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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及蛋白在睾丸癌癌组织中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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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转化生长因子 β２（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及蛋白在睾丸癌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
义。方法：病例选取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三二○一医院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期间经手术切除的
睾丸癌标本，总共１６０例，另选取３０例同期活检正常睾丸标本作为对照。采用荧光定量法和免疫印迹法检
测ＴＧＦβ２在睾丸癌组织和正常睾丸组织中的表达水平，并分析 ＴＧＦβ２在睾丸癌组织中表达的临床意义。
结果：睾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和蛋白表达水平高于正常睾丸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ＴＧＦβ２蛋白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和肿瘤分化程度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以及淋巴结转移相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睾丸癌组织
中ＴＧＦβ２表达水平升高，可能与睾丸癌发生发展有关，有助于睾丸癌术前临床分期以及预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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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丸癌是泌尿外科常见恶性实体肿瘤之一，青年男性多
发，发病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遗传以及后天因素相关［１２］。随

着医疗技术发展，睾丸癌治愈率也逐渐提高，但对于进展期以

及发生转移的睾丸癌，治疗效果仍不理想［３］。特异性强、敏感

性高的肿瘤标记物有助于睾丸癌治疗方案确定以及预后风险

评估。转化生长因子 β（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ＴＧＦβ）是
一组多功能超家族多肽，具有双向调节肿瘤细胞生长、增殖、转

移、侵袭作用，哺乳动物中已发现ＴＧＦβ１、ＴＧＦβ２、ＴＧＦβ３３种
亚型，ＴＧＦβ２与ＴＧＦβ１、ＴＧＦβ３结构相似，功能也相似［４５，２］。

目前关于ＴＧＦβ２与肿瘤关系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探讨睾丸
癌癌组织中 ＴＧＦβ２表达情况，并分析其与睾丸肿瘤组织相
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病例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三二○一医院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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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期间经手术切除的睾丸癌标本，总共１６０例，
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７８岁，年龄（３１８２±６２７）岁，生殖细肿
瘤１４３例，非生殖细肿瘤 １７例，有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 ８４
例，无淋巴结转移或远处转移７６例。另选取本院３０例同期活
检正常睾丸标本作为对照。患者术前均未进行放疗或化疗治

疗，并自愿签署病人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

同意。

主要试剂：Ｔｒｉｚｏｌ试剂购自于上海俊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转录试剂盒购自于上海凯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２×ＴａｑＰＣＲ

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购自于北京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ＴＧＦβ２基因以及
ＧＡＰＤＨ基因ＰＣＲ扩增引物由上海英俊生物公司合成。ＴＧＦβ２
多抗、ＧＡＰＤＨ单抗、ＨＲＰ羊抗兔ＩｇＧ购自于北京博奥森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ＲＮＡ提取和ｑＲＴＰＣＲ检测 采用Ｔｒｉｚｏｌ试剂提取组织总
ＲＮＡ，根据逆转录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逆转录，然后根据荧光定量
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荧光定量ＰＣＲ，采用２△△ＣＴ法计算ＴＧＦβ２相
对表达水平。荧光ＰＣＲ引物序详见表１。

表１　荧光定量引物序列

目的基因 上游引物 下游引物

ＴＧＦβ２ ５’ＴＧＧＡＧＣＡＴＧＣＣＣＧＴＡＴＴＴＡＴＧＧ３’ ５’ＡＴＣＴＴＧＧＧＴＧＴＴＴＴＧＣＣＡＡＴＧＴ３’

ＧＡＰＤＨ ５’ＧＡＧＴＣＡＡＣＧＧＡＴＴＴＧＧＴＡＧＴ３’ ５’ＧＡＣＡＡＧＣＴＴＣＣＣＧＴＴＣＴＣ３’

１２２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　睾丸组织总蛋白通过ＲＩＰＡ裂解液
１３　数据分析

实验数据以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用百
分率（％）表示，组间对比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组间对
比行ｔ检验，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睾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水平表达分析

以ＧＡＤＰＨ为内参，荧光定量 ＰＣＲ数据结果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睾丸癌组织中 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高于正常睾丸组
织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表达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
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睾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相对表达水平
（表示“Ｐ＜００１”）

２２　睾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蛋白水平表达分析
Ｗｅｓｔｅｒｎ结果显示，ＧＡＰＤＨ内参表达水平一致，睾丸癌组织

中ＴＧＦβ２蛋白表达水平高于正常睾丸组织 ＴＧＦβ２蛋白表达
水平，通过表达量灰度分析，并经数据统计，两组蛋白表达水平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２和图３。
２３　ＴＧＦβ２蛋白表达水平与睾丸癌病理特征关系

ＴＧＦβ２蛋白水平与患者年龄和分化程度无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与肿瘤大小、临床分期以及淋巴结转移相
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图２　ＴＧＦβ２在睾丸癌组织和正常组织中Ｗｅｓｔｅｒｎ蛋白印记图

图３　ＴＧＦβ２在睾丸癌组织中相对表达水平
（表示“Ｐ＜００１”）

#

　讨论
ＴＧＦβ是一类对细胞增殖、分化、血管生成、机体免疫以

及细胞凋亡等起调控作用的多肽类生长因子，在哺乳动物中

发现３种亚型，分别是由不同基因编码的 ＴＧＦβ１、ＴＧＦβ２、
ＴＧＦβ３［６］。ＴＧＦβ信号传导一旦发生异常，将会引起肿瘤、
自身免疫疾病等多种疾病［７］。ＴＧＦβ家族在胃癌［８］、肝

癌［９］、肺癌［１０］中表达及其临床意义研究较多，尤其是 ＴＧＦ
β１，被认为是多种恶性肿瘤临床评估、复发以及预后的重要
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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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ＴＧＦβ２蛋白表达水平与睾丸癌病理特征关系（珋ｘ±ｓ〗

　　项目 例数 ＴＧＦβ２蛋白水平 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０ ９９ ２４８±０６３

　≥４０ ６１ ２３７±０５６ ０２７ ＞００５

肿瘤大小（ｍｍ）

　＜５０ ６６ ２１３±０３５

　≥５０ ９４ ２６２±０７７ ４８３ ＜００５

临床分期

　ＴｉｓＴ１ ６９ ２１８±０３４

　Ｔ２Ｔ４ ９１ ２５１±０６４ ３８９ ＜００５

分化程度

　高分化 ６７ ２３８±０５６

　低分化 ９３ ２５２±０５９ １５１ ＞００５

淋巴结转移

　有 ８４ ２６３±０６８

　无 ７６ ２１６±０３３ ５４７ ＜００５

睾丸癌早期临床表现为睾丸无痛性增大，少数患者因肿瘤

内部出血具有疼痛感，容易误诊为睾丸扭转、睾丸炎症以及腹

股沟疝等疾病，延误诊断率较高［１１１２］。近期有研究报道，ＴＧＦβ
家族中的ＴＧＦβ１在睾丸癌组织中表达量显著升高，高表达的
ＴＧＦβ１与肿瘤临床分期、病理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等肿瘤病
理特点相关，是睾丸癌预后评估的灵敏标志物［１３］。ＴＧＦβ２与
ＴＧＦβ１虽不是由同一基因编码，但同源性高达６０％ ～８０％，生
理功能相似，本研究分别通过荧光定量和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睾
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在 ｍＲＮＡ水平和蛋白水平表达情况，结果
发现，相对于正常睾丸组织，睾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表达水平显
著升高，提示 ＴＧＦβ２可能与睾丸癌发生有关。李晓燕［１４］等人

研究表明，ＴＧＦβ２是一种外周血免疫抑制因子，细胞实验显示
ＴＧＦβ２可抑制ＬＡＫ、ＣＤ３ＡＫ细胞对癌细胞的杀伤作用。侯政
阶［１５］等人研究表明，ＴＧＦβ２与大肠癌血管生成密切相关，可促
进淋巴结转移。景治涛［１６］等人研究发现，替莫唑胺可通过抑制

ＴＧＦβ２表达来抑制胶质瘤干细胞转移和侵袭，认为胶质瘤干细
胞逃避机体免疫机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ＴＧＦβ２的高表达。所
以我们推测ＴＧＦβ２可通过抑制免疫反应、促进血管生成推动
睾丸癌的发生发展。

通过单因素分析，ＴＧＦβ２与睾丸癌肿瘤大小、临床分期以
及淋巴结转移相关，与年龄和肿瘤分化程度无关，提示 ＴＧＦβ２
可促进睾丸癌细胞增殖或减弱睾丸癌细胞凋亡，促进肿瘤的转

移与侵袭，从而加速睾丸癌的发生发展，当然高水平的 ＴＧＦβ２
与恶性肿瘤的关系以及深层次分子机制还需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在睾丸癌组织中ＴＧＦβ２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其
高表达与睾丸肿瘤大小、睾丸癌临床分期以及转移密切相关，

可作为术前诊断和预后判断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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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西省教育厅科技计划项目（０４２７２）
【第一作者简介】时俊（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临床
Δ【通讯作者】何华（１９７３—），男，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ＬＥＴＩＴＧＯＷＥＨＩＴ＠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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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和前列腺腺癌导致膀胱出口梗阻的效果及其对
性功能的影响
时俊１　何华１Δ　许超１　邱龙龙１　贾我增１　杨学东１　黄红卫２

１江汉油田总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潜江 ４３３１２４
２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南昌 ３３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分析与探讨将不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应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
腺癌导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患者的临床疗效，并研究其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将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
３月期间经江汉油田总医院临床确诊为后进行治疗的８４例患者选择为临床研究病例，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
成两组，每组４２例。对照组给予常规电切术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方式
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后前列腺症状评分情况、最大尿流率、膀胱残余量以及性功能情况。结果：观察组治疗

后ＩＰＳＳ评分（５５６±２３３）分、最大尿流率（２３５１±３７９）ｍＬ／ｓ、膀胱残余量（２１７１±２６３）ｍＬ、阴茎勃起功
能障碍（９５２％）、射精异常（４７６％）、射精疼痛（０００％）情况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ＩＰＳＳ评分（６７２±２２８）
分、最大尿流率（２１７１±２６３）ｍＬ／ｓ、膀胱残余量（２４８４±２４８）ｍＬ、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２８５７％）、射精异
常（２１４３％）、射精疼痛（１４２９％）情况，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经尿道
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腺癌导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确
切，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梗阻情况，同时对性功能影响较小，有助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膀胱出口梗阻；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前列腺腺癌；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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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４．７６％）ａｎｄｐａｉｎｆｕ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０．００％）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ＰＳＳｓｃｏｒｅ（６．７２±２．２８）ｍｉｎｕｔｅｓ，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２１．７１±２．６３）ｍＬ／ｓ，ｂｌａｄｄｅ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２４．８４±２．４８）ｍＬ，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２８５７％），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２１．４３％）ａｎｄｐａｉｎｆｕ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４．２９％）ｓｔａｔｕ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１２０ｗｇｒｅｅｎ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ｅｘａｃ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ｄｅ
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 ９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１２０ｗｇｒｅｅｎｌａ
ｓｅ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近年来，随着社会发展及思想进步，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
逐年增高，这样就对良性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腺癌导致的膀胱

出口梗阻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造成一定影响，因为患者希望选

择的治疗方式对性功能影响较小［１］。根据相关调查研究显

示［２３］，良性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腺癌导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患

者人数不断上升，且有大幅增长趋势。我国常见治疗方式主要

包括电切治疗以及激光治疗，以往临床常选择经尿道电切术治

疗，但由受多种因素影响，手术会对患者机体造成一定损伤，影

响患者的循环、免疫功能，也会对患者性功能产生一定影响，患

者恢复时间较长，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ＰＶＰ）是
近几年新发展的治疗方式［４５］。为了使医务人员能够更专业、

更优质地为患者进行治疗，探究不同治疗方式对临床疗效及性

功能的影响，帮助患者选择最佳的治疗方式，本研究特选取入

院诊治的８４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分别采用常规电切治疗与经
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进行手术，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期间经我院临床确诊后进
行治疗的８４例患者作为临床研究病例，采用数字表法随机分成
两组，每组４２例。其中，对照组年龄范围 ５８岁 ～８２岁，年龄
（７５５１±２１１）岁；病程范围１０个月 ～９２个月，病程（４１４６±
１０８）个月；良性前列腺增生３５例，前列腺腺癌７例；合并高血
压１４例，糖尿病 ６例。观察组年龄范围 ５９岁 ～８１岁，年龄
（７５１７±２１３）岁；病程范围１１个月 ～９１个月，病程（４１２３±
１１７）个月；良性前列腺增生３６例，前列腺腺癌６例；合并高血
压１５例，糖尿病５例。本组研究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
有研究对象及家属均知晓实验细节，临床资料不公开，保证了

其隐私性，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且思维感受方面正常，具备

良好的沟通及表达能力，且配合度较好。所有调查对象一般资

料方面有较好的均衡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纳入
标准：①根据ＣＴ、超声等影像学检查、病理性等实验室检查，结
合临床症状、体征及病史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腺癌诊

断标准［６７］；且均为初发现、诊断并治疗的患者；②两组患者术
前性功能均正常；③对本组涉及到的相关用药无过敏症状；④
无血液疾病。排除标准：①严重内分泌以及缺氧性疾病；②严
重精神疾病及认知功能障碍者；③感染、心梗等其他急性并发
疾病；④肾、肝功能严重损害，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患者；⑤有
其他家族遗传病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处置，完善患者实验室检查、

超声检查等，观察患者的一般状态与生命体征。对照组采用常

规电切切除治疗方式，患者硬膜外麻醉后取截石位，医务人员

置入电切镜后观察精阜及膀胱位置及周围组织情况，先将中叶

及侧叶切除，完成后再切除中央部及前列腺两侧组织，整个过

程使用甘露醇进行冲洗。观察组采用剖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
列腺汽化术进行治疗，患者麻醉方式及体位与上述一致，由医

务人员使用１２０Ｗ绿激光高性能系统，调整光纤方向对准膀胱

颈，完成后输出绿激光开始汽化，沿着５点向７点方向逐渐汽
化，至距精阜头部０１ｃｍ处停止，完成后再汽化两侧叶及顶部，
整个操作过程中应注意前后移动手法均匀，注意调整光纤与前

列腺靶组织的位置，最佳具体０４ｍｍ左右，应严格避免直接接
触。两组患者术后常规留置导尿管，并称量切除的前列腺组

织，术后按照疼痛程度遵医嘱给予止痛剂。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前列腺症状评分情况、最大尿流率、膀胱残余量

以及性功能情况。前列腺症状评分根据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量表，共含有７项内容，采用６级评分法，总分３５分，分数越高
表示前列腺功能越差。男性性功能调查内容主要包括阴茎勃

起功能障碍、异常射精以及射精疼痛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表中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采

用χ２检验比较计数资料，用 珋ｘ±ｓ来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采用双侧检验进行统计分析，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

观察组患者性功能情况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性功能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异常射精 射精疼痛

观察组 ４２ 　４（９５２）ａ ２（４７６） ０（０）　　

对照组 ４２ １２（２８５７） ９（２１４３） ６（１４２９）

χ２值 ４９４１２ ５１２５８ ６４６１５

Ｐ值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１１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变化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ＰＳＳ评分

观察组 ４２ 治疗前 ２５４４±５１２

治疗后 ５５６±２３３ａｂ

对照组 ４２ 治疗前 ２５１８±５０６

治疗后 ６７２±２２８ｂ

ｔ值（两组治疗后） ２３０６１

Ｐ值（两组治疗后） ００２３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
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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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最大尿流率、膀胱残余量变化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最大尿流率、膀胱残余量均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最大尿流率、膀胱残余量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膀胱残余量（ｍＬ）

观察组 ４２ 治疗前 ７８２±２０１ １２８３７±２９３１

治疗后 ２３５１±３７９ａｂ ２１７１±２６３ａｂ

对照组 ４２ 治疗前 ７４４±２１１ １２８４２±２９１７

治疗后 ２０３２±３１７ｂ ２４８４±２４８ｂ

χ２值 ４１８４１ ５６１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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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近年来受生活环境、遗传、饮食习惯等影响，中老年男性发适

合发生前列腺疾病人数越来越多，且有年轻化趋势，常见疾病包

括前列腺增生及前列腺腺癌，若任其肆意发展往往会导致膀胱出

口梗阻，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８９］。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重

视程度越来越高，使得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腺癌导致膀胱出

口梗阻患者对术后性功能恢复情况的关注度呈现出一种明显上

升趋势，目前临床常采用的手术方式有电切治疗及激光汽化，２
种治疗方式各有优势及不足，但是尚未有对确切的研究分析２种
治疗方式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影响［１０］。

以往人们常选用常规电切方式进行治疗，虽然取得一定成

效，但是由于电切刀直接与前列腺靶组织接触，其热量较高，会造

成前列腺及周围组织发生一定程度的损伤，影响术后前列腺组织

的弹性及敏感度，也会影响周围神经血管束内的盆丛神经，需要

较长的时间才会恢复［１１１３］。相关研究显示［１４］，盆丛神经主要支

配对阴茎的勃起功能。随着临床事业发展与进步，前列腺疾病所

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患者治疗方式也取得一定发展，经尿道１２０Ｗ
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是最新的治疗方式，通过激光照射能够使组

织快速汽化，并且吸收效果较好，同时激光照射未与组织直接接

触，对前列腺及周围组织损伤较小，照射部位会形成固化层，具有

一定止血及保护作用，对盆丛神经功能影响较小［１５１６］。本研究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前列腺症状评分情况、最大尿流

率、膀胱残余量以及性功能情况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采用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
化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腺癌所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患

者，临床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明显增加患者尿流率，降低膀胱尿液

残余，显著改善患者的膀胱出口梗阻情况；同时，绿激光通过连续

波的形式进行治疗，能够减轻对前列腺及周围神经血管束的损

伤，进而降低对阴茎勃起等性功能影响［１７１８］。本次实验受到研

究时间和研究对象人数的限制，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同时受多

种因素影响，关于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统计时可能存

在误差，因此未来需要收集更多的临床资料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采用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治疗良
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腺癌导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患者，能够显

著增加最大尿流率，降低膀胱残余量，同时其对性功能的影响较

小，满足患者期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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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汽化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分析．中国内镜杂志，
２０１７，２３（５）：３４３８．

［６］　陈忠，叶章群．激光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手术中的应用．临床泌
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９）：７６７７７１．

［７］　杨勇．激光汽化术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治疗中的应用．中华外科
杂志，２０１３，５１（２）：９９１０３．

［８］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Ｐ，ＣａｓｔｅｌｌｕｃｃｉＲ，ＳｃｈｉｐｓＬ，ｅｔ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ｒｅｌ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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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刘龙，旷建刚．经尿道前列腺汽化电切术联合钬激光碎石术同期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合并膀胱结石的临床效果．中国医药导
报，２０１６，１３（２７）：９５９８．

［１１］　谭明波，夏昕晖，张定．经尿道钬激光同期治疗前列腺增生并发
膀胱结石临床研究．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９）：９８３９８４．

［１２］　刘军．经尿道钬激光同期治疗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结石的疗效
观察．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２２）：３２９４３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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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１７（６）：４５５３．

［１４］　梁学清，于兵，李丹丹，等．经尿道前列腺汽化电切术联合钬激光
碎石术同期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合并膀胱结石的临床疗效．
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１）：１４６１４８．

［１５］　杨国胜，刘刚．绿激光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优势及进展．中华腔镜
泌尿外科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６，１０（１）：１４．

［１６］　方琨，杨博，屈锐，等．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在不同 ＢＰＨ患
者群体间的疗效及安全性分析．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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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ａｍｓｉｎ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１３（１）：３０１３１３．

［１８］　沈善林，徐忠华，刘殿成，等．经尿道高功率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
治疗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效果观察．山东医药，２０１７，５７（６）：
９０，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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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３ ·男科与性医学·

分区腺剜除术与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
前列腺增生效果的比较研究
张常银１　陈静辉１　陶众杰１　祁小龙２

１平湖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２００
２浙江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ＥＰ）与经尿道双
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ＵＲＰ）在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从而
指导临床选择合适的手术方案。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在平湖市中医院泌尿外科住院治疗
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１３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５７例、对照组５６例。观察组患者
行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对照组患者行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前及术后基本情况、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残余尿量（ＰＶＲ）、生活质量（ＱＯ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等。结果：两组患者术
前基本情况、ＩＰＳＳ、ＰＶＲ、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
量分别为（４５３５±１０５０）ｍｉｎ、（１１２４０±５０４５）ｍｌ，比对照组患者的（５６３８±１５５０）ｍｉｎ、（２０７８５±７８８０）
ｍｌ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腺体切除率为（６５５７±１５５０）ｇ，多于对照组患
者的（４８５４±１２４５）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膀胱持续冲洗时间、并
发症发生等均比对照组患者明显减少，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术后两组患者 ＩＰＳＳ、ＰＶＲ、
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治疗前列腺增生症中，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比
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有出血量少、手术时间短、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

【关键词】　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增生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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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ＰＨ，ＴＵＥＰｈａ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ｌｅｓｓ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ｓｈｏｒ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ｌｏｗｉｎｃ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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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ＵＲ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ＥＰ）；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ＴＵＲＰ）；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在老年
男性中发病率较高，是导致人体排尿障碍的常见疾病，严重影响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１］。随着对前列腺增生症研究的深入，越来

越多的学者认为，ＢＰＨ导致的下尿路症状是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的危险因素。研究发现，下尿路症状是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

素，与年龄和相关的内科疾病无关。射精量减少、不射精和射精

痛等与下尿路症状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有关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流行病学的研究有很多，但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来描述良性

前列腺增生的流行病学。２０世纪，国外有关研究发现，前列腺增
生发生率与年龄呈正相关。临床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有如下

方法：①观察法：对于轻度尿路症状的患者，可以采用非药物的观
察等待法；②药物治疗法，常用的药物主要有坦索罗辛、多沙唑
嗪、非那雄胺、度他雄胺等，坦索罗辛、多沙唑嗪可以起到缓解膀

胱出口动力性梗阻的作用，非那雄胺、度他雄胺能够缩小前列腺

体积，改善排尿困难；③手术治疗法：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
切术具有术后恢复快、创伤小等优点，但是手术中会存在切除不

彻底、术后易复发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２３］。因

此，具有创伤小、并发症发生率低的经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逐

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在平湖市中医院泌尿外科
住院治疗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１３例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两组，观察组５７例，对照组５６例。观察组患者年
龄（５８６０±１２５０）岁，年龄范围４２岁 ～６８岁，病程范围２～９
年，病程（５５０±１２１）年，前列腺重量（６５５０±１５４０）ｇ，其中
伴有呼吸系统疾病１０例、糖尿病３例、肝肾功能异常８例、尿潴
留史１２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５７８５±１３３０）岁，年龄范围４１岁
～６９岁，病程范围２～１０年，病程（５６８±１３４）年，前列腺重量
（６６５０±１４８０）ｇ，其中伴有呼吸系统疾病１２例、糖尿病４例、
肝肾功能异常７例、尿潴留史１３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或近亲属对研究方案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４０岁；同时伴有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

肝肾功能异常、尿潴留、内分泌系统疾病中一种或几种的患者；

经直肠指检、Ｂ超检查和病理学诊断，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症
患者。

排除标准：患有前列腺癌或其他恶性肿瘤患者；合并膀胱

瘤、结石等患者；未接受完整治疗过程的患者；未按时进行复诊

和随访的患者。

１３　仪器使用
采用治疗仪器包括 Ｂ超、尿动力学监测仪、德国 ｗｏｌｆ３０度

膀胱镜及电切镜、灌洗器、经肛彩超等。

１４　手术方法
观察组患者行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对照组患者行双极

等离子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经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４］：常规腰麻后检查确定精阜、

尿道括约肌、膀胱颈口、输尿管口等重要标志，手术以电切环先

于５、７点处做纵行切割标志进行分区，从膀胱颈至精阜近端深
达包膜，于１１、１点处做另２条标志沟，达到包膜，将腺体分隔成
四叶（分成４个区进行剜除），通常先做中叶剜除，再做两侧叶
及顶叶剜除，若两侧叶增生严重并影响操作者，则先做两侧叶

剜除。剜除时的主要技术为推切技术，使用此技术于前列腺外

科包膜内将增生腺体剥离剜除至膀胱颈口处，做无血切除。创

面止血，冲吸标本后方导尿管进行持续膀胱冲洗。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５］：常规腰麻后程序化切除前列腺

（先从６点处开始切除前列腺尖部，在顺时针方向切除前列腺，
术中切除过程中发现活动性出血时立即止血，切除前列腺后冲

吸出前列腺电切标本送病检）。手术结束时放入巴德公司的普

通塑胶２２＃三腔导尿管，经导尿管用生理盐水持续冲洗。
１５　检测指标

记录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前和术后基本情况、生活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ＱＯＬ）、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ｃｏｒｅｓ，ＩＰＳＳ）、残余尿量 （ｐｏｓｔｖｏｉｄｒｅｓｉｄｕａ，
ＰＶＲ）、最大尿流率（ｍａｘｉｍｕｍｈｏｗｒａｅ，Ｑｍａｘ）等。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实验数据均采用（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分别为（４５３５±
１０５０）ｍｉｎ、（１１２４０±５０４５）ｍｌ，比对照组患者的（５６３８±
１５５０）ｍｉｎ、（２０７８５±７８８０）ｍｌ明显降低，其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腺体切除率为（６５５７±１５５０）
ｇ，多于对照组患者的（４８５４±１２４５）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中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ｍｌ）腺体切除重量（ｇ）

观察组 ５７ ４５３５±１０５０ １１２４０±５０４５ ６５５７±１５５０

对照组 ５６ ５６３８±１５５０ ２０７８５±７８８０ ４８５４±１２４５

ｔ值 ０６８ １２５ １０４

Ｐ值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２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膀胱持续冲洗时间、并发症发

生等均明显少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ＩＰＳＳ、ＰＶＲ、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 ＩＰＳＳ、ＰＶＲ、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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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住院时间

（ｄ）
膀胱持续冲洗时间

（ｈ）

并发症（例）

低血钠 尿道狭窄 膀胱痉挛 继发出血

观察组 ５７ ６８０±１５０ １１５０±３２０ ０ ０ １ ０

对照组 ５６ ９００±１２０ １９２５±４００ １ ２ ２ ２

ｔ值 １２０ １４７ 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２

表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ＩＰＳＳ、ＰＶＲ、ＱＯＬ、Ｑｍａｘ比较

组别
ＩＰＳＳ

术前 术后

ＰＶＲ（ｍｌ）

术前 术后

ＱＯＬ

术前 术后

Ｑｍａｘ（ｍｌ／ｓ）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３１２０±２５８ ４５０±１０５ １４８８０±３５５６ １５５０±３２０ ４４５±１００ １２３±０７２ ６６８±３５７ １７３３±５１０

对照组 ３０６０±２７０ ６８５±１２４ １４７５０±３３８５ １５６５±４０２ ４５２±１２６ １３０±０７６ ６４２±２８０ １８５０±４８３

ｔ值 １２５ ０１７ ２０５ １５３ ０８５ １７１ １２１ １３６

Ｐ值 ０５２ ０６１ ０４８ ０７０ ０４１ ０５８ ０５６ ０６４

#

　讨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和人口老龄化进程

的加快，导致前列腺增生症发病率明显提高，患者的临床表现

主要为尿频、排尿困难等，进而导致膀胱结石、尿道感染、肾积

水、肾功能异常、膀胱小梁增生等［６７］。同时，患者会伴有呼吸

系统疾病、糖尿病、尿潴留、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疾病［８１０］。前列

腺增生症引起的下尿路症状还会导致患者的性功能异常。对

于正常男性来说，勃起功能和射精异常会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增加自身的抑郁程度。目前，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

的应用较为广泛，其效果较好且稳定，在对前列腺增生症进行

有效治疗的同时，亦减少了对患者性功能的负性影响，患者的

射精和勃起现象有了明显改善，进而提高了整体的生活质量。

ＴＵＲＰ比传统手术具有创伤小、出血少和住院时间短等优点，但
是在切除过程中要反复切除腺体并止血，由于前列腺外科包膜

较薄，切除时容易导致包膜外静脉出血［１１１３］。因此，寻找一种

更加安全有效的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方法，对于高危前列腺增

生症患者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发现，经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与经尿道双极等离

子前列腺电切术相比，腺体切除率更高，临床疗效更好，主要是

因为经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采用电切镜设备，节约了治疗成

本，彻底剥离增生腺体组织，进而导致术后排尿困难症状得到

了明显缓解。电切镜设备在手术剥离过程中出血量较少，适用

于出血源头电凝止血，同时在直视下进行腺体切除，降低了前

列腺外科包膜穿孔发生率，进一步降低了手术风险［１４１８］。因

此，经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有望在临

床治疗前列腺增生症中得到广泛应用。

综上所述，在治疗前列腺增生症中尿道前列分区腺剜除术

比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具有出血量少、手术时间短、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等优点，可以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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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的临床效果
韦炳阳１　李生华２

１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南宁 ５３０１９９
２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中的临床效果。
方法：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５６例，随机数字
法分为对照组（２８人）和观察组（２８人）。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观察组采用经尿道双极等
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情况。结果：观察组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术中出

血量，短（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前 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及最大尿流率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最大尿流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并发症发生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采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效果理
想，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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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多发生在中老年人群中，且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发病率呈上升及

年轻化趋势，发病后临床表现为前列腺增大、尿路出口阻塞等，

引起排尿不畅、尿频、尿痛等，影响患者健康［１］。目前，临床上

对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以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为主，该手

术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治疗“金标准”，但是该手术创伤较大，

再加上患者伴有多种基础疾病等，导致手术风险较高，影响手

术治疗效果［２］。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是良性前列

腺增生症患者中常用的手术治疗方法，该手术主要通过高频电

流经过双电极激发生理盐水形成动态等离子体，使得前列腺组

织内的有机分子键被打断，让接触的组织发生气化，实现对良

性前列腺增生治疗目的，但是该方法的具体疗效有待验证［３４］。

为了探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在良性前列腺增生

症患者中的临床效果，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南宁市武
鸣区人民医院收治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５６例，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收
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５６例，采用随机数字法将这５６名
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２８例，年龄范围６０岁 ～８０
岁，年龄（６８５８±１６４）岁，病程范围１年 ～８年，病程（４６１±
２１５）年。观察组２８例，年龄范围６１岁～８０岁，年龄（６９１０±
１７１）岁，病程范围１年 ～９年，病程（４５９±２１２）年。纳入标
准：①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临床诊断标准［５６］；②均伴有不同
程度的尿急、尿频等症状；③符合外科手术治疗适应证。排除
标准：①不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临床诊断标准；②资料不全
或难以配合治疗者；③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本课题
在伦理委员会批准、监督下进行，患者对手术方法等知情同意。

１２　方法
两组均采用腰硬联合麻醉，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对照组采

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方法：采用美国顺康电切镜，术中

采用浓度为５％甘露醇，麻醉生效后进行常规消毒、铺巾，在直
视下插入电切镜，观察精阜位置、形态、前列腺增生及膀胱内部

情况，手术结束后密切观察患者前列腺窝各壁，保证包膜、膀胱

三角区、膀胱颈及前列腺窝背侧处于同一个平面，其余手术操

作见观察组。观察组采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

疗方法：采用英国佳乐双极等离子电刀系统、影像监视系统进

行治疗，根据每一位患者实际情况设置相关参数：电凝功率

８０Ｗ、双极切割１６０Ｗ，待麻醉生效后进行消毒铺巾，经尿道置入
电切镜观察精阜位置、形态及前列腺情况，对膀胱结石患者先

行碎石术，然后行电切术，从膀胱颈口６点钟部位开始一直到精
阜部位，在１２点钟部位切刀增生腺体然后依次到包膜，从内向
外切除两侧前列腺侧叶并完成５点钟及７点钟部位腺体，修剪
前列腺尖部及创面、电凝止血，确认无活动性出血后留置三腔

气囊导尿管完成手术［７８］。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围术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前列腺切除组织

质量、膀胱冲洗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导尿管时间等。②ＩＰＳＳ
评分、残余尿量及最大尿流率。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ＰＳＳ
评分（总分３５分，得分越高，病程越严重）、残余尿量及最大尿
流率情况［９１０］。③安全性。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尿失禁、尿道
狭窄、勃起障碍等并发症发生率情况。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以［ｎ（％）］
表示，计量资料行 ｔ检验，以（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前列腺切除组织质量、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术
中出血量，短（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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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围术期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前列腺切除组织

质量（ｇ）
膀胱冲洗时间

（ｈ）
术中出血量

（ｍＬ）
留置导尿管时间

（ｄ）

观察组 ２８ ６１４３±５２１ ２６４３±４３２ ３９４５±１１２１ ２１４３２±３４２１ ５３５±１３４

对照组 ２８ ７６３５±６４３ ２６７８±４４１ ４８６８±１３５６ ３４５３１±６７５３ ５７１±１４１

ｔ值 － １８３９５ １４７２ ２０４８２ １５９３５ ０８３１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及最大尿流率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及最大尿流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ＩＰＳＳ评分、残

余尿量，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治疗后最大尿流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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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及最大尿流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评分
（分）

残余尿量

（ｍＬ）
最大尿流率

（ｍＬ／ｓ）

观察组 ２８

　治疗前 ２４１９±４５１ １２４２１±２１２１ ５２１±０８１

　治疗后 ４１２±０９８ａｂ １４３６±３３１ａｂ ２０９１±３２５ａｂ

对照组 ２８

　治疗前 ２４５１±４５７ １２５９１±２４５１ ５２０±０７８

　治疗后 ６４２±１２１ｂ １９８４±４３６ｂ １５３５±２８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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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治疗后安全性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１４％，与对照组１７８６％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安全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尿失禁 尿道狭窄 勃起障碍等 发生率

观察组 ２８ １（３５７） １（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２（７１４）

对照组 ２８ １（３５７）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５（１７８６）

χ２值 － ６９８１

Ｐ值 － ＜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在良性前列腺增

生症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１１］。本研究中，观察组手术

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术中出血量，短（少）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风
险较小，能缩短术后恢复时间。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

术是临床上常用的微创手术治疗方法，该方法能降低气化电切

综合征发生率。围术期采用生理盐水作为灌洗液，能对稀释性

低钠血症具有良好的预防效果，并且患者术后对性功能影响相

对较小，有助于降低勃起功能障碍等并发症发生率，利于患者

术后恢复［１２１３］。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最
大尿流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
示：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在能提高临床效果，改善

患者症状，并且该手术安全性较高，进一步扩大了手术治疗适

应证，能对前列腺组织进行有效的切除，并且患者围术期止血

效果也比较理想，手术过程中能保证手术视野的清晰，可以缩

短手术时间，避免了对尿道外括约肌的损伤，尽可能保留包膜，

血管相对清晰，能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促进患者术后早期

恢复［１４１５］。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１４％，
与对照组１７８６％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

中并未引起明显的并发症，且从并发症的类型来看，经尿道双

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不会引起患者勃起功能障碍，不会对患

者性生活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采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

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效果理想，安全性较高，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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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对患者前列腺功能影响情况研究
魏勇１　 钱文晖１Δ　徐杨２

１高淳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南京 ２１１３００
２南京鼓楼医院男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８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ｂｉｐｏｌａｒ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治
疗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对患者前列腺功能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
２０１６年６月间高淳人民医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０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抽签法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５１例，观察组患者给予ＰＫＲＰ术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
术中及术后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Ｑｍａｘ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患者的
住院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前列腺切除质量无明显差异，两组治疗前的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Ｑｍａｘ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留置尿管时间方面明显少于对照组，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Ｑｍａｘ均明显改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观察
组患者在暂时性尿失禁、尿道狭窄、静脉窦破裂、包膜破裂、尿管堵塞、尿频、尿急及尿痛８项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结论：ＰＫＲＰ治疗ＢＰＨ患者具有创伤小、恢复快、
并发症少等优点，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尿道功能，促进患者前列腺功能与性功能康复。

【关键词】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良性前列腺增生；前列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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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是泌尿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是
前列腺实质增生引起的一系列症候群，多见于５０岁以上的男
性，是老年男性泌尿系统常见疾病之一，其发病率逐年上升，约

占老年男性群体总发病率的４３６８％［１］。ＢＰＨ主要是由于患者
前列腺良性增大，导致下尿路出现不同程度的结构和功能病

变，其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排尿困难、尿频、尿急及勃起功能

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ＢＰＨ的临
床治疗主要包括观察病情等待、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３种方式，
但是随着患者病情发展至中后期约３０％ ～４０％的患者需要进
行手术治疗［２３］。ＢＰＨ患者的临床手术治疗主要有经尿道前列
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和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ＲＰ）两种术
式，其中ＴＵＲＰ受手术方式的限制，具有术中出血较多、腺体切
除不够彻底及并发症发生率较高等缺点［４］，ＰＫＲＰ是治疗良性
前列腺增生的新方法，具有微创、出血少、安全、恢复快、复发率

低及并发症少等优点［５］。为进一步研究ＰＫＲＰ术对患者前列腺
功能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文献报道较多的ＴＵＲＰ术作为对照，探
讨ＰＫＲＰ术后患者前例腺功能的变化情况。详细结果报道
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间高淳人民医院收治的良
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０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抽签法均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各５１例，观察组患者给予 ＰＫＲＰ术治疗，对照组患者
给予 ＴＵＲＰ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５２岁 ～７１岁，年龄
（６７３６±７８３）岁，病程范围１年 ～１２年，病程（１０３６±４８８）
年，前列腺质量范围 ３４００ｇ～１２０１２ｇ，平均质量（５８２３±
２８７９）ｇ，合并糖尿病史１２例，合并高血压病史１１例，合并尿潴
留１６例，合并膀胱结石１２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５３岁 ～７０
岁，年龄（６８５３±７５２）岁，病程范围 １５年 ～１３年，病程
（１１０１±５０２）年，前列腺质量范围３５００ｇ～１２１２０ｇ，平均质量
（５９６７±２６８９）ｇ，合并糖尿病史１１例，合并高血压病史８例，
合并尿潴留１８例，合并膀胱结石１７例。两组患者均符合 ＢＰＨ
的临床诊断标准及经术后病检证实为 ＢＰＨ［６］，最大尿流率 ＜
１０ｍＬ／ｓ，前列腺症状评分＞７分，无重要脏器官功能障碍，合并糖
尿病患者无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两组患者均知情同意本次

研究，并得到院伦理委员会核准。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病程（年） 糖尿病史（例） 前列腺质量（ｇ） 尿潴留（例） 膀胱结石（例） 高血压病史（例）

观察组 ５１ ６７３６±７８３ １０３６±４８８ １２ ５８２３±２８７９ １６ １２ １１

对照组 ５１ ６８５３±７５２ １１０１±５０２ １１ ５９６７±２６８９ １８ １７ ８

ｔ／χ２值 ０９２１ ０７９４ ０１６０ ０３１２ ０２７７ １２０３ ０４０９

Ｐ值 ０３５９ ０４２９ ０６９０ ０７５５ ０２９９ ０２７３ ０５２３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采用Ｂ超进行泌尿系统检查、尿动力学、残余

尿急术前常规检查，并进行ＩＩＥＦ５及ＩＰＳＳ评分，且有明确手术指
征。两组患者均采用全麻或连续硬膜外麻醉。观察组患者进行

ＰＫＲＰ术治疗，采用Ｇｙｒｕｓ型等离子切割系统，患者取截石位，用生
理盐水充盈膀胱，后经尿道插入电切镜，电切功率１６０Ｗ，电凝功率
８０Ｗ，依次观察尿道、精阜、前列腺，以前列腺外科包膜为界限，将前
列腺组织尽量切除彻底，然后吸出膀胱内前列腺组织，对创面进行

彻底细致的止血，保持膀胱冲洗通畅。对照组给予传统电切术

（ＴＵＲＰ）治疗，常规消毒铺巾，经尿道置入电切镜，滴入甘露醇充盈
膀胱，确认精阜位置，切割功率８０Ｗ左右（以不占刀切割顺畅为恰
当），切割深度以前列腺外科包膜层为界，确定患者排尿通畅后结

束手术，彻底止血，留置三腔气囊尿管给予持续冲洗。

１３　观察指标
详细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

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及前列腺切除质量，统计两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术前及术后１２个月采用国际前列腺症
状评分量表（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
（ＩＩＥＦ５）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问卷调查［７８］。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

示，并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术中及术后相关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留置尿管时间明显

少于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
者在住院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前列腺切除质量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及术后相关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膀胱冲洗时间（ｄ）留置尿管时间（ｄ） 前列腺切除质量（ｇ）

观察组 ５１ ６５３１±１５８２ ２３６６１±７６５１ ６８３±１２４ １９７±０５２ ５５３±０６１ ３０１２±１５２１

对照组 ５１ ７５５８±１６３４ ３４６６５±６５６５ ７１１±１２８ ２１４±０５６ ６１３±０７２ ３２６５±１４６１

ｔ／χ２值 ３８５８ ９３２６ １３４２ １９０１ ５４３２ １０２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２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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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Ｑｍａｘ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 Ｑｍａｘ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
Ｑｍａｘ均明显改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优于对

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ＩＰＳＳ评分及Ｑｍａ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Ｑｍａｘ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ＩＰＳ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Ｑｍａｘ（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５１ ７８９±１６８ ２０１６±１８５４１９５１ ００００ ２７２３±５１１ ４４８±２１６ ３５０３７ ００００ ４３５±０５１ １６２６±２３８４１８０７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１ ８１４±１５３ １５２１±１５２２８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２６８１±４５６ ４８５±２３１ ３６７０５ ００００ ４２９±０６３ １６６２±２３３４３６４６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９４０ １７６６４ ０５２４ ０１００ ０６３３ ０９２４

Ｐ值 ０３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０１ ０３１９ ０５２８ ０３５７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永久性尿失禁、ＥＤ、尿路感染、术后膀胱痉挛及

逆行射精５项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观察组患者在暂时性尿失禁、尿道狭窄、静脉窦破裂、包膜破

裂、尿管堵塞、尿频、尿急及尿痛８项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观察项目
观察组

（ｎ＝５１）
对照组

（ｎ＝５１）
χ２值 Ｐ值

暂时性尿失禁 ８（１５６８） １８（３５２９） ５１６２ ００２３

永久性尿失禁 ０　　　 １（１９６） １０１０ ０３１５

尿道狭窄 ３（５８８） １０（１９６０） ４３２０ ００３８

ＥＤ ８（１５６８） １０（１９６０） ０２７０ ０６０３

逆行射精 １６（３１３７） １９（３７２５） ０３９１ ０５３２

静脉窦破裂 １（１９６） １１（２１５６） ９４４４ ０００２

包膜破裂 ３（５８８） １４（２７４５） ８５４１ ０００３

术后膀胱痉挛 ７（１３７３） ９（１７６５） ０３９４ ０５３０

尿管堵塞 ０　　　 １０（１９６０） １１０８７ ０００１

尿路感染 １（１９６） ３（５８８） １０４１ ０３０８

尿频 ７（１３７３） ２９（５６８６） ２７７７８ ００００

尿急 １１（２１５６） ２４（４７０６） ７３５１ ０００１

尿痛 １４（２７４５） ３２（６２７４） １２８２９ ００００

#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是泌尿外科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之

一，是一种缓慢进行性疾病，多发于中老年患者，且发病率随年

龄的增长而增加［９］。ＢＰＨ患者因前列腺的良性增大挤压尿道，
出现膀胱刺激症、尿路梗阻及其他下尿路症状等一系列相关症

状，导致患者排尿功能障碍，随着病情进展，排尿困难等症状也

会加重，长期严重者甚至会出现尿潴留、结石及肾功能不全等

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１０］。目前临床上

对ＢＰＨ的治疗方法主要有观察病情等待、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
３种。随着新型药物的研发应用，多数患者已可避免手术治疗，

但复发率较高，部分患者仍需要进行手术治疗。有研究统计，

在６０岁～６５岁男性有规律的性生活者约占９０％，７０岁以上约
占７０％，８０岁以上仍有３３％［１１］。而前列腺手术对前列腺功能

及性功能状况的损伤是影响患者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是临床手术治疗ＢＰＨ的标准
疗法，该术属于微创范畴，创伤较小，但具有术中视野不清晰、

对操作技术具有较高要求、术中出血量较大、患者康复慢及住

院时间长等缺点［１２］。ＴＵＲＰ术中的电热切是影响患者术后性
功能的主要因素，ＴＵＲＰ电切术电热温度高达４００℃，极易损伤
切割部位及其周边腺体组织，对前列腺包膜周围神经和血管也

容易造成损伤，从而引起勃起功能障碍［１３］。经尿道双极等离子

电切术（ＰＫＲＰ）为双极回路，电切时局部温度范围仅为４０℃ ～
７０℃，术中视野清晰，大大减轻了电切时对切割部位及周围组织
的影响，降低了前列腺包膜周围神经和血管的损伤，患者术后

恢复更快，可明显降低患者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率［１４１５］。

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ＴＵＲＰ和ＰＫＲＰ术治疗ＢＰＨ患者，在术中、
术后相关指标变化，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 Ｑｍａｘ改善情
况及并发症发生情况来探讨 ＰＫＲＰ术治疗 ＢＰＨ对患者前列腺
功能的影响。结果显示，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

留置尿管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可能与ＰＫＲＰ术视野清晰，降低了切割部位及周围组
织的损伤有关，与相关文献的报道基本一致［１６］。研究发现，

ＢＰＨ患者的性功能障碍与患者下尿路梗阻有关，且两者呈正相
关性［１７１８］。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
Ｑｍａ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１２个月两组
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ＩＰＳＳ评分及 Ｑｍａｘ均明显改善，治疗后１２个月
观察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上述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下尿路梗阻得到明
显改善，勃起功能障碍得到恢复，与上述文献基本一致。ＰＫＲＰ
术视野清晰，术中可减少前列腺包膜、尿道括约肌及静脉窦的

损伤，从而降低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本研究结果证明，观察

组患者在暂时性尿失禁、尿道狭窄、静脉窦破裂、包膜破裂、尿

管堵塞、尿频、尿急及尿痛八项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既往研究认为前列腺切除术对
患者ＥＤ、射精功能影响不大，但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术后 ＥＤ、
逆行射精发生率仍较高，是前列腺切除术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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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ＰＫＲＰ治疗ＢＰＨ患者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
症少等优点，可明显改善患者的尿道功能，促进患者前列腺功

能与性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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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璐　段彪　黄薇薇　杜海燕Δ

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内蒙古 包头 ０１４０１０

【摘　要】　目的：米非司酮作为目前公认的紧急避孕药物，为一种选择性孕激素受体调节剂，广泛应用
于临床。然而，米非司酮对精子的作用研究甚少。本研究探索米非司酮对人精子功能的体外生物学效应。

方法：精子在获能后孵育在含００４μＭ、０４μＭ、４μＭ、４０μＭ的米非司酮培养液中１ｈ。检测精子活力、活率、
ＤＮＡ完整性、顶体反应、精子超活化、精子内游离钙离子浓度。结果：经过使用不同浓度的米非司酮体外处
理精子，检测精子的活率、活力、形态、ＤＮＡ完整性，对照组与实验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当米非司
酮的浓度大于０４μＭ时显著地降低了精子超活化的比率（Ｐ＜００１）。进一步检测处理后的精子顶体反应
率和精子内钙离子浓度发现，在米非司酮浓度大于０４μＭ时，抑制了顶体反应并且降低了精子内钙离子浓
度。结论：米非司酮在体外的杀精机制是通过抑制顶体反应、超活化以及降低钙离子浓度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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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ｐｉｌｌ；Ｓｐｅｒ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紧急避孕药是指在无防护性行为或避孕失败后的一段时
间内，为了防止妊娠而采用的避孕药物。该药物可以有效避免

堕胎对女性造成的伤害。但是，紧急避孕药在国内外并未充分

发挥其作用与优势。探索紧急避孕药的机制，有助于发展可接

受的、副作用小的避孕方法。米非司酮是一种炔诺酮衍生物、

孕酮受体调节剂，可以作为紧急避孕药物在无保护性行为后有

效避孕［１２］。最新的研究表明，单次口服２５～５０ｍｇ米非司酮可
用于１２０ｈ内无保护性行为［３］。米非司酮避孕的作用机制主要

是抑制排卵、干扰胚胎着床，因此紧急避孕的效果更好［４］。作

为一种有效的紧急避孕药，米非司酮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

注，并在基础和临床研究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目前有

关米非司酮对精子和受精过程的研究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

在体外处理精子，分析米非司酮在体外对精子功能的影响，探

索其成为体外避孕药的可能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精液标本的采集

收集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１２月内蒙古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
殖中心正常精液标本１５例。相关患者年龄（３５±８）岁（ｍｅａｎ±
ＳＤ），曾经有生育史或明确女方因素不孕，禁欲２～７ｄ，手淫法取
得射出精液，置于 ３７℃恒温平板液化 ３０分钟，按照 ＷＨＯ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标准进行精液常规检查，精子
形态学正常精子数（百分率）＞４％，精液体积 ＞１５ｍＬ，精子浓
度＞１５×１０６／ｍＬ，精子的总能动性（ＰＲ＋ＮＰ，百分率）＞４０％，
活跃精子能动性（ＰＲ，百分率）＞３２％，存活率（百分率）＞
５８％。运用密度梯度离心法（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０）
洗涤精液，悬浮于含有１０％ＨＳＡ（ｈｕｍａｎｓｅｒｕｍａｌｂｕｍｉｎ，ＨＳＡ）的
ＧＩＶＦ，调节精子浓度为２×１０６／ｍＬ［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米非司酮处理精子　将上述１５例精液标本，进行密度
梯度离心调整精液浓度至２×１０６／ｍＬ，每例分成５组，每组０５
ｍＬ。其中４组设为实验组，分别含００４μＭ、０４μＭ、４μＭ、４０μＭ
米非司酮（Ｍ８０４６，ｓｉｇｍａ）；１组设为对照组（含 ＤＭＳＯ）。３７℃，

５％ＣＯ２体外共培养１ｈ后用洗液充分洗掉。
１２２　精液常规分析　根据 ＷＨＯ发布的人类精液检验与处
理实验室手册（第五版）中的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法（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ｓｐｅｒ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Ａ），评价精子的活力和超活化。按照
Ｃｈｉｕ等人的研究进行参数设置，至少挑选随机视野中５００个精
子来评价超活化精子的百分比［６］。超活化精子的判定为曲线

速率（ｃｕｒｖｉｌｉｎｅａｒ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ＶＣＬ）≥１００ｕｍ／ｓ，直线性（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ＬＩＮ）≤６０％ 和精子头侧摆幅度（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ｏｆｌａｔｅｒａｌｈｅａｄｄｉ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ＡＬＨ）≥５０ｕｍ。采用伊红 Ｙ染色评价精子的存活
率。用０５％伊红Ｙ染色。将１滴液化的新鲜精液与１滴伊红
Ｙ溶液在载玻片上混匀，覆盖玻片，３０秒后在４００倍显微镜下
至少计数２００个精子，计数活精子的百分比（活精子不染色，死
精子染成红色）。

１２３　精子形态学分析　按照 Ｋｒｕｇｅｒ标准进行精子形态分
析。１０００倍油镜下至少计数 ２００个精子，计数正常精子的百
分比。

１２４　精子 ＤＮＡ损伤的检测　运用彗星实验（ｃｏｍｅｔａｓｓａｙ，
ＣＯＭＥＴ）检测精子ＤＮＡ的损伤［７］。精子经过处理后，进行碱性

单细胞凝胶电泳，ＤＮＡ完整的精子形成彗星外观，染色后使用
２００倍显微镜观察、采用软件分析尾部和总彗星荧光百分比和
尾距。计算方式：尾部ＤＮＡ占总ＤＮＡ的百分比与头、尾部中心
间距的乘积，作为判断精子ＤＮＡ损伤程度的标准。每组实验至
少重复３次，每次实验使用三组不同的精液样本，每组至少观察
５００个精子。对照组使用ＤＭＳＯ进行处理。
１２５　孕酮诱发顶体反应　精液充分液化后，进行密度梯度离
心调整精液浓度至２×１０６／ｍＬ，３７℃，５％ＣＯ２培养箱孵育３小
时，诱导获能。加入孕酮，终浓度为３２ｕＭ，３７℃，５％ＣＯ２孵育
６０分钟。
１２６　精子顶体反应测定　运用络合异硫氰酸荧光素的碗豆
凝集素 （ＦＩＴＣＰＳＡ）进行荧光标记，用以评价获能后精子的顶
体反应［８］。经过密度梯度离心的精子悬液调整精液浓度至２×
１０６／ｍＬ，取 ２００ｕｌ精子悬液加入浓度 １ｍｇ／ｍｌ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２５８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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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混匀染色 １０分钟，ＤＰＢＳ洗脱后涂片，再加入到 ３０ｕｇ／ｍｌ
ＦＩＴＣＰＳＡ孵育３０分钟，洗脱１０分钟，晾干。４５０～４９０ｎｍ激发
光，荧光显微镜（×６００油镜）下随机观察至少２００个精子。发
生顶体反应的精子特征：精子头部仅赤道板发荧光或整个顶体

区无荧光；未发生顶体反应的精子特征：顶体区发荧光。分别

计算试验管和对照管中发生顶体反应的精子比例，两者相减即

为诱发顶体反应率。每组重复３次，使用三组不同精液样本。
１２７　精子内钙游离子浓度测定　按照 Ｙａｎｇ等人的方法［９］，

经过密度梯度离心的精子悬液调整精液浓度至２×１０６／ｍＬ，加
入５ｕＭｆｌｕｏ３ＡＭ染液，３７℃避光孵育４０分钟。结束孵育后，
使用洗液洗涤３次。涂片，干燥后在荧光显微镜下观察，４８５／
５３５ｎｍ激发光，荧光显微镜（×６００油镜）下随机观察至少２００
个精子。运用软件检测荧光强度，计算荧光强度百分比，间接

表示［Ｃａ２＋］ｉ的变化。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定
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ＬＳＤ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米非司酮对精子的存活率、活力和形态的影响

通过不同的浓度（００４μＭ、０４μＭ、４μＭ、４０μＭ）对精子的
处理后，进行存活率、活力和形态学的检查。结果表明，不同浓

度的米非司酮对精液进行处理后精子的存活率、活力和形态，

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不同浓度的米非司酮对精子的活率、活力和形态的影响（％，珋ｘ±ｓ）

项目
实验组

００４μＭ ０４μＭ ４μＭ ４０μＭ
对照组

存活率 ８０６±１５３ ８１７±１５３ ８０３±３２１ ７９０±２６５ ８２７±２５２

活力　 ５３７±１５３ ５０３±２３１ ５１７±０５５ ５０３±３２１ ５００±２００

形态　 １４０±１００ １１７±２０８ １２７±１１５ １１０±１００ １３３±１５３

２２　米非司酮对精子ＤＮＡ损伤的影响
实验组不同浓度的米非司酮对精子ＤＮＡ损伤的影响，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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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浓度的米非司酮对精子ＤＮＡ损伤的影响（％，珋ｘ±ｓ）

项目
实验组

００４μＭ ０４μＭ ４μＭ ４０μＭ
对照组

损伤精子比例 ２０６±１５ ２５２±１３ ２２６±３１ ２１０±１２ ２４６±１５

彗尾长度　　 ２２４±１４ ２３３±２０ ２０３±１１ １９２±１２ ２１２±１３

２３　米非司酮对孕酮诱导的顶体反应和超活化的影响
研究米非司酮是否影响孕酮诱导的顶体反应和超活化，结

果表明，当实验组米非司酮的浓度≥００４μＭ时，与对照组相
比，显著降低了顶体反应的能力和超活化精子的比例（Ｐ＜

００１）；当实验组米非司酮浓度为０４μＭ时，与对照组相比，顶
体反应率和超活化率分别下降到（９９±１２）和（２９４±３４）。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浓度的米非司酮对精子顶体反应和超活化的影响（％，珋ｘ±ｓ）

项目
实验组

００４μＭ ０４μＭ ４μＭ ４０μＭ
对照组

顶体反应率　　 １４０±１６ ９９±１２ａ ９２±１２ａ １０１±１２ａ １５７±１５

超活化精子比率 ７１１±３８ ２９４±３４ａ ２４８±３７ａ ２４９±３１ａ ７０８±３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１

２４　米非司酮对钙流的影响
顶体反应和超活化均是钙依赖事件，因此，可以运用钙离

子特异性染料ｆｌｕｏ３Ａｍ检测精子内游离钙离子浓度。结果表
明，对照组荧光强度百分率为（８９３±１２），当实验组米非司酮
的浓度达到００４μＭ时，荧光强度百分率为（９０９±１８），与对

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然而，当米非司酮的
浓度达到０４μＭ时，荧光强度百分率下降为（７６７±２４），反映
出米非司酮显著抑制了钙离子浓度，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当浓度达到４μＭ、４０μＭ时，荧光强度
百分率为（７３７±２６、７５４±２６），与对照组相比也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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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

　讨论
米非司酮是新型抗孕激素，与孕酮受体和糖皮质激素受体

有极强的亲和力。已有研究表明，低剂量米非司酮用于女性紧

急避孕，具有副作用小的优点［３］。紧急避孕单次口服米非司酮

１０ｍｇ时，血清最大浓度达到（１１４±０３１）μＭ［１０］。本研究中使
用的剂量涵盖了这一范围。射精后，精子通过雌性生殖，暴露

于卵丘细胞和黄体分泌的高水平孕酮中［１１］。卵丘细胞外基质

中的孕酮可以达到３２３２μＭ［１２］，它诱导钙离子流通过 ＣａｔＳｐｅｒ
通道进入精子内并触发多个 Ｃａ２＋依赖性生理反应如顶体反应
和超活化，从而完成受精［１３］。孕酮被证实可以有效增强顶体反

应，并且与受精能力相关［１４］。我们假设，米非司酮通过损害精

子的功能来降低顶体反应的发生率，从而阻止受精的发生。本

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在体外使用不同浓度的米非司酮处理精

子，并不影响精子的存活率、活力和形态。有关研究表明，给予

志愿者２００ｍｇ剂量的米非司酮，发现并未影响精子的活力［１５］，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符。检测ＤＮＡ的完整性发现，经过处理后的
精子并未对精子的ＤＮＡ造成损伤。人精子的ＤＮＡ损伤与受精
和植入前胚胎发育有关［１６］。孕激素受体调节剂，包括米非司

酮，已被证明能够诱导子宫内膜细胞凋亡和增加细胞ＤＮＡ的碎
片［１７］。与体细胞相比，本研究没有检测到孕酮受体调节剂对精

子ＤＮＡ完整性的影响，可能是因为精子 ＤＮＡ致密且更能够抵
抗分裂［１８］。

研究米非司酮体外处理精子后是否影响顶体反应、精子的

超活化和精子内游离钙离子浓度，结果表明，当米非司酮的浓

度≥００４μＭ时，显著降低了精子顶体反应的能力、超活化精子
的比例和精子内游离钙离子浓度。我们推测，米非司酮可能通

过抑制钙离子浓度，从而使精子内的线粒体中的钙离子浓度下

降，进而影响线粒体的功能，线粒体的功能受损可能导致精子

的超活化的比率下降（Ｐ＜００１）。此前的研究认为，米非司酮
不能拮抗孕酮引起的顶体反应［１９］，但是也有相反的结果。Ｙａｎｇ
等认为［９］，米非司酮可能通过抑制孕酮引起的钙离子内流，从

而阻止顶体反应。本研究结果表明，当米非司酮浓度达到

００４μＭ时，顶体反应率就会显著下降（Ｐ＜００１）。我们认为，
米非司酮直接抑制外环境中钙离子的跨膜进入精子的过程，导

致精子内游离钙离子水平下降，从而使精子无法发生顶体

反应。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在体外可能通过抑制精子的超活化和

顶体反应，从而阻止受精的发生，但是其作为体外作用的避孕

药的作用并不比壬苯醇醚更为显著。因此，作为男性避孕药，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米非司酮对受精机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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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２００５，７２（３）：５３８５４５．

［１８］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ＲｏｊｏＳ，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ＤíｅｚＣ，ＧｕｅｒｒａＳＭ，ｅｔ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ｇｅｎｅ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ｋｅｙｇｅｎｅｓｉｎｔｒｏｕｔ．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１２）：ｅ１１４１６１．

［１９］　ＢｌａｃｋｍｏｒｅＰＦ，ＮｅｕｌｅｎＪ，ＬａｔｔａｎｚｉｏＦ，ｅｔａｌ．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ｂｉｎｄｉｎｇｓｉ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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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对精液参数及精子 ＤＮＡ损伤的
影响
赵学英１　刘学伟２　牛志浩３

１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任丘 ０６２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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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检验科，河北 任丘 ０６２５５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对无症状男性精液参数和精子 ＤＮＡ损伤的影响。
方法：选择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华北石油管理局总医院进行精液常规检测的１５０例已婚男性为研
究对象，对其精液标本进行ＨＰＶ检测、精液参数分析和精子 ＤＮＡ碎片检测。将 ＨＰＶ检测阳性结果的男性
纳入感染组，随机抽取同等数量的 ＨＰＶ检测阴性男性纳入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男性精液质量和精子
ＤＮＡ损伤的差异。结果：１５０例精液样本检测出ＨＰＶ阳性２２例，阳性检出率１４６７％。精子活力ＨＰＶ感染
组低于对照组（ｔ＝２１５４，Ｐ＝００３７），精子密度、精子活率、精子畸形率和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ＦＩ）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精液ＨＰＶ感染有降低男性生育力的可能。对单纯精子活力减低的原发
性不育男性，应当考虑到精液ＨＰＶ感染的可能并予以检测。

【关键词】　男性；人乳头瘤病毒；精液参数；精子ＤＮＡ损伤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
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ＺＨＡＯＸｕｅｙｉｎｇ１，ＬＩＵＸｕｅｗｅｉ２，ＮＩＵＺｈｉｈａｏ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ｎｑｉｕ０６２５５２，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Ｇｅｎ
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ｎｑｉｕ０６２５５２，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ｎｑｉｕ０６２５５２，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ａｓｙｍｐｔｏ
ｍａｔｉｃ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５０ｓｅｍ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ａ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ｍａｌｅｓ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ＨＰＶ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Ｍａｌｅｓ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ｌｅｓ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２２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ｏｆ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１５０ｓｅｍ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ｓ，ａ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１４．６７％．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２．１５４，Ｐ＝００３７），
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ｓｐｅｒｍ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ＤＦＩ）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ｅｍｅ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ｙｒｅｄｕｃｅｍａ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ｓｏ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ｍｅ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ｎｄＨＰＶ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ｐｒｉｍａｒ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
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

　　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是一种无包膜
的小ＤＮＡ病毒，具有一定的嗜上皮细胞属性，可以引发感染部
位增殖性病理改变。低危型 ＨＰＶ主要与尖锐湿疣等良性病变
的发生有关，而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主要与宫颈上皮内瘤变、子宫
颈癌的发病密切相关［１］。ＨＰＶ感染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
男性感染后多不表现生殖器明显病变，由于男性生殖道缺乏女

性生殖道酸性环境的“自洁功能”，依靠自身免疫清除病毒的能

力差，病毒可以长期存在于外生殖器、肛门周围皮肤及尿道、输

精管、附睾或者睾丸等生殖腔道中。通过获取男性生殖器表皮

脱落细胞、精液和前列腺液等，可以进行 ＨＰＶ病毒的检测［２４］。

有关研究显示，精液ＨＰＶ感染可能影响男性生育并增加女性自
然流产的风险［５］。本研究检测了１５０例男性精液 ＨＰＶ、精液参
数和精子ＤＮＡ碎片情况，探讨了男性精液 ＨＰＶ感染对精液质
量和精子ＤＮＡ损伤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我院泌尿外科和男科进
行精液常规检测的１５０名已婚男性为研究对象。排除正常性生
活不满１年者、有尖锐湿疣等皮肤黏膜病变者、年龄大于４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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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知情同意等原因未进入研究者。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２５
岁～４０岁，中位年龄３２３岁。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查
通过，所有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精液标本采集　取精前５～７ｄ禁止性生活，采用手淫法
取精。精液置于３７℃水浴箱内液化后行精液常规和精子 ＤＮＡ
碎片检测。精液常规分析后，用特制的无菌细湿棉签充分蘸取

精液行ＨＰＶ检测。
１２２　精液ＨＰＶ检测　采用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的仪器和试剂盒进行精液 ＨＰＶ检测，检测步骤包括 ＨＰＶＤＮＡ
提取、ＨＰＶ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扩增）、核酸分子快速导流杂交
分型及结果判定等。高危型 ＨＰＶ包括 ＨＰＶｌ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
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和６８共１３种亚型；低危型 ＨＰＶ包括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４３和４４共５种亚型。ＨＰＶ实验室检测严格按照
操作流程进行，结果分析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２３　精液参数　采用北京伟力精子自动分析系统进行精液
常规检测，记录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率、精子活力等。瑞
吉染色镜检观察精子形态。检测流程和参考标准按照《世界卫

生组织人类精液分析实验室技术手册》第５版［６］进行。精子活

力统计ａ级＋ｂ级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
１２４　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　采用精子染色质扩散试验（ＳＣＤ）
检测 ４００～５００条精子，试剂由安徽安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提
供。其原理为保留酸处理后的精子 ＤＮＡ部分，根据瑞吉染色
后形成的特征性晕环统计大晕环精子、中晕环精子、小晕环精

子、无晕环精子和退化精子个数。大晕环和中晕环表示精子核

ＤＮＡ完整，小晕环、无晕环和退化表示精子核 ＤＮＡ断裂。以单
侧晕环厚度≤１／３精子头直径为小晕环精子判断标准。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小晕环精子＋
无晕环精子＋退化精子）／实际精子数 ×１００％，正常参考值：
ＤＦＩ＜３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精液ＨＰＶ检测结果

１５０例精液样本检测出 ＨＰＶ阳性 ２２例，阳性检出率
１４６７％。其中，单一型感染１５例，二重感染５例，三重感染２
例。ＨＰＶ亚型按照其出现的频次依次为：ＨＰＶ１６（１３例次），
ＨＰＶ６（８例次），ＨＰＶ１１（３例次），ＨＰＶ５２（２例次），ＨＰＶ１８、３３、
４２、４３、５８（各１例次）。将２２例 ＨＰＶ检测阳性男性纳入感染
组，在１２８例ＨＰＶ检测阴性男性中随机抽取２２例纳入对照组，
两组男性年龄分别为（３２０±４１）岁、（３３２±４９）岁，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８８１，Ｐ＝０３８３）。
２２　精液参数检测结果

两组成员精子密度、精子活率、精子畸形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感染组成员精子活力低于对照组（ｔ＝２１５４，Ｐ
＝００３７）。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结果

ＤＦＩ检测结果：感染组成员为（１６８±８１）％，对照组人员为
（１５５±７３）％，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５５９，Ｐ＝０５７９）。

表１　两组成员精液参数检测结果（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密度

（×１０９／Ｌ）
精子活率

（％）
精子活力

（％）
精子畸形率

（％）

感染组 ２２ ４１２±１６７５３４±１７６３５０±１３３ ２５６±１２０

对照组 ２２ ４３４±１５１５０７±１８３４４５±１５８ ２４９±１１５

ｔ值 ０４５８ ０４９９ ２１５４ ０１９８

Ｐ值 ０６４９ ０６２１ ００３７ ０８４４

#

　讨论
ＨＰＶ属于乳多空病毒科的乳头瘤空泡病毒Ａ属，是感染泌

尿生殖道黏膜的常见病毒之一。ＨＰＶＤＮＡ具有一定的免疫逃
逸功能，人体感染ＨＰＶ后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免疫反应，病毒
多呈潜伏感染并处于稳定的自我复制状态［２］。有关研究结果

