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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载文进行文献计量学分析，为科研人员立项和选
题提供参考，为期刊发展提供支撑。方法：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来源，选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配合文献管理软件 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和统计软件 Ｅｘｃｅｌ进行分析。结果：《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７年刊载文献量增长明显，年增长率为１３．６％。核心作者群为１８３人，核心作者发文占全部刊载量的
３３１％。发文机构类型多样、数量也较多，但机构间的合作较少。刊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论文最多，且
数量每年增长。载文学科分布广泛，其中以妇产科学和泌尿科学类的文章最多。出版时滞在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３年基本稳定，２０１４年开始明显延长。结论：１０年间《中国性科学》办刊效果显著，期刊不断成长。未来
《中国性科学》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及时调整论文选题，关注核心作者，降低出版时滞，提高综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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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期刊是成果展示的媒介，对学术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学分
析及多角度评价，可以展示期刊的办刊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揭示

期刊影响力，并且可以为科研人员立项和选题提供重要参考［１２］。

《中国性科学》（原名《性学》）创刊于 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０年由
《性学》改名为《中国性科学》。《中国性科学》由国家一级学会

中国性学会主办，主要刊登生殖健康、性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

内容，涉及学科较为广泛，是国内性科学及生殖健康领域的重

要期刊之一［３４］。本文应用文献计量方法对《中国性科学》进行

分析，以期为科研人员了解学科发展状况提供参考，为期刊选

题策划提供依据，为期刊发展提供支撑。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以《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共计１０年间刊载的论文

为研究对象。入选论文的具体发文日期是自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且均为被《中国性科学》正式录用的理论研
究、临床防治、健康教育等方面的论文、评论等，排除征稿、征订、

通知、简讯、会议通知、人物介绍、广告等不具统计意义的文章。

１２　研究方法
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为数据来源，检索《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

年至２０１７年的全部文献题录，检索式为 ＪＮ＝‘中国性科学’
ａｎｄＹ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００８’，‘２０１７’）。由于中国知网对于单次
下载文献的数量限制，配合文本合并工具ＴＸＴｃｏｍｂ进行小数据
集的合并。选用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配合文
献管理软件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和统计软件 Ｅｘｃｅｌ，对得到的文献进行
分析。

"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１０年发文情况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共计刊载文章４００３篇，
排除征稿、征订、通知、简讯、会议通知、人物介绍、广告等后，刊

载的学术论文共计３６６７篇。１０年来，《中国性科学》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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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文量上升较大，２００８年的年刊载量仅２０７篇，到２０１７年时已
增加至６０７篇，载文量年均增长４４篇，年均增长率为１３６％，增
长较为明显，具体结果详图１。

从数据上看，《中国性科学》的发展可以根据学术论文载文

量的变化，分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
以后３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１年，《中国性科学》
载文量虽有增长，但年增长相对较慢，年载文量保持在２００篇左
右，年增长率仅为３２％，这段时期可以视作《中国性科学》的积
累期；第二阶段为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中国性科学》刊载专业论
文量从每年的 ３０６篇快速增长到 ６０３篇，年度平均载文量为
４０６８篇，学术论文载文的年增长量为７５篇，平均年增长率达
到２１８％，这段时期为《中国性科学》的快速发展期；第三阶段
为２０１７年，数量上与２０１６年相比，只增加了４篇，增长较少，这
个阶段的学术论文载文量基本稳定在６００余篇，每期的载文量
平均为５０篇。从数据上看，本研究认为《中国性科学》可能已
进入平稳发展期。

图１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学术论文刊载量

２２　发文作者与机构
２２１　作者分析　根据衡量文献作者分布规律的经典规

律———普赖斯定律［５］：“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的作者

所撰写，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

具体公式为：Ｍ＝０７４９（Ｎｍａｘ）
１／２（其中，Ｎｍａｘ代表最高产作者所

发表的论文数）发表文章篇数在Ｍ篇及以上的作者为高生产能
力的作者，即核心作者群。统计显示，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１０年
间，《中国性科学》发文最多的作者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男科的李海松教授，发文量是２７篇，具体结果详见表１。依
据上述所列普赖斯定律的基本公式，得出Ｍ＝３８９，由于论文篇
数必须为整数，因此经四舍五入后，得出入选《中国性科学》核

心作者群的标准为发文４篇及以上。统计得出，《中国性科学》
核心作者群的数量为 １８３人，核心作者群的发文数量为 １２１６
篇，占学术论文刊载量的 ３３１％，核心作者平均发文 ６６篇。
核心作者群成为《中国性科学》发文的重要力量。

表１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中国性科学》核心作者ｔｏｐ１０

作者 发文量 作者 发文量

李海松 ２７ 贺占举 １６

王彬 ２５ 胡佩诚 １６

徐阳 １８ 孙伟 １５

薛晴 １７ 陶林 １３

胡海翔 １６ 谭艳 １３

２２２　机构及合作情况分析　把处理好的数据导入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Ｖ，将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１０年的数据分为１０个时间切
片，选择机构为分析单元，设置阈值为每个时间切片的前５０个
高频词，对机构进行分析，得到机构共现知识图谱，具体结果详

见图２。图中节点越大表示机构出现次数越多，各圈层的颜色
与图上端颜色条上标注的年份颜色对应。节点间连线的粗细

代表共现强度，连线越多代表机构间的合作越密切。连线的颜

色代表机构间首次合作的年份［６］。

图２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发文机构合作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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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计结果来看，《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发文机
构共计５１５家，发文机构数量较多。从发文数量上，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发文最多，均

为３４篇，具体结果详见表２。此外，发文机构的专业多样，涉及
性学、生殖医学、心理学、中医学、公共卫生、教育学等多学科研

究机构及医院的男科、妇产科、泌尿外科、皮肤科、检验科、麻醉

科、儿保科等。其中发文机构地址是医院妇产科、妇科、产科的

共计１５９个，占全部发文机构的３０９％；地址是医院泌尿外科
的共计６２个，占全部发文机构的１２０％；医院皮肤科发文的共
计２５个，占全部发文机构的４９％。发文机构是妇产及泌尿及
皮肤科的共计 ２４６个，占到全部发文机构的 ４７８％。总的来
看，发文地址是医院的共计３５０家，占全部发文机构的６８０％。
发文机构地址中带有“性”字的，共计３２家，占全部发文机构的
６２％。发文机构的分布体现着《中国性科学》选题分布的变
化，也反映出期刊的整体发展趋势。在发文地区来看，北京以

５９１篇，占比１６１％居首。其次是浙江４９２篇，占比１３４％和湖
北３２９篇，占比 ９０％。南方地区（未计算台湾省）发文共计
２１８３篇（５９５％），远超北方地区。从机构合作共现网络知识图
谱中也可以发现，《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１０年间的发
文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机构间的合作却较少，尤其是２０１５年
以前。从２０１５年起，机构间的合作开始有所增加。此外，《中国
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１０年间的发文机构绝大部分来自国
内，且中国３４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及特别行政区全部涉及。
其中来自香港地区作者的文章１６篇，台湾地区作者的文章４篇
（始于２０１３年）、澳门地区２篇（始于２０１４年），西藏自治区１
篇（始于２０１５年）。除中国外，也有来自国外的研究机构如美
国、日本等单独或联合国内机构共同发表的文章。其中，来自

美国的机构发文较多，１０年间共计发文１９篇，涉及美国高级人
类性学研究所、美国东西方性学研究所、美国家庭与妇女心理

咨询家协会、美国国际人口服务组织、美国新罕布仁尔州大学、

美国埃加斯·莫尼兹医学院、美国临床性科学院、华人心理健

康报、旧金山高级性学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纽约华人

社区咨询中心、耶鲁大学医学院、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美国

凯斯西储大学医学院等多家机构。日本相关机构在《中国性科

学》发表的论文为日本冈山大学与大连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心理学系合作发表的论文１篇。

表２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中国性科学》发文机构ｔｏｐ５

　　　　　　机构 发文量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 ３４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 ３４

北京大学医学部性学研究中心 ２３

深圳市南山区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１７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男科 １５

２３　发文主题与研究热点
２３１　关键词词频与共现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的研究主题的
重要体现，学科研究热点可通过对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得出［７］。

将《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数据导入到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选择

以关键词作为分析单元，设置阈值为每个时间切片的前２００个高
频关键词，共计得到８２１个关键词结点，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
具体结果详见图３。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１０年间出现最多的关键词
依次是尖锐湿疣、性功能、性教育、大学生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其中，慢性前列腺炎、宫颈癌、子宫内膜异位症等与泌尿外科和妇

科相关的关键词也出现在频次最高的关键词中。

图３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３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中国性科学》关键词ｔｏｐ２０

　　关键词 词频 　　 关键词 词频

尖锐湿疣 １２７ 妊娠结局 ５０

性功能 １０４ 宫颈癌 ４９

性教育 １０３ 性行为 ４８

大学生 ９６ 性生活质量 ４６

勃起功能障碍 ８６ 剖宫产 ４５

梅毒 ７７ 性功能障碍 ４５

慢性前列腺炎 ７６ 不孕症 ４０

艾滋病 ７６ 子宫内膜异位症 ３９

早泄 ６３ 妊娠 ３９

腹腔镜 ６２ 子宫肌瘤 ３４

２３２　关键词聚类与突现分析　对关键词进行进一步聚类，分
析得到１０个知识聚类，具体结果详见表４。也就是说《中国性
科学》１０年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性教育、不孕、治疗、良性前列
腺增生、性文化、性传播疾病、尖锐湿疣、梅毒、婚姻、艳照门事

件等１０个方面。
通过对关键词的时间线可视化分析，具体结果详见图 ４。

可以看出《中国性科学》１０年间关键词的演化历程。如图可见，
２０１０年前，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与性相关的勃起功能障碍、生
殖器疱疹、早泄、性激素、精索静脉曲张等。２０１０年后，开始向
泌尿外科和妇产科转变，关键词演化为人乳头瘤病毒、子宫内

膜异位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前列腺癌、良性前列腺增生等。

《中国性科学》１０年载文关键词的变化，也体现了期刊研究与选
题热点的变化、载文广度的扩展和研究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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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中国性科学》聚类及包含的主要关键词

　　聚类 包含的主要关键词列表

＃０性教育 流动人口；避孕节育；月经周期；双重性恋；泌尿生殖系统问卷调查；艾滋病毒；医学专业新生；月经周期；双重性恋

＃１不孕
临床疗效；老年性阴道炎；复方甲硝唑；倍美力软膏；血清性激素水平性生活质量；卵巢功能；卵巢囊肿剥除术；围绝

经期妇女；ａｂｏ血型

＃２治疗
勃起功能障碍；氧化应激；他莫西芬；胰激肽原酶；复方川参通注射液前列腺炎；左氧氟沙星；坦索罗辛；前列腺按摩；

解脲支原体

＃３良性前列腺增生 包皮过长；包皮环切术；临床特征；内镜治疗；治疗方案危险因素；尖锐湿疣；干预对策；干预措施；急性尿潴留

＃４性文化
男性不育；精子活力；精液密度；解脲支原体感染；精子正常形态率精子质量；临床疗效；拉氧头孢；急性附睾炎；泌

尿生殖系统

＃５性传播疾病 性传播疾病；生殖道感染；沙眼衣原体；心理问题；人工流产影响因素；感染情况；育龄妇女；沙眼衣原体；心理问题

＃６尖锐湿疣 尖锐湿疣；乳头状瘤；女生殖器；干扰素凝胶；醋酸白试验生殖器疱疹；膦甲酸钠；万乃洛韦；双倍剂量；氯碘羟喹

＃７梅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尖锐湿疣；二氧化碳激光治疗；光动力治疗；预防问题心理因素；循证医学；社会因素；临床流行

病学；预防问题

＃８婚姻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产阶级；社会病态；妇女解放；两性关系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爱情关系；非比较时

间性；中国性科学

＃９艳照门事件
性道德观；“艳照门”事件；自我保护；公民素质教育；青少年模仿民事法律保护；损害赔偿；人格尊严权；伤害事故；

权利属性

图４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关键词时间线可视化图谱

　　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中，用突现性这一概念来表征关键词的变
化率［８］。因此，进一步对《中国性科学》１０年的突现词进行分
析，结果显示，《中国性科学》的研究趋势和前沿可能主要集中

在大学生、性教育、性行为、性病、同性恋及中医药治疗等方面。

这也与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的高频词的结果高度重合，具体结

果详见表５。
２４　发文基金资助情况

《中国性科学》１０年间登载的文章中，受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
的论文有２５９篇，具体结果详见图５，占全部论文的７１％，其中，
《中国性科学》刊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文章最多，共计为

７２篇，且每年呈上升趋势，具体结果详见图６。基金论文比可以反
映期刊的学术质量，也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９１０］。

表５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中国性科学》突现词ｔｏｐ１０

突现性（ｂｕｒｓｔｓ） 关键词

１４９７ 大学生

１４７０ 性教育

１１８３ 性行为

９６３ 性文化

７４２ 性观念

６６１ 性传播疾病

６１３ 婚姻

６１０ 性健康

５５７ 同性恋

５３３ 中医药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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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发表各类基金支持文章数量图

图６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发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文章数量图

２５　载文的学科分布
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５版为主要学科分类依据，结合

ＣＮＫＩ数据库的分类体系，对《中国性科学》１０年载文进行学科
分布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详见图７。统计发现，《中国性科学》登
载的文章中妇产科学的文章共计１０８４篇，占全部３６６７篇文章
的２９６％；泌尿科学的文章共计７０５篇，占全部文章的１９２％。
由载文的学科分布可以看出，《中国性科学》１０年间的载文涉及
医学的多个学科，包括预防医学、临床医学（内科、外科、妇产

科、儿科）以及医学的一些交叉学科、社会学、法学等。

２６　载文下载量及被引情况
根据ＣＮＫＩ数据库显示的下载量结果，《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７

年至２０１８年下载量最高的文章是傅晓龙等２０１２年发表的文章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调查及实质研究”，具体结果详

见表６。截止到２０１８年８月，共计被下载８５１２次。
以ＣＮＫＩ引文数据库为统计来源，得出《中国性科学》刊载

论文中被引用的共计 ２８５９篇，占全部刊载学术论文量的
７８０％。被引总次数为１５８４１次，篇均被引次数为５５次。其
中，单篇被引用次数最高的为北京大学的薛大奇于２０１２年发表
的“我国梅毒防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被引用８２次，具体结果
详见表７。个人文章被引用次数合计最高的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的王彬，该作者１０年间共计在《中国性科学》上合
计发表了２０篇文章，合计被引用了１５９次，具体结果详见表８。
篇均被引次数最高的是福建师范大学的黄艺娜和张铭清，虽然

只有２篇文章被引用，但个人合计被引总次数达到９５次，篇均
为４７５次。高被引论文反映较高的学术影响力，根据这些论文
可以分析出相关学科的关注热点［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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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载文学科分布图

表６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载文下载量ｔｏｐ１０

作者 题目 发表年 下载量

傅晓龙等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调查及实质研 ２０１２ ８５１２

陈秀元 中国同性恋研究：回顾与展望———对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间１７８篇学术论文的文献综述 ２００８ ７３７０

李宁等 ２０１２中国同性恋调查报告及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思考 ２０１４ ６３８０

张涵等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态度调查 ２００８ ５１４９

黄艺娜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和性态度调查分析 ２０１２ ４２４８

林荔 大学生对同性恋的态度与认知分析 ２０１１ ４２３８

李美玲 青少年的性教育及同伴教育 ２０１０ ３４２７

柳扬 青少年性教育现状调查 ２０１１ ３４２３

谈大正 同性恋的历史及其伦理法律嬗变 ２０１１ ３２０３

宫哲兵 手淫、乱伦、性交的跨文化比较 ２００８ ２９６２

表７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高被引文献ｔｏｐ１０

　　　　　　　　　　　　　　文献题名 第一作者 期次 被引次数 他引次数

我国梅毒防治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薛大奇 ２０１２，（０１） ８２ ８２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比较 肖伟 ２０１２，（１０） ７２ ７２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和性态度调查分析 黄艺娜 ２０１２，（０１） ６９ ６３

甲硝唑联合克林霉素在细菌性阴道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探讨 李旌 ２０１２，（０７） ５１ ５１

来曲唑与氯米芬应用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临床疗效分析研究 吕雪梅 ２０１４，（０３） ４９ ４９

大学生婚恋观特点研究 苏红 ２００８，（０６） ４８ ４８

３５２４５例宫颈癌筛查结果分析 徐铁兵 ２０１２，（０４） ４８ ４８

青少年的性教育及同伴教育 李美玲 ２０１０，（０９） ４８ ４７

中国同性恋研究：回顾与展望———对１９８６～２００６年间１７８篇学术论文的文献综述 陈秀元 ２００８，（１１） ４７ ４７

ＨＰＶＤＮＡ亚型检测联合液基细胞学对宫颈癌筛查的临床价值 芮平 ２０１２，（０７） ４２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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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高被引作者ｔｏｐ１０

作者 　　　　　单位 被引文章总数 被引总次数

王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２０ １５９

李海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２１ １５２

薛大奇 北京大学 ５ １２６

江剑平 福建师范大学 ８ １２２

孙伟 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１５ １０２

黄艺娜 福建师范大学 ２ ９５

张铭清 福建师范大学 ２ ９５

姜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１０ ９５

莫旭威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１２ ９３

徐震雷 北京大学 ７ ９３

２７　出版时滞
出版时滞，也叫发文时滞，即论文从投稿到正式刊出的时间

间隔，也就是论文发表周期，是衡量期刊时效性的重要指

标［１３１４］。以月为单位统计《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每年的
平均出版时滞，得到２００８到２０１７年出版时滞分别为３５、２７、
３１、４５、４０、４４、６１、８８、１００、１０５个月（图８）。１０年间，《中
国性科学》出版时滞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３年基本稳定，２０１４年开始
出版时滞开始呈明显上升趋势。２０１６和２０１７年发表文章的最长
出版时滞更是达到了２１和２２个月之多，具体结果详见图８。

图８　《中国性科学》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平均出版时滞图

#

　讨论与建议
３１　《中国性科学》的载文与选题

１０年来，《中国性科学》办刊效果显著，期刊不断成长，从积
累期到快速发展期再到平稳发展期，年载文量迅速增加。１０年
间，《中国性科学》载文学科多样，正在从性学向生殖医学以及

临床妇产及泌尿外科等多学科选题分布变化，正在从单纯谈

“性”的期刊逐渐向以性健康为主线的、妇产科学和泌尿科学为

基础的综合性期刊转化。《中国性科学》可以根据关键词聚类

结果及时调整论文选题，优化选题，把握学科前沿和发展趋势。

１０年中，《中国性科学》登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论文
的数量增长明显。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

要指标，也是核心期刊等评定时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这一数

量的增加，说明了《中国性科学》质量的不断提升。但是，同时

需要注意的是，基金论文并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论文。当前在

各种基金支持日益增多的情况下，不少论文都挂上了基金支持

的头衔。这就需要《中国性科学》在优先发表基金论文的同时，

应对基金论文进行严格筛选和审核，以保证期刊质量。

３２　《中国性科学》的核心作者
根据对《中国性科学》作者和机构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

性科学》作为以性科学为学科基础的生殖健康及相关领域的重

要期刊，能够吸引较为固定的作者群，这些作者为期刊及学科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根据

普赖斯定律，《中国性科学》核心作者群撰写的文章未到全部刊

载论文数量的５０％，真正的核心作者群仍有待形成。此外，《中
国性科学》发文机构虽然较多，但之间的合作还较少。《中国性

科学》可以持续关注业界及《中国性科学》研究热点，采取与其

他学术机构联合开展学术会议、增出专辑专刊、评选优秀作者、

优秀论文、优秀机构等多种途径继续吸引和发展核心作者

群［１５］，也为机构间的合作提供更多可能。

３３　《中国性科学》的出版时滞
自２０１４年起，《中国性科学》的出版时滞不断增加，尤其是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出版时滞的这一明显增长，
可能与《中国性科学》影响力增大、稿源增加有关。但出版时滞

的增加有可能会影响期刊的影响因子和论文的被引用次数、转

载率、下载量等指标。此外，由于项目成果的评定均以论文等

正式发表的日期为准，当成果雷同时，哪个课题组论文的公开

发表日期在前则为谁的成果。因此，在出版时滞不断增加的情

况下，一些优秀稿件也有可能流失。《中国性科学》可以更多的

采取专题约稿、重大基金和项目稿件优先发表、简化编辑讨论

流程、主编预审的稿件直接录用发表等具体措施缩短发表时

滞。另外，也可以考虑利用中国知网的“优先数字出版”平台，

优先数字出版的形式，将优秀的成果提前发表出来，提高论文

的下载量和被引频次等［１６］。

３４　《中国性科学》的影响力
通过对《中国性科学》发文机构及高被引论文等的分析，说

明《中国性科学》在国内的影响力已经初步确立，注重大陆及以

外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尤其是２０１３年以后。但《中国性科学》
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及国际的影响力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中国性科学》可以多多关注本领域研究动向，可以采取积极约

稿、选择热门题目专刊组稿的方式邀请行业领军人物，提高《中

国性科学》影响力。此外，《中国性科学》也可以积极推动网站、

微信的专业性建设，向国外期刊学习，提高期刊专业性并积极

增加学术性推广，逐步提升期刊的国内外影响力。

（志谢：感谢张大庆教授在本论文选题及撰写过程中提供

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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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Ｅ在男性不育症治疗中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孙迪　王楠楠　张科　李焱风　白强民　张春和△

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男科，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摘　要】　不育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经影响着人类的健康，其中男方因素占比４５％ ～５５％。作为
男性本身，不育症的发生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精子的结构与功能是否发生异常。有关研究表明，活性氧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精子的功能。当体内聚集过量的活性氧时，便能够直接损
伤精子和破坏生殖细胞，使精子和生殖细胞结构与功能发生改变，进而破坏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影响精液的
质量，甚至干扰受精过程，造成不育。

【关键词】　维生素Ｅ；男性不育症；精子；活性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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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男性不育症发病率逐年升高，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
活性氧过高已经成为影响精子结构和功能的一个主要因素，抗

氧化治疗对于男性不育不可或缺。维生素 Ｅ作为体内最主要
的抗氧化剂之一，在男性不育症的治疗中得到广泛认可［１］。现

就近年来维生素 Ｅ在治疗男性不育症中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综述如下，希望能够为后续研究有所参考。

!

　维生素
$

的药理和药效研究

维生素Ｅ，是指具有生物活性的一类酚化合物，其作为氧化
剂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淬灭自由基，然后将维生素 Ｅ分子上的氢
原子（位于中酚羟基上）提供给脂自由基，进而生成脂氢过氧化

物（ＬｏｏＨ）。然后，由硒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通过催化（ＬｏｏＨ）
和还原型谷胱甘肽进行反应，最后生成无毒的羟化物，从而终

止脂质的过氧化。维生素 Ｅ根据其是否饱和分为生育酚和生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７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１３　　　·

育三烯酚，每类又分为（α、β、γ、δ）４种亚型［２］。生育三烯酚血

液中附着在β脂蛋白上进行转运，并且贮存于肝脏、肌肉和脂
肪中，在人体的存在也相对广泛，不饱和 α维生素 Ｅ的存在相
比其他类型维生素 Ｅ更为广泛。在血浆和红细胞中则是以这
种存在广泛且活性最高的α维生素Ｅ的形式发挥作用，通过针
对脂质过氧化产生的自由基来减轻细胞损伤的程度，达到保护

生物膜结构和功能稳定性。脂溶性维生素 Ｅ在防治自由基、脂
类和生物膜氧化损伤方面，比其他维生素发挥了更有效的作

用。有关研究发现，维生素 Ｅ可以通过调节蛋白表达水平，保
护肝细胞由于应激反应造成的损伤，同时可以通过体内抗氧化

酶系统来抑制部分氧化作用［３］。

"

　男性不育症的流行病学
男性不育症，定义为夫妇同居１年以上在有规律的性生活

和没有使用任何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同时保证女方身体无异

常，单纯由男性因素引起的女性不孕。在现代社会中，外部环

境也会引起男性精子质量的大幅度降低，例如，生活环境的恶

化以及男性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压力。男性不育症是男科的常

见病和多发病，近年来发病率逐年递增。目前，男性不育的致

病机制并不清楚，许多因素均有可能导致男性不育。男性不育

症的常见病因包括精索静脉曲张、精液不液化或者液化不完

全、先天性或后天性的无精症、血浆精浆抗精子抗体阳性以及

其他异常。有些患者单纯表现为少或弱精子症和畸形精子症，

这些患者无法找到病因，被称为特发性男性不育。在临床上还

有一部分患者由于遗传缺陷导致不育，例如睾丸先天发育不

全，睾丸本身微环境也会对男性生育产生很重要的影响［４］。男

性不育症与其他流行病相比缺乏相对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也就

使其治疗比较困难，因此男性不育症的诊治有其复杂性与困难

性和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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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不育中的临床应用

许多研究表明，补充维生素 Ｅ不仅能够提高精子活力，还
能够增加精子浓度和正常精子所占的百分比［５７］。一定浓度的

维生素Ｅ能够通过减少 ＲＯＳ过量带来的损伤，有关研究表明，
在精子冷冻液中加入适量维生素 Ｅ，可以更好地保护处于其中
的精子［８］。李维宏［９］通过对照试验推测出了维生素 Ｅ治疗可
能通过降低精子 ＤＮＡ碎片比例，增加 ＤＮＡ完整性。维生素 Ｅ
还能够补充精浆中微量元素含量，主要是硒和锌，降低由于高

龄化引起的精子细胞 ＤＮＡ的损伤，并能够改善精子的转运功
能［１０］，提高高龄男性生育能力。此外，维生素 Ｅ又被称为生育
酚，本身就有促进生殖生育的作用。

３１　少弱精子症
少弱精子症在男性不育中占有很大比重，属于男性特发性

不育。在自然条件下，精子的运动能力相当关键，精子与卵子

相结合的首要条件就是精子拥有良好的向前运动的能力，无运

动能力则精卵结合也就无从谈起，对于那些精子活动力较弱的

精子首要要改善其活动力。临床上多项研究发现，在联合使用

了维生素Ｅ后，其精子活力明显改善，同时浓度有所增加［５，１１］。

３２　精子畸形
过氧化会造成精子畸形率的偏高，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

男性生育，这部分精子畸形可以通过抗氧化治疗。动物试验表

明，维生素Ｅ对大鼠精子畸形有治疗作用［１２］，这种畸形就是来

自于甲基磺酸甲酯诱导的。有关研究发现，精子畸形率高的患

者摄入了较少的维生素 Ｅ，精子畸形率低的患者反而摄入了较

高的维生素Ｅ［６］。
３３　精子ＤＮＡ损伤

ＤＮＡ作为遗传物质的载体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精子
ＤＮＡ损伤可以使精卵结合能力下降，其受精率就会减低，甚至
出现流产的现象［１３］。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与辅助生殖技术是否
成功也有比较高的关联性，对于想要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患

者，也必须提高其自身的精子质量，临床上可以先通过药物治

疗提高精子质量，进而完成辅助生殖技术。精子ＤＮＡ碎片化和
自然过程精子代谢与凋亡密切相关，或与基因突变、染色体畸

变和环境的压力有关，也有外部环境的污染和辐射接触因素等

等，其中大部分来自于 ＲＯＳ对精子的损坏。有关研究表明，当
ＲＯＳ或过氧化物介导的脂质过氧化反应水平增加时，其精子
ＤＮＡ损伤程度就会加大［１４］，相反当氧化程度越低时其 ＤＮＡ的
损伤越小，受精的成功率和胚胎质量就越高。动物试验表明，

在饲料中添加维生素 Ｅ浓度为１２ｇ／ｋｇ／小时，可以明显提高小
鼠精液中相关酶（ＧＳＨ、ＧＲ、ＣＡＴ、ＳＯＤ）的活性和精子ＤＮＡ的完
整性［１５］。维生素Ｅ在联合用药作用下可以有效提高精液质量，
这种精液质量的提高来源于对患者精液ＤＮＡ损伤的降低［１６］。

３４　精索静脉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可以导致男性不育，多见于青年男性，多发年

龄在２５岁～３５岁之间，发病率约为１５％左右，主要表现为精子
浓度和活率的降低、畸形率的升高［１７］。近年来，有关研究发现，

无论是静脉瓣膜功能障碍、精索静脉曲张（无论单侧还是双侧）

引起的输精管淤血、肿胀和缺氧，还是相关脏器代谢产物的回流

和阴囊内温度的偏高或偏低导致生精环境发生的不良改变，都是

男性不育方面的主要病理生理变化。研究表明，维生素Ｅ联合治
疗时，可以通过降低曲张静脉内径，显著改善精液的质量［１８］。

%

　结语
临床实践中，虽然维生素Ｅ对于男性不育症有治疗作用已

经成为专家共识，但是不可一味使用。一方面，维生素 Ｅ长期
服用会带来不良反应，特别是慎用于一些特殊体质；另一方面，

ＲＯＳ过多或者是膜表面的过氧化物过多引起的精子结构和功
能的异常，只是男性不育症中的一个极小的病理因素。除了具

有抗氧化性作用之外，还有抗炎、抗增值和促凋亡等作用［１９］。

因此，可以将维生素Ｅ其他方面的作用与男性不育的其他致病
因素相关联，例如睾丸损伤、生精功能障碍和前列腺疾病引起

的精液异常，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进而扩大维生素 Ｅ的
治疗范围，使维生素 Ｅ在男性不育症治疗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时，在中医药发展前景越来越好的情况下，中西联合用药已

经成为趋势。相关研究也表明，维生素 Ｅ在联合中药、中成药
情况下，药用效果会更加明显［１６，１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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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眼衣原体感染不育男性的精液质量与 ＩＬ６、ＩＬ８水
平的相关性分析
李涛　李朝彬１　姜丽丽１　王雪艳１　韩卫军２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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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沙眼衣原体感染不育男性的精液质量与ＩＬ６、ＩＬ８水平的关系。方法：选取２０１５
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宝鸡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不育男性２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的血液、首段尿
（ＦＶＵ）和精液标本，分别检测血清特异性 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Ｇ抗体、ＦＶＵ和精液沙眼衣原体 ＤＮＡ、精液 ＩＬ６、ＩＬ８
浓度，并进行精液常规分析。分析沙眼衣原体感染患者的ＩＬ６、ＩＬ８水平变化，及与精液常规参数等指标的
相关性。结果：①沙眼衣原体阳性的男性精浆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升高，但无统计学差异，且与诊断方法有关。
②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间，及与白细胞浓度均具有相关性，且ＩＬ８水平与精液体积和患者年龄相关。结论：ＦＶＵ
沙眼衣原体阳性的男性精液体积明显低于阴性者。

【关键词】　沙眼衣原体；不育男性；精液体积；ＩＬ６；ＩＬ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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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ｉｎＢａｏｊｉ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ｌｏｏｄ，ｆｉｒｓｔｖｏｉｄｕｒｉ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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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ＶＵ）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ｇＡ，ＩｇＭａｎｄＩｇＧ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ｔｏ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ｓｅｒｕｍ，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ＶＵ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ｓａｍｐｌｅ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ＩＬ６，ＩＬ８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ＩＬ６ａｎｄＩＬ８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Ｃ．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ｍａｌｅ，ｂｕｔ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ｖａｒｉｅｄｂ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ｉｉ）ＩＬ６ａｎｄＩＬ８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ａ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ｕ
ｃｏｃｙｔｅｓ，ｂｕｔＩＬ８ｗａ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ＦＶＵ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ｏｆ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ｍａｌｅｉ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ｍａ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ａｌｅ；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ＩＬ６；ＩＬ８

　　沙眼衣原体感染是常见的男性生殖道感染疾病，主要通过性
接触传播，且对男性的生殖功能影响较大［１］。沙眼衣原体感染

是发生梗阻性无精子症的危险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精子发生或损

伤成熟精子来降低男性生育力［２］。沙眼衣原体感染引起的慢性

炎症反应及抗原刺激诱导巨噬细胞应答并产生炎症因子，这些炎

性因子可能通过独立的机制影响男性生育力。研究发现，慢性沙

眼衣原体感染男性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升高，而且，这些细胞因子在
炎症反应的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３］。然而，沙眼衣原体感

染男性的ＩＬ６和ＩＬ８等炎症因子是否与精液质量存在相关性，
目前报道存在分歧。Ｋｏｋａｂ［４］等研究发现，沙眼衣原体感染男性
精液中ＩＬ８水平显著高于非感染患者，但是ＩＬ６无统计学差异；
ＩＬ８水平升高与精液量增多有关，与其他的精液质量参数无关。
该研究通过检测精液和尿液沙眼衣原体进行诊断，而不考虑血清

学情况，难以解释精液炎症因子水平是否与近期或过往沙眼衣原

体感染有关。因此，本研究通过精液、首段尿沙眼衣原体抗原和

血液特异性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Ｇ抗体综合诊断衣原体感染，并探讨其与
精液ＩＬ６、ＩＬ８水平及精液质量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宝鸡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健
康科收治男性不育患者３２４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７４例不符合
入组标准被剔除；共２５０例患者入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５２岁，
年龄（３２±１５３）岁，而且，所有患者均未见生殖器感染症状。
所有患者未避孕未育１年以上，排除染色体核型异常、放化疗
史、输精管切除史、少精液症（＜１ｍｌ）、逆行射精、低促性腺素性
功能减退的患者；研究内容及过程均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采集精液、２ｍｌ血液及２０ｍｌ～４０ｍｌ
尿液样本，进行前瞻性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精液处理及分析患者禁欲２ｄ～７ｄ后自慰法采集精液，
参照２０１０年ＷＨＯ第５版［５］进行精液分析。精液置于３７℃培
养箱孵育至完全液化，观察并测量精液外观、粘稠度、ｐＨ值及体
积，精液体积采用称重法测量；精液稀释适当倍数并转移至

Ｇｏｌｄｃｙｔｏ精子计数板，采用西班牙 ＣＡＳＡ系统分析精子的浓度、
活力。精子活力分为前向运动（ＰＲ）、非前向运动（ＮＰ）和不动
（ＩＭ）３级。精液白细胞检测采用过氧化物酶染色法，染色呈棕
色且圆形的细胞即为白细胞。制备精子涂片，采用改良巴氏法

染色，封片，１０００×油镜观察，精子形态分类参照 ＷＨＯ第５版
手册。

１２２　尿液、精液ＤＮＡ提取及巢式ＰＣＲ所有尿液和精液标本
中ＤＮＡ均采用ＱＩＡａｍｐＤＮＡＭｉｎｉＫｉｔ（Ｑｉａｇｅｎ）试剂盒提取，参
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提取的 ＤＮＡ均储存于２０℃冰箱内。

巢式质粒 ＰＣＲ参照 Ｃｌａａｓ等［６］报道的方法，两对引物用于检测

沙眼衣原体。一对引物源于沙眼衣原体共同的内源性质粒，可

生成所有血清型沙眼衣原体特异的５１７ｂｐ产物。第二对引物为
第一对引物内部序列，可扩增３２０ｂｐ产物。ＰＣＲ程序为２５个循
环，包括变性９４℃３０ｓ，退火４２℃３０ｓ，延伸７２℃ ３０ｓ。延伸时间
增加到９ｍｉｎ。参照 Ｓａｉｋｉ等［７］的方法，精液 ＤＮＡ首先检测 β
ｇｌｏｂｉｎ。当βｇｌｏｂｉｎ阳性时，针对隐蔽性质粒进行巢式 ＰＣＲ，产
物均使用１５％琼脂糖凝胶电泳进行分析。每次ＰＣＲ以血清型
Ｅ、ＬＧＶ作为阳性对照。
１２３　血清学检测血清中沙眼衣原体特异性 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Ｇ抗
体检测采用免疫荧光试剂盒（Ｆｏｃｕｓ），纯化抗体固定于玻片上，
血清样本解冻并稀释，根据试剂盒建议，ＩｇＧ血清抗体稀释６４
倍，ＩｇＡ稀释３２倍，ＩｇＭ稀释２０倍。稀释的患者血清与抗原３７°
孵育３０ｍｉｎ，洗涤去除未结合的血清。添加抗人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荧
光标记抗体并３７℃孵育３０ｍｉｎ，洗涤去除未结合成分，自然干燥
并封片，采用 ｌｅｉｃａ荧光显微镜 ＤＭＩＲＢ进行观察，４００倍先扫描
典型荧光，再在１０００×油镜确定存在荧光或无 ＥＢ样的非典型
荧光。阳性反应表现为明亮的苹果绿色荧光，背景为黑色，试

剂盒自带阴性对照和阳性对照。

１２４　精液ＩＬ６和ＩＬ８浓度测定精浆解冻后采用 ＰＢＳ稀释，
ＩＬ６和ＩＬ８样品分别稀释２倍、４倍。取１００ｍｌ稀释样本，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试剂盒为（Ｒ＆ＤＳｙｓｔｅｍｓ），参照试剂盒说明书操
作。每一个测试孔均在３０ｍｉｎ内测定ＯＤ值，波长为４５０ｎｍ。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分析。符合正太分
布的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学和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非参数数据采
用曼惠特尼秩和检验。ＩＬ６、ＩＬ８水平与精液参数的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均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沙眼衣原体感染情况分析

１１例患者尿液衣原体ＤＮＡ为阳性，占比４４％。血清学结果
显示，ＩｇＭ＋３例，占比１２％；ＩｇＧ＋４５例，占比１８０％；ＩｇＡ＋０例。
２２　衣原体感染阳性及阴性患者精液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分析

精浆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关性
（Ｐｅａｒｓｏｎ指数＝０３８，Ｐ＜００１），且与衣原体感染与否无关。尿
检衣原体阳性患者精液ＩＬ６和ＩＬ８水平均显著升高，但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２４４；Ｐ＝０１５７）。将 ＩＬ６浓度第７５分位
数设为高水平（＞３７９１ｐｇｍｌ－１），有６２例患者为高水平，其中
包括４例尿检衣原体阳性及１４例血清 ＩｇＧ抗体阳性。将精浆
ＩＬ８浓度第７５分位数设为高水平（＞２９６６ｐｇｍｌ－１），６２例患者
为高水平，其中３例尿检衣原体阳性及９例 ＩｇＧ抗体阳性。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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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精液ＩＬ６、ＩＬ８水平与尿液衣原体ＤＮＡ、血清特异性ＩｇＧ检出情况的关系（ｐｇｍｌ－１）

变量
阳性

ＩＬ６ ＩＬ８

阴性

ＩＬ６ ＩＬ８

合计

ＩＬ６ ＩＬ８

尿液ＤＮＡ

例数（ｎ） １１ １１ ２３９ ２３９ ２５０ ２５０

Ｍｅａｎ±ＳＤ ７０８９±１０１１９ ９５４０６９±１４４３４２８ ３２９７±４２７８ ２８６８４２±４５０５６３ ３４６４±４７１３ ３１６２００±５４４５３２

中位数 ２８２８ １５２４４６ ２３６４ １６２２２１ ２３６５ １６１５１７

２５～７５百分位 ２０２３～７２６２ ９８２１０～１５２４２２０ １００５～３７８２ １００６１８～２８４９４３ １０２６～３７９１ １００５５０～２９６６２０

范围 ０５１～３２７４３ ４６３７１～３７６６８３５ ０２３～３６７５２ １７９５０～４１９１８６２ ０２３～３６７５２ １７９５０～４１９１８６２

血清ＩｇＧ

例数（ｎ） ４５ ４５ ２０５ ２０５ ２５０ ２５０

Ｍｅａｎ±ＳＤ ５４５４±８１４６ ３９２６８２±７６７０５２ ３１６５±３４３６ ２９８１５８±４８３１２２ ３４６４±４７１３ ３１６２００±５４４５３２

中位数 ２９４２ １８１９９２ ２３２５ １５８８６２ ２３６５ １６１５１７

２５～７５百分位 １１５６～５５７９ １０２４９５～３０２３９９ １０１６～３７２６ １００４８１～２９６８１９ １０２６～３７９１ １００５５０～２９６６２０

范围 ０２４～３６７５２ １８５７５～３７６６８３５ ０２３～２７００３ １７９５０～４１９１８６２ ０２３～３６７５２ １７９５０～４１９１８６２

２３　精液ＩＬ６、ＩＬ８水平与精液参数等指标的相关性分析
ＩＬ６和ＩＬ８浓度均与精液白细胞浓度显著相关，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Ｐ＝０００１）。与其他参数的相关性分
析，仅ＩＬ８水平与精液体积呈负相关（Ｐ＝００１３），而与男性年
龄呈正相关（Ｐ＝００３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精液ＩＬ６、ＩＬ８水平与年龄、不育年限及精液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
中位数

（范围）

与ＩＬ６水平
相关性

与ＩＬ８水平
相关性

年龄（岁） ３２７（２１～５２） Ｐ＝０１５８ Ｐ＝００３９ａ

ｒ＝００９０ ｒ＝０１３０

不孕年限（年） ５（１～１８） Ｐ＝０２９０ Ｐ＝０９７２

ｒ＝００６８ ｒ＝０００２

精液体积（ｍｌ） ２５（１～９５） Ｐ＝０１７５ Ｐ＝００１３ａ

ｒ＝００８６ ｒ＝－０１５７

ｐＨ ８（６～９５） Ｐ＝０６７２ Ｐ＝０２４１

ｒ＝００２２ ｒ＝００７４

浓度（×１０６ｍｌ－１） ６２（０５～３５０） Ｐ＝０３２６ Ｐ＝０３８３

ｒ＝００６２ ｒ＝００５５

前向运动精子（％） ５５（０～９５） Ｐ＝０８３５ Ｐ＝０３９４

ｒ＝００１３ ｒ＝００５５

不动精子（％） ３２（０～１００） Ｐ＝０９１４ Ｐ＝０８８２

ｒ＝０００７ ｒ＝００１０

正常形态（％） ６（０５～１７５） Ｐ＝０８５７ Ｐ＝０７７５

ｒ＝－００１２ ｒ＝００１８

白细胞（×１０６ｍｌ－１） １２（００５～１１４１） Ｐ＝００１２ａ Ｐ＝０００１ａ

ｒ＝０１５９ ｒ＝０４１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年龄、精液体积和白细胞相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衣原体感染情况与精液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尿液衣原体ＤＮＡ阳性患者的精液体积显著低于未感染者（Ｐ

＝０００１）。ＩｇＧ阳性组患者精液ｐＨ值高于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５，００５＜Ｐ＜０１），且不动精子百分比显著低于ＩｇＧ
阴性组（Ｐ＝００１８）。尿检衣原体抗原阳性患者精液白细胞数量升
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８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ＦＶＵ衣原体抗原阳性患者精液质量与阴

性者比较，仅精液体积显著降低；其作用机制可能与衣原体感

染引起的慢性炎症反应导致生殖系统管道堵塞有关，与 Ｗｏｌｆ
等［８］报道结果类似。而 Ｈｏｓｓｅｉｎｚａｄｅｈ［９］、ＡＬＭｏｕｓｌｙ［１０］及 Ｋｏｋ
ａｂ［４］等研究认为，衣原体感染可能引起生殖附属腺体及生殖上
皮细胞分泌活动增强；王中兴［１１］等研究又显示，合并沙眼衣原

体、解脲支原体及细菌感染的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体积、精子

浓度与正常生育男性精液比较无明显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

血清学特异性ＩｇＧ＋抗体阳性患者精液 ＩＬ６浓度及 ｐＨ值均升
高，与Ｍａｒｃｏｎｉ［１２］和 Ｋｏｋａｂ［４］等报道结果类似。衣原体感染阳
性患者精液ＩＬ８浓度升高与精液体积下降具有相关性，与Ｈｏｓ
ｓｅｉｎｚａｄｅｈ［９］、ＡＬＭｏｕｓｌｙ［１０］及Ｋｏｋａｂ［４］等报道的精液体积增加相
反。目前还未明确造成结果差异的原因，但预测可能与本研究

中精液ＤＮＡ未受影响、部分男性仅有尿道炎病史及患者的禁欲
时间差异等因素有关。精液ＩＬ８浓度也与男性年龄直接相关，
可能是生殖副腺感染或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的标志［１０］。多

篇研究报道了精液ＩＬ８在ＢＰＨ触发、发展、转归及男性年龄增
长中的重要作用［１３１５］。近期研究未发现年龄和精液体积间的

相关性，而ＩＬ８和精液体积明显相关，且由附属腺体炎症反应、
衣原体感染、其他病原体感染和附睾管阻塞引起［１２］。然而，精

液中其他的微生物也能诱导炎性反应及细胞因子水平的变

化［１６］，可能是本研究结果的干扰因素。

精浆 ＩＬ６水平显著低于 ＩＬ８（０２３～３６７５２ｐｇｍｌ１ｖｓ
１７９５０～４１９１８６２ｐｇｍｌ１），但两者间具有显著相关性。这些结
果支持ＡＬＭｏｕｓｌｙ［１０］等关于精浆中 ＩＬ６、ＩＬ８水平可能是上生
殖道感染（例如前列腺炎）标志的观点。ＡＬＭｏｕｓｌｙ［１０］、曹志
彬［１７］等研究显示ＩＬ６、ＩＬ８水平均为前列腺炎症的标志，且 ＩＬ
８也与尿道感染相关，ＩＬ８水平与男性年龄具有正相关性，提示
高水平ＩＬｓ患者可能患有前列腺炎。精液中 ＩＬ６、ＩＬ８水平均
与高浓度白细胞有关，提示存在炎症反应或感染，与 Ｅｇｇｅｒｔ［１８］、
Ｋｏｋａｂ［４］等研究结果类似。因此，沙眼衣原体感染导致的精浆
白细胞介素水平升高、尤其ＩＬ６水平显著升高时提示前列腺感
染。尿道衣原体检测阳性预示近期感染，且精液量减少与 ＩＬ８
浓度升高和前列腺炎症反应有关。沙眼衣原体感染和慢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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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炎预示发生前列腺癌的危险［１９］，但该观点并无可接受的病 因学联系，且存在争议性，需通过更多的研究证实。

表３　尿液衣原体ＤＮＡ、血清特异性ＩｇＧ阳性患者年龄、不孕年限及精液参数与阴性患者比较

　　　变量
阳性

ＤＮＡ（ｎ＝１１） ＩｇＧ（ｎ＝４５）

阴性

ＤＮＡ（ｎ＝２３９） ＩｇＧ（ｎ＝２０５）

Ｐ值

ＤＮＡ ＩｇＧ

年龄（岁） ３１４５±３５３ ３２００±５２０ ３２７９±５１９ ３２９±５１０ Ｐ＝０２５４ Ｐ＝０２７３

不孕年限（年） ５２７±３０６ ５３３±３０４ ５９０±３４９ ６０９±３６１ Ｐ＝０４０６ Ｐ＝０１７５

精液体积（ｍｌ） ２１１±０７３ ３３０±１９０ ３１５±１５３ ３００±１４０ Ｐ＝０００１ａ Ｐ＝０７４８

ｐＨ ８２２±０４１ ８４０±０３６ ８２５±０４３ ８２０±０４４ Ｐ＝０８２９ Ｐ＝００５５

浓度（×１０６ｍｌ－１） ５９５４±４５２２ ６４６５±４２３ ６６４５±５１２７ ６８５４±５４９ Ｐ＝０６３２ Ｐ＝０９１５

前向运动（％） ５３６３±１５７１ ５６８４±２１４ ５１５２±２１８６ ５２２３±１９５０ Ｐ＝０７８１ Ｐ＝０６９７

不动（％） ３３３６±１４８６ ３１０５±１９５０ ３４５９±１９９８ ３６２０±１８５０ Ｐ＝０９２３ Ｐ＝００１８ａ

正常形态（％） ７２７±３４５ ５６０±２６０ ６０８±３５３ ６２０±３７０ Ｐ＝０２５０ Ｐ＝０６７２

白细胞（×１０６ｍｌ－１） １６０±１１８ ０９８±０４９ １５５±１３４ １６５±１４１ Ｐ＝０８８２ Ｐ＝０１５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精液体积和精子不动比例相比较，Ｐ＜００５

　　许多研究认为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精液质量下降及免疫反
应导致的ＩＬ８水平升高与沙眼衣原体的感染具有相关性。然
而，所有研究均基于沙眼衣原体感染阳性或者前列腺炎药物史

的基础上进行。本研究中男性均无症状，且入组并完成所有的

诊断后才获取血清学结果；招募患者时未知诊断结果及不育因

素，保证了研究结果的真实性。本研究的缺点是缺乏可育男性

对照组，以对比ＩＬｓ水平及与沙眼衣原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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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ｎｇ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Ｂｊ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４，１１３（２）：２８１２８７．

［１７］　曹志彬，王元天，薛蔚，等．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前列腺液中 ＩＬ１７
的表达及与 ＴＮＦα，ＩＬ８，ＩＬ６，ＩＬ１０相关性分析．中国男科学杂
志，２０１４（２）：５１５４．

［１８］　ＥｇｇｅｒｔＫｒｕｓｅＷ，ＲｏｈｒＧ，ＫｕｎｔＢ，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
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ｉｎｓｕｂｆｅｒｔｉｌｅｃｏｕｐｌｅ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３，８０（３）：
６６０６６３．

［１９］　ＳｔａｓｉｅｗｉｃｚＤ，ＳｔａｒｏｓａｗｓｋａＥ，ＢｒｚｏｚｏｗｓｋａＡ，ｅｔ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ｏｌＭｅｒｋｕｒＬｅｋａｒｓｋｉ，２０１２，３３
（１９５）：１６３１６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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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杨文博（１９９０—），男，住院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泌尿外科与男科

△【通讯作者】徐涛（１９６９—），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ｘｕｔａｏ＠ｐｋｕｐｈ．
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４ ·男科与性医学·

脱细胞异体真皮补片联合阴茎增粗术对早泄的作用
与安全性
杨文博１　张晓威１　兰轲１　彭雪２　杨健３　李清１　白文俊１　徐涛１△

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２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肿瘤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３山东阳光融和医院泌尿外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旨在探讨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医用组织补片的阴茎增粗术（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ｌ
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ｐａｔｃｈｉｎ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ＰＡ），对早泄的作用以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
分析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以及合作医院收治的ＡＤＭＰＡ治疗的２１例患者的
临床资料，应用早泄评分量表（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ｋｔｏｏｌ，ＰＥＤＴ）和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对术
前及术后随访进行详细的评估。结果：随访６个月

!

２０个月，平均８．２５个月。术后患者 ＩＥＬＴ较术前显著
增高，ＰＥＤＴ评分较前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所有手术患者均未发生严重的手术并发
症。结论：通过ＩＥＬＴ、中文版ＩＩＥＦ５和ＰＥＤＴ问卷，本研究系统地评估了ＡＤＭＰＡ对早泄的作用以及安全性。
ＡＤＭＰＡ安全性较高，对于阴茎细小合并早泄的患者，可能是患者选择手术治疗时的首选。

【关键词】　 阴茎龟头；早泄；射精

Ｅｅｃｔ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ｌｌｏｇｒａｆｔ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ａｆ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ｐｒｅｍａ
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Ｗｅｎｂｏ１，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ｗｅｉ１，ＬＡＮＫｅ１，ＰＥＮＧＸｕｅ２，ＹＡＮＧＪｉａｎ３，ＬＩＱｉｎｇ１，ＢＡＩＷｅｎ
ｊｕｎ１，ＸＵＴａｏ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２．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４，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ｕｎｓｈｉｎｅＵｎｉ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１００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ｅｃｔｓｏｆ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ａｌｌｏｇｒａｆｔ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ａｆ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ｎｉｓａｕｇ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ＰＡ）ｏｎ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２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ＡＤＭＰ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ａｎｄ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ｏｏｌ（ＰＥＤＴ）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ｎｃｙｔｉｍｅ（ＩＥＬＴ）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ｖｉｓｉｔ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ｗａｓｒａｎｇｅｄｆｒｏｍ６ｔｏ２０
ｍｏｎｔｈｓｗｉｔｈａｎ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ｆ８．２５ｍｏｎｔｈ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ｈｉｇｈｅｒＩＥＬＴａｎｄｌｏｗ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ＥＤＴ
（Ｐ＜００５ｆｏｒａｌｌ）．Ｎｏｍａｊｏ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ａｎｄｍｉｎｏ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ｓｏｌｖ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ｉｎ３ｗｅｅｋ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ｏｆＩＥＬＴ，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ＩＩＥＦ５ａｎｄＰＥＤＴ，
ｔｈｅｅｅｃｔｓｏｆＡＤＭＰＡｏｎＰＥｗｅ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ｏｔｈｓｍａｌｌｐｅｎｉｓａｎｄＰＥ，ＡＤＭＰＡ
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ｈｏｉｃ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ｌａｎｓｐｅｎｉｓ；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男性往往关注自身的阴茎大小和阴道内射精的潜伏时间，有
时为提高性生活质量、提高自尊心或满足性伴侣而就诊［１］。自

从阴茎增粗术在１９世纪报道后，已经有多种外源材料被用于阴
茎增粗的手术中［２］。来自捐献的人类皮肤组织的脱细胞真皮制

造的同种异体脱细胞移植物也已经用于阴茎增粗手术。用脱细

胞异体真皮基质补片的阴茎增粗术（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ｄｅｒｍａｌ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ｄｉ
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ｐａｔｃｈｉｎｐｅｎｉｓａｕ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ＤＭＰＡ）与自体真
皮———脂肪移植物的增大相比具有多种优点，例如，避免了自身

供体部位创伤以及显著缩短手术时间。用这种方法，通过在阴茎

根部的背部切口，手术瘢痕被阴毛覆盖隐藏，因此术后瘢痕难以

发现。目前为止，接受ＡＤＭＰＡ治疗的患者没有出现严重的并发
症，这提示对于有强烈阴茎增粗意愿的患者，ＡＤＭＰＡ可以作为安
全有效的手术选择之一［３４］。然而 Ｓｏｌｏｍｏｎ等人［５］的研究中，４７
例ＡＤＭＰＡ患者中有２０例（４２％）发生感染，主要原因为移植物
暴露的开放性伤口。其中移植物暴露只发生在１７例（３６％）的患
者中，而３例（６％）的患者发生移植物丢失，这可能与Ｓｏｌｏｍｏｎ等
人手术过分追求增粗效果而采用的补片过厚、整体植入未经裁

剪、脱细胞异体真皮制作工艺有关造成。

在阴茎整形手术和男科学的临床工作中，笔者发现一些

ＡＤＭＰＡ患者术后报告的阴茎龟头敏感性下降，查阅文献发现
有文献报道部分ＡＤＭＰＡ患者术后出现了龟头敏感性下降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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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６］。因此我们提出设想：对于阴茎细小合并早泄的患者，

ＡＤＭＰＡ可能是手术时的首选。据查阅到的文献，目前尚无研
究评估ＡＤＭＰＡ与早泄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进行了一项回
顾性研究，旨在研究 ＡＤＭＰＡ对成年男性的早泄症状评分是否
有影响以及评估手术安全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们在具有强烈阴茎增
粗意愿的男性患者中使用 ＡＤＭＰＡ。纳入标准须符合：１患者
对目前阴茎外形不满意且有强烈通过手术增粗阴茎意愿者；２
患者已年满１８周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３患者对目前性
生活状态不满意，中文版ＰＥＤＴ问卷１１分及１１分以上，保守治
疗１个月未见明显改善。排除标准为：１患者有精神疾病病史
者或者不排除有精神疾病者；２有凝血功能障碍者；３年龄大
于６０周岁；４有１型或２型糖尿病病史者。最终纳入２１名患
者，手术时平均年龄为３１１４岁，范围２４～３７岁。所有手术均
由具有高级外科技能的同一位泌尿外科医生进行。对手术患

者的结果进行临床资料回顾及随访。

本研究中所有的患者都进行了 ＡＤＭＰＡ。手术中使用的脱
细胞细胞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为北京桀亚莱福生物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的 Ｊ１脱细胞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补片（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批次）。在局部麻醉下，使用冠状沟下环形切口进行阴茎
脱套。通过皮肤、Ｃｏｌｌｅｓ的筋膜逐层切开至 Ｂｕｃｋ筋膜（不可过
浅，避免浅筋膜下血供不足，导致局部出现皮肤坏死、补片外

露），然后沿轴将 Ｂｕｃｋ筋膜以上组织脱下到阴茎的根部。将２
～４片脱细胞真皮基质医用组织贴片（１０ｃｍ×１０ｃｍ）切成（２ｃｍ
×２ｃｍ）的小块贴片，将补片上做小型针眼状小孔，以便再生血
管保证血供。从冠状沟到根部将这些小块补片包裹在阴茎周

围。然后将这些移植物从远端开始用２／０聚乙醇酸可吸收缝合
线缝合到Ｂｕｃｋ’ｓ筋膜，明确缝合固定（见图１）。使用５厘米的
弹力绷带以适中的压力包裹阴茎，龟头暴露在外，以避免移植

物移位、伤口血肿和阴茎水肿。手术前一晚开始抗生素预防，

术后持续１周。嘱托患者术后２个月内避免性交。

图１　从冠状沟到根部将ＡＤＭ小块补片包裹在阴茎周围。然后
从远端开始用２／０聚乙醇酸可吸收缝合线缝合到Ｂｕｃｋ’ｓ筋膜。

在随访中，所有患者都进行了标准的病史和体格检查。然

后，由经验丰富的临床医生使用口头问卷和微信随访的形式收

集关于射精和勃起功能的信息，主要集中在性生活上，包括

ＩＥＬＴ，中文版的ＩＩＥＦ５和ＰＥＤＴ问卷。ＩＥＬＴ数据是患者和性伴
侣配合测量的连续两次的平均值。ＡＤＭＰＡ之前和随访时的所
有详细信息均记录并输入数据库。

中文版ＰＥＤＴ问卷包括５个问题，每个问题最高分是４分，
总分是２０分，８分或以下认为没有早泄，９至１０分可能有早泄
问题，症状较轻，１１分及１１分以上可以确诊有早泄问题，症状
比较严重。问卷的信度检验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中文版的ＩＩＥＦ
５为０９３８，ＰＥＤＴ为０９０５，调查表信度检验的 α值均在０７
以上，信度可接受且良好［７］。

１２　统计分析
所有的统计分析均采用ＳＰＳＳ软件（ＳＰＳＳ，Ｉｎ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

ＵＳＡ，版本１３０）进行。所有患者的统计信息的数据用平均值
±标准差（ＳＤ）或数字（百分比）表示。在基线（手术前）和所有
受试者的随访中的数据（包括自我评估的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和
ＰＥＤＴ）均以平均值±ＳＤ表示，并通过前后对比，配对 ｔ检验进
行评估。Ｐ＜００５被认为是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统计信息

随访６～２０个月，平均８２５个月。表１总结了术前所有受
试者的详细基本信息。

表１　术前所有患者基本信息

项目
年龄

（岁）

月收入

（元）

性伴侣时间

（月）

性交频率

（次／每月）

术前 ３１１４±４１１４３３３３３±１４８６０５１５４８±６２０ ３１４±２１２

２２　阴茎周长，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和ＰＤＥＴ的结果（表２）。阴茎周长
测量是在阴茎处于疲软状态的阴茎中轴的１／２处。基线时，术
前阴茎疲软时周长为６８３±０８６厘米，术后周径为８０６±０９３
厘米（Ｐ＜００５）。在６２０个月的访问期间，所有的人都报告了
自我评估的ＩＥＬＴ。平均自我评估 ＩＥＬＴ从３１０±２１１增加到
７８３±３０２（Ｐ＜００５）。此外，对于 ＩＩＥＦ５评分，术前和术后数
据之间没有显着差异。ＰＤＥＴ评分由１５１０±１７３降至１１４８±
２４４（Ｐ＜００５）。

表２　脱细胞异体真皮阴茎增粗手术前后数据

　　项目
阴茎中段

周径（疲软）
ＰＥＤＴ

自我评估

ＩＥＬＴ
ＩＩＥＦ５

术前 ６８３±０８６１５１０±１７３３１０±２１１１９７１±３８９

术后６～２０个月 ８０６±０９３１１４８±２４４７８３±３０２２０５７±３１４

ｔ值 ２５３９７ ５９９７ ８５２２ １００３

Ｐ值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０１ Ｐ＝０３２８

２３　并发症
手术后两天内有１例出现血肿，然后通过手术将血肿清除，

顺利恢复健康。１个患者在第８个月的随访中手术部位轻度感
染。但是，ＡＤＭ移除后３周，患者完全恢复健康。手术后６２０
个月，其他患者均无显著并发症，均无移植物外露。

#

　讨论
２０％～３０％的男性自诉有早泄症状［８］。早泄是一种多因素导

致的疾病。结合患者自我评估ＩＥＬＴ，中文版ＩＩＥＦ５和ＰＥＤＴ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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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全面分析成人ＡＤＭＰＡ和早泄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
成果为进一步了解ＡＤＭ补片的阴茎增粗术与早泄之间的作用，提
供了一个框架。对于阴茎细小、具有强烈阴茎增粗意愿且合并有早

泄症状的患者，ＡＤＭＰＡ可能是患者选择手术时的首选。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患者自我评估的ＩＥＬＴ与ＡＤＭＰＡ显著

相关。在随访中，ＡＤＭＰＡ男性报告的自我评估ＩＥＬＴ较术前基线水
平高。Ａｌａａ等人的一项研究提示用脱细胞真皮补片进行阴茎增粗
可能会影响患者性生活的快感［９］。在为期６个月的随访中，１８名患
者中有４名患者报告阴茎感觉减退。这与我们的发现一致，但本研
究中有２１例患者中有１７例报告中文版的ＰＥＤＴ评分下降，早泄症
状得到改善。这可能与ＰＥＤＴ评分将早泄程度量化，相对于患者的
自我感觉更加敏感。

该研究所有患者均未发生严重的并发症。１个患者在第８个
月的随访中手术部位轻度感染。但是，ＡＤＭ通过手术移除后，３周
后随访，患者已完全恢复健康。ＡＤＭＰＡ并不能完全消除龟头或阴
茎的感觉，也不会导致性功能障碍，因为手术不会影响背神经，尤其

是龟头部位。因此，ＡＤＭＰＡ是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在过去的十年里，人类脱细胞真皮基质（ＡＤＭ）的应用领域

越来越广，例如协助修复假体乳房等［１０１１］。到目前为止，接受

ＡＤＭＰＡ的患者中均没有发生严重并发症。在过去的２０年里，
早泄的治疗有了明显的进展。目前治疗早泄的一线治疗方案

是药物治疗［１２１３］。药物治疗早泄的主要缺点是停药后易复发，

对部分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和心理负

担。研究发现原发性早泄患者的阴茎过度敏感，这为早泄的治

疗提供了进一步的依据［１４］。针对阴茎龟头过度敏感，临床上已

经应用了多种局部用药，但其疗效仍存在争议。

ＡＤＭＰＡ在增粗阴茎的同时改善早泄症状，可能通过以下
三种方式。首先，ＡＤＭ抑制外源刺激达到神经感受器。人类
阴茎的皮肤有阴茎背神经（ＤＮＰ）的感受器分布。ＤＮＰ的主干由
两个不同的轴突群组成［１５］。第一组沿着阴茎后背正中央走行，

终止于龟头。另一组纤维从主干发出向阴茎侧面和腹侧辐射，

部分分支到达尿道海绵体和尿道。在冠状沟近端１～２ｃｍ处，
阴茎背神经主干分成两到三束。阴茎背神经及其沿阴茎走行轴

的分支正好位于皮肤和筋膜下方，龟头内的阴茎背神经的主要

分支皮下深度距皮肤表面３～６毫米。阴茎背神经的分布范围
和密集程度对于术后阴茎海绵体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与

Ｂｕｃｋ’ｓ筋膜缝合的脱细胞异体真皮可能不断刺激阴茎背神经
的微小分支，导致感受器和神经兴奋阈值升高。其次，ＡＤＭＰＡ
可能会在操作中伤害ＤＮＰ的肉眼不可见的微小分支。然而，本
研究提示ＡＤＭＰＡ并没有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的副作用，例如阴
茎龟头麻木、感觉异常，神经瘤性疼痛，Ｐｅｙｒｏｎｉｅ’ｓ病甚至勃起
功能障碍。龟头过度敏感作为早泄病因仍然存在争议［１６］。此

外，阴茎增粗可以增加患者的自尊和自信，对部分患者手术可

能是一种积极的暗示，改善了患者焦虑的状态，从而延长患者

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因此，应用脱细胞异体真皮的阴茎增粗

术改善早泄的机制仍然不明确，对于早泄患者，要严格掌握手

术的适应症。目前治疗早泄的首选仍然是药物治疗。

%

　结论
通过ＩＥＬＴ、中文版 ＩＩＥＦ５和 ＰＥＤＴ问卷，本研究系统地评

估了ＡＤＭＰＡ对早泄的作用以及安全性。术后患者 ＩＥＬＴ较术
前显著增高，ＰＥＤＴ评分较前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早泄症状改
善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ＤＭＰＡ安全性较高，该研究所有患者均
未发生严重的并发症。１个患者在第８个月的随访中手术部位

轻度感染。但是，ＡＤＭ通过手术移除后，３周后随访，患者已完
全恢复健康。我们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了解 ＡＤＭ补片的阴茎
增粗术与早泄之间的作用，提供了一个框架。对于阴茎细小且

合并早泄的患者，可能是患者选择手术治疗时的首选。但是应

用脱细胞异体真皮的阴茎增粗术改善早泄的机制仍然不明确，

对于早泄患者，要严格掌握手术的适应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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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ＢｈａｔＧＳ，ＳｈａｓｔｒｙＡ．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ｓｉｌｏｄｏ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ｐｏｘｅｔｉｎｅ：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Ｃｅｎｔ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６；６９（３）：２８０２８４．

［１４］　ＸｉｎＺＣ，ＣｈｕｎｇＷＳ，ＣｈｏｉＹＤ，ｅｔ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Ｕｒｏｌ．１９９６；１５６（３）：９７９９８１．

［１５］　ＹａｎｇＣＣ，ＢｒａｄｌｅｙＷＥ．Ｎｅｕｒｏ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ｌｅ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ｈｕ
ｍａｎｄｏｒｓａｌｎｅｒｖｅ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Ｂｒ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５；８２（１）：１０９１１３．

［１６］　ＳａｉｔｚＴＲ，ＳｅｒｅｆｏｇｌｕＥＣ．Ｔｈｅ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ｎｄｒｏｌＵｒｏｌ，２０１６，５（４）：４０９４１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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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宜昌市科学研究与开发项目医疗卫生课题（Ａ１３３０１
４７）
【第一作者简介】陈伟（１９７８—），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男科临床
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５ ·男科与性医学·

西地那非片与依帕司他片在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
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与安全性评价
陈伟　张于新　刘波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荆门 ４４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西地那非片与依帕司他片在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与安全
性。方法：选取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收治的８０例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枸缘西地那非片治疗，研究组加用

依帕司他片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勃起功能、勃起质量、神经功能状态改善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与勃起质量量表（ＥＱＳ）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
０１９５，０１１７，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２３５±２０１）分 ｖｓ（１９１４±１９５）分］与ＥＱＳ评
分［（３９８５±３１４）分 ｖｓ（３５６０±２９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２４９，６２１９，Ｐ＜００５）。
治疗前，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状态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１５４，０１９７，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
者ＰＮＣＶ［（５０２９±３４４）ｍ／ｓｖｓ（４７０５±３２８）ｍ／ｓ］与ＴＮＣＶ［（４７２４±４４３）ｍ／ｓｖｓ（４３５８±４５２）ｍ／ｓ］均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３１１，３６５７，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１２５０％，对照
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１５０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０５，Ｐ＞００５）。结论：枸缘西地那非治疗
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时加用依帕司他片，可以显著提高勃起功能及质量，安全性好。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２型糖尿病；依帕司他；枸缘西地那非

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ｉｔｒｉｃ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ａｎｄｅｐａｌｒｅｓｔａｔ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ＣＨＥＮ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Ｙｕｘｉｎ，ＬＩＵＢｏ．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Ｊｉｎｇｍｅｎ２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ｇｍｅｎ４４８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ｉｔｒｉｃ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ａｎｄｅｐａｌｒｅｓｔａｔｉ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２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ｒｅ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Ｄｅｃ２０１４ｔｏＯｃｔ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ｔｒｉｃ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ｐａｌｒｅｓｔａｔ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ｎｅ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ＩＩＥＦ５）ａｎｄ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ＥＱＳ）ｓｃｏ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０１９５，０１１７，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ＩＥＦ５［（２２３５±２０１）ｓｃｏｒｅｖｓ（１９１４±１９５）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ＥＱＳｓｃｏｒｅ［（３９８５±３１４）ｓｃｏｒｅｖｓ（３５６０±２９７）ｓｃｏｒ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７２４９，６２１９，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ｉｎｄｅｘ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０１５４，０１９７，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ｍｅｎｔ，ＰＮＣＶ
［（５０２９±３４４）ｍ／ｓｖｓ（４７０５±３２８）ｍ／ｓ］ａｎｄＴＮＣＶ［（４７２４±４４３）ｍ／ｓｖｓ（４３５８±４５２）ｍ／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４３１１，３６５７，Ｐ＜００５）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２５０％，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５％，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０１０５，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ｉｔｒｉｃ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ｐａｌｒｅｓｔａｔｃｏｕｌ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２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Ｅｐａｌｒｅｓｔａｔ；Ｃｉｔｒｉｃ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

　　勃起功能障碍作为２型糖尿病常见的并发症，其发病率极 高。有关研究证实，超过４０％的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合并糖尿
病［１］。２型糖尿病患者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时间比非糖尿病人
群早１０３年［２］。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勃起功能障碍

发病率也随之增高。勃起功能障碍是因海绵体充血不足所致，无

法有效维持阴茎硬度，严重威胁男性患者生活质量。磷酸二酯酶

抑制剂是临床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常用药物，其代表药物西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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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引起高选择性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３］。西地那非吸收速度

快，耐受性好，治疗效果较好；同时，也有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内

分泌因素对西地那非治疗效果影响较大［４］。本次研究在西地那

非基础上联合依帕司他进行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收
治的８０例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按照世界卫生组织１９９９年制定的糖尿病诊断标准
确诊为２型糖尿病；②已婚男性，配偶无生殖系统疾病；③国际
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２１分；④无相关治疗药物禁忌症。
排除标准：①合并性传播疾病；②植入阴茎假体者；③合并心肌
梗死或心脏病者；④合并相关药物禁忌症者。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研究组患者４０例，年龄范围４３
岁～６４岁，年龄（５５２７±６４３）岁，糖尿病病程范围２年～９年，
病程（４１７±３０９）年，勃起功能障碍病程范围３个月～６个月，
病程（３１５±１１２）月。对照组患者４０例，年龄范围４４岁 ～６７
岁，年龄（５５３４±６３８）岁，糖尿病病程范围１年 ～１０年，病程
（４２１±３１３）年，勃起功能障碍病程范围３个月～５个月，病程
（３１８±１０８）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入组前
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常规控制糖尿病病情，主要通过药物治

疗、饮食控制等方式进行，将患者血糖、血红蛋白及血压维持在

正常范围。对照组患者仅采用枸橼酸西地那非片（广州白云山

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４３２５５，
商品名：金戈）治疗，在性生活前１ｈ口服，首次记录推荐５０ｍｇ，
后期可以根据个体疗效差异调整，剂量范围在２５～１００ｍｇ。每

周服药１次～４次。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依帕司他
片（扬子江药业集团南京海陵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０１２，商品名：唐林）治疗，５０ｍｇ／次，３次／ｄ。４周为１个
疗程，两组患者均治疗３个疗程。治疗６个月后复诊。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勃起功能评价　分别采用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
５）和勃起质量量表（ＥＱＳ）评分对勃起功能及勃起质量进行评
价，治疗前和治疗后６个月时各评价１次，分析评分变化情况。
１３２　神经功能状态评价　在治疗前和治疗后６个月时，采用
肌电图对患者胫神经运动传导速度（ＴＮＣＶ）及腓总神经运动传
导速度（ＰＮＣＶ）进行测定，以评价神经组织功能状态。
１３３　不良反应　记录治疗过程中药物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包括面色潮红、眩晕、头痛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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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两两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时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和勃起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ＩＩＥＦ评分与 ＥＱＳ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与ＥＱ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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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２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状态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状态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ＰＮＣＶ与 ＴＮＣＶ均高于对
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及勃起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Ｑ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０ １１６３±１７４ ２２３５±２０１ａ １９８７±２３２ ３９８５±３１４ａ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７１±１９２ １９１４±１９５ａ １９９３±２２６ ３５６０±２９７ａ

ｔ值 ０１９５ ７２４９ ０１１７ ６２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神经功能状态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ＮＣＶ（ｍ／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ＣＶ（ｍ／ｓ）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０ ４１３６±３７１ ５０２９±３４４ａ ３７６５±４３７ ４７２４±４４３ａ

