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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疗效观察及对性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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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８７医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２８０例，采用随机化列表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１４０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的开放性前列腺癌根治术进行治疗，观察组患者实施腹
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ＩＰＳＳ评分、尿流动力学指标、控尿率、性功能以
及并发症等相关指标。结果：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引流管留置时间以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观察组的 Ｑｍａｘ、ＰＶＲ和 ＩＰＳＳ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控尿率和保留性功能者比率均高于对照组，且逆行射精率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两组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的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能够减少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改善患者
尿流动力学，改善性功能，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减少引流管留置时间和住院时间，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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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临床上常见的男性泌尿系统恶性肿瘤之一，其
发病率仅此于肺癌，高发于中老年群体，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

长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１］。前列腺癌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排尿

费力等症状，严重者会出现血尿、尿失禁、尿潴留和膀胱结石等

症状，严重影响着男性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２］。手术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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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能够更

早检查出前列腺癌，进行早期治疗。但传统的开放性前列腺癌

根治术治疗的创伤大、术后并发症较多，不利于术后恢复［３］。

近年来，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被广泛应用于早期前列腺癌

的治疗中，较传统手术方法，有着更好的治疗效果。本研究通

过对前列腺癌患者进行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治疗，旨在分析

其临床效果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期间中国人民
解放军１８７医院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２８０例，采用随机化列表
将患者分为对照组（ｎ＝１４０）和观察组（ｎ＝１４０），所有患者均经
病理学确诊为前列腺癌。对照组１４０例患者中，年龄范围４９岁
!

７８岁，年龄（６６１±３２）岁；病程范围７个月 ～５年，病程（２５
±０６）年；临床分期：Ｔ１期６８例，Ｔ２期７２例；术前经Ｂ超检查前
列腺体积２２ｍＬ～６３ｍＬ，体积（３５１±２８）ｍ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范
围５分～７分，评分（５６±０３）分。观察组１４０例患者中，年龄
范围４８岁

!

７９岁，年龄（６７１±３６）岁；病程范围６个月～４年，
病程（２６±０３）年；临床分期：Ｔ１期６５例，Ｔ２期７５例；术前经Ｂ
超检查前列腺体积范围２１ｍＬ～６５ｍＬ，体积（３５８±２１）ｍＬ；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范围５分～８分，评分（５８±０６）分。比较两组患
者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此次研究具
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无手术禁忌症；临床分期≤Ｔ２期；所有患者或家
属对本次研究知情，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不能接受手术患者；心肝肾功能障碍者；

资料不全患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患者均给予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对照组患
者实行开放性耻骨后前列腺癌根治术治疗，患者麻醉后取下腹

正中切口，逐层切开至耻骨后间隙，切断、缝合阴茎背深静脉，

随后切断输精管，紧贴前列腺包膜完整游离前列腺和精囊腺，

分别在膀胱颈部和前列腺尖部离断尿道，重建膀胱颈口，做后

尿道和膀胱颈间断缝合恢复尿道连续性。留置 Ｆ１６双腔导尿
管，术野留置引流管，术后１４ｄ～２１ｄ拔除尿管，观察患者排尿
情况。

１２２　观察组　患者均给予气管内插管全身麻醉。观察组所
有患者实施经腹膜外途径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治疗，患者麻

醉后取仰卧头低脚高位。在脐下做２ｃｍ纵形切口，逐层切开至
腹直肌后鞘浅层，手指分离腹膜外间隙并置入气囊扩张器，充

气至５００ｍｌ，扩张腹膜外间隙，置入１０ｍｍ套管针后缝合切口以
防漏气，在脐下两横指双侧腹直肌外缘及右侧髂前上棘内侧分

别置入１个１２ｍｍ和２个５ｍｍ穿刺器。镜头和腹腔镜器械经
穿刺器置入，先分离髂血管和闭孔神经，清扫盆腔淋巴结，清除

周围脂肪组织以及淋巴组织，取标本送检病理科。经后路和前

路，切断膀胱颈并游离前列腺两侧壁，分离出前列腺尖端并切

断，吻合膀胱颈和后尿道，在操作过程中，尽可能的保护神经血

管束，留置Ｆ１６双腔导尿管，术后１４ｄ～２１ｄ拔除尿管并观察患
者排尿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引流管留置时间

以及住院时间；②观察术后６个月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
ＳＳ）、Ｑｍａｘ和ＰＶＲ；③观察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的控尿率、保留
性功能者比率及逆行射精率；④比较两组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
总分为 ２４分，如得分低于２１分，表示阴茎勃起功能障碍；⑤随
访记录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

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引流管留置时间以

及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引流管留置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 １４０ １８５２±１２３ ３５６２±１６１ １９２±３１ ２４５±３３

观察组 １４０ １２１３±１８１ ２７８１±１３５ １０３±２５ １３８±２１

ｔ值 ５１６２ ６２１１ ４７３５ ５３６８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Ｑｍａｘ、ＰＶＲ和ＩＰＳＳ评分
术后６个月，观察组的 Ｑｍａｘ评分高于对照组，而 ＰＶＲ和

ＩＰＳＳ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的控尿率和性功能

观察组的控尿率和保留性功能者（有阴茎勃起功能）比率

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的逆行射精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Ｑｍａｘ、ＰＶＲ和ＩＰＳＳ评分

组别 例数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ＰＶＲ（ｍＬ） ＩＰＳＳ评分（分）

对照组 １４０ ３７±０５ １５６８±１６２ １３７±４３

观察组 １４０ ６５±０８ ９０２±８８ １０８±２３

ｔ值 ５１２８ ５２３７ ３６１８

Ｐ值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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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控尿率和性功能的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控尿率
保留性

功能者比率
逆行射精率

对照组 １４０ １０８（７７１％） ９３（６６４％） １２４（８８６％）

观察组 １４０ １２６（９００％） １２９（９２１％） ６５（４６４％）

χ２值 ５１２６ ６８１７ ６９１５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２４　比较两组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评分
术前，两组患者的ＩＩＥＦ５评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术

后６个月，观察组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ＩＩＥＦ５评分（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６个月

对照组 １４０ １７５±１１ １９６±０５

观察组 １４０ １７１±１３ ２３８±０９

ｔ值 ０４５２ ３１２７

Ｐ值 ０５１６ ００２２

２５　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
观察组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膀胱痉挛 切口感染 尿漏 吻合口瘘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１４０ １４（１００％） １０（７１％） １３（９３％） ９（６４％） ４６（３２８％）

观察组 １４０ ６（４３％） ６（４３％） ５（３６％） ５（３６％） ２２（１５８％）

χ２值 ６８２７

Ｐ值 ００１９

#

　讨论
前列腺癌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是泌尿系统常见的恶

性肿瘤之一［４］，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人们饮食习惯和生活方

式的不断改变，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严重影

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５］。医学上，有关前列腺癌的

发病机制研究较多，但其发病原因和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

确［６］。主要是由于前列腺腺细胞异常增生，从而引发的恶性肿

瘤，重在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以往临床上常用传统的开放式

前列腺癌根治术来治疗前列腺癌患者，但该手术不易操作，在

一定程度上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但手

术创伤大，容易出现控尿功能障碍和出血等并发症，性功能障

碍发生率较高，严重影响术后生活质量［７］。但近年来，随着国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对治疗效果要求较高，在改善临床症

状的同时，还需改善患者的排尿功能和保留性功能。

近年来，随着腹腔镜设备的更新和技术的发展，腹腔镜前

列腺癌根治术已成为治疗前列腺癌的主要手术方式之一，且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了患者的认可。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具

有创伤小、手术操作更为精准，并发症较少、术后恢复快和疗效

明确的优点，术中视野清楚，出血量少，在腔镜放大的作用下可

有效避免前列腺周围的控尿神经和勃起神经损伤，减少术后吻

合口狭窄发生率等并发症［８９］。与传统的治疗方法相比，腹腔

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效果更为明显，术中使用的超声刀使创面

小，视野大，术中出血也能够及时的处理，对内脏器官功能影响

较小，避免了对周围组织血管及神经损伤，可以有效缩短手术

时间，提高术后恢复效果，从而减少患者的引流管留置时间和

住院时间［１０］。本研究中，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引流

管留置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尿动力学是排尿功能的一个检测指标，主要判断排尿功能

障碍以及损伤程度，对治疗及预后评估具有重要的意义［１１］。本

研究中，观察组在治疗后的Ｑｍａｘ和ＰＶＲ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
异明显，说明观察组患者采用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治疗效

果更明显，更能精准的判断和根治更深的病灶部位，降低尿道

括约肌的损伤程度和最大限度保留神经血管束，该手术在术中

不用对肠管牵拉，降低对腹腔内脏器的影响，有助于加快恢复

尿流动力学的速度［１２１３］。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的ＩＰＳＳ评分明
显低于对照组，这是因为腹腔镜的创伤性较小，术中保护各组

织脏器，避免受到损害，降低术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从而使ＩＰ
ＳＳ评分改善的更为明显。

手术治疗前列腺癌患者对性功能的有着不可避免的影响，

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在视野清楚的情况下，充分了解前列腺

形态特点，不会达到海绵体神经汇聚的部位，减少尿道膀胱刺

激，不易损伤勃起神经，不易导致精液逆流，有效保护前列腺尖

部的勃起神经，不会损伤到前列腺包膜外组织，有效保护血管

神经束，提高患者的阴经勃起功能率和降低逆向射精率的可

能［１４］。能精准的分离尿道前列腺尖部，更好的显露前列腺尖部

与尿道，阻断了阴茎海绵体主要供血来源，减少术后排尿功能

障碍［１５］。本研究中，观察组阴茎勃起功能率高于对照组，且逆

行射精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证实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对前
列腺包膜外的勃起神经造成的影响不大，保护了患者的勃起

功能。

综上所述，腹腔镜前列腺根治术治疗前列腺癌的临床疗效

以及对性功能的保护效果显著，可有效减少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提高患者的控尿率和阴茎勃起功能率，降低患者的逆行

射精率，减少引流管留置时间和住院时间，降低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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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影响因素研究
彭伟　桂定文Δ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与观察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 ～
２０１７年２月期间鄂东医疗集团黄石中心医院的９８例前列腺癌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采用 ＩＩＥＦ５问卷
进行评估，统计所有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并比较不同年龄、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术后并发症情况、基础疾
病情况、吸烟指数、饮酒指数、性生活心理状态及手术方式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并采用多因素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关系。结果：９８例患者术后发生勃起功能
障碍６３例，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６４２９％，年龄较高、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较高、术后发生并发症、存在基础疾
病、吸烟指数较高、饮酒指数较高及性生活心理状态较差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年龄较低、Ｇｌｅａ
ｓｏｎ积分较低、术后无并发症、无基础疾病、吸烟指数较低、饮酒指数较低及性生活心理状态较较好的患者，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手术方式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年龄、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术后并发症情况、基础疾病情况、吸烟指数、饮
酒指数及性生活心理状态是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结论：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

能状态较差，且影响因素较多，应根据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措施的制定。

【关键词】　前列腺癌；术后性功能状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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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发生于前列腺的恶性肿瘤，患者中较多采用手
术的方式进行治疗，而手术性创伤加之疾病等因素影响，患者

术后的性功能状态相对较差［１］，表现出勃起功能障碍方面的异

常，而这对于年龄较小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近年来关于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研究不断增

多，对于性功能改善的需求也不断提升。鉴于此类要求的提

升［２］，对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更

为必要，以为本类手术患者术后性功能改善措施的制定提供依

据。本文中我们就此方面进行探究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期间鄂东医疗集团黄石中
心医院收治的的９８例前列腺癌手术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
５０岁者２０例，５０岁～６０岁者２５例，＞６０岁者５３例；Ｇｌｅａｓｏｎ积
分：２分～４分者 ５１例，５分 ～７分者 ２６例，８分 ～１０分者 ２１
例；术后并发症情况：是者１８例，否者８０例；基础疾病情况：是
者２０例，否者７８例；吸烟指数：＞４００者４２例，≤４００者５６例；
饮酒指数：＞９０者３２例，≤９０者６６例；性生活心理状态：焦虑
抑郁者５１例，焦虑或抑郁者２８例；无焦虑抑郁者１９例；手术方
式：腹腔镜手术者５５例，开放式手术者４３例。所有患者均对本
研究知情及同意。

纳入标准：年龄在６５岁及以下者；术前性功能及性心理基
本正常者。排除标准：年龄在６５岁以上；不能全程配合治疗、检
查及调查评估者；合并其他生殖系统疾病者。

１２　方法
将９８例前列腺癌手术患者均于术后６个月时进行性功能

状态的评估，由工作人员以问卷的形式进行调查，可于患者复

查或由工作人员入户调查，由工作人员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方

式讲解，必要者辅助进行问卷填写及评估，采用 ＩＩＥＦ５问卷进
行评估，统计所有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并比较不同

年龄、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术后并发症情况、基础疾病情况、吸烟指数、
饮酒指数、性生活心理状态及手术方式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并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前列
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关系。

１３　评价标准
性功能状态采用ＩＩＥＦ５问卷进行评估，本问卷包括５个评

估问题，每个问题采用０分～５分６级评分法评估，其中总分≥
２２分、１２分～２１分、８分 ～１１分及≤７分分别表示无、轻度、中
度及重度勃起功能障碍［３］。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９０，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均百分

比（％），进行卡方（χ２）检验分析，研究因素与术后性功能状态
的关系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及 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障碍发
生率比较

　　９８例患者术后发生勃起功能障碍６３例，总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为６４２９％，年龄较高及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较高患者的总勃起
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年龄较低及 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较低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不同术后并发症情况及基础疾病情况患者的术后总勃起
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

　　术后发生并发症及存在基础疾病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高于术后无并发症及无基础疾病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不同吸烟指数及饮酒指数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障碍发
生率比较

　　吸烟指数较高及饮酒指数较高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
生率高于吸烟指数较低及饮酒指数较低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不同性生活心理状态及手术方式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
障碍发生率比较

　　性生活心理状态较差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
性生活心理状态较较好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同手术方式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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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年龄及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ｎ（％）］

分类 无障碍 轻度障碍 中及重度障碍 总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５０岁（ｎ＝２０） １５（７５００） ３（１５００） ２（１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５０～６０岁（ｎ＝２５） １０（４０００） ９（３６００） ６（２４００） １５（６０００）

　＞６０岁（ｎ＝５３） １０（１８８７） ３３（６２２６） １０（１８８７） ４３（８１１３） ２０１９６ ＜００５

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

　２～４分（ｎ＝５１） ２３（４５１０） ２２（４３１４） ６（１１７６） ２８（５４９０）

　５～７分（ｎ＝２６） １０（３８４６） １１（４２３１） ５（１９２３） １６（６１５４）

　８～１０分（ｎ＝２１） ２（９５２） １２（５７１４） ７（３３３３） １９（９０４８） ８３１６ ＜００５

合计（ｎ＝９８） ３５（３５７１） ４５（４５９２） １８（１８３７） ６３（６４２９） － －

表２　不同术后并发症情况及基础疾病情况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ｎ（％）］

分类 无障碍 轻度障碍 中及重度障碍 总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术后并发症

　是（ｎ＝１８） ２（１１１１） ８（４４４４） ８（４４４４） １６（８８８９）

　否（ｎ＝８０） ３３（４１２５） ３７（４６２５） １０（１２５０） ４７（５８７５） ５８１３ ＜００５

基础疾病

　是（ｎ＝２０） ２（１０００） ９（４５００） ９（４５００） １８（９０００）

　否（ｎ＝７８） ３３（４２３１） ３６（４６１５） ９（１１５４） ４５（５７６９） ７２３７ ＜００５

合计（ｎ＝９８） ３５（３５７１） ４５（４５９２） １８（１８３７） ６３（６４２９） － －

表３　不同吸烟指数及饮酒指数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ｎ（％）］

分类 无障碍 轻度障碍 中及重度障碍 总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吸烟指数

　＞４００（ｎ＝４２） ５（１１９０） ２５（５９５２） １２（２８５７） ３７（８８１０）

　≤４００（ｎ＝５６） ３０（５３５７） ２０（３５７１） ６（１０７１） ２６（４６４３） １８１４８ ＜００５

饮酒指数

　＞９０（ｎ＝３２） ５（１５６３） １７（５３１３） １０（３１２５） ２７（８４３８）

　≤９０（ｎ＝６６） ３０（４５４５） ２８（４２４２） ８（１２１２） ３６（５４５５） ８３５２ ＜００５

合计（ｎ＝９８） ３５（３５７１） ４５（４５９２） １８（１８３７） ６３（６４２９） － －

表４　不同性生活心理状态及手术方式患者的术后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ｎ（％）］

分类 无障碍 轻度障碍 中及重度障碍 总发生率 χ２值 Ｐ值

性生活心理状态

　焦虑抑郁（ｎ＝５１） ４（７８４） ３３（６４７１） １４（２７４５） ４７（９２１６）

　焦虑或抑郁（ｎ＝２８） １５（５３５７） １０（３５７１） ３（１０７１） １３（４６４３）

　无焦虑抑郁（ｎ＝１９） １６（８４２１） ２（１０５３） １（５２６） ３（１５７９） ４０６０７ ＜００５

手术方式

　腹腔镜手术（ｎ＝５５） ２３（４１８２） ２５（４５４５） ７（１２７３） ３２（５８１８）

　开放式手术（ｎ＝４３） １２（２７９１） ２０（４６５１） １１（２５５８） ３１（７２０９） ２０３４ ＞００５

合计（ｎ＝９８） ３５（３５７１） ４５（４５９２） １８（１８３７） ６３（６４２９）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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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研究因素与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关系分析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年龄、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术