显示，在性生活活跃的成年男性中，精液 ＨＰＶ感染率约为１０％
以上［７］。杨洋等［８］检测不育男性 ＨＰＶ感染率为１８１３％（６４／
３５３），确切生育男性ＨＰＶ感染率为５９６％（１７／２８５），认为不育
男性的精液有较高的ＨＰＶ感染率。另一项统计显示，不育男性
精液ＨＰＶ的感染率为１６％［９］。本研究中，男性精液的 ＨＰＶ阳
性率为１４６７％，与不育男性的精液感染率相近，考虑此首先是
与本研究对象多为有生育问题就诊的特定人员有关，其次是与

本研究检测的ＨＰＶ型别较多有关。
精液ＨＰＶ感染对精子质量、受精成功率和女性复发性自然

流产的影响正日益受到生殖领域的关注。ＨＰＶ在精液中主要
感染精子和精液中的脱落上皮细胞，尤其精子头部，２５％的精子
头部ＨＰＶＤＮＡ阳性［１０］，ＨＰＶ表面表达的 Ｌ１衣壳蛋白可以渗
透并绑定于精子头部的赤道段，影响精子头部的顶体反应，增

加受精的失败率［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成员精子密度、精

子活率和精子畸形率等没有明显差异，感染组成员精子活力降

低，精子前向运动能力受损。精子前向运动主要依赖精子头部

“８字形”侧摆和尾部鞭毛强力摆动产生的向前推动力，因此，
Ｆｏｒｅｓｔａ认为［１２］精液感染 ＨＰＶ后，病毒可能作用于精子头部或
者尾部，降低了精子的顶体功能和前向运动能力。

精子ＤＮＡ损伤又称精子 ＤＮＡ碎片，可以导致精子染色质
结构受损，引起精子功能和受精能力下降，增加不育和遗传缺

陷风险［１３］，甚至影响自然生育和辅助生殖治疗的结局［１４］。精

子ＤＦＩ是对精液常规分析的补充，具有稳定性、特异性较好的特
点［１５］，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精子的受精能力。本研究中，

ＤＦ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ＨＰＶ感染精子的ＤＮＡ受损率
增高并不显著，这提示病毒感染并未明显破坏精子染色质正常

结构和精子ＤＮＡ完整性，此与郑华等［１６］的研究结果相同，而不

同于Ｇａｒｏｌｌａ等［１７］的研究结果。这不排除外入组的生育期男性

精子凋亡机制旺盛，ＤＮＡ受损的精子被及时有效清除，或与
ＨＰＶ感染精液时间较短，病毒仍然处于低浓度自我复制阶段有
关。有关研究认为，精子 ＤＮＡ碎片与精子活力存在负相关关
系［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ＰＶ感染精子 ＤＦＩ和精子畸形率无
明显增加，而精子活力降低，这提示精子 ＤＮＡ损伤并非减弱感
染精子前向运动能力的唯一因素。感染精液的酸碱度、粘稠度

等微环境的改变以及抗精子抗体的产生，也可能是减弱精子前

向运动能力的因素，但不除外还存在着其他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ＨＰＶ感染对精液的精子密度、精子活率和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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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率等参数无明显影响，也不加重精子 ＤＮＡ损伤，但精子前
向活动能力下降，有降低男性生育力的可能。尤其是对单纯精

子活力减低的原发性不育男性，应当考虑到精液ＨＰＶ感染的可
能并予以检测。由于资金和样本量的限制，本研究未能分层分

析不同病毒载量、感染亚型、感染持续时间对精液参数和精子

损伤的影响，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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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取精术对无精子症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陈勇１　 刘伟２　白文俊３Δ

１成都天大不孕不育医院男科，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２成都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男科，成都 ６１００７５
３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　要】　目的：研究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术后，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和性功能的
变化。方法：采用自身对照的方法 ，从我院拟行辅助生殖助孕的患者中筛选出９８例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
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术，手术前及术后３个月分别进行血清性激素水平检测同时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调
查问卷（ＩＩＥＦ－５问卷）评价受试者的勃起功能状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结果：①手术前后患者体内的性激素
（ＦＳＨ、ＬＨ、Ｔｒ）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患者的勃起功能指数在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③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在治疗前后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睾丸显微取精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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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对患者体内的性激素水平造成明显影响，但手术给患者的勃起功能以及心理状况有显著性的影响。

【关键词】　无精子症；睾丸显微取精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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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ｐｅ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ＩＥＦ５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ｗａ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ＬＨ，Ｔ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②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③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ｐｅ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ｅｘｅｒｔ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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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ｓｐｅｒｍ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非梗阻性无精子症（ｎ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ＮＯＡ）的发病
机制是睾丸大部分生精小管生精阻滞，精液中无精子，但仍然

可能存在有局灶性精子生成区域［１］。随着显微外科技术的发

展，显微取精术被广泛应用于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的治疗［２］，此

类患者如通过手术取到存活的精子，则可结合卵胞浆单精子注

射技术（ＩＣＳＩ）使患者获得亲生子代成为现实［３５］，但是睾丸显

微取精术是一种有创性的外科操作，手术可能会对患者的生理

及心理带来一定的影响［６］。本课题选择９８例在成都天大不孕
不育医院行睾丸显微取精术的非梗阻性无精子症作为研究对

象，分别测定手术前、手术后３个月患者体内的性激素水平以及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调查问卷（ＩＩＥＦ５问卷）评价受试者的
勃起功能状况来探讨睾丸显微取精术是否会降低患者的性

功能。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来成都天大不孕不育医院
就诊的不育患者中筛选出９８例同意行睾丸显微取精术，并自愿
加入本研究的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

２３岁～４０岁，年龄（３０１３±４８１）岁，不育年限范围１年 ～１４
年，年限（６５１±２６９）年。患者进行２次或２次以上精液离心
后镜检均未见精子，且排除不射精和逆行射精。所选患者睾丸

体积均大于６ｍｌ，性激素水平、精子脱落细胞学检查、精浆生化、
等多种指标提示为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

１２　方法
对９８例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术，手术在

全麻状态下进行，于阴囊处依次切开皮肤、皮下、肉膜及睾丸鞘

膜，显露睾丸，于睾丸赤道面行横切口，显露曲细精管组织，于

手术显微镜下择取淡黄不透明且饱满的曲细精管组织送实验

室检查有无精子。采用术前及手术后３个月患者体内的性激素

水平，及国际勃起功能指数调查问卷（ＩＩＥＦ５问卷）分数评价受
试者的勃起功能状况。

１３　指标标准
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评定标准：ＩＩＥＦ５评分采用２５分

制，ＩＩＥＦ５评分由低到高分为勃起功能障碍严重（５分 ～７分）、
中度（８分～１１分）、轻度（１２分～２１分）、正常（２２分及以上）４
类。体内生殖激素水平的正常参考范围：血清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正常参考范围为１５１２４ｍｌＵ／ｍＬ，黄体生成素（ＬＨ）正
常参考范围１７～８６ｍｌＵ／ｍＬ，总睾酮（Ｔｒ）正常参考范围９９～
２７８ｎｍｏｌ／Ｌ，高于或者低于该参考范围均视为异常。焦虑抑郁
（ＨＡＤＳ）情况标准：根据焦虑和抑郁量表进行焦虑抑郁评分。
根据分数高低分为无症状（７分及以下）可能存在焦虑抑郁症状
（８分～１０分），肯定存在症状（１１分及以上）［７９］。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计量数据以（珋ｘ±ｓ）表示，手术前
后的数值比较采用组内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后非梗阻性无精予症患者勃起功能指
数的变化

　　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及术后３个月 ＩＩＥＦ５评分分别为（２１４
±３８）分和（１５１±３７）分，患者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下降明显，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后患者性激素水平的变化

术前及术后３个月，激素水平未见明显变化。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３　ＨＡＤＳ评分

睾丸显微取精术后３个月与术前ＨＡＤＳ评分具有显著性差
异，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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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后
体内激素水平的变化（珋ｘ±ｓ）

指标 手术前 术后３个月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１１３±１１ １２１±１３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１５±１６ １１４±１２

Ｔｒ（ｎｍｏｌ／ｍｌ） ７４±１５ ８１±１７

表２　患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后ＨＡＤＳ评分的变化（珋ｘ±ｓ）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ＡＤＳ评分

抑郁评分 ９９±１４ １２９±１１

焦虑评分 ８６±１５ ９３±０７

#

　讨论
由于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物滥用、性病蔓延和不良生活

习惯等理化因素对男性生殖系统的影响，我国无精子症患者呈

现逐年增多的趋势［１０］。非梗阻性无精子症约占无精子症的

６０％，显微取精技术在国内开展之前，国内生殖医学界普遍认
为此类患者只能通过供精或者领养的方式获得子代。虽然此

类患者大部分生精小管不能产生精子，但仍有可能存在部分能

够产生精子的生精小管。如果能够从此类患者的睾丸中找到

存活的形态正常的精子，结合卵胞浆内单精子注射技术，患者

即可获得健康且存在血缘关系的子代［１１１５］。但睾丸显微取精

术是一种有创性的操作，可能会对患者本身造成一定的

影响［１６１８］。

本研究对象为９８例实施睾丸显微取精术的非梗阻性无精
子症患者，分别于手术前、手术后３个月测定患者体内的性激素
水平。结果显示：①位患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手术前及术后３个
月的ＩＩＥＦ５评分相对比，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表明非梗阻性
无精子症患者行睾丸显微取精术后正常的勃起功能受到了影

响；②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及术后３个月患者体内激素水平未见
明显变化，说明手术并未对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体内激素水

平带来影响；③睾丸显微取精术前及术后３个月对患者进行焦
虑抑郁评分，术前和术后具有明显差异，说明睾丸显微取精术

会给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带来负面的心理影响，使患者产生

焦虑忧郁的情绪，且取精失败的患者负面情绪更为严重。研究

发现，患者的负面情绪与勃起异常成正相关。因此，对行睾丸

显微取精术的非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可以从一

定程度上减少手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１９２１］。同时，本研究存

在样本量少的缺点，今后将会进一步增加样本量，为临床提供

更可靠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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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赵红娟（１９８４—），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９ ·男科与性医学·

行为干预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弱精症患者精液
质量的影响
赵红娟１　高明２　徐洋涛１　任君１　许跃军１　刘晨溪１　任雪莲１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保定 ０２７５００
２西北妇女儿童医院生殖男科，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　目的：探讨行为干预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弱精症患者精液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收治的９０例不育弱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５例患者，均给予复方玄驹胶囊常规治疗，研究组在此基础上实施行为
干预。治疗３个月后，比较两组患者精液质量、精子顶体完整率、精浆一氧化氮和生殖激素表达水平改善情
况。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精子活率、精
子活力级与精子活力ａ＋ｂ级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精子密度组间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精子顶体完整率和精浆一氧化氮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精子顶体完整率高于对照组，精浆一氧化氮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生殖激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研究组患者ＦＳＨ、ＬＨ和Ｔ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实施行为干预联合
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可以显著提升不育弱精症患者精液质量和生殖激素表达水平，有利于改善治疗效果。

【关键词】　不育症；弱精症；行为干预；复方玄驹胶囊；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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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ａｃｒｏｓｏｍｅ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ｐ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ａＮＯ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ｏｔｈ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ＳＨ，ＬＨａｎｄ
Ｔ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
ｉｔ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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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是男性生殖系统常见疾病，其中弱精、少精症
是导致男性不育症发生的主要原因［１］。有关研究指出，弱精症

在不育症患者中的比例达７５５％［２］。在工作压力、生活环境等

多种因素影响下，近年来男性不育症患病率呈增高趋势，严重

影响患者身心健康。目前，西医主要采用激素、抗生素和能量

类药物进行治疗，但容易导致睾丸生精功能抑制等副作用，且

疗效欠佳［３］。近年来，复方玄驹胶囊在不育弱精症的临床治疗

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均得到充分验证。保定

市第二中心医院在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的同时给予行为干

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收
治的９０例不育弱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符合 ２０１３年版《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
南》［４］中男性不育症定义；②精液检测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级ａ≤２５％或ａ＋ｂ≤５０％，精子活率＜６０％；③参与研
究前３个月内未使用弱精症相关药物治疗；④女方生殖功能正
常；⑤参与研究前６个月内未服用可能影响精子活力的激素，抗
肿瘤、抗癫痫或细胞毒性药物。

排除标准：①无精或少精症；②合并逆行射精、勃起功能障
碍或不射精；③合并生殖系统畸形；④合并甲亢、库欣综合征、
腺垂体功能减退或垂体瘤等疾病；⑤合并重度营养不良、严重
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⑥合并心血管系统或造血系统疾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９０例患者平均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
每组４５例患者。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４５岁、年龄
（３３２８±２３７）岁，婚龄范围２～１８年、婚龄（４３７±２１３）年，
不育时间范围１～３年、不育时间（２１４±０９７）年。对照组患
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２岁、年龄（３５０４±３６８）岁，婚龄范围２
～１４年、婚龄（４２４±２１７）年，不育时间范围１～３年、不育时
间（２１１±０９２）年。两组患者在年龄、婚龄、不育时间等一般
资料上的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本研究经过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

患者入组前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给予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生产批号：１５０１０２）口服治疗，３粒／
次，３次／ｄ；同时，给予辅酶 Ｑ１０、ＡＴＰ、四环素类抗生素、克罗米
芬等常规治疗。在此基础上，研究组患者给予行为干预治疗：

①戒除不良生活习惯。戒烟、戒酒、戒油腻辛辣食物，适量补
锌。②维持充足睡眠。每天夜间睡眠至少维持７ｈ以上，建议睡
眠时间为２２：３０至次日６：３０，共８ｈ。③保证足量运动。每周运
动３～５次，每次９０～１２０ｍｉｎ，其中力量训练４５ｍｉｎ，包括仰卧起
坐、俯卧撑、提肛训练、深蹲、负重深蹲、蹲马步等内容，其余时

间为跑步、跳绳、游泳等有氧运动。行为干预在亲属或医生监

督下进行，避免不健康行为的发生。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如下：①精液质量。在治疗前后对两组患者精液

质量进行检测，精液采集前３～５ｄ禁欲，手淫法采集精液，采用
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计数对精子活率、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等

参数进行检测。②精子顶体完整率。采用瑞吉氏混合样涂片
染色法进行检测，洗脱浮色后自然干燥，在镜下取３个视野计算
顶体完整率，并取平均值。③精浆一氧化氮（ＮＯ）水平。采用
硝酸还原酶特异性及显色深度进行检测，按照一氧化氮检测试

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④生殖激素水平。采用化学发光法进
行检测，包括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Ｔ）等
３个指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组内比较采
用配对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精子活率、精子活力级与精子活力 ａ
＋ｂ级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精
子密度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改善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精子活率（％）

治疗前 治疗后

精子活力级（％）

治疗前 治疗后

精子活力ａ＋ｂ级（％）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５ ５７３１±１３８２４５２８±１１５３ａ ４１２９±４７２ ５３８７±６５６ａ １３２８±５３２ ２０５１±４６２ａ ３５４３±１１１８ ４５７１±６７９ａ

对照组 ４５ ５７１５±１３９０４７０５±１２３８ａ ４１５４±４９１ ５００７±５４６ａ １３７２±５３９ １７６７±５１３ａ ３６１２±１１８７ ４１５４±７２２ａ

ｔ值 ００５５ ０７０２ ０２４６ ２９８７ ０３９０ ２７６０ ０２８４ ２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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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精子顶体完整率和精浆ＮＯ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子顶体完整率和精浆ＮＯ水平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精子顶体
完整率高于对照组，精浆ＮＯ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生殖激素水平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生殖激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ＦＳＨ、ＬＨ和Ｔ水平均高于对照
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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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精子顶体完整率和精浆ＮＯ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顶体完整率（％）

治疗前 治疗后

精浆ＮＯ（μ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５ ８０７１±１２５３ ８７８８±１０４２ａ ５３６５±１５６１ ４０６３±１０４７ａ

对照组 ４５ ８１２７±１２３５ ８３１４±１０２６ａ ５２９８±１６１５ ４６２１±１１７５ａ

ｔ值 ０２１４ ２１７４ ０２００ ２３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生殖激素水平改善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５ １０８１±６８５ １９７６±５９３ａ ３７８±３５６ ７９３±３４８ａ １２８９±７０４ ２９６４±８９２ａ

对照组 ４５ １０７６±６７３ １６２３±６１２ａ ３８５±３１７ ６０１±４０３ａ １３２１±６７５ ２１１８±８５１ａ

ｔ值 ００３５ ２７７９ ００９９ ２４１９ ０２２０ ４６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弱精症患者生育能力影响因素较多，其中精子活力是最为

重要的一项。Ａｌｈａｄｙ［５］等的研究指出，精子活力不足时无法正
常向前运动至输卵管腹部形成受精，导致不育的发生。此外，

精子密度过高也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有关研究证实，

精子密度过高时精子运动轨迹发生变化，与正常男性有较大差

异［６］。这可能与精子密度过高后导致精子营养不足有关，使其

无法有效形成良好的运动能力。另一项对不育弱精症患者的

研究发现，精子形态与精子功能紧密相关，在发生大头精子、畸

形精子等精子头部缺陷时通常导致精子失去受精能力［７］。这

表明精子顶体完整率是影响男性不育的重要指标。近年来，精

浆中ＮＯ表达水平与精子活力的相关性得到进一步明确。有关
研究发现，精浆中ＮＯ表达水平低时有利于精子活动度的增高，
而表达水平增高时则可能抑制精子活动度，使精子顶体反应率

降低、生精功能受损［８９］。弱精症的一般治疗包括能量药物治

疗、激素治疗和抗生素治疗，但治疗效果欠佳。

弱精症在中医学中被归为“精冷”“精寒”的范畴，认为主要

与肾虚有关。肾精先天不足、精失所养，导致元气不足、血脉循

环瘀滞，进而导致精子运动乏力。有关研究发现，肾虚患者下

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紊乱，抑制了性激素的表达，进而影响附
睾及睾丸功能导致不育［１０］。因此，中医认为治疗弱精症应该以

温阳益气、活血化瘀、补肾生精为主。复方玄驹胶囊包括玄驹、

淫羊藿、蛇床子、枸杞子等名贵药材，方剂以玄驹为君药，枸杞

子、蛇床子为佐药，淫羊藿作臣药。玄驹具有活血通络、补肝益

肾等功效，蛇床子具有温肾壮阳的功效，枸杞子可以补肝益肾，

淫羊藿也具有温补肾阳的作用，诸药共用起到活血、益精、壮

阳、温肾的功效［１１］。还有研究认为，蛇床子可以通过改善附睾

和睾丸功能提高精子质量［１２］。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精子质

量、顶体完整率及精浆ＮＯ水平、生殖激素水平与治疗前比较均
有明显改善，这表明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弱精症患者精子质量

的改善有着良好治疗效果。

有关研究认为，弱精症的发生与不良生活习惯、久坐、运动

量少等因素有关［１３１４］。行为干预正是基于这一理论的治疗策

略。本研究中行为干预从３个方面着手，包括戒除不良生活习
惯、维持充足睡眠、保证足量运动。有关研究指出，烟量和烟龄

对男性精子活力和动态参数的不良影响存在量效和时效关

系［１５］。其研究发现，烟龄长和吸烟量大是影响男性不育的重要

因素。一项针对不育男性危险因素的研究也发现，吸烟、喝酒

与睡眠不足是导致男性精子活力下降的主要因素［１６］。有关研

究指出，缺乏运动、久坐是精子质量下降的独立危险因素［５，１７］。

久坐通常可以对生殖器官造成一定压迫，影响其血液循环，导

致精子质量下降。而足量的运动锻炼，能够有效促进血液循

环，改善精子生存环境。本研究中，研究组加用行为干预进行

治疗，结果发现其精子质量、生殖激素等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患

者。该结果表明，行为干预对于促进弱精症患者精子质量的提

升有一定效果，这主要与相关危险因素得到控制或改善有关。

综上所述，行为干预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可以显著提高

不育弱精症患者精液质量和生殖激素表达水平，有利于改善治

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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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剂综合治疗少弱精症
临床效果观察
王世礼１　刘红红１　韩爱华２　卢少明３Δ

１日照市妇幼保健院男科，山东 日照 ２７６８００
２德州市武城县计划生育服务站，山东 德州 ２５３３００
３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男科，济南 ２５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复方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剂联合治疗少弱精症的临床疗效，为治疗该病提
供参考依据。方法：收集日照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收治的２４０例少弱精症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而研究组给予复方玄驹

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剂联合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观察。结果：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

效率８６６７％，显著优于对照组的６８３３％，组间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精
子密度、精子活力、精液量和精子活动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改善，且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临床中对于少弱精症患者给予复方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剂综合的临床疗效
显著，改善患者精子密度与活力，值得临床中应用与推广。

【关键词】　少弱精症；复方玄驹胶囊；它莫西酚锌制剂；精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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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育症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环境的污染与食物
链污染的增加，导致该病的发病率增加，尤其对男性的生活质

量大大降低［１］。临床调查研究显示，不孕症已经是世界性的难

题，而少弱精症是不孕症的主要病因，且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具

有重要的影响［２］。临床中对于少弱精症的治疗尚无特效药，主

要以提高患者精子活力和增加精子密度为治疗原则，从而改善

患者的临床症状［３］。因此，本次研究重点探讨复方玄驹胶囊与

它莫西酚锌制剂在少弱精症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日照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
２４０例少弱精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的夫妻性生活和性功能
均正常，且未出现避孕情况，入组患者均知情同意，且均经过医院

伦委会批准同意。研究的对象均符合ＷＨＯ制定的少弱精症标
准，精子总数＜３９０×１０６，或者精子浓度＜１５×１０６。排除内分泌
异常和精索静脉曲张以及急性泌尿生殖系统疾病的患者，且出现

有睾丸发育不良和Ｙ染色体缺失以及染色体严重疾病的患者予
以排除。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１２０例。两
组患者年龄、体质量和不孕时间等临床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研究组与对照组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对比

　　　指标
研究组

（ｎ＝１２０）
对照组

（ｎ＝１２０）
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３６１±３８２３４０５±３１７ ０３９１ ＞００５

体质量指数（ｋｇ／ｍ２） ２６８２±１５３２７０２±１２２ ０２２７ ＞００５

不孕时间（年） ４５１±０３６ ４８８±０３１ ０１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 给 予 口 服 复 方 玄 驹 胶 囊 （国 药 准 字：

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生产厂家：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治疗，１２６ｇ／次，
３次／日。研究组患者给予口服复方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
剂治疗，口服复方玄驹胶囊，１２６ｇ／次，３次／日。口服它莫西酚
（国药准字：Ｈ３１０２１５４５，生产厂家：上海复旦复华药业有限公
司），１０ｍｇ／次，３次／日。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３个月，且治疗的
过程中禁止服用其他的临床药物［４］。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依据患者临床症状和精子活力改善情况进行

综合评估［５６］，将其分为３个等级：显效：治疗后患者的精子密
度超过２０×１０６／ｍＬ，且Ａ级精子比例超过２５０％，或者 Ａ＋Ｂ
级精子比例超过５００％，治疗后其配偶出现怀孕；有效：治疗
后患者的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均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改善，且

各项精子指标均较治疗前提高３００％以上；无效：治疗后患者
的精子密度和精子活力均较治疗前无明显的改善，或者各项

精子指标较治疗前提高不足３００％，或者其精子密度和活力
出现下降。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 ＋有效％）。②治疗
前后精子参数的变化（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液量和精子活

动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临床数据进行统计与处理，计数资料

以率（％）表示，应用卡方（χ２）检验，计量数据以均值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且组间数据差异以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临床疗效治疗有效率对比

经过两组数据比较分析，研究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８６６７％，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６８３３％，研究组显著
优于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研究与对照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效果
研究组

（ｎ＝１２０）
对照组

（ｎ＝１２０）
χ２值 Ｐ值

显效 ５８（４８．３） ２９（２４．２）

有效 ４６（３８．３） ５３（４４．２）

无效 １６（１３．３） ３８（３１．７）

总有效 １０４（８６７） ８２（６８３） ６０４８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子参数的变化对比
经过两组数据对比分析，治疗前两组患者精子密度、精子

活力、精液量和精子活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液量和精子活
动率均较治疗前有明显的改善，且研究组改善程度远远高于

对照组，组间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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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与对照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精子各项参数变化对比（珋ｘ±ｓ）

　　　指标
研究组

（ｎ＝１２０）
对照组

（ｎ＝１２０）
ｔ值 Ｐ值

治疗前

　精子密度（×１０６／Ｌ） １８３５±２９３ １９０３±２６１ ０２２７ ＞００５

　精液量（ｍＬ） ２１４±０３５ ２２６±０２７ ０８０３ ＞００５

　精子活动率（％） ４２６７±５２４ ４３０６±４８９ ０４１２ ＞００５

　Ａ级（％） ９２３±１８３ ９０５±１７７ ０４７５ ＞００５

　Ａ＋Ｂ级（％） １６２３±２０６ １７１２±１８９ ０２６１ ＞００５

　Ａ＋Ｂ＋Ｃ级（％） ３３５６±５２１ ３４０５±４９３ ０５０９ ＞００５

治疗后

　精子密度（×１０６／Ｌ） ４５６２±４２１ ３２８３±３０４ ８０３１ ＜００５

　精液量（ｍＬ） ２９５±０３３ ２３１±０３４ ４２５５ ＜００５

　精子活动率（％） ６６７２±６０３ ５２１５±５２６ ９１２７ ＜００５

　Ａ级（％） ２４８８±４０６ １９０４±３７７ ５１１６ ＜００５

　Ａ＋Ｂ级（％） ４７４６±５８１ ３１０４±４８８ ７９３６ ＜００５

　Ａ＋Ｂ＋Ｃ级（％） ６６９４±７９２ ４９３５±６２８ ８５３７ ＜００５

#

　讨论
不育症是男性中常见疾病之一，其发生的原因比较多，常

常涉及到环境和营养以及精神等方面的因素［７８］。临床研究显

示，不育症的发病原因常常分为睾丸前性与睾丸后性以及睾丸

性等［９］。其中，少弱精症状的发病原因尚未完全明确，临床中

对于该病的治疗多以西药治疗，多为补充维生素 Ｃ和锌，但是
总体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很理想，且出现的不良反应也比较

多［１０１１］。因此，临床中对少弱精症的治疗多以中西医结合为

主，现取得了较好治疗效果。

复方玄驹胶囊是临床中治疗少弱精症的常见药物，主要成

分为淫羊藿和枸杞以及黑蚂蚁与蛇床子等，在临床中具有较好

的温肾和壮阳的效果，尤其在神经乏力和腰酸膝软和阴器发冷

等方面的治疗具有明显的作用［１２１３］。临床研究显示，复方玄驹

胶囊能够改善睾丸局部内环境，有效的促进精子的产生［１４］。同

时，这种药物还可以较好的清除体内较多 ＲＯＳ，显著的降低精
子ＤＮＡ的损伤，提高精子活力［１５］。而研究显示，它莫西酚能够

较好的调节患者体内的内分泌情况，促使其ＦＳＨ与Ｔ的含量增
加，进一步增加睾丸的生精作用［１６］。同时，锌是人体内不可或

缺的微量元素之一，尤其补充锌之后可以直接的参与精子糖酵

解与氧化的过程，从而有效保持精子细胞膜的通透性与完整

性，提高精子的活力［１７］。临床中通过对少弱精症患者给予复方

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剂联合治疗具有显著的效果，且在提

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有效率方面具体显著的效果。同时，联合治

疗还在改善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液量和精子活动率等方面

效果优于单一用药的效果。由此说明，临床中复方玄驹胶囊与

它莫西酚锌制剂联合治疗少弱精症，可以进一步的改善患者的

临床症状，尤其在提高患者精子浓度和精子活力等方面远远优

于单一使用复方玄驹胶囊的效果。主要是联合治疗，可以提高

患者的身体免疫力和局部抗炎以及酶活性，从而起到益肾生精

的作用［１８］。此次的临床数据也显示，复方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

锌制剂联合治疗后患者在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液量和精子活

动率的改善程度明显的由于单一使用复方玄驹胶囊的效果。

综上所述，临床中对于少弱精症患者给予复方玄驹胶囊与

它莫西酚锌制剂综合治疗是可行的，能够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

有效率，并且在改善患者精子活力和精子密度方面有显著的作

用，值得临床中应用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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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手术细节改进体会
康照鹏　欧阳海　谭艳　谢子平　李韬　王万荣　王金国　谢胜Δ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改进手术操作细节及术后护理措施，减少使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手术的并发症，
提高患者满意度。方法：使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为３４０例包皮过长患者年龄范围１７岁 ～５２岁，年龄
（２６６±４６）岁行包皮环切术，对改进手术细节前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和患者满意率进行对比。结果：改进后
组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为（１８７±１０６）分，明显低于改进前疼痛评分（２３５±１２７）分；愈合时间（８４６±
３６９）天，小于改进前组（１４２４±５４７）；改进后组术后感染、瘀斑、血肿、裂开及再手术率明显小于改进前
组；伤口愈合后满意率９８３９％，高于改进前组（９３４６％）。结论：采用改进方法，使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
器手术，可以降低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缩短愈合时间，减少术后感染、瘀斑、血肿、裂开等并发症出现率及再手
术率，提高患者伤口外观满意度，值得推广。

【关键词】　包皮环切术，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　手术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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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皮过长和包茎是泌尿男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包皮环切
手术是首选的治疗方法。传统术式由于术中出血量较多，术后

线结反应、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切口美观效果满意度差，

患者接受程度普遍较低［１２］。近年来，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

的应用得到广泛普及，其特点是手术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切

口美观。但术后出血及阴茎皮下血肿发生率较高，包皮内板保

留过多，系带保留过少及包皮切口不对称等问题较多［３４］。我

们通过手术总结经验，改进手术细节及术后处理措施，术后出

血、血肿发生机率及再手术率明显降低，伤口美观度明显提高。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

医院男科收治的包皮过长患者３４０例，年龄范围１７岁 ～５２岁，
年龄（２６６±８２）岁。选取病例时排除包皮龟头明显粘连者、
合并糖尿病者、凝血功能异常者及存在明显包皮龟头炎者。术

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同意参加本研究。选取患者采用一次

性包皮环切缝合器（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ｓｕｔｕｒｅｄｅｖｉｃｅ，ＤＣＳＤ）
进行手术。手术改进措施在２０１６年１月开始实施，因此，这３４０
患者中包括２０１５年手术改进前的患者１５３例，还有２０１６年手
术改进后的患者１８７例。
１２　手术器材及方法
１２１　手术器材　止血钳４把，小剪刀１把，无菌纱布６块～８
块；自粘弹力绷带；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江西源生狼和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生产，赣食药监械（准）字２０１２第２０１００８４号）及
专用的阴茎周径测量器［５］。另有针持器１把、刀片１片、５０可
吸收缝合线一根备用。

１２２　术前准备　使用阴茎周径测量器选择合适缝合器型号。
有２１，２６，３０共３种常用型号选用。将测量器孔洞套至自然疲
软状态下的阴茎冠状沟处，最合适的孔洞读数即为选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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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６７］。术前常规行会阴部备皮。翻开包皮，检查包皮及系带

发育情况。

１２３　手术方法　患者平卧位，常规消毒、铺无菌孔巾，用１％
利多卡因行阴茎根部浸润麻醉。麻醉生效后，外翻包皮，再次

消毒；用４把止血钳分别钳夹包皮０、３，６，９点位置；提起包皮，
将缝合器钟体罩在阴茎头上，上提４把止血钳套住钟罩，将钟罩
拉杆向阴茎背侧倾斜，与阴茎轴线约成 ４５°角；用扎带将包皮固
定在钟罩拉杆上，拉杆插入缝合器壳体内中心位置直达尾部并

露出拉杆末端的螺丝，将固定旋钮旋入拉杆尾端螺丝，使拉杆

尾端与调节旋钮尾端相平，再次检查拟切割包皮位置无误，去

除保险扣，快速有力握紧手把５１０Ｓ后松开，逆时针旋转并取下
调节旋钮，取下壳体，手术创面即刻给予加压包扎止血［８］。嘱

患者握紧阴茎１０分钟，再次调节包扎松紧程度，患者排尿正常
后离院。２天后换药，１周后去掉纱布。等待缝合钉自动脱落。
１２４　改进方法　①手术细节改进：合并系带过短的患者先行
系带延长术，具体操作方式详见图１。可以避免直接行缝合器
手术后出现系带保留过少及系带处伤口裂开。环扎带固定包

皮时不要一次拉太紧，松紧程度以能拉动包皮为宜，取掉止血

钳，再次调整钟罩位置，将钟罩拉杆长轴与阴茎轴线约呈 ４５°
角，在系带处垂直按压系带数秒，使其保留出足够长度，使用止

血钳调整背侧包皮内外板位置，以在钟罩边缘下０５ｃｍ左右隐
约能够触摸龟头边缘为宜，具体操作方式详见图２。再次拉紧
环扎带。使用纱布条扎紧阴茎根部阻断阴茎血流。再次检查

确认切割位置无误，激发包皮环切缝合器把手进行切割，术后

外观一般比较满意，具体结果详见图３和图４。②包扎方法改
进：对系带处垫一棉球制成的棉片，然后用纱布包扎，纱布需覆

盖冠状沟、系带、伤口至阴茎中段位置，包扎宽度约４ｃｍ～５ｃｍ；
并使用自粘弹力绷带加压包扎两圈。肥胖者阴茎外露较短且

可能会有回缩，需包扎至阴茎根部。术后处理方法改进：术后

嘱患者避免过多活动，对于肥胖者、轻微隐匿性阴茎者、小龟头

包扎困难者及同时做系带延长者留院观察１天 ～２天，２天后
换药。

图１　系带延长术后

图２　按压系带保留足够长度

图３　术后外观１

图４　术后外观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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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临床观察指标
１３１　术后早期观察指标　术后２４小时视觉疼痛评分，术后
不良事件（伤口感染、瘀斑、血肿及再手术发生率等）、切口愈合

时间。

１３２　术后１月观察指标　术后随访观察包皮切口美观度［９］。

分为３个级别：满意（切缘光滑、无瘢痕，左右对称，包皮内板保
留长度合适，系带长度合适），中等（包皮切缘轻度瘢痕，包皮内

板保留左右轻微不对称或系带稍短），不满意（切缘有扇形皱褶

或瘢痕增生明显，包皮切缘左右明显不对称，或系带保留过

短）。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数据以 珋ｘ

±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手术比较，改进后组患者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为（１８７±

１０６），明显低于改进前疼痛评分（２３５±１２７），Ｐ＜００５；愈合
时间（８４６±３６９）天，小于改进前组（１４２４±５４７），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改进后组患者术后感染、瘀斑、血肿、裂开
及再手术率明显小于改进前组。具体结果详见表２。伤口愈合
后满意率（９８３９％）高于改进前组（９３４６％），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珋ｘ±ｓ）

　　观察指标 改进前 改进后 Ｐ值

术后２４ｈ疼痛评分 ２３５±１２７ １８７±１０６ ＜００５

切口愈合时间（ｄ） １４２４±５４７ ８４６±３６９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事件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感染 瘀斑 血肿 裂开 再手术

改进前 １５３ ５（３２７） ５６（３６６） ５（３２７） ４（２６１） ３（１９６）

改进后 １８７ ２（１０７） ２０（１０６９） ３（１６０） ０（０％） 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伤口美观度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满意 中等 不满意 总体满意

改进前 １５３ ４８（３１３７） ９５（６２０９） １０（６５３） １４３（９３４６）

改进后 １８７ １４０（７４８７） ４４（２３５３） ３（１６０） １８４（９８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改进手术操作细节的优点

包皮过长、包茎是泌尿男科常见疾病，包皮环切术是治疗

这一疾病的最有效手段［１０１１］。近年来，大量研究证明包皮环切

术能够降低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风险，降低阴茎癌发病风

险［１２１３］，降低其性伴侣妇科炎症的风险［１４］。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建议将男性包皮环
切术作为艾滋病预防项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５］，且研究表

明，包皮环切术可以改善男性性功能［１６１７］。

近年来，包皮环切缝合器的临床应用越来约普及。其优点

是手术时间短，操作简单，无需缝线；手术创伤小，患者痛苦小，

术后愈合快；无需拆线。但是，随着临床应用，也暴露出一些缺

点［１８］。明显的缺点有：①术后即时出血风险较传统手术高，原
因可能是因为缝合钉之间有间隙，若血管未被缝合钉钉合或钉

合后脱落可能会造成出血，甚至血肿。②包皮长度保留不合
适，背侧太长或系带保留过短或过长，或左右不对称，其原因是

因为在操作过程中无法直视包皮内板切割部位，只能通过经验

判断，这样就容易引起包皮保留长度不合适，影响伤口美观度。

本研究发现，通过改进手术细节可以降低包皮缝合器的上

述缺点，提高患者满意度。

３２　改进手术操作细节的具体内容
手术细节改进包括：①包皮过长患者如果合并系带过短，

直接行包皮缝合器手术很容易损伤系带，引起系带保留过短，严

重者术后还会引起系带处伤口撕裂、伤口感染。将系带做横切

纵缝延长系带，再行缝合器手术就可以避免系带保留过短及伤

口裂开的风险。②手术时钳夹包皮位置时，在包皮背侧需靠近
内板钳夹，在包皮腹侧靠近外板钳夹，钳夹后展开包皮，使钳夹

部位与冠状沟处距离保持一致，距离约２ｃｍ～３ｃｍ，目的在于可
以展平包皮内板，使切口整齐，再套入钟罩后使用扎带扎住包

皮，一次不要扎太紧，便于再次调整包皮切割位置。用拇指在

种罩边缘与系带处垂直阴茎系带按压，以保留出足够长度的系

带。钟罩拉杆向阴茎背侧弯曲，使其与阴茎长轴约呈 ４５°角。
再次调整阴茎背侧包皮，用止血钳调整包皮背侧内外板皮肤，

在钟罩边缘下隐约可以触摸到龟头边缘，使包皮背侧内板皮肤

不会保留过长。固定尾端螺丝不要太松或太紧，固定太松包皮

不能完全切断，固定太紧容易使缝合钉变形甚至卡入种罩底

座，引起缝合钉脱落，导致包皮裂开。③激发包皮环切缝合器
把手之前用纱布条或者橡皮管缠紧阴茎根部暂时阻断阴茎血

流，有利于减少术后即时出血，有充分时间仔细包扎伤口。④
包扎时需注意将包皮伤口展平包扎，包扎宽度一般４ｃｍ～５ｃｍ，
并使用自粘弹性绷带加压包扎。⑤对于系带延长术患者在系
带出垫一棉片可以减少术后系带处渗血。对于龟头较小者、肥

胖者、轻微隐匿性阴茎者包扎比较困难，需将阴茎体整体包扎，

包扎后用自粘弹性绷带固定，可使切口敷料与创面紧密接触，

起到均匀加压包扎作用，同时，可促使阴茎远端的组织液回流，

避免术后包皮水肿的发生。常规包扎固定术后包皮水肿发生

几率较大，对于此类特殊患者，建议留院观察１天 ～２天，卧床
休息，避免过度活动，可减少并发症出现几率及再次手术率。

总之，通过手术细节改进前后对比发现，上述改进措施可

以降低一次性包皮环切术术后出血风险、降低再手术率，提高

患者切口美观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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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再整形矫治
的临床研究
纪福龙１　时丕业１　孔彦霞１　李忠海２　梁亚军３

１济宁医学院附属湖西医院小儿外科，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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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山东 济宁 ２７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再整形矫治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
选自济宁医学院附属湖西医院于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期间收治的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
型阴茎６０例，按照随机表法分为Ａ组３０例与Ｂ组３０例。Ａ组采用传统 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Ｂ组采用改良 Ｄｅ
ｖｉｎｅ术治疗。比较两组手术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术后阴茎水肿时间、术前阴茎长度、术后阴茎长度、术
后阴茎延长及术后并发症。结果：术后平均住院时间Ｂ组短于Ａ组，术后阴茎水肿时间Ｂ组快于Ａ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术后阴茎长度和术后阴茎延长均高于 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术后并发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改良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
儿隐匿性阴茎效果显著，可明显延长阴茎长度，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关键词】　包皮环切术；小儿隐匿性阴茎；整形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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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ｉｎｅ，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ｅｖｉｎ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ｙ，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ｎｉｌｅｅｄｅｍａ，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ｎｉ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ａｖ
ｅｒａｇ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
ｐｅｎｉｓｅｄｅｍａ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ｆａｓ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ｎｉ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ｐｅｎｉｌｅｌ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Ｄｅｖｉｎｅ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ｐｅｎｉ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ｆｔｅｒ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ｐｒｏｌｏｎｇ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ｐｅｎ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ｐｅｎｉｓ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Ｐｌａｓｔ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

　　隐匿性阴茎是少见的一种先天畸形性疾病和发育异常，常
容易于小阴茎和包茎等混淆，导致诊断和治疗错误［１］。隐匿性

阴茎主要是因肉膜层发育异常所致的，认为肉膜层中发育不良

的纤维索带直接附着于阴茎体的前端甚至阴茎颈部是致使隐

匿性阴茎的主要原因，且会加重隐匿的程度［２３］。隐匿性阴茎

表现主要为阴茎体发育正常而显露异常，且该病常见于学龄前

期儿童，调查显示在阴茎畸形疾病中发病率为０６７％，其发病
率仅次于包茎和包皮过长［４］。由于对小儿隐匿性阴茎认知的

偏差，部分患儿被误行包皮手术治疗，无正确的治疗，且对其症

状、体征无明显改善，从而使得整形矫治变得更为困难［５６］。因

此，临床上对于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采用有

效的整形矫治手术方法尤为重要。本研究探讨包皮环切术治

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再整形矫治的临床研究，提供一定的

临床参考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自２０１２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期间济宁医学院附属湖
西医院收治的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型阴茎６０例。
按照随机表法分为Ａ组３０例与Ｂ组３０例。Ａ组３０例中，患者
年龄范围６岁～１４岁、平均年龄（１０３２±１７６）岁，自然状态下
阴茎显露长度范围０７ｃｍ～２１ｃｍ、长度（１４９±０３５）ｃｍ；Ｂ组
３０例中，患者年龄范围７岁～１３岁、年龄（９９８±１８４）岁，自然
状态下阴茎显露长度范围０８ｃｍ～２３ｃｍ、长度（１５１±０３６）
ｃ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阴茎完全隐匿于皮下，且患儿阴茎皮肤内不
能扪及阴茎体；②患儿年龄６～１４岁；③睾丸、附睾发育正常，性
激素检查正常；④与患儿家属签订知情同意者。排除标准：①
埋藏阴茎、束缚阴茎；②单纯包茎。
１３　方法

Ａ组：采用传统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具体方法如下：患儿取平卧

位，采用连续性硬膜外麻醉或者静脉麻醉，翻起阴茎外包皮，将

龟头与外包皮粘连缓慢分离，将小儿阴茎头及包皮狭窄环显

露，中心的阴茎背侧纵切包皮内外板，中心的阴茎背侧纵切包

皮内外板，以及切除与曝光阴茎内膜增厚，同时进行纵向扩展

和对侧切口，将后膜和周围的软组织两边的肉予以排除，回到

阴茎伸直阴茎完全，并且修复下腹部皮肤阴毛鞘浅筋膜下切口

末端板固定在阴茎白膜，缝合阴茎皮肤，然后留置导尿管导尿，

应用弹力网纱包裹伤口。

Ｂ组：采用改良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具体方法如下：患儿取平卧
位，连续性硬膜外麻醉或者静脉麻醉，在传统 Ｄｅｖｉｎｅ术进行改
良，包括：游离切除Ｂｕｃｋｓ筋膜外增厚纤维索带且阴茎皮下异常
发育的浅筋膜层组织；耻骨脂肪垫不给予切除，用４０线针２根
于膜层组织及与其相对应的阴茎海绵体白膜，然后自阴茎根部

皮肤出针，并且使阴茎体附着于阴茎海绵体白膜。

１４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手术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术后阴茎水肿

时间；②观察两组术前阴茎长度、术后阴茎长度及术后阴茎延
长情况；③观察两组术后并发症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以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针对本研究数据中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及术后阴茎水肿时
间比较

　　Ｂ组患者术后平均住院时间短于 Ａ组，术后阴茎水肿时间
短于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前阴茎长度、术后阴茎长度及术后阴茎延长比较

Ｂ组患者术后阴茎长度和术后阴茎延长均高于 Ａ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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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平均住院时间及术后阴茎水肿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平均住院

时间（ｄ）
术后阴茎水肿

时间（ｄ）

Ａ组 ３０ ４１１５±７９１ ７８３±１１５ ２７９±０４６

Ｂ组 ３０ ４０３８±６７８ ６３６±０８３ ０５８±０１２

ｔ值 － ０４０５ ５６７７ ２５４６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阴茎长度、术后阴茎长度及术后阴茎延长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前阴茎长度

（ｃｍ）
术后阴茎长度

（ｃｍ）
术后阴茎延长

（ｃｍ）

Ａ组 ３０ １９１±０４０ ２８９±０５４ ０９８±０１４

Ｂ组 ３０ １８９±０３５ ４１５±０７５ ２２６±０４１

ｔ值 － ０２０６ ７４６８ １６１８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组别 例数 阴茎扭转
术后包皮

严重水肿

并发症

（％）

Ａ组 ３０ ０ ３ ３（１０００）

Ｂ组 ３０ ０ ０ ０（０００）

χ２值 － － － １４０４

Ｐ值 － － － ＜００５

#

　讨论
隐匿性阴茎是以阴茎显露异常为主要表现的一种先天性畸

形。隐匿性阴茎外观短小，呈短圆锥状或者鸟嘴状，诊断方法主要

是根据按压阴茎根部及耻骨前皮肤脂肪，或牵拉阴茎头后放开，若

出现阴茎体伸出后又很快回缩者则为隐匿性阴茎［７９］。

阴茎再整形手术是隐匿性阴茎治疗的一种唯一有效手段，

采用该方法需满足以下几方面［１０１２］：①重建阴茎阴囊角外观；
②将阴茎皮肤游离至阴茎根部；③限制阴茎伸展的纤维索带给
予切除；④完成阴茎阴囊和阴茎背侧根部交界皮肤与白膜的缝
合固定。由此可知，包皮环切术不仅不会使隐匿性阴茎显露不

良的问题得以改善，反而由于切除了包皮致使皮肤材料的过度

短缺，进一步加重隐匿性阴茎矫正的难度。因此，临床上对于

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需采取有效的治疗方

法。以往临床上主要采用传统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但其效果并不十
分理想。近年来研究表明改良 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取得了良好的临
床效果。应用改良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具有以下几方面优点［１３１５］：①
该手术方法能够在Ｂｕｃｋ’ｓ筋膜浅层无血管区剥离，不仅能够将
限制阴茎显露的病理性纤维索带给予切除，同时还具有出血

少、术后水肿少等特点；②该手术方法不需做耻骨上脂肪垫的
切除，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手术损伤；③该手术方法术中精细修
剪包皮内外板，解决了外板先天不足的缺点；④术中切除不问
浅悬韧带，于阴茎根部皮肤上将白膜固定，使得阴茎显露满意。

本研究结果表明，Ｂ组术后平均住院时间短于 Ａ组，术后阴茎

水肿时间快于Ａ组，说明改良 Ｄｅｖｉｎｅ术可明显缩短住院时间，
降低术后阴茎水肿时间；Ｂ组术后阴茎长度和术后阴茎延长均
高于Ａ组，说明改良Ｄｅｖｉｎｅ术可明显延长阴茎长度。术后水肿
是隐匿性阴茎术后较为容易发生的一种并发症，可在短期内明

显影响外观［１５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改良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包皮环
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未出现术后严重水肿。

综上所述，改良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
隐匿性阴茎效果显著，可明显延长阴茎长度，具有重要研究意

义，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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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的临床研究．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８６８９．

［１０］　陈子刚．儿童隐匿性阴茎诊治新进展．实用医技杂志，２０１５，２２
（１）：４４４５．

［１１］　杨远旺，朱庆晖，覃家雅．隐匿性阴茎的诊断与治疗．中国现代
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６）：７４７５．

［１２］　冯东川，朱孝宇，李圆，等．包皮系带延长阴茎整形术在儿童隐
匿阴茎治疗中的应用．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７１９．

［１３］　唐黎明，成校，申雪睛，等．Ｄｅｖｉｎｅ术不同固定位置治疗隐匿性
阴茎的疗效对比．局解手术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４（２）：１３９１４２．

［１４］　丁智兵，黄振华．改良 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小儿隐匿阴茎．中国社区
医师：医学专业，２０１２，１４（７）：１５３１５３．

［１５］　邓宏达，梁仁致，邓生智．改良 Ｄｅｖｉｎｅ术治疗小儿隐匿性阴茎
３６例疗效观察．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０８，１１（１７）：１５８４１５８５．

［１６］　ＴüｆｅｋＡ，ＫａｙａＳ，Ｔｏｋｇｚ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ｘｍｅ
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ｏｎｂｕ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ｃｉａｔｉｃｎｅｒｖ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ｅ
ｄｉａｔｅｄｂｙｍａｓｔｃｅｌｌ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
３６（２）：９５１０２．

［１７］　ＦＲＡＮＳＥＮＶＡＮＤＥＰＵＴＴＥ，Ｅ．Ｅ，ｅｔａｌ．Ｐｒｉａｐｉｓｍ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ｃｏｎｔｉｎ
ｕｏｕｓｔｈｏｒａｃｉｃｅｐｉｄｕｒａｌ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ｏｒａｂｅｎｉｇｎ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ｃｔａ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ｃａ，２０１４，５８（７）：９０３９０５．

［１８］　彭潜龙，赵夭望，李艳芳，等．湖南地区正常男童阴茎睾丸发育
的调查．临床小儿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５）：３９５３９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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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卫生适宜技术成果转化计划项目（２０１２ＺＨＢ０１３）
【第一作者简介】江唯波（１９８１—），女，主管技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免
疫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
江唯波１　应晟１　韩贤达１　严海浓２

１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５００
２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宁海分院妇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６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ＣＣＡｇ）对宫颈癌的诊断
价值。方法：对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４０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
统计分析，将这些患者作为宫颈癌组。另选取该院同期收治的４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作为宫颈上皮内瘤
变组，同期接收的４０例健康体检女性为对照组，对３组人员、宫颈癌组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
平及阳性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宫颈癌组、宫颈上皮内瘤变组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和阳性率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宫颈癌组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和阳性率又显著高于宫
颈上皮内瘤变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癌组肿瘤长径超过４ｃｍ、临床分期Ⅲ－Ⅳ期、有淋巴
结转移患者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和阳性率分别显著高于肿瘤长径不超过４ｃｍ、临床分期Ⅰ －Ⅱ期、无淋巴结
转移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对宫颈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

【关键词】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宫颈癌；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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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

　　宫颈癌是一种妇科恶性肿瘤，在临床极为常见。长期以来，为
了将宫颈癌前病变及早期宫颈癌寻找出来，同时对宫颈癌进行临床

分期并判断患者预后，临床不断研究宫颈癌的诊断技术［１］。相关

医学研究表明［２］，ＳＣＣＡｇ在宫颈恶性病变的上皮细胞中广泛存在，
并参与在肿瘤的生长及表达。大量ＳＣＣＡｇ会在癌细胞合成、分化

中产生，从而提升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同时特异性极高［３］。本研究对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４０例宫
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对

宫颈癌的诊断价值，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宁波市奉化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
的４０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
者均经病理检查确诊为宫颈癌，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有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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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疾病、肝病、其他肿瘤病史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范围３４
岁～６１岁，年龄（４５２±７２）岁。在病理类型方面，３１例为子宫
颈鳞癌，９例为子宫颈腺癌；在临床分期方面，３３例为ⅠⅡ期，７例
为ⅢⅣ期。将这些患者作为宫颈癌组，另选取我院同期收治的
４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作为宫颈上皮内瘤变组，患者年龄范
围３５岁～６１岁，年龄（４６３±７０）岁。在临床分级方面，９例为Ⅰ
级，１６例为Ⅱ级，１５例为Ⅲ级。再选取我院同期接收的４０例健康
体检女性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３４岁～６０岁，年龄（４５６±７１）岁。
三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对照组人员将清晨空腹血液标本收集起来，宫颈癌组ⅠⅡ

期患者在术前３５ｄ将３ｍｌ清晨空腹静脉血抽取出来，术后５７ｄ
再次将血液标本收集起来，ⅢⅣ期患者、宫颈上皮内瘤变组患
者在确诊时将血液标本收集下来。采集后在室温下进行

３０ｍｉｎ１ｈ的凝固，然后对其进行离心，温度、速率、时长分别为

４℃、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２０ｍｉｎ，将血清吸取出来，保存在８０℃的温度下
备用。对所有标本溶血及反复冻融的现象进行严格的避免。

应用雅培公司生产的 ＳＣＣ试剂盒，在雅培 ｉ２０００上对血清鳞状
上皮细胞癌抗原（ＳＣＣＡｇ）水平进行检测。如果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
平在７１５ｎｇ／ｍｌ以上，则评定为阳性［４］。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用（珋ｘ±ｓ）表示三组人员、宫

颈癌组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等计量资料，用 ｔ
检验组间比较；用率（％）表示三组人员、宫颈癌组不同临床特
征患者的血清ＳＣＣＡｇ阳性情况等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组间比
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理类型

子宫颈鳞癌 子宫颈腺癌

临床分期／级

ⅠⅡ期／级 ⅢⅣ期／级

宫颈癌组 ４０ ４５２±７２ ３１（７７５） ９（２２５） ３３（８２５） ７（１７５）

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４０ ４６３±７０ － － ２５（６２５） １５（３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４５６±７１ － － － －

２２　三组人员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及阳性情况比较
宫颈癌组、宫颈上皮内瘤变组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阳性率８００％
（３２／４０）、２５０％（１０／４０）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０，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宫颈癌组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又显著高
于宫颈上皮内瘤变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阳性率
又显著高于宫颈上皮内瘤变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人员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ＣＣＡｇ（ｎｇ／ｍｌ） 阳性

宫颈癌组 ４０ ２２４±００３ａｂ ３２（８００）ａｂ

宫颈上皮内瘤变组 ４０ １３２±００５ｂ １０（２５０）ｂ

对照组 ４０ ０７０±００２ａ ０（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宫颈上皮内瘤变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
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宫颈癌组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及阳性情况
宫颈癌组肿瘤长径超过４ｃｍ、临床分期ⅢⅣ期、有淋巴结转移

患者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分别显著高于肿瘤长径不超过４ｃｍ、临床
分期ⅠⅡ期、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阳性率１０００％（１３／１３）、８５７％（６／７）、９３３％（１４／１５）分别显著高
于肿瘤长径不超过４ｃｍ、临床分期ⅠⅡ期、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
７０４％（１９／２７）、７８８％（２６／３３）、７２０％（１８／２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宫颈癌组不同临床特征患者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及阳性情况比较

　　项目 分类 例数 ＳＣＣＡｇ（ｎｇ／ｍｌ） 阳性　

肿瘤长径（ｃｍ） ≤４ ２７ １８６±０３２ １９（７０４）

＞４ １３ ３０２±０２４ａ １３（１０００）ａ

临床分期 ⅠⅡ期 ３３ ２２４±０３２ ２６（７８８）

ⅢⅣ期 ７ ５７７±０６３ｂ ６（８５７）ｂ

淋巴结转移 有 １５ ３３０±０１５ｃ １４（９３３）ｃ

无 ２５ １８８±０３９ １８（７２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肿瘤长径不超过４ｃｍ的患者比较，Ｐ＜００５；
标有“ｂ”项表示，与临床分期ⅠⅡ期的患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
表示，与无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是一种妇科恶性肿瘤，在临床极为常见，在女性生

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极易引发女性死亡，死亡率仅

次于乳腺癌，位居第２位［５］。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率日益提

升，发病年龄不断降低。为了将宫颈癌前病变及早期宫颈癌寻

找出来，同时对宫颈癌进行临床分期并判断患者预后，临床是

不断研究宫颈癌诊断技术［６］。近年来，宫颈癌肿瘤标志物在飞

速发展的免疫学及细胞分子生物学的帮助下日益增多。临床

普遍认为［７１０］，ＳＣＣＡｇ作为一种宫颈癌血清标志物具有较好的
诊断效果。肿瘤相关抗原ＴＡ４属于一种糖蛋白，提取主体为人
类宫颈癌组织，而ＳＣＣＡｇ则是从ＴＡ４中提纯的蛋白片段，提取
过程中将单克隆技术充分利用了起来，具有 ＴＡ４抗原决定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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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对 ＴＡ４抗原生物活性进行更有效的表达，其分子量为
４８ｋｕ，编码基因主要为 ＳＣＣＡｇ１、ＳＣＣＡｇ２，二者具有极高的同源
性，在染色体１８Ｑ２１３上分布，相互串联，分别在细胞内、细胞
外分布。ＳＣＣＡｇ值会在靶细胞基因具有异常的表达及调控的
情况下提升，进而加重临床表现［１１１３］。

ＳＣＣＡｇ是一种肿瘤标记物，临床普遍认为［１４１５］，在宫颈癌

及癌前病变的诊断中，其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标，同时

还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对宫颈癌患者治疗疗效的判定。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６１８］，和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及正常人相

比，宫颈癌患者具有较高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同时，ＳＣＣＡｇ水平
随着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级别的增高而提升，随着子宫颈癌患

者临床分期级别的降低而降低，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

研究结果表明，宫颈癌组、宫颈上皮内瘤变组患者的血清ＳＣＣＡｇ
水平和阳性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宫颈癌组患者
的血清ＳＣＣＡｇ水平和阳性率又显著高于宫颈上皮内瘤变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宫颈癌组肿瘤长径超过４ｃｍ、临
床分期ⅢⅣ期、有淋巴结转移患者的血清 ＳＣＣＡｇ水平和阳性
率分别显著高于肿瘤长径不超过４ｃｍ、临床分期ⅠⅡ期、无淋
巴结转移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总之，鳞状上皮细

胞癌抗原对宫颈癌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值得在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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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２７２８６６）
【第一作者简介】李著艳（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瘤
Δ【通讯作者】黄卉（１９８１—）女，住院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２７４４２０７８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传统冷刀锥切术与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
瘤变对于近远期效果的影响分析
李著艳　黄卉Δ　马亚琳　龚宝兰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妇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比传统冷刀锥切术（ＣＫＣ）与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对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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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效果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收治的 ＣＩＮ患者１４４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院顺序，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７２例，对照组给予传统冷刀锥切
术治疗，观察组给予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结果：观察组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血量都明显少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８６％，对照组为８８９％，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１４ｄ的ＣＤ８＋值下降，ＣＤ４＋值升高，与术前１ｄ对比差异明显（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
１４ｄ的ＣＤ８＋、ＣＤ４＋值与对照组对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１个月的出血、宫颈机
能不全、宫颈粘连、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８％，对照组为１６７％，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结论：相对于传统冷刀锥切术，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能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
减少患者的创伤，提高治疗近期效果，减少术后远期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冷刀锥切术；宫颈环形电切术；宫颈上皮内瘤变；免疫功能；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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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当前
在我国比较常见，为与宫颈癌密切相关的宫颈上皮的病变，也

就是癌前病变，严重威胁着妇女的身心健康［１２］。ＣＩＮ早期无明
显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病变可累及宫颈上皮全层，诱发宫颈

癌的发生［３４］。目前研究表明 ＣＩＮ发展到宫颈癌是个长期、缓
慢的过程，一般持续５１０年。如在临床上积极治疗 ＣＩＮ，就可
预防ＣＩＮ的进程，从而预防宫颈癌的发生［５６］。临床上治疗ＣＩＮ
的方法较多，主要包括冷刀锥切术（ＣｏｌｄＫｎｉｆｅＣ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ＫＣ）、宫颈环形电切（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ＬＥＥＰ、药物治疗、电凝治疗、激光治疗等［７８］。ＣＫＣ是治疗 ＣＩＮ
的传统手术方式，应用时间超过百年［９］。ＬＥＥＰ具有是利用超
高频电波接触身体组织产生阻抗吸收电波，产生高热对瘤变组

织进行治疗，在临床上的应用具有对患者创伤小、术后并发症

少等优点［１０１１］。本文对比了传统冷刀锥切术与宫颈环形电切

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对于近远期效果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

院收治的ＣＩＮ患者１４４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患者知情
同意本研究；年龄范围２０岁～８０岁；活组织、液基薄层细胞学、
阴道镜３阶梯检查诊断为 ＣＩＮ；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排除标准：宫颈恶性肿瘤、宫颈解剖结构异常；免疫缺陷性

疾病；妊娠与哺乳期妇女。按照入院顺序，根据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７２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传统冷刀锥切术治疗，全麻，从１２点钟方向开
始用手术刀环形切下锥形宫颈管组织，切除范围为锥高２０ｍｍ
～２５ｍｍ，病灶外缘５ｍｍ，缝合创面并消毒，填塞宫颈及阴道压
迫止血。观察组：给予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患者取膀胱截石

位，暴露宫颈，于病灶外缘３ｍｍ～５ｍｍ处进出电极，上唇出刀
切除部分宫颈，创面电凝止血。所有患者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

素５～７ｄ，术后需加用止血药止血。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标准显效　临床症状基本恢复正常，病灶消失；有
效：病灶累及范围明显减小，临床症状减轻；无效：无达到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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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甚或恶化。（显效 ＋有效）／本组例数 ×１０００％ ＝总有
效率。

１３２　免疫指标的观察所有患者在术前１ｄ与术后１４ｄ的晨采

空腹静脉血３ｍｌ，送上级医院中心实验室检测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４
＋、ＣＤ８＋值。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例数（ｎ） 性别（男／女） 年龄（岁） ＣＩＮ分期（Ⅰ期／Ⅱ期／Ⅲ期）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病程（年）

观察组 ７２ ４３／２９ ４３５５±２４８ ４０／２０／１２ ２２８４±２１１ ４２７±１１１

对照组 ７２ ４０／３２ ４２０９±３１３ ３８／１４／１０ ２３１０±３４８ ４８１±１９３

ｔ值／χ２值 ０２９８ ０６６３ ０３２１ ０２９４ ０４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３　术后情况　观察记录两组患者术后１个月发生的宫颈
机能不全、宫颈粘连、感染、出血等情况；其中宫颈机能不全为

扩宫棒进入宫腔不受阻力；宫颈粘连为月经量较患者平时的月

经量显著偏少；感染为术后发热，且持续高于３８５℃；出血为出
血量显著大于患者月经时的出血量。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０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计数数据采

用％表示，对比为 χ２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对比为ｔ检验，检验取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总有效率对比

观察组出血量（１５３３±４２３）ｍｌ，手术时间（１０１１±８１１）
ｍｉｎ；对照组出血量（６１９８±１５１２）ｍｌ，手术时间（３４２２±
９１４）ｍｉｎ，两项指标观察组都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８６％，对照组为

８８９％，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比较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免疫指标变化情况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术后１４ｄ的ＣＤ８＋值下降，ＣＤ４＋值升高，
与术前１ｄ对比差异明显（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 １４ｄ的 ＣＤ８
＋、ＣＤ４＋值与对照组对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７２ ６５ ６ １ ９８６％

对照组 ７２ ５２ １２ ８ ８８９％

χ２值 ５３２２

Ｐ值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清Ｔ细胞亚群结果对比（％，均数±标准差）

组别 例数（ｎ） ＣＤ４＋术前１ｄ 术后１４ｄ ｔ值 Ｐ值 ＣＤ８＋术前１ｄ 术后１４ｄ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７２ ３４９０±４３３ ４１８７±４８７ １２８７４ ＜００５ ３６２３±５２９ ２１５７±３４６ １１８４８ ＜００５

对照组 ７２ ３３４５±２８２ ３７２９±５２８ ８２２４ ＜００５ ３６１１±４５９ ２７２２±５２８ ７１４４ ＜００５

ｔ值 ０４５２ ５３３２ ００９８ ５１１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并发症情况对比
观察组术后１个月的出血、宫颈机能不全、宫颈粘连、感染

等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８％，对照组为１６７％，观察组并发症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ｎ）
出血

宫颈机能

不全

宫颈

粘连
感染 合计

观察组 ７２ １ ０ ０ １ ２（２８％）

对照组 ７２ ４ ３ ３ ２ １２（１６７％）

χ２值 ５８８３

Ｐ值 ＜００５　

#

　讨论
ＣＩＮ指宫颈鳞状上皮不典型增生和原位癌，可分为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和ＣＩＮⅢ［１２１３］。ＣＩＮⅠ为传统的轻度不典型增生，指上皮
下１／３细胞受累；ＣＩＮⅡ为传统的中度不典型增生；ＣＩＮⅢＩ指重
度不典型增生和原位癌。现代研究表明，低级别 ＣＩＮ常自然消
退，很少发展为宫颈癌［１４］；而部分高级别ＣＩＮ具有癌变潜能，容
易发展为宫颈浸润癌［１５］。

ＣＫＣ是妇科切除子宫颈的一种传统常见手术，可由外向内
呈圆锥形的形状切下病变的宫颈组织，具有切缘清晰、有利于

病理检查等特点［１６］。但缺点是需要住院，手术时间长，术中容

易出血，而且需要全身麻醉，对机体的影响比较大。ＬＥＥＰ是一
种新型电切疗法，通过环形金属丝接触组织后，传导高频低电

压电波产生瞬时高热，使得宫颈上皮移行带与间质部分宫颈组

织被环形切除［１７１８］。本研究显示，观察组的手术时间与术中出

血量都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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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６％，对照组为８８９％，观察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主要在于ＬＥＥＰ具有手术操作简单，得到的组织标
本较完整，对邻近组织产生的碳化作用比传统电刀小，避免了

传统ＣＫＣ住院麻醉才能手术的缺点［１９］。

ＣＩＮ患者多存在免疫功能的失调，自身免疫性疾病也与
ＣＩＮ预后有强烈的关联性［２０］。有研究表明ＬＥＥＰ手术病灶切除
范围不够广，导致术后复发率增加；也有学者认为，ＬＥＥＰ手术
由于热效应会影响切缘的病理诊断［２１］。本研究显示，观察组与

对照组术后１４ｄ的 ＣＤ８＋值下降，ＣＤ４＋值升高，与术前１ｄ对
比差异明显（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１４ｄ的 ＣＤ８＋、ＣＤ４＋值与
对照组对比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ＬＥＥＰ手术可
通过调节免疫体统，纠正 ＣＩＮ患者免疫功能的失调，从而改善
预后。

ＣＩＮ术后并发症包括出血、感染、宫颈管狭窄、粘连、机能不
全等，ＣＫＣ手术与ＬＥＥＰ手术具有相似的适应证，两者也都存在
着过度治疗的问题，过度治疗不仅会加重患者的经济负担，也

会给患者带来并发症的发生［２２］。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术后１个
月的出血、宫颈机能不全、宫颈粘连、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为

２８％，对照组为１６７％，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在预防并发症中，创面小者可用碘纺纱布压迫止
血；切除范围大者，可用７号丝线间断缝合止血［２３］。

总之，相对于传统冷刀锥切术，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宫颈

上皮内瘤变能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少患者的创伤，提高治

疗近期效果，减少术后远期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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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２１（２）：１２９１３６．

［２１］　李莉，赵霞，张绪婷，等．宫颈环形电切术与冷刀锥切术治疗宫颈上
皮内瘤变的Ｍｅｔａ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１０）：２２５８２２６３．

［２２］　ＪｉａｎｇＹＭ，ＣｈｅｎＣＸ，ＬｉＬ．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ｌｄｋｎｉｆｅｃ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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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ｓＴｈｅｒ，２０１６，２９（９）：３９０７３９１５．

