ＩＰＳＥＮＰＨＡＲＭＡＢＩＯ
ＴＥＣＨ，Ｈ２０１４０２９８）］０９ｍｇ长效长方案，重组促卵泡激素（ｒ
ＦＳＨ，普丽康，ＭｅｒｃｋＳｈａｒｐ＆ＤｏｈｍｅＬｉｍｉｔｅｄ，Ｓ２０１４００４７）、与尿促
性素（ＨＭＧ，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Ｈ１０９４００９７）联合应用，Ｇｎ用
药１０天，Ｇｎ总量：１５００Ｕ，其中，ＦＳＨ１２００Ｕ，ＨＭＧ３００Ｕ。注射
用绒促性素（ＨＣＧ，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Ｈ４４０２０６７３）１００００Ｕ
后３６小时进行Ｂ超下阴道穿刺取卵，共获卵数为３３枚，最终成
胚２０枚，２ＰＮ卵裂数２０枚，优质胚胎４枚，可移植胚１０枚，且
本周期因卵巢高反应取消移植，本周期结果为：取消移植，行全

胚冻存。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９日起行替代周期实现内膜转换，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２２日行冻融胚胎移植（ＦＥＴ），移植２枚胚胎，继续给予
黄体酮及补佳乐作为黄体支持。ＦＥＴ后７ｄ测血清 βＨＣＧ为：
３６４４ｍＩＵ／ｍｌ，Ｅ２：２９４００ｐｇ／ｍｌ，Ｐ：１０４３ｎｇ／ｍｌ；ＦＥＴ后１４天测血
清βＨＣＧ为：２７１７１８ＩＵ／ｍｌ，Ｅ２：２１５ｐｇ／ｍｌ，Ｐ：１７８１ｎｇ／ｍｌ，本周期
妊娠结局为：宫内妊娠。ＦＥＴ后２１ｄ超声提示：宫腔内见２个妊娠
囊，大小分别为１２７×０３８×０４０ｃｍ、０５６×０６５×０５４ｃ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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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２个羊膜腔内，均未探及心管搏动，宫腔内另探及１０２×
０５７ｃｍ、０５８×０４７ｃｍ无回声区。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ＦＥＴ后
２８ｄ超声提示：宫腔内见３个妊娠囊，大小分别为２８２×１４０×
１４９ｃｍ、２５３×１５８×１０３ｃｍ、１６０×０９１×０８９ｃｍ，分别位于３
个羊膜腔内，均可探及胎心搏动。具体结果详见图２。告知患者
及家属目前情况，向其讲明三胎妊娠的不良结局及减胎相关风

险，患者及家属表示知情理解，要求行减胎术，并签署减胎术知情

同意书后完善相关检查，于移植术后２８ｄ行Ｂ超引导下经阴道减
胎术，术中见一胎胚原始心管搏动消失，而另２个胚胎原始心管
正常搏动。术后第２天及第１４天复查Ｂ超，探及剩余两个妊娠
囊均有正常胎心搏动，继续予以保胎治疗。

图１　ＦＥＴ后２１ｄＢ超

图２　ＦＥＴ后２８ｄＢ超

"

　讨论
双卵三胎形成的机制尚不清，ＣＯＨ可能是原因之一，系

ＣＯＨ可能会导致透明带变薄，进而使受精卵在分裂时阻力减
小，最终引起一卵双胎，甚至是一卵多胎［６］。在行 ＩＣＳＩ、辅助孵
化（ＡＨ）等助孕技术时，都可以引起透明带变性，使其变薄或损

伤，或可导致受精卵的细胞团孵化时更易在透明带变薄或损伤

处分离，形成独立的胚胎，最终导致单卵双胎的结局，但其具体

机制还需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来佐证。在 ＩＶＦ中，于移植胚胎数
较多，其中不乏由单卵双胎最终形成单卵三胎的结局，导致其

早产率及活产率较自然妊娠大大增加，并有临床病例证实了单

卵多胎的不良妊娠结局［７］。另有研究表明，多胎妊娠唐氏综合

征患病率也会增加，导致新生儿先天性发育异常，妊娠２０周后
死胎和胎儿死亡，最终需终止妊娠［８］。

多胎妊娠可以导致早产、死胎或终止妊娠等不良结局，因

此，如何避免单卵双胎甚至是多胎的妊娠结局是生殖科医生亟

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而且一经发现应当进行减胎治疗。尤其对

于多胎妊娠拒行减胎治疗的 ＩＶＦ患者，应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及
产前诊断。

前３个月的产前筛查（ＰＮＳ１），根据血清标记物或颈部透明
带厚度（ＮＴ）进行风险评估，称谓为“妊娠前期 ＰＮＳ”，可以估计
Ｔ２１的风险。ＰＮＳ１被定义为基于血清游离 β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ｆβＨＣＧ），血清妊娠相关血浆蛋白Ａ（ＰＡＰＰＡ），ＮＴ可测量
２１体（Ｔ２１）、１８三体（Ｔ１８）和１３三体（Ｔ１３）的风险［９１０］。产前

诊断：ＰＮＤ被定义为绒毛膜绒毛取样（ＣＶＳ）或羊膜穿刺术（ＡＣ）
后的分子核型分析［１１］。ＣＶＳ或ＡＣ可以在第一次或第二次ＰＮＳ
后进行，其中在超声波检测到异常可作为医疗指标，但胎儿死

亡后进行的核型分析不被认为是ＰＮＤ。
如果完成了具有血清标志物ＨＣＧ和 ＡＦＰ（甲胎蛋白）的第

二个３个月进行结构异常扫描（ＳＡＳ）或第二个 ３个月血清
ＰＮＳ，则定义为妊娠中期 ＰＮＳ（ＰＮＳ２）。ＳＡＳ的 ＰＮＳ的目的是确
定胎儿先天性异常或软标志的存在，因此也可以被认为是常见

２１三体综合征的筛选工具。此外，也可以对父母进行超声扫描
检查，但是由于该检查是在自愿的前提下进行，所以在没有医

疗指标下进行超声扫描所得到的结果不被认为是ＰＮＳ，因此，在
这些情况下诊断为“意外”的异常以及产前诊断（ＰＮＤ）被认为
是ＰＮＳ方案以外的诊断。３５岁以上的孕妇 ＡＭＡ、Ｔ２１、Ｔ１８或
Ｔ１３易异常增高［９］，由此，建议３５岁以上的孕妇要定期进行产
前检查和产前诊断。

综上所述，多胎妊娠的早产率死胎率及畸形率要比单胎妊

娠早产率死胎率及畸形率风险要高，因此，建议ＩＶＦ多胎患者进
行减胎治疗且需定期进行产前检查和产前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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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阳痿，即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茎持续无法达到和维持足够的
勃起以获得满意的性生活。目前，现代医学常规治疗阳痿见效迅速，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之相对，

中医药治疗阳痿远期治疗效果相对较好。李海松教授根据多年临证经验，提出阳痿的诊疗重在防治，应当

时刻关注“治未病”理念，临床论治时注重综合考虑性命双修、身心同治、标本同治、中西合璧、夫妻同治等多

个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疗效。本文将李海松教授关于阳痿治疗中应用“治未病”理念的经验进行整理，以供

同道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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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痿，即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
阴茎持续无法达到和维持足够的勃起以获得满意的性生活。

２００４年，国内学者对我国一线城市中２０００余例成年男性勃起
功能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阳痿的总患病率约为２８．３３％，４０岁

以上的成年男性患病率高达４０．２％［１］。目前，现代医学常规使

用ＰＤＥ５抑制剂如西地那非、他达拉非等对症治疗，从分子水
平入手，通过减弱５型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的活性减少 ｃＧＭＰ
降解，以维持阴茎的勃起，见效迅速，但只能针对中间一个环

节，无法针对病人个体病因治疗，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且

很难对病人病情进行全面的评估治疗，停药后效果难以维

持［２］。与之相应，中医药治疗阳痿时是根据病人体质、病因、刻

下症等全面评估治疗，从改善整体入手且防治结合，因此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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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相对较好。

李海松教授以其３０余年来对于勃起功能障碍的临证研究
为基础，提出阳痿的诊疗重在防治，应当时刻关注中医理论精

髓———“治未病”理念。中医基础理论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是最早提出此理念的医书。《素问》的第二篇就有关于此理念

的经典阐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

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人体是一

个整体，性功能也是其中一部分，当人体处于健康状态时，应当

通过增强体质、维护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来防止疾病的发生。

当身体出现了亚健康状态时，即使症状还不能被诊断为患病，

也要尽早进行调养，通过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阻止亚健

康状态进一步演变为疾病［３］。与此同时，阳痿的诊疗还需要兼

顾身心同治、内外兼治、夫妻同治等。李海松教授通过吸收前

人经验、总结大量病例，在阳痿的治疗上建立了缜密的思维，临

床论治时注重综合考虑性命双修、身心同治、标本同治、中西合

璧、夫妻同治等多个方面。这种在整体辨证指导下的综合治疗

方式在临床上治疗阳痿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对阳痿患者勃起功

能的改善方面获得了非常好的反馈。笔者有幸跟随李海松教

授抄方学习，现将李海松教授关于阳痿治疗中应用“治未病”理

念的经验整理如下，以供同道交流学习。

!

　合理膳食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化生精微的根本。在几千年的生活

医疗实践中，脾胃学说一直指导着人们的饮食养生理论与实

践。其中一条重要的养生方法便是：合理饮食。金代医家张从

正提出“五味贵和，不可偏胜”。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至

于五味，口嗜而欲食之，必自裁制，勿使过焉，过则伤其正也。”

饮食不可偏嗜，一旦某类食物食用过多就会相应引起人体内环

境的改变，导致病变的产生［４５］。

李海松教授认为，阳痿与血管因素密切相关。阴茎勃起正

是依赖于正常海绵体血管的充血功能，因此血脂异常也是阳痿

的重要病因之一。但是，目前血脂异常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机

理尚不十分明确，可能主要通过２种形式影响阴茎动脉血供：首
先是血脂异常可以引起阴茎动脉、阴部内动脉和骼内动脉等大

血管粥样硬化，降低了阴茎动脉血流量；其次，血脂异常损伤血

管内皮细胞，导致阴茎勃起时的血管平滑肌松弛［６］。如上所

说，血管内皮功能紊乱是阴茎海绵体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初始

阶段，并在后期出现的临床症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在病变初

期，高脂血症会影响阴茎海绵体血管内皮和平滑肌的正常功

能，使平滑肌松弛、血管内皮功能紊乱，最终导致阳痿的发生。

同时，高脂血症还通过损伤相应支配阴茎勃起的外周海绵体神

经，影响阴茎的勃起状态，导致阳痿的发生［７］。在病变晚期，高

脂血症使脂质在血管内皮不断沉积最终引起海绵体动脉发生

粥样硬化，在动脉壁上产生粥样斑块，使动脉管腔变狭窄，海绵

体动脉的血流不能正常灌注，从而引发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产

生［８］。李海松教授指出，若能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进行必要

的体育活动，加上使用抗血管内皮功能紊乱的药物，就能够有

效地防止血管病变的发生，也能够降低动脉型阳痿发病的

概率。

"

　适度运动
随着工作方式的改变，许多人员每天需要坐在计算机前工

作很长时间，久坐已经成为一种严重影响身体健康的危险因

素。已有研究结果显示，久坐的不良习惯与肥胖、糖尿病、高血

压、高脂血症等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而以上都是容易导致男

性发生ＥＤ的高危病因［９１１］。李海松教授根据临床经验指出了

运动与更强的男性性欲、更好的勃起情况、更佳的夫妻性交满

意度和总体满意度有明确的关系。李海松教授认为，目前阳痿

的病因病机以肝郁肾虚血瘀为主，其中肝郁、肾虚都是重要的

病机，而血瘀则是诸多病因继发的病理因素［１２］，患者适当运动

有利于气血的运行，改善勃起情况。西医对于运动改善勃起功

能的机制现在还不清楚，可能是由于运动可以改善血管内皮细

胞的功能，增加神经递质的释放或者有利于患者的心理［１３］。

#

　保证睡眠
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整体，自然界有白天和黑夜，与之相

应的，机体阴阳的消长统辖着入睡和醒觉。现代科学研究提供

了客观依据，白日活动所需的激素在白天会分泌增加，如甲状

腺素、胰高血糖素等；人体生长所需的和维持生命活动所需的

激素则在夜晚增加分泌，如生长激素等［１４］。李海松教授认为，

充沛的睡眠可以增强阴茎勃起功能。引起睡眠紊乱的常见原

因包含嗜睡、失眠和ＯＳ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等。据国外的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在存在睡眠紊乱情况的人群中发生阴茎勃

起功能障碍的概率为１７．８％，其中，青年人发病率为７．３％，老
年人发病率为６３．３％［１５］。有关数据显示，存在睡眠紊乱和障

碍的人群中阳痿的发病率比普通人明显提高，所以，可以得出

睡眠紊乱及障碍是阳痿的危险因素的结论。其原因是，睡眠紊

乱导致缺少充足的睡眠无法为男人提供足够的氧，而长期处于

低氧状态，睾酮分泌水平下降，一氧化氮等舒血管物质产生减

少，内皮功能和自主神经发生紊乱导致阴茎血管平滑肌、内皮

细胞及海绵体等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出现阳痿。因此，通过

保证充足的睡眠、纠正睡眠紊乱可以改善阴茎勃起功能。

'

　改善陋习
随着医学的进步，阳痿与吸烟之间的相关性不断得到证明

和深入研究。毫无疑问，男性吸烟，尤其是主动吸烟，已经被公

认为是阳痿疾病发生的高危因素之一，长期吸烟者对阴茎勃起

功能损伤更大，发生阳痿的风险急剧升高，由此证明吸烟与阳

痿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所以越早开始戒烟，阳痿的治疗效果

越好。国内外还对吸烟与阳痿的相关性进行了深入的机制研

究，研究结果表明，吸烟导致引起一氧化氮合成减少，引起氧化

应激反应等导致阳痿的发生［１６］。同时，大量文献报道，大量饮

酒可以增加糖尿病患者ＥＤ的患病率［１７］。因此，李海松教授指

出戒掉烟酒等不良陋习更有利于改善男性勃起功能。

(

　治原发病
大量动物模型研究和临床试验表明，勃起功能障碍与高血压

密切相关［１８２０］，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明确。糖尿病ＥＤ是其众多并
发症中较为严重的一种，医学界迄今尚未能够彻底解释其具体病

理机制，一般认为可能与神经和血管、代谢、神经递质、内分泌等

多种因素相关［２１］。李海松教授认为，糖尿病ＥＤ的治疗应当紧密
结合其发病机制，从多个方面着手，为该病患者实施全面综合的

治疗方案。治疗时，首先应当治疗原发糖尿病，对病人进行严格

的血糖控制，排除高糖环境对阴茎勃起相关结构功能的持续性伤

害；同时，加强对患者的个体化治疗，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选择多

种不同作用机制的药物进行联合治疗，以此提高疗效。比如，在

应用降糖药物的同时，使用有抗氧化及清除糖基作用的药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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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高糖环境对阴茎勃起相关结构功能的持续性伤害。针对血

糖升高对血管和神经的影响，选择改善血管内皮环境和改善支配

勃起的相应神经功能的药物，同时对于伴有雄激素水平下降的患

者结合口服补充雄激素来进行治疗。

)

　调整药物
李海松教授认为，许多药物的副作用可以引起勃起功能障

碍。例如，降压药是导致药物性阳痿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医学

界过去认为，大部分治疗高血压的药物都可以通过不同途径产

生扩张血管或者使血容量减少的作用，在达到降压目的的同时

会引起阴茎血压降低，进而导致海绵体的血流灌注减少，不足

以支持正常勃起功能，所以引起阳痿。除此之外，高血压病的

治疗药物还有对中枢神经系统或周围支配阴茎勃起反射神经

的抑制作用，从而导致药物性阳痿的发生［２２］。抗心律失常药物

地高辛等可以通过抑制减少 Ｎａ＋Ｋ＋ＡＴＰ酶，增加血清雌激素
浓度，降低雄激素浓度等作用引起 ＥＤ的发生。治疗消化性溃
疡的常用药Ｈ２受体阻滞剂，如雷尼替丁、法莫替丁和西米替丁
等，因为抑制睾酮等雄激素的生成继而引发ＥＤ［２３］。此外，部分
抗癫痫药物、镇痛药物等均可以导致 ＥＤ。对此，李海松教授指
出，对于阳痿患者在充分考虑其原发病因素的同时，也要密切

关注相关药物的使用情况，必要时可以对其药物的使用进行适

当调整。

*

　把握时机
古籍有载：“房中之事能生人，能杀人。”正确合理地进行房

事可以养生保健，反之则会损伤身体，引起疾病。所以，在性生

活行为中遵循欲不可强、欲有所忌、把握时机的原则十分重要。

欲不可强是指性生活中不可强行入房，一方面指男女双方意见

不合，一方不顾伴侣感受强行发生性行为，久而久之，会使双方

感情不和，甚至反感恐惧性生活，这样的行为十分容易诱发男

性勃起功能障碍。另一方面是指男性不顾自身身体条件勉强

行房，就会如《三元参赞延寿书》所言：“强力入房则精耗，精耗

则肾伤……腰痛不能俯仰。”及《抱朴子》所云：“强举之，伤也。

甚矣，强之一字，真伐生伐寿之本。”对身体产生巨大的伤害。

欲有所忌是指性生活中应当避免的问题，《干金翼方·养性禁

忌第一》指出：“日月薄蚀、大风、大雨……凡新沐、远行及疲、饱

食、醉酒、大喜、大悲、男女热病未差……皆不可和阴阳。”随着

后人不断补充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房事外界环境恶劣，寒热

嘈杂，不宜行房；自身情绪波动，喜怒忧思，不宜行房；病后、劳

累、醉酒、饥饱等，不宜行房。如《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醉

以入房，以欲竭其精……故半百而衰也。”一旦违反房事禁忌，

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导致疾病的发生。把握时机是指性生活

应该选择良好的时机进行，如《素女经》云：“欲和之道，在于定

气、安心、和志，三气皆至……女大快，男盛不衰，以此为节。”男

女双方应当做好充足的准备，性情所致，选择环境适宜的卧室，

避免外界的干扰，为一次高质量的性生活创造良好的时机与条

件。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还可以尝试晨起性生活，现代研

究表明，经过一夜的休息，体内雄性激素达到最高峰，大多存在

晨勃状态，可以更好地完成性生活。

综上所述，阳痿发病原因多样，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因素甚

广，与全身的生理情况、心理状态、家庭环境等因素均密切相

关。李海松教授以其多年临床经验提倡，针对阳痿应当建立全

面的防治体系，采用综合治疗的方法、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临床

论治时注重综合考虑性命双修、身心同治、标本同治、中西合

璧、夫妻同治等多个方面。这种在整体辨证指导下的综合治疗

方式在治疗阳痿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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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卫生计生委科研基金项目（２０１８０５６７）
【第一作者简介】陈其华（１９６３—），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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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衍精汤联合左卡尼汀治疗少弱精症的临床观察
陈其华１　李博２　赵文雪２　周欢２　羊羡２　胡伟２　罗星乐２

１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２湖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补肾衍精汤联合左卡尼汀口服液治疗少弱精症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符
合标准的６８例少弱精症患者给予补肾衍精汤配合左卡尼汀口服液内服。结果：６８例患者治疗后痊愈２１
例，显效２６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６例，脱落４例，总有效率为８５２９％。与治疗前相比，治疗３个月后患者的
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精子活力均有显著变化，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补肾
衍精汤联合左卡尼汀口服液可以明显改善少弱精症患者的精液质量，提高临床疗效。

【关键词】　补肾衍精汤；左卡尼汀；少弱精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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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６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１ｃａｓｅｓｃｕｒｅｄ，２６ｃａｓｅｓ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１１ｃａｓ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６ｃａ
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ｖａｌｉｄａｎｄ４ｃａｓｅｓ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ｅ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８５．２９％．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ｅｒ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ｆｔ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ｕｓｈｅｎＹａｎｊｉｎｇｓｏｕｐ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ｅｖｏ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ｃａｎ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ｕｓｈｅｎＹａｎｊｉｎｇｓｏｕｐ；Ｌｅｖｏ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吸烟饮酒低龄化、诸多不良生活习惯
及环境污染等因素的影响，男性不育的发病率呈逐渐增加趋

势，人类精子质量呈不断下降趋势［１］。少弱精症的发病率越来

越高［２］。根据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本研究采用经验方补肾衍精

汤联合左卡尼汀口服治疗少弱精症患者，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门诊６８例患
者为本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２５岁 ～４６岁，年龄（２７６±４５）
岁；病程范围２年～１２年，病程（２９±０６）年。病例入选标准
参照《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
（第４版）标准化程序进行制定［３］，其中少精症１４例，弱精症２４
例，少弱精症３０例。所有患者均是结婚后夫妻同居，性生活基
本正常，未采取任何避孕方法，女方生殖功能检查正常，持续２
年未孕或怀孕后自然流产。

１２　入选标准
符合标准的少弱精症患者，诊断标准（西医少弱精症标准）

参照《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
（第４版）标准化程序制定［３］：①少精症：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
ｍｌ；②弱精症：前向运动精子（ａ级 ＋ｂ级）百分率 ＜５０％或 ａ
级百分率＜２５％为异常。③少弱精症：精子密度数值和精子活
力数值均低于正常参考值。性激素指标均正常。

依据《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候部分》［４］中男性不育症肾虚

证诊疗标准制定（男性不育症肾虚证诊断标准依据《中医临床

诊疗术语证候部分》［４］）。肾虚证：结婚后多年未生育，性欲下

降甚或全无，精子密度减少或精子活力低下，精液量少、质清

稀，伴有腰膝酸软，头晕耳鸣或耳聋，劳累加重，心烦失眠，发脱

齿摇，须发早白，小便清长，夜尿频多，畏寒肢冷，记忆力减退，

舌淡红或舌偏红，苔薄白或黄，脉沉细数。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少弱精症西医诊断标准中一项者，同时符合中医肾虚

证辨证标准；夫妻婚后同居２年以上未避孕，性功能正常，女方
生殖功能正常，因男方原因而致女方（原因致女方）未能孕育。

１４　排除标准
精子抗体阳性者（抗精子抗体阳性者）；伴有生殖器器质性

病变者如：生殖器先天畸形，精道梗阻或阙如，睾丸偏小者；伴

有生殖器器质性病变者（如：生殖器先天畸形，精道梗阻或阙

如，睾丸偏小等）；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服用对精子产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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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药物者。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患者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成活率、精子活

力（ａ级、ａ＋ｂ级）等。
１６　观察方法

所有患者服用补肾衍精汤（熟地黄１５ｇ、山茱萸１０ｇ、山药
１５ｇ、当归１０ｇ、杜仲１０ｇ、牛膝１０ｇ、菟丝子１０ｇ、鹿角胶１０ｇ、淫羊
藿１０ｇ、枸杞子１０ｇ、西洋参６ｇ、甘草５ｇ）并根据患者具体表现进
行辨证（具体表现辨证）加减，偏于阳虚者加肉苁蓉１０ｇ、肉桂
３ｇ；偏于阴虚者加生地黄１５ｇ、女贞子１０ｇ；每日１剂，水煎，早晚
分２次服。同时，联合左卡（同时口服左卡）尼汀口服液（东北
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口服，１０毫升（ｍｌ）／次，每日
２次，３个月为１疗程。治疗前和疗程结束后分别进行精液常规
检查（常规检查，）并将２次检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要求患者
治疗期间生活起居有常，规律作息，保持心情舒畅，房事有度，

禁食辛辣肥甘厚味及刺激性食物，如羊肉、牛肉、狗肉等，戒烟

酒；少食芹菜，配偶理解与支持。

１７　疗效判定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男性不育标准化检查与诊疗手册》及

有关疗效标准进行评定［５］。痊愈：妻子受孕，各项检测指标正

常；显效：妻子未孕，但治疗后精液常规检查精子活力检测指标

恢复正常；有效：精子活力检测指标未达到正常标准，但较治疗

前ａ级精子或ａ＋ｂ级精子提升率≥３０％；无效：治疗后精液常
规检查中各项指标无明显改变。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自身前后比较用

配对ｔ检验，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比较

６８例少弱精症患者治疗前后精液参数比较有明显改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６８例少弱精症患者治疗前后精液常规检查结果比较（珋ｘ±ｓ）

类型 例数 时间 精液量（ｍｌ）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活动率（％） 精子活力（ａ＋ｂ级，％）

少精症　 １４ 治疗前 １３８±０２４ １０５８±１６８ ４２０５±５６４ ２２２７±０７９

治疗后 ２１４±０４２ １９５８±５５７ ６８３８±１７６ ３２４４±１７５

弱精症　 ２４ 治疗前 １５８±０２８ １４８８±１９８ ５００５±４８４ ２３５６±０９４

治疗后 ２３４±０３２ １９７３±５４９ ７０６８±１９６ ３４４４±１８６

少弱精症 ３０ 治疗前 １４８±０３５ １２８６±１７８ ４０３２±４７９ ２１９６±０８５

治疗后 ２２６±０４６ １８３７±５３２ ６７７５±１７８ ３０４７±１７５

２２　治疗前后疗效比较
６８例患者治疗后，痊愈２１例，显效２６例，有效１１例，无效

６例，脱落４例，总有效率为８５２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６８例少弱精症患者疗效比较

类型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脱落
总有效率

（％）

少精症　 １４ ５ ４ ３ １ １

弱精症　 ２４ ７ １０ ４ ２ １

少弱精症 ３０ ９ １２ ４ ３ ２

合计 ６８ ２１ ２６ １１ ６ ４ ８７５０

#

　讨论
少弱精症属于中医的（属中医）“不育”“精薄”“少精”“无

子”“无嗣”等范畴。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故

《素问·六节藏象论》说：“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少

弱精症的发生与肾脏、肝脏、脾脏、心脏等有关，其中与肾脏关

系最为密切。若先天肾精不足，久病体弱，或后天房劳纵欲过

度，肾精失养等，均可导致肾中阴阳亏虚，其精子活力的（精子

活力）强弱在于肾阳，精子的生成在于肾阴，故治疗上应当以滋

阴壮阳、补肾填精为主要治法［６８］。补肾衍精汤为笔者临床实

践应用多年且有效的经验方，方中重用熟地黄，味甘性微温，具

有填精益髓，补肾滋阴之功，为君药。山茱萸味酸涩性微温，具

有养肝滋肾，并能涩精之功；山药味甘性平，具有补脾益肾，养

阴固精之功，共为臣药。枸杞补益肾精，又能养肝；鹿角胶为血

肉有情之品，补肾壮阳，峻补肾精；菟丝子、淫羊藿、杜仲补肾助

阳，牛膝养肝益肾，强腰壮骨；当归养血调血；西洋参补益元气

俱为佐药；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滋阴壮阳、补肾填精之功，

以达恢复精子生长、运动、成熟与贮存之功能。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熟地黄［９］中的熟地黄多糖成分，山

茱萸［１０］中的环烯醚萜类、山茱萸鞣质、山茱萸果酸类等多种成

分，山药［１１］中的山药多糖，菟丝子［１２］中的黄酮、多糖、氨基酸

等，西洋参［１３］中的人参皂甙、氨基酸和多种微量元素等，牛

膝［１４］中的牛膝多糖等，当归［１５］中的藁苯内酯、阿魏酸及当归多

糖等，具有增强免疫、抗氧化作用，精子过多的氧化作用会引起

精子结构与功能改变，所以抗氧化作用能够提高精子活力。枸

杞子［１６］中的枸杞多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化学成分，鹿角

胶［１７］中的动物蛋白质，氨基酸、雄激素等成分，淫羊藿［１８］中的

淫羊藿苷、黄酮类、多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锌等，杜仲［１９］中的

环烯醚萜类、木脂素类、黄酮类等，能够促进性激素的分泌，提

高睾酮激素水平，对生殖功能具有保护、促进性腺发育作用，能

使精子数目明显增加等，从而提高了精子数目和精子活力水平。

左卡尼汀是体内能量代谢中天然存在的特殊氨基酸，是精

子发育、生长和成熟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左卡尼汀与精子

运动、精子成熟、精子贮存及受精能力具有密切联系［２０２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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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左卡尼汀主要存在于附睾中，作为一种脂类代谢的辅助因

子，它能够促进人体的脂类代谢，参与调控生殖细胞营养相关

的细胞功能，附睾中的精子获能主要通过长链脂类代谢和磷脂

代谢完成，左卡尼汀在附睾中的浓度比血清中的浓度高出上千

倍，该物质为精子的运动和成熟提供能量。此外，左卡尼汀具

有抗氧化作用［２３］，可以阻止对抗活性氧的氧化损伤产生，可以

清除体内自由氧化基，从而使精子细胞得到保护，免受氧化损

伤的影响，提高了患者的精子活力与存活率。近年来，左卡尼

汀已经在男科疾病中的少弱精症患者中广泛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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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损伤的实验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９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５）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６０７３１）；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
课题项目（ＧＸＺＺＪＧ２０１４Ａ００８）
【第一作者简介】粟龙（１９８８—），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男科学与生
殖医学的临床与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宾彬（１９６４—），男，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ｂｉｌｌｂｉｎ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２ ·中医性学·