后并发症情况、基础疾病情况、吸烟指数、饮酒指数及性生活心

理状态是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具

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研究因素与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关系分析

研究因素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５３６４ ＜００５ ２２２１ １２０３～８１５４

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 ６１８４ ＜００５ ２３７５ １２６４～９７５６

术后并发症 ７４６７ ＜００５ ２５８６ １３１２～１０４９８

基础疾病 ８０３５ ＜００５ ２８９３ １３４６～１１３８７

吸烟指数 ５５２４ ＜００５ ２２３９ １２２１～８７６５

饮酒指数 ６５６３ ＜００５ ２４０２ １２９８～１０１０１

性生活心理状态 ８３７６ ＜００５ ３０１５ １３７６～１２９５９

#

　讨论
前列腺癌是男性中并不少见的一类恶性肿瘤，对患者机体

状态造成一定不良影响，而本病作为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对患

者的生殖系统方面的危害更为明显，主要表现为对患者的性功

能造成较大危害［４５］，而手术治疗对患者进一步造成手术性创

伤，因此造成性功能方面的进一步异常，而这种异常主要以勃

起功能障碍为主［６７］。而受多类因素的影响，前列腺癌在我国

不仅仅呈现发病率升高的趋势，且出现年轻化的情况，因此较

多患者对术后性功能保留、维持与改善的需求较高，因此也出

现较多关于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相关研究［８９］。由

于本方面的研究涉及面较广，涉及疾病、治疗、患者自身心理及

生理等多方面的因素，使得研究结果繁杂的同时，研究结果的

差异也较大［１０］，因此对前列腺癌手术患者进行性功能状态及影

响因素的细致探究意义仍较高。

本文中，我们就９８例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影响
因素进行观察与探究的结果显示，９８例患者术后发生勃起功能
障碍６３例，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为６４２９％，说明术后功能
障碍的发生情况仍极为明显，提示我们对其进行干预的必要

性，另外年龄较高、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较高、术后发生并发症、存在基
础疾病、吸烟指数较高、饮酒指数较高及性生活心理状态较差

患者的总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高于年龄较低、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较
低、术后无并发症、无基础疾病、吸烟指数较低、饮酒指数较低

及性生活心理状态较较好的患者，但不同手术方式患者的总勃

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且经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处理显示，年龄、Ｇｌｅａｓｏｎ积分、术后并发症情况、基础疾
病情况、吸烟指数、饮酒指数及性生活心理状态是前列腺癌患

者术后性功能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原因，我们认为腹腔

镜与开放式手术对患者的手术创伤虽然存在，但对生殖方面的

影响不大［１１１２］，而其他因素则主要为对患者的性心理、性行为

及相关支持方面造成危害［１３１５］，同时，基础疾病、术后并发症及

吸烟饮酒指数等方面对患者机体综合功能状态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影响到患者的术后性功能状态，导致性功能障碍的

发生［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较差，且

影响因素较多，应根据影响因素进行干预措施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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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保留对术后性功能影响的
临床研究
田超１　曹正国１△　张朝胜１　黎建欣１　蒋茂林１　刘治２　吴畏３

１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韶关 ５１２０２６
２安徽省立医院泌尿外科，合肥 ２３０００１
３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合肥 ２３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保留对术后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方法：选自韶关
市粤北人民医院与安徽省立医院泌尿外科、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于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期
间收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３０例，均行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保留。观察平均手术时间、平均出血量，随访１
年单侧和双侧神经性功能恢复情况，术后２周拔尿管后评价残余尿、平均尿流率及尿失禁情况。结果：前列
腺癌患者平均手术时间（１７５４９±１５４６）ｍｉｎ，平均出血量（３７８９４±２９８７）ｍＬ；保留双侧神经性功能恢复明
显优于保留单侧神经，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２周拔尿管后平均残余尿（４８７±１２４）ｍＬ，
平均尿流率（１７２３±１５６）ｍＬ／ｓ，且未见尿失禁发生。结论：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保留对术后性功能恢
复有较好的效果，尤其保留双侧神经恢复效果明显，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前列腺癌根治术；性神经保留；术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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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常见的一种男性泌尿生殖系统肿瘤，常见于老
年男性，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

生活质量［１２］。前列腺癌诊断方法主要包括前列腺穿刺活检、

核素骨显像、磁共振检查、计算机断层检查、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及直肠指检等［３４］。目前，临床上对于前列腺癌主要采用前列

腺癌根治术治疗，其效果较为理想，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术中

是否保留性神经等。本文研究探讨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

保留对术后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旨在能够为外科手术治疗

提供一定参考价值。现将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自韶关市粤北人民医院与安徽省立医院泌尿外科、合肥

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于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期间收
治的前列腺癌患者３０例，年龄范围５０岁 ～８０岁、年龄（６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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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１）岁，ＢＭＩ（２１７４±２４３）ｋｇ／ｍ２，ＡＳＡ麻醉分级：Ｉ级 ２１
例、ＩＩ级９例。入组标准：①均经病理诊断前列腺癌；②年龄范
围５０岁～８０岁；③ＡＳＡ分级：Ｉ～ＩＩ级；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许
可；⑤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①合并肺癌、肝癌、胃癌
等其他恶性肿瘤者；②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③精
神疾病者；④对本研究手术和麻醉禁忌者。
１２　手术方法

取患者仰卧位（头高脚低），于患者脐下缘作一半环形切

口，切口长度为２５ｃｍ左右，食指钝性分离腹膜外间隙，然后将
自制气囊置入，注入８００ｍＬ至１０００ｍＬ扩大间隙，再将１２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置入，且置入３０°镜。分别于患者左右腹直肌外缘、脐下
４ｃｍ处，于直视下个穿刺１个１２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然后再于左、右麦
氏点各穿刺１个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分离两侧髂窝，同时对髂外和闭
孔淋巴进行清扫，标本送快速冰冻。将患者前列腺脂肪给予清

除，扩展耻骨后间隙，盆筋膜显露，然后贴前列腺包膜将两侧盆

筋膜切口，同时将患者耻骨前列腺韧带切断，缝扎且离断静脉

复合体。贴前列腺尖部切断鸟蛋，注意保护神经血管束，且于

患者尿道残端压迫止血。切断直肠尿道肌，结扎前列腺尖动

脉，锐性分离前列腺与神经血管束近膀胱颈。在神经血管束内

侧分离前列腺与膀胱。将患者膀胱颈前壁切口，然后顺患者尿

道内口的两侧及后壁剪开，注意保护三角区，同时寻找且离断

左右输精管，钝性游离两侧精囊，进一步游离直肠与前列腺间

隙，注意保护直肠，分束游离，离断前列腺侧韧带，注意保留神

经血管束，完全游离前列腺及精囊，置入标本袋。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前列腺癌患者手术情况，包括手术时间、平均出血

量；②观察术后随访１年保留单侧神经和双侧神经性功能恢复
情况；③观察术后２周拔尿管后残余尿、尿失禁及平均尿流率
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数据统计及处理，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

示行卡方检验；计量资料表示行ｔ检验，其中组内自身对照组的
配对ｔ检验，组间采用两独立样本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前列腺癌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情况

前列腺癌患者平均手术时间（１７５４９±１５４６）ｍｉｎ，平均出
血量（３７８９４±２９８７）ｍＬ。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前列腺癌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情况

指标 计量资料

手术时间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１３９～２５４

平均手术时间（ｍｉｎ） １７５４９±１５４６

术中出血量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２３０～６７０

平均出血量（ｍＬ） ３７８９４±２９８７

２２　保留单侧和双侧神经阴茎性功能恢复情况
保留双侧神经性功能恢复明显优于保留单侧神经，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术后２周拔尿管后残余尿、尿失禁及平均尿流率情况

术后２周拔尿管后平均残余尿（４８７±１２４）ｍＬ，平均尿流

率（１７２３±１５６）ｍＬ／ｓ，且未见尿失禁发生。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２　前列腺癌患者保留单侧和双侧神经阴茎性功能恢复情况

　　组别 例数 性功能恢复（％）

保留单侧神经 ６ ２（３３３３）

保留双侧神经 ２４ ２０（８３３３）

χ２值 － ３８４５９

Ｐ值 － ＜００５

表３　前列腺癌患者术后２周拔尿管后残余尿、平均尿流率及尿失禁情况

指标 计量资料／计数资料

残余尿 残余尿（ｍＬ） ０～１４

平均残余尿（ｍＬ） ４８７±１２４

尿流率 尿流率（ｍＬ／ｓ） １５～１９

平均尿流率（ｍＬ／ｓ） １７２３±１５６

尿失禁（％） ０（％）

#

　讨论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提高和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的

检验技术和医疗设备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前列腺癌患者得以

早期诊断和治疗［５６］。加之近年来医学模式和生活观念的不断

变化，使得越来越多的患者对前列腺癌的治疗，不仅仅是期待

延长生命，而且对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如性功能、尿控等）也日

益关注，尤其是对性功能方面越来越重视［７９］。前列腺癌根治

术仍为局限性前列腺癌主要治疗手段，而外科手术操作的目的

主要是实现生活质量改善和生存率增加，其中，前者要求保留

性功能和尽快恢复控尿；后者要求完整切除肿瘤和转移淋

巴结［１０１４］。

保留神经血管束关键在于解剖清晰，不应用能够至热损伤

的器械，并且于术中离断前列腺侧韧带时，应贴近前列腺包膜，

并且以钛夹止血，锐性分离以降低对血管神经束的损伤［１５］。此

外，在离断尿道时，应尽可能多地保留尿道长度，这样能够利于

吻合，术后控尿效果好。前列腺癌根治术保留性神经手术技巧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１６１８］：第一，明确性神经的解剖特点：①筋
膜三角，前列腺筋膜（外）迪氏筋膜（下）前列腺胞膜（内）；②
神经走行，精囊腺尖部到尿道两侧，并且靠近尖部分支变少；③
筋膜内切除，游离层次在血管神经束的静脉以内。第二，早期

离断背深静脉丛：背深静脉丛早期切断有利于前列腺的旋转，

且能够提高额外的游离空间，以及扩大前列腺血管神经束锐角
的角度，便于辨识和松解血管神经束；第三，游离时遵循前列腺

轮廓的轨迹：对于前列腺侧蒂离断时按照前列腺底面和侧面的

轮廓，主要顺着两者的轨迹切断固定前列腺的侧韧带。游离血

管神经束时必须确认前列腺外形轮廓，并且主要牵引前列腺，

从而形成“前列腺血管神经束锐角”，以及沿前列腺将血管神
经束逐步游离松解。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前列腺癌患者手术时

间（１７５４９±１５４６）ｍｉｎ，出血量（３７８９４±２９８７）ｍＬ；保留双侧
神经性功能恢复明显优于保留单侧神经，说明保留双侧神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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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恢复优于保留单侧神经；术后 ２周拔尿管后平均残余尿
（４８７±１２４）ｍＬ，尿流率（１７２３±１５６）ｍＬ／ｓ，且未见尿失禁
发生。

综上所述，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保留对术后性功能恢

复有较好的效果，尤其保留双侧神经恢复效果明显，具有重要

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但本研究相对还存在一些样

本量不足和观察疗程较短的问题，还需要后续治疗中增加样本

量及延长观察疗程，以便进行深入研究，提供更为可靠的临床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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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李绍成（１９７２—），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前列腺癌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０４ ·男科与性医学·

前列腺癌患者血清ＰＳＡ表达情况及ＰＣＮＡ表达的相关性
研究
李绍成　骆本军　罗建蓉
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邛崃 ６１１５３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癌患者血清ＰＳＡ表达情况及ＰＣＮＡ表达的关系。方法：选取邛崃市医疗
中心医院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期间行手术切除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５８例为研究对象，同时选取同期
手术治疗的前列腺良性增生患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研究。采用微粒子酶免分析法检测患者血清 ＰＳＡ表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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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采用免疫组化学染色法检测患者癌组织中ＰＣＮＡ表达情况，探讨ＰＳＡ及ＰＣＮＡ的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
征的关系及两者的相关性。结果：ＰＳＡ与ＰＣＮＡ在前列腺癌组与前列腺良性增生组中的表达均具有显著差
异，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ＳＡ在中低组织分化程度及临床分期Ｃ期中的表达水平高于高组
织分化程度及临床分期为Ａ／Ｂ中，比较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ＰＳＡ表达水平在不同年龄及
淋巴结转移情况中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ＮＡ在中组织低分化程度以及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癌组
织中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高组织分化程度及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癌组织中，比较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
Ｐ＜００５），ＰＣＮＡ在不同年龄及临床分期中的表达情况比较无统计学意义，比较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
Ｐ＞００５）；ＰＳＡ与ＰＣＮＡ的表达呈现正相关性（ｒ＝０２３６，Ｐ＝０００８）。结论：ＰＳＡ与ＰＣＮＡ的表达与前列腺
癌进展程度有关，临床可通过检测患者血清 ＰＳＡ及癌组织中 ＰＣＮＡ的表达情况，为患者病情的诊断及预后
提高一定的指导依据。

【关键词】　ＰＳＡ；ＰＣＮＡ；前列腺癌；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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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ＳＡａｎｄＰＣ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
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ＳＡ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
ｔｉｏｎ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ｓｔａｇ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ｉｇ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Ｂｓｔａｇｅ（ａｌｌＰ＜
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ＳＡ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ＣＮＡｉｎｔｈｅ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ｌｏｗ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ｗｉｔｈ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ｉｇｈ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ＣＮ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ｉｎｇ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ＳＡａｎｄＰＣ
ＮＡ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０２３６，Ｐ＝０．００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ＳＡａｎｄＰＣＮＡ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ｎｂ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ｙｄｅｔｅｃ
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ＣＮＡｉｎｔｈｅ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ＳＡ；ＰＣＮＡ；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前列腺癌是男性患者临床常见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随
着我国平均寿命的延长，其临床发病率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

势［１］。因此，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对于其临床治疗及预后的意

义重大。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ＳＡ）作为传统的诊断前列腺癌的指
标之一，具有一定的诊断意义，但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造成

其临床诊断中敏感度高而特异度低，单凭血清ＰＳＡ水平的检测
很难对恶性肿瘤患者作出准确的诊断［２］。增殖细胞核抗原

（ＰＣＮＡ）是一种特异性的核酸蛋白，仅存在于正常增殖细胞及
肿瘤细胞中，是反映细胞增值状态的良好指标，目前，ＰＣＮＡ对
临床恶性肿瘤的诊断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３］。本研究通过对前

列腺患者血清ＰＳＡ及组织中ＰＣＮＡ的表达进行检测，通过将其
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从而探讨两者的相关性及

在前列腺癌的临床诊断中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期间
行手术切除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５８例，所有患者术后病理证实

确诊为前列腺癌。入组本次研究前患者均未接受前列腺癌的相

关治疗，患者年龄范围５５岁～８０岁，年龄（７１３７±５４６）岁；患
者根据ＷＨＯ中癌组织分化程度分级情况：高分化２２例、中低
分化３６例；根据 Ｊｅｗｅｔｔ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Ｐｒｏｕｔ临床分期为：Ａ期２１例，
Ｂ期１８例，Ｃ期１９例；淋巴结转移２６例，淋巴结未转移３２例；
远处转移２５例，无远处转移３３例。另外，选取本院同期前列腺
良性增生患者３０例作为对照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微粒子酶免分析法对患者血清ＰＳＡ表达进行检测，仪
器为贝克曼库尔特 ＵｎｉＣｅｌＤｘＩ８００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
仪，所有试剂均由瑞士罗氏公司提供。ＰＳＡ正常参考值≤５０ｎｇ
／ｍＬ。采用免疫组化学染色法对患者癌组织中ＰＣＮＡ表达进行
检测，标本采用１０％甲醛固定，常规切片，石蜡包埋［４］。检测过