［２３］　ＳａｎｔｅｓｓｏＮ，ＭｕｓｔａｆａＲＡ，ＷｉｅｒｃｉｏｃｈＷ，ｅ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ｓ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ａｎｄｈａｒｍｓｏｆｃｒｙ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ＬＥＥＰ，ａｎｄｃｏｌｄ
ｋｎｉｆｅｃ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ｔＪＧｙｎａｅ
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６，１３２（３）：２６６２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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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期宫颈癌实施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
效果的临床研究
刘志红１　刘楠２　徐光２　吕玲玲２　李冬雷３

１遵化市人民医院妇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４２００
２定州市人民医院产科 ，河北 保定 ０７３０００
３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肿瘤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中晚期宫颈癌实施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的效果。方法：采用回顾性分
析的方法，将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遵化市人民医院妇科接受治疗的６０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干预组，每组３０例患者。对照组采用单纯放射治疗；干预组在对照组治疗
基础上给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Ｔ细胞亚群变化情况、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干预组患者治疗后 ＣＤ３、ＣＤ４等相关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干预组治疗后有２８例患者显示有效，占比９３．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７０．０％，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组患者治疗后发生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等不良反应与对照组呈现明显差异，且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给予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的免疫功能，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促进症状缓解，提升患者的生存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晚期宫颈癌；顺铂；多西他赛；化学治疗；临床疗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ＬＩＵＺｈｉｈｏｎｇ１，ＬＩＵＮａｎ２，ＸＵＧｕａｎｇ２，ＬＹＵ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２，ＬＩＤｏｎｇｌｅｉ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
ｇｙ，Ｚｕｎｈｕａ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０６４２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Ｄｉｎｇｚｈｏｕ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ｏｄｉｎｇ０７３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Ｂａｏｄｉｎｇ２ｎ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ａｏｄｉｎｇ
０７２７５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Ｚｕｎｈｕａ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３０）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３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ｈｉｌｅｏｎｉｔｓ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ｃｅｌｌ
ｓｕｂｓｅ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Ｄ３，ＣＤ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９３．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７０．０％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ｙｅｌｏ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ｉｅｆｏｆ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Ｄｏｃｅｔａｘｅｌ；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疾病，
宫颈癌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位居第二，是妇科恶性肿瘤的高

发疾病［１］，严重影响着女性的生存质量。临床研究表明，我国

每年宫颈癌的新发病例多达１３万，死亡病例约为７～８万，且呈
现出年轻化趋势，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２３］。对于早期宫

颈癌多采用的是手术治疗方式，其能够有效清除病灶。而大多

数患者在确诊时已经发展到中晚期，临床中多给予放射治疗。

然而，单纯的放射治疗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顺铂联合多西

他赛同步放化疗在宫颈癌治疗中得以应用。为了探究其临床

效果，本研究选取遵化市人民医院妇科收治的６０例中晚期宫颈
癌患者进行综合分析，并对研究结果做出相应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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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遵化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６０
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为本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

照组，每组３０例。干预组患者：年龄范围 ３１岁 ～７７岁，年龄
（５６５±６６）岁，肿瘤直径（３８±１６）ｃｍ，其中鳞癌１４例，腺癌
８例，腺磷癌８例；临床分期 ＩＩＢ期１６例，ＩＩＩＡ期８例，ＩＩＩＢ期６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０岁～７６岁，年龄（５６６±６２）岁，
肿瘤直径（３６±１７）ｃｍ，其中鳞癌１５例，腺癌７例，腺磷癌８
例；临床分期ＩＩＢ期１７例，ＩＩＩＡ期７例，ＩＩＩＢ期６例。经过统计
学检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病理学检查符合中晚期宫颈癌的临床诊断标
准［４］；②预计生存期＞３个月；③既往未接受放射治疗和化学治
疗；④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评分＞６０分［５］。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
肾等功能疾病者；②存在远处转移；③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④中
途退出、失访者［６］。

本研究经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自

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单纯放射治疗。采用６ＭＶＸ线直线加速

器（无锡爱邦辐射技术有限公司）给予全盆外照射，上缘于骨盆

宽径外侧２ｃｍ，２００ｃＧｙ／次，１次／ｄ，照射剂量为２５００～３０００ｃＧｙ，
并采用４ｃｍ×１０ｃｍ大小铅块进行阻挡，给予盆腔四野外周照

射，４次／周，２００ｃＧｙ／次，宫旁总剂量为１９００～２０００ｃＧｙ；与此同
时，采用Ｉｒ进行腔内后装照射，Ａ点以６００ｃＧｙ为宜，１次／周，连
续治疗７～８次。需要注意的是，腔内照射当天不实施体外照
射，腔内照射过程中应当于阴道填塞纱布，避免出现损伤。

干预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顺铂（云南生物

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３８８８）与多西他赛（江苏
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４３０１）联合治疗，化
疗第一天给予７０ｍｇ／ｍ２多西他赛静脉滴注，１～２ｄ给予７０ｍｇ／
ｍ２顺铂静脉滴注，１次／周，连续治疗７～８周。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Ｔ细胞亚群变化情况、临床治疗效
果和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综合评价。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率
＋好转率［７９］。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两组患者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和不良反应方式率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２检验；治疗前后的Ｔ细胞亚群变化相关指标采用（珋ｘ±ｓ）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细胞亚群变化情况比较

经过不同方案的治疗后发现，治疗前，两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
和ＣＤ８等水平差异不大，无统计学无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干预组患者的ＣＤ３、ＣＤ４显著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有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细胞亚群变化情况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 ＣＤ ＣＤ ＣＤ４／ＣＤ８

干预组 ３０ 治疗前 ６４２±５３ ３７３±４６ ２６８±５３ １５３±０３２

治疗后 ７３９±７４ａｂ ４４８±５９ａｂ ２９６±６３ １６９±０１６ａｂ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６３６±６３ ３８４±４８ ２６３±４７ １５１±０３６

治疗后 ６６３±６７ ３９７±６３ ２７４±５７ １５５±０２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通过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的分析，结果显示，干

预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后，干预组中有１例患者出现骨髓抑制，１例患者存在
胃肠道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７％，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达到３０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干预组 ３０ ２２（７３３） ６（２００） ２（６７） ２８（９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１６（５３３） ５（１６７） ９（３００） ２１（７００）

χ２值 — — — ９３８２

Ｐ值 — — —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胃肠道反应 骨髓抑制 放射性直肠炎 放射性膀胱炎 不良反应发生

干预组 ３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０（０）　 ２（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３（１００） ２（６７） ２（６７） ３（１００） １０（３００）

χ２值 — — — — １０４６８

Ｐ值 — — —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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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长期以来，临床中对于中晚期宫颈癌的治疗多采用的是放

射治疗。有关研究发现，３０％ ～４０％的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接受
放射治疗后效果并不理想［１０］，这很大程度上与肿瘤的体积大

小、子宫周围浸润肿瘤组织对放疗的低敏感性有关，且难以对

照射野外的浸润性病灶和淋巴结进行有效的控制［１１］。临床研

究发现，照射剂量的增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肿瘤局部控制

率。然而，高剂量照射不仅会对患者造成放射性损伤，引发多

种并发症［１２１４］，而且其达到一定剂量后控制率不会明显提升。

有关研究发现，在放射治疗的同时加用小剂量化疗药物治疗，

能够提高患者肿瘤细胞对射线的敏感性，药物疗效大大提

升［１５］。由此放化疗治疗方案在中晚期宫颈癌治疗中得到了推

广、应用，尤其是以顺铂为基础药物的放化疗方案，更是体现出

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患者的生存率得到大大提升。作为治疗

中晚期宫颈癌的一线化疗方案，多西他赛与顺铂联合应用在学

界已经达成共识［１６］。多西他赛能够对肿瘤细胞的有丝分裂起

到干扰作用，与微管蛋白 β亚基结合下维持微管稳定，避免微
管出现解聚，对放射治疗起到增敏作用［１７］，使放疗对癌细胞的

杀灭能力得以提升。作为一种放疗增敏药物，顺铂能够对由放

疗引起的癌细胞致死性损伤的恢复起到抑制作用，实现对微小

转移灶的控制，疗效显著。本研究中，干预组患者治疗后的 Ｔ
细胞亚群相关指标得到明显改善，且显著优于对照组，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有意义（Ｐ＜００５）；干预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９３３％，远超过对照组的７００％，效果突出；此外，干预组患者
治疗的并发症率仅为６７％，与对照组的３００％相比，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些体现出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
放化疗治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对４１例中
晚期宫颈癌患者给予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治疗，其治

疗总有效率达到９２７％［１８］，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采用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对中晚期宫

颈癌患者予以治疗，能够降低不良反应率，改善患者免疫功能，

提高患者生存质量，治疗效果显著，值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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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黄石市２０１５年医药卫生科研立项项目（编号：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汪俊（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临床
Δ【通讯作者】王芳（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６５６８３６６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中１５０例缝合
止血联合不同电凝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汪俊１　王芳１Δ　潘伟２

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２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中１５０例缝合止血联合不同电凝治疗的疗效
及预后分析。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汉阳医院妇产科接受治疗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
者１５０例作为本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全部进行常规性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切除术，术中按照不同的
止血方式分为镜下缝合止血组、双极电凝组和单极电凝组。观察比较三组患者止血方式术后１、３、６、１２个月的
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和窦状卵泡计数（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ＦＣ）水平，并在术后１２
个月调查患者的自然妊娠情况。结果：三组患者入院时ＦＳＨ水平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
３、６、１２个月三组患者ＦＳＨ水平与术前比较有所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入院时ＡＦＣ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６、１２个月镜下缝合止血组患者的ＡＦＣ水平高于单极电凝组和双极
电凝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检测患者的自然妊娠率，镜下缝合止血组患者的自然妊
娠率达到６０００％，明显高于单极电凝组（１６００％）和双极电凝组（１８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３个月单极电凝组、双极电凝组患者的窦卵泡数明显低于术前，镜下缝合止血组计数水平高于单极电极组
和双极电凝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剥除术镜下缝合止血对患者的卵巢
功能影响小，而单级和双极电凝止血对患者的卵巢功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

【关键词】　缝合止血；单极电凝；双极电凝；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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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医学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妇产科中常见的一
种疾病，其发病率目前呈上升趋势，是育龄女性中一种比较常见

的疾病，且与不孕不育的关系比较密切［１］。有关研究指出，有

３０％～６０％的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合并有不孕症，对患者的身
心健康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２３］。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腹

腔镜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目前临床治疗子宫内膜异位囊

肿最有效的手段，手术方法可以降低患者的感染率，并且能够有

效地改善患者的预后。在腹腔镜下有３种止血方式：缝合止血
法、单极电凝法和双极电凝法。这３种止血方法应用于临床治疗
引起医学人士的争议，许多医学人士认为单极电凝法和双极电凝

法的灼烧会影响患者的卵巢功能［４］。为此，本研究针对单极电

凝法、双极电凝法和缝合止血法对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的卵巢

储备功能产生的影响进行探析，现将相关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卵巢子
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５０例作为本研究对象，研究前均征得患者
的知情同意。根据患者意愿，将其分为缝合止血组、单极电凝组

和双极电凝组。每组５０名患者。三组患者全部进行常规性腹腔
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切除术；患者年龄范围１８岁 ～２９岁，
年龄为（２４４５±１４３）岁。三组患者的年龄、月经周期等一般资
料进行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５］：①所有患者在手术前进行血清肿瘤标志检
查，且结果符合本次研究标准；②患者手术前的月经周期比较
规则，为２１～２９ｄ；③经过超声检查和临床检查，初步确定患者
有单侧或者双侧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排除标准：①有既
往卵巢手术病史患者；②有内分泌疾病或者多囊卵巢综合征患
者；③有严重药物过敏史患者；④术后经过病理诊断为非卵巢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⑤存在意识障碍患者。整个研究过程
经过我院主管部门批准同意。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术前检查　对三组患者在月经后第三天早晨抽取空腹
静脉血，检查患者的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水平，同时对患者行阴道彩色超声检查，测量患者双侧卵
巢的窦状卵泡计数（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ＦＣ）。患者入院后

完善相关检查，如肿瘤标志物等，明确患者入组的条件并向病

人讲述术中可能出现的并发症等情况，术后需要进行的检查和

相关治疗。

１２２　手术方法　对三组患者采用气管插管全麻，患者取头低
臀高位，建立气腹，进行腹腔镜常规操作。术中选择在囊肿表

面血管比较少的区域用剪刀剪开一个小口，待完整剥离以后，

做一橡胶手套垃圾袋取出。根据止血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

三组。①缝合止血组：对患者给予２０薇桥可吸收缝线进行卵
巢创面止血，使患者的皮质和髓质分别相对应，恢复患者卵巢

的正常解剖形态。②双极电凝组：采用双极电凝止血，一边冲
洗一边止血，看清患者的出血部位后采用钳夹电凝，以免患者的

卵巢组织过度受到损伤。③单极电凝组：看清患者的出血部位
后进行止血。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三组患者止血方式术后１、３、６、１２个月的 ＦＳＨ和

ＡＦＣ水平，术后１２个月调查三组患者的自然妊娠情况。采用化
学发光法（生产厂家：美国曼库尔有限公司）抽取患者晨间空腹

静脉血进行卵泡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检测，具
体操作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采用阴道彩超检测患

者的卵巢窦卵泡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Ｆ检验，组间计量资料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段ＦＳＨ水平变化情况比较

入院时三组患者ＦＳＨ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不同时间点三组患者ＦＳＨ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升高，术后
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和１２个月，镜下缝合止血组患者的 ＦＳＨ
水平均低于单极电凝组和双极电凝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段ＡＦＣ水平变化程度比较

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和１２个月，镜下缝合止血组患
者的ＡＦＣ水平均明显高于单极电凝组和双极电凝组，三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段ＦＳＨ水平变化情况比较（Ｕ／Ｌ，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镜下缝合止血组 ５０ ４２３±０２１ ５２３±０３５ ６５８±０３６ ６７８±０１４ ６７１±０１２

单极电凝组 ５０ ５６３±０２１ ２２５１±０４６ ２２９３±０５６ １８２３±０３７ １６８７±０５７

双极电凝组 ５０ ５６０±０２２ ２３５６±０５９ ２３１３±０６７ １９８７±０２５ １８５７±０３４

　　 Ｆ值 ０１４１５ １２８６０２ １３６０４８ ４０８５９５ ４５３５５７

　　 Ｐ值 ０９３１７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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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段ＡＦＣ水平变化程度比较（个，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入院时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镜下缝合止血组 ５０ ４２５±１２０ ３１２±０２０ ４５６±０３６ ５６９±０３９ ６２３±０４１

单极电凝组 ５０ ４１２±１３０ ３３６±０３１ ３２４±０２１ ３４５±０３１ ４２５±０３７

双极电凝组 ５０ ４２５±１３１ ３１１±０４２ ３３０±０１０ ３３９±０２７ ４２３±０７１

　　 Ｆ值 ０４４９７ ２４８１１７ ６７５２５８ ６８１８０ ２５５１０６

　　 Ｐ值 ０７９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３　三组患者术后自然妊娠情况比较
镜下缝合止血组患者术后的自然妊娠率明显高于单极电

凝组和双极电凝组患者，三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窦卵泡数比较

术后１个月三组患者的窦卵泡数水平均明显低于术前，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单极电凝组、双极电
凝组患者的窦卵泡数明显低于镜下缝合止血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三组患者术后自然妊娠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妊娠例数 自然妊娠率（％）

镜下缝合止血组 ５０ ３０ ６０００

单极电凝组 ５０ ８ １６００ａ

双极电凝组 ５０ ９ １８０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缝合止血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窦卵泡数比较（个，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

镜下缝合止血组 ５０ ８５１±２６５ ５３６±１０２ａ ８２３±１１２ｂ

单极电凝组 ５０ ８３６±１２６ ４２３±０７８ａ ６３６±１５６

双极电凝组 ５０ ８２５±２５３ ５２８±１３０ａ ６８０±１０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其他
两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卵巢囊肿是妇科常见的一种多发病，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

小腹疼痛不适、白带增多、月经失调等［６７］。囊肿在影响激素分

泌的同时，也会导致患者体毛增多和阴道不规则流血等。卵巢

是女性的内分泌器官，有产生激素和维持生殖功能的作用。随

着微创手术的应用，传统的开腹手术逐渐被腹腔镜下卵巢囊肿

剥除术取代。微创手术具有创伤小、出血量少、恢复快、术后疼

痛减轻等优点［８］。卵巢囊肿与正常皮质区粘连剥除时容易出

血、渗血，当正常的血供受到影响时，则会出现皮质区卵泡生长

发育延迟，最终导致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降低［９］。所以，手术

过程中的止血方式对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囊壁与正常人的卵巢组织之间没

有明显的分界，所以在剥离之后很容易出血，并且止血比较困难，

初学者往往都会依赖于各种电凝止血器械对患者进行止血，并且

有时候会反反复复地采用电凝进行止血，对患者产生的伤害比较

大［１０］。本研究结果表明，缝合止血的患者术后３个月的窦卵泡
数无明显变化。目前，双极电凝和单极电凝都是临床止血中应用

比较广泛的方式，该电凝止血器械操作起来简单方便。但是，电

凝止血对患者卵巢损害比较大，对患者的卵巢储备功能影响也比

较大，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故在临床应用中受到一些争议。

本研究结果表明，单极电凝法和双极电凝法对患者产生的损伤明

显高于缝合止血法［１１１２］。同时，术后不同时间点对患者进行复

查，双极电凝组和单极电凝组患者的ＦＳＨ水平均明显高于缝合
止血组患者。但是，单极电凝组和双极电凝组患者的ＡＦＣ水平
均明显低于缝合止血组患者，缝合组的患者在术后１２个月自然
妊娠率高于双极电凝组和单极电凝组的患者。

造成患者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原因可能有患者囊肿本身造

成的损伤，手术中切除的部分卵巢组织以及术中止血方法和电凝

止血器械造成的损伤等［１３１４］。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与患者的

囊壁之间密切相联，所以导致创面比较容易广泛出血，而且在分

离囊肿的过程中容易造成患者的血管破裂、渗血不止。如果此时

采用单极电凝或双极电凝止血，都需要多次烧伤式的组织凝结，

很容易造成热损伤，而且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是不可逆转的，同

时还有可能会出现灼烧后的继发性组织炎性反应［１５１６］。术后出

现的粘连和局部疤痕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血液循环和供血，导致

卵巢皮质内部的卵泡生长、发育等环节出现障碍，患者的卵巢储

备功能出现严重障碍时还会导致患者的卵巢早衰［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剥除术镜下缝合止血对患者的

卵巢功能影响小，是一种有效的止血方法，而单极电凝止血、双极

电凝止血均会对患者的卵巢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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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理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α）预处理对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手术
治疗效果和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行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术式的１２０例患者作为观察
对象，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对照组临床治疗时直接行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观察组提
前３个周期应用ＧｎＲＨα进行预处理，而后再行子宫内膜异位手术，对两组治疗效果和患者卵巢储备功能进
行对比、分析。结果：观察组双侧组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腹腔引流液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双侧组术后半年时与治疗前比较，ＦＳＨ水平明显升高，Ｅ２及ＡＭＨ水平显著降
低，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观察组双侧组与对照组双侧组比较，术后半年 ＦＳＨ明显下降，ＡＭＨ明
显升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半年双侧组囊肿侧的ＰＳＶ和ＡＦＣ比对照组双侧组
囊肿侧均显著升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单侧组囊肿侧的 ＰＳＶ和 ＡＦＣ比正常侧均显著
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双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实行腹腔镜手术而
言，预先应用ＧｎＲＨα进行处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而且还能够获得较为
满意的临床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ＧｎＲＨα；治疗效果；卵巢储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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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和作息习惯的改变，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发病率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临床以月经失调、盆腔痛及不孕等

为主要临床表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女性患者生活质量，

而且还影响其身心健康［１２］。目前，临床中对于本病的首选治

疗方法为腹腔镜手术，因其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出血少等特

点，逐渐被患者及医家所接受。而对于卵巢内膜异位囊肿的患

者进行术式治疗时因疾病自身往往伴有卵巢皮质的损伤，且发

病位置与正常组织之间往往存在着较为紧密的充血黏连等，故

而临床中单纯应用腹腔镜术式进行治疗时往往不能彻底的对

病灶进行清除，且术后存在较高的复发率［３］。ＧｎＲＨα是目前
临床中行腹腔镜手术之后比较常用的一类辅助药，其可以降低

机体内雌激素水平进而达到抑制术后病灶复发的作用［４］。为

了进一步探讨ＧｎＲＨα预处理对子宫内膜异位手术的治疗效果
和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十堰市太和医院选择１２０例患者
进行观察，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间就诊于十堰市太和医院
妇科的１２０例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
有患者入院后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积极配合医护工作者开

展相关诊疗工作。纳入标准：①均符合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相
关诊断标准［５］；②均进行院内妇科常规检查示：妇检可以在附
件区位置扪及包块，部分患者在宫骶韧带或后穹窿位置处有触

痛性结节，后对其行手术时取病理后证实“结节”为卵巢内膜异

位囊肿；③均进行彩超检查示：附件位置存在囊性包块，直径 ＞
５ｃｍ，可见呈云雾状的密集浮点状弱回声征象。排除标准：①伴
有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疾病者；②不能配合相关诊疗工作
者；③有精神障碍或沟通困难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６０例，其中对照组单侧卵巢囊肿例数为２７
例，双侧卵巢囊肿例数为３３例；观察组单侧卵巢囊肿例数为２９
例，双侧卵巢囊肿例数为３１例；对照组临床治疗时直接行子宫
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观察组提前３个周期应用 ＧｎＲＨα进行

预处理，而后再行子宫内膜异位手术；患者术前分期参照美国生

育学会（ｒＡＦＳ）制定的“修正子宫内膜异位症分期法”［６］进行，
其中对照组单侧组ⅠⅡ期２０例，Ⅲ期６例，Ⅳ期１例，双侧组
ⅠⅡ期２３例，Ⅲ期８例，Ⅳ期２例，观察组ⅠⅡ期２１例，Ⅲ期
７例，Ⅳ期１例，双侧组ⅠⅡ期１９例，Ⅲ期１０例，Ⅳ期２例；所
有患者年龄２３岁～３７岁，年龄（２７３±３１）岁，均以月经不调
或痛经或不孕为主要临床表现，囊肿直径范围为５０～８３ｃｍ，
直径（６７±０８）ｃｍ，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临床表现、单双侧囊
肿例数、平均囊肿直径及ｒＡＦＳ分期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分组后择期对所有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对照组直接

应用腹腔镜术式进行治疗［７］，手术时体位采取头低臀高位，行

气管插管处理后行全身麻醉，建立气腹后行腹腔镜常规术式操

作，在腹腔镜镜体指导下对患者盆腔进行全面探查，而后对囊

肿进行钝性剥离，尽量将其与正常的组织和器官的黏连进行剥

离。若在将囊肿进行剥离过程中囊肿出现破裂，则尽快在其破

裂的同时对其内的囊液进行抽吸，并反复应用生理盐水对其囊

内进行冲洗直至吸出液体呈现清亮为度，而后沿破裂位置将囊

肿剪开，开口不宜过大，剪开后用无损伤的钳夹将卵巢的皮质

夹住，仔细辨认正常卵巢组织与囊肿的边缘后向相反方向牵拉

钳夹，而后对囊肿进行剥离，囊肿剥离后从腹壁手术切口位置

将其取出，在手术过程中尽量保留正常的卵巢组织。取出囊肿

后用生理盐水对手术创面位置进行清创、电凝止血、缝合处理，

缝合时尽量保证卵巢的正常形体，同时对创面位置应用几丁糖

以防止术后发生粘连。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提前应用 Ｇｎ
ＲＨα对患者进行预处理，处理时间为３个周期，即在患者月经
来潮第一天时皮下注射３７５ｍｇ的 ＧｎＲＨα，每４周注射一次，
连续应用３个月，而后行腹腔镜手术治疗。
１３　检测指标及方法

对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术后引流液及排气时间等

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同时对治疗前及术后６个月时患者血清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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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雌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及抗苗勒氏管激素（ＡＭＨ）水平进
行统计、分析，取血时间为月经来潮第二天清晨抽取空腹血；叮

嘱患者于术后半年时来十堰市太和医院行妇科彩超检查，对其

卵巢基质动脉血流收缩期峰值（ＰＳＶ）和卵巢基础窦卵泡计数
（ＡＦＣ）进行对比、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分析，其中多组实验数据两
两相比较，计数资料以ｎ（％）表示，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进行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单侧组在手术时间、出血量、腹腔引流液及排气

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双侧组
的手术时间、出血量及腹腔引流液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比较情况

两组患者双侧组术后０５年时与治疗前比较，ＦＳＨ水平明
显升高，Ｅ２及ＡＭＨ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观察组双侧组与对照组双侧组比较，术后半年ＦＳＨ明
显下降、ＡＭＨ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Ｅ２
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单侧组治疗
前、术后半年以及组间 ＦＳＨ、Ｅ２及 ＡＭＨ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选项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腹腔引流液（ｍｌ） 排气时间（ｈ）

观察组 单侧 　３０９５±５１２ 　 ４５０１±３７２ ４９５２±６４１ ２１０６±３５８

双侧 　５９８３±７３５ 　 ７９９３±４６８ ７０１７±８５２ ２５３６±４１８

对照组 单侧 　３１０３±４９６ 　 ４４９３±３５１ ５１０３±６５３ ２０９７±３４２

双侧 　８９３５±１０２４ａ 　１２０４６±１１３７ａ ９１３６±９０３ａ ２６０１±４３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观察组双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比较（珋ｘ±ｓ）

组别 选项 例数 时间点 ＦＳＨ（Ｉ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ＡＭＨ（ｎｇ／ｍｌ）

观察组 单侧 ２９ 治疗前　 ６５１±１４１ ６５１７±４３５ ２２６±１３７

术后半年 ６５６±１５３ ６６７６±４６２ ２２３±１４１

双侧 ３１ 治疗前　 ６４８±１３８ ６７７１±４５８ ２３９±１４２

术后半年 ８３２±２０１ａｂ ５９８３±３９６ｂ １５１±０９２ａｂ

对照组 单侧 ２７ 治疗前　 ６４９±１３８ ６３３９±４２３ ２３１±１４２

术后半年 ６５３±１４１ ６１９７±３７９ ２０８±１０５

双侧 ３３ 治疗前　 ６４７±１３６ ６４０１±４２７ ２２９±１３９

术后半年 ９９１±２３５ｂ ５８３２±３１７ｂ １０９±０８３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双侧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半年双侧卵巢ＰＳＶ及ＡＦＣ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半年双侧组囊肿侧的 ＰＳＶ和 ＡＦＣ高于对

照组双侧组囊肿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单侧组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单侧组囊肿侧的
ＰＳＶ和ＡＦＣ比本组正常侧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半年双侧卵巢ＰＳＶ及ＡＦＣ比较（珋ｘ±ｓ）

组别 选项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正常侧 囊肿侧

ＡＦＣ（个）

正常侧 囊肿侧

观察组 单侧 ２９ ９９７±２０１ｂ ７９５±２２３ ８１９±１７２ｂ ６０５±１３２

双侧 ３１ ７８３±１８５ａ ５６１±１４３ａ

对照组 单侧 ２７ ９４８±１７９ｂ ７４７±２１７ ８０９±１６３ｂ ６１３±１５３

双侧 ３３ ４９７±１０２ ３９６±０７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双侧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侧囊肿侧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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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在临床中是指正常的子宫内膜组织出

现于子宫体以外而引发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性疾病［８］。其发病

原因多为直接蔓延、内膜种植或组织生化等，此病若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内膜会不断蔓延生长进而导致卵巢、盆腔或输

卵管的异位子宫内膜囊肿，进一步引起输卵管和正常周围组织

的粘连，任其发展最终导致不孕发生，故对于本类疾病宜早期

发现、早期治疗［９１０］。

目前，针对该病的最直接有效的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其

中尤以腹腔镜手术为佳。近年来，对于腹腔镜子宫内膜异位手

术的临床治疗效果和患者卵巢储备功能影响的相关研究越来

越多［１１１２］。ＧｎＲＨα是一种目前临床中较常应用的激素内分泌
类药物，其主要作用类似于机体中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在

机体中主要促进促性腺激素发挥生物效应，进而加速ＦＳＨ和黄
体生成素（ＬＨ）的分泌，进一步降低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进而
降低卵巢激素水平，故而其在临床中对于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

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１３１４］。本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

手术时间、出血量、腹腔引流液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可能原因为 ＧｎＲＨα对于病灶有一定
的促进其缩小的功能，进而导致盆腔相关粘连的面积减小，且

降低其粘连的程度，更加有利于手术过程中对于囊体的剥离，

故而使得手术相对而言较为容易，操作和安全性更高。同时，

在本研究中发现，双侧组患者术后０５年时与治疗前比较，ＦＳＨ
水平明显升高，Ｅ２和ＡＭＨ水平显著降低，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提示在临床施行双侧卵巢囊肿剥除术时均会
对患者的卵巢的储备功能造成一定影响，这与国内的许多临床

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５］。究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卵巢子宫内膜异

位囊肿发生后，其往往与正常组织之间存在粘连，而且粘连程

度一般较重，故而在手术进行过程中对囊肿剥除时因界限不甚

明了而导致丢失部分滤泡，同时手术时出血发生后采取的止血

措施对卵巢术后的功能亦会造成一定影响［１６１７］。同时，在本研

究中发现，对于单侧组患者而言，治疗前及术后０５年 ＦＳＨ、Ｅ２
及ＡＭＨ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单侧卵
巢行手术进行治疗后，由于正常侧卵巢有一定储备功能，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对失代偿侧进行补偿，故而各指标变化不大，而

双侧卵巢功能失代偿后往往不易得到补偿，故而较易表现出卵

巢储备功能的异常，这亦提醒我们在围手术期时应尽量对患者

卵巢储备功能进行保护［１８］。在本研究中还发现，观察组双侧组

与对照组双侧组比较，患者术后半年 ＦＳＨ明显下降，ＡＭＨ明显
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０５年双侧
组囊肿侧的ＰＳＶ和ＡＦＣ较对照组双侧组囊肿侧均显著升高，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单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单侧组囊肿侧的ＰＳＶ和ＡＦＣ较正常侧均
显著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或许与 Ｇｎ
ＲＨα预先应用有关，详细机理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对于双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实行腹腔

镜手术而言，预先应用ＧｎＲＨα进行处理，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对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而且还能够获得较为满意的临

床效果，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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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李卓莉，郝敏，赵卫红，等．腹腔镜手术联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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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
研究
强萍　杨婷婷　邵洋
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江苏苏州 ２１５６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张家港市第一人
民医院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期间收治的卵巢内异囊肿患者１０４例，按照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每组５２例。两组患者均实施腹腔镜手术治疗。对照组不给予注射垂体后叶素；观察组给予注射垂
体后叶素。比较两组术后腹腔引流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前和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
状态卵泡数及血清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变化。结果：两组患者术后腹腔引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快于对照组，而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
前和术后６个月血清ＬＨ和ＦＳＨ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术后６个月血清 ＬＨ
和ＦＳＨ水平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６个月血清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治疗卵巢内异囊肿可以有效保护卵巢
储备功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　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卵巢储备功能；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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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生育年龄妇女中一种常见的疾病，其发
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女性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１］。

子宫内膜异位症症状常见为不孕、月经异常、性交痛、慢性盆腔

痛以及痛经等。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可分为卵巢型、腹膜型及

深部浸润型，其中卵巢内膜异位囊肿是最常见的一种类型［２３］。

目前，卵巢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应用腹腔镜手术治疗已经成为首

选的手术方法和“金标准”，但由于手术中电凝止血损伤、创面

出血较多等原因，容易使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甚至造成卵巢早

衰［４６］。为进一步改善患者卵巢储备功能，本研究探讨了腹腔

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问题。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期
间收治的卵巢内异囊肿患者１０４例作为本研究对象。入组标
准：①经Ｂ超检查表明附件区囊性包块，且能够内见散在光点；
②经手术和病理诊断确诊为卵巢内膜异位囊肿；③患者年龄范
围２０岁～３８岁；④签订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肺、肾、
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②治疗前３个月服用激素类药物者；③精
神疾病者。按照随机表法将１０４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５２例。观察组 ５２例中，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３７岁、年龄
（２７９８±３５４）岁，囊肿直径范围５ｃｍ～９ｃｍ、囊肿直径（７６９±
０８４）ｃｍ；对照组５２例中，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８岁、年龄（２８１４
±３７１）岁，囊肿直径范围５ｃｍ～１０ｃｍ、囊肿直径（７８３±１０４）
ｃ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实施腹腔镜手术治疗，如下操作：全身麻醉下，

于脐孔切开１０ｍｍ置入Ｔｒｏｃａｒ，接自动气腹机，维持二氧化碳气
腹压１０～１３ｍｍＨｇ，置入腹腔镜。在左右下腹部另作２个～３个
穿刺口，其中一个为１０ｍｍ，分别置入 Ｔｒｏｃａｒ及腔镜器械。先行
手术野评估，观察粘连情况给予分离。观察组患者：给予注射

垂体后叶素（南京新百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６６３７），
应用２２Ｇ腹腔镜穿刺针，将浓度为０１２Ｕ／ｍＬ的垂体后叶素稀
释液２０ｍｌ避开卵巢门注射在卵巢皮质与囊壁的组织间隙中，形
成水垫，在穿刺处撕开卵巢皮质暴露囊壁。对照组患者：不给

予注射垂体后叶素，用剪刀剪开部分皮质，达卵巢囊壁。两组

均用抓钳提向上用力，找准卵巢皮质与囊壁间隙，完整剥离囊

壁组织。剥除后将组织置于标本袋，自左下腹壁切口处取出。

手术分离过程中囊肿常会破裂，应用冲洗器迅速吸净并用生理

盐水冲洗。所有手术均为同组医师实施。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为：①观察两组患者术后腹腔引流量、术后肛门

排气时间、术中出血量变化；②观察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
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变化；③观察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
６个月血清黄体生成素（ＬＨ）和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变化，分别于
术前和术后６个月抽取患者外周静脉血３ｍＬ，以离心半径１５
ｃｍ，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采用放射免疫法测
定ＬＨ和ＦＳＨ含量。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针对本研究数据
中计量资料以ｔ检验，针对本研究数据中计数资料以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腹腔引流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中出血
量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腹腔引流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快于对照组，而术中出血量少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腹腔引流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术中出血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腹腔

引流量（ｍＬ）
术后肛门

排气时间（ｈ）
术中出血量

（ｍＬ）

观察组 ５２ ５４３９±１２３８ ２３１３±２５６ ３７４８±５３２

对照组 ５２ ５３４７±１０９７ ２６９２±３２５ ５８９４±７１８

ｔ值 ０４０１ ６６０６ １７３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
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
态卵泡数均有所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卵巢体积（ｍ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基础状态卵泡数（个）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５２ ５７３±０８３５０１±０６３ａ１２６４±１４６１０３５±１０８ａ

对照组 ５２ ５６８±０７９３５６±０５９ａ１２７３±１６７ ７４９±０８７ａ

ｔ值 ０３１５ １２１１４ ０２９３ １４８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血清ＬＨ和ＦＳＨ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血清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前和术后６个月血清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术后６个月血
清ＬＨ和ＦＳＨ水平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者术后６个月血清 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血清ＬＨ和ＦＳＨ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ＬＨ（ｍＩＵ／ｍ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术前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５２ ６４８±１６４ ６８３±１２７ ４５９±１３２ ４４３±１２４

对照组 ５２ ６５１±１７８ ８４９±１４１ａ４６５±１３４ ６１０±１１３ａ

ｔ值 ００８９ ６３０８ ０２３０ ７１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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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目前，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腹腔镜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已经成为该病最佳手

术方法，但该手术方法会损害卵巢储备功能［７８］。卵巢储备功

能的保护对有生育要求的女性和年轻女性具有重要作用。但

是临床研究表明，腹腔镜手术治疗可以通过电凝热损伤、正常

卵巢组织的丢失以及存留卵泡质量和数量下降等，造成卵巢储

备功能降低［９１０］。在卵巢囊肿剥除术中，尽量降低电凝热损伤、

保留正常卵巢组织和卵巢良好的血液供应，是确保卵巢储备功

能的关键［１１１２］。垂体后叶素注射能够降低手术对卵巢储备功

能损害，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注射垂体后叶素具有收缩血管作

用，降低卵巢手术创面的渗血，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电凝热损

伤，减少正常卵巢组织的丢失［１３］。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

者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快于对照组，而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

这说明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可以加快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减少术中出血量。

卵巢储备主要是指卵巢皮质区在卵泡发育、生长以及形成

可受精的卵母细胞的质量与数量的潜在能力，反映了女性的生

育能力［１４］。卵巢存留的卵子数降低，可以进入周期募集的卵泡

数下降，卵母细胞质量降低，从而致使生育能力降低，故而称为

卵巢储备功能受损或者降低［１５１７］。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

术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均降低，观察组患者术
后６个月卵巢体积和基础状态卵泡数高于对照组，说明垂体后
叶素注射可以保护卵巢储备功能。此外，有关研究认为，卵巢

功能减退时，卵巢内雌激素分泌降低，对垂体的负反馈作用消

失，从而致使ＦＳＨ和 ＬＨ含量上升［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对照

组患者术后６个月血清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增加，观察组患者术后
６个月血清ＬＨ和ＦＳＨ水平低于对照组，这说明垂体后叶素注
射可以改善患者雌激素水平。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治疗卵巢内异囊肿可

以有效保护卵巢储备功能，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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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ａｋｋａｉＺａｓｓｈｉ，２０１５，７６（５）：１１８７１１９１．

［１５］　郭亮生，胡敏，任琼珍，等．腹腔镜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
术中使用垂体后叶素注射技术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江苏医
药，２０１３，３９（１６）：１９６５１９６６．

［１６］　陈观美，徐晓青，张译文，等．两种治疗方式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
囊肿剥除术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６，５４（１２）：
４６４８．

［１７］　郭小玲．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水压剥除及缝合止血对
卵巢储备功能影响的研究．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１６）：９６９７．

［１８］　南方，陈春华．垂体后叶素注射对腹腔镜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
肿剥除术后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６，
２５（５）：５２２５２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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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徐燕媚（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临床
Δ【通讯作者】杨碧静（１９７８—），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４９３７０９３５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两种微创术式治疗子宫病变的手术学疗效及对机体
创伤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徐燕媚１　李容芳１　黄利川１　杨碧静２Δ　刘常为 ３

１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产科，广东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２广州军区总医院１５７临床部妇产科，广州 ５１０５１０
３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微创术和单纯经阴式子宫切除术两种微创术式治疗子宫病变的疗效及对
机体创伤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
６０例子宫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格法将这６０例子宫病变患者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３０例，研究组实施阴腹联合方式子宫切除术治疗，对照组实施单纯经阴式子宫切除手术治疗。观察两组患
者手术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机体创伤性指标：疼痛评分（ＶＡＳ）、
并发症发生率；预后效果：性功能（ＦＳＦＩ）评分、生活质量（ＳＦ３６）量表评分等。结果：研究组粘连患者手术时
间比较对照组粘连患者明显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于无粘连患者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相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研究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短，术中
出血量明显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两组患者ＶＡＳ、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相较无显著差异，而且
术后两组患者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术后两组患者 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较
术前明显升高，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而且研究组的ＶＡＳ评分与对照组相比较降低更明显，此外，研究
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阴腹联合方式子宫切
除术治疗子宫病变患患者时，在提高患患者性生活质量方面与单纯经阴式子宫切除手术疗效相当，但其具

有手术时间、康复时间更短、并发症更低、机体创伤更轻的优势。

【关键词】　子宫病变；微创术式；疗效；性功能；预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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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病变属于临床常见多发病，好发于３０岁～５０岁女性，
患者常表现为痛经、月经量过多及不同程度贫血等，而且０４％
～０８％的子宫病变存在恶化可能，其已成为国内危害女性健康
的重要疾患之一［１２］。目前，临床对本病治疗尚缺乏行之有效

的药物，外科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手段［３］。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

及微创技术不断发展，腹腔镜微创术因为具有创伤性少、并发

症少等优势，被普遍应用于各类疾病治疗中，其中，单纯经阴式

子宫切除手术作为侵入性治疗子宫病变的一种新型技术，在子

宫病变治疗中被证实具有良好临床疗效［４］。然而，目前临床有

关不同微创术对子宫病变患者机体创伤、性功能及预后存活质

量的影响等方面的探讨尚无定论［５］，而积极探寻最佳微创术式

对子宫病变有着重要临床意义，这也正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收
治的６０例子宫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妇
产科学》有关子宫病变诊断标准［６］；②有相关手术适应症；③入
院后经影像学检查确诊；④有配偶，而且有正常的性生活；⑤本
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自愿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①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②合并其他严重妇科疾病、肝肾功
能不全、心肺功能障碍及凝血功能障碍或恶性肿瘤；③未成年
或年龄＞６５岁；④纳入研究前２周内接受其他治疗方案；⑤子
宫脱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均分为组研究和对照组各

３０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４５岁～６３岁，年龄（５５９７±６２１）岁，子
宫肿瘤直径（５７３±１２８）ｃｍ，子宫病变类型：宫腺肌瘤症、子宫
颈上皮内瘤变Ⅲ级、子宫内膜复杂性病变、子宫肌瘤各５、４、３、
１８例；研究组年龄范围４４岁～—５８岁，年龄（５６０１±５９９）岁，
子宫肿瘤直径（５８１±１３０）ｃｍ，子宫病变类型：宫腺肌瘤症、子
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子宫内膜复杂性病变、子宫肌瘤各６、４、
２、１８例。两组患者上述基线资料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研究组　研究组实施阴腹联合方式子宫切除术治疗，建
立常规人工ＣＯ２气腹，置入腹腔镜后探明患者子宫病变瘤体的
具体数目、大小及位置，在阴道内置入举宫器，及时观察子宫内

情况，将粘连组织彻底分离，同时镜下发现双附件等病变可以

及时处理，将双侧韧带凝切，切开韧带后将膀胱子宫打开，凝切

双侧卵巢固有韧带，最后将子宫后壁浆膜打开，子宫动静脉和

主韧带切开，将阴道残端缝合，并在盆腔内再次充气，及时进行

止血处理，在确认患者无瘤体残留后将创口缝合，并最终送检

标本。

１２２　对照组　对照组实施单纯经阴式子宫切除手术治疗，患
者气管插管全麻成功后，取其膀胱截石位，头低臀高，将患者阴

道前壁切开，将阴道内粘膜至膀胱下界，并分离膀胱宫颈间隙，

并反折腹膜，直至腹腔，选用环形将阴道后壁切开，将宫颈直肠

间隙分离，进入腹腔，在双侧主韧带及膀胱子宫间隙处向前牵

拉子宫，并处理双侧卵巢子宫韧带，及时关闭盆腔腹膜，并将阴

道壁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　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
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１３２　术前术后两组患者机体创伤性指标　疼痛评分（ＶＡＳ）、
并发症发生率变化。ＶＡＳ评分满分１０分，无痛为０分，轻微疼
痛为３分以下，患者有明显伤口痛为４分～６分，强烈难忍的疼
痛为７分～１０分，得分越高表明痛疼程度越严重。两组患者分
别于术前、术后６ｈ进行评分评估，术后统计两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率。

１３３　术后两组患者预后效果　性功能（ＦＳＦＩ）评分、生活质
量（ＳＦ３６）量表评分比较。ＦＳＦＩ量表评分包含性欲望、性生活
满意度、性呼唤、阴道润滑、性高潮、性交痛６个维度共１６项内
容，总分４分～９５分，分值越高表明性功能越理想。ＳＦ３６评分
量表包含生理健康、社会功能及精神状况３项，满分１００分，得
分越高表明患者生活质量越好，两组患者均于术前及术后６个
月进行评分评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

数资料采取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珋ｘ±ｓ）表示，组间对比
进行χ２检验和ｔ值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经术后病理结果显示，粘连患者共１８例（研究组８例，对照
组１０例），无粘连患者共４２例（研究组３０例，对照组１２例），其
中研究组粘连患者手术时间明显比对照组粘连患者短（Ｐ＜
００５），而对于无粘连患者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相较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此外研究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较对照
组明显短，术中出血量明显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６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ｎ＝３０）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

粘连患者（ｎ＝１８） 无粘连患者（ｎ＝１２）
住院时间（ｄ）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肛门排气

时间（ｄ）

研究组 ９２３２±１２３０ ９１１２±１０２０ ６１９±０８０ １３０５９±３０６４ １０９±０３２

对照组 １０６０８±１１７９ ９２０８±１１７２ ７５０±０８５ １５２２９±２９７９ １４０±０４５

ｔ值 ２４１４ ０２６４ ６１４７ ２７８１ ３０７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机体创伤性指标变化
术前两组患者ＶＡＳ评分相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明显降低，而研究组的降

低较对照组更明显。此外，研究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

明显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机体创伤性指标变化（珋ｘ±ｓ，ｎ＝３０）

组别
ＶＡＳ评分（分）

术前 术后６ｈ

并发症

阴道流血 血尿 腹部疼痛 总发生率

研究组 ５７８±２１９ ２２６±１０１ ３（１０００） ３（１０００） ４（１３３３） １０（３３３３）

对照组 ５７６±２２０ ３８７±１５６ ５（１６６７） ６（２００） ８（２６６７） １９（６３３３）

ｔ值／χ２ ００３５ ４７４５ － － － ５４０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 －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预后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ＦＳＦＩ评分、ＳＦ３６相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术后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较术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两组患者术后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之
间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预后效果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ＳＦＩ评分（分）

术前 术后

ＳＦ３６评分（分）

术前 术后

研究组 ３０ ６７７８±２２９ ８８７６±２６０ａｂ ６０８３±２３６ ８１３６±２５６ａｂ

对照组 ３０ ６７７６±２３０ ８７８７±２１６ａ ６０９８±２４０ ８０６８±２３７ａ

ｔ值 ００３４ １４４２ ０２４４ １０６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相较，均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术后与对照组相比较，均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病变是妇科常见良性疾病，目前，临床对本病治疗方

案以保守治疗及手术治疗最为常见，但是药物保守治疗疗效不

佳，因而外科手术已成为子宫病变患者首选治疗方案［７］。常见

手术方式包含开腹子宫病变剔除术、微创手术，随着微创技术

不断进展以及育龄妇女保留子宫的欲望愈加强烈，使得微创手

术在临床中的应用日益广泛［８］。现阶段，临床针对子宫病变的

患者所采取的外科手术，主要包含腹腔镜下子宫全切除术、经

阴道全子宫切除术两种，早期文献报告指出，两种微创术式都

具有创伤小及恢复快的特点［９１０］。

早期范立艳［１１］在研究中，分别采用阴式子宫病变剥除术与

腹腔镜下子宫病变剥除术，对子宫病变患者进行治疗，结果显

示，经阴式子宫病变剥除术治疗子宫病变的疗效更佳，更适于

临床推广应用。而迟新红［１２］等人研究也表明，阴式子宫病变剥

除术治疗子宫病变的临床疗效明显好于腹腔镜下子宫病变剥

除术。并且其研究还表明，两种术式治疗后患者恢复情况并无

差异，但是两者研究的都是针对子宫病变较小的患者，而目前

临床有关大子宫病变患者的何种手术方式更具优势尚无定论。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较对照组有粘连患者所用手术时间

时间缩短，无粘连者手术时间无明显差别，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住院时间研究组较对照组明显短，术中出血量也明显少，而两

组患者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较术前明显升高，但是术后两组患者
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相较无明显差异；两组患者ＶＡＳ评分较术前明
显降低，而且研究组的降低较对照组明显，此外，研究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低，研究结果初步证实了阴腹联合方

式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病变在缩短手术时间、术后康复时间、

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并发症发生率等方面较单纯经阴式子宫

切除手术更具优势［１３］。其中，研究组采用的阴腹联合方式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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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及不良反应少等明显优势外，腹腔

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还可以较好地保证手术过程中视野清

晰，有效避免对其他组织损伤，减少术中出血量，对降低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也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此外，腹腔镜辅助阴腹联合

手术对子宫脏器的干扰较单纯阴式子宫切除术少，并且可以较

好地避免腹膜暴露在外，降低肠粘连发生率，继而减轻患者痛

苦，此外还可以缩短住院时间［１４１５］；尤其是针对盆腔粘连患者

行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可以于直视下对粘连组织进行

分离，利于反折腹膜的处理，从而提高患者手术适应症，降低并

发症发生率［１６］，同时，可以及时处理盆腔病变：如附件囊肿、肿

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而单纯阴式子宫切除术手术过程中限

制了阴式子宫切除术适应范围，一旦子宫与周围脏器未出现粘

连，一般不考虑进行附件切除［１７］。而且，术后６个月两组患者
ＦＳＦＩ、ＳＦ３６评分相较无明显差异，这一结果表明，２种术式对患
者卵巢功能及性功能影响均不明显［１８］，主要是因为卵巢功能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卵巢动脉和子宫卵巢动脉的血供，２种手术
对卵巢血供影响轻微［１９］，而术后随着子宫内膜修复，患者性功

能及预后生活质量也随之恢复正常［２０］。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结果初步证实，阴腹联合方式子宫切

除术治疗子宫病变患者的疗效较单纯经阴式子宫切除手术更

具优势，而且其对机体创伤更轻，但是，两种术式均可以有效提

高患者性生活质量，因而，阴腹联合方式子宫切除术在子宫病

变患者中更具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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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术中情况和术后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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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不同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术中情况和术后卵巢功能情况。方法：回顾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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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接诊的６５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患
者手术情况将其分为治疗组１５０例、对照组５００例，治疗组患者采取经腹次全子宫切除术，对照组患者采取
经腹全子宫切除术，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卵巢功能情况、围术中指标以及并发症情况。结果：两组患者治

疗３个月后，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３３３％，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６６０％，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３０９２７，Ｐ＝００７８６）；治疗３个月后，治疗组患者窦卵泡数（ｓｉｎｕｓｏｉｄ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ＦＣ）（８７９±１２１）
个低于术前评分（１１８±１５）个，对照组患者ＡＦＣ（６０９±１２７）个低于术前评分（１１４１±１０３）个，两组患
者手术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治疗组患者患者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８４７±０５７）分高于术前评分（７９１±０２５）分，对照组 ＦＳＨ（１０２１±１１３）分高于术前评分
（７７８±０５１）分，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过程中，治疗组患者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皮下气肿、下肢静脉血栓和阴道感染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切除术给卵巢功能带来一定的损伤，对于子宫肌瘤患者治疗中行全子
宫和次全子宫切除手术治疗时，次全子宫切除术对于ＡＦＣ与ＦＳＨ的影响比较小，能够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并且术后恢复时间快，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子宫肌瘤；全子宫切除术；次全子宫切除术；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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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ＳＨ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ｍａｌｌ，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ｆａｓ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
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Ｓｕｂｔｏ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子宫肌瘤是女性群体中常见的疾病之一。近年来，子宫肌
瘤发病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经常多发于 ３０岁 ～５０岁女
性［１］。子宫肌瘤的临床主要表现为继发性贫血、经量过多和月

经紊乱等，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殖健康，降低其生活质量，严重时

将导致患者出现不孕不育［２］。有关研究表明，子宫切除术是疗

效最好的治疗方式，其中包括腹腔镜手术以及经腹手术等，可

以根据患者出现的子宫肌瘤类型和大小选择不同的手术方式。

有关研究表明，子宫切除术中切断子宫动脉上行支，子宫卵巢动

脉吻合支血供减少，有可能造成卵巢功能衰竭，对预后康复造

成影响［３５］。本研究采取不同的手术方式对６５０例子宫肌瘤患
者进行有效的治疗，探讨治疗子宫肌瘤术中情况及术后卵巢功

能情况。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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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期间我院接诊的
６５０例子宫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手术情况将其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治疗组患者１５０例，采取经腹次全子宫切除
术，年龄范围３５岁 ～６０岁，年龄（４５８２±１８２）岁；病程范围２
～１４月，病程（８７２±３２３）月；肌瘤直径范围２５～１００ｃｍ，直
径（５７２±１１６）ｃｍ；肌瘤数目范围１～６个，数目（３９８±０４０）
个；体重范围４４～８３ｋｇ，体重（５３２±６１）ｋｇ。对照组患者５００
例，采取经腹全子宫切除术，年龄范围 ３４岁 ～６１岁，年龄
（４４８２±２８２）岁；病程范围２～１５个月，病程（８５２±２１３）个
月；肌瘤直径范围２０～９８ｃｍ，直径（５６５±１２４）ｃｍ；肌瘤数
目范围１～６个，数目（３７８±０３７）个；体重范围４５～８０ｋｇ，体
重（５４６±５３）ｋｇ。两组患者年龄、体重和病情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本次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通过检查患者被诊断为子宫肌瘤，后经病理

检查证实；②患者为多发肌瘤，伴有经期延长、经期疼痛和下腹
部坠涨感严重；③宫颈ＨＰＶ检查正常；④患者愿意接受治疗，患
者及家属对手术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患者出现严重的肝肾功能不全；②患者患有
恶性肿瘤和严重内外科疾病；③宫颈脱落细胞检查为宫颈或子
宫内膜恶性病变；④患者术前口服性激素药物治疗。
１３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采取经腹次全子宫切除术。采用对照组相同

的过程，用组织钳提起圆韧带，露出患者子宫前腹膜后进行返

回，同时翻出患者的子宫，对其两侧输卵管等组织进行有效的

缝合，并且在子宫峡部上面１ｃｍ处附近的子宫动静脉上行支进
行双重缝扎。此外，向下楔形切除患者子宫体，并对其峡部浆

肌层、子宫峡部组织切面进行有效缝合。最后将患者的宫颈复

位，缝合前穹隆阴道粘膜切口和宫颈前筋膜，最后关闭腹腔。

对照组患者采取经腹全子宫切除术。患者采取仰卧位姿

势，硬膜外阻滞麻醉。全子宫切除术时间选择在月经前７ｄ进
行，常规腹部切口，切开患者腹壁，检测患者盆腔的位置。确定

患者盆腔位置后，提升子宫，选择夹持子宫两边作为牵引，沿着

宫角到达下侧，采用组织钳提起圆韧带，在子宫附着点３ｃｍ距
离附近中弯血管钳钳夹切断，采取丝线贯穿缝合方式对远侧端

进行结扎。而后，采用剪刀剪开膀胱腹膜返折处，推开膀胱，分

开阔韧带后叶，处理子宫主韧带、血管以及骶骨韧带。切开患

者阴道前壁，缝合患者阴道处的断端，并且对其腹壁、盆腔腹膜

进行有效缝合，在手术结束后取出阴道纱布。

１４　观察指标
疗效判定：①治愈：子宫肌瘤完全消失；有效：子宫肌瘤症

状基本消失；无效：子宫肌瘤症状仍然存在。②卵巢功能指
标———窦卵泡数（ＡＦＣ）［６］和卵泡刺激素（ＦＳＨ）［７］，治疗前和治
疗后３个月对患者进行腹部超声检查，观察患者ＡＦＣ和双侧卵
巢的形态和大小，采用Ｅｌｅｃｓｙｓ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８］检测卵

泡刺激素。③手术指标：主要包括患者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
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和术中出血量。④不良反应情况，观察
患者手术后３个月内发生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下肢静脉
血栓、皮下气肿和阴道感染等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包括卵巢功

能、围术中指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ＡＦＣ、ＦＳＨ、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采用 ｔ检验进行
分析；计数资料包括治疗疗效、并发症情况，采用［ｎ（％）表示］，
治疗总有效率和并发症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进行分析；等级资料

包括疗效治愈、有效、无效，采用Ｒｉｄｉｔ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评价

治疗３个月后，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３３３％，对照组患者
总有效率９６６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０９２７，Ｐ＝
００７８６）。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１５０ ９１（６０６７） ４９（３２６７） １０（６６７） １４０（９３３３）

对照组 ５００ ３４２（６８４０）１４１（２８２０） １７（３４０） ４８３（９６６０）

ｕ／χ２值 ４７８７６ ３０９２７

Ｐ值 ００９１３ ００７８６

２２　两组患者卵巢功能评价
治疗３个月后，治疗组患者 ＡＦＣ低于术前个数，对照组患

者ＡＦＣ低于术前个数，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治疗组患者 ＦＳＨ高于术前评分，
对照组患者ＦＳＨ高于术前评分，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ＡＦＣ与ＦＳＨ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前ＡＦＣ
（个）

术后３个月
ＡＦＣ（个）

ｔ值 Ｐ值
术前ＦＳＨ
（分）

术后３个月
ＦＳＨ（分）

ｔ值 Ｐ值

治疗组 １５０ １１８３±１５２ ８７９±１２１ ２０３３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７９１±０２５ ８４７±０５７ １１０１９３ ０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０ １１４１±２０３ ６０９±１２７ ７２７４９９ ０００００ ７７８±０５１ １０２１±１１３ ４３８２８３ ０００００

ｔ值 ４２５１２ ２３０８２９ ３０１４０ １８１７１１

Ｐ值 ００７２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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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围术中指标比较
治疗过程中，治疗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

排气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围术中指标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ｈ） 术后住院时间（ｄ）

治疗组 １５０ ６４１３±１００３ １８１０７±１１０１ ２３８９±４５７ ４２３±１２３

对照组 ５００ ６８５７±１１２１ ２７１２３±１１２５ ３７９８±３３５ ６７８±１２５

ｔ值 ４３５５６ ８６５０７４ ４１２７７８ ２１９９３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治疗３个月后，治疗组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皮下气肿、下肢

静脉血栓和阴道感染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皮下气肿 下肢静脉血栓 阴道感染

治疗组 １５０ ４（２６７） ２（１３５） ２（１３５） ４（２６７）

对照组 ５００ ４１（８２０） ４０（８００） ３８（７６０） ３９（７８０）

χ２值 ５４８２５ ８４８４８ ７８４６２ ４９２１７

Ｐ值 ００１９２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２６５

#

　讨论
子宫肌瘤为类固醇激素依赖性肿瘤，受体内雌激素和细胞

因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顺延呈缓慢生长变化［９１０］。子宫肌

瘤虽然是良性的病变，但是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将会导致患

者发生继发性不孕或者流产等症状［１１１２］。子宫是女性体内调

节内分泌和神经系统的生殖器官，参与体内生殖、生理和病理

的过程，切除子宫后会对卵巢带来一定的影响［１３］。子宫是卵巢

对分泌激素产生效果的靶器官，子宫颈可以对卵巢分泌激素的

过程产生积极的作用，而子宫颈的存在相当于保留了部分的子

宫组织。同时，有关研究表明，４０岁以上女性的卵巢功能受到
子宫切除术影响较大，４０岁以下的女性影响不明显［１４１６］。

治疗子宫肌瘤的主要方法有子宫肌瘤剔除术、子宫全切术

和子宫次全切术等［１７］。有关研究表明，子宫动脉供给卵巢的血

液占所有卵巢血供的５１％～７５％，手术中检测到子宫切除术后
供应卵巢的血液减少大约５０％，证明了子宫切除明显影响卵巢
血供，并且给患者的下丘脑、垂体、卵巢、子宫系统的分泌轴的

功能带来损伤［１８１９］。是否保留子宫颈是次全子宫切除术与全

子宫切除术２种方法的根本区别，患者需要根据自身身体情况
选择手术方式［２０２１］。

全子宫切除可以将肌瘤完全清除并可以防止肌瘤的复发，

有效减小了患者再次患病的几率，但是手术过程中会使患者子

宫周围的组织、神经系统受到损伤，严重时会导致患者出现直

肠、膀胱脱落等症状［２２］。患者子宫肌瘤较小的情况下，可以选

择次全子宫切除术的方式，其主要优点是患者能够保留宫颈，

降低对盆底组织的损害，对阴道的结构破坏较小［２３］。次全子宫

切除术成为妇科手术最为常见的术式之一，与全子宫切除术比

较操作时间短、费用少，能够保留宫颈和少部分宫体，使盆底保

持完整性［２４］。

本文研究表明，治疗３个月后，经过次全子宫切除术与全子
宫切除术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没有较大区别，说明２种方法疗
效相似。采用次全子宫切除的患者与采用全子宫切除的患者

术后３个月ＡＦＣ分别为（８７９±１２１）个和（６０９±１２７）个，均
明显低于术前的（１１８±１５）个和（１１４１±２０３）个，这表明次
全子宫切除术对ＡＦＣ的影响更小。采用次全子宫切除的患者
与采用全子宫切除的患者术后３个月ＦＳＨ含量分别为（８４７±
０５７）分和（１０２１±１１３）分，均明显高于术前的（７９１±０２５）
分和（７７８±０５１）分，这表明次全子宫切除术对ＦＳＨ的影响更
小。实施次全子宫切除术患者的手术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和术后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次全子宫切

除术患者术后３个月的恶心呕吐、皮下气肿、下肢静脉血栓、阴
道感染等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２６７％、１３５％、１３５％、２６７％，
显著少于全子宫切除术患者的发生率８２０％、８００％、７６０％
和７８０％。此外，次全子宫切除术患者具有手术时间短、术后
恢复快等优点。

总而言之，子宫切除术对卵巢功能带来一定的损伤，对子

宫肌瘤患者行子宫切除手术治疗时，次全子宫切除术对于子宫

卵泡与卵泡刺激素的影响比较小，能够有效降低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具有较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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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直肠陷凹寄生性畸胎瘤１例报告
杨曦１　马珂１Δ　孟轶婷２　廖秦平１

１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２２１８
２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病理科，北京 １０２２１８

【摘　要】　畸胎瘤是最常见的生殖细胞肿瘤，大多原发于性腺器官，如卵巢或睾丸。成熟性畸胎瘤的
组织病理学特点：包含来自外胚层的成熟组织（如皮肤、毛囊、皮脂腺）、中胚层成熟组织（如肌肉组织和泌尿

组织）和内胚层的成熟组织（如肺、胃肠道组织）。卵巢畸胎瘤治疗方式为腹腔镜下切除或开腹切除。盆腹

腔内寄生性畸胎瘤十分罕见。寄生性畸胎瘤在术前往往很难做出明确诊断，最后明确诊断依赖于组织病理

学检查。寄生性畸胎瘤最常发生的部位是大网膜，子宫直肠陷凹处寄生性畸胎瘤更为少见。我们报道１例
子宫直肠陷凹处的寄生性畸胎瘤病例。

【关键词】　寄生性畸胎瘤；卵巢蒂扭转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ｉｎｔｈｅｐｏｕｃｈｏｆｄｏｕｇｌａｓ：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　ＹＡＮＧＸｉ１，ＭＡＫｅ１Δ，ＭＥＮＧＹｉｔｉｎｇ２，ＬＩＡＯＱｉｎ
ｐｉｎｇ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ａｎｇｇｅ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１８，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Ｃｈａｎｇｇｅ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ｔｙｐｅｏｆｇｅｒｍｃｅｌｌｔｕｍｏｒＭａｔｕｒｅｃｙｓｔｉｃ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ｓ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ｍａｔｕｒｅｔｉｓ
ｓｕｅｏｆｅｃｔｏｄｅｒｍ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ｇ，ｓｋｉｎ，ｈａｉｒ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ｓｅｂａｃｅｏｕｓｇｌａｎｄｓ），ｍｅｓｏｄｅｒｍ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ｇ，ｍｕｓｃｌ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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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ｄｏｄｅｒｍ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ｇ，ｌｕｎｇ，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ｒｅｍｏｖｅｄｖｉａｅｉｔｈ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ｏｒ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
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ｉｓ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ｒ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ｒａｒｅｌｙｍａｄｅ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ｓｏｆｔｅｎ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ｆｏ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ｉｓｏｍｅｎ
ｔｕｍ，ａｎｄ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ｉｎｔｈｅｐｏｕｃｈｏｆｄｏｕｇｌａｓｉｓｒａｒｅ，ｓｏ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ｉ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ａｒａｓｉｔｉｃｔｅｒａｔｏｍａ；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ｏｒｓｉｏｎ

　　畸胎瘤是最常见的生殖细胞肿瘤，大多原发于性腺器官，如卵
巢或睾丸。畸胎瘤最常见于２０岁～３０岁年轻女性的卵巢，而盆腹
腔内寄生性畸胎瘤十分罕见。寄生性畸胎瘤最常发生的部位是大

网膜，子宫直肠陷凹处寄生性畸胎瘤则极为少见。目前，关于寄生

性畸胎瘤的发病机制理论有３个，被广泛接受的是卵巢畸胎瘤自截
后从新在其他位置生长。多数病人没有特殊症状，常常是手术探查

中诊断。寄生性畸胎瘤有时会出现继发症状，取决于它所寄生的部

位。进一步的辅助检查包括经阴道超声，肿瘤标记物，盆腔核磁共

振等等。现在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收治的１例子宫直肠陷凹处寄
生性畸胎瘤病例报道如下，以提醒医务人员如可疑盆腔内畸胎瘤，

需要考虑寄生性畸胎瘤作为鉴别诊断，以防漏诊。

!