中西药联合补肾疏肝，活血通络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粟龙１　黄臻１　甘志勇１　宾彬２Δ

１来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男科，广西 来宾 ５４６１００
２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

【摘　要】　目的：观察以补肾疏肝，活血通络法为主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为能够获得最
大的检验效能，入选的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右归胶囊加疏肝益阳胶囊联合他达拉非片）和对照组（他达
拉非片）。治疗４周后，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５（ＩＩＥＦ５）、勃起质量量表（ＥＱＳ）、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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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交频率、性交满意度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治愈７例，显效１５例，有效６例，无效２例，总有效
率９３３％；对照组治愈２例，显效１３例，有效１０例，无效５例，总有效率８３３％；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ＥＱＳ评分、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每周性交频率、性交满意度均
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将他达拉非片“西为中用”，认为他达拉非片性温大热，无毒，入心、肝、脾经，温阳化气，活血通络。小剂量５ｍｇ，
１次／ｄ，引药直入宗筋，可以明显提高中药辨证的疗效；大剂量兴阳启痿。配合补肾壮阳的右归胶囊，疏肝解郁
的疏肝益阳胶囊，建立的以补肾疏肝，活血通络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较优于他达拉非片。

【关键词】　中西药联合；补肾疏肝；活血通络；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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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成年男性常见的
健康问题，主要影响４０岁以上的男性，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加，
ＥＤ的患病率逐年升高。据统计，我国１１个城市门诊就诊的ＥＤ
患者中，３０岁 ～５０岁的 ＥＤ患者占６０％以上［１］；据有关调查研

究显示，６０岁以上的健康体检男性，ＥＤ患病率为８９４％［２］。文

献表明：补肾法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法则［３４］，历代治疗

ＥＤ多重补肾壮阳法。ＰＤＥ５抑制剂的出现，并作为治疗 ＥＤ的
一线用药［５］，打破了中医固有的格局，而笔者将“西为中用”，在

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他达拉非片，认为他达拉非片具有温阳化

气、活血通络之功用。在临床采用补肾壮阳法联合他达拉非片

治疗ＥＤ，效果显著，现总结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诊断标准

诊断标准根据“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６］，结合《中
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阳痿》［７］的诊断标准制定。

１２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诊断标准；②２０岁～６０岁男性患者；③有

规律性生活者；④未服用其他治疗勃起功能障碍药物；⑤阴茎

夜间勃起测试（邮票试验）检查结果正常；⑥配偶性欲正常，能
够充分配合；⑦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３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①确诊为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②合并有
心血管疾病、肝功能损害、肾功能不全和其他血液系统异常等

严重原发性疾病；③精神障碍、心理障碍者；④药物性勃起功能
障碍患者，仍需继续服用药物治疗原发疾病者。

１４　脱落标准
脱落标准为：患者自行退出；失访；或其他客观原因导致研

究无法正常进行者；或能够按照方案完成疗程，但数据统计资

料不完整或不符合统计要求，影响统计分析结果者。

１５　一般资料
根据以上标准，本试验先后共有６０例患者参与了入组评

估，均为来宾市中西医结合医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门
诊患者。为能获得最大的检验效能，入选的６０例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右归胶囊加疏肝益阳胶囊联合他达拉非片）和对照组

（他达拉非片）各３０例。其中，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６０
岁，年龄（３８９６±１１５３）岁；病程范围０５年～６年，病程（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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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年。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６０岁，年龄（４１７±
１０９６）岁；病程范围０５年～５年，病程（３５１±２０２）年。两组
患者年龄、病程、ＩＩＥＦ５评分、ＥＱＳ评分等基线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６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同样的他达拉非片（他达拉非片５ｍｇ×１４
片，Ｌｉｌｌｙｄ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Ｉｎｃ（美国），批准文号 Ｈ２０１３０３６１，服用方
法：每日１次，每晚睡前 １～２ｈ服用，每次５ｍｇ）。在此基础上，
治疗组给予疏肝益阳胶囊和右归胶囊（右归胶囊 ０４５ｇ×１２ｓ×
３板，江西银涛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３０１３４，服用方法：３
次／ｄ，４粒／次；疏肝益阳胶囊０２５ｇ×３６，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１１００３０，服用方法：４粒／次，３次／ｄ）。两
组均以４周为１个疗程，观察１个疗程。
１７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ＥＱＳ评分、阴道内
射精潜伏时间、每周性交频率、性交满意度，作为主要疗效评估

指标。

１８　疗效标准
参照“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６］和《中药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阳痿》［７］有关标准制定。①临床控制：治疗后性
交机会成功率≥７５％，或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２分；②显效：治疗后性
交机会成功率≥５０％，或 ＩＩＥＦ５评分较前增加６０％以上；③有
效：治疗后性交机会成功率≥２５％，或 ＩＩＥＦ５评分较前增加
３０％～６０％；④无效：治疗后性交机会成功率 ＜２５％，或 ＩＩＥＦ５
评分较前增加＜３０％。

１９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呈正态分

布，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治疗前后对比采用自身前后配
对资料ｔ检验，两组治疗后组间对比采用成组资料ｔ检验；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Ｒｉｄｉｔ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结束后，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Ｚ值＝－２２２１，Ｐ＝００２６）。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Ｒｉｄｉｔ分析）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３０ ７（２６７） １５（５００） ６（２００） ２（２３３） ２８（９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２（６７）　１３（４３３）１０（３３３） ５（１６７） ２５（８３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ＥＱＳ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评分、ＥＱＳ评分显著提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较治疗前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每周性交

频率、性交满意度评分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疗效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ＩＥＦ５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Ｑ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每周性交频率

治疗前 治疗后

性交满意度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８９±１２ １８８±１７ａｂ ２２６±５２ ４１６±８５ａｂ １０±０４ ３６±０８ａｂ ０７±０６ ２４±０９ａｂ ８３±１４ １２１±２０ａｂ

对照组 ８５±１０ １６３±１９ａ ２１９±４８ ３６８±６４ａ ０９±０５ ３１±０６ａ ０６±０６ １８±０８ａ ８５±１３ １０８±１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ＥＤ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男性的重要疾病之一。１９９５年，世

界上有超过１５２亿的ＥＤ患者，预计到２０２５年ＥＤ患者的人数
将达到３２２亿［８］。ＥＤ不仅影响患者的躯体健康，还影响心理
健康，出现抑郁、自信心下降等症状，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性

伴侣关系和家庭的稳定［９］。ＥＤ的病因错综复杂，通常是多因
素导致的结果，包括神经损伤、血管内皮的损害、代谢异常、营

养、药物以及心理因素等［１０］。数千年来，历代医家都在努力探

索对本病的诊疗思维，或从脏腑论治，或从实邪（痰、湿、瘀、毒）

论治，或从情志（郁、惊、恐）论治，亦或从六经辨证论治者［１１］。

ＰＤＥ５抑制剂的出现，打破了中医固有的传统诊疗思路与方法，
因其方便、安全、有效而易被多数患者接受，目前作为治疗 ＥＤ
的一线药物［１２１３］。

宾彬教授从医３０载，致力于对阳痿的研究，对于阳痿的治
疗有独到的经验和见解，善于衷中参西。受邓家刚教授［１４］《中

药新家族》启发，将他达拉非片“西为中用”。根据中医对事物

的辩证认识规律，运用传统中药的研究方法，系统地对他达拉

非片的中药属性进行理论思辨和临床研究，认为他达拉非片性

温大热，无毒，入心、肝、脾经，温阳化气，活血通络。小剂量

５ｍｇ，每日一次，引药直入宗筋，可明显提高中药辨证的疗效；大
剂量兴阳启痿。右归丸［１５］是中医的经典名方，出自于明代张景

岳的《景岳全书》［１６］，张氏认为“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

虚冷，或以七情劳倦损伤生阳之气……火衰者十居七八，而火

盛者仅有之耳”，故立右归丸。右归丸（胶囊）具有温阳益肾、填

精补血、兴阳启痿的功效［１７，１８］；疏肝益阳胶囊出自王琦教授，其

根据《内经》“肝主宗筋”的理论思想提出“阳痿从肝治”，并经

过其长期临床实践总结而创立此方，其由１５味药组成，具有疏
肝解郁，活血通络，补肾振痿的功效［１９２０］。右归胶囊加疏肝益

阳胶囊联合他达拉非片，共奏补肾疏肝，活血通络之功用。在

制方配伍上，以补配疏，以藏配通，以降配升，静中以动，衷中参

西，西为中用，使阳痿得起，阴茎得举。其不但能够明显提高勃

起的”硬度”、“质量”、“时间”，还能够提高患者的自信心和自

尊心，减少性挫败感等负面情绪，提高患者本人以及伴侣对治

疗效果的预期以及性生活满意程度。本研究中，右归胶囊加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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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益阳胶囊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片的“叠加”治疗方案，未见明

显身体不适，显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对照组服用他达拉非片后，

有２例患者出现轻微不良反应，如头痛、肩背痛、面色潮红等，次
日上述症状消失，未予特殊处理。

综上所述，中西药联合补肾疏肝，活血通络法治疗 ＥＤ是安
全、有效的，不但能有效提高ＥＤ患者勃起功能、勃起质量，而且
能显著增加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提高每周性交频率，提升性

交满意度，疗效总体优于单用他达拉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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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李志庸．张景岳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５８０．
［１７］　汪洋，董治龙，夏勇．右归胶囊治疗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临床观

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８８９０．
［１８］　丁毅，赵建华，哈斯叶提古丽·买买提，等．右归胶囊联合十一酸

睾酮治疗肾阳虚型 ＰＡＤＡＭ性功能障碍临床研究．山东中医杂
志，２０１７，３６（７）：５６７５６９．

［１９］　杨克冰，黄晓军，张士更，等．小剂量他达拉非联合疏肝益阳胶囊
治疗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
２０（３）：２６７２７２．

［２０］　王济，白明华，郑燕飞，等．疏肝益阳胶囊对动脉性勃起功能障碍大
鼠ＴＧＦβ、ＮＡＤＰＨ表达的影响．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４，（１）：６６６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２０２６４８）；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科研项目（２０１３４１６４）
【第一作者简介】王克邪（１９９２—），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男
性养生保健和男科疾病的诊治；张伟（１９８７—），男，住院医师、硕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针灸治疗和泌尿男科疾病的诊治

Δ【通讯作者】应荐（１９６６—），男，副教授、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ｙｉｎｇｊｉａｎ０３＠ｓｉｎａ．ｃｏｍ；赵玲（１９７３—），女，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ｚｈａｏ３ｈｅｌｅｎ＠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３ ·中医性学·

穴位按摩联合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
王克邪１，２　张伟３　郁超４　温伟隆１，２　应荐２，４Δ　赵玲５Δ

１上海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５级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２上海市气功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３襄阳市中医院普通外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００
４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外一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５上海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摘　要】　目的：观察穴位按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６６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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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治疗组３２例、对照组３４例。在中药内服（加味三仁汤）治疗的基础上，治疗组加用精油穴位按摩，对照
组加用安慰剂杏仁油穴位按摩，疗程均为４周。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表（ＮＩＨ
ＣＰＳＩ）进行疗效评价。结果：①治疗组、对照组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５３１３％、２３５３％，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
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治疗组ＮＩＨＣＰＳＩ疼痛或不适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症状影响评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穴位按摩联合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
效较佳，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的疼痛或不适及排尿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且无不良反应、安全易行。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穴位按摩；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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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成年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的常见疾病，严重
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与生活［１］。西医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虽然

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等多种方法，但都缺乏确切的疗效，医生

和患者对治疗效果均不满意。中医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明

显的优越性［２３］，推拿按摩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自２０１４年以
来，我们用精油穴位按摩配合口服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３２
例，并设３４例安慰剂杏仁油穴位按摩配合口服中药作为对照
组，对两者的疗效进行观察，现总结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龙华医院就诊的６６例患者为本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治疗组
３２例和对照组３４例。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４８岁，年龄
（３２６３±１２８）岁；病程范围３～１２０个月，病程（２４６０±３１１０）
个月；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症状积分治疗前疼痛或不适评分（１２５６±
１３４）分，排尿症状评分（５３８±２９６）分，症状影响评分（１８２２
±８３７）分。对照组年龄范围 １９岁 ～４９岁，年龄（３０５３±
１１４）岁；病程范围３～８４个月，病程（２４０２±２６６０）个月；ＮＩＨ
ＣＰＳＩ量表症状积分治疗前疼痛或不适评分（１１３８±１２９）分，
排尿症状评分（４５９±３０６）分，症状影响评分（１６５０±８３１）
分。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疼痛或不适评分、排尿症状评分、症

状影响评分等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选择吴阶平主编的《泌尿外科学》（２０１３年，山东科学技术出版

社出版）［４］中的慢性前列腺炎诊断标准为本研究所用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有如下５条：①符合前述西医诊断标准；②病程!

１个月；③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０岁，男性；④无严重全身性疾病或
重要脏器严重疾病，心、肝、肾功能正常；⑤自愿受试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有如下６条：①合并泌尿系统感染或尿道炎者；②

单纯的前列腺增生症患者；③前列腺癌患者；④以局部疼痛为
主要表现，起因于下腹部、会阴、腰骶等部位的其他病变者，如

泌尿系统结石、精索静脉曲张、直肠结肠疾病、附睾炎、腹股沟

疝、腰椎疾病等；⑤存在植物精油过敏史者；⑥近３个月内腹部
曾行外科手术者。

"

　治疗方法
２１　治疗组
２１１　穴位按摩　使用香港金鹰公司提供的精油，主要成分为
茉莉花、迷迭香、鼠尾草、檀香、生姜、肉桂提炼的浓缩油，基质

为杏仁油。取穴定位：下腹部以关元、中极、曲骨穴为主要按摩

点，腰骶部以八
"

穴为主要按摩点，具体情况详见图１。按摩方
法：将２ｍｌ植物精油均匀涂抹于下腹部与腰骶部，以穴位为中
心、１５ｃｍ为半径，用五指指腹部均匀用力按揉，按揉１圈为１
次，节律３０～５０次／ｍｉｎ，顺时针与逆时针方向交替进行，深度以
力达肌肉、强度以皮肤微红为度；精油挥发后，再次涂抹２ｍ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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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继续同法按摩，每个部位持续按摩１５ｍｉｎ，每日２次。医师在
疗程开始的第１次治疗时，教给病人穴位的定位方法，并演示按
摩手法，之后治疗可以由病人自行完成，但每周至少有１次是在
医师指导下于诊室内完成。总疗程为４周。
２１２　中药治疗　以加味三仁汤（药物组成：杏仁６ｇ、生苡仁
３０ｇ、白蔻仁３０ｇ、厚朴９ｇ、半夏１２ｇ、土茯苓３０ｇ、忍冬藤１５ｇ、淡

竹叶６ｇ、碧玉散 ３０ｇ）为主方，辨证加减，日 １剂，水煎 ３００～
４００ｍｌ，分早晚２次温服。连续服用４周。
２２　对照组
２２１　穴位按摩　使用香港金鹰公司提供的杏仁油，外观包装
与植物精油相同。取穴定位、按摩方法以及治疗频率均同治疗

组，具体情况详见图１。总疗程为４周。

图１　穴位图片

２２２　中药治疗　以加味三仁汤（药物组成：杏仁６ｇ、生苡仁
３０ｇ、白蔻仁３０ｇ、厚朴９ｇ、半夏１２ｇ、土茯苓３０ｇ、忍冬藤１５ｇ、淡
竹叶６ｇ、碧玉散 ３０ｇ）为主方，辨证加减，日 １剂，水煎 ３００～
４００ｍｌ，分早晚２次温服。连续服用４周。
#

　治疗效果
３１　观察指标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制定的慢性前列腺炎症状指数

表（ＮＩＨＣＰＳＩ）［５６］，包括疼痛或不适、排尿症状、症状影响等方
面，进行指标观察。

３２　疗效标准
采用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进行评分，依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７］制定的疗效标准进行疗效评定。疗效评定由不参与

治疗的人员承担。

临床控制：治疗后总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９５％。显效：治疗
后总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６０％，但＜９５％。有效：治疗后总评分
较治疗前减少≥３０％，但＜６０％。无效：治疗后总评分较治疗前
减少＜３０％。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为：［（治疗前评分－治疗
后评分）÷治疗前评分］×１００％。
３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等级治疗采用 Ｒｉｄｉｔ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３４　治疗结果
３４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临床控制０例，显效
６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１５例，总有效率为５３１３％。对照组：临
床控制 ０例，显效 ２例，有效 ６例，无效 ２６例，总有效率为
２３５３％。两组疗效进行比较，经Ｒｉｄｉｔ分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３４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疼痛或不适评分比较
　治疗４周后，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疼痛或不适评分比治疗
前整体呈逐步下降趋势，两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

明精油穴位按摩与杏仁油穴位按摩均能够缓解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的疼痛或不适症状，但精油穴位按摩相比杏仁油穴位按摩

改善缓解疼痛或不适症状效果更为明显。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疼痛或不适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２ １２９１±１２７ ８７８±１１９ａｂ

对照组 ３４ １１３８±１２９ ９５９±１１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３４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排尿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４周后，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排尿症状评分相比治疗前
整体呈逐步下降趋势。治疗组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精油穴位
按摩疗法能够改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排尿症状，而杏仁油穴

位按摩在改善患者排尿症状方面效果不明显。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排尿症状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２ ５３８±２９６ ３９７±２６９ａｂ

对照组 ３４ ４５９±３０６ ３８２±２５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３４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症状影响评分比较　
治疗４周后，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症状影响评分较治疗前整
体呈逐步降低趋势。治疗组组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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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对照组组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间比较，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精油穴位
按摩能够改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症状影响，而杏仁油穴位按

摩在改善患者症状影响方面效果不明显。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症状影响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２ １８２２±８３７ １３２８±８３２ａｂ

对照组 ３４ １６５０±８３１ １２７４±７９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中医古籍中并无慢性前列腺炎的记载，其临床症状类似中

医学“淋浊”“白浊”等，属于中医学“精浊”“劳淋”等范畴。慢

性前列腺炎的主要症状以会阴部、肛门、耻骨上区、腹股沟等部

位疼痛或不适、尿道口滴白、尿频、尿急、排尿不尽等为主［８９］。

《素问·血气形志篇》指出：“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以按摩

醪药。”人体脏腑在内，皮肤毛窍在外，精油涂擦皮肤，施以穴位

按摩，药力可以通过体表分布的腧穴，由皮毛而深入腠理，通过

经络作用于脏腑，而达到治疗作用。武云娟［１０］研究发现，采用

穴位按摩的观察组产妇与对照组疼痛缓解率有显著差异，按摩

后孕妇血清中多巴胺含量明显降低。按摩过程中产生的热会

促进内啡肽的流动，内啡肽是一种天然的止痛剂，缓解分娩疼

痛，利于产妇全身放松，利于产程进程，从而促进自然分娩［１１］。

王克邪［１２］等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利用精油按摩下腹部、腰骶部

确实对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具有一定的疗效，且在改善患者焦

虑、抑郁等症状方面亦有一定效果。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疼痛或

不适区域主要位于下腹部、会阴、腰骶、外生殖器区、腹股沟等

部位，在小腹、腰骶部施以穴位按摩可以缓解患者疼痛，也符合

针灸近部取穴的理论。

《医学衷中参西录》言：“人之血海，其名曰冲，在血室之两

旁，与血室相通……，有任脉为之担任，督脉为之督摄，带脉为

之约束，阴维、阳维、阴跷、阳跷为之拥护，共为奇经八脉。此八

脉与血室，男女皆有。在男子则冲与血室为化精之所，在女子

则冲与血室为受胎之处。”女子胞即为血室，男子胞则为精室，

即前列腺、精囊和睾丸等多个组织器官。慢性前列腺炎久病多

虚实夹杂，以湿热败精腐浊瘀血为标，以精血亏虚为本，任脉主

调节全身的阴脉经气，全身的精血阴液均为任脉所司。故任脉

针对慢性前列腺炎本虚精亏有良好的调节和治疗作用。《针灸

大成》曰：“胞转不得溺，少腹满，关元主之。”《医宗金鉴·刺灸

心法要诀》云：“关元补诸虚泻浊遗”，指出关元穴可以治疗诸多

虚损性疾病，泄泻、淋浊和遗精。按摩关元穴有固元培本、固精

止遗之效。《千金要方》云：“中极……主小便不利、失精。”《针

灸大成》指出：中极穴主“阴汗水肿，阳气虚惫，小便频数……小

腹苦寒，阴痒而热，阴痛。”中极穴为膀胱募穴，是膀胱之气结聚

于腹部的穴位，按摩中极穴治疗有清利湿热、利尿通淋之功。

曲骨穴为任脉、足厥阴经之交会穴，具有利尿通淋、调经止痛之

功，针对前列腺炎少腹胀满、小便淋沥、阴囊湿痒的症状有较好

的治疗作用。现代解剖学研究发现，关元、中极穴下有支配膀

胱和直肠的髂腹下神经分布，刺激此二穴可以影响阴部神经和

盆神经传入支的兴奋性，抑制膀胱传入神经的冲动，从而改善尿

频、尿急症状［１３］，缓解会阴疼痛。《素问·骨空论》云：“腰痛不

可以摇转，急引阴卵，刺八
"

与痛上，八
"

在腰尻分间。”《针灸

大成》记载次
"

：“主小便赤淋，腰痛不得转摇，急引阴器痛不可

忍……小便赤……病气下坠。”针刺八
"

穴可以治疗腰痛牵引

睾丸疼痛，对腰骶部疼痛有针对性的治疗作用。次
"

穴具有补

肾壮腰、理气调经、清利湿热及理气化瘀的功效，文献报道以次

"

治疗本病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周红军［１４］采用次
"

、至阴穴放

血疗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有效率达１００％，治愈率为８７５％。
刘丛丛［１５］等研究发现，次

"

、中
"

可以有效抑制膀胱过度活动，

且比其他穴位明显。次
"

尚可以用于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小

便不利、尿路感染等疾病。

按摩八
"

穴具有温经通络、调补冲任、调理经气、行血散瘀

的功效；按摩关元、中极、曲骨等穴则共奏益气固精、温阳利水、

培本固元的功效。契合慢性前列腺液湿热留恋下焦、瘀血阻

络、肾虚精亏的病机特点。精油穴位按摩，结合了中医经络腧

穴理论，充分利用经络传导系统的优势，既发挥了药物的药效，

又应用了经络腧穴治疗，故能够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因此，

精油穴位按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适合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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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湿疣复发患者 ＨＰＶ基因分型的分布情况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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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基因分型的分布情况及关系。方法：选
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５例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集尖锐湿疣组织样本，进行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结果：２７１例 ＨＰＶ阳性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低危型 ＨＰＶ
感染率为 ３７６％，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率为 ８４５％，单一型 ＨＰＶ感染率为 ５３９％，复合型 ＨＰＶ感染率为
４６１％。ＨＰＶ１６与ＨＰＶ１８感染率分别为３６９％、３２１％。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比例显著高
于高危型ＨＰＶ感染（Ｐ＜００５）。结论：高危型 ＨＰＶ基因是尖锐湿疣复发患者 ＨＰＶ感染主要类型，其中
ＨＰＶ１６与ＨＰＶ１８为尖锐湿疣复发患者最常见ＨＰＶ基因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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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临床常见性传播疾病，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
感染引起，多发于中青年人群［１］。尖锐湿疣治疗难度大，临床

以物理治疗、药物治疗等综合治疗为主，缺乏特效药物，易复

发，不易根除［２］。ＨＰＶ是一种球形 ＤＮＡ病毒，目前已发现２００
多种亚型，不同 ＨＰＶ感染亚型可以引起不同病变［３］。关于

ＨＰＶ基因类型与尖锐湿疣复发关系现有研究较少，本研究选取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２８５例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 ＨＰＶ基因检测，
探讨尖锐湿疣复发患者ＨＰＶ基因分型的分布情况及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心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８５例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
均经醋酸白试验测定为阳性。纳入标准：①符合尖锐湿疣相关

诊断标准［４］，经组织病理学确诊为尖锐湿疣患者；②明确尖锐
湿疣病史；③首次发病后经治疗病灶完全清除，０５年内无接触
史，再次出现病灶的患者；④经医院伦理会通过，患者或其家属
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有
其他性传播疾病的患者；②合并有恶性肿瘤、糖尿病、自身免疫
性疾病；③近１个月内使用免疫抑制剂；④妊娠期或哺乳期妇
女。本组患者男１７７例，女１０８例，年龄范围２４岁～５１岁，年龄
（３７４９±１３４２）岁；复发持续时间范围１个月 ～５个月，复发持
续时间（３０６±１８５）ｄ。
１２　实验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学疗法（ＡＬＡＰＤＴ）治
疗尖锐湿疣：常规消毒湿疣及周围部位，将２０％盐酸氨基酮戊
酸散剂（ＡＬＡ）滴在疣体上，然后使用浸泡过２０％ＡＬＡ的纱布覆
盖，之后再用塑料薄膜封包，２～３ｈ后重新滴加２０％ＡＬＡ。３ｈ后
去除薄膜并清除干净皮肤上的药物，使用激光照射病损部位

（输出波长：６３５±１０ｎｍ，功率：２０～１００ｍＷ），最后用治疗仪照射
（照射能量密度：１００～１５０Ｊ／ｃｍ３，照射时间：３０ｍｉｎ）。术后辅助
免疫疗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５月　第２７卷第５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５ ·１１５　　·

治疗过程中采集尖锐湿疣组织样本，男性取材于阴茎、包

皮、龟头和肛门，女性取材于大阴唇、小阴唇、宫颈和肛门，冷藏

保存。取５０ｍｇ尖锐湿疣组织样本研磨、漂洗，充分震荡后置入
离心机，１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５ｍｉｎ，保留沉淀物。加入１００μｌ裂解液，
充分震荡后沸水加热１０ｍｉｎ，置入离心机１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５ｍｉｎ，
保留上清液作为 ＰＣＲ反应模板。根据 ＨＰＶ基因分型试剂盒
（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说明书步骤进行 ＰＣＲ扩增—杂
交—洗膜—显色，ＰＣＲ循环参数：９５℃，５ｍｉｎ；９５℃，３０ｓ；５８℃，
３０ｓ；７２℃，３０ｓ；９４℃，３０ｓ；４２℃，９０ｓ；７２℃，３０ｓ。共循环４０次。
１３　结果判定

所有膜条在ＰＣ位点处均有蓝色斑点，阴性膜条在ＰＣ位点
外无蓝色斑点，阳性膜条除 ＰＣ位点外在相应 ＨＰＶ基因型位点
上出现蓝色斑点，以此视为实验成功，反之则为实验失败。每

张膜条共２０种 ＨＰＶ类型，包括６种低危亚型与１４种高危亚
型，低危亚型分别为 ＨＰＶ６、ＨＰＶ８、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３０、ＨＰＶ４２、
ＨＰＶ４４，高危亚型分别为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３３、
ＨＰＶ３５、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４５、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９、
ＨＰＶ６６、ＨＰＶ６８。１个阳性信号为单一型感染，２个及以上阳性
信号为复合型感染。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用

率（％）表示，组间比较进行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基因检测结果

在２８５例尖锐湿疣复发感染患者中，２７１例检测出 ＨＰＶ基
因型别，阳性率为９５１％。
２２　低危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２７１例患者共检出低危型 ＨＰＶ基因 １０２例，检出率为
３７６％。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以 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
为主。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低危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ｎ（％）］

ＨＶＰ基因型别 男性（ｎ＝１６８） 女性（ｎ＝１０３） 合计（ｎ＝２７１）

ＨＰＶ６ ２５（９２） １６（５９） ４１（１５１）

ＨＰＶ８ ４（１５） ２（０７） 　６（２２）ａｂ

ＨＰＶ１１ １９（７０） １０（３７） ２９（１０７）

ＨＰＶ３０ ３（１１） ６（２２） 　９（３３）ａｂ）

ＨＰＶ４２ ３（１１） １（０４） 　４（１５）ａｂ

ＨＰＶ４４ ５（１８） ８（３０） １３（４８）ａｂ）

低危型ＨＰＶ感染 ５９（２１８） ４３（１５９） １０２（３７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ＨＰＶ６感染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ＨＰＶ１１感染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２７１例患者共检出高危型 ＨＰＶ基因 ２２９例，检出率为

８４５％。尖锐湿疣复发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以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
为主。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ｎ（％）］