程严格按照操作说明书进行。所有检验试剂、ＰＣＮＡ鼠抗人单
克隆抗体、免疫显色试剂盒等均购买于美国 Ｚｙｍｅｄ公司，一抗
工作浓度为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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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结果评价
血清ＰＳＡ表达按照ＰＳＡ≤１０ｎｇ／ｍＬ，１０ｎｇ／ｍＬ＜ＰＳＡ≤２０ｎｇ／

ｍＬ，２０ｎｇ／ｍＬ＜ＰＳＡ≤５０ｎｇ／ｍＬ，ＰＳＡ＞５０ｎｇ／ｍＬ进行分级统计。
ＰＣＮＡ阳性结果显色：细胞核显棕黄色或者棕褐色颗粒物

状。参照曾翔等［５］报道对免疫染色结果的评价方法进行结果

判断：高倍显微镜（ＰＶ×４００）下任选取５个高倍视野，对视野中
阳性细胞及总细胞个数进行计数，根据阳性细胞所占总细胞数

的比例进行判定。阴性（－）：阳性细胞所占比例低于２０％；弱
阳性（＋）：阳性细胞所占比例在２０％～５０％；阳性（＋＋）：阳性
细胞所占比例在５１％～７０％；强阳性（＋＋＋）：阳性细胞所占比
例在７１％以上。
１４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处理，两组及多组

率（％）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ＳＡ与 ＰＣＮＡ表达的关系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比较结果均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ＰＳＡ及ＰＣＮＡ在前列腺癌患者中表达情况

前列腺良性增生组中，患者血清ＰＳＡ水平表达（＜１０、１０～
２０、２１～５０、＞５０）ｎｇ／ｍＬ例数依次为１１、１２、６、１例，前列腺癌组
中例数依次为 ７、１２、２１、１８例，两组比较结果差异显著（Ｐ＝
００００），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列腺良性增
生组中，患者ＰＣＮＡ表达情况（－、＋、＋＋、＋＋＋）例数依次为
１５、８、５、２例，前列腺癌组中患者例数依次为１６、１４、１９、９例，两
组比较结果差异显著（Ｐ＝００１７），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ＰＳＡ及ＰＣＮＡ在前列腺癌患者中表达情况比较 （例）

组别 例数
ＰＳＡ

＜１０ｎｇ／ｍＬ １０～２０ｎｇ／ｍＬ２０～５０ｎｇ／ｍＬ ＞５０ｎｇ／ｍＬ

ＰＣＮＡ

－ ＋ ＋＋ ＋＋＋

良性增生组 ３０ １１ １２ ６ １ １５ ８ ５ ２

前列腺癌组 ５８ ７ １２ ２１ １８ １６ １４ １９ ９

χ２值 　　 １６７９１ ５７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２２　血清ＰＳＡ的表达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分别将前列腺癌患者血清ＰＳＡ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癌组

织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及临床分期等临床特征进行分组比

较，结果显示，血清 ＰＳＡ表达水平与癌组织分化程度以及临床
分期有关，组织分化程度越低以及临床分期越高，血清 ＰＳＡ表
达水平越高（ａｌ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 ＰＳＡ表达
水平在不同年龄及淋巴结转移情况中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ＰＣＮＡ的表达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ＰＣＮＡ在中低分化程度以及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前列腺癌组

织中呈现出高表达，在高分化程度及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癌组

织中显现低表达，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ＰＣＮＡ在不同年龄及临床分期中的表达情况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ＰＳＡ与ＰＣＮＡ表达的相关性

对ＰＳＡ与ＰＣＮＡ的表达进行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结果（ｒ
＝０２３６，Ｐ＝０００８），两者呈现正相关性（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ＳＡ与ＰＣＮＡ表达关系的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ＰＳＡ在血清中的表达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例）

临床特征 例数
ＰＳＡ（ｎｇ／ｍＬ）

＜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５０ ＞５０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００３１ ０８６１

　＜６０岁 １９ ６ ７ ４ ２

　≥６０岁 ３９ １２ １４ ８ ５

组织分化程度 ６０９３ ００１３

　高分化 ２２ １０ ９ ２ １

　中低分化 ３６ ８ １２ １０ ６

淋巴结转移 ００１２ ０９１２

　转移 ２６ ８ ９ ６ ３

　未转移 ３２ １０ １２ ６ ４

临床分期 １５７９６ ００１５

　Ａ期 ２１ １２ ７ ２ ０

　Ｂ期 １８ ５ ８ ３ ２

　Ｃ期 １９ １ ６ ７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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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ＰＣＮＡ在癌组织的表达与临床特征的关系　（例）

临床特征 例数
ＰＣＮＡ

－ ＋ ＋＋ ＋＋＋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００８９ ０７６３

　＜６０岁 １９ ５ ４ ７ ３

　≥６０岁 ３９ １１ １０ １２ ６

组织分化程度 ６７４６ ０００９

　高分化 ２２ ４ ４ ６ ８

　中低分化 ３６ １２ １０ １３ １

淋巴结转移 １１７７１ ０００１

　转移 ２６ ３ ５ １０ ８

　未转移 ３２ １３ ９ ９ １

临床分期 ３０６０ ０８０１

　Ａ期 ２１ ５ ６ ６ ４

　Ｂ期 １８ ６ ５ ６ １

　Ｃ期 １９ ５ ３ ７ ４

表４　ＰＳＡ与ＰＣＮＡ在前列腺癌中表达的关系

ＰＳＡ
ＰＣＮＡ

－ ＋ ＋＋ ＋＋＋
合计 ｒ值 Ｐ值

＜１０ ７ ６ ５ ０ １８

１０～２０ ８ ５ ７ １ ２１

２０～５０ １ ２ ５ ４ １２

＞５０ ０ １ ２ ４ ７ ０２３６ ０００８

合计 １６ １４ １９ ９ ５８

#

　讨论
ＰＳＡ是由前列腺上皮组织分泌及合成的含有２３７个氨基酸

分子，相对分子量为３５ｋｄ的一种单链糖基蛋白，只存在人前列腺
腺泡及导管上皮细胞胞浆中，在正常前列腺、前列腺增生性病变

及前列腺癌中均有表达，是前列腺上皮组织的特异性标记物［６］。

正常情况下，由于前列腺导管系统与周围组织存在由基底细胞、

膜及内皮层组成的一种血—上皮屏障，使得由前列腺上皮产生的

ＰＳＡ不能进入到血液当中，从而维持极低的血液ＰＳＡ浓度，而当
前列腺发生病变或癌时，血—上皮屏障遭到破坏，致使 ＰＳＡ直接
进入到血液中，造成血液ＰＳＡ浓度升高［７８］。金秋龙等［９］研究中

显示，血清ＰＳＡ浓度与前列腺组织破坏程度密切相关。而临床
上一般认为，血清ＰＳＡ浓度高于１０ｎｇ／ｍＬ则被认为患有前列腺
癌的风险。本研究中，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ＰＳＡ浓度显著高于前
列腺良性增生患者，尤其是ＰＳＡ浓度超过１０ｎｇ／ｍＬ时，两者比较
差异更为明显，本研究结果表明，血清ＰＳＡ浓度与前列腺病变有
密切关系，同杨渝等［１０］结果一致。此外，我们通过对不同前列腺

癌患者临床特征中血清ＰＳＡ浓度分析结果显示，ＰＳＡ表达水平与
癌组织分化程度以及临床分期有关，癌组织分化程度越低以及临床

分期越高，血清ＰＳＡ水平越高。
ＰＣＮＡ是在细胞核内合成并存在于细胞核内、分子量为３６ｋｄ

的一种酸性蛋白质，为ＤＮＡ聚合酶δ的辅助蛋白因子，在静止期的
细胞内几乎不表达，在正常转化及增值的细胞中，其表达随着细胞

分裂周期发生明显的变化，Ｓ期达到峰值，Ｍ其开始下降，ＰＣＮＡ的
表达情况与细胞增值状态密切相关［１１］。临床已有研究表明，ＰＣＮＡ

在前列腺组织中的异常表达与前列腺病变有着密切的关系［１２］，在

良性病变与恶性病变组织中的表达具有显著的差异，并且在不同癌

组织分化程度及淋巴结转移情况中也存在显著差异［１３］。因此，ＰＣ
ＮＡ可作为临床诊断前列腺癌的一种重要标志物。本研究中，ＰＣＮＡ
在前列腺癌组中的表达显著高于良性增生组，同时，我们通过对

ＰＣＮＡ在前列腺癌患者组织中的表达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关系进
一步研究发现，ＰＣＮＡ在中低组织分化程度以及发生淋巴结转移的
前列腺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显著高于高组织分化程度及未发生淋

巴结转移的癌组织中，比较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
提示，ＰＣＮＡ可能是前列腺癌分化及进展过程中的重要指示因子，
其表达程度与癌组织分化及淋巴结转移有密切的关系。结果同黄

霞等［１４］相关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我们对血清ＰＳＡ与ＰＣＮＡ在癌组织中的表达进行相
关性分析结果（ｒ＝０２３６，Ｐ＝０００８），结果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表明血清 ＰＳＡ与 ＰＣＮＡ的表达在前列腺癌变、组织分
化程度及进展中呈现正相关性，我们据此推测，随着前列腺癌

恶性程度及肿瘤增值程度的升高，患者血清 ＰＳＡ及组织 ＰＣＮＡ
表达越强。对于ＰＳＡ在血清中的高表达率可能是由于肿瘤恶
性程度越高，基底膜及组织功能遭到破坏，使得前列腺管组织

内ＰＳＡ透过屏障而进入到血液中，导致血液ＰＳＡ浓度升高［１５］。

综上所述，ＰＳＡ在不同前列腺癌组织分化程度及临床分期
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有显著差异，而 ＰＣＮＡ在不同癌组织分化程
度及淋巴结转移情况中表达情况具有显著差异，因此，可以通

过检测ＰＳＡ及ＰＣＮＡ在前列腺癌血清及组织中的表达情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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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癌的临床诊断、病情监测、临床治疗及预后提供一定的

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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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动脉栓塞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良性前
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能力影响的对比研究
王永富　唐华　林海　陈剑　俞婷　郭昌平　苏珠英
三明市第二医院泌尿外科，福建 三明 ３６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前列腺动脉栓塞术（ＰＡＥ）对比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对良性前列腺增生
（ＢＰＨ）患者术后性能力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间在三明市第二医院接受治疗的 ＢＰＨ
患者１２３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两组：６２例患者进行 ＴＵＲＰ治疗，为 ＴＵＲＰ组，６１例患者进行
ＰＡＥ治疗，为ＰＡＥ组；观察患者手术中和手术后的相关指标和术后并发症情况，观察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的
变化情况，对患者随访３个月，观察患者治疗前后残余尿量（ＰＶＲ）、前列腺的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和生活质量的评分（ＱＯＬ）的变化情况。结果：ＰＡＥ组患者手术的时间、冲洗的时间、留置尿管的时
间、手术中的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低于ＴＵＲＰ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过治疗后，两组患
者勃起功能障碍和逆行射精人数明显下降，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升高，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ＰＶＲ、ＩＰＳＳ和ＱＯＬ均明显下降，Ｑｍａｘ明显上升，与治疗前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ＴＵＲＰ和 ＰＡＥ这两种手术方式都可以缓解
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性能力，其中ＰＡＥ更安全患者术后并发症较少。

【关键词】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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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
ＰＡ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ＶＲ，
ＩＰＳＳａｎｄＱＯＬ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Ｑｍａｘ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ＵＲＰａｎｄＰＡＥｃａｎｂｏｔｈｒ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ｅｒｅＰＡＥｉｓｓａｆｅｒｗｉｔｈｆｅｗ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Ｅ）；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

　　良性前列腺的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为
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中老年的男性疾病，随着年龄增加其发病率

也呈现出逐渐升高的趋势。由于患者尿道受到阻塞，所以常伴

发膀胱结石、尿潴留和泌尿系的感染等一些并发症，严重的还

会造成患者膀胱和肾脏等器官的损坏，对患者的生活和工作产

生了严重影响，对患者生命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１２］。患者病

症情况是由梗阻程度所决定，尿路的刺激状况，逼尿肌能力的

下降以及是否并发肾积水、膀胱结石等，和患者自身前列腺大

小情况没有联系。症状轻的 ＢＰＨ患者一般服用一些药物治疗
即可，但病情严重的患者进行手术是唯一的疗法。近些年来，

治疗ＢＰＨ的微创腔内的手术已在临床上广泛使用，其中 ＢＰＨ
治疗金标准为经尿道的前列腺电切手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但相关研究显示其手术中和手术后的并发
症几率依然很高［３］。因此，本文通过探究前列腺动脉的栓塞术

（ｐｒｏｓｔａｒ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Ｅ）对比ＴＵＲＦ对 ＢＰＨ患者术后
性能力影响，为临床患者的治疗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间在三明市第二医院接受
治疗的ＢＰＨ患者１２３例，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成两组：６２
例患者进行ＴＵＲＰ治疗，为 ＴＵＲＰ组，平均年龄（６４２±６７）岁，
前列腺的体积（５５２±７６）ｍｌ；６１例患者进行ＰＡＥ治疗，为ＰＡＥ
组，平均年龄（６３２±５３）岁，前列腺的体积（５４８±８０）ｍｌ，两组
患者平均年龄、前列腺的体积等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患者没有前列腺的手术史；②手术前进行肛
门的指检并检测前列腺的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比正常数值高

（ＰＳＡ＞１０ｎｇ／ｍｌ或者发现结节等达到前列腺穿刺活检指征）的
患者进行活检以排除前列腺癌；③出现多次急性的尿潴留、夜
尿变多和尿频等下尿路的临床症状来就诊老年的ＢＰＨ患者；④
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的患者。排除标准：①有过ＢＰＨ手术治
疗史的患者；②尿流动力学提示膀胱逼尿肌无力、神经源性的
膀胱的患者；③合并有严重凝血、心、肝、肾等功能障碍的患者；
④不同意参与本研究的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ＴＵＲＰ组［４］：患者取截石的位置，采用椎管内的麻醉方式；接

入监视系统，插入电切镜（ＳＴＯＺＥ电切镜，Ｕ１００），察看膀胱壁、
输尿管开口的情况，电切镜后退察看前列腺的增生对尿道的压迫

情况，确定精阜位置和周边组织解剖的关系。精阜的近段约１ｃｍ
的位置使用电切环电凝为环形的标记，而后从５、７点的方向开始
对中叶的组织切割，至到前列腺的外科包的标志沟，在从７至１１
点顺向对右侧叶切割，从５至１点逆向对左侧叶切割，最后对前
列腺的尖部进行处理。将Ｆ２２的三腔库利艾特尿管接到无菌引
流袋内，使用无菌的生理盐水对膀胱进行连续冲洗。

ＰＡＥ组［５］：患者去仰卧的位置，进行局部的麻醉后穿刺患

者左侧的股动脉，放入５Ｆ的导管鞘、动脉导管及导丝，导管超
选到左侧的膀胱下动脉，把 ＰＶＡ颗粒混入到造影剂内，注射总
数的１／４，复查造影显示左侧膀胱下的动脉前列腺的血供阻断。
同样方法阻断右侧膀胱下的动脉前列腺的血供，导管超选进入

到阴部内的动脉，造影表现对前列腺供血，在进行 ＰＶＡ的颗粒
栓塞，造影表现闭塞了前列腺的供血分支。

１４　患者观察指标
①观察患者手术中和手术后的相关指标和术后并发症情况；

②观察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的变化情况，包含勃起能力的障碍、逆
行射精和勃起功能障碍的评分，其中逆行射精为患者性交时有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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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觉，但是没有精液的流出；勃起的功能障碍的评分依据国际勃

起功能的指数５（ＩＩＥＦ５）［６］，患者得分越高说明性功能好，当分值
低于２１分时判定为勃起功能的障碍；③对患者随访三个月，观察患
者治疗前后残余尿量（ＰＶＲ）、前列腺的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最大尿流
率（Ｑｍａｘ）和生活质量的评分（ＱＯＬ）的变化情况。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使用（珋ｘ±ｓ）