对照组 ４０ ４１２３±３８６ ４７０５±３２８ａ ３７８４±４２５ ４３５８±４５２ａ

ｔ值 ０１５４ ４３１１ ０１９７ ３６５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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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均有不良反应发生，但患者均能耐受，通过减少

剂量后均有改善，未对治疗及患者身体造成影响。其中，研究

组发生 ３例头痛，１例面部潮红，１例偶感眩晕，总发生率为
１２５０％；对照组发生２例头痛，１例偶感眩晕，３例面部潮红，总
发生率为１５００％。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０５，Ｐ＞００５）。
#

　讨论
勃起功能障碍的致病因素较多。有关研究证实，心理疾病是

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如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可以导致

患者性欲进行性下降，进而发生勃起功能障碍［５］。但在众多的

发病原因中，内分泌疾病是引起勃起功能障碍极为常见的原因。

有关研究指出，糖尿病患者中勃起功能障碍患病率为２５％ ～
７０％，是糖尿病主要并发症［６］。糖尿病患者发生勃起功能障碍与

糖尿病造成的内分泌系统紊乱直接相关。睾丸间质细胞是分泌

雄激素等性激素的主要细胞。而乔玉海［７］等的研究证实，内分

泌系统紊乱可以导致患者睾丸间质细胞数量和质量下降，进而引

起患者雄激素水平随之降低。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改变是另一个

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平滑肌受损后其舒张、收缩功能

均下降，导致勃起功能障碍。有关研究证实，糖尿病的长期作用

可以导致患者平滑肌细胞数量进行性减少［８］。此外，充血是阴

茎勃起的主要机制，而发生糖尿病时可以使相关小动脉阻塞或狭

窄，导致充血量不足，无法正常勃起［９］。

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常用药物。该类

药物作用于磷酸二酯酶受体，阻断环单磷酸鸟苷水解成三磷酸鸟

苷，维持阴茎正常勃起。西地那非可以高选择性作用于磷酸二酯

酶受体，是磷酸二酯酶抑制剂的代表药物，临床上常用于恢复勃

起功能障碍的性功能。西地那非通常在性交前１ｈ服药，起效迅
速，不仅可以促进阴茎勃起，也具有一定延时效果。李慧峰［１０］等

的研究证实，西地那非服用后生物利用度极高，且可以完全代谢

排出，对机体影响较小。有关研究证实，西地那非不良反应发生

率随剂量的增高而增高［１１］。本次研究中，对照组患者单用西地

那非治疗，初始剂量为推荐剂量５０ｍｇ，结果发生６例（１５００％）
轻度不良反应，证实在低剂量时西地那非安全性良好。有关研究

指出，对于西地那非耐受较好的患者，可以适当增大用药剂量，但

不应高于１００ｍｇ，本次研究也遵循了这一原则［１２］。

在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中，内分泌因素导致阴部神经

调节和反射异常是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机制［１３１５］。依帕

司他是针对该机制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之一。该药是一

种醛糖还原酶抑制剂，通过抑制醛糖还原酶降低果糖与山梨醇

合成量，缓解神经退髓鞘、坏死和水肿过程。李平［１６］等的研究

证实，依帕司他对糖尿病多元醇代谢紊乱有显著改善效果，有

利于促进神经传导速度的改善，进而缓解神经病变。本次研究

中，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ＰＮＣＶ与ＴＮＣＶ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表明，加用依帕司他后患者的
神经传导功能改善更为显著。同时，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
评分与ＥＱＳ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Ｐ＜００５）。
这表明西地那非与依帕司他联合用药时可以进一步提升勃起

功能障碍治疗效果。这可能与依帕司他对神经传导功能的改

善作用有关［１７１８］。此外，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提示联合用药安全性良好。

综上所述，枸缘西地那非治疗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时
加用依帕司他片可以显著提高勃起功能和质量，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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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 ＨＩＶ感染患者性激素代谢、Ｔ淋巴细胞亚群的
变化及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分析
周兴雯１　徐蕾２　赵皓森１　周文瑞１　彭红霞１

１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２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中医外科，四川 西昌 ６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探讨男性患者感染ＨＩＶ对其性激素代谢、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以及性功能障
碍的发生情况。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凉山州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ＨＩＶ感染男性患者７９例
作为感染组，选取同期来医院健康体检的男性４５例作为正常对照组。检测和比较两组成员性激素水平、Ｔ
淋巴细胞亚群数量和百分比，以及通过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ＩＥＦ５）判定两组成员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结果：①６项性激素水平测定中，ＨＩＶ感染组患者睾酮（Ｔ）、孕
酮（Ｐ）和泌乳素（ＰＲＬ）浓度明显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而人促黄体生成激素（ＬＨ）、雌激素（Ｅ２）和人血清促
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则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②Ｔ淋巴细胞亚群测定结果比较，ＨＩＶ感染组患者ＣＤ３＋
和ＣＤ４＋Ｔ细胞数量和百分比较正常对照组患者皆明显下降，ＣＤ８＋Ｔ细胞数量和百分比测定结果高于正
常对照组患者；③男性ＨＩＶ感染组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比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其中以轻度勃起功
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为主，共出现５０例，占比６３２９％。结论：男性感染 ＨＩＶ容易造成机体性腺
功能减退，性激素代谢水平下降，Ｔ淋巴细胞亚群数量与比例失衡，同时也会造成性功能障碍。

【关键词】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性激素；Ｔ淋巴细胞亚群；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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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的
感染能够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和免疫功能的缺损，导致各

种机会感染与肿瘤的发生［１２］。目前，我国已经进入 ＨＩＶ感染
的快速增长期，对于感染者的相关临床症状的了解和研究已经

是刻不容缓的课题。本研究主要面向ＨＩＶ感染的男性患者，观
察和讨论其性激素代谢、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和性功能障碍发
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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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我院传染病门诊与住院患
者中确诊ＨＩＶ阳性感染的男性患者７９例，将其设为感染组，其年
龄范围１８岁～６８岁，年龄（３９２６±１５９３）岁，均尚未接受过抗病
毒治疗。同时，随机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男性４５例，
将其设为对照组，其体检结果健康，年龄范围２３岁～７２岁，年龄
（４１２１±１４３８）岁。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者；②原
发性免疫功能不足患者；③严重高血压、糖尿病等内科疾病患者；
④原发性性功能障碍患者。本次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均已知晓研究内容，与本院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测方法与观察指标
两组人员空腹状态下取样静脉血５ｍＬ，采用放射免疫方法

分析测定血样中睾酮（Ｔ）、孕酮（Ｐ）、泌乳素（ＰＲＬ）、人促黄体生
成激素（ＬＨ）、雌激素（Ｅ２）以及人血清促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

感染组患者取１２小时空腹状况下静脉血３ｍＬ，ＥＤＴＡ抗凝

处理。采用荧光标记单克隆抗体处理血样后，使用流式细胞仪计

数分析处理。记录和比较感染组与正常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和
ＣＤ８＋淋巴细胞数目与百分比。

对两组人员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国际

勃起功能指数５量表（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ＩＥＦ
５），总分为２５分。判定标准为：评分２２～２５分者为正常；１２～
２１分者为轻度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８～１１分
者为中度ＥＤ，低于８分者为重度ＥＤ。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１０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员男性性激素值比较

比较两组人员性激素水平测定情况可以看出，感染组患者Ｅ２、
ＬＨ和ＦＳＨ浓度明显高于对照组，而Ｔ、Ｐ和ＰＲＬ浓度则明显低于对
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员男性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Ｔ（ｎｇ／ｄ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ｎｇ／ｍＬ） ＬＨ（μＬ／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ＦＳＨ（μＬ／ｍＬ）

感染组 ７９ ２０６７７±８２５７ ７９６８±４３８６ ０３８±０２６ ８３２±４５９ １０４６±４７８ ７３４±３８９

对照组 ４５ ２８３１４±９８５９ １３８９±３４７ ０５９±０２４ ５４７±０９５ １３５６±７６３ ４０２±０９５

２２　两组人员Ｔ淋巴细胞亚群检测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感染组患者 ＣＤ４＋Ｔ细胞计数数量和百分

比均有明显下降，ＣＤ８＋Ｔ细胞计数和百分比都有明显上升，同
时ＣＤ３＋Ｔ细胞数也有所降低。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人员Ｔ淋巴细胞亚群绝对计数（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个／ｍｍ３） （％）

ＣＤ４＋

（个／ｍｍ３） （％）

ＣＤ８＋

（个／ｍｍ３） （％）

感染组 ７９ １３９８４６±１４２５９ ５１９６±１０２５ ２６８３４±５２６７ １２１７±３００ ９３１５５±１２３４５ ４８１７±８７２

对照组 ４５ １９０３８２±２６９９８ ６７１８±１０８９ ７８３１０±９５９９ ４０８２±６０３ ４５２６９±８１３３ ２５０９±４９３

２３　两组人员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
感染组患者中性功能障碍发生比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其中以轻度 ＥＤ为主，共有５０例，占比６３２９％；中度 ＥＤ共有
１２例，占比１５１９％；重度 ＥＤ共有４例，占比５０６％。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人员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正常 轻度ＥＤ 中度ＥＤ 重度ＥＤ

感染组 ７９ １３（１６４６） ５０（６３２９） １２（１５１９） ４（５０６）

对照组 ４５ ３４（７５５６） ７（１５５６） ３（６６７） １（２２２）

#

　讨论
ＨＩＶ感染对患者可以造成免疫系统障碍和免疫功能损伤；同

时，临床研究也发现，ＨＩＶ感染会对患者内分泌系统造成异常［３４］。

与对免疫系统的影响相比，ＨＩＶ感染、尤其是尚未出现明显临床病
症的感染者，其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然而，内分泌

系统影响范围覆盖全身所有脏器官与内环境稳态，其微妙表现对于

临床上针对ＨＩＶ感染的诊断治疗都会产生影响［５６］。

临床上最为常见的内分泌系统障碍发生在性腺机能减

退［７８］。本次研究中也可以看到，与对照组相比，感染组患者睾

酮（Ｔ）水平明显下降。其可能的原因是肾上腺本身功能与活性
受到抑制，同时也可能与机体内相关酶活性不足有关。与此同

时，本次研究中也清楚地看到，感染组患者雌激素（Ｅ２）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临床研究表明，雌激素浓度随着ＨＩＶ感染病情
发展而呈上升趋势。但是，由于雌性激素水平升高受多样因素

影响，雄性激素分泌不足本身也可能引起雌性激素浓度上升，

具体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尚不明确［９１０］。

ＨＩＶ感染对于免疫系统的影响受到重点关注。其中，Ｔ淋巴细
胞状况和功能能够充分反映ＨＩＶ感染后病情发展状况［１１］。ＣＤ４＋

Ｔ淋巴细胞是ＨＩＶ病毒进入体内最重要的靶细胞。ＣＤ４＋Ｔ淋巴细
胞受到病毒侵入引发自身大量溶解破坏，导致Ｔ淋巴细胞亚群数量
与相对比例失调是ＨＩＶ病毒引发人体免疫功能损伤的重要致病机
制［１２１３］。本研究中可见，感染组患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目和百分
比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与之相反，ＣＤ８＋Ｔ淋巴细胞数目则呈明显
上升趋势。有关研究认为，因为ＣＤ８＋Ｔ淋巴细胞是机体对抗Ｈ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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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侵害的免疫效应细胞，故而与病毒感染水平呈正相关［１４］。此

说与本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结果相一致。

本研究发现，感染组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其中，以轻度 ＥＤ为主，共出现 ５０例，占比 ６３２９％。
ＨＩＶ感染者出现性功能障碍原因多种，可以包括生理与心理２
个方面。生理方面的原因可能是，ＨＩＶ感染对于内分泌系统，尤
其是对于性腺相关合成分泌功能有所抑制；也有临床研究显

示，ＨＩＶ感染可能会造成相关神经性损伤，从而引起性功能相关
障碍［１５１６］。心理方面的原因可能是，由于ＨＩＶ感染的传播路径
包括血液、性和母婴３种方式，ＨＩＶ感染者可能由于相关心理因
素造成性功能减退［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ＨＩＶ感染中的男性患者会出现明显性激素代谢
水平下降、Ｔ淋巴细胞亚群数目改变和相对比例失衡；同时，男
性ＨＩＶ感染者出现性功能障碍比例大幅升高。临床上对于
ＨＩＶ男性感染者的诊断治疗中，应当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及其影
响，以期更好地改善ＨＩＶ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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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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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前列腺炎是临床上常见的男科疾病，其病因病机未完全阐明，严重危害男性健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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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方面有明显的特色与优势。故本文从其病因病机、辩证分型、中医治法等方面对

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现状做一回顾与探究。

【关键词】　 中医药；慢性前列腺炎；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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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临床上比较难以治
愈的慢性疾病之一，是中青年男性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主要

临床表现为尿频、尿滴沥，小腹、会阴、睾丸胀痛或不适等症状，

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１］。慢性前列腺炎不是一种独

立的疾病，而是具有独特形式的综合征或综合性疾病［２］。其发

病率国内报道约为６．０％～３２．９％，高于国外报道［３］。目前，西

药对本病的病因病机没有彻底阐明，治疗上亦没有特效方法，

依然用抗生素、物理疗法等等，疗效也不甚满意。而中医药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具有独特优势并获得了显著效果，临床上现在

已经成为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重要方法与手段。现从慢性前

列腺炎的中医学病因病机特点、辨证分型、治疗现状等方面阐

述如下。

!

　中医学病因病机特点
中医古籍中没有慢性前列腺炎病名之记载，通常根据其

外在表现概属于“淋证”“白淫”“精浊”“白浊”范畴。现在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和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创新

教材《中医男科学》都将慢性前列腺炎规范命名为“精

浊”［４］［５］。目前对ＣＰ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大都来源于官方中医
文献与现代中医男科医家所发表的论文及其所著的论著之

中。《中医临床治疗术语疾病部分》精浊的病因病机为：湿热

下注，阴虚火旺，精室瘀阻等［６］。徐福松［７］认为，体虚是慢性

前列腺炎发病的根本原因，充血、感染是发病的外部条件；久

病伤及脾肾是其病机由实转虚，肾虚为本，湿热是标，久病入

络，精瘀络脉乃慢性过程之病理反应。王琦［８］认为，本病的病

机特点是湿热之邪久郁不清，致腺体脉络瘀阻，腺管排泄不

畅，呈现瘀浊阻滞的病理改变。周安方［９１０］认为，慢性前列腺

炎虚证多责于肾，肾虚主要是肾气亏虚，即肾阴虚、肾阳虚；实

证多责于肝，肝实主要包括肝经湿热蕴结、肝经气滞与肝脉瘀

阻等方面；然而，肾虚与肝实很少单独存在，往往两者相互影

响、互为因果、虚实夹杂、肝肾同病，从而形成“肝实肾虚”病机

特点。同时，他也指出了浊瘀阻滞是慢性前列腺炎缠绵难愈

之症结所在。贾金铭［１１］认为，本病病机早期湿热下注，中期湿

热瘀阻，而后期多伴脾肾亏虚。湿、热、瘀、滞、虚贯穿其不同

阶段，而瘀阻贯穿疾病始终。李海松［１２］认为，本病的病机特点

可以概括为本虚标实，本虚为肾虚、脾虚等，标实为湿热、气

滞、血瘀等。孙自学［１３］认为，慢性前列腺炎病因病机较为复

杂，其总病机是虚实夹杂。肝肾亏虚是基本病机，湿热毒邪内

侵是其发生的关键。郭军［１４］认为，肾虚为本，湿热、肝郁为标，

瘀滞为变，是慢性前列腺炎的核心病机。

纵观现代诸中医男科医家，在探研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

病机时，无外乎虚实两端，涉及脏腑大都是肝肾两脏，要么前

期肝实多肾虚少，要么中期肝实肾虚相当，要么后期肝实少肾

虚多。究竟实多少、虚多少，我们无法量化，但疾病的整个过

程及不同阶段“肝实肾虚”都贯穿其中。因此，慢性前列腺炎

的病机特点主要是“肝实肾虚、虚实夹杂”。其实，此病机观不

仅是慢性前列腺炎的病机特点，也是诸多男科疾病的病机

特点［１］。

"

　中医辨证分型
慢性前列腺炎的中医辨证分型极其复杂艰难，不同的男科

医家在临床上有不同的见解，分法多种多样，迄今为止，国内还

没有统一的标准。相对比较认同的辨证分型为：湿热下注证、

阴虚火旺证、气滞血瘀证、肾阳虚损证４种证型［５］。中国中西

医结合委员会男科专业委员会专家［１５］将慢性前列腺炎辨证分

为：基本证型和复合证型。前者包括湿热下注、气滞血瘀、肝气

郁结、肾阳不足、肾阴亏虚５种证型，后者主要是湿热瘀滞。北
京中医药学会男科委员会专家［１６］将慢性前列腺炎辨证分为；湿

热蕴结证、气滞血瘀证、肝气郁结证、肾阴不足证、脾肾阳虚证５
种证型。李曰庆［１７］将其分为：湿热蕴结证、气滞血瘀证、阴虚火

旺证、肾阳虚损证４种证型。徐福松［１８］将本病分为：湿热证、瘀

血证、肾虚证、中虚证、混合证５种证型。

#

　中医治法
３．１　中医药内治法

中医药
!

治慢性前列腺炎主要是以辨证论治及诸医家的

自拟辨证方论治为主。邓国兴等［１９］将本病分为八型论治：①湿
浊下注型，治以利湿祛浊，疏肝健脾为主，方用萆分清饮加

减。②热毒侵袭型，治以清热解毒、活血凉血、通络止痛，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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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方活命饮加减。③湿热蕴结型，治以清热利湿、解毒化浊，方
用甘露消毒丹加减。④肝气郁结型，治以疏肝解郁、行气通络，
方用逍遥散加减。⑤瘀血阻络型，治以活血祛瘀、行气止痛，方
用少腹逐瘀汤加减。⑥脾虚气陷型，治以补脾益气、升清举陷，
方用补中益气汤加减。⑦肾气不足型，治以补肾填精、益气固
元，方用济生肾气丸加减。⑧脾肾阳虚型，治以温补脾肾、填精
助阳，方用右归丸加减。潘俊杰等［２０］把本病分为四型论治：①
湿热蕴结证，治以清热利湿、祛瘀化浊，方选八正散加减。②气
滞血瘀证，治治以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选少腹逐瘀汤加减。

③肾阴亏虚证，治以滋阴补肾、清热凉血，方选知柏地黄丸加
减。④肾阳不足证，治以温肾助阳、健脾理气，方选桂附地黄丸
加减。董德河等［１］用“多法联治”分为三期治疗：①初期，湿热
为主，肝郁为次，治法以清热利湿，稍兼疏肝理气，方用前列腺

炎Ⅰ号方；②中期，血瘀气滞为主，湿热、肝郁、肾虚为次，治法
以活血祛瘀、行气止痛为主，兼清热利湿、疏肝补肾为次，方用

前列腺炎Ⅱ号方；③后期，肾虚为主，瘀血、湿热、肝郁为次，治
法以补肾为主，兼活血化瘀、清热利湿、疏肝解郁为次，方用前

列腺炎Ⅲ号方。张福全［２１］采用活血化瘀、清热化湿与滋阴益肾

相结合的方法，用活血利湿通淋汤联合前列舒康胶囊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方镇强等［２２］用补脾疏肝活血

法，运用自拟薏苡仁补脾疏肝活血方进行治疗取得一定疗效。

陈鹏飞［２３］用自拟通络清解方治疗湿热瘀阻型慢性前列腺炎，结

果中药组疗效明显优于西药组。

３．２　中医外治法

陈定雄等［２４］做了大黄泽兰栓（主要药物：大黄、泽兰、黄柏、

白花蛇舌草、丹参、红花、苏木、王不留行、乳香、没药、水蛭、三

棱、皂角刺）塞肛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结果证实，大

黄泽兰栓是治疗本病的有效方药。胡冀生［２５］用中药汤剂（乳

香、没药、泽兰、红藤、虎杖、败酱草、元胡等）灌肠，并配合直肠

微波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取得良好临床效果。任天彬［２６］用中药

（基本方：黄柏、苍术、龙胆草、大黄、车前子、路路通、薏苡仁、丹

参）煎汤坐浴，水温４０～５０℃，２次／ｄ，每次３０ｍｉｎ，７ｄ为１疗程；
同时配合局部热敷按摩，取得满意疗效。

３．３　针灸及其他疗法

魏峰等［２７］取穴阴交、关元、前列腺、中极、肾俞、膀胱输、足

三里等，连续行针１０～３０ｓ，不留针，１次／ｄ，１０次１疗程，疗程间
隔３～５ｄ，连续３个疗程。结果证明，用针刺联合药物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的疗效明显高于单纯药物治疗。李海松等［２８］用超声

仪对会阴穴超声治疗，每次１０ｍｉｎ，隔日１次，疗程２周，共计７
次。经会阴超声治疗本病不但疗效显著，而且操作简单、安全

可靠，同时易被患者接受。

综上所述，尽管慢性前列腺炎病机复杂、治疗困难，但是现

代中医男科医家们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与理论探索，对慢性前

列腺炎的病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如慢性前列腺炎的“肝实肾

虚，虚实夹杂”观等；在治疗上根据中医药特点，充分发挥其优

势，实施辨证论治、辨体论治、内外兼治、多法联治，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取得了肯定的疗效，给广大患者带来了健康福祉，可喜

可贺。然而，认识上和治疗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缺乏统一认

可的病机观、辨证分型和疗效标准，本病的中医实验尚处于探

索阶段，缺乏多中心、随机、对照、盲法等研究，动物实验较少等

等。因此，我们需要借助现代医学，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使慢

性前列腺炎治疗效果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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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惠州市科技计划（医疗卫生）项目（２０１６Ｙ１３７）
【第一作者简介】李刚（１９６３—），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生殖男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８ ·男科与性医学·

不同温度和持续时间对体外精子活力的影响
李刚　杨海超　钟继生　高郁森
惠州市第二妇幼保健院，广东 惠州 ５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温度和持续时间对体外精子活力的影响。方法：采用自身前后对照法，在知
情同意原则下，将３０份正常育龄期男性精液标本分别置于１７℃、２６℃、３０℃、３７℃ ４个不同温度点下，于
１０ｍｉｎ、２５ｍｉｎ、４０ｍｉｎ、６０ｍｉｎ４个不同时间点，使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ＣＡＳＡ）技术观察前向运动精子浓度
的前后变化情况，从而分析温度、时间与精子活力之间的关系。结果：在同一时间点，３０份精液标本的平均
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温度呈线性相关，当温度在２６℃时前向运动精子浓度最高（Ｐ＜００５）；在同一温度下，
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时间同样呈线性相关，当时间处于４０ｍｉｎ时，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最高（Ｐ＜
００５）。结论：准确把握精子在不同温度和不同时间下的活力，能够提高精液检查中对精子质量判断的准确
性，对指导精液处理技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温度；时间；精子活力；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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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外精子质量检查是评估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手段。精
子前向运动百分率是反映精子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众多

影响精子质量的体内体外因素中，环境温度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之一。虽然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子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

（第５版）［１］要求精液采集标本容器保持在２０～３７℃环境中，但
对于具体何种温度、持续多长时间，会对离体精子产生何种程

度影响并无详细说明，既没有相应的参数值，也没有误差范围

值。为了更好地利用温度指导体外精液优化，本研究将３０份体
外精液样本置入不同温度下并持续不同时间，以观察其精子活

力的前后变化情况，从而分析温度、时间与精子活力之间的关

系。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材料

３０例精液标本均来自我院生殖门诊的育龄期男性，全部在
签署知情同意原则下，严格参照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子检查

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１］的精液采集要求，在禁欲２～
７ｄ后手淫收集所得。研究对象年龄范围 ２４岁 ～４１岁，年龄
（３２１７±４５２）岁，其中无生育史１６人，有生育史１４人。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精液采集方法　严格参照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子检
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１］的精液采集要求进行。
１２２　实验方法　在同一时间统一由专人负责，将每一份精液
标本混均匀后分成４份，分别置于１７℃、２６℃、３０℃和３７℃ ４个
不同温度点的温控平台，于１０ｍｉｎ、２５ｍｉｎ、４０ｍｉｎ和６０ｍｉｎ４个
不同时间点，使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ＣＡＳＡ）技术观察每份
标本的前向运动精子浓度，记录各组数据后统一进行数据

处理。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得计量数据用均值

加减标准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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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温度下，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时间的关系

在同一温度下，３０份精液标本的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
时间呈线性改变，当时间处于４０ｍｉｎ时，前向运动精子浓度最高
（ｒ＝０１８３，Ｐ＝００４６）。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图１。

表１　同一温度下，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时间的相关性

时间

（ｍｉｎ）

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百万／ｍＬ）

１７℃ ２６℃ ３０℃ ３７℃

１０ ５３６±２０７ ５４８±２１２ ５６２±１８８ ５０６±２０７

２５ ５４２±２３５ ６１１±１９３ ５８６±１９９ ５３３±２００

４０ ６５１±１８７ １１５２±０８９ ５９３±１９１ ５５１±２０５

６０ ５４１±１９３ ５９２±１６８ ５６５±１７６ ４８５±２０９

图１　同一温度下，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时间的相关性

２２　同一时间点，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温度的关系
在同一时间点，３０份精液标本的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

时间呈线性改变，当温度在２６℃时前向运动精子浓度最高（ｒ＝
－０２１３，Ｐ＝００２０）。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图２　同一时间点，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温度的相关性

#

　讨论
随着全球化气候变暖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高温

环境必将对地球生物产生严重的危害，尤其是对人类生殖健康

的影响不可忽视。高温环境会对睾丸组织产生损害，尤其是对

人类精子的伤害最为明显。高温环境不仅导致睾丸内环境发

生变化从而影响人类精子质量，而且还可能直接破坏睾丸的生

精细胞，加速生精细胞凋亡，引起生精障碍，甚或导致无精子的

发生［２３］。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严寒环境中的男性精子参数明

显低于在非严寒环境中的男性的精子参数，极度的低温环境也

会造成男性生育力的下降或减退［４］。因此，探索最适宜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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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是保障人类繁衍的安全势在必行的重任。

Ｔｅｎｏｒｉｏ等［５］的研究表明，高温可以引起雄性大鼠可逆性的

睾丸损伤。Ｐｉｎｏ等［６］的研究发现，在高温环境中，睾丸和生精

细胞产生的一氧化氮等活性氧族和活性氮族明显增高，当这些

物质浓度超过生殖系统的清除能力时就容易对精子产生氧化

应激损伤，导致精子膜、精子功能、精子代谢等特性的损害。国

内高俊涛等［７］的研究发现，将大鼠暴露于高温环境７ｄ、１４ｄ后
观察，可见大鼠的精子畸形率明显增加，血清和睾丸组织中的

超氧化物歧化酶活性显著降低，产生的热应激可以改变大鼠的

生殖功能，其损伤机制可能与生殖细胞的氧化损伤有一定关

系。孙兆林等［８］的研究也发现，将小鼠精原干细胞体外分离的

过程中，３７℃的环境温度要比３２℃下消化酶对精原干细胞的消
化作用快，３２℃下进行精原干细胞体外分离较为适合。本研究
发现，在同一时间点，３０份精液标本的平均前向运动精子浓度
与时间呈线性改变，当温度在２６℃时前向运动精子浓度最高（Ｐ
＜００５）。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体外精子质量的评估和分析时，
当环境温度处于２６℃时，将最有利于前向运动精子的收集。

张爱东等［９］的研究发现，成年男性阴囊局部“热压”后精液

参数、精子顶体酶活性和表皮生长因子含量都会随时间的改变

而改变，热压１个月、２个月、３个月后精液参数的变化均有显著
差异。Ｋｏｃａｋ等［１０］对实验性隐睾大鼠研究发现，隐睾侧的生精

过程和生精细胞均明显下降，并且随着时间的延长程度不断加

重。本研究中也发现，在同一温度下，３０份精液标本的平均前
向运动精子浓度与时间同样呈线性改变，当时间处于４０ｍｉｎ时，
前向运动精子浓度最高（Ｐ＜００５）。因此，我们认为当精液射
出体外后，最佳的观察时期和收集期应当在４０ｍｉｎ左右，这样最
有利于前向运动精子的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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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张爱东，张美华，陈峰，等．成年男性阴囊局部“热压”后精液参

数、精子顶体酶活性及表皮生长因子含量的改变．中国生育健康

杂志，２０１７，２８（１）：７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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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面上项目（２０１６ＪＭ８０６７）
【第一作者简介】肖菊（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０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卡铂联合不同剂量紫杉醇在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
患者中的价值
肖菊１　孟婵２　李向红３　陈庆３

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８１
２武汉市妇女儿童医疗保健中心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３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摘　要】　目的：探讨卡铂联合不同剂量紫杉醇在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中的价值。方法：选择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院妇产科收治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１００例作为研究
对象。所有患者均行宫颈癌根治术，术后将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５０）和对照组（ｎ＝５０），且于４～８周之
间给予辅助化疗。观察组化疗方法：第一天给予紫杉醇６０ｍｇ／ｍ２＋卡铂６０ｍｇ／ｍ２；对照组化疗方法：第一天
给予紫杉醇１３５ｍｇ／ｍ２＋卡铂６０ｍｇ／ｍ２治疗。３周为１个疗程，共２个疗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和治疗
期间相关并发症情况。结果：两组患者３年死亡率、复发率、无进展生存期和１年实体瘤疗效评价等级等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前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ＳＦ３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７５５０±
７０４ｖｓ７７１０±７８７，Ｐ＝０２８７）。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和６个月时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
均显著增高，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７１１４±７０８ｖｓ６６３０±６６９，Ｐ＝０００１）和（７２２８±７５４ｖｓ６７０６
±７５３，Ｐ＝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总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３０００％ ｖｓ５２００％，Ｐ
＝００２５），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小剂量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有助于改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术
后生存质量，降低治疗期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关键词】　小剂量紫杉醇；卡铂；局部晚期；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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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高危型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率等宫颈癌的诱因未得到
有效控制，宫颈癌发病率近些年无明显下降趋势，是我国中老

年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１２］，部分患者发病时已经处于

局部晚期。狭义上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是指最大直径在４ｃｍ以
上，临床分期为Ⅰｂ２、Ⅱａ期的宫颈癌患者。手术是这类患者治
疗的首选方式，但是由于术后复发率高、容易转移等原因［３］，术

后往往需要辅以化疗，其中大剂量的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是这

类患者术后常用的化疗方案［４］，旨在降低术后复发率，改善患

者生存质量。对于患者而言，化疗是一个重大打击。大剂量紫

杉醇联合卡铂化疗在杀灭残余肿瘤细胞的同时，对身体正常组

织损伤也较大。我国学者相关研究显示，小剂量紫杉醇联合卡

铂化疗，与大剂量紫杉醇相比，可以改善患者近期生存质量［５］。

由此可见，卡铂联合小剂量紫杉醇疗效好，还是卡铂联合大剂

量紫杉醇疗效好，尚未有定论。为此，我们设计了本项研究，现

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汉阳医
院妇产科收治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１００例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宫颈癌（所有患者均有术中病理确诊）；②ＦＩ
ＧＯ分期为Ⅰｂ２或Ⅱａ期；③最大肿瘤直径≥４ｃｍ；④年龄≥１８
岁且≤７５岁；⑤同意参与本研究。

排除标准：①复发性宫颈癌；②术前曾经接受放疗、化疗或
分子生物等特殊治疗；③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④肝肾等脏器功
能不全；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心机梗死、心功能不全等心肺疾
病；⑥免疫系统疾病；⑦妊娠或哺乳期；⑧其他重大疾病；⑨研
究期间因转院、失访等各种原因导致不能继续。

根据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本研究共纳入局部晚期宫颈癌

患者１００例，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５０例。研
究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６岁 ～６５岁，年龄（４８９２±７５４）岁；临床
ＦＩＧＯ（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国际妇产
科协会）分期为Ⅰｂ２期２８例，Ⅱａ期２２例；病理类型为磷癌２６
例，腺癌１２例，腺磷癌１２例；分化程度为高分化１７例，中分化
２１例，低分化１２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５岁 ～６５岁，年龄
（４８２７±７５２）岁；临床ＴＮＭ（ｔｕｍｏｒ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肿瘤原发
灶的情况；Ｎ，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Ｍ，远处转移情况）分期为
Ⅰｂ２期２５例，Ⅱａ期２５例；病理类型为磷癌２４例，腺癌１３例，
腺磷癌１１例；分化程度为高分化１５例，中分化２２例，低分化１３
例。两组患者的年龄、ＦＩＧＯ分期、病理类型和分化程度等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入院后，完善相关检验检查，择期行宫颈癌根治术，术

后随机分组，且于４～８周之间给予辅助化疗。观察组患者化疗

方法：第１天给予紫杉醇６０ｍｇ／ｍ２＋卡铂６０ｍｇ／ｍ２，给药方式：
静滴；对照组化疗方法：第一天给予紫杉醇 １３５ｍｇ／ｍ２＋卡铂
６０ｍｇ／ｍ２，给药方式：静滴。３周为１个疗程，共２个疗程。紫杉
醇购买自宁波绿之健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３６２２；卡铂
购买自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９００９。
１３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包括３年死亡率、复发率、无进展生存期、实
体瘤疗效评价等级、有效率、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ＳＦ３６）和相
关并发症。术后随访时间为３年。（１）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
（ＳＦ３６）：由１名医师对患者进行评分，得分范围为０～１００分，
得分高表明生存质量佳［６］。（２）实体瘤疗效评价等级：根据实
体瘤疗效评价（ＲＥＣＩＳＴ１０）系统［７］，将患者的临床疗效分为完

全缓解、部分缓解、疾病稳定和疾病进展。①完全缓解：病灶消
失持续４周以上；②部分缓解：病灶最大直径缩小３０％ ４周以
上；③疾病稳定：介于部分缓解和病情进展之间；④疾病进展：
病灶直径增加２０％以上或发现新的病灶。（３）有效率：有效率
＝完全缓解率＋部分缓解率。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两组患者计量资
料差异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分析；两组患者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分析。使用生存函数分析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差异。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主要临床预后比较

术后对患者随访３年，无患者失访。两组患者３年死亡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０００％ ｖｓ１４００％，Ｐ＝０５３８）。两组患
者３年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３８００％ ｖｓ３６００％，Ｐ＝
０８３６）。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８３９）。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两组患者无进展生存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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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１年实体瘤疗效评价等级比较
术后１年观察组患者完全缓解、部分缓解、病情稳定和病情

进展分别有３５、３、４和８例，对照组分别有３７、２、２和９例，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０６）。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７６００％ ｖｓ７８００％，Ｐ＝０８１２）。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１年实体瘤疗效评价等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病情稳定 病情进展 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０ ３５（７０００） ３（６００） ４（８００） ８（１６００） ３８（７６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３７（７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４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３９（７８００）

χ２值 ０９８１ ００５６

Ｐ值 ０８０６ ０８１２

２３　两组患者健康相关生存质量（ＳＦ３６）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ＳＦ３６）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７５５０±７０４ｖｓ７７１０±７８７，Ｐ＝０２８７）。与对照组比
较，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和６个月时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均
有显著增高［（７１１４±７０８ｖｓ６６３０±６６９，Ｐ＝０００１）和
（７２２８±７５４ｖｓ６７０６±７５３，Ｐ＝０００１）］，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相关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期间总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患者（３０００％ ｖｓ５２００％，Ｐ＝００２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图２　两组患者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ＳＦ３６）比较

表２　两组患者化疗期间相关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骨髓抑制 消化道症状 贫血 外周神经异常 下肢深静脉血栓 肾功能不全 总并发症

观察组 ５０ １（２００） ９（１８００） ４（８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３（６００） １３（２６００） ７（１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６（５２００）

χ２值 ０２６０ ０９３２ ０４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５００２

Ｐ值 ０６１０ ０３３４ ０５２３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２５

#

　讨论
宫颈癌是中老年女性常见的致死性疾病，严重危害了女性

的身心健康［８９］。对于狭义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ＦＩＧＯ分期
为Ⅰｂ２或Ⅱａ期，且最大肿瘤直径≥４ｃｍ）而言，手术切除后辅
以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卡珀是常用的化疗药物之一，在宫

颈癌治疗中效果显著，但是单药化疗效果不明显，因此经常联

合紫杉醇化疗。紫杉醇可以通过与微管蛋白结合，从而促进微

管稳定、抑制宫颈癌细胞的分化和增殖［１０］。但是，关于化疗时

使用多少剂量紫杉醇对患者更为有利，尚是一个有争议的话

题。一方面，增加紫杉醇的剂量可以更有效杀灭残余肿瘤细

胞，降低术后复发率；另一方面，化疗药物在杀灭肿瘤细胞的同

时，增加化疗药物的剂量将会导致正常组织和器官的损伤，从

而降低患者生存质量，增加并发症发生率。为了探索较佳的紫

杉醇化疗剂量，本研究中比较了６０ｍｇ／ｍ２和１３５ｍｇ／ｍ２紫杉醇
治疗剂量对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的影响。结果发现，两组患者

３年死亡率、复发率、无进展生存期和１年实体瘤疗效评价等级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小剂量（６０ｍｇ／ｍ２）显著改
善了患者术后３个月和６个月时健康相关的生存质量（ＳＦ３６），
并降低了总并发症发生率（Ｐ＜００５）。桂金川等的研究结果显
示，小剂量紫杉醇（６０ｍｇ／ｍ２）联合顺铂新辅助化疗治疗局部晚
期宫颈癌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发生率，且疗效与高剂量组相

当［１１］。另有研究显示，小剂量紫杉醇联合卡铂化疗有助于改善

患者近期生存质量，但未增加患者复发率［５］。陈升才等的研究

则显示，与小剂量组相比（３５ｍｇ／ｍ２），大剂量紫杉醇（１３５ｍｇ／
ｍ２）对ⅠｂⅡｂ期宫颈癌患者效果更好（有效率为８８５７％ ｖｓ
６４２８％，Ｐ＜００５）［１２］。目前，多数研究支持小剂量紫杉醇联合
其他药物化疗有助于降低治疗期间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患者生

存质量，且未降低临床疗效；同时，仍然有少部分研究认为大剂

量紫杉醇化疗可以改善患者主要临床预后。此外，相关研究之

间，病例的选择、化疗时机并不统一，因此其可比性有限。例

如，本研究纳入的患者是Ⅰｂ２～Ⅱａ期宫颈癌患者，用药时机是
术后，而古力加汗·艾尔肯等研究纳入的是ⅠⅣ期患者［５］，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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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等则研究小剂量紫杉醇新辅助化疗对局部晚期宫颈癌患

者的影响［１１］。鉴于相关研究之间可比性较差，因此本研究虽然

具有一定临床意义，但由于病例数较少，尚需要进一步的多中

心随机对照研究证实。

紫杉醇，别名红豆杉醇，是目前已经发现的最优秀的天然

抗癌药物，在临床上广泛用于宫颈癌的治疗［１３１５］。其主要抗癌

作用是通过促进微管内蛋白的聚合，促进微管蛋白维持稳定而

导致肿瘤细胞在有丝分裂过程中不能有效形成纺锤体，而产生

抗癌作用［１６］。但在剂量增大时，紫杉醇相关的不良反应将会急

剧增加。目前认为，紫杉醇的主要不良反应是骨髓抑制、神经

毒性和消化道症状等［１７１８］。本研究中，小剂量紫杉醇组患者骨

髓抑制、消化道症状和外周神经异常仅为１、９和０例，而大剂量
组为３例、１３例和１例，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小剂量组患
者总并发症发生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这提示增加紫杉醇剂
量时，应当谨慎防止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综上所述，小剂量紫

杉醇联合卡铂化疗有助于改善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术后生存

质量，降低治疗期间相关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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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２２（１４）：１５９４１５９６，１６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１２）



·３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７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第一作者简介】吴华（１９７７—），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
瘤的诊治

Δ【通讯作者】张润利（１９７２—），女，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妇女保健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ＴＰ与 ＰＦ化疗方案对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及 ＶＥＧＦ和
ＭＶＤ的影响研究
吴华１　谢旭敏１　金晓可１　张润利２Δ

１丽水市中医院妇产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２渭南市临渭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中心妇保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紫杉醇与顺铂联合化疗方案（ＴＰ）与顺铂联合５ＦＵ（ＰＦ）化疗方案对宫颈癌患者
近期疗效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和微血管密度（ＭＶＤ）的影响。方法：选取从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３
月丽水市中医院妇产科收治的８４例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２
例。观察组患者采用ＴＰ化疗方案；对照组患者采用ＰＦ化疗方案。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检测比较患者ＶＥＧＦ水平和 ＭＶＤ计数。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ＶＥＧＦ阳性表达率由７６１９％降至
３３３３％（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ＶＥＧＦ水平和 ＭＶＤ计数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２８６％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１４３％（Ｐ＜００５）；观察组发生肝功能损伤的患者多于
对照组，但肾功能损伤人数低于对照组，消化道反应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与 ＰＦ方案相比，ＴＰ
化疗方案治疗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确切，且能够有效降低 ＶＥＧＦ和 ＭＶＤ的水平，降低消化道不良反应发
生率。

【关键词】　ＴＰ化疗方案；宫颈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微血管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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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ＥＧＦａｎｄＭＶＤ，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Ｐ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Ｍｉｃｒｏ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ＶＤ）

　　近年来，我国宫颈癌发病率呈现出局部地区不断上升和逐
渐年轻化趋势，该病可能与感染、不良性行为、不良生活习惯和

压力过大等原因有关［１］。目前，人们对宫颈癌治疗的要求也不

断提高，因此以铂类药物作为基础的联合治疗方案被逐渐用于

宫颈癌的治疗中，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２］。本文研究

ＴＰ与ＰＦ化疗方案对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ＥＧＦ）、微血管密度（ＭＶＤ）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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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本院妇产科收治的８４例
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

组，每组 ４２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６８岁，年龄
（４８１６±６５９）岁；Ⅰｂ２２３例，Ⅱａ１９例，鳞癌３４例，腺癌８例；
肿瘤直径（５６２±１３１）ｃｍ。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６４
岁，年龄（４７６３±６７２）岁；Ⅰｂ２２４例，Ⅱａ１８例，鳞癌３１例，腺
癌１１例；肿瘤直径（５４７±１２６）ｃ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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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患者均符合宫颈癌的诊断标准［３］，ＦＩＧＯ
分期为Ⅰｂ２～Ⅱａ期。②肿瘤直径≥４ｃｍ；③参与本研究前未进
行其他相关治疗；④无严重合并症，无手术、化疗禁忌症；⑤病
例清晰完整，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转移性肿瘤
或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②合并心脑血管、肝肾系统、内分泌系统
疾病；③药物及手术禁忌患者；④无法完成完整研究。
１２　治疗方案

观察组患者给予ＴＰ方案后进行化疗，ＴＰ方案：静脉注射紫
杉醇（太极集团四川太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１５９）
１３５ｍｇ／ｍ２，分别于静滴紫杉醇前 ６ｈ、１２ｈ这 ２个时间点口服
３７５ｍｇ地塞米松（广东三才石岐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２７６），静滴前 ３０ｍｉｎ在滴壶中加入 １０ｍｇ地塞米松与
３００ｍｇ西咪替丁 （常州龙城 药 业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Ｈ３２０２１３４４），同时肌肉注射４０ｍｇ苯海拉明（北京市永康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１０２０５２３），消化道反应预防性应用盐酸昂
丹司琼（常州兰陵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８００１２）；同时
在第１～３ｄ采用静脉滴注顺铂２０ｍｇ／ｍ２，１次／３周，共３次。对
照组患者采用ＰＦ化疗方案。采用顺铂和５氟尿嘧啶（５ＦＵ），
在化疗的第 １ｄ，将６０ｍｇ／ｍ２的顺铂与５００ｍｌ生理盐水混合，进
行静脉滴注；将剂量为１０００ｍｇ／ｍ２（核实此表述格式，确保准确
无误）的５ＦＵ与５００ｍｌ的生理盐水混合，进行静脉滴注；１次／２
周，每 ２１ｄ为１个周期，共治疗２个周期。
１３　观察项目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检测比较患

者ＶＥＧＦ水平和ＭＶＤ计数。于治疗完成后以 ＷＨＯ的实体肿

瘤评价标准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价。显效：体内肿瘤基本消退；

有效：体内肿瘤缩小体积≥５０％；无效：体内肿瘤缩小体积 ＜
５０％。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ＶＥＧＦ水平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测试。ＭＶＤ
计数在光镜下，采用Ｗｅｉｄｎｅｒ法进行ＭＶＤ量化分析。低倍视野
下扫视整个组织切片，在肿瘤浸润区域随机选６个高倍视野，对
微血管数计算，计算平均值作为 ＭＶＤ。１个微血管数：与邻近
肿瘤细胞、血管或其他结缔组织成分界限清楚，呈棕黄色的阳

性内皮细胞或内皮细胞簇，瘤硬化区和大于８个红细胞的血管
不作为计数对象，重复计数５次。ＶＥＧＦ见于细胞浆和细胞膜，
胞膜和胞浆同时着色呈现棕黄色颗粒则为阳性细胞。ＶＥＧＦ的
表达评估：无显色及阳性细胞数０％：０分；棕黄色及阳性细胞数
≤２５％：１分；棕色及阳性细胞数２６％ ～５０％：２分；棕褐色及阳
性细胞数＞５０％：３分。阴性（）：显色与阳性细胞数评分之和０
～２分，阳性（＋）：３～４分，强阳性（＋＋）：５～６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
ｓ）来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ｔ检验，治疗效果作为等级资料
进行秩和检验比较组间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ＶＥＧＦ和ＭＣＤ水平比较

观察组患者经过治疗后 ＶＥＧＦ阳性表达率由７６１９％降至
３３３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ＶＥＧＦ水平和ＭＶＤ计数明显降低，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治疗前后观察组患者ＶＥＧＦ表达变化［ｎ（％）］

组别 例数  ＋ ＋＋ 阳性表达率

治疗前 ４２ １０（２３８１） １９（４５２４） １３（３０９５） ３２（７６１９）

治疗后 ４２ ２９（６９０５） １０（２３８１） ３（７１４） １４（３３３３）

χ２值 １７２７８６ ４２６５８ ７７２０６ １５５６９８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ＶＥＧＦ、ＭＶＤ计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ＶＥＧＦ（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ＭＶＤ计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２ １６２５８±３１９２ １１２１５±２２６０ａ ４６３５±１６２３ ２０１８±１２８２ａ

对照组 ４２ １６１７５±３４１４ １７３４６±２３５７ａ ４６５１±１５４５ ２９３７±１３１２ａ

ｔ值 ０１１５１ １２１６７９ ００４６３ ３２４６８

Ｐ值 ０９０８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６３２ ０００１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９２８６％，显著高于对照组

７１４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观察组发生肝功能损伤的患者多于对照组，肾功能损伤的

患者低于对照组，消化道反应的患者显著低于对照组。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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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２ ２１（５０００） １８（４２８６） ３（７１４） ３９（９２８６）

对照组 ４２ １０（２３８１） ２０（４７６２） １２（２８５７） ３０（７１４３）

ｕ值 ２９９５５

Ｐ值 ０００２７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肾功能损伤 肝功能损伤 消化道反应 骨髓抑制

观察组 ４２ ４（９５２） ２０（４７６２） １０（２３８１） １２（２８５７）

对照组 ４２ ９（２１４３） １１（２６１９） ２６（６１９０） １３（３０９５）

χ２值 ２２７５２ ４１４１２ １２４４４４ ００５６９

Ｐ值 ０１３１５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８１１４

#

　讨论
作为女性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二位的宫颈癌，其临床发病率

和致死率极高，对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经济负担都会造成极大的

影响［４］。宫颈癌早期多采用手术治疗或放射治疗，中晚期主要

采取的也是放疗方法。但是，对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来说，其

肿瘤细胞会迅速繁殖形成缺氧的内部环境，对放射性治疗的敏

感性会相应降低，同时肿瘤细胞的修复能力也比较强。因此，

采取放疗方法存在一定局限性，而且容易出现复发及远处转

移。宫颈癌患者在早期经过常规治疗后，其５年内的生存率不
过６０％［５］。由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浸润部位已经逐渐扩大，

同时还出现淋巴结与血性的转移，放疗无法照射到大多数微小

的亚临床转移病灶并对其进行有效清除［６７］，这些转移病灶会

在治疗后的短期内扩散转移，进而导致患者出现远期复发情

况。宫颈癌中晚期的癌变细胞，对放射线的敏感度也会相应降

低［８］。近年来，相关学者对新化疗药物进行了不断开发，临床

也对其给药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改进，使得化疗逐步成为宫颈癌

综合治疗的重要方式。而新辅助化疗是指在手术或放疗前进

行的化疗方式。目前，临床已经明确以铂类作为宫颈癌化疗的

基础，但采用何种联合方案能够增加化疗有效性和可耐受性尚

在研究，并已成为相关学者关注的重点［９］。

新辅助化疗主要是以顺铂为主的联合化疗方案，包括 ＴＰ
（紫杉醇、顺铂）、ＰＶＢ（顺铂、长春新碱、博来霉素）、ＰＦ（５氟尿
嘧啶、顺铂）、ＰＶＢＭ（顺铂、长春新碱、博来霉素、丝裂霉素）
等［１０］。有关研究表明，新辅助化疗不仅能够缩小患者肿瘤的体

积，降低术中出血量，还能够通过抑制残留肿瘤细胞的活性来

减少肿瘤的复发和转移［１１１３］。目前，大部分临床学者认为，以

顺铂为主的联合化疗方案可以作为宫颈癌化疗的基础用药，采

取适宜的新辅助化疗方案获得最佳的化疗效果可以为患者最

大限度地争取手术机会。已有研究报道，以铂类为基础的联合

化疗的有效率可以高达８０％［１４］。这种联合化疗方案对于局部

肿瘤的控制以及提高患者生存质量都具有积极的意义［１５］。紫

杉醇作为常用的化疗药物，具有广谱抗肿瘤作用。顺铂对于治

疗宫颈癌疗效确切，它也是一种放射增敏剂［１６］。有关研究提

出，紫杉醇加顺铂化疗比单纯使用顺铂对于改善宫颈鳞癌的疗

效更好，且能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１７］。

通过对肿瘤生长的深入研究发现，血管生成对其有着重要

的影响，肿瘤血管的生成调节分为正负２个方面。宫颈癌的生
长也是血管依赖性的，只有形成新生血管后，肿瘤才能迅速生

长，并向周围组织浸润，进入血液循环发生远处转移［１８１９］。

ＶＥＧＦ和ＭＶＤ计数均可以作为评价血管活性强度的指标。血
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是促血管生成因子，与肿瘤血管生成
生长、浸润转移具有紧密联系，还与肿瘤淋巴结的转移有关［２０］。

有关研究发现，ＶＥＧＦ在多种肿瘤中呈高表达状态，理论上来说
可以通过干预或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来抑制肿瘤的

生长。ＶＥＧＦ具有促进血管内皮细胞增值和新生血管形成的作
用，能够使血管通透性增加并促进淋巴内皮细胞的生长；同时，

还能够增加组织因子的产生。肿瘤细胞发生具有抗凋亡活性

表型的转变时即转入有血管阶段，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特异性地

作用于血管内皮细胞，参与肿瘤血管的新生。血管新生为肿瘤

生长提供了新陈代谢的物质条件，当肿瘤快速生长时，则需要

更多的血管，因此血管的密度也相对增加。ＭＶＤ是临床评估肿
瘤血管生成状态的良好指标，可以通过肿瘤组织 ＭＶＤ的测量
来判断肿瘤的进展和转移能力，ＭＶＤ计数与肿瘤的分化程度也
有关，因此是影响患者生存的独立预后因素［２１］。

采用新辅助化疗能够缩小患者体内肿瘤以便于手术切除

的完整性和彻底性，还可以改善宫旁的浸润情况来降低患者的

分期，以此提高患者手术的适应性。与此同时，ＴＰ方案还能够
降低癌细胞的活性以降低远期复发率，以及提高癌细胞的敏感

性以利于放疗中局部肿瘤的治疗。本研究采用 ＴＰ化疗方案对
宫颈癌患者进行化疗，获得了较好的近期治疗效果。与 ＰＦ方
案相比效果更好，且消化道不良反应发生率更小。本研究中，

观察组患者的肝功能损伤不良反应高于对照组，这与 ＴＰ方案
的应用可能存在一定关系，需要在今后的临床研究中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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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２０１６年度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０３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赵肖丽（１９７３—），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瘤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伊立替康与同步放化疗对改善中晚期宫颈癌患者
生活质量的临床对比研究
赵肖丽　周伟慢２　王辉１　王华１　孟丽３

１定州市人民医院妇科，河北 定州 ０７３０００
２定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河北 定州 ０７３０００
３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本研究首次选用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治疗宫颈癌，并随访统计了宫颈癌患者的生存
质量，以期为促进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及更好地改善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奠定基础。方法：

选自在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５年９月我院诊治的ⅡｂⅣａ期宫颈癌患者１２０例，将所入选的研究对象按照随机
对照法分为３组，即单纯放疗组、顺铂同步放化疗组和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各组４０例。单纯放疗组给以
宫旁照射、体外盆腔照射及腔内照射治疗方法，顺铂同步放化疗组采用同步放化疗结合顺铂进行治疗，伊立

替康同步放化疗组采用同步放化疗结合伊立替康进行治疗。观察三组患者治疗后的肿瘤控制情况、术后并

发症发生情况以及健康测量结果。结果：三组患者的脉管癌栓浸润与阴道残端浸润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宫旁浸润、淋巴结转移方面两两相比，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顺铂同步放化疗
组与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间的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情况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单纯放疗组相比，顺铂同步放化疗组、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的测量结
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顺铂同步放化疗组的测量结果与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相比，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治疗宫颈癌降低了宫旁浸润、淋巴结转移，同时还
可改善患者的健康指标。

【关键词】　宫颈癌；伊立替康；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生活质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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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ｐａ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ｏｎｅｍａｒｒｏｗ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ｃｉｓｐｌａｔｉ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ｉｒｉｎｏｔｅｃａ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ｗｏ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ｃｈｅｍｏ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ｒｉｎｏｔｅｃａｎ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ｒｉｎｏｔｅｃａｎ；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ｄｒｕｇｓ；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ａｌｅ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原发
于子宫颈部，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而位居第二位。由于女性

的生理结构较为特殊，在疾病的早期患者无典型临床表现［１］，

由此降低了疾病的诊断率、增高了患者的病死率。随着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宫颈癌的发病率不仅逐年上升，而且发病人群

越来越年轻化。我国每年约有１３万的新发宫颈癌患者，其５年
的生存率为 ６０％左右，但晚期患者的 ５年生存率则不足
５０％［２３］。目前治疗本病的主要方式为手术、化学药物、放射疗

法等，而在手术治疗中通常以单独化疗或放疗为主，但这种治

疗方法治疗效果较差、复发率高［４］，因此临床上对同步放化疗

的研究越来越多，而成为治疗本病的主要手段，故而本研究首

次选用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治疗宫颈癌，并随访统计了宫颈癌

患者的生存质量，以期为促进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及更

好地改善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的研究奠定基础。

!

　资料方法
１１　资料与方法

选自定州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收治的
ⅡｂⅣａ期宫颈癌患者１２０例，均知情同意本研究。纳入标准：
①按照国际抗癌协会提出的宫颈癌 ＴＮＭ分期法（１９９２）确诊为
晚期宫颈癌的患者。②经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确定为宫颈癌
以及宫颈糜烂等妇科炎症。③无认知障碍、精神病史且意识清
楚。④能够与调查者进行交流的病患。⑤患者均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出标准：①精神病史、认知障碍以及因肿瘤等进行性
发展已经影响到脑功能，导致患者出现精神异常症状或不能清

晰表达其真实意愿的患者。②依从性差，不能按时系统接受治
疗者。③治疗过程中合并其他严重疾病的患者。脱落标准：因
经济原因、交通不便或其他因素中途退出者。

将所入选的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对照法分为三组，即单纯放

疗组４０例、顺铂同步放化疗组４０例和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
４０例。入选患者的年龄范围岁３５～６７岁，年龄（５２１±１０９）
岁；肿瘤大小：≤４ｃｍ者３９例，＞４ｃｍ者８１例；临床分期：ⅡＢ期
２１例，Ⅲ期３６例，ⅣＡ期６３例；病理学分型：鳞癌７０例，腺癌
３１例，腺鳞癌１９例。对三组患者的一般临床分组资料分析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单纯放疗组给以常规放疗，其治疗方法为采用西门子直线加

速器予以宫旁照射，２Ｇｙ／次，１次／ｄ，照射总剂量为２５Ｇｙ；体外盆
腔照射，２Ｇｙ／次，１次／／ｄ，照射总剂量为３０Ｇｙ，在体外照射５次
后，自第二天起采用后装治疗机进行腔内照射，６Ｇｙ／次，１次／ｄ，
照射总剂量为４０Ｇｙ。顺铂同步放化疗组采用同步放化疗结合顺
铂，其放疗方法及照射剂量同单纯放疗组，顺铂的使用方法为：自

放疗的第一天开始使用，用量为２５ｍｇ／ｍ２，１周／次，共照射５次。
伊立替康［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６８７，规格：４０ｍｇ，生产厂
家：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同步放化疗组采用同步放化疗

结合伊立替康，其放疗方法及照射剂量同单纯放疗组，伊立替康

的使用方法为：自放疗的第一天开始使用，用量为４０ｍｇ／ｍ２，１
周／次，共照射５次。为防止患者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等副作用，
应在化疗开始前的３０ｍｉｎ给以适量的中枢性镇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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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肿瘤控制情况：观察患者治疗后宫旁浸润、脉管癌栓浸润、

阴道残端浸润以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术后并发症：根据抗肿瘤

药物不良反应分级标准评价宫颈癌患者ⅠⅣ度术后并发症，尤
其是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等发生情况。健康测量：采用健康

测量量表（ＭＯＳＳＦ３６）进行测量，即总的健康状况（ＧＨ）、躯体
功能（ＰＦ）、机体疼痛（ＢＰ）、躯体角色（ＲＰ）、情绪角色（ＲＥ）、心
理健康水平活力（ＶＴ）、心理卫生（ＭＨ）以及社会功能（ＳＦ）。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的统计学方法有一般统计学描述、单因素分析

（方差分析、ｔ检验等）、多因素分析等。连续性资料的均数比较
选用方差分析和ｔ检验，两两组间的比较选用 ＬＳＤ分析。Ｐ＜
００５表示三组患者间的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肿瘤控制情况比较

三组患者的脉管癌栓浸润与阴道残端浸润相比，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旁浸润、淋巴结转移方面两两相比，
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顺铂同步放化疗
组与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肿瘤控制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宫旁浸润 脉管癌栓浸润 阴道残端浸润 淋巴结转移

单纯放疗组 ４０ ２３（５７５） １３（３２５） ５（１２５） ２４（６００）

顺铂同步放化疗组 ４０ １７（４２５）ａ １０（２５０） ３（７５） １５（３７５）ａ

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 ４０ １３（３２５）ａｂ １０（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６（４００）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纯放疗组相比，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与顺铂同步放化疗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三组患者间的胃肠道反应、骨髓抑制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的胃肠道反应经对症治疗后得到了缓
解；骨髓抑制情况未对治疗造成影响。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单纯放疗组

（ｎ＝４０）
顺铂同步放化疗组

（ｎ＝４０）
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

（ｎ＝４０）
Ｐ值

胃肠道反应 Ⅰ １０（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 １１（２７５）

Ⅱ １６（４００） １８（４５０） ２０（５００）

Ⅲ ６（１５０） ６（１５０） ５（１５２）

Ⅳ ０ 　　 ０ ０

总例数 ３２（８００） ３５（８７５）ａ ３６（９００）ａ ＞００５

骨髓抑制 Ⅰ ６（１５０） ９（２２５） １１（２７５）

Ⅱ １７（４２５） ２１（５２５） １８（４５０）

Ⅲ １０（２５０） ７（１７５） ９（２２５）

Ⅳ ０ 　　 １（２５） １（２５）

总例数 ３３（８２５） ３８（９５０）ａ ３９（９７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纯放疗组相比，Ｐ＜０．０１

２３　三组患者的ＭＯＳＳＦ３６量表测量结果
与单纯放疗组相比，顺铂同步放化疗组、伊立替康同步放

化疗组的测量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顺铂同步
放化疗组的测量结果与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研究表明［５６］，全球每年约有２０万的女性因宫颈癌而死亡，

晚期宫颈癌可直接蔓延至临近的组织与器官，侵犯至子宫盆腔组

织、阴道壁和阴道穹窿，严重者还可侵犯至直肠与膀胱，此外肿瘤

细胞还可沿着淋巴管转移至盆腹腔淋巴结，在疾病的晚期还会出

现肝、肺和骨转移［７８］。以往临床上多采用放射疗法对宫颈癌患

者进行治疗，但因放疗为局部疗法，因此这种治疗方法并不能阻

止肿瘤细胞的扩散和转移，同时由于宫旁浸润及多数缺氧细胞对

放射治疗并不敏感［９１０］，因而降低了疾病的治疗有效率。

表３　三组患者的ＭＯＳＳＦ３６量表测量结果 （珋ｘ±ｓ）

组别 单纯放疗组 顺铂同步放化疗组 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

ＧＨ ５７０８±１２５７ ６７７７±１３３３ ７００１±１１３７ａ

ＰＦ ６６４４±１０４７ ６９２１±１０７３ ８０３３±１０８３ａ

ＢＰ ６１１２±１０４６ ６９０５±１３５２ ７５１６±１３１２ａ

ＲＰ ６３２１±１３８７ ７８２６±１４２４ ８０５７±１１４４ａ

ＲＥ ６０７４±１２６１ ７３１９±１０７３ ８０３３±１０５５ａ

ＶＴ ６２３１±１３２９ ７６５４±１２７１ ８０２４±１２６７ａ

ＭＨ ６８８７±１２９８ ７９１６±１２９７ ８２２１±１２１１ａ

ＳＦ ５９５４±１５４０ ６３２２±１４４６ ６６８１±１５４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纯放疗组相比，Ｐ＜００１

本次研究选用了同步放化疗对晚期宫颈癌患者进行治疗，

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晚期宫颈癌的主要治疗方法为同步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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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这是因为化疗药物可抑制因放疗而引起的肿瘤细胞损害后

的修复过程，减弱了癌细胞的增殖能力，而且化疗还减小了肿

瘤细胞的体积，改善乏氧细胞的状态，增强了肿瘤细胞对放射

疗法的敏感性［１１１３］；此外，放疗不仅能够增强放疗的敏感性，还

可杀伤肿瘤细胞［１４１５］，而且化疗可促使更多的 Ｇ０期细胞进入
到细胞周期，可让肿瘤细胞在细胞周期的不同时相内起到互补

的效果，但不会增加临床治疗所需时间［１６１８］。本次研究选用顺

铂及依立替康，此二药均为广谱抗菌药，通过阻止肿瘤细胞

ＤＮＡ复制而破坏ＤＮＡ的结构与功能，对治疗宫颈癌肿瘤细胞
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组患者间的脉管癌

栓浸润与阴道残端浸润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宫旁浸
润、淋巴结转移方面两两相比，各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而顺铂同步放化疗组与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组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此外，同步放化疗组患者的
健康检测指标优于单纯放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而顺铂同步放化疗组的测量结果与伊立替康同步放化
疗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伊立替康同步放
化疗组患者的各项改善情况略优于顺铂同步放化疗组。

综上所述，采用伊立替康同步放化疗治疗宫颈癌降低了宫

旁浸润、淋巴结转移，同时还可改善患者的健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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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４）

【基金项目】湖北省荆州市医疗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０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陈燕（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瘤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手术参数、
淋巴结切除数量和疾病转归情况观察
陈燕　王玲　居文惠　甘露
荆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对手术参数、淋巴结切除数量以及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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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转归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荆州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９２例，
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入选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６例，观察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手术治疗，对照组患
者给予开腹手术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相关手术指标以及淋巴结切除数量，同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以及性功能恢复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盆腹腔引流量（１２６８９±２３１２ｍｌ、
２５８１２±３４１２ｍｌ）低于对照组患者（１５９７８±２５４５ｍｌ、２９７１２±３４８９ｍｌ），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３２１２±５１２ｈ、４８３７±
６２１ｈ、５２３±０５４ｄ）显著短于对照组患者（３９４０±５２８ｈ、５９７８±５８８ｈ、９２３±０３４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以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数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出现淋巴囊肿、切口愈合不良、尿潴留、下肢静脉血栓以及淋巴结
转移等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患者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以及性心理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性行为异常评分（５６１２±５０７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６５１２±６０２），两组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对患者产生的损害较小，患者
术后恢复快，同时也能够达到开腹手术切除淋巴结清扫效果，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早期子宫内膜癌；腹腔镜；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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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ｓｅｘ
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ｏｒｇａｓｍ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ｒａ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６１２±５０７）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５１２±
６０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ｄａｍａｇｅｂｕｔｒａｐｉ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ａｌｓ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ｐｅ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ｏｒｅｓｅｃｔ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

　　据医学资料表明，临床治疗中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３大恶
性肿瘤之一为子宫内膜癌，是原发于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的一种

恶性肿瘤疾病［１］。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发生变化，子宫内膜癌

疾病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逐年呈增长趋势，严重威胁女性患

者的身心健康。手术是治疗子宫内膜癌疾病最为有效的方

式［２］。开腹子宫切除是常用的传统手术治疗方法，对机体产生

创伤较大，术后患者恢复缓慢，影响患者预后［３］。随着科学技

术不断进步，腹腔镜技术逐渐用于治疗子宫内膜癌疾病中［４］。

本次我院旨在研究腹腔镜手术对子宫内膜癌患者手术参数、淋

巴结切除数量以及疾病转归的影响，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

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抽选荆州市中心医院收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间收治
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９２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
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６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２岁 ～４６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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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３９５６±２４２）岁；对照组中患者的年龄范围 ３１岁 ～４７
岁，年龄（３９４５±３１０）岁；入选标准为［５］：①入选患者经过明
确的诊断确诊为原发性早期子宫内膜癌疾病；②子宫孕周小于
１２周；③术前患者经宫颈细胞学检查为阳性；④无严重内外科
合并症患者；⑤对患者进行阴道镜检查无宫颈恶性病变患者；
排除标准：①患者并发其他部位恶性肿瘤；②本次手术前接受
放疗或者是化疗介入治疗的患者；③不能接受手术治疗的患
者；④不能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研究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经
患者知晓后签署自愿书，患者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接受全身麻醉，同时进行常规消毒，并且

对患者的生命体征进行严密的监测。

观察组：给予患者腹腔镜手术治疗，取患者仰卧位，在患者

的阴道内留置举宫器，常规建立人工气腹，对患者的腹内压进

行控制，小于１４ｍｍＨｇ最佳，于患者的侧下腹置入第二与第三套
管针，同时对患者的腹腔进行仔细的探查，留取１００ｍｌ的腹腔冲
洗液送至细胞学进行检查，在腹腔镜下将患者切除的子宫双附

件以及盆腔淋巴结，术后放置引流管，采用生理盐水冲洗患者

的盆腹腔后，退出腹腔镜，然后将患者的阴道断端，术后给予患

者抗生素治疗，帮助患者早日康复。

对照组：给予患者开腹手术治疗，取患者仰卧位，选取患者

的下腹正中或者是左旁正中位置以逐层的方式纵向切口，运用

次广泛全子宫切除与盆腔淋巴结清扫术联合，手术步骤同观察

组，术后给予患者常规抗感染治疗，帮助患者术后恢复。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相关手术指标以及淋巴结切除数量，同

时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以及性功能恢复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取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ｎ（％）］表示，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当Ｐ＜００５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盆腹腔引流量低于对照组

患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以及术后住院时间显著

短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盆腹腔引流量

（ｍｌ）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ｈ）
术后下床活动时间

（ｈ）
术后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４６ １２６８９±２３１２ ２５８１２±３４１２ ３２１２±５１２ ４８３７±６２１ ５２３±０５４

对照组 ４６ １５９７８±２５４５ ２９７１２±３４８９ ３９４０±５２８ ５９７８±５８８ ９２３±０３４

ｔ值 ６４８７７ ５４２０３ ６７１３４ ９０４８８ ４２５１４３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以及腹主动脉旁淋
巴结切除数比较

　　由表中数据可知，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
数以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由表中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术后出现淋巴囊肿、切口愈

合不良、尿潴留、下肢静脉血栓以及淋巴结转移等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以及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切除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盆腔淋巴结

切除数（个）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切除数（个）

观察组 ４６ １３５４５±２１０２ ２０８９±４２８ ２３４５±５２０

对照组 ４６ １３９７８±２６４５ ２１０５±３９０ ２３８７±５４８

ｔ值 ０８６９２ ０１８７４ ０３７７１

Ｐ值 ０３８７０ ０８５１８ ０７０７０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比较
由表中数据可知，观察组患者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以

及性心理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进行比较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性行为异常评分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

　讨论
女性生殖系统中常见的恶性肿瘤疾病为子宫内膜癌，因子

宫内膜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导致患者的正常的生理功能发生

障碍，随着患者病情的逐步恶化，最终形成占位性病变，对女性

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６７］。早期子宫内膜癌疾病无

明显症状，随着时间延长，病情发展越严重，表现为：阴道出现

不规则流血，或阴道分泌物增多［８］。临床资料表明，外科手术、

激素治疗、放化疗、中医治疗是既往临床治疗子宫内膜癌常见

手段，其中最为有效的治疗方法为手术治疗，但是传统的开腹

手术治疗对患者产生的创伤比较大，并且术后容易引起患者出

现并发症，导致患者术后所需恢复时间长，对患者的预后造成

不良影响，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由此近年来采用传统

开腹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疾病在临床运用中受到较多的

争议［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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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淋巴囊肿 切口愈合不良 尿潴留 下肢静脉血栓 淋巴结转移

观察组 ４６ １（２１７） ２（４３５） １（２１７） ３（６５２） ２（４３５）

对照组 ４６ ９（１９５７） １１（２３９１） １０（２１７４） １３（２８２６） １２（２６０９）

χ２值 ７１８０５ ７２５６１ ８３６３６ ７５６５８ ８４２４９

Ｐ值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０３７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异常

观察组 ４６ ７８５６±５１２ ６８７８±１０２３ ８１０２±３９８ ８４１２±５１２ ５６１２±５０７

对照组 ４６ ６５４５±６１２ ５６１２±９１２ ７５１２±４１２ ７２１２±５２８ ６５１２±６０２

ｔ值 １１１４３４ ６２６５２ ６９８５５ １１０６６０ １７２３４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随着医科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腹腔镜技术不断成熟，腹
腔镜手术治疗子宫内膜癌逐渐普及于临床中［１１］。与传统的开

腹手术比较，腹腔镜手术虽然操作过程比较复杂，但是腹腔镜

手术具有以下优点［１２１５］：①腹腔镜下手术视野开阔清晰，能够
准确判断病变部位，有利于血管、韧带以及淋巴结的清扫；②手
术切口小，对患者组织损伤轻微，出血少，有利于患者术后的恢

复；③手术过程中使用的镇痛药物比较少，并且患者的疼痛感
受轻微，并发症少。本次我院研究结果表明，给予患者腹腔镜

手术治疗后，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低于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

患者，主要是由于［１６１８］：①腹腔镜具有放大的功效，患者的病灶
组织在镜下可以放大６倍左右，视野比较清晰，对患者的血管损
伤比较小；②人工气腹的建立增大了腹腔的压力，由此减少了
患者小血管的出血，这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证实，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肛门排

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以及术后盆腹腔引流

量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等少于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患者。由此

可以表明，腹腔镜手术具有手术创少小，术后恢复快的优点，促进患

者早期恢复，减少并发症的发生。荆州市中心医院本次研究结果还

表明，给予患者腹腔镜手术治疗，所需手术时间、淋巴结切除数量与

传统手术比较，无差异。且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术后性功能

恢复情况优于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患者。

综上所述，给予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腔镜手术治疗，缩

短住院时间，降低患者术中出血量，降低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

并且能够达到与开腹手术切除淋巴结清扫的效果，安全性高，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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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疗效．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１７）：
４８６２４８６３．

［５］　颜妙红．血清癌抗原１２５、癌抗原１９９、催乳素联合检测在子宫内
膜异位症诊断中的价值．中国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１４，３７（１８）：

７３７４．
［６］　丛文波，姜建国．探讨在宫颈癌、子宫内膜癌治疗中腹腔镜手术

的应用效果．实用妇科内分泌电子杂志，２０１６，３（８）：５９６０．
［７］　ＧｒｅｓｓｅｌＧＭ，ＰａｒｋａｓｈＶ，Ｐａｌ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ｅ

ｓｅｒｖ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
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５，１３１（３）：２３４２３９．