ＨＶＰ基因型别 男性（ｎ＝１６８） 女性（ｎ＝１０３） 合计（ｎ＝２７１）

ＨＰＶ１６ ６４（２３６） ３６（１３３） １００（３６９）

ＨＰＶ１８ ５８（２１４） ２９（１０７） ８７（３２１）

ＨＰＶ３１ 　３（１１） １（０４） 　４（１５）ａｂ

ＨＰＶ３３ 　０（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４）ａｂ

ＨＰＶ３５ 　１（０４） ２（０７） 　３（１１）ａｂ

ＨＰＶ３９ 　０（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４）ａｂ

ＨＰＶ４５ 　０（００） ２（０７） 　２（０７）ａｂ

ＨＰＶ５１ 　２（０７） ０（００） 　２（０７）ａｂ

ＨＰＶ５２ 　５（１８） ７（２６） １２（４４）ａｂ

ＨＰＶ５６ 　１（０４） １（０４） 　２（０７）ａｂ

ＨＰＶ５８ 　１（０４） ０（００） 　１（０４）ａｂ

ＨＰＶ５９ 　２（０７） ０（００） 　２（０７）ａｂ

ＨＰＶ６６ 　１（０４） １（０４） 　２（０７）ａｂ

ＨＰＶ６８ 　６（２２） ４（１５） １０（３７）ａｂ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 １４４（５３１） ８５（３１４） ２２９（８４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 ＨＰＶ１６感染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
示，与ＨＰＶ１８感染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单一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２７１例尖锐湿疣复发患者共检出单一型 ＨＰＶ感染１４６例，

检出率为 ５３９％。尖锐湿疣复发患者单一型 ＨＰＶ感染以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为主。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单一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ｎ％）］

单一型ＨＶＰ基因 男性（ｎ＝１６８） 女性（ｎ＝１０３） 合计（ｎ＝２７１）

ＨＰＶ６ ９（３３） ５（１８） １４（５２）ａｂ

ＨＰＶ１１ １２（４４） ８（３０） ２０（７４）ａｂ

ＨＰＶ３０ ０（００） ３（１１） 　３（１１）ａｂ

ＨＰＶ４４ １（０４） ４（１５） 　５（１８）ａｂ

ＨＰＶ１６ ３７（１３７） ２０（７４） ５７（２１０）

ＨＰＶ１８ ２２（８１） １２（４４） ３４（１２５）

ＨＰＶ３１ １（０４） １（０４） 　２（０７）ａｂ

ＨＰＶ３５ １（０４） ０（００） 　１（０４）ａｂ

ＨＰＶ５２ ２（０７） ４（１５） 　６（２２）ａｂ

ＨＰＶ５６ ０（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４）ａｂ

ＨＰＶ６６ １（０４） ０（００） 　１（０４）ａｂ

ＨＰＶ６８ ２（０７） ０（００） 　２（０７）ａｂ

单一型ＨＶＰ感染 ８８（３２５） ５８（２１４） １４６（５３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ＨＰＶ６感染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ＨＰＶ１１感染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复合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２７１例尖锐湿疣复发患者共检出复合型 ＨＰＶ感染１２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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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率为 ４６１％。尖锐湿疣复发患者复合型 ＨＰＶ感染以
ＨＰＶ１６／１８为主，共３９例，占１４４％。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复合型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ｎ（％）］

复合型ＨＰＶ基因
低危型

ＨＰＶ
高危型

ＨＰＶ
混合型

ＨＰＶ
合计

二重ＨＰＶ感染　 １２（４４） ４３（１５９） ３１（１１４） ８６（３１７）

三重ＨＰＶ感染　 ３（１１） ５（１８） １５（５５） ２３（８５）

四重ＨＰＶ感染　 １（０４） ３（１１） ９（３３） １３（４８）

五重ＨＰＶ感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１） 　３（１１）

复合型ＨＰＶ感染 １６（５９） ５１（１８８） ５８（２１４） １２５（４６１）

２６　尖锐湿疣复发患者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比较
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比例显著高于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一型 ＨＰＶ感
染与复合型ＨＰＶ感染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尖锐湿疣复发患者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比较［ｎ（％）］

病型 项目 例数 χ２值 Ｐ值

感染型别 低危型ＨＰＶ感染 １０２（３７６）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 ２２９（８４５）
１２５１６９ ＜００５

多重感染 单一型ＨＰＶ感染 １４６（５３９）

复合型ＨＰＶ感染 １２５（４６１）
　３２５５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ＨＰＶ感染引起的上皮增生性病变，主要通过性

接触方式传播，生殖器与肛周为好发部位［５］。ＨＰＶ是一种小股
双链ＤＮＡ病毒，属乳多空病毒科，人体是ＨＰＶ唯一宿主。ＨＰＶ
也是引起尖锐湿疣主要病原体，可以引起鳞状上皮增殖，当人

体感染 ＨＰＶ后，ＨＰＶ会在宿主体内潜伏，无显著症状，但经过
一段时间后，ＨＰＶ不断增殖广泛感染人体皮肤黏膜组织，发展
为尖锐湿疣甚至引起癌变［６７］。物理或手术方式切除破坏湿疣

是目前尖锐湿疣主要治疗手段，可以有效清除病灶，减轻异物

感、痒、痛等症状，但由于潜伏感染 ＨＰＶ组织不易彻底清除，尖
锐湿疣治疗后仍然具有较高复发风险［８９］。尖锐湿疣复发指尖

锐湿疣治疗疣体清除后，原发病灶及其周围再次发生尖锐湿疣

病变。尖锐湿疣复发时间跨度不一，短则几周内复发，长则可

能潜伏数年之后再次复发，尖锐湿疣复发预防工作开展难度较

大［１０］。随着分子生物技术进步，尖锐湿疣与 ＨＰＶ基因相关性
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重视［１１］。尖锐湿疣复发与ＨＰＶ基
因部分亚型存在一定联系，通过术后及时检查与监测，可以针

对性给予患者强化预防治疗，为尖锐湿疣预防工作提供一定

帮助。

ＨＰＶ基因目前已发现近２００种亚型，相关研究显示，至少
存在３１种以上与尖锐湿疣存在密切联系的 ＨＰＶ亚型［１２］。本

研究所检测ＨＰＶ基因共２０种，包括６种低危亚型与１４种高危
亚型，低危亚型分别为 ＨＰＶ６、ＨＰＶ８、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３０、ＨＰＶ４２、

ＨＰＶ４４，高危亚型分别为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３３、
ＨＰＶ３５、ＨＰＶ３９、ＨＰＶ４５、ＨＰＶ５１、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５６、ＨＰＶ５８、ＨＰＶ５９、
ＨＰＶ６６、ＨＰＶ６８。本研究显示，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低危型 ＨＰＶ
感染率为３７６％，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率为８４５％，单一型ＨＰＶ感
染率为５３９％，复合型ＨＰＶ感染率为４６１％，提示尖锐湿疣复
发患者ＨＰＶ感染以高危型为主。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则主要以
ＨＰＶ６与ＨＰＶ１１为主，ＨＰＶ６与ＨＰＶ１１是生殖器疣主要ＨＰＶ感
染类型。李胜华等［１３］研究指出，嘉兴地区尖锐湿疣患者以低危

型ＨＰＶ６与 ＨＰＶ１１位主要类型。田欣欣等［１４］发现 ＨＰＶ６与
ＨＰＶ１１是山东地区男性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最主要类型。
高广等［１５］探讨北京地区性病门诊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基因分
型，发现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１６是北京地区患者 ＨＰＶ感染主要
类型。本研究显示，尖锐湿疣复发患者ＨＰＶ６与ＨＰＶ１１感染率
分别为１５１％、１０７％，位低危型基因感染主要类型。但经过
调查分析发现，ＨＰＶ６与 ＨＰＶ１１并不是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主要
基因感染类型。本研究发现，尖锐湿疣复发患者主要以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为主，尤其是ＨＰＶ１６与ＨＰＶ１８感染。李建等［１６］研究

分析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模式，发现高危型 ＨＰＶ感
染是尖锐湿疣患者复发重要原因。李育胜等［１７］研究指出，高危

型ＨＰＶ感染可能影响尖锐湿疣物理、手术治疗效果，增加术后
复发风险。李文海等［１８］研究男性尿尖锐湿疣患者复发与 ＨＰＶ
基因型别的关系，认为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尖锐湿疣复发率显
著高于低危型ＨＰＶ感染，复合型 ＨＰＶ感染患者尖锐湿疣复发
率显著高于单一型ＨＰＶ感染。高危型ＨＰＶ基因对尖锐湿疣复
发的影响，可能与高危型 ＨＰＶ对 ＨＶＰ病毒的复制加强作用相
关，不利于物理、手术治疗彻底清除病灶组织，增加细胞逃逸风

险，导致尖锐湿疣患者术后再次复发［１９］。

综上所述，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等高危型 ＨＰＶ基因是尖锐湿疣
复发患者主要ＨＰＶ感染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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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联合光动力预防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临床研究
邓勇　蒋亚辉　万焰　杨和荣　于春水
遂宁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四川 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微波联合光动力预防男性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复发的临床效
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遂宁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男性 ＣＡ的患者１６０例为本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成联合组（ｎ＝８０）和对照组（ｎ＝８０）。对照组行微波治疗，联合组行微波联合光动
力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３个月血清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白细胞介素４（ＩＬ４）、白细胞介素
１０（ＩＬ１０）及干扰素γ（ＩＦＮγ）水平，复发及不良反应等情况。结果：治疗后，联合组血清 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均
高于对照组，血清 ＩＬ４、ＩＬ１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联合组总有效率
（９５００％）高于对照组（７１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１６７％）与
对照组（１３３３％）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６个月后，联合组复发率（５００％）低于对照组
（２０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微波联合光动力可以改善患者机体免疫水平，预防 ＣＡ
复发，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微波；光动力；男性尖锐湿疣；预防；复发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ｕｍ　ＤＥＮＧＹ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ａｈｕｉ，ＷＡＮＹａｎ，ＹＡＮＧＨｅｒｏｎｇ，ＹＵＣｈｕｎｓｈｕ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Ｓｕｉｎ
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ｕｉｎｉｎｇ６２９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６０ｍａｌｅ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ｉｎＳｕｉｎ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ｎ＝８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ｎ＝８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ｊｏｉｎｔｐｈｏｔ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ｅｒｕｍ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ＩＬ２），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４（ＩＬ４），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ＩＬ１０）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γ
（ＩＦＮγ）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２ａｎｄＩＦＮγ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４，ＩＬ１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９５０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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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１６７％），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２１．６７％）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３．３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６
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５０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２００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Ａ）；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为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导致的性传播疾病，疣体多位
于肛门、会阴和外生殖器等部位，呈菜花样、鸡冠状或乳头样表

现［１］。有关资料显示，ＣＡ不但严重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
作，还容易导致患者不孕不育，甚至引发阴道癌、直肠癌和宫颈

癌等恶性疾病［２］。研究证明，ＣＡ不但传染性强，而且具有较高
的复发率［３］。目前，在 ＣＡ的治疗上，传统方法多给予患者冷
冻、激光、微波等物理治疗，可以清除部分肉眼可见疣体，但复

发率均相对较高［４］。光动力疗法（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ＤＴ）
是以光动力效应治疗 ＣＡ的新型治疗方法，可以选择性杀灭
ＨＰＶ，且损伤小、复发率低［５］。为了探索有效治疗 ＣＡ的方法，
遂宁市中心医院于 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将微波联合
ＰＤＴ应用于ＣＡ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遂宁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以临床特点及病理学检查诊断为ＣＡ的男性患者１６０例作为本
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２２岁 ～５６岁，年龄（３６６５±３７９）岁；
疣体数目范围１个～５个，疣体数目（２９６±０７２）个；疣体直径
范围０５ｃｍ～２０ｃｍ，疣体直径（１１３±０２１）ｃｍ；分布：系带、龟
头、包皮内侧、冠状沟和肛周等部位。纳入标准：初次发病且首

次治疗患者；无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无血液疾病患者；知情同

意。排除标准：女性 ＣＡ患者；皮肤光过敏患者；其他性传播疾
病患者；免疫功能障碍患者；依从性差患者；瘢痕体质患者；重

要脏器重症疾病患者；糖皮质激素全身应用史患者。将所有患

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联合组（ｎ＝８０）和对照组（ｎ＝８０），两
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疣体数目（个） 疣体直径（ｃｍ）

联合组 ８０ ３６４１±３７１ ２９９±０７５ １１６±０２５

对照组 ８０ ３６７３±３９５ ２９４±０７１ １１０±０１９

χ２／ｔ值 ０５２８２ ０４３３０ １７０９１

Ｐ值 ０５９８１ ０６６５６ ００８９４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行微波治疗。在皮损部位涂抹醋
酸（５％），充分暴露病灶，常规消毒，利多卡因（１％）局麻，以微
波治疗仪（生产企业：北京木禾雨电子有限公司；型号：ＮＨＩＹ）
对病灶及皮损部位行微波治疗，至疣体凝固发白，范围较大的

疣体从底部边缘部位向外扩大０２ｃｍ左右。若治疗部位存在
轻微水肿或糜烂，可给予硼酸溶液（３％）湿敷２ｄ～３ｄ。微波治
疗仪输出功率：４０Ｗ～６０Ｗ，治疗深度：１ｍｍ～２ｍｍ。
１２２　联合组　联合组患者行微波联合艾拉光动力疗法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微波治疗同对照组。微波将肉眼可见疣体
去除后即行光动力治疗。将外用盐酸氨基酮戊酸散（生产企

业：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按照皮损面积配置成凝胶（２０％），然后将凝胶以脱
脂棉均匀涂抹于微波治疗创面及周围≤０５ｃｍ皮肤并恰当固
定，３ｈ避光封包后暴露患处，以光动力激光治疗仪（生产企业：
武汉凌云光电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型号：ＦＤ４００Ｂ）照射治疗，
照射距离为５ｃｍ～１０ｃｍ，照射时间为２０ｍｉｎ，能量密度为１００Ｊ／
ｃｍ２，１次／周，连续治疗３次。每次治疗完毕后要确保局部清
洁，１ｄ内避免强光照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后３个月血清白细胞介素２
（ＩＬ２）、白细胞介素４（ＩＬ４）、白细胞介素１０（ＩＬ１０）和干扰素
γ（ＩＦＮγ）水平，复发和不良反应等情况。进行血清 ＩＬ２、ＩＬ４、
ＩＬ１０及ＩＦＮγ以ＥＬＩＳＡ检测。所有检测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
明书进行。复发判断标准：原病变部位或其周围有新发疣体出

现，醋酸白实验呈阳性。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痊愈：ＣＡ患者临床症状消失，皮肤黏膜及外观恢复至正常

状态，皮损完全消退，６个月内无复发；显效：ＣＡ患者临床症状
消失，皮肤黏膜和外观好转，皮损面积恢复≥７０％，３个月内无
复发；有效：ＣＡ患者临床症状好转，皮肤黏膜和外观好转，皮损
面积恢复５０％～６９％，１个月内无复发；无效：ＣＡ患者病情未见
好转或加重。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观察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１０和 ＩＦＮγ水平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ＩＬ２、ＩＦＮγ水
平均升高，血清ＩＬ４、ＩＬ１０水平均降低，组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联合组患者血清 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均
高于对照组，血清ＩＬ４、ＩＬ１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组间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过治疗后，联合组患者总有效率（７１２５％）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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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７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１０和ＩＦＮγ水平比较（珔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Ｌ２（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４（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组 ８０ ３５６７±３６３ａ ４９０３±５１１ ２５８８±２６３ａ １６８２±１７２ １７８４±１８１ａ １１３５±１１６ １６１±０１８ａ ３６０±０３８

对照组 ８０ ３５９３±３６６ａ ４０６５±４１９ ２５９３±２６７ａ ２０８６±２１２ １７５２±１７９ａ １４６８±１５３ １５９±０１６ａ ２３３±０２５

ｔ值 ０３９０７ ９８２２８ ０１０３３ １１４６３０ ０９７３７ １３４３４２ ０６４３３ ２１６２７１

Ｐ值 ０６９６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１７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３２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２１３ 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组内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组 ８０ ４０（５０００）１４（１７５０）３（３７５） ３（３７５）５７（７１２５）

对照组 ８０ １２（１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０）１５（１８７５）１７（２１２５）４３（５３７５）

χ２值 １１７６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０６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联合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６２５％）与对照组

（１００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６个月
后，联合组患者复发３例、复发率为５００％，对照组患者复发１２
例、复发率为２０００％，两组患者复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６１７１４，Ｐ＝００１３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局部烧灼、

刺痛感

尿道口

疼痛

轻微

出血

轻度

水肿
合计

联合组 ８０ ４（５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２５０） ５（６２５）１３（１６２５）

对照组 ８０ ３（３７５） １（１２５） １（１２５） ３（３７５） ８（１０．００）

χ２值 １４４３０

Ｐ值 ０２２９７

#

　讨论
作为ＤＮＡ病毒，人类是 ＨＰＶ的唯一宿主［６］。有关资料显

示，ＨＰＶ可经人体皮肤黏膜破损或上皮裂隙进入人体，继而侵
入人体细胞，致使人体细胞快速进行有丝分裂，导致皮肤局部

黏膜异常增生，发生乳头瘤状或疣状改变［７］。ＨＰＶ传染性强，
复发率高，常规治疗难以彻底根除。有关研究发现，免疫低下

及ＨＰＶ引发的免疫失衡是 ＣＡ复发的重要因素［８］。在细胞免

疫机制中，Ｔ细胞为重要的效应细胞，Ｔｈ１可以表达 ＩＬ２、ＩＦＮγ
并介导细胞免疫应答，Ｔｈ２可以表达 ＩＬ４、ＩＬ１０并促进体液免
疫应答，其中细胞免疫是机体抗病毒感染的重要方式［９］。通常

情况下，Ｔｈ１与Ｔｈ２之间呈动态平衡，并对机体免疫应答起着重
要的调节作用，而病毒感染则可以导致Ｔｈ１与Ｔｈ２失衡［１０］。有

关研究证明，ＨＰＶ可以促进 Ｔｈ１向 Ｔｈ２倾斜，即细胞免疫向体
液免疫倾斜，致使机体难以建立针对 ＨＰＶ的免疫应答，导致
ＨＰＶ免疫逃逸，从而降低机体抗病毒能力［１１］。

微波治疗可以经非接触式加热对疣体部位进行凝固、烧

灼、止血和消炎，从而有效杀灭病毒［１２］。微波治疗还可以提高

局部温度，增进该部位血液循环，提高上皮组织和血管的修复

水平，促进手术创面快速愈合［１３］。ＡＬＡＰＤＴ可以让外源性盐
酸氨基酮戊酸进入体内，并被疣体细胞选择性吸收进而转变成

原卟啉ＩＸ，原卟啉ＩＸ经特定波长的激光照射后可以对组织细
胞产生影响，促使其生成活性氧，进而有效杀灭疣体细胞和

ＨＰＶ，且对人体组织细胞影响不明显［１４１５］。有关研究证明，

ＡＬＡＰＤＴ主要通过促进疣体坏死和细胞凋亡达到治疗ＣＡ的目
的［１６］。在ＡＬＡＰＤＴ的作用下，疣体表皮全层和上层角质形成细
胞逐渐变性坏死，电子显微镜下可见上层角质形成细胞内质网膜

塌陷、线粒体扩张性破坏与细胞大面积坏死，这提示ＡＬＡＰＤＴ可
以有效清除疣体，避免 ＣＡ复发［１７］。ＤｕＪ等［１８］的研究证明，

ＡＬＡＰＤＴ可以激活Ｔ淋巴细胞，提高ＣＡ患者局部免疫能力。
本研究中，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均升高，

血清ＩＬ４、ＩＬ１０水平均降低，联合组患者血清 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
均高于对照组，血清ＩＬ４、ＩＬ１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且联合组患
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这提示微波联合

光动力可以有效杀灭ＨＰＶ，纠正 ＨＰＶ影响下的免疫失衡，避免
ＣＡ复发。此外，在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均未见显著不良反应，局
部烧灼、刺痛感等不良反应均为轻度，经过对症处理后均缓解，

未对后续治疗产生影响。

总之，微波联合光动力可以改善患者机体免疫水平，预防

复发，且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张钰颖，宋晓彬，郝世超，等．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状
况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７，２０（４）：４４３４４７．

［２］　马燕利，王亮，蔡丽敏，等．二氧化碳激光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
治疗尖锐湿疣 １２０例临床观察．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３，１３
（５）：８８２８８４．

［３］　ＩｍｂｅｒｎóｎＭｏｙａＡ，ＢａｌｌｅｓｔｅｒｏｓＪ．Ｉｎｉｔｉ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ＡｃｔａｓＤｅｒｍｏＳｉｆｉｌｉｏｇｒ，２０１７，１０８（３）：
２７３２７５．

［４］　杨兆林，邵艳玲，廖翠仙，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治疗宫颈
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广东医学，２０１５，３６（３）：４６２４６４．

［５］　李敏，易恒安，邱宇芬．艾拉光动力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疣
后的免疫功能及病灶组织中病情分子的表达情况．海南医学院
学报，２０１６，２２（１５）：１６６６１６６９．

［６］　ＳｅｈｎａｌＢ，ＣｈｌíｂｅｋＲ，ＳｌáｍａＪ．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ＰＶ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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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ｎ．ＣａｓＬｅｋＣｅｓｋ，２０１６，１５５（４）：３４３９．
［７］　ＳｈａｎＸ，ＷａｎｇＮ，ＬｉＺ，ｅｔａｌ．Ａｎｏｐｅｎ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ｔｏｐｉｃａｌ５

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ｉｎ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ｄｉａｎＪ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Ｖｅｎｅｒｅｏｌ
Ｌｅｐｒｏｌ，２０１６，８２（１）：６５６７．

［８］　曹嘉力，何焱玲，张秀英．尖锐湿疣患者 ＨＰＶ感染与细胞免疫功
能的相关性．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５）：３８３３８５．

［９］　梁齐飞，王晓，汤希凡．尖锐湿疣亚临床感染转归与局部 Ｔ淋巴
细胞亚群检测．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１）：４４４６．

［１０］　黄金叶，张艳华，史怿，等．胸腺五肽对尖锐湿疣患者 Ｔｈ１／Ｔｈ２平
衡和疗效的影响．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２０１５，３４（１０）：７８７７９０．

［１１］　严寒春．干扰素对尖锐湿疣患者免疫应激及 ＨＭＧＢ１、ＭＩＦ、ＧＭ
ＣＳＦ的影响．海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２２（８）：８２２８２４．

［１２］　程鸽，李娟，叶江竹，等．微波联合５盐酸氨酮戊酸光动力治疗肛
内尖锐湿疣合并ＨＩＶ感染的疗效观察．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６，
２２（６）：４７１４７２．

［１３］　陈华，吴海兵，杨义成，等．微波联合干扰素治疗外阴尖锐湿疣临
床效果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１）：５６５８．

［１４］　胡永轩，谭妙娟，周冼苡，等．ＡＬＡＰＤＴ对尖锐湿疣凋亡及细胞因
子的影响．临床与病理杂志，２０１６，３７（１）：６１６６．

［１５］　韩洪方，曹慧．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微波治疗尖锐湿疣
疗效观察．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４，１２（５）：７１３７１４．

［１６］　柳同庆．微波联合光动力疗法对尖锐湿疣患者血清细胞因子的
影响分析．数理医药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９（２）：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　ＳｈａｆｉｒｓｔｅｉｎＧ，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Ａ，ＳｉｅｇｅｌＥ，ｅｔａｌ．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ａｎｄｐｕｌｓｅｄｄｙｅｌａｓｅｒｆｏｒ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ｏｒａｌｌｅｕｋｏｐｌａ
ｋｉａ．ＡｒｃｈＯｔｏｌａｒｙｎｇｏｌＨｅａｄＮｅｃｋ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１３７（１１）：１１１７１１２３．

［１８］　ＤｕＪ，ＣｈｅｎｇＱ，Ｚｈ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ｌｏｃ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
ｎａｔａｖｉａ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ＥｕｒＲｅｖＭｅ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１７，
２１（１０）：１１２５１１３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杨雪松（１９８０—），女，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为性病的诊治及心理评估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６ ·皮肤性病学·

斑蝥素联合 ａ２ｂ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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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斑蝥素联合ａ２ｂ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安全性及复发情况。方法：将４１
例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２０例，治疗组２１例。对照组应用斑蝥素软膏每日１次外用，治
疗组在斑蝥素软膏治疗基础上辅以ａ２ｂ干扰素肌注１００万Ｕ，隔日１次肌内注射，同时外用干扰素 α２ｂ凝
胶，每日４次外用。疗程３个月，治疗结束后随访８个月，观察复发情况。两组的治疗情况、安全性及复发情
况均由专人记录。结果：①治疗组治愈率为９０４８％，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②治疗组复发率为２９４１％，
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③对两组疣体完全脱落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应用斑蝥
素联合ａ２ｂ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能够获得满意疗效，可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尖锐湿疣；斑蝥素；ａ２ｂ干扰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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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① 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０．４８％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② 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９．４１％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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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③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ｈｅｄ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ｗａｒ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ａｎｔｈａｒｉｄ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α２ｂ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ｗｈｉｃｈ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Ｃａｎｔｈａｒｉｄｉｎ；α２ｂ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ＩＦＮ）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又称生殖器疣（ｇｅｎｉ
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ＧＷ）是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
选择性感染皮肤或黏膜上皮所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好发于青壮

年，以不安全性接触者为主，治疗不易且容易复发。本研究应

用斑蝥素软膏联合干扰素肌注和外用的方法治疗４１例尖锐湿
疣患者，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期间大庆龙南医院皮肤
性病ＶＣＴ（自愿咨询检测，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门诊收
治的４１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病史采集结合典型的临床表
现，并经醋酸白试验和组织病理学检查进行确诊，均符合尖锐

湿疣的诊断标准［１］。男性 ３２例，皮疹多见于阴茎、包皮内外
板、冠状沟、肛周等处，女性９例，多见于大小阴唇、阴道口及会
阴肛周等处，皮损数目范围１～１９个，皮损数目３２个，皮肤直
径范围０２ｃｍ～５１ｃｍ，平均皮损直径１２ｃｍ，病程范围７天～６
个月，平均病程２４个月。

本研究在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且患者知情同意下，

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２０例，其中男性１５例，女性
５例，年龄范围１７岁～５３岁，平均年龄２６１岁，皮损数量范围１
个～１５个，平均皮损数２８个，皮损直径范围０２ｃｍ～４７ｃｍ，
皮损直径１１ｃｍ，病程范围７天～５５个月，平均病程２１个月；
治疗组２１例，其中男性１７例，女性４例，年龄范围１７岁 ～５５
岁，平均年龄２７６岁，皮损数量范围１个 ～１９个，平均皮损数
３４个，皮损直径范围０２ｃｍ～５１ｃｍ，平均皮损直径１２ｃｍ，病
程范围８天～６个月，平均病程２６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性
别、皮损数目及大小、病程及解剖部位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病例选择

排除标准：①非初次诊治，入组治疗前经过其他方法治疗
或因其他疾病应用免疫抑制剂患者；②皮损发于男性尿道口和
女性阴道壁及宫颈口患者；③妊娠患者或１年内可能怀孕者；④
对斑蝥素软膏或干扰素及中药熏洗药物过敏者；⑤依从性差或
患有精神疾病等原因不能配合治疗和定期复查者；⑥有恶性肿
瘤病史者；⑦心肾功能不全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斑蝥素软膏（尤斯洛４ｇ：１ｍｇ，海南碧凯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４６０２０５０７），使用方法：清洗患处后，将膏体
在疣体表面均匀涂抹一薄层（１ｇ乳膏涂布面积应为 ２００～
３００ｃｍ２，切忌局部涂布过厚），涂药前将上次涂药的残留物清洗
干净，１次／ｄ，直至疣体完全脱落即停药，成人日用量需小于３ｇ，
疣体周围正常皮肤需用红霉素软膏（１％ ，河南鼎复康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１０２０３９８）提前涂抹一层进行保护，治疗
组在斑蝥素软膏治疗基础上辅以 ａ２ｂ干扰素肌注（利分能１００
万Ｕ，哈药集团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Ｓ１０９６００２２）１００万
Ｕ，隔日一次肌内注射，同时，疣体周围视诊正常皮肤外用重组

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尤靖安１０１０万ＩＵ／ｇ，兆科药业（合肥）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７９］，４次／ｄ外用，疗程３个月，治
疗结束后随访８个月，观察复发情况。两组患者的治疗情况、安
全性及复发情况均由专人记录，以防偏倚。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痊愈：疣体完全消退，无再次感染史，随访观察期内未出现

新发疣体；复发：在随访观察期内原疣体处或其周围皮肤出现

新发疣体者。复发者应用治疗组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多样本均数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及率的比较应用 χ２检验，其中治愈率和疣体
脱落时间的比较采用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复发率的比较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ｔｅｓｔ。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愈率和复发率比较

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治愈率为９０４８％，对照组患者治愈
率为５５００％，两组患者治愈率比较，治疗组治愈率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５７，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图１及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愈率和复发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治愈率（％） 复发 失访 复发率（％）