　病历摘要
患者３４岁，主因“发现盆腔包块２年”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被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收治。患者１年前孕期曾发作左下腹
痛，后自行好转，超声检查提示左附件囊实性包块，大小不详。

入院后复查，超声提示盆腔囊实性包块，无明显腹痛、腹胀、不

规则阴道出血等不适。既往月经规律，４／３０天，无痛经，ＬＭＰ：
２０１６８２５。Ｇ３Ｐ３，均顺娩，体检：既往体健，无特殊病史。妇科
检查：子宫前位，经产大小，子宫后方触及一包块，大小约６ｃｍ，
呈囊实性，边界清，活动好，压痛及反跳痛（）。经阴道超声提
示：子宫左后方、子宫直肠陷凹处见７０ｃｍ×５３ｃｍ×４６ｃｍ混
合性包块，局部见强回声团块，畸胎瘤可能性大。左卵巢未探

及，子宫及右卵巢未见异常回声，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和图２。肿
瘤标记物：糖类抗原１９９（ＣＡ１９９）５２８７Ｕ／ｍｌ（正常范围０３７
Ｕ／ｍｌ），余项（ＣＡ１２５、ＣＥＡ、ＡＦＰ）均在正常范围。诊断：盆腔包
块原因待查（左卵巢畸胎瘤可能性大）。完善术前化验检查后

行腹腔镜探查术，术中见子宫及右附件外观未见异常，具体结

果详见图３，左卵巢体积很小，约１５ｃｍ×１ｃｍ×１ｃｍ，具体结果
详见图４。子宫直肠陷凹处可见一囊实性椭圆形肿物，大小约

７ｃｍ×５ｃｍ×４ｃｍ，肿物完全包裹于大网膜和腹膜形成的疏松粘
连带内，具体结果详见图５，锐性松解肿物与周围组织粘连带，
逐步暴露肿物后见肿物表面灰白色，包膜完整，表面未见明显

血管，肿物与左侧子宫骶韧带粘连致密，具体结果详见图６。术
中可见左卵巢表面突起，似为肿物断蒂，具体结果详见图７，考
虑肿物为左卵巢畸胎瘤扭转自截，最终寄生于子宫直肠陷凹可

能性大。分解该寄生性畸胎瘤与左侧骶韧带粘连，完全游离该

畸胎瘤后，将其置入取物袋内取出顺利。剖视大体标本：见囊

壁光滑无乳头，内可见粘稠油脂样液体。术后病理检查回报：

卵巢成熟性囊性畸胎瘤伴呼吸道上皮成分和脂肪肉芽肿性反

应，囊肿囊壁上可见卵巢间质成分，具体结果详见图８。此结果
支持盆腔畸胎瘤来源为卵巢，支持寄生性畸胎瘤诊断。术后３
天患者痊愈出院，随访至今患者无特殊异常。

"

　讨论
畸胎瘤是生殖细胞肿瘤中最常见的类型。大多数畸胎瘤

为良性。畸胎瘤是向体细胞型细胞群（通常包括一般来源于外

胚层、内胚层和中胚层的细胞群）分化的肿瘤，该细胞群可以是

成体发育或胚胎发育的。组成畸胎瘤的组织包括未成熟组织

至分化良好的组织，且并非发现该组织的解剖部位所原有的组

织。卵巢畸胎瘤占卵巢肿瘤的１０％～２０％，分为成熟性畸胎瘤
和未成熟性畸胎瘤两种。成熟性畸胎瘤是卵巢良性肿瘤，较多

见占卵巢畸胎瘤的９５％，可发生于任何年龄女性，但以２０岁 ～
４０岁居多，肿瘤多为单侧，双侧发生者占１０％ ～１７％。未成熟
性畸胎瘤属于恶性肿瘤，占全部卵巢畸胎瘤的１％ ～３％，多见
于年轻女性，平均发病年龄１１岁～１９岁［１］。罕见情况下，畸胎

瘤也可位其他位置（０４％），如纵膈、后腹膜腔、大网膜、子宫直
肠陷凹、阴道或宫颈［２５］。本例为子宫直肠陷凹处的寄生性畸

胎瘤，属罕见。

图１　患者妇科超声结果１ 图２　患者妇科超声结果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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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患者腹腔镜探查结果１ 图４　患者腹腔镜探查结果２

图５　患者子宫直肠陷凹处腹腔镜探查结果 图６　患者肿物与左侧子宫骶韧带粘连腹腔镜探查结果

图７　患者左卵巢表面腹腔镜探查结果

组织病理学提示，卵巢畸胎瘤是来源于原始生殖细胞的肿

瘤，目前有３种发病假说理论可解释性腺外部位畸胎瘤的病因
学：①卵巢畸胎瘤的自身离断及在性腺外部位的再种植；②原
始畸胎瘤发生于副卵巢；③原始畸胎瘤起源于移位的生殖
细胞［６］。

卵巢畸胎瘤蒂扭转、自截并种植于腹腔内其他部位，这个

理论被广泛认为可以合理解释大部分腹腔内寄生性畸胎瘤［７］，

首次报道为１８８１年。肿物蒂扭转是卵巢畸胎瘤最常见的并发
症，发生率约为１６１％［２］。肿物发生扭转时，会导致骨盆漏斗

韧带、卵巢固有韧带和输卵管一并扭转，随即影响卵巢的血供，

后导致卵巢、输卵管发生无菌性炎症。急性蒂扭转时，卵巢肿

瘤由于局部缺血，会出现坏死或萎缩。亚急性扭转或者慢性扭

转时，卵巢肿瘤和周围相邻的器官及组织发生粘连并同时建立

侧枝血液循环。在罕见的情况下，卵巢畸胎瘤扭转后完全离

断，与其瘤蒂分离，形成寄生性畸胎瘤。文献显示，寄生性卵巢

畸胎瘤发生率约为０４％，由于大网膜的特殊组织学特点，网膜
成为性腺外畸胎瘤最常发生的部位［８］。本例患者发病１年前
孕期曾出现急性腹痛，当时超声检查也提示发现左附件区囊实

性包块，后患者腹痛缓解。现术中发现左卵巢体积很小，但患

者既往无左侧附件切除史，在子宫直肠陷凹发现肿物，其内可

见毛发与脂肪组织，组织病理学证实为卵巢成熟性畸胎瘤，囊

肿囊壁上可见卵巢间质成分，所以考虑一年前妊娠期间期有可

能发生了卵巢畸胎瘤的扭转。畸胎瘤蒂扭转后发生坏死、自身

离断，坏死脱落的卵巢组织因炎性渗出粘连于子宫直肠陷凹，

凭借再生的膜性粘连维持血供，成为盆腔孤立性肿块。

目前为止，国内外文献报道的寄生性畸胎瘤约３０余例，大
部分为成熟性囊性畸胎瘤，多为育龄期女性，也有少数发生于

幼女及绝经后女性，鲜有发生于男性患者［９］。

绝大多数患者没有特殊的临床症状，如下腹痛、不规则阴

道出血、性交痛等。如果有临床症状，往往取决于寄生部位。

扭转为最常见的卵巢畸胎瘤最常见的并发症，往往会伴有严重

的下腹痛而需要急诊手术治疗。无症状或轻微症状的卵巢扭

转自截本身已属罕见。本病例患者有孕期急腹痛病史，但保守

治疗好转，考虑此为卵巢畸胎瘤扭转时机。畸胎瘤超声诊断敏

感性为９８％～１００％，本病例超声结果为典型畸胎瘤表现。畸
胎瘤伴有ＣＡ１９９正常或轻微升高，本患者肿瘤标记物检查符合
此特点。

明确的诊断需要在手术探查中诊断，治疗方式为：腹腔镜

下切除或开腹切除。在本病例中，行腹腔镜检查，左卵巢体积

小，肿瘤位于子宫后方，与双卵巢无连接，考虑畸胎瘤为左卵巢

畸胎瘤扭转，自截后种植于后陷凹，后完整切除。

成熟性畸胎瘤的组织病理学特点：包含来自外胚层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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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如皮肤、毛囊、皮脂腺）、中胚层成熟组织（如肌肉组织和

泌尿组织）和内胚层的成熟组织（如肺、胃肠道组织）。这种囊

性畸胎瘤形成的机制可能是因为第２次减数分裂失败或减数分
裂前细胞第１次减数分裂失败造成的。大体标本肉眼可见的外

观特征为多囊包块，包含头发、牙齿和／或皮肤混合了脂质、黏
稠且常散发恶臭的物质。本病例的大体标本病理特点和微观

病理特点均符合诊断。

图８　患者术后病理检查

　　
#

　结论
寄生性畸胎瘤在术前往往很难做出明确诊断，若为蒂扭转

形成的寄生性畸胎瘤，患者多有下腹痛的临床表现，超声、ＣＴ、
ＭＲＩ等影像学检查对诊断有一定辅助作用，但最后明确诊断依
赖于组织病理学检查。临床上对于影像学检查提示附件区囊

实性包块的育龄期女性，如果患者出现急性或持续性下腹痛，

需要首先考虑到卵巢肿物蒂扭转的可能性。蒂扭转大多会影

响卵巢血供，导致卵巢缺血坏死，很多情况下需要急诊腹腔镜

手术处理，以期保留卵巢、保留患者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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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局部炎性应激
状态的变化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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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与探究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局部炎性应激状态的变化情况。
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收治的７８例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
者为观察组，同期收治的７８例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无生殖道感染患者为对照组。检测与比较两组患者的阴道
灌洗液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表达水平，同时比较不同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患者的表达水平，并比较急

性与慢性患者的表达水平。结果：观察组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且观察组中盆腔炎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细菌性阴道病及宫颈炎患

者，不同严重程度生殖道感染患者的表达水平也有明显差异，急性患者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慢性患者，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局部炎性应激状态变化明显，且受生
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的影响较大，应当重视对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的防控与监测。

【关键词】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生殖道感染；局部炎性应激状态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
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　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１，ＲＥＮＪｉｎｇｆａ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
ｏｇｙ，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２１，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３０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ＰＬＡ，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Ｃｈａｏｙａ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ｈｕａｎｇｑｉａ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７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ａｖａｇｅ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ｏ，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ａｖａｇｅ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ａｇｉ
ｎａｌｌａｖａｇｅ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ｉｔｉ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ｈａ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ｔｏ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ｃｕｔｅ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ａ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ｄｅｇｒｅｅ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ｒｅｇｒｅａｔ，ｓｏ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ｄｅｖｉ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ｍｏｒ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ａｔｅ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是临床中常用的妇女节育性手术方式，效
果较受肯定，与宫内节育器放置术相关的研究比较多见。相关研究

结果显示［１２］，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并发症的发生情况普遍存在，对患

者造成较大的机体不适感及生殖方面的危害；而生殖道感染作为常

见并发症，其在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的发生率较高，防控的需求也

较高，要实现有效防控的目的，对于其危害的细致探究极为必要。

宫颈阴道局部炎性应激状态作为反应局部炎性损伤的有效反应指

标［３］，对其变化研究的意义较大。因此，我们就宫内节育器放置术



·７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后生殖道感染患者局部炎性应激状态的变化情况进行观察与探究，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北京市朝阳区双桥医院妇
产科收治的１５６例宫内节育器放置术患者为本研究对象，将其中
７８例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设为观察组，将７８例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无生殖道感染患者设为对照组。观察组中，

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８岁，年龄（２８２±５０）岁，产次：１次者６４
例，２次者１１例，３次及以上者３例；应用时间范围１０～２８０个
月，应用时间（１６０±４３）个月；生殖道感染分类：细菌性阴道病
者３０例，宫颈炎者（慢性者２０例，急性者１４例）３４例，盆腔炎者
（慢性者７例，急性者７例）１４例；严重程度：轻度者３１例，中度者
２７例，重度者２０例。对照组中，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８岁，年
龄（２８０±５３）岁；产次：１次者６５例，２次者１０例，３次及以上者
３例；应用时间范围１０～２６５个月，应用时间（１５８±４６）个月。
两组患者的年龄、产次和应用时间等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
核通过。患者对研究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０岁及以上；宫内放置节育器者。
排除标准：合并心脑肾等慢性基础疾病者；ＨＰＶ感染者；精

神异常或认知异常不能配合诊治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以膀胱截石位进行标本的采集，以３０ｍｌ无菌

生理盐水对上阴道壁进行冲洗，留置３０ｓ后回吸，采用医用离心
机进行离心（２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０ｍｉｎ），然后将离心后的上清液进行
采集检测。检测指标包括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促

炎因子包括γ干扰素（ＩＦＮγ）、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和白细
胞介素１β（ＩＬ１β），抗炎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４（ＩＬ４）、白细胞
介素１０（ＩＬ１０）和白细胞介素１３（ＩＬ１３）。上述阴道灌洗液促
炎因子与抗炎因子分别以各项指标对应的ＥＬＩＳＡ法（酶联免疫
法）试剂盒进行定量检测，然后统计两组患者的检测结果。比

较两组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表达水平，同时

比较不同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

因子与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急性与慢性患者的表达水平。

１３　统计学检验
本研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中的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

理。计数资料表示方式为％，进行 χ２检验分析；计量资料表示
方式为 珋ｘ±ｓ，进行ｔ检验分析，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
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ＴＮＦα（μｇ／Ｌ） ＩＬ１β（ｐｇ／ｍｌ）

观察组 ７８ ２３８９８±２６７６ ５２４±１０１ ９１３５±７８８

对照组 ７８ ２０１３１±２２５４ １９８±０２６ ４５６５±５６３

ｔ值 ７８８４ ８０４６ １１２３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阴道灌洗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阴道灌洗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阴道灌洗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Ｌ１０（μｇ／Ｌ） ＩＬ１３（ｐｇ／ｍｌ）

观察组 ７８ １３５６５±１５７８ ２８９８±３９６ ３３４６±４９６

对照组 ７８ １０２５６±１１３８ １７７６±２２３ ２３１２±３４１

ｔ值 ６６５４ ８２５６ ７９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不同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患者的阴道灌洗
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观察组中盆腔炎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显
著高于细菌性阴道病和宫颈炎患者，不同严重程度生殖道感染

患者的表达水平也有明显差异，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中不同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类别 选项 例数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ＴＮＦα（μｇ／Ｌ） ＩＬ１β（ｐｇ／ｍｌ）

生殖道感染分类 细菌性阴道病 ３０ ２２１２５±２３９６ ２５６±０４５ ５６５６±６７３

宫颈炎　　　 ３４ ２２３７６±２４１６ ２６６±０５１ ５８１３±６６９

盆腔炎　　　 １４ ２５０８４±２８９９ ７３２±１１３ ９８９８±８４２

Ｆ值 ６６３２ ８０４６ ７３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严重程度　　　 轻度 ３１ ２１０６２±２３１４ ２２１±０３８ ４８９８±６４２

中度 ２７ ２３６４６±２５９８ ５５４±１１２ ８０７３±７７６

重度 ２０ ２８８９８±２８８５ ８７６±１２９ １０６７６±１０５７

Ｆ值 ７１２３ ８９９４ １１２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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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观察组不同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患者的阴道灌洗
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观察组中盆腔炎患者阴道的灌洗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显

著高于细菌性阴道病和宫颈炎患者，不同严重程度生殖道感染

患者的表达水平也有明显差异，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观察组中不同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度患者的阴道灌洗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类别 选项 例数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Ｌ１０（μｇ／Ｌ） ＩＬ１３（ｐｇ／ｍｌ）

生殖道感染分类 细菌性阴道病 ３０ １１６６４±１２５４ ２１９６±２２５ ２６９５±３５４

宫颈炎　　　 ３４ １１８５９±１２８６ ２２０２±２３２ ２７１７±３７０

盆腔炎　　　 １４ １４２９８±１６７９ ３１３５±４１３ ３６４６±５４２

Ｆ值 ５２３０ ６４２１ ７１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严重程度　　　 轻度 ３１ １０８９８±１２４６ ２００１±２１８ ２５２５±３５６

中度 ２７ １３１３１±１５９９ ２７４２±３３５ ３２５９±４８４

重度 ２０ １４９９８±１７９６ ３６４５±４２０ ３９９６±５６６

Ｆ值 ７８４１ ８９９５ ９８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观察组急性与慢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阴道灌洗液促炎
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观察组中急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阴道的灌洗液促炎因
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慢性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２６　观察组急性与慢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阴道灌洗液抗炎
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观察组中急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阴道的灌洗液抗炎因
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慢性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５　观察组中急性与慢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阴道的灌洗液促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类别 选项 例数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ＴＮＦα（μｇ／Ｌ） ＩＬ１β（ｐｇ／ｍｌ）

宫颈炎 慢性 ２０ ２１２３５±２３１３ ２４８±０４３ ４９９２±６３４

急性 １４ ２３９９８±２５０２ ３３５±０８４ ６５５４±７１１

ｔ值 ６６６９ ７６２１ ８０２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盆腔炎 慢性 ７ ２４０８４±２７３３ ４９９±０７２ ７０７８±６９９

急性 ７ ２６２７２±２９３８ ８２１±１２６ １０２５４±８６３

ｔ值 ７８８４ １０３８７ １１３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６　观察组中急性与慢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阴道的灌洗液抗炎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类别 选项 例数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Ｌ１０（μｇ／Ｌ） ＩＬ１３（ｐｇ／ｍｌ）

宫颈炎 慢性 ２０ １１０２１±１１９７ １９８９±２０２ ２５２５±３２７

急性 １４ １２８７８±１３３９ ２４９８±２６４ ３２４２±４９８

ｔ值 ８００５ ７２７２ ６６７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盆腔炎 慢性 ７ １２８５６±１５１０ ２５５２±２６７ ３３１０±５０２

急性 ７ １５５６９±１７８６ ３３９６±４２８ ３８９８±５５６

ｔ值 ７９９２ ８０１５ ７３８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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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在临床具有较高的应用率，与本类术式

相关的各方面研究也颇为多见。除手术因素外，术后并发症的

发生也是影响其效果和患者认可度的重要方面。因此，对于宫

内节育器放置术术后并发症的防控一直是临床研究中的重

点［４５］。此类手术患者术后并发症中生殖道感染是常见且较为

严重的一类并发症，对患者的生殖系统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本类患者的生殖道感染包括细菌性阴道病、宫颈炎和盆腔炎，

可以导致机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性应激反应，而炎性应激作为

机体的不良应激［６８］，与机体状态的多个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对

于炎性应激的控制需求较高。临床中的炎性应激指标较多，主

要为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两大类。两类细胞因子在机体的炎

性反应过程中呈现较大的波动［９１０］，当机体发生炎性反应时，促

炎因子显著升高，而抗炎因子受之影响，随之表现为表达水平

的升高，且两类细胞因子呈现动态变化，对于机体的炎性反应

程度有极高的检测意义，掌握这种变化有助于感染的防控与治

疗干预［１１１２］。

本研究中，我们就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局

部炎性应激状态的变化情况进行了观察与探究。结果显示，宫

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的阴道灌洗液促炎因子与

抗炎因子表达水平均显著高于无生殖道感染的患者；盆腔炎患

者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细菌性阴道病和宫颈炎患者；轻度、中

度和重度患者的表达水平也有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重度患者的

表达水平高于轻度和中度患者，而中度患者则高于轻度患者；

急性宫颈炎和盆腔炎患者的检测水平均高于慢性患者。由此

可见，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的局部炎性应激反

应突出，同时不同生殖道感染与严重程度者之间存在炎性应激

方面的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对阴道灌洗液抗炎与促炎因子表

达水平的监测有助于生殖道感染的诊断［１３１５］，且对于疾病的急

慢性鉴别也有一定的临床意义，可以作为疾病治疗的重要监测

与指导性指标；同时也提示我们，应当加强对宫内节育器放置

术后生殖道健康方面的维护，提高其相关患者的防控认

知度［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

者局部炎性应激状态变化明显，且受生殖道感染分类与严重程

度的影响较大，应当重视对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的

防控与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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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３３（４）：３０９３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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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 Ｓｈｉｒｏｄｋｏｒ宫颈环扎术的临床分析
宋梅英　赖爱鸾　张李松　陈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妇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

【摘　要】　目的：探讨新式的经阴道宫颈环扎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复兴医
院妇科病房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８月收治的８３例诊断为宫颈机能不全患者，对孕妇年龄、身高、体重指
数、流产次数、手术孕周、分娩孕周、分娩方式、宫颈管术前长度、胎儿分娩体重、妊娠结局等数据进行追踪分

析。结果：８３例患者进行环扎术，其中６例（７２％）流产，２０例（２４１％）早产，足月产５７例（６８７％），均为
活产７７例（９２８％），总的剖宫产率为１６９％，自然分娩率为８３１％。该结果说明宫颈管长度与宫颈环扎术
后妊娠结局相关。结论：新式Ｓｈｉｒｏｄｋｏｒ宫颈环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的有效方法，能明显延长孕周，提高
妊娠成功率，改善围产结局，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宫颈机能不全；宫颈管长度；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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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ｎｇｔｈ；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

　　根据ＷＨＯ的定义，早产是指妊娠满２８周至不足３７周间
分娩者，早产是导致新生儿发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１３］，据２０１０
年统计，全球早产率为１１１％［４］，在许多研究中发现［５］，宫颈机

能不全发生率为０１％ ～１％，是导致早产的原因之一，宫颈环
扎术是治疗宫颈机能不全的主要手段，经典的３种术式是 Ｍｃ
Ｄｏｎａｌｄ［６］、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７］、ｃｅｒｖｉｃｏｉｓｔｈｍｉｃ［８］，本研究是在 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
术式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对妊娠结局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为

宫颈机能不全的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方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复兴医院收治的诊断为宫颈机能不全行宫颈环扎术且随访资

料完全的患者 ８３例，年龄范围 ２１岁 ～３７岁，年龄（３０８±
６４０）岁；孕次范围２次～５次，孕次（２４７±０７７）次；均为宫
内单胎妊娠，２例宫颈管缩短伴胎盘低置状态，胎盘下缘距离宫
颈内口１９～３１ｍｍ。入选标准：结合病史，临床体检，超声波检

查，满足以下第①条，再加②、③条中任意一条，即应考虑为宫
颈机能不全的诊断：①有明确的一次以上中期妊娠自然流产
史；临床表现为无明显子宫收缩而颈管消失，羊膜囊突出于阴

道；②非孕期时，７号宫颈扩张器无阻力地置入宫颈内直至宫
腔；③超声测量妊娠期子宫颈内口宽度 ＞１５ｃｍ，非孕期宫颈长
度＜２５ｃｍ。
１２　手术成功与失败的标准

妊娠结局以足月产或早产儿存活为手术成功，晚期流产或

早产儿死亡为手术失败。

１３　手术方法
采用新式 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环扎法，宫颈阴道前壁粘膜环形切开长

约２～３ｃｍ，紧贴宫颈向上分离膀胱，后壁不切开，相当于宫颈内
口处，采用大圆针（如宫颈坚韧可改用皮针）１０号丝线缝合，自
１２点开始沿顺时针至少应进入２／３以上肌层深度，不穿透粘
膜，环形荷包式绕宫颈缝合一圈，然后于宫颈前方打结，再于原

进针上方约０５ｃｍ处同法处理一圈加固，使宫颈内口缩小；于
宫颈外口处自前唇进针，自子宫颈后唇穿出，行双“８”字缝合，
共４针。将所有线头露于阴道内尾线长约２～３ｃｍ，以便拆线。
术前、术后口服地屈孕酮１０ｍｇ／次，每日２次，以降低子宫的敏
感性，抬高床尾卧床，减轻宫颈压力；术后处理：绝对卧床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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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外阴清洁，保持大便通畅，每天静滴硫酸镁４～５ｄ，持续导
尿３～５ｄ，预性使用抗生素３～５ｄ。
１４　数据的采集

孕妇年龄、身高、体重指数、流产次数、手术孕周、分娩孕

周、分娩方式、宫颈管术前长度、胎儿分娩体重、妊娠结局。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多因素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

析。各种率的比较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检验，多因素方差分析，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环扎术后妊娠结局

８３例患者进行环扎术，其中６例（７２％）流产，孕周小于２８
周，胎儿体重小于１０００ｇ，胎儿出生后死亡；２０例（２４１％）早产，
早产患儿孕周均大于３０周，体重大于１５００ｇ，活产；足月产５７例
（６８７％），８３例患者活产 ７７例（９２８％），总的剖宫产率为
１６９％，自然分娩率为８３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８３例患者环扎术后妊娠结局［ｎ（％）］

项目 例数　
分娩方式

经阴分娩　 剖宫产　
胎儿体重ｇ 活产　

流产　 ６（７２） ６（１００） 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０（０）

早产　 ２０（２４１） １５（７５） ５（２５） ２１３６±４１３ ２０（１００）

足月产 ５７（６８７） ４８（８４２） ９（１５８） ３４１５±３４６ ５５（１００）

合计　 ８３（１００．０） ６９（８３１） １４（１６９） ７７（９２８）

２２　活产率直接和孕周相关
对患者终止孕周与一般资料进行了多因素相关性分析，发

现术前宫颈管长度与妊娠孕周相关，Ｐ＝００２８
"

００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与环扎年龄、体重指数、环扎孕周及孕次无明显相

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终止妊娠孕周相关性分析

项目 终止妊娠孕周 环扎年龄 术前体重指数 宫颈管长度 环扎孕周 环扎前孕次

平均值±标准差 ３８５６±５５７ ３０８０±４０２ ２５１９±６４０ ２８２±０５９ １５４０±１６８ ２４７±０７７

Ｐ值 １ ０１１９ ０１１３ ０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２４５

２３　环扎前宫颈管长度与妊娠结局分析
对于足月产率：与宫颈管长度大于３ｃｍ相比较，宫颈管大

于等于２５ｃｍ组 Ｐ＝０２０
#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小于

２５ｃｍ组、小于２０ｃｍ组，Ｐ值分别为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５，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说明宫颈管长度小于２ｃｍ活产率明显降低。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宫颈管长度与妊娠结局

宫颈管长度Ｌ 例数 流产　 早产　 足月产　 活产　 Ｐ值

Ｌ
"

２０ｃｍ ５ ２（４０％） ３（６０％） ０ ３（６０％） ００４

２
$

Ｌ
"

２５ｃｍ １２ ０ ７（５８３％） ５（４１７％） １２（１００％） ００２

２５
$

Ｌ
"

３ｃｍ ２３ ２（８７％） ５（２１７％） １６（６９６％） ２１（９１３％） ０２０

Ｌ
%

３ｃｍ ４３ ２（４７％） ５（１１６％） ３６（８３７％） ４１（９５３％） １

合计 ８３ ６（７２％） ２０（２４１％） ５７（６８７％） ７７（９２８％）

#

　讨论
宫颈机能不全（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ＩＣ）也称宫

颈内口松弛症，指由于先天性或后天性子宫颈内口的形态、结

构、功能异常引起的在非妊娠状态下子宫颈病理性扩张现象，

从而导致中期流产、胎儿死亡。不能存活的胎儿丢失，是妇产

科医生在临床常遇到的问题，临床从最初阴道宫颈环扎术、经

腹宫颈环扎术及到经腹腔镜宫颈环扎术，不断探索，但是尚未

找到一种理想治疗方式。

ＬｕＬｕｏ［９］等研究发现，经腹腔镜宫颈环扎术早产率为
１０％，足月产８０％，活产率为９０％，传统的经阴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术早
产率为２８％，足月产 ６４％，活产率为 ８８％。本研究足月产为
６８７％，但活产率为９２８％，并且剖宫产率只有１６９％，减少患
者二次手术的伤害。Ｏｄｉｂｏ等［１０］比较了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环扎术和Ｍｃ
Ｄｏｎａｌｄ术，小于３３周的早产发生率分别为２０％和２３％，本研究
是在极简的法基础上，对宫颈外口行双８字缝合，加固宫颈外口
的张力，小于３７周，早产的发生率２４１％，小于３３周，早产８例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７７　　　·

（９６％），与经典Ｓｈｉｒｏｄｋａｒ环扎术和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术比较，早产发
生率明显降低。

本研究发现，宫颈管的长度会影响环扎术后的妊娠结果，

术前宫颈管长度＜２ｃｍ、＜２５ｃｍ、≥２５ｃｍ＜３ｃｍ和＜３ｃｍ，足月
产率分别为０、４１７％、６９６％和８３７％，宫颈管长度 ＜２５ｃｍ
会明显影响足月产率。Ｒｕｐｓａ等［１１］（求确认）研究发现，自发早

产史的患者宫颈管长度＞２５ｍｍ和≤２５ｍｍ比较，早产孕周是有
差异的，孕周（３４６±３１：２５０±１１）周，Ｐ＜００１，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与本研究结论相符。Ｓｉｄｄｈｉｄａｔｒｉ等［１２］对３００名孕
妇进行了随机的宫颈管测量并干预，发现并不能降低早产率，

足月分娩、３２周 ～３７周分娩宫颈管长度分别为 ３４６±０４１、
３４８±０６５ｃ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２８周 ～３２周分娩的
宫颈管长度２０５±０５ｃｍ，Ｐ＝００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可以看到，宫颈管的长度是影响妊娠结局及环扎手术效果一个

重要因素。

刘建蒙课题组［１３］系统分析了出生规模近１亿人口的全国
妇幼年报资料，结果显示，２０１４年全国剖宫产率为３４９％，该
研究中 ８３例患者总的剖宫产率为 １６９％，自然分娩率为
８３１％，且无一例发生因下生殖道裂伤导致的产后出血，较经腹
宫颈环扎明显减少手术次数，以及手术所带来的并发症。

总之，新式的经阴道环扎术提高了新生儿存活率，降低了

早产率，并没有增加生产分娩的并发症，对于出现不可避免的

流产无需行第二次手术，胎儿即可娩出，减少对患者损害。因

此可在临床上推广，使广大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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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４０９）

【基金项目】浙江省嘉兴市科技计划项目 （２０１５ＡＹ２３０３６）
【第一作者简介】张素芹（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麻醉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丙泊酚配伍不同阿片类受体激动剂在无痛人流中的
麻醉效果
张素芹１　沈炳秋１　张黎芳１　沈志惠２　徐群１　刘林１

１嘉兴市妇幼保健医院麻醉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２嘉兴市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丙泊酚配伍不同阿片类受体激动剂在无痛人流中的麻醉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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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嘉兴市妇幼保健医院接受无痛人流手术的１６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８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给予枸橼酸舒芬太尼联合丙泊酚，对照组患者
则注射枸橼酸芬太尼联合丙泊酚。比较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生命体征变化、手术相关指标、术中体动和

术后腹痛的发生率。结果：扩宫时，对照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和平均动脉压均高于观察组，血氧饱和度低

于观察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丙泊酚用量、苏醒时间、ＶＡＳ评分和术中体
动及术后腹痛的发生率均高于观察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丙泊酚配伍舒芬太尼
在无痛人流中的应用，可以有效缩短术后患者苏醒时间，降低手术疼痛感，提高手术依从性，值得在临床实

践中推广。

【关键词】　丙泊酚；阿片类受体激动剂；无痛人流；麻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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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ｅｎｔａｎｙｌｃｉ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ｖ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ｗａｋｅｕｐ
ｔｉｍ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ｐａｉ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ｕ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ｉｎ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
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Ｏｐｉｏｉｄ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ａｇｏｎｉｓｔ；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人流手术是临床上常见的外科手术，同时也是避孕失败后
最为有效的补救措施，现已被有关人群所接受［１］。与传统人流

手术相比，无痛人流是通过对患者使用安全有效的内麻醉药

物，在无意识下完成人工流产手术，且术中较好地避免了手术

对患者的子宫造成的机械性刺激，从而导致迷走神经兴奋，使

患者出现人流综合征［２３］。由于无痛人流手术时间较短，短效

麻醉剂在术中最为常用。目前，临床上最常采用丙泊酚配伍阿

片类受体激动剂，其中，阿片类受体激动剂包括芬太尼与舒芬

太尼等，临床使用效率高［４］。本研究分析了丙泊酚配伍不同阿

片类受体激动剂在无痛人流中的麻醉效果。现将结果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我院接受无痛人流手术
的１６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所有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８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
～３３岁，年龄（２３５４±２７５）岁；体重范围 ４２～６３ｋｇ，体重
（５２６９±２２４）ｋｇ；孕周范围４～９周，孕周（６４３±１２８）周。对
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３５岁，年龄（２４０６±２２４）岁；体重范

围４１～６５ｋｇ，体重（５３０２±２１８）ｋｇ；孕周范围 ４～９周，孕周
（６５９±１３４）周。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并获
得患者的知情同意。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确诊为宫内妊娠，妊娠时间为７～１０周；②符

合无痛人工流产的手术指征（包括妊娠１３周以内、药物过敏、
贫血患者及其他有凝血障碍者等）；③无明显的器质性病变；④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肝肾、心肺及凝血功能异常；②子宫结构异
常；③手术过程不顺利，手术操作时间显著延长，且已经超
过２０ｍｉｎ。
１３　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术前禁食８ｈ、禁水２ｈ，停止一切用药，且所有
患者的麻醉均由同一位麻醉医生完成。使患者保持截石位，严

密监测生命体征变化，包括心率、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和平均

动脉压等，并给予面罩吸氧，保证氧气流速为３～５Ｌ／ｍｉｎ。观察
组患者缓慢注射０１

&

ｇ／ｋｇ的枸橼酸舒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４２５６），１ｍｉｎ后注射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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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ｍｇ／ｋｇ的丙泊酚（广东嘉博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４３３６９）；对照组患者则注射０５

&

ｇ／ｋｇ的枸橼酸芬太尼（宜
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２０２２０７６），与观察组一
致，１ｍｉｎ后注射同等剂量的丙泊酚。待两组患者均出现意识模
糊，且无明显的呼叫应答后方可进行手术。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如下：①对比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的生命体征变

化，分别从麻醉前（Ｔ０）、麻醉后手术前（Ｔ１）、扩宫时（Ｔ２）、术后
（Ｔ３）３个时间段监测患者心率、血氧饱和度、呼吸频率和平均动
脉压的变化；②对比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变化，包括丙泊酚
用量、苏醒时间和宫缩疼痛评分，采用 ＶＡＳ评分表对患者的宫
缩疼痛程度进行评估，满分１０分，分数越高，表明疼痛感越强，

反之越弱［５］；③对比两组患者术中体动和术后腹痛的发生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不同时间点患者生命
体征变化和手术相关指标变化等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
检验，术中体动和术后腹痛发生率等计数资料用百分比表示，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生命体征变化

扩宫时，对照组患者心率、呼吸频率和平均动脉压均高于

观察组患者，血氧饱和度低于观察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生命体征变化比较（珋ｘ±ｓ）

时点 组别 例数 心率（次／ｍｉｎ） 血氧饱和度（％） 呼吸频率（次／ｍｉｎ）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

Ｔ０ 观察组 ８０ ８７３４±７９６ ９９４３±０７５ １７１６±２１８ ８５３４±８０７

对照组 ８０ ８７４３±７８４ ９９５２±０６９ １７５９±２２４ ８４９６±９１５

ｔ值 ００７２ ０７９０ １２３１ ０２７９

Ｐ值 ０９３５ ０６３７ ０３１２ ０７５８

Ｔ１ 观察组 ８０ ７０４６±５４７ ９４０８±０５３ １２４９±１４７ ７３１５±８１６

对照组 ８０ ７０３９±５７８ ９３９７±０５８ １２７３±１５２ ７３１６±８２９

ｔ值 ００７９ １２５２ １０１５ ０００８

Ｐ值 ０９３３ ０３０５ ０４３１ ０９９７

Ｔ２ 观察组 ８０ ７４３６±１５９ ９６７８±０４３ １３３２±０６９ ７６０３±２４６

对照组 ８０ ７７１８±１６７ ９２７６±０４３ １５３９±０８２ ７９１５±２３８

ｔ值 ２８９７ ６３２４ ５３４７ ２９６２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Ｔ３ 观察组 ８０ ８６５１±８２６ ９８０３±０４８ １６１４±２０８ ８４４６±８２２

对照组 ８０ ８６３９±８１６ ９８０４±０５２ １５６６±１８５ ８５１４±９０２

ｔ值 ００９２ ０１２６ １５４２ ０４９８

Ｐ值 ０９８２ ０９８６ ０２０３ ０５６３

２２　手术相关指标
对照组患者丙泊酚用量、苏醒时间和ＶＡＳ评分均高于观察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丙泊酚用量

（ｍｇ）
苏醒时间

（ｍｉｎ）
ＶＡＳ评分
（分）

观察组 ８０ １４８６３±１４７６ ５０１±１０８ １３８±２３１

对照组 ８０ １７３６４±１６８９ ８１６±１３２ ３７６±２４９

ｔ值 ９９７３ １１２０３ ６２６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术中和术后不良状况发生率
对照组患者术中体动和术后腹痛的发生率均高于观察组

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中及术后不良状况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中体动 术后腹痛

观察组 ８０ １２（１５００） ７（８７５）

对照组 ８０ ２３（２８７５） １９（２３７５）

χ２值 ４４２５ ６６１３

Ｐ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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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人工流产是妇产科门诊中最为常见的手术，术中因宫颈的

扩张和刮宫等操作极易引发疼痛等不适，对患者的生理和心理

均产生较大的影响［６］。近年来，随着医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无

痛人流已经逐渐取代了人工流产手术，大大降低了患者术中的

疼痛感及其他不适［７］。此外，无痛人流具有操作简单、手术效

果好、术后恢复快等优势，不会给患者造成明显的后遗症，且术

后短时间内便可自行出院［８］。

无痛人流手术的关键在于麻醉技术和药物的使用。丙泊

酚属于新型麻醉剂，患者使用后可以迅速溶于脂类，且具有平

稳的代谢过程，药物停止使用后患者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意

识，其药物所代谢的产物无活性，不会对患者造成影响［９１１］。但

是，在临床实践中可知，丙泊酚麻醉强度较低，镇痛能力较为低

下，术中极易引发患者出现肢体躁动和子宫收缩等，不利于手

术的操作，若加大丙泊酚的使用剂量，极易引发呼吸抑制或血

压下降等不良反应，对患者预后的恢复造成影响［１２］。因此，目

前临床上大多给予患者使用丙泊酚配伍阿片类受体激动剂，芬

太尼和舒芬太尼是临床上常见的阿片类镇痛药物［１３１５］。舒芬

太尼具有较强的脂溶性，镇痛效果和药效持续时间均较长，有

关研究显示［１６］，舒芬太尼的药效是芬太尼的７倍，麻醉亲和力
是芬太尼的７７倍，脂溶性是芬太尼的２倍。与芬太尼相比，舒
芬太尼具有较好的血脑屏障穿透能力，对患者的呼吸抑制和血

液代谢影响较小。此外，舒芬太尼还可以较好地维持丙泊酚在

患者体内的浓度，抑制丙泊酚的代谢，两者联合使用可以达到

更好的临床效果［１７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扩宫时，对照组患者

心率、呼吸频率和平均动脉压均高于观察组患者，血氧饱和度

低于观察组患者，这表明与丙泊酚配伍芬太尼相比，舒芬太尼

可以在术中有效地稳定患者生命体征和血流动力学，降低手术

对患者造成的应激反应；对照组患者丙泊酚用量、苏醒时间和

ＶＡＳ评分、术中体动和术后腹痛的发生率均高于观察组患者，
这提示采用丙泊酚配伍舒芬太尼实施无痛人流手术患者术中

依从性较高，术后苏醒时间短，加快了意识恢复的速度，且术后

疼痛感较轻、安全性高，对促进患者预后恢复具有良好的作用。

综上所述，采用丙泊酚配伍舒芬太尼在无痛人流中的应

用，可以较好地缩短患者术后苏醒时间，降低手术疼痛感，提高

手术依从性，在临床实践中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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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８１　　　·

【第一作者简介】蒋频 （１９８０—），女 ，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临床
Δ【通讯作者】付军（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ｔｔｌｅ＿ａｎｔ５１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２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对产后盆底
功能障碍的干预效果及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蒋频　付军Δ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究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对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干预效果及对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收治的产后盆
底功能障碍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照随机原则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盆底肌
功能锻炼治疗方式，研究组患者采用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方式，比较疗效。结果：两

组患者治疗前的肌力以及疲劳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Ⅰ类肌力和Ⅱ类
肌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ＰＯＰＱ评分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０度人数多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研究组患者Ⅱ度人数少于对照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性生活质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的性生活质量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ｔ＝１１２８６）。结论：对盆底功能障碍患
者行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可以改善肌力，降低脱垂，恢复盆底功能，改善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

【关键词】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盆底肌功能锻炼；电刺激；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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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底功能障碍在临床上又称之为盆底支持组织松弛，是由
于患者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盆底支持降低，在患者正常

分娩后，会出现阴道壁松弛，继而造成盆底肌肉以及筋膜扩张，

且伴有肌肉纤维部分断裂等症状，并且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１］。在对患者的临床治疗中，主要采用盆底肌

功能锻炼的方式来改善患者的症状，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属于

新型的治疗手段，临床应用研究相对较少［２］，因此，本文结合南

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收治的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患

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探究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
物反馈的干预效果以及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患者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
幼保健院收治的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９岁，年龄（２９６±４１）岁。纳入标准：
①患者产后复诊经过手测以及盆底功能障碍诊断仪确诊为盆
底功能障碍；②患者肌力为０级～２级；③患者同意本次研究且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伴有泌尿系和生殖道感染患
者；②伴有产后抑郁患者；③伴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患者。将
患者按照随机原则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及病情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盆底肌功能锻炼治疗方式，采用 Ｋｅｇｅｌ训
练方式［３］，取患者仰卧位，分开患者的双腿，使患者屈膝，在患

者吸气时，引导患者行肛门收缩运动，维持８ｓ，在患者呼气时放

松，每天进行３次，每次３０ｍｉｎ，治疗持续６个星期。
研究组患者采用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

治疗方式，采用法国ＰＨＥＮＩＸ盆底功能障碍治疗仪给予患者电
刺激联合生物反馈进行治疗，给予患者Ⅰ类后Ⅱ类纤维，根据
患者疾病严重程度而选择治疗时间，Ⅰ类肌纤维刺激采用 ８
３２ＨＺ的电刺激，Ⅱ类采用２０８０ＨＺ的电刺激，每次治疗３０ｍｉｎ，
每周２次，盆底肌功能锻炼方式如对照组，治疗时间持续６周。
比较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１３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运用手法测试的方式测量患者的肌力以及疲劳

度情况；同时，运用ＰＯＰＱ分度［４］情况测量患者盆腔脏器脱垂

的治疗效果；此外，本次研究采用性生活质量量表对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进行评价，从性关系、性高潮、性困难、疾病的影响以

及性满意度５个维度进行评价，总分为１００分，患者得分越高，
性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以ｎ（％）

表示，组间数据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数据
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肌力及疲劳度比较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肌力以及疲劳度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Ⅰ类肌力和
Ⅱ类肌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两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肌力及疲劳度比较表（珋ｘ±ｓ）

组别
Ⅰ类肌力

治疗前 治疗后

Ⅱ类肌力

治疗前 治疗后

Ⅰ类肌力疲劳度

治疗前 治疗后

Ⅱ类肌力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２８８±２２２ ４７０±１３６ ２１１±２２６ ４５６±１５６ －０８２±１０２ －０５１±０８８ －０２６±０６４ －０１０±００８

对照组 ２８６±２１６ ３８５±２０１ ２１６±２０４ ３９５±１２５ －０８４±１０５ －０６５±１３２ －０２８±０８８ －０１８±００５

ｔ值 ００６６ ３８８０ ０２２９ ３２０９ １７３２ ５８３９ １５４８ ０７１４

Ｐ值 １２２２ ０００９ １０６２ ０００８ １９７１ ００９８ ０９２４ １２２０

２２　两组患者ＰＯＰＱ分度比较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 ＰＯＰＱ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０度人数多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

意义，研究组患者Ⅱ度人数少于对照组，具有统计学意义。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ＰＯＰＱ分度比较表［ｎ（％）］

组别
０度

治疗前 治疗后

Ⅰ度

治疗前 治疗后

Ⅱ度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３０（５０００） ５０（８３３３） ２５（４１６７） ９（１５００） ５（８３３） １（１６７）

对照组 ３０（５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１５（２５００） ６（１０００） ９（１５００）

χ２值 ００００ ８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１８８０ ０１００ ６９８０

Ｐ值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８６２ ０１７０ ０７５２ ０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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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比较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性生活质量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高
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５６２±５４４ ７５２８±６６８

对照组 ４５３８±６０１ ６６８１±７０８

ｔ值 ２３３１ １１２８６

Ｐ值 １００９ ００００

#

　讨论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病发于女性分娩后，由于患者子宫过度

增大或者压迫盆腔器官，导致会阴损伤以及肌肉松弛等症状，

严重时甚至出现子宫脱垂以及尿失禁等症状，并且其发病率达

到１０％ ～３０％左右［５］。盆底肌功能恢复锻炼主要是通过肛门

收缩运动的方式来调整括约肌的功能，改善患者的盆底功能障

碍，而电刺激以及生物反馈则是通过物理刺激疗法来恢复患者

的盆底肌功能［６７］，通过多种手段的联合，可以有效地提升患者

的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盆底肌功能，且提升患者的性生活

质量。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肌力以及疲劳度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Ⅰ类肌力和
Ⅱ类肌力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说明患者在出现盆底功能障碍时，由于盆底肌肉
受到长期的压迫，导致患者肌肉过度拉伸，对会阴产生一定程

度的损伤，并且导致肌肉松弛，并且造成肌力疲劳，影响患者的

身心健康。在对患者的治疗中，常规的治疗方式主要是采用盆

底肌功能锻炼方式来进行康复训练，通过肛门运动等方式来改

善盆底肌功能障碍症状，但是效果并不理想［８９］。而采用电刺

激联合生物反馈的治疗机制，可以收缩尿道口，刺激盆底肌和

括约肌，可以恢复患者产后的肌力，并且降低疲劳度，从而可以

有效的提升恢复效果［１０］。另外，在对患者的治疗中，辅助运用

盆底肌功能锻炼方式，可以通过锻炼趾骨的方式，提升肌力，改

善盆底肌的活动状态，通过电刺激的方式，可以刺激患者交感

神经的兴奋性，达到刺激肌肉和组织的目的。通过３种治疗方
式的协同功效，可以最大程度的恢复患者的盆底肌功能，降低

盆底功能障碍的影响。研究人员指出，在患者患有盆底功能障

碍时，会出现盆底肌肉松弛，腰骶疼痛以及会阴损伤等临床症

状，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并且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产生一定

的影响，在对患者的治疗中，主要采用盆底肌功能锻炼方式来

恢复患者的盆底肌功能［１１］。还有研究人员指出，在对盆底功能

障碍患者的治疗中，采用电刺激治疗方式，可以刺激患者的神

经以及组织，调节患者的盆底肌功能，同时通过盆底肌功能锻

炼方式，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患者的性生活

质量［１２１３］。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 ＰＯＰＱ评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０度人数多于对照组，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４，χ２＝９９８１），研究组患者Ⅱ度人数少于对照
组，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１，χ２＝８６６０）。说明在对盆底肌
功能障碍患者中，患者由于盆底肌肉松弛，导致患者引导出现

松弛以及会阴伤口疼痛等症状，对于情节严重者，出现子宫脱

垂等症状，影响患者的健康。在对患者的治疗中，采用电刺激

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可以快速恢复患者的盆底肌功能，保证患

者的收缩力，降低子宫脱垂的症状发生率。同时通过盆底肌功

能锻炼方式，可以更好的发挥物理协同作用，提升患者的恢复

效果。研究学者指出，盆底功能障碍会影响患者的盆底肌功

能，严重时甚至造成子宫脱垂［１４］。还有研究学者指出，采用生

物反馈联合盆底肌功能锻炼方式，可以有效的改善盆底肌功

能，具有预防子宫脱垂的效果［１５］。

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性生活质量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高于
对照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ｔ＝１１２８６）。
说明在患者出现盆底功能障碍时，会造成阴道松弛、子宫脱垂

以及会阴疼痛等症状，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在对患者的治疗

中，采用常规的盆底肌功能锻炼方式虽然可以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但是效果并不明显，无法有效地提升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而对患者行盆底功能障碍患者行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

合生物反馈治疗，可以恢复患者的盆底肌功能，改善患者的血

液循环症状，降低会阴的疼痛，并且可以促进张力的恢复，从而

可以有效地提升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有学者指出，盆底肌是保

证患者性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产后盆底功能障碍会对患者的

性生活质量造成直接的影响［１６１７］。还有学者指出，采用电刺激

联合盆底肌功能锻炼方式，可以改善患者的盆底肌功能，提升

性生活质量［１８］。

综上所述，对盆底功能障碍患者行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

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可以改善肌力，降低脱垂，恢复盆底功

能，改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因此，在对盆底功能障碍患者的

治疗中，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治疗方式值得

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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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Ｃｏｌｏｐｒｏｃ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９（６）：１６．

［１８］　黄健，华克勤．阴道哑铃与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治疗产后女性盆
底功能障碍的疗效比较．中国临床医学，２０１５（６）：８０１８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梁承蓉（１９６９—），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计划生育、妇科生殖内分泌、妇科肿瘤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临床不同分娩方式对女性产后性生活质量及盆底
结构功能影响分析
梁承蓉１　熊焰１　焦顺２　夏莲１

１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２荆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临床不同分娩方式对女性产后性生活质量及盆底结构功能的影响，为合理选择
分娩方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荆州市中心医院
分娩的８０例女性做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娩方式分为阴道分娩组４０例和剖宫产组４０例，分别检测并比较两
组女性产后６周和２４周性生活质量、盆底肌力评分、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比较两组女性产后６周 ＰＯＰ
及ＳＵＩ发生率。结果：剖宫产组女性产后６周性生活质量显著高于阴道分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剖宫产组女性产后６周盆底肌力评分、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分别为（４１４±１３４）分、（５４２±
２６７）ｍｍ和（２４２１±６４２）度，阴道分娩组女性产后６周盆底肌力评分、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分别为
（３２１±１１２）分、（１０４６±２８１）ｍｍ和（３４５６±７５６）度，两组各指标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剖宫产组女性产后６周ＰＯＰ及ＳＵＩ发生率为１２５％、１００％，阴道分娩组产后６周ＰＯＰ及 ＳＵＩ发生
率为３５０％、２７５％，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剖宫产组女性产后２４周性生活质量、盆底
肌力评分、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与阴道分娩组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阴道分娩和剖
宫产分娩均会对女性产后性生活质量和盆底结构功能造成一定影响，阴道分娩对其造成的不良影响相对更

严重，但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到改善。

【关键词】　阴道分娩；剖宫产；产后性生活质量；盆底结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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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女性产后性健康重视程度逐渐提
高。国外研究显示，性功能障碍在女性产后普遍存在，不同的

分娩方式都可能会对女性产后性生活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

响［１］，但是国内相关报道还较少，因此该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

女性盆底是由一系列多层肌肉和筋膜所组成，使子宫、膀胱等

盆腔脏器处于正常位置［２］。盆底结构变化可能引起压力性尿

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和盆腔脏器脱垂（ｐｅｖｉｃｏｒ
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３］。临床研究证明，

阴道分娩可能损伤盆腔筋膜、韧带和肌肉，从而导致ＳＵＩ和ＰＯＰ
的发生［４］。而剖宫产分娩是否能减少对盆底结构和功能的影

响，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５］。基于此，本研究以阴道分娩女

性和剖宫产分娩女性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分娩方式对女性产

后性生活质量及盆底结构功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和
荆州市中心医院分娩的８０例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分娩
方式不同分为阴道分娩组和剖宫产组，两组女性均为单胎初产

妇，其中，阴道分娩组４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８岁，年龄（２４３
±６８）岁，孕周（３９１±０４）周，分娩前ＢＭＩ值（１９４±１５）ｋｇ／
ｍ２；剖宫产组４０例，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５岁，年龄（２３６±７２）
岁，孕周（３９７±０６）周，分娩前ＢＭＩ值（１９２±１８）ｋｇ／ｍ２。两
组女性年龄、孕周、分娩前ＢＭＩ值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此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单胎初产妇；足月分娩；无慢性咳嗽、泌尿肾脏

病及盆腔手术史；尿常规检测正常；无长期便秘史；自愿加入本

次研究、且积极配合的女性。排除标准：多胎妊娠的女性；经产

妇；患有可能影响性生活质量疾病的女性；产后夫妇分居的女

性；不愿或不便于加入本研究的女性。

１３　检测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女性产后６周和２４周性生活质量指

标（包括性唤醒、性欲、性交疼痛、性高潮和阴道润滑、性满意

度）进行统计记录；分别检测两组女性产后６周和２４周盆底肌
力评分及 ＵＶＪＭ和尿道旋转角度。检查时，取膀胱截石位，探
头置于阴道口与尿道口之间，取探头手柄轴线与人体平行二维

成像，分别在静止时和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显示尿道、膀胱、膀胱颈联
合。ＵＶＪＭ的测量为在静止时膀胱颈部放一游标，之后将另一
个游标放置在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最大位移处［６］。并在应力时测量尿

道旋转角度。记录产后６周ＰＯＰ、ＳＵＩ发生率。
１４　诊断标准

盆底肌力评分严格按照 Ｏｘｆｏｒｄ骨底肌力强度评分系统来
评定，分值为０分～５分，评定标准如下：０分为盆底肌肉无任何
收缩，１分为盆底肌肉轻微抽动；２分为盆底肌肉微弱收缩，但感
觉不到压迫感；３分为盆底肌肉轻微收缩，有轻度压迫感；４分为
盆底肌肉正常收缩，收缩感明显；５分为盆底肌肉收缩力强，收
缩感强烈［７］。盆腔器官脱垂（ＰＯＰ）的诊断参照ＰＯＰＱ标准，压
力性尿失禁（ＳＵＩ）的诊断参照ＩＣＳ标准［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实验用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实验数据

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两组间进行ｔ检验，以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他统计数据均为计数资料，以 χ２

检验处理。

"

　结果
２１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和２４周性生活质量对比

对两组女性产后６周性生活质量指标进行对比，发现剖宫
产组性生活质量均高于阴道分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两组女性产后２４周性生活质量指标进行对比，发现剖
宫产组性生活质量与阴道分娩组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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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性生活质量指标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唤醒 性交疼痛 性高潮 性欲 阴道润滑 性满意度

阴道分娩组 ４０ ６１２±１２６ ３２１±０５７ ６６４±１３２ ３１１±０５２ ５２９±１４８ ５２６±０６５

剖宫产组　 ４０ ７７４±１５３ ５７６±０６９ ８４５±１３６ ５１７±０７８ ７４５±１８７ ６９６±０８１

ｔ值 ９４２ ８１６ ９６７ ３１８ ４２６ ４５７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５

表２　两组女性产后２４周性生活质量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唤醒 性交疼痛 性高潮 性欲 阴道润滑 性满意度

阴道分娩组 ４０ ７４７±１５２ ５８５±０８６ ８１２±１５３ ５１４±０８２ ７４６±１５２ ７２０±０９６

剖宫产组　 ４０ ７９２±１６３ ６４６±０８３ ８６７±１５１ ５４３±０８９ ７７８±１６１ ７６５±１０３

ｔ值 １５６ １８７ ２０３ ２４５ ３２１ ２５９

Ｐ值 ０２１４ ０１３５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２２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２４周盆底肌力评分对比
对两组女性产后６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剖宫产组盆底肌

力评分显著高于阴道分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对两组女性产后２４周情况进行对比，发现剖宫产组盆底肌力评
分与阴道分娩组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和２４周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对比

对两组女性产后６周进行对比，发现阴道分娩组ＵＶＪＭ及
尿道旋转角度均高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两组女性产后２４周进行对比，发现阴道分娩组ＵＶＪＭ
及尿道旋转角度与剖宫产组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２４周盆底肌力评分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产后６周

盆底肌力评分

产后２４周
盆底肌力评分

阴道分娩组 ４０ ３２１±１１２ ４１２±１２３

剖宫产组　 ４０ ４１４±１３４ ４２６±１２５

ｔ值 ４５８ ２３５

Ｐ值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７

表４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２４周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对比［ｎ（％）］

组别 例数
产后６周

ＵＶＪＭ（ｍｍ） 尿道旋转角度（度）

产后２４周

ＵＶＪＭ（ｍｍ） 尿道旋转角度（度）

正常分娩组 ４０ １０４６±２８１ ３４５６±７５６ ５３１±２７５ ２１３８±７６２

剖宫产组 ４０ ５４２±２６７ ２４２１±６４２ ４６２±２６３ １９８４±６３１

ｔ值 ８１２ ７６３ ２６２ ２１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９

２４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ＰＯＰ及ＳＵＩ发生率对比
阴道分娩组ＰＯＰ及ＳＵＩ发生率显著高于剖宫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女性产后６周ＰＯＰ及ＳＵＩ发生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ＰＯＰ ＳＵＩ

阴道分娩组 ４０ １４（３５０） １１（２７５）

剖宫产组　 ４０ ５（１２５） ４（１００）

χ２值 ５５９ ４０２

Ｐ值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３

#

　讨论
随着人们对女性健康及产后性生活质量关注度的提高，关

于不同的分娩方式可能对产后性生活产生影响的研究逐渐成

为临床研究的热点［９］。而产后性生活质量与多种因素相关，因

此，此类研究结果经常存在较大差异［１０］。盆底结构功能与产后

女性性生活质量存在一定关联。临床研究认为，妊娠可对盆底

结构功能产生影响，女性妊娠时，随着子宫体积及重量的增大，

子宫状态变化，导致盆底组织长期受压，另外，随着妊娠期激素

水平的变化，也可以导致盆底组织松弛［１１］。国外研究显示，不

同分娩方式特别是阴道分娩是盆底结构功能改变的主要因素。

盆底结构功能改变，导致盆底支持结构异常，造成盆腔血管的

营养萎缩，使女性出现性功能障碍。此外，盆底结构损伤还会

导致ＰＯＰ及ＳＵＩ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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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于女性产后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严重影响女性的综合生活

质量［１２］，因此，关于临床不同分娩方式与女性产后性生活质量

及盆底结构功能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

麦秀莲等人研究显示，不同的分娩方式对女性产后性功能

水平的影响有一定差异，主要体现在性交疼痛及性高潮次数降

低［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剖宫产组女性产后６周性生活质量指
标均高于阴道分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
阴道分娩组指标评分最低的是性欲（３１１±０５２）分和性交疼
痛（３２１±０５７）分，提示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后性生活质量影响
不同，与麦秀莲等人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示，剖宫产

组女性产后２４周性生活质量指标与阴道分娩组相当，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剖宫产分娩对性生活质量影响更小，
恢复更快，但是２４周后不同分娩方式与产后性生活质量无相关
性，这可能与剖宫产分娩，胎儿从腹部切口分娩，没有对阴道造

成损伤有关。有研究显示，剖宫产分娩对盆底组织影响较小，

对产后盆底肌肉强度影响不明显，而阴道分娩会对盆底组织造

成损伤相对较重。盆底肌肉强度下降又恰恰是 ＰＯＰ、ＳＵＩ等盆
底功能障碍疾病发生的重要原因［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剖宫产

组女性产后６周盆底肌力评分显著高于阴道分娩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正常分娩组 ＰＯＰ及 ＳＵＩ发生率显著
高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阴道分娩
对盆底肌力强度影响较大，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本研究发

现，剖宫产女性也出现了ＰＯＰ及ＳＵＩ，这是因为妊娠期盆底组织
松弛，造成控尿机制损伤，同时，子宫增大使膀胱尿道位移抬

高，使其呈漏斗状，另外牵拉盆底造成盆底损伤，使尿道关闭不

良，说明阴道分娩并非导致盆底结构功能变化的唯一因素，妊

娠和分娩都能引起盆底功能障碍疾病。ＵＶＪＭ是在做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动作时膀胱颈的活动度，是反映盆底支持结构强度及完整度的

重要指标，有报道显示，ＳＵＩ患者ＵＶＪＭ大于１０ｍｍ或尿道旋转
角度＞３０度，表现为膀胱颈部支持度不够［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

示，阴道分娩组产妇产后６周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均高于剖
宫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ＵＶＪＭ长度为
（１０４６±２８１）ｍｍ，大于 １０ｍｍ，尿道旋转角度为（３４５６±
７５６）度，而阴道分娩６周 ＰＯＰ和 ＳＵＩ发生率高于剖宫产组女
性，与以上报道结果一致，说明阴道分娩造成盆底结构变化，引

起膀胱颈部支持力度不够，导致ＰＯＰ及ＳＵＩ发生率增高。本研
究显示，产后２４周两组女性盆底肌力评分、ＵＶＪＭ、尿道旋转角
度无显著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经阴道分
娩的女性产后盆底肌力损伤、ＵＶＪＭ及尿道旋转角度并非永久
性，随着机体自我调节及锻炼［１７１８］，盆底结构功能逐渐得到

恢复。

综上所述，阴道分娩和剖宫产分娩均会对女性产后性生活

质量和盆底结构功能造成一定影响，阴道分娩对其造成的不良

影响相对更严重，但是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

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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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高素珍，解婷婷，房倩倩，等．不同分娩方式及产科相关因素对产
后压力性尿失禁的影响．现代医学，２０１６（８）：１１２９１１３１．

［７］　张丽萍，石伟娟．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产后早期盆底肌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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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孙文娟，洪海洁，李苏，等．分娩方式对初产妇性功能的影响．中
华围产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１８（１２）：９３２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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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ｌ，２０１５，２６（１０）：１４９５１５０２．

［１２］　李增军．妊娠晚期盆底肌锻炼对产后膀胱功能障碍及尿动力学
的影响．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３（３０）：５９４８５９４９．

［１３］　ＢｌａｇａｎｊｅＭ，Ｌｕｋａｎｏｖｉｃ′，Ｂａｒｂｉ̌ｃＭ，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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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０６（１３）：２５３２５３．

［１４］　龚阳，康萍，胡江华，等．剖宫产术对孕妇产后盆底结构功能、性
功能及相关激素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４）：１１０１１４．

［１５］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Ｔ，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Ａ，Ｍｃｐｈｅｒ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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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ｏ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Ｔ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５，１６（Ｓ２）：５８５８．

［１６］　王慧丽，李小红，翁佳丽．阴道分娩产妇不同时间行盆底康复训
练的效果评价．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７）：６４３６４５．

［１７］　侯爱红．延续性保健康复措施在促进产妇产后康复及性生活中
的应用效果．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５）：９１２９１４．

［１８］　杨丽，史宏晖，朱冬菊，等．自控镇痛无痛分娩与传统阴道分娩
对盆底组织功能近期影响的临床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
（４）：１２２１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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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沧州市科技支撑计划项目（１４１３０２０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闫芳（１９７９—），女，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产科临
床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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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胰岛素抵抗异常与性激素的
关系及其对性活动的影响
闫芳　宋庆雷　李霞
沧州市人民医院产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　要】　目的：研究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胰岛素抵抗异常与性激素的关系及其对性活动的影响。
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沧州市人民医院产科收治的９０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
其根据产后胰岛素抵抗指数的不同分为Ａ组（＜２．７组）３０例、Ｂ组（２．７～５．０组）３０例和 Ｃ组（＞５．０组）
３０例。统计与比较三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和性活动评估情况，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血清性激素指
标与产妇产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结果：Ｃ组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均低于 Ａ组与 Ｂ组，Ｂ组低于 Ａ组，Ｃ组的
产后性活动问题发生率和性生活质量差于 Ａ组与 Ｂ组，Ｂ组则差于 Ａ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结果显示，血清性激素指标与产妇产后胰岛素抵抗有密切的关系。结论：妊
娠期糖尿病产后胰岛素抵抗异常与性激素有密切的关系，且对产妇的性活动影响较大，应当重视对患者进

行相关调节与干预。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产后胰岛素抵抗异常；性激素；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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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疾病，可以对母婴造成不
同程度的危害，因此临床对于本病的重视程度极高。胰岛素抵

抗是糖尿病研究较多的方面，而妊娠期糖尿病产后仍然有较多

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１２］，其中产后性激素的变化和性活

动波动与变化是产后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与组成部分［３］。但

是，关于产后胰岛素抵抗与性激素的关系及对性活动影响的研

究十分欠缺。鉴于此种情况的存在，本研究就妊娠期糖尿病产

后胰岛素抵抗异常与性激素的关系及其对患者性活动的影响

进行探讨，以为产后实施相关干预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依据。现

将结果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１１１　基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本院收治
的９０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产后胰岛素抵
抗指数的不同分为Ａ组（＜２７组）３０例、Ｂ组（２７～５０组）３０
例和Ｃ组（＞５０组）３０例。Ａ组中，年龄最小者２１岁，最大者
４０岁，年龄（３０３±５１）岁；孕周范围 ３６０～４１５周，孕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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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５±０４）周；初产妇２０例，经产妇１０例；分娩方式：阴道产
者２２例，剖宫产者８例。Ｂ组中，年龄最小者２２岁，最大者４１
岁，年龄（２９８±５２）岁；孕周范围３６０～４２０周，孕周（４０２±
０６）周；初产妇２１例，经产妇９例；分娩方式：阴道产者２３例，
剖宫产者７例。Ｃ组中，年龄最小者２２岁，最大者４２岁，年龄
（３０２±５３）岁；孕周范围３６５～４２２周，孕周（４０１±０５）周；
初产妇２１例，经产妇９例；分娩方式：阴道产者２２例，剖宫产者
８例。比较三组患者的年龄、孕周、分娩史和分娩情况，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三组患者对本研
究均已知情同意。

１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２０岁以上者；产妇
及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年龄≤２０
岁；合并其他妊娠期疾病；产后抑郁者；产前存在糖尿病、高血

压和其他基础疾病者；精神异常不能配合研究者。

１２　研究方法
采集三组患者的空腹静脉血，将采集的血标本５０ｍｌ通过

医用离心机进行离心，离心半径１５ｃｍ，离心速度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
心时间５ｍｉｎ，随后对血清进行检测，采用酶联免疫法进行性激
素（Ｐ、ＦＥ３、ＰＲＬ及 Ｅ２）水平的检测。产后６个月，统计与比较
三组患者的性活动情况，包括性活动问题发生情况和性生活质

量。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血清性激素指标与产妇产后胰
岛素抵抗的关系。

１３　评价标准
性生活质量采用视觉模拟评估法进行评估，分值范围为０

～１０分，由患者根据自身对综合性生活质量的感受从中选取分
值，分值越高表示自我感觉性生活质量越高，其中３分及以下、４
～６分、７分及以上表示性生活质量较差、一般和较好。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珋ｘ±ｓ）进行 ｔ
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则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百分比）

进行χ２检验，血清性激素指标与产妇产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采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Ｃ组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均低于 Ａ组和 Ｂ组患者，Ｂ组
患者低于Ａ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ｍｍｏｌ／Ｌ）ＦＥ３（ｍｇ／Ｌ）ＰＲＬ（ｋ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Ａ组 ３０ ３５２±０３９１６３２±２２１１９２±０２５１３０２１±１２５４

Ｂ组 ３０ ２２１±０２８１００４±１８７１４６±０２０１１５０４±１１０１

Ｃ组 ３０ １４５±０１７ ６１４±１３２１０７±０１２１０２０１±９５７　

Ｆ值 ７１２５ ６４６３ ５６８０ ６１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血清性激素指标与产妇产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结果显示，血清性激素指标与产妇产

后胰岛素抵抗有密切的关系。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血清性激素指标与患者产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分析

性激素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Ｐ ６３４２ ＜００５ ２５０２ １１９８～９１１０

ＦＥ３ ７７５６ ＜００５ ３０１５ １３０５～１１０４５

ＰＲＬ ６１６３ ＜００５ ２４５１ １１５６～８３５６

Ｅ２ ７２５７ ＜００５ ２８６４ １２４２～９９４６

２３　三组患者的产后性活动问题发生率比较
三组患者的产后性活动问题发生率存在显著性差异，Ｃ组患

者的产后性活动问题发生率高于Ａ组与Ｂ组，Ｂ组患者则高于Ａ
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的产后性活动问题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性欲减退
性生活

频率降低
性交痛

性生活

满意度低

Ａ组 ３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５（１６６７） ４（１３３３）

Ｂ组 ３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１（３６６７） １２（４０００）

Ｃ组 ３０ １８（６０００） ２０（６６６７） １８（６０００） １７（５６６７）

χ２值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４８２ １２００６ １２３４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三组患者的产后性生活质量结果比较
三组患者的产后性生活质量结果存在显著性差异，Ｃ组患

者的性生活质量较差率高于 Ａ组与 Ｂ组，Ｂ组患者则高于 Ａ
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的产后性生活质量结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较差 一般 较好

Ａ组 ３０ １２（４０００） １０（３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

Ｂ组 ３０ １０（３３３３） ７（２３３３） １３（４３３３）

Ｃ组 ３０ ７（２３３３） ４（１３３３） １９（６３３３）

χ２值 － － ８１９０

Ｐ值 － － ＜００５

#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症之一。与妊娠期糖尿

病相关的研究显示，本病可以对母婴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因

此是临床治疗干预的重点方面［４５］。胰岛素抵抗作为有效反映

胰岛素效应细胞敏感度降低程度的一类指标，在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中的表达水平相对异常，同时临床中关于妊娠期糖尿病患

者胰岛素抵抗的诸多研究［６７］显示，较多产妇在产后仍然存在

明显的胰岛素抵抗异常的情况，主要为胰岛素抵抗指数较高，

此种情况的存在可以对患者机体多系统方面造成不良影响，而

细致的影响方面和影响程度的研究极为欠缺且较为混乱，因此

进一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临床研究结果［８９］显示，产

妇产后的性激素表达水平与产妇的情绪、泌乳和性生活状态等

多个方面有一定的关系，近年来，随着临床对于产妇产后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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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重视程度的提升，对其影响方面包括性激素表达的变化

的研究不断增多［１０１１］。但是，关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胰岛

素抵抗异常与性激素的关系的研究较少，此方面的探究意义也

比较高。此外，产妇产后性活动情况一直是临床研究的热点，

有关研究表明，胰岛素抵抗异常对产妇产后情绪心理会产生不

良影响，而心理状态的异常对产妇产后性活动又会造成一定的

不良影响［１２１５］，而有关胰岛素抵抗异常对产妇性活动的直接影

响的研究尚未见到，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极为必要。

本研究中，我们就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胰岛素抵抗异常

与性激素的关系及其对患者性活动的影响进行探究，结果显

示，妊娠期糖尿病产后不同胰岛素抵抗指数产妇的血清性激素

水平与性活动评估情况存在显著性差异，其中胰岛素抵抗指数

较高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相对更低，性活动评估结果相对更

差，且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血清性激素指标与产妇产后胰
岛素抵抗有密切的关系［１６１７］，从而直接说明了胰岛素抵抗对产