表示，使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手术中、手术后相关指标情况

ＰＡＥ组患者手术的时间、冲洗的时间、留置尿管的时间、手
术中的出血量和住院时间均低于 ＴＵＲＰ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中、手术后相关指标情况对比

组别
手术的时间

（ｍｉｎ）
冲洗的时间

（ｈ）
留置尿管的时间

（ｄ）
手术中出血量

（ｍｌ）
住院的时间

（ｄ）

ＰＡＥ组（ｎ＝６１）　 ３２８４±５０３ ０ ３２９±０８６ ２０７６±５６１ ４１４±０４９

ＴＵＲＰ组（ｎ＝６２） ５８１０±７５９ ４０８４±４３１ ５２７±１０４ １１４９２±２４０８ ８５０±１２１

ｔ值 ４１０９ ３６７２ ４０６９ ５２３８ ３０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性功能变化情况
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和逆行射精人数明显

下降，ＩＩＥＦ５评分明显升高，与治疗前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ＰＡＥ组患者效果更佳，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对
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患者手术后三个月ＰＶＲ、ＩＰＳＳ、Ｑｍａｘ和ＱＯＬ变化情况

治疗后两组患者ＰＶＲ、ＩＰＳＳ和ＱＯＬ均明显下降，Ｑｍａｘ明显
上升，与治疗前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
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两组患者性功能变化情况对比

组别
勃起的功能

障碍（ｎ，％）
ＩＩＥＦ５

逆行射精

（ｎ，％）

ＰＡＥ组（ｎ＝６１）

　治疗前 ２１（３４４３） １８０４±２３０ ２５（４０９８）

　治疗后 ２（３２８） ２５７３±２６１ａ ５（８２０）

　ｔ／χ２值 ４６０７ ５１９４ ４６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ＴＵＲＰ组（ｎ＝６２）

　治疗前 ２２（３５４８） １７９６±２４１ ２４（３８７１）

　治疗后 ４（６４５） ２２３８±２２９ ７（１１２９）

　ｔ／χ２值 ３６２７ ５００２ ３９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２４　患者手术后的并发症情况
ＴＵＲＰ组有１５例（２４１９％）患者出现并发症，其中５例为

暂时性血尿，３例为术后疼痛，２例为膀胱壁受损，３例为暂时性
尿频，２例为泌尿系的感染；ＰＡＥ组有５例（８２０％）出现并发
症，其中３例为泌尿系的感染，２例为术后的疼痛；ＰＡＥ组并发
症低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９７１，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后三个月ＰＶＲ、ＩＰＳＳ、Ｑｍａｘ和ＱＯＬ变化情况对比

组别
ＰＶＲ
（ｍｌ）

ＩＰＳＳ
（分）

Ｑｍａｘ
（ｍｌ／ｍｉｎ）

ＱＯＬ
（分）

ＰＡＥ组（ｎ＝６１）

　治疗前 ２２３１８±１７２４２４３７±３６０ ７２９±１３５４７９±０７２

　治疗后 ２５２７±５２１ ５０１±２１６ １８６８±３２４２３８±１２１

　ｔ／χ２值 ４１９２ ３１１９ ４８１３ ５０３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ＴＵＲＰ组（ｎ＝６２）

　治疗前 ２２４９２±１８０５２４０６±３７１ ７４６±１４０４５７±０７０

　治疗后 ２３６７±６０９ ４３６±１８３ １９１０±３２１２４１±１３３

　ｔ／χ２值 ５９７２ ４０５１ ５１５９ ３３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一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发病率也升高，这些患者中

常有一些办法老年的疾病，如脑梗和冠心病等，进行保守的治

疗已经不能根治，而且患者的症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加严

重，进行外科的外放手术对患者的创伤较大且出血多，已逐渐

被临床放弃使用［７８］。所以，安全、创伤小的手术方式一直是临

床医师所追求的。７０年代 ～８０年代以来，ＢＰＨ治疗的金标准
一直被认为是ＴＵＲＰ，此种方法也治愈了很多患者，但由于手术
本身的一些缺陷，患者手术中和手术后常会发生一些并发症，

如手术中的电切综合征，手术后的血尿、尿路感染和尿道的狭

窄等，特别是对伴随有脑心肺的功能障碍患者时，手术中的风

险变大，临床使用受到了限制［９１３］。

ＰＡＥ为近些年来发展迅速的一种融合了介入放射和泌尿
外科的新技术，在ＤＳＡ的引导下经过股动脉的穿刺放置栓塞剂
把患者双侧的前列腺动脉栓塞，阻断了前列腺的血供，那么前

列腺的组织会因为缺血而坏死，使患者前列腺的体积变小，缓

解了下尿路梗阻的临床症状，最终起到治疗作用［１２］。此种手术

方式在局部麻醉下就可以进行，使手术的安全性增加，尤其是

对麻醉不耐受、基础疾病较多的高龄患者。但ＰＡＥ手术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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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的体积在手术的后半年缩小显著，而且随着时间发展，

患者前列腺动脉侧支循环的建立与重生，患者前列腺有可能会

复发增生。当前，ＰＡＥ手术方式在泌尿外科仍没有推广开来，
但它具有较好使用的前景［１４１７］。本文研究显示，经过治疗后，

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和逆行射精人数明显下降，ＩＩＥＦ５评分
明显升高，说明ＴＵＲＰ和ＰＡＥ都可以提升患者的性能力［１８］；两

组患者 ＰＶＲ、ＩＰＳＳ和 ＱＯＬ均明显下降，Ｑｍａｘ明显上升，说明
ＴＵＲＰ和ＰＡＥ都可以缓解患者下尿路的梗阻状况。

综上所述，ＴＵＲＰ和ＰＡＥ这两种手术方式都可以缓解患者
的临床症状，提升性能力，其中 ＰＡＥ更安全患者术后并发症
较少。

参 考 文 献

［１］　侯浩宇，杨保智．前列腺动脉栓塞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及保
守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近远期疗效比较．解放军医药杂志，
２０１６，２８（１２）：９１９５．

［２］　熊斌，郑传胜，王奇，等．经导管动脉栓塞术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后出血中的应用．介入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８）：６３０６３２．

［３］　邱志磊，王荃，程楷，等．超选择性前列腺动脉栓塞术治疗前列腺
增生的临床评价．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３７（１０）：７５８７６１．

［４］　ＢｉｌｈｉｍＴ，ＢａｇｌａＳ，Ｓａｐｏｖａｌ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
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７６（１）：３１０３１１．

［５］　赵雪桃，陈文璞，刘辉，等．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与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疗效及安全

性．中国老年学，２０１３，３３（２１）：５４４９５４５０．
［６］　邓健，韩耕宇，许卫国，等．前列腺动脉介入栓塞治疗前列腺增生

症的临床评价．现代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３，１８（１）：６０６２．
［７］　姚增文．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及经尿道前列腺汽化电切术治疗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效果对比分析．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４，５２（１５）：
１１１１１２．

［８］　ＣａｒｎｅｖａｌｅＦＣ，ＩｓｃａｉｆｅＡ，ＹｏｓｈｉｎａｇａＥＭ，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ｖｅｒｓｕｓ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ａｎｄ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ｒｔｅ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ｅ）ｄｕｅｔｏ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ａｓｉｎｇ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９（１）：
４４５２．

［９］　朱方兵．经尿道等离子电切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
前列腺增生症的效果观察．黑龙江医药科学，２０１４，３７（５）：
１１３１１４．

［１０］　刘耀猛，孟寒露．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体
会．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２，２１（９）：９７９９８０．

［１１］　郭亚雄，刘安．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开放性手术对良性前列腺
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６）：１５１８．

［１２］　ＢａｇｌａＳ，ＳｍｉｒｎｉｏｔｏｐｏｕｌｏｓＪ，ＯｒｌａｎｄｏＪ，ｅｔａｌ．Ｃｏｓ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ａｅ）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ｒｐ）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Ｒａｄｉｏｌ，２０１７，２７（３）：１４．

［１３］　谭文．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疗效分析．中国
医学创新，２０１５，１２（５）：２６２８．

［１４］　ＳｕｎＦ，ＣｒｉｓóｓｔｏｍｏＶ，ＢáｅｚＤíａｚＣ，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ｅ）ｆ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Ｐａｒｔ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９（２）：１６１１６５．

［１５］　邵开运．良性前列腺增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后再次电切手术
的临床分析．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５，１１６（１５）：７８７９．

［１６］　刘多，范利，刘成，等．经尿道半导体激光前列腺剜除术与前列腺
电切术治疗不同体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对比分析．中华男
科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３）：２１７２２２．

［１７］　黄志明，伊岱旭．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
临床效果观察．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７，１０（１）：１３３１３４．

［１８］　梁桂锋，卢葵笑，卢远生．前列腺钬激光整块剜除术与经尿道前
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观察．广西医科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３４（１）：５２５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３）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１０１９３９）
【第一作者简介】唐亚雄（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床诊治与研究工作
Δ【通讯作者】唐亚雄（１９８２—），男，主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４６１２３１７３６＠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０６ ·男科与性医学·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对 ＢＰＨ患者术后
性功能及血清 ＰＳＡ、ＰＧＩ２水平变化的影响
唐亚雄１Δ　吕天兵１　傅承忠１　邓颖２　陈雪芹３

１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内江 ６４１０００
２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３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病理研究室，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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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前列环素（ＰＧＩ２）水平变化的影响。方法：选取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８９例ＢＰＨ
患者，依据手术术式不同分组，对照组４４例给予气化电切术治疗，观察组４５例给予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
极电切术治疗，观察比较两组手术情况［尿管留置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及手术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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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ＰＳ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５ａｎｄＣＩＰＥ５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ＰＧＩ２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４４％，２／４５）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０４５％，９／４４），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ａｎｄＰＧＩ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ｗｉｔｈ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ｌｏｗ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Ｐｒｏｓｔａｃｙｃｌｉｎ（ＰＧＩ２）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ｅｏ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为男
性生殖系统常见疾病类型，多发于中老年男性，发病率随年龄

增长而不断增加，有文献资料显示其在５１岁 ～６０岁人群中发
生率为２０％，６１岁～７０岁人群中为５０％，７０岁以上人群中发
生率高达５７１％［１３］。该病是一种良性病变，多表现为尿急、尿

频、尿潴留、排尿费力等，病情呈进行性进展，若未及时干预易

引发腹股沟斜疝、血尿、泌尿系感染，严重者甚至引发肾功能衰

竭，危及患者生命安全［４５］。开放性外科手术疗效确切，可通过

切除增生腺体，改善ＢＰＨ症状，解除尿路梗阻，但该术式术中出
血量多，创伤大，术后易引发包膜穿孔等并发症，不利于预后康

复［６］。随着医学技术及医疗设备迅猛发展，前列腺等离子双极

电切术的出现为临床治疗ＢＰＨ提供了新的选择，其相比于传统
开放性手术具有创伤小、止血好、预后效果好等优势。本研究

选取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８９例ＢＰＨ患者，通过分析研究，探讨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对 ＢＰＨ患者术后性功能及血
清学各指标水平变化的影响。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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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抽取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
的８９例ＢＰＨ患者，依据手术术式不同分组，对照组４４例，年龄
范围５５岁 ～７５岁，平均年龄（６７７０±５３４）岁，病程范围１年
～５年，平均病程（３２０±０７０）年，前列腺体积范围３５ｍｍ３～
１２０ｍｍ３，平均体积（５２４０±１３８２）ｍｍ３；观察组４５例，年龄范
围５６岁～７７岁，平均年龄（６８８０±５２４）岁，病程范围１年 ～６
年，平均病程（３８０±０５０）年，前列腺体积范围３６ｍｍ３～１１８
ｍｍ３，平均体积（５３５１±１２７１）ｍｍ３。对比两组基线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经内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通过。

１２　纳入标准
①符合陈孝平等主编的《外科学》中 ＢＰＨ诊断标准［７］；②

均存在明显下尿路刺激及膀胱出口梗阻症状；③知晓本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①凝血功能异常者；②尿路外口狭窄者；③膀胱颈挛缩者；

④伴有严重传染性疾患者；⑤合并前列腺上皮内瘤或前列腺癌
者；⑥逼尿肌无力者；⑦伴有严重精神系统疾患或沟通、书写障
碍无法完成本研究者。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对照组（气化电切术）　取膀胱截石位，连续硬膜外麻
醉，以扩张器（Ｆ２８）扩张尿道，置入电切镜，２００Ｗ～２６０Ｗ气化
功率，６０Ｗ～８０Ｗ电凝功率，１５０Ｗ电切功率，对膀胱三角区、
膀胱各壁与增大前列腺之间关系进行仔细观察，若为三叶增生

则先切除中叶，在切除两侧叶，对膀胱颈部、前列腺中部及尖部

进行气化电切（每部均按照６点位、１点～５点位、７点～１１点位
顺序进行气化电切），改用电切环对精阜两侧腺体进行电切，退

出镜鞘直至精阜远端，观察腺窝及膀胱颈口畅通情况，冲洗切

除组织碎片，置入三腔气囊导尿管（Ｆ２２），注入３０ｍｌ～５０ｍｌ生
理盐水。术后持续冲洗１２ｈ～２４ｈ，留置２ｄ～３ｄ尿管。
１４２　观察组（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　采用英国
佳乐等离子双极系统，８０Ｗ电凝功能，１６０Ｗ电功切率，２７Ｆ电
切镜外鞘，冲洗液为生理盐水。取膀胱截石位，行连续硬膜外

麻醉，于电视监视下将电切镜置入膀胱（若尿道外口狭窄则予

以扩张），对前列腺、输尿管间脊、尿道及精阜等进行仔细观察，

确认膀胱大小、突入膀胱程度及增生情况，分别将膀胱颈、精阜

作为为近远端标志，于６点处行一标志沟（深达包膜），直至精
阜，于１２点处行纵行标志沟，电凝止血，处理中叶，若中叶增生
明显则将５、７点动脉血供切断，快速将突入膀胱部分切除，腔内
分隔切除侧叶增生，若前列腺体积较大则进行分段切除，清除

精阜周围腺体，对前列腺尖部予以修整，电凝止血，切割至镜下

可见前列腺包膜环形纤维，无活动性出血后充盈膀胱，将电切

镜撤出，压迫膀胱观察尿液排出情况，术后留置导尿管（Ｆ２０三
腔气囊），以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

１５　观察指标
①观察对比两组术中出血量、尿管留置时间，并采用视觉

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评估术后疼痛程度［８］。②以国际前列腺症
状评分（ＩＰＳＳ）对两组手术前后症状改善情况进行评估对比［９］。

③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评分表（ＩＩＥＦ５）及早泄患者性功能５

评分法（ＣＩＰＥ５）对两组手术前后性功能变化情况进行评价对
比；ＩＩＥＦ５≤７分为重度，８分 ～１１分为中度，１２分 ～２１分为轻
度，≥２２分为正常；ＣＩＰＥ５分数在５分～９分为重度，１０分～１３
分为中度，＞１３分为轻度［１０１１］。④于手术前后均采集５ｍｌ空
腹静脉血，离心处理，取上层清液，以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两组

血清ＰＳＡ水平，以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血清 ＰＧＩ２水平。⑤观
察对比两组尿道狭窄、尿失禁、膀胱痉挛、包膜穿孔等并发症发

生情况。

１６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以 ｎ（％）表示计数资料
（并发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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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两组手术情况

两组术中出血量、尿管留置时间及术后 ＶＡＳ评分比较，观
察组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对比两组手术情况（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尿管留置时间

（ｄ）
术后ＶＡＳ评分

（分）

观察组 ４５ １５２３０±１１３９ ３１９±０９５ ４２０±０９８

对照组 ４４ ２４９５０±１３８６ ５５８±０８３ ６８０±１２２

ｔ值　 ３６１８２ １２６２８ １１０９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ＩＰＳＳ评分比较
两组ＩＰＳＳ评分对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对比两组手术前后ＩＰＳＳ评分（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４５ ２６４０±４３６ ７８０±３６０

对照组 ４４ ２５２５±５３６ １２４１±３１９

ｔ值　 １１１２ ６３８９

Ｐ值　 ０２６９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性功能各指标比较
术后两组ＩＩＥＦ５及ＣＩＰＥ５评分对比，观察组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血清ＰＳＡ、ＰＧＩ２水平比较

相比于对照组，术后观察组血清 ＰＳＡ水平较低，血清 ＰＧＩ２
水平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并发症发生率（４４４％）较对照组（２０４５％）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２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８月　第２７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８