治疗组 ２１ １９ ９０４８ ５ ２ ２９４１

对照组 ２０ １１ ５５００ １０ ０ ９０９１

随访８个月期间，治疗组患者复发５例，失访２例，复发率
２９４１％；对照组患者复发１０例，复发率９０９１％；失访病例从观
察组中剔除，不列入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治疗组

复发率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２＜
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疣体完全脱落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疣体完全脱落时间比较的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疣体完全脱落时间比较 （ｄ）

组别 例数 ≤１０ １１～３０ ３１～５０ ≥５１

治疗组 ２１ ４ ７ ９ １

对照组 ２０ ４ ６ ６ ４

对两组患者疣体完全脱落时间比较，≤１０ｄ中，Ｐ≈１＞
００５，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１～３０ｄ中，Ｐ＝０８２＞００５，两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１～５０ｄ中，Ｐ＝０３９＞００５，两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５１ｄ中，Ｐ＝０３１＞００５，两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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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治疗组疗效

２３　不良反应
应用斑蝥素软膏，入组患者共有３例因保护不力致使正常

皮肤被腐蚀溃疡并出现灼痛感，嘱其停用并外用红霉素软膏，４
～６ｄ后溃疡愈合，未影响后续治疗。肌注 ａ２ｂ干扰素后有３５
例出现发热、肌肉酸痛、关节痛等感冒样症状，发热最高未超过

３８摄氏度，嘱其对症治疗，３～７ｄ后患者症状均缓解，未影响后
续治疗，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未观察到不良反应。
#

　讨论
ＨＰＶ有百余种亚型，且有高危和低危之分，大多数生殖器

ＨＰＶ感染可自行清除，具有自限性，当感染不能被自行清除时，
即会发展成为尖锐湿疣、癌前病变、宫颈癌等疾病。９０％ 的尖
锐湿疣是由非致癌 ＨＰＶ６或 １１型引起，多见于性活跃的中青
年，潜伏期一般为２周～８个月，平均３个月，好发于生殖器、宫
颈、阴道、尿道、会阴肛周、肛门和阴囊，亦可发生于结膜、鼻腔、

口腔、喉部等处。一般无症状，也可有疼痛或瘙痒感，皮损呈鸡

冠状或菜花状，质脆易出血［１３］。现有的治疗方法包括液氮冷

冻、ＣＯ２激光、电凝固、γ放射等物理治疗，三氯醋酸、斑蝥素等化
学治疗，干扰素、卡介菌多糖核酸、胸腺肽、咪喹莫特、三唑喹

啉、环磷酰胺等免疫治疗，足叶草酯、５氟尿嘧啶、鬼臼毒素等细
胞毒药物、维 Ａ酸类药物治疗及光动力疗法，还有传统中医治
疗，其治疗效果各异，但联合疗法效果均要好于单一疗法［４１３］，

近年来，ＨＰＶ疫苗问世，有关研究证实其可以大大降低 ＨＰＶ的
感染，已在各国逐步应用，但其昂贵的成本让大多患者望而却

步［１４１６］。本文采用的是斑蝥素联合干扰素的方法来治疗尖锐

湿疣，也获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斑蝥素（ｃａｎｔｈａｒｉｄｉｎ）来源于多种昆虫的一种无氮化合物，

是中药斑蝥的提取物，有抗病毒作用，其化学性质稳定，耐热，

易溶于脂肪，故制作脂溶性乳膏，容易经皮肤吸收，具有较强的

抗ＲＮＡ、ＤＮＡ病毒作用［１７］，外涂治疗尖锐湿疣，可杀死疣体中

病毒，而使疣体变色—萎缩—脱落，取得非常理想的近期效果。

虽然斑蝥素有较强的皮肤起疱作用，但因软膏内多种辅料有效

控制了斑蝥素较强的刺激性，只要不在局部堆积太厚，对皮肤

及黏膜刺激性均较小，患者自觉灼痛但可忍受。因此，外用斑

蝥素软膏治疗尖锐湿疣与激光、冷冻、电灼等方法比，具有病灶

不扩散，痛苦小，患者易于独立操作，使用方便，隐私性好的优

点，是治疗尖锐湿疣较理想的药物。干扰素（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ＩＦＮ）具
有广谱抗病毒活性，还可以通过免疫调节作用干扰病毒的复制

和扩散，此外，干扰素还通过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增强细

胞毒Ｔ细胞的杀伤作用和天然杀伤性细胞的功能发挥“三调功
能”，即调节免疫监视功能、调节免疫自稳功能和调节免疫防卫

功能，从而增强机体的抗病毒能力和自身免疫能力［１８］，同时应

用干扰素肌注和外用的方法，可以充分发挥干扰素的抗病毒和

免疫能力，有效治疗尖锐湿疣。

大庆龙南医院采用斑蝥素软膏外用联合 ａ２ｂ干扰素肌注
加外用的方法治疗尖锐湿疣，两者相辅相成，协同作用，通过临

床观察发现，３个月内治愈率可达９０４８％，８个月内的复发率
可以降至２９４１％，明显优于单一使用斑蝥素治疗组，结果显示
与应用干扰素明显相关，即通过斑蝥素的腐蚀功能控制皮损的

生长—减小—祛除，早期联合应用干扰素，使其逐渐发挥高效

的抗病毒及免疫调节作用，在皮损减小后达作用高峰，从而起

到有效治疗预防复发作用。对疣体完全脱落时间进行比较，随

着时间延长Ｐ值越来越小，考虑与干扰素逐渐起效辅助治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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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治疗期间观察到斑蝥素的腐蚀起疱作用较强，需要注意外

观正常皮肤的防护，而干扰素的不适反应较常见，但通常在１周
内有所缓解，需要与患者进行沟通和解释，一般不会影响后续

治疗。

综上所述，采用斑蝥素联合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

能够获得较为满意的疗效，而且便于患者独立操作，有益于保

护患者隐私，相对安全，副作用小，可以在临床工作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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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徐远（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７ ·皮肤性病学·

干扰素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
疗效
徐远　洪莉
池州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安徽 池州 ２４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并探讨干扰素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池州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５０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取计
算机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７５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单纯 ＣＯ２激光治疗，观察组接受
ＣＯ２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治疗，治疗４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ＨＰＶ转阴率、创面结痂
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免疫功能指标、不良反应发生率、复发率。结果：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且其ＨＰＶ转阴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创
面结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
组的免疫功能指标明显增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高于对照组治疗后（Ｐ＜００５）；观察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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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８００％和６６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复
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ＣＯ２激光与干扰素联合治疗外阴尖锐
湿疣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不仅可以有效促使ＨＰＶ病毒清除，加快创面愈合速度，还能有效提高患者的免疫
功能，减少其复发。

【关键词】　尖锐湿疣；干扰素；ＣＯ２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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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ｂｕｔａｌｓ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ＣＯ２ｌａｓｅｒ

　　尖锐湿疣是一种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而导致的性传播疾
病，属于良性表皮起源肿瘤，多发生于青年人群，其传播方式以

性接触为主，好发部位为肛门、生殖器，当前尚未出现根治方

法，临床多以清除病毒、缓解临床症状为主要治疗目标［１３］。

ＣＯ２激光是治疗外阴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但其治疗后容易出
现复发，近年来临床上主张采用干扰素治疗外阴尖锐湿疣，取

得了一定的效果［４］，本研究旨在探讨干扰素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
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疗效，为此，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期间在池州市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５０例外阴尖锐湿疣
患者纳入进行随机对照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池州市人民医院接受
治疗的１５０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
合本研究纳入标准：明确诊断尖锐湿疣；病变位于外阴；对本研

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药敏试验合格。排除近期使用免疫调

节剂和抗病毒药物的患者、合并严重脏器功能不全的患者、严

重感染患者等。本研究事先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

采取计算机数字随机分组方法将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

７５例，其中，对照组共有男性患者４７例、女性患者２８例，年龄
范围２１岁～４２岁，年龄（３２１５±８１２）岁，病程范围７天～４个
月，病程（２１５±１３９）月；观察组中共有男性患者４５例、女性患
者３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４岁，年龄（３２７８±７９６）岁，病程６
天～５个月，病程（２５３±１６２）月。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单纯ＣＯ２激光治疗，对患者病变部位进行
局部消毒，再采用浓度为２％的利多卡因进行浸润麻醉，再采用
ＣＯ２激光治疗仪对病灶实施原光束聚焦烧灼术，待清除疣体后，
再将功率调低，对皮损部位进行照射碳化止血，治疗后采用抗

生素外涂。

观察组患者接受ＣＯ２激光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生
产单位：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７９；规格：１０ｇ／支］治疗，ＣＯ２激光治疗同对照组，治疗３
天后，给予患者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外用，将凝胶涂抹于患
者皮损部位，每天１次，连续治疗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４周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ＨＰＶ转阴率、创面
结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免疫功能指标、不良反应

发生率、复发率，其中，临床疗效划分为显效、有效、无效，总有

效率＝显效＋有效，显效即临床症状基本消失且ＨＰＶ病毒检测
为阴性，有效即临床症状有所缓解且 ＨＰＶ病毒载量减少，无效
即临床症状未见缓解且ＨＰＶ病毒载量未见减少［５］；免疫功能指

标包括Ｔ细胞免疫功能指标（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ＮＫ细胞数值，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结束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测定。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表

现形式为例、百分比，计量资料行 ｔ检验，表现形式为平均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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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ＨＰＶ转阴率比较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且其

ＨＰＶ转阴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ＨＰＶ转阴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ＨＰＶ转阴率

观察组 ７５ ３１（４１３３％） ３９（５２００％） ５（６６７％） ９３３３％ａ ６８（９０６７％）ａ

对照组 ７５ ２４（３２００％） ３６（４８００％） １５（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５７（７６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情况及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的创面结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

短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的免疫功能指标明显增高，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高于对照组治疗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创面愈合情况及住院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创面结痂时间 创面愈合时间 住院时间　

观察组 ７５ ３９５±１２６ａ ６２４±１９５ａ ８７２±２８４ａ

对照组 ７５ ５７９±１８３ ８９６±２８１ １２４６±３５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 　ＮＫ细胞（％）

观察组 ７５ 治疗前 ３２０８±４１６ ０７９±０２５ ２５４７±２３５

治疗后 ４４１５±６３９ａｂ １４４±０３７ａｂ ３１２６±２６９ａｂ

对照组 ７５ 治疗前 ３２４３±３９３ ０７５±０２２ ２５２９±２５８

治疗后 ３６７２±４４５ａ １０６±０３１ａ ２８５４±２９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中共出现４例头晕、２例低热，对照组患者中共

出现３例瘙痒、２例红肿，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
率分别为８００％和６６７％，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的复发率比较

治疗结束后随访３个月，对照组患者出现９例复发，其复发
率为１２００％，观察组患者出现２例复发，其复发率为２６７％，
经比较，观察组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主要是由于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导致的肛门及生

殖器部位皮损，属于性传播疾病，多发生于性活跃期的２０岁 ～
４０岁人群，往往在ＨＰＶ病毒潜伏０５～８个月后发病，发病率较
高，不仅可通过性接触传播，还可能通过间接接触传播，临床表

现以丘疹、皮肤损伤、瘙痒等为主，还有可能会发展为生殖器肿

瘤，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干扰，威胁到患者的身心健康，故临

床上应针对尖锐湿疣进行积极有效的治疗［６１０］。

现阶段，临床上治疗外阴尖锐湿疣主要是采取物理手段去

除疣体，ＣＯ２激光是一种常见的尖锐湿疣物理治疗手段，可对外
阴疣体予以有效去除，达到清除病灶的目的，但对于潜伏的

ＨＰＶ病毒和亚临床感染病灶的清除效果并不理想［１１１２］，且在治

疗过程中，ＨＰＶ颗粒容易因局部高温作用而散落在疣体周围，

进而导致治疗结束后疣体接种出现复发［１３］。干扰素是一种蛋

白多肽，主要由体细胞合成，具有多功能、高生物活性、可诱发

性，具有显著的抗病毒、抗肿瘤作用，可以通过对病变组织周围

的正常组织和细胞进行作用，刺激抗病毒蛋白的产生，进而对

ＨＰＶ病毒ＤＮＡ的复制进行抑制，同时还可以对 Ｔ淋巴细胞、Ｂ
淋巴细胞的功能进行调节，从而促使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强，减

少尖锐湿疣复发［１４１７］。

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其ＨＰＶ转阴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其创面结痂时间、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均明
显短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后观
察组的免疫功能指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说明ＣＯ２激光与干扰素联用治疗尖锐湿疣的近期效
果显著，还可以预防复发。同时，本研究还发现，两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８００％和６６７％，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说明ＣＯ２激光与干扰素联用治疗尖锐湿疣的安全
性可靠。

综上所述，采用ＣＯ２激光与干扰素联合治疗外阴尖锐湿疣
具有显著的临床效果，不仅可以有效促进 ＨＰＶ病毒清除，加快
创面愈合速度，还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减少其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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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杨钧（１９７５—），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病性病临
床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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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在女性尖锐
湿疣中的应用
杨钧１　付锐１　潘付堂２

１济宁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科，山东 济宁 ２７２００７
２山东省皮肤病医院皮肤科，济南 ２５００２２

【摘　要】　目的：探讨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在女性尖锐湿疣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济宁市皮肤病防治院收治的尖锐湿疣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
组，每组４０例，对照组使用二氧化碳激光治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局部涂抹５％咪哇莫特乳膏，连续
治疗３０天为１疗程，连续治疗３个疗程为１治疗周期，比较两组治疗后相关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两组治疗
后整体复发情况、整体疗效及出现的不良反应。结果：治疗后观察组 ＩＬ６、ＴＮＦα、ＩＬ１及 ｈｓＣＲＰ水平显著
低于治疗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３个月内、３个月以上和１年内整体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整体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比较两组发生红斑、瘙痒、灼热及糜烂的整体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针对女性
尖锐湿疣患者使用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能显著降低机体炎症反应，减少复发率、提高临床
治疗效果，且安全性高。

【关键词】　５％咪喹莫特乳膏；ＣＯ２激光；女性；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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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主要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其属于最为常见
的性传播疾病。目前临床上针对本病尚未见特殊有效的治疗

方法，其治疗原则以去除瘤体，减少复发为主［１］。虽然治疗方

法较多，但尖锐湿疣患者多存在有明显的细胞免疫功能的抑

制，其Ｔ细胞亚群水平明显异常［２］。以往临床常用的二氧化碳

激光，其短期疗效好［３］，甚至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治疗后复

发率高［４］。为了更好地提高本病临床治疗效果、减少复发率，

本研究主要使用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并探讨
其对女性尖锐湿疣治疗后复发的预防作用，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济宁市皮肤病防治院收治
的尖锐湿疣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临床表现、醋
酸白试验以及体格检查等拟诊，并通过病理组织活检确诊，入

组患者中皮损部位则主要位于大小阴唇、阴道口以及会阴与肛

周等部位，皮损形状以乳头状及菜花状为主，入组者入组前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申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入组前２周
内使用免疫抑制剂者、使用抗病毒治疗者、使用糖皮质激素者、

妊娠其妇女及哺乳期妇女、合并糖尿病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

病者、合并精神疾病者、合并恶性肿瘤者以及其他确诊的性传

播疾病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每组４０例，其中观察组：
年龄范围１８岁～４５岁，年龄（３２１±２１）岁，病程范围３天 ～６
个月，病程（１５±０３）月，皮损个数范围１个～２５个，皮损个数
（６１±０５）个，皮损直径范围０１ｃｍ～２５ｃｍ，皮损直径（１３±
０３）ｃｍ；对照组：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５岁，年龄（３２０±２０）岁，
病程范围３天～６个月，病程（１６±０３）月，皮损个数范围１个
～２５个，皮损个数（６０±０５）个，皮损直径范围 ０１ｃｍ～
２６ｃｍ，皮损直径（１４±０３）ｃｍ，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皮损个数
及皮损直径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所有患者入组后均使用二氧化碳激光治疗，首先对

局部病损行局部麻醉，随后根据疣体面积调整二氧化碳激光频

率，直至疣体碳化后对其行彻底切除，随后使用高锰酸钾溶液

对创面进行清洗，治疗过程中注意保持创面干燥以及外阴清

洁；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局部涂抹５％咪哇莫特乳膏（四川
明欣药业 国药准宇Ｈ２００３３０１２８）局部患处涂抹使用，１次／ｄ，连
续治疗３０ｄ为１疗程，连续治疗３个疗程为１个治疗周期。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所有入组者随访３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相关炎症
性细胞因子水平，两组患者治疗后整体复发情况、整体疗效及

出现的不良反应。

１４　检测方法
炎性相关因子测定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患者术后

拟定时间晨起肘静脉血检测相关指标，主要包括：肿瘤坏死因

子ａ（ＴＮＦα）（成人参考值１～１０ｎｇ／ｍＬ之间）、白细胞介素１
（ＩＬ１）（成人参考值１３０～２５０ｎｇ／ｍＬ之间）、白细胞介素６（ＩＬ
６）成人参考值 ６７３７～１５０３３ｎｇ／Ｌ之间）及超敏Ｃ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成人参考值低于１０ｍｇ／Ｌ）；临床疗效评定：痊愈为治
疗后病灶部位完全恢复正常，伤口皮损愈合，未见瘢痕形成，停

止药物治疗后９０ｄ以上未见新病损出现；显效为治疗后病灶数
量显著减少，病灶大小显著缩小，且比例均在７０％以上；有效为
治疗后病灶数量较少、病灶大小减小，比例在３０％ ～７０％之间；
无效为治疗后病灶数量及病灶大小等缩小或减小比例在３０％
以内甚至变多或变大；复发为治疗后复诊时出现新病灶。临床

治疗有效率％ ＝（痊愈例数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采用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相关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ＩＬ６、ＴＮＦα、ＩＬ１及 ｈｓＣＲＰ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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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整体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内、３个月以上和１年内整体复
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相关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６

（ｎｇ／ｍＬ）
ＴＮＦα
（ｎｇ／ｍＬ）

ＩＬ１
（μｇ／ｍＬ）

ｈｓＣＲＰ
（ｍｇ／Ｌ）

观察组 ３４５±４１ １２０±０２ ０６０±０１ １０６±１０

对照组 ９３２±６１ １８９±０６ ０９５±０２ ３１０±１８

ｔ值 ５０５１２ ６９０００ ９８９９ ６２６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整体复发情况比较（ｎ）

组别 ３个月内复发 ３个月以上复发 １年内复发率（％）

观察组 １ １ ２（５０）

对照组 ９ ９ １８（４５０）

ｔ值 ５６００ ５６００ １２６５５

Ｐ值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整体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整体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整体疗效比较（ｎ）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７ １ １ １ ３９（９７５）

对照组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７５０）

ｔ值 ６７４６

Ｐ值 ０００９

２４　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发生红斑、瘙痒、灼热及糜烂的整体比例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红斑 瘙痒 灼热 糜烂 整体发生率（％）

观察组 １ １ １ １ ４（１００）

对照组 ２ １ １ ２ ６（１５０）

ｔ值 ０１１４

Ｐ值 ０７３５

#

　讨论
尖锐湿疣主要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导致的目前临床最为

常见的性传播疾病［５］，直至现在尚未见特殊有效直接针对该病

毒的药物。针对女性尖锐湿疣现治疗上多行冷冻［６］、激光以及

电灼［７］、手术切除等治疗［８］，另外化学药物如鬼臼树脂、鬼臼毒

素等亦有相关报道［９］，以上治疗方法虽能较快地消除瘤体，但

治疗后复发率［１０］。另有研究表明［１１１２］，既往治疗后皮损处黏

膜及周围毛发及毛囊中仍携带大量人乳头瘤病毒，而成为人乳

头瘤病毒潜伏储存库，导致治疗后复发。

为了更好地提高尖锐湿疣临床治疗效果，减少复发率，本

研究观察组联合应用５％咪喹莫特乳膏局部涂抹，相对于单纯
使用二氧化碳激光治疗者，针对两组治疗后相关炎症性细胞因

子水平比较发现，治疗后观察组 ＩＬ６、ＴＮＦα、ＩＬ１及 ｈｓＣＲＰ水
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联合应用５％咪喹莫特乳膏局部涂抹
后能够显著降低尖锐湿疣患者局部炎症性因子水平。另外针

对两组治疗后整体复发情况及整体疗效比较，发现观察组治疗

后３个月内、３个月以上和１年内整体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同时观察组整体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提示针对尖锐

湿疣患者联合应用５％咪喹莫特乳膏局部涂抹，对于减少临床
复发，提高整体临床效果有重要价值。最后，针对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发现，两组患者发生红斑、瘙痒、灼热及糜烂的整

体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联合使用５％咪喹莫特乳膏局
部涂抹安全性较高，并不增加临床用药不良反应。究其原因，

可能为观察组联合使用５％咪喹莫特乳膏局部涂抹后，通过启
动并活化先天性细胞免疫系统同时诱导多种细胞因子，如肿瘤

坏死因子ａ，ＩＬＩ，ＩＬ６等活性［１３１７］，进而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提

高对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后的 Ｔｈ１免疫应答，达到清除局部人乳
头瘤病毒的目的［１８］，故联合使用５％咪喹莫特后机体炎症反应
因子降低，临床效果提高，局部复发率减少。

综上所述，针对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使用５％咪喹莫特乳膏
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能显著降低机体炎症反应，减少复发率、提
高临床治疗效果，且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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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肾脏疾病发生与干预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ＳＢ２０１４１１）
【第一作者简介】夏建宇（１９７８—），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床与
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刘佳勋（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２４２１０１８２４３＠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３９ ·皮肤性病学·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对淋病患者淋球菌改变及不良
反应的临床观察
夏建宇１　刘佳勋１Δ　於建鹏１　毛俊彪２

１黄石市爱康医院泌尿外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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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尿外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对淋病患者淋球菌改变及不良反应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本院确诊治疗的淋病患者共４０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两组。对照
组采用注射用头孢曲松钠（罗氏芬）；观察组采用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治疗。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治疗临

床疗效，观察记录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并记录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淋球菌转阴率及患者复发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９１４３％，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７１４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疗效经秩和检验ｕ＝２４１３２，Ｐ＝００１５８。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２０００％，低于对照组
患者４０００％，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经治疗后第４天及第７天淋球
菌转阴率分别为９１４３０％和９７１５％；对照组经治疗后第４天及第 ７天淋球菌转阴率分别为 ７４２９％和
８２８６％；观察组经治疗后第７天淋球菌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复发率（２８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７１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头孢哌酮舒巴
坦钠治疗淋病患者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淋病；淋球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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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ｋ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４３５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ｏ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Ｇｒｏｕｐ，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４３５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ｎｄｉｔ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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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４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ｕｓｉｎｇ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ｓｏｄｉｕｍｆｏ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ＬｕｏＳｈｉｆｅ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ｕｌ
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ａｎｄ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１．４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７１．４３％ （Ｐ＜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ａｎｋｓｕｍｔｅｓｔ，ｔｈｅｕａｎｄＰ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２．４１３２ａｎｄ０．０１５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ｂｙ４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ｓ
ｏｎｔｈｅ４ｔｈａｎｄ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１．４３０％ ａｎｄ９７．１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ｏｓｅ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７４．２９％ ａｎｄ８２．８６％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ｏｆ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ｕ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７ｔｈ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８６％）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７．１４％）
（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ｗｉｔｈ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ｕｌｂａｃｔａｍｓｏｄｉｕｍ；Ｇｏｎｏｒｒｈｅａ；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

　　淋病是由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淋球菌所致的疾病，在性传染
疾病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对人类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威胁［１］。

临床主要通过抗菌药物进行治疗，目前研究发现，随着抗生素

广泛使用，甚至是不合理的滥用，导致淋球菌相继对多种药物

产生了耐药性，因此临床上可有效治疗该病的有效药物逐渐减

少，加之淋病的致病菌淋球菌耐药性在不同的区域和时间段具

有较大的差异［２３］。且耐药菌株产生后具有迅速蔓延性，使得

临床治疗该病的失败率及感染复发率也呈现不断上涨趋势，因

此选择合理的药物对该病进行彻底治疗，对于阻断传播链和减

缓并发症具有重要意义［４５］。本研究探讨了头孢哌酮舒巴坦钠

对淋病患者淋球菌的改变及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黄石市爱康医院确诊治
疗的淋病患者共４０例，采取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均分为两组。对
照组 ３５例，男 ２６例，女 ９例，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５８岁，年龄
（３７２４±７８８）岁，病程范围（３１６２±１１８７）天；观察组３５例，
男２７例，女８例，年龄范围２１岁 ～６１岁，年龄（３８７４±７９６）
岁，病程（２９７±１０９１）天。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纳入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①患者符合淋病
诊断标准［６］，均有配偶感染史与不洁性生活史；②淋病奈瑟菌
镜检及培养均阳性者，实验室检查分泌物涂片均见 Ｇ双球菌；
③患者参与本研究前未应用其他抗生素；④患者病历清晰完
整，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排除支原体及衣原体
感染；②自身免疫性疾病、脏器功能异常或严重感染性疾病；③
过敏体质，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④参与本研究前使用过
其他抗生素者；⑤合并其他感染者。所有参与本研究的患者均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整个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通过。

１２　治疗方案
对照组采用注射用头孢曲松钠（罗氏芬，上海罗氏制药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３０３６）治疗，１ｇ加入 １０ｍｌ
灭菌注射用水静脉注射，１次／ｄ，注射时间不能少于２～４ｍｉｎ；
观察组以注射用头孢哌酮舒巴坦钠（苏州东瑞制药生产，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１３０５５）进行治疗，１ｇ加入２５０ｍｌ０９％氯化钠，１次／
ｄ，连用７ｄ。治疗期间提醒患者禁食辛辣刺激性食物，忌烟酒
和性生活。

１３　观察项目及治疗效果评价标准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治疗临床疗效和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并记录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淋球菌转阴率及患者复发率。

临床疗效判定标准参考《性病防治手册》：痊愈：患者基本

或完全无临床体征与症状，病原体检查正常，细菌培养检查为

阴性；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均显著改善，白细胞计数 ＜４个／
ＨＰ，或分泌物涂片检查无双球菌，淋病奈瑟球菌培养为阴性；有
效：临床症状、体征有所改善，分泌物涂片或细菌培养结果最多

一项为阳性；无效：临床体征与症状未改善甚至加重，分泌物涂

片有双球菌，奈瑟球菌培养结果为阳性。总有效率 ＝痊愈率 ＋
显效率。同时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与复发情况，复

发：随访中若患者淋病奈瑟球菌于８个月内复查再次查出淋病
奈瑟球菌阳性，则为复发。于治疗后第４天、第７天进行淋球菌
镜检和培养，观察记录淋球菌转阴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进行
比较，等级比较运用秩和检验。当 Ｐ＜００５时，两组之间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１４３％，显著大于对照组
７１４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疗效经秩和
检验ｕ＝２４１３２，Ｐ＝００１５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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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５ １７（４８５７） １５（５０００） ２（５７１） １（２８６） ３２（９１４３）

对照组　 ３５ ９（２５７１） １６（４５７１） ７（２０００） ３（８５７） ２５（７１４３）

ｕ（χ２）值 ２４１３２ ４６２８９

Ｐ值　　 ００１５８ ００３１４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２０００％，低于

对照组４０００％，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头痛 腹泻 腹痛 皮疹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５ ２（５７１） ２（５７１） １（２８６） １（２８６） １（２８６） ７（２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５ ３（８５７） ４（１１４３） ２（５７１） ３（８５７） ２（５７１） １４（４０００）

χ２值 ３３３３３

Ｐ值 ００６７９

２３　两组患者淋球菌转阴率及患者复发率指标比较
经治疗后，观察组第 ４天和第 ７天淋球菌转阴率分别为

９１４３０％和９７１５％；对照组第４天和第７天淋球菌转阴率分别
为７４２９％和８２８６％；观察组经治疗后第７天淋球菌转阴率显
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复发率（２８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７１４％），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淋球菌转阴率及患者复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后４天
淋球菌转阴率

治疗后７天
淋球菌转阴率

复发率

观察组 ３５ ２６（７４２９） ２９（８２８６） ６（１７１４）

对照组 ３５ ３２（９１４３） ３４（９７１５） １（２８６）

χ２值 ３６２０７ ３９６８３ ３９６８３

Ｐ值 ００５７１ ００４６４ ００４６４

#

　讨论
淋病作为全球性性传染病，具有较高的发生率、较短潜伏

期和较强传染性等特点［７］。好发于男性，且可于任何年龄段发

病［８］。女性感染淋病后由于临床症状不典型，因此具有一定的

误诊率［９］。对于男性患者，患病早期主要出现急性前尿道炎症

状，即尿道口有红肿现象，有少量稀薄粘液流出，并感觉刺痛，

之后分泌物表现出脓性，并出现尿频尿急及尿痛等尿道刺激

征，阴茎有及腹股沟淋巴结也会随之出现红肿、疼痛、化脓等现

象［１０１２］。女性则出现白带异常、下腹部隐痛等表现。

淋病是临床性传播的主要疾病之一，其中淋病奈瑟球菌是

主要感染因素之一，同时奈瑟球菌还可以与沙眼衣原体和解脲

支原体发生合并感染［１３］。有关调查结果显示，淋病奈瑟球菌在

可疑人群中的感染率高达８８％，人体泌尿生殖系统在发生感
染后会出现脓性感染，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１４］。近年来，我国