［８］　王海波，高丽彩，李秀娟，等．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肥胖妇女早
期子宫内膜癌的对比研究．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１０（６）：
５１５５１７，５３０．

［９］　陈红，雷婷婷，李玉红，等．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的近
期临床效果及对性功能的影响．河北医学，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１９９２
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１０］　王立新．腹腔镜手术联合药物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临床疗效探
讨．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３３）：１４７１４８．

［１１］　Ｆ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ｕＣ，ＥｌＢａｌａｔＡ，ｄｕＢｏｉｓＡ，ｅｔ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ａｎｄ
ｐａｒａａｏｒｔｉｃｌｙｍｐｈａｄｅｎ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ｅａｒｌｙ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ｒ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
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２０１５，２９２（６）：
１３２１１３２７．

［１２］　赵艳辉．腹腔镜手术与腹式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９０例临床
研究．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２８）：７１７２．

［１３］　贺红英，阳志军，张洁清，等．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
膜癌近远期疗效的比较．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５０（１２）：
９０２９０９．

［１４］　杨红波，张黎，郑艳莉，等．开腹式与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对子宫
内膜癌患者排尿及性功能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４）：
１６１８．

［１５］　姚妙星，胡．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联合盆腔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清扫术的围术期护理．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３）：２８４２８６．

［１６］　ＫｙｒｇｉｏｕＭ，ＳｗａｒｔＡＭ，ＱｉａｎＷ，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ｏｐｅｎ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ｗｉｔｈ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ｙｍｐｈａｄｅ
ｎ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ｐｒｅｓｕｍｅｄ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ＳＴＥＣ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ｙｎｅｃ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５，２５（８）：１４２４１４３６．

［１７］　夏晓伟，吴梦琦，杨芳，等．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子宫内膜癌血流
动力学参数在子宫内膜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中国老年学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２）：４０９４１１．

［１８］　陈燕娥，吴学明，温云花，等．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及ＣＡ１９９的表达及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中国老年学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１５）：３７８７３７８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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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孟琳（１９９１—），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
妇科肿瘤

△【通讯作者】张蓓（１９６８—），女，主任医师、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Ｅ
ｍａｉｌ：ｂｅｔｔｙｚｈａｎｇ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ＦＯＸＡ１、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
意义
孟琳１　张蓓２△　赵爱１　李雨纯１　杨莹１

１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学院，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４
２徐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江苏徐州 ２２１００４

【摘　要】　目的：探讨ＦＯＸＡ１、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免疫组
化方法检测ＦＯＸＡ１、ｐ１６在６８例子宫内膜癌组织、１１例不典型增生组织及２７例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
达情况，分析２者与子宫内膜癌各临床病理指标的相关性以及２者表达的相关性。结果：子宫内膜癌组织
中ＦＯＸＡ１、ｐ１６阳性表达率均低于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及不典型增生内膜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ＦＯＸＡ１、ｐ１６的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病理分期、组织分级、肌层浸润、病理类型及淋巴结转移情况有关（Ｐ
＜００５）；２者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呈正相关 。结论：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相关，２者在
子宫内膜癌的发展中具有协同作用。

【关键词】　子宫内膜癌；ＦＯＸＡ１；ｐ１６；免疫组化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Ａ１ａｎｄｐ１６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ＥＮＧＬｉｎ１，
ＺＨＡＮＧＢｅｉ２△，ＺＨＡＯＡｉ１，ＬＩＹｕｃｈｕｎ１，ＹＡＮＧＹｉｎｇ１．１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Ｘｕ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Ｘｕｚｈｏｕ
２２１００４，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Ｘｕｚｈｏ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ｕｚｈｏｕ２２１００４，
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Ａ１ａｎｄｐ１６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ｉｔ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Ａ１ａｎｄｐ１６ｉｎ６８
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１１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２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ｉｎｄｅｘ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ＦＯＸＡ１ａｎｄｐ１６ｉｎ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ａｎｄ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Ａ１ａｎｄｐ１６ｗａ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ｒａｄｅ，ｍｙ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ＦＯＸＡ１
ａｎｄｐ１６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ＦＯＸＡ１ａｎｄｐ１６ａｒ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ａｒｅ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ＦＯＸＡ１；ｐ１６；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子宫内膜癌（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是全球最常见的女性
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发病率逐渐增高，发病人群年轻化［１］。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基因突变、癌基因的异常激

活、抑癌基因的失活以及转录异常等均可以导致子宫内膜癌的

发生发展。转录因子ＦＯＸＡ１能够调控信号转导及细胞周期，在
正常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器官发育、胚胎发育及肿瘤的发生发

展中起到重要作用［２］。ｐ１６ＩＮＫ４ａ是一个肿瘤抑癌蛋白，作为细
胞周期依赖激酶ＣＤＫ４／６的抑制物，是Ｇ１细胞周期和衰老的关
键调解者［３］。研究发现，ＦＯＸＡ１及 ｐ１６与肿瘤的发生密切相
关，但２者与子宫内膜癌关系研究较少。本实验研究 ＦＯＸＡ１、
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了解其是否可以成为子宫

内膜癌的新型检测指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徐州市中心医院妇科手
术并经病理确诊子宫内膜癌标本６８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
（５４４４±９５２）岁。再选取同期因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行诊断
性刮宫术，并经病理确诊为子宫内膜不典型标本１１例，患者年
龄（４７５±６７）岁。同时选取因子宫肌瘤或腺肌瘤行全子宫切
除的正常子宫内膜２７例，患者年龄（４８５±６４）岁。所有患者
临床病理资料完整，术前未行放疗、化疗及激素等治疗，无合并

症及并发症。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

１２　选取试剂
ＦＯＸＡ１、ｐ１６抗体购自北京博奥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兔超

敏二步法检测 （ＰＶ９００１）及 ＤＡＢ试剂盒购自北京中杉金桥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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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实验方法
采用免疫组化ＰＶ二步法，检测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在３种不同子

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①石蜡组织切片需进行梯度酒精脱蜡；②
使用微波高温抗原修复；③过氧化物酶孵育，以消除内源性过氧
化物酶的干扰；④ＦＯＸＡ１、ｐ１６一抗工作液的浓度均按照１∶１５０
稀释，一抗滴加至组织切片上，４度孵育过夜；⑤次日孵育二抗；
⑥使用ＤＡＢ显色；⑦苏木素复染，最后进行切片脱色封片。
１４　结果判定

ＦＯＸＡ１免疫组化染色以细胞核出现棕黄色颗粒为其阳性
标志，ｐ１６免疫组化染色以细胞质出现棕黄色颗粒为其阳性判
定标准。所有切片由我院２位有经验的病理科医生采用双盲法
进行观察，高倍镜下选取５个视野进行计数，计数２００个细胞／
视野，共计１０００个细胞。结合染色强度和阳性细胞百分比判定
结果，将阳性率与强度相加得分综合计分，判定标准：≤３分记
为阴性，≥４分记为阳性。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数据以均数±标准

差表示，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双侧 Ｐｅａｒｓｏｎ分
析，以 Ｐ值表示统计学的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ＦＯＸＡ１、ｐ１６在不同子宫内膜组织的表达情况

ＦＯＸＡ１的阳性表达主要为细胞核不同程度着色，ｐ１６的阳
性表达主要为细胞质不同程度着色，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在内
膜癌组、不典型增生组、正常子宫内膜组中，ＦＯＸＡ１阳性表达率
分别为３２４％、５４５％、９２６％ ，３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两两比较，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 ＦＯＸＡ１表达水
平高于子宫内膜癌组及不典型增生组，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在内膜癌组、不典型增生组、正常子宫内膜组
中，ｐ１６阳性表达率分别为３６８％、５４５％、９２６％，３组相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两两比较，ｐ１６在正常子宫内膜组
织中的阳性表达率高于子宫内膜癌组及不典型增生组，各组之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在三组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组别 例数
ＦＯＸＡ１

阳性 阴性
χ２ Ｐ

ｐ１６

阳性 阴性
χ２ Ｐ

子宫内膜癌　 ６８ ２２ ４６ ２５ ４３

不典型增生　 １１ ６ ５ ２８１５４ ＜０００１ ６ ５ ２４１８６ ＜０００１

正常子宫内膜 ２７ ２５ ２ ２５ ２

图１　ＦＯＸＡ１在Ａ（子宫内膜癌组织）、Ｂ（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织）、Ｃ（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４００

图２　ｐ１６在Ｄ（子宫内膜癌组织）、Ｅ（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组织）、Ｆ（正常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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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ＦＯＸＡ１、ｐ１６与各项数据的相关性
ＦＯＸＡ１与病理分期、组织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

及病理类型均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１６与病

理分期、组织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淋巴结转移情况及病理类型

均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ＦＯＸＡ１、ｐ１６的表达与子宫内膜癌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临床病理参数　 例数
ＦＯＸＡ１表达

阳性 阴性
χ２ Ｐ

ｐ１６表达

阳性 阴性
χ２ Ｐ

年龄

　＜５４ ３４ １３ ２１ １０７５ ０３００ １５ １９ １５８１ ０２０９

　≤５４ ３４ ９ ２５ １０ ２４

ＦＩＧＯ分期

　ＩＩＩ期 ５６ ２２ ３４ － ０００６ ２５ ３１ － ０００３

　ＩＩＩＩＶ期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２

组织学分级

　Ｇ１ １２ ８ ４ １０７３１ ０００５ ９ ３ １３４４５ ０００１

　Ｇ２ ４１ １３ ２８ １５ ２６

　Ｇ３ １５ １ １４ １ １４

肌层浸润深度

　＜１／２ ４０ １８ ２２ ７０９９ ０００８ ２１ １９ １０３４６ ０００２

　≥１／２ ２８ ４ ２４ ４ ２４

淋巴结转移

　有 １２ ０ １２ － ０００６ １ １１ － ００４４

　无 ５６ ２２ ３４ ２４ ３２

组织病理类型

　子宫内膜样 ６０ ２２ ３８ － ００４７ ２５ ３５ － ００２３

　非子宫内膜样 ８ ０ ８ ０ ８

２３　子宫内膜癌组织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表达的相关性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ｅｎ相关系数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得出，

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具有正相关性，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ｒ＝０２２５，Ｐ＝００３６＜００５）。
#

　讨论
在真核生物中，转录因子与靶基因特定ＤＮＡ序列专一性结

合，从而保证靶基因以特定的强度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转录，

任何转录的异常均可能造成肿瘤的发生［４］。ＦＯＸＡ１作为转录
因子ＦＯＸＡ家族一员，其位于人类１４ｑ２１１染色体上，是一些器
官发育和癌症发展过程中的先锋因子。它能够与非转录状态

的染色体结合，改变其结构，并募集其他转录因子起始基因进

行转录，从而对下游基因的表达进行调控［５６］。在过去１０年中，
ＦＯＸＡ１已在多种类型癌症中被报道，结果表明其具有双重功
能。在食管癌、肺癌、前列腺癌中，ＦＯＸＡ１在肿瘤组织中高表
达，并与病理分期、不良预后呈正相关性，提示其作用是一个致

癌因子［７９］；相反，在人类肝细胞癌、膀胱癌、乳腺癌中，其能够

抑制肿瘤细胞转移，其作用是一个有利的预后因素［１０１１］。

在本研究中，ＦＯＸＡ１在子宫内膜癌组织中表达水平低于不
典型增生组及正常子宫内膜组，各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不典型增生组 ＦＯＸＡ１阳性表达率与正常子宫内膜

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结果表明，ＦＯＸＡ１
表达的缺失可能促进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本研究进一步

发现，ＦＯＸＡ１的阳性表达率随着病理分期、组织分级、肌层浸润
深度以及淋巴结的转移呈下降趋势，并且在非子宫内膜样腺癌

中的表达较低，这与 ＹａｙｏｉＡｂｅ［１２］和 ＪｉｎｇｙｕｎＷａｎｇ［１３］等报道结
果相一致，提示ＦＯＸＡ１参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并且在该
疾病的进展中发挥抑癌作用。

ｐ１６基因是抑癌基因，同样也是细胞衰老的重要标记物。
ｐ１６能够特异性抑制 ＣＤＫ４／ＣＤＫ６介导的 ｐＲｂ的磷酸化，抑制
从 Ｇ１期进入 Ｓ期所需的下游基因的表达，使得转录过程被抑
制，造成生长停滞，从而促进细胞衰老，大量衰老细胞的积累能

够减缓肿瘤的发展，代表一种潜在的抑癌作用［１４］。相关文献指

出，ｐ１６在正常人体组织中高表达，而在多种肿瘤中低表达，其
表达的缺失预示着癌症的进展［１５］。在本研究中 ｐ１６在子宫内
膜癌中的阳性表达率低于不典型增生组及正常子宫内膜组，各

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典型增生组 ｐ１６
阳性表达率与正常子宫内膜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ｐ１６的阳性表达率随着病理分期、组织分级、肌层浸润
深度的增加以及淋巴结的转移中下降，并且在非子宫内膜样腺

癌中的表达较低，表明ｐ１６的低表达与子宫内膜癌的恶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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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

相关研究指出，ＦＯＸＡ１作为 ｐ１６ＩＮＫ４ａ启动子染色质重塑
的关键调节因子，能够结合 ｐ１６的启动子，从而促进细胞衰老，
发挥抑癌作用［１６１７］。本研究中，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癌组
织中的表达呈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ｒ＝０２２５，Ｐ＝
００３６），表明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中，２者发挥协同作用，
抑制该疾病的进展。

子宫内膜癌的发病过程是一个多因素参与的复杂过程。本

研究提示，ＦＯＸＡ１和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过程
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２者之间有一定关联，如何将２者联
合检测用于临床早期诊断与治疗，将是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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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的表达
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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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的表达情况。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武汉儿童医院（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收治的
７８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设为观察组、７８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设为对照组，检测与比较两组患者的组织ｍｉＲ
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ＴｆＲ１表达情况，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ＦＩＧＯ分期与病理分型患者的表达情况，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处理上述指标与上皮性卵巢癌的关系。结果：观察组患者的组织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阳性率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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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均Ｐ＜００５），且观察组中ＦＩＧＯ分期较高者阳性率高于分期较低者（Ｐ＜００５），低分化患者则
高于高分化和中分化患者（Ｐ＜００５），中分化患者高于高分化患者（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上述
指标均与上皮性卵巢癌有密切的关系。结论：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呈现高表达状
态，不同ＦＩＧＯ分期与病理分型患者的表达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对于疾病的诊断和ＦＩＧＯ分期、病理分型
的了解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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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皮性卵巢癌是妇科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在卵巢癌中占比
较高［１］，与卵巢癌诊治与治疗相关的研究也较多。本病早期表

现并不明显，患者就诊时多已中晚期，表现出多部位的转移等

情况，而这也是本类患者死亡率较高的重要原因。因此，对于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早期有效诊断是改善预后的必要基础与

前提［２］，这也是临床中极为重视本类患者诊断指标研究的原

因。本研究就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的
表达情况进行探究与分析，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将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本院收治的７８例上皮性卵
巢癌患者设为观察组、７８例卵巢良性疾病患者设为对照组。观
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６岁，年龄（４０１±５７）岁；ＦＩＧＯ
分期：Ⅰ～Ⅱ期患者３１例，Ⅲ～Ⅳ期患者４７例；病理分型：高分
化患者３３例，中分化患者２５例，低分化患者２０例。对照组患
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２岁，年龄（３８３±５９）岁；疾病种类：畸
胎瘤患者４５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２５例，其他患者８
例；本组患者均为妇科盆腔 Ｂ超检查显示或因尿频、便秘就诊
而发现者。两组患者的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０岁及以上者；手术前未接受其他治疗

者；对本研究知情与同意者。

排除标准：年龄在２０岁以下者；精神异常者；合并其他心脑
肺等基础疾病者；合并其他生殖系统疾病者；不能有效全程完

成治疗和检查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手术治疗，均采用腹腔镜手术进行治疗，

以三孔法进行手术，置入腹腔镜后在其辅助下对卵巢进行探

查，并对周围组织情况进行细致观察，处理韧带及血管，对病灶

进行切除，观察组患者进行淋巴清扫。两组患者于手术中采集

病灶部位的组织，于标本离体后进行迅速保存待检，其中 ｍｉＲ
２６ｂ采用实时定量ＲＴＰＣＲ法进行检测，将标本以液氮保存，进
行匀浆处理，将总ＲＮＡ进行纯化处理、反转录处理，合成引物进
行循环处理。ＣＤ１４６和ＴｆＲ１采用免疫组化法进行检测，对病灶
组织进行石蜡包埋处理，４μｍ连续切片，常规脱蜡及梯度乙醇
水化处理，进行ＤＡＢ显色处理，复染及脱水，透明及荧光封固。
由２名检验丰富的病理科医生进行双盲阅片处理。然后，统计
与比较两组患者的组织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表达情况，并
比较观察组中不同 ＦＩＧＯ分期与病理分型患者的表达情况，采
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上述指标与上皮性卵巢癌的关系。
１３　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如下：①ｍｉＲ２６ｂ于荧光显微镜进行观察，其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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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仅存在轻微荧光为“－”；可见明确的荧光为“＋”；可见明亮
的荧光为“＋＋”；可见较强的耀眼荧光为“＋＋＋”［３］。②
ＣＤ１４６和ＴｆＲ１：以阳性细胞数 ＜１０％、１０％ ～２５％、２６％ ～５０％
和＞５０％分别表示“－”、“＋”、“＋＋”和“＋＋＋”［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的检验方式为
χ２检验，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上述指标
与上皮性卵巢癌的关系，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组织ｍｉＲ２６ｂ表达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组织ｍｉＲ２６ｂ阳性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
察组中ＦＩＧＯ分期较高患者阳性率高于分期较低患者（Ｐ＜００５），
低分化患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和中分化患者（Ｐ＜００５），中分化患

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组织ＣＤ１４６表达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组织 ＣＤ１４６阳性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观察组中ＦＩＧＯ分期较高患者的阳性率高于分期较低患者（Ｐ＜
００５），低分化患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和中分化患者（Ｐ＜
００５），中分化患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组织ＴｆＲ１表达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组织ＴｆＲ１阳性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
察组中ＦＩＧＯ分期较高患者阳性率高于分期较低患者（Ｐ＜
００５），低分化患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和中分化患者（Ｐ＜
００５），中分化患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的组织ｍｉＲ２６ｂ表达情况比较［ｎ（％）］

组别 选项 范围 例数 ＋ ＋＋ ＋＋＋ 总阳性率

观察组 ＦＩＧＯ分期 Ⅰ～Ⅱ期 ３１ ７（２２５８） ２（６４５） １（３２３） １０（３２２６）

Ⅲ～Ⅳ期 ４７ １３（２７６６） ８（１７０２） ５（１０６４） ２６（５５３２）

χ２值 － － － ３９９７

Ｐ值 － － － ＜００５

病理分型 高分化 ３３ ５（１５１５） ２（６０６） ０（０）　 ７（２１２１）

中分化 ２５ ７（２８００） ３（１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２（４８００）

低分化 ２０ ８（４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１７（８５００）

χ２值 － － － ２０４３９

Ｐ值 － － － ＜００５

合计 ７８ ２０（２５６４） １０（１２８２） ６（７６９） ３６（４６１５）

对照组 ７８ ６（７６９） ２（２５６） ０（０）　 ８（１０２６）

χ２值 － － － ２４８１８

Ｐ值 － － －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的组织ＣＤ１４６表达情况比较［ｎ（％）］

组别 选项 范围 例数 ＋ ＋＋ ＋＋＋ 总阳性率

观察组 ＦＩＧＯ分期 Ⅰ～Ⅱ期 ３１ ４（１２９０） ２（６４５） ０（０）　 ６（１９３５）

Ⅲ～Ⅳ期 ４７ １７（３６１７） ４（８５１） ３（６３８） ２４（５１０６）

χ２值 － － － ７９３５

Ｐ值 － － － ＜００５

病理分型 高分化 ３３ ３（９０９） １（３０３） ０（０）　 ４（１２１２）

中分化 ２５ ８（３２００） ２（８００） １（４００） １１（４４００）

低分化 ２０ １０（５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

χ２值 － － － ２１２７９

Ｐ值 － － － ＜００５

合计 ７８ ２１（２６９２） ６（７６９） ３（３８５） ３０（３８４６）

对照组 ７８ ３（３８５） ２（２５６） ０（０）　 ５（６４１）

χ２值 － － － ２３０２２

Ｐ值 － －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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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组织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ＴｆＲ１与上皮性卵巢癌的关系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组织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ＴｆＲ１均与上

皮性卵巢癌有密切的关系。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

　讨论
卵巢癌为妇科常见恶性肿瘤，而上皮性卵巢癌是卵巢癌的

常见种类。有关上皮性卵巢癌的调查研究显示，Ⅰ ～Ⅱ期等早
期患者多无特殊表现，患者就诊率低，就诊患者中多已中晚期，

且多合并腹腔内、颅内及其他部位的种植转移等，患者的预后

较差，死亡率较高，因此对于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诊断研究是

本病的研究重点。与上皮性卵巢癌相关的诊断研究显示［５６］，

较多机体指标的变化与本病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对于分期与分

型均有较高反应意义的组织表达指标研究仍然相对少见。ｍｉＲ
指标是临床中与多类恶性肿瘤密切相关的研究指标，与其对线

粒体基因表达的调控有关，ｍｉＲ２６ｂ是调节细胞凋亡和细胞内
活性氧清除状态的重要反应指标［７８］，同时在肿瘤的血管生成

方面也有影响作用，在乳腺癌、肝癌等多类患者中呈现高表达

状态，而在卵巢癌患者中的变化研究较少，且差异明显。ＣＤ１４６
作为粘附分子中的一类常见指标，在肿瘤细胞间和肿瘤细胞血

管间的粘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细胞增殖、转移等过程

中具有促进作用，并对肿瘤血管增殖过程中的管腔生成有影响

作用［９１２］。ＴｆＲ１是胞吞作用中的重要介质，肿瘤细胞增殖作用
增强的同时，对于ＴｆＲ１的需求量也有增强［１３１５］，因此在肿瘤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反应作用。鉴于上述指标在肿瘤

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对其在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组织中的表

达变化研究成为重点。

表３　两组患者的组织ＴｆＲ１表达情况比较［ｎ（％）］

组别 选项 范围 例数 ＋ ＋＋ ＋＋＋ 总阳性率

观察组 ＦＩＧＯ分期 Ⅰ～Ⅱ期 ３１ ４（１２９０） ２（６４５） ０（０）　 ６（１９３５）

Ⅲ～Ⅳ期 ４７ １３（２７６６） ６（１２７７） ３（６３８） ２２（４６８１）

χ２值 － － － ６１１８

Ｐ值 － － － ＜００５

病理分型 高分化 ３３ １（３０３） １（３０３） ０（０）　 ２（６０６）

中分化 ２５ ５（２０００） ３（１２００） １（４００） ９（３６００）

低分化 ２０ １１（５５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１７（８５００）

χ２值 － － － ３３７２２

Ｐ值 － － － ＜００５

合计 ７８ １７（２１７９） ８（１０２６） ３（３８５） ２８（３５９０）

对照组 ７８ ３（３８５） ０（０）　　 ０（０）　 ３（３８５）

χ２值 － － － ２５１６１

Ｐ值 － － － ＜００５

表４　组织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ＴｆＲ１与上皮性卵巢癌的关系分析

研究指标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ｍｉＲ２６ｂ ７１２５ ＜００５ ３５６９ １３２７～１０３５６

ＣＤ１４６ ６２９３ ＜００５ ２９８７ １２２４～８９９４

ＴｆＲ１ ５９８７ ＜００５ ２３８４ １１７２～８１０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组织 ｍｉＲ２６ｂ、
ＣＤ１４６和ＴｆＲ１阳性率均高于卵巢良性疾病患者，且上皮性卵巢
癌中ＦＩＧＯ分期较高患者阳性率高于分期较低患者，低分化患
者阳性率高于高分化和中分化患者，中分化患者阳性率高于高

分化患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上述指标均与上皮性卵巢癌
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肯定了组织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 ＴｆＲ１表达
情况对于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诊断价值。这可能与上述指标

参与了上皮性卵巢癌患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细胞增殖和血管

生成调控有关［１６１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

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ＴｆＲ１呈现高表达状态，且不同 ＦＩＧＯ分期与
病理分型患者的表达情况也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于疾病的诊

断和ＦＩＧＯ分期、病理分型的了解具有较高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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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ＢｒＪ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７，１１６（１０）：１３１８１３２８．

［１３］　刘放，高晓健，陆霞．等．ｍｉＲ２６家族与肿瘤关系的研究进展．生
命科学，２０１４，２６（１１）：１２２２１２２８．

［１４］　ＷｕＧＪ，ＤｉｃｋｅｒｓｏｎＥＢ．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
ＭＥＴＣＡＭ／ＭＵＣ１８ｉｎ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Ｔａｉｗａｎ
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４，５３（４）：５０９５１７．

［１５］　李籦颖，姜桦．ＺＥＢ家族在上皮性卵巢癌上皮间质转化中的作
用．国际妇产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４１（１）：４７５１．

［１６］　蒋珊珊，胡京辉，章杰捷．血浆黏附分子及游离氨基酸与卵巢癌
的关系分析．中国医师杂志，２０１７，１９（３）：３８５３８７．

［１７］　夏芬，胡燕玲，李莉．卵巢癌组织细胞黏附分子１的表达变化及
意义．山东医药，２０１６，５６（２９）：１４１６．

［１８］　史蔚，万小平．微小ＲＮＡ在卵巢癌中的研究进展．国际妇产科学
杂志，２０１０，３７（１）：６０６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１５Ａ３２０００６）
【第一作者简介】郭萃琴（１９８１—），女，医师，主要从事医学影像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ＣＤＦＩ联合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检测对上皮性卵巢癌
患者诊断效能的影响
郭萃琴１　宋俊杰２　朱东林３　宋成金４

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技科，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２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麻醉科，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０
３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检验科，广州 ５１０５２３
４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产科，广州 ５１０１５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ＣＤＦＩ联合血清糖类抗原（ＣＡ１２５）及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水平检测对上皮性卵巢
癌患者诊断效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收治的４８例
上皮性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为研究组，４８例卵巢良性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为对照组；另选取
同期于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健康体检者４８例作为研究对象，设为健康组。对三组所有研究对
象实施ＣＤＦＩ检查，并抽取血液样本测定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水平。统计对比３组患者及不同病理分期、不同病
灶转移情况卵巢癌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并统计分析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及ＣＤＦＩ单独及联
合诊断上皮性卵巢癌价值。结果：３组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研究组各指标较对照组、健康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Ⅲ期＋Ⅳ期上皮性卵巢癌
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较Ⅰ期 ＋Ⅱ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转移组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较未转移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种诊断
方式敏感度、准确度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联合诊断敏感度（９３７５％）、准确度
（９３７５％）较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及 ＣＤＦＩ单独诊断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ＣＤＦＩ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检测可有效提高上皮性卵巢癌诊断敏感度及准确度，减少漏诊及误诊，并能为疾病病理
分期、病灶是否发生转移评估提供一定参考依据。

【关键词】　 ＣＤＦＩ；ＨＥ４；ＣＡ１２５；上皮性卵巢癌；诊断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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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ＤＦ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ＨＥ４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ｐｉ
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ＧＵＯＣｕｉｑｉｎ１，ＳＯＮＧＪｕｎｊｉｅ２，ＺＨＵＤｏｎｇｌｉｎ３，Ｓ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ｊｉｎ４．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４０５，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ｅ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Ｋａｉｆｅｎｇ４７５０００，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５２３，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１５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ｆｌｏｗ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ＤＦ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４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８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８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ｇｒｏｕｐ．ＣＤＦＩ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ａｌ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ａｍｐｌｅｓ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ｕｌ
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ｃｏｒ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ｉｃ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ｎｄＣＤＦＩｉ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ｃｏｒ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ｓｃｏｒｅｏｆ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ｔａｇｅＩＩＩａｎｄｓｔａｇｅＩＶ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ｓｔａｇｅＩａｎｄｓｔａｇｅＩＩ（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ｎ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９３．７５％）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９３．７５％）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ｎｄ
ＣＤＦＩ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ＣＤＦＩ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４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
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ｌｅ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ｆｌｏｗ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ＤＦＩ）；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
ｇｅｎ（ＣＡ１２５）；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上皮性卵巢癌为女性生殖系统多发恶性肿瘤疾病，具有较
高病死率。相关研究表明，临床尚未明确卵巢癌具体发病机

制，缺乏早期诊断有效措施，而且，由于疾病病灶较隐匿，发病

初期缺乏特异性表现，致使多数患者确诊时疾病已进展至中晚

期，疾病治疗难度及病死风险增大［１３］。因此，早期确诊上皮性

卵巢癌并及早制定有效干预措施，利于改善临床疗效及预后效

果。组织学检查为临床筛查子宫颈癌的常用有效措施，具有较

高准确度，但是卵巢解剖位置较特殊，不易采取组织学检查对

上皮性卵巢癌实施诊断。而超声为临床常用影像学诊断措施，

在疾病诊断等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 ＣＤＦＩ具有检查费用
较低、操作简单等优势，而且可清晰呈现盆腔及病变图像，并参

照所探查卵巢体积及结构、血流分布情况与形态等对是否发生

卵巢病变予以评估［４５］。同时，相较于传统超声检查，ＣＤＦＩ可更
准确检出微小病灶。此外，血清学指标在恶性肿瘤疾病诊断、

疗效及预后评估中的应用价值逐渐得到广泛重视，其中ＨＥ４为
最早发现于人附睾上皮细胞内的蛋白质，和精子成熟等具有一

定相关性，其在正常卵巢上皮细胞内无表达，但是在卵巢子宫

内膜样癌及卵巢浆液性癌细胞内呈高表达状态，且其血清含量

和肿瘤侵袭及转移等关系极为密切；而 ＣＡ１２５为高分子糖蛋
白，正常生理状态下其血清含量极低，但是发生恶性肿瘤后则

会异常增高，且具有较高敏感度［６８］。本研究选取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４８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通过设置对照组，
探讨ＣＤＦＩ联合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检测对上皮性卵巢癌患
者诊断效能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
５月收治的４８例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设为研究组，４８例卵巢良性
病变患者设为对照组；另选取同期于我院进行健康体检者４８例
设为健康组。研究组年龄范围 ３１岁 ～６８岁，年龄（４９２０±
１０３８）岁；ＴＮＭ分期：Ⅰ期７例，Ⅱ期１３例，Ⅲ期２６例，Ⅳ期２
例；病理类型：１例透明细胞癌，３例子宫内膜腺样癌，２１例黏液
性囊腺癌，２３例浆液性囊腺癌；病灶转移情况：未转移２７例，转
移２１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８岁～７１岁，年龄（５０１１±１１０３）
岁；病理类型：６例浆液性囊腺瘤，２７例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１５
例畸胎瘤。健康组年龄范围 ３０岁 ～６５岁，年龄（４９８３±
１０８６）岁。３组患者年龄等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本研究经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通过。入选标准：①研究组及对照组均经病理检查确诊；②
知晓本研究，自愿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并发严重糖尿病、
高血压等内科基础疾病者；②并发心脑血管病变者；③并发其
他恶性肿瘤疾病者；④并发全身性感染性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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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ＣＤＦＩ检查　设备选取 ＭｉｎｄｒａｙＤＣ８超声诊断仪（深圳
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腔内探头，调节探头频率为

５ＭＨｚ～９ＭＨｚ，取截石位，排空膀胱，经阴道向阴道穹隆处置入
阴道探头，仔细探查子宫与两侧附件区，若发现盆腔中存在肿

瘤，则仔细查看肿瘤大小、形态、位置、边界情况、内部构造、内

部回声分布情况、是否有分隔及是否发生钙化、腹腔脏器与周

边有无转移病灶等；采取Ｆｉｎｋｌｅｒ超声评分法进行评分，１分：无
回声囊肿，有清晰边界；２分：无回声囊肿，边界无规则性，囊肿
包膜较光滑，有低回声；３分：无回声囊肿见绝经后，或是囊肿低
回声，内膜样瘤；４分～６分：等回声、超声表现非特异性，卵巢良
性肿瘤或血肿，卵巢实性增大；７分 ～９分：分隔多、囊性肿物无
规则性，表现和卵巢肿瘤类似；１０分：存在上述特征，并存在腹
腔积液。

１２２　抽取静脉血离心处理　入院后第２ｄ晨起时抽取各组
空腹静脉血４ｍｌ，离心处理，取上清液，以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
血清糖类抗原（ＣＡ１２５）及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水平，ＣＡ１２５水
平≥３５Ｕ／ｍｌ即可评定为阳性，ＨＥ４水平≥１５０ｐｍｏｌ／Ｌ即可评
定为阳性，试剂盒购于北京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１３　观察指标
①统计对比３组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

②统计对比不同病理分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③统计对比不同病灶转移情况上皮性卵
巢癌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④统计分析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及 ＣＤＦＩ单独及联合诊断上皮性卵巢癌卵巢癌
价值。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珋ｘ±ｓ）表示计

量资料，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重比较采
用ＬＳＤ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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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比较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三组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
平、超声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究组
各指标较对照组、健康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人数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超声评分（分）

研究组 ４８ ２０６６２０±１４２７０３３６６０±５２０２ ７５９±１１４

对照组 ４８ ２５３７±４６１ ４８１１±４４９ ０９３±０１５

健康组 ４８ １３５１±６４３ ２２０１±４０４ ０６９±０１３

Ｆ值 ９８４４７５９ １６００３２５ １６４９４０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病理分期卵巢癌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
比较

　　Ⅲ期＋Ⅳ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

声评分较Ⅰ期＋Ⅱ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病理分期卵巢癌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人数
ＣＡ１２５
（Ｕ／ｍｌ）

ＨＥ４
（ｐｍｏｌ／Ｌ）

超声评分

（分）

Ⅰ期＋Ⅱ期组 ２０ １８６７１１±１０１６２３１０４３±４９２４ ６３８±０８７

Ⅲ期＋Ⅳ期组 ２８ ２２０３４５±１５７０３３５２１３±５５２６ ７６７±１０４

ｔ值 ８３９２ ２６９５ ４５２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不同病灶转移情况卵巢癌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超声
评分比较

　　转移组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较未转移组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病灶转移情况卵巢癌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超声评分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人数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超声评分（分）

未转移组 ２７ １８７５０９±１００５１３０９３２±４８１３ ６３１±０８５

转移组　 ２１ ２２１０３４±１６６１９３５１０７±５８１５ ７７０±１０２

ｔ值 ８６５６ ２７２２ ５１４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２４　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及 ＣＤＦＩ单独及联合诊断卵巢癌价值
分析

　　３种诊断方式敏感度、准确度存在明显差异，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联合诊断敏感度（９３７５％）、准确度
（９３７５％）较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及 ＣＤＦＩ单独诊断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及ＣＤＦＩ单独及联合诊断卵巢癌价值分析（ｎ＝
１４４）

检查方式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度

ＣＡ１２５ ７２９２％（３５／４８） ９０６３％（８７／９６）８４７２％（１２２／１４４）

ＨＥ４ ６８７５％（３３／４８） ９１６７％（８８／９６）８４０３％（１２１／１４４）

ＣＤＦＩ ７０８３％（３４／４８） ９０９３％（８７／９６）８４０３％（１２１／１４４）

联合诊断 ９３７５％（４５／４８） ９３７５％（９０／９６）９３７５％（１３５／１４４）

χ２值 １０７６８ ０８１８ ８４４０

Ｐ值 ００１３ ０８４５ ００３８

２５　典型病例影像学表现
Ⅰ期～Ⅳ期上皮性卵巢癌影像学表现详见图１～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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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Ⅰ期上皮性卵巢癌 图２　Ⅱ期上皮性卵巢癌

图３　Ⅲ期上皮性卵巢癌 图４　Ⅳ期上皮性卵巢癌

#

　讨论
上皮性卵巢癌是具有较高恶性程度的妇科肿瘤疾病，由于

疾病缺乏典型临床表现、特异性临床症状、临床缺乏早期有效

诊断手段，导致多数患者确诊时疾病已进展至中晚期。研究表

明，虽然临床用于卵巢癌的免疫治疗、中药、放射治疗、化疗、肿

瘤细胞减灭术等措施不断发展，但是晚期上皮性卵巢癌５年生
存率仍不足３０％，且疾病复发风险较高，而早期接受有效治疗
的患者５年生存率则可达９５％左右［９１１］。因此，早期对上皮性

卵巢癌进行准确诊断，对改善患者临床疗效及预后意义重大。

超声为上皮性卵巢癌重要筛查措施，其可有效呈现卵巢癌

内部结构、边界包膜、形态大小等相关影像学特征，同时，经彩

色多普勒超声还可实时动态观察肿瘤内部和周边血流情况。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ｏＳ等［１２］指出，经腹超声具有无创性，且操作简单、应用

方便，但是极易受腹部肠道气体等干扰，若膀胱充盈不佳则会

影响超声穿透效果，且内脏器官等极易遮挡卵巢，同时，卵巢癌

体积小、位置较深等也对超声显影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易增

加误诊及漏诊风险。近些年，ＣＤＦＩ在女性恶性肿瘤疾病诊断中
得到了广泛应用，其经阴道将具备高分辨率与频率的超声探头

紧贴卵巢所处位置，可有效提高超声图像质量，并且可减少探

头和卵巢间组织器官间隔影响和肠道内气体反射等干扰，因此

可有效显示卵巢与周边组织器官，检出小体积卵巢肿瘤、明确

其和周边组织关系。同时，另有多项研究证实，通过彩色多普

勒超声对卵巢癌实施检查，可更清晰展示卵巢肿瘤生物学特

性、影像学特征和内部血管分布特点，以此为临床提供更有价

值、更具客观性的诊断依据［１３１５］。

血清肿瘤标志物测定也是妇科恶性肿瘤筛查的重要措施，

其中血清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均为临床常用肿瘤标志物。ＣＡ１２５是
于癌变卵巢上皮细胞膜上有所表达的重要高分子糖蛋白物质，

同时为当前应用最广泛、研究最深入的血清肿瘤标志物之一，

在卵巢癌临床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均具有重要作用。研究显示，

ＣＡ１２５表达水平与卵巢癌发生及进展存在密切相关性，可将其
作为卵巢癌诊断首选血清标志物［１６１７］。但是另有研究指出，

ＣＡ１２５在浆液性上皮癌、卵巢未分化癌中异常增高，但是在非上
皮性卵巢癌中增高幅度较低，且子宫内膜异位症、盆腔炎、盆腔

结核等卵巢良性肿瘤疾病发生后也会引起血清 ＣＡ１２５含量上
升，约５％健康女性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较基线水准高，导致其单独
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１８］。而 ＨＥ４又被称为 ＥＦＤＣ２（核心表位
蛋白２），由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等学者于１９９１年初次在人附睾远端上皮
细胞内发现，ＨａｃｋｅｔｈａｌＡ等学者［１９］研究表明，ＨＥ４是编码包括
乳清酸型４个二硫键核心域（ＷＦＤＣ）的一种分泌型蛋白质，其
基因处于人染色体２０ｑ１２１３１，长度为１２ｋｈ左右，包括５个外
显子及４个内含子，存在诸多剪切方式，编码分泌小分子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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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肾脏远曲小管、上呼吸道、乳腺上皮、生殖系统中ＨＥ４含量
极低，且在其他某些组织导管及腺上皮也有所表达，但是其于

正常卵巢组织上皮中无表达。而王克义等［２０］研究显示，乳腺

癌、消化系统肿瘤、移行细胞癌、肾癌、胰腺癌及卵巢癌等发病

后会增加血清ＨＥ４含量，且在卵巢癌中增高最为明显，可作为
卵巢癌重要诊断指标。国内多项研究证实，联合采取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查及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检测可有效提高卵巢癌诊断准
确度［２１２２］。而本研究结果表明，研究组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
平、超声评分较对照组及健康组高，与上述学者研究结果具有

一致性，且各指标水平随着病理分期增加、病灶转移而呈增高

趋势，表明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异常增
高，超声影像学表现出现异常，同时，ＣＤＦＩ检查及血清 ＣＡ１２５、
ＨＥ４检测联合诊断敏感度及准确度较高，表明可通过检测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ＨＥ４水平和ＣＤＦＩ检查对上皮性卵巢癌进行诊断及病
理分期评估、评定是否发生转移，有利于临床早期确诊上皮性

卵巢癌、及早制定有针对性干预方案。

综上所述，ＣＤＦＩ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及 ＨＥ４水平检测可有效
提高上皮性卵巢癌诊断敏感度及准确度，减少漏诊及误诊，并

能为疾病病理分期、病灶是否发生转移评估提供一定参考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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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营养干预对多囊卵巢患者
促排卵过程中 ａｍｈ浓度变化的影响
于艳丽１　葛秋迎２　刘红岩３　梁超３

１唐山市妇幼保健院，河北 唐山 ０００００６３０００
２唐山开滦马家沟医院，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２１
３唐山市营养学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达英３５联合营养干预对 ＰＣＯＳ患者促排卵过程中 ＡＭＨ浓度变化的影响。
方法：选取唐山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ＰＣＯＳ收治的患者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随机分为实验
组与对照组，实验组患者给予达英３５联合营养干预治疗，对照组患者给予达英３５治疗。结果：实验组患者
与对照组患者在治疗前后的ＡＭＨ、ＢＭＩ、促黄体生成素、睾酮之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患
者相比，实验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ＡＭＨ浓度下降水平更显著（ｔ＝１６８３，Ｐ＜００５）。结论：达英３５联合营养
干预能够使ＰＣＯＳ患者的ＡＭＨ水平下降，有利于患者的促排卵，值得在临床上进行推广。

【关键词】　达英—３５；营养干预；多囊卵巢患者；Ａ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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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ｔｏ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ｔｈｉｎｙｌ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ｃｙｐｒｏｔｅｒｏｎ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ＭＨ，ＢＭＩ，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ＭＨ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
１６８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ｔｈｉｎｙｌ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ｃｙｐｒｏｔｅｒｏｎｅｔａｂｌｅ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ａｎ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ＡＭＨｌｅｖｅ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ＣＯ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ｉｎｙｌ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ｃｙｐｒｏｔｅｒｏｎｅｔａｂｌｅｔ；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ＡＭＨ

　　多囊卵巢综合症是一种常见于育龄妇女的内分泌紊乱病，
其主要特征为高雄激素、卵泡发育异常、稀发或无排卵，从而导

致患者月经不正常甚至不孕。与正常女性相比，多囊卵巢患者

的血型抗苗勒管激素的水平普遍高出２倍 ～３倍。抗苗勒管激
素能够对细胞发育及分化进行调节，其分泌细胞为窦前卵泡与

小窦卵泡的颗粒细胞。相关报道指出，多囊卵巢的患病程度可

以借助ＡＭＨ来判断。达英３５即炔雌醇环丙孕酮作为广泛应
用于临床的一种口服避孕药物，能够通过其抗雄性激素作用抑

制患者的黄体生成素分泌，并刺激卵泡的生长。ＡＭＨ能够退化

雄性胚胎，对于患者的促排卵过程具有重要价值。因此，本文

选取唐山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６年收治的ＰＣＯＳ患者６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应用达英３５联合营养干预治疗后，多囊
卵巢患者促排卵过程中ＡＭＨ的变化。［１４］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唐山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收治的
ＰＣＯＳ患者６０例作为实验组，将其随机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并
对其分别给予达英３５联合营养干预治疗、达英３５治疗。患者
的年龄范围为２５岁 ～３６岁，年龄（２６４２±３８２）岁。纳入标
准：①长时间不排卵、排卵比较稀少，月经不正常或不规则子宫
出血；②高雄激素血症，睾酮在２１ｎｍｏｌ／Ｌ以上；③月经周期第
２０２４ｄ后，血清孕酮水平低于１８ｎｍｏｌ／；④肝肾功能正常；⑤ＢＭ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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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ｋｇ／ｍ２。排除标准：①输卵管、子宫等因素引起的不孕；②
患者年龄超过３６岁；③近３个月内服用激素类药物；④高泌乳
素血症、甲状腺功能异常、库新尔氏症引起的内分泌疾病。［５８］

患者一般资料详见图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平均数±标准差）

　　指标 多囊卵巢患者

年龄（岁） ２６４２±３８２

初潮年龄 １２６３±３６５

不孕病程（年） ３８０±２１０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５１６±３６２

ＡＭＨ（μｇ／Ｌ） ３６７２±２１３

促黄体生成素 １６２８±２１６

睾酮 ３２５±０７８

卵泡刺激素 ５６３±１５２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达英３５治疗组：月经周期第２ｄ或第３ｄ，闭经患者

在确定不存在优势卵泡后，对患者进行静脉血的抽取，抽取含

量为５ｍＬ，在 －８０摄氏度的冰箱内保存分离出的血清，并对抗
苗勒管激素进行测定。促排卵方案：月经周期第５ｄ给予患者１
片／ｄ的英达３５，针对闭经患者则首先给予黄体酮治疗，并自月
经周期５ｄ给予患者１片／ｄ的英达３５，所有患者１个月的治疗
周期均为２１ｄ。在利用达英３５治疗３个月后，第４个月的１５ｄ
开始在皮下注射０１ｍｇ的达必佳，卵泡刺激素、黄体生成素、孕

酮水平达到标准水平后开始给予果纳芬进行促卵，排卵后抽取

血液进行抗苗勒管激素的测定［９１０］。

实验组：达英３５联合营养干预治疗组：实验组患者在进行
达英３５治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以饮食指导为主的营养干预治
疗，对患者增加个体化营养处方和随访服务，营养师通过互动

平台和低血糖饮食营养干预以调整患者的膳食和运动量，运用

低糖营养棒替代主食，并以３个月为一个治疗周期［１１］。

１３　实验原理
抗苗勒管激素的测定使用的方法为酶联免疫吸附法，并依

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具体操作原理为：首先将抗苗勒管激素加

入预先包被了ＡＭＨ单克隆抗体的酶标孔中，然后对其进行温
育，将抗 ＡＭＨ抗体加入温育后的 ＡＭＨ单克隆抗体中，再将其
与ＨＲＰ结合，从而生成免疫复合物，未结合酶的去除过程则借
助了温育与洗涤，底物Ａ、Ｂ的加入会使得去除了未结合酶的液
体呈现蓝色，最后由于酸的作用会转化黄色。颜色越深，ＡＭＨ
的浓度则越高［１２１５］。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将统计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指标均用

珋ｘ±ｓ表示，两组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值小于００５，则代表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促排卵相关指标

促排卵的相关指标包含促性腺激素使用量、Ｍｕ卵率、Ｇｎ使
用时间以及获卵数４个指标，这些样本之间的比较并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中共有３例出现了卵巢过度刺激
综合征，但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可能是因为样本
数量过少。［１６２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促排卵相关指标比较

指标 促性腺激素使用量（ＩＵ） Ｍｕ卵率（％） 促性腺激素使用时间（ｄ） 获卵数（个） ＯＨＳＳ（％）

对照组（ｎ＝３０） １６２４１８±６００５４ ８４７８±１５９４ １０６８±１５２ １１２５±０７８ ６６７

实验组（ｎ＝３０） １７６５３４±６５０２８ ８６２８±１４１６ １２３±２３１ １３７３±０３８ ５．００

Ｐ值 ００８ ００６ ００７ ０７１ ０２３

２２　达英—３５联合营养干预治疗后各项指标变化
实验组患者经达英３５＋营养干预治疗３个月后，多囊卵巢

患者的 ＢＭＩ指数也有所下降，月经逐渐恢复正常，双侧卵巢体
积、卵泡数目比治疗前显著减少，与实验前相比，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００４）。还有部分患者出现了轻微的不良反应，２个周
期后不良反应症状消失。由表３可知，ＡＭＨ、促黄体生成素、睾

酮的下降比较显著（Ｐ＜００５），而卵泡刺激素与黄体生成素／卵
泡刺激素变化并不显著。对照组患者经达英３５治疗后，ＡＭＨ、
促黄体生成素、睾酮等指标也有所下降，且与实验相比，两者差

异具备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２），但与实验组相比，其下降幅度比
较小。［２１２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实验组患者促排卵前后ＡＭＨ、ＦＳＨ、Ｔ、ＬＨ／ＦＳＨ指标的比较（ｎ＝３０）

指标 ＡＭＨ（μｇ／Ｌ） 促黄体生成素（ＩＵ／Ｌ） 卵泡刺激素（ＩＵ／Ｌ） 睾酮（ｎｍｏｌ／Ｌ） ＬＨ／ＦＳＨ

治疗前 ３６７２±２１３ １６２８±２１６ ５６３±１５２ ３２５±０７８ ２８３±０５３

治疗后 ２６１３±５１２ １１７８±１９２ ４９２±０９１ ２７３±０３８ ２３１±０２８

ｔ值 １６８３ １５３７ ３８３５ ２４１６ ２８１２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３ ００４６ ０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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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对照组患者促排卵前后ＡＭＨ、ＦＳＨ、Ｔ、ＬＨ／ＦＳＨ指标的比较

指标 ＡＭＨ（μｇ／Ｌ） 促黄体生成素（ＩＵ／Ｌ） 卵泡刺激素（ＩＵ／Ｌ） 睾酮（ｎｍｏｌ／Ｌ） ＬＨ／ＦＳＨ

治疗前 ３６７２±２１３ １６２８±２１６ ５６３±１５２ ３２５±０７８ ２８３±０５３

治疗后 ２８３１±６１８ １２６４±１３８ ５１６±１２８ ３１３±０６２ ２５４±０５３

ｔ值 １４１６ １２４８ ３１７４ ２１６３ ２２１５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２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

　讨论
研究发现，与正常育龄妇女相比，多囊卵巢患者的抗苗勒

氏管激素显著比较高，且与黄体生成素、睾酮呈正相关，高雄激

素血症作为其最主要的内分泌特征，使得促黄体生成素分泌出

更多的抗苗勒氏管激素，最终导致卵巢局部水平高于正常水

平。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根本问题就是过多的雄性激素，同时其

发病与高雄激素血症具有重要联系。另外有报道指出，抗苗勒

氏管激素水平与高雄激素水平呈正相关。由于 ＡＭＨ会对雌激
素的合成产生负面影响，其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抑制颗粒细胞

芳香化酶活性产生的，在此负面影响下使得卵泡局部处于的激

素环境是高雄性的，从而对优势卵泡的形成产生了抑制作用，

最终导致患者不排卵或排卵稀少［２６２８］。

临床研究发现，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根治方法至今还未发

现，达英３５治疗主要是为了改善患者的月经周期、促进排卵以
及保护子宫内膜、高胰岛素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包括个性化

饮食干预、营养干预、诱发排卵、口服避孕药等治疗方式。一般

情况下，多囊卵巢患者伴随高雄激素与高黄体生成素，最好使

用达英３５进行治疗，而二甲双胍的治疗多应用于肥胖型多囊
卵巢患者。达英３５的构成包括醋酸环丙孕酮和炔雌醇，通过
对黄体生成素分泌的抑制，降低雄激素的合成与游离睾酮的组

分，从而对多囊卵巢患者的内分泌进行有效调节。然而现在还

未对达英３５能否降低抗苗勒管激素形成统一的认识，导致
ＡＭＨ还未被证实是评估治疗有效性的重要指标。相关研究指
出，ＰＣＯＳ患者在经过达英３５治疗３月后，患者的血清促黄体
生成素、睾酮水平的下降水平均比较显著，且 Ｂ超显示卵巢内
的小卵泡数量也有所减少，部分患者在治疗结束后的排卵也得

到了缓解。有学者研究表明，多囊卵巢患者经达英３５联合营
养干预治疗０５年后，促黄体生成素以及睾酮水平下降比较明
显，ＡＭＨ水平的降低与垂体促黄体生成素的抑制具有重要联
系。由于研究对象有所不同，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多囊卵巢患者

经达英３５治疗０５年后，血清抗苗勒管激素并未发生显著改变。
本文认为，针对接受达英３５治疗的患者，ＰＣＯＳ临床诊断中，
ＡＭＨ的作用比较显著，但是并未发现其与促黄体生成素以及睾
酮具有相关性。由于达英３５的主要作用是对促黄体生成素的分
泌发挥抑制作用，本文选取胰岛素以及ＢＭＩ＜２５ｋｇ／ｍ２的多囊卵
巢患者，从而研究该治疗方式对排卵过程中ＡＭＨ的影响。多囊
卵巢患者的促黄体生成素会显著高于正常女性，而卵泡刺激素处

于正常水平，从而使得ＬＨ／ＦＳＨ的比值不断增加。吕爱霞［２９］通

过研究发现，ＬＨ／ＦＳＨ的比值大于等于１时，则能够很好地诊断
多囊卵巢综合征，其受试者药时曲线下面积高于睾酮对ＰＣＯＳ诊
断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因而本文选取的６０例患者中，患者的促
黄体生成素以及ＬＨ／ＦＳＨ比值均高于正常的健康女性，且实验组

与对照组患者之间的促排卵相关指标、年龄、初潮年龄、不孕病程

之间的差异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０］。
近年来，随着肥胖人群数量的增加，探索出适合国人的标

准化营养干预管理模式。美国学者发现低热量、低碳水化合

物、低脂类的饮食是较为有效的膳食模式，但是该种方式很难

在国内进行推广。本文在达英３５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了低血糖
负载饮食干预治疗３个月后，实验组患者的 ＢＭＩ指数、促黄体
生成素、睾酮以及ＬＨ／ＦＳＨ比值实现大幅度下降，从而抗苗勒管
激素降低也比较明显，这与上文相关学者的研究相一致。由此

代表达英３５降低ＡＭＨ的途径为降低患者的血清促黄体生成
素与睾酮。另外，部分报道显示口服避孕类药物在３个月 ～６
个月内对卵巢功能的抑制会发生可逆现象，即在改善了内分泌

紊乱后，为患者的排卵治疗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在临床应用

中，多囊卵巢患者的促排卵过程，会导致ＯＨＳＳ与多胎妊娠现象
的发生，在此过程中 ＡＭＨ则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患者 ＡＭＨ水
平≥３４ｎｇ／ｍｌ时，促排卵治疗可能发生克罗米芬抵抗。通过上
述研究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短期口服达英３５对于患者血清
ＡＭＨ的降低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而该指标对于多囊卵巢综
合征的判断也具有重要价值。

综上所述，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多囊卵巢综合症时，仅仅考

虑了药物治疗，而忽视了营养干预治疗的重要性。本文创新地

将达英３５与低血糖负载饮食干预治疗相结合，并对治疗３个
月后患者的ＢＭＩ指数、促黄体生成素、睾酮以及 ＬＨ／ＦＳＨ比值
进行了观察。本文实验结果表明，给予闭经的多囊卵巢患者英

达３５联合营养干预治疗后，能够促进其正常月经周期、睾酮、
促黄体生成素以及排卵功能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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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科研项目（ＷＪ２０１５ＨＢ０４４）；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
会公共卫生科研项目（ＷＧ１３Ｄ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刘北涛（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麻醉
Δ【通讯作者】李熊刚（１９７２—），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ｌｘｇ５０５０＠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术后
镇痛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北涛１　崔云静２　李熊刚１Δ　王春秀３　刘毅４

１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２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３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护理部，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４武汉市武东医院神经内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术后镇痛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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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收集的１０６例剖宫产患者进行麻醉镇痛处理，根
据镇痛方法不同将其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３例，试验组患者麻醉诱导后静脉泵注右美托咪定０５μｇ
／ｋｇ，对照组患者泵注等量生理盐水。两组患者手术结束前１５ｍｉｎ均给予布托啡诺１０ｍｇ，术后均行患者静
脉自控镇痛。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后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的静息和活动的视觉类比量表（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
ＶＡＳ）疼痛评分，镇痛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的情况，以及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来评价患者的性生活质量。结果：
两组患者在术后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静息和活动下ＶＡＳ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
恶心呕吐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２个月和４个月的性功能评
分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７个月后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可以缓解术后镇痛，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布托啡诺；右美托咪定；剖宫产；术后镇痛；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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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ｙ，Ｔｉａｎｍｅｎ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ｉａｎｍｅｎ４３１７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ｉａｎｍｅｎ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ｉａｎｍｅｎ４３１７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Ｎｕｒｓ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ｉａｎ
ｍｅｎ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ｉａｎｍｅｎ４３１７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ｙ，Ｗｕｄｏ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
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ｈｕｔｔｏｂｕｔｏｒｐｈａｎｏ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４
ｔｏ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１０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ｉａｎｍｅｎ
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５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ｏｆ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
ｄｉｎｅ０．５ｇ／ｋｇ，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ｇａｖｅｎｏｒｍ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ｅｔｃ．１５ｍｉ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
Ｂｈｕｔｔｏｂｕｔｏｒｐｈａｎｏｌ１ｍｇ．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ｒｅｓ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ｐａｉｎ
ｓｃｏｒ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ｓｓｅｓ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ｒ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２ａｎｄ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７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ｈｅ２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ｈｕｔｔｏｂｕｔｏｒｐｈａｎｏ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ｌｉｅｖ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ｕｔｏｒｐｈａｎｏｌ；Ｄｅｘｍｅｄｅｔｏｍｉｄｉｎｅ；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剖宫产是产妇常见的生产方式，手术过程中需要进行麻
醉。右美托咪定不仅具有镇静、镇痛、抗交感的功效，而且对血

流动力学影响很小，几乎无呼吸抑制［１２］。布托啡诺为阿片受

体激动拮抗药，其镇痛效果是哌替啶的３０～４０倍，且作用持续
时间较长，因此，临床中主要用于治疗术后的中至重度疼痛［３］。

但是，麻醉后是否影响到产妇的性功能，未见相关报道。本研

究旨在分析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术后

镇痛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从而确定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

麻醉对剖宫产患者的镇痛效果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基本资料

选取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收治
的１０６例剖宫产患者为研究对象，为其进行麻醉镇痛处理。纳
入标准［４］：①无中下腹部手术史的患者；②无严重心肺疾病的
患者；③无药物过敏史的患者；④无慢性疼痛疾病的患者；⑤凝
血功能正常的患者。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受试者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５］：①伴可以引起恶心、呕吐的胃肠
疾病患者；②高血压、糖尿病和与颅内压增高相关疾病患者；③
伴神经、精神病和重大手术史患者；④资料不全患者。根据镇
痛方法的不同将１０６例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其中试验组
患者５３例，年龄范围２６岁 ～６８岁，年龄（３５９±５９）岁；对照
组患者５３例，年龄范围２７岁～６７岁，年龄（３６１±６２）岁。两
组患者在基本资料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患者入手术室后开放外周静脉，常规鼻吸氧，监测其生命

体征指标。两组患者均进行相同的麻醉。麻醉诱导：芬太尼

（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４２０２２０７６）３μｇ／
ｋｇ，顺苯磺酸阿曲库铵（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６０８６９）０３ｍｇ／ｋｇ，丙泊酚（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ＫａｂｉＡＢ生产，国
药准字Ｊ２００８００２３）２０ｍｇ／ｋｇ。麻醉维持：丙泊酚６０ｍｇ／（ｋｇ·
ｈ），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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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００３０１９７）０２μｇ／（ｋｇ·ｍｉｎ）［６］。麻醉诱导后，试验组患者静
脉泵注右美托咪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９０２４８）０５μｇ／ｋｇ，对照组患者泵注等量生理盐水。麻醉
维持：芬太尼２μｇ／ｋｇ，静脉输注瑞芬太尼００８μｇ／（ｋｇ·ｍｉｎ），
持续吸入２０ＭＡＣ七氟烷（丸石制药株式会社生产，进口药品
注册证号Ｈ２００４０５８６），当收缩压大于或小于基础血压２５％时，
分别给予硝酸甘油（北京益民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１１０２１０２２）１０μｇ／次或去氧肾上腺素（上海禾丰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国药准字Ｈ３１０２１１７５）２０μｇ／次。两组患者手术结束前１５
ｍｉｎ均给予布托啡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２０４５４）１０ｍｇ。术后拔管进入麻醉后恢复室。
１３　评价指标
１３１　疼痛评价　手术后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采用视觉类比量表
（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７］对疼痛进行评价。疼痛评分为０
～１０分，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剧烈疼痛。
１３２　不良反应情况　记录４８ｈ内恶心呕吐、补救药物使用次
数，以及局麻药中毒、内脏损伤等相关并发症情况。

１３３　性功能评价　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调查问
卷［８］，对两组产妇产后２个月、４个月、７个月的性功能进行评
估，主要内容包括性欲程度（２个条目）、性唤起（４个条目）、
阴道润滑情况（４个条目）、性高潮情况（４个条目）、性满意度
（３个条目）和性交疼痛情况（３个条目），共计６个方面２０个
条目。所有条目下均有５～６个选项，评分越高，性功能越好。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数据均符
合正态分布。计量结果使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并进行ｔ
检验；计数结果采用［ｎ（％）］表示，并进行 χ２检验。如果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静息和活动下ＶＡＳ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术后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静息和活
动下ＶＡＳ评分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后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的静息和活动下ＶＡＳ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状态 组别 例数 ２ｈ ６ｈ １２ｈ ２４ｈ ４８ｈ

静息 试验组 ５３ ２６８±０３６ ２４５±０５４ ３２６±０３６ ２５９±０２４ ２０９±０３６

对照组 ５３ ３６５±０２５ ３６９±０５４ ４２６±０５４ ３５９±０２１ ３０５±０２１

ｔ值 ５１４６ ５３２４ ５１６９ ５１８９ ５１１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活动 试验组 ５３ ２９８±０２４ ３０５±０５４ ５０９±０２９ ４３２±０２８ ２６８±０２８

对照组 ５３ ４０１±０５８ ４９８±０８４ ５８９±０３５ ５２４±０３９ ３９８±０３８

ｔ值 ５３６８ ５３９８ ５１６５ ５２６８ ５２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后４８ｈ的不良反应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术后４８ｈ恶心、呕吐发生率明显

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后４８ｈ不良反应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局麻药中毒 内脏损伤

试验组 ５３ ２（３８）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１９）

对照组 ５３ １０（１８９） ９（１７０） ２（３８） １（１９）

χ２值 ６２３５ ５９６８ １０２２ １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产后性功能评分
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产后２个月和４个月的性功能

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７个
月后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产妇产后的性健康问题是每位女性比较关注的问题，而分

娩方式对产妇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有所不同。临床上为了加快分

娩会采取一些手术，其中剖宫产是比较常见的手术，手术过程

的麻醉处理可以使产妇快速生产，同时也会影响手术后镇痛效

果与性生活质量。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在不同手术

中具有较好的镇痛效果［９１２］，但是关于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

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的手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尚未见相关

报道，剖宫产术后均会影响到患者的性功能，因此布托啡诺复

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的性生活质量也会起到一定

作用。

右美托咪定作用于脑和脊髓的α２ＡＲ，抑制神经元放电，从
而起到一定的镇痛作用，同时存在明显的封顶效应，且还提高

了患者的痛阈和耐痛阈［１３１４］。当前，国内外有关布托啡诺的研

究主要针对于慢性疼痛治疗的情况［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

麻醉方式实施后，术后 ２、６、１２、２４、４８ｈ静息和活动下 ＶＡＳ评
分，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的镇痛效果比较好，而且发

生不良反应也明显少于常规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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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产后不同时间的性功能评分（分，珋ｘ±ｓ）

指标　 时间
试验组

（ｎ＝５３）
对照组

（ｎ＝５３）
ｔ值 Ｐ值

性欲程度

（３～１５分）
２个月 ４２８±０３６ ４９９±０３８ ４４１９ ＜００５

４个月 ５２２±０２５ ５４５±０３２ ６０２１ ＜００５

７个月 ６７１±０３９ ６７２±０３８ ０１９５ ＞００５

性唤起

（１～２０分）
２个月 ４１１±０２１ ４７７±０３２ ８３３０ ＜００５

４个月 ５２１±０３１ ５８７±０３４ ５２４８ ＜００５

７个月 ５９９±０３５ ６０１±０２６ ０４８８ ＞００５

阴道润滑情况

（０～１５分）
２个月 ３１２±０２５ ３４８±０２２ ５４９２ ＜００５

４个月 ４１１±０２３ ４５４±０３２ ５５９９ ＜００５

７个月 ４９８±０２５ ４９９±０２９ ０２７８ ＞００５

性高潮情况

（０２０分）
２个月 ３７８±０３３ ４１５±０１９ ４３２９ ＜００５

４个月 ４７７±０３２ ５１１±０２１ ４４４３ ＜００５

７个月 ５７０±０２４ ５７１±０２３ ０３２０ ＞００５

性满意度

（２～２０分）
２个月 ４５６±０３２ ４９８±０２１ ５６６４ ＜００５

４个月 ５４５±０２５ ５９８±０２２ ７９１８ ＜００５

７个月 ６０２±０２１ ６０３±０２４ ０３３３ ＞００５

性交疼痛情况

（０～２０分）
２个月 ４４５±０３２ ４９９±０２１ ６９９７ ＜００５

４个月 ５４９±０２５ ５９９±０１５ ８２３０ ＜００５

７个月 ６０１±０１２ ６０２±０２４ ０３９６ ＞００５

总分

（６～１１０分）
２个月 ２２６±２９ ２７９±１６ ７０１０ ＜００５

４个月 ２９３±２４ ３１５±３５ ３５１０ ＜００５

７个月 ３５４±３７ ３５９±３４ １０５８ ＞００５

性功能评价中主要包括性欲程度、性唤起、阴道润滑情况、

性高潮情况、性满意度和性交疼痛情况［４，１５１６］，从这几个方面对

产妇产后几个月的随访观察可以判断产妇的性功能状况，通过

问卷随访可以统计不同分娩产妇产后的性功能情况。性功能

的好坏影响到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因此通过评价患者手术后的

性功能评分，可以更好地评价和观察产妇的性生活质量。有关

研究结果显示［１７］，顺产、剖宫产产妇的性功能评分高于会阴侧

切的产妇，性功能在６个月内基本恢复。但是，关于布托啡诺复
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的性生活质量的研究尚未见

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

产患者术后的性功能评分，两组患者在２个月和４个月时存在
明显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而７个月后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因此，采用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对剖宫产患者进行麻醉后

会影响患者的性生活质量，７个月内将会基本恢复正常性生活
质量。

综上所述，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可

以缓解术后镇痛，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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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疗不孕不育患者的临床
疗效
文海燕　姜艳艳　缪丽琳
东莞市厚街医院妇产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９４５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在不孕不育患者中的治疗效果及应用。方法：收集东
莞市厚街医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２０例不孕不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研究组与对照组（各６０例）。研究组给予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治疗，对照组给予常规插管通液治疗，对两
组的临床治疗效果进行观察。结果：研究组患者术后输卵管疏通率为９１６７％，对照组患者术后输卵管疏通
率为８３３３％；研究组患者术后妊娠率为７３３３％，对照组患者术后妊娠率为４５００％，研究组显著优于对照
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临床中对于不育不孕患者实施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
疗具有较好的效果，疏通率高，对后期患者受孕率有极大的提高，值得临床中应用推广。

【关键词】　不孕不育；宫腔镜；输卵管插管通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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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８３．３３％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７３．３３％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４５００％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ａｔｅｏｆ
ｄｒｅｄｇ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ｏｒ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ｙｄｒｏｔｕｂａｔｉｏｎ

　　不孕不育是世界性难题，也是临床医师们关注的重点问
题，导致不孕不育的因素相对比较多，其中输卵管阻塞是诱发

不孕不育的一个重要原因［１］。临床中对于该病的治疗常常采

取输卵管通液治疗，这种治疗方法的操作时间周期比较长，且

患者的耐受力比较低［２３］。因此，临床中如何选择有效的治疗

方法治疗输卵管阻断而引起的不孕不育是临床医师们关注的

重点。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宫腔镜技术

得到临床中应用。因此，本次研究重点探讨宫腔镜下输卵管插

管通液在不孕不育治疗中的应用及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东莞市厚街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收治的１２０例不孕不育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且均经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知情同意，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与对

照组，各６０例。患者的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６岁，年龄（２６７４±
３１３）岁。原发性不孕５０例，继发性不孕７０例。病程时间范围
１年～１０年，时间（３６１±０４２）年。输卵管单侧不通畅４０例，
输卵管双侧不通畅８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时间以及疾病
类型与输卵管阻塞情况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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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常规的妇科检查，并排除其生殖道急性炎

症的影响，并准确的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且在月经结束第３天
到第７天进行实施手术。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输卵管通液治
疗，首先排空其膀胱，并采取膀胱截石位，置于窥阴器，之后将

子宫通液导管插入颈管。其中，２００ｍＬ美蓝液作为通液，按照
常规的方法进行疏通输卵管［４］。研究组给予宫腔镜下输卵管

插管通液治疗，患者麻醉之后取膀胱截石位，放置宫腔镜于宫

腔之后，并使用生理盐水进行膨宫处理。然后，使用宫腔镜进

行全面的检查患者宫腔的大小与形态，并密切的观察病情状

况。在宫腔镜的直视作用下导入子宫通液，在输卵管的开口位

置进行推注４００ｍＬ的美蓝液，之后将宫腔镜取出，并密切的对
宫颈内口与宫颈颈管进行检查，避免美蓝液感染内膜。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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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后进行Ｂ超的检查［５］。

表１　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对比

分组 例数 年龄（岁） 病程时间（年）
疾病类型

原发性不孕 继发性不孕

输卵管阻塞类型

输卵管单侧不通畅 输卵管双侧不通畅

研究组 ６０ ２６８８±３０９ ３５８±０３６ ２６ ３４ ２１ ３９

对照组 ６０ ２７１２±２８４ ３６７±０３１ ２４ ３６ １９ ４１

χ２／ｔ值 — ０１２８ ０５０４ ０２４７ ０５０６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输卵管通畅程度　主要是依据患者手术后输卵管通畅
情况进行评估［６７］，将其分为３个等级：①完全通畅：手术中注
入美蓝液无任何的阻力，且也无反流溢出的情况发生，术后检

查输卵管通畅；②部分通畅：手术中推注美蓝液存在一定的阻
力，或者出现部分溢出液的情况；③不通畅：手术中美蓝液推注
的过程中出现明显的阻力，或者明显的美蓝液溢出情况；输卵

管通畅率为完全通畅率＋部分通畅率％。
１３２　术后受孕情况　手术之后对患者进行１２个月的随访观
察，并在妊娠计划下进行观察受孕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临床数据均给予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计

量数据应用（珋ｘ±ｓ）表示，以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输卵管疏通率对比

经过两组数据分析，研究组患者术后输卵管疏通率为

９１６７％，对照组患者术后输卵管疏通率为８３３３％，研究组显
著高于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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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术患者后输卵管疏通率（％）比较

分组 例数 完全通畅 部分通畅 不通畅 疏通率（％）

研究组 ６０ ４２ １３ ５ ９１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８３３３

χ２值 － ７３０５

Ｐ值 － ＜００５

２２　术后妊娠率观察
经过数据分析对比，研究组患者术后妊娠率为７３３３％，对

照组患者术后妊娠率为４５００％，研究组显著优于对照组，组间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不孕不育是临床中常见的疾病，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发病

率，发病率达到３００％以上，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具有严重的影
响［８］。研究显示，受孕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生理过程，且受到

精子、卵子和子宫环境的影响［９］。其中，输卵管是作为受孕的

一个重要通道，为精子与卵子结合和疏松孕卵有着重要的作

用。因此，临床中任何原因导致的输卵管阻塞，均会引起不孕

不育［１０１１］。研究显示，输卵管不孕不育的治疗应以疏通输卵管

为主，并达到治疗的目的［１２］。传统的输卵管插管通液方法是治

疗不孕不育的重要方法，该方法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解除输卵

管阻塞或者粘连，但是总体的治疗周期时间比较长，且术后妊

娠率并不是很高［１３］。因此，临床中如何选择有效的治疗方法治

疗不孕不育在临床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表３　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妊娠情况（％）对比

分组 例数 妊娠 未妊娠 妊娠率（％）

研究组 ６０ ４４ １６ ７３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２７ ３３ ４５００

χ２值  １１４３８

Ｐ值  ＜００５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宫腔镜技术得到临床中广泛的

应用，尤其在女性不孕不育的治疗中得到应用，且效果显著。

研究显示，宫腔镜技术属于微创手术，且这种手术可以清晰的

观察子宫内部的情况，并进一步明确输卵管的位置，从而准确

的判断输卵管阻塞情况［１４１５］。故此，临床中应用宫腔镜下输卵

管插管通液治疗不孕不育有较好的效果，且众多研究也显示。

经过此次的临床研究分析，临床中对于不孕不育患者实施宫腔

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术后输

卵管通畅率和妊娠率。临床数据显示，临床中应用宫腔镜下输

卵管插管通液治疗后患者的输卵管疏通率达到９１６７％，而术
后妊娠率达到了７３３３％，两者均明显的高于常规插管通液治
疗的 ８３３３％和 ４５００％，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主要是由于宫腔镜的操作术野下，能够准备的判断病
变，从而针对性的处理和治疗。同时，宫腔镜手术的操作也相