妇产后血清性激素表达的影响，及其对产妇产后性活动异常的

影响。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胰岛素抵抗

异常与性激素有密切的关系，且对产妇的性活动有较大影响，

应当重视对患者上述问题的调节与干预。

参 考 文 献

［１］　王蕴慧，张留苗，王振花，等．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糖代谢异常
转归及胰岛素抵抗恢复情况研究．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
版），２０１１，１０（３）：７５７８．

［２］　余筱燕，吴雪梅，张毅，等．生活方式干预对妊娠糖尿病产后糖调
节受损者胰岛素抵抗和胰岛 β细胞功能的影响．中国慢性病预
防与控制，２０１２，８（２）：１１０１１４．

［３］　江玉娥，丘媚妮，陈海英，等．糖化血红蛋白联合超敏Ｃ反应蛋白
在筛查妊娠期糖尿病的价值．广州医药，２０１５，４６（３）：４４４６．

［４］　王丽娜，崔文华，粱珊，等．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胎盘组织中胰岛素
受体底物１的表达及其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医药，
２０１５，１０（９）：１３６５１３６７．

［５］　王凤环，李华萍．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抵抗及胰岛素分泌功

能的评估．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５，３５（３）：３６４３６８．
［６］　黄悦澜．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孕中期至孕足月胰岛素抵抗变化的

临床分析．糖尿病新世界，２０１５，３５（５）：１０６１０６．
［７］　刘吉香，杨文东．血清铁蛋白及游离脂肪酸与妊娠期糖尿病胰岛

素抵抗的相关性研究．医学检验与临床，２０１４，２５（１）：１２１４．
［８］　ＹａｚｄｃｈｉＲ，ＧａｒｇａｒｉＢＰ，ＡｓｇｈａｒｉＪａｆａｒａｂａｄｉ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ｉｎｄｉｃｅｓ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ｇ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ｅｄ，ｐｌａ
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ＮｕｔｒＲｅｓＰｒａｃｔ，２０１６，１０（３）：３２８３３５．

［９］　朱佳尔．妊娠期糖尿病血清铁蛋白变化及其与胰岛素抵抗的相
关性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２７）：４４６６４４６８．

［１０］　陈婉秋，许燕丽．血清铁蛋白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的水平及与
胰岛素抵抗关系的研究．中外医学研究，２０１４，１２（１２）：２６２７．

［１１］　王?，张倩，黎曼侬，等．血清ＳＨＢＧ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胰岛素
抵抗的关系研究．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７，１７（２）：３４９３５１．

［１２］　ＯｚｇｕＥｒｄｉｎｃＡＳ，ＹｉｌｍａｚＳ，ＹｅｒａｌＭＩ，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ｒｉｍｅｓ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
ｔｅｉｎ，ｆａｓｔｉｎｇ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ｉｎｓｕｌｉｎ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ｉｃｅｓ．Ｊ
Ｍａｔｅｒｎｆｅｔａｌ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Ｍｅｄ，２０１５，２８（１６）：１９５７１９６２．

［１３］　息小雪，练思宇，张璇，等．胎盘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基因启动子 ｎ
重复多态与妊娠期糖尿病关系研究．中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
２０１５，３１（１２）：１１４２１１４５．

［１４］　高剑波，贾伟平．不同糖调节状态孕妇产后１年胰岛素分泌和胰
岛素抵抗的随访．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４，１０
（３）：７５７８．

［１５］　ＴａｗｆｅｅｋＭＡ，ＡｌｆａｄｈｌｉＥＭ，ＡｌａｙｏｕｂｉＡＭ，ｅｔａｌ．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ｉｎｄｉｎｇ
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ｓａ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
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ＢＭＣＷｏ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７，１７（１）：１８２２．

［１６］　叶绥艳，刘晓莺．血清ＳＦ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中
的诊断价值．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６，１３（２１）：３０８１３０８３．

［１７］　ＨｅｄｄｅｒｓｏｎＭＭ，ＸｕＦ，ＤａｒｂｉｎｉａｎＪＡ，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ＨＢＧ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ｏｒ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ａｒｅ，２０１４，３７（５）：１２９６１３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湖北省妇幼项目课题（２２０９０９０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　王丽（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超声影像检验工作
Δ【通讯作者】　汪旭（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ｌｅｔｉｔｇｏａ１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２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外孕妇女 １２０例早期经阴道彩超诊断的临床价值
分析
王丽１　汪旭１Δ　姚冬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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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探究１２０例宫外孕妇女早期经阴道彩超诊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４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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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４月襄阳市中心医院接诊的１２０例宫外孕患者作为本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阴道彩超和腹
部超声２种检查方法对患者进行早期检查，比较２种检查方法检出率以及检测出的宫外孕部位与类型。
结果：经阴道彩超检查的早期宫外孕患者检出率为９５００％，经腹部超声检查的早期宫外孕患者检出率为
６４１７％，比较２种检测方法检出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５１０６３，Ｐ＝０００００）。经阴道彩超检测早
期宫外孕患者主要有４种类型：破裂型、未破裂型、流产型和陈旧型宫外孕，其中误诊２例与漏诊３例。同
时，早期宫外孕检测中有包块患者１１０例，根据检测回声将包块分为２种类型，其中妊娠孕囊型８０例，混合
型包块３０例。结论：阴道彩超检测早期宫外孕有较高的检测率，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宫外孕；阴道彩超；早期诊断；腹部彩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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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外孕（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Ｐ）是指受精卵在子宫腔之外的
器官或者组织中着床以及发育，临床上多以急腹症就诊［１］。近

年来，由于女性盆腔炎症发病率逐渐增加，宫外孕的发生率也

逐渐增加，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２］。目前，

宫外孕的主要诊断方法有血βＨＣＧ化验、影像学检查和尿妊娠
试验，而应用最广泛的诊断方法是经阴道彩超［３］。同时，有关

研究表明，阴道彩超检查宫外孕具有较高分辨率和清晰度［４］。

本文回顾性分析了襄阳市中心医院１２０例宫外孕患者经阴道超
声检查诊断的临床资料，探究经阴道彩超诊断早期宫外孕的临

床价值。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襄阳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接诊的
１２０例宫外孕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均经过腹
腔镜或手术病理证实属于宫外孕早期，且包块较小。其年龄范

围２２岁 ～４３岁，年龄（２８７２±５６５）岁。患者孕次：未孕 ３１
例，孕１次６４例，孕２次２０例，孕３次以上５例。停经时间范
围３３～４５ｄ，停经时间（３８±１４）ｄ。其中，患者出现下腹痛７５
例，主要是反跳痛，尤其以患侧为主，不规则阴道出血者３５例，
无症状１０例。１２０例患者均进行尿妊娠试验或者血 βｈＣＧ检
测，结果均为尿阳性或弱阳性。本次研究获得我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患者纳入标准：①通过检查确诊为宫外孕；②患有腹痛
和停经及不规则阴道流血等临床症状；③愿意接受治疗且与家

属均对手术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患者排除标准：①出现严重的
肝肾功能不全；②患有恶性肿瘤或严重的内外科疾病。
１２　检查方法

患者只采用阴道彩超检查方法：使用德国西门子生产的

Ｐｒｅｍｉｅｒ型彩色超声多普勒诊断仪器和日本 ＡＬＯＫＡＳＳＤ１４００超
声诊断仪，选择探头频率６７ＭＨｚ，在探头表面抹涂耦合剂后套
无菌手套或者避孕套。患者排尿后，医生嘱其取膀胱截石位，

将臀部垫高卧于床上，缓慢地将探头置入患者阴道沿相对应方

向进行探查。了解患者子宫大小、形态和宫颈情况，从不同的

切面探查患者子宫及附近情况，重点检查患者子宫内孕囊、附

件包块性质、子宫内膜厚度、双侧卵巢及盆腔是否有积液。

患者只采用腹部超声检查方法：检查前患者需要充盈膀

胱，之后对下腹采取纵切及横切多个角度进行探查，检查患者

子宫形态和大小，检查子宫内是否有孕囊和液体、盆腔内是否

有液体。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患者治疗效果以［ｎ（％）］表
示，总有效率采用两组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Ｒｉｄｉｔ分析，Ｐ＜
００５表示两组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２种检测方法的检出率比较

经阴道彩超检查的早期宫外孕患者检出率为９５００％，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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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率为５００％；经腹部超声检查的早期宫外孕患者检出率为
６４１７％，误诊率为３５８３％。比较２种检测方法检出率，其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５１０６３，Ｐ＝００００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２种检测方法早期宫外孕的检出率比较

检查方法 例数 检出数（例）检出率（％）误诊率（％）

经阴道彩超检查 １２０ １１４ ９５００ ５００

经腹部超声检查 １２０ ７７ ６４１７ ３５８３

χ２值 ３５１０６３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２２　宫外孕类型
经阴道彩超检测早期宫外孕患者主要有４种类型：①破裂

型：患者子宫旁侧肿块比较大，检测内部回声混乱，并且无明显

边界，难以辨认妊娠囊结构。阴道彩超能够检测到类妊娠囊样

回声、盆腔内出现较多的积液，并记录患者类滋养层周围血流

频谱。②未破裂型：患者卵巢附近和子宫周围出现类妊娠囊的

高回声结构，且彩超检查表明小囊内有闪烁的血流信号，可以

观测到类滋养层周围的血流频谱，患者腹腔和盆腔内没有明显

液体暗区。③流产型：患者子宫旁出现边界不清的不规则包
块，包块内呈现不均匀的液体暗区以及高回声。经阴道彩超检

测能够清楚辨认子宫旁和卵巢外的妊娠囊，盆腔里见液型暗

区，但量较少，当其呈现管道状结构时能够有效判断输卵管妊

娠。④陈旧型宫外孕：患者子宫一侧出现边界不清且不规则的
肿块，其内存在少量的盆腔液体以及不均匀的中等或者高回

声。阴道彩超检测到包块内存在不丰富的血流信号，同时在边

缘侧检测到怪异型血流频谱。

２３　宫外孕部位与形状
在１２０例宫外孕患者中，经阴道彩超检测峡部妊娠１９例，

伞端妊娠５例，输卵管壶腹部妊娠８５例，间质部妊娠１１例。
同时，早期宫外孕检测中有包块１１０例，根据检测回声将包块
分为２种类型，其中有囊型宫外孕包块８０例（图１），包块形状
为较规则的环状强回声，囊内有胚芽或者有胎心搏动；混合型

宫外孕包块３０例（图２），包块混合区能够见到囊实混合型小
包块。

图１　囊性宫外孕包块声像图 图２　混合型宫外孕包块声像图

２４　漏诊与误诊
经阴道彩超检查宫外孕患者，出现误诊２例和漏诊３例。

其中，有１例误诊是由于阴道流血过多并且流出胚胎样物质，阴
道彩超检查出患者一侧卵巢较大，形状不规则，且宫颈例未见

胚胎囊，检测到回声不均匀，最终手术证实为卵巢妊娠。另１例
经阴道超声检测为一侧宫外孕。漏诊３例中，有１例是由于包
块较小且离阴道彩超较远而未探测到，其他２例是由于子宫内
不规则液型暗区，在一侧附近见薄壁囊性包块，并且没有出现

清晰的胎囊回声。

#

　讨论
宫外孕是妇科较为常见的急腹症，该病起病急、出血较多。

如果宫外孕患者治疗不及时，极易导致其发生失血性休克，乃

至威胁患者的生命［５］。近年来，由于输卵整复手术以及输卵管

炎的因素增加，宫外孕的发病率也逐渐增加［６］。早期宫外孕患

者在其未出现流产前会出现一侧下腹痛，发生流产时会出现下

腹部撕裂样疼痛，同时伴随恶心、呕吐。宫外孕会给患者带来

安全威胁，如输卵管发育异常、输卵管发生炎症和避孕失败，从

而影响输卵管平滑肌的收缩功能，导致孕卵受阻［７］。有关研究

表明，在怀孕５～８周时，经阴道彩超检查对９０％的患者能够做
出正确的诊断，因此阴道彩超能够为宫外孕患者提供有效的

帮助［８］。

有关研究表明，超声检测早期宫外孕有２种方法，分别是经
阴道检查和经腹部检查。常规的腹部超声检查范围较大，能够

观察到患者盆腔积液、子宫和包块，但由于探头频率不高、图像

质量较差，对疑似宫外孕患者不能够做出有效的诊断，经常会

影响患者的治疗，延误患者的病情［８１０］。同时，腹部超声检查宫

外孕最早时间为４０ｄ，而阴道彩超检查在孕４～５周即可以查出
孕囊［１１］。临床诊断宫外孕的主要手段是超声检查，通过检测患

者妊娠囊、附件区包块、宫内假孕囊和盆腔积液等来判断患者

是否出现宫外孕情况［１２］。宫外孕主要判断特点是带有胚心和

胚芽，患者宫外孕的主要特征是附件区包块，而假孕囊和盆腔

积液是宫外孕的间接特征，但其诊断价值有限［１３１５］。阴道彩超

检查探头的分辨率较高，能够清晰显示患者宫内外孕囊、胎心

和胚芽等结构，同时还能够分辨患者异味妊娠囊、黄体囊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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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孕囊［１６］。本研究表明，经阴道彩超检查的早期宫外孕患者

检出率（９５００％）显著高于经腹部超声检查的早期宫外孕患者
检出率（６４７１％）。

阴道彩超能够通过不同诊断需求确定相应的诊断功能，同

时还可以清晰地表明包块具体结构位置及其周围血供情况，能

够有效为宫外孕患者的治疗提供可靠的依据［１７］。阴道彩超主

要有以下的优点［１８２０］：①阴道彩超采用高频探头，能够呈现较
高分辨率和清晰度的声像图；②采取经阴道检查，探头能够靠
近患者的盆腔脏器，避免腹部气体和脂肪层的影响，清楚地反

映子宫及其附近器官；③阴道彩超检查不需要膀胱充盈，从而
减少了患者的就诊时间；④阴道彩超能够根据清晰的声像结果
为患者药物治疗和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重要依据。

阴道彩超检测的范围比较小，且深度浅，当宫外孕包块未

在检查范围内，容易出现漏诊。对于体积较小的包块，经阴道

彩超检查时也容易出现漏诊［２１］。在１２０例宫外孕患者中，经阴
道彩超检测发现，峡部妊娠１９例，伞端妊娠５例，输卵管壶腹部
妊娠８５例，间质部妊娠１１例。同时，早期宫外孕检测中，根据
回声将包块分为２种类型，分别是妊娠孕囊型和混合型，妊娠孕
囊型为包块形状，具有较规则的环状强回声，并且囊内有胚芽

或者有胎心搏动；而混合型包块混合区有混合型小包块。其结

果说明阴道彩超检测能够清楚地表现包块的具体位置和妊娠

情况，有较高的检出率，为异常处理移位妊娠提供了可靠依据。

总而言之，阴道彩超检查早期宫外孕有较高的检出率，能

够诊断患者移位妊娠的敏感性和减少患者诊断学腹腔镜等侵

入性检测，为异常处理移位妊娠提供可靠依据，是诊断早期宫

外孕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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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 ２０１６年公益性技术应用研究联动计划项目
（１６０４ｆ０８０４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王慧妍（１９８５—），女，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女性
生殖道感染的临床诊治研究

Δ【通讯作者】赵卫东（１９７０—），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ｖｓｔｗ＠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２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妇瘤科门诊患者中纤毛菌的检出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王慧妍　赵卫东Δ　马艳
安徽省肿瘤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西区）妇瘤科，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因阴道不适而就诊于妇瘤科门诊的患者中纤毛菌的检出情况，探讨其临床意义。
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因“外阴瘙痒、阴道分泌物增多、有异味”等症状在安徽省肿瘤医院（安
徽省立医院西区）妇瘤科门诊就诊的６７２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集阴道分泌物检测纤毛菌及阴道微生态状
况。结果：６７２例患者中，阴道微生态正常者４９例（７３％），异常者６２３例（９２７％）。纤毛菌感染共７１例
（１０６％），包含ＡＶ组６例、ＢＶ组４７例、ＡＶ合并ＢＶ组１８例，患者平均年龄４５岁。纤毛菌感染多表现出脓
细胞增加，与未感染纤毛菌患者相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纤毛菌感染通常伴有其他
致病菌存在，表现出严重的炎症反应。

【关键词】　纤毛菌；阴道微生态；致病菌；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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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ｕｄｉｎｇ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Ｖ），４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ａｎｄ１８ｃａｓｅｓ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Ｖ
ａｎｄＢＶＴｈｅｍｅａｎａｇ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ｎｅａｔｈｉ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４５．Ｂｅｓｉｄｅｓ，ｓｎｅａｔｈｉ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ａ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ｔｏｘｉｃｌｅｕｃｏｃｙｔ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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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ｎｅａｔｈｉ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纤毛菌（ｓｎｅａｔｈｉａｓｐｐ）是女性生殖道重要的病原菌，是引起
多种妇科疾病如阴道炎、盆腔炎、胎膜早破、羊水感染、产后或

流产后子宫内膜炎的病因之一［１３］。纤毛菌是一类无动力的革

兰氏阴性不定形杆菌，通常呈典型纤毛状形态［４］。由于营养要

求苛刻，人工培养困难，其致病机制和临床意义一直未得到充

分关注。本研究分析了因阴道不适就诊的６７２例妇瘤科门诊患
者中纤毛菌的检出情况，了解纤毛菌感染的微生态特征，探讨

其临床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因“外阴瘙痒、阴道分泌物

增多、有异味”等症状就诊于我院妇瘤科门诊的６７２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１８岁～６８岁。患者纳入标准为：因为以
上症状就诊的女性；有性生活史；签署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

研究。排除标准为：不符合以上纳入标准；无性生活史女性；处

于月经期或阴道流血；检查前２天内阴道用药；检查前２天内有
性生活；精神病患者，不愿或无法配合者。

１２　研究方法
患者取膀胱截石位，使用２支无菌棉拭子刮取阴道上１／３

处分泌物用于微生态检查（仕达思阴道微生态检测试剂盒）。１
支用于干片镜检：将拭子涂布载玻片、干燥、固定后行革兰氏染

色，油镜下检查阴道菌群；另１支用于湿片镜检和干化学检查：
将拭子置于软管中，加入生理盐水８～１０滴，用力挤压以洗脱标
本，取５０ｕＬ于载玻片上，加盖玻片后静置３～５ｍｉｎ后进行湿片
镜检，另取５０ｕＬ滴加至干化学板上各孔中进行干化学检查。
１３　检测指标

纤毛菌有２项检测指标：①干化学指标：ｐＨ反映阴道内环
境的酸碱度，３８～４５为阴性，≥４６为阳性；Ｈ２Ｏ２反映乳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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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２μｍｏｌ／Ｌ为阴性，＜２μｍｏｌ／Ｌ为阳性；白细胞酯酶
（ＬＥＤ）提示炎症反应，不显色为阴性，显蓝色为阳性；唾液酸苷
酶（ＮＡ）提示相关厌氧菌的感染，不显色为阴性，显紫色为阳
性。②形态学指标：阴道内白细胞、脓细胞、优势菌、病原菌、菌
群密集度和多样性的评估参照《阴道微生态评价的临床应用专

家共识》［５］。

１４　 诊断标准
滴虫阴道炎（ＴＶ）：分泌物镜检发现阴道毛滴虫［６］。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ＶＣ）：分泌物镜检发现假丝酵母菌的芽孢
和（或）假菌丝［６］。细菌性阴道病（ＢＶ）诊断依据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０
～３分为正常，４～６分为中间型ＢＶ，≥７分诊断ＢＶ［７］。需氧菌
性阴道炎（ＡＶ）诊断依据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０～２分为正常，３～４分
为轻度ＡＶ，５～６分为中度ＡＶ，≥７分为重度ＡＶ［８］。阴道微生
态正常的诊断标准为：菌群密集度 ＩＩＩＩＩ级，多样性为 ＩＩＩＩＩ级，
优势菌为乳杆菌，各项干化学指标正常，以上任何一项指标异

常即可以诊断为阴道微生态失调［５］。阴道微生态失调特殊类

型的判断标准如下：菌群抑制表现为阴道内所有细菌均减少或

未见细菌；功能下降表现为形态学正常、阴道内仍然以乳杆菌

为优势菌，但产Ｈ２Ｏ２功能下降
［９］。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患者年龄等

计量资料的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校正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阴道微生态状况

６７２例患者中，阴道微生态正常者４９例，阴道微生态异常
者６２３例，其中能够明确致病菌诊断者４９８例，菌群抑制者４１
例，菌群功能下降者８４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６２３例患者阴道微生态异常情况

　　项目 　　选项
病例数

（ｎ）
构成比

（％）
检出率

（％）

菌群抑制 ４１ ６６ ６１

菌群功能下降 ８４ １３５ １２５

单一感染 ＡＶ ２４ ３９ ３６

ＢＶ ２６９ ４３２ ４００

ＶＶＣ ４９ ７９ ７３

双重感染 ＡＢ＋ＢＶ ６８ １０９ １０１

ＡＶ＋ＶＶＣ ４ ０６ ０６

ＢＶ＋ＶＶＣ ５４ ８７ ８０

ＢＶ＋ＴＶ ９ １４ １３

多重感染 ＡＶ＋ＢＶ＋ＶＶＣ ８ １３ １２

ＡＶ＋ＢＶ＋ＴＶ １３ ２１ １９

　　合计 ６２３ １０００ ９２７

２２　纤毛菌检出情况
６７２例患者中，４９例患者微生态正常的阴道分泌物中均未

见纤毛菌，仅在６例ＡＶ、４７例 ＢＶ和１８例 ＡＶ合并 ＢＶ患者的
阴道分泌物中检出纤毛菌，共７１例，检出率为１０６％。其中，
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０岁８例，３１岁 ～４０岁１０例，４１岁 ～５０岁
２６例，５１岁～６０岁２４例，≥６１岁３例，平均年龄４５岁。
２３　 纤毛菌感染的临床特征

在ＡＶ组２４例患者中，纤毛菌感染者６例（２５％），未感染
者１８例（７５％）。两者在ｐＨ、Ｈ２Ｏ２、白细胞及白细胞酯酶、清洁
度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感染者比未感染者更多地表现出

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偏高和脓细胞增加（Ｐ＜００５）。ＢＶ组２６９例患者
中，纤毛菌感染者４７例（１７５％），未感染者２２２例（８２５％）。
两者在白细胞酯酶和脓细胞数量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ＡＶ合并 ＢＶ的 ６８例患者中，纤毛菌感染者 １８例
（２６５％），未感染者５０例（７３５％）。两者仅在脓细胞数量上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

　讨论
女性阴道微生态系统是由阴道的解剖结构、周期性内分泌

变化、局部免疫系统和微生物群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是女性

生殖健康的重要指标［９］。阴道内通常栖居有数十种微生物，其

中乳杆菌是最常见的优势菌，通常占据健康女性阴道微生态系

统的主导地位。当阴道内乳杆菌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时，各种

病原微生物大量繁殖，微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引起各类阴道炎

和病毒感染的发生［１０］。目前，临床上各种类型的阴道炎均伴随

着不同程度的阴道微生态失调［１１１３］。因此，本研究选取我院妇

科门诊收治的６７２例阴道不适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纤毛菌的
检出情况及纤毛菌感染的微生态特征，探讨其临床意义。

根据国内相关报道，阴道分泌物异常的女性中纤毛菌的检

出率在０４８％到１９２％不等［１４１６］。本研究中纤毛菌检出率为

１０９％，与相关文献数据较为一致。此外，本研究在所有乳杆菌
占主导地位的阴道分泌物中未发现纤毛菌，仅在细菌性阴道病

及需氧菌性阴道炎患者的阴道分泌物中检出纤毛菌，提示纤毛

菌感染通常伴有其他致病菌存在。

不同年龄段女性阴道中纤毛菌检出率的差异目前尚无定

论［１４，１６１７］。虽然黄金定与顾媛媛报道纤毛菌感染集中在年轻育

龄女性，但张婵等人报道纤毛菌检出率在各年龄组中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１４，１６１７］。本研究中纤毛菌感染多见于围绝经期妇女，

４１岁～６０岁年龄组检出率最高，平均年龄为４５岁。一方面，这
可能与围绝经期妇女雌激素分泌不足导致阴道微生态环境改

变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本研究中就诊女性平均年龄偏高

和样本量不够充分有关。

本研究中，无论合并哪一类型的阴道炎，纤毛菌感染都会

导致脓细胞数量显著升高，炎症反应比未感染纤毛菌更为严

重。这可能与纤毛菌的致病机制有关，该菌已被证实可以黏附

于人细胞表面，产生细胞毒性，同时还具有溶血活性［１］。

综上所述，在阴道不适患者中纤毛菌感染并不罕见，通常

伴有其他致病菌存在，表现出严重的炎症反应。临床上应当重

视纤毛菌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及早进行防治，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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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６２３例患者阴道纤毛菌感染的临床特征

　　项目
ＡＶ组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ＢＶ组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ＡＶ＋ＢＶ组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ｐＨ

　（－） ０ １

　（＋） ６ １７

Ｈ２Ｏ２

　（－） ０ １

　（＋） ６ １７

白细胞酯酶

　（－） １ ５

　（＋） ５ １３

唾液酸苷酶

　（－） － －

　（＋） － －

清洁度

　（ＩＩＩ） ４ １６

　（ＩＶ） ２ ２

白细胞

　（－） １ ４

　（＋） ２ ８

　（＋＋及以上） ３ ６

脓细胞

　（－） ０ １４

　（＋） ５ １

　（＋＋及以上） １ ３

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

　（３～４） １ １５

　（５～６） ４ ２

　（≥７） １ １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

　（４～６） － －

　（≥７） － －

－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 １．０００

－ －

－ ０．２５１

０．６６７ ０．８３９

１４．２９７ ０．０００

８．８６５ ０．００７

－ －

０ ７

４７ ２１５

１ ０

４６ ２２２

３ ４４

４４ １７８

１５ ６１

３２ １７８

３１ １４６

１６ ７６

１０ ３３

１８ １０２

１９ ８７

７ １８９

２５ ２５

１５ ８

－ －

－ －

－ －

３３ １４６

１４ ７６

０．５３２ ０．４６６

０．７３７ ０．３９１

４．８５７ ０．０２８

０．８２２ ０．３６４

０．００１ ０．９８０

１．５２１ ０．４６６

９９．３１６ ０．０００

－ －

０．３４５ ０．５５７

０ １

１８ ４９

０ ２

１８ ４８

０ １

１８ ４９

１ ３

１７ ４７

６ １９

１２ ３１

２ ４

４ ２１

１２ ２５

１ ３６

７ ８

１０ ６

１１ ３７

３ １０

４ ５

７ ２０

１１ ３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９６２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１２４ ０．７２５

２．３７５ ０．３０４

２６．１５５ ０．０００

１．９４９ ０．４４２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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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科技计划首都临床特色应用研究项目（Ｚ１４１１０７００２５１４１６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育才人才培养
计划项目；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苗圃课题［ＸＹＫＹＭＰ（２０１３２６）］
【第一作者简介】沈建武（１９８３—），男，主治医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Δ【通讯作者】高瞻（１９７０—），男，主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ｚｈａｎｍｄ＠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０ ·中医性学·

益气活血托毒方改善ⅢＢ型前列腺炎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的临床观察
沈建武　高瞻Δ　张林　曾凡雄　王桂云　邵魁卿　李奇　秦朋旭　李芋锦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摘　要】　目的：评价和营内托方益气活血托毒方对于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本研
究以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开展随机、对照研究试验，观察益气活血托毒方联合甲磺酸多沙
唑嗪缓释片治疗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患者的效果，并与前列欣胶囊联合甲磺酸多沙唑嗪缓释片两种不同治疗方
案对研究对象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缓解情况，以及对两组患者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１０水平的影响情况
进行对比，从而评价益气活血托毒方的治疗效果。结果：益气活血托毒方联合甲磺酸多沙唑嗪控释片的治

疗方案对于缓解患者的疼痛不适症状，排尿症状，以及整体的生活质量评分的临床效果显著优于前列欣对

照组。同时，研究也对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前列腺液细胞因子ＩＬ１０、ＴＮＦａ进行测定，发现细胞因子ＴＮＦα
治疗后比治疗前两组均有明显降低，治疗组的降低幅度明显高于对照，ＩＬ１０治疗后比治疗前两组均有明显
降低，治疗组的降低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结论：益气活血托毒方联合甲磺酸多沙唑嗪控释片治疗 ＩＩＩＢ型
前列腺炎患者疗效显著。

【关键词】　益气活血托毒方；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肿瘤坏死因子；白细胞介素１０；内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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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ｗｏＩＬ１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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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ｔ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ＩＢ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ＹｉＱｉＨｕｏＸｕｅＴｕｏＤｕ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ＴｙｐｅＩＩＩＢ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ＴＮＦａｌｐｈａ；ＩＬ１０；Ｉｎ
ｔｅｒｎａｌＣａｒｂｕｎｃｌｅ

　　前列腺炎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疾病，约有５０％的男性在一生
中的某个时期会受到前列腺炎的影响，而其中９０％以上的前列
腺炎为ＩＩＩ型前列腺炎。在 ＩＩＩ型前列腺炎中，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
约占５０％［１３］。疼痛、排尿症状、性功能障碍是该病的主要症

状，持续时间超过３个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４］。α受体
阻滞剂治疗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具有一定的疗效，主要集中在患者
排尿的改善，但对于患者疼痛不适症状的缓解缓慢且容易反

复，经常需要联用非甾体类抗炎镇痛药、Ｍ受体阻滞剂等多种
药物，长期服用诸多药物，不良反应明显［５７］。中药治疗该病有

一定疗效，却常忽视中医外科的特色诊疗和局部辨证，而造成

临床疗效不佳，且复发率高。本研究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

院泌尿外科长期的临床诊治和文献复习中发现，ＩＩＩＢ型慢性前
列腺炎发病机理和中医外科疾病“内痈”一样，包含了邪正盛

衰，气血凝滞，经络阻塞，脏腑失和四个方面，具有内痈“痈者壅

也”的病机特点、“内病外痛”的证候特征以及内痈的病理产

物———滴白。与其他内痈具有相同的成因及外候［８９］。本研究

认为，基于相同的病机、证候、病理产物，以及相同的西医发病

原因和病理表现，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是内痈的一种类型，适用以
消、托、补为纲的辨证治疗，而益气活血托毒方正是根据此大纲

制定的方剂。为了进一步验证该方治疗的有效性，中国中医科

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开展了课题研究，本研究亦获得首都特

色应用研究资助。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国中医科学院收治符合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诊断标准和入组标准的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
象。本研究经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入组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前列腺肿

瘤、附睾炎、精囊炎、尿路疾病、严重神经官能症糖尿病等；排除

具有严重的原发性心血管病变、肝脏病变、肾脏病变、血液学病

变、肺脏疾病、或影响其生存的严重疾病；排除急性前列腺炎及

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排除过敏体质或对试验用药物组成

过敏者；排除法律上的精神疾患患者；排除正在参加其他药物

临床试验的患者；排除体位性低血压患者［１０１１］。

入组前，至少停用各种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相关药物１周；采
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生成随机数字表，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两组患者人口学特征与基线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１２０例患者中，年龄（３４４±８７８）岁，身高（１７２７８±５６６）

ｃｍ，体重（７３２７±５２３）千克，收缩压（１１９４８±３９９）ｍｍＨｇ，舒
张压（７９８５±２６２）ｍｍＨｇ，首次就诊体温（３６６７±２５３）℃，呼
吸（１８７１±５７８）次／ｍ，心率（７８１２±３４８）次／ｍ。经 ｔ检验发
现，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同时，两组患者的安全性指标检查数据，均未出
现有临床意义的变化情况。

采用ｔ检验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在病程、ＣＰＳＩ评分、疼痛评
分、排尿、生活质量评分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人口学和基础生理特征（珋ｘ±ｓ）

　基本指标 全部（ｎ＝１２０） 治疗组（ｎ＝６０） 对照组（ｎ＝６０） 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４４４±８７８ ３３４３±８２１ ３５５８±９３２ １３１ ０１９５

体重（ｋｇ） ７３１７±５２３ ７３２０±５２３ ７３１３±５２９ ００７ ０９４５

身高（ｃｍ） １７２７８±５６６ １７３０８±７１７ １７２４３±３２３ ０６１ ０５４５

体温（℃） ３６６７±２５３ ３６８９±３４６ ３６４３±０２２ ０９６ ０３３８

呼吸（次／ｍ） １８７１±５７８ １８２２±０８３ １９２６±８４１ ０９６ ０３３９

脉搏（次／ｍ） ７８０２±３５８ ７８２７±３４６ ７７７４±３７２ ０７９ ０４３３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１９４８±３９９ １１９６５±３５３ １１９２８±４４８ ０４９ ０６２８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７８８５±２６２ ７８５５±２２９ ７９１９±２９３ １３０ ０１９７

心率（次／ｍ） ７８１２±３４８ ７８２７±３４６ ７７９６±３５４ ０４６ ０６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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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评分状况比较结果（珋ｘ±ｓ）

　　特征 全部（ｎ＝１２０） 治疗组（ｎ＝６０） 对照组（ｎ＝６０）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病程 １４４０±６０２ １３８３±５９９ １５０４±６０４ １０６ ０２９０

ＣＰＳＩ ２３９９±３９４ ２３９８±３９９ ２４００±３９４ ００２ ０９８２

疼痛评分 １０２６±２３３ ９９０±２０２ １０６６±２５９ １７５ ００８３

排尿评分 ５３５±１５３ ５５２±１７２ ５１７±１２８ １２０ ０２３２

生活质量评分 ８３８±１６２ ８５７±１７７ ８１７±１４２ １３０ ０１９７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益气活血托毒方（生黄芪３０克、党参１５克、白

术１５克、茯苓２０克、丹参３０克、川芎１５克、熟大黄６克、红花
１０克、元胡１０克、莪术１０克、红藤１５克、陈皮１０克）由我院代
煎药房代煎，早晚饭后各服一袋，连续治疗８周，同时服用甲磺
酸多沙唑嗪控释片（Ｐｆｉｚｅｒ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ＬＬＣ，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９０１０３），每天睡前服用，每次４ｍｇ，连续服用８周。

对照组患者服用前列欣胶囊（山东宏济堂制药集团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Ｚ１０９５００１０），每天服用３次，分别为早中晚饭后服
用，每次６粒，连续服用８周，同时服用甲磺酸多沙唑嗪控释片，
每天睡前服用，每次４ｍｇ，连续服用８周。
１３　临床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５６ｄ后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总分（排尿评
分、疼痛评生活质量评分）；对入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５６ｄ的列腺细
胞因子ＩＬ１０、ＴＮＦａ进行测定；观察入组患者治疗前以及治疗５６ｄ
后生命体征：如体温、血压、呼吸、心率等（试验前后）观察入组患者

治疗前以及治疗５６ｄ后的血常规、尿常规、便常规＋潜血检查；心电
图、肝功能（ＡＬＴ、ＡＳＴ、ＴＢＩＬ、γＧＴ、ＡＬＰ）、肾功能（ＢＵＮ、Ｃｒ）
１４　统计方法

数据库数据导出为ＳＰＳＳ数据文件，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软
件包进行统计学处理。对各个治疗时间点患者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疼痛评分、排尿评分采用方差分析方法进行比较。治疗组

和对照组各前后症状变化的比较、临床效果的比较采用秩和

检验；

"

　结果
治疗５６ｄ后测试两组患者的肝肾功能，全血细胞分析，尿常

规，便常规，心电图结果等，均未发生有临床意义的变化，其中

治疗组患者有３例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后经过改变服药方式
而消失，４例患者出现低血压症状，后退出研究。治疗组脱落６
例患者。对照组患者有２例出现服药后恶心，食欲不佳等不良
反应，后经调整服药方式，症状缓解，５例患者出现低血压情况，
均退出研究，对照组脱落７例患者，两组共脱落１３例患者，脱落
率为１０８３％。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１４天后的分析结果

治疗１４天之后，两组患者的 ＣＰＳＩ总分均值为（２１５４±
３９８）分。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在 ＣＰＳＩ总分、疼痛评分、排尿方
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生活质量评分方面两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２８天后的分析结果

治疗２８天之后，治疗组患者脱落３例，对照组患者脱落５例，
两组患者的ＣＰＳＩ总分均值为（１８８２±４９２），治疗组为（１７７０±
５０９），对照组为（１９０４±４７７）；两组患者在ＣＰＳＩ总分评分、疼痛评
分、排尿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生活质量评分方面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１４天后比较结果（珋ｘ±ｓ）

　　特征 合计（ｎ＝１２０） 治疗组（ｎ＝６０） 对照组（ｎ＝６０）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ＣＰＳＩ ２１５４±３９８ ２０７２±３３１ ２２５９±４１９ ２５６ ００１２

疼痛评分 ９００±２１１ ８６３±１６７ ９４８±２３１ ２１８ ００３１

排尿评分 ５１６±１６３ ４７８±１６６ ５５５±１５１ ２５８ ００１１

生活质量评分 ７３８±１６４ ７１１±１６４ ７６６±１４２ １７６ ００８２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２８天后评分比较结果（珋ｘ±ｓ）

　　特征 合计（ｎ＝１１２） 治疗组（ｎ＝５７） 对照组（ｎ＝５５）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ＣＰＳＩ １８８２±４３２ １７４０±４２２ １９３４±４５４ ２２９ ００２４

疼痛评分 ７８３±２３７ ７１４±２３９ ８７１±２２７ ２６６ ０００９

排尿评分 ４４５±１６１ ４１３±１３６ ４７７±１７９ ２０９ ００３９

生活质量评分 ６５４±２１１ ６２６±２０４ ６８３±２１６ １４０ ０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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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４２天后的分析结果
治疗４２天后，治疗组患者脱落６例，对照组患者脱落７例，

两组ＣＰＳＩ总分均值为１６６２±５９４，治疗组为１４９６±４４３，对

照组为１８３２±６８０。分析发现，两组患者在ＣＰＳＩ总分、疼痛评
分、排尿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生活质量评分
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４２ｄ后评分比较结果（珋ｘ±ｓ）

　　特征 合计（ｎ＝１０７） 治疗组（ｎ＝５４） 对照组（ｎ＝５３）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ＣＰＳＩ １６６２±５９４ １４９６±４４３ １８３２±６８０ ３０２ ０００３

疼痛评分 ７１２±２６８ ６２８±１９８ ７９８±３０３ ３４４ ０００１

排尿评分 ３９２±１７３ ３５４±１５５ ４３０±１８２ ２３４ ００２１

生活质量评分 ５５８±２１８ ５１４±１８４ ６０１±２４１ ２１０ ００３８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５６ｄ后的分析结果
治疗５６ｄ后，两组患者的ＣＰＳＩ总分均值为（１２５７±５１６），

治疗组为（１０２６±３６６），对照组为（１４９２±５４３）。分析发
现，两组患者在ＣＰＳＩ总分、疼痛评分、排尿和生活质量评分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２５　两组患者各时间点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治疗组以治疗前为对照，发现在ＣＰＳＩ总分及各项评分在治

疗后１４ｄ即得到改善（Ｐ＜００５），对照组 ＣＰＳＩ总分、疼痛评分、
生后质量评分方面干预后１４ｄ即得到改善（Ｐ＜００５）。以治疗
后５６ｄ对照，比较发现两组患者在ＣＰＳＩ总分和各项评分治疗后
５６ｄ仍然可以得到改善（４２ｄ～５６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７和表８。

表６　两组患者治疗５６ｄ后评分比较结果（珋ｘ±ｓ）

　　特征 合计（ｎ＝１０７） 治疗组（ｎ＝５４） 对照组（ｎ＝５３）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ＣＰＳＩ １２５７±５１６ １０２６±３６６ １４９２±５４３ ５２０ ＜０００１

疼痛评分 ４９３±２１２ ３５７±１５５ ６３０±１７１ ８６６ ＜０００１

排尿评分 ３１２±１７７ ２７８±１５７ ３４７±１９１ ２０５４ ００４２

生活质量评分 ４５４±２４２ ３９１±１７５ ５１５±２８３ ２７３ ０００８

表７　治疗组患者不同时间点评分比较（珋ｘ±ｓ）

　　特征 治疗前 １４ｄ ２８ｄ ４２ｄ ５６ｄ

ＣＰＳＩ ２３９８±３９９ａ ２０７２±３３１ａｂ １７４０±５０９ａｂ １４９６±４４３ａｂ １０２６±３６６ｂ

疼痛评分 ９９０±２０２ａ ８６３±１６７ａｂ ７３４±２３９ａｂ ６２８±１９８ａｂ ３５７±１５５ｂ

排尿评分 ５５２±１７２ａ ４７８±１６６ａｂ ４１３±１３６ａｂ ３５４±１５５ａｂ ２７８±１５７ｂ

生活质量评分 ８５７±１７７ａ ７１１±１６４ａｂ ６２６±２０４ａｂ ５１４±１８４ａｂ ３９１±１７５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以治疗前为对照；标有“ｂ”项表示，以治疗５６ｄ后为对照

表８　对照组患者不同时间点评分比较（珋ｘ±ｓ）

　　特征 治疗前 １４ｄ ２８ｄ ４２ｄ ５６ｄ

ＣＰＳＩ ２４００±３９ｂ ２２５９±４１９ａｂ １９３４±４７７ａｂ １８３２±６８０ａｂ １４９２±５４３ａ

疼痛评分 １０６６±２５９ｂ ９４８±２３１ａｂ ８５１±２２７ａｂ ７９８±３０３ａｂ ６３０±１７１ａ

排尿评分 ５１７±１２８ｂ ５５５±１５１ｂ ４７７±１７９＃ ４３０±１８２ａｂ ３４７±１９１ａ

生活质量评分 ８１７±１４２ｂ ７６６±１４２ａｂ ６８３±２１６ａｂ ６０１±２４１ａｂ ５１５±２８３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以治疗前为对照；标有“ｂ”项表示，以治疗５６ｄ后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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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细胞因子分析
２．６．１　细胞因子水平分析　细胞因子水平分析细胞因子方面，
其中ＴＮＦα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ＩＬ１０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９和表１０。

表９　两组患者ＴＮＦα水平比较结果（珋ｘ±ｓ）

　 ＴＮＦα 治疗组 对照组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治疗前 ３５４４±１０６７ ３６０１±１００４ １０２ 　０３６５

治疗５６天后 １２５１±３９３ １４８１±３６４ ３２０ ＜０００１

　　ｔ值 １６５３ １２６３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１０　治疗组和对照ＩＬ１０水平比较结果（珋ｘ±ｓ）

　 ＩＬ１０ 治疗组 对照组
ｔ检验

ｔ值 Ｐ值

治疗前 ２８４４±９５９ ２８９２±９８２ ０７８ ０６５６

治疗５６天后 ９４９±２８３ １１３９±３４７ ２２３ ００３５

　　ｔ值 １０３６ ７６８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６２　细胞因子和评分的相关性分析　简单线性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ＥＰＳ中ＩＬ１０含量与ＣＰＳＩ疼痛评分呈正线性相关（Ｐ＜
００５），与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ＣＰＳＩ排尿评分、ＣＰＳＩ生活质量评分
无线性相关性（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１。

表１１　细胞因子ＩＬ１０与各个症状的关联性分析

特征 相关因子　　 ｒ值 Ｐ值

白介素 疼痛评分　　 ０３８ ０００３

白介素 排尿评分　　 ００４ ０７５３

白介素 生命质量评分 ００８ ０５６２

白介素 症状评分　　 ０１６ ０２２９

简单线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ＥＰＳ中 ＴＮＦα水平与 ＮＩＨ
ＣＰＳＩ总分、ＣＰＳＩ生命质量评分、ＣＰＳＩ排尿评分无线性相关性
（Ｐ＞００５），与ＣＰＳＩ疼痛评分呈正相关关系（Ｐ＜００１）。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２。

表１２　细胞因子ＴＮＦα与各个症状的关联性分析

特征 相关因子 ｒ值 Ｐ值

肿瘤坏死因子 疼痛评分　　 　０３７ ００１５

肿瘤坏死因子 排尿评分　　 　０２８ ０１２９

肿瘤坏死因子 生命质量评分 －００６ ０６３２

肿瘤坏死因子 症状评分　　 　０３０ ００４２

#

　讨论
ⅢＢ型前列腺炎临床病程较长，临床治疗往往疗效欠佳，且

该疾病症状易反复发作。ⅢＢ型前列腺炎虽然不直接威胁患者
的生命，却给患者躯体及精神、心理带来巨大痛苦，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由于该病发病率高、经久不愈，治疗中会给患者

带来高昂的医疗费用，也给国家公共卫生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经

济负担［１２］。慢性无菌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ＣＡＰ）的一个重要的亚型就是ⅢＢ型前列腺炎，该病的主要以尿
频、尿急、尿痛，耻骨区疼痛不适，会阴睾丸疼痛等不适症状为

主要临床表现，但该亚型前列腺液或精液中没有炎性证据，是

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１３１４］。

久坐、饮食不节、过度劳累是引起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的重要
原因，诊断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其疾病的发病时限应该大于３个
月，而正是由于其发病的时间较长，而病邪开始时在之气分，

病久则会入血入络，久病瘀血内停、瘀结于内。瘀血内停，易

损伤正气，久病致虚，而正气虚衰又加重瘀血［１５１６］。初起时邪

实正盛，随着病势迁延，逐渐出现正虚邪实或正虚邪恋。而气

血凝滞、气血凝滞则可出现小腹会阴不适，腰骶疼痛之证侯，

而肝胆湿热则可致阳囊潮湿，排尿灼疼。有诸内必行诸外，有

诸外必本诸内，本病的病机特点初期为湿热下注，气滞血瘀，

络脉阻塞导致湿热交阻，热盛肉腐，蕴酿成脓。以小腹及阴

囊、会阴部疼痛、排尿异常、滴白等为主要临床表现，具有内痈

“痈者壅也”的病机特点、“内病外痛”的证候特征以及内痈

的病理产物———滴白［１７１８］。西医认为，ＩＩＩＢ型慢性前列腺炎可
能与某种未知病原体有关，而排尿障碍引起的尿液返流可以

将病菌带入腺体，从而直接刺激前列腺，诱发感染，而且该病

有明显的压痛，这样和
"

痈的西医发病机理和表现相同［１９］。

基于相同的病机、证候、病理产物，以及相同的西医发病原因

和病理表现，本研究认为，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是内痈的一种类型，
适用以消、托、补为纲的治疗。辨证消、托、补３个治疗原则，
是中医外科学根据按照内痈初起、成脓、溃后３个不同发展阶
段所确立的经典内治法的总则，是疾病总体辨证和局部辨证

的结合。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和内痈有着相同的阶段变化，但病情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进展缓慢、持久，少有痈疡急剧的症状变化。
所以本研究提出，依照中医外科疾病的辨治特点，综合分析该

病做为“痈”的病机变化特点，以“内痈”论治该病将整体辨证

与局部辨证有机结合，对该病所处的阶段的辨证类型进行分

析，进而潜方用药，使该病能得到疗效确切的中医治疗方案
诊断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其病程应该大于３个月，病位已深，病
邪其初在气，其久入络入血，久病瘀血内停、瘀结于内。瘀血

内停，易损伤正气，从而影响脾的运化升降功能，久病致虚，而

脾气虚衰又加重瘀血。久坐、劳累是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的重要
诱因，而久坐伤肉，久坐劳累可致脾气虚弱、并加重血瘀。而

久坐则脾气不健，从而气血生化不足，导致机体软弱无力同时

使气血运化不畅而致瘀。久食辛辣、饮酒无度是 ＩＩＩＢ型前列
腺炎的另一重要诱因，辛辣之品，进一步损伤脾气，脾虚运化

无力，气血运行不畅而致瘀。所以“瘀”、“虚”是ＩＩＩＢ型前列腺
炎重要的发病环节。以“内痈”论治，该病已非初期之证侯，而

消法是初期证侯的首要治则，消法使初起的肿疡得到消散，不

使邪毒结聚成脓，该病病程已久，故不可选用消法。该病病势

已久，病位已深，应以和营、内托为法治疗，营气不从，逆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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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久病致虚，脾气虚弱，所以应以补脾益气、活血化瘀为治疗

大法。以内痈论治该病，通过其发病过程变化可以发现脾虚

血瘀应为该病的基本病机。所以，益气活血托毒方，正是以脾

虚血瘀为基本病机所立之方，临床疗效显著。

益气活血托毒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治

疗ⅢＢ型前列腺炎的协定方，药物组成为生黄芪、党参、白术、茯
苓、丹参、川芎、熟大黄、红花、元胡、莪术、红藤、陈皮。生黄芪有

益气敛汗、固表生津、利尿消肿、拔毒生肌之功，可用于治疗脾

虚便溏、气虚内脏下陷、疮疡久不收口等症。党参有益气、生

津、养血之功。可用于治疗中气不足之倦怠便溏、肺气虚之咳

喘语弱、气津两伤之气短口渴等症。白术有健脾益气、燥湿利

水、止汗、安胎之功，可用于治疗脾虚不足所致诸症。茯苓有健

脾宁心、利水渗湿之功，可用于治疗脾虚便溏、心神不宁、水肿

尿少等症。丹参有活血通经、祛瘀消痈、凉血止痛、清心除烦之

功，可用于治疗积聚症瘕、心烦失眠、疮疡肿痛等症。川芎有活

血行气、祛风止痛、行气开郁之功，可用于治疗气滞血瘀所致疾

病，局部肿胀疼痛、胸胁胀闷不舒等症。熟大黄有泻热通腑、凉

血解毒、逐瘀通经之功，可用于治疗瘀血阻滞痛证。红花有活

血通经，祛瘀止痛之功，可用于治疗症瘕、死胎、瘀血作痛等症。

元胡有活血散瘀、理气止痛之功，可用于治疗症瘕、瘀血作痛等

症。莪术有破血行气止痛、消食化积之功，可用于治疗瘀血腹

痛、症瘕积聚等症。红藤有解毒消痈、活血止痛、祛风除湿、杀

虫之功，可用于治疗肠痈、跌打所伤所致血瘀阻滞之痛证。陈

皮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之功，可用于治疗脘腹胀满、咳喘痰多

等症。本方以生黄芪、党参为君药，取其健脾益气之功；丹参、

川芎、红藤、红花、元胡、莪术为臣药，取其活血散瘀、通畅经络

之功；白术、茯苓、陈皮、熟大黄共为佐药，其中白术、茯苓补益

脾气、利水消肿，陈皮长于理气，既能消除补益药带来的气机壅

滞，又能行气宽中，更好地发挥补益之功，熟大黄配合臣药既能

活血散瘀，又能泻热解毒消痈。全方以消、托、补为纲，共奏补

气健脾、活血消瘀、托毒消痈之功。

益气活血托毒方能够降低ⅢＢ型前列腺炎患者的 ＮＩＨＣＰ
ＳＩ评分，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对于患者的疼痛症状，排尿症状，
生活质量评分等改善的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高
该病患者的生活质量，证实了以内痈论治ⅢＢ型前列腺炎的有
效性和安全性，同时，治疗后患者前列腺液中的细胞因子 ＴＮＦ
α、ＩＬ１０比治疗前明显降低，且治疗组患者的下降程度明显优
于对照组，相关性分析也发现２种细胞因子和患者疼痛症状呈
正相关关系。这说明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０和ⅢＢ型前列腺炎
的疼痛症状的产生有关。

总之，益气活血托毒方在显著改善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同时，
也对前列腺液细胞因子水平有改善作用，这说明益气活血托毒

方可能从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２个方面对前列腺产生了影响。
对于ⅢＢ型前列腺炎这类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的慢性疾
患，以内痈论治该病的方法显示出显著的治疗疗效。但是由于

ⅢＢ型前列腺炎免疫学机制的复杂性，所以开展中医药与细胞
因子的研究，进一步探索中医药治疗ⅢＢ型前列腺炎的机制更
加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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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弱精子症应当归于传统中医所说的“精清”、“精寒”、“精薄”、“精冷”范畴。弱精子症不是
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学术观点都以“肾虚”为本，即肾虚是精子活力低

下症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从临床症状来看，绝大多数弱精子症患者既无明显的身体不适，又无明显的典型

症状。一般采取微观辨精与整体辨证相结合和体质辨证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即便如此，仍有一部分患者

无“证”可辨，提出无症状性弱精子症的概念。本文围绕“弱精子症”和“无症状性弱精子症”概念的中医辨

证论治进行了综述，认为无症状性弱精子症的基本病机是“脾肾亏虚夹瘀毒”的“本虚标实”，补益脾肾、解毒

祛瘀是其最终治则。

【关键词】　弱精子症；无症状性弱精子症；脾肾亏虚夹瘀毒；本虚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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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精子症应当归于传统中医所说的“精清”、“精寒”、“精
薄”、“精冷”范畴。关于弱精子症的病因病机，传统中医理论一

般归为三类：一是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性生活过频导致命门火

衰、肾阳亏虚，不能温煦肾中生殖之精，导致精子动力不足；二

是由于饮食过于肥甘厚腻，造成体内湿热蕴于肝经，影响生殖

道正常的生精功能，最终导致精子活力下降；三是由于久病体

虚，导致气血不足，无以化精，精失所养，最终造成精子活力低

下。而现代中医学家一般将弱精子症的根本原因归为肾虚，认

为弱精子症的基本病机是肾虚为本，湿热、血瘀、气滞等

为标［１］。

以上述观点为基础，在弱精子症辨证治疗方面形成了分别

以“肾虚”、“肾虚肝郁”、“脾肾两虚”、“肾虚夹毒”等为主的多

种辨证论治法。

!

　以“肾虚”为主辨证论治
有的学者认为，肾是先天之本，其所藏先天之精是生殖、发

育的根本。“阳化气、阴成形”，精子的生成与肾阴的滋养、肾阳

的温煦密切相关。明代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中提出，“男子

肾虚则精竭无子”。在临床上，孙中明等［２］用龟龄集胶囊对２５３
例肾阳虚弱精子症患者进行治疗观察，通过对治疗前后的精液

做精子线粒体功能检测和精液分析，发现龟龄集胶囊通过补益

肾气对改善特发性弱精子症精子活力有显著疗效。商学军

等［３］使用麒麟丸治疗少弱精子症进行了多中心临床疗效观察，

发现通过补肾温阳治疗弱精子症有较好疗效。以上是通过增

强肾阳温煦功能的研究，通过滋养肾阴治疗弱精子症同样效果

极佳。何清湖等［４］使用知柏地黄汤对解脲脲原体感染模型大

鼠进行干预，发现知柏地黄汤能影响模型大鼠精子线粒体呼吸

链复合物，改善线粒体功能，从而达到提高精子活动能力的作

用。杜宝俊等［５］使用滋肾生精汤治疗少弱精子症２０６例同样
疗效显著，认为补肾生精是治疗弱精子症的根本大法。焦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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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６］对益精方能否影响特发性少弱精子症精子凋亡和线粒体

功能进行了研究，发现补肾益精能够明显减少精子的凋亡，同

时能改善线粒体功能，促进 ＡＴＰ合成增加，从而促使精子活动
能力明显提高。李海松等［７］以补肾益精为治疗原则，用左归

丸［８］和右归胶囊［９］辨证治疗弱精子症，也都取得了较好疗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７］，补肾填精中药能够对精子发生、发育、

成熟及储存的各个环节产生积极作用，比如，能够有效调节下

丘脑垂体性腺轴，改变睾丸及附属性腺的功能，从而直接或间
接促进精子生成和提高精子活力。

"

　以“肾虚肝郁”为主辨证论治
有的学者［１０］基于“精血同源”的理论基础，认为肝肾共同

影响下焦，肝藏血，肾藏精，乙癸同源，精血相生，肝血不足可以

导致肾精亏乏，进而导致肾虚。因此，治疗弱精子症应以补肾

疏肝、精血同治为主要原则。从临床研究来看，黎杰运等［１１］使

用淫羊藿、熟地、黄精、首乌、柴胡、佛手等，通过补肾疏肝治疗

弱精子症，接受治疗的病患精液质量有明显改善。郁超等［１２］使

用补肾疏肝法（十子三花汤）治疗弱精子症患者，ａ、ｂ级精子、精
子活率均有较好改善。王权胜等［１３］从“肾虚血瘀”论辨证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引起的男性不育患者４０例，以补肾疏肝活血、精
血同治的理论指导临床，效果显著。

#

　以“脾肾两虚”为主辨证论治
《素问·经脉别论》提出，“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

脾气散精”，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各脏腑之精均由脾

胃转化而成。《辨证奇闻》提出，“人有精薄精冷．．．．．．人以为
命门之火衰也，谁知是脾肾之阳气不旺乎。”《傅青主女科》提

出，“脾为后天，肾为先天，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

不能生，补肾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遂生也。”因此，有的学者

认为，治疗弱精子症宜健脾益肾，先天后天同时治疗。从临床

研究情况来看，庞秋华等［１４］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成试验组和对
照组，分别用续断种子方和左卡尼汀口服液治疗３个月，从研究
结果看，续断种子方试验组临床疗效明显优于左卡尼汀口服液

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后精浆 ＭＤＡ含量均有所下降，而同时
ＳＯＤ活力测定结果均有所上升，两组抗氧化治疗效果相当。盛
文等［１５］用加味补中益气汤治疗弱精子症，发现该方通过调节小

鼠精子线粒体功能（改善线粒体膜电位及超微结构），从而改善

睾丸精子发生，达到提高精子质量的目的，因此对改善睾丸精

子的发生及成熟有显著作用。王权胜等［１６］以先后天相互影响、

先天补后天、后天补先天的理论辨证论治少弱精子症，临床疗

效也相当明显。

$

　以“肾虚夹毒”为主辨证论治
代宏亮等［１７］认为，肾精亏虚、湿热瘀毒型是精子活力低下

所致的不育患者的主要证型，属于虚实夹杂、本虚标实之证，适

宜通过补肾通络、清热解毒、祛湿化瘀达到治疗效果。张敏建

等［１８］用石萆汤治疗肾虚夹湿型弱精子症，通过对４９例病例的
临床观察发现，该法具有较好疗效。

%

　无症状性弱精子症的前期研究基础
综观上述不同学说可以看出，弱精子症不是一个独立的疾

病，而是多种致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种学术观点都以“肾

虚”为本，即肾虚是精子活力低下症发病的根本原因。而从临

床症状来看，绝大多数弱精子症患者既无明显的身体不适，又

无明显的典型症状。由于致病因素错综复杂，且无“证”可辨，

如何对弱精子症辨证论治，一直以来都是中医学界研究的难点

和热点。临床上一般采取微观辨精与整体辨证相结合和体质

辨证的方法进行辨证论治［１９２０］。

微观辨精与整体辨证相结合的方法，主要是依据精液分析

等实验室检测的结果判断病情的缓解与加重，同时运用整体辨

证法，根据“阳化气、阴成形”等理论，按照以下原则辨证论治：

一是精少，或伴有精液粘稠、精不液化，主要考虑肾阴或肾精不

足，治疗原则为滋肾填精。二是精弱，或伴有精液清稀、气味清

淡，主要考虑肾阳虚衰，治疗原则为温肾助阳。

体质辨证的方法主要是参考患者体质对弱精子症进行辨

证归因，并进行治疗。体质是机体因先天禀赋、后天生长环境

及疾病影响等多方面的综合表现，参考体质因素对于无症状弱

精子症患者辨证论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但是，在临床应用中，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局限性。有数据

显示［２１］，有３４％的弱精子症患者除精液参数异常外，没有其它
临床症状表现，大小便正常，舌脉也无异常现象，无法采取微观

辨精与整体辨证结合的办法进行辨证；此外，有５７．６％的不育
患者体质类型为平和质，也无法进行体质辨证。基于此，有学

者［２１］根据中医脾肾相生和精血互化理论，以及临床实践结果，

提出脾肾两虚夹瘀是无症状性弱精子症的基本病机，应用此理

论辨证论治在临床取得较好疗效。

脾肾两虚夹瘀理论认为，脾肾相生，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

天，相互滋生、相互促进，脾肾功能强健，是保证气血津液及生

殖之精源源不竭生成的源头。如果肾精亏虚则会导致脾虚，也

就是说先天影响后天；如果脾失健运，则可能加重肾虚，也就是

说后天影响先天。无论肾虚，还是脾虚，或脾肾两虚，都属于正

气不足，均可导致生殖之精生成不足，出现精少、精弱从而出现

不育。同时，弱精子症病程一般都较长，久病必然产生瘀阻。

袁卓臖等［２２］认为，瘀阻精室影响精子发育成熟的内环境，使精

子活动力下降。瘀阻一般包括精瘀、血瘀和冲任之瘀，精瘀可

致精稠、精浊，血瘀或冲任瘀阻可致少精、弱精、死精。肾虚、脾

虚导致血瘀，血瘀加重肾虚、脾虚，肾虚、脾虚与血瘀两者相互

影响、形成恶性循环，造成生殖之精生成障碍，从而导致不育。

基于此，弱精子症应当以脾、肾为中心进行论治，以健脾益肾、

活血化瘀为基本治法。健脾益肾可以匡扶机体的正气，达到

“扶正”的目的，活血化瘀可以祛除机体毒邪，达到“祛邪”的结

果，最终使机体“阴平阳秘”，从而提高精子的活动力。

许多医家秉承“扶正祛邪”最终达到机体“阴平阳秘”的学

术思想，应用补肾（扶正）活血（祛邪）法治疗弱精子症，在临床

上都取得了较好疗效。活血化瘀中药可改善血液循环及神经

营养状态，促进损伤组织的修复，改善血液理化性质，有助于改

善睾丸及附睾功能，促进炎性物质吸收，表现出抗炎作用；同时

还有抑制纤维细胞产生胶原作用，促进已形成的纤维蛋白溶

解，对输精管道阻塞者有再通作用，郭军等［２３］在治疗１２８例男
性不育症患者过程中发现，补肾活血法在提高男性不育症（少

弱精子症）精子密度，改善精子的活动力方面优于单纯补肾健

脾法或补益肾气法（即单纯扶正法）。同时，通过临床基础研究

表明，补肾活血中药能通过增强体内抗氧化酶活性，增强附睾

功能，从而发挥抗氧化作用，刘建国等［２４］观察补肾活血方在改

善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液质量、提高精浆 ＳＯＤ、降低 ＭＤＡ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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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作用效果显著。袁卓臖［２５］等也认为益肾活血方可提高

弱精子症大鼠精子活力及精子活率。

&

　问题与展望
弱精子症临床常见，严重影响受孕成功率和生育质量，但

其发病原因复杂，发病机制并不十分清楚，中医病机为“本虚标

实”。弱精子症多无明显临床症状，很难进行辨证论治，多数医

家主张将这一类弱精子症统一归为“无症状性弱精子症”，它的

基本病机为“脾肾两虚夹瘀”，应以补益脾肾祛瘀为最终治则。

尤在泾《金匮要略心典》载：“毒，邪气蕴结不解之谓”，现代高热

能、高辐射、有害元素等均属毒邪范畴。毒蕴化热，侵淫外肾，

损伤精络，而成热毒瘀毒，从而导致弱精。因此，我们认为，对

于无症状性弱精子症，“本虚标实”为基本病机，有脾肾不足的

“本虚”，但不仅仅有血瘀的“标实”，还有毒聚的“标实”。脾肾

不足是其发病基础，血瘀毒聚是其发病趋势，治当补肾、益精、

健脾、祛瘀、解毒，既需要有补益脾肾达到扶正而“治本”的目

的，也要有活血祛瘀利湿解毒而“治标”的手段，扶正祛邪为基

本治法，最终达到机体“阴平阳秘”的状态而改善弱精子症。刘

绍明等［２６］秉承该学术思想，应用二仙解毒方水煎剂治疗弱精子

症取得了较好疗效。

无症状性弱精子症的基本病机是“脾肾亏虚夹瘀毒”的“本

虚标实”，补益脾肾、解毒祛瘀是其最终治则，这一治则本质上

秉承了中医“扶正祛邪”到达“阴平阳秘”状态的学术思想。这

种学术思想与西医清除多余氧自由基、恢复机体“氧化和抗氧

化动态平衡”的氧化应激学说相契合，将中医的这种学术思想

和西医的这一学说结合起来进行弱精子症相关研究，或许是一

个攻克该难题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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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代宏亮，贾玉森，张志杰，等．补肾益精解毒法治疗弱精子症３６
例临床观察．中医杂志，２０１２，５３（２２）：１９４１１９４３．

［１８］　张敏建，张球勇，程宛钧，等．石萆汤治疗肾虚夹湿型弱精子症
４９例临床观察．福建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２，２２（１）：４５，１４．

［１９］　李重，王福，高庆和，等．郭军辨治弱精子症经验．上海中医药
杂志，２０１５，４９（１）：１４１５．

［２０］　宋春生，王福，赵家有．病证结合模式下无症状性男性不育症治
疗思路．北京中医药，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８７９８８０．

［２１］　秦国政，李曰庆，裴晓华，等．《基于脾肾两虚夹瘀论治无症状
性弱精子不育症》专家共识．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１（６）：
２２３５２２３８．

［２２］　袁卓臖，秦国政．关于精子活力低下症肾虚血瘀病机要素的思
考．中医杂志，２０１３，５４（１６）：１３６５１３６７．

［２３］　郭军，王福，张强，等．３种不同中医治则治疗少弱精子症患者的
随机对照观察．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３，３３（９）：１１７０１１７３．

［２４］　刘建国，孙大林，金保方，等．补肾活血方治疗少弱精子症的临床
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１１）：８５８８．

［２５］　袁卓臖，袁安，刘冰，等．益肾活血方对弱精子症模型大鼠精子质
量的影响．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５６（２２）：１９５８１９６０．

［２６］　刘绍明，丁红阳，贾玉森，等．二仙解毒方水煎剂治疗弱精子症
临床观察．中医药学报，２０１７，４５（１）：７３７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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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度军队后勤科研计划项目（ＢＫＪ１６Ｊ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马春晓（１９９０—），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中西医结合生殖医学

Δ【通讯作者】胡海翔，男，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ＫＺｈｕｈａｉｘｉａｎｇ
＠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２ ·中医性学·

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疗效的
Ｍｅｔａ分析
马春晓１，２　胡海翔１Δ　徐少强１

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中西医结合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２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生殖内分泌科，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目的：系统评价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及其影响。方法：计算机
检索ＣＮＫＩ、ＶＩＰ、万方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Ｓｐｅｒｉｎｇｅｒ、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２名研究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独立
筛选文献，对６篇有关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病例对照研究进行综合分析，应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进
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与对照组比较，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有效率高于其他单纯西药
治疗的有效率，ＲＲ＝１３３［１２２，１４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０１）；２篇文献对慢性非细菌性前
列腺炎治疗后排尿症状的影响进行比较，ＲＲ＝－０６［－１０４，－０３４］，这表明西药治疗本病疗效优于中药
联合微波治疗的疗效，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１）；两组患者生活质量的分析 ＲＲ＝－０８８
［－１３３，－０４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１）；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显示，中药联合微波治疗疗效稍低
于西药治疗的效果，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０１）；但是两组患者疼痛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９９）。结论：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有效率较高，但在排尿、生活质量和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改善上未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推荐中药联合微波辅助西药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关键词】　中医药；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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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是常见的影响中青年男性泌尿生
殖健康的主要疾病，本病的患病率约为２２％ ～９７％［１］，并呈

现上升的趋势。病因复杂、症状多变、复发率高是该病的临床

特点［２］。目前，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

确，对本病的药物研发和治疗亦未收到良好的效果［３］。为了减

轻患者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本研究通过循证医学的方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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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客观评价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

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为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治疗提供循

证医学的证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检索

以“前列腺炎”、“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盆腔疼痛综合

征”、“微波”、“中药”、“自拟”和“清热利湿”检索ＣＮＫＩ、ＶＩＰ、万
方数据库、Ｐｕｂｍｅｄ、Ｓｐｅｒｉｎｇｅｒ、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数据库，所有检索
词采用主题词与自由词相结合的方式，追溯纳入文献的参考文