表３　对比手术前后两组性功能各指标变化情况（珋ｘ±ｓ，分）

时间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ＣＩＰＥ５评分

术前 观察组 ４５ １２３７±２０２ １２５４±２２１

对照组 ４４ １２５７±３１８ １２２２±３３４

ｔ值　 ０３５５ ０５３４

Ｐ值　 ０７２４ ０５９５

术后 观察组 ４５ ２２１０±３２０ ２２４０±２６４

对照组 ４４ １６４１±４２５ １８７４±２６３

ｔ值　 ７１４６ ６５５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对比两组手术前后血清ＰＳＡ、ＰＧＩ２水平（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ＰＳＡ（ｎｇ／ｍｌ） ＰＧＩ２（ｐｇ／ｍｌ）

术前 观察组 ４５ １９１０±４８８ ２６２３０±６０２５

对照组 ４４ １９５０±４９７ ２６３２０±５９１８

ｔ值　 ０３８３ ００７１

Ｐ值　 ０７０３ ０９４４

术后 观察组 ４５ ２９０±０４７ ４６６５０±８９３７

对照组 ４４ ６０１±１１９ ３１２２３±６１２７

ｔ值　 １６２８２ ９４７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５　对比两组并发症发生率［ｎ（％）］

组别 例数 尿道狭窄 尿失禁 膀胱痉挛 包膜穿孔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５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２） １（２２２） ０（０００） ２（４４４）

对照组 ４４ ２（４５５） ４（９０９） ２（４５５） １（２２７） ９（２０４５）

χ２值　 ／ ／ ／ ／ ５２６５

Ｐ值　 ／ ／ ／ ／ ００２２

#

　讨论
ＢＰＨ为泌尿外科常见多发病，随着人们生活行为方式转变

及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近年来其患病率逐年激增。解除尿路

梗阻、改善症状、防治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为其主要治疗

目的。手术切除增生前列腺组织为目前临床治疗 ＢＰＨ首选方
案，理想的前列腺组织切除是在完全切除增生前列腺腺体的情

况下恢复良好的排尿功能，过浅的组织切除排尿畅通效果不

佳，只有彻底切除前列腺尖部增生腺体，方可达到解除下尿路

梗阻、畅通排尿的目的［１２１３］。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为ＢＰＨ手术
治疗的“金标准”，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势，但该术式易

引发电切综合征，且术中实施电切时易烧焦组织切面影响手术

视野，增加手术难度，存在一定局限性［１４１５］。

有学者指出相比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等离

子双极电切术优势更加明显，不仅增生腺体切除量多，且术中出

血量少、术后恢复快［１６］。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为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延续，由一工作电极与回路电极组成，两电

极均在电切环内，在介质生理盐水作用下形成控制回路，工作电

极同回路电极形成等离子球体，将组织内生物大分子氢键、电解

化学键、离子键等有机分子键打断崩解为小分子气体，发挥气化

切割效应，沿前列腺外包膜实施分离，尽可能完整切除增生腺体

组织，改善患者前列腺症状；降低复发率；无需负极板，电流不通

过患者身体，可避免神经刺激及深部热损伤，安全性高，低温状态

下（４０℃～７０℃电极表面温度）即可实施切割，有效避免了热穿透
对邻近组织造成的损伤，降低尿道膀胱刺激征等并发症发生率，

对患者勃起神经无损害，降低包膜穿孔风险，保护前列腺包膜；其

０５ｍｍ～１０ｍｍ创面凝固层厚度有利于切割过程中电凝止血，
减少术中出血量，保持清晰术野，利于术者切割增生腺体，缩短手

术时间；具有“被膜保护”作用，等离子球体组织效应与组织阻抗

关系密切，包膜阻抗与增生前列腺组织阻抗存在一定差异，致使

术中切割至包膜时出现“打滑”现象，降低手术风险；术中冲洗液

生理盐水的使用，有助于维持机体正常电解质代谢，同时电切镜

鞘间隔作用可缓解其不良炎症反应，回流外鞘有助于连续灌洗，

术后无需膀胱造瘘，利于术后机体功能康复［１７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少、尿管留置时间短，

术后ＶＡＳ评分、ＩＰＳＳ评分、血清 ＰＳＡ水平均低于对照组，ＩＩＥＦ
５、ＣＩＰＥ５评分及血清ＰＧＩ２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提示对 ＢＰＨ患
者给予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治疗，效果显著，可改

善患者临床症状及性功能，缓解术后机体疼痛程度，且术中出

血量少、术后尿管留置时间短；同时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并发症

发生率较对照组低，旨在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

可减少ＢＰＨ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促进预后康复。但经尿道
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对前列腺尖部处理较为困难，操作不

当易损伤周围组织器官，故需术者掌握熟练的操作技能、具备

丰富临床经验方可实施手术。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应用于ＢＰＨ患
者，术中出血量少，可缩短术后尿管留置时间，减轻术后疼痛

度，改善患者性功能及血清 ＰＳＡ、ＰＧＩ２水平，且并发症发生率
低，具有较高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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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盐酸坦索罗辛与抗感染药物结合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的疗效
唐硕　李云祥
南充市中心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盐酸坦索罗辛联合抗感染药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１６
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南充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慢性前列腺炎患者８０例，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两组实施对比研究，每组４０例。对照组给予左旋氧氟沙星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予盐酸坦索
罗辛治疗。观察两组治前的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临床治疗效果、生活质量评分。结果：治前
后两组患者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且治
疗后组间比较也存在统计学差异，观察组ＷＢＣ计数、ＣＰＳＩ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最大尿流量显著大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经临床治疗效果判定，在显效、有效的患者方面，观察组分别有２０例和１７例，对照组分别有
１５例和１６例。组间对比总有效率可得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９２５０％
ＶＳ７７５０％，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评分均明显提高，但观察组的治疗后评分显著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观察盐酸坦索罗辛联合抗感染药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效果显著，可以更好的
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有效率，并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慢性前列腺炎；抗感染；左旋氧氟沙星；盐酸坦索罗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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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ｒｕｇ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ｉｎＮａｎｃｈｏ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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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４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ＷＢＣｃｏｕ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
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ＷＢＣｃｏｕｎｔ，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ｅｆｌｏｗ，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ＷＢ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２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１７ｃａｓｅｓ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１５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１６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ｏ
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２．５０％ ｖｓ
７７５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
ｔｉｖｅｄｒｕｇｓｉｓｏｆ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慢性前列腺炎是一种常见的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疾病，临床
发病率高，患者临床可表现出尿频、尿急、尿痛等一系列症状，

给患者带来较大的身心痛苦［１］。目前临床对慢性前列腺炎进

行处理的时候，各种抗感染的应用十分广泛，但大多疗效不甚

理想。本院尝试在常规抗感染治疗的基础上对患者联合实施

盐酸坦索罗辛治疗，获得了理想的临床效果。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南充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慢
性前列腺炎患者８０例，患者年龄范围为２６岁 ～７４岁，中位年
龄为４８岁。患者的临床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尿痛、腹股沟区和
腰骶部隐痛等。本次试验严格遵循《渥太华工作组关于临床试

验注册的声明》相关内容。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进行了临床专业诊断和检查，均符合慢性前列

腺炎诊断标准［２］；均签订知情同意书；均为本院收治的住院患

者；随访资料完整并建立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数据库。排除标

准：严重心脏、肝脏、肾脏等疾病患者；精神疾病患者；合并恶性

肿瘤者。

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实施对比研究，每

组４０例。对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与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备临床研究可比性。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与组间比较

组别
平均年龄

（珋ｘ±ｓ，岁）
平均病程

（珋ｘ±ｓ，月）
平均体质指数

（珋ｘ±ｓ，ｋｇ／ｍ２）

对照组（ｎ＝４０） ４９１２±３１５ ２６１２±１３１ ２３８１±１２１

观察组（ｎ＝４０） ４８１２±３１４ ２５８２±１１５ ２３７２±１１４

统计值 ０７８４ ０６９７ ０９１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对照组给予左旋氧氟沙星治疗。指导患者口
服左旋氧氟沙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５１１５，２０１００９０４，
生产单位：山西津华晖星制药有限公司）０２ｇ／次进行治疗，每
日２次，连续用药６周。
１３２　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予盐酸坦索罗
辛治疗。给予口服患者盐酸坦索罗辛（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６８１，２０１００８３０，生产单位：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
司）０２ｇ／次进行治疗，每日１次，连续用药６周。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治前的 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３］、临

床治疗效果、生活质量评分。利用 ＳＦ３６健康问卷实施生活质
量评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４］。疗效评价标准

为［５］：①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均得到有效控制，ＷＢＣ计数恢
复正常，相关临床检查恢复正常。②有效：症状体征改善，ＷＢＣ
计数正常，且相关临床检查提示病变改善。③无效：治疗后临
床症状体征及ＷＢＣ计数、相关临床检查均无改善，甚至进一步
加重。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数据录入使用Ｅｘｃｅｌ，数据分析统一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
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等计量资料的表示方法为
（均数±标准差），组间统计学比较实施配对 ｔ检验。计数资料
的表示方法为例（％），组间比较实施 χ２检验。计算 Ｐ值，并以
００５作为检验水准，Ｐ值小于００５即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 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统
计与组间比较

　　治前后两组患者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均得到
明显改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且治疗后组

间比较也存在统计学差异，观察组ＷＢＣ计数、ＣＰＳＩ评分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最大尿流量显著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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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ＳＩ评分统计与组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ＷＢＣ计数（个／ＨＰ）

治疗前 治疗后

最大尿流量（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ＰＳＩ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４０） ２２３５±１０１ ６７８±１５１ａ １５３７±１３５ ２０３３±２０２ａ ２２６５±３１２ ７５１±０３５ａ

观察组（ｎ＝４０） ２３０１±１０３ ５３１±１０２ａ １６０２±１２１ ２３５６±３０２ａ ２３０１±２８７ ９６８±０３７ａ

统计值 ０９７４ ８３３５ １００１ ９１０５ ０６８９ ６３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经组内比较，治疗前后指标统计结果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判定与总有效率统计与组间对比
经临床治疗效果判定，在显效、有效的患者方面，观察组分

别有２０例和１７例，对照组分别有１５例和１６例。组间对比总
有效率可得差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９２５０％ＶＳ７７５０％，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估与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评分均明显提高，但观

察组的治疗后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判定与总有效率统计与组间比较［例（％）］

　　组别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对照组（ｎ＝４０） １５ １６ ９ ７７５０

观察组（ｎ＝４０） ２０ １７ ３ ９２５０

统计值 ／ ／ ／ １０２３１

Ｐ值 ／ ／ ／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估与比较（珋ｘ±ｓ，分）

观察指标
治疗前

对照组 观察组 Ｐ值

治疗后

对照组 观察组 Ｐ值

生理职能

生理功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４３８９±１８８４
１９９４±３３７５
３７７２±２７０８
２９４７±１６９８
３４０７±１４８９
３９１３±１６５７
３２４７±３４５８
５６８９±１６７９

４１２３±２１４３
２２２６±３３２１
３５７３±１７３２
３１３９±１５７２
３５８２±１７６６
３４９３±１４２２
３７５３±３２８４
５６８１±１８３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５６８０±１５０３ａ

３０８５±２７１７ａ

４７４７±１８９６ａ

４４０９±１３０７ａ

４２１７±１２９６ａ

４７３８±１３７１ａ

４８９６±２６９８ａ

６３０９±１５９８ａ

６８８９±１７４５ａ

４４７５±２９１６ａ

５９４６±１５０１ａ

５６２６±１５８６ａ

５４３７±１３５８ａ

６９５１±１５６２ａ

６９５４±２６７５ａ

８１２３±１３２６ａ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干预前进行组内比较评分明显增大，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统计与组间对比
两组均未出现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

　讨论
目前，慢性前列腺炎在男性群体中具有很高的发病率，已

经成为严重危害男性健康的疾病类型。患者临床可表现出一

定的慢性尿道刺激症状以及盆腔疼痛，给患者的日常生活等带

来极大的影响，严重危害到患者的身心健康［６］。慢性前列腺炎

的临床治疗中，各种抗感染药物的应用十分广泛，例如左旋氧

氟沙星等。通过对患者实施一定的抗感染治疗，可以达到抗

炎、缓解疼痛以及改善患者排尿症状等效果［７８］。但是，单纯抗

感染治疗大多效果有限，无法获得理想的疗效。为此，临床可

以积极的尝试联合用药治疗。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前列腺组织包括了腺体和基质两个部

分，而在膀胱颈和前列腺组织以及后尿道等部位，分布着大量的

α肾上腺素能受体［９］。在一定局部刺激因素的影响下，上述部位

的α肾上腺素能受体会表现出兴奋性上升的情况。进而引发尿
道痉挛，后尿道的压力上升。于是，在患者排尿的时候，尿道内的

尿液容易出现逆流进入前列腺的情况，导致化学性炎症的出现，

引发疾病的发生［１０］。为此，临床治疗中，可积极的从α肾上腺素
能受体角度入手。坦索罗辛是一种选择性α１Ａ／α１Ｄ肾上腺素能
受体拮抗剂，可舒张膀胱颈及其三角区的平滑肌，缓解尿道梗

阻［１１］。同时，还具有良好的抗炎效果，有利于改善患者机体的炎

症状态［１２］。从以往贺元才等一些学者的报道中可以了解到［１３］，

在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实施盐酸坦索罗辛治疗之后，患者体内的

炎症因子水平显著下降，ＩＬ８、ＴＮＦα水平均比治疗前显著下降。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前后两组患者ＷＢＣ计数、最大尿流量、ＣＰ
ＳＩ评分均得到明显改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
且治疗观察组ＷＢＣ计数、ＣＰＳＩ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最大尿
流量显著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临床疗
效方面，经临床治疗效果判定，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９２５０％ＶＳ７７５０％，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且治疗后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评分均明显提高，但观察组的治疗后

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述
结果表明，不同的治疗之后，均获得了理想的治疗效果，但盐酸坦

索罗辛联合抗感染药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效果显著，可以更好的

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有效率，并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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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质量。以往吴真富［１４］等一些学者也通过研究指出，坦索罗辛

联合左氧氟沙星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疗效确切，最大尿流率、

ＷＢＣ计数等均得到明显的改善。本组研究结果与之基本一致。
分析相关原因，是因为在进入体内之后，坦索罗辛可以有效降低

后尿道的阻力，并控制排尿期前列腺内尿液反流［１５］。进而显著

缓解前列腺的化学性炎症，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１６］。与常规抗

感染药物进行联合应用，可以达到更好的抗炎效果［１７］。同时，盐

酸坦索罗辛还可以对盆底交感神经产生一定的影响，有效解除痉

挛，降低肌肉的疼痛程度。从而更好的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

高其生活质量［１８］。

综上所述，盐酸坦索罗辛联合抗感染药物治疗慢性前列腺

炎效果显著，可以更好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治疗有效

率，并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效果确切，值得临床广

泛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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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肝补肾法对慢性前列腺炎模型大鼠前列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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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泻肝补肾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作用机理，进一步指导临床用药。方法：大鼠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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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背叶注入２５％消痔灵注射液０．２ｍｌ／只，建立慢性前列腺炎模型，随机分为空白组、模型组、阳性组、泻肝补肾
高剂量组和泻肝补肾低剂量组，每组１２只。经泻肝补肾方法治疗３０ｄ后，处死大鼠取出前列腺组织。计数前
列腺指数、计数白细胞和卵磷脂小体、在光镜下观察大鼠前列腺组织病理变化、检测前列腺组织中ＴＮＦα、ＩＬ
６、ＩＬ８的水平。结果：泻肝补肾法显著降低了前列腺指数，降低了白细胞数并升高了卵磷脂小体数，同时改善
了大鼠前列腺组织病理变化，降低了前列腺组织中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的含量。结论：泻肝补肾法对慢
性前列腺炎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其作用机制可能与降低了前列腺内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水平有关。