对比较简单，且检查的费用也相对比较低，患者容易接受。研

究显示，宫腔镜下进行插管通液治疗，可以有效的避免检查视

野受阻的情况，能够全面的了解盆腔积液和子宫周围的积水情

况，从而更好的帮助术者进行操作，从而提高了输卵管的通畅

率［１６１７］。临床中其他的相关研究也显示，临床中对于不孕不育

患者实施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疗显著明显，在提高患者

妊娠率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１８］。

综上所述，临床中对于不孕不育患者给予宫腔镜下输卵管

插管通液治疗效果显著，在提高输卵管疏通率和术后妊娠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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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明显的优势，临床中的应用意义极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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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甘妙芳，刘建平，莫活敏．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疗不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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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项目（２０１２ＢＡＩ３２Ｂ０１）
【第一作者简介】黄俊（１９８５—），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１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性激素和生活
质量的影响
黄俊１　魏兆莲２　张岩１　唐锦莉３

１马鞍山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０
２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中心，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３马鞍山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性激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马鞍山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９６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案将９６
例患者分为腹腔镜组（６０例）与开腹组（３６例），腹腔镜组采取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开腹组采取开腹子宫
肌瘤剔除术，比较两组患者的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素（ＬＨ）以及生活质量。结果：术
前，两组的ＦＳＨ、Ｅ２、ＬＨ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术后１月的Ｅ２比术前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月时Ｅ２恢复至术前水平，ＦＳＨ、ＬＨ在术后１、３月均无显著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开腹组术后１、３月的ＦＳＨ比术前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高于同期腹
腔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开腹组术后１、３月的Ｅ２比术前显著降低，且低于同期腹腔镜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两组的ＳＦ３６总分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术后１、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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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ＳＦ３６总分比术前显著升高，且高于同期开腹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子
宫肌瘤剔除术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性激素水平及生活质量。

【关键词】　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性激素；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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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临床上常见的妇科良性肿瘤，该病好发于育
龄期妇女且发病形势日益严峻，据统计，子宫肌瘤的发病率高

达５０％［１］。目前手术是子宫肌瘤最彻底的治疗方式，由于子

宫及卵巢均参与了机体的多种调节，因此应寻找创伤轻、影响

小的手术方式以便促进机体的快速康复［２］。开腹手术是切除

子宫肌瘤的传统术式，该方法不受肿瘤大小、部位及数量的限

制，但手术创伤大，对机体影响显著，不利于患者的术后康

复［３］。近年来，随着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子宫肌瘤剔

除术在临床上的应用日益广泛，它具有创伤轻、恢复快等显

著优势［４］。本次研究对子宫肌瘤患者采用腹腔镜子宫肌瘤

剔除术，并与传统开腹手术进行对比分析，效果满意，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马鞍山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９６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要求如下：纳入标准：
肌瘤数目少于６个，符合手术指征，即具备以下特征之一：①子
宫肌瘤的体积大，子宫超过孕１０周大小，或单个肌瘤的直径超
过６ｃｍ；②子宫肌瘤的体积虽不大，但出现症状，如月经量增多、
贫血等；③因子宫肌瘤影响生育；④子宫肌瘤生长迅速，不能排
除有恶变的可能；⑤子宫肌瘤不能和卵巢肿瘤分辨开的；⑥绝

经后子宫肌瘤不缩小反而增大，或者新发现子宫肌瘤者；意识清

晰可正常交流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恶性肿瘤；

既往接受过放疗或化疗；近６个月内有激素服用史；伴有免疫系
统疾病及心血管系统疾病。根据治疗方案将９６例患者分为腹
腔镜组（６０例）与开腹组（３６例）。腹腔镜组年龄范围２７岁 ～
４８岁，年龄（３３２５±７０１）岁；肌瘤数目１个～６个；肌瘤直径范
围３７３ｃｍ～１１３６ｃｍ，直径（６５２±２３０）ｃｍ。开腹组中年龄范
围２７岁～４９岁，年龄（３２６３±６９３）岁；肌瘤数目１个 ～６个；
肌瘤直径范围３６９ｃｍ～１１２５ｃｍ，直径（６３４±１８７）ｃｍ。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肌瘤数目、肌瘤直径等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均衡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腹腔镜组采取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首先进行常规抗感

染、麻醉，然后建立ＣＯ２气腹，通过三孔法完成腹腔镜与其他辅
助器械的置入，通过腹腔镜观察病灶状况，然后对病灶进行有

效剔除，最后进行电凝止血、冲洗、缝合等其他后期处理。

开腹组采取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首先进行常规抗感染、

麻醉，然后于下腹正中作切口，探查病灶状况，阻断血供后对病

灶进行有效剔除，最后进行关腹等其他后期处理。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于术前、术后１、３月采集两组患者的肘静脉血，分离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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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后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
雌二醇（Ｅ２）和促黄体素（ＬＨ）。

分别于术前、术后１、３月评估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工
具采用ＳＦ３６量表［５］，该量表包括躯体功能、躯体职能、躯体疼

痛、一般健康状况、精力、社交功能、情感职能以及精神健康共８
个维度，总分１００分，分数越高代表生活质量越好。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珋ｘ±ｓ）
表示，组间及组内比较分别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与配对 ｔ检验，
Ｐ＜００５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性激素比较

术前，两组的ＦＳＨ、Ｅ２、ＬＨ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００５）；腹腔镜组术后１月的Ｅ２比术前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月时Ｅ２恢复至术前水平，ＦＳＨ、ＬＨ在
术后１、３月均无显著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开
腹组术后１、３月的ＦＳＨ比术前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且高于同期腹腔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开腹组术后１、３月的Ｅ２比术前显著降低，且低于同期腹
腔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性激素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ＦＳＨ（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ＬＨ（Ｕ／Ｌ）

腹腔镜组 ６０ 术前 １８１７±１７４ ２７７３７±１３６０ １７８７±１４８

术后１月 ２０１２±１８６ｂ ２６２５８±１０２６ａｂ １８４８±１５２

术后３月 ２１４４±１９２ｂ ２７２５８±１２５８ｂ １８７３±１５０

开腹组　 ３６ 术前 １８３６±１７７ ２７７３４±１１５２ １７８５±１３９

术后１月 ２７４６±２０６ａ ２３１６９±１３２６ａ ２０３４±１６７

术后３月 ２８７１±２１１ａ ２３０３７±１０７８ａ ２１９６±１７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期开腹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生活质量比较
术前，两组的ＳＦ３６总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术

后１、３月的ＳＦ３６总分比术前显著升高，且高于同期开腹组，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开腹组术后３月Ｆ３６总分较术前显
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ＳＦ３６总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１月 术后３月

腹腔镜组 ６０ ５１４７±８７４ ６１７８±１１４７ａｂ ７２７０±１１８２ａｂ

开腹组　 ３６ ５１５８±８６０ ５５３２±８１７　 ６３４３±１１２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同期开腹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子宫肌瘤的发病趋势不断上升，相关数据显示，子

宫肌瘤的发病率约为５０％，３５岁以上妇女患子宫肌瘤的比例约
为２５％，它已成为临床上最常见的妇科良性肿瘤之一［１，６］。子

宫肌瘤早期通常无明显临床症状，但随着肌瘤体积增大、数量

增加，患者可能出现白带增多、下腹胀痛等症状，对于符合手术

指征的患者，建议及时进行手术切除以便达到最为彻底的治疗

效果［７］。子宫是卵巢的靶器官，子宫手术对卵巢性激素的分泌

与调节具有一定影响［８］；子宫还是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子宫

手术可能对患者术后的性生活、性特征等造成不良影响，进而

降低生活质量［９］。因此，探寻适宜的手术方式对于改善子宫肌

瘤患者术后性激素水平及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卵巢是女性的生殖腺，具有重要的内分泌调节功能，ＦＳＨ、
ＬＨ是由垂体分泌的促性腺激素，其血清水平能够有效反映卵
巢功能，当卵巢功能衰退时卵巢内雌激素减少分泌进而削弱对

垂体的负反馈作用，使得ＦＳＨ、ＬＨ明显升高，卵巢内卵泡数量减
少又可降低Ｅ２水平

［１，１０］。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组术后１
月的Ｅ２比术前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３月时Ｅ２恢复至术前水平，而ＦＳＨ、ＬＨ均无显著变化，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开腹组术后１、３月的 ＦＳＨ比术前显著升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高于同期腹腔镜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开腹组术后１、３月的 Ｅ２比术前
显著降低，且低于同期腹腔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以上结果说明，腹腔镜组术后性激素水平波动不大，而
开腹组术后ＦＳＨ升高、Ｅ２降低，卵巢功能有所下降。分析原因，
可能因为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创伤轻，有效减少了手术创

伤引起的机体不良反应，子宫及其邻近组织得以及时修复，内

分泌快速恢复平衡，进而改善性激素水平［１１１２］。

近年来，随着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医学治疗的
目的不再局限于延长生命、提高存活率，还明确提出了改善生活

质量的重要性［１３１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腹腔镜组术后１、３月的
ＳＦ３６总分比术前显著升高，且高于同期开腹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提示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相比，腹腔镜子宫
肌瘤剔除术能够更有效的改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分析原因，主

要在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创伤大，手术时间、术后胃肠功能

恢复时间及住院时间均较长，不利于患者的快速康复，而腹腔镜

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创伤轻、恢复快，对患者的生理及心理均有积

极影响，因此其改善生活质量的效果更显著［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可显著改善患者性激素

水平及生活质量，建议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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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通讯作者】常子倩（１９８２—），女，主管药师，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ｎｇｚｉｑｉａｎ＿＠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米非司酮、甲氨蝶呤用于宫外孕保守治疗中的疗效
及对患者 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的影响
吕琼琼１　肖慧１　王婷１　张菊１　常子倩１Δ　徐佳２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药学部，北京 １０００８８
２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郑州 ４５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结合临床经验，探讨米非司酮、甲氨蝶呤用于宫外孕保守治疗中的疗效及对患者 β
ＨＣＧ、ＣＡ１２５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收治的９８
例宫外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患者（４９例）和对照组患者（４９例），对照组患者单纯给予甲氨
蝶呤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米非司酮进行联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疗效，并对患者βＨＣＧ
水平恢复正常时间、ＣＡ１２５水平、住院时间进行比较。观察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情况，并观察两组患者包
快消失时间和腹痛消失时间。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３８８％）和对照组患者（８７７６％）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血 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与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观察组患者低于对照组患者；包快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方面，观察组患者均少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米非司酮、甲氨蝶呤用于宫外孕保守治疗中的疗效
显著，加速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减少患者不良反应，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米非司酮；甲氨蝶呤；宫外孕；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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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ｉｆｅ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βＨＣＧ 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ＹＵＱｉｏｎｇｑｉｏｎｇ１，ＸＩＡＯＨｕｉ１，ＷＡＮＧＴ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Ｊｕ１，ＣＨＡＮＧ
Ｚｉｑｉａｎ１Δ，ＸＵＪｉａ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ＴｈｅＲｏｃｋｅｔＦｏｒ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８，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Ｚｈｅｎｇ
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４５００１４，Ｈｅ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ｉｆｅ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
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βＨＣＧ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Ｒｏｃｋｅｔ
Ｆｏｒ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ｍｙｆｒｏｍ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９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９ｃａｓｅ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ｈｉｌｅｏｎｓｕｃｈ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ｆ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βＨＣＧ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ＣＡ１２５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ｍａｓｓａｎｄ
ｐａｉｎ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９３８８％）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７．７６％）ｗａｓ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
ｏｆβＨＣＧ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ｍａｓｓａｎｄ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ｈｉｃｈ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βＨＣＧｌｅｖｅｌ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

　　宫外孕主要是指受精卵的着床部位在子宫体腔以外，主要包
括输卵管、腹腔、卵巢等部位，其中以输卵管最为常见［１］。异位妊娠

早期症状不明显，患者往往就诊不及时，从而导致生命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２］。近年来，随着腹腔镜和多普勒超声技术的不断发展，宫

外孕的早期诊断率不断提高，其治疗方法也不断改善，本研究通过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总医院收治的９８例宫外孕患者各项数据
的观察和比较来探讨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的治疗疗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火
箭军总医院收治的宫外孕患者９８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患者均为异位妊娠症状，伴有停经、阴道出血、腹痛等；②血
清βＨＣＧ水平＞５００ＩＵ／Ｌ；③经过Ｂ超检查见包块直径 ＜４ｃｍ；
④停经时间不超过６０ｄ；⑤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签订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患者有严重心、脑、肺疾病或肝肾功能不
全；②患者对米非司酮或甲氨蝶呤过敏；③患者有禁忌症。将
这９８位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患者（４９例）和对照组患者（４９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３６岁，年龄（２４１６±３２９）岁，
停经时间（４７１２±６１９）ｄ；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５岁，年
龄（２３９１±３４７）岁；停经时间（４８５３±５９３）ｄ。观察组患者和
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甲氨蝶呤（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６５１８）进行肌肉注射，０４ｍｇ／ｋｇ，１次／ｄ，１４ｄ
为一疗程。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米非司酮（华润紫竹药

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６３３）进行联合治疗，７５ｍｇ／
ｄ，１次／ｄ。治疗结束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疗效，并对患者 β
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ＣＡ１２５水平、住院时间进行比较。观
察两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情况，并观察两组患者包快消失时间

和腹痛消失时间。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痊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血清βＨＣＧ水平转为阴性，包块

消失；显效：经过 Ｂ超检查，盆腔包块缩小 ＞７０％，血清 βＨＣＧ
水平＜１０００ＩＵ／Ｌ；有效：临床症状有所缓解，盆腔包块可见缩小；
无效：患者临床症状无改善或恶化，盆腔包块增大，血清 βＨＣＧ
水平无变化或升高。总有效率＝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于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 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两组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

两组均经过 １个疗程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３８８％）与对照组患者（８７７６％）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宫外孕患者近期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９ ２７（５５１） １３（２６５３） ６（１２２４） ３（６１２） ９３８８ａ

对照组 ４９ ２０（４０８２） １５（３０６１） ８（１６３３） ６（１２２４） ８７７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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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血 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
ＣＡ１２５水平与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血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与住院时间均少
于对照组患者，ＣＡ１２５水平恢复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６１２％，低于对照组患者
２４４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与住院时间
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血βＨＣＧ水平恢复
正常时间（ｄ）

ＣＡ１２５水平
（Ｕ／ｍＬ）

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４９ １４０６±２６１ａ ２０１９±３２７ａ １９３７±２８７ａ

对照组 ４９ ２１１８±３７６ ４６８３±５１６ ２５９１±４１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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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痛 皮疹 白细胞下降 口腔溃疡 不良反应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９ １ １ ０ ０ １ ６１２ａ

对照组 ４９ ４ ３ ２ ２ １ ２４４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包块消失时间和腹痛消失时间比
观察组患者包快消失时间、腹痛消失时间均少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包块消失时间和腹痛消失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包快消失时间（ｄ） 腹痛消失时间（ｄ）

观察组 ４９ １３０４±２３３ａ ７６１±１０５ａ

对照组 ４９ ２２１９±４６２ １５０３±２８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宫外孕作为妇产科常见疾病，通常会出现严重的出血，如

控制不及时可以造成出血性休克，严重的会导致死亡，严重威

胁女性患者健康和生命安全。近年来，宫外孕的发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且发病呈年轻化趋势，受到大众的普遍关注［３６］。传

统的治疗方式为采用氨甲喋呤进行单一治疗，其疗效值得肯

定，氨甲喋呤属于抗代谢类抗肿瘤药物，可以抑制 ＤＮＡ生物合
成，阻碍胚胎滋养分裂，导致胚胎死亡，使用氨甲喋呤进行肌肉

注射安全性高，操作简便，可以安全有效治疗异位妊娠［７９］。但

是，相关研究指出［１０１１］，甲氨蝶呤治疗异位妊娠效果较为缓慢，

患者包块消失时间和临床症状缓解时间较长，而且，甲氨蝶呤

作为抗肿瘤药物，其在抗癌表现上具有较多不良反应，如肝功

能受损、消化道反应等。近年来，许多研究证明［１２］，米非司酮对

于治疗异位妊娠疗效显著，米非司酮属于一种新型抗孕激素，

对孕激素起到阻碍作用，其通过作用于子宫内膜，跟内源性孕

酮竞争性结合受体，发挥抗孕酮作用，促进绒毛细胞组织变性，

使促黄体生成激素减少，可以有效抑制丘脑垂体性腺轴，加快
异位妊娠包块的萎缩速度，从而促进胚胎死亡［１３］。米非司酮和

氨甲喋呤具有协同作用，两者联合用药可以互补增效，起到缩

短起效时间，提高治疗效果的作用。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３８８％）高于
对照组患者（８７７６％），表明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疗效比单
纯应用甲氨蝶呤要好，观察组患者血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时间

与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患者，ＣＡ１２５水平恢复更好，表明米非
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可以加速血 βＨＣＧ浓度降低，使 ＣＡ１２５水
平快速恢复正常，缩短患者住院时间。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表明米非司酮的加入可以减少患者发生

不良反应的概率，其不良反应比单纯应用甲氨蝶呤少，观察组

患者包快消失时间和腹痛消失时间均少于对照组患者，表明米

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可以更好缓解患者包块情况，改善患者腹

痛情况，此结果与尔晓璐［１４］、刘辛妍［１５］等相关研究具有一

致性。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保守治疗宫外孕的疗效

显著［１６１７］，在加速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ＣＡ１２５水平恢复方面
效果更为显著，能够减少包块消失时间和腹痛消失时间［１８］，还

能够减少患者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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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囊支撑与宫内节育器预防再次宫腔粘连效果的
对比
詹丽丽　杨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术后放置球囊支撑和宫内节育器在预防宫腔粘连再次发生
中的疗效对比。方法：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妇科收治的６１例（中度 ３７
例、重度２４例）在宫腔镜下诊断为宫腔粘连并成功行宫腔粘连分离术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分别
为放置宫内节育器（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组和球囊支架组，术后均给予戊酸雌二醇辅助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
后再次发生宫腔粘连的情况。结果：中度宫腔粘连的患者，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重度宫腔粘连
患者，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中度宫腔粘连患者术后放置球囊组与术后放置节育器组相
比，再粘连发生率相对较低，效果相对更好。同时，两组重度宫腔粘连患者比较，差异甚微，效果欠佳。

【关键词】　宫腔粘连；宫内节育器；球囊支撑；宫腔粘连分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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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ｃｅｖ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 ｂａｌｌｏｏｎ；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

　　宫腔粘连（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ＩＵＡ）又称 Ａｓｈｅｒｍａｎ综合 症，是继子宫内膜基底层损害的子宫肌层和（或）宫颈管的部分

或全部闭合［１］。有关研究表明，９３％的宫腔粘连是由于流产后
的宫腔操作引起的［２］。根据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提出的宫

腔粘连临床诊疗中国专家共识，依据粘连范围、粘连性质、输卵

管开口状态等相关临床指标，将宫腔粘连分为轻度、中度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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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粘连，并指出宫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术仍然是治疗宫腔粘连

的标准手术方式［３］。如今，宫腔粘连主要是通过宫腔镜进行宫

腔粘连分离术，且术后辅助给予激素替代治疗（雌激素），但是

术后复发率仍然高达６２５％［４］。对于手术后如何预防宫腔粘

连的再发生尚缺乏统一的见解。本实验主要针对宫腔粘连分

离术后，分析球囊支撑和放置宫内节育器在预防宫腔再次粘连

发生的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患者均为２０１６年１月到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
院行宫腔镜检查确定为中度和重度宫腔粘连并行宫腔镜宫腔

粘连分离术，无其他内分泌疾病和合并症。纳入研究的患者年

龄范围２０岁 ～４０岁之间，年龄（２８４±３９）岁。患者在年龄、
既往流产次数、清宫次数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所有患者入组前均被告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①符合宫腔粘连的诊断标准；②患者有一项或

者多项临床症状；③患者年龄范围在２０岁～４０岁之间；且有生
育要求；④有随访条件者。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的子宫发育畸形：如始基子宫等；②
合并引起闭经的内分泌异常，如多囊卵巢综合症等；③单纯的
宫颈管黏连；④下丘脑及垂体性或子宫内膜结核造成的闭
经者。

根据２０１５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提出的分期标准，将病
人分为中度和重度粘连。将中度和重度宫腔粘连病人分别设

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对照组为术后放置宫腔宫内节育器 ＋口服
戊酸雌二醇；研究组为术后行球囊支撑＋口服戊酸雌二醇；

研究组：Ａ组：中度宫腔粘连ＴＣＲＡ术后放置球囊＋口服戊
酸雌二醇组（１７例）；Ｂ组：重度宫腔粘连 ＴＣＲＡ术后放置球囊
＋口服戊酸雌二醇组（１０例）。
对照组：Ｃ组：中度宫腔粘连ＴＣＲＡ术后放置宫内节育器＋

口服戊酸雌二醇组（２０例）；Ｄ组：重度宫腔粘连 ＴＣＲＡ术后放
置宫内节育器＋口服戊酸雌二醇组（１４例）。
１２　方法

手术时机为患者月经干净后３～７ｄ，闭经患者手术时机不
受限制，所有患者均有手术指证，无手术禁忌症。术前常规行

阴道准备，术前１２ｈ阴道后穹隆放置米索前列醇（华润紫竹药
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６８）４００ｍｇ软化宫颈。患者在
静脉麻醉下行宫腔镜检查＋宫腔粘连分离术，尽可能恢复宫腔
正常形态和双侧输卵管开口可见。

１３　术后处理及随访
放置球囊的研究组患者术后７ｄ取出球囊，术后口服戊酸雌

二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３０００９）４ｍｇ／ｄ，并于术后３个月再次行宫腔镜检查；其中放
置的球囊为Ｆｏｌｅｙ导尿管。放置宫内节育器的对照组患者，术
后口服戊酸雌二醇 ４ｍｇ／ｄ，并于术后３个月宫腔镜取出节育器；
其中宫内节育器为圆环。再次行宫腔镜检查时，评估宫腔粘连

的再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的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总体来说，在宫腔粘连患者中，研
究组放置球囊支撑的预防再次粘连的总体效果好于对照组放

置宫内节育器。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恢复正常
再粘连情况　

轻度粘连 中度粘连 重度粘连

Ａ＋Ｂ组 ２７ ２３ ３ １ ０

Ｃ＋Ｄ组 ３４ １７ １０ ６ １

χ２值 ８２５３

Ｐ值 ０００４

２２　两组中度粘连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的
比较

　　在中度宫腔粘连患者中，研究组放置球囊支撑的预防再次
粘连的总体效果好于对照组放置宫内节育器，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中度粘连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恢复正常
再粘连情况

轻度粘连 中度粘连 重度粘连

Ａ组 １７ １６ １ ０ ０

Ｃ组 ２０ １１ ６ ３ ０

χ２值 ７１３０

Ｐ值 ００１０

２３　两组重度粘连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的
比较

　　在重度宫腔粘连患者中，研究组放置球囊支撑的预防再次
粘连的总体效果与对照组放置宫内节育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重度粘连患者实施预防再粘连术后宫腔恢复情况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恢复正常
再粘连情况　

轻度粘连 中度粘连 重度粘连

Ｂ组 １０ ６ ２ ２ ０

Ｄ组 １４ ６ ４ ３ １

χ２值 ０６８６

Ｐ值 ０６８０

#

　讨论
宫腔粘连是严重困扰女性身心健康的一种常见疾病，且治

疗效果较差。多次人工流产、刮宫所致的宫腔粘连发生率高达

２５％～３０％［５］。目前，宫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术是治疗宫腔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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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的最有效的手段。宫腔粘连分离术后的宫腔为新鲜创面，非

常容易再次发生粘连。如何预防术后宫腔粘连的再次发生呢？

目前，宫腔粘连术预防再粘连的方法通常是放置球囊支撑［６］和

宫内节育器［７］，宫腔内注射透明质［８］和羊膜移植［９］。宫内节育

器（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Ｕ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宫腔创面贴
附，减少再粘连发生，但是ＩＵＤ为宫腔异物，可以引起过度的炎
症发生、异常出血、宫腔感染、嵌顿和子宫穿孔等风险［１０］。球囊

支撑置入宫腔后能够阻隔创面和子宫肌壁之间相互贴服，同时

可以引流宫腔内出血、炎性渗出液，减少感染机会，进而降低再

粘连率；但是，球囊支撑无法完全与宫腔适宜，且若对球囊内注

液量过多，可以造成宫腔内压力过高，造成内膜缺血坏死，影响

内膜再修复［１１１２］。究竟哪种治疗方案效果较好，不同的学者有

不同的见解。ＸｉａｏＮａＬｉｎ等［７］的研究发现，宫腔粘连术后放置

球囊预防再粘连发生的效果与放置避孕环相似，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而ＬｉｎＸ等［１２］在对１０７位妇女宫腔粘连分离术后再
粘连效果的对比中发现，宫腔粘连术后放置球囊和避孕环的再

粘连的发生率明显低于宫腔内放置透明质酸钠，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而术后放置球囊预防再粘连发生的效果优于放置避孕

环的效果。杨志永等［１３］的研究中发现，大剂量雌激素联合防黏

连透明质酸钠凝胶和球囊法可以明显改善中重度宫腔黏连的

愈合，且优于其他联合治疗方案。

本研究主要选取了手术确诊的中度及重度宫腔粘连患者，并

采取随机对照方法，将其随机分为两组，分别于术后放置ＩＵＤ和
球囊支撑。总体效果上，放置球囊防粘连效果优于避孕环。放置

球囊组中约有８６４％的患者宫腔恢复正常，且再次发生粘连的
程度较轻，未发现有重度宫腔粘连的发生，预后较好。而对于避

孕环组患者，术后复查发现约有５０％的患者宫腔恢复正常，有１
例患者术后发生了重度宫腔粘连。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中

度宫腔粘连组和重度宫腔粘连组患者中，２种预防宫腔粘连再次
发生的效果有所不同，具有一定的差异。在中度宫腔粘连患者

中，放置球囊预防再粘连的效果较好，基本上有９３％的患者术后
放置球囊支撑恢复了正常的宫腔形态，且未发生中度和重度的宫

腔粘连，预防宫腔粘连的效果比较令人满意；在重度宫腔粘连患

者中，２种方法预防粘连再发生的效果均不理想，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有关文献表明，在一些重度宫腔粘连的患者
中，子宫内膜基底层受到了不可逆的损坏，子宫内膜和腺体的再

生功能非常差，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比较差［１４］，所以治疗效果不

甚理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宫腔放置球囊的重度

粘连患者中，再发重度粘连发生率为０％；而避孕环组患者再次
发生重度粘连的概率为７２％。这似乎表明，重度宫腔粘连患者
术后放置球囊支撑，再次发生重度粘连的机率相对较低。通过本

实验的数据得出结论：对于中度宫腔粘连患者来说，放置宫腔支

撑预防再粘连的效果相对较好；但是在重度粘连中，放置球囊支

撑和宫内节育器两者预防粘连再次发生的效果无明显差异。放

置宫腔支撑虽然效果相对较好，是否会增加宫腔感染机率呢？尉

敏玲等［１５］的研究发现，球囊支架在宫腔内放置１周的时间相对
安全，与放置避孕环相比，并不增加临床感染风险。

综上所述，术后防止宫腔球囊支撑和宫内节育器的确在一定

程度可以阻止宫腔粘连的复发。如何改善其妊娠结局将是后续

研究的目标。从本研究结果可见，对于中度宫腔粘连患者而言，

术后放置球囊效果优于放置宫内节育器；但是，对于重度宫腔粘

连患者来说，效果均不是很理想。小样本研究与大样本研究相

比，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效果，称为小样本效应［１６］。因为本实验

为小样本研究，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我们将会继续进行大

样本的研究验证这一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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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７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７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基金项目】衡水市科学技术局不同麻醉时机对会阴部疼痛及撕裂影响的临床研究（２０１７０１４０１３Ｃ２７）
【第一作者简介】徐小溪（１９６８—），女，副主任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探析无创接生加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在阴道自然
分娩初产妇中的临床意义
徐小溪　高运合　张志敏　康燕　刘俊国
河北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在阴道自然分娩初产妇中使用无创接生手术联合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的临床意
义。方法：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来河北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实行阴道自然分娩的初产妇３００
例，在抬头拨露后会阴侧切前给予浓度为２％ 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加切开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从中
选择符合条件的孕妇１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在常规接生的基础上，开展在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１
ｃｍ，用浓度为１％ 利多卡因施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给与适度保护接生。从中选择符合条件的孕妇
１５０例，作为观察组。比较两组孕产妇的会阴撕裂情况与程度状况、不同时间段的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与第
二产程时间与产后出血量。结果：观察组患者发生会阴撕裂机率为（８００％）明显比对照组患者的
（３１３３％）的低；观察组患者在 ｔ１、ｔ２、ｔ３时间段的 ＶＡＳ评分分别为（２３４±０６３）分、（２９１±０４２）分与
（１１２±０２２）分明显比对照组在ｔ１、ｔ２、ｔ３时间段的 ＶＡＳ评分（７９７±１８７）分、（８２３±１９４）分与（３９２±
２１８）分的低；观察组患者第二产程时间为（４３２７±４６６）ｍｉｎ明显比对照组患者（５６３４±６１１）ｍｉｎ的短；
观察组患者产后出血量（２３５２１±４２１１）ｍｌ明显比对照组（５１３７５±４１５６）ｍｌ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经比较数据后，在阴道自然分娩初产妇中应用无创接生加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能有效缓
解疼痛感、降低产后出血量与减少第二产程时间。住院时间短，产后恢复快，产妇能尽早的照顾婴儿，有利

于母乳喂养的成功，降低婴儿的喂养成本，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效果确切，对子宫收

缩、母体和胎儿无影响，同时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自然分娩；会阴侧切；阴道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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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ｎ

　　在自然分娩阶段中，孕产妇会发生阴道撕裂以及阴道侧切
两类较多见的损伤［１］。其中阴道撕裂主要为软产道受到伤害，

肛门与外生殖器官相连软组织受到损伤导致会阴部发生裂痕，

情节严重时，肛门也会受到影响［２］。现阶段，我国多数医院一

般会通过会阴侧切手术来防止阴道撕裂现象的发生，有效保护

孕妇的盆底肌肉［３］。据探究表明，我国初产妇会阴侧切机率已

达到９５％［４］。在实行阴道侧切中，即使尽可能避免会阴裂伤，

但因侧切位置比较特别，很容易导致患者伤口无法愈合或是引

发反复感染的现象，严重威胁着患者的健康［５］。目前为满足孕

产妇需求而发展出的无创接生手术更加重视于助产士与产妇

的相关配合，不再单纯利用人工干预对会阴部进行保护，充分

对会阴进行延展，避免发生受损事件［６］。在一定程度上，实行

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可以明显使会阴侧切率得以缓解［７］。本

文主要对在阴道自然分娩初产妇中使用无创接生手术联合会

阴部神经阻滞麻醉的临床意义进行探究，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

出最适宜的孕产妇阴道分娩措施，值得推广与应用。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来河北衡水市第二人民医
院产科实行阴道自然分娩的初产妇３００例，分娩时在抬头拨露
后会阴侧切前给予２％ 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加切开侧会阴
部神经阻滞麻醉。从中选择符合条件的孕妇１５０例，作为对照
组。对照组产妇的身高（１６２９３±０１６）ｃｍ，年龄（２８０１±
３３１）岁，体重（６０９８±１１５５）ｋｇ，孕周（３８０３±１０１）周。在
常规接生的基础上，开展在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１
ｃｍ，用１％ 利多卡因施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给与适度
保护接生。从中选择符合条件的孕妇１５０例，作为观察组。观
察组产妇的身高（１６１４５±０１７）ｃｍ，年龄（２７４５±３２２）岁，体
重（６２２３±１４２３）ｋｇ，孕周（３７４５±２４５）周。选择标准：孕妇
年龄２２周岁～２８周岁、足月、单胎、头位，头盆评分大于６分，
可以阴道分娩，进行会阴侧切术的初产妇。排除标准：排除高

年龄孕产妇以及经产妇；排除伴随有心脏疾症与糖尿病等其他

内科疾症并发症的孕产妇；排除存在妊娠并发症与其他并发疾

症。本次探究经河北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所批准，

入选患者已经获得其的知情与同意并签属相关知情同意书。

比较两组别之间的临床资料、疾症、年龄等并无明显的差异，在

临床上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开始在第二产程，产妇有明显的便意后，指导

患者正确利用腹压，然后通过助产士的一只手对胎儿胎头开始

分娩出头速度进行控制，即每次宫缩间歇阶段以小于１ｃｍ的速
度进行分娩，在胎头拨露后，会阴侧切前给予浓度为２％ 利多卡
因（国药准字 Ｈ１２０２１０００生产厂家天津金耀药业有限公司生
产）局部浸润麻醉加切开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

而观察组患者当其分娩过程进行第二产程，即宫口开全，

在无菌操作下，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１ｃｍ，用浓度
为１％ 利多卡因施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阻滞左侧时，
左手食指和中指伸入阴道触及坐骨棘及骶棘韧带，在坐骨结节

和肛门连线中点处，打０５ｃｍ皮丘，用专用神经麻醉穿刺针针
头向坐骨棘方向穿刺进针，到坐骨棘后方约１５ｃｍ时有落空感
后，抽无回血，注入浓度为 １％ 利多卡因 １０毫升，对侧同法
操作。

然后最后通过统计与分析探究后所得出的数据，分析出两

组孕产妇的会阴撕裂情况与程度状况、不同时间段的视觉模拟

评分（ＶＡＳ）与第二产程时间与产后出血量，进而探究出在阴道
自然分娩初产妇中使用无创接生手术联合会阴部神经阻滞麻

醉的临床意义。

１３　观察指标［８］

①孕产妇发生会阴撕裂率以及会阴撕裂程度　患者会阴
完整：孕产妇会阴的阴道粘膜与其皮肤不存在任何撕裂伤痕；

患者存在Ｉ度撕裂：产妇会阴的阴道粘膜与皮肤存在轻微性裂
伤，但肌肉层未受到损伤；患者存在ＩＩ度撕裂：患者会阴存在撕
裂伤，已经达至孕产妇的皮肤与会阴引导粘膜肌肉层与阴道后

壁粘膜；患者存在ＩＩＩ度撕裂：患者存在撕裂伤情况严重，患者裂
伤向下延展，使患者肛门外扩约肌肉断裂。②规定胎儿娩出时
间为ｔ１、规定缝合阴道时间为ｔ２以及规定孕产妇产后２ｈ为ｔ３，
其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为：０分，无疼痛感；其视觉模拟评分
（ＶＡＳ）为：１ｍ～３ｍ，轻程度疼痛；其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为：４ｍ
～６ｍ，中程度疼痛；其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为：７ｍ～１０ｍ，重度
疼痛。③第二产程时间与新生患儿的窒息机率。④孕产妇产
后发生并发症机率（主要包含有产后出血与会阴感染等）、住院

天数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通过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工具对数据进行统计与处理，应

用ｔ检验对计量资料进行处理，采用χ２检验对计数资料进行处
理，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孕产妇发生会阴撕裂情况与程度状况进行分析

观察组患者发生会阴撕裂机率（８００％）为明显比对照组
患者（３１３３％）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对孕产妇发生会阴撕裂情况与程度状况进行分析［ｎ（％）］

组别 例数 Ｉ度撕裂 ＩＩ度撕裂 ＩＩＩ度撕裂 合计

观察组 １５０ ９（６００） ３（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

对照组 １５０ ２６（１７３３） １８（１２００） ３（２００） ４７（３１３３）

２２　对孕产妇不同时间段的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进行分析
观察组患者在ｔ１、ｔ２、ｔ３时间段的 ＶＡＳ评分分别为（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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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３）分、（２９１±０４２）分与（１１２±０２２）分，明显比对照组在
ｔ１、ｔ２、ｔ３时间段的 ＶＡＳ评分（７９７±１８７）分、（８２３±１９４）分
与（３９２±２１８）分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对孕产妇不同时间段的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进行分析（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ｔ１ ｔ２ ｔ３

观察组 １５０ ２３４±０６３ ２９１±０４２ １１２±０２２

对照组 １５０ ７９７±１８７ ８２３±１９４ ３９２±２１８

２２　对孕产妇第二产程时间与产后出血量进行分析
观察组患者第二产程时间为（４３２７±４６６）ｍｉｎ明显比对

照组患者（５６３４±６１１）ｍｉｎ短，观察组患者产后出血量
（２３５２１±４２１１）ｍｌ明显比对照组（５１３７５±４１５６）ｍｌ低，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对孕产妇第二产程时间与产后出血量进行分析（珋ｘ±ｓ，ｍｉｎ，ｍｌ）

组别 例数 第二产程时间 产后２４小时内出血量

观察组 １５０ ４３２７±４６６ ２３５２１±４２１１

对照组 １５０ ５６３４±６１１ ５１３７５±４１５６

#

　讨论
现阶段，我国孕产妇对经阴道自然分娩的需求逐年增加，

因此，相关学者应当关注于如何有效提高患者阴道分娩的质量

并可及时采取有效预防措施［８］。在产科中，孕产妇发生会阴撕

裂在分娩过程中属于较为多见的伤害之一，多发于初产妇中，

主要形成原因一般为初产妇的盆底组织结构相对较紧，患者会

阴部需要充分保持扩张状态才可以确保其胎儿可以顺利得以

分娩出来［９１０］。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患者腹腔内存在的压力逐次

增加，与此同时胎儿的胎头在分娩途中会冲击会阴部，如果患

者的会阴部并未得到充分性扩张，则容易使患者会阴部发生撕

裂伤，进而引发产后会阴部感染、出血或是疼痛感，情节严重则

会使产妇的肛门括约肌肉引发不良影响，进而造成患者排便进

程不能顺利完成［１１１２］。而进行会阴侧切手术时尽量避免患者

会阴部发生撕裂伤，但是其本身所带来的会阴感染及疼痛等问

题无疑也给孕妇的身心健康带来一定威胁［１３］。经探究表明，在

一定程度上，使用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可以有效降低会阴裂伤机

率［１４］。该麻醉措施主要对会阴组织结构进行局部性麻醉，进而

有利于缓解孕妇的疼痛感以及会阴部紧张状况，与此同时使患

者局部肌肉得以松弛，最后可以对会阴撕裂起到一定程度上的

预防作用［１５１６］。当然，在预防患者会阴受损当中，助产技术也

最为主要，无创伤性接生技术，助产士帮助产妇与其充分交流

与沟通，与此同时指导孕妇正确吸气与呼气，进而降低患者的

恐惧感，尽可能帮助患者顺应其身体变化，进而降低会阴部的

受损程度［１７１８］。经探究表明，观察组患者发生会阴撕裂机率

（８００％）为明显比对照组患者的（３１３３％）的低，观察组患者
在ｔ１、ｔ２、ｔ３时间段的 ＶＡＳ评分分别为（２３４±０６３）分、（２９１
±０４２）分与（１１２±０２２）分，明显比对照组在ｔ１、ｔ２、ｔ３时间段
的ＶＡＳ评分（７９７±１８７）分、（８２３±１９４）分与（３９２±２１８）

分低，观察组患者第二产程时间为（４３２７±４６６）ｍｉｎ，明显比
对照组患者（５６３４±６１１）ｍｉｎ短，观察组患者产后出血量
（２３５２１±４２１１）ｍｌ明显比对照组（５１３７５±４１５６）ｍｌ低，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数据提示了无创伤性接生技术结
合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可以有效降低会阴部发生撕裂伤的机

率、可以明显降低产妇第二产程时间并且可以有效提高产妇分

娩后的临床结果。这是由于合适的麻醉时机，不只可以帮助患

者降低疼痛感，并且减少患者住院时间，减少住院所产生的相

关经费，孕产妇在生产后恢复也较快，可以使孕产妇能够尽快

照顾其婴儿，帮助孕妇成功进行母乳的喂养，降低喂养婴幼儿

的相关成本，降低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１９］。

经相关学者探究，观察到阴道扩张法与双侧阴部神经阻滞

相结合共同使用可以明显降低会阴撕裂机率与会阴侧切机率，

在临床上，患者会阴部受损主要因为患者胎儿在胎头分娩或是

胎肩部分娩时，因产妇腹部用力程度不正确或是因剧烈疼痛导

致患者会阴部肌肉异常紧张，而无创伤性接生手术则可以充分

缓解患者紧张的心理，有效减少发生不恰当与突然用力情况的

发生，顺应孕妇自身会阴部肌肉的松弛紧张变化情况。除此之

外，患者阴部神经阻滞麻醉能够最大程度上松弛会阴局部肌

肉，有利于伸展患者阴道口，将胎儿顺利分娩出来。据研究观

察到患者第二产程时间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增加母婴的发病机

率，容易引发产后产妇的感染率、出血与胎儿颅内血肿以及胎

儿宫内窘迫等不利于母婴健康的事件。

综上所述，具有较强烈性的疼痛感往往是因为疼痛所导致

患者阴部肌肉异常紧张而收缩，不利于孕产妇的自然分娩。在

孕妇使用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后，可以明显缓解孕产妇的疼痛

感，保障盆底组织结构充分松弛，提高患者阴道的延展性。无

创接生手术可以满足孕产妇各种自身不同变化所需的要求，最

大程度上降低会阴发生撕裂伤机率，降低生产后产妇发生并发

症机率，降低患者住院总时间与首次下床活动时间，值得临床

上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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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用于治疗子宫
腺肌症已经取得明显疗效。它既可以通过调节ＨＰＯ轴以使机体达到低雌激素状态而缩小萎缩病灶，还可以
通过直接与病灶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受体（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ＧｎＲＨＲ）结合，减少炎症
反应和血管生成来抑制细胞的增殖。除了传统的给药方案之外，有关研究推荐有针对性地术前给药、反减

疗法和长间隔给药方案。ＧｎＲＨａ联合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ｔｈｅｌｅｖｏｎ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ｌ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ＬＮＧ
ＩＵＳ）作为一种较新的治疗方案，其治疗效果也得到一定的证实。但是，ＧｎＲＨａ在腺肌症中的作用机制仍然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其具体的给药方案也应当个性化处理。

【关键词】　子宫腺肌症；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机制；给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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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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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ｏｎｏｒｇｅｓｔｒｅｌ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ｙｓｔｅｍ（ＬＮＧＩＵＳ）ｈａｓｂｅｅｎ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ａｓａｎｅｗ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ｐｌａ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
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ＲＨａｉｎ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ｒｅｍａｉｎｓ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ｄｏｓｉ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ｏｓａｇｅｒｅｇｉｍｅｎ

　　子宫腺肌症（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ＡＭ）是子宫内膜腺体及间质侵入
子宫肌层形成弥漫或局限性的病变。此病多发于３０岁 ～５０岁

的妇女，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其发病率在５％ ～７０％之间［１］，且

经产妇多见。其病因学尚未明确，可能与多种因素相关，其中多

次妊娠和分娩、人工流产、慢性子宫内膜炎等造成子宫内膜损伤，

与本病的发病密切相关。主要症状为经量过多、经期延长、逐渐

加重的进行性痛经。治疗药物有孕激素、ＣＯＣｓ、雄激素衍生物、
抗血管生成类药物及ＧｎＲＨａ，但均无法有效根治。ＧｎＲＨａ作为
子宫腺肌症的二线治疗方式，已被广泛用于临床治疗中，它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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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轻患者月经过多、腺肌症相关性痛经及改善患者的妊

娠率。

ＧｎＲＨａ是人工合成的十肽类化合物，最初由 Ｓｈａｌｌｙ等于
１９７１年从猪下丘脑分离合成，１９８９年在美国上市。其作用与体
内的ＧｎＲＨ相同，但是由于其改变了ＧｎＲＨ第６位和第１０位的
氨基酸，它对 ＧｎＲＨ受体的亲和力比天然 ＧｎＲＨ高 ５０～１００
倍［２］，且半衰期长，稳定性好；ＧｎＲＨａ首次给药初期，会引起约持
续７ｄ的“点火效应（ｆｌａｒｅｕｐ）”，即促进垂体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进
而卵巢激素分泌水平增加；在给药１０ｄ～１５ｄ后，由于垂体受体的
脱敏，使ＦＳＨ和ＬＨ水平下降，导致卵巢激素水平明显下降，出现
暂时性闭经。停药后垂体功能完全恢复，具有正常月经周期的女

性停药后卵巢功能的恢复约需６周。ＧｎＲＨａ主要通过肾脏代谢
排出体外，但对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无太明显的影响，因此不需

要调整剂量；同时，大量临床实践表明应用此药物过程中未发现

药物蓄积现象［３］。除了调节ＨＰＯ轴之外，ＧｎＲＨａ还可以通过直
接作用于病灶ＧｎＲＨＲ引起一系列生物效应来达到治疗目的。
!

　
&'()*

治疗子宫腺肌的其他机制

ＧｎＲＨＲ有Ⅰ型和Ⅱ型２种类型，除了分布于下丘脑垂体
轴外，还存在于子宫、卵巢、胎盘、乳腺、肿瘤组织和免疫系统

中，且在其中作为重要的自分泌或旁分泌调节因子［４］；同时，

ＧｎＲＨａ还用于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治疗中。Ｍｏｒｉｍｏｔｏ等［５］报

道，ＧｎＲＨ和 ＧｎＲＨＲ在生育年龄的女性整个月经周期的子宫
内膜上均有表达。因此，ＧｎＲＨａ可以通过自分泌或者旁分泌形
式直接作用于靶组织，来治疗子宫腺肌症。

已有大量证据表明，ＧｎＲＨａ可以通过减少炎症反应和血管
生成来抑制细胞的增殖且增加其凋亡率。有关研究发现，Ｇｎ
ＲＨａ治疗组（含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子
宫腺肌症和子宫肌瘤的患者）子宫内膜及病损的 Ｋｉ６７指数显
著低于未行ＧｎＲＨａ组，虽然不能排除由于 ＧｎＲＨａ引起的低雌
激素状态而影响Ｋｉ６７指数的变化，但是其试管内细胞增殖研
究验证了ＧｎＲＨａ对于病灶的直接抗增殖效应［６］。

一项关于ＧｎＲＨａ作用机制的研究发现，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腺肌症和子宫肌瘤患者ＧｎＲＨａ治疗组中ＣＤ６８（＋）ＭФ的
渗透和ＶＷＦ（＋）微血管的密度比非治疗组明显降低［７］，故推

测ＧｎＲＨａ可以减少巨噬细胞的形成和降低微血管的密度。同
时，ＧｎＲＨａ也能够增加促凋亡蛋白 Ｂａｘ和 ＦａｓＬ的表达，减少抗
凋亡蛋白 Ｂｃｌ２的表达；醋酸亮丙瑞林则能够抑制 ＶＥＧＦＡ、ＩＬ
１β和ＭＫ（中期因子）在正常子宫内膜细胞培养基中的分泌，而
这些因子参与血管的生成［８９］。此外，ＧｎＲＨａ与 ＧｎＲＨＲ结合
后也可以抑制在位内膜细胞和正常细胞 ＶＥＧＦ的分泌，对子宫
内膜细胞发挥直接的作用，达到降调节子宫内膜血管生成活性

和抑制子宫内膜异位生长的药效，且其抑制作用呈剂量依赖

性［１０］。ＨＳＰ７０在子宫腺肌症患者的病灶过度表达，而 ＧｎＲＨａ
可以通过抑制组织 ＨＳＰ７０蛋白的表达来减少炎症反应［１１］，这

可能进一步解释了腺肌症患者行 ＧｎＲＨａ治疗能够缓解痛经和
提高妊娠率的原因。除此之外，ＧｎＲＨａ可以通过促进体内达到
低雌激素状态而减少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的表达［１２］，这也会进一步

影响体内雌激素的合成。

"

　
&'()*

的剂型和种类

临床常用的ＧｎＲＨａ的种类有：亮丙瑞林、戈舍瑞林、布舍瑞
林、普曲瑞林、达菲林等，亮丙瑞林是最早上市的产品。给药路

径有经鼻内、皮下、肌肉内，其中长效肌肉类的给药途径最为常

用，每月或每３个月注射一次［１３］。可以术前给药缩小瘤体体

积，也可以术后给药进行维持性治疗。给药剂量和间隔时间不

一，一般为３７５ｍｇ／次，间隔２８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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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给药方式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１１］等认为，子宫腺肌症患者在使用 ＧｎＲＨａ治疗后
处于低雌激素状态，可以缩小病灶。一项关于子宫腺肌病术前

使用ＧｎＲＨａ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１４］表明：术前使用 ＧｎＲＨａ治
疗组（２～３个周期 ）的患者比对照组患者术中出血更少、穿透
宫腔比例更低、手术时长和术后腹腔引流时间更短、引流液的

量更少、手术前后血红蛋白和外周血白细胞含量差值均较低，

且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穿透宫腔的比率更低，这样

就降低了术后出现宫腔粘黏、再妊娠后胎盘异常或子宫破裂的

概率，故对于术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可以在术前进行ＧｎＲＨａ的
治疗，且术前使用ＧｎＲＨａ治疗能够减少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

Ａｋｉｒａ等研究了长期、低剂量醋酸布舍瑞林，也就是在１２位
之前接受过标准 ＧｎＲＨａ治疗的腺肌症患者中进行的反减疗
法［１５］。醋酸布舍瑞林鼻腔给药初始剂量为 ９００ｕｇ／ｄ，直到
ＣＡ１２５降至正常调整剂量至１５０～７５０ｕｇ／ｄ以将Ｅ２控制在２０～
５０ｐｇ／ｍｌ。在６个月的反减治疗中（布舍瑞林平均每天的剂量为
４３５ｕｇ），Ｅ２水平控制在（３６３４±１４３）ｐｇ／ｍｌ，慢性盆腔痛得到
持续改善，血管舒缩症状的严重性减少，骨质流失减少约（０９６
±０９）％。ＧｎＲＨａ反减治疗允许将血浆 Ｅ２维持在治疗窗水
平。因此，低剂量ＧｎＲＨａ可以作为子宫腺肌症长期疗效维持和
抑制不良反应的治疗方式。

有关报道称，在使用一剂量曲普瑞林长效抑制剂后，能够

抑制ＦＳＨ分泌长达３周至４周，而 ＬＨ、Ｅ２水平分别在８周、７
周至８周恢复正常［１６１７］。基于此理论，２项关于ＧｎＲＨａ延长用
药间隔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和腺肌症的ＲＣＴ实验表明［１８１９］：使

用长期间隔剂量长效曲普瑞林治疗方案（实验组患者均为６周
注射一次曲普瑞林，共４次；对照组患者均为４周注射一次，共
６次）的腺肌症或内异症的病人最后会呈现持续低雌激素状态，
这与使用传统治疗方案组的病人相似。而新的治疗方案会减

少治疗成本，可以在有血清生殖激素监测条件下推荐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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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作用及相关改善方式

ＧｎＲＨａ常见的副作用是与低雌激素血症相关的症状，包括
潮热、盗汗、睡眠障碍、阴道干燥、情绪不稳定和骨质丢失，其骨

质丢失明显大于自然绝经，每月丢失约１％［２０］。Ｆｅｄｅｌｅ等［２１］认

为，基于子宫腺肌病与内异症相同的激素依赖性特点，对内异

症有效的治疗方法也可以成为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方法。为了

减小ＧｎＲＨａ导致的副作用，用其他激素进行反向添加治疗已被
用于ＧｎＲＨａ的治疗期间中，改善绝经期症状、减少骨质流失的
同时，不会引起明显的病灶的复发或疼痛加重［２０，２２］。一般在停

药后需要２４个月才能恢复至基本骨质水平，但是接受反向添加
治疗的病人恢复更快［２３２４］。虽然反向添加治疗增加了接受Ｇｎ
ＲＨａ治疗的有内异症症状病人的耐受性和安全性，但是同时也
增加了治疗的费用［２５］。

对于开始反向添加疗法的时间未定，可以在开始使用 Ｇｎ
ＲＨ激动剂时、３个月后或出现症状时。２０１５年发布的《子宫内
膜异位症的诊治指南》［２６］推荐了３种反向添加方案，即雌孕激
素方案、单用孕激素方案和连续应用替勃龙，使雌二醇水平控

制在１４６～１８３ｐｍｏｌ／Ｌ（即４０～５０ｐｇ／ｍｌ）之间。此外，治疗剂量
应当个体化，有条件者可以监测雌激素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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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在不影响ＧｎＲＨａ治疗期间雌激素水平的情况下，可
以使用ＧｎＲＨａ联合黑升麻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绝经症状也可
以得到明显改善。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指
南》指出，３个月内的 ＧｎＲＨａ短期应用，只为缓解症状的需要，
也可以采用植物药。ＧｎＲＨａ对卵巢功能的抑制出现在第１针
注射后１个月左右，考虑到黑升麻药理学特性，建议从 ＧｎＲＨａ
第１针即开始使用莉芙敏，可以联合治疗３～６个月［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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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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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子宫腺肌症

ＧｎＲＨａ的用药时限不能超过 ６个月，停药 １年后容易复
发。因此，为了缓解疾病的复发，可以考虑继续使用其他药物

治疗，如口服避孕药和 ＬＮＧＩＵＳ。复方口服避孕药常为低剂量
高效孕激素和雌炔醇复合制剂；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

（ＬＮＧＩＵＳ），是一种长３２ｍｍ的 Ｔ型硅胶支架且含左炔诺孕酮
的宫内节育器。ＬＮＧＩＵＳ放入宫腔以后每天局部释放２０ｕｇ左
炔诺孕酮（可以持续释放５年），两者治疗腺肌症的作用机理有
相同之处，但是口服避孕药主要是全身给药，而 ＬＮＧＩＵＳ为局
部治疗，能够使局部孕激素水平显著增加。一项对比低剂量

ＣＯＣｓ和ＬＮＧＩＵＳ治疗腺肌症的ＲＣＴ［２８］显示：ＬＮＧＩＵＳ比ＣＯＣｓ
在减少腺肌症相关性月经量增多和痛经方面疗效更佳。已有

多项研究表明，ＧｎＲＨａ联合 ＬＮＧＩＵＳ治疗腺肌症的临床疗效
优于单独使用 ＬＮＧＩＵＳ。ＧｎＲＨａ在置入 ＬＮＧＩＵＳ前注射能够
有效缩小子宫体积，而 ＬＮＧＩＵＳ能够维持 ＧｎＲＨａ治疗后的子
宫体积［２９］。此外，联合治疗不良反应，如 ＬＮＧＩＵＳ引起的阴道
不规则出血、环的脱落等明显减少，同时 ＬＮＧＩＵＳ延续了 Ｇｎ
ＲＨａ疗效并克服了其所引起低雌激素血症［３０３１］。因此，ＧｎＲＨａ
联合ＬＮＧＩＵＳ可以作为治疗子宫腺肌症的一种可靠选择。
1

　
&'()*

与生育

多项研究表明，腺肌症患者在进行鲜胚或冻胚移植前行

ＧｎＲＨａ治疗能够明显提高其种植率、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和继
续妊娠率，根据病情可以实施３至６个周期的 ＧｎＲＨａ治疗，但
是并没有足够的数据比较和评价 ＣＯＣｓ与 ＧｎＲＨａ预处理的疗
效。此外，保守手术联合 ＧｎＲＨａ的治疗方式相对于单纯使用
ＧｎＲＨａ的治疗而言，其在提高患者妊娠率方面效果更佳，因此
对于腺肌症造成不孕而有生育要求的患者，也可以考虑选择保

守手术联合ＧｎＲＨａ治疗方式。
综上所述，ＧｎＲＨａ作为子宫腺肌症的二线治疗方式，除了

可以通过传统调节 ＨＰＯ轴外，还可以通过直接与病灶 ＧｎＲＨＲ
结合引起一系列生物效应来治疗子宫腺肌症。其给药的方式

多种多样，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而定。为了减轻患者因用药

引起的围绝经期症状，可以进行反向添加治疗或联合调节。

ＧｎＲＨａ联合ＬＮＧＩＵＳ治疗腺肌症优势较多，随着对 ＧｎＲＨａ研
究的深入，未来将会有更严格、多样化和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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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７１８）

【第一作者简介】黄伟媚（１９７５—），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内分泌及生殖医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
后行 ＩＶＦＥＴ治疗效果回顾性分析
黄伟媚１　黄卡立２

１贵港市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广西 贵港 ５３７１００
２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计生委生殖中心，南宁 ５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患者采取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 ＩＶＦＥＴ的
治疗效果。方法：选择贵港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收治的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患
者共９０个周期的临床资料。根据促排方案不同，分为超长方案组（６２周期）和长方案组（２８周期）。两组患
者注射不同剂量的达菲林进行超促排卵后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ＶＦＥＴ）。分别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达菲林（Ｇｎ）使用量、获卵数及卵裂数，统计患者妊娠和流产情
况以及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情况。结果：超长方案组患者的 Ｇｎ使用量（４５４０±１３３０ｍｇ）高于长方案组
（３１９０±１１８０ｍｇ），平均获卵数（８３４±３８５个）、卵裂数（６０２±２８３个）均低于长方案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超长方案组患者的妊娠率（４３５５％）高于长方案组（３５７１％），流产率（５６４５％）
低于长方案组（６４２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超长方案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明显高于长方案组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 ＩＶＦＥＴ可有效提高患者的
受孕率，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

【关键词】　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达菲林；超促排卵；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ＶＦＥＴａｆｔｅｒＤｉｐｈｅｒｅｌｉｎｅ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ｏｆ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ＨＵＡＮＧＷｅｉｍｅｉ１，ＨＵＡＮＧＫａｌｉ２．１．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ｅｎｔｅｒ，
Ｇｕｉｇａ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ｉｇａｎｇ５３７１００，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ｅｎｔｅｒ，ＧｕａｎｇｘｉＺｈｕａｎｇ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０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ａｆ
ｔｅｒＤｉｐｈｅｒｅｌｉｎｅ（Ｇｎ）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ｏｆ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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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０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１，２０１５ｔｏＡｐｒｉｌ１，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６２ｃｙｃｌｅｓ）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ｅｇｉ
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２８ｃｙｃｌｅｓ）．ＩＶＦＥＴ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ｆｔ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ｏｓｅｓｏｆＧｎｆｏｒｏ
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ｕｓａｇｅｏｆＧ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Ｇｎｕｓａｇｅ（４５４０±１３３０ｍｇ）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３１９０±１１８０ｍｇ）；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８３４±３８５），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６０２±２８３）ｉｎ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４３５５％）
ｏｆ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３５７１％），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５６４５％）
ｏｆ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６４２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ｌｏ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ＶＦＥＴａｆｔｅｒＤｉｐｈｅｒｅｌｉｎｅｕｌｔｒａｌｏｎｇｒｅｇｉｍｅｎｏｆ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ｅｎｏｍｙｏｓｉｓ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Ｄｉｐｈｅｒｅｌｉｎｅ（Ｇｎ）；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

　　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症在临床中属于一种常见的妇科类
疾病，严重威胁着有生育要求的女性生殖健康［１］。近年来，此

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发病趋势呈现年轻化［２］。相关文献提

出［３］，目前治疗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症最常见的临床手段为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
ＥＴ），但由于患者的子宫的胚胎受容性降低，其对妊娠的维持能
力下降，导致患者的体外受精成功率的下降和患者流产率的增

大。因此，ＩＶＦＥＴ联合达菲林超长方案成为临床研究的一个热
点。本文主要研究达菲林超长方案进行超促排卵后进行 ＩＶＦ
ＥＴ对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的治疗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贵港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４月１日
收治的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患者８０例（其中７１例１个周期，８
例２个周期，１例３个周期，共９０个周期）。患者年龄范围２２
岁～４１岁，年龄（２８３±２４）岁；不孕年限范围１年 ～１６年，年
限（４５±２７）年；血清基础（７２±２２）Ｕ／Ｌ。根据治疗方案不
同分为超长方案组（６２周期）和长方案组（２８周期）。所有研究
对象满足下述纳入标准：①试验组患者符合腺肌病的诊断标
准，并经盆腔ＭＲＩ检查及阴道超声的联合检查确诊为子宫腺肌
病合并不孕症；②对照组患者的子宫均正常；③所有患者均无
卵巢低反应的病史；④所有患者均对达菲林无强烈排斥反应。
排除标准：①所有患者均排除患有子宫畸形、子宫肌瘤或因男
方因素不孕者；②所有患者均排除肝肾功能异常者；③所有患
者均排除在进６月内有性激素治疗史者；④所有患者均排除对
体外受精有禁忌证的患者。所有的研究对象均已签署知情同

意书。且两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和平均血清基础等临床资

料的比较中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给予超长方案组促排卵联合ＩＶＦＥＴ进行治疗，具体措施步
骤如下：在月经来潮前的１ｄ～３ｄ对试验组患者进行皮下注射达
菲林３７５ｍｇ（生产企业：益普生法国生物技术公司，规格：
３７５ｍｇ／支，批准文号 Ｈ２０１３０８４２，生产批号：２０１４１２１８），间隔
２８ｄ后在注射一支，连续注射２支 ～３支，最后一次注射后２０ｄ
开始促排。再根据阴道超声检查的手段确定患者卵巢抑制情

况和子宫的体积缩小的程度，同时检测患者的血清基础 ＜３５Ｕ／
Ｌ，此外，每天对患者还要注射重组卵泡刺激素。给予长方案组
促排卵治疗，于前月经周期的黄体中期时，进行皮下注射达菲

林０１ｍｇ／ｄ，２周后通过超声检查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 ＜５ｍｍ，
血清黄体生成素＜ｍｌＵ／ｍｌ，雌二醇含量＜５０ｐｇ／ｍｌ时，开始注射
重组卵泡刺激素进行促排卵操作。在促排卵过程中，检测患者

卵泡生长情况，当２个及以上的卵泡生长大小 ＞１８ｍｍ时，在当
晚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２０００ＩＵ（生产企业：青州市鑫康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规格：２０００ＩＵ／瓶，生产批号：２０１２０５１２）。同时
３６ｈ后采取阴道Ｂ超检测进行取卵操作。所有患者的男方均采
取自慰法进行取精，且精子质量均符合ＩＶＦＥＴ要求。分别在受
精成功后的２４ｈ、４８ｈ或者７２ｈ内观察胚胎生长情况。对每位患
者进行２枚～３枚的胚胎移植，且在移植成功后，每日均给予患
者黄体支撑。

并对所有患者进行连续的孕期至分娩期的随访，以孕期中

患者的妊娠情况、流产情况及分娩期中的胎膜早破、早产情况、

妊娠高血压发生率，还有治疗后的不良反应等作为随访指标进

行统计和观察。

１３　妊娠情况评定标准
生化妊娠评定标准［４］：在胚胎移植成功后１４ｄ时用早早孕

试纸测试分别测试两组患者的晨尿，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结果

显示阳性。

临床妊娠评定标准［５］：在胚胎移植成功后４周 ～５周时通
过Ｂ超能查见患者的孕囊及检测到患者原始心管搏动。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达菲林（Ｇｎ）使用量、获卵数
及卵裂数，统计患者妊娠和流产情况以及两组患者的妊娠结

局，包括胎膜早破、早产率、妊娠高血压、妊娠贫血及低体重

儿等。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中所有观察及统计数据的处理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

统计软件，患者的达菲林（Ｇｎ）使用量、获卵数及受精数等数据
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来表示，采用ｔ检验，患者治疗后的妊
娠、流产及妊娠结局情况、患者的不良反应等计数资料则采用

χ２进行检验。当数据比较结果Ｐ＜００５，即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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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达菲林（Ｇｎ）使用量、平均获卵数及平均卵裂数
比较

　　超长方案组患者的Ｇｎ使用量（４５４０±１３３０ｍｇ）高于长方
案组（３１９０±１１８０ｍｇ），平均获卵数（８３４±３８５个）、卵裂数
（６０２±２８３个）均低于长方案组患者，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达菲林（Ｇｎ）使用量、平均获卵数及受精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周期

（个）

Ｇｎ使用量
（ｍｇ）

平均获卵数

（个）

平均卵裂数

（个）

超长方案组 ６２ ４５４０±１３３０ ８３４±３８５ ６０２±２８３

长方案组　 ２８ ３１９０±１１８０ １１２４±４８１ ８１４±３１７

ｔ值 　 ４６１１１ ３０５５７ ３１６８６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妊娠和流产情况的结果比较
超长方案组患者的妊娠率（４３５５％）高于长方案组

（３５７１％），流产率（５６４５％）低于长方案组（６４２９％），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妊娠和流产情况比较 ［例（％）］

组别 周期（个） 妊娠 流产

超长方案组 ６２ ２７（４３５５） ３５（５６４５）

长方案组　 ２８ １０（３５７１） １８（６４２９）

χ２值 ６６８０

Ｐ值 ００１０

２３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的比较分析
超长方案组患者的妊娠贫血２例低于长方案组患者，比较

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超长方案组患者的胎膜早破２例，早产
率５例，妊娠高血压３例，低体重儿６例，均低于长方案组患者，
且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的比较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的比较分析

在治疗过程中，超长方案组出现７例子宫出血，４例阴道
炎，１０例乳房胀痛，８例关节疼痛，４例肌肉痉挛，长方案组患者
出现８例子宫出血，５例阴道炎，１１例乳房胀痛，７例关节疼痛，
３例肌肉痉挛。试验组的不良率（４１２５％）与对照组（４２５％）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比较 ［例（％）］

组别 周期（个） 胎膜早破 早产率 妊娠高血压 妊娠贫血 低体重儿

超长方案组 ６２ ２（６２５） ５（１３７５） ３（６２５） ２（５００） ６（１６２５）

长方案组 ２８ ６（１６２５） １１（２７５０） ５（１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１０（２６２５）

χ２值 ７８９１６ １２８６２９ ４０３６５ ２０６１５ ８９４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４４５ ０１５１１ ０００２８

#

　讨论
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是一种常见的女性疾病，严重威胁着

女性的生殖健康。相关文献指出［６７］，腺肌病可引起子宫内膜
肌层交界处增生过度，通过前列腺素和一些炎症因子的作用，

增大子宫内膜肌层交界处的收缩频率，从而引起输卵管异常收
缩，严重影响精子的正常输送和胚胎的成功移植。同时，芳香

酶细胞色素Ｐ４５０在腺肌病患者的子宫内膜中过分表达，极易增
加局部合成的雌激素含量，导致雌、孕激素分泌失调，以及患者

子宫内膜组织的增生期转化分泌期过程异常，影响胚胎着

床［８］。此外，腺肌病患者体内的超氧化物歧化酶、氮氧化合物

合成酶和过氧化氢酶的表达水平上升显著，引起患者宫腔中的

氮氧化物、氢氧化物和一些自由基的大量聚集，对胚胎具有直

接或间接的毒害作用，因此子宫腺肌病容易引起不孕并增大流

产率［９］。

目前，大量的临床研究表示［１０１１］，达菲林，又名曲普瑞林，

一种合成的十肽化合物，是天然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的类似

物，属于一种高科技合成药物。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能够明显

地降低腺肌病病灶体积和患者的子宫体积，可显著提高临床妊

娠率，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大量文献表明［１２１３］，促性腺

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可有效抑制芳香酶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在腺肌

病患者的子宫内膜中的异常表达，降低腺肌病患者体内的超氧

化物歧化酶、氮氧化合物合成酶和过氧化氢酶的表达水平，以

及子宫内的炎症反应，从而提高患者受孕的成功率，降低患者

的流产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 ＩＶＦ
ＥＴ的治疗的患者在平均进行（４５４０±１３３０）ｍｇ的注射治疗
后，平均获卵数８３４±３８５个及卵裂数６０２±２８３个。可见，
达菲林超长方案可有效的促进患者的排卵数量，可有效提高患

者的受孕率。因为给患者连续注射达菲林，可以降低患者的ＬＨ
和ＦＳＨ的水平，进而降低血睾酮的水平直至去势说水平，可缓
解症状和体征。同时，注射达菲林还可以使其药效可以有效缩

小患者的腺肌病病灶大小，缩小子宫的体积，可为精子的成功

着床和胚胎的成功移植做好准备，由此提高患者的受孕率。在

本研究结果中还显示，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 ＩＶＦ
ＥＴ的治疗的患者在经过治疗后的临床妊娠率为４３５５％，流产
率为５６４５％，从数据来看，这种临床治疗手段已经了提高妊娠
率，降低流产率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得益于达菲林对腺

肌病灶的有效缩小。

此外，在本次的研究结果中还显示，本院８０例子宫腺肌病
合并不孕的患者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 ＩＶＦＥＴ治
疗后，胎膜早破２例，早产率５例，妊娠高血压３例，低体重儿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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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数据结果显示，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ＩＶＦＥＴ的治
疗方案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此结论与多篇文献所取

得的结果基本一致［１４１５］。这主要是由于达菲林的应用，影响患

者体内芳香酶细胞色素Ｐ４５０及氮氧化合物合成酶和过氧化氢
酶等的表达，降低炎症发生率，才得以改善患者的妊娠结

果［１６１７］。但由于达菲林的注射本身会产生子宫出血、阴道炎、

乳房胀痛、关节疼痛、肌肉痉挛等不良反应［１８］。腺肌病合并不

孕患者在治疗初期注射达菲林剂量较多，由此带来的不良反应

率略高于其他因素致不孕患者。因此，在给患者注射达菲林进

行治疗时，应注意剂量的选择。

综上所述，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ＩＶＦＥＴ的临
床治疗，可有效提高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患者的受孕率，有效

降低患者的流产率，有效改善不孕患者治疗后的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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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妊娠期梅毒治疗对妊娠不良结局以及婴儿
先天性梅毒的影响研究
郭莉１　钟慧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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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妊娠期梅毒治疗对妊娠不良结局以及婴儿先天性梅毒的影响。方法：将９６
例妊娠期梅毒患者按治疗时期的不同分为３组，每组３２例：早期组（＜１２周）、中期组（１２周～２７周）及晚期
组（≥２８周），对比３组患者在治疗之后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母婴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滴
度）、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及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阿氏评分（Ａｐｇａｒ评分）。结果：晚期组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较
早期、中期组更高；晚期组中ＲＰＲ滴度≥１：８的母体与婴儿比例均较早期、中期组更高；早期组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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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婴儿比例较中期、晚期明显更高，中期组较晚期组更高，早期组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４
分婴儿比例较中期、晚期明显更低，中期组较晚期组更低；晚期组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明显高于早期、中

期组，以上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妊娠期梅毒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可更有效改善妊娠
不良结局，同时降低婴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生概率。

【关键词】　 妊娠期；梅毒；妊娠不良结局；婴儿先天性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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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３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ｉｔｈ３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
ｏｕｐｇ（＜１２ｗｅｅｋｓ），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１２～２７ｗｅｅｋｓ）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２８ｗｅｅｋｓ）．Ｉｎｆａｎｔ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ｒａｔｅ，１ｍｉｎａｎｄ５ｍｉｎｏｆｔｈｅＡ’ｓｓｃｏｒｅ（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ａｎｔｒａｐｉｄｐｌａｓｍａｒｅａｃｔａｎｔｒｉｎｇｃａｒｄｔｅｓｔ（ＲＰＲｔｉ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ｓｏｆＲＰＲｔｉｔｅｒ≥ １：８ｏｆｂｏｔｈ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ｉｎｆａｎｔｓ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ａｎｄ
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ｍｉｎａｎｄ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 ７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ｅｓｅｉｎ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ｏｆ１ｍｉｎａｎｄ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４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ｉｎ
ｆａｎｔｓｉｎ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ａｓ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ａｒ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Ｐｏｏ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ｆａｎｔ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梅毒属于一种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疾病，其传播方式
主要为性传播，其次为胎盘血液传播［１］。梅毒的传染性较强、

病程长，且在临床表现极其复杂，其会突破胎盘屏障进行传播，

很可能会造成流产、早产以及死胎等妊娠结局，此外，还有可能

导致婴儿先天性梅毒，给母婴的生命健康带来严重威胁［２３］。

相关研究表明［４５］，在孕妇妊娠期间通过合理治疗可有效改善

不良妊娠结局并可降低婴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本研究对

９６例妊娠期梅毒患者在不同妊娠期实施治疗，效果满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在陕西省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治疗的９６例妊娠期梅毒患者选为研究对象，以治疗时期不同作
为分组标准分为三组，每组３２例：早期组（＜１２周）、中期组（１２
周～２７周）及晚期组（≥２８周）。早期组年龄范围２３岁～３５岁，
年龄（２７４３±２８２）岁；初产妇２０例，经产妇１２例；梅毒分期：潜
伏期２５例，Ｉ期５例，ＩＩ期２例。中期组年龄范围２４岁～３４岁，
年龄（２７２４±３１２）岁；初产妇１８例，经产妇１４例；梅毒分期：潜
伏期２６例，Ｉ期３例，ＩＩ期３例。晚期组年龄范围２４岁～３６岁，
年龄（２６８９±３０２）岁；初产妇１９例，经产妇１３例；梅毒分期：潜
伏期２６例，Ｉ期４例，ＩＩ期２例。３组患者在年龄、产次及梅毒分
期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存在可比性。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经 ＲＰＲ与 ＴＰＰＡ确诊为梅毒患者；②孕前未
接受过抗梅毒治疗患者；③单胎患者。排除标准：①伴有严重