献，所有检索策略通过多次的预检索后确定，检索时间为建库

起始时间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以前。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１２１　文献纳入标准　①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②设有实验组
和对照组的随机对照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无论是否采取双盲；

③试验前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基线情况无明显差异，组间均衡性
好，具有可比性；④文献中变量检测方法一致；⑤结果指标为原文
献中所提及的有效率。关键词为“治愈”“显效”“有效”等所包含

的数据相加后的结果。计数资料结果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⑥
２０１７年５月以前以全文或摘要的形式发表的文献。
１２２　排除标准　①未设置对照组或组间均衡性差，没有可比
性；②综述、经验总结、理论探讨、实验动物研究、个案报道、重
复发表的研究；③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临床研究。
１３　资料的收集与筛选

由２名评价员独立进行资料的收集与筛选，如果遇到分歧，

通过讨论解决，必要时由第三位研究者协助解决。

１４　文献质量的评价
通过Ｃｏｃｈｒａｎｅ系统对所有纳入的文献进行评价。所有文

献必须同时具备纳入和排除标准。如有分歧时由第三方进行

判定。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提供的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进行统计分

析。等级变量资料采用比值比（ＲＲ）进行分析，连续变量资料
采用标准化均数差异（ＳＭＤ）表示。若存在统计学异质性（Р＜
０１，Ｉ２＞５０％），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数据的合并，必要时
分亚组；如异质性较大则采用描述性分析；若无统计学异质性

（Ｐ＞０１，Ｉ２＜５０％），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按照检索策略，初检５２２篇文献，通过阅读标题、摘要、全
文，最终纳入６篇［４９］文献，排除２９篇会议总结，１２１篇文献未
设置对照组，４２篇文献涉及动物实验，１１篇涉及女性研究文献，
２５４篇文献不符合纳入标准，５９篇属于重复文献。
２２　纳入研究文献的基本信息

本研究共纳入６篇文献，涉及６５８例受试者，其中５篇文献
为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病例对照研究，

２篇文献为２种方法治疗后的病例对照研究。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纳入研究的６篇文献的基本情况简介

第一作者 年份 实验中药 途径 　　　　　 治法 物理 途径 　　　　 对照药物 途径

贾玉海 ２０１５ 前列逐瘀汤 口服 清热利湿，化瘀解毒 微波 直肠 左氧氟沙星片、盐酸特拉唑嗪 口服

杨立明 ２０１３ 前列康复液 口服 清热利湿，化瘀解毒 微波 直肠 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 静滴

林雪爱 ２００９ 自拟方　　 口服 清湿热、利秽毒、通络脉 微波 直肠 乳酸左氧氟沙星片 口服

黄少明 ２００７ 自拟方　　 灌肠 活血化瘀、清热利湿解毒 微波 直肠 左氧氟沙星片、 口服

郑陆
#

２００２ 自拟方　　 口服 清瘀热、利湿浊、补肾阴、通络脉 微波 直肠 美满霉素 口服

张海涛 ２０１５ 前列调和汤 灌肠 清湿热、通络脉 微波 直肠 盐酸坦洛新缓释片 口服

２３　方法学质量评估
本研究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系统评价手册质量评价标准对纳入

的６篇文献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的文献质量评估工具对６篇文献进行偏倚风
险评估。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６篇文献中均为随机分组，均未提

及随机序列隐藏和是否使用盲法，６篇文献的数据结局均完整，
未见明显的选择性报告偏倚。综上所述，所纳入的６篇文献的
质量偏低，虽然选择偏倚、测量偏倚和实施偏倚风险较高，但是

失访偏倚、报告偏倚风险较低。

表２　纳入研究的６篇文献方法学质量评估

第一作者 年份
随机序列

生成

随机序列

隐藏

参与实施者

盲法

结局评价者

盲法

数据结局

不完整

选择性

发表

其他偏倚

风险

总体偏倚

风险评价

贾玉海 ２０１５ 不清楚 不清楚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低风险 不清楚 不确定

杨立明 ２０１３ 高风险 不清楚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低风险

林雪爱 ２００９ 不清楚 不清楚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确定

黄少明 ２００７ 不清楚 不清楚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确定

郑陆
#

２００２ 不清楚 不清楚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确定

张海涛 ２０１５ 不清楚 不清楚 高风险 不清楚 低风险 不清楚 不清楚 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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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纳入研究的６篇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评估图

２４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纳入研究的６篇文献探讨了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

性前列腺炎的效果，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２４１　５篇文献的研究中，比较了清热利湿化瘀通络作用的中
药联合微波经直肠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有效率，从图

中观察得出，第１篇文献的９５％ＣＩ包含了无效竖线１，中药联合

微波治疗前列腺炎的有效率与单纯服用西药治疗前列腺炎的

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２～５篇研究的９５％ＣＩ未包含１，
认为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有效率高于

其他单纯西药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有效率，且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０１）。

图２　５篇文献研究的分析结果

２４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症状及评分分析　①排尿症状
的分析。２篇文献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治疗后排尿症状的
影响进行了比较，Ｃｈｉ２＝０００，Ｉ２＝０％，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数据合并，ＲＲ＝－０６９［－１０４，－０３４］，这表明中药联合微波
治疗本病疗效优于单纯应用其他药物治疗的疗效，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Ｚ＝３８６（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３。②治疗
后两组生活质量的评价分析。通过对２８９例受试者的病例对照
研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数据合并，ＲＲ＝－０８８［－１３３，
－０４３］，初步证实了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疗效优于单纯应用其他药物治疗的疗效，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４。③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分析。２篇文献研究的９５％ＣＩ未跨越无效竖线０，说明西药

是本病的保护性措施，疗效优于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

性前列腺炎的效果，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０１）。具
体结果详见图５。④两组患者治疗后疼痛的分析。关于文献对
疼痛的研究，２篇文献出现了相反的结果，具有极大的异质性
（Ｉ２＝９９％）。因此，采用描述分析，张海涛认为中药联合微波治
疗该病与对照组比较，不仅不能缓解疼痛，反而会加重疼痛；与

之相反，贾玉海总结得出实验组方法是缓解疼痛的促进因素。

２５　发表偏倚的评价
以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漏斗图为

例，分布较为对称，发表性偏倚可能性较低。具体结果详见

图６。

图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排尿症状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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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分析

图５　两组患者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分析

图６　发表偏倚评价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属于中医“精浊”“淋证”等范畴，近年来发病

呈年轻化趋势［１０］。患者临床表现有小腹憋胀感、尿疼、尿不净、

尿道内痒和前列腺放射痛，表现为耻骨上区、阴茎、腰骶部、腹

股沟和睾丸阵痛或隐痛。目前，本病的发病机制尚未阐明。从

前列腺与尿道的解剖结构分析，前列腺炎促使尿潴留，尿液中

的病原微生物进入前列腺，加重炎症进展［１１］。有关研究者发

现，细胞因子在调节免疫应答、炎症反应和参与组织修复过程

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２］。西医治疗前列腺炎多采用抗生素，但由于

血前列腺屏障和慢性炎症导致的前列腺周围瘢痕纤维化或脓
腔周围纤维化的作用［１３］，多数抗生素不能透入前列腺，且局部

药物浓度较低，这也是慢性前列腺炎不易根治及难达疗效的一

个重要原因［１４］。

现代人群饮食嗜食辛辣、房劳过度、酒毒劳倦，导致脾胃受

损、运化失常、湿热下注，临床常见证型为湿热下注，因此临床

辨证施治常以清热利湿、化瘀解毒为治法。改善前列腺局部血

液供应状态，有利于分泌物的排出，消除炎症反应，改善临床症

状。其中，常德贵［１５］运用具有清热利湿作用的化裁八正散（瞿

麦、蓄、车前子、土鳖虫、琥珀、甘草、滑石、川木通８味中药组
成），通过对Ｔｈ１与Ｔｈ２型细胞间的动态平衡的调节，维持机体
的正常免疫功能，改善局部症状疗效显著。王学勇等人［１６］自拟

清浊汤联合微波治疗本病，采用具有活血化瘀的桃仁、散瘀止痛

的红花为君药，萆、川牛膝、王不留行等清利下焦湿热，祛秽

浊之邪，治疗湿热淤阻的疼痛效果显著。微波治疗是一种通过

发射电磁波使病灶部位行非接触性的温度增高、血管扩张，以

改善前列腺血液循环，加速局部新陈代谢和毒素排除的治疗手

段［１７］。且微波的温热作用又可以解除肌肉痉孪，热疗加快药物

在前列腺内的分布，提高前列腺内药物浓度，达到消炎、镇痛、

消炎、杀菌的微创治疗方式［１８］。目前，微波治疗前列腺炎已经

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例如，

袁迎霞［１９］等通过对３５例患者的研究发现，治疗组患者有效率
为９７１４％，对照组患者有效率为６６６７％，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魏小义［２０］等人临床观察总结出微波联

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可以明显降低 ＩＬ８和 ＴＮＦα水平，通过
免疫调节治疗ＣＡＰ的临床疗效确切。虽然在排尿症状改善、生
活质量及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方面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炎症性
前列腺炎低于西药治疗效果，本文得出中药联合微波治疗前列

腺炎症的有效率显著优于西药治疗组，因此推荐中医药联合微

波辅助西药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

生活起居的调护在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方面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１］。“久坐伤肉”，不宜久坐。建议平时应当

多运动，促进盆腔部位血液循环，预防并减少前列腺反复充血

的机率。舒畅情志，避免焦虑、抑郁状态。医生在治疗身体疾

病时，要注意缓解病人紧张的心理压力，增强病人信心和依从

性。饮食无度，易伤脾胃，日久生湿，湿热下注，加剧不适症状，

因此，需要合理饮食，减少辛辣、油腻食物的摄入。

综上所述，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比单

纯采用西药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有效率高，值得在临床

上辅助西药共同治疗，本研究可以为联合应用治疗此病提供循

证医学的依据。但是，由于本研究纳入的文献质量偏低，样本

量小，未能完全阐释中医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炎症性前列腺

的疗效，未来仍然需要进行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病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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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性前列腺炎／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临床研究．中国中医药信息
杂志，２０１７，２４（３）：２１２３．

［１４］　胡立忠，毛桂华，李颖华，等．微波配合中药直肠灌注治疗慢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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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尤传静，吴强，王学永．自拟清浊汤联合微波治疗 ＩＩＩＢ型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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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袁迎霞，张大虎，袁黎丽．中医辨证调护配合微波热疗治疗慢性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３５例．河南中医，２０１６，３６（９）：１６６１１６６３．

［２０］　魏小义，任小平，屠松，等．微波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慢性非细
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及其对白介素８和肿瘤坏死因子 α的
影响．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６，１２（１９）：４１２４１５．

［２１］　陈枫，李雅静，鲍严钟，等．鲍严钟论治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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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７３６９０）
【第一作者简介】崔天薇（１９９０—），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医外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刘保兴（１９７２—），男，主任医师、博士后，Ｅｍａｉｌ：ｌｉｕｂｘ６６＠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３ ·中医性学·

精索静脉曲张中医证型分布及其对睾丸功能影响
初探
崔天薇　刘保兴Δ　高云霄　马文静
中日友好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目的：调查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常见中医证型分布及其对睾丸功能影响。方法：
制定调查问卷，在中日友好医院男科门诊收集１００例 ＶＣ患者并进行中医辩证分型，同时收集患者睾丸超
声、精液分析结果，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ＶＣ中医证型依次为湿浊血瘀证１９例
（１９％）、阳虚血瘀证９例（９％）、肾虚血瘀证８例（８％）、气虚血瘀证７例（７％）、寒凝血瘀证７例（７％）、阴
虚血瘀证６例（６％）、阳虚血瘀兼寒凝证６例（６％）、气虚血瘀兼湿浊证６例（６％）、气滞血瘀证４例（４％）、
阳虚血瘀兼湿浊证３例（３％）、湿浊血瘀兼寒凝证３例（３％）、气滞血瘀兼湿浊证３例（３％）、肾虚血瘀兼气
虚证２例（２％）、阴虚血瘀兼气滞证（２％）、阴虚血瘀兼湿浊证２例（２％）、阳虚血瘀兼气滞兼气虚证２例
（２％）、寒湿血瘀证１例（１％）、肾虚血瘀兼湿浊证１例（１％）、肾虚血瘀兼气滞证１例（１％）、阴虚血瘀兼寒
凝证１例（１％）、阳虚血瘀兼湿浊兼寒凝证１例（１％）、气虚血瘀兼湿浊兼寒凝证１例（１％）、肾虚血瘀兼气
滞兼湿浊证１例（１％）、气滞血瘀兼湿浊兼寒凝证１例（１％）、无证可辩４例（４％）。各证型间双侧睾丸体
积、精子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阳虚血瘀兼寒凝证组双侧精索静脉最大内径显著大于其他证型；肾精亏虚

证组精子总数显著低于其他证型；寒凝血瘀证组精子活力明显低于其他证型；阴虚血瘀证组正常形态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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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显著高于其他证型。结论：ＶＣ的中医证型分布具有一定规律，以湿浊血瘀证、肾虚血瘀证、气虚血瘀
证、寒凝血瘀证、阴虚血瘀证、阳虚血瘀兼寒凝证、气虚血瘀兼湿浊证为主；不同证型间精索静脉最大内径和

精液参数有明显差异，为指导临床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　精索静脉曲张；中医证型；睾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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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ａｉｎ
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ｏｆＶＣｈ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ｒｕｌｅ，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ｗｅｔ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ｋｉｄｎｅ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ｑｉ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ｏｌ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Ｙｉｎ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Ｙａｎｇ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ｌｄ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ｑｉ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ｗｅ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ａｎｄｓｅｍｅ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指静脉回流受阻或瓣膜
功能障碍，血液返流等因素导致精索蔓状静脉丛迂曲、扩

张［１］。ＶＣ在男性人群中的患病率为１５％～２０％，在不育男性
中患病率为２５％～４０％［２］。ＶＣ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
之一［３４］，中医辩证治疗是ＶＣ常用治法［５］，但传统的 ＶＣ中医
辨证分型众多［６７］，目前尚无统一的辨证标准，中医证型的标

准化和客观化与疾病的中医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价密切相关，

本研究通过调查ＶＣ中医证型分布及其对睾丸功能的影响，以
明确常见的基本证型，从而更好地指导临床辨证施治，提高中

医临床疗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就诊于中日友
好医院男科门诊的符合入选标准的ＶＣ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
５０岁，年龄（３１０４±６０３）岁。
１２　诊断及入选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专家共识［８９］。所有患者采用东芝

Ａｐｌｉｏ４００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睾丸扫查，对于程度较轻
或可疑ＶＣ患者，加立位超声检查。参照国内普遍认同诊断精
索精脉曲张的ＣＤＦＩ参考标准［１０］：平静状态下，精索静脉丛中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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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检测到３支以上的精索静脉，其中１支血管内径大于２ｍｍ，或
增加腹压时静脉内径明显增加，或做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试验后静脉血流
存在明显返流。

中医诊断标准参照教材［１１１４］及相关文献，结合临床观察，

确定阳虚血瘀证、阴虚血瘀证、气滞血瘀证、气虚血瘀证、湿浊

血瘀证和寒凝血瘀证等６个常见基本证型为参考，并根据患者
实际临床症状进行中医辩证。

纳入标准：符合 ＶＣ的西医诊断标准，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
岁，男性，自愿接受临床调查者。排除标准：不符合 ＶＣ的西医
诊断标准；恶性肿瘤患者正接受放疗、化疗者；其他致男性不育

因素，如成人双侧隐睾、小睾丸症（单侧睾丸体积小于８ｍｌ）、生
殖道感染、抗精子抗体、染色体异常等；患有急性附睾炎、急性

前列腺炎；不能合作完成问卷者。

１３　方法
设计统一ＶＣ中医证候调查问卷，采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

对病人进行观察收集资料，内容包括患者年龄、中医证候及症

状和体征，由两名主治以上医师背靠背共同判定患者的中医证

型，收集患者睾丸超声结果，包括曲张精索静脉最大内径、睾丸

体积（长×宽×高×０７１）；精液分析结果，主要包括精子总数、
精子浓度、精子活动率（ＰＲ＋ＮＰ）、前向运动力（ＰＲ）、正常形态
精子百分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多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ＡＮＯＶＥ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研究结果
２１　中医辨证分型

本研究纳入的１００例 ＶＣ患者，经中医辨证共２５种证型，
依次为湿浊血瘀证１９例（１９％）、阳虚血瘀证９例（９％）、肾虚
血瘀证 ８例（８％）、气虚血瘀证 ７例（７％）、寒凝血瘀证 ７例
（７％）、阴虚血瘀证６例（６％）、阳虚血瘀兼寒凝证６例（６％）、
气虚血瘀兼湿浊证６例（６％）、气滞血瘀证４例（４％）、阳虚血
瘀兼湿浊证３例（３％）、湿浊血瘀兼寒凝证３例（３％）、气滞血
瘀兼湿浊证３例（３％）、肾虚血瘀兼气虚证２例（２％）、阴虚血
瘀兼气滞证（２％）、阴虚血瘀兼湿浊证２例（２％）、阳虚血瘀兼
气滞兼气虚证２例（２％）、寒湿血瘀证１例（１％）、肾虚血瘀兼
湿浊证１例（１％）、肾虚血瘀兼气滞证１例（１％）、阴虚血瘀兼
寒凝证１例（１％）、阳虚血瘀兼湿浊兼寒凝证１例（１％）、气虚
血瘀兼湿浊兼寒凝证１例（１％）、肾虚血瘀兼气滞兼湿浊证１
例（１％）、气滞血瘀兼湿浊兼寒凝证１例（１％）、无证可辩４例
（４％）。
２２　不同中医证型组 ＶＣ患者睾丸体积及精索静脉最大内径
结果比较

　　各证型组间双侧睾丸体积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阳虚血瘀兼寒凝证组双侧精索静脉最大内径值大于其
他证型组，与部分其他证型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中医证型ＶＣ患者双侧睾丸体积及精索静脉最大内径（珋ｘ±ｓ）

中医证型 例数
睾丸体积ｍｌ
（右侧）

睾丸体积ｍｌ
（左侧）

静脉内径ｃｍ
（右侧）

静脉内径ｃｍ
（左侧）

湿浊血瘀证 １９ １４８８±４６５ １３５２±４２５ ０２１±００４ｂ ０２４±００４ｂ

阳虚血瘀证 ９ １３６１±２９８ １１９４±２８７ ０２１±００４ｂ ０２５±００８ｂ

肾虚血瘀证 ８ １５６７±６２０ １４５３±５６２ ０２１±００４ａ ０２７±００３

气虚血瘀证 ７ １５７５±４３５ １４７０±３６７ ０２０±００６ ０２９±００５

寒凝血瘀证 ７ １５５０±３３６ １４３８±４５６ ０１９±００４ｂ ０２４±００８ａ

阴虚血瘀证 ６ １６６１±３２１ １４７３±１９７ ０２０±００１ｂ ０２４±００４ｂ

阳虚血瘀兼寒凝证 ６ １６３１±２４２ １４３５±２６０ ０２３±００５ ０３４±０１０

气虚血瘀兼湿浊证 ６ １４７８±３６６ １４９５±５６９ ０２５±００４ ０２７±００４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阳虚血瘀兼寒凝证相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阳虚血瘀兼寒凝证相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不同中医证型组ＶＣ患者精液质量结果比较
各证型间精子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肾虚血

瘀证组精子数量显著低于其他证型，与部分证型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寒凝血瘀证患者的精子活力显著低
于其他证型，与部分证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阴虚血瘀证的正常精子百分比值显著高于其他证型，
且处于正常范围内，与部分证型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表３。
#

　讨论
此次调查１００例 ＶＣ患者，通过辩证得到的中医证型及证

型组合２５种，其中前８种占６８％，余证型较分散，且多数小于３
例，故仅统计前８种ＶＣ常见证型的睾丸功能指标。ＶＣ的中医

表２　不同中医型ＶＣ患者精子数量和精子浓度（珋ｘ±ｓ）

中医证型 例数 精子数量×１０６ 精子浓度×１０６

湿浊血瘀证 １６ １４７９８±９３６４ ４４９２±２１３０

阳虚血瘀证 ７ １２６２０±５８８１ ４３７８±２５４７

肾虚血瘀证 ６ ６４９０±３０９２ ２８００±２９８６

气虚血瘀证 ６ １３４６８±７３６８ ４５８３±３０１１

寒凝血瘀证 ６ ８３６３±５６５５ ４２０３±４１２３

阴虚血瘀证 ５ １０４４７±７８５４ ３１５７±１４５０

阳虚血瘀兼寒凝证 ５ ２０４６３±１７１６９ａ ５２２９±３４７４

气虚血瘀兼湿浊证 ４ １８４８６±９２７６ａ ５２２８±２２８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肾虚血瘀证相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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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中医型ＶＣ患者精子活动率、前向运动力、正常形态精子百分比（珋ｘ±ｓ）

中医证型 例数 精子活动率％ 前向运动力％ 正常形态精子％

湿浊血瘀证 １６ ３８０２±１６７０ ３１７６±１５０９ ２１３±２００ｃ

阳虚血瘀证 ７ ３５４５±１４３９ ２９０７±１１１２ １４０±０５４ｃ

肾虚血瘀证 ６ ４６８８±１５８０ａ ４２９０±１７２ａ ２５７±１６４

气虚血瘀证 ６ ４５５０±７１９ａ ３８６７±６５６ ２００±０８１

寒凝血瘀证 ６ ２４８４±１５４６ ２１３６±１４０８ １３０±０７５ｃ

阴虚血瘀证 ５ ２９２１±２１６９ ２５５９±１８３８ ４２５±２３９

阳虚血瘀兼寒凝证 ５ ４８１７±２３０１ａ ４６０５±２３７９ｂ ２８７±２１３

气虚血瘀兼湿浊证 ４ ４９９０±１１４９ａ ４１８７±１１９１ａ ３３３±０５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寒凝血瘀证相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寒凝血瘀证相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阴虚血瘀证相比较，Ｐ
＜００５

证型以湿浊血瘀证、肾虚血瘀证、气虚血瘀证、寒凝血瘀证、

阴虚血瘀证、阳虚血瘀兼寒凝证、气虚血瘀兼湿浊证 ８种
为主。

　　本研究发现阳虚血瘀兼寒凝证组ＶＣ患者的双侧精索静脉
最大内径值明显大于其他证型。《内经》云：“阳气者，若天与

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寒独留则血凝泣，凝则脉不通，寒

则凝，凝则成瘀”［１５］。阳气具有温煦、推动作用，阳虚则无力推

动血液运行，血行迟缓，血液瘀结停滞；寒邪侵犯血脉，血行不

畅而凝滞；阳虚生内寒，寒凝阻滞阳气流通，加重血瘀之证，致

使脉络严重迂曲、扩张，故阳虚血瘀兼寒凝证ＶＣ患者的双侧精
索静脉最大内径明显增宽。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阳化气，阴成形”，张介宾注曰：

“阳动而散，故化气；阴静而宁，故成形”，阳气温煦，推动人体的

功能；阴气柔静，生成人体的形质，其诠释了人体的气化功能。

精液的生成离不开阴精的成形作用，在阳气的作用下无形的精

微物质缩成有形的精液成分；阳气推动有形之阴精转化为气，

精子的活动离不开阳气气化作用［１６］。王宝庆［１７］据此认为精子

本身为阴，精子活动力为阳，阴阳失衡造成少弱精症的发生。

寒邪侵袭机体，血液运行受阻而处于高凝状态，滞留于脉道。

研究证实［１８］寒凝血瘀与全身或局部的血液循环障碍有关。寒

为阴邪，易伤阳气，寒凝血瘀，阻滞气机，阳气不运，肾中生殖之

精失于阳气的温煦，故寒凝血瘀证组 ＶＣ患者精子活力低下。
《内经》：“阴平阳秘，精气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肾精的盛

衰取决于肾中阴阳是否调和，肾中阳气亏虚，无力温养肾精；肾

中阴气亏虚，肾精化源匮乏，均可导致肾精不足，精液生成不

足，故肾虚血瘀证组 ＶＣ患者精子总数明显降低。由于本研究
的样本量较少，阴虚血瘀证组 ＶＣ患者正常精子百分比较其他
证型组升高原因尚不明确，需更大样本量的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其可靠性。

综上所述，ＶＣ的中医证型以湿浊血瘀证、肾虚血瘀证、气
虚血瘀证、寒凝血瘀证、阴虚血瘀证、阳虚血瘀证兼寒凝血瘀

证、气虚血瘀证兼湿浊血瘀８种为主。不同证型组间 ＶＣ患者
的曲张静脉最大内径及精液参数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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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耿金海（１９９４—），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中医男科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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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李海松（１９６０），男，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１０２８ｂｊ＠ｓｉｎ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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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松教授治疗早泄临床经验
耿金海　王继升　王彬　祝雨田　马健雄　李霄　李海松Δ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　要】　早泄作为一种男科的常见疾病，中医药对其治疗有着显著疗效。李海松教授常年致力于男
科疾病的研究，在先前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临证经验提出早泄的治疗当从心肝脾肾论治，在治法上首次

提出分清虚实、保证勃起、首剂见效、中西结合、保证疗效、内外合治、夫妻同治的治疗方法。

【关键词】　早泄；临床经验；李海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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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是最常见的射精功能障碍。中医认为，所谓早泄，即
如沈金鳌《沈氏尊生书》所云：“未交即泄，或乍交即泄。”对于早

泄，现代医学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即“客观标准”和“主观

感受”。所谓客观标准即通过实际的阴茎抽插次数和射精潜伏

期两者进行综合判断，射精潜伏期是指从阴茎插入阴道到射精

所需的时间；而主观感受是指男性的射精潜伏期低于其本人或

性伴侣所“预期”的时间，男性可以感觉到对射精的“控制能力”

有所降低，满意度随之降低，由此而产生“失落”或“人际交往困

难”的负面心理［１］。研究显示，结合早泄定义，射精潜伏期的值

一般为２ｍｉｎ［２］，因此，通常认为射精潜伏期低于２ｍｉｎ者称之为
早泄。流行病学资料研究表明：约１４％～７５％的男性在性生活
中存在早泄。有关资料显示，早泄的发病率在美国约为

３０％［３］，从发病率角度来看早泄已经成为最常见的男性疾病。

!

　病因病机
１１　基于肝肾同源，从肝肾论治

《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提出：“主闭藏者，肾也；司

疏泄者，肝也。”［４］而肾主闭藏与肝主疏泄构成了相互统一的关

系，两者相互制约、相互为用，共奏疏泄开阖之效。在生理状态

下，肝之疏泄功能可以保证肾气开合有度而防止过于蛰伏，肾

之闭藏功能又可以使肝气疏泄有度而防止肝气疏泄太过［５］。

李海松教授认为，正是由于肝的疏泄功能与肾的封藏功能的相

互作用，才共同完成精液的储藏与排泄。同时，肝肾本身关系

密切，共同构成相辅相成之整体，故而在文献中有着“肝肾同

源”、“乙癸同源”的记载。“精血同源”，首先从生理角度来看，

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互根互用，故而肝血与肾精之间可以

互相滋生、互相转化；其次从五行角度来看，肝属东方乙木，肾

属北方癸水，木为水之子，水可生木，即肝之阴血赖于肾精之滋

养，又称“乙癸同源”；第三从位置角度来看，肝肾同属下焦，其

位置相近，一阴一阳一刚一柔，相互滋养、相互制约；第四从经

络角度来看，两者经络之气互通有无，互相转换，循环往复，周

而复始［６］，如明代张介宾《类经·藏象类》云：“肝肾为子母，其

气相通也。”因此，李海松教授认为根据肝肾同源理论，使用疏

肝补肾治法，来使肝的疏泄和肾的封藏功能协调互用，治疗

早泄。

１２　基于水火相济，从心肾论治
水火相济指心为君主之官，其位于上烛照大地，居于上者

主降，故在生理上心火下降以滋肾阳，阳气温煦使肾水不寒。

肾者，作强之官技巧出焉，居于下焦者主升，故在生理上肾水可

以上济心阴，阴能制阳，故而心阴进而制约心阳，使心阳不亢。

君火以明，相火以位，若心火独亢于上，不能下交于肾，肾水不

足于下，不能上济于心，则出现心肾不交［７］。许多因素如房事

不节、劳神过度、五志过极、久病虚劳等，都可以烦劳心神，伤阴

耗气，以致阴亏于下、阳亢于上，导致水亏火旺，以致肾虚而精

关失于固摄，若心火亢盛扰动精室，精液遗泄使然。从早泄的

病因、病机方面进行探讨，心肾不交一直是早泄病机的一个重

要方面。李海松教授指出心作为生之本、神之变，对精神意识

的驾驭、思维能力和生命的主宰活动有着重要的作用，其“君

主”地位不容小觑。故而房事作为人生中不可缺少的活动之

一，其冲动也在受心神的控制与支配，听命于心。诚如清代喻

嘉言《医门法律》所言：“心者，情欲之施府。”心作为君主之官，

要发挥其统摄脏腑、主宰神明的生理作用，就离不开气血津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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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故而心气不旺则推动无力、心血不足则失于濡养、心

阴亏虚、心阳不振则神明不安，都会出现心失所养、神无所依，

进而精液施泄无常，初为梦遗，久则可以造成早泄［８］。诚如清

代陈士铎《石室秘录》所云：“见色倒戈者，关门不守，肾无开合

之权矣……”据此，李海松教授认为早泄病因虽然发于命门之

火扰动，然究其根本则应为君火相火共同作用所致。

１３　基于湿热下扰精室，从脾肾论治
在水液的调节输布环节中，脾肾两脏尤为重要。脾主运

化、主升清，具有吸收、输布水液，若脾失健运，则水液停滞于体

内，湿蕴生热，湿热互结于下焦，邪气随经下行，扰动精窍，迫精

外出，发为早泄；肾主水，调节全身水液代谢，主司水液的输布

和排泄，肾气亏虚，则水液停聚，如清代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

所记载：“有因脾胃湿热，气不化清，而分注膀胱者……阴火一

动，精随而出，此则不待梦而自遗者。”李海松教授认为肾为先

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两者共同提供人体精气的来源。若其

中一脏出现虚损必然会波及到另一脏，所以在治疗湿热下注扰

乱精室的早泄时，在治疗时从脾肾入手，运化水湿，同时配合使

用清热除湿药物及引经药，解决扰乱精室之湿热，治疗早泄。

"

　治法治则
２１　分清虚实

在治疗上，李海松教授强调首先要分清虚实，明确虚实类

型，以合理用药。实证其病因多责之于肝郁气滞、湿热蕴结；虚

证病因多责之于肾虚失摄、心肾不交等。由于现在人的生活条

件改善、体质增强，李海松教授认为单纯由虚证引起的早泄并

不多见，临床上多为虚实夹杂，分清虚实至关重要。李海松教

授常从以下方面辨证：从勃起状态来分析，实证多阳事易举、乍

交即泄，血瘀者可见勃起差，严重时不能勃起，虚证可见勃起

慢，勃起后硬度差，甚至不能插入；从性欲来分析，实证多见性

欲亢进，虚证则为性欲低下；从舌脉来分析，实证多见舌红太黄

厚，脉弦滑，虚证则舌淡有齿痕，苔少，脉细弱；从个人经历及生

活工作状态来分析，工作压力大长时间紧张焦虑的多有肝郁，

喜饮酒食辣的可伴有湿热；此外，久坐可导致气血不畅产生瘀

滞；手淫频繁或房事纵欲者多为肾虚；最后还要根据其他兼证

进行整体辨证。针对早泄虚实间杂的特点，李海松教授在健脾

益肾的基础上，加以疏肝、活血、清热、除湿。补肾常用巴戟天、

锁阳以补肾阳为主，同时加枸杞、黄精滋补肾阴，使用茯苓、白

术健脾以后天养先天。若肝郁较为明显，则酌情配伍青皮、当

归、柴胡、白芍等药物，以疏肝柔肝。对于瘀象明显的，加水蛭、

蜈蚣行肝经破血逐瘀；偏湿者，加大健脾力度，同时使用萆、

车前子利水祛湿；最后常使用黄芩、黄连来清热，一者调整全方

使补中有清，防止燥热太过，二者治疗热扰精室，迫精妄行。并

且，李海松教授会根据患者体质进行调整，如年轻的患者肾虚

不明显，侧重疏肝，解决患者焦虑紧张带来的肝郁；年老患者肾

虚较为明显，则加大补肾力度，并根据老年多瘀的特点增加活

血药。

２２　首剂见效
李海松教授认为，早泄与肝郁互为因果，肝郁可导致早泄，

早泄又可使患者心理负担加重，从而加重肝郁。研究表明，早

泄患者普遍存在心理障碍，虽然病因复杂，但是却与年龄、职

业、文化程度无相关性，可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阶层［９］。

因此，在临床治疗时，对于患者的精神心理因素要给予关注。

李海松教授提出的首剂见效，既可以让病人恢复性生活信心，解

决对性生活的焦虑抑郁，间接达到疏肝解郁之功效，又可以增

加患者对医生的信心，从而使早泄的治疗获得长期而稳固的

疗效。

２３　保证勃起
早泄是男科常见病之一，在临床中部分患者会合并勃起功

能障碍［１０］。李海松教授认为，对于早泄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患

者，保证勃起才是关键。此类患者证型多为肾虚肝郁，其临床

多表现为：阴茎勃起硬度差，时轻时重，射精快，情志不畅，两胁

胀满，抑郁易怒，善太息，少言寡语，舌质红，脉弦细。方用：柴

胡、当归、白芍、白蒺藜、川牛膝、青皮、水蛭、蜈蚣、郁金、巴戟天、

茯苓、炒白术、生黄芪、黄芩。柴胡、青皮疏肝理气，当归、白芍柔

肝，白蒺藜平肝解郁，茯苓白术健脾，巴戟天补肾阳，郁金行气

活血，当归、川牛膝活血祛瘀，黄芪补气，黄芩清热。全方针对

肝郁肾虚的特点，重在疏肝补肾，通过柴胡、青皮、当归、白芍

等，疏肝柔肝使肝气达、肝血生。利用茯苓、白术健脾以后天养

先天，虽然补肾药物使用不多，但是通过疏肝和健脾增强了补

肾之力，同时又避免了大力补肾引起的滋腻燥热。通过水蛭、

蜈蚣破血化瘀入肝经达病所，并结合当归、川牛膝活血化瘀，黄

芪益气治疗阳痿症状［１１］。最后稍佐清热，利用黄芩清除郁热，

防止热扰精室。

２４　中西结合
李海松教授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是首剂见效的前提。对

于肾虚精关不固的患者，补肾固精是最基本治则。然而，冰冻

三尺非一日之寒，肾虚并非一朝一夕就可解决。使用中药调理

患者整体固然有效，但是中药作用平缓，因此治疗早泄还需使

用中西医结合疗法。这样，既可以对患者机体有一个整体的改

善，又可以对患者局部有针对性作用，既可以保证患者得到长

期治疗，又可以排解患者一时之忧。李海松教授在临证中，在

使用补肾疏肝宁心的药物同时，还酌情有针对性地联合使用选

择性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ＳＳＲＩｓ）、三环类抗抑郁药氯丙咪
嗪等药物［１２］。

２５　保证疗程
李海松教授认为，治疗早泄时一般需要经过得效、巩固、减

药３个步骤，所以疗程是疗效的保证。首先，保证首剂见效，坚
定患者治疗的信心，解决患者性生活受挫的心理。其次，通过

一定时间的服药和个人的调整来巩固疗效，达到一个自己满意

的效果。最后，逐渐减药，避免患者依赖药物，最终达到最少用

药满意效果。李海松教授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疗程的长短，并

根据治疗时症状的改变进行调整，一般需要 １个月 ～３个月
不等［１３］。

２６　内外合治
阴茎高敏感性是早泄发生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李海松教

授建议患者使用一些外用药物进行辅助治疗。主要是用局麻

药来提高阴茎感觉阈值，如利多卡因丙胺卡因乳膏或喷雾剂、
ＳＳｃｒｅａｍ（由９种东方草药提取的有效成分组成，可以提高阴茎
感觉阈值，降低敏感性和神经兴奋性）［１４］，与口服药物相比较而

言，局麻药起效快，应用时可以按需给药。使用外用药物具有

出现不良反应少，且程度轻微，持续时间短等长处。中医外用

有：五倍子煎水外洗［１５］，蟾酥擦剂外用［１６］、五丁延时喷雾

剂［１７］。李海松教授指出，外治方法目前还不够完善，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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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之处，如ＳＳｃｒｅａｍ提高阴茎感觉阈值时还能够增加阴茎血
流量而有助于勃起，对早泄合并轻度勃起障碍的患者有效，但

是也有可能产生局部灼热感从而给患者带来不适；利多卡因 －
丙胺卡因乳膏或喷雾剂使用方便，但是又有可能导致龟头麻

木，不能勃起，因此，在临床上应该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采取合

适的外用药物。

２７　夫妻同治
早泄作为男科常见病之一，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该病虽然

身在一人，但是却为害两人，因此，在治疗时应当重视患者配偶

的作用。女性的情感因素作为影响男性心理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性生活出现问题时，男方会因此而产生心理阴影［１８］，对女方

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继而表现为对丈夫的责备、失去信

心，更可能产生在同房时配合度降低，严重时会产生焦虑、抑

郁、烦躁等情况，这些表现无疑会对患者的病情雪上加霜。因

此，医生应当在对患者进行诊治的同时，让其配偶在一旁听取

讲解，并明确指出此病治疗关键是夫妻二人同时配合治疗，需

要妻子的理解、配合、鼓励。嘱妻子在生活中要多关心丈夫，建

立良好的夫妻感情是最好的良药。李海松教授指出，在治疗男

科疾病时，要充分考虑社会、人文因素，一名优秀的男科大夫更

应该是一名合格的心理医生。

#

　验案举隅
患者，男，３５岁，公司职员，久坐，已婚育，最近无生育计划。

性格急躁易怒，较为冲动，不吸烟，偶饮酒。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３日
初诊，主诉：射精快１年，因工作压力增大，出现射精快，每次从
插入到射精１分钟左右，勃起硬度差，能插入，性欲低，两周一次
房事，晨起口苦，心烦，两胁自觉胀满、腰酸、会阴部不适，小便

调，大便便干，纳眠可，舌暗苔白，脉弦细。李海松教授诊为早

泄，肾虚血瘀证，方予：柴胡１０ｇ、当归１５ｇ、白芍２０ｇ、炒蒺藜３０ｇ
、川牛膝１５ｇ、青皮１０ｇ、水蛭１０ｇ、蜈蚣３ｇ、郁金１０ｇ、巴戟天
１５ｇ、茯苓１５ｇ、黄连３ｇ、黄芩１０ｇ、葛根３０ｇ、五味子１５ｇ、升麻６ｇ、
川断２０ｇ、生黄芪３０ｇ。以上药物１４剂水煎服，日两次。同时，
西药配合他达拉非１０ｍｇ，隔日一次改善勃起，嘱患者一周至少
２次性生活，坚持锻炼，调整情绪。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复诊诉：性欲勃起改善，时间延长到２分
钟。原方去黄连、黄芩、葛根加生麦芽６０ｇ、锁阳１０ｇ、枸杞３０ｇ。
以上药物１４剂水煎服，日两次。１月后随访，患者无明显不适，
勃起良好，性生活时间１０分钟以上。

清代王燕昌《王氏医存》云：“阳举，肝气至也；举而坚，肾气

至也；坚而热，心气至也。三气不至，则泄精。”早泄论治首先考

虑心肝肾三脏，患者平素工作压力大，性急易怒，有口苦、心烦、

两胁胀满等症状，肝郁非常明显，同时性欲低、腰酸，伴有肾虚，

肝郁肾虚为主要证型。使用柴胡、当归、白芍、蒺藜、青皮等疏

肝柔肝、巴戟天补肾阳增加性欲，再利用水蛭、蜈蚣化瘀，黄芪

益气，升麻柴胡升阳，来改善勃起，黄连、黄芩清热，治疗虚火扰

乱精室，迫精外泄。复诊时患者勃起改善，在疏肝益肾的基础

上，增加补肾固涩之力，锁阳、五味子、枸杞，逐渐调理，巩固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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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正排毒方联合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治疗
艾滋病的临床研究
何志芳１　刘媛１Δ　吴园琴２　韩亚萍３　王慧群１　武美红１

１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感染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２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皮肤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３南京江北人民医院感染科，南京 ２１００４８

【摘　要】　目的：探讨扶正排毒方联合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ＨＡＡＲＴ）治疗艾滋病的临床研究。
方法：选自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期间收治的艾滋病患者１０４例，按照随
机表法分为观察组５２例与对照组５２例。对照组采用 ＨＡＡＲＴ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扶正排毒
方治疗。两组疗程均为１２个月。比较两组治疗疗效，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卡诺夫斯基积分及细胞免疫
功能变化。结果：观察组有效率（９０３８％）高于对照组（６９２３％），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降低而卡诺夫斯基积分增加，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低于对照组而卡诺夫斯基积分高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９５３８、７２４４，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ＣＤ４增加而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降低，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高于对照组而ＣＤ８低于对照组，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２２８２５、９２７０、１５１５０，Ｐ＜００５）。结论：扶正排毒方联合ＨＡＡＲＴ治疗艾滋病患者疗效显著，具有重要
研究意义。

【关键词】　扶正排毒方；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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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主要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导致的传染病，
其临床特征主要为免疫系统损害和感染［１］。近年来，艾滋病发

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２］。

艾滋病传播途径包括性传播、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其中以性

传播尤其是男男性传播为主。目前，临床上高效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ＨＡＡＲＴ）是公认的一种最有效的干预手段，虽然可以有效
抑制病毒复制，但不能彻底清除艾滋病毒，而且由于其药物毒

副作用、耐受性等，限制了在临床上中的应用［３４］。近年来，中

医药在临床不断研究发展，应用于艾滋病亦取得良好疗效［５６］，

故而，本研究探讨了扶正排毒方联合 ＨＡＡＲＴ法治疗艾滋病的
临床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自东南大学附属南京第二医院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期间收治的艾滋病患者１０４例，依据《艾滋病诊疗指南》［７］

中相关诊断标准。按照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５２例与对照组５２
例。观察组５２例中，男性患者４７例、女性患者５例，患者年龄
范围２０岁 ～５８岁，年龄（３６５９±４３９）岁，患者病程范围１年
～９年、病程（４５９±１０７）年；对照组５２例中，男性患者４８例、
女性患者 ４例，患者年龄范围 ２１岁 ～６０岁，年龄（３７１８±
４５１）岁，患者病程范围１年～１０年、病程（４６７±１１４）年。两
组患者均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且采取保密措施。２组患
者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１２　入组标准及排除标准

入组标准：①符合艾滋病诊断标准者；②年龄范围２０岁 ～
６０岁；③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①患者有活动性结核、
肿瘤者；②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③哺乳期或者妊
娠期妇女。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 ＨＡＡＲＴ法治疗，采用国家统一药物治疗方

案，包括司他夫定（生产厂家：美吉斯制药厦门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２１０）３０ｍｇ／次，每日２次；拉米夫定（生
产厂家：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０３６１８）３００ｍｇ／次，每日１次；依非韦伦（生产厂家：澳大利
亚ＭｅｒｃｋＳｈａｒｐ＆ａｍ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０２０８）０６ｇ／次，
每日１次；奈韦拉平（生产厂家：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８７２）２００ｍｇ／次，每日 ２次。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扶正排毒方治疗，组成包括：黄芪３０ｇ、
党参１５ｇ、白术１５ｇ、熟地黄１５ｇ、百合１０ｇ、蝉蜕１０ｇ、茯苓１０ｇ、金
银花１０ｇ、白花蛇舌草１０ｇ，水煎服，取３００ｍＬ煎汁，分早晚两次
服用。两组疗程均为１２个月。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

有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且患者血浆 ＨＩＶＲＮＡ
水平降低，以及拷贝数下降≥０５ｌｏｇ／ｍＬ；稳定：患者临床症状
体征改善不明显，且患者 ＨＩＶＲＮＡ拷贝数升高或者降低 ＜０５
ｌｏｇ／ｍＬ；无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无改善或者加重，且患者血浆
ＨＩＶＲＮＡ水平持续升高，以及拷贝数上升≥０５ｌｏｇ／ｍＬ。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和卡诺夫斯基积分

变化，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指标变化。分别于

治疗前后采集患者新鲜抗凝血２ｍＬ，混匀，依次加入 ＣＤ４＋、
ＣＤ８＋抗体１０μＬ，放置于室温条件下避光孵育３０ｍｉｎ，然后加
入溶血素２００μＬ于每管中，于室温条件下避光放置１５ｍｉｎ，裂
解红细胞。然后观察溶液澄清透明后，加入１ｍＬ的预冷 ＰＢＳ
溶液中，再放置于室温条件下以离心半径１５ｃｍ、转速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滴加１００μＬ的１％多聚甲醛溶液中
进行固定，测定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美国ＢＤ公司的流式细
胞仪）。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均以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针对本研

究数据中计量资料以ｔ检验，针对本研究数据中计数资料以 χ２

检验，其中具有统计学差异采用Ｐ＜００５表示。
"

　结果
２１　两组疗效比较

观察组有效率（９０３８％）高于对照组（６９２３％），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有效 稳定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２ ３７（７１１５） １０（１９２３） ５（９６２） ９０３８

对照组 ５２ ２２（４２３１） １４（２６９２） １６（３０７７） ６９２３

ｔ值 － － － － ７２２０

Ｐ值 －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和卡诺夫斯基积分变化比较
两组治疗前症状体征积分和卡诺夫斯基积分比较无统计

学差异（ｔ＝０１８１、０９９５，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
降低而卡诺夫斯基积分增加（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症状体
征积分低于对照组而卡诺夫斯基积分高于对照组（ｔ＝９５３８、
７２４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积分和卡诺夫斯基积分变化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症状体征积分 卡诺夫斯基积分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２ ７５４±１６８ ８６７４±２３５

治疗后 ５２ ２７４±０６４ａ ９５４２±３５４ａ

ｔ值 － － １９２５３ １４７３１

Ｐ值 － － ＜００５ ＜００５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２ ７４８±１７１ ８７１９±２２６

治疗后 ５２ ４１９±０８９ ９０６４±３１８

ｔ值 － － １２３０７ ６３７７

Ｐ值 － －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两组治疗前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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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０５、０３３２、１１２６，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ＣＤ４增加而
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高于对照组而ＣＤ８低于对照组（ｔ＝２２８２５、９２７０、１５１５０，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治疗前后细胞免疫功能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４（个／ｍｍ３） ＣＤ８（个／ｍｍ３）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 治疗前 ５２ ３３５２８±２５４７ ７２５１９±２８４９ ０４６±００４

治疗后 ５２ ３９０３１±２１３０ａ６９４２１±３４６１ａ０５６±００７

ｔ － － １１９５２ ４９８４ ８９４４

Ｐ －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２ ３３８９２±２７１４ ７２３２８±３０１７ ０４７±００５

治疗后 ５２ ３０１０３±１８４９ ７５０３１±２６５８ ０４０±００３

ｔ － － ８３２０ ４８４８ ８６５７

Ｐ －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艾滋病多发于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０岁人群，具有较高的致

残率和病死率，其临床表现主要为消瘦，持续广泛性全身淋巴

结肿大，食欲下降，持续发烧，呼吸困难和长期咳嗽等，给患者

工作和生活带来沉重负担［８１０］。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 ＨＡＡＲＴ
治疗，该方法治疗有利于抑制 ＨＩＶ感染流行，以及能够延长患
者生命。该方法常用药物主要包括拉米夫定、齐多夫定、司他

夫定、依非韦伦、奈韦拉平等，主要经各种药物协同作用达到治

疗效果［１１１３］。中医学无艾滋病病名的记载，按照发病原因、传

播方式和临床表现，归其为“虚劳”“疫病”等范畴［１４］。中医理

论认为艾滋病中人体正气的强弱是决定其发病重要因素，分为

外因和内因［１５１８］，外因为疫毒不断损伤正气，邪自口鼻而入，内

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内因为气血阴阳亏损，禀赋薄弱，后天

失养。本研究采用扶正排毒方治疗，方中黄芪具有益气固表、

敛疮生肌、利尿托毒排脓等功效，党参具有补气、健脾益肺功

效，白术具有健脾益气、燥湿利水等功效，熟地黄具有补血滋

阴、益精填髓功效，百合具有补气益气、润肺止咳等功效，蝉蜕

具有疏散风热、宣肺定痉等功效，茯苓具有健脾和胃、利水消肿

等功效，金银花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白花蛇蛇舌草具有清热解

毒、化瘀消肿等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黄芪有效成分具有

提高细胞巨噬功能、免疫功能及自身杀伤细胞的活性作用；党

参有效成分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作用；白术有效成分具有调

节免疫反应、刺激Ｔｈ１型淋巴细胞增殖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
观察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说明扶正排毒方联合 ＨＡＡＲＴ可提
高治疗疗效；观察组治疗后症状体征积分低于对照组，而卡诺

夫斯基积分高于对照组，说明扶正排毒方联合 ＨＡＡＲＴ可改善
患者症状体征；观察组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高于对照组而
ＣＤ８低于对照组，说明扶正排毒方联合 ＨＡＡＲＴ可增强机体免
疫功能。

综上所述，扶正排毒方联合 ＨＡＡＲＴ治疗艾滋病患者疗效
显著，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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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灵胶囊联合苄星青霉素对妊振合并梅毒患者血清
ＲＰＲ滴度变化及母婴结局的影响
黄芳１　李维玲１　陈媛媛１　屈萍１　张建芳２

１西安高新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７５
２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乌灵胶囊联合苄星青霉素对妊振合并梅毒患者血清 ＲＰＲ滴度变化及母婴结局
的影响。方法：选取西安高新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８１例妊娠合并梅毒患者，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组，观察组４１例给予苄星青霉素＋乌灵胶囊治疗，对照组４０例予以苄星青霉素治疗，观察比较两
组血清ＲＰＲ滴度、母体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结局，并统计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生活质量各维度（社会、躯
体、心理功能、物质生活）评分。结果：观察组血清ＲＰＲ滴度＜１∶８者所占比例为９５１２％（３９／４１），高于对照
组６２５０％（２５／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７３２％（３／４１），低于对
照组２５００％（１０／４０）；足月儿所占比例为９２６８％（３８／４１），高于对照组７５００％（３０／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为１２２０％（５／４１），低于对照组３０００％（１２／４０）；正常新生
儿所占比例为８７８０％（３６／４１），高于对照组７０００％（２８／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
反应发生率为１７０７％（７／４１），对照组为１０００％（４／４０），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３个
月后观察组社会、躯体、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妊振合并梅毒患者给予苄星青霉素与乌灵胶囊联合治疗，可改善患者血清 ＲＰＲ滴度、生活质量及母婴结
局，用药安全性高。

【关键词】　妊振合并梅毒；乌灵胶囊；苄星青霉素；血清ＲＰＲ滴度；母婴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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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ｆ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２６８％ （３８／４１），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７５００％，３０／４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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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１２１　　·

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７０７％，７／４１）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１０００％，４／４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ａ
ｔｅｒｉ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ｅｎｚａｔｈｉｎｅ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Ｗｕｌｉ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ＲＰＲｔｉ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Ｗｕｌｉ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Ｂｅｎｚａｔｈｉｎｅ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ｅｒｕｍＲＰＲｔｉｔｅｒ；Ｍａｔｅｒ
ｎａｌ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妊振合并梅毒是指孕妇妊娠期间发生的潜伏梅毒或活动
梅毒，由苍白密螺旋体引起，临床多表现为外阴、阴道黏膜及宫

颈溃疡、红肿，若延误治疗或治疗不当则会导致病情加重，进展

为晚期梅毒，引发心血管梅毒、神经梅毒等严重并发症［１］。此

外，孕妇感染梅毒后梅毒病原体会在胚胎各组织器官中大量繁

殖，导致死胎、早产及孕早期流产的发生，不仅危害孕妇身心健

康及家庭稳定，且对新生儿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危害［２］。而早期

发病时采取及时、科学、有效地干预措施，可以控制梅毒进一步

进展，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妊娠结局，提高整体人口素

质［３］。长效青霉素苄星青霉素为临床治疗风湿热毒类疾患常

用药物，具有较强抗炎、抑菌作用，可有效杀灭病菌，缓解患者

临床症状，但该药物起效时间缓慢，短时间内效果不甚理

想［４５］。学者李永双等［６］指出乌灵胶囊应用于女性梅毒血清固

定者，效果显著，可改善患者血清 ＲＰＲ滴度。本研究将乌灵胶
囊与苄星青霉素联合应用于妊振合并梅毒患者，探讨其对患者

血清ＲＰＲ滴度变化及母婴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西安高新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
治的８１例妊振合并梅毒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组，观察组
４１例，年龄范围２３岁～３９岁，年龄（２７６７±２４９）岁，孕周７～
１５周，平均孕周（１２８０±２０７）周，其中经产妇１７例，初产妇２４
例，已婚３２例，未婚９例；对照组４０例，年龄范围２２岁～４０岁，
年龄（２６５６±３６０）岁，孕周 ７～１５周，平均孕周（１１７７±
２１０）周，其中经产妇１５例，初产妇２５例，已婚３０例，未婚１０
例。对比两组孕周、年龄及生育情况、婚姻情况等临床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同意。

１２　纳入标准
均为妊娠期女性且妊娠期间均出现外阴溃疡、发红等梅毒

症状，并经血清学筛查证实；知晓本研究用药方案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对本研究所用药物成分存在禁忌者，合并其他妇科疾患

者，恶性肿瘤者，伴有严重精神系统疾患或其他因素所致难以

完成本研究者。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对照组　肌注２４０ＩＵ／次苄星青霉素（江西东风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６０２０２２２）治疗，１次／周，治疗２个疗
程（３周为１疗程）。
１４２　观察组　于对照组基础上口服乌灵胶囊（浙江佐力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９９９００４８）治疗，０９９ｇ／次，３次／

ｄ，持续治疗３个月。叮嘱患者妊娠期内禁止性生活，同时告知
梅毒患者配偶进行梅毒相关检查。

１５　观察指标
治疗３个月后观察比较两组血清 ＲＰＲ滴度情况。统计比

较两组胎儿宫内窘迫、胎膜早破、早产儿及足月儿等母体妊娠

结局。观察比较两组低体重儿、先天性梅毒、围产儿死亡及正

常新生儿等新生儿结局发生情况。对两组药物热、皮疹、过敏

性休克、头晕、口干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对比。统计

比较两组治疗前及治疗３个月后生活质量各维度（心理、社会、
躯体功能及物质生活）评分，生活质量以生活质量综合评估问

卷（ｇｅｎｅｒ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ｇ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ＧＱＯＬＩ）评估，分值越高，生活
质量越佳［７］。

１６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ｔ

检验，以ｎ（％）表示计数资料，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血清ＲＰＲ滴度情况比较

观察组血清ＲＰＲ滴度＜１∶８者所占比例（９５１２％）较对照
组（６２５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对比两组血清ＲＰＲ滴度情况［ｎ（％）］

组别 人数 ＜１∶８ ≥１∶８

观察组 ４１ ３９（９５１２） ２（４８８）

对照组 ４０ ２５（６２５０） １５（３７５０）

χ２值 １２９９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母体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足月儿所占比例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３　两组新生儿结局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１２２０％）低于对照组
（３０００％），观察组正常新生儿所占比例（８７８０％）高于对照组
（７０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７０７％）与对照组（１０００％）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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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对比两组母体妊娠结局情况［ｎ（％）］

组别 人数 足月儿
胎儿

宫内窘迫

胎膜

早破
早产儿

不良

妊娠结局

观察组 ４１ ３８（９２６８）２（４８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４４） ３（７３２）

对照组 ４０ ３０（７５００）４（１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５０）１０（２５００）

χ２值 － － － － ４６９９

Ｐ值 － － － － ００３０

表３　对比两组新生儿结局发生情况［ｎ（％）］

组别 人数
正常

新生儿
低体重儿

先天性

梅毒

围产儿

死亡

新生儿

不良结局

观察组 ４１ ３６（８７８０）４（９７６） １（２４４） ０（０００） ５（１２２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８（７０００）７（１７５０）４（１０００）１（２５０）１２（３０００）

χ２值 － － － － ３８７１

Ｐ值 － － － － ００４９

表４　对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ｎ（％）］

组别 人数 过敏性休克 药物热 头晕 皮疹 口干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１ １（２４４） １（２４４） ２（４８８） １（２４４） ２（４８８） ７（１７０７）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

χ２值 － － － － － ０８６３

Ｐ值 － － － － － ０３５３

２５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３个月后社会、躯体、心

理功能及物质生活各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对比治疗前后两组生活质量评分（珋ｘ±ｓ，分）

时间 组别 人数 社会功能 心理功能 物质生活 躯体功能

治疗前 　　 观察组 ４１ ４０３３±５４９ ４０５３±４４７ ３５５１±４１９ ４０５５±３９８

对照组 ４０ ４０３７±５４１ ４０５７±４４２ ３５２９±４９０ ３９９０±４６３

ｔ值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０２１７ ０６７８

Ｐ值 ０９７４ ０９６８ ０８２９ ０５００

治疗３个月后 观察组 ４１ ６６７７±３４７ ６４２７±４４７ ５５７７±５１６ ６４７５±３４２

对照组 ４０ ５２２０±４４０ ５２６３±４２２ ５１１７±４９９ ５３６５±４４９

ｔ值 １６５７０ １２０４５ ４０７７ １２５３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妊振合并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性疾

病，可通过性传播，发病率较高，且随着人口密度增加、人类生

活方式改变，近年来其患病率有逐年递增趋势［８９］。该病发病

前期较为隐匿，梅毒螺旋体自黏膜破损处或表皮进入机体后，

多需３～４周的潜伏期，且病因及病情较为复杂，若未及时治疗
则有１／３的患者可能进展为晚期梅毒，同时其不仅通过性交传
播且可通过母婴传播，提高新生儿先天性梅毒携带率；此外，胎

盘感染梅毒后，绒毛会变脆、水肿，阻滞液体交换，致使羊水过

多，间质细胞增生，进而阻塞血管，诱发胎儿宫内窘迫、发育受

阻，对母婴结局造成不利影响，加重患者家庭及社会负担［１０１２］。

有学者指出，孕１８周前胎儿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只有在
１８周后方可被穿经胎盘的梅毒螺旋体所感染［１３］；所以，如何在

孕妇妊娠早期选取科学、合理、有效的药物改善其临床症状，阻

断母婴传播途径，降低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对改善母婴结

局，提高整体人口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苄星青霉素为青霉素Ｇ长效制剂，具有类似于青霉素的抗
菌谱，经肌内注射后，可在机体内缓慢释放青霉素Ｇ等活性物
质，进而发挥抗菌、消炎的作用，将梅毒母婴传播途径阻断，减

少新生儿梅毒携带率等不良结局的发生；而且其可使梅毒螺旋

体自溶酶引起的细胞壁破裂继续进行，直至死亡难以修复；同

时，该药物肌注后，注射局部形同贮库，在机体内代谢及被吸收

缓慢，可维持２周左右的杀菌、消炎药效［１４１５］。但是有研究发

现，采用苄星青霉素治疗后仍有部分新生儿出生后伴有先天性

梅毒，究其原因，可能为晚期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病情较为严重，

潜伏于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成倍增长，加之患者对疾病认知不

足，未在最佳时间内接受治疗，导致苄星青霉素产生的效果不

佳；此外，妊娠期女性血容量增大、心输出量增加，影响药物的

药代动力学，从而导致治疗失败的发生［１６１７］；故需辅助其他药

物进行治疗。

学者曾灶昌等［１８］研究指出，在对梅毒血清固定者进行心理

干预的同时予以乌灵胶囊治疗，可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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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仅有１３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经对症治疗后均缓解或消失。
乌灵胶囊是一种纯中药制剂，自药用真菌乌灵菌中分离得到，

具有健脑补肾、安神养心之功效，含有多糖、维生素微量元素、

腺苷及类固醇类及多种氨基酸，可提高中枢对氨基丁酸及谷氨

酸的摄取，提高谷氨酸脱羧酶活性，进而增加神经递质 γ氨基
丁酸含量及脑皮质γ氨基丁酸受体结合活性，从而强化治疗效
果，改善患者临床症状，降低不良母婴结局发生率；同时该药可

增强机体免疫，在失血性贫血情况下亦可回升红细胞及血红蛋

白数量，具有抗疲劳及耐缺氧的作用。与苄星青霉素联合使用

可发挥药物间协同效应，相互补充，增强药效，从而提高疗效；

同时还可减少苄星青霉素的用药剂量，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用药安全性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血清 ＲＰＲ滴度 ＜１∶８者所占比例
高于对照组，患者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及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

率均低于对照组，提示对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给予乌灵胶囊联合

苄星青霉素治疗，效果显著，可改善患者血清ＲＰＲ滴度，降低母
婴不良结局发生率；同时本研究发现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较

低，且观察组治疗３个月后社会、躯体、心理功能及物质生活评
分均较对照组高，旨在说明在采用苄星青霉素治疗妊振合并梅

毒的同时加用乌灵胶囊并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且可提高

患者生活质量。此外应加强对孕妇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知识的

宣传教育，提高其对妊娠期梅毒的认知，提高妇女进行婚、孕、

产前相关检查的积极性，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以减少

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同时本研究亦存在

一定局限性：样本量选取较少，而且分组时未结合盲法，存在分

配偏倚的可能性，有待临床扩大样本量、完善研究方案，进行进

一步研究探讨。

综上所述，乌灵胶囊辅助苄星青霉素治疗妊振合并梅毒，

效果较佳，可改善母婴结局及患者血清 ＲＰＲ滴度，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且安全性高，具有较高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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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ａｓａｆｉｒｓｔｌｉｎ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ＥＣＤＣａｌ
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ｅｒ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５３（４）：１３７１
１３７４．

［１４］　付宾．苄星青霉素对妊娠期伴梅毒患者的妊娠结局和围生儿梅
毒感染的影响分析．抗感染药学，２０１６，１３（３）：６１６６１８．

［１５］　李莉，管文辉，朱银霞，等．苄星青霉素治疗梅毒合并 ＨＩＶ感染的
疗效评价．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５）：２６３２６５．

［１６］　张明，吴昊，汪晓丹，等．苄星青霉素治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合并
梅毒感染的临床研究进展．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２０１３，
４０（１）：５０５２．

［１７］　胡慧芳．苄星青霉素治疗妊娠期梅毒的结局研究．海峡药学，
２０１３，２５（３）：７６７７．

［１８］　曾灶昌，李永双，张志云，等．乌灵胶囊联合心理干预治疗梅毒血
清固定者心理状况异常的效果研究．热带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３
（８）：９７５９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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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中国性科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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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００２０６）；上海市科委２０１６年重大专项项目（１６４１１９５０２００）
【第一作者简介】郭静（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高危产科临床
Δ【通讯作者】王建军（１９７２—），男，副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ｊｊｗａｎｇ０５２４＠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７ ·中医性学·

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及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
胶囊治疗产后子宫复旧不良的临床疗效比较
郭静１　王建军２Δ　童晓文 ２　郑欢３

１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妇产科，上海 ２０００７２
２上海市同济医院妇产科，上海 ２０００６５
３上海市同济医院心内科，上海 ２０００６５

【摘　要】　目的：探讨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及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产后子宫复旧不良的临
床疗效比较。方法：选取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收治的产后子宫复旧不
良患者２８０例进行回顾性分析，按治疗方式不同分为３组，Ａ组单独使用缩宫素治疗，Ｂ组使用缩宫素联合鲜
益母草胶囊，Ｃ组使用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对比３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各项临床症状和体征变化、
产后阴道出血量情况。结果：治疗１０ｄ后，Ｂ、Ｃ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Ａ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Ｂ
组治疗总有效率与 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阴道流血时间积分高于 Ｂ组、Ｃ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Ｂ组阴道流血时间积分与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产后
５ｄ子宫高度积分、１５ｄＢ超三径积分高于Ｂ组、Ｃ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Ｃ组产后５ｄ子宫高度、
１５ｄＢ超三径高于Ｂ组（Ｐ＜００５）。Ａ组、Ｂ组、Ｃ组宫缩痛时间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
组产后３ｄ阴道出血量多于Ｂ组、Ｃ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Ｂ组产后３ｄ阴道出血量与Ｃ组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或五加生化胶囊治疗产后子宫复旧不良均具
有显著效果，可提高治疗有效率，改善临床症状和体征，减少产后阴道出血量，值得临床应用。

【关键词】　缩宫素；鲜益母草胶囊；五加生化胶囊；产后子宫复旧不良；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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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ａｌｏｎｅ；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ｒｅｓｈｍ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ｔｃ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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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１０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
０．０５）．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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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ｍｏｕｎ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ｒｔｈａ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ｒｅｓｈｍ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ｏｒＷｕｊｉａ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ｃａｐｓｕｌｅ
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ｃ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ｉｇｎ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Ｆｒｅｓｈｍｏｔｈｅｒｗｏｒ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ＷｕｊｉａＳｈｅｎｇｈｕａ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
ｃｙ；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产后子宫恢复不良是一种妇产科常见疾病，指的是患者在
生产后６周后子宫仍未恢复非孕状态的疾病［１］。患者主要临

床症状为发生不间断出血性恶露，持续时间达到７１０ｄ，并且伴
有腹痛等，部分产妇还会出现胎膜残留、盆腔感染等状况，从而

对患者的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２］。缩宫素是治疗产后子宫

恢复不良的常用药，但单纯用药的效果不佳［３］。而鲜益母草胶

囊可以起到有效活血调经的效果，对于改善产后恶露不绝具有

显著效果；五加生化胶囊具有益气养血、活血祛瘀的功效，其应

用于产后阴道流血具有显著效果［４５］。为探究有效治疗产后子

宫恢复不良的方法，在本研究中对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

医院收治的产后子宫复旧不良患者分别给予单独使用缩宫素、

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对

比３组治疗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同济大学附属上海第十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

年２月收治的２８０例产后子复旧不良患者，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５岁。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检查确诊；孕足月单
胎产妇；了解本次研究目的、性质，且自愿参与本次研究者。排

除标准：存在生殖道急性及子宫恶性肿瘤、子宫肌瘤等子宫疾

病者；存在妊娠并发症及分娩期并发症者；存在凝血功能障碍

性疾病者；存在认知功能障碍者。所有患者中，初产妇１５６例，
经产妇１２４例；均为顺产。所有患者按治疗方式不同分为 Ａ组
（单独使用缩宫素治疗）９３例，Ｂ组（使用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
胶囊治疗）１０９例，Ｃ组（使用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７８
例。３组年龄、孕周、产次、体重指数（ＢＭ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人数 年龄（岁） 初产妇［ｎ（％）］ 分娩孕周（周）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Ａ ９３ ２３９±１７ ５１（５４８） ３９２±０６ ２０７±２３

Ｂ １０９ ２４２±１６ ５７（５２３） ３９７±０９ ２２８±３１

Ｃ ７８ ２４１±２４ ４８（６１５） ３９１±０５ ２３１±１９

Ｆ／Ｚ值 Ｆ＝１３３２ Ｚ＝１５２２ Ｆ＝１０３１ Ｆ＝１１１６

Ｐ值 ０１８５ ０２３５ ０１２２ ００９８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Ａ组患者单独给予缩宫素治疗，使用１０Ｕ／
次缩宫素（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３０２１４５４）进行
肌肉注射治疗，每天肌注２次，一个疗程为１０ｄ；Ｂ组患者给予
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治疗，使用鲜益母草胶囊（浙江大德

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８００５２）进行口服治疗，每天
服用３次，每次服用４粒，同时联合缩宫素治疗，使用１０Ｕ／次缩
宫素进行肌肉注射治疗，每天肌注２次，一个疗程为１０ｄ。Ｃ组
患者使用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多多药业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Ｚ１０９５００４３）进行口服治疗，每天服用２次，每次服用６粒，
同时联合缩宫素治疗，使用１０Ｕ／次缩宫素进行肌肉注射治疗，
每天肌注２次，一个疗程为１０ｄ。
１２２　评价方法　观察用药后３ｄ内阴道出血量（＞５００ｍｌ为
大出血，３００ｍｌ～４００ｍｌ出血较多，１００ｍｌ～２００ｍｌ为正常）、宫缩
痛持续时间、第５ｄ排尿后宫底高度的积分变化、血性恶露持续
时间和产后１５ｄＢ超测量子宫横径，长径前后径三径之和的变
化［６］。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症状和体征评分标准

症状和体征
积分

１ ２ ３

血性恶露持续时间 ＜１０ｄ １０１５ｄ ＞１５ｄ

产后５ｄ子宫高度 耻骨联合上

≤５ｃｍ
５ｃｍ＜耻骨
联合上＜８ｃｍ

耻骨联合上

≥８ｃｍ

宫缩痛时间 ＜３ｄ ４～７ｄ ＞７ｄ

１５ｄＢ超三径 ≤３０ｃｍ ３０～３４ｃｍ ≥４０ｃｍ

１２３　疗效判定标准　显效：临床主要症状及伴随症状均消
失；有效：临床主要症状缓解，伴随症状缓解或消失；无效：临床

主要症状和伴随症状均无缓解［７］。（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
例数×１００％＝总有效率。
１２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 ＳＰＳＳ２００作为数据分析软件，两组
孕周、ＢＭＩ、症状和体征积分、产后３天阴道出血量用（珋ｘ±ｓ）表
示，行Ｆ检验；两组初产妇比例、治疗总有效率用ｎ（％）表示，行
Ｚ检验，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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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治疗１０ｄ后，Ｂ、Ｃ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Ａ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治疗总有效率与 Ｃ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人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Ａ ９３ ３７（３９７） ３０（３２２） ２６（２８１） ６７（７２０）

Ｂ １０９ ５１（４６８） ４３（３９４） １５（１３８） ９４（８６２）

Ｃ ７８ ３５（４４９） ３０（３８５） １３（１６７） ６５（８３３）

Ｚ值 － － － ４５５２

Ｐ值 － － － ００２２

２２　症状和体征
Ａ组阴道流血时间积分高于Ｂ组、Ｃ组，差异有具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Ｂ组阴道流血时间积分与 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产后５ｄ子宫高度积分、１５ｄＢ超三径
积分高于Ｂ组、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产
后５ｄ子宫高度、１５ｄＢ超三径高于 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Ａ组、Ｂ组、Ｃ组宫缩痛时间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症状和体征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人数
阴道流血

时间

产后５ｄ
子宫高度

宫缩痛

时间

１５ｄＢ超
三径

Ａ ９３ １４０±０３１ １３５±０２４ ２０１±０５２ １５０±０４７

Ｂ １０９ １２０±０２５ １０５±０２１ １９５±０４２ １１８±０４８

Ｃ ７８ １１５±０３７ １２２±０４９ １９０±０６２ １３５±０５３

Ｆ值 ３５１２ ３２２８ １０５５ ３６２１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５ ０１７３ ００１２

２３　产后３天阴道出血量
Ａ组产后３ｄ阴道出血量多于 Ｂ组、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Ｂ组产后３ｄ阴道出血量与 Ｃ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三组患者产后３ｄ阴道出血量比较

组别 人数
产后出血

（ｍｌ）

产后出血情况（ｎ）

大出血 出血较多 出血正常

Ａ ９３ １００２５±９２１ ５ １４ ７４

Ｂ １０９ ８８４５±６９２ ３ １１ ９５

Ｃ ７８ ９０５２±７２７ ３ ９ ６６

Ｆ／Ｚ值 Ｆ＝４１１４ Ｚ＝３１１３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

　讨论

子宫复旧为胎盘娩出后的子宫恢复至未孕状态的过程［８］。

产后子宫复旧不良是较为常见的一种产科疾病，是诱发产妇感

染和贫血的原因之一。产褥期感染严重者甚至引起迟发型产

后大出血，严重影响产妇的身体健康［９］。在既往的临床实践

中，通常利用缩宫素促进子宫收缩，促进产后恢复，而缩宫素属

于多肽类激素类子宫收缩药，口服易被胰蛋白酶破坏而失效，

临床常采用胃肠外给药途径［１０１１］。肌内注射吸收良好，３分钟
!