【关键词】　泻肝补肾法；慢性前列腺炎；大鼠；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６、白细胞介素８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ＸｉｅｇａｎＢｕｓ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ｆａｃｔｏｒＴＮＦａ，ＩＬ６，ＩＬ８ｉｎｒａｔｓ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ＤＯＮＧＤｅｈｅ１，ＤＵＡＮＲｕｉｈｕａ１，ＺＨＡＮＧＹｉ１，ＬＩＪｉｎｋｕｉ１，ＺＨＯＵＨｏｎｇｘｉｎｇ１，ＷＡＮＬｉｎｇ１，
ＧＯＮＧＨｕｉｚｈｅｎ１，ＨＥＢｅｎｈｏｎｇ２，ＣＡＯＪｉｇａｎｇ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ｎｇｐｉ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３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Ｌｉｃｈｕ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ｃｈｕａｎ４４５４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ａｎ′ｓＯｆｆｉｃｅ，
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５，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ｂｙＸｉｅｇａｎＢｕｓｈｅｎｔｈｅｒ
ａｐｙ，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ｆｕｒｔｈｅｒ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ｄｏｒｓａｌｌｏｂｅｏｆｒａｔｓｗａｓｉｎｊ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
０．２ｍｌｏｆ２５％ Ｘｉａｏｚｈｉｌｉｎ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Ｔｈｅ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
ｔｏｂｌａｎｋ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ｅｌｇｒｏ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ｈｉｇｈｄｏｓ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ｏｗｄｏｓ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ｗａｓｅｘｅ
ｃｕｔｅｄａｔ３０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ｙＸｉｅｇａｎＢｕｓ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ｉｎｄｅｘ，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ａｎｄｌｅｃｉｔｈｉｎｂｏｄｙｗｅｒｅ
ｃｏｕｎｔｅ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ｉｇｈｔ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ＴＮＦａ，ＩＬ６，ＩＬ８ｉｎ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
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ｌｅｃｉｔｈｉｎｂｏｄｙ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ｗｅｒｅ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ＴＮＦａ，ＩＬ６ａｎｄＩＬ８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ｉｓｓｕｅｗａ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Ｘｉｅｇａｎ
Ｂｕｓ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ａｓ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ｈｏｓ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ＴＮＦａ，ＩＬ６ａｎｄＩＬ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ＸｉｅｇａｎＢｕｓｈｅ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Ｒａｔ；ＴＮＦａ；ＩＬ６；ＩＬ８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成年男性中的多发
病，可以影响各个年龄阶段，５０岁以下的成年男性患病率较高，
其发病率国内报道约为６０％ ～３２９％，高于国外报道［１］。随

着社会的发展，久坐缺乏运动的职业越来越多，本病发病呈明

显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２］。目前，中医药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优势日益受到重视，采用泻肝补肾法具有很

好的治疗效果。本研究采用复制慢性前列腺炎大鼠模型方法，

给予泻肝补肾中药灌胃治疗，从分子层面观察，揭示泻肝补肾

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机制，进而指导临床用药。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研究使用的ＳＰＦ级ＳＤ大鼠由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
供，许可证号ＳＣＸＫ（鄂）２０１５００１８，饲养于湖北中医药大学ＳＰＦ
级动物中心，全价饲料喂养。

１２　实验药物及试剂
所用试验药物泻肝补肾前列康泰颗粒（黄柏、金银花、野菊

花、土茯苓、丹参、郁金、红花、枸杞子、淫羊藿、元胡、制乳没、牛

膝等）由湖北省中医院配制；戊酸雌二醇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

公司，批号：Ｍ２０１７００８７；普乐安，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
司，批号：Ｚ３３０２０３０３；大鼠ＴＮＦα酶联免疫试剂盒，Ｓｉｇａｍ公司，
批号：Ｂ３０００７６；大鼠 ＩＬ８酶联免疫试剂盒，Ｓｉｇａｍ公司，批号：
Ａ８０００２１；大鼠 ＩＬ６酶联免疫试剂盒，Ｓｉｇａｍ公司，批号：
Ａ８０００３２。
１３　实验仪器

实验所用仪器及来源如下所示：酶标仪（芬兰 Ｌａｂ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ｕｌｔｉｓｋａｎＭＳ公司产品）；离心机（微量高速离心机，国产）；移液
器（吉尔森Ｐ型移液器 Ｐｉｐｅｔｍａｎ产品）；培养箱（隔水式恒温培
养箱，国产）；正置显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 ＣＸ４１）；组织脱水机
（湖北康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ＴＫＤＴＳＢ）；石蜡包埋机（湖北泰
维科技实业有限公司ＴＢ７１８Ｄ）；石蜡切片机（徕卡显微系统有
限公司ＲＭ２２３５）；电子天平（上海天平仪器厂）；手术器械（湖北
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心）等。

１４　实验方法
１４１　动物造模和分组　参照《药理实验方法学》制作大鼠慢
性前列腺炎模型［３］。实验动物在水和饲料充足的情况下饲养

一周，将６０只成年大鼠随机取１２只作为空白组，其余４８只大
鼠造模：大鼠用３％异戊巴比妥钠腹腔注射麻醉后，常规消毒皮
肤，取腹正中切口，打开腹腔提出膀胱及两侧精囊，暴露前列腺

背叶，注入２５％消痔灵注射液０２ｍｌ／只，缝合肌肉、皮肤，术后
恢复一周，将造模后去势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阳性组、泻肝补

肾低剂量组、泻肝补肾高剂量组，每组１２只。
１４２　实验给药方法　造模完成以后，模型组与空白组：经灌
胃给予蒸馏水２５ｍｌ／只，１次／ｄ；阳性组：经灌胃给予普乐安混
悬液２５ｍｌ／只，浓度４８ｇ／ｍｌ，１次／ｄ；泻肝补肾高剂量组：经灌
胃给予泻肝补肾前列康泰混悬液２５ｍｌ／只，浓度３８３３ｇ／ｍｌ，１
次／ｄ；泻肝补肾低剂量组：经灌胃给予泻肝补肾前列康泰混悬
液２５ｍｌ／只，浓度０９８５ｇ／ｍｌ，１次／ｄ。
１４３　实验标本采集与制备　连续给药 ３０ｄ，于末次给药后
２４ｈ称量大鼠体重，计算前列腺指数：前列腺指数 ＝前列腺湿重
（ｍｇ）／体重×１００％。取右侧２／３组织用４％的中性多聚甲醛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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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固定，石蜡包埋切片，ＨＥ染色，光镜下观察前列腺组织病理
变化。提示腺体纤维组织增生情况和病理性血管扩张状态。

取左侧叶前列腺组织，用微量吸管准确吸取制备好的标本，擦

去管尖外部标本，将吸管插入试管中稀释液的底部吸取上层清

液，洗吸管２次，后摇匀试管；静置２～３ｍｉｎ，待白细胞下沉；用
低倍镜计数四角４个大方格内的白细胞总数。卵磷脂小体计数
与上述方法相同。取右侧１／３前列腺组织按照每１００ｍｇ前列腺
组织加冷生理盐水１ｍｌ，倒入匀浆器中制备组织匀浆液，按照试
剂盒说明进行操作，分别检测组织液中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含量。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所得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处理，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
比较，采用ｔ检验，Ｐ＜０Ｏ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实验结果

２１　一般观察
大鼠造模后，饮食尚可，精神萎靡，喜扎堆，被毛无光泽，大

便稀溏，小便色黄，肛门及尿道口处湿润，体重无减轻，灌胃时

抓放无明显反抗和尖叫。

２２　大鼠前列腺湿重、体重和前列腺指数
与空白组比较，模型组前列腺湿重显著增加（Ｐ＜００１），泻

肝补肾低剂量组前列腺湿重明显增加（Ｐ＜００１），模型组前列
腺指数显著增加（Ｐ＜００１）；与模型组比较，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及阳性组前列腺湿重降低（Ｐ＜００１），泻肝补肾高、低剂量组和
阳性组前列腺指数明显降低（Ｐ＜００１或 Ｐ＜００５），而各治疗
组中以泻肝补肾高剂量组前列腺湿重和前列腺指数降低均最

为明显（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各组大鼠前列腺湿重、体重和前列腺指数

　　　组别 数量（只） 前列腺重量（ｍｇ） 大鼠体重（ｇ） 前列腺指数

空白组 １２ ４５４８２±３６４３ ４５６６±２０５７ １００±００８

模型组 １２ ８４９２１±５２４４ｂ ４４５５±１８７６ １９１±０１４ｂ

阳性组 １２ ５７３６６±２３５９ａｄ ４４３５±１７８６ １３０±００９ａｃ

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１２ ４６５６３±２４４６ｄ ４４４５±１２０２ １０５±００７ｃ

泻肝补肾低剂量组 １２ ７４７５２±３６８３ｂ ４５１４±１５７２ １６６±０１０ｂｄ

　　注：与空白组相比，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ｄ”项表示，Ｐ＜００１

２３　前列腺病理组织学变化
光镜（４００倍）观察可见，空白组前列腺组织结构正常，腺体

发布和排列正常，间质内无炎细胞浸润（图 Ａ）；模型组前列腺
间质内见大量炎细胞浸润，纤维组织增生明显（图 Ｂ）；泻肝补
肾高剂量组大部分腺泡结构正常，间质内炎细胞浸润不明显，

纤维细胞增生不明显（图Ｃ）；阳性组除腺腔内分泌物增多不如
泻肝补肾高剂量组明显外，其余改变与泻肝补肾高剂量组相似

（图Ｄ）；泻肝补肾低剂量组间质可见少量炎细胞浸润，但均比
模型组减轻（图Ｅ）。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各组大鼠前列腺病理组织变化

２４　白细胞数和卵磷脂小体数
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白细胞数显著增高（Ｐ＜００１），泻肝

补肾高剂量组和阳性组白细胞数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泻肝补肾低剂量组白细胞数升高显著（Ｐ＜００１）；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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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组内卵磷脂小体数显著性减少（Ｐ＜００１），阳性组和泻肝补
肾低剂量组大鼠前列腺内卵磷脂小体数减少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泻肝补肾低剂量组变化明显（Ｐ＜００５）。治疗
后，与模型组比较，泻肝补肾高剂量组和阳性组白细胞数显著

降低（Ｐ＜００１），泻肝补肾低剂量组亦有降低趋势，但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泻肝补肾高剂量组和阳性组大鼠前列
腺内卵磷脂小体数显著性升高（Ｐ＜００１），泻肝补肾低剂量组
明显升高（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５　大鼠前列腺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含量

与空白组比较，各组大鼠前列腺 ＴＮＦα含量均有所升高，
模型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泻肝补肾高剂量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模型组ＩＬ６含量显著性升高（Ｐ
＜００１），泻肝补肾低剂量组 ＩＬ６含量明显升高（Ｐ＜００５）；模
型组ＩＬ８含量显著升高（Ｐ＜００１），阳性组，泻肝补肾高、低剂
量组ＩＬ８含量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与模型组比较，阳性组，
泻肝补肾高、低剂量组 ＴＮＦα均有所降低（Ｐ＜００１或 Ｐ＜
００５）；各治疗组中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ＴＮＦα含量降低最为明
显；各治疗组ＩＬ６含量均有显著降低（Ｐ＜００１），其中泻肝补肾

高剂量组降低 ＩＬ６含量作用最强；阳性组、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ＩＬ８含量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１），泻肝补肾低剂量组 ＩＬ８含量
明显降低（Ｐ＜００５），其中泻肝补肾高剂量组降低 ＩＬ８含量作
用最强。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各组大鼠白细胞数和卵磷脂小体数

　　　组别
数量

（只）

白细胞数

（×１０９个／Ｌ）

卵磷脂小体数

（×１０９个／Ｌ）

空白组 １２ ０９４±００８ １６５７±３４３

模型组 １２ ７３１±１４３ｂ ２５１±０８６ｂ

阳性组 １２ ２７９±１１２９ａｄ １３９８±２２３ｄ

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１２ ２１６±９６２ａｄ １４４６±２１９ｄ

泻肝补肾低剂量组 １２ ５６５±１０８３ｂ ７１４±１３２ａｃ

　　注：与空白组相比，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
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ｄ”项表示，Ｐ
＜００１

表３　各组大鼠前列腺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含量

　　　组别 数量（只）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ＩＬ８（ｐｇ／ｍｌ）

空白组 １２ １１６９７±１３２４ １０６９±１４９ １１０８０±１２３８

模型组 １２ ３６１７８±１８５７ｂ ５３８６±６４６ａ ２３７５５±１３０８ａ

阳性组 １２ ２６３００±１６４７ｂｄ ２２２０±２６７ｃ ２００７１±１１３６ｂｃ

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１２ ２０９１４±１８６９ａｃ ２０６２±３２６ｃ １７０９８±１４６７ｂｃ

泻肝补肾低剂量组 １２ ２８２６９±１４７８ｂｄ ２７８９±３４８ｂｃ ２０７６４±１０６５ｂｄ

　　注：与空白组相比，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与模型组相比，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ｄ”项表示，Ｐ＜００１

#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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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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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其

病因病机是“肝实肾虚、虚实夹杂”［２，６］。根据慢性前列腺炎的

病机，本研究采用泻肝补肾法，组泻肝补肾前列康泰方，在临床

上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现代医学认为，免疫因素可能在慢性前列腺炎发病中起重

要作用，其原因是局部细胞免疫反应增强所致。细胞因子根据

其在感染和炎症反应中所起作用，可以分为促炎性细胞因子如

ＴＮＦα、ＩＬ８等，抗炎性因子如ＩＬ６、ＩＬ１０等，以及调节性细胞因
子如 ＩＬ２等［７］。本研究中，与空白组相比，模型组前列腺组织

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炎性因子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这说明
模型组动物有炎性反应。与模型组相比，泻肝补肾高剂量组、

低剂量组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水平都有所下降，而高剂量组下降
显著，这说明泻肝补肾法能够减轻炎性反应。本研究与钱余

等［８］、刘宾［９］的研究结果有些相似。通过本动物实验研究，期

望从细胞因子水平探寻泻肝补肾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作用

机理，为临床诊疗提供实验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中医男科“肝

实肾虚、虚实夹杂”病理理论提供帮助，同时为满足广大男性健

康、开发慢性前列腺炎新药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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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厅科研课题项目 （１２００４２）
【第一作者简介】张臣丽（１９８５—），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肾内科临床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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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探讨
张臣丽１　李懿２

１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肾内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２四川省肿瘤医院肾内科，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
收治的７０例男性血液透析患者进行研究，资料收集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这７０例患者均发生
性功能障碍，设为实验组。另从同一时期在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血液透析，且未发生性功能障碍的男

性患者中随机７０例设为参照组。观察统计两组患者的平均血液透析时间以及终末期肾衰竭原发疾病类型、
血清总钙、β受体阻滞剂、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抑郁程度评分等基本资料，检测两组血液透析期间的各项性激
素水平并进行比较。对性功能障碍发生患者实施多因素回归分析，明确独立影响因素。结果：对两组患者

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可得两组在平均血液透析时间以及终末期肾衰竭原发疾病类型方面经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但两组在平均年龄、血液透析前肌酐水平、血清总钙、β受体阻滞剂、生活
质量评分以及抑郁程度评分方面经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对两组患者血液透析期间
的各项性激素水平进行检测和比较，可得存在组间统计学差异，实验组的雌二醇、黄体生成素、泌乳素水平

均显著高于参照组，睾酮水平显著低于参照组，经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经回归分析，
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包括高龄、性激素水平、生活质量评分、抑郁情况、β受体阻滞
剂水平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结论：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
高龄、性激素水平、生活质量评分、抑郁情况、β受体阻滞剂水平，临床治疗中要注意围绕上影响述因素进行
针对性的干预，以尽可能的减少性功能障碍的发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血液透析；男性患者；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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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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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血液透析在临床的应用十分广泛［１］。在对患者生活

质量进行衡量的过程中，性功能状态是十分重要的内容之一。

但是，目前在男性血液透析患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性功能障碍

发生率，严重危害到患者的身心健康［２］。本次研究探讨男性血

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从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收集７０例男性血液透析患者进行
研究，设为实验组，资料收集时间为２０１６年２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２
月。纳入标准：均发生性功能障碍，临床资料完整，可满足本次

研究的数据分析需求。排除标准：正在服用地西泮和抗抑郁药

者；存在认知障碍史者；存在饮酒史、吸毒史者。另从同一时期

在本院接受血液透析，且未发生性功能障碍的男性患者中随机

７０例设为参照组。对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可
得两组在平均血液透析时间以及终末期肾衰竭原发疾病类型

方面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本研究获得
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方法
统计两组的基本资料，包括平均年龄、血液透析前肌酐水

平、血清总钙、β受体阻滞剂、平均血液透析时间、终末期肾衰竭
原发疾病类型。检测两组血液透析期间的各项性激素水平，包

括雌二醇、黄体生成素、泌乳素、睾酮［３］。并对两组患者实施生

活质量评分和抑郁程度评分［４５］，并对性功能障碍发生患者实

施多因素回归分析，明确独立影响因素。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两组计量资

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利用百分率进行表示，并采用 χ２检验，
相关影响因素分析应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远逐步回归分析。对 Ｐ值进
行检测，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基本情况统计与比较