心、肝功能障碍患者；②合并妊娠高血压患者；③合并妊娠糖尿
病患者。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后通过。

１３　诊断标准
１３１　妊娠期梅毒患者诊断标准　①患者或其配偶有过高危
性行为或有梅毒感染史，患者伴有早产、死胎及婴儿梅毒分娩

史；②患者梅毒血清学检测为阳性；③患者于妊娠期间表现出
一些梅毒症状与体征。

１３２　婴儿先天性梅毒诊断标准　①婴儿血清于高清显微镜
观察下可发现梅毒螺旋体；②婴儿梅毒血清学检测为阳性；③
婴儿表现出以下梅毒临床症状：肝脾肿大、水肿、肢体假性瘫痪

及皮肤黏膜损伤等。

１４　治疗方法
当患者被确诊为梅毒后，立即对患者采取合理的治疗措

施，具体措施如下：对患者臀部给予苄星青霉素（石药集团欧意

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７４３）肌肉注射，注射剂量为
２４０Ｕ，１次／周，３周为１个疗程。配偶也应一起接受治疗，且于
治疗期间禁止性生活，在治疗一个疗程过后采取 ＲＰＲ滴度试
验，若发现滴度由阴转阳或下降幅度低于２倍稀释度，需加１个
疗程治疗；当婴儿出生后，同样对婴儿采取ＲＰＲ滴度试验检测。
１５　观察指标

对比３组患者治疗后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母婴 ＲＰＲ滴
度、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及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６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数据，计数数据以百分率表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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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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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妊娠不良结局对比

晚期组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较早期、中期组更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妊娠不良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早产 死胎 流产 超低体重 总发生

早期组 ３２ １（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１３）　 ２（６２５）　 ４（１２５０）

中期组 ３２ １（３１３） ０（０００） ２（６２５）　 ２（６２５）　 ５（１５６３）

晚期组 ３２ ３（９３８） ０（０００） ５（１５６３） ４（１２５０） １２（３７５０）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早期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中
期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母婴ＲＰＲ滴度对比
晚期组中ＲＰＲ滴度≥１：８的母体与婴儿比例均较早期、中期

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母婴ＲＰＲ滴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母体

＜１：８ ≥１：８

婴儿

＜１：８ ≥１：８

早期组 ３２ ２６（８１２５） ６（１８７５） ２６（８１２５） ６（１８７５）

中期组 ３２ ２３（７１８８） ９（２８１３） ２５（７８１３） ７（２１８８）

晚期组 ３２ １５（４６８８）１７（５３１３）ａｂ１７（５３１３） １５（４６８８）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早期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中
期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Ａｐｇａｒ评分对比
早期组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婴儿比例较中期、晚

期明显更高，中期组较晚期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早期组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４分婴儿比例较中期、
晚期明显更低，中期组较晚期组更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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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ｍｉｎ

≥７ ４～６ ＜４

５ｍｉｎ

≥７ ４～６ ＜４

早期组 ３２ ２６（８１２５） ４（１２５０） ２（６２５） ２５（７８１３） ５（１５６３） ２（６２５）

中期组 ３２ １８（５６２５）ａ ６（１８７５） ８（２５００）ａ １７（５３１３）ａ ７（２１８８） ８（２５００）ａ

晚期组 ３２ １０（３１２５）ａｂ ５（１５６３） １７（５３１３）ａｂ ９（２８１３）ａｂ ７（２１８８） １６（５０００）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早期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中期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三组患者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对比
早、中、晚组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分别为 １８７５％（６／

３２）、２１８８％（７／３２）、４６８８％（１５／３２）；３组患者相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梅毒为一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性传播疾病，能侵犯患者皮肤

黏膜组织与其他器官，临床症状较为复杂多样，其中有部分患者

甚至无明显临床表现［６］。据相关研究表明：孕妇在妊娠８周前，
滋养层细胞具备着一定屏障能力，因此妊娠早期的胎儿相对不易

受到梅毒螺旋体的侵害与感染［７８］；而当妊娠达到１６周 ～２０周
后，梅毒螺旋体可经胎盘致使胎儿肝脏、脾脏及骨骼等部位病变，

甚至会导致死胎［９１０］。目前，临床对妊娠期梅毒的治疗意见尚未

统一，之前有部分临床医师认为，处理此情况的最佳解决方式为

终止妊娠，但在医学水平不断发展下，有很多学者认为终止妊娠

必须是患者坚持终止的，否则还是应采取积极的治疗来改善妊娠

结局，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１１］。

近年来，有大量研究指出，在不同妊娠期对梅毒患者进行科

学合理的治疗可对妊娠不良结局及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产生

不同影响［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晚期组妊娠不良结局发生率较

早期、中期组更高；晚期组中ＲＰＲ滴度≥１：８的母体与婴儿比例
均较早期、中期组更高；早期组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婴
儿比例较中期、晚期明显更高；晚期组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明

显高于早期、中期组。表明对妊娠期梅毒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可有

效控制梅毒的传播，降低了妊娠不良结局与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

率。原因为梅毒螺旋体对滋养层细胞具有极强破坏性，于整个妊

娠期都有可能穿过胎盘及脐静脉最终引发感染。若于妊娠早期

进行治疗则可对母体病情的发展进行有效控制，进而也降低了婴

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生概率［１３１４］；此外，早期治疗还有其他一些好

处，如可最大程度的避免子宫畸形、流产等妊娠不良结局［１５１６］。

上述结果中，妊娠期超过２８周的母婴ＲＰＲ滴度≥１：８较妊娠期
＜１２周与１２～２８周更高，表明ＲＰＲ滴度也是诊断对梅毒治疗疗
效的主要指标，因此在产妇分娩前对ＲＰＲ滴度进行持续监测也
是降低婴儿先天性梅毒发生率的主要原则［１７１８］；上述结果中还

提及治疗妊娠期少于１２周的梅毒患者１ｍｉｎ、５ｍｉ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
最佳，其次是１２周～２８周，超过２８周的评分最差，此结果提示于
妊娠早期进行治疗可有效改善婴儿预后。

综上所述，对妊娠期梅毒患者进行早期治疗可更有效改善妊

娠不良结局，同时降低婴儿先天性梅毒的发生概率。所以，加强孕

期梅毒筛查，及时治疗是对妊娠期梅毒患者治疗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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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ｃ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１５／１８，８３３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ｃｉｍｐｌａｎ
ｔ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１１／３２，３４３８％）．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ａｃｌｏｃ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
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ａｖｉｔｙ（１４／１８，７７７８％）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ｌｏｃａｔｅｄｂｅｌｏｗ（４／１４，２８５７％），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ｓ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
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先兆流产占妊娠总数的１０％～１５％，是妊娠常见并发症之
一，其病因主要与遗传、免疫功能母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有关。

准确判断先兆流产的预后并给予及时治疗是目前业内学者重

点关注的问题［１］。仅凭血清孕酮值来对先兆流产进行判定尚

未达到较高的准确率，而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更早在宫

内见到孕囊，并直观反映胚胎情况，有利于医者对胚胎周围血

流分布形态和阻力指数变化进行分析评价［２３］。本文回顾性分

析了经阴道超声对早孕期孕妇先兆流产的鉴别诊断价值，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本院进行检查治疗的
早孕期先兆流产孕妇５０例作为观察组，另选同期产检正常的早
期妊娠孕妇５０例作为对照组。观察组孕妇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６
岁，年龄（２７３０±１２１）岁；孕周范围 ４～１２周，孕周（６１３±
０４９）周；阴道出血时间范围３～７ｄ，出血时间（４１５±０５２）ｄ。
对照组孕妇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５岁，年龄（２７１８±１１９）岁；孕
周范围４～１２周，孕周（６０９±０５２）周。两组孕妇年龄、孕周等
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
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所有孕妇及家属均已知情同意

参加本研究，且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４５］：①所有孕妇均经早期临床确诊为宫内妊娠；
②所有孕妇均为初次单胎妊娠，孕周≤１２周；③观察组孕妇有
阴道少量不规则出血或伴下腹部及腰背部不适。排除标准：①
孕妇有肝肾功能、心脑血管功能严重异常；②有免疫系统缺陷
性疾病；③合并子宫畸形、子宫宫肌瘤、卵巢囊肿等。
１２　检查方案

所有孕妇入组后均在本院以彩色多普勒超声（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Ｕ２２）经阴道进行检查，探头频率：５０～９０ＭＨｚ，扇扩角度：
１２０°。患者检查前排空膀胱，取截石位。阴道探头以一次性避
孕套罩住并涂取适量耦合剂后缓慢置入，调整探头使其紧贴于

后穹隆，对子宫与两侧附件区行多层面扫查，观察孕妇孕囊、胚

芽大小、卵黄囊和心管搏动状况，并记录子宫动脉、子宫螺旋动

脉、黄体血流ＲＩ、ＰＩ值。阴道超声检查包括观察孕囊的着床位
置，记录孕囊着床位置距宫腔中点的最近距离；观察孕囊周围

有无不规则暗区，对不规则暗区进行测量，估算宫腔内出血量。

正常早期妊娠者超声孕囊的外形饱满，胎芽大小与孕周相符，

可见卵黄囊，原始心管或者胎心正常波动；早孕期先兆流产孕

妇则卵囊位置正常或者位于宫腔中下段，孕囊外形正常或者稍

欠规则，胎芽大小正常或略小，可见卵黄囊，原始心管或者胎心

正常波动。

１３　观察项目
孕妇于检查台取平卧位，确定胎位及胎儿腹侧面和肢体，

涂耦合剂于相应区域，听到脐动脉血流时在对应位置调整超声

探头的方向和角度，于胎儿肢体侧探测胎儿脐动脉血流，在取

得３～５个连续稳定标准波形后冻结图像，以内置软件自动计算
ＲＩ、ＰＩ值。观察比较两组孕妇子宫动脉、子宫螺旋动脉、黄体血
流值［脐动脉阻力指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Ｉ）和脉搏动指数（ｐｕｌ
ｓａ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Ｉ）］。此外，两组孕妇均于治疗前抽５ｍｌ肘静脉
血，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技术检测孕酮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治疗效果作为等级
资料进行秩和检验比较组间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早孕期先兆流产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结果

观察组 ５０例早孕期先兆流产孕妇中宫腔内出血 ３８例
（７６００％），其中，出血量≥１ｍｌ有 ２２例（５７８９％），出血量 ＜
１ｍｌ有１６例（４２１１％）；１２例（２４００％）产妇无宫腔内出血，其
中８例（６６６７％）超声像图提示正常；３２例（６４００％）产妇孕囊
着床位于宫腔中下段，其中有１８例（５６２５％）孕囊位于宫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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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１４例（４３７５％）孕囊位于宫腔中段以下；其余 １８例
（３６００％）孕囊着床位置正常。宫腔内出血继续妊娠者正常妊
娠率（１５／３８，３９４７％）明显低于无宫腔内出血者（１１／１２，
９１６７％）；出血量≥１ｍｌ者继续正常妊娠率（６／２２，２７２７％）低
于出血量＜１ｍｌ者（１２／１７，７０５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孕囊着床位置正常者继续正常妊娠率（１５／１８，
８３３３％）高于孕囊着床位置异常者（１１／３２，３４３８％），孕囊位
于宫腔中段者继续正常妊娠率（１４／１８，７７７８％）高于位于宫腔
中段以下者（４／１４，２８５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子宫动脉及子宫螺旋动脉血流值比较

观察组孕妇子宫动脉 ＲＩ值和 ＰＩ值均高于对照组孕妇，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子宫螺旋动脉 ＲＩ值
和ＰＩ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孕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子宫动脉及子宫螺旋动脉血流值（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子宫螺旋动脉

ＲＩ ＰＩ

子宫动脉

ＲＩ ＰＩ

观察组 ５０ ０５７±００４ ０７９±００１ ０８１±００５ １４６±００５

对照组 ５０ ０４７±００５ ０７４±００２ ０７９±００６ １４４±００６

ｔ值 １１０４３２ １５８１１４ １８１０７ １８１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７３２

２３　两组孕妇孕酮值及黄体血流ＲＩ、ＰＩ比较
观察组孕妇孕酮值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孕妇（Ｐ＜００５），

黄体血流ＲＩ、ＰＩ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其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孕酮值及黄体血流ＲＩ、ＰＩ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孕酮值（ｎｇ／ｍＬ） 黄体血流ＲＩ 黄体血流ＰＩ

观察组 ５０ ２３１３±５６７ ０５２±００５ ０８２±００４

对照组 ５０ ３０１２±２７９ ０４５±００６ ０７３±００７

ｔ值 ７８２１６ ６３３７５ ７８９３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先兆流产属于自然流产的一类，其病因主要与遗传、免疫

功能母体因素和环境因素等有关［６］。病理特征为胚胎绒毛与

底蜕膜分离和出血，已经分离的胚胎组织会引起子宫收缩被排

出。有关研究认为，宫腔内出血会导致流产风险增加，且出血

量的变化与妊娠结局息息相关，出血量的增加可能预示着不良

的妊娠结局［７］。阴道出血是流产的主要表现之一，早孕期也就

是孕１２周之前，孕妇发生阴道流血的原因较多，因此临床对胚
胎的情况较难进行准确的判断和处理，而超声检查则能够对胚

胎情况进行直观准确的分析判断［８９］。阴道超声作为一种检测

手段，能够较早地检查出孕妇宫腔内早期妊娠的孕囊、卵黄囊、

胚芽的情况、原始心管的搏动和孕囊着床位置。有关研究发

现，孕早期孕妇进行超声检测时，卵黄囊的平均直径 ＞５ｍｍ的
孕妇，其流产风险率是卵黄囊正常者的３倍，且孕妇妊娠期子宫
的血流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各血管的阻力值也会相应降

低［１０１１］。而早期妊娠期间孕妇的子宫动脉的阻力值低于同龄非

妊娠期女性。

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够提供胚胎在子宫内发育动态，且具有

较高的清晰度和分辨率，其良好稳定的性能可以为临床治疗提

供可靠的依据。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具有简单快速、准确安

全等优点，在早期妊娠的诊断上有着广泛的应用。对于超声诊

断早期流产，孕囊的有无及其位置所在能够对宫内妊娠进行确

认，孕囊内胎芽、卵黄囊、原始心管搏动的状态则可以证实胚胎

的存活［１２１３］。有关研究指出，孕早期阴道超声检查能够清晰反

映孕妇宫腔内的出血情况和孕囊的着床位置，对于部分早期先

兆流产的孕妇来说，可以通过修养和及时合理的治疗来继续正

常妊娠。因此，对于孕早期经超声提示有宫腔内出血或孕囊着

床位置偏低的孕妇，及时采取相应手段进行保胎治疗，非常有

利于孕妇及胎儿的健康［１４］。

对于正常妊娠的孕妇来说，可以通过降低相应血管外周阻

力来增加胎盘血流量，螺旋动脉在受精卵种植后逐渐转变为较

大的屈曲管腔，肌肉弹性管壁被类纤维样和纤维组织混合物质

所代替，孕早期母体的血液黏度也同时下降，使得血管壁更容

易扩张，阻力指数下降而利于胚胎的血流灌注［１５１６］。先兆流产

患者由于出血量多，底蜕膜下方会形成血肿而减少血流量，因

此阻力指数上升、ＲＩ增高。本研究中，先兆流产者的子宫动脉
ＲＩ值稍高于正常早期妊娠孕妇，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
是由于早期妊娠中子宫动脉学值的增加并不明显所致。子宫

螺旋动脉是子宫动脉的分支，早期妊娠会使子宫螺旋动脉的官

腔增加，其脉管阻力值则相应降低而利于胚胎发育。因此，子

宫螺旋动脉的阻力值能够间接地反映胚胎的发育情况［１７］。黄

体ＲＩ的改变与黄体的发育、退化及功能息息相关，妊娠黄体对
早期妊娠的维持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够通过分泌孕酮等激素

来维持胚胎的生长发育［１８］。孕酮的测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黄体的功能，但对于先兆流产的判断尚不充分，因此本研究

对黄体的血流也进行了分析。本研究中，观察组先兆流产孕妇

的子宫螺旋动脉ＲＩ值显著高于正常早期妊娠者，提示早孕期间
子宫螺旋动脉ＲＩ值的变化对于先兆流产的诊断具有特异性。
对于继续正常妊娠率来说，无宫腔内出血的孕妇继续正常妊娠

率显著高于宫腔内出血者，宫腔内出血量≥１ｍｌ的孕妇，其继续
正常妊娠率显著低于出血量 ＜１ｍｌ者；孕囊着床正常者妊娠率
显著高于异常者，孕囊位于宫腔中段者妊娠率则明显高于位于

宫腔中段以下者。因此，通过经阴道彩色多普勒彩色超声来观

察孕妇子宫螺旋动脉及黄体血流值变化、宫腔内出血情况及孕

囊着床位置，能够有效诊断早孕期先兆流产，并有益于孕妇的

预后评估，值得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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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夏蓉，王宏宇．血清 ＣＡ１２５和孕酮监测对早期妊娠先兆流产结局

的临床意义．广东医学，２０１６，３７（ｚ１）：５５５６．
［６］　纪诚，刘莹钰，李硕，等．产妇孕期先兆流产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

素分析．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７，２１（４）：６１７６１９．
［７］　黄剑磊，贺晓，吴静，等．孕酮、抑制素 Ａ及胎儿纤维连接蛋白在

先兆流产结局预测中的价值．中国临床医生杂志，２０１６，４４（８）：
８８９０．

［８］　ＪＡｂｏｏｔａｌｅｂＢｅｉｇｉ，ＡｒｅｚｏｏＥｓｍａｉｌｚａｄｅｈ，ＲｅｙｈａｎｅＰｉｒｊａｎｉ．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ｒｉｓｋｏｆｐｒｅｔｅｒｍｌａｂｏ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１７ａｌｐｈａ
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ａｐｒｏａｔｅ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Ｊ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６，１０（２）：１６２１６８．

［９］　夏书琴，马宏生，王维琴，等．联合检测血清βＨＣＧ、雌二醇、孕酮
及抗心磷脂抗体预测先兆流产妊娠结局．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５，
２２（３）：３２１３２３．

［１０］　康程．血清孕酮对于先兆流产患者保胎治疗的临床价值．中国临
床医生，２０１５，４３（２）：７９８０．

［１１］　ＹａｖｕｚＥｍｒｅ爦üｋüｒ，ＧｋｓｕＧ，ＯｓｍａｎＫｓ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ｂｃｈｏｒｉ
ｏｎｉｃ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

ｂｏｒｔｉｏｎ．ＪＴｕｒｋＧｅｒＧｙｎｅｃｏｌＡｓｓｏｃ，２０１４，１５（４）：２３９２４２．
［１２］　刘晓静．βｈＣＧ和孕酮在早孕、早期输卵管妊娠和早期先兆流产

诊断中的临床意义．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８）：１２１９１２２１．
［１３］　朱以军，童爱飞，余悦心，等．血清妊娠相关血浆蛋白Ａ检测在先

兆流产结局预测中的价值．浙江临床医学，２０１６，１８（４）：６６７６６８．
［１４］　ＦａｋｈｒｏｌｍｏｌｏｕｋＹａｓｓａｅｅ，ＲｅｚａＳｈｅｋａｒｒｉｚＦｏｕｍａｎｉ，ＳｈａｂｎａｍＡｆｓａｒｉ．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ｏｒｉｅｓｏｎ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Ｒｅｐｒｏ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２０１４，１５（３）：１４７１５１．

［１５］　刘晓静．固本养脏汤对慢性阻塞性肺病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
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８和肺通气功能的影响．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
２０１４，５２（ｚ１）：６１６２．

［１６］　ＣｌａｕｄｉａＤｉａｚＯｌａｖａｒｒｉｅｔａ，ＢｅｌａＧａｎａｔｒａ，ＡｎｎｉｋＳｏｒｈａｉｎｄｏ．Ｎｕｒｓｅｖｅｒ
ｓｕｓ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Ａｒａｎ
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ｎｏｎｉｎｆ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ｔｒｉａｌ．Ｂｕｌｌ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
２０１５，９３（４）：２４９２５８．

［１７］　王宝金，王新月，付喜玲，等．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子宫螺旋动脉
血流与早期先兆流产预后的关系．中国全科医学，２０１７，２０（９）：
１１３２１１３５．

［１８］　夏晓伟，吴梦琦，杨芳，等．彩色多普勒超声测定子宫内膜癌血流
动力学参数在子宫内膜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中国老年学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２）：４０９４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８）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２１１Ｃ１７６）
【第一作者简介】许鹏（１９７０—），男，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男性不育和男性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王玉杰（１９６２—），男，主任医师、教授、博士，Ｅｍａｉｌ：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８６＠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ＳＰ、
"

内啡肽表达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的相关性
研究
许鹏　斯坎达尔　王玉杰Δ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中心，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探讨Ｐ物质（ＳＰ）、
"

内啡肽表达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ＣＰＰＳ）的相关性。方法：选
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的ＣＰＰＳ患者８３例作为ＣＰＰＳ组，同时选取
健康志愿者８０例作为对照组，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和酶联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同时采

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表（ＮＩＨＣＰＳＩ）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结果：ＣＰＰＳ组血浆ＳＰ
水平为（１１０２３５±１０４２８）ｐｇ／ｍｌ，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

内啡肽水平为

（１６０４７±３９９２）ｐｇ／ｍｌ，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病情程度 ＣＰＰＳ患者血浆
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比较（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ＣＰＰＳ患者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ＳＰ水平分别为
（１３２９±６１２）分和（７５４３９±１１０２３）ｐｇ／ｍｌ，均较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

内啡肽

水平为（２０１２８±４００４）ｐｇ／ｍｌ，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血浆ＳＰ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呈正相关（ｒ＝０４３８，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

内啡肽水平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呈负相关（ｒ＝
－０４０１，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ＣＰＰＳ患者血浆ＳＰ明显升高，而

"

内啡肽明显降低，两者

可能在ＣＰＰＳ疾病发生发展中有一定作用。
【关键词】　Ｐ物质；

"

内啡肽；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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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ｎｄ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ＸＵＰｅｎｇ，
Ｓｉｋａｎｄａｅｒ，ＷＡＮＧＹｕｊｉｅΔ．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ｒｕｍｑｉ
８３００５４，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Ｐ（ＳＰ）ａｎｄ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ＰＰ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ＰＰ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ＰＰＳ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８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ｖｏｌ
ｕｎｔｅｅｒ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ａｎｄ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ａｄｉｏ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
ａｎｄ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ｄｅｘ（ＮＩＨＣＰＳ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ｉｎＣＰＰＳ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１１０２．３５±１０４．２８）ｐｇ／ｍ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ｌｅｖｅｌｏｆ
ＣＰＰＳ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６０４７±３９９２）ｐｇ／ｍ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ａｎｄ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ｌｅｖｅｒｏｆＣＰＰ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ＳＰｌｅｖｅｌｏｆＣＰＰ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１３２９±６１２）ａｎｄ
（７５４３９±１１０２３）ｐｇ／ｍｌ，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ｌｅｖｅｌ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２０１２８±４００４）ｐｇ／ｍｌ，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ｗａ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ｒ＝０４３８，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ｒ＝－０４０１，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ｌａｓｍａＳ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ＰＰ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ｈｉｌｅ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ｏｔｈｐｌａｙａ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ＣＰＰＳｄｉｓｅａｓ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Ｐ（ＳＰ）；
"

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ＰＰ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ｄｅｘ（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ＰＰＳ）
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其发病率较高，患者的主要临床

症状多为骨盆疼痛、不同程度排尿和性功能障碍等，严重影响

人们的生活质量［１２］。ＣＰＰＳ的病因较为复杂，临床表现也无特
异性，目前临床上也没有统一的治疗标准，导致治疗效果并不

理想，而探讨分析 ＣＰＰＳ的发病机制对于制定治疗方案和提高
治疗效果有着重要的意义［３４］。目前有多项研究表明［５］，ＣＰＰＳ
的发病机制可能与脊髓节段的继发性病变有关，其可导致支配

前列腺的神经传导通路和调控机制发生异常，而 β内啡肽、血
浆ｐ物质（ＳＰ）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６］。为

了进一步探讨ＳＰ、
"

内啡肽表达与 ＣＰＰＳ的相关性，本研究对新
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ＣＰＰＳ患者和健康志愿者的血浆 ＳＰ
和

"

内啡肽水平进行了检测分析，旨在为临床治疗 ＣＰＰＳ提供一
定的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治疗的 ＣＰＰＳ患者８３例（ＣＰＰＳ组），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表（ＮＩＨＣＰＳＩ）［７］对ＣＰＰＳ组患者病
情进行评估，该量表对患者疼痛或不适症状、排尿症状、症状的

影响、生活质量等４个方面进行评价，总分数越高，患者病情越
严重，其中轻度（≤１４分）２４例、中度（１５分～２９分）３６例、重度
（≥３０分）２３例。同时选取健康志愿者 ８０例作为对照组。
ＣＰＰＳ组患者年龄（３２１０±９１１）岁，体重指数（２２１５±２８１）
ｋｇ／ｍ２，受教育年限（１１１７±１７３）年；对照组患者年龄（３１８５
±８２４）岁，体重指数（２１９８±１８４）ｋｇ／ｍ２，受教育年限（１０８９
±１８０）年。两组受试者年龄、体重指数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排除标准和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①诊断符合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３发行的《中国

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中的 ＣＰＰＳ诊断标准［８］；②病程 ＞３个
月；③研究经我院伦理会批准，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
准：①有良性前列腺增生或肛门直肠疾病者或尿道下裂者；②
有睾丸附睾疾病及精索静脉曲张者；③其他疾病引起的身体疼
痛者；④有认知功能障碍等精神疾病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因ＣＰＰＳ的病因较为复杂，且目前临床无统一的治疗标准，
所以本次研究采用全面的综合性治疗。主要包括：①药物治
疗：α受体阻滞剂如盐酸坦索罗辛胶囊可改善下尿路症状和疼
痛，植物制剂如前列安栓可止痛利尿，非甾体抗炎药如阿司匹

林和氟喹诺酮等可以消炎止痛。②物理治疗：主要是对盆腔部
位按摩，可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症状，１次 ～２次／周。③心理治
疗：给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使其认识到心理因素对疾病的

影响，树立患者对疾病治疗的信心。指导患者通过注意力转移

来降低心理不利因素，教育伴侣对患者多给予关注和鼓励。④
生活干预：叮嘱患者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作息时间要规

范，早睡早起；改掉不良爱好，不酗酒嗜烟；合理饮食，少吃辛辣

油腻食物；讲究卫生，保持会阴部卫生，勤洗内衣裤；和谐性生

活，忌纵欲过度和戒欲。

１４　血浆ＳＰ和β内啡肽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前后采集空腹静脉血约５ｍＬ，加入肝素

抗凝后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后，取上清液采用放射免疫法
测定血浆ＳＰ水平，放射免疫试剂盒由上海微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具体检测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浆β内啡肽浓度，检测试剂盒购自北
京中杉金桥生物有限公司，具体检测步骤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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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进行操作。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血浆ＳＰ和 β内啡肽表达水平，ＣＰＰＳ组不

同病情程度患者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表达水平，ＣＰＰＳ组治疗前后
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血浆ＳＰ和β内啡肽表达水平，分析治疗前血
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相关性。
１６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
两组间比较使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ＬＳＤ检验，相关性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

＝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对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比较

ＣＰＰＳ组血浆Ｓ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而
"

内啡

肽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Ｐ（ｐｇ／ｍｌ） ｂ
"

内啡肽（ｐｇ／ｍｌ）

ＣＰＰＳ组 ８３ １１０２３５±１０４２８ １６０４７±３９９２

对照组 ８０ ５４２２４±１１００３ ２８００５±４４２８

ｔ值 ３３３６７ －１８１２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不同病情程度患者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比较

不同病情程度ＣＰＰＳ患者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差异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病情程度患者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Ｐ（ｐｇ／ｍｌ） ｂ
"

内啡肽（ｐｇ／ｍｌ）

轻度 ２４ ８８４０５±１１０３０ １９２０３±５２１９

中度 ３６ １１０３９１±１３４０２ａ １６００３±３０２７ａ

重度 ２３ １５０２０３±１２０１７ａｂ １２００１±４３６７ａｂ

ｔ值 ８９９０２ ６１０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注“ａ”项表示，与轻度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注“ｂ”项表示，与中
度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患者治疗前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血浆 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

比较

　　ＣＰＰＳ患者治疗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 ＳＰ水平均较治疗前降
低（ｐ＜００５），而

"

内啡肽水平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相关性分析

将患者治疗前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进行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浆ＳＰ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呈正相关（ｒ＝０４３８，
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

内啡肽水平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呈负相关（ｒ＝０４０１，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ＣＰＰＳ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血浆ＳＰ和
"

内啡肽

水平比较（珋ｘ±ｓ）

时期 例数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分）

ＳＰ
（ｐｇ／ｍｌ）

ｂ
"

内啡肽

（ｐｇ／ｍｌ）

治疗前 ８３ ２４３２±８１１ １１０２３５±１０４２８ １６０４７±３９９２

治疗后 ８３ １３２９±６１２ ７５４３９±１１０２３ ２０１２８±４００４

ｔ值 ９８９１ ２０８９１ －６５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ＣＰＰＳ）是以盆腔部位疼痛不适为主

要症状，伴有各种排尿症状和性功能障碍，而不能证实前列腺

感染的临床综合征，主要包括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和前列腺痛，

多见于２０岁～４５岁的青壮年，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有会阴、耻
骨上、阴茎等处疼痛、各种不同程度的尿路刺激症状或排尿梗

阻症状以及射精后的疼痛和不适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９１１］。ＣＰＰＳ是一种涉及躯体和精神因素的复杂疾病，即使存
在明显的可导致盆腔疼痛的躯体病变，也不能忽视心理，社会

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治疗上需要运用多学科的综合方法，包括

手术，药物，理疗，心理治疗，饮食疗法等，治疗的目标是缓解疼

痛，改善功能和消除心理障碍，但病程长者治疗效果不佳［１２］。

目前针对ＣＰＰＳ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清楚，一般认为其疼痛可
能是由单一病因引起，或是同时存在很多致痛因素。并最终发

展成为慢性神经病理状态，而其疼痛的产生可能与支配前列腺

的神经传导通路和调控机制的异常有关。已有研究表明［１３１４］，

有多种因子与ＣＰＰＳ的发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如白细胞
介素、β内啡肽、肿瘤坏死因子、γ干扰素、血浆 ｐ物质等，但其
具体关系仍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为此，本研究选取 β内啡
肽和血浆ｐ物质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分析了其表达水平与ＣＰＰＳ
的相关性。

内啡肽（ｅｎｄｏｒｐｈｉｎ）是一种内成性（脑下垂体分泌）的类吗
啡生物化学合成物激素，可与吗啡受体结合，产生跟吗啡、鸦片

剂一样有止痛和欣快感，具有镇痛、调节体温、心血管、呼吸功

能等作用。内啡肽有α、β、γ、δ４种类型，其中 β内啡肽大量存
在于垂体中，且β内啡肽的活性是吗啡的５倍～１０倍。研究表
明，当机体有伤痛刺激时，内源性阿片肽被释放出来以对抗疼

痛，而在内啡肽的激发下，人的身心处于轻松愉悦的状态中，免

疫系统实力得以强化，并能顺利入梦，消除失眠症［１５］。Ｐ物质
是广泛分布于细神经纤维内的一种神经肽，当神经受刺激后，Ｐ
物质可在中枢端和外周端末梢释放，与ＮＫ１受体结合发挥生理
作用。研究表明，Ｐ物质能直接或间接通过促进谷氨酸等的释
放参与痛觉传递，其镇痛作用是通过促进脑啡肽的释放引起，

其可能是经脉信息传递的重要物质［１６］。刘迎嘉等［１７］通过动物

实验表明，ＳＰ可能参与了 ＣＰ／ＣＰＰＳ大鼠疼痛的形成和维持过
程；而马永等［１８］的研究也表明，β内啡肽和 ＳＰ与 ＣＰＰＳ的发生
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与本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本研究

发现，ＣＰＰＳ组血浆ＳＰ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

内啡肽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提示 ＳＰ和
"

内啡肽可能在 ＣＰＰＳ疾病发生发展
中有一定作用，患者血浆ＳＰ明显升高，而

"

内啡肽明显降低，其

机制可能是 ＳＰ在 ＣＰＰＳ疼痛的发生和传导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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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有疼痛症状的患者血浆中
"

内啡肽降低较为明显，这与赵

文麟等［１９］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病情程度 ＣＰＰＳ患者血浆 ＳＰ和
"

内

啡肽水平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血浆 ＳＰ水平随着病情的加
重逐渐升高，而

"

内啡肽水平逐渐降低，提示血浆ＳＰ水平和
"

内

啡肽水平与 ＣＰＰＳ患者病情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同时发现，
ＣＰＰＳ患者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和ＳＰ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而
"

内啡肽水平较治疗前升高，提示血浆ＳＰ水平随着患者病情的
好转逐渐降低，而

"

内啡肽水平逐渐升高。将患者治疗前血浆

ＳＰ和
"

内啡肽水平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血浆
ＳＰ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呈正相关。而

"

内啡肽水平与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
分呈负相关，进一步说明了 ＳＰ和

"

内啡肽的表达与 ＣＰＰＳ的发
生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本研究限于研究样本的不足，对

于ＳＰ、
"

内啡肽参与ＣＰＰＳ的发生和发展的具体机制仍需作进一
步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ＣＰＰＳ患者血浆 ＳＰ明显升高，而
"

内啡肽明显降

低，两者可能在ＣＰＰＳ疾病的发生发展中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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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５１２９５．

［１１］　纪涛，孙凯强，孙颖浩．针灸治疗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选穴及归
经规律研究．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６，１１（ｂ０３）：４３８４３８．

［１２］　焦刚亮，牛培宁，朱勇，等．曾庆琪教授辨证治疗慢性盆腔疼痛综
合征．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５，３５（４）：３４４３４６．

［１３］　黄宝星，曹万里，黄欣，等．大鼠慢性前列腺炎模型中ＴＲＰＡ１及相
关炎症因子的表达．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２３３０．

［１４］　丁华洋，梁朝朝．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ＣＰＰＳ）疼痛的发病机制研
究进展．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３）：５８６１．

［１５］　和毅强，孙敏．阿片肽在肝硬化及其并发症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进
展．医学综述，２０１６，２２（２４）：４８１９４８２２．

［１６］　赵国敏，尹金淑．Ｐ物质及其受体神经激肽１受体与疼痛的相关
性研究．医学综述，２０１５，２１（１６）：２８９０２８９３．

［１７］　刘迎嘉，宋国宏，张晨．Ｐ物质、ｃｆｏｓ在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
疼痛综合征大鼠脊髓中的表达．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８）：
６８１６８６．

［１８］　马永，王祖龙，孙自学，等．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常见中医证型与
β内啡肽、血浆 ｐ物质的相关性研究．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
（４）：３６３３６６．

［１９］　赵文麟，赵文树，黄洪伟，等．电针对骨癌痛模型大鼠下丘脑β内
啡肽的影响．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５）：７３７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蒙学兵（１９７７—），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经闭孔途径３种不同类型吊带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疗效比较
蒙学兵　左超　韩阳军　刁英智
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１５００

【摘　要】　目的：回顾性研究经闭孔途径３种不同类型吊带（ＴＶＴＯ、Ａｄｊｕｓｔ、Ｔｉｌｏｏｐ）治疗女性压力性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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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的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期间收治的女性压
力性尿失禁７８例患者，其中ＴＶＴＯ组３２例，Ａｄｊｕｓｔ组２６例，Ｔｉｌｏｏｐ组２０例，比较三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住院时间、手术治愈率、手术并发症、术后疼痛等围手术期指标及随访术后压力性尿失禁评分、腹股沟／
大腿内侧疼痛等指标。结果：三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围手术期比较，三组在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ｄｊｕｓｔ组在腹股沟／大腿内侧疼痛评分方面优于 ＴＶＴＯ组及 Ｔｉｌｏｏｐ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Ｔｉｌｏｏｐ组在术后２４ｈ疼痛优于 ＴＶＴＯ组及Ａｊｕｓｔ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ＩＣＩＱＳＦ评
分三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评分较术前均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三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闭孔途径３种不同类型吊带治疗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手术效果无明显统计学差异，３种方式手术方式均简单可靠、微创，术后恢复较好，Ａｊｕｓｔ
手术方式可明显减轻患者腹股沟区疼痛，Ｔｉｌｏｏｐ组患者与前两者差异不大，不失为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微
创吊带术式。

【关键词】　压力性尿失禁；经闭孔尿道中段悬吊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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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是泌尿外科常见疾病，中老年女性为好
发人群，中国最新流行病调查报告提示女性尿失禁的发病率高

达３０％［１］，７％左右有明显的尿失禁症状，其中５０％为压力性尿
失禁。手术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方法多种多样，其中经尿道

无张力吊带术是１９９６年Ｕｌｍｓｔｅｎ［２］首次提出的治疗女性压力性
尿失禁的新的手术方法，其理论依据为“吊床理论”［３］，其手术

方式创伤小，简单易行，已成为目前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

主要手术方式，其手术路径分为经耻骨后及经闭孔，为减少经

耻骨后途径膀胱穿孔、甚至肠道损伤等严重并发症，经闭孔途

径尿道中段悬吊术逐渐成为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金标

准［４］。而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根据材料及手术方式

多种多样，为了进一步研究其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回

顾性研究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对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

段悬吊术（ＴＶＴＯ）、可调节单切口吊带系统（Ａｄｊｕｓｔ）及 Ｔｉｌｏｏｐ３
种吊带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采集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
月期间收治的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７８例，且均实施尿道中段
悬吊术。其中７８例患者均符合女性单纯性压力性尿失禁，术前
均行尿动力学提示压力性尿失禁，纳入标准：单纯性压力性尿

失禁患者，术前行尿动力学检查，患者截石位，膀胱容量２５０ｍｌ
时行标准咳嗽试验阳性；排除标准：腹压漏尿点压 ＜６０ｃｍＨ２Ｏ
合并急迫性尿失禁患者，尿道括约肌损伤患者（最大尿道闭合

压＜６０ｃｍＨ２Ｏ），合并盆腔脏器脱垂患者，既往有尿失禁或盆腔
脏器脱垂手术病史，有盆腔器官疾病如子宫肌瘤等，其中ＴＶＴＯ
组３２例，Ａｄｊｕｓｔ组２６例，Ｔｉｌｏｏｐ组２０例（入组患者对本研究均
知情并签署同意书）。

１２　手术方法
ＴＶＴＯ手术方法 经闭孔尿道中段无张力悬吊术（ＴＶ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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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ＤＥＬＥＶＡＬ等［５］于２００３年设计出来，手术要点是术中留置
尿管，穿刺途径由内向外，水分离后将阴道壁与尿道之间分开

后进行分离，沿耻骨降支向闭孔分离，手柄携吊带穿刺头端穿

过闭孔膜后逐渐回旋手柄至垂直位、远离耻骨下支外侧缘旋转

穿出内收肌群及皮肤，调整吊带松紧度［６］。

Ａｄｊｕｓｔ手术方法 经闭孔尿道中段无张力悬吊术（Ｂａｒｄ单切
口双向可调节吊带 ＡｊｕｓｔＴＭ系统）手术要点，术中留置尿管，穿
刺途径由内向外，，水分离后将阴道壁与尿道之间分开后进行

分离，沿耻骨降支向闭孔分离，沿手柄方向向闭孔方向推移，有

突破感后表示锚栓已突破闭孔膜，观察吊带上的蓝色标识，调

整吊带松紧度。

Ｔｉｌｏｏｐ手术方法经闭孔尿道中段无张力悬吊术（德国Ｔｉｌｏｏｐ
吊带）手术要点，术中留置尿管，穿刺途径由内向外，，水分离后

将阴道壁与尿道之间分开后进行分离，沿耻骨降支向闭孔分

离，沿手柄方向向闭孔方向推移，由腹股沟区穿出吊带，左右两

侧相同，调整吊带松紧度。

１３　疗效评判
比较三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手术治愈率、

手术并发症、术后疼痛等围手术期指标及随访术后压力性尿失

禁评分、腹股沟区疼痛。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对术前术中术后所有患者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

分析，其中计量资料均符合正态分布，以ｘ`±ｓ表示，三组临床数据
组间比较均应用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临床资料

压力性尿失禁７８例患者，其中ＴＶＴＯ组３２例，Ａｄｊｕｓｔ组２６
例，Ｔｉｌｏｏｐ组２０例，三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

　　　项目 ＴＶＴＯ组 Ａｄｊｕｓｔ组 Ｔｉｌｏｏｐ组 Ｐ值

年龄／岁 ５１３８±５９０ ５４７８±６９８ ５６６５±３６７ ０８７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４７７±３５６ ２３９８±４５２ ２５３２±５６７ ０５６

病程／月 ３２３２±１５７８２９５６±１６５３３１４３±１４４５ ０１２

尿垫实验／ｇ ５９８±２７６ ６０２±３１２ ６５６±２９９ ０３２

生育史／次 １５４±０３４ １７８±０５６ １５５±０４３ １００

ＰＶＲ／ｍｌ １２６５±７５４ １０３４±５３２ １１２２±５９８ ０２３

尿失禁问卷评分 １４６７±１６６ １３５５±２２１ １４２５±１９８ ０９２

２２　三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
三组临床资料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手术治愈

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ｉｌｏｏｐ组在术后２４ｈ疼痛优
于 ＴＶＴＯ组及 Ａｊｕｓｔ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ＶＴＯ组术后出现尿频尿急１例，无尿潴留及切口感染，而Ａｄ
ｊｕｓｔ组术后出现尿频尿急２例，出现尿潴留１例，无切口感染，
Ｔｉｌｏｏｐ组术后尿潴留１例，无新发尿频、尿急，无切口感染。术
后出现尿频尿急患者给予口服托特罗定４ｍｇ１次／天，术后出现
尿潴留患者给予保留导尿１周）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

项目 ＴＶＴＯ组 Ａｄｊｕｓｔ组 Ｔｉｌｏｏｐ组 Ｐ值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２０３２±４５６２３７８±５３２２２５４±３２３　０５６

术中出血ｍｌ １２２３±３３２１４１２±４２３１２４５±２１７　０６７

住院时间／ｄ ６１２±０１２ ６５６±０７８６４５±０５４　０９８

手术治愈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５

术后２４小时疼痛 １２ ２ ５ ＜００５

尿频、尿急 １ ２ ０ ＞００５

尿潴留 ０ １ １ ＞００５

切口感染 ０ ０ ０ ＞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术后随访情况
Ａｄｊｕｓｔ组在腹股沟／大腿内侧疼痛评分方面优于 ＴＶＴＯ组

及Ｔｉｌｏｏｐ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 ＩＣＩＱＳＦ评
分三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术后生活质
量评分较术前均有显著提高（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讨论
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是指喷嚏、咳

嗽、大笑或者运动等腹压增加出现不自主的自尿道口漏尿，是目

前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年龄、顺

产、分娩次数、长期咳嗽及肥胖相关，但其具体发病原因仍未完全

阐述清楚，大多数患者被此疾病困扰多年，它构成了社会和卫生

问题。在５０岁～５９岁年龄阶段，ＳＵＩ患病率最高，达２８％［７］。手

术对于大多数ＳＵＩ患者具有长期、确定的疗效［８］。经尿道无张力

吊带术是１９９６年Ｕｌｍｓｔｅｎ首次提出的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
新的手术方法，其理论依据为“吊床理论”，其手术方式创伤小，

简单易行，已成为目前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主要手术方式，

尿道中段悬吊术逐渐成为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的金标准。Ｎｉ
ｋｏｌｏｐｏｕｌｏｓＫＩ等ｍｅｔａ分析显示８５８例患者接受ＭＵＳ（尿道中段悬
吊术）后成功率为６８５％［９］。尿道中段悬吊术多种多样，手术路

径各不相同，材质也不尽相同，手术路径分为经闭孔及耻骨后，穿

刺方向分为由内向外及由外向内，不同手术方法都可能存在的一

定的风险及并发症，本研究正是研究经阴道切口，经闭孔路径由

内向外３种手术方式疗效。
目前报道的经阴道单切口手术的产品较多，Ａｄｊｕｓｔ为其中

比较典型的手术，与标准的经闭孔尿道中段悬吊术比较，手术

疗效不尽相同，文献报道也各执一词，其临床效果一直受到泌

尿外科大夫的广泛争议，ＫｒｏｆｔａＬ等研究发现Ａｄｊｕｓｔ与标准的经
尿道中段悬吊术比较能有效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且具有统

计学意义［１０］，而ＨｏｔａＬ等研究发现标准的经闭孔尿道中段悬
吊术比Ａｄｊｕｓｔ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手术疗效好［１１１２］，而且不

同产品的经尿道切口手术疗效及安全性也不尽相同。

术后腹股沟区疼痛是经闭孔途径尿道中段悬吊术常见的

并发症，其发生率明显高于高于经耻骨后途径尿道中段悬吊

术［１３］。其原因为与穿刺途径相关，穿刺吊带经闭孔由双侧大腿

根部内收肌群穿出，姚大强等研究发现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段

悬吊手术组吊带距离闭孔管及闭孔神经的距离近于经耻骨后

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手术组［１４］。而本组研究中发现 Ａｄｊｕｓｔ
组在腹股区疼痛评分方面优于 ＴＶＴＯ组及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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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排尿困难及尿潴留也是经尿道中段悬吊术的并发症

之一，发生概率很少，常与术中调整吊带较紧、术后吊带移位、

术后组织水肿等相关［１５１６］，大多数患者出现排尿困难及尿潴留

可给予保留导尿１周至２周后可恢复排尿［１７］。术后感染及复

发出现概率极低，研究表明［１８］实验室对各种各样的抗拉强度进

行了试验，结果显示，具有钛涂层的 Ｔｉｌｏｏｐ组织相容性更佳，术
后出现感染及排斥反应概率较低。本研究中，三组患者术后尿

潴留、术后切口感染均无明显差异。

综上所述，三种手术方式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三种方式

手术方式均简单可靠、微创，术后恢复较好，Ａｊｕｓｔ手术方式可
明显减轻患者腹股沟区疼痛，Ｔｉｌｏｏｐ组患者与前两者差异不大，
不失为一种简便、安全、有效的微创吊带术式。三种手术方式

手术疗效相当，需根据患者及术者情况进一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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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
Ａｃｔａ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１５，９４（６）：５６８５７６．

［１０］　ＫｒｏｆｔａＬ，ＦｅｙｅｒｅｉｓｌＪ，ＯｔｃｅｎａｓｅｋＭ，ｅｔａｌ．ＴＶＴＳｆｏｒ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ｉａｌ，１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Ｉｎｔ
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Ｊ，２０１０，２１（７）：７７９７８５．

［１１］　ＨｏｔａＬＳ，ＨａｎａｗａｙＫ，ＨａｃｋｅｒＭＲ，ｅｔａｌ．ＴＶＴＳｅｃｕｒ（Ｈａｍｍｏｃｋ）ｖｅｒ
ｓｕｓＴＶＴ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ｏｆｓｕｂ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ｌ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ｓｅ．ＦｅｍａｌｅＰｅｌｖｉｃＭｅ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Ｓｕｒｇ，２０１１，１８（１）：４１４５．

［１２］　ＨｉｎｏｕｌＰ，ＶｅｒｖｅｓｔＨ，ｄｅｎＢｏｏｎＪ，ｅｔａｌ．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ｒｅ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ａ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ｓｉｎｇｌｅ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ｓ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ａｎ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ｒａｎ
ｓｏｂｔｕｒａｔｏｒｓｌｉｎｇｔｏｔｒｅａｔ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１，１８５
（４）：１３５６１３６２．

［１３］　ＤａｖｉｓＮＦ，ＳｍｙｔｈＬＧ，ＧｉｒｉＳＫ，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ａｓｅｒｅｘ
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ｏｙｐｒｏｐｙｌｅｎｅｍｅｓｈ／ｓｕｔｕ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ａｎｔｉ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ｒｏｃｅ
ｄｕｒｅｓ．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８８（５）：１８２８１８３２．

［１４］　姚大强，魏金鑫，张雪培，等．经闭孔尿道中段悬吊治疗女性压力
性尿失禁两种术式的解剖学对比研究．临床泌尿外科杂志，
２００８，２３（１０）：７２８７３０．

［１５］　ＶｅｒｂｒｕｇｇｈｅＡ，ｄｅＲｉｄｄｅｒＤ，ＶａｎｄｅｒＡａＦ．Ａｒｅｐｅａｔｍｉ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ｌｉｎｇ
ａ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ｏ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Ｉｎｔ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Ｊ，２０１３，２４（６）：９９９１００４．

［１６］　ＨａｓｈｉｍＨ，ＴｅｒｒｙＴ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ｍｉｄ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ｌｉｎｇ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ｉｎ
ｗｏｍｅｎ．ＡｎｎＲＣｏｌｌＳｕｒｇＥｎｇｌ，２０１２，９４（７）：５１７５２２．

［１７］　江长琴，梁朝朝，张翼飞，等．经闭孔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治疗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手术技巧及临床疗效分析．临床泌尿外科杂
志２０１７，３２（７）：５５１５５３．

［１８］　ＮｅｙｍｅｙｅｒＪ，ＡｂｄｕｌＷａｈａｂＡｌＡｎｓａｒｉＷ，ＢａｅｃｋｅｒＣ，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ｉｔａｎｉｕｍｃｏａｔｅｄＴＶＴａｎｄｔｉｔａｎｉ
ｕｍｃａｏｔｅｄＴＶＴＯｓｕｂ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ｍｅｓｈｅｓ：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８（８）：６５７７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杨红妮（１９７０—），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２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化脓性链球菌定植后 ＩＬ１７Ａ的表达及与生殖道炎症
因子的关系
杨红妮　王利娟２

１杨凌示范区医院妇产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１００
２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化脓性链球菌定植后ＩＬ１７Ａ的表达及与生殖道炎症因子的关系。方法：选择健



·９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７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康清洁级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４８只，随机分为实验组（ｎ＝２４）和对照组（ｎ＝２４）。实验组小鼠建立Ａ群链球菌
阴道炎小鼠模型；对照组小鼠经生理盐水处理。收集两组小鼠阴道分泌物涂片，于接种后７ｄ、１４ｄ取小鼠阴
道组织进行ＰＡＳ染色和ＨＥ染色，并作组织匀浆处理及ＥＬＩＳＡ测定。比较两组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蛋白相对表达
量及ＩＬ１７Ａ水平与生殖道炎症因子的相关性。结果：接种后１４ｄ，小鼠外阴明显红肿，阴道分泌物涂片 ＨＥ
染色发现实验组小鼠在上皮组织中有大量中性粒细胞存在。接种后１４ｄ，实验组在 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相对表达
量、ＩＬ１７Ａ蛋白相对表达量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接种后７ｄ、１４ｄ，实验组在ＴＮＦα、ＩＬ１β、ＩＬ２２、
ＩＬ６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比于接种后７ｄ，接种后１４ｄ在ＴＮＦα、ＩＬ１β、
ＩＬ２２、ＩＬ６方面差异显著（Ｐ＜００５，具有统计学意义）。接种后７ｄ、１４ｄ，实验组小鼠血清ＩＬ１７Ａ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ＩＬ１７Ａ与ＩＬ１β呈正相关（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与
ＴＮＦα、ＩＬ２２、ＩＬ６呈负相关（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ＩＬ１７Ａ表达上调可能在Ａ群链球菌致病
中起到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

【关键词】　白介素１７Ａ；Ａ群链球菌定植；生殖道炎症因子；相关性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ＡＡｆｔｅｒ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ｙｏｇｅｎ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ＧＨｏｎｇｎｉ１ＷＡＮＧＬｉｊｕａ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Ｙ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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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４８，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ｐｙｏｇｅｎ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４８ｈｅａｌｔｈｙａｎｄｃｌｅａｎｇｒａｄｅｆｅ
ｍａｌｅＢａｌｂ／ｃ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ｎ＝２４）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
２４）．Ｍｉｃ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ｇｒｏｕｐＡ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ｌ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ｍｉｃｅ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ａｌｉｎｅ．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ｍｅａｒ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
ｍｉｃｅ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７ｄａｎｄ１４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ＡＳ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Ｈ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ｈｏｍｏｇ
ｅｎ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ａｎｄＥＬＩＳＡｗａ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ＩＬ１７Ａｌｅｖｅｌｓｗｉｔｈ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ｉｎ
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１４ｄ，ｔｈｅｖｕｌｖａｏｆｍｉｃｅ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ｄａｎｄｓｗｏｌｌｅｎ，ａｎｄＨ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ｌａｒ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１４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ＡａｎｄｍＲ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Ａ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７ｄ，１４ｄ，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１β，ＩＬ２２，ＩＬ６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ｔｏ７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４ｄａｆｔｅｒｉｎｏ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ＮＦαａｎｄＩＬ１β，ＩＬ２２ａｎｄＩＬ６ｈａ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ＩＬ１７Ａ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ＩＬ１７Ａ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ＩＬ１β（Ｐ＜０．０５），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ＮＦα，ＩＬ２２
ａｎｄＩＬ６（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ｏｎｓ：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ａｙｐｌａｙ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ｉ．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７Ａ；ＧｒｏｕｐＡ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ｉ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化脓性链球菌（主要是 Ａ群链球菌）是一种可引起皮肤和
咽喉的轻度活动性炎症、在机体严重感染时侵犯人体无菌部位

的一种专性的人类病原体［１］。在上世纪，抗生素疗法的出现大

大减轻了西方人群患Ａ群链球菌病的负担。然而，在过去的３０
年里，侵袭性链球菌疾病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大的复发，这

与高毒力克隆株（如Ｍ１Ｔ１Ａ群链球菌）的传播有关［２］。因此，Ａ
群链球菌宿主与病原体相互作用的机制研究成为流行病学及

医学热点。有研究指出，Ａ群链球菌可以穿透更深的身体组织，
不仅在咽或表皮定植，也可在女性泌尿生殖道黏膜组织中增

殖［３］。Ａ群链球菌也被认为是产后败血症的重要病原体［４］。

更有研究指出，Ａ群链球菌所致败血症疾病的发病率在过去的
２０年中有所增加［５］。ＩＬ１７Ａ是一种由Ｔｈ１７细胞产生的促炎因
子，在抵抗细菌定植和免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６］。大量动物

模型实验已经证实ＩＬ１７Ａ可通过多种细胞胞内信号转导途径
促进中性粒细胞募集，诱导多种因子表达，增强促炎效应［７］。

但有关Ａ群链球菌定植后 ＩＬ１７Ａ的表达及与生殖道炎症因子
的关系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将重点探讨ＩＬ１７Ａ在女性生殖
道炎症控制中的作用机制，并研究其与生殖道炎症因子的相

关性。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化脓性链球菌悬液的制备

将Ａ群链球菌标准株（南京便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商品
编号：ＢＫＴＷ２３１１４）接种于含１％蛋白胨和０１％葡萄糖的液体
沙堡琼脂培养基中，２５℃水浴振荡培养１６～１８ｈ，通过显微镜计
数，控制菌悬液密度达到５０×１０６个孢子／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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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Ａ群链球菌阴道炎小鼠模型的建立
健康清洁级雌性Ｂａｌｂ／ｃ小鼠（南京大学医学院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４８只，鼠龄范围９周 ～１０周，体重（２５１２±２５５）ｇ，随
机分为实验组（ｎ＝２４）和对照组（ｎ＝２４）。实验组小鼠处理：接
种前２ｄ，小鼠后腿皮下注射苯甲酸雌二醇油剂（天津金耀药业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２０２０５２９）０１ｍＬ，１次／ｄ，连续４ｄ；取
１０ｕＬ（５０×１０４个孢子）Ａ群链球菌悬液注入实验组小鼠阴道内
。对照组小鼠处理：小鼠后腿皮下注射生理盐水０１ｍＬ，１次／ｄ，
连续４ｄ；取１０ｕＬ生理盐水注入对照组小鼠阴道内。接种后３ｄ每
组各取８只小鼠断颈处死后用生理盐水湿润的阴道拭子取阴道
分泌物涂片；接种后７ｄ、１４ｄ每组各取１６只小鼠断颈处死后切取
阴道组织。阴道标本平均分为２份，一份用１０％中性福尔马林固
定后石蜡包埋作高碘酸希夫反应（ＰＡＳ）染色和ＨＥ染色；另一份
作组织匀浆处理及酶联免疫吸附（ＥＬＩＳＡ）测定。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组织病理学检查ＰＡＳ及ＨＥ染色参见前人步骤［８］，采用

显微图像采集系统（ＮｉｋｏｎＤＳＦｉ１ｃＵ２）进行观测及拍照。
１３２　ＥＬＩＳＡ测定将收集到的小鼠阴道组织研磨，利用磷酸缓
冲液制成悬液，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取上清，利用 ＥＬＩＳＡ
试剂盒（深圳市宝安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测 ＴＮＦα、ＩＬ１β、
ＩＬ１７Ａ、ＩＬ２２、ＩＬ６表达水平。
１３３　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表达采用 ｑ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小鼠阴道组
织研磨成粉，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总 ＲＮＡ，反转录为 ｃＤＮＡ。β肌动蛋
白引物：正向 ５′ＴＣＣＧＴＡＡＡＧＡＣＣＴＣＴＡＴＧＣＣＡＡＣＡ３′，反向 ５′
ＧＣＴＡＧＧＡＧＣＣＡＧＡＧＣＡＧＴＡＡＴＣＴＣ３′，ＩＬ１７Ａ引物：正向 ５′ＴＴ
ＴＡＡＣＴＣＣＣＴＴＧＧＣＧＣＡＡＡＡ３′，反向 ５′ＣＴＴＴＣＣＣＴＣＣＧＣＡＴＴＧＡ
ＣＡＣ３′。引物由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合成。β肌动蛋白
作为内参照，扩增条件为：９５℃ ３ｍｉｎ，９４℃３０ｓ，５５℃ 退火３０
ｓ，７２℃３０ｓ，３０个循环。通过△Ｃｔ（目的基因）△Ｃｔ（内参基因）
计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Ｃｔ，按照△△Ｃｔ＝△Ｃｔ（实验组）△Ｃｔ

（对照组）计算相对表达量的差值即２△△Ｃｔ。对照组方法相同。
１３４　ＩＬ１７Ａ蛋白表达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检测，小鼠阴道组织用裂解液超声裂解，３０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取
上清备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方法参照前人研究方法［９］，结果用Ｑｕａｎ
ｔｉｔｙＯｎｅ软件进行灰度值相对定量分析。对照组方法相同。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Ｔｔｅｓｔ检验，以平均值±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秩和（χ２）检验。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进行统
计描述和多样本均数组间比较。其中，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小鼠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蛋白相对表达量比较

接种后１４ｄ，实验组在 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ＩＬ１７Ａ
蛋白相对表达量方面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小鼠ＩＬ１７Ａ相对表达量比较

组别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 蛋白相对表达量

实验组 １９７±０３２ １６２±０５１

对照组 ０３１±００４ ０５３±０１４

ｔ值 －２０５９ －８２４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２　两组小鼠检测指标比较
接种后７ｄ、１４ｄ，实验组在 ＴＮＦα、ＩＬ１β、ＩＬ２２、ＩＬ６方面显

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相比于接种后
７ｄ，接种后 １４ｄ在 ＴＮＦα、ＩＬ１β、ＩＬ２２、ＩＬ６方面差异，（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小鼠检测指标比较

组别
ＴＮＦα

７ｄ １４ｄ

ＩＬ１β

７ｄ １４ｄ

ＩＬ２２

７ｄ １４ｄ

ＩＬ６

７ｄ １４ｄ

实验组 ２９５３２±５５２４ １５８６２±４８６２ａ２０００５２±１５９６７４００３２１±１８９６３ａ２５１２６±５１６１　５９６７±１５６７ａ６２１３４±６１８１ １６５３４±３３２４ａ

对照组 １８２６±２５１ １８３３±２０５ ３０５２±１５９ ３１５０±２０１ １２０３±２３３ １１５６±２０１ ６２５±１０２ ６２８±０９７

ｔ值 －１５６２ －１２３６ －３３５２ －４０６１ －９６１ －６５１ －１２６８ －５６７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第７天指标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实验组小鼠ＩＬ１７Ａ水平与检测指标的相关性
接种后 ７ｄ，实验组小鼠血清 ＩＬ１７Ａ水平为（９５８５１±

９４２７）ｐｇ／ｍＬ，显著高于对照组中的（３１８５２±３９６７）ｐｇ／ｍｌ（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接种后１４ｄ，实验组小鼠血清
ＩＬ１７Ａ水平为（１５６８５２±１３５６３）ｐｇ／ｍＬ，显著高于对照组中的
（３２４３１±３４２８）ｐｇ／ｍ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ＩＬ
１７Ａ与ＩＬ１β呈正相关（Ｐ＜００５），与ＴＮＦα、ＩＬ２２、ＩＬ６呈负相
关（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实验组小鼠ＩＬ１７Ａ水平与检测指标的相关性

　 检测指标 ｒ值 Ｐ值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０２２ ００３

ＩＬ１β（ｐｇ／ｍＬ） ０２４ ００１

ＩＬ２２（ｐｇ／ｍＬ） －０１８ ００２

ＩＬ６（ｐｇ／ｍＬ） －０１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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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小鼠Ａ群链球菌阴道炎小鼠模型
实验组小鼠接种４ｄ后阴道分泌物开始增加；接种后１４ｄ，

小鼠外阴明显红肿，阴道分泌物涂片 ＨＥ染色发现实验组小鼠
在上皮组织中有大量中性粒细胞存在。对照组小鼠未发现大

量中性粒细胞存在。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小鼠阴道分泌物涂片ＨＥ染色
（Ａ：实验组小鼠；Ｂ：对照组小鼠。箭头所示为中性粒细胞）

#

　结论
ＩＬ１７Ａ是由 ＣＤ４＋的 Ｔ细胞亚群 Ｔｈ１７细胞所产生的一种

促炎因子，该因子在抑制生殖道、呼吸道细菌定植和炎症的免

疫应答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大量动物模型实验数据已经

表明该因子可通过多种胞内信号转导途径诱导趋化因子、炎症

因子及黏附分子的表达，并通过募集中性粒细胞发挥促炎效

应。另一方面，ＩＬ１７Ａ可作为联系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桥
梁，通过作用于Ｔ细胞、上皮细胞、粒细胞、内皮细胞、巨噬细胞
和纤维原细胞等，促使多种炎症、趋化因子大量分泌［１０］。ＩＬ
１７Ａ促炎机制有：加速基质金属蛋白酶１和基质金属蛋白酶９
的表达，并通过降解细胞外基质利于炎症因子扩散；刺激单核

或巨噬细胞产生ＩＬ１β、ＩＬ６、ＴＮＦα等众多炎症因子，发挥其促
炎机制；维持ＩＬ１β、ＩＬ６、ＴＮＦα等众多炎症因子ｍＲＮＡ的稳定
性，通过各因子之间的协同作用放大靶细胞对 ＩＬ１７Ａ的反应，
增强致炎效果；诱导趋化因子表达，募集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

等聚集到感染部位［１１～１２］。本研究中，实验组小鼠接种４ｄ后阴
道分泌物开始增加；接种后１４ｄ，小鼠外阴明显红肿，阴道分泌
物涂片ＨＥ染色发现实验组小鼠在上皮组织中有大量中性粒细
胞存在。研究结果表明 ＩＬ１７Ａ发挥了其募集中性粒细胞的
作用。

有众多关于ＩＬ１７Ａ作用机制的临床及小鼠模型实验。而
关于ＩＬ１７Ａ通过促进多种细胞中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表达，
从而促进多种炎症性疾病的发生的研究也较为深入。截至目

前，ＩＬ１７Ａ在多发性硬化、类风湿性关节炎、急慢性胰腺炎、炎
症性肠炎、阴道炎、银屑病等自身免疫病中的作用均有研究。

动物模型中ＩＬ１７Ａ在抗感染免疫中的作用报道如下：针对肺炎
克雷伯杆菌定植于ＩＬ１７Ｒ基因敲除小鼠的研究发现，粒细胞生
成受限，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招募延迟，病原菌清除能力受

限［１３］；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定植于 ＩＬ１７Ｒ基因敲除小鼠的研
究发现，中性粒细胞生成及招募延迟，皮损持续扩大［１４］；针对嗜

肺军团菌定植于ＩＬ１７Ａ／Ｆ基因敲除小鼠的研究发现，ＩＬ１７Ａ／Ｆ
基因敲除鼠２１天死亡率６９％，显著高于野生型３８％，清除病原
菌速度减慢［１５］；针对肺炎链球菌定植于使用 ｒＩＬ１７Ａ干预肺炎
链球菌感染的ＢＡＬＢ／ｃ小鼠的研究发现，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

生成及招募延迟，病原菌清除能力受限，病变处坏死严重［１６］；针

对流感嗜血杆菌定植于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慢性阻塞性肺疾

病小鼠模型的研究发现，大量中性粒细胞聚集到感染部位加重

气道炎症反应，加速病情恶化，快速进展到急性加重期［１７］。

而关于Ａ群链球菌定植后白介素１７Ａ的表达及与生殖道
炎症因子的关系的研究报道较少。本研究发现，接种后１４ｄ，实
验组在ＩＬ１７ＡｍＲＮＡ相对表达量、ＩＬ１７Ａ蛋白相对表达量方面
显著高于对照组。相关性分析发现 ＩＬ１７Ａ与 ＩＬ１β呈正相关，
与ＴＮＦα、ＩＬ２２、ＩＬ６呈负相关。研究结果提示：ＩＬ１７Ａ表达上
调可能在Ａ群链球菌致病中起到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虽然
ＩＬ１７Ａ发挥的主要是增炎促炎作用，但本研究中 ＩＬ１７Ａ却与
ＴＮＦα、ＩＬ２２、ＩＬ６呈负相关。原因一方面，ＩＬ１７Ａ在 Ａ群链球
菌定植后表达量升高，ＩＬ１７Ａ在１４ｄ之内的主要作用机制的促
炎作用，而后为维持促炎因子平衡，ＴＮＦα、ＩＬ２２、ＩＬ６因子表达
量降低；另一方面，本研究选择第７ｄ、１４ｄ测定相关因子表达水
平，ＴＮＦα、ＩＬ２２、ＩＬ６因子表达水平在此时正处于表达量下降
水平。后续研究中将深入相关信号通路及 ＩＬ１７Ａ基因表达水
平的检测，为ＩＬ１７Ａ表达在Ａ群链球菌致病中起到的免疫调节
作用提供动物学循证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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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厅青年人才基金科研项目课题（ＱＪＸ２０１０６０）
【第一作者简介】吴丽敏（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儿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张海燕（１９７３—），女，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７５９７８６８４＠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ＧｎＲＨａ对性早熟女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调控作用
吴丽敏１　蔡大芬２　张海燕１Δ　孙金娥２

１孝感市中心医院儿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２孝感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ＧｎＲＨａ）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ＣＰＰ）女童下丘
脑垂体性腺轴（ＨＰＧ轴）的调控作用。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孝感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符合
纳入及排除标准的性早熟女童患儿８４例，随机分为参照组与研究组（各４２例），参照组给予西医药物常规
处理，研究组给予ＧｎＲＨａ进行治疗，观察并分析两组患儿治疗前与治疗２４个月时血清雌二醇（Ｅ２）、促卵泡
生成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的分泌水平、第二性征的变化以及临床疗效，并记录其不良反应。结果：治
疗２４个月时两组ＩＣＰＰ患儿的血清Ｅ２、ＬＨ和ＦＳＨ分泌水平的基值与峰值均分别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２４个月时研究组的Ｅ２、ＬＨ和ＦＳＨ分泌水平的基值与峰值明显低于参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２４个月时，参照组与研究组患儿的第二性征均被明显抑制，研究组
患儿的月经撤退、乳房变小以及乳房ＴａｎｎｅｒⅠ期均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
究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８１０％，显著大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过程中，研究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为４７６％，明显小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ＧｎＲＨａ可通过抑制ＨＰＧ轴而
降低性激素（Ｅ２、ＬＨ、ＦＳＨ）的分泌水平，能够有效调节生长发育，抑制第二性征，对 ＩＣＰＰ女童患儿有较好的
临床治疗效果，且不良反应较小。

【关键词】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性早熟；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调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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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Ｇｎ
ＲＨａ）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ｇｏｎａｄａｌａｘｉｓ（ＨＰＧａｘｉｓ）ｉ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
（ＩＣＰＰ）．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４ｇｉｒｌｓｗｈｏｍｅｔｔｈｅ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ｔｏＡｐｒ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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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ａｎ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４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ＧｎＲＨａ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ｎｄ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ａｎｄｐｅａｋｌｅｖｅｌｓｏｆ
ｓｅｒｕｍＥ２，ＬＨａｎｄＦＳＨ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ａｌａｎｄｐｅａｋ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Ｅ２，ＬＨａｎｄＦＳＨ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ｉｎ
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ｅｘ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ｒｅｔｒｅａｔ，
ｓｍａｌｌｂｒｅａｓｔａｎｄｂｒｅａｓｔＴａｎｎｅｒⅠ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８．１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４．７６％，
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ＧｎＲＨａ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ｈｏｒ
ｍｏｎｅｓ（Ｅ２，ＬＨ，ＦＳＨ）ｌｅｖｅｌｓ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ＨＰＧａｘｉ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ｅｘｕ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ｗｉｔｈｂｅｔｔ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ＩＣＰＰａｎｄｆｅｗ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ＧｎＲＨａ）；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ｔｙ；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
ｔａｒｙｇｏｎａｄａｌａｘｉｓ（ＨＰＧａｘ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性早熟是指过早发生青春期发育的情况，第二性征发育的
出现低于正常青春期。女孩的性早熟一般是指青春期发育出

现在８岁以前［１］。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
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ＩＣＰＰ）是性早熟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其主要是
由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ｏ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ｇｏｎａｄａｌａｘｉｓ，
ＨＰＧ轴）的过早启动而导致的一种内分泌失调性疾病［２］。促性

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ｎＲＨ）是由下
丘脑分泌产生的一种神经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ＧｎＲＨａ）在性早熟女童
治疗中得到了一致好评［３４］，其作用与 ＧｎＲＨ相似，但是关于该
药物的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本研究为探讨 ＧｎＲＨ
对ＨＰＧ轴的调控作用，选取性早熟女童患儿８４例并随机分为
参照组与研究组，分别给予环丙孕酮和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治

疗，分析其相应指标的变化。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孝感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５年４月收治的性
早熟女童患儿８４例，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纳入标准：患儿均
符合ＩＣＰＰ的诊断标准［５］，均为女性，均行头颅ＭＲＩ或ＣＴ检查且
排除器质性病变，且排除继发性中枢性性早熟患儿，排除伴随心、

肝、肾等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低下、侏儒症、营养不良及泌尿生

殖系统其他疾病等影响患儿生长发育情况和初潮年龄疾病的患

儿。随机分为参照组与研究组（各４２例），参照组患儿年龄范围
４岁～８岁，年龄（６１±１１）岁，身高范围１０１２～１３３９，身
高（１２０５±３７），体重范围１９４～３２９，体重（２６９±５１）
；研究组患儿年龄范围５岁～８岁，年龄（６８±１１）岁，身高范
围１０２６～１３４７，身高（１２１５±３６），体重范围２０１～
３３４，体重（２７４±５２）。两组患儿临床资料无明显差异，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首先均给予必要的健康教育，主要包括嘱患儿多运动，加

强锻炼，控制饮食，保证睡眠充足，均衡营养等，在此基础上参

照组给予环丙孕酮（色普龙，５０ｍｇ／片，药准字号：１２１０５７，南京
先灵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治疗，５０ｍｇ／次，２次／日，且在治疗过程
中可根据患儿的病情变化调整剂量来进行维持治疗；研究组给

予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达菲林，３７５ｍｇ／支，药准字号：
Ｈ２０１４０２９８，易普森医药生物技术公司）进行治疗，每次注射
５０μｇ／，１次／４周，且在治疗过程中可以根据患儿的身高体质
量增加情况以及性腺抑制程度随时调整剂量来进行维持治疗，

６个月为一个疗程，治疗４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患儿的激素水平　检测两组患儿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
分泌水平，进行 ＧｎＲＨａ激发试验，检测促卵泡生成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
的基值与峰值，其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来进行检测。