５分钟起效，可维持２０到３０分钟。静脉注射起效快，但维持
时间很短。因此需将缩宫素与其他药物联合使用，以对产后子

宫复旧不良患者进行治疗，以提升治疗效果［１２１３］。

本研究中，宫缩素联合使用鲜益母草颗粒或五加生化胶

囊，替代单纯使用宫缩药物，对改善患者产后子宫复旧进行观

察比较。结果显示，治疗１０ｄ后，Ｂ、Ｃ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Ａ
组，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治疗总有
效率与Ｃ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缩宫素
联合鲜益母草胶囊与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相比于单

纯缩宫素治疗具有更好的疗效。分析其原因主要为，益母草中

主要含有生物碱类、黄酮类、二萜类、脂肪酸类、挥发油类等化

合物，药理作用研究证明其具有调经止血、抗血小板聚集、降低

血液黏度等作用，因此，对于产后复旧不良患者具有行滞消瘀、

活血化瘀、祛瘀清宫的作用，其与缩宫素合用可产生协同效果，

因而治疗效果更佳［１４１５］。而五加生化胶囊具有养血祛瘀、温经

止痛的功效，主治血虚寒凝，瘀血阻滞证，产后恶露不行，小腹

冷痛。其在应用于治疗产后子宫复旧不良方面具有显著效果，

能够有效弥补单独应用缩宫素的不足，从而提升治疗效果［１６］。

本研究中，Ａ组阴道流血时间积分、产后３ｄ阴道出血量优于 Ｂ
组、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使用缩宫素联
合鲜益母草胶囊与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对于改善阴

道出血均具有较好效果，且均优于单纯缩宫素治疗。其原因主

要为鲜益母草胶囊中的益母草碱可有效刺激子宫平滑肌，提高

患者子宫收缩的幅度，促使子宫收缩恢复原有规律，使其残留

胎盘和胎膜尽早排出，最终使子宫内膜尽早得到修复，改善血

液循环；而五加生化胶囊方中的刺五加、当归为君药可以有效

起到祛瘀生新的作用；川穹为臣药，起到活血行气的效果；当归

起到活血止痛的作用；甘草起到调节药物的效果［１７１８］。以上各

味药共同起到刺激子宫平滑肌兴奋，提高子宫收缩幅度和频率

的效果，促进患者产后子宫恢复，减少产后出血量。

综上所述，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或五加生化胶囊治疗

产后子宫复旧不良，均具有显著效果，可提高治疗有效率，改善

临床症状和体征，减少产后阴道出血量，值得临床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史晓红．缩宫素联合卡前列素氨丁三醇预防剖宫产术后出血的
疗效及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７，４４（３）：８７９０．

［２］　郑冬英，夏淑芳，甘文生．耳穴压豆联合缩宫素减少产后出血和
促进子宫复旧的临床疗效观察．基层医学论坛，２０１７，２１（５）：
５３５５３６．

［３］　魏红霞．卡前列素氨丁三醇联合缩宫素在中央性前置胎盘剖宫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１２７　　·

术的应用时机探讨．河南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７，３６（１）：

５７５８．

［４］　ＤｅｎｇＱ，ＯｄｈｉａｍｂｏＪＦ，ＦａｒｏｏｑＵ，ｅｔａｌ．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

ｌａｃｔｉｃａｃｉｄ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ｅｘｐｅｄｉｔｅ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ｈｏｒ

ｍｏｎａｌ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

９８（９）：６０１８６０２８．

［５］　王秀勤．益母草注射液联合缩宫素注射液在减少产后出血量和

缩短恶露持续时间中的效果．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６，９（６）：

９６９７．

［６］　米热阿依·尕依提，祖丽菲娅·阿布力克木，李小英．缩宫素联

合卡前列素氨丁三醇预防剖宫产术后出血效果及对血流动力学

的影响．中国医药，２０１５，１０（２）：２３６２３８．

［７］　杜舞英．益母草注射液联合缩宫素预防剖宫产产后出血的临床

疗效及安全性分析．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５）：３２１

３２３，３２７．

［８］　侯纪湘，张芙蓉．益母草注射液预防非凶险性前置胎盘剖宫产术

中及术后出血临床研究．陕西中医，２０１７，３８（０５）：６２３６２４．

［９］　ＢｌａｎｃｏＰＧ，ＲｏｄｒíｇｕｅｚＲ，ＢａｔｉｓｔａＰＲ，ｅｔａｌ．Ｂｉ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Ｄｏｐｐｌｅｒ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ｑｕｅｅｎ．Ｔｈｅｒｉｏｇｅ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８４（１）：８２８５．

［１０］　ＤｅｒａｒＲ，ＡｌｉＡ，ＡｌＳｏｂａｙｉｌＦＡ．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ｄｒｏｍｅｄａｒｙ

ｃａｍｅｌ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ＧｎＲ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ｉｍａｌ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１５１

（３４）：１８６１９３．

［１１］　侯纪湘，李晓燕．生化汤联合补中益气汤辨证加减治疗气虚血瘀

型产后子宫复旧不良的临床观察．北方药学，２０１７，１４（５）：６９６９．

［１２］　张兆玉，王胜，张兆锦．“安宫泰汤”治疗剖宫产术后气虚血瘀型

子宫复旧不全的临床观察．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６，８（７）：１３１６．

［１３］　王璐，张冬梅．探讨愈宫汤用于剖宫产后子宫复旧不良的临床效

果．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６，１０（１５）：２７１２７２．

［１４］　ＨｅｐｐｅｌｍａｎｎＭ，ＫｒａｃｈＫ，ＫｒüｇｅｒＬ，ｅｔａｌ．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ｎｏｔｅ：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ａ

ｓｏｎｏｍｉｃｒｏｍｅｔ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ｄａｉｒｙｃｏｗ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ａｉ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９８（３）：１８６２１８６９．

［１５］　赵荷兰．米索前列醇联合缩宫素在防止高危产妇剖宫产术中术

后出血的效果研究．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１５，２２（１）：８２８３．

［１６］　崔红梅，马晓丽，左坤，等．子宫动脉栓塞术在妊娠中晚期完全性

前置胎盘引产中的应用．中华围产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１９（６）：

４６５４６６．

［１７］　陈玉美．联合用药及产后康复治疗仪治疗子宫复旧不全的临床

分析．吉林医学，２０１４，３５（２１）：４６３０４６３１．

［１８］　姜娟，乔爱玲，赵玉清．益母草分散片联合中药穴位敷贴促进产

后子宫复旧５８例．中国药业，２０１５，２４（２０）：１２９１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张其兰（１９７４—），女，主任中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妇科
Δ【通讯作者】韩珍珍（１９８７—），女，主治中医师，Ｅｍａｉｌ：７１５８１０７４７＠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３８ ·中医性学·

补肾活血疗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
观察
张其兰１　肖丹１　韩珍珍１Δ　陈家莲２　杨斯皓３

１宜宾市中医医院内分泌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２
２宜宾市中医医院不孕不育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２
３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分院中医妇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２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补肾活血疗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宜宾市第二
人民医院中医分院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期间收治的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患者１２４例作为研究对象进
行分组。观察组在给予西药克罗米芬进行治疗基础上采用补肾活血疗法治疗，对照组给予西药克罗米芬进

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排卵率、妊娠率；治疗前后性激素各项指标水平

的差异；先兆流产发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给予西药克罗米芬进行治疗率。结果：观察组患者排卵障碍性

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排卵率、妊娠率显著比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
性激素各项指标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性激素中 Ｅ２和 Ｐ两项改善情况显著比对
照组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先兆流产发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显著比对照组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补肾活血疗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
者性激素水平，加速卵泡排出，提高妊娠率，且作用温和安全，无明显副作用，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补肾活血疗法；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临床疗效



·１２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６月　第２７卷第６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６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ｂｙ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ｂｌｏｏ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Ｑｉｌａｎ１，ＸＩＡＯＤａｎ１，ＨＡＮＺｈｅｎｚｈｅｎ１Δ，ＣＨＥＮＪｉａｌｉａｎ２，ＹＡＮＧＳｉｈａｏ３．１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ＹｉｂｉｎＣｉｔ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ｉｂｉｎ６４４００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Ｙｉｂ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ｉｂｉｎ６４４００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３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Ｙｉｂｉｎ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ｉｂｉｎ６４４００２，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ｃｉｒ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ａｎ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Ｙｉｂ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Ｅ２ａｎｄ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ｈｙｐｅｒ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ｉｎｖｉｇｏ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ａ
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
ｌｅｖｅｌ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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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是常见生育障碍性疾病，为女性患者
卵巢功能异常，在促性腺激素作用下无任何反应，卵巢性激素

含量显著低于正常水平，导致周期性变化异常而无卵子排出的

情况［１２］。临床对于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治疗多采用西医促

排卵药物，虽然多数具有高排卵率，但妊娠率低，且多为通过外

源性激素替代作用而起效，无法从根本上实现对人体生殖内分

泌紊乱的有效调节，远期治疗效果差［３５］。本研究就补肾活血

疗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中医分院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
２月期间收治的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患者１２４例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所有患者符合排卵

障碍性不孕不育诊断标准，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

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所有患者精神状态良好，可配合完成

治疗。

纳入标准：符合卵障碍性不孕不育诊断标准者，中医辨证

属于肾虚血瘀证型者，治疗期间夫妇同居且性生活正常；知情

同意本次研究者。

排除标准：因先天性生理缺陷或畸形所致不孕者，遗传因

素所致不孕者，其他因素如卵巢早衰、子宫发育不良、免疫性因

素等所致不孕者，男性因素不孕者。

对照组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患者６２例，年龄范围２３岁 ～
４４岁，年龄（３０７３±５２８）岁。病程范围２年～４年，病程（３１３
±０３４）年。其中，原发性不孕有４４例，继发性不孕有１８例。

观察组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患者６２例，年龄范围２２岁 ～
４４岁，年龄（３０１８±５３５）岁。病程范围２年～４年，病程（３１２
±０３５）年。其中，原发性不孕有４５例，继发性不孕有１７例。
两组患者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西药克罗米芬（国药准字Ｈ４４０２１９７０，广州康和

药业有限公司）进行治疗，在月经第５ｄ给予克罗米芬口服，每
次１片，１次／ｄ，连续治疗５ｄ，治疗３个月为１个疗程。

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补肾活血疗法加以治疗。

在月经第５天给予补肾活血疗法治疗，药物组成包括益母草、当
归、桑寄生、泽兰、蒲黄、丹参、川断、鸡血藤、枸杞子、女贞子、菟

丝子、赤芍等，每次１袋口服，３次／ｄ，连续服用４ｄ，治疗３个月
为１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排卵

率、妊娠率；治疗前后性激素各项指标水平的差异；先兆流产发

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显效：月经失调、闭经、输卵管阻

塞等症状完全消失；有效：月经失调、闭经、输卵管阻塞等症状

改善；无效：月经失调、闭经、输卵管阻塞等症状无改善，甚至加

重。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６］。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

料％表示施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施行 ｔ检验（珋ｘ±ｓ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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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排卵率、妊娠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排卵率、

妊娠率显著比对照组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６２ ４５ １５ ２ ６０（９６７７）

对照组 ６２ ２３ ３０ ９ ５３（８５４８）

χ２值 ４８８８

Ｐ值 ００２７

表２　两组患者排卵率、妊娠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妊娠率

观察组 ６２ ５３（８５４８） ２５（４０３２）

对照组 ６２ ４０（６４５２） １９（３０６５）

χ２值 ７６２３ ６９７２

Ｐ值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４

２２　治疗前后性激素各项指标水平的差异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性激素各项指标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性激素中Ｅ２和Ｐ两项改善情况显著比
对照组好，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各项指标水平的差异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期 ＬＨ（ＩＵ／Ｌ） Ｐ（ｕｇ／Ｌ） ＦＳＨ（Ｉ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１２６７±１１９１ ４４７±１４６ １０４６±２７１ ２５４６±３７７

治疗后 １２３７±１１８９ １１８２±４３１ａｂ １０１２±２８８ ３８１２±７８３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２５８±１１７３ ４５４±１５９ １０１１±２７５ ２５１１±３７４

治疗后 １２３５±１１６８ ６３５±２３２ａ １０４９±３８９ ２９４９±４８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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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先兆流产发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先兆流产发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显著比对照

组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先兆流产发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先兆流产发生率 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

观察组 ６２ ２（３２３） １（１６１）

对照组 ６２ ７（１１２９） ７（１１２９）

χ２值 ４５２３ ４８１０

Ｐ值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８

#

　讨论
不孕症是妇科常见病，也是难治性疾病。在不孕症中，排卵

障碍性不孕不育所占的比例达到２０％ ～４０％左右。近年来，排
卵障碍性不孕不育发病率逐年升高［７］。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为

女性卵巢功能障碍，导致排卵数量减少甚至出现不排卵现象所致

不孕不育［８］。目前，随着医学技术不断发展，排卵障碍性不孕不

育治愈率显著提高，在治疗上多以西药治疗为主，用药方便，促排

卵作用快，可提高排卵率，但虽然短期效果确切，长期应用妊娠率

仍比较低，且容易出现药物抵抗和副作用现象［９］。

女性卵巢功能可对生殖能力、性特征等造成影响，还可影

响患者心理状态和精神状况。卵巢轴传递功能异常、垂体、下

丘脑功能异常等均可导致卵巢自身调节能力降低，引发排卵障

碍障碍，并诱发不孕症［１０］。在治疗上，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常

用西药克罗米芬治疗，其属于抗雌激素类药物，可抑制雌激素

受体，有效解除下丘脑、垂体以及卵巢轴传递途径反馈，促进卵

泡排出，但单纯用克罗米芬治疗效果不是十分显著［１１］。

中医学认为，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病机在于肾虚和血

瘀，祖国医学认为肾脏藏精，主生殖功能，为先天之本，肾脏精

气旺盛有利于卵子成熟发育，利于卵子排出，可为妊娠提供良

好基础［１２］。

在本次研究中，补肾活血疗法遵循补肾为主，活血为辅的

原则进行治疗。方中枸杞子、女贞子均具备滋阴养肾作用；菟

丝子、川断可助阳补肾。上述四种药物联合，可有效调节肾脏

阴阳，相互转化和依存，促进神经系统兴奋性的提高，并使卵泡

逐渐发育成熟。鸡血藤、当归、泽兰、川牛膝、蒲黄等具有活血

化瘀和促进阴阳转化作用，有利于改善卵巢附近血液循环状

态，促进卵泡排出［１３１４］。

补肾活血疗法的应用，可有效转化阴阳之气，充盛肾精，营

养肾脏，促进排卵；有效发挥活血化瘀和疏经通络作用，增加局

部血流量，改善组织新陈代谢，改善缺血组织血流量供应。另

外，补肾活血疗法还可发挥暖宫、温经、温通督脉等作用，可对

性激素水平进行调节，有效促进卵子排出。有研究显示，根据

中药人工周期原理，采用活血补肾类药物诱发排卵有良好作

用。动物实验也证实，采用红花、桃仁等活血化瘀药物可促进

大鼠卵巢子宫静脉血中前列腺素水平，前列腺素可参与排卵过
程，促进卵泡成熟并分泌雌激素，促使卵巢间质内平滑肌纤维

收缩，导致卵泡破裂而发挥排卵作用［１５１６］。

本研究中，对照组给予西药克罗米芬进行治疗；观察组则

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补肾活血疗法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治疗总有效率、排卵率、妊娠率显著比

对照组高，且观察组治疗后性激素中 Ｅ２和 Ｐ两项改善情况显
著比对照组好，观察组先兆流产发生率、卵巢过度刺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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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比对照组低。从研究结果可见，补肾活血疗法对排卵障碍

性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患者性激素水平，加

速卵泡排出，提高妊娠率，且作用温和安全，无明显副作用，值

得推广应用［１７１８］。

总之，排卵功能障碍和肾虚、冲任气血瘀滞等因素密切相关，

在治疗需坚持补肾、活血原则，以补肾为本，以活血化瘀为标，以

改善患者卵巢功能和局部血流情况，促进排卵，提高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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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某三甲综合医院病患梅毒筛查分析
胡春艳　陈晨　戴前梅
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合肥 ２３００１１

【摘　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近５年门诊和住院患者中梅毒患病状况和流行病学
特征。方法：收集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来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并进行梅毒检查的患者资料，记
录患者年龄、性别、就诊科室，诊断情况，数据分析采用χ２检验。结果：共行梅毒筛查１７０５人，确诊梅毒４０２
人，隐性梅毒占比最高，为６４．４％，其检出率逐年增加，且女性隐性梅毒检出率年龄范围在２１岁 ～３０岁（Ｐ
＜００１）、年龄范围４１岁～５０岁（Ｐ＜００５）２个年龄段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医院各个科室
梅毒阳性患者均有检出，但以皮肤性病科为主要检出科室。结论：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检出梅毒患者以隐

性梅毒为主，对各科室尤其是皮肤性病科梅毒的筛查是早期发现梅毒病患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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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是一种性传播疾病，由苍白密螺旋体的苍白
亚种毒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引起，早期主要侵犯皮
肤黏膜，传染性强，晚期可累及心血管及中枢神经系统等器官，

破坏性强［１２］。２１世纪以来，梅毒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尤
其是近 １０年，梅毒的发病率迅速上升［２］，２０１０年全世界 １１３
０００人死于梅毒感染，超过９０％死亡人群分布在发展中国家［３］。

因此，应该及时对梅毒的发病进行调查分析，了解其患病状况

及其流行病学特征，为防治梅毒提供有益参考。现将安徽省第

二人民医院近５年来梅毒检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以期探寻
我院就诊病患梅毒发病规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期间，于安徽省第二人民
医院各科室（包括内科、外科、妇产科、皮肤科、五官等）就诊并

行梅毒检查者２２３３人次，剔除同一病人于不同时间检查的５２８
人次，共行梅毒筛查 １７０５人。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

１２　梅毒实验室检查
患者于我院取清晨空腹血，先用ＴＲＵＳＴ进行筛查，阳性者

再行ＴＲＵＳＴ滴度和ＴＰＰＡ实验确诊。显性梅毒定义为 ＴＲＵＳＴ
滴度和ＴＰＰＡ均为阳性，感染史明确，查体有皮肤和其他器官
阳性体征者。隐性梅毒满足以下条件：①ＴＲＵＳＴ滴度和 ＴＰＰＡ
阳性；②无输血和梅毒感染病史；③未诊断过梅毒或接受过梅
毒治疗；④无临床症状、无任何阳性体征；２项检查均为阳性，
母亲ＴＰＰＡ检查阳性，有先天梅毒征候群的患儿诊断为先天
梅毒［１］。

１３　数据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数据按照患者年

龄、性别、就诊科室、诊断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检出率为同一时

间内筛查阳性患者数与总受检人数的比值，男女各年龄组检出

率的比较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梅毒筛查总体情况

本研究共行梅毒筛查１７０５人，确诊梅毒患者４０２人，其中
男性１９５人，女性２０７人，男女比例为１∶１０６，年龄范围０岁～

９０岁，平均年龄４００３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４４３８岁，女性平
均年龄３５９２岁。所有确诊梅毒患者隐性梅毒占比最大，为
６４４％，一期梅毒占比１６２％；二期梅毒占比１５２％，三期梅毒
占比２５％，先天性梅毒占比１７％。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４０２例梅毒患者类型分布

２２　隐性梅毒
２２１　隐性梅毒年龄性别分布　４０２例梅毒阳性患者中，隐性
梅毒２５９例，占比６４４％，其中男性１１６例，平均年龄４８８４岁，
女性１４３例，平均年龄３９２４岁，男女比例为１∶１２３。男性隐
性梅毒患者主要集中在中青年，４０岁 ～５０岁为高发年龄段，其
后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有较高的患病人群；女性隐性梅毒患

者以２０岁～３０岁、４０岁 ～５０岁为２个分布高峰，而后随着年
龄的增加，检出人数逐年降低。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图２。隐
性梅毒筛查的阳性比例逐渐升高，具体结果详见图２和表２。
在２０岁 ～３０岁年龄段，女性隐性梅毒阳性人数以及检查比例
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７０４，Ｐ＝０００１）；在
４０岁 ～５０年龄段，两者差异之间亦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４１０６，Ｐ＝００４３）
２２２　近五年隐性梅毒检出趋势　近５年来，梅毒受检人数逐
年增加，隐性梅毒患者检出也相应逐年增多，女性患者２０１５年
检出为２０１１年３倍多，而男性多达近６倍。其中，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
年和２０１５年，女性患者隐性梅毒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值分别为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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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隐性梅毒患者年龄性别分布（阳性例数／总例数）

年龄 男 女 总 χ２值 Ｐ值

≤２０ １／６５ ２／４５ ３／１１０ ０．８４６ ０．３５８

２０～２９ １９／３０３ ６２／２９９ ８１／６０２ ２７．０４ ０．００１

３０～３９ ２２／２２９ ２０／１２３ ４２／３５２ ３．３７１ ０．０６６

４０～４９ ２５／１６５ ２７／１０８ ５２／２７３ ４．１０６ ０．０４３

５０～５９ １５／１０４ １２／５０ ２７／１５４ ２．１４２ ０．１４３

６０～６９ １４／６６ １０／３４ ２４／１００ ０．８２７ ０．３６３

７０～７９ １４／６６ ５／１９ １９／８５ ０．２１１ ０．６３８

≥８０ ６／１９ ５／１０ １１／２９ ０．９４４ ０．３１１

图２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隐性梅毒筛查的阳性比例

注：图中标有“ａ”项表示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图中标有
“ｂ”项表示Ｐ＜００５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不同性别隐性梅毒检出比较（检出人数／总人数）

年份 男 女 合计 χ２值 Ｐ值

２０１１ １０／７５ ２１／５７ ３１／１３２ ９．９６１ ０．００２

２０１２ １２／１７３ １４／１１１ ２６／２８４ ２．６１９ ０．１０６

２０１３ １７／２０１ １５／１３１ ３２／３３２ ０．８１６ ０．３６６

２０１４ １８／２２３ ２８／１６０ ４６／３８３ ７．８３６ ０．００５

２０１５ ５９／３４４ ６５／２３０ １２４／５７４ １０．０４５ ０．００２

２３　近５年梅毒患者科室分布和初次诊断情况
４０２例梅毒患者分布在不同的科室，具体情况详见表３。以

皮肤性病科患者占比最高为５０５％，内科、外科、妇产科患者占
比分别为１８７％、１４９％、１２４％，五官科患者最少占比３５％。
梅毒患者的检出人数也在逐年增加，从２０１１年的５０人次增加
到２０１５年１３４人次，增长了２６８倍；但各科室梅毒的检出率有
下降趋势，从２０１１年的３７８％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３４％，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确诊梅毒患者初次诊断的病种较多，初次诊断
为体检的比例逐年上升，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２０％上升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４８５％，提高了２８个百分点，具体结果详见图３。这表明近几
年来患者提高了对梅毒的认识，主动就诊体检的意识增强。

#

　讨论
梅毒与艾滋病等其他性传播疾病一样，对社会有很大影

响［４］，５０年前在我国基本消除，但近年来发病显著增加［２，５６］，尤

其是隐性梅毒的发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由于没有临床

症状，隐性梅毒患者无就医意愿，导致诊断困难并延误治疗，因

此容易出现神经、心血管和内脏器官的损害［２，７８］。定期对住院

患者梅毒患者进行筛查，有助于掌握本地区住院患者梅毒患病

情况以及流行病学特征，从而指导梅毒的防治。

表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各科室梅毒检出情况（梅毒阳性／受检人数×１００％）

科室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合计 占百分比

内科　　　 １８（３９１） ８（１４３） ７（１３０） １６（２７６） ２６（３０２） ７５（２５．０） １８７

外科　　　 ７（４１２） １０（１６４） １２（２１１） １３（２２．０） １８（２４３） ６０（２２４） １４９

五官科　　 ０（０）　 ０（０）　 ６（６０．０） ４（４０．０） ４（３３３） １４（３５９） ３５

妇产科　　 ２（４０．０） ９（２１４） ８（１５７） １５（３３３） １６（２８６） ５０（２５１） １２４

皮肤性病科 ２３（３５９） ３４（２８６） ３１（１９４） ４５（２１３） ７０（２０３） ２０３（２２６） ５０５

合计 ５０（３７８） ６１（２１４） ６４（１９３） ９３（２４３） １３４（２３４） ４０２（２３６）

图３　初次诊断为“体检”梅毒阳性患者随年份的变化曲线

从我院近５年梅毒筛查情况来看，隐性梅毒所占比例最高
为６４４％，这与全国其他省份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类似：西安市
隐性梅毒占比４７１９％［９］，而北京通州地区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梅
毒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隐性梅毒占比为６１７５％［１０］；浙江省

隐性梅毒的构成比由 ２００４年的 ２６１６％上升到 ２０１４年
的５９１６％［１１］。

隐性梅毒的逐年增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①患者
对梅毒的认识提高，就医意愿增强，隐性梅毒的检出率增加；同

时，近几年医院加大了对就诊患者梅毒的筛查力度，梅毒实验

室检查技术的发展也提高了隐性梅毒的检出率［１２］；ＳｔａｍｍｅｒＬＶ
等研究发现，大约２／３未经治疗的梅毒在一生中一直处于潜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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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１３］。②本研究还发现隐性梅毒患者女性多于男性，且在
２１岁～３０岁、４１岁～５０岁２个年龄段男女之间检出情况差异
有显著性，这可能与此年龄段女性性生活活跃以及孕产妇筛查

有关。③不仅隐性梅毒患者数量女性多于男性，其检出比例也
高于男性，究其原因，可能与改革开放后男性性伴侣多［１４］，其主

动到医院进行梅毒筛查的意愿更强烈，使得男性筛查的总人数

高于女性。

随着年龄的增长，梅毒筛查的阳性比例也明显升高，大于

８０岁的检出比例最高，这与其他学者的调查结果类似［１２，１５］。分

析此现象的原因：①虽然近几年加大了对梅毒筛查的力度，但
是我院仍然未对所有就诊的患者进行梅毒筛查，使得筛查的总

人数降低。②老年患者多有其他全身性的疾病，患病后抵抗力
下降，一旦有梅毒接触史，更容易患病；③目前梅毒血清学检测
方法也有一定的缺陷［１６］，仍然可以出现生物学假阳性（ｂｉ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ＢＦＰ），尤其是慢性ＢＦＰ，血清反应持续时间长，
更容易发生在老年患者中［１７］。

梅毒在医院各个科室就诊患者中的分布有很大差异，４０２
例梅毒患者中，皮肤性病科室梅毒患者占比达５０５％，而既往
的研究发现，外科和妇产科也是高检出科室［１２］，这种差别可能

与既往的研究只是统计了住院的患者，而本研究统计了所有在

医院就诊的患者、也包括部分在门诊检查的梅毒患者有关。皮

肤性病科作为主要检查和治疗性传播疾病的科室，也是疑似梅

毒患者的首诊科室，因此，其检查人数也较多，但是其检出率并

不是最多的科室。其他科室梅毒的检查主要归因于广泛手术

前筛查以及疑与梅毒相关的内科疾病的筛查。由于梅毒的筛

查不在医院全面实行，可能导致梅毒患者的漏检，尤其是隐性

梅毒，由于没有症状更容易漏检。此外，部分三期梅毒患者可

能因为心脑血管的疾病或神经方面的症状等就诊于其他科

室［１８］，也尚未对该部分病人进行全面的梅毒筛查，尤其是门诊

患者，所以可能也会遗漏部分三期梅毒患者。本研究还发现，

梅毒阳性患者初次就诊诊断为体检的比例在逐年上升，２０１５年
甚至达到了近５０％的比例，其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对梅毒这种性
传播疾病有了一定的认识，就诊意识增强；同时也表明现代人

性生活活跃，性伴侣多，梅毒发病有增多的趋势。

综上所述，梅毒的发病趋势逐年增加，加强医院各科室，尤

其是皮肤性病科梅毒筛查和确诊，有利于了解本地区梅毒发病

特点和发病趋势，进而指导梅毒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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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医药卫生一般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ＫＹＢ００７）
【第一作者简介】朱琴华（１９６８—），女，主管护师，主要从事临床护理与疾病预防工作
Δ【通讯作者】钟华杰（１９７７—），男，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ｗｋ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ｇ＠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４０ ·皮肤性病学·

湖州市抗病毒干预对配偶间 ＨＩＶ传播的抑制作用
研究
朱琴华１　李晓峰１　钟华杰２Δ　张伟娟３

１湖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２湖州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３浙江省浙江医院康复科，杭州 ３１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分析湖州市抗病毒干预对配偶间 ＨＩＶ传播的抑制作用。方法：回顾性分析３０８例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及其阴性配偶的临床资料，根据原阳者治疗情况分为抗病毒组（ｎ＝１５８）、未抗病毒组（ｎ＝
１５０）。比较两组原阳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感染时间、性行为频率、安全套使用情况，原阳者首次检测及
末次随访的白细胞计数（ＷＢＣ）、红细胞计数（ＲＢＣ）、红细胞血红蛋白（ＣＨ）、红细胞体积（ＣＶ）等血液学指
标、ＣＤ４计数、ＣＤ８计数等免疫指标及ＨＩＶ病毒载量，比较两组患者患者随访时间、随访期间ＨＩＶ检测次数、
随访期间阴性配偶转阳率。结果：两组患者原阳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感染时间、每月性行为次数、安全

套使用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随访时间及随访期间 ＨＩＶ人均检查次数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患者随访１年及２年的配偶转阳性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抗病毒
组随访３年的转阳率为０９３％（１／１０８），低于未抗病毒组的７６９％（８／１０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抗病毒组与未抗病毒组首次检测时的ＷＢＣ、ＲＢＣ、ＣＨ、ＣＶ、ＣＤ４＋计数、ＣＤ８＋计数、ＨＩＶ载量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抗病毒组末次随访的 ＷＢＣ、ＲＢＣ、ＨＩＶ病毒载量低于未抗病毒组，ＣＨ、ＣＶ、ＣＤ４＋
计数、ＣＤ８＋计数高于未抗病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抗病毒干预可有效抑制病毒复
制，改善原阳者贫血症状，促进其免疫力的恢复，有利于降低配偶间ＨＩＶ传播风险，值得推广。

【关键词】　湖州；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病毒干预；配偶；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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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所引起，具有传染性，其中性传播已经成为目前
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据报道［１］，我国艾滋病及ＨＩＶ感染者
总数已超过８５万，其中６６％为性传播，而配偶间性传播在性传
播中的占比已达１／３。目前艾滋病还没有根治措施，以抗病毒
治疗为主，已有报道［２３］证实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减轻临

床症状、抑制病毒活性、
$

强免疫力、降低艾滋病死亡率方面取

得良好效果。有专家指出［４］，抗病毒治疗可抑制 ＨＩＶ病毒复
制，使得抗病毒治疗在降低配偶ＨＩＶ感染方面显示出较大预防
价值。本研究以湖州市３０８例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及其阴性配偶
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湖州市抗病毒干预对配偶间

ＨＩＶ传播的抑制作用，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于湖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ＨＩＶ抗体阳性者及其阴性配偶的就诊资料３０８例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湖州市单阳家庭，即具有稳定配偶关系的双
方中一方已确认ＨＩＶ抗体阳性（原阳者），另一方为阴性（阴性
配偶）；②原阳者为经血感染ＨＩＶ；③临床资料完善。排除标准：
①夫妻双方中有一方常年外出务工；②伴精神疾患者；③对治
疗药物过敏者；④配偶无卖血、吸毒、多性伴等危险行为。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原阳者治疗情况分为抗病毒组（ｎ＝１５８）、未抗病毒组

（ｎ＝１５０）。统计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包括原阳者年龄、性别、文
化程度、感染时间、性行为频率、安全套使用情况。比较两组原

阳者首次检测及末次随访的血液学指标、免疫指标及ＨＩＶ病毒
载量，血液学指标包括白细胞计数（ＷＢＣ）、红细胞计数（ＲＢＣ）、
红细胞血红蛋白（ＣＨ）、红细胞体积（ＣＶ）；免疫指标包括 ＣＤ４
计数、ＣＤ８计数。比较两组患者随访结果，包括随访时间、随访
期间ＨＩＶ检测次数、配偶随访期间转阳率。ＨＩＶ转阳判定标
准：阴性配偶随访期间的血液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结果为阳性，

进一步蛋白印迹试验结果仍为阳性，则为转阳。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

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比较采取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 ｎ
（％）表示，比较行χ２检验，理论频数 ＜５时采取连续矫正卡方，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原阳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感染时间、每月性

行为次数、安全套使用情况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女）
年龄

（岁）

文化程度（高中以下

／高中及以上）
感染

时间（年）

每月性行为次数

（≥４次／＜４次）
安全套使用（每次都

用／偶尔或从不用）

抗病毒组 １５８ ８５／７３ ４６３５±６９８ ９８／６０ ７３２±２５１ １００／５８ １０３／５５

未抗病毒组 １５０ ８２／６８ ４５３７±７０５ ９０／６０ ６９５±２２８ ９９／５１ ９１／５９

检验值 χ２＝００２３ ｔ＝１２２６ χ２＝０１３３ ｔ＝１３５２ χ２＝０２４７ χ２＝０６７５

Ｐ值 ０８７８ ０２２１ ０７１６ ０１７７ ０６１９ ０４１１

２２　阴性配偶转阳率
抗病毒组配偶的随访时间与随访期间 ＨＩＶ检测次数均高

于未抗病毒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患者随访 １年及 ２年的配偶转阳性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抗病毒组随访３年的转阳率为０９３％（１／１０８），低于未
抗病毒组的 ７６９％（８／１０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血液学指标　

抗病毒组首次检测至末次随访的间隔时间范围在１３个月
～４９个月，间隔时间（３３５４±５０１）个月；未抗病毒组首次检测
至末次随访的间隔时间范围在 １２个月 ～４４个月，间隔时间

（２４０３±５３２）个月。两组患者患者首次检测时的 ＷＢＣ、ＲＢＣ、
ＣＨ、ＣＶ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抗病毒组末次随
访的ＷＢＣ、ＲＢＣ均低于未抗病毒组，ＣＨ、ＣＶ均高于未抗病毒
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２４　免疫指标与ＨＩＶ病毒载量

两组患者患者首次检测的ＣＤ４＋计数、ＣＤ８＋计数、ＨＩＶ载
量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抗病毒组末次随访的
ＣＤ４＋计数、ＣＤ８＋计数均高于未抗病毒组，ＨＩＶ载量低于未抗
病毒组（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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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阴性配偶转阳率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随访时间

（年）

ＨＩＶ检测
次数（次）

随访１年

例数 转阳率

随访２年

例数 转阳率

随访３年

例数 转阳率

抗病毒组　 １５８ ２６８±０８６ ６３４±１７６ １５８ ０ １２９ ０ １０８ １（０９３）

未抗病毒组 １５０ ２４６±０９３ ４４２±１４４ １５０ ２（１３３） １２２ ５（３３３） １０４ ８（７６９）

检验值 ｔ＝２１５７ ｔ＝１０４４７ － χ２＝０５５７ａ － χ２＝３４９９ａ － χ２＝４４１９ａ

Ｐ值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０ － ０４５５ － ００６１ － ００３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矫正卡方值

表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血液学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ＷＢＣ（×１０３／μｌ）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ＲＢＣ（×１０６／μｌ）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ＣＨ（ｐｇ）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ＣＶ（ｆｌ）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抗病毒组　 １０８ ５４１±１２１ ４８５±１０５ａ ４７３±０９８ ３９６±１０１ａ ２９１４±５８８ ３５５０±７１２ａ ８７９８±８１３ ９１０１±９２２ａ

未抗病毒组 １０４ ５６２±１２３ ５８４±１１７ ４７８±１０４ ５０２±１１０ ２８８９±６００ ２８３２±６０９ ８８６８±９００ ８７０４±８６７

ｔ值 １２５３ ６４８９ ０３６０ ７３１３ ０３０６ ７８７７ ０５９５ ３２２７

Ｐ值 ０２１７ ００００ ０７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６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３ ０００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首次检测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免疫指标与ＨＩＶ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４＋计数（／μｌ）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ＣＤ８＋计数（／μｌ）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ＨＩＶ载量（×１０３ＩＵ／ｍｌ）

首次检测 末次随访

抗病毒组　 １０８ ３５９２１±１５４８５ ３９６１０±１７４１２ａ ６６８５２±１９８３５ ７９６３３±２０１２２ａ ５０９±０８５ ４６２±０７１ａ

未抗病毒组 １０４ ３６０１７±１６２００ ３２１０５±１４５３５ ６７００１±１８２５３ ６６７６５±１７０１３ ５１１±０８１ ５２５±０９５

ｔ值 ００４４ ３４００ ００５７ ５０１７ ０１７５ ５４８３

Ｐ值 ０９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９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１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首次检测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本研究根据ＨＩＶ感染患者抗病毒治疗情况分为抗病毒治

疗组与未抗病毒组，两组患者首次检测及末次随访的血液学指

标对比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组末次随访的 ＷＢＣ、ＲＢＣ均低于
未抗病毒组，ＣＨ、ＣＶ均高于未抗病毒组，证实抗病毒治疗有助
于提高ＣＨ与ＣＶ水平，这可能与抗病毒药物的应用可改善贫血
症状有关。与此同时，抗病毒组患者的末次随访 ＷＢＣ、ＲＢＣ较
首次检测下降，提示抗病毒药物可能引起白细胞与红细胞减

少，与国外有关研究［５６］结论保持一致，提示抗病毒治疗的实施

需重视血液指标的监测。两组患者免疫指标及 ＨＩＶ病毒载量
的对比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组末次随访的 ＣＤ４＋计数、ＣＤ８＋
计数均高于首次检测时，同时高于未抗病毒组末次随访，证实

抗病毒治疗在恢复机体免疫力方面发挥良好效果，与有关报道

相符［７８］。已有研究证实［９１０］，有效的药物治疗可有效抑制ＨＩＶ
感染患者体内的病毒复制，降低病毒载量，并促使 ＣＤ４＋、ＣＤ８
＋Ｔ淋巴细胞计数的回升，维持和恢复机体免疫力。
高效抗逆转录病毒可降低血液及体液中病毒载量，这是其

对配偶ＨＩＶ感染预防作用的理论基础［１１］。本研究的ＨＩＶ病毒
载量对比结果显示，抗病毒治疗组末次随访的ＨＩＶ病毒载量低
于首次检测与未抗病毒组末次随访，同时，抗病毒治疗组随访３

年的阴性配偶转阳率为０９３％，低于未抗病毒组的７６９％，证
实了抗病毒治疗对 ＨＩＶ病毒传播的预防作用。ＨＩＶ病毒载量
与患者病情及传染能力之间有关系，患者 ＨＩＶ病毒载量越高，
感染越严重、阴性配偶转阳的风险就越大。抗病毒治疗可通过

抑制病毒复制、降低病毒活性的方式减少血液、其他体液中病

毒载量，预防ＨＩＶ传播，从而降低阴性配偶感染风险。有研究
提出［１２］，病毒载量是 ＨＩＶ传播的预测因素之一。当 ＨＩＶ病毒
载量低于一定范围时，几乎无传播风险；而且病毒载量与 ＨＩＶ
传播之间存在量效关系，血液中病毒载量每减少０７４个对数单
位，阴性配偶的传播风险将降低５０％。

有研究指出［１３１４］，性行为对阴性配偶的ＨＩＶ感染风险有较
大影响；齐金蕾［１５］、李洁［１６］等人的研究显示，原阳者抗病毒干

预效果对配偶转阳率有较大影响；明帅［１７］等人的研究证实，性

生活频率≥４次／月的阴性配偶转阳率为６４３％，明显高于性生
活频率＜４次／月的１４７％，提示可通过减少性生活频率的方式
降低传播风险。无保护性行为会

$

加 ＨＩＶ性传播风险的观点
已得到广泛认可。胡晓远［１８］等人的研究证实，未坚持使用避孕

套的单阳家庭中，阴性配偶转阳风险为坚持使用避孕套单阳家

庭的２５倍。本研究中，未抗病毒组随访３年的阴性配偶转阳率
为７６９％，高于有关报道，推测与入选患者对安全性行为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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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度不足有关。本研究中，抗病毒治疗组的阴性配偶转阳患者

仅１例，因而无法分析不同抗病毒方案等因素对阴性配偶 ＨＩＶ
转阳的影响，为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更全面

地分析。另外，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血液学指标、免疫指标、

ＨＩＶ病毒载量等均为首次检测与末次随访结果，无法明确上述
指标的具体变化情况，此亦为研究局限之处。

综上所述，抗病毒干预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改善原阳者

贫血症状，促进其免疫力的恢复，可降低配偶间ＨＩＶ传播风险，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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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辨证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血清抵抗的可行性与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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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中医辨证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血清抵抗的可行性与安全性。方法：采用回顾性
分析的方法，将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４月在绍兴市立医院接受治疗的６０例梅毒血清抵抗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并给予随机分组，对照组３０例，给予单纯青霉素治疗；干预组３０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中医辨证
治疗，对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免疫功能改善情况、血清转阴情况以及血清抵抗复发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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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组患者治疗后的 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显著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４＋

ＣＤ２５＋，ＣＤ２８＋以及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５２＋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组治疗后共
有１９例血清转阴，转阴率达到６３３％，而对照组仅有７例血清转阴，占２３３％，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干预组治疗后６个月，血清抵抗复发率仅为３３％，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３００％，两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常规青霉素治疗基础上对梅毒血清抵抗患者给予中医辨证治疗，对患者的免
疫功能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能够促进血清转阴，降低血清抵抗复发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医辨证治疗；青霉素；梅毒血清抵抗；免疫功能；可行性；血清转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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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临床中一种系统性性传播疾病，梅毒主要由梅毒螺旋
体感染引起，患者多表现为阴部糜烂、外发皮疹、神情痴呆等症

状［１２］，该疾病潜伏期一般为３周，病情进展缓慢，２年左右发展
为二期［３］。临床中多采用青霉素对梅毒患者进行治疗，而经过

为期半年或１年的治疗后，血清反应仍表现为双阳性，则被称作
是血清抵抗［４］。单纯的西医治疗对血清抵抗控制效果并不明

显。祖国中医学认为梅毒属于“杨梅疮”范畴，治疗应以祛邪为

主。为探究中医辨证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血清抵抗的疗效，研

究选取绍兴市立医院收治的６０例梅毒血清抵抗患者进行综合
分析，并对研究结果做出相应总结。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研究从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绍兴市立医院收治的梅
毒血清抵抗患者中抽取６０例，以随机选择的方法将患者分为干
预组与对照组，每组各为３０例。干预组：男１４例，女１６例，年
龄范围２１岁～４７岁，年龄（３２５±６６）岁，病程范围１１天 ～８７
天，病程（２２４±１４７）天；其中１７例为一期，１３例为二期；对照
组：男１３例，女 １７例，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４６岁，年龄（３２６±
６４）岁，病程范围２２天 ～８９天，病程（２４６±１５２）天；其中１６
例为一期，１４例为二期。纳入标准：①符合梅毒血清抵抗的临
床诊断标准［５］；②早期梅毒患者；③排除ＨＩＶ感染患者；④血清

抵抗＞２年；⑤本研究经绍兴市立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患者及
患者家属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①ＨＩＶ抗体初筛试验阳性；②合并其他神经、眼、血管等疾病患
者；③三期梅毒受累患者［６］。经过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西医治疗，对患者给予２４０万 Ｕ苄星青
霉素（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４７２７）臀部肌内
注射，１次／周，连续治疗１个月。干预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
给予中医辨证治疗。①肝脾两虚、余毒未清型给予扶正解毒方
治疗，组方为太子参３０ｇ，何首乌、白芍药、生槐花及白藓皮各
１５ｇ，苍耳子、露蜂房、茯苓各１０ｇ，雄黄冲剂０３ｇ，水煎煮，１剂／
ｄ，早晚各１次。连续服用１０ｄ为１个疗程；②对毒热深伏型给
予土茯苓汤治疗，组方为露蜂房、黄芩各 １２ｇ，泽泻、赤芍药各
１５ｇ，大黄、牡丹皮各 １０ｇ，雄黄冲剂 ０３ｇ，生地黄 ２０ｇ，土茯苓
６０ｇ，生槐花、金银花各３０ｇ，水煎煮，１剂／ｄ，早晚各１次，连续服
用１０ｄ为１个疗程，中医辨证治疗均为３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不同治疗方式下患者治疗后的免疫功能、血清转阴率、

血清抵抗复发率进行综合评价［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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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分析
统计分析软件为ＳＰＳＳ２２０，两组患者血清转阴率及血清抵

抗复发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治疗后的免疫
功能相关指标采用（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两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免疫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采用中医辨证联合青霉素治疗的干预组患者 ＣＤ４＋ＣＤ２５＋

Ｔ细胞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Ｄ４＋

ＣＤ２５＋ＣＤ２８＋以及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５２＋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不
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免疫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４＋ＣＤ２５＋ 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２８＋ＣＤ４＋ＣＤ２５＋ＣＤ１５２＋

干预组 ３０ ７６１±１４７ ８７６９±６４２ ３８１±１６３

对照组 ３０ １１６３±２５２ ９０７１±５３６ ３６２±１６４

ｔ值 － ６８８２ １３９８ ０２７３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转阴情况比较
通过对两组血清转阴率分析，结果显示干预组血清转阴率

为６３３％，远超过对照组的２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转阴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血清转阴率（％）

干预组 ３０ ２（６７） ６（２００） １１（３６７） １９（６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６（２００） ７（２３３）

χ２值 － － － － １２３８２

Ｐ值 － － － － ＜００５

２３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抵抗复发率比较
干预组治疗后６个月，血清抵抗复发率仅为３３％，显著低

于对照组的３００％，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干预组与对照组患者血清抵抗复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３个月 ６个月 血清转阴率（％）

干预组 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３）

对照组 ３０ ２（６７） ３（１００） ４（１３３） ９（３００）

χ２值 － － － － ９２６４

Ｐ值 － － － －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研究发现，我国梅毒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

并逐渐转变成为危害社会发展的传染性疾病［８～９］。通常，经过

驱梅治疗，大部分梅毒会转阴，然而，部分患者血清反应素滴度

当降低到某种程度后会出现停滞，长时间稳定在某一滴度范围

内，进而产生梅毒血清抵抗［１０～１２］。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梅毒

血清抵抗发生率在１６％左右，其中有２５％左右为潜伏期梅毒患
者发生血清抵抗［１３］，患者经过长时间治疗，难以治愈，具有较大

的心理负担，同时也对梅毒治疗有着较高的期望。目前，临床

中对血清抵抗的发生机制尚未达成共识，常规的西医治疗尽管

能够有效控制患者的病情，然而转阴率低，容易复发，效果达不

到预期。

中医学认为梅毒属于“杨梅疮”范畴，传统临床中对梅毒血

清抵抗多采用青霉素治疗，中医治疗仅作为辅助手段［１４］，随着

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中医在梅毒血清抵抗中的作用更为显

著。学者认为梅毒是乘肝肾之虚，患者长期受湿热之邪，应结

合患者的临床分型给予辩证治疗［１５］。针对肝脾两虚、余毒未清

型梅毒患者以解毒为主，组方中的何首乌对肝肾阴虚有着良好

的疗效；苍耳子具有散风除湿的功效；太子参具有益气健脾，生

津润肺的作用，提高人体免疫功能。针对毒热深伏型梅毒血清

抵抗患者则以清湿热为主，组方中的露蜂房能够有效祛风止

痛、攻毒消肿，黄芪具有清热燥湿、解毒的功效；金银花对螺旋

体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能够对病原微生物起到抵抗作用，调

节患者免疫功能［１６１７］。此次研究中对干预组患者给予中医辨

证联合青霉素治疗，结果显示患者的ＣＤ４＋ＣＤ２５＋肺功能指标
得到明显改善，ＣＤ４＋ＣＤ２５＋Ｔ细胞指标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干预组患者的血清转阴率达到 ６３３％，显著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体现出中医辨证治疗梅
毒血清抵抗的优越性。干预组治疗半年后血清抵抗复发率仅

为３３％，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３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有学者在研究中对３５例梅毒血清抵抗患者给予中西
医结合治疗，结果显示血清转阴率达到６２９％［１８］，与本次研究

结果一致。综上所述，采用中医辨证联合青霉素对梅毒血清抵

抗患者予以治疗，能够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提升血清转阴率，复

发率低，值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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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西沙星联合光动力疗法治疗合并尖锐湿疣的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临床观察
贾淑青１　方锐华２Δ　莫金雪１

１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皮肤科，广州 ５１１４５７
２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广州 ５１０１８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莫西沙星联合光动力疗法在治疗合并尖锐湿疣的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中
的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就诊的合并尖锐
湿疣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９１例，分为Ａ组、Ｂ组和Ｃ组共３组，在均接受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
的基础之上，分别接受莫西沙星、米诺环素和阿奇霉素治疗。对比３组患者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
率、疣体清除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Ａ组患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分别高于 Ｂ组与 Ｃ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３组患者进行至少４周的随访，３组患者不同时间的疣体清除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治疗后３周疣体清除率均高于治疗后１周疣体清除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低于Ｂ组和Ｃ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莫西沙星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合并尖锐湿疣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在保证疣体清
除率的前提下，能够提高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临床价值。

【关键词】　莫西沙星；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尖锐湿疣；沙眼衣原体；生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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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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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２ｔｏ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Ｆｉｒ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ｇｒｏｕｐＡ，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ｒｔ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ｖｅｒ４ｗｅｅｋ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ｗａｒｔ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ｗａｒｔ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３ｒｄｗｅｅｋ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ａｔｔｈｅ１ｓｔ

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ＣＡ，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ｗａｒｔｓ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ｘｉ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

　　作为目前世界范围内传播最广的性传播疾病，泌尿生殖道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发病率近年来上升趋势明显［１］，部分患者还

合并尖锐湿疣等其他常见性传播疾病。该类患者易并发盆腔

炎、输卵管炎、异位妊娠甚至不孕症等疾病，严重影响患者身心

健康。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可产生细胞毒作用，从而消除
疣体，其效果已被国内外诸多学者认可［２］。抗生素目前仍是泌

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主要治疗方法，但是近年来有报道

称，由于抗生素的滥用和耐药的产生，其治疗效果逐年下降［３］。

本研究以探讨莫西沙星联合光动力疗法在治疗合并尖锐湿疣

的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中的疗效及安全性为目的，结果

令人满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
沙医院就诊的合并尖锐湿疣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９１
例，年龄范围２１岁～５０岁，年龄（３２５±４８）岁。纳入标准：①
经实验室检查（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确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

染，且阴道有异常分泌物，伴或不伴尿道刺激症状；②经临床确
诊为肛周尖锐湿疣，疣体数≤３个，最大单个疣体直径≤５ｍｍ；
③入组前２周内无局部治疗史，４周内无全身治疗史；④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滴虫、念珠菌、淋球菌、支原
体属感染；②合并其他重要脏器器质性病变；③合并精神病或
神经疾病，无法配合治疗；④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通过，根据入院顺序随机分为 Ａ（３１例）、Ｂ（３０
例）、Ｃ（３０例）３组，３组间基线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使用武汉亚格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生产的波长６３３ｎｍ光动力激光治疗仪进行，嘱患者排净大小
便，在疣体与周围２ｃｍ皮肤范围内均匀涂抹新鲜配置的２０％５
氨基酮戊酸（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使用塑料薄膜进行封包后照射，光斑直径２ｃｍ，确
保将涂药部位覆盖，光照密度１００Ｊ／ｃｍ２，每处病灶照射３０ｍｉｎ。
１次／７ｄ。

在此基础上，Ａ组患者口服莫西沙星（德国拜耳制药厂，国
药准字Ｊ２００５００４９），４００ｍｇ／次，１次／ｄ，１０ｄ一个疗程。Ｂ组患者
口服米诺环素（惠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６００１０），

１００ｍｇ／次，２次／ｄ，１０ｄ一个疗程。Ｃ组患者口服阿奇霉素（辉
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６０１６７），５００ｍｇ／次，１次／ｄ，１０ｄ
一个疗程。

１３　评价方法
３组患者均接受１个疗程的治疗，之后对比生殖道沙眼衣

原体感染治愈率、疣体清除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其中，沙眼

衣原体感染治愈判定标准为：治疗结束后患者白带异常、尿道

刺激等临床症状消失，２周后复查沙眼衣原体结果为阴性为治
愈，否则为未愈。治愈率＝治愈／ｎ×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使用％
表示，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平均数 ±标准差表示，采用 ｔ检
验。α＝００５位检验标准。
"

　结果
２１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比较

３组患者分别使用不同抗生素后比较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
染治愈率，显示３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
步进行两两比较，显示Ａ组患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
分别高于Ｂ组与Ｃ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未愈 治愈率（％）

Ａ组 ３１ ２７ ４ ８７１

Ｂ组 ３０ １８ １２ ６００

Ｃ组 ３０ １９ １１ ６３３

χ２值 ６４１４ ６４１４ ６４１４

Ｐ值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２２　疣体清除率比较
对３组患者进行至少４周的随访，组间比较显示，３组患者

不同时间的疣体清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
进行组内比较显示，３组患者治疗后３周疣体清除率均高于治
疗后１周疣体清除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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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患者疣体清除率比较

组别 例数
疣体数

（ｎ）
治疗后１周
（％）

治疗后２周
（％）

治疗后３周
（％）

Ａ组 ３１ ３７ ２０（５４０５） ２２（５９４６） ２９（７８３８）ａ

Ｂ组 ３０ ３４ ２２（６４７１） ２４（７０５９） ２８（８２３５）ａ

Ｃ组 ３０ ３５ ２２（６２８６） ２５（７１４３） ３０（８５７１）ａ

χ２值 ０９７５ １４６０ ０６６１

Ｐ值 ０６１４ ０４８２ ０７１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后１周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接受不同治疗后，３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两两比较显示，Ａ组患者不良反应
发生率分别低于Ｂ组和Ｃ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头晕
恶心、

呕吐
腹泻 纳差 皮疹

不良反应

发生率（％）

Ａ组 ３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３２２

Ｂ组 ３０ ０ １ ２ １ １ １６６７

Ｃ组 ３０ １ ２ ２ １ ２ ２６６７

χ２值 ２０５６ ０５５０ ２１６２ １０５７ ２１２３ ６４９２

Ｐ值 ０３５８ ０７６０ ０３３９ ０５９０ ０３４５ ００３９

#

　讨论
女性生殖道发生沙眼衣原体感染可导致宫颈炎、盆腔炎或

输卵管炎等一系列炎性病变［４］，若同时合并由人乳头瘤病毒感

染导致的尖锐湿疣，则可能造成不孕不育，严重危害患者身心

健康［５］。由于人乳头瘤病毒的亚临床感染以及潜伏感染等因

素，其复发率较高［６］，而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可通过细胞
毒作用达到消除疣体的目的，其较好的疗效与安全性已在国内

外学者研究中被报道，并在国内逐步推广［７］。对于泌尿生殖道

沙眼衣原体感染，目前临床上主要使用的抗生素包括大环内酯

类、四环素类以及喹诺酮类［８］。

本研究分别选择莫西沙星、米诺环素与阿奇霉素联合５氨
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合并尖锐湿疣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

妇女。以上３种抗生素均是沙眼衣原体感染妇女临床治疗的常
用抗生素，分别属于喹诺酮类、四环素类和大环内酯类，在抗菌

谱、抗菌强度、代谢途径、不良反应方面均有不同优势，且均对

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有较高敏感性［９］。作为一种半合

成四环素，米诺环素具有口服吸收快、组织浓度高、代谢时间长

等优点，属于四环素类抗生素中抗菌能力较强的种类，有国外

学者将其应用于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妇女的临床治疗，

结果显示其有效率约为７２４％［１０］。而阿奇霉素与同为大环内

酯类的红霉素相比，抗菌强度是后者的３００倍，具有广泛的组织
穿透性，生物利用度高，国外的多中心研究报道称其可作为抗

沙眼衣原体感染的理想药物［１１］。第四代新型超广谱喹诺酮类

抗生素莫西沙星临床上主要用于成人呼吸道感染的治疗，其半

衰期长且不易产生耐药，有研究发现，其对受耐药性或个别基

因突变的影响小于其他喹诺酮类抗生素［１２］。在本研究结果显

示，使用莫西沙星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的 Ａ组患者，
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高达８７１％，显著高于使用
米诺环素的Ｂ组患者和阿奇霉素的Ｃ组患者，这可能与莫西沙
星虽与其他喹诺酮类药物抗菌机制相近，却有更广的抗菌谱和

不易耐药有关，其治愈率与国外学者研究报道相符［１３～１５］。同

时，米诺环素和阿奇霉素近年来在国内的滥用导致耐药，也是

本研究中Ｂ组、Ｃ组患者治愈率不高的原因，而Ｃ组患者的治愈
率较低还与阿奇霉素无法将沙眼衣原体清除出宿主细胞造成

的持续感染有关［１６～１８］。

此外，３组患者同一时间疣体清除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
示３种抗生素均不会影响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的
效果，而Ａ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与莫西沙星本身不良
反应少的优点相符。但 Ｂ组和 Ｃ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
高达１６６７％和２００％，超出文献报道，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较
小有关，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莫西沙星联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合并尖
锐湿疣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在保证疣体清除率的前

提下，能够提高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治愈率，降低不良反应

发生率，具有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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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省２０１６年度省级防治艾滋病重点地区项目（ＬＣ２０１６０７）
【作者简介】杨秀芬（１９８５—），女，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６．０４３ ·性教育与性健康·

从贞操文化谈性侵害和性教育
杨秀芬

滇西科技师范学院教师教育系，云南 临沧 ６７７０００

【摘　要】　 贞操与性是不可分割的两面体。道德观、婚姻观均与贞操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此
形成的贞操文化更是植根于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中，牢不可破。女性一旦被强奸，她不再纯洁，以后找对象、

嫁人都面临艰难险阻。失去了贞操，犹如遭受灭顶之灾、世界末日，意味着这辈子就毁了。这种贞操文化极

大地扭曲了女性的心理，摧残了她们的幸福。大部分被性侵的受害者均保持沉默，身心承受着巨大的折磨

和煎熬。因此，重视性教育，预防性侵害，普及性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让男性女性均能够正

确看待性问题，拥有健全的性知识，拥有自我对身体和性的自主权，摆脱贞操文化的腐蚀和禁锢，保持心理

健康。

【关键词】　贞操文化；性侵害；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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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ａｓｓａｕｌｔ．Ｂｏｔｈ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ｘａｎｄｓｏｕ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ｔｏｇｅｔｒｉ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ｉｓ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ｏ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ｓｓａｕｌｔ；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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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发生的几起性侵害案再一次掀起舆论风波。台湾作
家林奕含，早年被补习老师性侵，长期饱受抑郁症折磨，２０１７年
４月２７日上吊自杀。林奕含事件后不久，北京电影学院的阿廖
沙借朋友＠宋泽尘Ｌｅｓｌｉｅ＿ＡＭ的微博发声：自己曾经遭受班主
任的父亲性侵，且因为维权在学业上被班主任、系里老师为难，

最后没有获得毕业证。宁波市１６个月大的婴儿被妈妈的同事
性侵，造成婴儿的阴道后壁和会阴体的撕裂，伤势非常严重，需

要紧急清创缝合。性侵，再次成为国民话题。

从医院“处女膜修补”的风行，无痛人流广告的铺天盖地，

再到近年来火遍全国的传统文化，既有大肆宣扬“女孩穿着暴

露易失身”“女性被人强奸属于辱没自家祖先”“女孩最好的嫁

妆是贞操”等女德文化糟粕，又有不断忠告善男信女戒色戒淫

的“警世恒言”。２０１７年２月新华网报道，撇开私立医院，仅仅
公立医院每年进行的流产手术高达１３００万例，其中２０岁至２９
岁的未婚女性占比６５％；一半的女性意外怀孕是因为未采取任
何避孕措施；同时，７７％的受访者表示对避孕并不了解或感到
困惑。这些信息都在告知人们，性这个被藏掖着的话题终将与

每个人的生活血肉相连。

!