性病患者的人数呈现不断增加趋势，而抗生素的滥用也使得淋

球菌对青霉素、四环素及大观霉素等类药物产生了一定的耐药

性［１５１７］。目前临床多选用头孢三嗪对淋病进行治疗，但其高昂

的费用给患者带来了较大的经济负担；而临床数据也显示淋病

奈瑟菌对青霉素的耐药菌株也呈不断增加趋势；氟喹诺酮类药

物也由于耐喹诺酮淋球菌的发现而不再推荐应用。具有较高

敏感度和良好效果的抗菌素是治疗和预防淋病复发的关键［１８］。

随着耐抗菌药淋球菌株的不断增加，青霉素、大观霉素及头孢

曲松钠等均因敏感度的逐渐降低而影响了治疗效果［１９２０］。因

此，需考虑其他药物。抗生素的使用应该遵循“合理、规则、足

量、彻底”等原则，并考虑患者临床用药结合患者的全身用药而

使用，尽可能的预防耐药菌株的出现。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１４３％，显著大于
对照组７１４３％。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为２０００％，低于对照组４０００％。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第４
天及第７天淋球菌转阴率分别为９１４３０％和９７１５％；对照组
患者第４天及第７天淋球菌转阴率分别为７４２９％和８２８６％；
观察组患者经过治疗后第７天淋球菌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复发率（２８６％）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７１４％）。头孢
哌酮舒巴坦钠是由头孢哌酮与舒巴坦钠两者以１∶１的比例合成
的药物，有较宽的抗菌谱和较高的抗菌活性，其中头孢哌酮是

第三代头孢菌素，有较广的抗菌谱和较强的抗菌活性强，能抑

制细菌细胞壁合成，从而消除机体中大量革兰阴阳性菌［２１２２］。

虽然头孢哌酮对淋球菌有较强的抗菌作用，但其对 ＴＥＭ型的
β内酰胺酶的作用并不稳定。而舒巴坦钠具有良好的抗不动杆
菌与淋球菌活性，能够抑制耐药菌株的 β内酰胺酶，且该抑制
作用具有不可逆性。舒巴坦与头孢哌酮的联合使头孢哌酮抗β
内酰胺酶降解的能力增强，产生显著的增效作用，同时还能够

使头孢哌酮的最低抑菌浓度大幅度降低［２３］。两者联合应用后

能够使头孢哌酮不被β内酰胺酶水解破坏，增加头孢哌酮对产
酶耐药菌株的抗菌作用而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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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康复干预对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性心理
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
刘晓丽１　任景芳２

１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１２１
２解放军第３０２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

【摘　要】　目的：研究与观察性康复干预对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性心理与性行为的影响程度。方法：选
取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期间来自两医院的９８例子宫全切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
规术后干预组）４９例和观察组（性康复干预组）４９例。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的性心理、性行为及性
生活质量评估结果。结果：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性心理、性行为及性生活质量评估结果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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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两组的性心理、性行为及性生活质量评估结果明显改善，且观察组的评估结
果显著好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性康复干预对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性
心理与性行为的影响好于常规干预，在改善子宫切除术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更好的临床作用。

【关键词】　性康复干预；子宫全切术；术后性心理；术后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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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ｅｉｖ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ｅａｃｈｏｆ４９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子宫全切术是临床中治疗子宫疾病的根治性手术，而本类
手术患者术后的康复要点较多，不仅仅涉及机体多系统器官功

能状态的调节［１］，心理情绪等多方面的改善也是临床中重视程

度不断提升的方面，而本类手术作为生殖系统的治疗方式，对

生殖方面的影响一直是临床研究的重点。与本类手术患者相

关的研究显示，本类患者普遍存在明显的性心理与性行为异常

情况，因此此方面的改善与干预是临床的重点［２］。本文就性康

复干预对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性心理与性行为的影响程度进

行研究与观察，对结果进行了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期间两医院的９８例子宫
全切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常规术后干预

组）４９例和观察组（性康复干预组）４９例。对照组中，年龄范围
２４岁～５０岁，年龄（４４９±５０）岁，孕次范围１次 ～５次，孕次
为（３±１）次，产次范围为１次～４次，产次（２±１）次，疾病种类：
子宫肌瘤患者４０例，其他患者９例，文化程度：小学者５例，初
中者３０例，初中以上者１４例。观察组中，年龄范围２３岁 ～５１
岁，年龄（４４６±５１）岁，孕次范围１次 ～６次，孕次（３±１）次，
产次范围１次～４次，产次（２±１）次，疾病种类：子宫肌瘤患者
３９例，其他患者１０例，文化程度：小学者６例，初中者３０例，初
中以上者１３例。两组子宫切除术患者的年龄、孕次、产次、疾病
种类及文化程度等数据比较，两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９８例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术后干预，常规给予患者及家属创伤恢复

及基础注意事项的宣教，解答患者及家属的疑问，同时对术后

康复期的基础生活与康复锻炼等方面进行指导，对患者出现的

心理问题进行评估与解答。

观察组在常规术后干预的基础上进行性康复干预，即对患

者进行常规术后干预的同时进行性康复干预，首先评估患者的

性功能状态及性问题，然后针对出现的性问题，包括性行为及

性心理问题制定针对性解决方案，同时与患者家属进行沟通，

了解患者的性格和存在的心理问题等，共同辅助进行相关问题

的疏导与解决，并进行性生活频率及量等方面的指导，对于可

能出现的潜在问题进行预见性解决，尤其对于普遍存在的性心

理问题与性行为问题进行预防性干预。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

后不同时间的性心理、性行为及性生活质量评估结果。

１３　评价标准
１３１　性心理　采用ＳＡＳ量表及ＳＤＳ量表对患者的性心理问
题，包括焦虑和抑郁两方面进行评估，每个方面的问题均为性

相关方面的心理问题，每个分量表均分别包括２０个评估问题，
每个方面均以５０分及以上为阳性［２］。

１３２　性行为　采用傅正闯等［３］编制的性行为问卷进行评

估，本问卷设有４个性行为相关问题，分别为性生活频率（≥３
次／月及＜３次／月）、性生活意向（主动及被动）、性生活满意度
（满意及不满意）及性生活后感受（紧张及放松），由患者根据自

身感受进行选取。

１３３　性生活质量　采用 ＦＳＦＩ量表［４］进行评估，本量表主要

对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度、性交痛、性高潮及性满意度等６个
方面进行评估，均以分值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软件选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计数资料方面的检验方式为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的检验方式为ｔ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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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表示比较数据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点的性心理评估结果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性心理评估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两组的性心理评估结果明显改善，而
且观察组的评估结果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点的性心理评估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ＡＳ量表

评分（分） 阳性率［ｎ（％）］

ＳＤＳ量表

评分（分） 阳性率［ｎ（％）］

对照组 ４９ 干预前　　　 ５１３８±４９９ ２８（５７１４） ４９８４±４６３ ２５（５１０２）

干预后３个月 ４６７６±４５４ ２４（４８９８） ４５３５±４２４ ２１（４２８６）

干预后６个月 ４１６１±４２３ １８（３６７３） ４０１６±３８４ １７（３４６９）

观察组 ４９ 干预前　　　 ５１５２±４８４ ２９（５９１８） ５００１±４５８ ２６（５３０６）

干预后３个月 ３８４５±３９２ １２（２４４９） ３５６５±３５４ １１（２２４５）

干预后６个月 ３２２４±３５４ ５（１０２０） ３１２１±３１７ ４（８１６）

干预前　　　 χ２或ｔ值 ０１８４ ００４２ ０２２５ ００４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３个月 χ２或ｔ值 ６６４２ ６３２３ ５９８７ ４６４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６个月 χ２或ｔ值 ７５６４ ９６０１ ８４６１ １０２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点的性行为评估结果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性行为评估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两组的性行为评估结果明显改善，而

且观察组的性生活频率≥３次／月、性生活意向主动、性生活满
意及性生活后感受放松者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不同时间点的性行为评估结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时间点 性生活频率≥３次／月 性生活意向主动 性生活满意 性生活后感受放松

对照组 ４９ 干预前　　　 ５（１０２０） ３（６１２） ２（４０８） ２（４０８）

干预后３个月 １５（３０６１） １１（２２４５） １６（３２６５） １４（２８５７）

干预后６个月 ２０（４０８２） １７（３４６９） ２３（４６９４） ２０（４０８２）

观察组 ４９ 干预前　　　 ４（８１６） ２（４０８） ２（４０８） １（２０４）

干预后３个月 ２６（５３０６） ２２（４４９０） ２８（５７１４） ２５（５１０２）

干预后６个月 ３１（６３２７） ２９（５９１８） ３５（７１４３） ３２（６５３１）

干预前　　　 χ２值 ０１２２ ０２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３４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３个月 χ２值 ５０７４ ５５２８ ５９３９ ５１５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６个月 χ２值 ４９４７ ５９００ ６０８３ ５９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不同时间点的性生活质量评估结果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两组的性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明显改
善，而且观察组的性生活质量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子宫切除术是临床中极为常见的一类手术方式，与子宫切

除术相关的研究多见，其中手术导致的机体及心理损伤修复与

恢复是术后干预的重点方面［５６］。而本类手术作为生殖系统的

创伤性治疗方式，对患者性功能方面的影响较大，而近年来的

全子宫切除术患者年龄构成研究［７８］显示，中青年患者仍在其

中占比较高，此类人群的术后性功能状态改善需求仍然较高。

临床中与生殖系统疾病手术治疗患者相关的研究显示，本类患

者的性生活方面的危害不仅涉及生理方面，心理方面的危害也

极为明显［９１０］。因此，对子宫切除术患者进行术后康复的过程

中，性心理与性行为的改善是临床干预的重点，同时也是临床

患者亟待改善的方面。性康复干预是针对性功能问题而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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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类干预方式，其在较多性功能受损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多

见，效果较好，受肯定程度也较高［１１１２］，但是对于性康复干预在

子宫全切术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尤其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综合

状态的改善研究相对不足，因此，此方面的探究意义仍然较高。

表３　两组患者护理前后不同时间点的性生活质量评估结果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点 性欲 性唤起 阴道润滑度 性交痛 性高潮 性满意度

对照组 ４９ 干预前　　　 ３８５±０４６ ８１５±０７７ １１５４±１６２ ５０２±０４６ ８１０±０６５ ３２３１±２５６

干预后３个月 ４１８±０５１ ９３２±０９９ １２０２±１６２ ５８４±０５６ ８７９±０７３ ３３７５±２８７

干预后６个月 ５０１±０５５ １０２７±１４８ １３３４±１６８ ６４９±０６２ ９５６±０８１ ３５６５±３１０

观察组 ４９ 干预前　　　 ３８１±０４８ ８０９±０８０ １１５６±１５７ ４９９±０４４ ８０５±０６７ ３２２５±２４８

干预后３个月 ５２０±０６８ １１２３±１５１ １４３４±１７２ ７８１±０６９ １０３５±１０１ ３７８４±３２３

干预后６个月 ５６７±０８０ １２４５±１７６ １５９８±１８４ ８２４±０７５ １２２４±１２５ ３９８９±３４５

干预前　　　 ｔ值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４ ０１１２ ００５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３个月 ｔ值 ７４５６ ６６４３ ５９８７ ６７３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干预后６个月 ｔ值 ８０６３ ９４２１ ６４６９ ７７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文中笔者就性康复干预对子宫 ＋全切术患者术后性心
理与性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行研究与观察，结果显示：①性康复
干预对本类手术患者性心理、性行为及性生活质量评估结果改

善作用均显著好于常规术后干预的患者，主要表现为对患者进

行干预后３个月及６个月的性心理、性行为及性生活质量量表
及问卷评分持续改善，而且显著好于常规干预，说明性康复干

预有助于患者术后性状态的改善。②性康复干预对于患者的
术后性功能问题及由此导致的性心理问题进行了细致有效的

评估［１３］，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式，从而有效避免了因患者心

理障碍而导致的求助率较低的情况，对患者术后性心理、性行

为及性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进行更为科学有效的干预与解

决［１４１５］，效果也即更好。③积极的性康复干预措施有助于调整
患者对于性方面问题羞于启齿与羞于谋求解决的心态，使之从

心理上接受相关方面的干预，在干预的过程中实现有效配

合［１６１７］，使患者对于性心理与性功能问题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

升，实现全面有效改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目的，最终实现

患者术后全面的恢复与康复［１８］。④性康复干预措施的实施有
助于患者及配偶尽早恢复性生活状态，对于患者术后家庭功能

的维护亦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性康复干预对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性

心理与性行为的影响好于常规干预，在改善子宫切除术患者术

后性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更好的临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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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随着大学生性教育课程在各高校的逐渐开设，性教育课程的开设效果越来越值得关
注。方法：全过程参与石家庄铁道大学“大学生性文明与性教育”课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分析课程效

果，从而达到探究课程设置是否科学、合理，为改善课程设计提供数据支撑的目的。结果：通过分析数据，我

们得到的结果是，学生渴望了解性知识，经过课程学习，学生对性的认知更科学、更多元，然而，传统的错误

观念依旧存在。结论：对学生的性教育任重道远，高校性教育课程的开设非常有必要性，对引导学生树立科

学、健康的性观念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未来，高校性教育课程的开设要进一步突出学生主体作用，发挥教师

引导，做好课程的跟踪与反馈，使之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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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大学生大多数存在着大学前性教育不足的问题，随着
社会的发展，“性”已经不再是讳莫如深的字眼，与其相关的社

会问题不断出现，这对高校大学生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

目前，大学生性教育课程在各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开设，越来越

多的青年学生选修性教育课程，渴望在课堂上获得健康、科学

的性知识，树立正确的性观念，这也是高校设置性教育课程的

初衷。但是，课程开设后的课程效果如何，学生性观念、性态度

有什么转变等等问题却鲜有人去分析研究。查阅 ＣＮＫＩ数据
库，以“大学生性教育课程”“课程效果”“课堂反思”为关键词

的论文数量几乎为零。性教育课程的教学效果是最值得反思、

研究的，这将会促进教育者有重点、有目标地改进教学方法、设

置教学目标，利于完善课堂知识教授方式。为此，本文以石家

庄铁道大学“性健康与性文明”课为例，分析性教育课程教学效

果，以期对高校开设性教育课程提供启示［１３］。

石家庄铁道大学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近几年来，学

校本部本科生男女生人数比例约为７∶１。其中，土木工程学院和

机械工程学院男女比例可达１５∶１，校内的招生规模较小的偏向
文科的专业，如法学类、文学类、语言类等专业女生占比超过

６００％，其中，语言类等部分专业女生占比超过８００％。管理类、
材料相关专业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大学生性文明与性健康课”

校级选修课在这样的性别比例背景下开设，课程面向全校本科在

校生开设，教授此课程的主讲教师是文法学院教授，河北省性科

学学会秘书长薛静先生，课程１２学周，２４学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调查选修此课程的学生年龄段全部为９０后，集中分布在
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７年。调查对象涉及本校不同专业、不同
年级，其中提交的样本９００％以上来自理工类专业。

课后有效数据样本量增多，由课前的１０８份上升为１４７份，
所以男女生人数、比例有所变化。课前笔者收集到的数据样本

中，男性占比 ７７７８％，女性占比 ２２２２％。课后男生占比
８２３１％，女生占比１７６９％。课前，二年级学生５７人，三年级学
生４３人，四年级７人，研究生１人。课后，二年级学生８０人，占
比５４４２％；三年级学生５９人，占比４０１４％；四年级学生８人，
占比５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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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方法
为了调查课堂教学效果，本研究在开课前和开课后针对选

修此课程的学生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此记录学生们关于性

文明与性健康观念态度的转变。本问卷调查采取线上自愿匿

名答卷的方式，开课前收集到有效调查问卷１０８份，课程结束后
收集到有效问卷１４７份。
１３　调查内容

问卷设计由被调查者基本情况，掌握性教育知识情况，性

知识需求情况，对待性话题、性冲动、性自慰的态度，爱情与性，

婚前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对贞操的态度，以及如何看待有过性

侵经历者等模块组成。这些模块的设计与课堂教学体系紧密

相关，能够反映课堂教学的效果［４７］。

"

　调查结果
调查结果按照问卷设计顺序来分析，先是单项选择题，再

是多项选择题，这有利于清晰地分辨被调查者态度的变化。

２１　大学生性健康知识习得背景
关于在什么阶段就接受过性教育，由于样本数量没有发生

大的改变，２次调查没有明显区别，约３８％的学生表示从来没有
接受过性教育，４２９９％的学生在初中阶段接受过性教育，
１１２１％的学生在高中阶段接受过性教育，小学和大学阶段接受

过性教育的比例均不足５％。
根据答卷情况，大多数学生认为性知识是多元的，包括性

爱、生理结构、避孕方法、性心理以及如何预防性病等。对于性

知识的获得渠道也是多样的。问卷为答题者提供了多项选择，

根据填写的数据来看，２次调查学生获取性知识的渠道比例排
序最高的是通过网络方式，其次是通过同伴、朋友，再就是通过

书报与杂志或学校教育方式获得；排在后面的是通过录像、光

盘学习，家长教育，阅读非法出版物，观看展览，听广播等方式。

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的性知识以自然习得为主，特别是主要

通过商业运作的充斥着不良信息的网络空间获得。这样一来，

学生获得的性知识缺乏规范性、科学性，不利于学生青春期的

身心成长。

２２　大学生对待性话题的态度
在谈论性话题的心态方面，２次调查结果显示，学生的心态

发生了变化，其中“认为很正常，完全把它当做一种生理现象”

的比例由５９２６％上升到６５０７％，“害羞，不好意思”“有猎奇
心理，觉得好玩”“不参与谈论”的比例均有所下降。设计这个

问题的目的是，了解大学生对性话题的接受程度。根据统计，

经过课堂的学习，学生对性话题的接受度较之前更轻松。具体

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大学生对性话题的态度

２３　大学生对待性冲动的态度
在看待性冲动的问题上，课前问卷调查６４００％的学生是

释然的，课后比例上升为７２００％；课前１１００％的学生对性冲
动是困惑的，课后比例上升为１２４０％；课前８４０％的学生会觉
得羞愧，课后上升为１２４０％；课前５６０％的学生觉得自责，课
后上升为１０３０％；课前１人觉得恐惧，占比０９３％，课后上升
为４８０％。

这种变化说明，经过课堂性教育的引导和解读，总的看来

学生对性冲动有了更清晰的理解，对此更加释然。这说明在大

学开设性健康教育课对大学生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是有必

要的。同时应当注意，少部分学生对性冲动的困惑、恐惧的比

例上升。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青年学生的心理变化是微

妙的，不同学生之间的态度变化有知识接受程度的差异，有成

长经历不同的差异，更应当有学校对性教育课程设置、讲授方

式的反思。

２４　大学生对谈恋爱的目的的认识
大学生谈恋爱到底是为了什么？大学生的恋爱观是怎样

的？调查显示，课前是８３３３％的学生认为是丰富精神生活，课
后比例上升为８７６７％；课前是２９６３％的学生认为是以结婚为
目的，课后上升为４２４６％；受同学影响的课前比例是１２９６％，
课后为１５７５％；为了满足性欲目的的，课前占比１２０４％，课后
占比２１２３％；表示谈恋爱时为了追求时尚的，课前比例为
３７０％，课后上升为４７９％。

这说明，现在的大学生对于恋爱婚姻的理解存在差异，而

谈恋爱是为了“满足性欲”“追求时尚”“受同学影响”的选择表

明部分学生对待恋爱态度不够认真，在恋爱过程中缺乏责任感。

２５　大学生对性教育与性行为关系的认识
关于性教育会导致更多的性行为的这一观点，课前有

５７４１％的学生是不同意的，课后不同意的比例上升为
６９８６％；课前表示“说不好的”学生占比３６１１％，课后下降为
２３９７％；此外，课前 ６４８％的学生对此表示同意，课后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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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１６％。
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多数学生认为性教育课是不会导致更

多的性行为的，尤其课程结束后，不同意这一观点的学生占比

有所上升，同意该观点的学生占比有所下降，这更加说明了性

教育课的开设与性行为的增多无必然联系。

２６　大学生怎样对待性词汇
阴道、阴茎、睾丸、阴毛、性交、受精、自慰等词语，是描述人

体生殖器官、生殖行为及生理现象的正常词汇。但在家庭教育

中，家长羞于给孩子讲述生理知识，在学校教育中，教师也将这

类词语当做敏感词汇予以回避，造成中国孩子在青春期未能得

到科学的、全面的性教育。许多学生在讲到这些词语时，会觉

得害羞，难以启齿，甚至认为是淫秽下流词语。这种观念或是

加剧学生的性恐惧，或是增强学生的性好奇，不利于青年学生

的性健康发展。我们在设置问卷的过程中，对这些词进行了展

示，调查学生们对此的态度。课前６３２１％的学生认为性词汇
是自然正常的，课后比例上升为６７８１％；课前２６４２％的学生
认为是难以启齿的，课后下降为２１９２％；课前约５６６％的学生
对这些词语会面红耳赤、心跳加快，课后上升为 ８２２％；课前
４７２％的学生表示会觉得这些词语恶心、淫秽、下流，课后比例
下降为２０５％。２次调查结果的差异，反映出经过课程的教育，
部分学生对这类正常的词汇有了正确的理解，态度得到了转

变。尽管认为是自然正常的学生学比例还不够高，但至少是提

高了，认为是淫秽下流词语的学生比例也有所减少。这说明，

此课程对学生们的性观念起到了正向引导作用。

２７　大学生对爱与性的看法
爱情与性交的话题，一直属于大学生群体中较敏感的话

题。在被问及爱情与性交的关系时，课前的调查有６５７４％的

学生认为要先有爱后有性，课后这一比例下降为５４７９％；课前
３３３３％的学生认为爱和性可以同时产生，课后上升为
４０４１％；课前有０９７％的学生持有爱无性的观点，课后调查显
示为１３７％。在爱情与性交的关系上，课程前后的调查，每一
个选项所占比例或上升或下降，说明学生对此有了新的观点或

看法。针对爱情与性交的关系，课前约７６１９％的学生认为这
属于个人自由，双方愿意就行，课后比例上升为约７９４５％；课
前约４７６％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违背社会公德，表示坚决反
对，课后比例下降为约２７４％；课前约１４９７％的学生持中立态
度，课后该比例下降为约１０２７％；课前约有３６７％的学生为这
是感情冲动，可以谅解，课后比例为约 １３７％；课前仅有约
０６８％的学生持支持态度，课后该比例上升为约６１６％。通过
以上变化可以看出，学生们在完成选修课的学习后，持坚决反

对态度的学生比例减少，认为属于个人自由的比例明显上升。

２８　大学生的性知识需求
从２８至２１３部分为多项选择题，参与调查的学生可能选

择多个选项，所以百分比数据是有重合的。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认为性健康教育包括性生理、性心理
及性道德３个方面的内容。针对性知识需求方面，２次调查没
有太大变化。学生普遍认为，自慰／性卫生／性健康知识、异性
交往／恋爱心理知识、性生理／避孕／生育知识、分析性方面的社
会现象知识、预防性病／艾滋病的知识、性方面的伦理道德等方
面知识都属于比较需要或者很需要学习的知识，即学生比较希

望在本课堂上获取这些知识［８９］。在调查中问及是否同意相互

尊重、相互爱护、男女平等、自尊自爱的观点时，２次调查都是
９６％以上的学生表示同意。关于在与异性交往方面可以容许哪
些行为，２次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图２　大学生对性知识需求的看法

２９　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贞操是女生最好的嫁妆”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甚嚣尘上。

作为即将步入婚姻阶段的青年大学生对此有何看法呢？笔者

设计了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的调查。调查显示，课前是约

５９８６％的学生认为是个人自由、双方愿意就行，４３００％的学生
认为慎重为好，０６８％的学生表示感情冲动可以谅解，０６８％的
学生觉得很丢人。课后调查结果显示，约７４８３％的学生认为
是个人自由，约３８３３％的学生认为慎重为好，约７４８％的学生

认为属于感情冲动，可以谅解，０６８％的学生觉得违背社会公
德，１７６％的学生觉得很丢人［１０］。对待婚前性行为，大部分学

生对婚前性行为是个人自由、慎重为好，可以说明在越来越开

放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婚前性行为属于个人自由的

范畴，更看重自我意愿，不捆绑“贞操”。

２１０　大学生对同性性行为的态度
对待同性性行为的态度，课前调查结果显示，３０５６％的学

生予以认可，３６１１％的学生不能认可，约２５１７％的学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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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所谓，８３３％的学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课后调查结果显示，予以认可的学生比例为２１９２％，不认

可的比例几乎未变，为 ３６９９％，认为无所谓的学生比例降为
２１９２％，表示没想过的比例上升为１９１８％。
２１１　大学生对性自慰的看法

性梦中的亲密行为和性自慰属于人的正常的生理现象。

比较２次调查结果，课程学习结束后学生对上述２种行为的看
法都有所改变，大部分学生都认识到这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

能够正确对待。比如说，受访学生认为性梦中的亲密行为是正

常的生理现象的比例由８２４１％上升为９１１％。关于性自慰的
看法，课后的调查显示，认为性自慰属于正常现象的学生占比

从７３８３％上升为８３５６％，表示会有自责自卑感的学生占比由
６５４％上升为 ６８５％；认为性自慰是一种病态的学生占比由
５６１％下降为３３７％，表示不知道的学生占比由１０２８％下降
为３４２％。这说明课堂的性教育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学生
的困惑和疑虑。

２１２　大学生对贞操的看法
关于贞操对男女两性的影响问题，２次调查对比，认为只对

女性重要的比例下降，认为对男女都很重要的比例上升。但

是，仍有１６４４％的学生认为贞操对女性很重要，对男性无所
谓。问卷中对贞操对男性、女性是否一样重要，２次调查结果出

现了比较大的变化。认为对男女都很重要的比例由６６０６％上
升为７６７１％；认为对女性很重要，对男性无所谓的比例由
２０１８％下降为１６４４％；认为对男性很重要，对女性无所谓的
比例由３６７％变为０％；对男女都无所谓的比例由５５０％降为
４７９％。这说明经过课堂学习，更多的学生对贞操的认识持有
客观平等的观点，但仍有部分学生认同传统文化中片面强调女

性贞操的观点。

２１３　同居、未婚先孕对男女双方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选修本课程的学生中，课前表示理解未婚

同居的学生占比７４３１％，表示赞成的学生占比７３４％，表示反
对的学生占比８２６％，认为无所谓的学生占比９１７％，不知道
的学生占比０９２％，表示明确反对未婚同居的学生占比仅为
８２６％。课后调查结果显示，７２１１％的学生表示理解，１０２％
的学生表示赞成，表示反对的学生占比７４８％，无所谓的学生
占比５４４％，不知道的学生占比４７６％。

针对“未婚先孕”对男女双方前途、名誉的影响，２次调查结
果十分相似，没有大的变化。近７０％的学生认为未婚怀孕会影
响双方的前途，认为只影响女性前途的占比约１６３３％，认为只
影响男性前途的约０６８％，还有约１４９７％的学生认为对双方
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详见图３。

图３　大学生对未婚先孕的看法

２１４　大学生对待被性侵者的态度
谈到对与被性侵经历人交往的感受，课前调查６１４７％的

学生表示理解同情，课后比例变为５５７８％；课前不在意的学生
占比 １７４３％，课后下降为 １５６５％；课前在意的学生占比
１３７６％，课后上升为 １９０５％；课前表示无所谓的学生占比
７３４％，课后上升为９５２％。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对与
被性侵经历人交往是理解同情的，但课程结束后，学生更加在

意与有被性侵经历人交往。这个结果值得引起注意。在接下

来的课程教学中，要着重指出被性侵不是被性侵本人的过错，

而是施加性侵行为人的错误，不应该歧视有被性侵经历的人而

应该关爱她们，他们是弱者、是被伤害的人，让更多的学生正确

理解这一问题。在关爱被性侵者时，应当采取正确的方式、方

法，以免对受害者造成二次伤害；同时，要讲解预防性侵的措

施，提高学生的防范意识。

#

　结论
３１　学生渴望了解性知识

学生对性知识的需求是迫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绝大

部分学生认为性知识是多元的，希望在课堂中学习了解有关性

爱、生理结构、避孕方法、性心理以及如何预防性病等性知识。

在此课程开设前，超过半数的学生在上学阶段曾经接受过性教

育，集中在青春期阶段，即初高中阶段。掌握学生接受性教育

的经历，有助于了解学生基本的性认知水平，有助于进一步改

进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从获取性知识的渠道来看，大部分学生是通过网络、同伴

朋友和书报杂志获得，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仅约２８％，这从侧
面说明，即便有约５０３４％的学生表示在学校接受过性教育，但
由此真正获取性知识的占少数，反映出此前学校性教育课程的