１３２　患儿的第二性征　观察治疗前及治疗２４个月时两组患
儿的月经来潮情况、乳房大小改变及Ｔａｎｎｅｒ分期等的变化。
１３３　患儿的临床疗效　按照《诸福棠实用儿科学》［６］疗效评
判标准，显效：乳房缩小至青春前期，阴道出血及阴道分泌物消

失；有效：乳房明显缩小，阴道出血及阴道分泌物消失；无效：乳

房及阴道无明显变化。

１３４　患儿的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儿在治疗中出现的不良
反应，检测肝、肾功能及血、尿常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５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两样本计量

资料采用ｔ检验，两样本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ＩＣＰＰ患儿治疗前与治疗２４个月时ＦＳＨ、ＬＨ、血清Ｅ２
分泌水平比较

　　治疗２４个月时两组ＩＣＰＰ患儿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分泌水平的基
值与峰值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且研究组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分泌水平的基值与峰值均明显低于参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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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ＩＣＰＰ患儿治疗前与治疗２４个月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对比

组别 例数 治疗时间
ＦＳＨ（Ｕ／Ｌ）

基值 峰值

ＬＨ（Ｕ／Ｌ）

基值 峰值
Ｅ２（ｐｍｏｌ／Ｌ）

参照组 ４２ 治疗前 ５３９±１５８ ２１５１±６８８ １０７±０３２ １５４３±４９１ ６３１５２±１１５１４

４２ 治疗２４个月 ３２３±０８２ａ ６４２±０９２ａ ０６２±０１２ａ ２８３±０６５ａ ３２９６２±６３６５ａ

研究组 ４２ 治疗前 ５４６±１６２ ２１４３±６９１ １０６±０３３ １５１３±４９２ ６３０５１±１１５７２

４２ 治疗２４个月 ２１３±０７０ａｂ ３２２±０６１ａｂ ０４１±０１３ａｂ １４３±０４１ａｂ ２５３４２±６２５３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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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两组ＩＣＰＰ患儿治疗２４个月时第二性征比较
治疗２４个月时，研究组月经撤退、乳房变小以及乳房

ＴａｎｎｅｒⅠ期者的构成比均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ＩＣＰＰ患儿治疗２４个月时第二性征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月经撤退 乳房变小 乳房Ｔａｎｎｅｒ分期Ⅰ期

参照组 ４２ ３（７１４） ２５（５９５２） １９（４５２４）

研究组 ４２ １６（３８１０） ３８（９０４８） ３２（７６１９）

χ２值 １１４９５ １０７３０ ８４３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２３　两组ＩＣＰＰ患儿治疗２４个月时的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２４个月时，研究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８１０％，显著大于

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ＩＣＰＰ患儿治疗２４个月时临床疗效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参照组 ４２ ６（１４２９）２２（５２３８）１４（３３３３） ２８（６６６７）

研究组 ４２ １８（４２８６）１９（４５２４） ５（１１９０） ３７（８８１０）

Ｚ／χ２值 ５１６９ ５５０９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９

２４　不良发应
在治疗过程中，参照组患儿有５例出现头痛，３例出现贫

血，５例出现恶心呕吐，给予药物对症处理后缓解，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３０９５％；研究组有２例患儿注射部位出现局部轻微瘙
痒或片状红疹现象，并未给予特殊处理，２４小时内其症状自行
消散，对后续治疗无影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４７６％，此外，未
见此药物出现其他明显的不良反应。

#

　讨论
女童性早熟多指乳房在８岁前开始发育，月经初潮在１０岁

前开始出现，ＩＣＰＰ是其最主要类型［６］。其主要临床表现为提前

出现第二性征，如乳房发育、出现腋毛、阴毛、身高迅速增长以

及体质量迅速增加等［７８］，能够影响患儿的正常心理活动，并对

成年身高有显著影响。ＩＣＰＰ患儿的生长发育过程受性腺轴与
促生长素轴的双重调控，被认为是现阶段临床治疗ＩＣＰＰ患儿药
物的主要作用途径［９１０］。

ＨＰＧ轴是人体内分泌系统的一个分支，能够控制人体性激
素的分泌［１１］。下丘脑分泌 ＧｎＲＨ，ＧｎＲＨ进而促进垂体分泌
ＬＨ、ＦＳＨ和泌乳素，ＬＨ和 ＦＳＨ可以促进卵巢分泌 Ｅ２和孕
酮［１２１３］。其中，ＦＳＨ可促进女性卵泡发育及成熟，并能够协同
ＬＨ刺激成熟卵泡分泌孕激素、雌激素以及排卵，参与月经形
成，Ｅ２能调节女性器官和副性征的发育，泌乳素可以促进乳房
发育以及产生乳汁［１４１５］。环丙孕酮可用于治疗女性痤疮、多毛

症、青春期早熟等，但其在治疗过程中可引起头痛、胃肠道反

应、贫血、肝功能受损等不良反应，且具有孕激素活性，对生殖

调控以及生长发育指标的抑制作用较小。而 ＧｎＲＨａ对脊椎动
物的生殖有重要的调控作用，能促进、以及血清的释放，其功能

与作用同ＧｎＲＨ相同。该药物还可阻止青春期生长发育，减缓
骨成熟和生长速率，改善成人身高预测值［１６１７］。在应用初期，

其具有短暂的刺激ＬＨ、ＦＳＨ上升及反跳的作用，能够使卵巢性
激素出现短暂性升高现象，但在持续应用后，则垂体受体释放

减少，对ＧｎＲＨａ敏感度降低，使ＬＨ、ＦＳＨ显著降低。
本研究结果发现，ＩＣＰＰ患儿在治疗２４个月时，参照组与研

究组的患儿血清Ｅ２、ＬＨ和 ＦＳＨ水平的基值与峰值均明显低于
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究组的ＦＳＨ、ＬＨ、
Ｅ２分泌水平的基值与峰值均显著低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ＧｎＲＨａ在治疗过程中对患儿的性激素
有显著的调控作用，通过抑制 ＨＰＧ轴激素的分泌起到治疗作
用，与林翠兰［１８］等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证实该药物的

确能够有效调控ＨＰＧ轴并改善性激素水平以此达到理想的疗
效。此外，治疗２４个月时，参照组与研究组患儿的第二性征均
出现被抑制的现象，且研究组患儿的月经撤退、乳房变小以及

乳房退缩至 ＴａｎｎｅｒⅠ期均明显高于参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提示 ＧｎＲＨａ对第二性征发育的抑制作用更强。
治疗２４个月时，研究组的总有效率为８８１０％，显著大于参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ＧｎＲＨａ对 ＩＣＰＰ患儿
有较好的临床疗效。治疗过程中，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４７６％，明显小于参照组，说明ＧｎＲＨａ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ＧｎＲＨａ能够抑制第二性征发育，并对 ＨＰＧ轴有

显著的控制作用，可通过抑制 ＨＰＧ轴而降低性激素（Ｅ２、ＬＨ、
ＦＳＨ）的分泌水平，对ＩＣＰＰ女童患儿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且不良
反应较小。但是本研究仍存在明显不足：①由于本研究纳入样
本量较少，可能会导致研究结果出现一定偏差，仍需要选取大

样本数据进行深入探讨；②本研究观察了血清性激素水平变
化，但是对基因层面的调控作用并未做深入研究，可作为下一

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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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盆底
技术对性生活质量和盆底功能的影响及临床观察
胡俊１　杨欣慰２Δ　潘伟３

１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产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２宜昌市第二人民医院（三峡大学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宜昌 ４４３０００
３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生殖中心，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产后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盆底技术对性生活质量和盆底功
能的影响及临床观察。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收治的产后
ＰＦＤ患者１９４例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ｎ＝８９例）和研究组（ｎ＝１０５例）。
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盆底肌肉训练，研究组患者采用肌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技术。对比两组患者性

生活质量、生活质量评分、盆底肌力及临床症状改善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性功能低水平比例明显低于对

照组，另高水平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一般水平比例对比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如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活力、情感职能等方
面均明显低于研究组，且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Ｉ、ＩＩ级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ＩＩＩ、ＩＶ、Ｖ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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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电（２３１７±３１７）ｕＶ明
显低于研究组（２８８３±６４７）ｕＶ，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阴道动态压力对比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时研究组阴道动态压力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患者治疗前ＰＯＰＱ分度ＡＰ指示点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时研究组ＰＯＰＱ分度ＡＰ指
示点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 Ｉ类与 ＩＩ类肌纤维疲劳度对比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时研究组Ｉ类与ＩＩ类肌纤维疲劳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盆底超声检查 ＵＶＪＭ、ＢＤＮ、ＰＵＶＡＳ、ＰＵＶＡＲ、ＢＳＤＳ和 ＢＳＤＲ等结果对比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产后６个月ＢＳＤＳ明显高于对照组，ＵＶＪＭ、ＰＵＶＡＳ、ＰＵＶＡＲ和ＢＮＤ等明
显低于对照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性生活障碍、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等发
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产后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肌电刺激加生物反
馈盆底技术可较好的训练盆底肌肉，是一种有效安全的干预方法，可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盆底

肌力，有效缓解病情，减轻性生活障碍，促进改善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等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生物反馈；性生活质量；盆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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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Ｇｒｏｕｐ，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４３５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ｙｍｙ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
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９４ＰＦ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Ｘｉａｏｇ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ａｙ２０１３ａｎｄ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８９）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ｎ＝１０５）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ｍｙ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ｏｆ
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ｂｏｔｈ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ｖｅｒａｇ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ｓｕｃｈａｓ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ｏｌｅ，ｂｏｄｙｐａｉｎ，ｖｉｇｏｕｒａｎｄ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ｒｏｌｅ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ｖｅｌＩａｎｄＩＩｏｆ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ｌｅｖｅｌＩＩＩ，ＩＶａｎｄＶ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ｍｙ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３．１７±３．１７）ｕＶ，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ｏｆ（２８．８３±６．４７）
ｕＶ，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ＰＱ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ＯＰＱｉｎｄｅｘ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ｗａｓ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ａｎｄＩＩｍｕｓｃｌｅｆｉｂｅｒｆａ
ｔｉｇｕ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ＩａｎｄＩＩｍｕｓｃｌｅ
ｆｉｂｅｒｆａｔｉｇｕ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ｗａｓ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ｆＵＶＪＭ，ＢＤＮ，ＰＵＶＡＳ，ＰＵ
ＶＡＲ，ＢＳＤＳａｎｄＢＳＤＲ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ＢＳＤ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ｂｕｔｔｈｅＵＶＪＭ，ＰＵＶＡＳ，ＰＵＶＡＲａｎｄＢＮＤ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ｍｕｃｈｈｉｇｈ
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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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ｙ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ｈａ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Ａ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ｌｉｆ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ｒｅｌｉｅ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ｅａｓ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ｌｉｆｅ；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作为妇科常见病，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ＦＤ）属盆底支持
组织损伤和缺陷性疾病，可引起临床症状，如性功能障碍、慢性

盆腔疼痛、盆腔器官脱垂（ＰＯＰ）和张力性尿失禁（ＳＵＩ）等［１］。

ＰＯＰ及盆底肌肉的功能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为妊娠及分娩［２］。

以往研究表明，顺产产妇的盆底机理在产后早期发生异常，对

妇女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有较大影响［３］。目前临床上为预防妊

娠期和产后ＰＦＤ的发生，建议盆底肌训练时间安排在产后早期
进行［４］。本研究对ＰＦＤ患者进行肌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盆底
技术治疗，临床效果显著。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
医院收治的共１９４例产后ＰＦ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机数字
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对照组（ｎ＝８９例）和研究组（ｎ＝１０５例）。
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６５８±１４０）岁，研究组患者年龄（２６６０±
１４６）岁；对照组患者孕次（２１３±００５）次，研究组患者孕次
（２１１±００６）次；对照组患者病程（５８７±０２５）年，研究组患
者病程（５８４±０２３）年。两组患者中年龄、孕次及病程等一般
资料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其中对照组
患者采用盆底肌肉训练，研究组患者采用肌电刺激联合生物反

馈盆底技术。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一般资料 对照组 研究组 统计值 Ｐ值

例数 ８４ １１６

年龄（岁） ２６５８±１４０ ２６６０±１４６ ０５０７ ＞００５

孕次（次） ２１３±００５ ２１１±００６ ０４１１ ＞００５

病程（年） ５８７±０２５ ５８４±０２３ ０３６８ ＞００５

１２　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注：①符合美国妇产科学院《盆腔器官脱垂临床实

践指南》中，ＰＦＤ的相关诊断标准［５］；②均为初级分娩、单胎、足
月者；③可存在会阴裂伤；④临床检查可见膨出的阴道后壁粘
膜呈球形。排除标准：①依从性差者；②合并痴呆、精神病者；
③合并泌尿生殖系统疾病；④阴道出血；⑤产后持续恶露；⑥盆
腔器官脱垂；⑦孕前既往有粪失禁、尿失禁者。所有患者及家
属均告知实验目的及方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盆底肌肉训练：对患者身心
状况由医院专业人员进行评估，详细讲解生理环境、盆底构造

及疾病知识等，后将盆底肌肉训练方法进行详细介绍，患者取

平卧位，排空膀胱后，弯曲双腿分开，收缩尿道、肛门、会阴５ｓ～

１０ｓ，后放松，持续２０ｍｉｎ，两次／周，持续２周。研究组患者采用
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刺激方法，产前对患者工作类型、哺乳形

式、身高和体质量等基本状况由专业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有无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和妊娠分娩史，使患者以肛提肌为主的盆

底肌自主收缩意识得到强化，提高控尿能力。产后４２ｄ嘱患者
取膀胱截石位，排空膀胱后，采用配备专业电极片和专业探头

的多功能型盆底生物反馈仪（武汉天鹰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ＪＨ２０１０Ｂ生物反馈盆底康复治疗仪）进行生物反馈和电刺激，
将探头置入阴道内，在下腹部和两侧髂前上棘分别贴３片电极
片，３０ｍｉｎ／次。后进行阴道锤体锻炼，嘱患者将锤体置入患者阴
道内，用阴道夹持住，从重量最轻的锤体开始，逐渐延长保留时

间，患者能够保留锤体于阴道内≥１０ｍｉｎ，且保持锤体在咳嗽、跑
步状态下不脱出，逐渐增加锤体重量，２０ｍｉｎ／次，２次／周，共
２周［６］。

１３２　观察指标　①性生活质量：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
质量，性生活质量评定根据美泌尿系统疾患有关女性性功能表

（ＦＩ）［７］，包括１９个项目内容，如阴道痉挛，性交换、性欲、性唤
起和性高潮等，分为低水平、一般水平和高水平。②生活质量
评分：使用ＳＦ３６量表［８］评定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主要包括生

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活力和情感职能等方面，得分范

围０ｍｉｎ～１００ｍｉｎ，共３６项条目，生活质量越好，得分越高。③
盆底肌力评判标准：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力比例，０级：
无肌肉收缩情况；Ｉ级：肌肉发生颤动，持续时间 ＜１ｓ的收缩１
次；ＩＩ级：不完全肌肉收缩，持续时间２ｓ的收缩２次；ＩＩＩ级：肌肉
收缩完全，无对抗阻力，持续时间３ｓ的收缩３次；ＩＶ级：肌肉收
缩完全，轻微对抗，持续时间４ｓ的收缩４次；Ｖ级：肌肉收缩完
全，对抗呈持续性，持续时间≥５ｓ的收缩５次。盆底肌力异常
者为肌力 ＜ＩＩＩ级者。盆底肌强度采用阴道测压计进行测定。
④临床症状改善：观察两组患者性生活障碍、盆腔器官脱垂和
压力性尿失禁临床症状改善情况。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对所采集数据进行分析，ｔ检验比较

计量资料（珋ｘ±ｓ），χ２检验比较计数资料。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对比

研究组患者性功能低水平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另高水平

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两组
患者一般水平比例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对照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如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

痛、活力、情感职能等方面均明显低于研究组，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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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χ２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低水平［ｎ（％）］ ６０（６７４２） ８（７６２） １６２８９ ＜００５

一般［ｎ（％）］ １６（１７９８） ２３（２１９０） ２０３４ ＞００５

高水平［ｎ（％）］ １３（１４６０） ７４（７０４８） １２５９９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ｔ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生理功能 ７１０１±３９８ ８９６５±４０１ ７９２１ ＜００５

生理职能 ７２７８±４２９ ８８５１±３９２ ６７４２ ＜００５

躯体疼痛 ７１１９±３３２ ８９９６±３６１ ７９９４ ＜００５

活力　　 ７１０５±４０１ ８７６９±４３０ １１９５０ ＜００５

情感职能 ７４５２±４２４ ８９３９±４９６ ７４５７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盆底肌力和盆底肌电水平对比
产后６个月时，研究组患者 Ｉ、ＩＩ级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ＩＩＩ、ＩＶ、Ｖ级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见表４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盆底肌电（２３１７
±３１７）ｕＶ明显低于研究组（２８８３±６４７）ｕＶ，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盆底肌力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χ２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Ｉ级［ｎ（％）］ １９（２１３５） ３（２８６） １４５８２ ＜００５

ＩＩ级［ｎ（％）］ ３０（３３７１） ６（５７１） １５４７４ ＜００５

ＩＩＩ级［ｎ（％）］ ２１（２３６０） ４２（４０００） １６３５８ ＜００５

ＩＶ级［ｎ（％）］ ７（７８７） ２５（２３８１） １７９５７ ＜００５

Ｖ级［ｎ（％）］ １２（１３４７） ２９（２７６２） １８８８３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盆底功能比较
２４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动态压力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
前阴道动态压力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个月时
研究组阴道动态压力明显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动态压力对比（ｃｍＨ２０）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ｔ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治疗前 ６６０６±２００９ ６５０８±２０３４ ０５３７ ＞００５

治疗后 ７３０４±２２８２ ７９２９±２２５１ ５２３３ ＜００５

２４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ＰＯＰＱ分度 ＡＰ指示点对比两组患
者治疗前ＰＯＰＱ分度 ＡＰ指示点对比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产后６个月时研究组 ＰＯＰＱ分度 ＡＰ指示点明显优于对照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ＰＯＰＱ分度ＡＰ指示点对比（ｃｍ）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ｔ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ＰＯＰＱ指示点ＡＰ

治疗前 －２９６±０４１ －２８３±０５１ ０３１４ ＞００５

治疗后 －２９１±０３４　３１９±０５２ ６３５９ ＜００５

ＰＯＰＱ指示点Ｃ

治疗前 －４６３±３６７ －４７１±３５０ ０４５８ ＞００５

治疗后 －４４８±４３７ －３８６±３２５ ３５６９ ＜００５

２４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肌纤维疲劳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Ｉ
类与ＩＩ类肌纤维疲劳度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
个月时研究组Ｉ类与ＩＩ类肌纤维疲劳度明显优于对照组，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肌纤维疲劳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ｔ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Ｉ类

治疗前 －０８６±１９４ －０８３±２１０ ０４１３ ＞００５

治疗后 －０９１±１７６ －０４９±１７２ ３６１６ ＜００５

ＩＩ类

治疗前 －０４２±１０４ －０４０±０８９ ０２０８ ＞００５

治疗后 －０４９±１２４ －０２４±０８４ ３５６９ ＜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超声结果对比
两组患者盆底超声检查 ＵＶＪＭ、ＢＤＮ、ＰＵＶＡＳ、ＰＵＶＡＲ、

ＢＳＤＳ和ＢＳＤＲ等结果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
患者ＢＳＤＳ明显高于对照组，ＵＶＪＭ、ＰＵＶＡＳ、ＰＵＶＡＲ和 ＢＮＤ
等明显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７。
２６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对比

对照组患者性生活障碍、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等

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８。
#

　讨论
各种病因和外界因素等综合因素影响女性盆底组织，使内

脏器官发生一定程度的移位，机体结构变得薄弱，使盆腔脏器

功能障碍和位置异常［９］。妊娠和分娩损伤盆底结缔组织、神经

和肌肉，妊娠过程中增大的子宫改变了身体重心轴，子宫被腹

腔的压力向阴道向下推，压力作用于盆底后，使肌肉逐渐松弛，

分娩过程进一步损伤了盆底肌和盆底结构，通过产后缩肛运动

和产后操等活动可有一定程度的恢复［１０］，而部分患者由于会阴

裂伤、多产和第二产程延长等因素损伤尿道横纹肌和盆底肌

肉，无法通过产后缩肛运动和产后操进行恢复，因此需进行临

床干预［１１］。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中常见的为尿失禁，以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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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尿失禁是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身体健康自评差和社交活

动下降的主要原因［１２］。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无创操作的盆底

康复技术改善患者的盆底肌力和临床症状［１３］。

表７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超声检查结果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ｔ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ＶＵＪＭ（ｃｍ）

治疗前 １６７±０６５ １７３±０５０ ０６１６ ＞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７６±０５６ １５０±０４７ ２５９７ ＜００５

ＢＤＮ（ｃｍ）

治疗前 ２２６±０７４ ２３７±０６１ ０５９９ ＞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９４±０７２ １４４±０５４ ２７７６ ＜００５

ＰＵＶＡＳ（°）

治疗前 １３５２３±１９０３１３５５４±１８６９ ０４１３ ＞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２２６６±１４７２１１６７４±１１２１ ２６０５ ＜００５

ＰＵＶＡＲ（°）

治疗前 １０９３１±８８７ １０２４７±９０８ １０３７ ＞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０２６３±９３１ ９７５９±８０４ ３５６２ ＜００５

ＢＳＤＳ（ｃｍ）

治疗前 －００５±０７６ －００７±０７１ ０６１３ ＞００５

治疗后 　０５４±０１９ 　０８７±０２４ ２０３４ ＜００５

ＢＳＤＲ（ｃｍ）

治疗前 　２２７±０４９ 　２３５±０４５ ０８２３ ＞００５

治疗后 　２４９±０３８ 　２２９±０５０ ２５１９ ＜００５

表８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情况对比

　　　　时间 对照组 研究组 χ２值 Ｐ值

例数 ８９ １０５

性生活障碍［ｎ（％）］ １３（１４６１） ３８（３６１９） ９２５９ ＜００５

盆腔器官脱垂［ｎ（％）］ ９（１０１１） ２８（２６６７） ８５４５ ＜００５

压力性尿失禁［ｎ（％）］ ８（８９９） ３１（２９５２） ７４７８ ＜００５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采用借助低频电流的生物反馈电刺

激予以电兴奋治疗，对患者盆底肌肉和神经经不同程度、不同

脉宽和不同频率的电流产生刺激作用，增强患者的盆底肌肉强

度和弹性，使患者的盆底肌力和盆底肌电水平得到有效改

善［１４］。电刺激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１５］：①电刺激经阴部神经
传入纤维传至骶髓逼尿肌核，使逼尿肌核兴奋得到抑制，再经

盆神经传至逼尿肌肉，抑制逼尿肌收缩；②电刺激阴部神经传
出纤维，增强尿道周围横纹肌、盆底肌肉和肛提肌的功能，使尿

道关闭压得到有效提高。同时将无法察觉的生理信息通过生

物反馈转换为易懂信号，自我调节后，提高盆底肌力，强化患者

肌肉功能，联合阴道锤体锻炼，可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缓解病

情，提高患者阴道收缩能力［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性生活质量高水平和低水平

比例明显优于对照组，盆底肌力 Ｉ、ＩＩ级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

ＩＩＩ、ＩＶ和Ｖ级等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盆底肌电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这说明，产后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肌电刺

激加生物反馈盆底技术科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和肌肉张力。

本研究中研究组患者进行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盆底技术进行

盆底干预，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性生活障碍、盆腔器官脱垂

和压力性尿失禁等临床症状发生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这说

明，于产后应用盆底康复技术干预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可

缓解病情，有效改善患者的尿失禁，有较显著效果。

另外，盆底肌肉具有维持直肠括约肌、尿道括约肌正常功

能，维持盆腔器官正常位置和阴道紧缩度的作用［１７］。妊娠和分

娩过程中损伤、拉伸盆底 Ｉ、ＩＩ类肌纤维，是发生 ＳＵＩ和 ＰＯＰ的
危险因素［１８］。产后锻炼盆底肌，可增强盆底肌肉的耐力和张

力，使盆底肌群得到有意识的收放，使松弛、衰弱的盆底肌得到

有效修复［１９２０］。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产后３个月的 Ｂ
超检查结果显示 ＵＶＪＭ、ＰＵＶＡＳ、ＰＵＶＡＲ和 ＢＮＤ等指标明显
高于对照组，这说明产后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盆底技术有利于

产后盆底功能恢复。另研究组患者产后６个月时的阴道动态压
力、ＰＯＰＱ分度ＡＰ指示点和 Ｉ、ＩＩ类肌纤维疲劳度等方面均明
显优于对照组，这说明，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盆底技术可有效

缓解产后盆腔肌纤维疲劳度。

综上所述，产后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

盆底技术可较好的训练盆底肌肉，是一种有效安全的干预方

法，可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盆底肌力，有效缓解病

情，减轻性生活障碍，促进改善盆腔器官脱垂和压力性尿失禁

等临床症状，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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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出血经子宫背带式缝合术对出血量、手术时间
及产褥病发生率的影响
袁霞１　丁屹１　杨扬２

１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２００
２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背带式缝合术对产后出血患者术后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产褥病发生率的影
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８４例产后出血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对照组（ｎ＝４２）与研究组（ｎ＝４２）。对照组采用常规止血措施，研究组采用子宫背带式缝合术。统计对比两
组围术期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情况、治疗效果、产褥病发生率及子宫

切除率、并发症发生率、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ＳＦ３６）变化情况。结果：研究组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下
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较对照组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研究组９２８６％
（３９／４２）较对照组７３８１％（３１／４２）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产褥病发生率７１４％（３／４２）
较对照组２６１９％（１１／４２）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子宫切除率０００％（０／４２）与对照组
４７６％（２／４２）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治疗前 ＳＦ３６分值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ＳＦ３６评分与治疗前无明显变化，对照组ＳＦ３６分值较治疗前降低，且治疗后
研究组ＳＦ３６分值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研究组９５２％（４／
４２）较对照组２８５７％（１２／４２）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子宫背带式缝合术治疗产后
出血效果显著，可有效缩短手术用时，减少出血量，提高治疗效果，降低产褥病及并发症发生率，促使患者及

早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具有推广价值。

【关键词】　 产后出血；子宫背带式缝合术；出血量；手术时间；产褥病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ｎ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ｂｙ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ｅｌｔ
ｓｕｔｕｒｅ　ＹＵＡＮＸｉａ１，ＤＩＮＧＹｉ１，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ｉｎｔ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２１３２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Ｍａ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Ｚｈｅｎｊｉａｎｇ２１２０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ｐｔｙｐｅｓｕｔｕｒｅｏ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ｖ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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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ｉｎＪｉｎｔ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４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ｐｔｙｐｅｓｕｔｕｒｅ．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ｔｉｍｅｔｏｇｅｔｏｕｔｏｆｂ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３６）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ｂ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ｌｌ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９２．８６％，３９／４２）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３．８１％，３１／４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７．１４％，３／４２）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６．１９％，１１／４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０．００％，０／４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７６％，
２／４２）（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Ｆ３６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Ｆ３６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ｃｈａｎｇ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ＳＦ３６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
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Ｆ３６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５２％，４／４２）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８．５７％，１２／４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ｐｔｙｐｅｓｕｔｕｒｅ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ｍｐｔ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ｔｒａｐｔｙｐｅｓｕｔｕｒ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Ｐｕ
ｅｒｐｅｒ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

　　产后出血为分娩期严重并发症类型，已逐渐成为造成孕产
妇死亡的重要原因，相关研究指出，产后出血诱因较多，包括子

宫收缩乏力、凝血功能障碍、切口撕裂、胎盘因素等，并且随着

剖宫产率上升，其所致产后出血发生率逐年增高［１］。目前，临

床处理产后出血的措施较多，包括药物治疗（缩宫素制剂、前列

腺素）、子宫动脉结扎、宫腔填塞等，其虽能取得一定止血效果，

但ＡｒｄｕｉｎｉＭ等［２］表明，若经常规措施难以取得满意止血效果，

则需切除子宫，不仅会引发内分泌功能异常、卵巢早衰等并发

症，且可致使术后骨质疏松症提早发生，对产妇生活质量及身

心健康造成巨大影响。同时，既往临床较常用的宫腔填塞 ＋子
宫动脉上行支缝扎术操作用时较长，且止血效果难以满足临床

实际需求。随着临床对产后出血认知不断加深，子宫背带式缝

合术应用价值逐渐得到广泛重视，其于９０年代首次在产后出血
中得到运用，主要通过对子宫肌壁间血管及血窦进行挤压而实

现止血目标［３４］。本研究选取我院８４例产后出血患者进行分
组研究，旨在探讨子宫背带式缝合术对其术后出血量、手术时

间及产褥病发生率的影响。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
收治的产后出血患者８４例，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ｎ＝４２）
与研究组（ｎ＝４２）。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４岁，年龄（３２６３
±１０３１）岁；孕周范围３６周～４０周，孕周（３８１１±１０２）周；产
次范围１次～３次，产次（２０３±０６４）次。研究组年龄范围２０
岁～４３岁，年龄（３３０８±９６６）岁；孕周范围３５周～４１周，孕周

（３８４３±０９１）周；产次范围１次～４次，产次（２１２±０７０）次。
两组年龄、孕周、产次等临床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且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为单胎妊娠；②知晓本研究处理措施，自愿

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并发免疫系统病变者；②并发
血液系统病变及凝血功能障碍者；③并发肾肝心等脏器功能障
碍者。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采用常规止血措施　以纱布对出血部位进行压
迫，并静脉注射缩宫素（康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３０２１４５４），自下向上向产妇宫腔中填塞无菌纱布，自子宫底
部将无菌纱布一端自上向下填塞宫腔中进行，自阴道上端自下

向上填塞另一端，汇合于切口部位，剪除多余纱布，缝合处理。

１３２　研究组采用子宫背带式缝合术　娩出子宫后清理宫腔
积血，下推膀胱反折腹膜至切口旁（约３ｃｍ～４ｃｍ），以１号可
吸收肠线于子宫切口下缘右侧中外约１／３处自左右切口下半端
自外向内距切缘约２ｃｍ～３ｃｍ垂直进针，逐次穿透子宫脱膜
层、肌层与浆膜层，穿透子宫下段全层，缝线拉向子宫底部右侧

中外１／３左右处，于子宫下段切口水平部位向子宫后折返到右
侧子宫骶骨韧带上方，左半部缝合同右半部分，最后缝线于子

宫左侧中外约１／３交汇处切口下方对应处出针，逐渐拉紧缝线
首尾处并打结处理。

１４　观察指标
①统计对比两组围术期相关指标（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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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情况；②统计对比两组治疗效果，尿
量正常，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子宫收缩变硬，阴道流血速度≤５０
ｍｌ／ｈ为有效；无尿或尿量≤３０ｍｌ／ｈ，生命体征恶化，子宫无收
缩，阴道流血速度＞５０ｍｌ／ｈ为无效［５］；③统计对比两组产褥病
发生率及子宫切除率；④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依
据ＳＦ３６量表予以评估，分值范围为０分～１００分，分值越高，生
活质量越好；⑤统计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ｎ（％）］表示，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相关指标情况对比

研究组手术时间、术后出血量、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较

对照组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相关指标情况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后出血量（ｍｌ） 下床活动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研究组 ４２ ４８６３±１０３１ １９７３７±２４０６ ２０５±０７４ ６１４±１８３

对照组 ４２ ７９２４±１１６４ ２６４６６±３５１５ ４５１±１０８ １２０３±１９１

ｔ值 １２７５８ １０２３８ １２１７７ １４４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治疗有效率（９２８６％）较对照组（７３８１％）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有效 无效

研究组 ４２ ３９（９２８６） ３（７１４）

对照组 ４２ ３１（７３８１） １１（２６１９）

χ２值 ５４８６

Ｐ值 ００１９

２３　两组患者产褥病发生率及子宫切除率比较
研究组产褥病发生率（７１４％）较对照组（２６１９％）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子宫切除率（０００％）与
对照组（４７６％）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Ｆ３６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 ＳＦ３６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ＳＦ３６评分与治疗前无明显变化，对照组
ＳＦ３６分值较治疗前降低，且治疗后研究组ＳＦ３６分值较对照组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产褥病发生率及子宫切除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产褥病 子宫切除

研究组 ４２ ３（７１４）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２ １１（２６１９） ２（４７６）

χ２值 ５４８６ ０５１２

Ｐ值 ００１９ ０４７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Ｆ３６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研究组 ４２ ８８７１±１０５２ ８６０１±１０４３ １１８１ ０２４１

对照组 ４２ ８９０４±１０１０ ７８９１±１１０９ ４３７７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１４７ ３０２２ — —

Ｐ值 ０８８４ ０００３ — —

２５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９５２％）较对照组（２８５７％）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乏力 发热 继发性贫血 总发生率

研究组 ４２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２（４７６） ０（０００） ４（９５２）

对照组 ４２ ３（７１４） ５（１１９０） ３（７１４） １（２３８） １２（２８５７）

χ２值 — — — — ４９４１

Ｐ值 — — — — ００２６

#

　讨论
剖宫产在处理难产和其他产科难题中极为重要，可明显缓

解孕产妇分娩期间痛苦感，改善母婴结局，但其属创伤性操作，

易引发产后出血，甚至可对产妇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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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孙素梅［６］及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Ｈ［７］研究均指出，分娩时产妇子宫收
缩能力越强，则出血量越少，且宫缩乏力所致出血发生率约占

产后出血总发生率的８０％左右。因此，如何对产后出血患者进
行及时有效处理，对改善母婴结局、提高产科质量意义重大。

目前临床多于抗休克、抗感染基础上通过子宫动脉结扎

术、宫腔填塞纱条、子宫按摩等措施进行止血，此类措施虽可产

生不同程度止血效果，但均存在一定弊端。如：宫腔填塞纱条

可将产妇阴道出血情况掩盖，且极易引发感染性疾病；而子宫

动脉结扎术对术者操作技术具有较高要求，且手术用时较长，

部分产妇甚至需接受子宫切除术，大量研究表明，子宫切除后

会导致产妇生育功能丧失，还可引发卵巢早衰等诸多并发症，

影响预后［８９］。随着医疗观念转变，人们对产后出血干预效果

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如何有效、迅速止血成为当前研究热点，且

有助于降低并发症发生风险、改善产妇预后。

子宫背带式缝合术为产后出血新型外科手术缝合措施，其

主要通过缝合线捆扎外力促使子宫平滑肌收缩，进而闭合子宫

分支小动脉，并缩小产妇宫腔，减小血流灌注量。ＰｅｎｏｔｔｉＭ等
学者［１０］认为，子宫加压可减缓血液流速，促使血小板聚集、血栓

形成，以此发挥止血效果。子宫肌层缺血可对子宫自主收缩起

反馈性刺激作用，压迫血窦，促使其关闭，最终实现止血目的。

研究显示，子宫背带式缝合术于子宫前后壁缝线对子宫进行加

压，操作简单，止血效果好，可避免切除子宫，对患者生育功能

予以保留，并经两条侧向绑带压迫避免卵巢动脉分支及子宫动

脉自子宫侧缘向子宫中央血流分布，加速止血［１１１２］。此外，该

术式于子宫上承力点较多，各缝合点间距数厘米，经过某些点

进出针方向呈９０°改变，各承力点可共同作用确保子宫表面压
力均匀分布，在止血同时防止子宫遭受创伤。而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Ｓ［１３］

研究证实，子宫背带式缝合术于凝血功能障碍、前置胎盘等所

致产后出血中也可取得良好止血效果，并能降低子宫切除率，

但子宫背带式缝合术无法彻底代替药物止血，故本研究采取子

宫背带式缝合术对产后出血产妇进行干预的同时给予缩宫素

治疗，结果显示，研究组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产褥病发生率、治

疗效果、ＳＦ３６分值均优于对照组，提示采用子宫背带式缝合
术，提高治疗效果，促使患者机体功能康复及生活质量改善。

另从研究可知，研究组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表明子宫背

带式缝合术不仅止血效果好，且术后并发症少，安全性高。此

外，子宫背带式缝合术虽可取得良好止血效果，但临床实际操

作中应注意：①缝合进针时应与宫颈边缘间隔一定距离，防止
对子宫动脉造成损伤而引发血肿；②谨慎实施缝合进针操作，
避免对膀胱造成损伤，确保前后壁进针水平对称，以双侧骶韧

带“８”字附着点两端作后壁进出针点［１４１６］。同时，临床大量研

究还指出，拉紧缝线打结时力度应适中，预防过紧而影响子宫

血液供给，引发子宫缺血坏死，而过松则难以产生有效止血效

果；还应于术后密切观察产妇生命体征、尿量、阴道流血量、子

宫色泽等诸多指标，出现异常后及时采取对应处理措施，减少

甚至避免并发症发生［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采用子宫背带式缝合术治疗产后出血效果显

著，可有效缩短手术用时，减少出血量，提高治疗效果，降低产

褥病及并发症发生率，促使患者及早康复，提高其生活质量，但

本研究未对患者进行长期随访研究，因此子宫背带式缝合术对

产后出血患者预后效果的影响仍需临床延长随访时间进一步

探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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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少弱精子症是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之一，且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传统中医药通过辨证
论治，在治疗本病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大多数医家往往注重从脾肾论治，而忽视从其他脏腑论治。中

医理论认为，肾藏精而主生殖为先天之本，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少弱精子症多责之于脾肾，但却与肺、心、

肝关系密切，在治疗上应以补肾健脾为主，辅以养心、润肺、疏肝，综合辨证，方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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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不育是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变化等诸多问题而
出现的影响人类生殖繁衍的重大问题，其发病率呈日益升高趋

势，其中约有 １６％的夫妇患有不孕不育疾病，男性因素约占
４８％［１２］，而导致男性不育症最主要的原因是少弱精子症［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４］，少精子症是指精子密度＜２×１０６／
ｍＬ，弱精子症是指精子活动能力差，甚至没有活动能力，具体表
现为在精液常规检查中快速向前运动精子（ａ级精子）数量 ＜
２５％或快速向前运动精子＋缓慢向前运动精子（ａ级＋ｂ级）数
量＜５０％，或精子成活率 ＜６０％。临床上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
经常并见，故称之为少弱精子症。目前，在治疗少弱精子症方

面西医尚缺乏特效药物，但祖国医学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

验。祖国传统医学中并无“少弱精子症”等名词，根据临床表

现，本病属于中医“精少”“精薄”“精冷”等范畴。《诸病源候论

·虚劳无子候》中曾经记载：“丈夫无子者，其精清如水，冷如冰

铁，皆为无子之候。”“男子脉得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也。”近年来，对于少弱精子症的治疗，众多医者大多从脾肾论

治，没有对其他脏器辨证论治，这是临床医疗中的不足。本文

仅就五脏论治少弱精子症的问题进行理论探析。

!

　从肾论治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中记载：“丈夫八岁，肾气实，发

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三

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四八，筋骨隆盛，肌

肉满壮，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

鬓颁白，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八八，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

体皆极，则齿发去。”此论述了肾精亏虚是男性不育症的根本的

病因病机。中医理论认为肾藏精而主生殖，故肾在生殖中起着

关键性的作用。只有在肾精肾气充足的情况下，天癸才可旺

盛，只有当天癸旺盛，精气才会溢泄，精室才能充盈，男女交媾，

方能有子。显然，肾与生殖机能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今众多医

家亦认为“病精冷精薄者，多责之于肾”，因此在论治男性不育

时，当先从肾着手［５６］。温健中等［７］认为，少弱精子症多为精气

不足、肾虚精少，属于肾阳不足，治疗上应当坚持以补肾为根

本，肾阳充足则精液藏，肾阳虚则名门火衰，肾虚则精关不固、

精液失藏，导致男子不育、阳痿、早泄等疾病，治疗宜“补肾之元

阳”。采用补肾生精汤（菟丝子３０ｇ、淫羊藿３０ｇ，枸杞子２０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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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１５ｇ、淮牛膝１５ｇ、肉苁蓉１５ｇ、锁阳１５ｇ、阳起石１５ｇ、制首乌
２０ｇ、盐巴戟１２ｇ、葫芦巴１５ｇ、沙苑子１０ｇ、泽泻１０ｇ）治疗少弱精
子症６０例患者，服用１２周后，患者精子数量、精子活力均有明
显改善。

"

　从脾论治
《景岳全书·论脾胃》中记载：“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

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

无以成形体之壮。是以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

又必赖后天为之资。”男性生殖功能有赖先天之肾气，肾中所藏

先天之精也需要后天脾胃运化之水谷之气不断充养，如此才能

生生不息，而肾中所藏之精亦才能保持活动有力。清·傅山在

《傅青主女科》中亦曾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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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从脾论治少弱精子症医家，均认为脾乃后天之

本，主运化水谷，为机体气血生化之源，只有脾胃健运机体才能

气血充足，肾中之精才能生化有源，故种子有望［８］。庞秋华

等［９］以健脾为主、辅以补肾，自拟续断种子方（党参、白术、山

药、杜仲、牛膝、菟丝子、枸杞子、大枣、续断、茯苓、萆等）为基

础治疗少弱精子症５７例，临床总有效率可达８６％，其中女方妊
娠６例，治疗组患者精子浓度、快速向前运动精子＋缓慢向前运
动精子（ａ级 ＋ｂ级）数量提高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可见，续断种子方能够提高少弱精子症的临床疗效。
#

　从肝论治
中医理论认为：肝肾同源，肝藏血而肾藏精，故肝肾同源亦

表现在精血的相互滋生。肾精需要肝血不断化生之精充养，肝

血亦需要肾精的不断滋养，两者在生理上密切相关，病理上亦

相互影响，肝血或肾精任何一方的不足，必定影响精液的生成，

导致少弱精子症的形成。李经国［１０］在治疗少弱精子症时注重

补肾与疏肝并重，临床运用熟地黄３０ｇ、淫羊藿３０ｇ、枸杞子１５ｇ、
黄精１５ｇ、何首乌１５ｇ、柴胡１５ｇ、佛手１２ｇ治疗少弱精子症 ７５
例，总有效率为８６７％，患者精子活力和数量明显高于治疗前。
肝司情志主疏泄，若情志抑郁易导致肝疏泄失司，若肝疏泄失

司必然导致气机郁滞、血行瘀滞———气滞血瘀。若气滞血瘀，

则肾精缺少肝血之充养，发为少弱精子症。黎杰运［１１］等人以麸

炒枳实、炒川楝子、炒橘核、木通、海带、海藻、昆布、麸炒桃仁、

延胡索、姜厚朴、肉桂等为基本方治疗肝郁肾虚型少弱精子症

患者９２例，经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精子活力、精子畸形率等方面
均优于对照组。肝主疏泄，肾主封藏，藏泄失司必然影响肾精

的生成、封藏。理萍［１２］等以开郁种玉汤和五子衍宗丸加减（白

芍１５ｇ、当归１５ｇ、茯苓１５ｇ、柴胡１５ｇ、菟丝子１５ｇ、熟地黄１８ｇ、枸
杞子１０ｇ、覆盆子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五味子５ｇ、淫羊藿１５ｇ、杜仲
１２ｇ、炙香附１５ｇ、仙茅１０ｇ、牡丹皮１０ｇ、牛膝１０ｇ、天花粉１０ｇ）治
疗肝郁肾虚型少弱精子症１３８例，治疗后实验组８９例患者临床
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达到 ４２７％、９５５％，高于对照组的
２６５３％、７３４７％，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

　从肺论治
中医理论认为，肺朝百脉、主治节，通调水道。肺在气血、

津液的生成、运行和输布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男性不

育多责之于肝肾，但肺与肝肾两脏的关系密切，肺与肝升降相

因，两者共调精血。明·袭居在《红炉点雪》中提出：“人之一

身，金水二脏，不可蛰伤。盖金为生化之源，水为生生之本。”肺

宣降功能正常，则形体官窍、五脏六腑得以水谷精气的濡养，而

“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若肺失其节，则脏腑不得养，肾无

精可藏。肺肾居上、下二焦，金水相生，肺乃生化之源，肾主藏

精，为真阴之宅，两者互生互用。肺精充足，下输于肾，肾精充

盈，则生殖之精得生。若肺阴虚损，久必伤肾而致肾阴不足；相

反，若肾阴不足，久则不能滋养肺阴，亦可导致肺阴虚耗。肺肾

两虚，生殖之精必乏源，致少弱精子症［１３１４］。李波［１５］等人认为

肺为肾之母，采用补肺益肾法，自拟补肺壮精汤（黄芪、沙参、天

冬、桑白皮、首乌、菟丝子、丹参、沙苑子、泽兰等）治疗少弱精子

症５０例，总有效率可达８６％。
+

　从心论治
中医理论认为，心藏神，主神明，为人体五脏六腑之大主。

人体之精神、心理活动都必须在心神支配下才能完成。《黄帝

内经》中记载：“心者，君主之官”“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

六腑皆摇”，这表明心在男性生殖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慎斋遗书》也曾记载：“心肾相交，全凭升降。而心气之降，由

于肾气之升；肾气之升，又因心气之降。”心肾相交才能肾水不

过于寒、心火不过亢。肾水不过于寒使得精子活力正常，心火

不过亢使得心神安宁，得以驭精而调控性事。如思虑劳神、心

阴耗伤、心火偏亢，久必暗耗肾阴，使得肾水亏于下、心火亢于

上———心肾不交、虚火内扰，虚火内扰精室必然影响男性生殖

机能。明代医家岳甫嘉曾用清、镇、补三法论治心火妄动之男

性不育症，其用治心的药物对脑之元神进行调养。从现代医学

的角度分析，其作用机制可能是对性中枢的调节。岳氏认为，

遗精是心火妄动的标志性症状，曾经在医案中多次记载。现代

医学则认为，遗精是皮质下中枢活动加强或大脑皮层下存在兴

奋灶。因此，岳氏应用治心药物抑制了皮层下大脑中枢的兴奋

性，调节下丘脑垂体睾丸性腺轴，如此便达到治疗男性不育的
目的［１６１７］。

综上所述，五脏与少弱精子症均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论治

少弱精子症时不应该只从脾肾论治，这是众多医家所没有重视

的。少弱精子症当从五脏论治，肾虚虽为少弱精子症的主要病

机，但本病亦与脾、心、肺、肝等脏密切相关，治疗上应以补肾健

脾为主，辅以养心、润肺、疏肝，综合辨证，方能取得良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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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那非与益肾壮阳膏治疗前列腺术后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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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比研究西地那非单纯用药和西地那非与益肾壮阳膏联合用药，在治疗前列腺癌根
治术后勃起功能障碍中的临床疗效及药物安全性。方法：本研究纳入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男

性患者９０例，随机１：１对照分为实验组和治疗组，全部患者于性生活开始前１小时～２小时内服用５０ｍｇ西
地那非，并根据用药效果调整剂量至２５ｍｇ或１００ｍｇ。实验组患者增加益肾壮阳膏外用涂抹于会阴及阴囊两
侧，每日睡前一次。对比两组患者治疗６个月后ＩＩＥＦ５调查结果评分、平均西地那非用药量和治疗满意度。
结果：实验组与对照组患者在治疗６个月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有明显提高，治疗前后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问题４，维持勃起和问题５性交满足感方面，明显好于对
照组患者，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西地那非平均用药量为３２５±７４３ｍｇ／次，
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５７９±８２３ｍｇ／次，其不良反应发生次数仅为８９％，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４４％，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西地那非单纯用药和西地那非与益肾壮阳膏联合应用，对前列腺癌根
治术后勃起功能障碍都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联合应用益肾壮阳膏可以降低西地那非服药量、提高患者维

持勃起和性交满意度、提高治疗满意度并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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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指前列腺上皮细胞癌变而形成的恶性肿瘤。
目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前列腺癌在男性人群中的发病率正

在呈现逐年升高的趋势，目前已经成为男性患者患病比例最高

的实体肿瘤，其发病率远超过肺癌和结肠癌［１］。尽管前列腺癌

具有发病年龄较大、生长缓慢、远端转移及死亡率较低的等特

点，但目前研究依然认为，前列腺癌根治术在治疗早期、低中度

危险性的前列腺癌患者，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式，对生存预期

超过１０年的患者有效率达到９０％以上。目前认为前列腺癌在
５５岁前处于较低发病水平，发病率高峰年龄为７０岁以上，但当
患者有相关疾病家族史的时候，５５岁前发病比例将提高至
４０％［２］。前列腺作为男性泌尿生殖功能中的重要器官，根治性

治疗带来的最主要问题就是术后患者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发生率为２０％ ～１００％之间，对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心理健康产生较大影响。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将不可避免

地损伤阴经背根神经，随后将导致患者阴茎海绵体失去应有的

神经传导刺激，从而引发海绵体平滑肌细胞凋亡并导致勃起功

能障碍［３］。部分患者由于神经损伤程度较轻，可以随术后时间

进展逐渐恢复勃起功能，但该自我修复过程相当缓慢，多需１年
～２年时间；而对于神经不可逆损伤的患者，其勃起功能将受到
永久性损伤。目前，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Ｉ）如西地那
非、伐地那非等是治疗多种病因引发的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线临

床用药，但目前对该药物针对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导致的勃起功

能障碍，用法用量及服药时间仍存在很大争议，同时由于该药

物具有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不良反应，医

生及患者对于该药物的使用仍有相当大的顾虑［４］。

益肾壮阳膏是以淫羊藿、当归、细辛、蛇床子等十多种中草

药组成，是国内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国家三类中成药，也

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种经过药监局 ＳＦＤＡ批准的，应用现代医
学制药工艺提纯制备的，有效治疗 ＥＤ的外敷中药软膏。该药
物采用中医内病外治，标本兼治的主要思想，通过患者会阴部

及阴茎直接擦涂，经过皮肤入其腠理，直达经络。药效稳定且

副作用小［５］。西昌市人民医院自２０１２年起对前列腺癌根治术
患者，术后出现勃起功能障碍采用益肾壮阳膏联合西地那非治

疗，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纳入西昌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

月收治的于泌尿外科接受前列腺癌根治术后，出现勃起功能障

碍的患者９０例，采用前瞻性１：１随机对照方法分为实验组４５
例及对照组患者４５例。患者年龄范围５０岁 ～６９岁，术后出现
勃起功能障碍时间范围６月 ～２０个月，吸烟史１０年以上患者
５４例，有酗酒史患者１９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对象的纳入与排除标准　本研究纳入标准包
括［６］：①患者夫妻情感亲密，患病前性生活平均每周至少１次；
②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出现时间大于６个月；③患者内分泌及睾
丸功能正常；④无生殖系统畸形；⑤患者无心理性勃起功能异
常；⑥患者治疗 ＥＤ意愿强烈，得到家属支持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排除标准包括：①患者无生殖泌尿系统非手术损
伤；②患者勃起功能障碍非脊髓功能异常导致；③患者无心脑
血管或血糖控制不佳等基础疾病；④无肝肾功能异常；⑤戒烟
戒酒时间小于１个月；⑥患者层接受勃起功能障碍相关治疗。
１２２　治疗方案　全部患者于性生活开始前１小时 ～２小时
内口服 ５０ｍｇ西地那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８），并根据用药效果及不良反应情况，调整剂量至
２５ｍｇ或 １００ｍｇ，每日服药不超过 １次，最大服药量不超过
１００ｍｇ。实验组患者增加益肾壮阳膏（海南新天夫药业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５０２７３）外用。首先使用清水对会阴部、阴
囊、阴茎、龟头及包皮内进行清洗并擦干，将药物涂抹于会阴及

阴囊两侧，快速揉搓至局部发热，可同样对阴茎，龟头采用同样

方法用药，每次用量不超过０５ｇ，每日睡前一次。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勃起功能国际调查问卷５（ＩＩＥＦ５）［７］　该问卷可以有
效反应４周以内患者的勃起功能，主要包括性生活自信心、性生
活满意度、性高潮勃、起能力及勃起维持度等５个方面，每个方
面评分０～５分，分数越高则表示患者自我满意度越高。
１３２　评价患者治疗满意度　疗效显著：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得
到治愈，无明显ＥＤ情况发生，性生活满意度较高；治疗有效：患
者勃起功能得到明显改善，偶有持久力较差情况出现，性生活

满意度高；治疗无效：患者 ＥＤ情况未得到明显改善，性生活满
意度较差。

１３３　记录研究过程中不良反应　如心慌、心率异常、血压异
常等心血管系统不良反应，口干、呕吐等消化道不良反应，头

痛、眩晕、皮疹及一过性视觉障碍等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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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数据分析
全部数据由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ＩＢＭ，美国）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平均值±标准差表示，采用学生 ｔ检验进行组间对
比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检验标准确定为α＝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时表示研究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当Ｐ＜００１时，则认
为研究结果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

"

　研究结果
２１　本研究纳入对象的基本资料

本研究纳入研究对在年龄、体质指数、平均动脉压、勃起功

能障碍病程、吸烟史及酗酒史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后续研究组间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本研究纳入对象的基本资料

组别
实验组

（ｎ＝４５）
对照组

（ｎ＝４５）
统计值 Ｐ值

年龄（岁） ６０５±５５５ ５９６±６４５ ０７５２（ｔ） ０４５４

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９±２８５ ２５０±２８７ １５１７（ｔ） ０１３３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 １０３４±５３４１０２２±６６４ ０９６３（ｔ） ０３３８

术后ＥＤ病程（月） １２８±４０８ １４２±４２５－１５８５（ｔ） ０１１６

吸烟（例） ２６（５７８％） ２８（６２２％） ０１８５（χ２）０４１５

酗酒（例） １１（２４４％） ８（１７８％） ０６００（χ２）０３０３

２２　本研究纳入对象治疗６个月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级西地那
非平均用量

　　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治疗６个月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方面具有显
著差别，且平均西地那非用量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患者于对照组患者在性生活自信心、性生活满
意度和性高潮方面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但实验组患者勃起

能力评分４６±１０２，明显高于对照组３６±０６９，组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４８０，Ｐ＜００５）；同时勃起维持度实验组为
４０２±１０１分，对照组３２±１０８分，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３５２３，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总分实验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西地那非实验组平均用量３２５
±７４３ｍｇ／次，显著低于对照组５７９±８２３ｍｇ／次用量，组间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５３４５，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本研究纳入对象治疗６个月后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级西地那非平均用量

　　　组别
实验组

（ｎ＝４５）
对照组

（ｎ＝４５）
ｔ值 Ｐ值

性生活自信心 ３３±１０７ ３２±１０９ ０４１０ ０６８３

性生活满意度 ４１±１１１ ４４±１０４ －１４００ ０１６５

性高潮 ４６±１４８ ４４±０８７ ０６７７ ０５００

勃起能力 ４６±１０２ ３６±０６９ ５４８０ ０００１

勃起维持度 ４０２±１０１ ３２±１０８ ３５２３ ０００１

总分 ２０６±２４７ １８８±２３５ ３６６０ ０００１

西地那非用量（ｍｇ／次） ３２５±７４３ ５７９±８２３－１５３４５ ０００１

２３　本研究治疗方案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对比结果
实验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有４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１例

心律失常、１例呕吐、１例短暂眩晕和１例皮疹，总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８９％；对照组有１１例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心血管３例，消化
道３例，头痛１例，眩晕１例，皮疹２例，一过性视觉障碍１例，总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４４％，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７８％，对照组总有效率９５６％，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本研究治疗方案的疗效及不良反应对比结果

　　　 组别
实验组

（ｎ＝４５）
对照组

（ｎ＝４５）
χ２值 Ｐ值

心血管不良反应（例） １（２２％） ３（６６％） １０４７ ０３０８

消化道不良反应（例） １（２２％） ３（６６％） １０４７ ０３０８

头痛（例） ０ １（２２％） １０１１ ０５００

眩晕（例） １（２２％） １（２２％） ０００１ ０７５３

皮疹（例） １（２２％） ２（４４％） ０３４５ ０５００

一过性视觉障碍（例） ０ １（２２％） １０１１ ０５００

总不良反应（例） ４（８９％） １１（２４４％） ３９２０ ００４４

疗效显著 ３１（６８９％） ２９（６４４％） ０３４５ ０５００

有效 １３（２８９％） １４（３１１％）

无效 １（２２％） ２（４４％）

#

　讨论
阴茎的勃起功能受到外周神经系统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共

同调节，当人体接受到视觉或触觉性性刺激时，阴茎内神经系

统和血管内皮细胞会释放大量的一氧化氮（ＮＯ），并促进环磷
酸鸟腺苷酸（ｃＧＭＰ）增加，促进细胞钙离子外流，导致细胞内钙
离子水平下降，最终引起阴茎海绵体内平滑肌细胞扩张，增加

动脉血流量并减少静脉回流，使阴茎勃起［８］。５型磷酸二酯酶
是一种主要存在于阴茎海绵体内的血管平滑肌细胞中，该酶可

以有效促进ｃＧＭＰ降解，抑制其对细胞内钙离子水平的影响，引
发患者勃起功能障碍。西地那非作为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具有特异性阻断 ｃＧＭＰ水解的能力，维持 ｃＧＭＰ在细胞内的较
高水平，使其持续性地发挥松弛平滑肌细胞，减小静脉血液回

流的作用，有效改善勃起功能障碍［９］。西地那非治疗勃起功能

障碍，属于按需服用，需根据患者个体差异进行调节，同时由于

该药物对血管系统产生较大影响，有严重心血管疾病或近期曾

发生过急性脑卒中或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患者，不适宜服

用［１０］。本研究中，单纯服用西地那非患者，在治疗６个月后，治
疗有效率达到９５６％，有效地缓解了患者性功能障碍，改善 ＥＤ
症状，但出现副作用患者人数较多，可能与本研究纳入对象年

龄较大，基础疾病较年轻患者多等原因有关。

益肾壮阳膏是以淫羊藿、当归、细辛、蛇床子等十多中草药

组成，是国内治疗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国家三类中成药，也是

目前全世界唯一一种经过药监局 ＳＦＤＡ批准的，应用现代医学
制药工艺提纯制备的，有效治疗 ＥＤ的外敷中药软膏。该药物
采用中医内病外治，标本兼治的主要思想，通过患者会阴部及

阴茎直接擦涂，经过皮肤入其腠理，直达经络。药效稳定且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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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小［１１１４］。纯中药制剂，不含任何激素，不会产生药物性依

赖，也不存在任何刺激性和毒副作用，使用安全可靠。全面保

护、益肾壮阳膏不但能治疗阳萎，而且通过局部用药，促进血液

循环，还能够改善患者的全身症状，提高人体机能，消除发病隐

患［１５１７］。本研究中，患者持续外用益肾壮阳膏，有效降低了西

地那非的使用量，实验组平均用量３２５±７４３ｍｇ／次，显著低
于对照组５７９±８２３ｍｇ／次用量。另一方面，由于西地那非使
用量降低，患者不良反应出现次数也明显下降，而治疗有效率

与对照组患者并无明显差异。

本研究结果显示，西地那非联合重要益肾壮阳膏外用，可

以有效提高ＩＩＥＦ５评分中，勃起功能和勃起持久度的评分，在
不改变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和治疗有效率的基础上，降低了西地

那非的使用量，并有效减少了药物相关不良反应的发生率，疗

效显著。无论单纯应用西地那非，还是中西药联合应用，都应

以患者夫妻双方的意愿为主要参考标准，用药由患者的性生活

期望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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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麒麟丸联合子宫内膜微刺激治疗薄型子宫内膜的临床疗效。方法：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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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济南市第五人民医院生殖科收治的５１个周期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内
膜准备方案分为麒麟丸联合子宫内膜微刺激组（２７例）和单纯子宫内膜微刺激组（２４例），两组患者治疗期
间均排除男性不育因素。结果：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子宫内膜厚度、
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内膜容积≥２ｍｌ比率及内膜下血流ＩＩＩ型比率麒麟丸口
服＋子宫内膜微刺激组高于单纯子宫内膜微刺激组，其差异具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流产率前者低于后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麒麟丸联合子宫内膜微刺激组治疗薄型子宫内膜可明显改善子
宫内膜血流，降低流产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麒麟丸；薄型子宫内膜；子宫内膜微刺激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ｎ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ＷＡＮＧＺｈｅ１，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ｚｈｅｎ１，ＬＩＵＬｉｎｇ１，ＬＩＳｈｕｌｉ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ｉ’ｎａｎ５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０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Ｑｉｌ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０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５１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ｔｈｅ５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ｎａ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２７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ｓｉｍｐｌ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４ｃａｓｅｓ）．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ｅｘｃｌｕｄｅｄｆｒｏｍ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２ｍｌａｎｄｓｕｂ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ｔｙｐｅＩＩＩｒａｔｉｏｉｎｔｈｅ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ｉｎｓｉｍｐｌ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ｗｉｔｈ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ｅｎ
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Ｔｈ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子宫内膜容受性是指能够允许胚胎黏附、穿透并成功植入
的一种状态［１］，而子宫内膜厚度是目前评价子宫内膜容受性的

重要指标之一，其对胚胎能否着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相关研

究表明，不同的子宫内膜厚度对妊娠结局有着不同的影响，但

一致认为薄型子宫内膜可明显降低患者受孕率［２３］，目前针对

薄型子宫内膜的治疗方法也较多，其中子宫内膜微刺激作为一

种治疗方法，已被多数学者证明可以明显的提高临床妊娠率，

并且对子宫内膜严重受损者也可起到一定的修复作用［４］。对

此，我们提出联合相关药物治疗是否可以产生叠加效应，是否

能够进一步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的问题，并对行子宫内膜微刺

激后再给予麒麟丸联合治疗薄型子宫内膜的患者进行临床研

究，分析麒麟丸对薄型子宫内膜的临床应用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济南市第五人民医
院生殖科收治的５１例薄型子宫内膜患者的病例资料，所有入选
患者均签署医疗知情同意书。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 ～３５岁，不
孕年限范围１年～１５年。纳入标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肾阳虚诊断标准且 ＨＳＧ（子宫输卵管造
影）提示输卵管均通畅，既往均有２个～３个周期排卵日且超声
诊断子宫内膜＜８ｍｍ。排除夫妇双方染色体异常、生殖系统畸
形、糖尿病及甲状腺等疾病，男方排除不育因素。所有患者均

是自然妊娠受孕。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子宫内膜微刺激及分组　所有入选患者均行子宫内膜
微刺激治疗，均于月经第３ｄ～５ｄ排除术前禁忌症后，常规外阴
阴道消毒铺巾后，采用子宫内膜取样器顺着子宫曲度经子宫颈

口插入宫腔，轻探宫底，后退少许，从上至下沿宫腔四壁轻柔吸

刮内膜１次～２次，取出少量内膜组织常规送病理检查，整个宫
腔操作过程中必须轻柔，避免损伤子宫内膜基底层。将门诊符

合肾阳虚型的薄型子宫内膜患者５１例，随机分为两组，Ａ组２７
例，在子宫内膜微刺激基础上于经净后给予口服麒麟丸（广东

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３００３４）６ｇ，３次／天，
直至超声监测排卵后；Ｂ组２４例，单纯接受子宫内膜微刺激。
１２２　超声测量　由固定人员使用固定超声仪测量每个患者
排卵后的子宫内膜厚度、内膜容积及内膜下血流。子宫内膜厚

度测量方法为子宫体正中矢状面测量子宫内膜强回声与声晕

交界之间的最大距离。采用三维超声测量子宫内膜容积、子宫

内膜下血流，将内膜及内膜下血流分型状况分为３型：Ⅰ型为血
管穿过内膜外侧低回声带，但未达到内膜高回声外边缘；Ⅱ型
为血管穿过内膜高回声外边缘，但未进入内膜低回声区；Ⅲ型
为血管进入内膜低回声区［５］。

１２３　妊娠判断　所有患者在排卵后第１４ｄ～１７ｄ测尿 ＨＣＧ
或血 βＨＣＧ，确定阳性后于停经４５ｄ～５０ｄ超声见到有孕囊、胎
芽及原始心管搏动者为临床妊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Ａ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



·１２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７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料采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或精确概率法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不孕年限、体重指数、基础内分泌ＦＳＨ、ＬＨ、
Ｅ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的比较

　　 指标 Ａ组（ｎ＝２７） Ｂ组（ｎ＝２４） Ｐ值

年龄（岁） ３０５２±４１７ ３０９１±４２８ ００７８

不孕年限（年） ４５９±３１５ ４６１±３２２ ０８１３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１８９±２３５ ２１７１±２１２ ０５９０

ｂ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７１２±２５３ ７２６±３１４ ０１３７

ｂＬＨ（ｍＩＵ／ｍ） ６４１±１８３ ６５９±２３２ ０２９１

ｂＥ２（ｐｇ／ｍｌ） ３７６２±６２１ ３８１８±５７６ ０２４４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结局的比较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及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内膜容积≥２ｍｌ所占比率、内膜下Ⅲ型所
占比率Ａ组高于 Ｂ组，Ａ组流产率低于 Ｂ组。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结局各项指标的比较

　 指标 Ａ组（ｎ＝２７） Ｂ组（ｎ＝２４） Ｐ值

内膜厚度 ７８９±１３３ ７６３±１７９ ０３１６

内膜容积

＜２ｍｌ ３ ６ ００３２

≥２ｍｌ ２４ １８

内膜下血流

Ⅰ型＋Ⅱ型 ５ ７ ００３９

Ⅲ型 ２２ １７

临床妊娠率 ４０７４（１１／２７） ３７５０（９／２４） ０７２１

流产率 １８１８（２／１１） ３３３３（３／９） ００４３

#

　讨论
胚胎能否成功着床，良好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是其决定因素

之一，但因多种应激性因素或一些过度的医疗行为，导致子宫

内膜变薄或前后壁之间粘连，尤其是进行清宫术时，子宫内膜

基底层对创伤高度敏感，更易引发子宫内膜的损伤，从而导致

宫腔粘连，内膜增生不良。目前关于薄型子宫内膜的定义也有

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子宫内膜厚度最小应为７ｍｍ才能使妊
娠率达到最高［６］，Ｆｅｒｒｅｉｒａ等学者认为内膜厚度达到６ｍｍ以上，
胚胎就有成功着床的可能［７］。但也有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厚度

为３７ｍｍ也能获得成功妊娠［８］，总之，保证一定的子宫内膜厚

度是胚胎能否成功植入的重要因素。

对于薄型子宫内膜的治疗，目前主要从药物治疗、机械刺

激和干细胞修复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尤其是子宫内膜微

创术，其作为一种机械性手段，通过对子宫内膜的轻创不仅可以

清除部分不规则的子宫内膜，而且还可促进子宫内膜血管及上

皮组织细胞的生成和分化，从而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早在一

百年前，即有学者对豚鼠的子宫内膜进行搔刮，惊奇地发现子

宫内膜在受到损伤后迅速生长并产生假性蜕膜反应。近年相

关动物实验中［９１０］也发现，在内膜受到局部性损伤后，会分泌一

系列细胞因子，如组胺、生长因子、白介素１１等，这些细胞因子
不仅可促进子宫内膜蜕膜化，加速内膜修复，而且还可促进子

宫内膜螺旋小动脉生成，增加内膜血流，从而达到改善子宫内

膜容受性的效果，提高受精卵着床率。对此，国外学者 Ｃｅｒｖｅｌ
ｌｏ［１１］等对因子宫内膜薄而导致受孕反复失败的患者行宫腔微
创术，结果发现，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及活产率得到明显的改善。

国内学者沈险华［１２］也曾对反复种植失败的薄型子宫内膜患者

行微创术后再行冻融胚胎解冻移植，结果发现，行子宫内膜微

创术后胚胎着床率也大大提高。由此可见，子宫内膜微创术对

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有一定效果，但子宫内膜微创术易受人为

因素的影响，其手术时机、强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西方医学思想的传入，在

治疗不孕症方面也呈现出了新的趋势———中西医结合，中医学

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的精气盛衰直接关系到人的生殖功能

和生长发育［１３］，尤其在治疗薄型子宫内膜导致的不孕症，祖国

传统医学也具有悠久的历史，多数中医专家认为此类患者其中

医病机为肾虚、肝郁、痰湿、血瘀、血虚等因素引发脏腑功能失

调，胞宫生理机能受损，从而导致子宫内膜发育不良，造成患者

受孕困难。麒麟丸作为一种纯中药制剂，其药物组成包括何首

乌、墨旱莲、淫羊藿、菟丝子、锁阳、党参、郁金、枸杞子、白芍、覆

盆子、山药、丹参、黄芪、青皮、桑葚子。全方运用我国传统医学

“肾主生殖”的理论，以补肾阳，填精血为治法［１４］，目前主要应

用于男方少弱精症，在治疗女性不孕症方面，麒麟丸具有温肾

暖宫，健脾益气、养血调经的作用。相关研究［１５１７］已表明，补肾

中药具有调整生殖系统功能的作用，不仅可以促进子宫内膜的

分泌功能，内膜腺体和间质的同步化，改善子宫内膜内环境，而

且还具有健全黄体功能的作用。对此，本研究在子宫内膜微刺

激的基础上结合中药制剂麒麟丸，观察其对因薄型子宫内膜导

致不孕症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旨在明确中西医结合在治疗薄

型子宫内膜不孕症的临床优势。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基本临床资料无差异的情况下，两

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及临床妊娠率无统计学差异，而子宫内膜

容积≥２ｍｌ所占比率及Ⅲ型血流所占比率麒麟丸联合子宫内膜
微刺激组明显高于单纯采用子宫内膜微刺激组，而两组流产

率，前者低于后者，推测借助补肾中药具有调节机体内环境、健

全黄体功能的作用，麒麟丸联合子宫内膜微刺激可以多途径的

改善子宫内膜血循环情况，促进内膜发育生长，进一步改善种

植条件，达到提高临床妊娠率的目。尽管本研究中两组流产率

有一定的统计学差异，但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待于进一

步大样本的临床相关研究。总之，对于薄型子宫内膜的临床处

理方法仍处在不断摸索中，在确保妊娠结局良好的情况下，实

施个体化治疗仍是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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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０，３０（５）：４９６４９８．

［１４］　贾晓峰，王亮，孙宁霞，等．麒麟丸对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周期中
精液质量的影响．发育医学电子杂志，２０１３，１（１）：３５３８．

［１５］　辛明蔚．排卵障碍性不孕症的中医药研究近况．现代中西医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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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郭娜，黄秀榕，祁明信，等．中药雌激素样作用的研究进展．康复
学报，２００８，１８（４）：６７６８．

［１７］　高喜红．补肾养血中药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中的疗效观察．中国
中医药科技，２０１４，５（ｓ１）：４７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８）

【基金项目】湖北省随州市卫计委医学科研项目（２０１６ＳＺ３２０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伍立群（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Δ【通讯作者】李兆宝（１９８１—），男，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３３５０８３７５＠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３６ ·中医性学·

艾灸关元穴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初产女性
产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伍立群１　肖凤仪１　李波１　李兆宝２Δ

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妇产科，湖北 随州 ４４１３００
２湖北医药学院附属随州医院疼痛康复科，湖北 随州 ４４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艾灸关元穴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初产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
方法：将８０例诊断为产后性功能障碍初产妇随机分为两组。试验组４０例，采用艾灸关元穴联合盆底生物
反馈电刺激治疗治疗；对照组４０例，采用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第３月
阴道肌力和性功能评分。结果：阴道肌力：两组患者治疗前阴道肌力均小于ＩＩＩ级，治疗３月后，对照组肌力
有效率３７５％，试验组肌力有效率９５０％，两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功能评分：两组
患者治疗３月后性功能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３月后两组间性功
能评分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艾灸关元穴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初产女
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艾灸；关元穴；生物反馈电刺激；初产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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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ｈｅ３ｒｄｍｏｎｔｈ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ｕｓｃｌｅｉｎ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ＩＩＩｂｕｔ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ｒｉ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７．５％ａｎｄ９５．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Ｐ＜００５）．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ａｔｇｕａｎｙｕａｎ
ｐｏｉ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ｒ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ｘｉｂｕｓ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ｙｕａｎｐｏｉｎｔ；Ｂｉｏｆｅｅｄｂａｃｋ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ｉｒｓｔｔｉｍｅｒ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Ｐｏｓｔ
ｐａｒｔｕｍ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ＳＤ）是产后困扰女性的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严重影响夫妻关
系，降低女性的生活质量［１］。据报道，产妇在产后发生性功能

障碍的比例为４９％～８３％，初产妇高达７０６％［２］。目前，国内

外对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治疗多采用盆底肌肉训练、生物反馈

电刺激等治疗为主［３４］。艾灸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临床报

道较少。本研究观察了艾灸关元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

疗初产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旨在研究艾灸关元穴对产

后性功能障碍的影响，为患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妇女提供多种治

疗方法，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随州市中心医院产科
就诊，根据产后性功能障碍诊断量化评分表及阴道肌力 ＜ＩＩＩ
级者［５］，诊断为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患者共计８０例。所有
患者均为初产妇，足月妊娠，单胎。排除：①巨大胎儿分娩者。
②心理疾病引起的性功能障碍。③恶性肿瘤。④阴道出血。
⑤盆腔阴道急性炎症。⑥皮肤过敏者。⑦不能坚持随访者。
本研究已获随州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签署知

情同意书，并按顺序登记。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分组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的８０例患者随机分
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４０例患者。对照组给予盆底生物
反馈电刺激治疗，试验组给予艾灸关元穴和盆底生物反馈电刺

激治疗，两组患者均给予专人盆底功能锻炼指导。两组患者年

龄、体重指数、新生儿体重、分娩方式、合并症等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１２２　治疗方法　艾灸关元穴的操作：采用温和灸法：治疗师
右手持点燃的艾条，距离关元穴２３ｃｍ高度进行操作，使患者局

部有温热感而不灼痛为宜。一次灸１５分钟，一日一次，３月一
疗程。所有患者均为同一治疗师操作。

表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珋ｘ±ｓ）

组别 试验组 对照组

例数（ｎ） ４０ ４０

年龄（岁） ２５７±１３ ２５１±０９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４±３１ ２４５±３８

顺产 １８ １５

侧切 ５ ４

剖宫产 ２２ ２５

试产失败 １５ １９

有引产史 ２ １

胎儿体重（ｇ） ３４１８±２６８ ３４４５±３１３

胎儿性别男／女 ２２／１８ ２１／１９

妊娠合并症并发症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４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２

妊娠期糖尿病２ 妊娠期糖尿病２

前置胎盘２ 前置胎盘３

胎膜早破８ 胎膜早破９

其他５ 其它４

无１９ 无２０

　　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选用盆底康复治疗仪 （法国
ＰｈｅｎｉｘＵＳＢ８）进行生物反馈盆底肌肉锻炼。将压力探头置于患
者阴道内，给予频率为８３２Ｈｚ，脉宽为３２０７４０ｕｓ的电刺激和生
物反馈，根据生物反馈信号调整刺激和收缩的部位，刺激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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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为 １０２５ｍＡ，持续时间１０分钟；再按同样方法给予频率为
８３２Ｈｚ，脉宽为３２０７４０ｕｓ的电刺激和生物反馈１０分钟；最进行
性生活场景的生物反馈模块训练１０分钟。每日１次，３个月为
１个疗程。所有患者均由同一治疗师进行指导。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阴道肌力　选用盆底康复治疗仪 （法国 ＰｈｅｎｉｘＵＳＢ８）
检测试验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以及治疗后第３月的阴道肌力。
根据法国国家卫生诊断论证局的会阴肌力测定方法评定肌力，

分为０Ｖ级，比较试验组与对照组高于 ＩＩＩ级肌力的比例（有效
率）。

１３２　产后性功能障碍诊断量化评分表［５］　采用产后性功能
障碍诊断量化评分表，评价试验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前以及治疗

后第３月的性欲望、性高潮、性生活频度、性交痛等单项指标和
性功能障碍总积分。所有评分均有同一人完成并分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包对所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数据用 珋ｘ±ｓ表示，两组均数的比较采用 ｔ检验，率的检
验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阴道肌力

两组患者治疗前阴道肌力均小于ＩＩＩ级，治疗后３月，对照
组肌力有效率３７５％，试验组肌力有效率９５０％，两组间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阴道肌力比较

组别
例数

（ｎ）

治疗前

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治疗后第３月

０ Ｉ ＩＩ ＩＩＩ ＩＶ Ｖ

有效率

ＩＶ＋Ｖ／ｎ

试验组 ４０ ４ １８ １８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２０ １８ ９５．０％ａ

对照组 ４０ ３ １２ ２５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２５ １０ ５ ３７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性功能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后 ３月性功能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治疗后３月两组间性功能评分评分比较有显著性
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产后性功能评分比较

　　　项目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３月

试验组

治疗前 治疗后３月

性欲望 ４７１±０８２ ５２４±０３２ａ ４５２±０１６ ７３６±０８４ｂ

性高潮 ５６６±０１２ ６８２±０７３ａ ５３３±０２４ ８９１±０３４ｂ

性生活频度 ８１３±０３４ １０８１±０８２ａ ８４７±０６３ １２４±０２１ｂ

性交痛 ５６４±０２１ ７４７±０３８ａ ５４２±０１７ ９５６±０３４ｂ

性功能障碍总积分 ４０８１±１１８ ６２５２±７４９ａ ３９３８±７３４ ８０２４±１８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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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是指产妇在产前性功能正常，产后出

现的性功能障碍，主要包括性欲减退、性高潮障碍、性交痛、性

生活频度下降等［６］。其多由于在怀孕与分娩过程中导致的盆

底肌肉损伤和激素水平变化引起，初产女性最易出现。目前，

国内外研究认为影响产妇发生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因素主要包

括分娩方式、精神因素、文化程度、喂养方式等［７１０］。

针对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治疗上以恢复盆底肌肉功能，

提高激素水平为主。生物反馈电刺激可有效的抵抗快速肌肉

疲劳，并增强损伤肌肉的生理功能［１１］。其应用于盆底肌肉，可

增加盆底深层和浅层肌肉的收缩及肌力并唤醒肌肉的本体感

觉，从根本上改善盆底功能，提高性功能［１２１３］。孙智晶［１４］等人

研究发现，产后早期神经肌肉电刺激和生物反馈治疗可明显改

善盆底电生理指标，有利于预防盆底功能障碍。

祖国医学认为，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属“阴冷”范畴，多由

产后肾阳虚衰引起。关元穴属于任脉，“任主胞宫”，为“任脉之

会”，具有培元固本、温肾益精之功效。现代研究认为，艾灸关

元穴对ＨＰＯ轴有良性的调节作用，能使血清 Ｅ２水平明显升
高，ＦＳＨ、ＬＨ明显降低［１５１６］。通常认为，雌二醇水平降低至５０
ｐｇ／ｍｌ（１８３５ｐｍｏｌ／Ｌ）以下时，容易发生 ＦＳＤ［１７］。雌激素水
平提高可增加阴道润滑度，降低性交疼痛，提高性功能。其机

制主要有关元穴的特定作用、艾灸的温热刺激、热辐射［１８］及艾

叶的调经、暖宫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３月，治疗组与对照组较治疗前性
功能评分无论性欲望、性高潮、性生活频度、性交痛等单项指标

和性功能障碍总积分均明显改善，艾灸关元和盆底生物反馈电

刺激均对初产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有效。治疗后３月，治疗组
阴道肌力与性功能评分与对照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说明艾

灸关元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比单一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

对初产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疗效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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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艾灸关元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初产女

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疗效好、方便，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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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文本挖掘技术分析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中医用
药规律
林煦篧１　陈曙辉１　张明强１　陈立２　秦国政３Δ

１云南中医学院临床医学院，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２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３云南省中医医院／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摘　要】　目的：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探索中医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中药用药规律，为临床治疗提供一
定的参考。方法：登录中国知网（ＣＮＫＩ），利用关键词检索中医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相关文献。利用文本提
取技术，建立ＭｙＳＱＬ数据库，运用全文索引对数据进行归档存储，并进行人工降噪。利用文本挖掘中的关联
规则Ａｐｒｉｏｒ算法，进行统计分析。建立常用中药频次表和中药一维文本挖掘结果的表格，利用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
件绘制中药协同关系二维文本挖掘图并进行分析讨论。结果：中药协同关系分析显示 黄柏、甘草、茯苓、丹

参、知母是治疗精液不液化症复方配伍的核心。结论：文本挖据技术的分析结果，充分体现了以扶正祛邪、

恢复气化功能为原则论治精液不液化症的用药特色，对提高临床治疗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疗效大有裨益。

【关键词】　文本挖掘；精液不液化；用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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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液刚由人体排出时为粘液性液体，随后变为胶冻状，通
常经过５～１０分钟之后进行液化，从而帮助精子的运动和受孕。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１］：将精液排出体外后，放置于水浴

箱或温箱内（温度保持在３７℃），若放置时间超过６０分钟仍然
不能液化或者无法完全液化，即称为精液液化异常。由于精液

液化失常会使得精子发生凝集或制动，致使精子运动异常，令

其不能通过宫颈，从而妨碍与卵子结合而导致不育。因此，在

男性不育症中精液不液化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据统计，由

于精液不液化这一因素所导致的不育约占男性不育的１０％［２］。

在治疗方面，对于精液不液化症，西医通常用抗生素［３］和酶类

液化剂［４］如α糜蛋白酶进行治疗，但由于造成精液不液化症的
病因较为多样，因此临床疗效并不显著。本病虽在中医学中没

有明确的病名记载，但根据精液不液化症的表现可以归属于中

医学“精液稠厚”“精瘀”“淋浊”等病名范畴。中医药对于精液

不液化症的治疗有着悠久的历史，临床上也有一定的效果。但

有关文献数量众多，且缺乏归纳和总结，很难了解其用药规律。

因此，本文拟通过文本挖掘技术检索和分析现代医家治疗精液

不液化症的相关文献，运用文献挖掘技术，总结治疗精液不液

化症的用药规律，从而进一步提高中医临床治疗的效果。

!