　无处不在的贞操文化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女性被性侵害，常常

是恐惧、哭泣、屈辱，陷入抑郁、精神崩溃甚至企图自杀。对受

害人的描述往往都是消极被动的物化、商品化描写：“一朵鲜花

被踩在了地上”“被玷污、被糟蹋”“已经脏了，一辈子羞于见

人”。在提到强奸时，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落入传统贞操情结的

窠臼里。文学作品里形容一个被强奸的女性也是物化的：“清

清白白的一个黄花闺女，一辈子都被毁了”“已是残花败柳，终

身废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失去贞操毁掉一生。这导致非

常多的受害人对自己的身体怀有巨大的耻感和罪感，认为自己

被玷污、被损坏，之后再也不能正常生活了。

何春蕤曾经说过：“事实上，现今强暴带给女人伤害最深最

广的倒不是其中的具体暴力，而是环绕强暴的情绪论述以及文

化想象，所创造出来的那一个对性抱持戒慎及丑化态度的新文

化。”［１］这种扭曲、消极的态度，还影响到了对孩子进行正确的

性侵预防教育。遭到性侵后的孩子，茫然一无所知，无法说出

具体的疼痛部位，只能含糊地表示“下面痛”，因为对于性的话

题，父母从来都装聋作哑，羞于对孩子传授这些“肮脏的性知

识”。父母性教育角色明显缺位，性教育的知识与技能缺失［２］。

不得不承认，在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有大量的贞操文化。

即使强奸带来的身体伤害在一般情况下远远小于车祸，或失去

一根手指，但社会仍然会形成“凌迟受害者”的语境，对强奸受

害者反复进行心理伤害。

"

　对强奸受害者更大的凌辱来自社会贞操文化的反复“凌迟”
李银河曾经提议用身体伤害罪来代替强奸罪，试图消解文

化构建意义上对性的归罪化［３］。因为公众讨论强奸行为时，附

加了太多意义和传统，最终都反刍到脆弱的受害人身上……就

算是遭遇强奸，本质上也只是身体器官受到暴力的伤害，像不

小心被狗咬了腿一样，不应该有人因此蒙羞受辱甚至自杀。贞

操文化把性描绘成污秽行为，这成了屠戮受害人的帮凶，让性

侵受害人更容易遭遇社会压力和污名化，更加难以驱散这种加

诸在受害人身体上的耻感。

孙绍振用“观念吃人说”解释祥林嫂之死———杀死祥林嫂

的侩子手其实是一种观念［４］。这也可以用来解释林奕含的自

杀，自杀者都是被杀的，被无形的观念所杀，她们失去了处女

膜、“脏了”，所以，才值得人们同情她，这一堵由一块块“思维落

后的砖”构成的“善意的墙”，就像一张天罗地网。某些“善意”

的人，不断“提醒”她的受害者身份，然后用脑中的陈腐观念隔

离了她。人们打着“善意”的旗号，从贞节的神圣地位出发，在

严厉控诉性侵害者的同时，也在对那因为丧失贞节而受辱的人

施加压力，因为她必须承担整个文化对她的压力。正如刘再复

所说的“共犯结构”，是人处于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成为“结构人

质”的悲剧，是一种对个体生命的群体性猎杀［５］，虽然不是有目

的有意识的暴力，但是无意识自然流露出的风言风语足以让人

万劫不复。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在无形之中不知还会杀死多

少人。在这个社会里，有着更多不为人们觉察的这类落后的文

化糟粕，它们生根、发芽、开花。如果不丢弃这些落后文化，不

改变人们的错误思想观念，人人都不过是浇水大军中的一员。

#

　预防性侵害，性教育刻不容缓
谈到性侵害的预防，人们都在热烈讨论，比如让自己的孩

子学习防身术，给孩子的包里随身带个安全套、防狼喷雾有备

无患，晚上不要出门，着装得体大方，穿着不艳丽暴露等。人们

在讨论强奸问题的时候，把太多的关注力放在了如何进行消极

的规避上，放在了要求女性的自保措施上，限制了女性的生命

开阔和自由［１］。在这些防暴措施之下，女性被笼罩在性侵害的

恐惧中，而那些曾经受过伤害的女性更是被戴上了精神枷锁。

事实上，每一句叫女人小心防暴的话都是在提醒她，过去是她

的错，是她不够机警、不够坚决。正因为如此，人们愈是强调这

种自保型的防暴措施，就愈加深那些受暴女性的心神郁结，进

而把她们钉在十字架上。每当性侵害事件发生，人们激烈地讨

论防暴的时候，就是贞操文化死灰复燃之时。

性侵害的预防，性教育的开展，终究是一个“去污”的过程，

去除对性的污秽联想，去除贞操文化的毒瘤滋长，还原性的自

然的、科学的、真实的面目。

性教育的有效开展有赖于教育者对性的科学、自然态度，

尊重人类性的尊严和自主，并根据人们的年龄和身心发展规律

来实施。

３１　作为性教育者的态度
家长和教师是性教育实施的主要群体，作为负责任的教育

者，对性的态度应该是自然的、开放的、光明的、诚实的，不遮掩

的和不避讳的，有科学的性知识作底色，从心底里完成对性的

去污过程。如若不然，教育者本当启迪他人，但自己尚需别人

的启迪，继续以贞操情结来实施性教育，秉持性污秽、性肮脏、

性羞耻的态度，遮遮掩掩，把少儿不宜、天真烂漫的陈词滥调当

纯洁，那么无知的恶果轮到无辜的孩子来承受，是谁都不愿意

看到的结果，挂在嘴上的保护孩子、为了孩子就只是一张永不

能兑现的空头支票，性教育也只能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教不

出名堂来。

家长在孩子的生命早期肩负着性启蒙的责任。如果家长

能够自然、诚实地与孩子谈论性话题，那么孩子对性的态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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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健康的、自然的，反之亦然。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ｏｓＫａｋａｖｏｕｌｉｓ（２０１０）的
研究（家庭与性教育：家长性态度）的结果显示，希腊父母对孩

子的性教育远不能让人满意，父母对性的态度明显反映了人们

对长远性教育目标的多样性和对于性道德的高度强调。受调

查的父母表示，实施性教育的家长自己或是教师必须要有良好

的个性品质和专业培训的素养［６］。

３２　从孩子的年龄和认知发展特点具体化地给予引导教育
性教育应该贯穿每一个人的一生，不分男女，不管是繁华

城市还是偏僻乡野。具体的实施应当从孩子的年龄和身心发

展特点着手，覆盖生命的起源、生理性别的认识、身体的构造、

青春期变化、性交、性病预防、生殖与避孕、防范性别暴力、性和

谐技巧指导等各个方面。

３２１　０岁～４岁孩子的性教育，以母亲启蒙教育为主　①出
生教育：每个人都是从妈妈肚子里出生的，而不是从大马路上

或垃圾桶里捡来的。许多家长觉得告诉孩子怎么来的，孩子不

清楚，而且难以启齿，关键是自己不能站在生命的角度，用科学

来解释生命的来源，所以就敷衍搪塞、潦潦草草，孩子得到这样

的答案，自然对生命没有敬畏感和珍惜感。之所以儿童的性启

蒙教育主要由母亲来担任，是因为母亲天然地与儿童形成的信

任和依恋情感，更有利于性启蒙教育的实施［７］。②性别教育：
告诉孩子他／她是男孩还是女孩，用自然的态度教他们命名身
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性器官，阴茎、阴道都是科学词汇，并不

污秽和肮脏，这些器官都跟眼睛、嘴巴、鼻子一样，是人类身体

的重要部分。平时裤衩背心盖住的地方是隐私部位，不能被别

人摸，也不能摸别人的隐私部位。男孩女孩只是生理结构稍有

不同，但相同点远多于不同点，要相互尊重，同等看待。

３２２　５岁～８岁孩子的性教育，父母为主，学校为辅　①性别
与社会性别。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学会尊重别人的不同，

求同存异。强调性别的平等，站在人的角度，享有人的基本权

利。淡化性别和宗族的歧视和偏见，摈弃男尊女卑的封建思

想，男女都一样，都可以很优秀，也能够帮助父母养老。女孩子

性格很“男生”，喜欢打球、武术，男孩子性格很“女生”，喜欢洋

娃娃，爱哭。这些都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嘲笑别人。当他人有

困难时，能够适当伸出援助之手，而不管是男孩或者女孩，因为

人们都需要来自他人的帮助。②积极回答孩子的敏感话题。
对于孩子提出的疑问，能够自然作答，不避讳，不遮掩，更不可

呵斥。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了无穷的好奇心。他

们会问许多与性有关的话题：为什么男孩子站着嘘嘘，我必须

蹲着；为什么他有阴茎，而我只有阴道。对此，可以借助绘本、

视频等媒介，可以参观艺术馆、博物馆，观摩裸体艺术，积极地

回答孩子的问题。尤其是绘本，具有专业素养的专家以非常实

用、科普的文字，帮助父母和不同年龄、不同发育阶段的孩子去

讨论让大家难以启齿的与性相关的话题［８］。努力为孩子提供

一个愿意与家长谈论敏感话题的开放、包容的环境。只有充分

信任家长，孩子在遇到性方面的问题时才会第一时间向家长求

助。开明、接纳、尊重、平等的家庭，对于孩子解决青春期的逆

反心理、过早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以及做好性保护的问题都至关

重要。③性侵害的预防课程。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
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女童保护”２０１６年儿童防性侵教育调

查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件的７７８人中，女
童遭遇性侵人数为７１９人，占比９２４２％；男童遭遇性侵人数为
５９人，占比７５８％。男童被性侵现状同样不可忽视，其中以７
岁～１４岁受害者居多。调查结果还显示，目前我国１４岁以下
儿童防性侵教育普遍缺失，学校、家庭防性侵教育普通缺位，近

九成的儿童没有上过防性侵课［９］。曹晋、薛跃规对广西偏远地

区留守儿童预防性侵犯能力的现况调查研究发现，６８０％的教
师认为学生在小学阶段很有必要进行性教育，仅有６０％的教
师主动对学生顺利地进行过性知识的教育［１０］。有鉴于此，学校

必须开设性侵害的预防课程，通过系统性的讲解、角色扮演、实

操演练等方式，告诉儿童私处不可以被人碰触，让孩子明白没

有人甚至包括父母、教师或监护人都不能碰触他们的私处，除

非是为了健康或保持清洁，从而让他们具有身体的主人意识。

一旦遭遇他人的碰触，能够勇敢拒绝，及时寻求帮助［１１］。

３２３　９岁～１２岁的孩子提前掌握青春期变化，学校为主，开
设性教育专业课程，由专门教师授课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性
发育刚刚开始或者即将开始，对于身体发生的许多变化并不了

解，通常会惊慌失措。比如，男孩会长胡子、喉结变大、声音变

粗，会有遗精现象，女孩胸部会发育，会出现月经。李银河调查

发现，女孩对月经初潮的感觉大都是负面的，恐惧、羞耻或厌

恶，很少有人会期待成为成熟女性而欣喜自豪［３］。男女都会长

腋毛、阴毛，这些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必担忧，这也是成熟

的标志，需要提醒他们注意个人卫生。同时，鼓励孩子与异性

的正常交往，建立同辈之间的友谊。

３２４　１３岁～１８岁孩子的性教育，学校为主，父母配合，开设
全面性教育的专业课程，由专门教师授课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
子需要了解月经、遗精等生理现象出现的原因和应对方法，以

及如何挑选合适的内衣。随着青春期的发育，大脑情绪发育会

随着性激素的改变而发育，但是作为理性、智慧的前额叶还没

有发育成熟。所以，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很容易冲动、叛逆，生理

上的成人感与心理上的半成熟状态让他们处于剧烈的动荡期，

这就需要家长能够温柔、平等地与其沟通，给他们自主权，减少

干涉和控制。由于第二性征的出现，到了春机发陈的年龄，男

孩女孩的性冲动逐渐增强。他们开始对异性感兴趣，进而开始

恋爱，这都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生殖的本能。有的孩子甚至

开始有性生活，有的孩子会有性自慰、体会性兴奋。这个时期，

家长要放下权威，平等地与孩子沟通，倾听他们的想法，给他们

讲解性自慰、安全性行为、性病预防、性卫生、生殖与避孕等常

识，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对性守口如瓶，让他们自己去碰运气。

在性的发育上，孩子们更需要不着痕迹的指引，而不是像盗贼

一样的防范与禁止呵斥。学校开设专门的全面性教育课程，建

立心理咨询室，为性困惑的学生提供心理援助。这个年龄阶段

对应的性教育内容应当包括身体与青春期、性别暴力的防范、

爱情、社会性别、亲密关系多样性等［１２１３］。

３２５　１８岁以后的性教育　１８岁以后，孩子已经成年，教育者
帮助他们形成科学的价值观和人权观，懂得宽容、尊重、责任、

权利和平等，引导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拒绝过早、非自愿或

被迫的性行为。成年以后，他们应该懂得尊重同性恋个体，知

晓艾滋病和性病的预防常识，正确看待卖淫、嫖娼等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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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性变态的相关常识。

性不是洪水猛兽，全面性教育并不会使青少年的性活动或

性伴侣增加。许多研究表明，全面性教育使得青少年的避孕意

识明显提高，危险性行为降低［１３１４］。年轻人对性的表达和关注

是其成长过程中的一部分内容，处理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

提供知识和服务。如果一味禁止甚至禁欲，那么人们只能求助

于各种黄色影片，造访各种黄色网站，意外怀孕或得了性病，只

会偷偷地去黑心诊所，以致酿成悲剧。

$

　加强宣传力度，摈弃贞操文化，普及性的自主权利和性的教
育权

　　性侵害的预防与性教育有赖于政府家庭学校社会构成
教育体系，共同实施［２，１５］。政府应当加强性侵害法制的完善和

修正，制定性教育的政策指导和宏观方向，加大资金投入，性教

育的经费保障应该包括性科学研究，相关专家、性教育工作者

的培训等。

性的社会教育是对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拓展和补充，是

全面性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重视性教育的社会教育，摈弃贞

操文化，尊重性的自主权和性尊严，普及科学的性知识，形成多

元、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氛围，有利于破除性的龌龊形象，提

高全体社会成员对性的科学素养，提升人们作为选择主体的选

择能力，有效预防性病、艾滋病的传播，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人

工流产，节约医疗成本。

性侵害的预防应该强调女性本身的身体和性自主权。女

性是有着独立人格的个体，是自己的主人，不是物品，更不是商

品或者男性的财产，她的身体和性自主权属于她自己，不受他

人干涉。即使被强暴，身体和性自主权受到侵害，也并不影响

这份天赋人权。身体始终是自己的，并不肮脏和羞耻，他人无

权指责。倡导性的隐私性，杜绝以性道德去绑架这些受害者。

所谓“强大女性”的来源，正应该是这种对身体和性自主权的理

直气壮的自信。

普及性教育需要确立性教育权。季涛提出性教育权是指

公民依法享有的以适当方式接受一定标准的性科学、性权利和

性文化教育的特殊教育权利。确立性教育权将有利于改善落

后的性教育现状，根除普遍的性无知现象，并最终促进性权利

体系的形成、发展和相关人权的进步［１６１７］。

性侵害预防和性教育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密不可分。家长

尤其是母亲有启蒙教育的义务，学校有责任提供全方位科学的

讲解，医生有医生的职责，自然历史可以训练，文学可以启发，

艺术可供观摩［７］，全社会和文化能够去了解、尊重、接纳甚至欣

赏性的自然属性和现象，性的教育才能达到目的。

贞操文化下人们对性的无知态度，给性侵害受害者造成了

巨大的身心伤害，极大地扭曲了女性的心理，摧残了她们的幸

福［１８］。只有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组织、政府等各方面的齐心合

力、各司其职，根据各个年龄阶段孩子的心理发展特点，不分性

别，采用恰当的方式大力实施性教育，才能有效避免性侵害的

发生。性教育不是两性之间的战争，而是站在人的角度，尊重

人权，以人为本，消除个人在性发展和性行为中的焦虑和恐惧

等种种不良情绪，促进身心健康，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与处理

男女两性关系及其相关的道德与法律，增进对自己性行为所应

有的责任感，最终形成一个尊重、平等、开放、包容、多元的自由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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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赞许性为标准，编制了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并对其进行了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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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男性化分量表解释的总方差为６６４１％，女性化分量表解释的总方差为６６８０％；男性化分量表的内部
一致性系数α＝０９２，女性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０９３。结论：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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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ｒｏｌ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性别角色是一套与性别相应的行为、态度和情感规范，是
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模仿而获得的，与社会文化关系密

切［１］。Ｔｅｒｍａｎ和Ｍｉｌｅｓ在１９３６年以相对的体现男性化与女性
化的人格特征词汇来描述男性与女性稳定的行为倾向，编制出

了男性化女性化量表（ＭＦ量表），这也是关于性别角色的第一
个量表［２］。之后，有关性别角色的研究大量出现。１９６４年，ＡＳ
Ｒｏｓｓｉ首次提出双性化概念，认为个体可以同时拥有传统上的男
性化特质和女性化特质，并认为双性化是最合适的性别角色类

型［３］。ＳａｎｄｒａＢｅｍ等人于１９７４年设计了第一个测量双性化特
质的心理量表———Ｂｅｍ性别角色量表（ＢＳＲＩ），并把性别角色分
为４种：男性化（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指个体在女性化分量表的得分低
于中位数水平，而在男性化分量表中高于中位数水平，即表现

出较强的男性特质；女性化（Ｆｅｍｉｎｉｎｅ）：与男性化相反，即在女
性化量表中得分高于中位数水平，而在男性化分量表中低于中

位数水平，表现出强烈的女性特质；双性化（Ａｎｄｒｏｇｙｎｏｕｓ）：个体
在男性化分量表和女性化分量表上的得分均高于中位数水平，

在日常表现出强烈的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未分化（Ｕ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ｔｅｄ）：与双性化相对，即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均呈现弱化的现
象［４］。有关研究结果显示，ＢＳＲＩ已经成为性别角色研究中最广
泛的工具，也成为其他测量工具比较的标准［５］。钱铭怡等

（２０００年）［６］以社会刻板印象和社会赞许性为基础，首次编制了
中国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ＣＳＲＩ），该量表同时使用正性和负性
量表，由男性正性量表、男性负性量表、女性正性量表、女性负

性量表和干扰词表组成，每个分量表有２０个项目，共１００个项
目。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较好。卢勤、苏彦捷（２００３）［７］对ＢＳＲＩ
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量表包括男性化量表１４个项目，女性化
量表１２个项目及中性词条２０个，修订后的量表信度和效度都
高于原量表。刘电芝等人（２０１１）［２］编制了大学生性别角色量
表（ＣＳＲＩ５０），该量表以社会赞许性为标准，共５０个项目，其中
男性化分量表和女性化分量表各１６个项目，中性化分量表１８
个项目，其信效度良好。

当前，西方性别角色研究中主要存在一致性、双性化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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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３种模型。一致性模型是性别角色的传统模型，该模型认
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共同构成同一维度的两极。与生理性

别相一致的类型才是理想的性别角色类型。双性化模型与一

致性模型相反，认为男性化特质和女性特质是２个不同的且相
互独立的维度，适应能力和心理健康水平高的人其性别角色类

型应该是双性化。基于双性化模型，男性化模型认为，理想的

性别角色是男性化，决定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主要因素是男

性化特质［８］。根据目前研究，性别角色的一致性模型已经基本

被否定，但在双性化模型和男性化模型上的结论还不统一。崔

红等的研究表明，男性化个体的心理社会适应水平最高［９］。赵

田田等对性别角色与社会适应的探讨发现，具有典型的男性特

质的个体社会适应性强［１０］。王中会等对女大学生的调查结果

表明，双性化模型是女大学生理想的性别角色模型，支持了双

性化模型［１１］。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双性化个体在积极人格特

征［１２］、两性交往质量［１３］、社会接纳程度［１４］、自我价值感［１５］、主

观幸福感［８］、社会适应［１６］与心理健康水平［１７］等方面均优于其

他类型者。

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社会文化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

化，大学生的性别角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如今性别角色领域

使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是ＣＳＲＩ和ＣＳＲＩ５０，这２个量表均已经
编制长达５年，杨国枢等学者指出，如果一个测验在５年里没有
新的信度和效度数据发表或者没有相关文献研究，就需要修订

或重新编制［１８］。鉴于此，本研究在ＢＳＲＩ、ＣＳＲＩ、ＣＳＲＩ５０的基础
上，拟编制出适合测量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类型的有效工具，

以此考察当代大学生性别角色倾向的变化。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程序

收集整理ＢＳＲＩ、ＣＳＲＩ、中国人性别角色形容词评定量表［１９］和

ＣＳＲＩ５０的词，共得到２３０个词。由５名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最后挑
选出描述稳定人格特征、不生僻、意义明确的１５０个词。

以性别刻板印象和社会赞许性为标准，由３０名被试将选出的
１５０个词归为４类：男性正性、女性正性、中性（能同时描述男性和
女性特质）及其他词汇。若经χ２检验某词被归为男性正性的频率，
显著高于女性正性及中性词汇，则被归为男性正性。女性正性词表

由同样的方法获得。若经χ２检验，某词被归为中性词汇的频率显
著高于男性正性和女性正性，则被归为中性干扰词。

由此确定出大学生性别角色初测量表共８０个词，男性正性
词和女性正性词各３０个，中性干扰词２０个（正、负词各１０个）。
中性干扰词起干扰作用，不计分，不参加后面的信效度分析。

计分方式为７点计分法：“１”表示“完全不符合”，“２”表示“中
等不符合”，“３”表示“轻微不符合”，“４”表示“不确定”，“５”表
示“轻微符合”，“６”表示“中等符合”，“７”表示“完全符合”。
１２　测试对象

初测被试为３７２名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３６０份，有效率为
９６７７％。其中，男生２０４人，女生１５６人；一年级学生１１６人，
二年级学生７２人，三年级学生８４人，四年级学生８８人。

复测被试为８４０名大学生，回收有效问卷８００份，有效问卷回
收率为９５２４％。其中，男生３８６人，女生４１４人；一年级学生２６０
人，二年级学生１９６人，三年级学生１６８人，四年级学生１７６人。
１３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和 Ａｍｏ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分析。

"

　结果
２１　项目分析

初测数据采用相关法进行项目分析［２０］，删除男性化分量表

词汇的标准为“ＣＲ男 ＜０６，ＣＲ女 ＞ＣＲ男”，删除“自立的”“爱冒
险的”“大度的”“爱运动的”“直性子的”“心宽的”等６个词，剩
余２４个词。删除女性化量表词汇的标准为“ＣＲ女 ＜０６，ＣＲ男 ＞
ＣＲ女，删除“节俭的”“有耐心的”“伶俐的”“纯真的”“女子气
的”“文雅的”“贤淑的”“洁身自好的”等８个词，剩余２２个词。
删除中性干扰量表词的标准为“ＣＲ＜０６，与男性化和女性化分
量表的相关均不高”，正性词删除“谦虚的”“乐于助人的”“诚

实的”“不卑不亢的”“无私的”等５个词，负性词删除“消极的”
“冷漠的”“固执的”“懈怠的”“无效率的”等５个词，各剩余５
个词。这样，大学生性别角色复测量表由５６个词构成，男性化
分量表２４个词，女性化分量表２２个词，中性干扰量表１０个词
（５个正性词，５个负性词）。
２２　探索性因子分析

男性化分量表的 ＫＭＯ系数为 ０９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系数为
３１５２８９（ｄｆ＝２７６），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表明适合进行
因素分析。删除共同度 ＜０２的词和载荷 ＜０５［２１］的词，剩余
１５个词，经主成分分析提取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经过正交旋
转，结合碎石图，具体结果详见图１。随后抽取出３个因素，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解释的总方差为６６４１％，单个因素解释的方
差依次为 ４８４３％、１１２３％、６７５％。３个因素各包含 ５个选
项，因素１命名为活跃主动，主要反映男性行动积极踊跃、情绪
蓬勃热烈的特质；因素２命名为领导力，表现男性的决策组织能
力；因素３命名为理性，反映男性的理智、清醒和沉稳特质。

图１　男性化分量表碎石图

女性化分量表的 ＫＭＯ系数为 ０９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系数为
３０７９９２（ｄｆ＝２３１），达到显著水平（Ｐ＜０００１），适合进行因素分
析。删除共同度＜０２的词后，因素１词过多，删除载荷＜０６的
词，剩余１５个词，经主成分分析提取因子，正交旋转，结合碎石
图，具体结果详见图２。随后抽取出２个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解释的总方差为 ６６８０％，单个因素解释的方差依次为
５３７０％、１３１０％。因素１包含９个题项，命名为同理心，主要表
现女性更能感同身受、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情绪的特质；因素２包
含６个题项，命名为温柔文静，反映女性温和柔顺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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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男性化分量表因素载荷

因素 题项 载荷 因素 题项 载荷 因素 题项 载荷

Ｆ１

活跃的 ０８３

幽默的 ０７１

开朗的 ０８１

主动的 ０５７

外向的 ０８３

Ｆ２

有领导力的 ０７８

果断的　　 ０７２

有雄心的　 ０７３

有创造力的 ０５７

有支配力的 ０６６

Ｆ３

理性的　　 ０６８

冷静的　　 ０８０

稳重的　　 ０８４

不屈不挠的 ０６４

精干的　　 ０６６

图２　女性化分量表碎石图

２３　信度检验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均在０８以上，具

有良好的信度。男性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０９２，女
性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α＝０９３。男性化分量表分为３个
因素：因素１活泼主动，α＝０８３；因素２领导力，α＝０８５；因素
３理性，α＝０８５。女性化分量表分为２个因素：因素１同理心，
α＝０９４；因素２温柔文静，α＝０８７。

表２　女性化分量表因素载荷

因素 题项 载荷 因素 题项 载荷

Ｆ１

有亲和力的 ０６９

有同情心的 ０８５

爱小孩的　 ０６４

善解人意的 ０８４

能体谅人的 ０８７

友善的　　 ０８３

善于倾听的 ０８０

通情达理的 ０８０

善良的　　 ０８３

Ｆ２

温柔的　　 ０６９

含蓄的　　 ０６９

语调柔和的 ０８２

文静的　　 ０７８

温顺的　　 ０７３

文质彬彬的 ０７５

２４　效度检验
为了保证量表能够反映大学生性别角色的主要维度，该量

表的编制在广泛收集前人的研究结果及对大学生开放式调查

的基础上，并由相关专家对量表的项目与适宜性进行评价，表

明本问卷有良好的内容效度。

男性化分量表中３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０５２～０７０
之间，为中高度相关；男性化分量表各维度与总分的相关在

０８１～０９０之间，为高度相关。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男性化分量表各维度与该分量表总分的相关矩阵

维度 活跃主动 领导力 理性

活跃主动 １００

领导力 ０７０ａ １００

理性 ０５２ａ ０６１ａ １００

男性化分量表 ０８７ａ ０９０ａ ０８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男性化分量表各维度得分与总维度相比
较，Ｐ＜００１

女性化分量表中２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７，为中度
相关；女性化分量表２个维度与总分的相关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６，
均为高度相关，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女性化分量表各维度与该分量表总分的相关矩阵

维度　 同理心 温柔文静

同理心 １００

温柔文静 ０５７ａ １００

女性化分量表 ０９１ａ ０８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女性化分量表各维度得分与总维度相比
较，Ｐ＜００１

２５　验证性因子分析
使用Ａｍｏｓ１７０对男性化分量表和女性化分量表分别做验

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项拟合指标均达到要求［２２］，男性化

分量表的３因素模型和女性化分量表的２因素模型可以接受。
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

　讨论
３１　量表词汇的变化

将本量表的词汇与 ＢＳＲＩ、ＣＳＲＩ和 ＣＳＲＩ５０进行比较发现，
选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男性化分量表上，只有“有支配力的”

“有领导力的”“稳重的”“理性的”“冷静的”与 ＣＳＲＩ５０相同，
“有创造力的”“外向的”“幽默的”“不屈不挠的”“开朗的”“精

干的”“主动的”等７个词与ＣＳＲＩ相同，“有支配力的”“有领导
力的”“果断的”“有雄心的”等４个词与 ＢＳＲＩ相同。由此可以
看出，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代大学生所认同的男性特质已经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ＢＳＲＩ中体现个人主义的单词，如“独立的”
“有个性的”“好竞争的”等在本量表中没有体现，这反映出中西

方的文化差异。在女性化分量表上，“温柔的”“温顺的”“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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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的”“语调柔和的”“有亲和力的”“有同情心的”“能体谅人

的”“文静的”、“善于倾听的”等９个词与 ＣＳＲＩ５０相同，“温柔
的”“温顺的”“含蓄的”“文静的”“善良的”“文质彬彬的”等６
个词与ＣＳＲＩ相同，“温柔的”“善解人意的”“语调柔和的”“有
亲和力的”“有同情心的”“爱小孩的”等６个词与ＢＳＲＩ相同，这

体现了中外对“表达性”特质的一致要求。在中性干扰量表上，

只有“自满的”“钝的”与ＣＳＲＩ相同，“认真的”“真诚的”“自以
为是的”“孝顺的”“不合群的”与 ＣＳＲＩ５０相同。因此，大学生
性别角色量表与之前的研究量表在单词方面的差异，反映了当

代大学生在性别角色上具有的时代特征。

表５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验证性因子分析

拟合指数 χ２值 ｄｆ χ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ＩＦＩ

男性化分量表 １８５７９ ８７ ２１４ ００７ ０８９ ０８５ ０９４ ０９４

女性化分量表 １６５３２ ８９ １８６ ００７ ０９０ ０８６ ０９６ ０９６

３２　量表的信效度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是以当代大学生为样本，以性别刻板

印象和社会赞许性为标准编制的。全量表共４０个题项，其中男
性化分量表和女性化分量表各１５个题项，中性干扰量表１０个
题项。经过质量检测得到：男性化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
＝０９２，女性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 α＝０９３。男性化分量
表分为３个因素：因素１活泼主动，α＝０８３；因素２领导力，α＝
０８５；因素３理性，α＝０８５。女性化分量表分为２个因素：因素
１同理心，α＝０９４；因素２温柔文静，α＝０８７。因此，大学生性
别角色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男性化分量表解释的总方差为６６４１％，单个因素解释的
方差依次为４８４３％、１１２３％、６７５％。女性化分量表解释的总
方差为 ６６８０％，单个因素解释的方差依次为 ５３７０％、
１３１０％。通过考察２个分量表各维度间相关及其与该分量表
总分的相关，男性化分量表中３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０５２
～０７０之间，为中高度相关；男性化分量表各维度与总分的相
关在０８１～０９０之间，为高度相关。女性化分量表中２个维度
之间的相关系数为０５７，为中度相关；女性化分量表２个维度
与总分的相关分别为０９１、０８６，均为高度相关。

综上所述，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共４０个题项，包含３个分
量表：男性化分量表、女性化分量表和中性干扰量表，包含男性

化、女性化２个维度。其中，男性化由活跃主动、领导力、理性３
个因子构成，表现出中国男性大学生在能动性方面的好特质，

体现其“工具性”特征，这种“工具性行为”与工作、成就、统治有

关，与谋生养家有密切联系。女性化由同理心、温柔文静２个因
子构成，描述了中国女性大学生在集体性方面的好品质，反映

其“表达性”特质，这种“表达性行为”与表达情绪、情感有关，有

利于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２３］。本测量量表的信度、效度良好，

可以用作性别角色研究的工具。本量表与之前编制的量表在

词汇上的差异，反映了当代大学生在性别角色上的变化，说明

了性别角色具有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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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农村已婚妇女的性健康现状，为社会各界开展相关研究及制定改善农村妇女性
健康状况的干预方案提供参考。方法：应用自编“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调查问卷”对黑龙江省１２００名农村
已婚妇女进行一对一访谈 。结果：农村已婚妇女对性知识虽有一定了解，但不够全面准确。２１４７％被调
查的农村妇女对性行为持反感态度，４０２８％被调查的的农村妇女性态度保守 。被调查者中，自报最近一年
无性生活的人占９６７％，分别有６１２％、０８０％和０８９％的人自报发生过婚前性、婚外性和一夜情，６１１４％
的人从未使用过避孕套。被调查的农村妇女中性交疼痛与性高潮缺失的发生率分别为４３２１％与２９１９％。
结论：应在农村妇女中广泛开展性健康教育并提供便利可及的卫生保健服务，做到切实可行的改善农村妇

女的性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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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健康不仅是一个人没有影响性功能方面的疾病，而且是
其处于一种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方面的良好状态［１］。性是人

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是人们享受美好生活的内涵所

在。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显示，中国农村人口占全
国总人口的４２６５％，其中约５０％为女性［２］。中国农村妇女已

经成为了不容小觑的群体，她们的性健康问题更迫切地需要社

会各界的关注。然而，目前关于中国农村妇女性健康方面的研

究十分有限，极大地限制了卫生机构在农村妇女中开展性健康

宣传教育及卫生保健服务，致使农村妇女的性健康状况十分堪

忧。本研究详细地调查了农村妇女的性知识掌握情况、性态度

持有情况、性行为发生情况及性生活质量状况，旨在为医疗卫

生机构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了深入了解农村妇女性健康现状，课题组在获得学校伦

理委员会许可后，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采取随机整群
抽样的方法，在黑龙江省随机抽取６个城市，每个城市随机抽取
１个县，每个县选取两个自然村，以２０岁 ～６０岁的已婚妇女为
调查对象开展调查。调查员由经验丰富的高校教师、研究生组

成，调查前，由性健康专家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本次调查

采取下乡入户，单人单间，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访谈时间约

３０分钟。调查前告知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并获得
知情同意。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参考了同类研究的问卷内容，并

结合农村妇女特点自行设计、制作出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调查

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健康知识、性健康态

度、性健康行为及性生活质量，共调查１２００人，回收有效问卷
１１２７份。
１２　统计分析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
件对调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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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１１２７名农村已婚妇女年龄为（４５２１±８８２）岁，其中２０岁
～３０岁８７人（７７２％），３１岁～４０岁２２７人（２０１４％），４１岁～
５０岁４７０人（４１７０％），５１岁 ～６０岁３４３人（３０４３％）。本次
调查的农村妇女文化程度较低，文盲１２９人（１１４５％），小学文
化５５７人（４９４２％），初中文化３９９人（３５４０％），高中及以上

文化仅 ４２人（３７２％）。调查对象身份多为农民，共 ９８８人
（８７６７％），个体户５２人（４６１％），家庭主妇４５人（３９９％），
工人、教师、医务人员、村干部等其他职业４２人（３７３％）。
２２　性健康知识

避孕知识共３题，怀孕流产知识共４题，性病知识共９题。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１２７名农村已婚妇女对性健康知识的知晓率

　　　　　　　　　　题目 正确人数 正确率（％）

避孕知识 最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 １３６ １２０７

不宜在哺乳期使用的避孕方式 ６４０ ５６７９

预防性疾病的避孕方式 ４２８ ３７９８

怀孕流产知识 怀孕是否应该上医院检查 １０１０ ８９６２

怀孕的初末三个月是否可以过性生活 ７２５ ６４３３

人工流产是否影响再次怀孕 ６３２ ５６０８

月经周期何时最易受孕 ３０３ ２６８９

性病知识 艾滋病是性病吗？ ６１０ ５４１３

梅毒是性病吗？ ５４３ ４８１８

淋病是性病吗？ ３６２ ３２１２

性接触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７１１ ６３０９

输入未经检测的血液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４９９ ５４９２

受艾滋病感染的母亲是否会传染给婴儿 ５２６ ４７６７

接吻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９４３ ８３６７

同桌吃饭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９８５ ８７４０

拥抱握手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１０４４ ９２６４

２３　性知识获取途径
此题为多选题，农村已婚妇女获得性知识的主要途径（多

选）为广播、电视 ６３２人（５６０８％），其次为家人、朋友 ２１８人
（１９３４％），卫生部门 １９７人（１７４８％），书籍报刊 １４０人
（１２４２％）。
２４　对性知识的主观态度

①对性行为的主观态度：２４２人（２１４７％）对性行为持反感
态度，１１８人（１０４７％）对性行为的态度依情况而定，２６１人
（２３１６％）从未在性生活中提出主动要求，５０６人（４４９０％）对
性行为持接受的态度。②对谈论性话题的态度：４８２人
（４２７７％）性态度相对开放，能够轻松自如地与丈夫谈论性话
题；４５４人（４０２８％）对性仍然持保守态度，拒绝与丈夫谈论性
话题；１９１人（１６９５％）表示是否会与丈夫谈论性话题依情况而
定。③对丈夫在性生活中有支配权的态度：６８６人（６０８７％）持
反对态度，３２２人（２８５７％）持赞同态度，１１９人（１０５６％）保持
中立态度。④对妻子在性生活中有拒绝权的态度：１３０人
（１１５４％）持反对态度，９４６人（８３９４％）持赞同态度，５１人
（４５３％）保持中立态度。
２５　性健康行为

①农村已婚妇女最近一年性生活频率：１０９人（９６７％）最
近一年无性生活，４７２人（４１８８％）１次 ～２次／月，４００人
（３５４９％）３次～５次／月，９６人（８５２％）６次 ～８次／月，５０人

（４４４％）８次／月以上。②特殊性行为情况：６９人（６１２％）有
过婚前性行为，１０人（０８９％）有过一夜情，９人（０８０％）有过
婚外情。③安全套使用情况：６８９人（６１１４％）从未在性生活中
使用过安全套，２４７人（２１９２％）偶尔使用，仅１９１人（１６９５％）
经常使用。

２６　性生活质量
①性行为中的疼痛感：４８７人（４３２１％）在性生活中存在疼

痛感，其中３０人（６１６％）在性生活中经常存在疼痛感。②性
高潮：３２９人（２９１９％）在性生活中从未体验过性高潮，７２８人
（６４６０％）偶尔有过性高潮，仅７０人（６２１％）几乎每次性生活
中都存在性高潮。③对性行为的感受：５７人（５０６％）感到恶心
或紧张，１３３人（１１８０％）感到厌恶，５６３人（４９９６％）表示无所
谓，１９９人（１７６６％）愿意回忆，１７５人（１５５３％）认为是甜蜜的
回忆。

#

　讨论
３１　农村妇女性健康知识掌握情况分析

本研究中，农村已婚妇女对性知识虽然有一定了解，但是

不够全面、准确，对性知识的掌握情况低于国内相关研究［３５］。

这可能有如下２方面原因：首先，本调查中的农村妇女受教育程
度偏低，而且当地卫生部门对性知识的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农

村妇女性教育缺乏。其次，在我们的研究中，５６０８％的农村妇
女通过广播、电视等一些非正式渠道去获取性知识，而这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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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媒介中关于性知识的信息往往都是错误的，不恰当的［６］。因

此，计划生育部门、卫生部门等正规机构应当加强对农村妇女

性知识的宣传力度，在性行为方面为农村妇女做出正确指导。

３２　农村妇女性健康态度持有情况分析
本研究中，２１４７％的农村妇女对性行为持反感态度，

２３１６％的农村妇女从未在性生活中提出主动要求，与王俊松［７］

在天津蓟县开展调查，得出２１１％的农村妇女十分厌恶性生活
的结果相近，低于国内相关研究６２％的调查结果［８］。进一步分

析本研究中发现，农村妇女反感性生活的原因可能与性交疼痛发

生率高达４３２１％及性高潮缺失率达２９１９％，致使性满意度偏
低有关。此外，本研究中约４０％的农村妇女对性仍然持保守态
度，高于秦琛［９］在山西省开展调查得出的３１５％的结果，性态度
保守的妇女即使对夫妻生活不满意也羞于向丈夫表达，不满情绪

蓄积导致了对性行为的反感态度。调查还发现，反对丈夫在性生

活中有支配权与赞同妻子在性生活中有拒绝权的农村妇女分别

为６０８７％与８３９４％，高于崔颖等［１０］２００９年对农村妇女性别意
识的报道，仅１／３的农村妇女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别意识。这一结
果表明，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农村妇女已逐渐摆脱传统风俗习

惯的影响，社会地位有所提升，性别平等意识增强。与此同时，社

会各部门更应当持续加强对农村妇女性别平等方面的教育，真正

做到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

３３　农村妇女性健康行为发生情况分析
本次调查发现，９６７％的农村妇女在最近一年无性生活，低

于王俊松［７］１４５％的调查结果。这可能与后者研究对象主要
为围绝经期妇女，性功能衰退导致性欲低下有关。６１２％的农
村妇女有过婚前性行为，低于夏冬艳等［１１］１４７％的调查结果，
高于国内相关研究［１２］约５％的调查结果。一夜情和婚外情的
发生率分别为０８９％和０８％，低于张祖样等［１３］２８％和２８６％
的调查结果。这与后者是在艾滋病高流行地区进行调查，而且

调查对象为农村留守妇女，丈夫长期外出打工，因此不良性行

为的发生情况相对偏高有关。黑龙江省农村已婚妇女高危性

行为时有发生，而且高达６１１４％的农村妇女却从未使用过避
孕套，甚至８７９３％的农村妇女并不知晓避孕套为最安全的避
孕方式，致使农村妇女的性健康状况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性态

度、性决策能力及对自身高危性行为的风险感知，是激发农村

妇女使用避孕套的重要影响因素［４，１４］，因此，提高农村妇女性健

康状况是当务之急。有关部门应当加大宣传力度，端正农村妇

女的性观念，提高农村妇女的性决策能力及自我保护意识，从

而提高避孕套使用率，降低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

３４　农村妇女性生活质量状况分析
本次调查得出农村妇女中性交疼痛与性高潮困难的发生

率分别为４３２１％与９３７９％，高于胡序怀等［１５］对深圳市妇女

（８３％，１１３％）及贝为武等［１６］对南宁市妇女（３３１３％，
４７０５％）的调查结果。农村妇女性健康观念较为薄弱，遇到性
问题羞于求助，可能是导致农村妇女性交疼痛与性高潮困难的

发生率高于城市妇女的主要原因。

３５　农村妇女性健康影响因素探讨
本次调查发现，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存在诸多问题与隐

患，严重地影响了她们的性生活质量，乃至生命质量。Ｄｕｂｂｉｎｋ
等人［１７］的研究发现，年轻女性自我保护意识较差，２５岁以下女
性较３４岁以上女性更易发生高风险性行为。Ｐａｓｃｏｅ等人［１８］的

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低及收入水平低的农村妇女更容易发生

无保护性行为、婚前性行为、多性伴性行为及性交易等高风险性

行为，从而导致其性健康状况受到威胁。综上所述，年龄、文化

程度、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妇女性健康状况的重要影响因素，

社会各界要重点关注低年龄、低学历、低收入水平的农村妇女，

针对不同层次人群，开展个性化、系统的性健康教育，以端正农

村妇女的性健康态度，形成健康的性行为，从而高效地改善农

村妇女的性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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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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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验证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ＳＨＳＥＱ）的信度与效度，并探讨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
的情况。方法：采横断面量性研究设计，共有１１２名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０岁，年龄（２６８２±０４８）岁的产妇参
与问卷调查，以 ＳＨＳＥＱ为调查工具，有效问卷数据以推论统计、因子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ＳＨＳＥＱ，共有３个维度、１７个条目，各维度潜在变量组成信度为０８８６，０８４０，０９０２；各维度平均变异抽取量
为０６２４，０５８８，０７０２；而ＳＨＳＥＱ的得分情况依次为，产后性心理效能的总得分（４５５７±０１８９）最高，其次
是产后性生理效能的总得分（４４８８±０２４７），而产后避孕控制效能的总得分（４４５２±０２０７）最低。结论：
ＳＨＳＥＱ具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同时也对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的具体情况有初步发现，做为医护工作者提
供产妇性健康促进行为的参考依据。

【关键词】　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性健康促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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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ｔ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我国针对产后妇女性健康自我效能的研究应用阙如。产
妇性健康自我效能（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是影响妇女产后
觉知自己执行性健康行为的信心与评价自己满足性生活舒适

情况的把握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１］。研究显示［２４］：妇女产后

约８周能够恢复产前的性生活模式，而约有１／３的妇女会出现
性欲与性满意度降低、阴道松弛以及担心意外怀孕等情况，使

得产妇在夫妻亲密关系与性生活之间产生了压力。Ｈｉｐｐ等
人［５］的研究显示：产妇因荷尔蒙改变，致使阴道润滑度降低，造

成性交困难的问题。可见，产后妇女的性生活受到产后性生

理、性心理与避孕控制等效能的影响，只有提高产妇的性健康

自我效能，才能维系夫妻间的亲密关系［６］。本研究旨在验证

ＳＨＳＥＱ的信度与效度，并探讨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的情况，为
医护工作者提供产妇性健康促进行为的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为横断面量性研究设计，以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１２月泉州某医
院妇产科收治的１１２名产妇为取样对象，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０
岁，年龄（２６８２±０４８）岁的自然产或剖宫产的妇女。取样前，
先告知医院领导并获得同意，然后开始进行问卷调查。对符合

取样条件的产妇介绍研究目的，经其知情同意，随后以无记名

方式填写自填式结构问卷并约定时间回收。考虑产妇的生理

恢复情况，若为自然产妇女于产后第２日进行取样，而剖腹产妇
女于产后第３日进行取样，以保证产妇产后休息。共发出１２８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共１６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８７５０％。
１２　调查工具

本研究以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ｅｌｆＥｆｆｉ
ｃａｃｙ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ＨＳＥＱ）为调查工具，该量表是参考 Ｑｕｉｎｎ
Ｎｉｌａｓ等人［６］、Ａｃｅｌｅ等人［７］的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性健康自我

效能文献［８］并根据Ｂａｎｄｕｒａ［９］所提出的社会认知理论的内涵为
研制基础制作的，目的是构建 ＳＨＳＥＱ的信度与效度，并探讨产
妇性健康自我效能的情况。该量表由３个维度共１７个条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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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包括：①产后性生理效能（７个条目）、②产后性心理效能（６
个条目）、③产后避孕控制效能（４个条目）。计分方式：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五分法（１分完全没有信心、２分没信心、３分普通、４分有
信心、５分非常有信心），得分愈高表示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愈
好。本量表初稿研制后，邀请医学、护理专业的专家学者共５位
进行量表内容效度审核，专家效度内容检核表以条目合宜性做

评分，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４个等级计分方式，４分为非常适用，该条目不
需修改；３分为适用，该条目小幅度修改后可使用；２分为该条目
大幅度修改后可使用；１分为不适用，应删除。针对专家意见反
复讨论并修改量表内容，ＳＨＳＥＱ修改后ＣＶＩ值为０８８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以ＳＰＳＳ２００版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
包括：以均值、偏差分析取样对象基本资料；以推论统计进行项

目分析，做为删减条目的依据；以因子分析构建效度，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分析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的信度与效度

ＳＨＳＥＱ共有３个维度、１７个条目，各观察变量的标准化因
子载荷量介于０６５２～０８２６，皆在０５０的标准值以上并达显着
水平（Ｐ＜００１），据此该量表具有可接受的聚敛效度。该量表
个别项目信度介于０６２０～０８４８，皆在能够接受范围内；而各
观察变量的误差变异数介于０５１６～０６８６，皆为正值并达显着
水平（Ｐ＜００１））。再者，各维度的潜在变量组成信度，依序为
０８８６，０８４０，０９０２，皆达０８０以上的标准，各维度的平均变异
抽取量，依序为０６２４，０５８８，０７０２，皆为０５０以上的标准，此
显示本量表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ＳＨＳＥＱ的模式参数估计、组成信度与平均变异抽取量摘要（ｎ＝１１２）

　　　　　　　　　　　　维度／条目
标准化因子

载荷量

个别项目

信度

误差

变异数

潜在变量

组成信度

平均变异

抽取量

产后性生理效能 ０８８６ ０６２４

　１我有把握通过每天做好伤口护理帮助我的会阴部或腹部伤口愈合 ０７６２ａ ０６２０ ０６０８ａ

　２我相信每次性行为前后做好身体清洁可以预防生殖泌尿道感染 ０７０２ａ ０６６８ ０５２４ａ

　３我能拥有正常的生殖泌尿功能 ０８１６ａ ０７２４ ０６８６ａ

　４我能做好乳房护理 ０７８６ａ ０６８４ ０５８８ａ

　５我相信我如果做好乳房护理，可以避免造成乳腺炎 ０６５２ａ ０６８０ ０５０２ａ

　６我相信每次性行为前后做好身体清洁可以预防生殖泌尿道感染 ０７２８ａ ０６２６ ０５４７ａ

　７我有把握每日执行阴道收缩运动，可以帮助我恢复阴道紧缩 ０８２６ａ ０７２８ ０６８２ａ

产后性心理效能 ０８４０ ０５８８

　８我不会担心性行为时无法满足伴侣的性高潮 ０７２４ａ ０６７３ ０５６８ａ

　９产后不论外表改变与否，相信我对伴侣仍具有性吸引力 ０７０２ａ ０６６８ ０５３９ａ

　１０产后觉得自己魅力依旧 ０７６０ａ ０６２４ ０６２７ａ

　１１我若遇到产后性生活相关问题时，会主动向妇产科医师寻求咨询 ０８２７ａ ０７１８ ０５６０ａ

　１２我能享受伴侣爱抚我的乳房 ０６８８ａ ０７６６ ０５４０ａ

　１３我能接受产后阴道紧实度的改变 ０７１０ａ ０６０２ ０５５８ａ

产后避孕控制效能 ０９０２ ０７０２

　１４产后会开始采用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 ０７２０ａ ０６２８ ０５４８ａ

　１５产后在没有使用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我不会与伴侣发生性行为 ０７２８ａ ０７８４ ０６０２ａ

　１６我能根据自己产后的身体情况，采取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 ０６８８ａ ０６０８ ０５１６ａ

　１７产后我会因为害怕意外怀孕，而影响彼此的性生活 ０７４２ａ ０８４８ ０５６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标准化因子载荷量相比较，Ｐ＜００１

２２　探讨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的得分
ＳＨＳＥＱ３个维度的得分情况，依序为：①产后性生理效能的

总得分（４４８８±０２４７），其中“我有把握每日执行阴道收缩运
动，可以帮助我恢复阴道紧缩”的得分（４５４２±０００６）最高；②
产后性心理效能的总得分（４５５７±０１８９），其中“我若遇到产

后性生活相关问题时，会主动向妇产科医师寻求咨询”的得分

（４５０２±０１５３）最高；③产后避孕控制效能的总得分（４４５２±
０２０７），其中“我能根据自己产后的身体情况，采取适合自己的
避孕方法”的得分（４５３６±０１８８）最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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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ＳＨＳＥＱ的得分情况（ｎ＝１１２）

维度 　　　　　　　　　　　　条目 均分（珋ｘ±ｓ）

产后性生理效能 ４４８８±０２４７

１我有把握每天做好伤口护理帮助我的会阴部或腹部伤口愈合 ４５０２±０１０１

２我相信每次性行为前后做好身体清洁可以预防生殖泌尿道感染 ４５１４±０２４８

３我能拥有正常的生殖泌尿功能 ４３７６±０２４０

４我能做好乳房护理 ４４３１±０３０８

５我相信我如果做好乳房护理，可以避免造成乳腺炎 ４３４９±０２８７

６我相信每次性行为前后做好身体清洁，可以预防生殖泌尿道感染 ４４６８±０２１５

７我有把握每日执行阴道收缩运动，可以帮助我恢复阴道紧缩 ４５４２±０００６

产后性心理效能 ４５５７±０１８９

８我不会担心性行为时无法满足伴侣的性高潮 ４３２７±００２９

９产后不论外表改变与否，相信我对伴侣仍具有性吸引力 ４４１７±０２７９

１０产后觉得自己魅力依旧 ４４４６±００５８

１１我若遇到产后性生活相关问题时，会主动向妇产科医师寻求咨询 ４５０２±０１５３

１２我能享受伴侣爱抚我的乳房 ４３２８±０１７７

１３我能接受产后阴道紧实度的改变 ４４０９±０１８６

产后避孕控制效能 ４４５２±０２０７

１４产后会开始采用安全、有效的避孕方式 ４５０８±０３２７

１５产后在没有使用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我不会与伴侣发生性行为 ４５０７±０１７２

１６我能根据自己产后的身体情况，采取适合自己的避孕方法 ４５３６±０１８８

１７产后我会因为害怕意外怀孕，而影响彼此的性生活 ４４４３±０１８７

#

　讨论
３１　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量表的构建与分析

本研究通过统计学的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及信度分

析后，构建了一份具有３个维度（产后性生理效能、产后性心理
效能、产后避孕控制效能）、共１７个条目的产妇性健康自我效
能量表。首先，本研究所研制的 ＳＨＳＥＱ，各观察变量的标准化
因子载荷量介于０６５２～０８２６，达到０５０标准值以上并达显着
水平，具有可接受的聚敛效度，符合了 Ｚｕｌｆｉｑａｒ与 Ｂｈａｓｋａｒ［１０］所
建议的标准值。其次，该量表个别项目信度介于 ０６２０～
０８４８，而各观察变量的误差变异数介于０５１６～０６８６，皆为正
值并达显着水平，上述研究结果与 Ａｖｉｊｉｔ与 Ｎｉｔｈｙａ［１１］的研究发
现一致。再者，各维度的潜在变量组成信度，依序为产后性生

理效能（０８８６）、产后性心理效能（０８４０）、产后避孕控制效能
（０９０２），皆达０８０以上的标准，而各维度的平均变异抽取量，
依序为０６２４、０５８８、０７０２，显示该量表具有较好的聚敛效度，
上述研究结果符合 Ｂａｊｗａ［１２］的建议值０５０以上的要求。基于
上述原因，本研究所研制的 ＳＨＳＥＱ，使用严谨统计学中的模式
参数估计、组成信度等方法的检测，检测结果具有较好的信度

与效度的支持证据，可以作为医护工作者评价产妇性健康促进

行为的调查工具。

３２　探讨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的现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首先，ＳＨＳＥＱ的３个维度的得分情况依

次为：在产后性生理效能中，以“我有把握每日执行阴道收缩运

动，可以帮助我恢复阴道紧缩”的得分最高，此研究结果与 Ａｂ

ｂａｓｐｏｏｒ等人［１３］的研究发现一致。该研究显示产妇的性生理问

题，主要为寻求改善恢复阴道紧缩的方法，以增进其性生活满

意度，这凸显了产妇对产后性生理改变的关注。其次，在产后

性心理效能中，以“我若遇到产后性生活相关问题时，会主动向

妇产科医师寻求咨询”的得分最高，与 Ｒｅｚａｅｉ等人［１４］的研究发

现相似，若产妇遇到性生活相关问题时，会主动寻求妇科医护

工作者的专业咨询，以拥有较高的性心理效能。再次，在产后

避孕控制效能中，以“我能根据自己产后的身体情况，采取适合

自己的避孕方法”的得分最高，此研究结果与 Ｓｈａｈｈｏｓｓｅｉｎｉ等
人［１５］的研究发现一致，该研究显示大部分产妇在产后３个月
内，会根据自己产后的身体情况，采取合适自己的避孕方法。

综上所述，性健康自我效能是产妇产后性生活时是否愿意从事

性健康促进行为重要因子之一，若能够了解产妇性健康自我效

能的具体情况，便能够帮助产妇通过性健康促进行为去提高产

后性健康的恢复。

总之，性健康自我效能是预测性健康促进行为中极为重要

的中介变量［３，７，１４］，能够使医护工作者在短时间内应用本量表

评价产妇全面的性健康自我效能，以了解产妇在产后性生理、

性心理、避孕控制等效能的情况，进而根据产妇各自的性健康

自我效能需求，对产妇可能面临的产后的性问题给予帮助，让

产妇免于错误的性健康认知，以提高产后性健康促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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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代美国的性教育对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启发
吴波

西交利物浦大学公共健康系，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　本文简单回顾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进步时代推动性教育的历史环境与各
种社会力量，包括从以性道德观念在家庭内部作为性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形式，到大众对生育态度的改变，对

性功能态度的改变，以及由于道德衰落、嫖娼等在转型时代加剧，从而导致军队新兵性病猖獗，迫使美国政

府介入并主导性病的治疗和预防。受当时进步主义思潮影响，美国政府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执行角色。因

此，笔者认为，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７５年发布的性健康定义适用于今天中国青少年对性教育的需求。通过对美
国转型期推动性教育各种因素的历史回顾，笔者建议，对性问题、性教育问题展开质性研究，推动专业人士

的交流，专业人士积极与媒体沟通，有效向大众传递性教育的科学知识，并提供大众参与讨论的平台，从而

整合各界力量，共同推动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发展。

【关键词】　性教育；性健康；性道德；公共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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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首先回顾一下世界卫生组织在１９７５年对性健康下的
一个定义。它由多国专家讨论并发表了一份有关人类性问题

的报告（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Ｔｈ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１］。当时的与会专家指出：越来越多的科
学研究发现令专业人士认识到，与性有关的问题正在日益变得

严重，这影响到许多国家的人群健康与福祉。与会专家认识

到，由于不同文化对人类性问题的看法存在差异，因此，很难对

性健康达成共识。与会专家对性健康给出了一个阶段性定义，

并且强调该定义不是一个终极定义，希望借此进一步达成有关

人类性健康的共识。

该定义如下：“性健康是人类的性在身体、情感、智性和社

会性几方面健康的整合，能丰富和改善人类的个性、沟通与

爱”。性健康包含了３方面：①在与社会伦理和个人伦理相协
调的情况下，个体能享受和控制性与生殖行为；②没有抑制性
反应、损害性关系的恐惧感、羞耻感、愧疚感、错误观念以及其

他心理因素；③没有因器官损害、疾病与和缺陷而干扰人的性
与生殖功能。

!

　问题的提出
在今天的中国，这一性健康的定义看起来可能仍是超前

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儿童、青少年乃至青年对

性教育的需求日渐凸显。２０１７年３月，杭州萧山一位小学二年
级学生的妈妈将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小学生性健康教育绘

本》的部分内容放在微博上，引发社会各界对学校性教育的热

议［２］。与性教育相关的新闻不时出现在媒体。２０１６年由中国
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女童保护”

２０１６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指
出［３］，２０１６年全年媒体曝光的性侵害儿童（１４岁以下）案例达
４３３起，比２０１５年增长２７３５％；涉及的７７８名受害者中７岁以
下有１２５人。同年９月，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编著的《大学生性
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４］，３５１％的在校大学生受访者曾
遭性暴力或性骚扰，包括“性语言方面的骚扰”（５４２７人次），
“被他人强迫亲吻或触摸隐私部位”（２４７２人次）和“被他人强
迫脱衣服、暴露隐私部位”（１２４５人次）。２０１０年郑晓瑛、陈功
等发布的青少年生殖健康数据显示［５］，对中国大陆３０个省１５
岁～２４岁未婚青少年的抽样调查发现，６７％的青少年可以接受
婚前性行为，２２４％有过性行为，首次性行为的中位数年龄２０
岁，首次性行为超过５０％的青少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有过
性行为的女孩２１３％有怀孕经历，未婚妊娠者９０９％有过人工
流产经历。２０１５年５月，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家庭发展报
告２０１５》中［６］，青少年初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已降到１５９岁。
此外，２０１６年７月，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２０１５年
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７］指出，近５年来我国大

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年增３５％。截至２０１５年底中国近５７
万人感染艾滋病，其中１５％是１５岁 ～２４岁的年轻人。通过性
途径传播艾滋病的比例从２００５年的约１０％，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
９０％以上［６］。

上述见诸各大媒体、由国家公共健康机构发布的数据所传

递出的共同信息是在儿童、青少年中开展性教育十分必要。虽

然目前全国各地很多的中学、小学和大学对性教育有不同程度

的探索，但是落实下来的不多。柳杨在 ２０１３年的调查中发
现［８］，开展青少年性教育的障碍除教材缺乏、师资力量缺乏之

外，还与中国家长对性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有关系。那

么，学校如何面对来自公众和家长传统观念的压力开展性教

育，是中国性教育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那么，美国在性教育的开展方面，尤其在它处于从农业社

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推动力量，是怎样的呢？事实上，

美国在公共健康与政策领域对性教育的争论已经持续了１００多
年［３］。作为一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美国社会各界对性教育

整体持传统和保守的态度。即使在１９６０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
后，性教育呈现出开放态势，但是，由于此后美国社会不断攀升

的青少年怀孕问题，以及１９８１年后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率升高的现
象，使美国各界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及避孕、性病预防等议题达

成了共识：有必要在学校和社区开展性教育。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５
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少年开始接受性教育；从１９９８起，美国
联邦政府采纳了“婚前不发生性行为”的思路来展开性教育［９］。

在科技进步的今天，愈加先进的避孕药和避孕方式使得如何在

美国开展性教育持续受到新的挑战。通过回顾美国在进步时

代的历史转型期性教育的发展，我们会发现：无论在任何社会，

性教育都是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变迁的。

１９００年以前，美国的性教育基本是在家庭内部进行。事实
上家庭内有关性教育的对话很少，基本上是一点生理知识与道

德教育，如婚前守贞、婚后保持性忠诚等。一些孩子通过观看

动物交配知道生殖行为是如何发生的（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农业

社会）。１９００年前美国学校不开展性教育，当时社会的普遍看
法是：性教育不是学校的责任，而是家长的责任。当时，除少数

城镇外，美国广袤的农村因地广人稀很难规划建学校，很多孩

子是在家上学的。即使美国学校教育开始普及，由于各州人口

的疏密不同，学校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学校学生多，可以分

成不同年级上课，有的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不同年龄的学生在

同一间教室上课，因此，学校无法对教育内容做统一安排，课本

大多是对学生进行宗教道德和品格培养内容。此外，不同地区

的学校教育质量也有差异。同时，这一时期《读者》杂志在美国

民众中有广泛影响，该杂志中很多是关于性道德以及如何与他

人保持健康关系的内容，这在民众中对性道德也起到了一种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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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作用［１０］。

１８８０年至１９２０年，美国公众对性、道德以及对孩子性教育
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转变。这一时期的美国好像是一个思想

的大熔炉，许多想法相互矛盾，却又共同为学校性教育的开展

共同培育了土壤。这些想法包括了来自卫生学家、优生学家、

社会工作者、持不同社会主张的人们。各种主张对如何加强美

国的国民健康、延长国民寿命有不同的看法。有趣的是，各种

不同的主张又在某些议题上达成了共识，比如：缺乏性道德对

个人和无辜者（性病受感染者）的身体健康有着负面的影响；性

行为除了传宗接代的功能还有娱乐功能；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

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对社会有好处；政府和专家应

在性健康的议题上为公众发声；学校教育应当为很多社会问题

提供解决思路因此要重视学校教育质量，等等［１１］。

"

　社会卫生运动
２０世纪初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很多美国

人对整个国家的道德下降非常愤怒。在当时，嫖娼、醉酒和道

德下降让美国出现了很多的犯罪问题和疾病，如性病的大规模

流行。公众普遍认为，不法性行为（婚姻外性行为、婚前性行

为）和酗酒问题对社会氛围和下一代的健康成长有害。走在道

德改革前列的是社会卫生运动，其主要观点是：性问题不是由

于人类的罪恶本性（这是基于基督教对人性的看法），而是由于

人们的无知，教育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此，性教育被认为

有必要从整体的视角去看，而不光是不得性病。性教育应当包

括性在身体的、社会的、审美的和伦理方面的教育，以更新人们

对性的态度并且获取和性有关的知识。在这一时代，社会卫生

学家在性道德的视角上又增加了医学知识的视角，后者对前者

起到了支持作用。这一时代美国医生们也大规模加入社会卫

生运动，他们用专业视角弥补了以往的不足。他们认为：婚姻

内的性关系是对性病和性道德衰落的最好预防。

当时，社会卫生运动的领袖 ＰｒｉｎｃｅＭｏｒｒｏｗ认为［１２］，人们应

当公开讨论性病，否则就是当前大规模性病流行的帮凶，并且

需要了解性知识，这才是解决性病大规模流行的重要办法。与

此同时，美国女性在 １９２０年获得选举权，这促进了美国女性
（以及儿童）拥有和男性一样获得性教育的权力，而之前女性是

没有同样权力的。

#

　优生运动和生育控制运动
优生运动源自１９世纪末的英国。优生理论是由达尔文的

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的，它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理论是

相辅相成的，意思是人类的才能是可以通过遗传来延续的。高

尔顿主张人类应当通过有选择的生育来促成下一代的文化进

步。这一理论很快蔓延到了美国，并于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３０年在美
国获得了广泛认可，特别是在大学、宗教界和一些名人领袖中

间。优生运动改变了美国人对生育的看法：应当有选择地、有

准备地怀孕，生产高质量的后代。

同一时期，由护士玛格丽特·桑格［１３］所倡导的生育控制运

动也在美国展开了。她通过多种途径向家庭宣传节育与避孕

方式。１９４６年，美国生物学家格雷格里·平卡斯等人发明了避
孕药，这为人们享受性爱而不必担心怀孕以及节育都带来了极

大便利。

$

　大众对性功能的看法发生改变
在美国的进步时代，有关性的公开讨论基本都围绕“婚前

不发生性行为”这个主题。在这种观念下，性是被看做一种生

育功能，优生学家们尤其这样认为。然而，美国护士玛格丽特

·桑格和其他人却意识到性的娱乐功能。在同时代，很多美国

的社会学家和有些政府官员也赞同桑格的观点，认为不应该忽

视性的娱乐功能，否则将对社会有害，因为人们会去寻找婚姻

外的性娱乐方式。罗斯福政府有位官员 ＭａｕｒｉｃｅＰａｒｍｅｌｅｅ［１４］认
为，了解性的娱乐功能对夫妇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也是有

益处的。他提议对青少年进行整合性的性教育［１５］。桑格拓展

了Ｍａｕｒｉｃｅ的观点，她认为妇女有权享受性爱而不必害怕怀孕，
这为女人同时带来了性自由和生育自由。她认为性的娱乐功

能对男性和女性应该是同样适用的，而且，适用于已婚者与未

婚者的性行为；另外，她认为如果成年人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

将出现精神问题和紧张情绪［１６］。虽然桑格的这些观点在当时

的美国开起来显得非常激进，但是她对性和生育的观点，为美

国在后来时代所开展的整合性教育奠定了基础。

%

　政府参与解决性传播疾病的公共健康问题
在这一转型时期，美国政府也积极参与到人群性病的预防

中去，这为后来在学校开展性教育奠定了基础。当时受到进步

时代的思潮影响的很多美国人都认为：专家对社会议题有更好

的应对办法，同时，寄希望于用科学方式来解决问题；政府有必

要在计划与管理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上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

当时的美国政府的确在社会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１７］。政府

的介入对美国减少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中性病的流行是很有

帮助的。当时的政府告知士兵，性病使他们的战斗力削弱，还

可能传染给妻子和孩子。同时，士兵必须接受性病监测，未感

染性病者将受表彰，发现性病者则递交军事法庭处理。在这些

严格的措施下，性病发病率降到美国军队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在士兵离开部队前，每人收到一本性病知识的小册子，鼓励他

们把知识教给家人，带回到社区［１８］。

１９１８年，美国政府出台过一项专门针对征募新兵性病泛滥
问题的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ａｉｎＫａｈｎ联邦法案，以发现、拘留可能会传染给
新兵性病的当地女性［１９］；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０年，政府针对军队性病
泛滥问题设立过专项的治疗拨款。１９１８年，美国公共健康部门
开始配合各州做性病传播的控制和预防工作。很多州成立了

免费诊所，对性病患者展开治疗并进行科普教育，新泽西州还

在州卫生部的门前竖起大广告牌，号召人们“向家庭内的敌人

宣战”（即性病）［２０］。此外，美国卫生部也专门设立了针对１５
到２１岁男性的性教育。这些都是由美国政府牵头、在社区展开
性教育的群众性运动。整体而言，美国社会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从以家族和邻里为社交圈的农业社会向以核心家庭为主

（夫妇和孩子）、以社群为社交圈的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

性教育的议题受到来自不同思潮的影响。这个过程中，有来自

以社会各界专业人士为主的广泛参与，特别是来自医生、科学

家、护士、社会工作者、政府官员等的广泛讨论与沟通。这一切

都对整个社会对于性看法的改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

以专业人士讨论为主的这些争论中，人们逐步达成了共识：性

教育不能只谈论性道德，必须配合相关的科学知识。与此同

时，人们对性功能的态度也在发生转变，从性的生殖功能到性

的娱乐功能，这些都帮助了人们以整体的视角来看待性，包括

性在身体健康的、情感的、社会性的、审美中所扮演的角色。这

样，人们对性的态度逐步到达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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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性教育的启发
由上述这段美国转型时代的性教育的历史进程回顾，笔者

认为可以给今天我们所处的转型时代的中国如何开展性教育

予以很多启发。虽然我们看到的是儿童性侵害、大中学生婚前

性行为、流产以及性病（尤其是艾滋病）激增的事实，但在这些

数据、事实和结果的背后，或许是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对性的

好奇心以及对性功能发生改变了的态度。或许是他们渴望对

自己的身体结构有所了解，渴望对生殖知识有所了解，渴望对

性娱乐知识有所了解，并且渴望对与性有关的自我身份认同有

更多的了解。或许还可能是通过性达成与所爱之人的情感沟

通和爱的表达。事实上，若上述假设都成立，它们与世界卫生

组织在１９７５年提出的人类性健康的定义是非常契合的。
笔者认为，有关性传播疾病、性侵害、性骚扰、流产等问题

的发生原因、严重程度、干预效果、治疗效果等，都很有必要通

过展开质性研究、通过开展伴随性教育的行动研究予以进一步

探讨。这些问题无法仅仅通过流行病学的研究结果给出答案。

它们需要专业人士（包括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教师、研究者

等）通过经验的分享、质性研究、行动研究以及理论探索，通过

展开丰富的学术交流活动，例如学术期刊、学术研讨会等进行

交流。同时，性健康研究和性教育专业人士可以积极与媒体进

行合作，根据各地区的受众特点、当地文化的特点以及当地儿

童青少年青年性问题的侧重点（这同样需要做需求调查），有选

择地、艺术地、有效地传播性与教育相关的知识。此外，政府还

要允许或者给予公众一些合理的、文明的平台来参与讨论，慢

慢形成共识。这一切有赖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并

且支持相关公益组织、国家公共健康机构、学校和媒体的共同

参与，达成共识，开展有效的配合与联合行动。

笔者认为，在当前中国，有关性教育的议题，依然需要由政

府牵头、在社区内开展（包括公共卫生机构、学校、社区、家庭内

开展）。在这个过程中，专业人士通过专业学术活动和学术刊

物，将各自的经验与思考整合起来，互相启发，共同促进性教育

在现阶段中国的有效开展。在向公众开展性教育的过程中，应

当采用经过专业机构和专业人士审核过的可靠材料，以确保性

教育资料的有效性。与此同时，通过有效的评估研究或其他反

馈机制，不断修订性教育在当地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并

完善在当地开展性教育的有效教学手段。笔者认为，这一切都

有赖于畅通的沟通，特别是通过专业期刊、专业书籍和专业学

术会议的沟通作用，以及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普通人可接受的平

实语言与图像的一步一个脚印地摸索。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

结合当地文化与受众特点，实现有效的传播目的。总之，这一

切都有赖于各相关行业人士的细致、认真和慎重的工作，以及

相关环节机构同道中人的有效沟通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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