对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可得两组在平均

血液透析时间以及终末期肾衰竭原发疾病类型方面经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但两组在平均年龄、血液透
析前肌酐水平、血清总钙、β受体阻滞剂、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抑
郁程度评分方面经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项目 参照组（ｎ＝７０） 实验组（ｎ＝７０） Ｐ值

平均年龄（珋ｘ±ｓ，岁）
血液透析前肌酐水平（珋ｘ±ｓ，ｕｍｏｌ／Ｌ）
血清总钙（珋ｘ±ｓ，ｍｍｏｌ／Ｌ）
β受体阻滞剂（珋ｘ±ｓ，ｍｇ）
生活质量评分（珋ｘ±ｓ，分）
抑郁程度评分（珋ｘ±ｓ，分）
平均血液透析时间（珋ｘ±ｓ，月）
终末期肾衰竭原发疾病类型（例）

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肾损害

慢性肾小球肾炎

多囊肾

其他类型疾病

５１０２±１０２５
９１５３３±２５３２
　２５１±０６５
４５１２±２３１
６９１２±１０２５
３５１２±６１２
６１０２±１２２５

２１
１９
１２
１０
　８

　５８１０±９３７
１０８５１１±３１１５
　 ２０１±０５４
　５９１２±３５７
　４２１２±６７２
　１８１５±５１２
　６０３３±１１５７

　２２
　１９
　１１
　１１
　 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检测与比较
对两组患者血液透析期间的各项性激素水平进行检测和

比较，可得存在组间统计学差异，实验组的雌二醇、黄体生成

素、泌乳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参照组，睾酮水平显著低于参照组，

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检测与比较

项目 参照组（ｎ＝７０）实验组（ｎ＝７０） Ｐ值

雌二醇（珋ｘ±ｓ，ｎｇ／Ｌ）
黄体生成素（珋ｘ±ｓ，ＩＵ／Ｌ）
泌乳素（珋ｘ±ｓ，ｍＩＵ／Ｌ）
睾酮（珋ｘ±ｓ，μｇ／Ｌ）

７８１２±６１２
１６６５±４２１
８５１１２±１２０２
　３８０±０３７

９６１２±８３３
１９５７±３３５
８９１１２±１３０５
　３０５±０４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经回归分析，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

包括高龄、性激素水平、生活质量评分、抑郁情况、β受体阻滞剂
水平（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因素 Ｂ ＯＲ Ｐ值 ９５％ＣＩ

高龄

性激素水平

生活质量

抑郁情况

β受体阻滞剂

　０１２９
　１８０１
－３０２１
－０９２５
　２５１２

５１０３
８０３４
０９４５
０６７４
１３１２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４１２～１６７９
１４１０～２４１２５
０００５～０７０１
０５０１～０８９１
１６０２～２３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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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血液透析技术的快速发展，临床对肾衰竭等患者进行

治疗的过程中，血液透析治疗方案得到较多的应用，在延长患

者生存期方面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患者生存期的不

断延长，如何更好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也成为重要的研究

课题。

近年来，性功能障碍成为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问

题。以往ＳｅｃｋＳＭ等的研究证实［６］，对于血液透析患者而言，发

生性功能障碍的风险明显高于普通人群，是影响男性透析患者

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本次研究发现，对两组患者的

基本情况进行统计和比较，两组在平均年龄、血液透析前肌酐

水平、血清总钙、β受体阻滞剂、生活质量评分以及抑郁程度评
分方面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随着年龄的不断增

加，男性患者身体机能的衰退和激素分泌水平自身的变化，进

而对其性功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导致各种性功能障碍的出

现［７］。对于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临床大多需要接受一定的药

物治疗［８］。但是，一些药物会对患者的性功能造成一定不良应

用。其中，β受体阻滞剂的应用对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密不可
分［９］。另外，受到疾病的影响，患者在接受血液透析的过程中

较以出现到一定的心理的情绪问题，普遍存在一定的心理抑郁

情况，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受到一定的影响［１０］。而抑郁情况的出

现还会对患者的性激素水平的分泌产生影响，性腺由于患者抑

郁程度的加重而受到抑制，导致激素水平的异常，从而引起功

能障碍的发生［１１］。另外，机体各项性激素水平也与男性的性功

能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包括睾酮和雌二醇等［１２１３］。本次

研究中，对两组患者血液透析期间的各项性激素水平进行检测

和比较，可得存在组间统计学差异，实验组的雌二醇、黄体生成

素、泌乳素水平均显著高于参照组，睾酮水平显著低于参照组，

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分析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是因

为随着血清睾酮水平的下降，会导致相应反馈抑制下丘脑作用

的减弱，进而导致其他一些性激素分泌和生成水平的上升，包

括促卵泡激素和黄体生成素以及泌乳素等［１４１５］。于是导致性

功能障碍的出现，导致两组患者 性激素水平出现明显的差

异［１６］。通过本次还发现，经回归分析，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

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包括高龄、性激素水平、生活质量评分、抑

郁情况、β受体阻滞剂水平。为此，临床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对
男性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予以重视。并注意围绕上影

响述因素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以尽可能的减少性功能障碍的发

生，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初步证实，男性血液透析患

者性功能障碍相关影响因素主要包括高龄、性激素水平、生活

质量评分、抑郁情况、β受体阻滞剂水平。但本组样本数量有
限，且观察时间较短。为此，进一步研究效果，值得广大临床工

作者去探讨和发展。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不断扩大样本容

量、延长观察时间，以获得更多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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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状况分析．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０８，８（１８）：４３１７４３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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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科学技术厅科技成果项目（２５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赵宏伟（１９７７—），男，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男科临床
△【通讯作者】赵宏伟（１９７７—），男，副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１３１９０１９７１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０ ·男科与性医学·

小剂量 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联合西地那非对糖尿病
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及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
赵宏伟１△　袁其华２　薛宗勇１　王松梅３　韩星１　张辉１

１高密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１５００
２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普外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２５００
３高密市中医院制剂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１５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西地那非联合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ＤＭＥＤ）患者
勃起功能障碍症状评分（ＩＩＥＦ５）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高密市人民医
院收治的ＤＭＥＤ患者９３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对照Ⅰ组和对照Ⅱ组，各３１例。对照Ⅰ组采用小剂量
他达那非，对照Ⅱ组采用西地那非，研究组采用小剂量他达那非＋西地那非，三组均持续治疗２个月。入院时及
疗程结束后统计对比三组 ＩＩＥＦ５分值、临床疗效、性生活质量满意度、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治疗后三组
ＩＩＥＦ５分值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究组ＩＩＥＦ５分值较对照Ⅰ组、对照Ⅱ组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研究组９０３２％（２８／３１）较对照Ⅰ组６４５２％（２０／３１）、对照Ⅱ组
６７７４％（２１／３１）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性生活质量满意度比较，研究组９０３２％（２８／３１）较
对照Ⅰ组６１２９％（１９／３１）、对照Ⅱ组６４５２％（２０／３１）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比较，研究组９６８％（３／３１）与对照Ⅰ组６４５％（２／３１）、对照Ⅱ组１２９０％（４／３１）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西地那非联合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治疗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
者阴茎勃起状态，提高治疗效果及性生活质量，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关键词】　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西地那非；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ＩＩＥＦ５评分；性生活质量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ｏｆ５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ｏｎ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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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ｏｎｇｙｏｎｇ１，ＷＡＮＧＳｏｎｇｍｅｉ３，ＨＡＮＸ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Ｈｕｉ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Ｇａｏｍ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
ｆａｎｇ２６１５００，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ｅｉｆａｎｇＹｉｄ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２５００，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Ｇａｏｍｉ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ｉｆａｎｇ２６１５００，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ｏｆ５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
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ＩＥＦ５）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Ｍ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９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ＭＥＤｉｎＧａｏｍｉＣｉｔｙ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Ｉ，ｅａｃｈｗｉｔｈ３１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ｗａｓｇｉｖｅｎ
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Ｉ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ｏｆ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
ａｎｄ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ａｌｌｆｏｒ２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５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５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Ｉ，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
（９０３２％，２８／３１）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６４５２％，２０／３１）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Ｉ（６７７４％，２１／
３１），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９０３２％，２８／３１）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Ⅰ （６１２９％，１９／３１）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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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５２％，２０／３１），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９６８％，３／３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６４５％，２／３１）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Ｉ
（１２９０％，４／３１）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ｍａｌｌｄｏｓｅ
ｏｆ５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ＭＥ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ｅ
ｒ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ｌｅ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５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Ｓｉｌｄｅｎａｆｉｌ；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ＭＥＤ）；
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糖尿病为诱发勃起功能障碍的重要疾病，相关统计资料表
明，糖尿病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４９３％）可达非糖尿病人
群（１５６％）的３倍左右［１］。近些年，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ＭＥＤ）发病率不断增高，
其发生与雄激素水平降低、小血管病变、大血管病变、神经病变

及内皮细胞损伤等均具有密切相关性。目前，临床用于 ＤＭＥＤ
临床治疗的药物主要为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包括伐地那非、
他达那非等，大量研究证实，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可避免环磷酸
鸟苷（ｃＧＭＰ）降解，增加其含量，促使一氧化氮（ＮＯ）释放及海
绵体平滑肌松弛，进而扩张阴茎海绵体动脉，使海绵体窦膨胀

及血液充盈，以此改善阴茎勃起状态［２３］。他达那非在 ＤＭＥＤ
治疗中较常用，而西地那非也是临床常用磷酸二酯酶选择性抑

制剂，其进入人体后可迅速被吸收，但部分研究认为磷酸二酯

酶抑制剂治疗效果易受糖尿病内分泌等因素影响，导致整体疗

效不佳，因此其具体应用价值尚存在一定争议［４］。为此，本研

究选取我院９３例 ＤＭＥＤ患者进行分组研究，旨在探讨西地那
非联合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对其 ＩＩＥＦ５评分及性生活
质量的影响。如下报告。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高密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ＤＭＥＤ患者９３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对照Ⅰ组和
对照Ⅱ组，各 ３１例。研究组年龄范围 ３２岁 ～５８岁，年龄
（４５２５±１０５６）岁；病程范围 ０５年 ～６２年，病程（３８２±
１７６）年。对照Ⅰ组年龄范围 ３０岁 ～５７岁，年龄（４４８３±
１００１）岁；病程范围０３年～５９年，病程（３６７±１６９）年。对
照Ⅱ组年龄范围３１岁 ～５９岁，年龄（４４５６±９７９）岁；病程范
围０６岁～６１年，病程（３７１±１７３）年。三组年龄、病程等临
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本研究经我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空腹血糖＞７ｍｍｏｌ／Ｌ、糖化血红蛋白＞６５％，

勃起功能障碍症状评分（ＩＩＥＦ５）≤２１分；②无法达到或维持足
够勃起状态完成满意性交；③知晓本研究用药方案，签署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并发严重肾肝病变者；②纳入研究前采用硝
酸酯类药物者；③存在性欲低下及生殖器官畸形者；④外伤所
致阴茎无法勃起者；⑤既往阴茎部位有手术治疗史者。
１３　方法

对照Ⅰ组采用小剂量他达那非（ＬｉｌｌｙｄｅｌＣａｒｉｂｅ，Ｉｎｃ批准
文号Ｈ２００９０９８１，批号 Ｃ１４２０００１０８６８），每晚８点后口服５ｍｇ／
ｄ；对照Ⅱ组采用西地那非（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５２８），每晚睡前０５ｈ服用５０ｍｇ／ｄ；研究组采用小剂量
他达那非＋西地那非，用量、用法同对照Ⅰ组、对照Ⅱ组；三组

均持续治疗２个月。
１４　观察指标

①入院时及疗程结束后统计对比三组 ＩＩＥＦ５分值，ＩＩＥＦ５
分值＞２２分为正常，１２～２１分为轻度勃起障碍，８～１１分为中
度勃起障碍，ＩＩＥＦ５分值不足７分为重度勃起障碍［５］。②疗程
结束后统计对比三组临床疗效，阴茎勃起硬度较好，可完成性

交，ＩＩＥＦ５分值＞２１分为显效；ＩＩＥＦ５分值增高≥１０分为有效；
ＩＩＥＦ５分值较治疗前无明显变化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有
效）／总例数×１００％［６］。③疗程结束后统计对比三组性生活质
量满意度，ＩＩＥＦ５分值 ＞２１分为非常满意，ＩＩＥＦ５分值为１２～
２０分为满意，ＩＩＥＦ５分值不足１２分为不满意；总满意度 ＝（非
常满意＋满意）／总例数×１００％［７］。④统计对比三组不良反应
发生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ｔ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ＬＳＤｔ检
验，以ｎ（％）表示计数资料，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分值比较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治疗前三组 ＩＩＥＦ５分值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三组ＩＩＥＦ５分值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究组ＩＩＥＦ５分值较对照Ⅰ组、对照
Ⅱ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９５１，ｔ２＝５０３５，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分值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ｎ＝３１） ９６４±４０２ ２２７２±３２７

对照Ⅰ组（ｎ＝３１） ９５１±３７８ １８０２±４０１ａ

对照Ⅱ组（ｎ＝３１） ９３７±３８６ １７９４±３８９ａ

Ｆ值 ００３７ １６６２４

Ｐ值 ０９６３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研究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临床疗效优于对照Ⅰ组与对照Ⅱ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究组总有效率（９０３２％）较对照Ⅰ组
（６４５２％）、对照Ⅱ组（６７７４％）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
＝５９０５，χ２２＝４７６９，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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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ｎ＝３１） １９（６１２９） ９（２９０３） ３（９６８） ２８（９０３２）

对照Ⅰ组（ｎ＝３１） ８（２５８１）１２（３８７１）１１（３５４８） ２０（６４５２）ａ

对照Ⅱ组（ｎ＝３１） １０（３２２６）１１（３５４８）１０（３２２６） ２１（６７７４）ａ

Ｚ值 ９４０１

Ｐ值 ００２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研究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性生活质量满意度比较
研究组性生活质量满意度优于对照Ⅰ组与对照Ⅱ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研究组总满意度（９０３２％）较对
照Ⅰ组（６１２９％）、对照Ⅱ组（６４５２％）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１＝７１２３，χ２２＝５９０５，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性生活质量满意度比较［ｎ（％）］

组别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度

研究组（ｎ＝３１） ２１（６７７４） ７（２２５８） ３（９６８） ２８（９０３２）

对照Ⅰ组（ｎ＝３１） １０（３２２６） ９（２９０３） １２（３８７１） １９（６１２９）ａ

对照Ⅱ组（ｎ＝３１） １３（４１９４） ７（２２５８） １１（３５４８） ２０（６４５２）ａ

Ｚ值 ８６２１

Ｐ值 ００３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研究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９６８％）与对照Ⅰ组（６４５％）、对

照Ⅱ组（１２９０％）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头痛 面部潮红 恶心 总有效率

研究组（ｎ＝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６４５） １（３２３） ３（９６８）

对照Ⅰ组（ｎ＝３１） １（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１（３２３） ２（６４５）

对照Ⅱ组（ｎ＝３１） ２（６４５） １（３２３） １（３２３） ４（１２９０）

χ２／Ｐ值（研究组ＶＳ对照Ⅰ组） ——— ——— ———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χ２／Ｐ值（研究组ＶＳ对照Ⅱ组） ——— ——— ———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

　讨论
ＤＭＥＤ致病机制较复杂，但公认血管内皮功能损伤为ＤＭＥＤ

发生及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并指出糖尿病不仅对机体ＮＯ／ｃＧＭＰ
通路造成损伤，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内皮依赖性超极化因子所介

导的血管舒张反应，增加勃起功能障碍发生风险［８］。因此认为，通

过恢复、改善受损阴茎内皮细胞，可有效逆转ＤＭＥＤ，缓解患者临床
症状，改善其阴茎勃起状态及性生活质量。

磷酸二酯酶（ＰＤＥ）在机体各部位分布较为广泛，其包含１１
个亚型，其中ＰＤＥ５主要在阴茎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特异性表达，
而他达那非属高选择性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可有效减缓阴茎
中ｃＧＭＰ水解速度，以此提高阴茎海绵体平滑肌细胞内 ｃＧＭＰ
含量，发挥舒张血管及增大血流量功效，促使阴茎勃起。同时，