　材料与方法
文本挖掘技术是利用文本数据收集、处理、结构化分析、可

视化以及评价５个步骤［５］，对非结构化的文本数据进行检索、

归纳和总结［６］的一门技术。其分析结果可以应用于生物、医学

等各个领域。

１１　数据收集
登录中国知网 （Ｃｈｉｎ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ＮＫＩ；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在关键词检索下检索关键词
“精液不液化症”“精液液化异常”。检索日期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３１日。最终检索得到６７６篇文献，排除综述、文摘、新闻、报
纸、会议、硕士和博士论文等后，共得到１０３篇目标文献。
１２　数据处理

将检索到的相关文献运用ＯＣＲ识别技术，按照 ＵＴＦ８编码
格式统一保存在新建文本文件（后缀ＴＸＴ）中。然后，利用文本
提取工具，将非结构化的文件内容整理为 ［文章序号，关键词］

这样的格式化结构，便于ＭｙＳＱＬ数据库录入与处理。
１３　数据一次清洗

将１２项中提取的结构化文本信息，导入名为 ｔａｂｌｅ＿ｉｎｉｔｉａｌ
的数据表中，并对“文章序号”和“关键词”进行统计。对于１篇
文献中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只需要计算１次，据此方法进行数据
清洗工作。

１４　文本挖掘以及可视化分析
在文献检索和查阅的过程中，１篇文章中的关键词对本文

的主题具有一定的概括和总结的作用。若相关关键词的同时、

重复出现则表明这一关键词在文章中的重要性。基于此，设计

出对每篇文献共同出现的关键词对进行统计的一种算法，最终

得到名为ｋｅｙ＿ｐａｉｒｓ数据表。将共同出现的关键词对进行合并，
得出出现的频数，构造进一步算法（详见图 １）从而得到 ｋｅｙ＿
ｐａｉｒｓ＿ｆｒｑｃｙ数据表，再将所抽取的不同频数词对应用 Ｃｙｔｏ
ｓｃａｐｅ３５进行可视化处理，从而形成二维图像（详见图２），其中
圆圈的大小表示某一药物出现的频数大小。例如，图２中黄柏
的圆圈最大，共出现３７次。这种频数及面积大小反映了某一药
物在精液不液化症治疗当中的重要程度。药物之间相连接的

线条粗细反映了某一药物与其他药物伴随出现的频数大小。

如图２中黄柏与知母的线条最粗，即两者相兼出现的配伍频次
最高，共有３７次，这种频数粗细大小反映了某一对药物在精液
不液化症诊治中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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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关键词对算法

图２　协同关系二维文本挖掘结果

１５　数据二次清洗
自然语言的二义性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导致了数据一次

清洗后仍然存在噪音问题，因此这类问题需要进行汇总，通过

逐个分析后建立统一的标准，并依据专业知识对数据进行二次

清洗降噪。即中药名称根据《中药学》（高学敏主编，中国中医

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出版）进行规范，使同种药物名称统一，如中
药“仙灵脾”“淫羊藿”统一规范为“淫羊藿”等。

"

　结果
２１　中药频数统计

由常用中药频次表可见，在治疗精液不液化常用中药频

数按照从高到低排序的前 １７味药物。其中，黄柏、甘草、茯
苓、丹参、知母频数超过２５次，比其他药较为常用，通过对靠
前的１７味中药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治疗精液不液化症时常
用清热、燥湿、补气、活血、补阳等中药进行治疗。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２　中药协同关系分析

将纳入的治疗精液不液化的常用中药通过文本挖掘技术，

按照频数从高到低排序得出１９对使用频率最高的药对组合，两
药之间均为相须、相使配伍。其中，黄柏、知母、丹参、茯苓、甘

草这几味药之间组合频次最高，均大于１５次。具体结果如表２
所示。

表１　治疗精液不液化常用中药频次表

单味中药 类型 频数（次） 数据清洗

黄柏 清热燥湿药 ３７ 是

甘草 补气药 ３１ 是

茯苓 利水渗湿药 ３０ 是

丹参 活血化瘀药 ２９ 是

知母 清热泻火药 ２７ 是

赤芍 清热凉血药 ２１ 是

当归 补血药 ２０ 是

生地黄 清热凉血药 ２０ 是

车前子 利尿通淋药 １８ 是

水蛭 活血化瘀药 １６ 是

山茱萸 固精缩尿止带药 １６ 是

桃仁 活血化瘀药 １４ 是

柴胡 发散风热药 １４ 是

淫羊藿 补阳药 １３ 是

山药 补气药 １３ 是

牛膝 活血化瘀药 １３ 是

泽泻 利水渗湿药 １３ 是

表２　治疗精液不液化中药一维文本挖掘结果
中药１ 中药２ 频数（次） 数据清洗

黄柏 知母 ２３ 是

丹参 黄柏 １７ 是

茯苓 甘草 １５ 是

茯苓 黄柏 １５ 是

黄柏 赤芍 １４ 是

车前子 黄柏 １３ 是

甘草 黄柏 １３ 是

丹参 知母 １３ 是

丹参 赤芍 １２ 是

生地黄 黄柏 １２ 是

车前子 甘草 １１ 是

当归 茯苓 １１ 是

黄柏 萆 １１ 是

当归 甘草 １０ 是

甘草 生地黄 １０ 是

车前子 知母 １０ 是

生地黄 知母 １０ 是

甘草 丹参 １０ 是

甘草 知母 １０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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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软件将上述药物组合进行可视化处理，生成
二维网络关系图，具体情况详见图２（注：中药网络关系图通过
构建中药两两之间关系而成，节点代表中药，连线体现关键词

之间的关系）。如图２所示，黄柏可与１１味其他中药互相配伍
使用，甘草可与７味其他中药互相配伍使用，知母可与６味其他
中药互相配伍使用，茯苓可与５味其他中药互相配伍使用，丹参
可与４味其他中药互相配伍使用。因此，我们得出了中药治疗
精液不液化症的复方配伍核心，即黄柏、甘草、知母、茯苓、丹参。

#

　讨论
由于中医药对于某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较为多元，很难从单

一的文献中总结其规律［７］。因此，采用文本挖掘技术对大量文

献的内容进行挖掘和探索是研究中药用药规律的重要方法。

文本挖掘是将文献中潜在、隐藏的规律进行挖掘、归纳的一门

技术［８］，它能够对海量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并总结出规律，其获

得的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可信度更高［９］。有关研究报道［１０］，文

本挖掘技术在研究疾病用药特点和疾病的发病趋势方面具有

广泛的应用。本研究从６７６篇文献中挖掘中医治疗精液不液化
症的用药规律，文献信息全面，挖掘过程恰当，质量控制严格，

所得结果具有一定的指导临床用药价值。

虽然精液不液化症在古代并没有类似的记载，但中医学认

为精液为阴津，当归于肾，受肾的气化功能影响。因此，诸如阴

虚、湿热、痰瘀、肾虚等因素均可导致肾的阴阳失衡从而影响精

液的液化。现代医家对于精液不液化的治疗总体以扶正祛邪、

恢复气化功能为原则。如戚广崇［１１］在治疗精液不液化症时将

其病因分为湿热、瘀血、痰浊、阴虚、肾精不足等五型进行治疗，

黄春林［１２］从湿热论治精液不液化型不育。还有研究［１３］将精液

不液化分为肾气亏虚型、湿热下注型、痰瘀互阻型、阴虚内热

型、脾虚湿盛型等五型。根据表１常用中药频次表和表２中药
一维文本挖掘结果，发现其药物类型主要有活血化瘀药、化湿

药、清热药、补虚药等。这一用药特点也符合治疗精液不液化

的基本治疗原则。

通过对中药组合的二维文本挖掘发现，黄柏、甘草、知母、

茯苓、丹参为治疗精液不液化的复方配伍核心。其中，黄柏在

《珍珠囊》中载“黄柏之用有六：泻膀胱龙火，一也；利小便结，二

也；除下焦湿肿，三也；痢疾先见血，四也；脐中痛，五也；补肾不

足，壮骨髓，六也。”在 《雷公炮制药性解》中载其可“补肾水衰”

“利小便，除湿热”。知母在《长沙药解》载其味苦，气寒，可清金

泻热、止渴除烦。与黄柏配伍可滋阴降火、滋补肝肾，二者合用

主要用于因阴虚内热、气化不利而导致的精液不液化症。茯苓

可利水渗湿、健脾安神，在《长沙药解》载其可“利水燥土，泻饮

消痰”。甘草入心、肺、脾、胃经，炙用可补益中气，生用可以清

热解毒。茯苓与甘草相配伍可健脾益气、清热除湿，用于脾虚

湿盛、气化不利而致的精液不液化症。丹参在《玉楸药解》中记

载可破宿血，生新血，疏通血脉，为行血之良品也。其与赤芍配

伍可用于治疗瘀血互结所致精液不液化症。从上述分析可以

看出，药物的协同作用基本体现了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症扶

正祛邪、恢复气化的治疗原则。

综上所述，根据常用中药频次表、中药一维文本挖掘结果

和中药二维文本挖掘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药治疗精液不

液化症的用药及加减规律，与扶正祛邪，恢复气化功能的治疗

原则基本相符，因此经过文本挖掘分析所得中药治疗精液不液

化症的复方配伍核心，对中医药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临床用药

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文献的来

源不够全面。本次文献来源均来自中国知网而未涉及其他数

据库，因此导致纳入文献的样本量较少。其次，由于文献质量、

关键词设计等存在不同层次的差异，仍有部分文献存在噪音较

高的情况。因此，为了增强文献的客观性及可信度，在今后的

研究中应当注意纳入文献的全面性，并根据所纳入文献的具体

要求制定相应的降噪算法使研究更加准确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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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波　白雪
延安市中医医院皮肤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选自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延安市中医
医院收治的男性尖锐湿疣患者１０３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复发组５９例，未复发组４４例。调查患者
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嗜酒、吸烟、熬夜、性伴侣、安全套使用、皮损数量、包皮过长、睡眠时间。

结果：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嗜酒和吸烟情况，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复发组患者熬
夜、性伴侣２个及以上、未使用安全套、皮损数量多发、Ｔ细胞亚群异常多于未复发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将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内容纳入多因素分析，熬夜、性伴侣２个及以上、未使用安全套、皮损数
量多发、Ｔ细胞亚群异常为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男性尖锐湿疣复发影响因素中，熬夜、性伴侣２
个及以上、未使用安全套、皮损数量多发、Ｔ细胞亚群异常为其独立危险因素，应当据此做好相关预防措施。

【关键词】　尖锐湿疣；复发；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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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主要是人类乳头瘤病毒
感染造成的多发生在生殖器部位的一种皮肤黏膜增生性疾

病［１］。尖锐湿疣常见于１８岁 ～４０岁人群，主要经过性接触传
染，也可以经过间接接触物体和母婴垂直传播传染［２］。近年来，

我国尖锐湿疣感染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

康和生活质量［３］。目前，临床上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虽然多种

多样，但其疗效存在明显差异，且治疗后容易复发［４６］。为了解尖

锐湿疣复发的相关因素，本研究选自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
我院收治的男性尖锐湿疣患者１０３例，探讨其复发的危险因素，
旨在能够为临床防治提供可靠的参考价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自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我院收治的男性尖锐湿疣
患者１０３例作为本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复发组５９例，未

复发组４４例。患者纳入标准：①ＨＰＶ金标准免疫法与５％醋酸
白试验确诊，均为初次诊断；②患者自愿接受调查，定期随访３
个月。排除标准：①精神疾病患者；②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
重异常者。１０３例患者年龄范围１８岁 ～７０岁、年龄（３８９２±
４５６）岁，病程范围１～１５个月、病程（５８７±１１４）个月。患者
及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已经获得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１２　调查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嗜酒、吸烟、熬夜、性伴侣、

安全套使用、皮损数量、包皮过长、睡眠时间。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计量资料进

行ｔ检验，计数资料进行卡方检验。首先对各种因素进行单因素
分析，然后再针对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内容进行多

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单因素分析尖锐湿疣复发的影响因素

比较两组患者年龄、文化程度、嗜酒和吸烟情况，其差异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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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复发组患者中熬夜、性伴侣２个及以上、
未使用安全套、皮损数量多发、Ｔ细胞亚群异常者多于未复发组，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多因素分析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将上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内容纳入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熬夜、性伴侣２个及以上、未使用安全套、皮损数量多发、Ｔ细胞
亚群异常为尖锐湿疣复发独立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单因素分析尖锐湿疣复发的影响因素

　相关因素
复发组

（ｎ＝５９）
未复发组

（ｎ＝４４）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００６５ ＞００５

　≥４０岁 ３５ ２５

　＜４０岁 ２４ １９

文化程度 ００９８ ＞００５

　初中及以下 ３０ ２１

　高中及以上 ２９ ２３

嗜酒 ００００ ＞００５

　有 ４３ ３２

　无 １６ １２

吸烟 ０９１４ ＞００５

　有 ４０ ２８

　无 １９ １６

熬夜 ９２７３ ＜００５

　有 ３８ １５

　无 ２１ ２９

性伴侣 ３０６１０ ＜００５

　１个或无 １２ ３３

　２个及以上 ４７ １１

安全套使用 １１７３０ ＜００５

　有 ２３ ３５

　无 ３６ ９

皮损数量 ７００５ ＜００５

　单发 ２２ ２８

　多发 ３７ １６

Ｔ细胞亚群 ３５２１４ ＜００５

　异常 ４８ １０

　正常 １１ ３４

#

　讨论
尖锐湿疣发病率仅次于淋病，其潜伏期为１个月至８个月。

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均有明确的方法，但患者治疗后复发率较

高，并且主要集中在治疗后１个月内。目前，临床上对于尖锐湿
疣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因此需要积极预防可能致使复发

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发现，男性尖锐湿疣易复发危险因素

有以下几个方面：①熬夜：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过度熬夜是尖锐
湿疣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７］。过度熬夜造成尖锐湿疣复发

可能与患者免疫功能改变有关。本研究结果表明，复发组过度

熬夜患者明显多于未复发组。②性伴侣２个及以上：近年来研
究表明，尖锐湿疣主要发生在性活跃的人群中，且性伴数量增

多与复发率呈正相关［８９］。尖锐湿疣发生机制主要为性接触时

生殖器出现摩擦，即为尖锐湿疣一个接种过程，患者带有的

病毒颗粒脱落后进入健康者的上皮裂隙中，从而使得感染发

生。本研究发现，复发组性伴侣２个及以上患者明显多于未复
发组，且伴侣２个及以上为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③未使用安全套：在性生活中安全套的使用是避免尖锐湿疣患
者复发的一个保护因素。使用安全套既能够有效预防性疾病

的传播，又能够避免男性包皮垢对宫颈的刺激，减少宫颈癌发

生的危险性［１０１１］。本研究发现，复发组未使用安全套患者明显

多于未复发组，且未使用安全套为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

险因素。④皮损数量多发：有关研究显示，尖锐湿疣多发皮损
比单发皮损复发率高，认为其可能与单发皮损一般处于病程初

期，以及病毒感染较为局限和尚未播散相关［１２１３］。本研究结果

表明，复发组皮损数目多发患者多于未复发组，且皮损数目多

发为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⑤Ｔ细胞亚群异常：Ｔ淋
巴细胞主要是细胞免疫的效应细胞，按照其功能和表面标识不

同，将其分为不同细胞亚群，包括免疫刺激因子Ｔｈ１细胞因子和
Ｔｈ２类细胞因子［１４１６］。Ｔ淋巴细胞及其亚群间的免疫防御、免
疫稳定是免疫监视功能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尖锐湿疣感染

可以诱导机体体液免疫与细胞免疫，而局部和系统细胞介导的

免疫反应是降低尖锐湿疣感染的重要因素［１７１８］。本研究发现，

复发组Ｔ细胞亚群异常患者明显多于未复发组，且 Ｔ细胞亚群
异常为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通过本研究确认，尖锐湿疣复发预防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

手：①戒除不良生活行为习惯，如避免过度熬夜、嗜酒等不良嗜
好，男性包皮过长者需要注意保持卫生清洁；②加强健康的性
教育，提倡安全的性行为：避免多位性伴侣的性方式，减少非婚

性接触，性接触时正确使用安全套；③病情告知：告知患者可能
出现高复发的尖锐湿疣，做好防治尖锐湿疣的相关准备；④预
防间接感染：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洁身自爱，提高自我防护意

识，避免再次感染。

表２　两组患者多因素分析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相关因素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ｒｄχ２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熬夜 ０７６ ０３５ ３９０２ ＜００５ １１８ １０１～１７４

性伴侣２个及以上 ０９４ ０４８ ５４６１ ＜００５ １３９ １０８～１９８

未使用安全套 １７６ ０８１ １０３２１ ＜００５ １９７ １４６～３１３

皮损数量多发 １４３ ０６９ ８１９８ ＜００５ １７２ １３０～２７６

Ｔ细胞亚群异常 １２９ ０５７ ７５３２ ＜００５ １５６ １２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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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男性尖锐湿疣复发影响因素中，熬夜、性伴侣２
个及以上、未使用安全套、皮损数量多发、Ｔ细胞亚群异常为其
独立危险因素，应当根据危险因素采取有效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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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是一种发生于阴囊、阴茎、会阴部、肛周等处的急性感染性坏死性筋膜炎，主要
发病者为男性，其表现为发病部位的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坏死，严重威胁生命，是一种外科急症。该病常为混

合性细菌的感染，肛门直肠、泌尿生殖系和局部皮肤的感染为其主要感染源。临床症状经常表现为局部的

肿痛、瘙痒、皮下积气、浆液性物质渗出和全身的发热、烦躁不安，严重时可以表现为感染性休克或多器官功

能衰竭。因此，早期的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对于一些诊断不明确和临床症状不明显的患者，可以通过相

关的影像学检查包括Ｘ线、超声、ＣＴ、ＭＲＩ等协助诊断。其治疗主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维持体液平衡、
纠正酸碱平衡紊乱、应用抗生素、手术清创和组织重建等。

【关键词】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病因；并发症；治疗；进展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ｇａｎｇｒｅｎｅ　ＳＵＮＢａｏｓｈｕ１，ＳＨＡＯＷｅｉｍｉｎ２，ＣＨＥＮＤｉｐ
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ｒｕｍｑｉ８３００１１，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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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ｓｇａｎｇｒｅｎ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ＦＧ）是一种由多种微生物协同作用于阴部、
阴囊、阴茎、肛周等部位的急性感染性坏死性筋膜炎，经常表现

为发病部位的皮肤和皮下组织的坏死。第一个描述这种疾病

的人是法国性病学家ＪｅａｎＡｌｆｒｅｄＦｏｕｒｎｉｅｒ，所以又称之为Ｆｏｕｒｎｉ
ｅｒ坏疽。ＦＧ可以发生于各个年龄段和性别，但主要好发于男
性（男∶女＝１０：１）。它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但却威胁生命的疾
病，尽管近年来治疗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发病率低（约１：７５００～
１：７５００００）死亡率却极高（可高达６７％）［１］。来自肛肠部位、泌
尿系和皮肤的感染是引起ＦＧ的主要发病因素。其临床症状主
要表现为发热、烦躁不安、局部红肿胀痛并逐渐发展为瘀斑和

坏疽，同时可以伴有脓性物质的渗出，有时会直接发生感染性

休克或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目前，初步评估 ＦＧ的影像学技
术主要包括Ｘ线、超声、ＣＴ、ＭＲＩ等。通过临床影像学可以对一
些诊断不明确和临床症状不明显的 ＦＧ进行诊断。ＦＧ的治疗
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包括维持体液平衡和纠正酸碱平衡紊乱，

之后是进行广泛清创和清除坏死的组织，必要时应用抗生素和

组织重建。虽然当今的医疗水平大有提高，但 ＦＧ仍然是一种
紧急手术，因此，早期的诊断、维持血流动力学稳定、及时应用

有效的抗生素和紧急手术清创是最主要的治疗方法。通过对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的研究，寻求更加有效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提高对
该疾病的发现和及时治疗，促进患者的康复，提高患者的治愈

率，减少疾病的恶化和降低死亡率；同时，也要增加对该疾病的

认知，促进患者及时就医，避免延误病情。

!

　发病诱因和病因
相关文献认为，多数情况下糖尿病、酗酒、肥胖、免疫抑制、

局部创伤、泌尿生殖系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恶性肿

瘤、肝肾功能障碍等疾病是引起ＦＧ的诱因，因为这会导致宿主
的免疫力下降，加速疾病的进展，最常见的合并症为糖尿病

（２０％～７０％）［１２］，但是糖尿病是否和死亡率有关仍然存在争
议。王尉［３］等人的研究认为糖尿病是ＦＧ的危险因素，但Ｂａｒｒｅ
ｄａ［４］等人的研究认为糖尿病不会影响患者的死亡率。ＦＧ的相
关病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肛门或结直肠［５７］：坐骨直肠、

肛周、括约肌间、肛门的脓肿（特别是那些处理不当的）；脱肛；

肛瘘；憩室穿孔；乙状结肠和直肠癌；急性阑尾炎穿孔；内痔的

橡皮筋结扎；肛门或直肠手术。②泌尿生殖系统［８９］：尿道狭

窄；经尿道探查术；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尿路结石；阴茎、阴

囊的手术；附睾炎；睾丸扭转。③特发性的坏疽［１］。④局部皮
肤病变［７，９］：局部外伤；烧伤；皮肤脓肿和真菌感染等。

"

　病理和生理
ＦＧ是一种多种微生物的感染，包括需氧菌、厌氧菌和真

菌［６］。其特征性的表现［１０］为闭塞性动脉内膜炎和血管内血栓

形成，可以累及阴囊全层皮肤、浅筋膜和部分深筋膜，从而导致

皮下组织坏死和坏疽形成。ＦＧ是一种相对非致命的微生物的
破性感染，一般来说，这种感染多有３种或以上细菌感染引起，
最常见的是大肠杆菌、变形杆菌、肠球菌和厌氧菌。刘光明等

人［１１］对１９例患者的组织和脓液培养结果显示为大肠埃希氏
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和混合菌感染。成建芬等人［１２］对２５例患
者分泌物的培养结果显示其中多为大肠埃希菌，其次为变形杆

菌、产气荚膜杆菌、链球菌等。Ｍｏｒｕａ等人报道［１３］多重感染最

常见的是大肠杆菌（４８％），其次是肠球菌（２８％）。其他的有铜
绿假单胞菌、肺炎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念珠菌、棒状杆菌、

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等。由真菌感染的坏死性筋膜

炎很少见，但白色念珠菌已被报道为主要的感染微生物［１４］。

#

　临床特征
ＦＧ的临床症状［２１１１３１５１６］主要表现为发热、烦躁不安、局部

红肿胀痛并逐渐发展为瘀斑和坏疽，同时可以伴有脓性物质的

渗出，有时还会直接发生感染性休克或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

睾丸、精索往往不被感染是因为它们有独立的血供，但仍有

２１％的患者被感染且仍然需要做患侧的睾丸切除术。当感染严
重时局部的感染灶会沿筋膜向腹部转移，造成腹腔感染，侵袭

睾丸血管，形成血栓，从而限制了病灶的引流，造成睾丸坏

死［１７］。Ｈｏｒｔａ等人［１８］将 ＦＧ描述为４个阶段：第一阶段（２４～
４８ｈ）：表现为局部受影响组织的硬化、瘙痒、红肿等非特异性症
状。第二（入侵）阶段：主要表现为短暂的局部炎症表现。第三

（坏死）阶段：一般状况急剧恶化，５０％的情况下会发展为感染
性休克，坏死部位逐渐向前腹壁、腋下和大腿蔓延。第四阶段

（自发恢复阶段）：通过上皮组织的再生和深部肉芽组织的生长

（数个月）进行重建。

%

　诊断和辅助检查
４１　诊断

ＦＧ的诊断主要根据临床表现、查体、相关的影像学检查和
辅助性的实验室检查。相应的临床表现加上局部皮肤的波动

感、破溃、捻发音等，可以提高对ＦＧ的诊断，为其主要的诊断依
据。常用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多是不精确的，大多数情况下显示

为贫血（由于缺乏功能型红细胞，聚集形成二次血栓和败血

症），白细胞增多，血小板减少（可能由于凝血因子减少形成），

电解质紊乱如低钠血症、低钾血症、低钙血症（甘油酸酯在细菌

脂酶的作用下二次破坏水解，释放出游离甘油酸酯离子螯合钙

离子结合）、高血糖、血清肌酐水平升高、氮质血症和低蛋白血

症［１１］。传统的诊断方法大约需要６ｄ时间，而通过快速冰冻切
片鉴别坏死性筋膜炎，可以在２１小时诊断［１９］。Ｋｕｏ等［２０］建议

诊断ＦＧ应当基于以下标准：阴囊、会阴部或肛周部位的软组织



·１３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７月　第２７卷第７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７

感染；存在皮下组织的积气（由体格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发现）；

术中病理切片证实为坏死性筋膜炎。该病需要和阴囊蜂窝织

炎、阴囊丹毒、阴囊炭疽、绞窄疝、痈、血管闭塞综合征、脓皮病

坏疽、过敏性血管炎、结节性多动脉炎、坏死松解性游走性红斑

等相鉴别［１２１］。

４２　影像学检查
目前的影像学检查技术主要包括放射线、超声、ＣＴ、ＭＲＩ。

对于临床症状和诊断不明显的ＦＧ患者有明显帮助。
４２１　放射线　放射线可以在出现捻发音前检测阴囊和会阴
部软组织中的气体，还可以展示阴囊肿胀的软组织和皮下气

肿［２２］。但是，如果不存在积气，并不能排除 ＦＧ的诊断，对于深
筋膜的气体检测是一项突出的弱点。

４２２　超声　超声主要表现为弥漫性的肿胀和水肿（阴囊壁
或阴茎，表现为混合性声影），还可以检测睾丸旁的血流影像。

但是，由于睾丸和附睾由不同的血液供应，经常表现为正常的

大小和回声纹理（阴囊血液供应来自阴部动脉股动脉的分支，

而睾丸血液供应来自睾丸动脉的分支）。超声也有助于鉴别腹

股沟阴囊的嵌顿性疝。超声对于检测阴囊内多普勒血流成像

和软组织内空气显影比放射线显影更为明显。但是，因为皮肤

的坏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进行超声检测的［２２２３］。

４２３　计算机断层扫描（ＣＴ）　ＣＴ可以进行早期诊断和评估
疾病的严重性［２２２４２５］，具有比放射线和超声更高的特异性。ＣＴ
可以发现不对称的筋膜增厚、积液、脓肿形成、皮下气肿，也可

以显示感染的来源和程度，具有高度敏感和特异性用于检测气

体［２２，２５］。皮下气肿是ＦＧ的标志，但不是所有情况下都有。早
期的皮下气肿在ＣＴ中很少看到，因为感染通常非常迅速，缺乏
皮下气肿的早期阶段。ＣＴ在诊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
发现疾病的原因和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并计划实施适当的手术

治疗。增强ＣＴ可以鉴别坏死组织和活组织，提高手术计划和
干预措施；还可以帮助诊断浅深筋膜（对比放射线）并区分 ＦＧ
的软组织水肿和蜂窝织炎［２２，２５］。

４２４　磁共振成像（ＭＲＩ）　ＭＲＩ对于指定坏死性筋膜炎范围
非常有用，此点要优于放射线和超声。ＭＲＩ可以非常精确地检
测炎症进展过程和程度［２６］。因此，ＭＲＩ可以作为早期的诊断
工具。

+

　治疗
ＦＧ是需要紧急处理的外科学急症，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是

非常必要的［２７］。其治疗基于多种方式进行，包括［２６１２］强化体

液复苏（输血、补液）、纠正酸碱平衡紊乱、手术清创、应用抗生

素（开始经验性两联或三联治疗，包括 β内酰胺酶类、甲硝唑
类、三代头孢类等，其后根据药敏检查再行敏感抗生素治

疗［２８２９］）、植皮等。开始的经验性治疗是很重要的，但抗生素的

治疗有可能导致真菌感染失控。所以，应该在检查明确发现有

真菌存在时，及时应用抗真菌药物［３０］，如两性霉素 Ｂ等。对于
手术治疗，一些人认为应当对创面进行扩大清创，即在清除肉

眼可见坏死组织的同时，去除坏死不明显但被怀疑为坏死组织

的部分，但这可能会延迟愈合时间和恢复期［１］。由于坏死的面

积和程度的不同，往往一次清创多不能清除完全，大多数患者

需要多次清创，术区多为敞开式的，需要反复使用双氧水或黏

膜碘冲洗，有效抑制厌氧菌并促进肉芽组织生长［１５３１］。待感染

减轻或控制后，对于大创面的坏死可行皮瓣移植或组织重建，

恢复阴茎、阴囊功能（勃起、射精和排泄），也可以增进美观，提

高患者的心理接受能力［３２］。

相关研究表明，大约有２１％的患者需要做患侧睾丸的切
除。虽然睾丸有独立的血供，如果影像学检查发现睾丸内有积

气存在，往往提示睾丸受到感染，无法存活，需要切除，这可以

降低７０％的死亡率［３３］。膀胱造瘘术也被应用，一些研究者认

为造瘘可以改变尿流途径，而不改变尿液性质，造瘘管可以被

广泛保留，有利于后期尿道介入治疗。结肠造瘘也被应用于治

疗，可以减少创面的感染，尤其对于那些来自肛门直肠感染的

患者，因为改变了排泄通道，有效降低了感染可能，从而加速了

创面愈合［３４］。因此，应当根据不同患者的需要和疾病起源的不

同，采用相应手术方法进行治疗。

其他的相关治疗方法还包括：高压氧舱治疗；蜂蜜；封闭式

负压引流；胶冻酶治疗等。

５１　高压氧疗法（ＨＢＯＴ）
在高压氧治疗中，高浓度的氧（１００％，２～２５个大气压）可

以增加组织的氧气水平和张力，并能够改善组织的弹性［１６３５］。

高压氧治疗作用包括［１］：①刺激白细胞杀菌作用；②增强纤维母
细胞的复制；③增加胶原蛋白形成；④促进血管形成；⑤清除厌氧
菌产生的毒素；⑥增加红细胞的活性；⑦保护细胞内的嘌呤核苷
酸；⑧促进毛细血管增长；⑨促进抗生素由细胞外到细胞内的转
运，从而提高整体效率；⑩促进血管收缩，控制血管出血，改善伤
口愈合和提高免疫力。ＨＢＯＴ的禁忌症［１］包括气胸、阿霉素治疗

合用（动物模型高死亡率）、顺铂（减少超氧化物歧化酶）。ＨＢＯＴ
的副作用［１］是中耳气压性损伤、癫痫、造成高碳酸血症患者失去

自主呼吸和血管收缩，因此对于需要治疗的患者需要行气管插

管。高压氧治疗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型的治疗方法，但由于患者可

能需要转运和其他治疗，可能会限制其应用。

５２　蜂蜜
蜂蜜具有药用性，它可以作为一种辅助性治疗方法加速组

织愈合。蜂蜜是一种含糖量极高的高密度糖类复合体。由于

它的低ＰＨ值和高黏度、吸湿性大且含有抑菌酶和过氧化氢酶，
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具有抗氧化作用［３６］。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ｍ和
Ｕｇａｎｅ的研究［３６］显示，蜂蜜治疗组比冲洗液组可以快速清除坏

死组织并促进新生肉芽组织的生长。但这仍然需要多中心的

实验支持。

５３　封闭式负压引流
封闭式负压引流是一种覆盖在暴露部位的促进清创和治

疗的技术。采用医用泡沫材料包裹多侧孔引流管，泡沫材料表

面覆盖贴膜，使引流管和被引流区与外界隔绝，接通负压源形

成一个高效引流系统，是处理创面的新方法［３７３８］。应用负压引

流装置可以促进组织的灌注，促进成纤维细胞的生长、迁移、代

谢和生长因子的表达；促进细胞的分裂和增殖血管；促进内皮

增生；去除感染组织和渗出液，减少局部水肿。从而促进伤口

的快速愈合，减少伤口面积、换药次数，提高患者的舒适度，减

少住院天数。但是，它们的安置需要注意调节负压范围，避免

造成组织的坏死，同时需要术中尽可能地彻底清创，避免组织

渗出物堵塞管道，及时更换引流装置等［３７４１］。

５４　冻干胶原酶
使用冻干胶原酶（一种可以消化清除坏死组织的酶）也被

研究介绍。胶原酶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至今仍然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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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研究结果表明，胶原酶与创伤的修复有密切的关系；但也

有研究对细菌性胶原酶在创伤修复中的作用提出异议。相关

研究表明［４２］，胶原酶的主要生物活性可能是降解变性胶原蛋

白，因此，它可能通过清除特殊创面（烧伤创面、难愈性溃疡等）

坏死组织中坚韧的胶原，有利于杀菌药物到达更多的区域消除

感染，从而达到辅助创面愈合的目的。控制感染后，可以局部

应用胶原酶，２次／ｄ，促进组织重建［１］。

1

　预后相关指标
预后指标包括：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严重性指数（ＦＧＳＩ）；坏死性筋

膜炎的实验室风险指标（ＬＲＩＮＥＣ）和面积计算。
６１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严重性指数（ＦＧＳＩ）

由Ｌａｏｒ等人［４３］建立的关于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的严重性指标，以
确定疾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患者。具体包括病人的生命体征

和代谢参数（温度、心率、呼吸率、血清钠、血清钾、血清肌酐、血

清碳酸氢、血细胞压积和白细胞计数）并计算出一个与疾病的

严重程度的得分。得分 ＞９分的患者预计有７５％的死亡率，而
≤９分的患者有７８％的生存率。
６２　坏死性筋膜炎的实验室风险指标（ＬＲＩＮＥＣ）

ＬＲＩＮＥＣ评分是一个多系统加权点的实验室指标，经常广
泛应用于低度、中度或高度风险坏死性软组织感染［１４４４６］。具

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坏死性筋膜炎的实验室风险指标

　　　　变量 数值 分值

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１５０ ０

＞１５０ ４

白细胞计数（个数／ｍｍ３） ＜１５ ０

１５～２５ １

＞２５ ２

血红蛋白（ｇ／ｄｌ） ＞１３５ ０

１１～１３５ １

＜１１ ２

血清钠（ｍｍｏｌ／Ｌ） ≥１３５ ０

＜１３５ ２

血清肌酐（ｍｇ／ｄｌ） ≤１６ ０

＞１６ ２

血浆葡萄糖（ｍｇ／ｄｌ） ≤１８０ ０

＞１８０ ２

风险

　低危 ＜５０％ ≤５

　中危 ５０％～７５％ ６～７

　高危 ＞７５％ ≥８

６３　面积计算法
局部受侵犯面积的大小是影响预后的重要因素［４７］，受侵面

积不到３％的患者为低风险，受侵面积在５％以上为高风险［１８］。

2

　并发症
相关报道提示，ＦＧ本身的并发症有［４］：肾功能衰竭、急性

呼吸窘迫综合征、心力衰竭、心律失常、尿路感染、中风和下肢

急性血栓栓塞病等。手术后并发症包括［４８］：伤口感染、造瘘口

及吻合口并发症、长时间的肠梗阻（７ｄ）和局部疝气的形成。长
期并发症包括［４９］：疼痛（５０％的患者）、性功能障碍（阴茎偏曲／
扭转，阴茎皮肤失去敏感性或痛觉）、大便失禁和皮肤缺损等。

3

　结论
目前，国内和国际学界对于ＦＧ的治疗还存在许多争议，如

是否需要切除睾丸、不同的辅助治疗和有效治疗措施的选择

等，但基本的治疗方案是明确的。ＦＧ的感染主要来源于肛门直
肠或泌尿生殖系的感染，虽然其发病非常罕见，但却有很高的

死亡率，需要紧急的手术和积极的应用抗生素抗感染、补液、纠

正电解质等治疗。提高ＦＧ早期的诊断和警惕性是改善患者预
后的主要举措。通过及时的手术和对症治疗，有效改善患者的

症状、体征，通过症状缓解后的组织重建或植皮来改善外观，提

高审美度和改善患者心理状态，均有利于患者的迅速康复。当

然，有效的营养支持、针对性治疗、特殊护理和及时病情评估也

是改善患者病情不可缺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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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赵军（１９８５—），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常
见性病的诊治

Δ【通讯作者】尹建凯（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硕士，皮肤性病方向 Ｅ
ｍａｉｌ：２４６２２７３９＠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４０ ·皮肤性病学·

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锐湿疣患者粘附分
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及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赵军１　张静 １　丁浩１　陈银雪２　尹建凯３Δ

１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５００
２常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５００
３江阴市人民医院（东南大学附属江阴医院）皮肤性病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４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锐湿疣患者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及细胞因子
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期间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９０例尖锐湿疣患者
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Ａ组（电灼联合干扰素治疗组）３０例、Ｂ组（电灼联合光动力治疗组）３０例和Ｃ组
（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组）３０例。比较三组的临床效果、治疗前后的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及细胞因
子表达情况。结果：Ｃ组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Ａ组和 Ｂ组（Ｐ＜００５），治疗后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和细胞
因子表达水平均低于 Ａ组与 Ｂ组（Ｐ＜００５）；而 Ａ组与 Ｂ组间的检测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锐湿疣患者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和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更
好，在尖锐湿疣患者中的应用价值较高。

【关键词】　光动力；电灼；干扰素；尖锐湿疣；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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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临床常见的一类
性传播疾病，患者的外生殖器呈现增生性病变，因为病毒感染

的存在，机体的免疫调节机制呈现出异常表达的状态［１］，且伴

随着多种免疫相关炎症介质的释放，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相关

的方面均是研究的热点。与本病相关的免疫调节和炎症指标

中，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和白细胞介素是参与尖锐湿疣细胞免
疫，发挥抗病毒作用的主要免疫介质，在尖锐湿疣患者的局部

皮损中呈现显著升高的状态，且表达水平随着疾病的发展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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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波动［２］。本文中，我们就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

锐湿疣患者血液中粘附分、Ｔｏｌｌ样受体及白细胞介质表达的影
响进行探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期间常熟市第一人民医
院诊治的９０例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Ａ组
（电灼联合干扰素治疗组）、Ｂ组（电灼联合光动力治疗组）和 Ｃ
组（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组），每组各３０例患者。Ａ组
的３０例患者中，男性２０例，女性１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８岁、
年龄（３４９±７９）岁，病程范围 ０３～１８０个月、病程（５４±
１５）个月，皮损数量范围１～１６个、皮损（８３±２２）个，皮损直
径范围０２～１８ｃｍ、皮损直径（０８±０３）ｃｍ。Ｂ组的３０例患
者中，男性１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９岁、年龄（３５１
±７５）岁，病程范围０３～１７５个月、病程（５７±１４）个月，皮
损数量范围 １～１７个、皮损数量（８６±１９）个，皮损直径范围
０２～２０ｃｍ、皮损直径（０９±０４）ｃｍ。Ｃ组的３０例患者中，男
性２０例，女性１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９岁、年龄（３５３±７６）
岁，病程范围０３～１８０个月、病程（５８±１３）个月，皮损数量
范围２～１７个、皮损数量（８８±２０）个，皮损直径范围０３～
２０ｃｍ、皮损直径（１０±０３）ｃｍ。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
皮损数量和皮损直径等数据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三组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患者纳入标准：≥２０岁及≤６０岁；就诊前１周未接受相关
治疗者；对研究知情同意者。

患者排除标准：存在生殖器其他病变者；合并其他机体基

础疾病者；哺乳期妇女；精神异常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Ａ组采用电灼联合干扰素治疗，首先进行浸
润麻醉，然后以电离子手术治疗仪对病灶由浅入深进行治疗，

电灼范围至醋酸白试验外围２～３ｍｍ处，另以干扰素［安徽安科
生物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Ｓ１９９８００８２］１００
万Ｕ稀释后，于皮损基底部注射进行治疗，３次／周。Ｂ组采用
电灼联合光动力治疗，首先利用电离子清除局部疣体，方法同Ａ
组，随后以治疗边界外扩２ｃｍ为范围局部外敷２０％盐酸氨基酮
戊酸散剂（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每瓶 １１８
ｍｇ），２小时后采用光动力治疗仪进行照射治疗，照射距离与时
间分别为１０ｃｍ和２０ｍｉｎ，每周１次，共４次。另以干扰素１００万
Ｕ稀释后进行封闭治疗。Ｃ组采用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
疗，光动力治疗、电灼治疗和干扰素治疗与 Ａ组及 Ｂ组一致。
然后，统计和比较三组患者治疗的临床效果、治疗前后的粘附

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和细胞因子表达情况。
１２２　检测方法　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４周采集三组的晨起
静脉血标本，采集量为４０ｍｌ，将血标本采用医用离心机离心，取

血清进行检测，检测指标为血清粘附分子（ｓＩＣＡＭ１）、Ｔｏｌｌ样受体
（ＴＬＲ３、ＴＬＲ４及 ＴＬＲ７）和细胞因子（ＩＬ４、ＩＬ１０、ＩＬ１８及 ＴＮＦ
α）。上述血清指标的检测方法均为 ＥＬＩＳＡ法，按照每项指标的
试剂盒进行定量检测，然后分别统计与比较三组的检测结果。

１３　评价标准
治疗后患者的尖锐湿疣相关症状体征均消失，ＨＰＶ感染检

查阴性，且未复发为治愈；治疗后患者的尖锐湿疣相关症状体

征均消失，但ＨＰＶ感染检查阳性为有效；治疗后患者的尖锐湿
疣相关症状体征均无改善，且ＨＰＶ感染检查阳性为无效［３］。治

愈率＋有效率＝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检验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数据检验，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验，
计数资料进行 χ２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为方差分析，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比较

Ｃ组的临床总有效率高于Ａ组与Ｂ组，且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Ａ组与Ｂ组间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Ａ组 ３０ １５（５０００） ７（２３３３） ８（２６６７） ２２（７３３３）

Ｂ组 ３０ １８（６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０）

Ｃ组 ３０ ２７（９０００） ２（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２９（９６６７）

χ２值 — — — ６２４０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粘附分子和 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水平
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的血清粘附分子和 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水平
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４周，Ｃ组
患者的血清粘附分子和 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水平均低于 Ａ组与 Ｂ
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但 Ａ组和 Ｂ组间的
检测结果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的血清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４周，Ｃ组患者的血清
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均低于Ａ组与Ｂ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Ａ组与Ｂ组间的检测结果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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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粘附分子及Ｔｏｌｌ样受体表达水平比较

时间 组别 例数 ｓＩＣＡＭ１（ｐｇ／ｍｌ） ＴＬＲ３（％） ＴＬＲ４（％） ＴＬＲ７（％）

治疗前 Ａ组 ３０ ３３２６２±３５６５ １４５±０２５ ２７５３±２６８ ５６３±０７２

Ｂ组 ３０ ３３０７８±３６７３ １４８±０２４ ２８０２±２７２ ５６６±０７０

Ｃ组 ３０ ３３１５１±３５４５ １４６±０２５ ２７７５±２７５ ５７０±０７５

Ｆ值 ０２１１ ００６９ ０１５３ ０１５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４周 Ａ组 ３０ ２７８９５±３０１７ １２３±０２０ ２１７３±２２５ ３７９±０４５

Ｂ组 ３０ ２８０７５±３１４５ １２５±０２２ ２２５２±２３４ ３８６±０４９

Ｃ组 ３０ ２４５３５±２６３２ ０９９±０１６ １６３６±１８２ ２２０±０３７

Ｆ值 ６７５２ ５９８０ ７１２５ ６４２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时间 组别 例数 ＩＬ４（ｎｇ／Ｌ）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ＩＬ１８（ｐｇ／ｍｌ）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治疗前 Ａ组 ３０ ２１２２±２６８ ２８５８±３６３ ３１３１±３４５ ２２５±０３５

Ｂ组 ３０ ２２０２±２７５ ２９１１±３７４ ３２２３±３５２ ２３０±０３３

Ｃ组 ３０ ２１９８±２７１ ２８９５±３７１ ３１８６±３４９ ２２９±０３６

Ｆ值 ０１１３ ０２２３ ０１３６ ００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４周 Ａ组 ３０ １３９９±１７５ ２１８７±２４８ ２８２０±２８９ １６０±０２３

Ｂ组 ３０ １４５４±１８０ ２２７３±２５６ ２８４５±２９９ １６５±０２５

Ｃ组 ３０ ９２４±１２３ １５６５±１９８ ２３２０±２７５ ０９８±０１５

Ｆ值 ７７３２ ６９４１ ７２２０ ５７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临床常见的一类性疾病，主要由 ＨＰＶ感染所

致，患者的生殖器及肛周最易被感染，对患者造成的心理压力

和机体不适感极为明显，也是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４５］。由于

此类疾病是感染性疾病，与感染相关的机体指标变化十分明

显。同时，感染可以导致机体的免疫调节变化，因此对尖锐湿

疣患者相关的免疫调节和炎症反应变化的研究较多［６７］。临床

众多的指标中，粘附分子与炎症相关，对于宿主 ＨＰＶ感染的抵
抗作用明显［８］，在Ｔ细胞和抗原呈递细胞的关系中有较强的粘
附作用，故在尖锐湿疣患者的血液中呈现高表达状态［９］。此

外，Ｔｏｌｌ样受体也与尖锐湿疣密切相关，亦与感染导致的天然免
疫应答有关，并与机体的炎症反应指标分泌有密切的关系，而

其中的ＴＬＲ３、ＴＬＲ４和 ＴＬＲ７在高表达与机体抗病毒作用的激
发有关［１０１１］，并与相关的细胞因子表达有关，因此，患者的 ＩＬ
４、ＩＬ１０、ＩＬ１８和ＴＮＦα等细胞因子也呈现高表达状态［１２１３］。

本研究中，我们就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锐湿

疣患者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和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进行探究。
结果显示，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的效果显著优于电灼

联合干扰素治疗、电灼联合光动力治疗的患者，表现为患者治

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提高，同时治疗后的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
受体和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显著降低，且均低于电灼联合干扰素

治疗、电灼联合光动力治疗的患者，从而肯定了３种治疗方式联
合应用的临床价值。我们认为，其中原因与光动力联合电灼、

干扰素治疗分别从光敏化反应、氧化应激反应的调节［１４１５］、病

变组织蛋白固化和调节免疫等多个方面对尖锐湿疣病毒最大

程度的清除有关系；与此同时，患者乳头瘤病毒感染后的过度

的免疫状态也随着病毒的清除得以纠正，相关细胞因子的表达

状态得以持续改善［１６１８］，这也从侧面反映了３种方法联合治疗
尖锐湿疣的优势。

综上所述，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锐湿疣患者

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和细胞因子表达有着更为积极的影响，治
疗尖锐湿疣患者的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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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梅毒对妊娠孕妇胎儿纤维连接蛋白、妊娠结局的
影响
杨小云１　张晶２　黄凤霞１

１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３１
２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妇产科，广州 ５１１４５７

【摘　要】　目的：分析合并梅毒对妊娠孕妇胎儿纤维连接蛋白（ｆＦＮ）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收集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收治且符合纳入条
件的２６例有先兆晚期流产及先兆早产迹象的梅毒孕妇作为梅毒组，选取同期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及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收治的８０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均采用调查表统计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并取阴道分泌物测定ｆＦＮ阳性率，比较不同妊娠结局产妇ｆＦＮ阳性情况。结果：梅毒组患者分娩孕周早
于对照组，其既往不良妊娠、流产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梅毒组患者妊娠
合并贫血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梅毒组患者 ｆＦＮ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梅毒组患者的胎儿窘迫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梅毒组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ＦＮ阳性梅毒
孕妇早产发生率高于ｆＦＮ阴性孕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ｆＦＮ阳性与阴性梅毒孕妇新生儿呼
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对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合并梅毒的妊娠期孕妇其ｆＦＮ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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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高。

【关键词】　梅毒；孕妇；儿纤维连接蛋白；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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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１４５７，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ｏｎｆｅｔａｌ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ｆＦＮ）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６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ｌａｔｅｔｅｒｍ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ｈａｄｓｉｇｎｓｏｆ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ｌａｂｏｒ，ｍｅｔ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Ｎａｎｓｈ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５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ｈａ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ｉｎ
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ｇｒｏｕｐ．８０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ｔｗｏ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ｔｈｅｖａｇｉ
ｎ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Ｆ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ＦＮ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ｅｋ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ｅａｒｌｉｅｒｔｈ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ｈａｖｉｎｇ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ａｎｅｍ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ＦＮ
ｉｎ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ｔｈ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ｆＦ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ｆＦＮ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ｄｉｓ
ｔｒｅｓｓ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ＦＮ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ｆＦ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ＦＮ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ｓ
ｈｉｇ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Ｆｅｔａｌｆｉｂｒｏｎｅｃｔｉｎ（ｆＦ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梅毒为常见性传播疾病，妊娠合并梅毒系由妊娠期感染梅
毒螺旋体（ＴＰ）所致，其严重威胁母婴健康的慢性、全身多系统
性传播疾病，可累及多脏器官，导致组织、功能异常，影响产妇

妊娠结局。有研究［１］发现，妊娠６周，胎儿感染 ＴＰ即可造成流
产，而随妊娠时间的延长，ＴＰ可通过胎盘传播至胎儿各脏器官，
导致死胎、早产、低出生体重等，影响产妇妊娠结局。且多项研

究［２３］均证实，妊娠合并梅毒可导致多种不良妊娠结局，增加社

会负担。胎儿纤维连接蛋白（ｆＦＮ）属多功能糖蛋白，由胎盘合
体滋养层细胞分泌，可直接进入绒毛间隙，妊娠２０ｄ即可检出，
在羊水含量较高，同时可分布于胎盘组织、羊膜、胚胎组织内。

研究［４］发现，ｆＦＮ在介导胎盘与子宫蜕膜粘附及保护方面有其
重要作用，与病理妊娠有紧密关联，可作为预测不良妊娠结局

的相关指标。但目前尚无报道对妊娠合并梅毒孕妇ｆＦＮ表达进
行分析。为探讨合并梅毒对妊娠孕妇 ｆＦＮ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佛山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

对收治的２６例妊娠合并梅毒孕妇及８０例正常孕妇展开了对照
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佛山市南海区第五
人民医院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收治且符合纳入条

件的２６例有先兆晚期流产及先兆早产迹象的妊娠合并梅毒孕
妇作为梅毒组。纳入标准：产妇有梅毒感染史；有死胎、死产

史、流产或分娩梅毒儿史；梅毒螺旋体抗体血清学筛查结果为

阳性；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实验（ＴＲＵＳＴ）结果阴性但梅毒螺旋

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阳性，且既往有梅毒潜在感染，但未进
行规范治疗者或 ＴＲＵＳＴ、ＴＰＰＡ双阳性者；未进行阴道灌洗；单
胎妊娠；有先兆晚期流产及先兆早产迹象；临床资料完整，有明

确ｆＦＮ检查结果；均获得家属及患者知情同意。选取同期佛山
市南海区第五人民医院及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南沙医院收治

的８０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拟个案调查问卷调查两组产妇一般资料，包括人口

学资料（年龄、职业、住址、户籍）、行为史（输血史、吸烟史、饮酒

史）、生育史（孕次、产次、不良妊娠史）、产科特征（月经初潮年

龄、月经周期、痛经情况）、诊断、围产期情况、妊娠结局、新生儿

基本情况及ｆＦＮ阳性情况。两组产妇入院后均接受 ｆＦＮ检测，
取宫颈阴道分泌物，置入磷酸盐缓冲液试管内，混合均匀，采用

固相免疫吸附法测定ｆＦＮ阳性表达情况，试纸出现一条线则为
阴性，两条则为阳性。

１３　诊断标准
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流产、死产、死胎、低出生体重、早产等。

早产：妊娠不足３７周分娩者；流产：妊娠不足２８周，胎儿体重＜
１０００ｇ而终止妊娠者；死胎：妊娠２０周后胎死宫内者；死产：胎
儿在分娩过程中死亡者；低出生体重：出生时体重＜２５００ｇ者。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行χ２检验，多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表示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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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梅毒组与对照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年龄、户籍、文化程度、职业、初潮年龄、痛经情况、孕

产史、引产史、吸烟史、饮酒史等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梅毒组患者分娩孕周早于对照组，其既往不良妊娠、
流产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孕期合并疾病比较

两组孕期合并病毒性肝炎、妊高症、糖尿病、剧烈呕吐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梅毒组妊娠期合并贫血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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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围产期情况比较

梅毒组胎儿窘迫发生比例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其余各事件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ｆＦＮ阳性率比较

梅毒组 ｆＦＮ阳性率高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梅毒组流产、死胎、早产及低出生体重所占比例略高于对

照组，但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２６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新生儿结局比较

梅毒组新生儿出生缺陷、梅毒感染、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

率略高于对照组，但仅呼吸窘迫综合征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２７　ｆＦＮ阳性与阴性梅毒孕妇妊娠结局比较

ｆＦＮ阳性梅毒孕妇早产发生率高于 ｆＦＮ阴性孕妇，对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２８　ｆＦＮ阳性与阴性梅毒孕妇新生儿结局比较

ｆＦＮ阳性与阴性梅毒孕妇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对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８。

表１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梅毒组（ｎ＝２６）对照组（ｎ＝８０）统计值 Ｐ

年龄（岁） ２６３３±３１４ ２６４１±４１２ ００９０ ＞００５

户籍

　本地 ５（１９２３） １４（１７５０）

　流动人口 ２１（８０７７） ６６（８２５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

文化程度

　初中或以下 ５（１９２３） １４（１７５０）

　高中 １４（５３８５） ４６（５７５０）

　大专及以上 ７（２６９２） ２０（２５０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

职业

　农民 ４（１５３８） １０（１２５０）

　自由职业 ６（２３０８） １３（１６２５）

　务工人员 ３（１１５４） １２（１５００）

　公司职员 ７（２６９２） ２４（３０００）

　无业 ６（２３０８） ２１（２６２５） ０１３１ ＞００５

分娩孕周（周） ３０６２±１３１ ３２１１±３７４ １９８６ ＜００５

初潮年龄（岁） １３２１±１６４ １３２２±１５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５

痛经 ９（３４６２） ２３（２８７５） ０３２０ ＞００５

不良妊娠史 ５（１９２３） ４（５００） ５１１４ ＜００５

孕次（次） ２１２±０７１ ２２１±０５８ ０６４９ ＞００５

产次（次） １５１±０４２ １６１±０５２ ０８８９ ＞００５

流产史 １０（３８４６） １６（２０００） ３７１２ ＜００５

引产史 １（３８５） １（１２５） ０７１４ ＞００５

吸烟 ６（２３０８） １７（２１２５） ００３８ ＞００５

饮酒 ５（１９２３） １６（２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５

表２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孕期合并疾病比较［ｎ（％）］

组别 病毒性肝炎 贫血 妊高症 糖尿病 剧烈呕吐

梅毒组（ｎ＝２６） １（３８５） １０（３８４６） ３（１１５４）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５）

对照组（ｎ＝８０） １（１２５） ９（１１２５） ８（１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１（１２５）

χ２ ０７１４ ９８７６ ００４９ ０１２９ ０７１４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围产期情况比较［ｎ（％）］

组别 胎儿窘迫 前置胎盘 胎盘早剥 羊水过少 脐带缠绕 胎膜早破

梅毒组（ｎ＝２６） ４（１５３８）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５） ２（７６９） ７（２６９２） ５（１９２３）

对照组（ｎ＝８０） １（１２５） ０（０）　 １（１２５） ５（６２５） ２０（２５００） ８（１０００）

χ２值 ８７２２ ３１０６ ０７１４ ００６６ ００３８ １５５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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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梅毒组与对照组ｆＦＮ阳性率比较［ｎ（％）］

组别 阳性 阴性

梅毒组（ｎ＝２６） ６（２３０８） ２０（７６９２）

对照组（ｎ＝８０） ６（７５０）　 ７４（９２５０）

χ２值 ４７４２

Ｐ值 ＜００５

表５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ｎ（％）］

组别 流产 死产 死胎 早产 低出生体重

梅毒组（ｎ＝２６） １（３８５） ０（０） １（３８５） ５（１９２３）３（１１５３）

对照组（ｎ＝８０） １（１２５） ０（０） ０（０）　 ７（８７５） ３（３７５）

χ２值 ０７１４  ３１０６ ２１４７ ２２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６　梅毒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新生儿结局比较［ｎ（％）］

组别 先天畸形 出生缺陷 梅毒感染 呼吸窘迫综合征

梅毒组（ｎ＝２４） ０（０） ２（８３３） １（４１７） ４（１６６７）

对照组（ｎ＝７９） ０（０） １（１２７） ０（０）　 ２（２５３）

χ２值 — ３２５１ ３３２３ ６７０４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７　ｆＦＮ阳性与阴性梅毒产妇妊娠结局比较［ｎ（％）］

组别 流产 死产 死胎 早产 低出生体重

ｆＦＮ阳性（ｎ＝６）１（１６６７） ０（０） １（１６６７）３（５０００）０（０）

ｆＦＮ阴性（ｎ＝２０）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０００）３（１５００）

χ２值 ３４６６ — ３４６６ ４７５４ １０１７

Ｐ值 ＞００５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８　ｆＦＮ阳性与阴性梅毒孕妇新生儿结局比较［ｎ（％）］

组别 先天畸形 出生缺陷 梅毒感染 呼吸窘迫综合征

ｆＦＮ阳性（ｎ＝６） ０（０） １（１６６７）１（１６６７） ３（５０００）

ｆＦＮ阴性（ｎ＝２０） ０（０） １（５００） ０（０）　　 １（５００）

χ２值 — ０８８４ ３４６６ ７１７９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临床常见性传播疾病。近年来，统计报道［５］显示，

梅毒发病率明显上升，目前已成为威胁公务卫生的严峻问题，

且随梅毒发病率的增加，妊娠合并梅毒发病率亦有所增加。同

时妊娠期梅毒多为潜伏感染，妊娠期间母体免疫、炎症均可能

产生变化，增加其对梅毒的易感性，且大部分妊娠期合并梅毒

产妇无特异性症状表现，对其诊断多依靠定期产检。林素云

等［６］认为，梅毒是引起妊娠合并症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导致

胎儿水肿、流产、宫内发育生长受限、围产儿死亡的关键因素。

梅毒的传播途径包括性传播、血缘性传播、产道传播、胎盘传播

及间接传播等，妊娠期合并梅毒孕妇若未早期检出并给予积极

的抗梅毒治疗，梅毒螺旋体则可借助血液循环透过胎盘导致胎

儿感染梅毒，同时胎儿分娩过程中，经过梅毒感染的产道同样

可产生感染［７］。

早期有研究［８］发现，年龄、职业、居住地是妊娠期梅毒感染

的相关因素，其表示妊娠期梅毒感染年龄多集中于２７岁左右，
本研究中，梅毒组与正常对照组年龄均与之相近，尚无统计学

差异，可能与本组入选对象均为年轻产妇有关，而该阶段梅毒

发病率高可能与此阶段女性性行为处于旺盛期，且性生活安全

意识欠佳有关。从地区分布上看，本研究中妊娠期梅毒孕妇多

为本地人口，可能与本地孕妇活动范围广，感染风险大有关。

分娩孕周比较发现，梅毒组产妇分娩孕周普遍早于正常对照

组，表明梅毒组早产儿所占比例高。王芬等［９］发现，妊娠期期

胎儿暴露于感染环境越久，其感染越严重，早产及死产风险越

高。也有研究者［１０］发现，梅毒感染孕妇其胎盘大且白，胎盘绒

毛变厚，灌注阻力增加，可增加死胎、早产发生率，与本研究结

论一致性较高。

近期也有研究者［１１１２］发现，胎儿纤维连接蛋白与病理妊娠

有其相关性，可作为预测早产的相关指标。胎儿纤维连接蛋白

可由妊娠组织及部分肿瘤组织产生，有研究［１３１４］发现，胎盘滋

养细胞可直接释放胎儿纤维连接蛋白进入绒毛间隙。ｆＦＮ染色
最强部位为胎盘附着区细胞外基质，以滋养层附着处为主，

Ｇｒｏｖｅｒ等［１５］推测其可能为滋养层胶，是固定子宫壁与胎盘的关

键物质。妊娠早期ｆＦＮ由羊膜、蜕膜、绒毛及子宫壁层未融合胎
膜渗出，且含量少，而孕１２周后，正常条件下，宫颈分泌物无法
或仅可检出少量ｆＦＮ，而于孕足月后可再度产生，可能与宫缩引
起胎膜、基底膜滑动有关。Ｆａｒｏｎ等［１６］认为，孕期检出ｆＦＮ大部
分情况下均提示胎盘绒毛、子宫蜕膜遭到破坏，可增加早产等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一般认为早产与女性生殖道感染密切

关联，而 ｆＦＮ则被认为是宫内感染、上生殖道感染的敏感性指
标。因此妊娠期产妇感染梅毒后，ｆＦＮ阳性率上升，早产发病率
增加。本研究发现，ｆＦＮ阳性妊娠期合并梅毒孕妇其早产发生
率高于ｆＦＮ阴性者，表明 ｆＦＮ可作为妊娠期合并梅毒孕妇早产
预测的有效指标。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合并梅毒是增加孕妇妊

娠不良结局发生率的重要危险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梅毒组

妊娠不良结局及新生儿不良事件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与 Ｈｅｒ
ｍａｎｓ等［１７］、Ｎｉｋｏｌｏｖａ等［１８］报道相近，因此，必须重视妊娠合并

梅毒产妇的监测及处理，完善产前保健，定期作梅毒筛查，重视

婚检，加大对性生活安全防护知识的宣传力度，规范治疗妊娠

合并梅毒孕妇，强化对其追踪随访。

综上所述，合并梅毒的妊娠期孕妇其ｆＦＮ阳性率较高，不良
妊娠结局发生率高，新生儿不良事件发生率高于正常孕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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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不同人群梅毒感染现状分析
陈伟思１　黎华波１　张择榕１　许玉军２　朱考考２△

１三亚市皮肤性病与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海南 三亚 ５７２０００
２海南省皮肤性病防治中心，海口 ５７０２０６

【摘　要】　目的：了解三亚市不同人群梅毒的感染率及合并感染情况，为加强今后的梅毒防治工作提
供依据。方法：收集２０１６年自愿咨询检测（ＶＣＴ）人群、美沙酮人群、孕产妇、男男性行为者（ＭＳＭ）和女性性
工作者（ＦＳＷ）筛查数据，梅毒由三亚市慢性病防治中心同 ＴＰＰＡ和 ＴＲＵＳＴ确诊。结果：各类人群共筛查
７９６５人，梅毒筛查阳性者为２４１人，阳性率为３０３％，其中ＭＳＭ和ＦＳＷ的阳性率明显高于孕产妇。筛查人
群中梅毒确诊１１３例，患病率为１４２％，美沙酮维持人群，ＭＳＭ和ＦＳＷ的患病率明显高于孕产妇。结论：三
亚市不同人群梅毒感染的情况与ＨＩＶ十分相似，可将梅毒与艾滋干预转介工作整合，完善筛查检测和转介
服务等环节，充分利用公共卫生资源，降低新发感染率的目的。

【关键词】　梅毒；不同人群；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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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ＨＩＶｉｎＳａｎｙａｎｃｉｔｙ，ｓｏｔｈａ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ｒｋ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ａｎｂｅ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ＨＩＶ．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ｆｅｒｒａｌ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ｃ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ｍａｋｅｆｕｌｌｕｓｅ
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ｔｏ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系统性的性传播疾
病［１］。海南省近年来梅毒疫情日趋严重，三亚作为海南省的代

表性旅游城市，游客众多，还有很多常年居住或冬季常住的外

地居民，人口流动性较大，为梅毒的传播提供了温床。同时梅

毒患者可无临床表现，长期呈隐形感染状态，不易察觉，从而耽

误病情增加传播机会［２］。为了解三亚市不同人群梅毒感染情

况，２０１６年对自愿咨询检测（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ｉｓｉ
ｔｏｒｓ，ＶＣＴ）人群、美沙酮人群、孕产妇、男男性行为者（ｍａｎｗｈｏ
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和女性性工作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
ＦＳＷ）的筛查数据进行整理。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三亚市常规开展筛查干预的 ＶＣＴ人群、美沙酮人群、孕产
妇、ＭＳＭ和ＦＳＷ人群。
１２　筛查方法

在各医疗机构初筛（胶体金法或酶联免疫法），初筛阳性者

由筛查机构开转介单，筛查阳性者持转介单到三亚市慢性病防

治中心免费确诊治疗。用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试
剂由日本富士瑞必株式会社生产），阳性者再做甲苯胺红试验

（ＴＲＵＳＴ）检测梅毒感染（试剂由上海荣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和ＴＲＵＳＴ定量检测。试剂均在有限期内使用，检验方法及
结果判断严格按照实际说明书操作。

１３　诊断标准
梅毒诊断及治疗参照《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和防治指南》。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所采集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各组

间的差异采用进行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５种人群血清学检测结果阳性率

２０１６年共检测７９６５人，其中孕产妇５４５２人，美沙酮维持者
２９４人，ＶＣＴ人群３３６人，ＭＳＭ１４６５人，ＦＳＷ人群４１８人。在５
类检测对象中，梅毒血清学实验至少有一种为阳性者为２４１人，
阳性率为３０３％，不同人群的阳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４８３５，Ｐ＜０００１），其他４类人群与孕产妇比较，ＭＳＭ人群
和ＦＳＷ人群的梅毒筛查阳性率高于孕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ＭＳＮ人群的阳性率高于 ＦＳＷ人群，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５种人群梅毒患病率

梅毒血清学实验ＴＰＰＡ与ＴＲＵＳＴ均为阳性的可确诊梅毒，
确诊１１３例，患病率为１４２％，不同人群的患病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２２５０４，Ｐ＜０００１），其他４类人群与孕产妇比
较，美沙酮维持者患病率低于孕产妇，ＭＳＭ和ＦＳＷ人群患病率
高于孕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ＭＳＭ与 ＦＳＷ人群的梅毒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５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不同人群梅毒血清学检测结果（单阳）

　　转介人群 筛查人数 阳性 阳性率 Ｐ值

孕产妇 ５４５２ ９７ １７８％ ／

美沙酮药物维持者 ２９４ １０ ３４０％ ０１８１

ＶＣＴ门诊 ３３６ ７ ２０８％ ０１９１

ＭＳＭ １４６５ １０５ ７１７％ ＜０００１

暗娼人群 ４１８ ２２ ５２６％ ００４４

合计 ７９６５ ２４１ ３０３％

表２　不同人群梅毒感染情况

　　转介人群 筛查人数 患病人数 患病率 Ｐ值

孕产妇 ５４５２ ３３ ０６１％ ／

美沙酮药物维持者 ２９４ ０ ０００％ ００４５

ＶＣＴ门诊 ３３６ ４ １１９％ ０６８４

ＭＳＭ １４６５ ７０ ４７８％ ＜０００１

ＦＳＷ ４１８ ６ １４４％ ＜０００１

合计 ７９６５ １１３ １４２％

２３　ＭＳＭ人群ＨＩＶ与梅毒合并感染情况
２０１６年三亚市ＭＳＭ人群共筛查１４６５人，ＨＩＶ阳性２９人，

梅毒双阳７０人。其中２３人同时感染了ＨＩＶ和梅毒。
#

　讨论
梅毒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早期发现治疗成本低，方法

简单，并且疗效好。性行为过程中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预防

梅毒通过性接触传播。三亚市２０１６年全年梅毒报告病例数为
４３８例，其中隐性梅毒占８４９３％（３７２例）。而这５类人群筛查
发现的阳性均为隐性梅毒患者，因此，加强梅毒的主动检测，并

及时转介治疗非常必要。本次筛查的结果显示，ＭＳＭ人群和
ＦＳＷ人群的梅毒筛查阳性率和梅毒患病率均高于孕产妇，这与
国内多数研究的研究结果类似。国内其他研究 ＦＳＷ人群梅毒
患病率为１２６４％，５３２％，４７％［３５］，ＭＳＭ人群梅毒感染率为
７２３％［６］—１２１７％［７］远高于孕产妇人群梅毒患病率０１８％—
１３１％［８１０］。ＦＳＷ人群与ＭＳＭ人群为性病与艾滋病的高危人
群，普遍存在多性伴的高危性行为。

ＨＩＶ和梅毒有着同样的传播途径，梅毒患者感染艾滋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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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会增加３４倍［１１］。三亚市１６年 ＭＳＭ人群中合并梅毒的
ＨＩＶ阳性数占总 ＨＩＶ阳性数的 ７９３１％，体现了，梅毒感染与
ＨＩＶ感染的高度关联性，体现了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与梅毒防
治干预工作相结合有着重要意义。同时梅毒等其他性病诊疗

和生殖健康服务的需求在外展干预工作中较单纯艾滋病要大，

因此，将其他性病防治干预与艾滋病防治干预相结合可提高外

展干预服务的可接受性和效果［１２１４］。

以上结果表明，可通过加强以下几点促进梅毒防治工作。

①应当重点加强对ＦＳＷ人群和 ＭＳＭ人群安全套使用的推进，
并且需要了解不同人群的需求，采用不同的促进方式。②梅毒
阳性患者要及时转介，治疗控制传染源，既可控制梅毒的传播

有可疑减少这些人艾滋病的感染风险。③将梅毒等其他性病
防治工作与艾滋病防治相结合。由于数据收集的缺陷，ＨＩＶ合
并梅毒感染的数据只有 ＭＳＭ人群，不同人群建合并感染情况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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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威尔士小学性教育教材的设计经验对中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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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开展小学性教育的主要问题是缺乏教材、师资，以及学生家长的疑虑。对此本文介绍
了２０１２年英国威尔士小学性教育的课程建设过程中，将小学生本人和家长们作为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课
程的设计。于是，这项教学资源不仅是由当地公共卫生部门经验丰富的教师设计的，而且还涉及到家长和

学生的参与。并且这项教学资源在实施后还得到了来自教师和学生评估。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对在特定文

化背景下为小学设计和实施特定的性教育项目很有帮助。

【关键词】　小学性教育；全面性教育；家长参与；利益相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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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３月初，杭州一位二年级小学生的母亲将北京师范
大学儿童教育课题组编写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健康教

育读本》放在微博上。由于其中部分的术语、图画直白地介绍

生殖系统以及受孕过程，再次引发了公众对性教育的热议。

!