设置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在关于性教育会导致更多的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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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问题上，课后不同意的学生比例由 ５７４１％上升为
６９８６％。这说明，大多数学生认为性教育课与导致更多的性行
为之间没有关系。

３２　从整体上看，学生的性认知更科学、更多元
上课之前，学生对性的认知、观念是有自己的判断的。学

生的观点来源于以前所受的教育，来源于社会大环境对其潜移

默化的影响，让学生有序、自由的发言是走近学生内心，了解他

们最真实的想法的一条途径。所以，课堂上应该允许学生畅所

欲言，让学生说出自己对性的观点与看法，以便从学生的观点

切入，循序渐进地加以引导，传递科学的、健康的性知识和性观

念。通过２次问卷调查结果的比较分析发现，课后学生对性的
认知更科学，比如在谈论性话题时更释然，对性疾病的预防、避

孕措施有了更多了解，对男女生理结构的差异有了更清晰的认

识，在爱情与性的关系上更加尊重对方的意愿；对待性少数群

体的态度更为包容，谈性色变的比例明显减少［１１１４］。

３３　传统的错误观念依旧存在
从问卷调查结果中发现，有些错误的观念在课前课后并没

有很大的改变，尤其是对女性性道德的压迫方面。比如，认为

贞操对女性很重要，对男性无所谓的比例虽有下降，但依然达

１６％；认为未婚怀孕只对女性有影响的占比达１６％左右，认为
只对男性有影响的占比不足１％。这说明，部分学生依然是对
男女两性的性道德标准存在误解，认为女性比男性应当承受更

多的性道德压力。此外，在意与被性侵者交往的人数比例上

升，在前面已经进行过分析，这将是今后教学中需要特别注意

的地方，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到被性侵者是受害方、是弱者，应

当主动保护弱者，斥责实施性侵行为的人［１５１７］。

３４　对开展性教育的思考
早在建国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反复强调要开展对青少

年的青春期教育，《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有

明确规定，教育部思政厅〔２０１１〕１号《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也提出相应要求。这些规定

和要求为开展大学生的性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方向。

国内高校开设的性教育课类型各异，但目标是统一的，即

向大学生传递科学的、健康的性观念，教会学生多元认知，理性

思考。性教育的本质是关于性生理、性心理、性社会文化内涵

以及维护性健康、预防性疾病等方面的知识，包括关于性别意

识、性别社会化与性别平等的知识，关于爱情、择偶、婚前准备

与婚姻调适以及家庭生活等全面而系统的人生科学知识。它

是帮助大学生把学到的知识转变为坚定的信念和自觉行为的

教育；是建立促进身心健康的、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人生观、价

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教育；是切实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提

高当代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修养的教育，是大学生综合素

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１２周２４学时的选修课程，不能奢望改变学生所有的不正
确的观念，但引导学生树立科学的性观念是我们的职责，未来

在课程教学中将会针对出现的问题予以特别关注、重点讲解。

初步打算新学期在学生群体中通过教学安排、社团活动等方

式，将课程设计结合社团特色，将社团活动融入教学过程，以学

生为本位，扩大学生受益范围，共同推进科学、平等的性教育。

李银河在韦罗妮克·莫捷著的《性存在》一书序言中说：

“性的多元论的中心思想是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对不同的做人

方式以及对每个人追求自我目标的尊重，是对各种价值观兼收

并蓄的宽容态度”［１８］。这也是我们开设性教育课程的目标。本

研究是对上阶段教学情况的总结，将有助于改善新学期的课程

安排，为学生提供更科学、合理的性教育课程教学，也希望对其

他高校开设性教育课程有一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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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骚扰视角下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功能拓展与模式
创新探究
李佳源１　方苏宁２　苗高萌２

１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２西华师范大学物理与空间科学学院，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９

【摘　要】　高校性骚扰对女生心理健康造成深重冲击，造成难以抚平的心理创伤，甚至扭曲高校学生
价值观，危及学业乃至生命。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应当积极调节、修复、舒缓高校学生因为性骚扰而产生的心

理压力和心理障碍，这必然促进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实现功能的拓展。本研究聚焦于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功能

的发展空间，探析了基于性骚扰频发的视角下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功能拓展的思路，进而提出了创新性改革

策略，以期提升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实用价值，有效减少高校性骚扰事件后创伤性心理障碍。

【关键词】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性骚扰；功能拓展；模式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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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一直是强化高
校学生身心健康的关键词。加强对学生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导，关键在于坚持问题导向，做到以人为本，为学生办实事、解

难题［１］。２０１４年９月２９日，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建立健
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在高校教师师德禁行行为

“红七条”中有针对性地首次列入一条：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

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２］。

近日，台湾２６岁的文坛新星林奕含在台北家中自杀身亡。
次日凌晨，林奕含父母通过出版社发表声明，表示女儿多年前

被补习班教师性侵，引发抑郁症，最终发生不幸。台湾民众与

１００多个社会组织联名要求“教育局”落实性别平等教育［３］。

林奕含事件绝非孤例，一个林奕含倒下了，还有无数个“林奕

含”亟待社会的关注与救援。就在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３日，山东临沂
某中学一女生遭到教师某教师性侵，女生受辱后喝药死在该教

师家门口［４］。顿时，师源性性骚扰这一阴暗毒瘤再度暴露在公

众讨伐的视野之中。高校性骚扰同样是师源性性骚扰的重灾

区，是高校性骚扰受害女生难以启齿的一大难题。由于高校师

生除了学习交流之外，还在娱乐、生活以及日常管理和社会实

践等场合频繁交往，客观上为教师亲近学生提供了最大限度的

各种可能。因而高校性骚扰外延异常丰富，表现方式充满弹

性，高校管理方与受害方都不易充分识别、准确判断高校性骚

扰的丰富外延，以致难以防范、防时已晚［５］。如此带来的心理

创伤亟需高校相关机构专业介入。

!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功能拓展的必要性
２０１４年９月，某大学教授性骚扰女学生的事件轰动全国。

该案例绝非个案，影响恶劣，却因为调查取证十分困难，虽然在

行政层面上撤除了该教授的职称，但在法律层面上仍然未做出

判决。近年来，随着高校性骚扰事件的频繁发生，对受害者个

人、学校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不良影响。结合美国著名法学家

凯瑟琳·麦金农对性骚扰的定义：“性骚扰是指处于权利不平

等条件下强加讨厌的性要求，其中包括言语的性暗示或戏

弄。”［６］我们不难发现，由于高校性骚扰存在的自身的隐蔽性、

潜在性、持续性、主客体身份特殊等特性以及高校的消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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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相关防治仍然举步维艰。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高校性骚扰已经被大量资料证据

表明并非是单一的偶然事件，其危害性及普遍性是为许多国家

所认定的。性骚扰事件的情节虽然不像性暴力、性侵犯那样严

重，但它的行为种类多样，实施主体和发生地点呈现多样化状

态，同样会对受害者造成身心危害。在高校中，被媒体曝光的

性骚扰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受害者隐藏在角落里。近年

来，随着各类性骚扰事件被披露，人们开始关注并探究公共场

所尤其是职场的性骚扰，而对高校性骚扰知之甚少。它藏匿于

以传递知识、培育人才为主旨的教育场所，使得性骚扰现象的

发生被人们所忽视。性问题作为一个私密话题，大多数高校学

生在遭遇性骚扰或性侵害后往往羞于启齿。高校心理咨询中

心可以在性骚扰问题上拓展相关功能，通过专业资质、专业方

法及时、有效地介入处理。

其次，心理咨询中心对高校学生遭遇性骚扰方面的关注也

严重匮乏，关注点几乎全部集中于考试焦虑、求职焦虑、人际冲

突等显性问题。如今高校性骚扰的相关案件非常多，但得到有

效解决的仅占少数，究其原因是因为高校没有落实相应的规章

制度和处理机制，作为高校相关机构的心理咨询中心也自然置

身事外。因此，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很有必要通过各种活动、讲

座宣传等方式在校内推广性心理健康教育，并对高校学生遭受

性骚扰等问题进行心理调适以减少性骚扰侵害。

最后，在大多数案件的处理中，人们习惯性地谴责行为人

的恶行，把视角对准行为人以及案件的实施过程，而对受害者

除了一番情感上的安慰并无提供其他帮助。从受害者角度而

言，当事人在遭受性骚扰之后，身心健康皆会受损，其造成的不

良影响往往会对当事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冲击，甚至扭曲其心理

和人生价值观，进而危及学业的顺利完成。传统文化下保守主

义的性道德，使得公众对于“性”这个话题仍然相对避讳，以致

部分受害者即使受到性骚扰，因羞于颜面而选择不去报警。在

家庭层面，可能是因为“家丑不可外扬”，家人多采取非理性的

处理方式，极少有人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策略。实际上，家人

必须积极行动起来，保护受害者不要遭受“二次伤害”，摆脱传

统观念的束缚，理性地面对校园性暴力事件［７］。在个人层面，

受害者觉得这是一种不光彩的事件而难以启齿，甚至带来严重

的心理障碍。因此，相对于其他心理疾病，对性骚扰受害者的

心理治疗需要格外重视，心理咨询师也需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

识和实践经验。

总之，作为承担大学生心理健康咨询、保健、培育和发展功

能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长期效用单一，不能及时有效地为身陷

性骚扰而备受心理困扰的学生提供咨询与干预。尽管由于人

尽皆知的缘由，目前关于性骚扰对学生造成心理健康侵害的情

况尚未有清晰完整的数据报告，但从诸多典型案例不难察觉出

高校性骚扰对学生心理冲击之长久与沉重。因此，拓展高校心

理咨询中心功能，关注性骚扰创伤心理干预尤为迫切。

"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模式创新
高校心理咨询机制的模式创新是新形势下注重人文关怀、

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针对高校性骚扰事件，高校心理咨

询中心应当在准确理解心理咨询机制的基础上，科学实施“咨

询、干预、支持”相结合的大学心理咨询内容，转变咨询师角色；

与医疗机构密切配合，使“转介”制度合理化；加强大学心理咨

询人才队伍建设，实行“咨询与教育分离”；采用舞动治疗法，使

治疗方法更具针对性与人性化。通过这４个要素着力推进大学
心理咨询机制模式创新，以有效促进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

拓展。

２．１　咨询师角色应当从“干预”转向“支持”
对于高校性骚扰事件的处理，大多咨询师的做法是走到第

一线，尝试提高受害者的应对能力，帮助当事人挖掘自身的应

对资源，这些方法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实施起来仍然存在困难：

一是高校学生获得帮助的持久性不强；二是大规模干预支持较

难。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牛津大学的做法，不直接干预受影响

学生，而是支持其身边的学生。这其中有一个假设：在危机下，

身边的亲人、师友是最值得信赖的人，这些人的支持远比心理

治疗师的支持直接且长久。治疗师为这些人提供支持，将会使

受影响学生更多受益。

这时，在学生群体内部设立朋辈心理咨询员很有必要。这

类心理辅导员工作形式相对灵活。高校在选拔此类朋辈心理

咨询员时应当注意分层、分类，尽量覆盖各个学生群体［８］。

２．２　与医疗机构密切配合，使“转介”制度合理化
在高校，有不少遭受性骚扰的女生不幸患有心理疾病或精

神障碍，这时，转介就成为心理咨询中心的职责之一。但在实

际运作中，如果转介工作不到位，当事人就会觉得自己是被拒

绝而转入其他机构，再加上性骚扰事件的特殊性，当事人的心

理状况较差，以致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拒绝就医、使病情加重。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应当主动与医疗机构沟通，建立有效的转介

机制，形成双方在转介前沟通、治疗中配合、康复后跟进的无缝

衔接式合作模式［９］。

２．３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实行“咨询与教育分离”
有关资料表明，国内心理咨询中心大多扮演着教学、研究、

咨询３种角色［１０］。在国外，咨询师的角色非常单一，因此专业

程度很高。大多数国外心理咨询中心也做适当的心理教育工

作，但常常是以工作坊、团体咨询等方式进行，而学习课程则由

专业教师辅导。这点在处理性骚扰心理创伤时，尤其值得我们

借鉴。

２．４　采用舞动治疗法，使治疗方法人性化
在高校学生遭遇性骚扰后，常规的心理咨询方法并不完全

适用。舞动治疗（ｄａｎｃ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ＭＴ）始于２０世纪中
期的美国，是一种通过运用舞蹈动作促进个体情绪、身体、认知

和社会整合的心理疗法［１１］。心理咨询中心可以完全不借助外

物、可以不怕学生缄默，通过非语言沟通的舞动疗法，突破当事

人与咨询师的障碍，如此有助于识别受害者的创伤源，有助于

受害者表达内在情绪、改善身体和心理上的僵化，整合受害者

身体反应、情绪、想法与行为。

#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功能拓展的思路
相对于国际心理咨询服务协会（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ＡＣＳ）所提供的鉴定标准和欧美、日本以及
我国港台地区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相比，我国内地的高校心理咨

询中心功能较为单一［１２］，大多数高校虽然都成立了相关心理咨

询机构，但其功能尚不完善，部分高校甚至没有提供从事相关心

理咨询研究的场所。目前，我国内地的大学心理咨询功能有一定

的局限性，大多停留在个体心理健康咨询方面。在高校性骚扰频

发且危及到学生身心健康的情况下，应该从以下２个层面来拓展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作用，这样无论是从广度上还是深度

上，都将会使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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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从深度上发展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
３．１．１　个别咨询与团体咨询相结合　针对遭受性骚扰的学生，
心理咨询师可以突破单一个体咨询的范式，通过建立同质成长

性小组团体［１３］，根据实际需要按照计划开展活动，可以适当规

定小组活动的时间和次数。因为小组成员都是受害者，彼此之

间容易形成共识。通过小组活动，可以缓解当事人的负面情

绪；通过成员之间的共情，在小组成员相互鼓励和帮助下，当事

人会在自认为安全的环境下说出问题。

３．１．２　专业教师辅导与朋辈辅导相结合　专业心理咨询师能
够帮助当事人重视性骚扰的问题，澄清问题发生的原因只有一

个———性骚扰者［１４］。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大众容易把性骚

扰归因于受害者。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在此时更应当注重澄清

这一错误归因倾向，挖掘当事人自身的能力，在与其咨询的过

程中，运用专业的技巧让当事人重新树立对自我的认知，并帮

助其解决问题。

此外，大学生大多正处于心理成长断乳的关键时期，当性

骚扰事件发生并产生心理困扰时，她们往往采取沉默、甚至隐

瞒等方式来回避他人的关注。同时，高校学生面临的问题大多

具有趋同性，同龄人很容易成为交流的对象，他们可以通过私

下交流来抒发情感并寻求慰藉。因此，在高校学生群体中开展

朋辈心理辅导有着明显的优势，能够充分发挥当事人的主体

性，体现出“他助互助自助”的互动机制，容易为当事人所接
受。对于受害者除了要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和医学治疗之外，

校方还应当设立性骚扰受害者救助基金，给受害者适当的精神

损害赔偿［１５］。

３．２　从广度上拓宽高校心理咨询中心的功能
３．２．１　开展高校教职员的反性骚扰培训　在欧美、日本等高
校，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入职或升迁时，学校都会开展一个反

歧视、反性骚扰的教育［１５］。有关调查表明，教师对学生进行性

骚扰一般是因为心理方面存在疾病。所以，高校在招聘教师过

程中要严格把关，除了对应聘教师的学历、教学能力、职业道德

等加以考察外，调查和了解应聘教师的心理状况也很有必要。

同时，心理咨询中心有必要对在校教师做定期的心理卫生评估

与监测工作。

３．２．２　加强外展社会工作　当今的高校性知识教育不应该是
强调性的有害性，而应该更科学地教导学生：什么样的性是科

学健康的，怎样正确对待有关性的问题［１６］。大学心理咨询中心

发现的性骚扰咨询对象通常是受害者主动寻求帮助的，还有一

些受害者在遭受不同程度的性骚扰后，并没有寻求心理咨询中

心或其他机构的帮助。因此，可以在高校的公共场所等处张贴

海报或派发广告，让性骚扰受害者知晓高校心理咨询的范畴，

了解该机构所能提供的专业服务，还可以在校园内举办相关讲

座，向学生讲解性骚扰的界定范围及其危害，并可以进行高校

性骚扰的现状调查。

据不完全统计，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的４年间，国内媒体共
曝出１３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其中三分之一的事件无果而
终，而高校性骚扰多被悄悄处理的原因主要在于双方之间权力

关系的不对等［１７］，这给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开展工作造成了困

难。尽管如此，高校性骚扰事件已经引起了多方面的重视，２０１８
年１月１６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表示，对

于举报的高校教师性骚扰行为，教育部第一时间要求相关学校

进行核查，如果属实将严肃处理、绝不姑息［１８］。高校性骚扰危

害极大，防范高校性骚扰，不能止于道德倡议、原则禁止和法律

的支持，还需要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积极介入其中，提供专业有

效的干预，保障修复女生的心理创伤。有关学者基于权力不平

等关系提出：“学术性骚扰是在性欲和性的认同方面滥用权力，

导致妨碍和损害学生充分享有教育的福祉、氛围和机会。”［１９］这

值得我们警惕深思！

参 考 文 献

［１］　唐景莉，韩晓萌．思政工作怎样接地气入人心．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ｙｂ．
ｃｎ／ｚｇｊｙｂ／２０１７０３／ｔ２０１７０３０４＿４６８３１５．ｈｔｍｌ．

［２］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４］１０
号）．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ｃｎ／ｓｈｉ＿ｄｅ＿８１２／２０１４１００９／ｔ２０１４１００９＿１１８７０９６．
ｓｈｔｍｌ．

［３］　台湾美女作家林奕含自杀：谁是凶手？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１４０５６８０７３＿４８４５２３．

［４］　山东一女生疑遭老师性侵后自杀 喝药死在老师家门口．ｈｔｔｐ：／／
ｎｅｗｓ．ｉｆｅｎｇ．ｃｏｍ／ａ／２０１７０５１６／５１１０２３３１＿０．ｓｈｔｍｌ．

［５］　李佳源，方苏宁．高校性骚扰：特征、现状、成因与应对机制———
以女研究生为重点的实证分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１５（８）：９１９７．

［６］　ＣＡＴＨＡＲＩＮＥＡ．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ｗｏｍｅｎ：Ａ
ｃａｓｅｆｏｒｓｅｘ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ｕｎ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７９，８０（１）：
１７２１７３．

［７］　董晓莹．校园性暴力的现状与思考．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９）：
９４９８．

［８］　张延东，杨秀文．心灵的支撑———大学生朋辈心理咨询教程．济
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８４２８４．

［９］　阮鹏，伍兴阶，朱德超．以失德性事件为反面教材的大学生性教
育策略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２４）：１０４１０７．

［１０］　丁志强，刘明波．牛津大学心理健康服务对我国高校心理咨询工
作的启示．思想理论教育，２０１４（３）：８３８６．

［１１］　何瑾，樊富珉，刘海骅．舞动团体提升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干
预效果．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３）：５６０５６３，５６６．

［１２］　马钟范．大学生心理咨询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民族教育
研究，２００７，１８（４）：９４９７．

［１３］　齐原．大学生对高校心理咨询态度的调查研究．中国成人教育，
２０１４（２）：１０８１１０．

［１４］　杨凤池．咨询心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５．
［１５］　朱家德，赵观石．校园性骚扰及防止策略新探．当代教育论坛，

２００５（２４）：４７４８．
［１６］　李佳源，方苏宁．基于高校性骚扰视角下的性教育探究．阜阳师

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６）：１３６１３８．
［１７］　莫兰．高校性骚扰事件万不可“悄悄理”．ｈｔｔｐ：／／ｒｉｇｈｔ．ｗｏｒｋｅｒｃｎ．

ｃｎ／１６４／２０１８０１／０３／１８０１０３１０２４４５０６５．ｓｈｔｍｌ．
［１８］　张烁．教育部回应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事件：绝不姑息．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ｍｉｄｐａｇｅ／ｍｏｂｉｌｅ／ｉｎｄｅｘ．ｄ．ｈｔｍｌ？ｄｏｃＩＤ＝ｆｙｑｒｅｗｉ５８５３００６＆ｕｒｌ
＝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ｎ／ｇｎ／２０１８０１１６／ｄｅｔａｉｌｉｆｙｑｒｅｗｉ５８５３００６．ｄ．ｈｔｍｌ．

［１９］　李军．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
视———基于国内案例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２０１４（６）：４４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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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仓艳琴（１９７９），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妇产科合并感染性疾病

Δ【通讯作者】吕焱（１９６１—），女，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ｌｕｙａｎ２８０２＠１６３．
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４３ ·性教育与性健康·

基于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的某妇幼保健院性传播
疾病的调查分析
仓艳琴１　冷姝芳２　吕焱２Δ

１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内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感管理科，上海 ２０００３０

【摘　要】　目的：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医院感染监测系统，调查近年
来院就诊的性传播疾病（ＳＴＤｓ）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为医院感染层面防控ＳＴＤｓ提供流行病学依据。方法：
通过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监控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我院门急诊及住院部报告的ＳＴＤｓ，对该时段报告的性病病例进行统计，并进行报告时段、年龄、性别、地域方
面的描述分析。结果：上述监测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报告的主要 ＳＴＤｓ有
ＨＩＶ感染、梅毒、生殖道沙眼衣原体（Ｃｔ）感染、尖锐湿疣、淋病、生殖器疱疹６类，病例总数３７５７人，女性３５０１
人（９３１９％），男性５６人（６８１％）；本市２３１８人（６１７０％），外地１４３９人（３８３０％）。Ｐ＜００５。年龄最大
９０周岁，最小１２周岁，均为女性。上述报告阳性者的平均年龄为３６３６岁，其中以３０岁～３９岁年龄段最为
集中（４５１４％），其次为２０岁～２９岁（２７０４％）、４０岁 ～４９岁（１５２０％），发病年龄亦有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所监测ＳＴＤｓ的主要病种由多及少依次为Ｃｔ感染共２０２２人（５３８２％）、梅毒共１１４４人（３０４５％）、
尖锐湿疣共４７４人（１２６２％）、淋病共１００人（２６６％）、ＨＩＶ感染即艾滋病共１２人（０３２％）、生殖器疱疹共
５人（０１３％）。结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近４年里常见的 ＳＴＤｓ中，本市与外地
患者比例约为２∶１，２０岁～４９岁的患病者占比近９０％。其中列前３位的依次为Ｃｔ感染、梅毒、尖锐湿疣，且
Ｃｔ感染占比达５０％以上，Ｐ＜００５。应该对临床疑似上述几种疾病的患者进行常规筛查相关病原体，并做好
相关的防控工作。

【关键词】　性传播疾病；沙眼衣原体；梅毒；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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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ＳＴＤｓｆｏｒ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ＴＤ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

　　１９７５年，ＷＨＯ采用性传播疾病（ＳＴＤｓ）一词替代性病，其涵
义为：凡是通过不同途径性接触，包括夫妻间正常性接触，也包

括不正常的、同性等形式性接触引起的传染性疾病的总称［１］。

由于ＳＴＤｓ具有发病率高、易传染以及社会危害大等特点，我国
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修订并实施了新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
明确将艾滋病、梅毒、淋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ＣＴ）感染、尖锐
湿疣、生殖器疱疹这６种性病纳入法定管理的范围［２］。据ＷＨＯ
报道，ＳＴＤｓ及其并发症，如不育、异位妊娠、宫颈癌和成人过早
死亡是发展中国家成人寻求医疗保健的５大原因之一［３］。据

报道，２０１２年对４９７８６０名湖北省内孕前人群进行免费筛查。
发现梅毒患者占０３６％，０４４％的女性患淋病，３６％的女性存
在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

和平妇幼保健院作为上海３所三级甲等妇产科专科医院之一，
承担着保护妇女幼儿健康的责任，于２０１３年１月起正式运用医
院感染监测系统对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

健院各类传染病包括上述６大ＳＴＤｓ进行实时报告、监测、管理。
为进一步了解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辐射区域内ＳＴＤｓ的患病情况，并为做好相关的防治宣传提供
流行病学依据，本研究对近年来的ＳＴＤｓ数据进行了分析。
!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经临床结合实验室诊断确定为以下 ＳＴＤｓ的患者：ＨＩＶ感
染、梅毒、ＣＴ感染、尖锐湿疣、淋病、生殖器疱疹。
１２　资料来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医院感染

监测系统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采集的门急诊及住院部报
告的上述６大常见的ＳＴＤｓ病例。
１３　采集方法

回顾性采集上述监测期间 ＳＴＤｓ患者的传报时段、年龄、性
别、地域等资料，并进行描述分析，统计学方法采用二项分布和

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人群分布

从性别、年龄、地域３个方面入手。病例总数３７５７人，女性
３５０１人（９３１９％），男性５６人（６８１％），Ｐ＝００３；本市２３１８人
（６１７０％），外地１４３９人（３８３０％），本市与外地居住患者比约
为２∶１，Ｐ＝００１。年龄最大９０岁，最小１２岁，均为女性。上述
ＳＴＤｓ病例的平均年龄为３６３６岁，其中以３０岁 ～３９岁年龄段
最为集中（４５１４％），为发病年龄曲线的最高峰，病例数随着年
龄增大或减小而逐渐降低，如２０岁 ～２９岁（２７０４％）、４０岁 ～
４９岁（１５２０％）。２０岁 ～４９岁即性活跃期的患病者占近九成
（８７２８％，Ｐ＝００２），与剩余的其他年龄段相比病例数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表２和表３。

表１　主要ＳＴＤｓ的性别分布

　 项目 男 女 合计

ＣＴ ６０ １９６２ ２０２２

梅毒 １６３ ９８１ １１４４

尖锐湿疣 ０ ４７４ ４７４

淋病 ２５ ７５ １００

ＨＩＶ ８ ４ １２

生殖器疱疹 ０ ５ ５

表２　主要ＳＴＤｓ的地域分布

　 项目 本市 外地 合计

ＣＴ １００７ １０１５ ２０２２

梅毒 ８３５ ３０９ １１４４

尖锐湿疣 ３７６ ９８ ４７４

淋病 ８６ １４ １００

ＨＩＶ ９ ３ １２

生殖器疱疹 ５ ０ ５

表３　主要ＳＴＤｓ的总人数年龄段百分比

年龄段（岁） 人数 　 百分比

　１０～１９ ７ ０１９％

　２０～２９ １０１６ ２７０４％

　３０～３９ １６９２ ４５１４％

　４０～４９ ５７１ １５２０％

　５０～５９ ２９６ ７８８％

　６０～６９ １３８ ３６７％

　７０～７９ ３０ ０８０％

　８０～８９ ２ ００５％

　≥９０ １ ００３％

２２　发病趋势
主要 ＳＴＤｓ病种由多及少依次为 ＣＴ感染者共 ２０２２人

（５３８２％，Ｐ＝００１）、梅毒包含Ｉ期梅毒、ＩＩ期梅毒、隐性梅毒共
１１４４人（３０４５％，Ｐ＝００１）、尖锐湿疣共４７４人（１２６２％，Ｐ＝
００２）、淋病共１００人（２６６％，Ｐ＝００４）、ＨＩＶ感染者共１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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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２％，Ｐ＝０１１）、生殖器疱疹共５人（０１３％，Ｐ＝０１８）。提
示ＣＴ感染、梅毒、尖锐湿疣、淋病的报告病例数有显著统计学
差异。按报告时段分布，将每６个月为一个监测时段（如２０１３

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３年６月３０日为第１个时段，依次类推，截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共７个时段），具体结果详见表４、表５、图１
和讨论部分。

表４　男性主要ＳＴＤｓ的时间段分布

　 项目
男

２０１３上 ２０１３下 ２０１４上 ２０１４下 ２０１５上 ２０１５下 ２０１６上

ＨＩＶ ３ ０ ２ ０ ０ ２ １

梅毒 １６ １９ ２１ ２９ ２０ ３０ ２８

ＣＴ １０ １４ １１ ９ ７ ７ ２

淋病 ７ ３ ３ ４ ２ ２ ４

尖锐湿疣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生殖器疱疹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表５　女性主要ＳＴＤｓ的时间段分布

　 项目
女

２０１３上 ２０１３下 ２０１４上 ２０１４下 ２０１５上 ２０１５下 ２０１６上

ＨＩＶ ０ ０ １ １ １ １ ０

梅毒 １０６ １５１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９ １５７ １２５

ＣＴ ３９５ ２９４ ３２０ ２７２ ２２６ ４８２ １９９

淋病 ２０ １４ ６ ５ ９ １３ ８

尖锐湿疣 ５９ ６１ ５２ ８０ ５８ １１０ ５４

生殖器疱疹 ４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图１　各ＳＴＤｓ在２０１３１２０１６６中７个时间段的报告数
（以每半年为一次计数小结）

#

　讨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近４年里报

告的ＳＴＤｓ中前３位的依次为 ＣＴ感染、梅毒、尖锐湿疣，且 ＣＴ
感染占５０％比例以上。现再进一步讨论上述前３位ＳＴＤｓ，具体
结果详见表６、图２和图３。
３１　ＣＴ感染