　中国各界对开展性教育的探索
事实上，中国学术界对儿童青少年进行性教育的探索，从

１９９０年就开始了［１］。而国家的政策环境给予了学者们探索的

空间。据学者刘文利的总结，从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４年，这一阶段开
展性教育的政策侧重点在于计划生育和青春期性教育，进行的

是宏观指导。１９８８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关于在中学开

展青春期性教育的通知》；１９９０年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
委员会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共同颁布的《学校卫生工作

条例》中，要求学校把健康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并且在普通中小

学开设了健康教育课。而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７年，国家相关政策
的侧重点在于青少年的性安全、性保护和性权利，以及校外青

少年和流动儿童的性教育。在国家的政策环境下，一些学者提

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性教育应当遵守的原则应包括平常性原

则、神圣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等［２４］；另一些学者则建议在当时

的国情下开展性教育的途径应当同时加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具体操作上，学者们探讨了使用因特网、单独设课、引导阅

读和课堂讨论、专家讲座；还有学者建议参照英国分年龄段进

行性教育等［５９］。有相当数量的学者展开了有关性教育的实证

研究，包括对中小学生的性生理状况、性知识、性态度和性行为

的调查，以及大学生的性知识、性观念、性心理的调查。还有一

部分实证研究是关于家长的调查，包括家长对性知识的了解程

度，以及家长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角色认知的调查。还有少量

实证研究是针对性教育教师的调查，包括教师培训和教师感受

到的社会压力等。另外，对青少年开展性教育的干预研究则包

括在接受性教育培训前后中小学生和大学生的性知识、性态度

以及性行为的改变。上述这些研究几乎都是理论思辨和简单

的问卷调查，缺乏有深度探索的质性研究。在性教育的政策层

面，近几年来有了比较大的推进，２０１１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明确把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纳入义务
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但是，性教育在中国推进的障碍还是在于

操作层面。

随着２０１７年３月公众对性教育的再次热议，不少媒体对父
母有关开展性教育的顾虑做了一些探索与分析。总结起来，媒

体的发现包括：当前（城市）父母对性教育顾虑的焦点不再是否

应当对孩子进行性教育，而是一些具体的操作问题，包括在学

校开展的性教育或者在家庭内，孩子从几岁开始性教育合适以

及性教育的内容在不同年龄段都应该包括哪些内容等等。北

京晚报的记者发现，家庭教育中在对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是否可

以进行性教育的问题上，母亲和父亲存在分歧［１０］。学者刘彦华

曾经对学前儿童的性教育展开调查，５２％的幼儿园父母认为应
当在小学阶段开始，２６％的父母认为是在初中，还有２％的父母
认为是在高中。有关学前儿童的性教育内容，幼儿的父母们对

是否告诉幼儿性器官的知识也出现了严重分歧，４９％认为有必
要，４０％认为没必要。事实上，有关性教育在多大年龄开始才算
合适的争议，媒体之前也有报道［１１］。

根据网易亲子栏目的文章［１２］，家长们对小学生是否有必要

实施性教育存在争议。支持派认为性教育有必要但教材尺度

应当缩小，不要对性器官做过于深入的描述，教师在讲解中做

好正确的引导，图片不要采用真人，换成卡通人物对小学生更

合适；反对派家长认为，不需要对小学生讲述性器官和受孕过

程，这些内容放到初中更合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在

２０１０年前后曾对３０２３人进行的调查显示，近５０％的受调查者
认为１１到１４岁是孩子系统了解性知识的最佳年龄，只有１０％
的人认为１０岁以前也可以开展性教育［１３］。

其实，有些问题无法通过媒体在小范围的调查和短期的追

踪报道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而是需要对性教育的相关议

题进行社会科学的调查研究。换句话说，对因缺乏性教育而产

生的社会问题进行关注的相关政府机构，如教育部门、公共卫

生部门、法律部门，需要为研究者提供相关研究经费，通过研究

有效地回应这些社会议题，而不是依赖媒体的短期发现。研究

问题可以包括（但不限于）在某个地区，不赞成开展性教育的父

母在同龄的儿童青少年父母中占有多大的比例；对性教育存在

意见分歧的父母，分歧具体都在哪些方面；城市与农村的父母

对性教育的顾虑有何相似与差异之处；父母对性教育的态度是

否存在地区差异；如果有，哪些因素造成了父母对性教育态度

的地区差异，例如文化观念、家庭经济状况等等；诸如此类的细

节问题，都有待学术界展开深入细致的调查、探索和研究，特别

是质性研究的深入探索。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结果进行系统

性的回顾与整合，进而从中提升出能够有的放矢地支持学校开

展性教育、指导家长开展性教育的有效办法。

经媒体的报道发现，性教育的专业人士普遍对开展性教育

的年龄与家长们的普遍看法有所不同。独立研究者、儿童性心

理发展与性教育专家胡萍建议，性教育可以提早到６岁之前的
学龄前期，并且要同时在幼儿园和家庭中进行。胡萍强调，重

要的是性教育内容需要针对具体的年龄段来安排内容和教学

方法，而不是简单地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展性教育为时过

早［１４１５］。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儿童性教育应当从幼

儿园开始，让孩子们从小对性就持有平常心。社会学家李银河

在接受记者采访后表示，孩子从三四岁就开始有了性意识，性

教育可以从幼儿园开始，这有利于孩子对性的自然接受。但

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储朝晖提出不同意见。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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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性教育的开始时间应当根据孩子的成熟情况以及生长环境

而定，不可以一概而论。比如，城市的孩子性教育可以开始地

早一点，农村的孩子可以开始地晚一点［１５］。因此，性教育的专

业人士对儿童开展性教育的起始时间，是存在着具体的争议

的。学术界人士应当投入更多的精力，以学术论文和学术讨论

的形式在相关领域进行探索。如前所述，这同样涉及到需要投

入更多的社会科学类的科研经费，生产出更多研究结果，以推

动专业性的研究与发现。

通过媒体的调查，性教育在当前的学者与性教育实践者中

达成了２点共识［１５１６］。第一点共识，学校对性教育的重视程度

不够，包括从幼儿园到高中。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和社会学家李银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提到了，学校缺少性

教育的师资、教材和一定量的课时数；很多学校仍以应试教育

的思维方式搞教育，从而忽视对学生开展性教育。２１世纪教育
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学校是开展性教育的合适场所，开

展儿童性教育需要有完善的学科体系，包括什么年龄段开展性

教育，每个年龄段的性教育具体教授哪些内容等等，这些都是

需要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文化氛围以及学校的实际情况，在

科学论证后开展起来的。第二点共识，是家庭对性教育的重要

性。实际开展性教育课程的教师观察到，很多家长不与自己的

孩子讨论性。这些教师认为家长们是需要学习这些知识的［１６］。

曾从事过性教育实践的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家长们

需要了解性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应掌握相关知识，了解如何与

孩子谈论“性”。另外，家长的担忧需要得到化解。顾骏教授建

议：可以考虑逐步推进儿童性教育，把在学校开展性教育选修

课的权利交给家长，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

　英国威尔士某项小学性教育课程设计的成功经验
２．１　课程设计的背景

其实，家长在对孩子性教育所顾虑的内容、出现的意见分

歧，不仅仅为中国家长们所独有。在世界范围内，家长乃至社

会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性教育应当包含哪些内容亦存在着不

同意见。这也是各国的政府部门、非政府机构、学校以及社区

所共同关心的［１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２００９年发表了一份有
关如何开展性教育的国际技术指南，对于在学校不同年级开展

性教育提供了详细的指导［１８］。来自不同国家在学校成功开展

性教育的经验，对如何继续推进性教育，具有一定的启发。

２０１５年英国出版的《健康教育》专业期刊第１１５期，英国威
尔士公共健康部门负责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的 ＪｕｄｉｔｈＲｏｂｅｒｔｓ分
享了在当地辖区内９３所小学中开展的一项针对５到１２岁儿童
性教育的健康教育课程设计与使用的情况，以及在使用后学生

与教师反馈的评估［１９］。这项课程的设计是在很多的社会背景

条件下展开的。

首先，威尔士政府在２０１０年发布了指导性政策：行之有效
的全面性教育（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是终身学习的
一部分。它应当培养学生和年轻人的自信、自尊，以及对关系、

性健康和福祉的正面态度、价值观和信念。全面性教育关注的

是与性有关的认知、情感、社会、互动和身体几个方面［２０］。但

是，性教育在英国并不是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因此如何教、怎

么教、教多少，是由学校自行决定的。

其次，根据在欧洲开展的多项研究发现［２１］，因为感觉尴尬、

对性的知识与理解不够、所处的文化传统与习俗不同，以及对

学校性教育课程的不同意见，有些家长不愿意和孩子讨论有关

性的话题。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家长有权利不让孩子参加学校

的性教育课程。可是，ＷＨＯ欧洲分部在２０１０年的调查进一步
发现，家长的这些顾虑主要是因为来自对性教育的误解。根据

２０１３年英国教师协会的一项家长调查问卷发现：英国家长普遍
认为性教育课程应当成为学校的必修课；性教育课程中应当包

括如何处理色情内容、不切实际的性幻想、不健康关系的探讨，

有必要和儿童青少年讨论一些家长难以启齿的话题。家长们

还表达了愿意教育孩子有关健康的性与关系的知识［２２］。ＷＨＯ
欧洲分部在这份报告中指出，儿童与青年的认知与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是受到家庭和社区的价值观、社会习俗与当地条件的限

制与影响的，因此学校要重视与家长和家庭的合作，鼓励父母

和家庭参与到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中来［２０］。ＷＨＯ也在２００２年
报告中指出，把文化环境纳入到性教育的课程中去，对孩子建

立自我认同和文化价值观是很重要的［２３］。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大学教育系ＪｕｌｉｅｔｔｅＧｏｌｄｍａｎ教授针对家长反对学校性教
育课程的意见，经过对大量研究的整理后发现：儿童对自己和

他人的身体以及身体如何行使其功能是很好奇的；家庭和学校

对身体部位的用词是不一样的，包括有俚语、口语、双关语、医

学词汇和家庭用语等；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被触摸的身体

部位以及恰当与不恰当的触摸是不同的［２４］。美国 ＥＴＡ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ｗｗｗ．ｅｔｒ．ｏｒｇ，一家提供性教育和项目评估的机构）的 Ｋｉｒｂｙ
和Ｌａｒｉｓ通过对性教育项目的总结与分析发现，有效的学校性教
育教程可以让学生自由地讨论这些话题而不必害怕受到歧视

或感到羞愧，也不用害怕讨论它们对自己有负面影响［２５］。上述

研究表明，在小学（儿童期）开展性教育是有必要的。关键是如

何具体地开展小学生的性教育课程，这才是赢得父母支持的一

个重要因素。

第三，ＷＨＯ欧洲分部２０１０年报告［２０］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２００９年国际性教育技术报告［１８］一致建议学校性教育课程应当

提供循序渐进的、全面的、与当地文化结合的、与儿童青少年年

龄与发展阶段相适宜的内容，并要考虑到人与人的关系是有着

社会性与情感性的一面；在教学中应当采取互动性的、多教学

方式的、和高科技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沟通

技巧。在此背景下，威尔士政府的儿童、教育、终身学习部对个

人与社会教育的规划蓝图［２６］以及 ＷＨＯ欧洲分部 ２０１０年报
告［２０］，都对３岁～７岁儿童性教育的内容以及７岁～１１岁儿童
性教育的内容有着具体的规定。而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２００９年国际性教育的技术报告中也对各个年龄段的性教育内
容给出了详细的建议与指导。所有这些背景条件，都为这份威

尔士小学性教育课程资源的出台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土壤。

２．２　课程设计的主要内容
该项目由北威尔士公共健康政府部门负责小学、中学、特

殊学校的性教育的资深教师在２０１２年设计。设计理念是：希望
小学生通过该教程可以互动参与，学习与性和关系相关的知识

与技能。

２．２．１　课程设计目标　该小学生性教育项目课程（这个课程
有另外一个名称：成长资源）的设计目标包括：①编制一套年龄
和性别适宜的、双语的（英语和威尔士语）、可持续使用的、性价

比高的性教育教材，适合５１２岁的小学生使用；②为教师提供
合适的教学材料，以便完成小学的性教育课程；③协助教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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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开展小学各年龄段性教育课程的信心；④确保小学生可互动
参与以提升学习效果；⑤发展一些教学手段以协助学生学习适
当的词汇和沟通技巧，并完成威尔士政府２０１３年为小学生性教
育制定的目标；⑥协助父母在家庭内和小学生展开有关性与关
系的讨论。

２．２．２　成长资源构成　一是针对５１２岁儿童的互动挂毯，有
额外阅读材料；二是互动的电脑游戏，适合９１２岁的儿童。该
项目安装在 Ｍｏｏｄｌｅ平台上（ｗｗｗ．ｍｏｏｄｌｅ．ｏｒｇ，这是一个用于制
作网络课程的软件包，是一个全球性的开发项目），容易被每所

小学使用。根据来自美国 ＥＴＡ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ｗｗ．ｅｔｒ．ｏｒｇ，一家提
供性教育和项目评估的机构）的Ｋｉｒｂｙ和 Ｌａｒｉｓ的研究建议［２４］，

那些成功的性教育课程都是邀请了利益相关方来共同参与课

程设计的。在小学阶段，小学生、教师、健康教育者、父母都是

性教育的利益相关方。如果他们都能参与到性教育的课程设

计和发展中，将会提高性教育课程的成功率。

那么，该项目的设计者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为了让这套资

源与威尔士的当地文化结合起来，参与这套性教育试验阶段教

程设计的６所小学中一所小学的小学生被邀请设计互动挂毯和
互动电脑游戏中的人物形象。这些小学生出主意设计了性教

材中出现的小朋友的肤色、发型、眼睛和服装。因为在当地有

着不同种族的孩子，这样的设计容易让参与游戏的小学生对人

物抱有亲切感。之后，互动挂毯和互动的电脑游戏网页是由当

地公共卫生部门ＩＴ教学服务部的艺术家和动漫画家共同设计
完成的。互动地毯采用了重量轻的防水纤维材料制成，适合在

室内和室外使用。

在小学的教室中是可以使用互动挂毯来做各种互动的教

学活动的。互动挂毯是由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的身体形状所组

成。其中，身体的各脏器以及男孩和女孩身上的衣服是可拆

卸、可拼装的。用这个挂毯可以教孩子们保护个人安全，比如，

哪些身体部位可以被陌生人触摸哪些身体部位不可以；学习性

器官的生物学名称；学习如何区别男性和女性。该挂毯还可以

协助对青春期进行讨论。使用过该挂毯的教师们经过讨论，认

为最好是在当地的小学六年级第一个学期讨论青春期的话题。

因为目前威尔士的小学女生在这一年龄段开始出现月经，以及

保持个人卫生等话题。这样以便教师教授威尔士政府所要求

的性教育内容。

整套资源是威尔士语和英语双语的，因为当地使用这两种

语言）。互动电脑游戏帮助９岁～１２岁的小学生互动参与。小
学教职人员可以从该网页下载所有的双语教学辅助材料，以及

覆盖所有小学性教育内容的教学计划。

２．２．３　互动内容　①了解小学生的学习需求。教师让学生在
纸上写下：已知道有关性和关系都有哪些内容；还想知道哪些

内容。教师借此了解学生以前的知识基础，以便有效进行性教

育的课程设计。②小学生要带回家一张表格，是为了让学生家
长协助开展性教育的对话，要求父母完成这张表。这张表有助

于教师完成有关性教育的讨论。通过 Ｋｉｒｂｙ和 Ｌａｒｉｓ的研究发
现，鼓励家长和孩子就性教育进行对话的有效方式之一是学校

准备相关的家庭作业，让小学生带回家和父母一起做［２５］。③讨
论人体的主要内脏，并向小学生讲清它们在所有人的身上都一

样，除了男女的生殖器官不同。这部分的电脑动漫内容显示了

生殖器官从出生以后所在的位置。④通过动漫形式展示出人

体的生殖器官在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身上发生的各种变化，并

展开讨论。⑤通过动漫的网络游戏，协助教师组织学生讨论一
对夫妇在决定生小孩前是处在一个有爱和稳定的关系中，以及

这种关系的特点，并且讲明一个稳定的、有安全感的、有爱的家

庭环境对孩子的重要性。讨论不同的家庭结构（双亲家庭，单

亲家庭等）。⑥梳理各种生殖器官的功能，为进一步讨论避孕
做准备。⑦动画片展示出精子和卵子相遇成为受精卵，之后着
床在子宫的过程。⑧讨论胎儿身体的发展变化，以及孕期健康
对母婴健康的重要性。⑨讨论生产的过程和相关问题。⑩帮
助学生理解父母如何做决定来喂养婴儿，以及如何照顾和喂养

婴儿。瑏瑡有些表格用来协助教师组织教学活动，以评估学生是
否达到学习目的，教师评估教学效果。瑏瑢双语的、可下载的、可
打印的材料，涵盖了小学性教育课程的全部教学资源。学校可

自行添加资源。此外，这套教学材料还包括了一本教师手册，

内容有如何使用这套教学资源，建议的互动教学活动以协助小

学生学习相关词汇和计算技能。为鼓励父母在家庭中能参与

到孩子的性教育中，这套资源还包括了一份家长手册。该手册

提供了学校开展的小学性教育课程在每学年都将教授哪些内

容，令父母知晓这些信息。

２．３　教学资源的传播途径
教学法培训对教师掌握如何使用这套小学的性教育资源

至关重要，还可以借此培训教师如何将这套资源与当地公共健

康部门对小学性教育的教学要求结合起来，并且培训教师如何

发挥自身优势和潜力来教好小学的性教育课程。当地公共健

康部门的健康教育机构负责提供０．５日的教师培训。每所小学
有一位教师参加教师培训。培训费由当地公共卫生机构出资。

有些参加培训的教师认为学校的其他教师和部门员工也应当

参加这个培训。为回应该请求，公共卫生部门对某些小学提供

了额外的培训。通过对参与培训的、大约３３０名教师的反馈显
示：这些培训非常成功、很有价值。

与父母的沟通也涵盖在这套性教育资源中。通过当地公

共健康部门的资料显示：有些小学开设了父母知晓这套性教育

资源的环节，但是有些小学没有。当地公共健康部门也通知了

小学：只要小学提出要求，他们就可以为小学生的父母开设培

训课。大约有８所小学的１６１名父母（当地辖区内共有９３所小
学）参与了家长培训。在培训课中，父母可以看到这些教育资

源，并且了解学校的性教育课都将教授哪些内容。有些家长表

示，之前他们不赞成小学开设性教育课程，有些家长则认为小

学应当开设性教育课程。结果，参加完培训，在亲眼看到这套

教育资源，并在培训环节给予家长们自由讨论和发表看法的机

会之后，家长们的担心都消除了。家长培训的反馈表中显示，

１００％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们都非常感谢学校能提供全面的性
教育给自己的孩子。

２．４　教学效果评估
公共健康部门就这套小学性教育课程资源的教与学的效

果向教师和学生进行了问卷调差，由教师和学生在网上分别完

成。根据小学生们的反馈，他们整体对这套教材的使用感到满

意，认为自己学到了东西，满足了好奇心。教师的问卷结果显

示，这套教材有效地提升了教师在小学开展全面的性教育课程

的信心。此外，问卷还征询了教师对使用这套教学资源的意

见，例如哪部分做得好，哪部分还需继续改进。设计者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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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结果的分析还发现，使用好这套资源，教师培训是关键。

公共健康部门还需要培训培训师，以便去各个小学对教师进行

有效的培训，包括：如何使用这套教材，如何设计有效的性教育

课程等等。

#

　英国威尔士某项小学性教育课程总结
上述是在英国威尔士地区近几年开展的一项小学性教育

教学资源，其设计、推广和完善的过程，是由当地政府公共健康

部门主导的。它从设计到实施，是将各种利益相关方纳入到整

个过程中的，包括了父母、小学生、小学教师、公共健康部门专

业人员，各相关利益方的沟通很充分。当然，中国各地都有自

己的亚文化特点，也处在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等发展的不同阶

段，每所小学的教师素质和资源配置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

威尔士这项成功的小学性教育资源在从设计到实施到完善的

过程中，家长和学生的参与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希望它可以为中国在性教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中，为课

程培训师、科研人员、教材设计者、小学教师、小学管理者、教育

部门、公共健康部门，提供一些思路，以回应中国今天在小学开

展性教育的需求与挑战。与此同时，应当尊重中国各地区的差

异，包括文化差异、父母顾虑、当地教育的侧重点等等。如果得

不到父母的配合，学校性教育的效果是会打折扣的。父母对性

教育必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从研究而来的数据和证据作为支

持，以配合相关性教育政策的具体落实。至于如何帮助当地或

者某所小学的家长们克服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种种顾虑，以及

增强家长们配合学校开展小学性教育，还是有很多的细节工作

需要研究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继续付出努

力的。在整个过程中，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肯定是扮演着重要

的参考和指导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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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闫丽（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性病艾滋
病防控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７．０４４ ·性教育与性健康·

北京市顺义区高中生艾滋病知晓及性观念现况调查
闫丽　刘云慧　苏金星
北京市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１０１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调查北京市顺义区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恋爱及青春期性行为等相关态
度，为今后在该人群中开展艾滋病与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方法：选择北京市顺义区６所高级中学１２６５名
高中生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进行自填式问卷调查。结果：被调查的１２６５名高中生总
体知晓率为８０．４７％，不同学校类型、年级、分科间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女生间对
待恋爱、对待边缘性行为、对待青春期性行为以及婚前性行为态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建议以性

健康教育为切入点，开展学生艾滋病防控工作，探索开展基于学生需求的艾滋病及性教育综合干预，切实提

高防范艾滋病的能力。

【关键词】　艾滋病；高中生；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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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学生缺少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认知，缺少与其相关
的性教育，不但可能影响他们的学习生活及未来发展，还可能

被传染上多种性疾病，甚至感染艾滋病［１］。世界卫生组织发布

的《艾滋病与青少年》指出，青少年是艾滋病服务中被忽视的

群体。相对于１０岁～１４岁较低年龄的青少年而言，１５岁 ～２４
岁的青年正处在性活跃时期［２］，在艾滋病服务中，是更应该关

注的年龄段。近年来，我国每年报告的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

及病人的数量逐年增多，截止２０１４年底，全国报告存活的青年
学生病例超过７２００例，占所有存活病例的１４％，以性传播为
主，该人群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２００８年的５８５％上升
到２０１４年的８１６％［３］。造成学生艾滋病疫情上升的主要原因

是青年学生性观念转变和性行为方式变化。有效遏制艾滋病

在青年学生中的快速传播和蔓延，对整体艾滋病疫情控制至关

重要［４］。本调查旨在调查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分

析其对恋爱及青春期性行为等的相关态度，为今后制定青少年

艾滋病与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调查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北京市顺义区６
所高级中学，其中３所为市级示范校，高一、高二、高三每个年级
随机抽取２个班的在校学生。调查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１１至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
１２　方法

在得到调查对象知情同意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不记名

问卷调查，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后现场回收。调查内容包括调

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对待恋

爱、边缘性行为（指调查对象与异性曾发生过拥抱、接吻及相互

抚摸身体等亲密行为）、青春期性行为、婚前性行为的相关态

度等。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进行问卷录入，利用Ｅｘ

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检
验水准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６所高级中学在校生共１２６５人，其中示范校６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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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比５４３９％，非示范校５７７人，占比４５６１％；男生５３８人，
占比４２５３％，女生 ７２７人，占比 ５７４７％；高一 ４８３人，占比
３８１８％，高二４４６人，占比３５２６％，高三３３６人，占比２６５６％；
年龄范围２０岁～１４岁，年龄（１６８８±０９５）岁。
２２　 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及影响因素

艾滋病知识知晓内容主要包括：学生人群艾滋病基本知识

和更新部分核心知识（简称“更新知识”），依据最新的青年学生

综合知晓率的判断标准：８个核心问题中正确回答６个及以上
者为知晓。被调查的１２６５名高中生总体知晓率为８０４７％，经
过统计分析，不同学校类型、年级、分科间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高中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单因素分析

　 因素
知晓

（ｎ＝１０１８）
不知晓

（ｎ＝２４７）
χ２值 Ｐ值

学校类型

　示范校 ５８９ ９９ ２５３２３ ００００

　非示范校 ４２９ １４８

性别

　男 ４４６ ９２ ３５０４ ００６１

　女 ５７２ １５５

年级

　高一 ３８２ １０１ ９１７３ ００１０

　高二 ３４７ ９９

　高三 ２８９ ４７

住校情况

　是 ７１２ １６７ ０５０９ ０４７６

　否 ３０６ ８０

分科ａ

　理科 ４９８ ８６ ２３６２９ ００００

　文科 １３８ ６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分科因素分析时，剔除了高一的４８３名未分科
学生

关于“更新知识”分析，调查显示，有８８３０％高中生知道艾
滋病是不可以治愈的，当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８９８８％的高中
生认为应该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８１８２％的高中生了解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法律保

护，高中生对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形势的正确认识率仅为

５７６３％，经过统计分析，上述４个指标在示范校和非示范校之
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８１５８％的高中生知道
使用新型毒品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示范校

和非示范校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恋爱和性行为相关态度

在对恋爱的态度上，３２９６％的高中生认为顺其自然，
２７３５％的高中生认为青春期发生边缘性行为正常，２８７０％对
青春期发生性行为态度表示赞同，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４９２５％认为婚前应守贞洁，以上４个指标在男生和女生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不同学校类型的高中生艾滋病相关知识情况比较

　　　　因素
示范校

（ｎ＝６８８）
非示范校

（ｎ＝５７７）
χ２值 Ｐ值

艾滋病可以治愈

　是 ６７ ８１ ５６１６ ００１８

　否 ６２１ ４９６

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后，应该主动寻求艾滋病检测与咨询

　是 ６４０ ４９７ １６３７１ ００００

　否 ４８ ８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的结婚、就业、入学等权益受法律保护

　是 ５８３ ４５２ ９９６６ ０００２

　否 １０２ １２５

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呈快速增长，以男性同性传播为主

　是 ３６０ ３６９ １７３７１ ００００

　否 ３２８ ２０８

使用新型毒品会增加经性途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

　是 ５６５ ４６７ ０２９４ ０５８８

　否 １２３ １１０

表３　不同性别高中生对恋爱和相关性行为的态度比较

　　　　态度
男生

（ｎ＝５３８）
女生

（ｎ＝７２７）
χ２值 Ｐ值

对恋爱的态度

　为时太早 １３７ ２２６ １４２７３ ０００６

　反对，妨碍学习 ４３ ８６

　不影响学习时可以 １３８ １４１

　顺其自然 １８７ ２３０

　说不清 ３３ ４４

对青春期发生边缘性行为态度

　很正常 ２０５ １４１ ６１３０６ ００００

　不应该 １９２ ３９０

　说不好 １４１ １９６

对青春期发生性行为态度

　不应该 ３１４ ５８８ ７６６０９ ００００

　双方自愿可以发生 ２２４ １３９

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婚前应守贞洁 ２３２ ３９１ １８９５５ ００００

　如有婚约，可以发生 ５９ ９５

　如两人相爱，可以发生 １５２ １８５

　如双方自愿，无爱也可 ９５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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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调查显示，示范校高中生的艾滋病总体知晓率高于非示范

校学生，可能与学校的重视程度及生源质量有关；理科学生的

知晓率高于文科学生，理科学生更善于理论知识的记忆，而文

科学生多感性思维，理科生对与艾滋病患者共同用餐不传播艾

滋病、正确使用安全套可减少艾滋病传播等知识的知晓率更高

一些；高三学生的知晓率高于高一、高二学生，说明学校的艾滋

病专题教育是学生获取艾滋病知识的主要途径，并且接受过学

校宣传教育的学生知晓率明显高于未接受过宣传教育的学生。

所有调查的高中生普遍对青年学生艾滋病流行形势的正

确认识率偏低，仅为５７６３％，表明部分学生尚未认识到艾滋病
已经在学校中流行，自己周围的学生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病

毒。因此，应全面深入的加强学生艾滋病防治知识教育，尤其

要加强艾滋病危害性、流行趋势严重性、传播主要方式的宣传

教育力度，增强学生的危机意识，提高识别危险行为的能力，并

引导发生易感染艾滋病行为的学生主动寻求咨询检测服务。

在对恋爱的态度方面，男女生的主要态度是顺其自然、不

影响学习时可以，表明高中生性观念趋于开放，对恋爱持包容

态度，这与季成叶［５］、涂晓雯等［６］的研究结果相符。青春期的

学生会对异性有极大的关注，相互产生好感，有恋爱的想法也

很正常，但要正常处理好学习和生活的关系。一些青少年的婚

恋价值观趋于开放，对婚前性行为持认同态度，且婚前性行为

发生率且呈上升趋势［７］。本调查显示对待边缘性行为、青春期

性行为还是婚前性行为的态度，男生的认可度高于女生，调查

结果与李晶等［８］的研究结果一致，都显示男性青少年更容易接

受婚前性行为，宋逸等［９］调查发现男生性行为的报告率比女生

的要高。由于学生性教育的缺失，而难以正确认识性问题，可

导致怀孕、流产、性传播疾病的发生［１０］。因此，对高中生尤其是

男生应加强性相关教育与正确性观念引导。对学生开展性生

殖健康教育，不仅提高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还可以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性观念和性态度［１１］。

综上所述，艾滋病严重威胁青年学生健康和生命安全，青

年学生关于性教育和艾滋病相关知识、态度等方面仍处在较低

水平，可每年报告职业为学生的艾滋病病例正逐年增加［１２］。扩

大艾滋病健康教育是预防艾滋病的主要策略之一［１３］。２０１５年
７月，国家卫计委、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
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落实学校预防

艾滋病教育措施，保证高中学段４课时的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
时间［１４］。虽然高中阶段学生的主要精力应以学习为主，但各学

校应结合学生的艾滋病相关知识盲区，全面深入开展关键知识

点教育，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和适用性。要将艾滋病防控教

育的关口前移到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把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健

康教育有机结合［１５］。要加强性心理、性生理知识的宣教，以性

健康教育为切入点开展学生艾滋病防控工作，探索开展基于学

生需求的艾滋病及性教育综合干预，切实提高学生自我防范意

识，远离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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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培护士择偶价值取向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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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规培护士择偶的价值取向及其变化规律。方法：采用自拟择偶价值观问卷，对成
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１０６名规培护士和１３２名大二护理专业大学生进行调查，规培护士为规培组，大学生
作为学生组。结果：规培组未恋爱人数为１３人（占比１２３％），已恋爱９３人，（占比８７７％）；学生组未恋爱
３７人（占比２８％），已恋爱９５人（占比７２％）。组间比较：χ２＝８８１，Ｐ＝００１２＜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女大学生在相貌、身高、性格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相貌（χ２＝５９９，Ｐ＝００００＜００１）、人
品（χ２＝５４６，Ｐ＝００１５＜００５）、共同爱好（χ２＝３０７，Ｐ＝００２４＜００５）、家庭经济条件（χ２＝１５４７，Ｐ＝
０００２＜００１）、距离（χ２＝２９６７，Ｐ＝００００＜００１）等项目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规培护士希望成
家立业，因此择偶观较为成熟，她们更看重对方的经济基础和距离；规培护士的择偶观往往影响着其长期的

职业规划，婚姻对象距离近更利于她们留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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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培护士，通常是指护理专业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步入正式工
作岗位之前的规范化培训［１６］。为提升护理人员职业道德和服务

意识，增强遵章守纪的自觉性，提升技能水平等，根据《国家卫计委

办公厅关于印发新入职护士培训大纲（试行）的通知》（国卫 办医

发 ［２０１６］２号）文件精神［７９］，２０１６年起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开展了护士规范化培训，自２０１５年开始护士规范化培训以来，迄今
共培训了３００余名护士。规培护士与在编正式护士人员一起工作
实践，并享受医院的部分福利待遇。两年规培结束，经过考核，分部

规培护士可以留院工作。而这些护士对医院的环境等均较为熟悉，

培训结束后的去留问题往往关系着医院护理人才充实的问题。而

她们的择偶观往往决定着她们对未来的策划。此外，规培护士也有

自己的工作生活压力，心理健康状态也不容忽视，而其存在的一些

心理问题往往与个人感情问题、事业问题有关［１０１３］。为了掌握规培

护士的在选择恋爱对象时的价值观和态度，跟在校大学生相比择偶

观的变化情况，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我们对规培护士进行了
问卷调查。现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调查对象２３８人，其中我院规培护士１０６人，均为本科
毕业，女性，年龄（２２１±２４）岁，设为规培组；成都医学院护理
大学二年级、大学三年级学生１３２人，均为本科生，女性，年龄
（１９５±１８）岁，设为学生组。排除男护生、已婚、年龄 ＞２８岁
和＜１８岁者。以上两组在专业上，性别上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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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除女大学生恋爱现状、年龄外，还从相貌、身高、

品质、性格、共同爱好、家庭经济条件、距离等７个选项开展调
查。本调查为允许合理多选，并采用集中调查方式完成。

１３　统计分析
相关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版本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被调查人员恋爱情况比较

其中已恋爱包含有恋爱经历者。结果规培组未恋爱人数

为１３人（占比１２３％），已恋爱９３人，（占比８７７％）；学生组未
恋爱３７人（占比２８％），已恋爱９５人（占比７２％）。组间比较：
χ２＝８８１，Ｐ＝００１２＜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被调查人员恋爱情况比较（％）

恋爱情况 规培组 学生组 χ２值 Ｐ值

未恋爱 １３（１２３％） ３７（２８％） ８８１ ００１２

已恋爱 ９３（８７７％） ９５（７２％）

２２　两组被调查人员择偶具体价值取向情况比较
两组人员在相貌、身高、性格等方面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在相貌（χ２＝５９９，Ｐ＝００００＜００１）、人品（χ２＝５４６，Ｐ＝００１５
＜００５）、共同爱好（χ２＝３０７，Ｐ＝００２４＜００５）、家庭经济条件
（χ２＝１５４７，Ｐ＝０００２＜００１）、距离（χ２＝２９６７，Ｐ＝００００＜
００１）等项目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被调查人员择优价值观情况比较（％）

　调查项目 规培组 学生组 χ２值 Ｐ值

相貌 ５４（５０９） ９６（７２７） ５９９ ００００

身高 ３７（３４９） ５５（４１６） １１３ ０２５５

人品 ６９（６５１） ６６（５０．０） ５４６ ００１５

性格 ５３（５０．０） ７２（５４５） ０４９ ０１５６

共同爱好 ３４（３２１） ５７（４３２） ３０７ ００２４

家庭经济条件 ８３（７８３） ７１（５３８） １５４７ ０００２

距离 ９２（８６６） ８４（６３６） ２９６７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被调查人员择偶的主要价值取向结果
以超过５０％的选择率为标准，两组人员均认为对象的相

貌、人品、家庭经济条件、距离为择偶的主要考虑因素。进一步

的，以超过６０％的选择率为准，则规培组更看重的是对方的家
庭经济条件、人品和距离；学生组则是对方的距离。具体结果

详见图１。

图１　两组被调查人员择偶的主要价值取向

#

　讨论
３１　恋爱对规培护士影响大

调查表明，规培护士的恋爱率达到了８７７％，学生组恋爱
率达到了７２％，恋爱率都比较高。尽管当前女大学生，女青年
恋爱现象普遍，性观念也比较开放［１４１７］，但从另外的角度考虑，

恋爱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之一，既关系到个人幸福

生活问题，也关系到了职业发展方向。而规培生对性生活的需

求往往较大学生多，大学生恋爱虽然多在同校、本地区内产生，

相对而言没有异地恋爱的麻烦与曲折，而规培护士来自全省内

地的高校，已恋爱者常常面临着异地恋爱的不便。同时，规培

护士相对学生时期各方面都有了改善，例如规培期间也有不错

的待遇补贴，经济条件比学生时期更好；其次没有学校严格的

管理以及考试的压力，身心更为放松。规培护士也正值青春年

华，往往经历过学生时期恋爱的她们对恋爱和性生活的要求也

要更高一些。恋爱问题直接导致个人性生活的需求满足与否，

加上规培工作的一些压力和无聊，恋爱和性生活往往是其调节

生活的重要途径之一。

规培护士恋爱与职业的关系常被用人单位忽略，规培护士

比学生更看重对方距离的问题（８６６％＞６３６％，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同在一地往往有助于规培护士积极于留院工作，防止

人才的流失。若两地分居，则护士在完成规培后留院工作的几

率降低。因此，我们在招聘护士人才时，应该讲起？？个人感情

问题作为考虑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家庭在医院所在地，对象

在本地的护士更希望留下来长期发展。否则，即便暂时留下工

作，也有可能因与对象的距离问题而出现跳槽现象，进而影响

到护士队伍的长期稳定性［１８２１］。

３２　规培护士的择偶观向成熟发展
相比学生的择偶观，毕业后的护士择偶观更成熟和实际。

学生组对异性相貌的重视程度较高（７２７％＞５０９％，且具有统
计学差异），而规培护士更看重对象的家庭经济基础和距离。

从结果分析，学生阶段的恋爱更多是为了丰富自己课余生活，

追求体验浪漫的爱情，有些甚至只是为了丰富课余生活［２２２３］。

而规培护士更多的是考虑成家立业，追求稳定的生活方式，因

此更看重对方的经济与距离。经济基础好，距离近，更容易成

功组建家庭。这个年龄段的女青年追求成家的另外一种意思

是希望有稳定、固定的异性伴侣。这样做，既能确保一定的性

行为安全性，避免性疾病的传播，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恋爱挫折

如分手等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打击。此外，规培护士相比护理学

生还看重对象的人品情况，也是希望朝着结婚成家的方向思

考，避免爱情挫折出现，其择偶的价值观显得更为成熟。而最

终是否能够走入婚礼殿堂，两人的工作生活距离则成了重要因

素：对象近，则择业近，反之，择业地不定。

３３　规培护士性教育策略与思想引导
随着人民群众对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我院的诊疗压力也越

来越大，导致医护比、床护比不足，迫切需要进一步增加护理力

量。而自己培养的规培护士往往是重要的护理人力来源。规培

护士在医院学习工作两年后，不仅护理技能大大提升，而且也熟

悉了医院的生活工作环境，培训完毕留院工作可以直接上岗。因

此，我院也非常重视规培护士的选拔任用问题。但是，每年也有

不少护士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医院，另谋出路或者跳槽。其中一个

重要的因素就是恋爱对象不在本地。从护理管理的角度出发，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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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创造条件，让单身的护士就近择偶。我院工会每年会举办

几次单身职工派对活动，目的就是促使院内职工的自由组合，另

外也积极组织本院职工与本地区的友邻单位进行单身联谊。例

如本地的政府企事业单位共同举办单身活动等，这样有利于规培

护士就近安家。其次，要进一步加强对规培护士婚姻、家庭观的

积极引导教育。为她们树立本院的榜样，鼓励她们爱岗敬业，以

医院为家。同时一些优惠政策也需要及时宣传，例如子女福利、

教育问题，我院与本地区的教育系统均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安家

在医院可以享有相关的福利政策。第三，要引导护士正确对方两

地分居的情况。权衡利弊，也为她们创造条件，但也不要强求。

在招聘护士时，不把护士的学习考核情况作为唯一指标，护士的

长期发展规划是否符合医院的利益也需要着重考虑。

总之，规培护士是医院优质护理人力来源之一，留住她们

能够稳定护理人才队伍，而了解她们的择偶观在其中具有重要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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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裂症患者到性工作者的内心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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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一例有创伤性经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的出现、转归以及后来从事性服
务工作与患者的精神病理与创伤的心理机制。该患者的症状出现、好转、加重等变化都与创伤导致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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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性的改变有明显的关系，患者通过性服务工作来排遣了孤独感和空虚感，因为性服务工作的羞耻感，导

致了患者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减少，更加需要患者通过性服务工作加强人际关系。该案例中，该名患者通过

性服务工作来应对自己的心理危机和面临的痛苦，从而说明在治疗中建立治疗关系尤其重要。

【关键词】　性服务；精神分裂症；动力性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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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创伤性经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的出现、
转归以及加重等变化都可能与心理创伤有明显的关系，该患者

通过性服务工作排遣孤独感和空虚感、缓解了创伤导致的心理

问题，减轻了精神症状；但是既因为性服务工作的羞耻感导致

患者的人际关系障碍，又导致患者需要通过性服务建立与性服

务对象之间的关系。患者通过与男性之间的性关系缓解了自

己的症状和心理危机，也导致患者了需要性服务这一工作，本

文尝试通过心理动力学的相关理论对这一病例的心理过程加

以理解和分析。

!

　临床资料
１．１　就诊原因

笔者接诊了这样一名患者，基本资料是：女，１８岁，高中肄
业的学生。２０１１年因与同学相处困难，渐出现“耳闻声音、疑人
害半年余”来就诊，门诊治疗不理想。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

住院治疗。住院治疗中接受过“维思通４ｍｇ／ｄ”、“奥氮平２０ｍｇ／
ｄ”、“芮达６ｍｇ／ｄ”等足剂量、足疗程的治疗，但是效果仍不理
想，患者仍然有明显的言语性幻听，听到同学们在骂患者，甚至

拉着同病室的室友到窗户旁边去听这些骂她的声音，也坚持认

为有人要害她、看她不顺眼等。在住院治疗３个月后，患者本人
因为药物副作用、对住院不自由和患者父亲不愿再支付住院费

等原因而出院。出院后一直在门诊坚持每周０．５小时的咨询门
诊约１年。随着患者学校生活的开始以及社会交往的增多，患
者的门诊次数也越来越少。

１．２　个人成长史
患者是独生女，在患者１０岁左右的时候，母亲因为患系统

性红斑狼疮在病发１个月左右去世。母亲生前非常能干，是外
婆的长女，生前在做个体的生意，收入不错，患者也基本上是由

母亲一人带大。而父亲在患者母亲去世之前就有外遇，在患者

母亲去世后，患者父亲交往个多个女朋友而且关系不稳定，所

以患者的姨妈和外婆都认为患者母亲是被患者父亲气死的。患

者父亲是患者祖父在５０岁左右才有的最小的儿子，患者祖父当
时是名官员，已有两女、两儿后再添此子，于是患者父亲自幼由

４个保姆照顾长大，特别被患者祖父宠爱，但是在患者祖父和患
者母亲相继去世后，患者游手好闲的父亲再也没有经济来源，

所以，患者经常到自己的外婆家寻求帮助。患者外婆一直难以

接受自己的女儿的突然病逝的事实，将所有的感情都放在这个

外孙女身上，把自己的退休金都接济了这个外孙女。但是患者

外婆、患者姨妈与患者父亲之间关系一直很差。

１．３　住院时的治疗
患者在住院阶段因知道笔者心理治疗师的身份后特别爱

找笔者谈话，但是双方的谈话往往没有办法深入下去，患者往

往是在要求治疗师相信她的幻听和疑人害是真实的事件之后，

就自己说没有什么要谈的了，随即离开。然后又来治疗室外反

复找治疗师。医务人员都觉得这名患者很麻烦，很难缠。

１．４　心理治疗情况
出院后，治疗师建议患者每周来进行心理咨询门诊，患者

居然一直坚持了约１年，也是在这１年中患者发生了很多的变
化。心理咨询门诊的初始，患者就否定了药物治疗对她的帮

助，患者觉得除了感受到药物的副作用之外，没有感受到任何

的作用。在患者的要求下，治疗师也将患者的药物减量，并换

用了副作用最小的药物，基本上是阿立哌唑５ｍｇ／ｄ，一直持续
０．５年余，到后来患者的精神病性症状全部消失后停用。因为
患者的父亲不愿意继续为患者支付门诊费用，我们的咨询减少

到１次／周，０．５小时／次。咨询的初期，患者只是每天谈论她的
幻听、被人害等精神病性症状，反复相信这是事实。治疗师没

有否定患者的这些感受，因为这是患者的心理的问题。每次的

谈话虽然内容重复、冗长，但是患者却恋恋不舍，不愿离开治疗

室，感受到患者对治疗师的深深的依恋，强烈地渴望被倾听、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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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所以，治疗师建议患者每天写日记，将所有来不及讲给治

疗师的语言全部写在日记本里，然后在与治疗师见面的时间里

与治疗师分享，因为患者要讲的内容太多，０．５小时／次的时间
实在是显得太少，因此治疗师建议患者用两个日记本，一个由

患者保存，一个交给治疗师，治疗师会在咨询之余的时间翻看

一下患者的日记本，并有适当的反馈和评论。慢慢地，患者的

讲述内容逐渐变得越来越生动，逐渐是以前的生活片段和日常

生活的事件，例如在学校被同学欺负、被殴打、被排斥等辛酸的

故事，母亲接送患者上学、放学的点点滴滴。在我们的咨询里

讨论了患者的幻听与患者的孤独、以及患者对母亲的思念的关

系后，患者的幻听逐渐消失。患者开始了写小说，把自己的生

活、幻想和痛苦全部写进了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里，患者的文笔

不错，治疗师一直在鼓励患者继续创作。而且随着患者的好转

也开始了和一些高中同学的联系，并且在治疗师的建议下，患

者的父亲把患者安顿在一所大学开始学习。治疗的中期，患者

的人生之路并没有朝着前面这个轨迹继续走下去，却因为在大

学恋爱的失败再次陷入了危机，一次是追求患者的一个男生因

受不了患者的无尽的要求陪伴和一刻都不能忍受他们的分离

而出现严重的焦虑而提出了分手，又一次是患者希望一个男生

能陪陪患者，但是对方希望的上床，这样的挫折让患者对男生

失去了信心，不再相信爱情。治疗师的陪伴、支持和鼓励在这

个阶段刚起了一定缓冲，很快患者的情绪因为患者的父亲再

婚，找了一个和患者年龄接近、比患者父亲小２０多岁的女士，患
者心理严重失衡，感受到了被再次抛弃，患者每晚都可以听到

他们夫妻生活的很大的响声，最后选择了离开家，到学校去住

读。我们的治疗希望帮助患者度过这段再次难受的与父亲的

分离期，能够开始自己独立的生活。治疗的后期，治疗师的努

力显然比不上一位和患者父亲一样的成年男性给患者的生活

中的“陪伴”有作用。在患者得知继母怀孕之后，患者对她的父

亲彻底失望，在同学介绍下，患者最开始是在一位“朱总”的茶

社做“陪聊”的工作，患者觉得这样很好，再也不会孤独，只要患

者愿意，总有人陪患者。虽然患者知道“朱总”总是给小恩小

惠、甚至是患者排忧解难的很好的帮助者，但是患者知道他最

终的目的是让患者去“卖处”、“坐台”，即使如此，患者觉得这个

男人总比自己的父亲靠谱。治疗师能理解患者的心理匮乏，尤

其是感受到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之后的无助、孤独，但是这些

理解远不如现实的刺激更让患者满足，从开始接受男人的各种

礼物，如名牌包、最新款的手机、衣服等，患者开始了与更多的

男人，咨询中不断在讨论钱对患者的意义，患者认为钱比情更

靠得住，在与多个男性“交往”之后，患者选择了被一个和她父

亲年纪相当的男人包养。患者从内心排斥自己，也知道治疗师

建议患者自我保护是对患者选择这条路的否定，但是同时觉得

男人能给她更多的满足。患者自认为“这样的生活总比得精神

分裂症、有幻听好！”。对于患者的这番言论，治疗师的语言显

得很苍白。

"

　对于该案例的心理动力学理解
这是一个童年期经历母亲的突然病逝，青春期又被一系列

的创伤性事件激活了早年的分离性体验，引起了一系列的情

绪、思维变化的案例。虽然患者的精神病学的诊断完全符合精

神分裂症的诊断，但是从心理动力学机制来看，患者的症状出

现、好转、加重等变化都与与创伤导致的心理病理性的改变有

明显的关系。患者的父亲因为成年早期被他老年得子的父母

溺爱导致成年后仍然心理不成熟，无法胜任父亲的角色。患者

的父亲在患者的母亲突然病逝时通过情人填补了他的丧失感，

依赖另外的女性解决了他的心理危机。但是对于患者来说，父

爱的缺席、母亲的病逝，外婆对其女婿的怨恨等等，这一切彻底

摧毁了患者的安全感，不安全的依恋模式导致患者有显著性的

分离性的焦虑，一旦找到可以依靠的对象时，就会对他人提出

无尽的、不合理的要求，导致患者与他人之间难以维持正常的

亲情、友情或爱情。恋爱的失败、父亲的再婚、继母的怀孕等，

对患者而言都是再次体验被抛弃和孤独。在咨询的前期，患者

与治疗师建立了相对安全的依恋关系，患者的症状也有了一定

的改善，但是再次遭遇一系列创伤性的打击时，患者对孤独非

常害怕，缺乏自我安慰的能力，又要极力避免分离的场景。让

患者通过与男性之间的关系来派遣孤独感。既有对父亲的认

同、又有对被抛弃的愤怒，通过找到与父亲类似的男性在一起

的方式缓解了患者的空虚感。患者对自己通过依赖与男性之

间的性关系而生存是有很大的羞耻感，这导致患者更加需要与

异性性伙伴在一起，更加排斥与他人建立常规的人际关系，包

括与治疗师渐行渐远、从咨询关系中脱落。

#

　相关的理论与研究
精神分裂症被认为是一种与生物、环境、心理因素等有关

系的精神病，［１］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童年创伤经历的发

生率较高［２］，作为一种负性环境因素童年创伤与精神疾病的发

生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相关性［３］，但是这种相关性很难从深层次

的角度去呈现，本案例尝试从动力心理学角度去理解该精神分

裂症患者的症状、转归。该患者的起病、病情的变化都与心理

创伤有关，患者的确通过与男性之间的性关系缓解了她的症状

和心理危机［４］。

创伤心理学中的“创伤”是一个被扩展为广泛的内心体验

的隐喻，Ｆｒｅｕｄ（１９２０）隐喻人类的心灵犹如皮肤组织，一般也会
遭受意外的伤害。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当刺激能量的过度汇流

超过精神装置的容忍度时，精神装置无法释放刺激，无法依循

恒常原则消除刺激，就会对精神层面产生穿透性的破坏，导致

精神能量运作持久紊乱，结果是精神组织中出现持久的致病效

应。［５］对创伤导致精神病理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于创伤后应

激障碍、边缘型人格障碍、多重性人格障碍、分离障碍等，［６］很

少关于创伤与精神分裂症的心理学的研究。而创伤会导致精

神病性症状的例子并不少见，［７］如果创伤持续刺激，精神组织

中致病效应的持续，导致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也能够从动力心理

学层面理解。［８］

心理创伤的案例中治疗关系尤其重要，因为经历创伤的患

者很难相信他人，不安全的依恋关系使患者很难与治疗师产生

互动，［９］尤其是再加上患者的有社会不能接受的性行为导致的

内疚感和罪恶感等原因［１０］，建立关系更为困难。在该案例中，

治疗师能够对患者的纠缠和麻烦有一定的接纳，并且投注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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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爱心，如咨询之外仍有交换的日记本这些方式的关注，患

者体会到治疗师的安全、温暖、信任、接纳之后，与治疗师建立

连结，开始有自我探索，意识到症状与自己内心的情感的关系，

症状有明显的改善。［１１］但是心理成熟度不同，对于心理创伤刺

激的承受能力不同，对于心理危机采取的处理方式和应对机制

也会不同，［１２］意识到这一点，也就能理解该案例通过性服务工

作来解决自己的痛苦的原因。关于性心理导致的心理问题有

各种表现，同时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是性的问题，而深层却是

依恋关系和心理创伤的问题，［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性本身又

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有很多负性情绪的问题，由此而带来的羞耻

感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又会加重患者的心理冲突。［１１］心理治疗中

帮助患者需要理解患者的问题的来源，就如剥洋葱皮一样，一

层一层地分析，才能看到患者的内心，从而与其建立信任的关

系，使患者更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各种问题，面对性的困惑和内

心的各种痛苦和无奈。治疗师应当理解和尊重患者的各种防

御方式，［１２］而如果是仅仅只是从认知层面帮助患者，让患者对

自己的这种性行为产生道德层面的内疚，可能会让正处于青春

期的患者对治疗产生反感或者逆反。［１３］当然，患者的青春期延

后也给了她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这恰恰也是心理治疗的重要

时期［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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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家长性教育实施情况、需求调查及其启示
卞蓉　唐小红Δ

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成都 ６１００９１

【摘　要】　特殊儿童性教育的实施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本研究通过对特殊儿童家长性教育实施
情况及其需求进行调查发现：特殊儿童的家长对特殊儿童性教育实施的意义认识充分到位，而且觉得很有

必要；但是，特殊儿童家长由于自身缺乏科学系统性教育等原因，对孩子实施性教育的比例极低。因此，家

长们迫切希望学校开展专门的课程培训家长，以帮助孩子们掌握更多性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在对调查结果

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对在特殊教育学校如何调动家长参与孩子性教育的积极性，如何对家长开展有针对

性的培训，如何开设性教育课程，如何整体与个别相结合实施教学以及争取其他方面资源的参与教育过程

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关键词】　特殊儿童；性教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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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性教
育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性教育应该服务所有有需

求的人群，只有这样的性教育才是完整的、真正有意义上的性

教育，才是符合时代进步的性教育。特殊儿童的性教育必然成

为全球性教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也切合特殊教育的发展趋

势［１］。特殊儿童的性教育能直接或间接的提高特殊儿童的独

立性、社区融合性和满意度，从而提高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

质量［２］。

特殊儿童性教育的“实施者首先应该是家长，然后是各类

学校，特别是有关课程的教师，再则是医疗卫生机构。”［３］由此

可见，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４］，在特殊儿童的性教育中扮

演着首要并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又不仅仅是家长一方的责

任，还需要学校（教师）及其他机构的共同参与。目前，普通学

生性教育的实证研究成果丰富，但对特殊儿童性教育的研究多

数是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为欠缺［５］。本研究通过对家长在家

中对孩子实施性教育情况、遇到的问题及需求等内容进行调查

了解，将有利于其自身开展有针对性的特殊儿童性教育工作，

形成家校在特殊儿童性教育方面的合力，共同提高特殊儿童的

适应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

　研究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背景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现有２２１名学生（孤独
症学生１２３余人，其他为中重度智障、唐氏综合征、脑瘫、发育迟
缓及多重障碍学生等），２２１名学生中，男生１７０人，女生５１人，
分别在１５个培智教育班就读。

本研究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特殊教育学校由一年级至

九年级学生直系亲属（父亲或母亲）参加的家长会中抽取１３２
名学生家长（父亲或母亲）作为调查对象。

在参与问卷调查的家长中，男性家长（父亲）３１人占比约
２３％，女性家长（母亲）１０１人占比约７７％；家长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０岁占比约２％，３０岁～４０岁占比约４４％，４０岁～５０岁占比
约５０％，５０岁以上占比约４％；家长学历高中以下占比约１５％，
高中占比约１７％，本专科占比约５９％，研究生及以上９％；家庭
月收入范围５０００元以下占比约３３％，５０００元 ～８０００元占比约

４２％，８０００元 ～１５０００元占比约 １３％，１５０００元以上占比约
１２％；孩子为男生的占比约７４％，为女生的占比约２６％；这些孩
子中主要的照顾对象为母亲的占比约 ４２％，父亲的占比约
２２％，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占比约２６％，其他占比约１０％。

其中，被访对象孩子的年龄主要分布为：７岁 ～９岁４１人
（占比约３１％），１０岁～１２岁５８人（占比约４４％），１３岁～１８岁
３３人（占比约２５％）；障碍程度：自闭症７３人（占比约５５％），脑
瘫１２人（占比约 ９％），智障 ３７人（占比约 ２８％）；其他 １０人
（占比约８％）。
１２　研究工具

在查阅特殊儿童性教育研究相关资料后，根据已有的研究

成果和学校的实际情况，研究自行设计了《特殊儿童性教育家

长需求调查问卷》。该问卷主要分为２个部分：调查对象及孩
子基本情况和问卷的正文。调查对象及孩子基本情况包括：调

查对象的性别（与孩子的关系）、年龄、职业、学历、家庭收入；孩

子的性别、年龄、主要照顾者、障碍类型等共９题。问卷正文包
括家长对孩子性知识的了解情况、孩子的性行为表现、是否开

展专门的教育、家长认为给孩子开展性教育的途径、困难及需

要获得的帮助、对学校开展此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在问卷

的编制中，学校学生性教育研究小组和区特殊教育教研员多次

进行了讨论、修改，最终定稿形成调查问卷。

１３　研究过程
在问卷编制、印制好后，研究小组专门利用学校召开由学

生父亲或母亲参加的学生家长会中组织家长们进行了问卷的

填写。问卷填写前，对本调查的目的、意义及问卷填写的注意

事项向家长们进行了说明。问卷调查结束后，将家长们填写问

卷的数据输入Ｅｘｃｅｌ表格进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家长接受性教育及对孩子实施性教育的情况

家长接受性教育及对孩子实施性教育情况的调查内容主

要有：①家长接受性教育及了解性知识的途径；②家长与孩子
讨论性相关内容的情况或实施过性教育及发现孩子性行为表

现的觉察情况；③家长对孩子掌握性知识掌握及怎么实施性教
育的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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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１　家长们接受性教育及了解性知识的途径家长们接受性
教育及了解性知识的途径主要为学校教育的 ７５人（占比约
５７％），通过图书和网络的７２人（占比约５５％），通过影视作品
的４１人（占比约３１％），通过朋友的３６人（占比约２７％），通过
文学作品的３５人（占比约２７％），通过自己父母的１４人（占比
约１１％）。
２１２　性教育实施及孩子性行为觉察情况在参加调查的家长
中只有２８人（占比约２１％）表示与孩子讨论过性相关内容的情
况或实施过性教育，１０４人（占比约７９％）表示未曾与孩子就性
方面的内容进行讨论或进行过性教育。在与孩子的相处中，家

长们观察到孩子的性方面的行为主要是抚摸生殖器，其次是对

异性的身体好奇和对影视、现实中异性的性接触感兴趣，最后，

部分家长还反应出孩子会主动寻求性刺激、抚摸母亲的乳房、

喜欢跟异性接触等。

２１３　家长对孩子掌握性知识掌握及怎么实施性教育的了解
情况对孩子对性知识的掌握情况方面，９６人（占比约７３％）表
示完全不知道孩子的掌握程度；完全了解孩子对性知识掌握程

度的家长只有８人（占比约６％）；其他的家长对孩子性知识的
掌握程度的了解有一些，但是比较的含糊。对给孩子进行性教

育方面，只有１０人（占比约８％）清楚该怎么做，８５人（占比约
６４％）不清楚该怎么做，３７人（占比约２８％）对怎么做只有一定
的了解。

２２　家长对孩子接受性教育的态度
在家长对孩子接受性教育的态度方面，主要调查了家长对

孩子接受性教育必要性的调查，和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意义的认

识两个方面。在孩子接受性教育必要性方面，１０５人（占比约
８０％）觉得很有必要，能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２２人（占
比约１７％）觉得比较有必要，部分知识如果没有教育就不能正
确认识和掌握；４人（占比约３％）的家长表示不太清楚是否有
必要对孩子开展专门的性教育；１人（占比约１％）的家长表示
没有必要，孩子自然而然就知道了。

家长对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意义的认识从调查的结果看，

还是比较充分和到位的，１１９人（占比约９０％）认为可以帮助孩
子正确处理性方面的各种行为；９４人（占比约７１％）的家长认
为可以避免孩子不当的行为及引起的尴尬；８７人（占比约
６６％）认为可以防止疾病及相关问题发生；７７人（占比约５８％）
认为可以增加孩子对性的理解。

２３　家长对孩子性教育实施的看法
家长对孩子性教育实施的看法方面，主要调查了家长们认

为对还是实施性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性教育实施的主体，开

始的最佳时间，教育的主要的内容、教育活动的开展方式及家

长们对家校合作实施性教育的意见和建议等内容。

２３１　对孩子实施性教育家长们主要的问题或困难统计显示
对孩子实施性教育家长们主要的问题或困难 ８３人（占比约
６３％）选择缺乏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方式、方法；７５人（占比约
５７％）选择孩子的障碍程度严重，学习慢、效果差；２８人（占比约
２１％）选择不知道对孩子进行性教育的内容；２１人（占比约
１６％）选择自己对性知识信息的了解太少；１５人（占比约１１％）

选择与孩子谈性问题觉得不好意思、不自然；还有１人（占比约
１％）选择与孩子的心理与生理发展不同步等问题。
２３２　对孩子实施性教育的主体与开始时间实施主体方面，９２
人（占比约７０％）选择父亲，７１人（占比约５４％）选择母亲，５５
人（占比约４２％）选择老师，７人（占比约５％）选择社工或其他
社会机构。在对孩子实施性教育最佳的开始时间上，４人（占比
约３％）选择学前，７４人（占比约５６％）选择１年级 ～６年级，４７
人（占比约３６％）选择７年级 ～９年级，７人（占比约５％）选择
毕业。

２３３　对孩子实施性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方式对孩子进行性教
育，家长们认为主要的内容依次为：１１６人（占比约８８％）选择
有关青春期生理变化，１１２人（占比约８５％）选择有关遗精（月
经）的知识，９４人（占比约７１％）选择有关自我保护的知识与技
巧，７２人（占比约 ５５％）选择男女交往的知识，４９人（占比约
３７％）选择正确的自慰方法，４０人（占比约３０％）选择避孕及其
相关的知识。家长们认为对孩子实施性教育最佳的方式依次

为：８８人（占比约 ６７％）选择教师课堂讲解，７４人（占比约
５６％）选择父母讲述，６９人（占比约５２％）选择阅读相关图书、
绘本，３６人（占比约２７％）选择观看展览及相关音像制品。
２３４　家长们对家校合作实施性教育的意见或建议在家长们
对家校合作实施性教育的意见或建议调查上主要通过家长填

写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收集。主要意见和建议为：学校开展专门

的性教育课程实施孩子的系统、全面的性教育；为家长和孩子

发放相关易懂的书籍；为学生实施性教育个别化方案，处理个

体不良性行为表现；开展专门、有针对性的家长、教师培训；在

对孩子教育中，分障碍类型与障碍程度分别进行；希望得到社

会人士的帮助等。

#

　对特殊教育学校实施性教育工作的启示
３１　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的实施，家长是十分有利的资源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超过１２７人（占比约９６％）认为有必
要让孩子接受系统、全面的性教育；对孩子实施性教育的意义

的认识也比较充分和到位。特殊教育学校在开展特殊儿童性

教育活动中，要注重对家长参与此项教育活动积极性的调动，

形成家校教育的合力，确保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３２　开展有针对性的家长性教育实施培训是学校实施性教育
的关键和重点

　　家长们对孩子性教育实施的认识充分到位并有良好的参
与积极性是良好开展特殊儿童性教育的前提。但是由于家长

们接受性教育及了解性知识的过程中途径多样、缺乏父母必要

的支持，在与孩子每天的生活中，也未曾与自己的孩子讨论过

性方面的内容或实施过性教育。上述情况就导致他们在对孩

子进行性教育过程中也有１２２人（占比约９２％）不是很清楚该
怎么对孩子进行系统、全面的性教育，也不知道自己孩子对性

知识的了解情况。

家长们是学校实施特殊儿童性教育有利的资源，但是家长

们缺乏对孩子实施性教育必要的知识与技能。特殊教育学校

通过开展专门、有针对性的家长培训，可以帮助家长们获得对

孩子实施性教育缺乏的知识与技能。在培训的内容方面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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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涉及：实施性教育的原则；［６］对孩子进性教育的内容；［２，７８］

如何给予青春期孩子合理的尊重与爱；［９］有效地规范特殊儿童

性行为的行为矫正方法；［１０１２］特殊儿童青春期常见心理问题及

处理方法；［１３］性教育绘本的亲子阅读方法；［１４］避免特殊儿童被

别人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方法［１５］等。

在培训中，可以根据孩子生理发育的不同阶段，分段、分内

容对家长实施培训。在家长们经过特殊教育学校培训掌握了

必要的知识与技能后，家长们在家中对孩子实施性教育就有了

内容、方式与方法，其教育内容也会比较的系统和全面。同时，

家长们也会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力量，推动更多的家长

在家对自己的孩子实施性教育。

３３　 特殊教育学校要开设专门的学生性教育课程
在家校合作对学校实施学生性教育的建议中，家长们建议

到：学校开展专门的性教育课程实施孩子的系统、全面的性教

育。一方面，学校要从低段班级便开设专门的课程，对特殊儿

童进行性教育时间低龄化，［１６］保证学校学生性教育实施的时

间；另一方面，学校也将为学生的性教育选聘专门的师资或培

养专门的师资以保证该课程的顺利、良好开展；其次，学校在教

学组织形式上也要尽量丰富有趣，将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将教

学和活动相融合。［１７］特殊教育学校除了要将性教育设立为专门

的课程外，还应采取其他形式加以补充，如渗透到其他课

程中。［１８］

３４　实施中要采取整体实施与个别实施相结合的教育方式
在对特殊儿童实施性教育中，８８人（占比约６７％）认为教

师的课堂讲解是最佳的方式。在特殊教育学校实施特殊儿童

性教育中，课堂讲解的方式也是最容易实施、能够取得高效率

的主要方式之一。孩子在学校接受了某个方面一定的性教育

后，家长再在家对此内容对孩子进行教育就会变得轻松并达到

更好的效果。但是，特殊教育学校实施性教育不能仅仅使用课

堂讲解的方式。特殊儿童个体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性，还应该为

每位特殊儿童制定由家长作为主体实施的性教育个别化教育

方案，确保在差异巨大的特殊儿童之间都能取得一定的教育效

果。此外，有些特殊儿童还存在一些性行为表现不良的情况或

其他问题，这个也需要老师和家长特别予以关注，并专门采取

个别化的教育措施来给予应对，让这些不良的表现或问题得到

疏导或以正确、适合的方式表现。

３５　特殊教育学校在实施性教育中要注重争取其他社会教育
资源的参与

　　特殊教育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准，也是建设和谐社会
的必然要求。［１９］着眼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特殊儿童的性教育

工作的开展更需要全社会来关心与参与。在特殊儿童的性教

育中，社区对特殊儿童参与社会活动的接纳、对特殊儿童各种

障碍及其不当行为表现的接纳与支持；民政、残联、妇联等对特

殊儿童的关爱；医院、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对特殊儿童性教育的

支持与参与等都会对特殊儿童性教育的实施起到良好的促进

作用。同时，这些教育资源的参与，也能提高特殊儿童的适应

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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