从中国性病监测点报道的２００８至２０１５年我国 ＣＴ感染流
行特征［５］中了解到，ＣＴ感染报告发病率由２００８年的３２４８／１０
万增长到２０１５年的３７１８／１０万，年均增长１９５％。不同监测

图２　主要ＳＴＤｓ的地域比较

点报告发病率差异很大，最高达６１５９９／１０万，最低 ＜１／１０万。
其中长三角地区为主要高发监测点之一。各年报告发病率女

性均高于男性，男女性别比有下降趋势，由２００８年的０６１∶１下
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０４６∶１。高发年龄段为２０岁 ～４４岁性活跃人
群，报告发病率最高的年龄组年龄范围为 ２５岁 ～２９岁
（１１６７２／１０万～１４２９８／１０万），以年龄范围１５岁 ～１９岁组增
幅最大（１００６％）。综合医院报告病例数最多（６６００％ ～
７４２２％），其次为妇科医院与妇幼保健院、皮肤性病专科医院。
ＡｂｄｅｌｌａＲＭ等［６］于２０１５年发表的一篇针对原因不明的不孕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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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病例对照研究，使用 ＥＬＩＳＡ法及 ＲＴＰＣＲ技术来标准化血
清学检测ＣＴ感染，其阳性率高达４０％。丁楠等［７］于２０１４年发
表了一份针对国内外研究的 ｍｅｔａ分析，得出结论：单纯的解脲
支原体（Ｕｕ）或是ＣＴ感染与女性不孕症相关。对整个人口水平
而言，防控女性感染后远期合并症才是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最重要的责任［８］。因此，防治 ＣＴ感染在妇幼保健院是一项关
乎我国人口大计的重要任务。本研究监测到的感染 ＣＴ感染患
者中本市居住者的占总的 ４９８％。总男女性别比为 ００３：１

（６０：１９６２），相较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据，男女比例更悬殊，可
能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是服务妇

幼保健对象为主的专科医院有关，其中男性平均年龄为 ３５１
岁，女性平均年龄为３３０岁。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各时
间段里，男性传报的病例数总体平稳，２０１３年下半年最多、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最少；女性病例数则波动较大，２０１５年下半年最多、
２０１６年上半年最少。计算 χ２＝１０２４，Ｐ＝０１２，提示各时间段
里报告ＣＴ感染的男女病例数无统计学差异。

表６　各ＳＴＤｓ的年龄、性别、地域分布

项目　　
男

人数 平均年龄 本市 外地

女

人数 平均年龄 本市 外地

ＨＩＶ 　８ ３７５ 　６ ２ 　 ４ ４１８ 　３ 　１

梅毒 １６３ ４１９ １１７ ４６ ９８１ ４０８ ７１８ ２６３

ＣＴ ６０ ３５１ ４４ １６ １９６２ ３３０ ９６３ ９９９

淋病 ２５ ３５８ １９ ６ 　７５ ４１７ ６７ 　８

尖锐湿疣 　０ － － － ４７４ ３８７ ３７６ ９８

生殖器疱疹 　０ － － － 　 ５ ４９６ 　５ 　０

图３　主要ＳＴＤｓ的性别比较

３２　梅毒
每年有１５０万孕妇被查出为梅毒感染者［９］。梅毒的母婴

传播是由妊娠梅毒的未诊断、未治疗或不规范治疗所致，可造

成流产、死产、早产或分娩胎传梅毒儿；死胎和新生儿死亡是梅

毒最严重的不良妊娠结局。梅毒螺旋体可以播散到胎儿的所

有器官，引起皮肤黏膜、肺、肝、脾、骨、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等的

病变［１０１１］。ＧｉａｋｏｕｍｅｌｏｕＳ等［１２］曾在２０１６年发表的一篇 Ｍｅｔａ
分析文章中把梅毒与流产的关系归类为具有相关性。梅毒的

母婴传播在发展中国家依然是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３］。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控制中心曾对２０００至２０１３年３１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报告的梅毒病例资料进行流行病学分析［１４］，发病率

由２０００年 ６４３／１０万增至 ２０１３年 ３２８６／１０万，年均增长
１３３７％。除少数边远山区外，９９％县区均有梅毒病例报告，但
不同地区梅毒发病差异很大。高发地区主要为西北地区、闽江

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报告病例数女性多于男性，

男女性别比平均为０９２∶１。２０岁～３９岁为高发年龄段。本研
究监测到的梅毒患者中本市居住者的占总的７２９９％。总男女
性别比为０１７∶１（１６３∶９８１），同样，相较全国流行病学调查数
据，男女比例亦悬殊，其中男性平均年龄为４１９岁，女性平均年
龄为４０８岁。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各时间段里报告的男
性和女性的病例数总体平稳，均为２０１５年下半年最多、２０１３年
上半年最少。计算χ２＝５９０，Ｐ＝０４４，提示各时间段里报告梅
毒的男女病例数无统计学差异。

３３　尖锐湿疣
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是全球最常见的经性接触传播的

病毒［１５］。ＨＰＶ感染，潜伏期长、易复发、病程长、传染性强，发
病率和复发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位居我国性病传播的第二

位［１６］。已知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通常与宫颈癌的发病关系密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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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９０％的生殖器疣发病与 ＨＰＶ６／１１感染有关［１７］。目前，ＨＰＶ
感染与不良孕产之间的关系尚未确定［１２］。ＢａｒｂａｒａＳｕｌｉｇｏｉ等［１８］

于２０１７年发表的一篇为期１年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文章，对象
为意大利１５岁 ～６４岁普通女性就诊妇科诊所人群共１６４１０
人。其中罹患尖锐湿疣率为每年０３８％，年龄范围１５岁 ～２４
岁为发病女性的高峰。ＴａｅｋＳａｎｇＬｅｅ等［１５］２０１７年发表的对韩
国多中心共７１６５５名２０岁～６０岁尖锐湿疣患者的流行病学调
查报告，患病率为０７％（女性０６％，男性１０％），峰值年龄范
围为１８岁～２４岁。其平均诊治费用男、女花费分别为５８２美
元、６６３美元。文中还提及同期香港地区的患病率为０９％，而
欧美主要国家尖锐湿疣的患病率为男性４％、女性７２％。有关
研究表明，孕期获得的尖锐湿疣生长迅速，通常采用局部热疗

法，故妊娠期性病的管理面临巨大的挑战［１９］。本研究监测到的

尖锐湿疣患者中本市居住者的占总的７９３２％。与上述前２位
患者不同的是，尖锐湿疣系统报告的患者全部为女性，平均年

龄为３８７岁，笔者考虑这可能与我院为妇幼保健院、就诊的对
象绝大多数为女性有关。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各时间段
报告的病例数略有波动，２０１５年下半年最多，２０１４年上半年
最少。

综上所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作为上海重要的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之一，住院部承担着每年过

万的孕产妇分娩量，门诊更是妇女和儿童就诊的重要场所。近

３５年里，６大常见的ＳＴＤｓ在我院均有检出，统计学分析显示以
本地女性患者居多。但无论来自本市还是外地居住者，无论冬

春季还是夏秋季，特别是年龄范围在２０岁～４９周岁的就诊者，
若出现相应的临床表现，均需仔细询问流行病学史，并予针对

性的采样结合有效的实验室检测以排查 ＳＴＤｓ的可能性，尤其
是针对我院医院感染监测系统报告 ＳＴＤｓ排位靠前的 ＣＴ、梅毒
螺旋体、ＨＰＶ的检测。不但医护人员要做好相应的医学消毒卫
生隔离等措施，还要向这些患者宣传 ＳＴＤｓ的危害性及防治措
施。预防ＳＴＤｓ的最行之有效和简便易行的方法就是健康性行
为，除此以外针对各种 ＳＴＤｓ疫苗的研发正在进行。ＨＰＶ疫苗
在全球范围内已获批上市共３种，其中，我国 ＦＤＡ于２０１６年７
月批准针对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的２价疫苗上市［２０］，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作为接种点可供于我院出生

的新生儿接种该疫苗，期待涵盖预防生殖器疣的ＨＰＶ６／１１及更
多亚型的疫苗能够在我国获批使用。我们医务人员能够做到

的就是健康宣教和及时诊断与治疗ＳＴＤｓ，并做到实时传报以便
医院感控的管理，配合我国ＳＴＤｓ防控及提高优生优育、捍卫妇
幼健康是我们应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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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７１４７３２６２）
【第一作者简介】吴傅蕾（１９９３—），女，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肿瘤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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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在乳腺癌幸存者中应用的
信效度评价
吴傅蕾１　袁晓玲２　袁长蓉３Δ

１第二军医大学护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２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２５
３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摘　要】　目的：评价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在乳腺癌幸存者人群中的信效度。方法：采用中文版女
性性功能量表调查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上海市某２所三级甲等医院乳腺外科或门诊就诊的乳腺癌
幸存者３２２例，最终纳入分析２７９例。采用相关分析和极端组检验法进行项目分析；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评价
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因子分析评价结构效度。结果：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各个条目与其对应维度

总分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２８～０９９７，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１４～０９２５，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６７
～０８７３，Ｐ均小于００１；极端组检验法结果显示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量表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９７６，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０５４０～０９８７；因子分析共提取
３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６７６６９％。结论：中文版 ＦＳＦＩ在乳腺癌人群中经检验信效度良好，可作为相
关研究的测量工具评价乳腺癌幸存者的性生活状态。

【关键词】　乳腺癌幸存者；性功能；信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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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７９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ｏｆ２ｔｅｒｔｉａｒｙ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ＦＳＦＩ．Ｉｔｅ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
ｄｕｃｔｅｄｕｓｉｎｇ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Ｒ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ｗａｓ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ｎｉｔｅ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ｖａｒｉｅｄｆｒｏｍ０．５１４ｔｏ０．９２５．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ａｍｏｎｇｅａｃｈ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０．５１４～０．９２５ａｎｄ０．７６７～０．８７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ｌＰ＜０．０１）．ＣＲ
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ｏｗｅ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ｉｇｈｓ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ｏｗｓｃｏｒ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ｓｉｓ
ｔｅｎｃｙ（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０．９７６ａｎｄ０．５４０～０．９８７ｉｎ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ｅｘ
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７．６６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ＦＳＦＩｉｓ
ｏｆｇｏｏｄ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ｉｎ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随着早期乳腺癌大规模筛查的普及和治疗手段的改进完
善，乳腺癌患者生存率逐年增高。数据显示，中国主要大型城

市（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乳腺癌患者５年生存率已达７０％
以上，其中上海５年相对生存率达到近９０％［１］，与发达国家基

本持平［２］。因此，乳腺癌已更倾向于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医

务人员对女性乳腺癌幸存者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生存率，更应

重视其生活质量。其中，性健康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往往备受忽视。研究显示，乳腺癌

相关治疗对患者性健康状态产生负性影响［３］，而性健康状态与

乳腺癌幸存者生活质量的多个维度呈显著正相关［４］。因此，全

面准确地把握乳腺癌幸存者的性健康状态对了解并促进其生

活质量至关重要。女性性功能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ｄｅｘ，ＦＳＦＩ）是美国ＲｏｂｅｒｔＷｏｏｄＪｏｈｎｓｏｎ医学院的 ＲｏｓｅｎＲ等［５］

于２０００年编制的患者自我报告量表，用于评估异性恋女性在过
去４周内的性功能状况，已被翻译成包括汉语［６］、韩语［７］、希腊

语［８］等在内的多种语言，在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其中，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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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ＦＳＦＩ由楼青青等［６］于２０１３年翻译引进，并验证了其在普通
人群和糖尿病患者人群中的信效度。此后，中文版ＦＳＦＩ被用于
调查围绝经期妇女［９］、孕妇［１０］和宫颈癌患者［１１］等的性健康状

态，也有学者将其应用于乳腺癌幸存者人群［１２］，但未见信效度

报告。鉴于乳腺癌患者在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方面与健康人

群存在差异，其对性生活相关概念的认知和理解也将有所不

同，中文版ＦＳＦＩ在该人群中的应用是否合适值得探讨。本研究
对中文版ＦＳＦＩ在乳腺癌幸存者中应用的可行性、信度和效度进
行初步评价。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在上
海市瑞金医院乳腺疾病中心和长海医院普外科病房或门诊就

诊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包括：①诊断乳腺癌Ⅰ期、Ⅱ
期、Ⅲ期，患者知晓病情；②年龄≥１８周岁，乳腺癌治疗后６个
月至５年；③乳腺癌诊断前有正常月经来潮，已婚且配偶身体健
康；④无认知功能障碍，能进行独立阅读写作；⑤自愿参加本研
究。根据经验法则，测量学相关研究样本量至少应为变量数的

５～１０倍，ＦＳＦＩ共计１９个条目，考虑２０％的流失率，本研究拟纳
入样本２２８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人口学问卷调查研究对象
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出生地、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治疗阶段

等。ＦＳＦＩ［５］包括性欲、性唤起、阴道湿润度、性高潮、满意度和
疼痛六大维度，共１９个条目，其中性欲包含２个条目，性唤起和
阴道润滑度包含４个条目，性高潮、满意度及疼痛包含３个条
目。其中，条目１、２、１５、１６采用５～１分５级反向计分，其余条
目均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６级评分法，分０～５等级，经分值转换后，每个
维度满分６分，最低分２分，最高分３６分，得分越高即性功能状
态越好。中文版 ＦＳＦＩ经过系统的翻译回译，内容效度系数
为０９５３［６］。

１２２　资料收集　以医院门诊为研究场所，利用患者住院化疗
及门诊随访对符合纳入标准的对象进行调查。由研究者本人

及１名经过培训的护士向患者解释研究目的和意义，签署知情
同意书后进行调查。研究者为研究对象提供私密的问卷填写

场所，并充分保证研究资料的绝对保密。问卷填写完成后反向

折叠，现场回收，统一编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ｉＤｔａ３１进行数据录入，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

据分析。采用相关分析和极端组检验法进行项目分析；采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评价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采用因子分析评价结
构效度。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累计发放问卷３５０份，回收问卷３２２份，问卷回收率
９２０％。研究者检查问卷填写情况后，剔除无效问卷４３份，有
效率８７％，最终纳入分析问卷２７９份，完全能够满足统计功效。
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６岁～７１岁，年龄（４６４０±９２１）岁；户籍：
城市户籍者２１６人（７７４％），农村户籍者６３人（２２６％）；教育
程度：初中及以下者９２人（３３０％），高中或中专技校者７４人
（２６５％），大学及以上者１１３人（４０５％）；收入水平：收入小于
５０００元者９８人（３５１％），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者９８人（３５１％），
大于 １００００元者 ８３人（２９１％）；治疗期：处于化疗期者 １３６
人，放疗期者４４人，靶向治疗者５８人，内分泌治疗期者２６人，
完成所有治疗者１５人。
２２　项目分析
２２１　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法是运用各项目与相对应总分的
相关系数来检验项目的好坏，相关越高则题目表现越佳。结果

显示，各个条目与其对应维度总分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２８～０９９７
（均Ｐ＜００１）。６大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１４～０９２５，各
维度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６７～０８７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中文版ＦＳＦＩ维度得分间及其与总分的相关系数（ｒ）

维度 　 性欲 　　性唤起 　　阴道湿润 　 性高潮 　　满意度 　　疼痛

性欲　　 １

性唤起　 ０６３８ａ １

阴道湿润 ０６３０ａ ０９０５ａ １

性高潮　 ０６８２ａ ０８７８ａ ０９２５ａ １

满意度　 ０５１４ａ ０５８３ａ ０６２８ａ ０６５５ａ １

疼痛　　 ０６２６ａ ０８０５ａ ０８７７ａ ０８９２ａ ０５９５ａ １

总分 ０７６７ａ ０８５８ａ ０８７３ａ ０８６６ａ ０７９６ａ ０８３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中文版ＦＳＦＩ维度得分与总分相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２　极端组检验法　极端组检验法是指运用各项目样本极
端组平均数差异分析各项目的鉴别力如何，通常将全体样本根

据总分的前后２７％极端区分为高得分组和低的得分组，比较两
组在各项目得分的平均数差异是否显著，此时 ｔ值又称 ＣＲ值。
本研究取ＦＳＦＩ总得分前７６名为高分组，后７６名为低分组，采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比较两组各项目得分是否存在统计学差异。
结果显示，１９个条目 ＣＶ值为８２７７～４５０９０（均 Ｐ＜００１），提

示该量表在不同水平的人群中有良好的鉴别力。

２３　内部一致性信度
理论上来说，单一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大于０５即是可

接受的［１３］２０１。该量表的总体内部一致性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９７６，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５４０～０９８７，提示信度良好。

各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性欲０．８７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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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０９６３，阴道湿润０９７２，性高潮０９６１，满意度０５４０，疼痛
０９８７，总量表０９７６。
２４　结构效度

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结果 ＫＭＯ值０９０１，一般认为 ＫＭＯ
值大于０６即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大于０９则其因子分子适
用性极佳［１３］２０７２０８。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近似卡方值１９４１０３８，达
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１）。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斜交旋转法提取因
子，保留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条目归属该因子的因子载荷临界
值取 ０４５［１４］。结果显示共提取 ３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
９８２２、２３７５和１５９４。３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６７６６９％，
因子载荷见表３。根据条目内容特征，将３个因子命名为性满
意度、性舒适度和性欲。其中条目４和６存在横跨因子现象，考
虑条目的评价内容及量表的原有因子结构，故将其归于性欲

维度。

表３　中文版ＦＳＦＩ因子载荷矩阵

条目
因子

性满意度 性舒适度 性欲

１５ ０８９９

１４ ０８３４

１６ ０８２２

１３ ０５７６

１７ ０８９５

１８ ０８７９

１９ ０８６８

１１ ０６５０

１０ ０６４４

０９ ０６３７

１２ ０６２８

０８ ０６２４

０７ ０６００

０１ ０５５２

０４ ０５３３ ０５４１

０６ ０５２５ ０５３３

０２ ０４９９

０５ ０４７３

０３ ０４５２

#

　讨论
３１　中文版ＦＳＦＩ在乳腺癌幸存者中应用的信度良好

问卷信度是指使用某研究工具所获得结果的一致程度或

准确程度，可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研究人员、研究对象、工具

本身以及研究情境等。本研究除满意度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０５４０）相对较低外，其余均达到０８以
上，证明中文版ＦＳＦＩ在乳腺癌幸存者人群中信度良好。而满意
度维度的表现不佳可能与条目设置有关。该维度的条目１４“在
过去的４周中，您对您和您的性伴侣在性活动过程中情感上亲
密度的满意度是？”为０～５级正向计分，其中０计分为无性活
动；条目１５和条目１６为５～１反向计分，得分越高，则满意度越
高。在条目１４选择“无性活动”的研究对象往往不仅仅考虑近
４周来的满意度，从而选择偏高的得分，导致条目作答的一致性

受影响。

３２　中文版ＦＳＦＩ在不同人群中的因子结构存在差异
尽管ＦＳＦＩ已有清晰的维度结构，但由于人群背景差异，直

接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可能
会错过探索该量表在特定人群中特有因子结构的机会。因此，

在使用ＣＦＡ之前，采用因子分析进行探索仍然十分必要。而相
关研究也显示了在不同人群中其因子结构并不一致。本研究

中，性欲包括性欲和性唤起，性舒适度包括阴道湿润度、疼痛及

性高潮。其中，条目１３“在过去的４周中，您对您在性活动或性
交中达到高潮的满意度是？”从原有的性高潮维度分离出来组

成了满意度维度。这一方面可能与条目的表达方式有关，另一

方面，就理论而言，性高潮是性满意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

其他人群中，如孕妇，邹芳亮等人［１０］的研究结果显示，量表的原

有维度性欲和阴道湿润度组合成一个新的因子，性高潮、满意

度和疼痛组合成另一因子。Ｌｉｕ等人［１１］以宫颈癌幸存者为研究

对象，采用主成分分析并经由 ＣＦＡ检验获得５因子模型，其中
性欲和性唤起维度结合成新的因子。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尚

不明确，有待进一步扩大人群和样本量深入探索。另一方面，

在进行因子分析时，正交旋转被广泛地运用。正交旋转假定因

子间不存在相关，斜交旋转则没有这样的约束［１５］。显然，ＦＳＦＩ
原有的因子结构间存在相关，仅使用正交旋转是不恰当的。事

实上，护理学研究的众多概念均为潜变量（ｌａｔ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１６］，
其因子间往往存在关联，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使用斜交旋转更合

适。但有关研究显示［１７］，正交旋转更容易得到可以解释的因子

结构，因此在已经发表的论文中更为多见。

综上所述，中文版 ＦＳＦＩ在乳腺癌人群中经检验信效度良
好，可作为相关研究的测量工具评价乳腺癌幸存者的性生活状

态。但在不同人群中其因子结构并不稳定，在其他疾病的人群

中应用合适与否尚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郑莹，吴春晓，张敏璐，等．乳腺癌在中国的流行状况和疾病特
征．中国癌症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８）：５６１５６９．

［２］　ＭｉｌｌｅｒＫＤ，ＳｉｅｇｅｌＲＬ，ＬｉｎＣＣ，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ｒｖｉｖｏｒ
ｓｈｉ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Ｃｌｉｎ，２０１６，６６（４）：２７１２８９．

［３］　ＢａｋｅｗｅｌｌＲＴ，ＶｏｌｋｅｒＤＬ．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ＣｌｉｎＪＯｎｃｏｌＮｕｒｓ，２００５，９（６）：
６９７７０２．

［４］　ＢｅｃｋｊｏｒｄＥ，ＣａｍｐａｓＢＥ．Ｓｅｘｕ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ｎｅｗｌｙ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Ｊ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Ｏｎｃｏｌ，２００７，２５（２）：１９３６．

［５］　ＲｏｓｅｎＲ，ＢｒｏｗｎＣ，Ｈｅｉｍａｎ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ＦＳＦＩ）：Ａｍｕｌｔ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ｅｘＭａｒｉｔａｌＴｈｅｒ，２０００，２６（２）：１９１２０８．

［６］　楼青青，张琴薇，姚慧岚，等．女性性功能量表的汉化及其信效度
评价．中国实用护理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２３２６．

［７］　ＬｅｅＹ，ＬｉｍＭＣ，ＪｏｏＪ，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
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６（ＦＳＦＩ６Ｋ）．Ｙｏｎ
ｓｅｉＭｅｄＪ，２０１４，５５（５）：１４４２１４４６．

［８］　ＺａｃｈａｒｉｏｕＡ，ＦｉｌｉｐｏｎｉＭ，ＫｉｒａｎａＰ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Ｇｒｅｅｋ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ｔＪ
ＩｍｐｏｔＲｅｓ，２０１７，２９（４）：１７１１７４．

［９］　王浅浅，阮祥燕，田玄玄，等．２９８例围绝经期女性性功能障碍患
病率及患病类型调查．首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４）：３９７４０１．

［１０］　邹芳亮，张军，肖超群，等．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在孕妇人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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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的信效度评价．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５，１８（１５）：１８５４１８５６．
［１１］　ＬｉｕＨ，ＹｕＪ，ＣｈｅｎＹ，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Ｐｓｙｃｈｏｍｅｔｒｉｃ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ｕｒＪＯｎｃｏｌＮｕｒｓ，２０１６，７
（２０）：２４３０．

［１２］　刘少华，强万敏，陈育红，等．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生活质量
影响因素分析．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２３）：２１１５２１１８．

［１３］　吴明隆．问卷统计分析实务———ＳＰＳＳ操作与应用．重庆：重庆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４］　孙晓军，周宗奎．探索性因子分析及其在应用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心理科学，２００５，２８（６）：１４４０１４４２，１４４８．

［１５］　王孟成．潜变量建模与 Ｍｐｌｕｓ应用基础篇．重庆：重庆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４：７１７１．

［１６］　ＷａｎｇＪＣ，ＷａｎｇＸＱ．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ｉｎｇ
ｍｐｌｕｓ．ＷｅｓｔＳｕｓｓｅｘ，ＵＫ：ＷＩＬＥＹ，２０１２：２９．

［１７］　ＢｒｏｗｎｅＭＷ．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ＢｅｈａｖＲｅｓ，２００１，３６（１）：１１１１５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陈醒（１９８９—），男，在读博士研究生、住院医师，主要从事
妇产科临床研究工作

△【通讯作者】白文佩（１９６６—），女，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ｂｗｐ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霍禹良（１９８４—），男，副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ｈｕｏｙｕｌｉａｎｇ３２９＠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５．０４５ ·性教育与性健康·

基于网络应用程序的中国育龄女性性生活情况调查
陈醒１，２　 白文佩２△　霍禹良３△　席思思２　毛乐乐１，２　周应芳２

１北京大学第九临床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３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统计室，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

【摘　要】　目的：调查中国育龄女性性生活情况，为进一步开展性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设计
调查问卷，通过“大姨妈”应用程序进行问卷的发放和数据采集，主要调查内容为一般情况 （年龄，生育情

况，月经情况，痛经等）和最近６个月性行为情况 （性伴侣人数，有无性生活，每月性生活次数，性高潮频率，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等）。问卷发放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月 ～１２月。共收集到２５７１６份问卷，剔除不合格问卷，
共有２４６７０份问卷进入统计分析。结果：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性伴侣的女性比例在下降，有固定性伴侣的女
性比例在上升，有性生活的女性比例上升，每月性生活次数趋于减少，有性高潮的比例有上升趋势，性生活

疼痛的比例趋于减少。已育女性性伴侣更固定，性生活和性高潮更频繁，性生活疼痛程度更低。月经不太

规律的女性性伴侣较多，有痛经的女性无性伴侣的比例较低，但上述女性性生活和每月性生活次数均较低，

性高潮频率较低但性生活疼痛的比例也低。结论：育龄期女性性生活情况与年龄，生育，月经是否规律，是

否痛经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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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ｒｇａｓｍ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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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ｄｙｓｐａｒｅｕｎｉ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ｄｇｉｖｅｎｂｉｒｔｈｈａｄｍｏｒｅｆｉｘｅｄ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ｍｏ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ｗｈｉｌｅｌｅｓｓｄｙｓｐａｒｅｕｎｉａ．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ｓｅｘ
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ｈｉｌ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ｗｅｒｅｍｏｒｅ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ｖｅｎｏ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Ｔｈ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ｌｅｓｓ
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ｗｉｔｈｌｅｓｓ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ｙｓｐａｒｅｕｎｉ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ｗｏｍｅｎ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ｇ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ｐｐｓ；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当今社会性观念日益开放，人们对婚前性行为也更为宽
容。为了更好地了解育龄期女性对性的需求、观点和态度，更

好地对开展女性生殖健康教育工作和服务提供理论依据，本研

究依托在育龄期女性中广泛使用的月经管理应用程序———“大

姨妈”来对育龄期女性的性生活情况进行网络调查。

!

　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在“大姨妈”应用程序首页发放调查问卷来收

集数据。调查前充分告知用户本研究的目的，并经用户的知情

同意。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年龄、生育情况、月经情

况、痛经等）和最近６个月性行为情况（性伴侣人数、有无性生
活、每月性生活次数、性高潮频率、性生活是否有疼痛等）。问

卷发放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１２月。共收集到２５７１６份问卷，
对提交的问卷进行处理，对于不合逻辑的数值及极端异常值、

前后矛盾的答案、单选选择多项等问卷以及数据信息填写不全

的问卷予以剔除，共有２４６７０份问卷进入统计分析。问卷的来
源地区统计如下：东部地区４８２５％，中部地区１８１１％，西部地
区 １７７４％，东北地区 ６４０％，港澳台地区 １５０％，其他
８０１％。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
用卡方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育龄女性性行为情况的调查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最近６个月内育龄期女性的性行为情况［ｎ（％）］

　　　项目 　　　　　指标 结果

性伴侣人数 ０ ６４５５（２５１０）

１ １７８８９（６９５６）

２５ １２３８（４８１）

≥６ １３４（０５２）

小计 ２５７１６

性生活 有 １９６７８（７６５２）

无 ６０３８（２３４８）

小计 ２５７１６

每月性生活次数 ≥８ ８０９１（４１１２）

４～７ ６４５６（３２８１）

１～３ ５１３１（２６０７）

小计 １９６７８

性高潮频率 每次都有 ３５３２（１７９５）

大多数时有 ５３０７（２６９７）

偶尔有 ８０３８（４０８５）

从没有 ２８０１（１４２３）

小计 １９６７８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 严重疼痛，影响正常性生活 ２０８３（１０５９）

轻度疼痛，不影响性生活 ７８４６（３９８７）

性生活时无疼痛 ９７４９（４９５４）

小计 １９６７８

２１　年龄
２１１　性伴侣人数无性伴侣　与年龄有关（χ２＝６２７６５０，Ｐ＜
００１）。＜１８岁组无性伴侣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χ２分别为
４０５１８９，５７１１６９，３０７９６０，Ｐ＜００１），２６岁～３０岁组无性伴侣
比例低于１８岁～２５岁组（χ２＝１１１１５３，Ｐ＜００１）和 ＞３０岁组
（χ２＝７６２２８，Ｐ＜００１）。１个性伴侣：与年龄有关（χ２ ＝
６５４５２８，Ｐ＜００１）。＜１８岁组有１个性伴侣的比例明显低于
其他组（χ２分别为４３０５９３，６１１９５８，２８０５８９，Ｐ＜００１），２６岁
～３０岁组无性伴侣比例高于１８岁～２５岁组（χ２＝１１７６７３，Ｐ＜
００１）和＞３０岁组（χ２＝１１１３５４，Ｐ＜００１）。２～５个性伴侣：与
年龄有关（χ２＝２０８７１，Ｐ＜００１）。２６岁～３０岁组２～５个性伴
侣的比例低于＜１８岁组（χ２＝６９９０，Ｐ＜００１）和 ＞３０岁组（χ２

＝１５４４２，Ｐ＜００１），１８岁 ～２５岁组２５个性伴侣的比例低于
＞３０岁组（χ２＝１２８１７，Ｐ＜００１）。≥６个性伴侣：与年龄有关
（χ２＝３７７８５，Ｐ＜００１）。＜１８岁组≥６个性伴侣的比例高于
１８岁～２５岁组（χ２＝２５９７２，Ｐ＜００１）和２６岁 ～３０岁（χ２＝
２４１２８，Ｐ＜００１），＞３０岁组２～６个性伴侣的比例高于１８岁
～２５岁组（χ２ ＝８８３３，Ｐ＜００１）和 ２６岁 ～３０岁组（χ２ ＝
１１８０４，Ｐ＜００１）。
２１２　性生活有性生活的比例　２６岁 ～３０岁组 ＞１８岁 ～２５
岁组＞＞３０岁组＞＜１８岁组。
２１３　每月性生活次数≥８次的比例　 ＜１８岁组 ＞１８岁 ～２５
岁组＞＞３０岁组＞２６岁～３０岁组。４次～７次的比例：２６岁～
３０岁组比例高于其他组（χ２分别为８２４０７，６７９３８，３４８８５，Ｐ＜
００１），＜１８岁组低于１～８２５岁组（χ２＝２０５３１，Ｐ＜００１）和 ＞
３０岁组（χ２＝２２２０５，Ｐ＜００１）。１～３次的比例：＞３０岁组 ＞
１８岁～２５岁组＞２６岁～３０岁组。
２１４　性高潮频率每次都有　 ＜１８岁组明显高于其他组（χ２

分别为３６１７２，２５２８４，６２４１７，Ｐ＜００１），１８岁～２５岁组和２６
岁～３０岁组均大于 ＞３０岁组（χ２分别为 １５３９５，１１０８６，Ｐ＜
００１）。大多数时有：＜１８岁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组（χ２分别为
３０６９６，３６２７０，４７８２８，Ｐ＜００１），１８岁 ～２５岁组比例小于 ＞
３０岁组（χ２＝１０１４６，Ｐ＜００１）。偶尔有：各组间无明显差异
（χ２＝５２７８，Ｐ＞００５）。从没有：＜１８岁组明显高于其他组（χ２

分别为１２４１７，２２９７８，６９８９，Ｐ＜００１），２６岁 ～３０岁组比例
小于１８～２５岁组（χ２＝６７００，Ｐ＜００５）和 ＞３０岁组（χ２＝
７４２３，Ｐ＜００１）。
２１５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严重疼痛　＜１８岁组比例明显高于
其他组（χ２分别为８９６６９，６２７０５，２２５６７９，Ｐ＜００１），１８岁 ～
２５岁组和 ２６岁 ～３０岁组明显高于 ＞３０岁组（χ２分别为
８５４４０，６１３７５，Ｐ＜００１）。轻度疼痛：２６岁～３０岁组明显低于
其他组（χ２分别为３６７５９，２０９６２，４９４９８，Ｐ＜００１），１８岁～２５
岁组的比例也小于 ＜１８岁组（χ２＝１２３６５，Ｐ＜００１）和 ＞３０岁
组（χ２＝１７０００，Ｐ＜００１）。无疼痛：＜１８岁组比例明显小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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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组（χ２分别为９１９１５，１２７９３４，８９７４８，Ｐ＜００１），２６岁 ～３０
岁组的比例大于１８岁～２５岁组（χ２＝２０１６６，Ｐ＜００１）和 ＞３０
岁组（χ２＝６７２９，Ｐ＜００１）。

年龄与最近６个月性行为情况的关系如表２所示。
２２　生育

生育与最近６个月内性行为调查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２　年龄与最近６个月性行为情况的关系［ｎ（％）］

　　　项目 　 指标 ＜１８岁　　 １８岁～２５岁　 ２６岁～３０岁　　 ＞３０岁　　 合计　　

性伴侣人数 无 １０９６（４３９１） ３５５８（２４４８） ６１２（１６３６） １１８８（２４０４） ６４５４（２５１０）

１ １２３５（４９４８） １０２５５（７０５４） ２９７１（７９４４） ３４２９（６９３６） １７８９０（６９５７）

２～５ １３５（５４１） ６６５（４５８） １４９（３９８） ２８９（５８５） １２３８（４８１）

≥６ 　３０（１２０） ５９（０４１） 　 ８（０２１） 　３７（０７５） １３４（０５２）

小计 ２４９６ １４５３７ ３７４０ ４９４３ ２５７１６

性生活 有 １５１９（６０８６） １１２５０（７７４０） ３２６５（８７３０） ３６４４（７３７２） １９６７８（７６５２）

无 ９７７（３９１４） ３２８７（２２６０） ４７５（１２７０） １２９９（２６２８） ６０３８（２３４８）

小计 ２４９６ １４５３７ ３７４０ ４９４３ ２５７１６

每月性生活次数 ≥８ ７２９（４７９９） ４７３０（４２０５） １１９４（３６５７） １４３７（３９４３） ８０８９（４１１１）

４～７ ３９６（２６０７） ３５７８（３１８０） １２９１（３９５４） １１９２（３２７１） ６４５６（３２８１）

１～３ ３９４（２５９４） ２９４２（２６１５） ７８０（２３８９） １０１５（２７８６） ５１３０（２６０７）

小计 １５１９ １１２５０ ３２６５ ３６４４ １９６７８

性高潮频率 每次都有 ３７０（２４３６） ２０１９（１７９５） ５９１（１８１０） ５５１（１５１２） ３５３１（１７９５）

大多数时有 ３０３（１９９５） ３００８（２６７３） ９２３（２８２７） １０７３（２９４５） ５３０７（２６９７）

偶尔有 ５７９（３８１２） ４６２８（４１１４） １３４６（４１２３） １４８６（４０７６） ８０４０（４０８５）

从没有 ２６７（１７５８） １５９５（１４１８） ４０５（１２４０） ５３４（１４６６） ２８０１（１４２４）

小计 １５１９ １１２５０ ３２６５ ３６４４ １９６７８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 严重疼痛 ２９３（１９２９） １２２７（１０９１） ３５５（１０８７） ２０８（５７１） ２０８３（１０５９）

轻度疼痛 ６７２（４４２４） ４４４７（３９５３） １１４６（３５１０） １５８１（４３３９） ７８４６（３９８７）

无疼痛 ５５４（３６４７） ５５７６（４９５６） １７６４（５４０３） １８５５（５０９０） ９７４９（４９５４）

小计 １５１９ １１２５０ ３２６５ ３６４４ １９６７８

表３　生育与最近６个月内性行为情况的关系［ｎ（％）］

　　　项目 　 指标 已育　 未育　 χ２值 Ｐ值

性伴侣人数 无 ６０９（９９９） ４６３６（２３６３） ５３３１４４ ００００

１ ５２７５（８６５２） １４１１２（７１９３） ５３３４８７ ００００

２～５ １９６（３２１） ７６７（３９１） 　６２２９ ００１３

≥６ 　１７（０２８） １０４（０５３） 　６２７１ ００１２

小计 ６０９７ １９６１９

性生活 有 ５４１３（８８７８） １４８４２（７５６５） ４７９４４２ ００００

无 ６８４（１１２２） ４７７７（２４３５）

小计 ６０９７ １９６１９

每月性生活次数 ≥８ ２１７０（４００９） ５９１５（３９８５） ００９２ ０７６２

４７ ２０６７（３８１８） ４８１０（３２４１） ５９０４７ ００００

１３ １１７６（２１７３） ４１１７（２７７３） ７４３０３ ００００

小计 ５４１３ １４８４２

性高潮频率 每次都有 ８８４（１６３３） ２２１１（１４９０） ６３０２ ００１２

大多数时有 １６５４（３０５６） ４１３３（２７８５） １４２６８ ００００

偶尔有 ２２９４（４２３７） ６１５９（４１５０） １２７０ ０２６０

从没有 ５８１（１０７４） ２３３９（１５７６） ８１２０６ ００００

小计 ５４１３ １４８４２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 严重疼痛 ３０６（５６５） １１４１（７６９） ２４７５２ ００００

轻度疼痛 １９６４（３６２８） ６１７６（４１６１） ４６８５４ ００００

无疼痛 ３１４３（５８０７） ７５２５（５０７０） ８６２６４ ００００

小计 ５４１３ １４８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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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月经是否规律
月经是否规律与最近 ６个月内性行为调查结果如表 ４

所示。

２４　痛经
痛经与最近６个月内性行为调查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４　月经是否规律与最近６个月内性行为情况的关系［ｎ（％）］

　　　项目 　 指标 很规律　 不太规律　 χ２值 Ｐ值

性伴侣人数 无 ４３０７（２６３４） ２２０７（２３５７） ２４０８７ ００００

１ １１３１５（６９１９） ６５３８（６９８３） １１３４ ０２８７

２５ ６９０（４２２） ５６７（６０６） ４３１８７ ００００

≥６ ４１（０２５） 　５１（０５５） １４４３５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６３５３ ９３６３

性生活 有 １２７０３（７７６８） ７０５３（７５３３） １８４９１ ００００

无 ３６５０（２２３２） ２３１０（２４６７）

小计 １６３５３ ９３６３

每月性生活次数 ≥８ ５３１４（４１８４） ２８６１（４０５６） ３００８ ００８３

４７ ４２０９（３３１３） ２２９４（３２５３） ０７６１ ０３８３

１３ ３１８０（２５０３） １８９８（２６９１） ８３６７ ０００４

小计 １２７０３ ７０５３

性高潮频率 每次都有 ２５４７（２００５） ９９９（１４１６） １０６６９１ ００００

大多数时有 ３５１４（２７６６） １８７４（２６５７） ２７２９ ００９９

偶尔有 ４９５５（３９０１） ３０７７（４３６２） ４０１２５ ００００

从没有 １６８７（１３２８） １１０３（１５６５） ２０７９９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２７０３ ７０５３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 严重疼痛 １５５７（１２２６） ５３５（７５８） １０４５３１ ００００

轻度疼痛 ４６７５（３６８０） ３２５８（４６１９） １６６４２５ ００００

无疼痛 ６４７１（５０９４） ３２６０（４６２３） ４０４１０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２７０３ ７０５３

表５　痛经与最近６个月内性行为情况的关系［ｎ（％）］

　　　项目 　 指标 有痛经　 无痛经　 χ２值 Ｐ值

性伴侣人数 无 ４１４２（２１１５） ２３１３（３７７３） ６８２５２７ ００００

１ １４３１６（７３１０） ３５７３（５８２８） ４８４３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５ １０２６（５２４） ２１２（３４６） ３２３１６ ００００

≥６ １０１（０５２） 　３３（０５４） ００４６ ０８３１

小计 １９５８５ ６１３１

性生活 有 １４８５７（７５８６） ４８２１（７８６３）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无 ４７２８（２４１４） １３１０（２１３７）

小计 １９５８５ ６１３１

每月性生活次数 ≥８ ５５６１（３７４３） ２５３０（５２４８） ３４０４６０ ００００

４～７ ５１６４（３４７６） １２９２（２６８０） １０４５８３ ００００

１～３ ４１３２（２７８１） ９９９（２０７２） ９４９２１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４８５７ ４８２１

性高潮频率 每次都有 １７９４（１２０８） １７３８（３６０５） １４２０６８８ ００００

大多数时有 ４２９４（２８９０） １０１３（２１０１） １１５０４４ ００００

偶尔有 ６５２２（４３９０） １５１６（３１４５） ２３３６０３ ００００

从没有 ２２４７（１５１２） ５５４（１１４９） ３９３４８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４８５７ ４８２１

性生活是否有疼痛 严重疼痛 ７３６（４９５） １３４７（２７９４） ２０３１９４２ ００００

轻度疼痛 ６６４６（４４７３） １２００（２４８９） ５９７７４３ ００００

无疼痛 ７４７５（５０３１） ２２７４（４７１７） １４３９６ ００００

小计 １４８５７ ４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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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数据采

集样本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姨妈”应用程序可以记录

女性月经的各组参数并提供各种保健知识，是深受育龄女性喜

爱的应用程序之一，故本研究借助“大姨妈”网络平台来发放调

查问卷。“大姨妈”网络应用程序拥有大量用户，因此具有十分

强大的数据采集能力。这种新兴的通过网络和应用程序采集

数据的方式有可能在以后临床研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本调查研究发现，育龄期女性性生活情况与年龄、生育、月

经是否规律、是否痛经等因素有关。

３１　年龄与性生活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性伴侣的女性比例在下降、有固定性

伴侣的女性比例也在上升、有性生活的女性比例上升、每月性

生活次数趋于减少、有性高潮的比例有上升趋势、性生活疼痛

的比例也趋于减少。中国育龄女性在性生活的观念、态度和行

为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１３］，本研究与韩国人［４］、日本

人［５］的性生活调查结果以及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中的结

果也是一致的［６７］。但是，３０岁以后女性上述比例有所变化。
可能是３０岁以后的女性的离异比例增加以及随着结婚时间较
久、孩子出生等原因造成的伴侣间的性交流和性亲密活动减

少，或是个体的性功能下降等因素有关［６，８９］。

３２　生育与性生活的关系
已育女性性伴侣更为固定、性生活和性高潮更为频繁、性

生活疼痛程度也更低。生育和适度的性生活对于女性的身心

健康发展也是有利的，随着女性生育，家庭和生活的稳定，女性

的性生活满意程度也更高［５６］。

３３　月经是否规律与性生活的关系
月经不太规律的女性性伴侣较多、但性生活和每月性生活

次数均较低、性高潮频率较低但性生活疼痛的比例也低。

３４　是否痛经与性生活的关系
有痛经的女性无性伴侣的比例较低，性生活、每月性生活

次数、性高潮比例、性生活疼痛程度也较低。有关研究发现，不

仅仅是有痛经，只要是有妇科疾病的女性，如慢性盆腔炎、生殖

道疾病、以及子宫切除术后等，其性生活质量（包括性生活次

数、性高潮频率等）均较低［７，１０１２］。因此，对于妇科疾病，应该更

为积极地采取医疗干预，如月经异常常并发各种妇科内分泌疾

病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增生及息肉等，继发

性痛经以及性交痛常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病的表现。

此外，影响女性性行为以及性生活质量的其他因素还包括社会

经济地位、工作强度、教育水平、家庭收入、家庭地位、避孕情

况、孕产史等因素［１３１８］。

综上所述，育龄期女性性生活情况与年龄、生育、月经是否

规律、是否痛经等因素有关。随着社会对婚前性行为的开放态

度，年轻女性的性活跃程度也较高。此时我们应该科学、合理

的对年轻女性采取正确的性健康教育，做到科学合理避孕，避

免性滥交、婚外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已育女性的性生活质

量明显升高，这说明家庭因素对女性的性生活具有重要的提升

作用，我们也应该更好地倡导和谐的家庭氛围，这对女性的身

心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月经不规律及严重痛经的女性，

应及时寻求医疗干预，排除器质性病因，创造和谐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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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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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首次同性性行为与相关行为
调查
樊爱平１　杨冬芳１　成玲１　刘亚军１　雷杰２

１泰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治科，山东 泰安 ２７１０００
２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应急管理办公室，济南 ２５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索大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首次同性性行为与相关行为状况。方法：采用横断面调
查方法。通过同伴推动抽样方法（ＲＤＳ）和咨询检测等方式招募方便样本，一对一自填式问卷调查，收集人
口学特征、首次性行为状况及安全套使用信息。结果：成功招募了 １２７名大学生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
８８２％的调查对象首次性行为对象是男性，首次同性性行为发生的年龄中位数为１９岁；当第一个男性性伴
是校外人员时，首次同性性行为被引诱或被胁迫的比例占到２８．８％；首次性行为的性伴是男性其自认为性
取向是同性恋的比例更高（χ２＝１３４９，Ｐ＝０００）；首次同性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为７０．１％，首次同性性行
为使用安全套的调查对象最近一次肛交安全套使用比例更高（χ２＝７７２，Ｐ＝０．０５）。结论：首次同性性行为
对青年学生的影响较大，应当关注学生首次性行为教育。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者；首次性行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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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呈上升趋势［１］，且学生中出

现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上升主要是男男同性性行为引起的［２］。

青年学生一旦感染艾滋病，不仅个人身体、心理状况受累，影响

未来的就业、婚姻等，还会给众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带来沉重的

打击。

有关研究显示，首次性行为安全套的使用情况影响今后性

行为中的安全套使用［３］，且首次同性性行为发生的年龄越小感

染ＨＩＶ的危险越大［４］。本文旨在探索大学生中男男性行为者

（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首次同性性行为及相关行为

状况，为开展在校学生相应的性教育和性病／艾滋病预防教育提
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面向泰安市所有大中专院校男性学生中进行 ＭＳＭ调查。
纳入标准：①泰安市大中专院校男性学生；②与男性发生过口
交和／或肛交性行为的男性；③自愿参加本次调查。制作简易
身份识别问题进行调查前筛选。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研究现场设在泰安市疾控中心自

愿咨询检测室，由专业自愿咨询检测人员采用一对一问卷调

查。考虑到涉及隐私问题较多，问卷由被调查人员自行填写，

填写完毕由调查员当场复核无漏项或跳答错误后收回。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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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为在文献复述［５１１］的基础上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包括

一般信息、艾滋病防治知识、首次同性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情

况等。对所有同意参与调查的个体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允许其

随时退出调查，中途退出不会给被调查者带来任何影响，被调

查者信息严格保密。

１３　抽样方法
通过同伴推动抽样方式和自愿咨询检测方式招募调查对

象，获得方便样本。调查初始设计为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方法招

募调查对象，由“男同”志愿者组织泰山彩虹小组推荐“种子”６
名，覆盖综合性大学和职业技术学校，每位“种子”可招募５名
同伴，被招募到的同伴再做为“种子”重复以上环节招募他们的

同伴。每位招募者（种子）给予初始奖励３０元，招募到１位同
伴给予重复奖励２０元。同时，通过网络论坛、学生“男同”ＱＱ
群和微信发送活动信息。因为招募进展不畅，又将所有ＶＣＴ咨
询室接待的符合纳入标准的学生ＭＳＭ同时纳入研究。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和双录入，采用ＰＡＳＷ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ｓ１８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基本特征
２１１　人口学特征　参与调查的学生 ＭＳＭ１２７人来自辖区内
５所本科院校和 ６所职业技术学院，大多数来自综合院校
（８２７％）。年龄范围１７岁～２７岁，年龄（２１１±１７９）岁，中位
年龄２１岁；以汉族（９９２％）、本省其他地市（７０９％）为主。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２７名学生ＭＳＭ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　 　　选项 人数 构成比（％）

年龄　　　 ≤２４ １２２ ９６１

＞２４ ５ ３９

所在院校　 综合院校 １０５ ８２７

高职院校 ２１ １６５

民族　　　 汉族 １２６ ９９２

少数民族 １ ０８

户籍　　　 本市 １６ １２６

本省其他地市 ９０ ７０９

其他省 ２１ １６５

性取向　　 同性恋 ８０ ６３０

异性恋 ２ １６

双性恋 ４０ ３１５

未确定 ５ ３９

２１２　男男性行为方式与角色　１２７名学生 ＭＳＭ的主要性行
为方式分别是：以“１”（指肛交性行为的插入方）为主的占比
２８３％，以“０”（指肛交性行为的被插入方）为主的占比４２５％，
“１”和“０”角色比例相当的占比２９１％。在被问到最常用的２
种寻找男性伴的方式时，１１３名（８９０％）学生ＭＳＭ回答的内容
涉及网络，其中，６９人通过“男同”交友软件 Ｂｌｕｅｄ，６３人通过

ＱＱ及ＱＱ群，１５人通过微信。
２２　首次性行为
２２１　首次同性性行为年龄　１２７名学生ＭＳＭ的年龄范围１１
岁～２７岁，年龄（１９０±２３）岁。１８９０％的学生 ＭＳＭ１８岁以
前已经发生了首次同性性行为，６３７８％的学生 ＭＳＭ首次同性
性行为发生在１８岁 ～２０岁。在２０岁时发生首次同性性行为
的约占学生ＭＳＭ的１／４（２５２％）。
２２２　首次性行为对象　１２７名学生ＭＳＭ的首次性行为的性
伴性别８８２％的是男性，其余１１８％是女性。将首次性行为的
性伴性别与性取向是否为同性恋进行两两比较，发现首次性行

为是男性其自认为性取向是同性恋的比例更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１３４９，Ｐ＝０００）。
１２７名学生ＭＳＭ的第一个男性性伴中超过１／３（３５４％）是

校外人员。１８１％的学生 ＭＳＭ自述首次同性性行为是在被引
诱或被胁迫的状态下发生的。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当第一个男
性性伴是校外人员时，被引诱或被胁迫的学生 ＭＳＭ占比为
２８８％（１３／４５），而第一个男性性伴是学生时，被引诱或被胁迫
的学生ＭＳＭ占比为９７％（７／７２），第一个男性性伴是教师的４
名学生ＭＳＭ中也有１人自述是被胁迫的。与校外人员发生首
次性行为时，被引诱或／和被胁迫的比例高于同校内学生和教
师（χ２＝６４７，Ｐ＝００１）。
２２３　首次性同性行为安全套使用情况　１２７名学生 ＭＳＭ自
述首次同性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为７０１％。最近１次肛交的
安全套使用率仅６１４％。首次同性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情况与
最近一次同性性行为使用安全套情况详见表２。进行 χ２检验，
结果显示，首次同性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者最近一次肛交性行

为安全套使用者占比更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７２，Ｐ
＝００２）。
２３　其他危险性行为及安全套使用
２３１　多性伴（性伴数≥２）及异性性行为　１２７名学生 ＭＳＭ
中男性性伴数最少１个，最多１００个，中位数３个；７９４％（１００／
１２６）的人有过 ２个或 ２个以上性伴。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１９７％（２５人）的学生ＭＳＭ回答有过异性性行为，异性性行为
时每次都用安全套的比例为 ４８０％（１２／２５），其中 １８人
（７２０％）自述最近１次与异性的性行为中使用了安全套。
２３２　安全套使用　７１７％的学生ＭＳＭ近６个月与固定性伴
发生过肛交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从不或有时使用安全套）的

发生率为６０４％（５５／９１）。近６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肛交性行
为的比例是５７５％，其中无保护性行为发生率为５０７％（３７／
７３）。不同类型性伴安全套使用情况构成的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与固定性伴发生肛交性行为时，选择不使用安全套的占比略高

一些，两者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４８，Ｐ＝０３２）。
#

　讨论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ＭＳＭ首次性行为年龄最小的仅１１岁，

为即将升入初中的年龄，接近两成的学生 ＭＳＭ已经在１８岁即
升入大学之前发生了首次同性性行为。因此，性教育的最佳时

机应该在初高中阶段完成。超过６０％的学生 ＭＳＭ首次同性性
行为发生在１８岁～２０岁，大概是大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年龄，
中位年龄１９岁，略早于北京（２１岁）［４］和深圳（２２岁）［１２］的调查
结果。２０岁时发生首次同性性行为的学生 ＭＳＭ人数最多。正
如吴尊友［２］所述，青年学生在高中毕业进入大中专院校后，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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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的压力、家长和教师的监管突然放松，进入新的环境后面临

许多诱惑难以甄别，加上生理等因素所致，使得青年学生中艾滋

病感染主要发生在高中毕业进入大专院校后。因此，学生考入大

中专院校后进行如何认识同性性行为教育非常必要。

表２　泰安市１２７名学生ＭＳＭ同性性行为特征与安全套使用情况

　　　　　　性行为特征 人数 构成比（％）

同性性伴数

　１个 ２６ ２０６

　２～５个 ８３ ６５９

　≥６个 １７ １３５

首次同性性行为年龄

　≤１８岁 ４９ ３８６

　＞１８岁 ７８ ６１４

首次同性性行为意愿

　主动的 １３ １０２

　两厢情愿 ８６ ６７７

　被引诱的 ２０ １５７

　被胁迫的 ３ ２４

　其他 ５ ３９

首次同性性伴人群类别

　校外人员 ４５ ３５４

　学生 ７２ ５６７

　教师 ４ ３１

　其他人员 ６ ４７

首次同性性行为是否使用安全套

　是 ８９ ７０１

　否 ３２ ２５２

　不清楚 ６ ４７

近６个月与固定性伴发生肛交性行为

　是 ９１ ７１７

　否 ３６ ２８３

近６个月与固定性伴肛交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

　从未使用 ８ ８８

　偶尔使用 ２１ ２３１

　经常使用 ２６ ２８６

　每次使用 ３６ ３９６

近６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肛交性行为

　是 ７３ ５７５

　否 ５４ ４２５

近６个月与临时性伴发生肛交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

　从未使用 ９ １２３

　偶尔使用 １０ １３７

　经常使用 １８ ２４７

　每次使用 ３６ ４９３

最近一次肛交性行为安全套使用

　是 ７８ ６１４

　否 ４９ ３８６

图１　近６个月学生ＭＳＭ不同类型性伴安全套使用情况构成图

对最近１次没有使用安全套的４９名学生ＭＳＭ进一步询问
未使用安全套的原因，结果显示，最常见的原因是认为和性伴

彼此忠诚、身边没有安全套或者认为自己不会感染。具体结果

详见图２。

图２　学生ＭＳＭ最近１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原因构成

在艾滋病咨询检测的工作实践中发现，有些咨询者因为被

强暴或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了第一次同性性行为，却能认同

同性恋的身份并步入“同志”圈。因此，笔者重点分析了首次性

行为对象的性别与自认为性取向的关系，结果发现，首次性行

为是男性其自认为性取向是同性恋的比例更高。一个人第一

个性伴侣的类型对于今后性生活性伴侣的类型有着非常重要

的影响［３］。本研究虽然不能认定是因为首次性行为对象是同

性而对同性性行为更容易接受，还是天生同性恋倾向更可能先

与同性发生性行为，但是为进一步研究学生的同性恋问题给予

了提示。

在对首次同性性行为的调查中发现，性行为的对象超过１／３
是校外人员，而且被引诱或被胁迫等非意愿的性发生比例较

高。尤其是在与校外人员发生的性关系中被胁迫或被引诱的

比例更高，达到２８８％。高于女大学生迫于压力或暴力发生首
次性行为的比例（２４１％）［１３］。一方面，它印证了社会上的
ＭＳＭ愿意到学校寻找性对象的说法；另一方面，它敲响了学生
性安全教育甚至人身安全教育的警钟，大学生应当掌握识别和

应对危险状况的知识和技能。

调查结果显示，接近８０％的学生 ＭＳＭ存在多个性伴，近６
个月与固定性伴和临时性伴的无保护肛交比例分别超过６０％
和５０％，本地学生 ＭＳＭ人群多性伴和无保护性交等危险行为
略低于近几年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的学生 ＭＳＭ无保护肛交的比例
６５２％（９５％ＣＩ：６０２％７０１％）［１４］。与固定性伴出于相互信
任或性伴压力等原因，无保护性行为不仅高于临时性伴，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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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成为ＨＩＶ感染的危险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首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学生 ＭＳＭ

更可能在最近１次肛交性行为中使用安全套。孙炀明［１５］的调

查也显示，首次同性性行为未使用安全套是最近６个月发生无
保护性肛交性行为的危险因素。这就凸显出教育学生在首次

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的重要性。调查结果还提示，要提高安全

套的使用率，需要解决来自性伴的压力，例如，有人认为彼此忠

诚不需要使用和性伴不喜欢使用安全套；需要具有可能被感染

的风险意识，例如，有人认为自己不会被感染因此无随身携带

安全套的习惯等问题。

虽然通过 ＲＤＳ、发布网络招募信息、咨询检测门诊等多种
方式招募研究对象，但是历经１年时间仅收集到１２７例样本，样
本量较小。同时，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其固有的缺陷不能推

断因果关系。调查涉及的敏感和隐私问题较多，难以完全避免

因为被调查对象感觉尴尬而回答不准确。

（感谢济南市疾控中心的杨慧老师和泰山彩虹工作组的志

愿者在调查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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