朱金海［９］及刘庆［１０］研究证实，长期给予 ＤＭＥＤ患者小剂量５
磷酸二酯酶抑制剂可有效改善阴茎微循环状态及血管内皮功

能，以此达到良好远期疗效。国外相关研究也指出，通过长期

服用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ＤＭＥＤ患者阴茎勃起状态可
得到明显提高［１１］。

西地那非也是重要磷酸二酯酶抑制剂，但相较于他达那

非，该药物进入机体后吸收较快，且生物利用度较高，药物消除

半衰期仅为４ｈ左右，而他达那非半衰期则可达１８ｈ。此外，国
内多项研究认为，患者服用西地那非并受刺激后，药物能抑制

ＰＤＥ对ｃＧＭＰ灭活作用，并阻断 ＮＯ供体，增加血管内 ｃＧＭＰ含
量，确保内源性ＮＯ可更持久产生作用，以此松弛阴茎动脉与平
滑肌，增加海绵体血流灌注，促进、改善阴茎勃起状态［１２１３］。此

外，部分学者对ＤＭＥＤ患者服用西地那非后阴茎海绵体动脉血

流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发现，患者经视觉色情刺激后３５ｍｉｎ～５５
ｍｉｎ内海绵体动脉血流速度增高至峰值水平，因此认为西地那
非血药浓度峰值出现时间约为用药后３０ｍｉｎ～１ｈ期间［１４］。同

时，陈雅君［１５］研究指出，ＮＯ为机体扩血管物质，阴茎血管主要
是受ＮＯ作用才可充血勃起，而生成 ＮＯ的部位主要为神经末
梢和内皮细胞，若ＮＯ释放后能特异性结合于阴茎海绵体上受
体，则经Ｍｎ２＋作用可特异性激活鸟苷酸环化酶，三磷酸鸟苷可
聚合形成环单磷酸鸟苷，并激活蛋白激酶Ａ和蛋白激酶Ｇ，降低
细胞中游离钙离子含量，舒张海绵体平滑肌，使阴茎动脉充血

勃起。ＰＤＥ可将环单磷酸鸟苷水解成三磷酸鸟苷，致使阴茎勃
起障碍，而西地那非可有效抑制 ＰＤＥ，以此改善并维持阴茎勃
起状态。此外，西地那非可对男性勃起组织及会阴处平滑肌自

主神经（副交感、交感）、体神经（运动、感觉）进行诱导，以此调

节阴茎勃起状态［１６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三组 ＩＩＥＦ５分
值均较治疗前增高，但研究组ＩＩＥＦ５分值及临床疗效较对照Ⅰ
组与对照Ⅱ组高，且性生活质量满意度优于对照Ⅰ组与对照Ⅱ
组，表明采用西地那非及小剂量 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治疗
ＤＭＥＤ均可改善患者阴茎勃起状态，但联合应用两种药物可更
有效提高治疗效果及阴茎勃起状态，对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满

意度具有积极意义，其主要原因在于西地那非联合他达那非可

对ＰＤＥ含量产生更有效抑制效果，增大阴茎血流，以此改善其
勃起状态。另从本研究结果可知，三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间无明

显差异，提示西地那非联合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不仅能
在ＤＭＥＤ临床治疗中取得良好治疗效果，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
低，具有一定安全性。



·３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８月　第２７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８

综上所述，西地那非联合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治疗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阴茎勃起状

态，提高治疗效果及性生活质量，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

险，具有较高安全性，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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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谢华栋（１９９２—），男，住院医师、硕士，主要从事泌尿男科专业
△【通讯作者】姜涛（１９６９—），男，住院医师、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ｊｉａｎｇｔ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１ ·男科与性医学·

精囊镜技术在精道远端疾病中的诊治价值
谢华栋　姜涛△　王珂楠　郑磊　张鹏　王树人　李志强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男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精囊镜技术在精道远端疾病中的诊治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采用精囊镜技术诊治的精道远端疾病患者２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６５岁，
年龄（４７１０±１３８８）岁，其中血精患者病史均大于６个月。术前常规行血液检测、精液常规、精浆果糖、经直肠彩超
（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ＲＵＳ）和精囊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检查，排除前列腺、精囊肿瘤和
血液系统疾病。结果：２０例患者的手术均成功，手术时间范围４４分钟～１１５分钟，手术时间（６５２０±２０６０）分钟。
全部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范围１个月～１８个月，随访时间（７５５±４９８）个月，术后未出现附睾炎、睾丸炎、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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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逆行射精、直肠损伤等并发症。１４例精囊炎伴血精患者术后１０例（１０／１４）血精消失，另４例仍有血精。精囊
炎伴会阴区不适和下尿路症状的患者４例，术后有２例（２／４）症状完全缓解，另外２例（２／４）症状未缓解。４例无
精子症患者，２例（２／４）精液质量改善，出现精子，２例（２／４）术后３个月仍无精子。３例少弱精子症患者，１例（１／３）
的配偶自然受孕，另２例（２／３）术后８个月精液质量仍无变化。结论：精囊镜技术为精道远端疾病提供了一种安
全、有效和微创的诊治方法，是一项有应用价值的男科新技术。

【关键词】　精囊镜；精囊炎；微创；精道远端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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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ｓｃｏｐｙ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ｓａｆ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ｔ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ｎｅｗ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ｓｃｏｐｙ；Ｓｅｍｉｎａｌｖｅｓｉｃｕｌｉｔｉｓ；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ｓｉｖｅ；Ｄｉｓｔａｌｓｅｍｉｎａｌｔｒａｃｔ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精道远端解剖结构复杂，主要包括输精管壶腹段、精囊和射
精管［１］。精道远端疾病有精囊炎、射精管梗阻（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ＤＯ）、精囊结石、精囊囊肿、射精管囊肿、苗勒管囊肿
等，其中精囊炎最常见［２４］。血精是精道远端疾病中常见的临床

症状［５］。因为精道解剖结构复杂隐蔽［１］，所以对精道远端疾病

的研究难以深入。近年来精囊镜技术在精道远端疾病的诊治上

实现了突破［３］，但由于其临床应用时间短、学习曲线长和操作复

杂，尚需积累经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应用精囊镜技术

诊治的２０例精道远端疾病患者，术后效果满意。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采集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２０１６年
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收治的精道远端疾病患者２０例。本组患者
年龄范围２３岁～６５岁，年龄（４７１０±１３８８）岁，临床症状有长
期反复的血精、会阴区疼痛、下尿路症状、无精子症和少弱精子

症等。入院后所有患者行血常规、肝肾功能和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检查均正常。精液常规分析：４例无精子症，３例少弱精子症，
１６例精液白细胞数超标，１４例精液有红细胞。ＴＲＵＳ和精囊
ＭＲＩ提示精囊增大伴精囊炎１６例，其中有精囊结石２例。射精
管囊肿梗阻２例，苗勒管囊肿１例，前列腺小囊囊肿１例。血精
患者病史均大于６个月，且长期药物治疗无效。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手术步骤　患者采用截石位，麻醉成功后消毒铺巾，先留
置红色１０Ｆｒ橡胶导尿管，采用水泵低压灌注冲洗辅助精囊镜
（ＷｏｌｆＦｒ６／Ｆｒ７５）直视下观察尿道进镜到精阜处，再缓慢进入膀
胱观察膀胱和输尿管开口处有无异常病变和出血，退镜至精阜处

寻找前列腺小囊和两侧射精管开口。根据病人情况可采用如下

方法进镜：方式１：经自然腔道进镜：射精管开口一般位于前列腺
小囊外两侧５、７点位置，在泥鳅导丝引导下缓慢进入射精管观察
射精管腔（具体方式如图１Ａ所示），再进入精囊探查。这种方式
对尿道和精道的损伤最小，最安全。方式２：经前列腺小囊进镜：
因部分射精管自然开口无法找到，所以镜体可在导丝引导下进入

前列腺小囊内观察（具体方式如图１Ｂ所示）寻找射精管的异常
开口，沿导丝进入射精管至精囊。若仍未找到前列腺小囊内的射

精管开口，可在小囊内两侧壁５、７点方向寻找，使用注射器回抽
后可见小囊内半透明的薄壁，再利用导丝硬端破壁（具体方式如

图１Ｃ所示），有突破感时缓慢进入即可到达精囊。导丝破壁失
败时可利用钬激光开窗，再经导丝引导下进入精囊。方式３：射
精管切除进镜：经尿道射精管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ｕｃｔ，ＴＵＲＥＤ）是既往治疗ＥＤＯ的经典术式，当遇到上
述两种方式进镜均失败的情况下，可利用电切镜切除精阜和射精

管远端后寻找射精管开口（具体方式如图１Ｄ所示），再更换精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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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在导丝引导下进入精囊。只有在射精管完全梗阻或存在囊肿

情况下可选择此方式。顺利进入两侧精囊后，首先察看精囊内部

结构有无异常（具体方式如图２Ａ所示），如有无扩张、出血、结石
和肿物等。精囊内血块可借助灌洗液冲出（具体方式如图２Ｂ所
示），根据术中情况可选择０９％氯化钠溶液５０ｍｌ配８万单位庆
大霉素冲洗精囊，最后再次检查精囊内部无异常后缓慢退镜。根

据术中有无尿道及精道副损伤情况决定留置导尿管时间，预防性

使用抗生素治疗２天。
１２２　术中特殊情况处理　精囊镜进入精囊后发现结石可采

用钬激光碎石和套石篮取出（具体方式如图２Ｃ所示），若发现
精囊内肿物可用活检钳夹取出送病理检查（具体方式如图２Ｄ
所示）。对于射精管开口狭窄患者可行钬激光切开扩大开口，

或者利用镜体前端适度扩张射精管开口。

１３　随访方法
所有患者术后１个月开始随访，随访时间范围１个月 ～１８

个月，随访时间（７５５±４９８）个月。记录患者术前、术中和术
后情况，随访患者术后临床症状，血精改善情况，少弱精子症和

无精子症患者的精液常规和生育情况，有无术后相关并发症。

图１　精囊镜进镜方式：图Ａ为导丝引导经射精管自然开口进镜；图Ｂ为前列腺小囊内寻找射精开口；图 Ｃ为前
列腺小囊内导丝破壁进镜；图Ｄ为经尿道射精管切除方式进镜

图２　精囊内情况：图Ａ为观察精囊内结构；图Ｂ为冲洗精囊内血块；图Ｃ为套石篮取结石；图Ｄ为精囊内病变物质

"

　结果
所有手术均成功，手术时间范围４４分钟 ～１１５分钟，手术

时间（６５２０±２０６０）分钟。２０例患者中经射精管自然腔道进
镜９例，经前列腺小囊内破壁进镜７例，另外４例行 ＴＵＲＥＤ后
再以精囊镜探查。术中发现部分患者射精管开口寻找困难，１５
例行双侧、５例仅行病变侧精囊镜检术。术中发现精囊内暗红
色絮状物１２例和红色果冻样血块２例，均用冲洗液冲出。发现
合并精囊结石４例（包括术前影像学检查报告提示２例），使用
钬激光碎石或取石篮取出。术中发现１例精囊内病变采用活检
钳夹取病理检查示：炎性组织。所有病例术后随访结果归纳如

下：１４例精囊炎伴血精患者术后１０例（１０／１４）血精消失，２例
（２／１４）血精未消失，２例（２／１４）血精术后消失仅２月再次复发，
口服抗生素和规律排精后未缓解，这２例患者分别有慢性前列
腺炎和前列腺增生病史，随访仍有会阴区疼痛和下尿路症状。

精囊炎伴会阴区不适和下尿路症状但无血精的２例患者术后完
全恢复。４例无精子症患者２例（２／４）术后复查精液可见精子，
另２例（２／４）合并精囊炎的患者术后３个月仍无精子，最后行

睾丸活检也未见精子，但其血精症状消失。３例少弱精子症患
者，１例（１／３）的配偶自然受孕成功，另２例（２／３）术后８个月精
液质量无变化。术后随访未出现睾丸炎、附睾炎、逆行射精、尿

失禁和直肠损伤等并发症。

#

　讨论
精道远端疾病的发病机制极其复杂，其病变有炎症感染，

结石，囊肿，肿瘤，先天性畸形和医源性损伤等。精道远端疾病

的临床表现有血精、精液参数改变、下尿路症状、会阴区不适、

射精痛、性功能障碍或精神症状等。炎症感染是血精最常见的

病因［６］。精道的炎症、梗阻、结石和出血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

关系，这也是目前精囊炎保守治疗后反复发作的原因。精囊的

内环境与精液质量有着密切关系，精囊的分泌物是精液的重要

成分，当精囊功能紊乱时精液参数如精子活力、精子 ＤＮＡ和精
浆果糖等方面均受影响［７］，由此可知精囊与男性不育的关系密

切。目前精道远端疾病的初步诊断主要依靠精囊ＭＲＩ和ＴＲＵＳ
影像检查。ＴＲＵＳ是一种便捷、无创和经济的初筛检查手段，可
测量精囊和射精管的大小和显示囊肿、结石或钙化等。精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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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Ｉ可更清晰的显示精囊与周围组织结构关系和明确精囊内
出血性改变，弥补 ＴＲＵＳ的不足。一般正常精囊宽度小于
１７ｃｍ，精囊腺管直径小于５ｍｍ，而精囊炎患者的ＭＲＩ可表现精
囊腺饱满和腺管扩张［５］。精囊内新鲜出血 Ｔ１加权相（Ｔ１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ｅｓ，Ｔ１ＷＩ）为中高信号，Ｔ２加权相（Ｔ２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
ｇｅｓ，Ｔ２ＷＩ）呈中低信号影，这与正常精囊内信号强度相反。陈
旧性出血Ｔ１ＷＩ与Ｔ２ＷＩ可出现不均匀中等信号影。然而，这些
影像学检查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结果的假阳性率［４，８］。当影

像技术无以明确诊断时，精囊镜技术可以直观明确病因的优势

就凸显出来了，并且可同时行相应治疗。

３１　精囊镜技术发展历史和现状
在精囊镜技术之前 ＴＵＲＥＤ是治疗 ＥＤＯ的主流术式，随着

ＴＵＲＥＤ的广泛开展其暴露了并发症多的缺点，如逆向射精、尿
液返流、直肠损伤或精道解剖结构破坏等［９］。１９９６年 Ｓｈｉｍａｄａ
等［１０］首次报道利用内镜观察精道解剖结构，之后１９９８年国外
报道了１例直肠癌切除术后的患者出现皮肤精囊瘘，其通过使
用６Ｆｒ输尿管硬镜经瘘道进入精囊内观察并留置引流治疗［１１］。

２００２年Ｙａｎｇ等［１２］首次提出利用输尿管硬镜经自然腔道探查

射精管和精囊寻找病因，发现射精管内血块３例，精囊内血块
２３例，精囊结石６例，射精管结石２例，所有血块和结石均清除
干净。２０１０年Ｘｕ等［１３］使用９Ｆｒ精囊镜治疗２２例ＥＤＯ的无精
子症患者，在１８例手术成功的患者中有１３例精液质量得到改
善或恢复正常，其中有 ６例患者的配偶受孕成功。２０１２年
Ｗａｎｇ等［９］采用６Ｆｒ精囊镜治疗２１例 ＥＤＯ导致的少弱精子症
或无精子症患者，术后１９例检测到精子，无并发症发生。相对
于ＴＵＲＥＤ来说精囊镜技术的创伤更小，同时还可利用纤细的
镜体同期探查射精管和精囊。在精囊炎血精方面精囊镜的研

究较多，２０１４年Ｌｉｕ等［２］报告了精囊镜技术治疗１１４例顽固性
慢性精囊炎患者，１０６例行双侧精囊进镜成功，有 ９４例（９４／
１０６）术后血精症状改善或消失，患者的会阴区不适和下尿路症
状也得到了明显改善。在精囊结石方面，２００６年国外学者报告
了第一例精囊镜下钬激光精囊结石碎石术［１４］。除一些复杂的

精囊囊肿可行腹腔镜治疗［１５］，精囊镜技术在大部分精道远端区

域囊肿的治疗上有着绝对性的优势。２０１５年 Ｗａｎｇ等［１６］报道

了７例患者行经尿道内镜精囊囊肿去顶减压术，同年国外学者
报道应用精囊镜技术治疗前列腺中线囊肿同时探查精囊，术中

发现精囊内存在出血和结石，这也进一步说明精道梗阻、炎症、

出血和结石之间的存在紧密联系［１７］。

３２　手术经验
３２１　内镜设备　现临床广泛使用 ４５Ｆｒ～７５Ｆｒ输尿管硬
镜，由于射精管管径较小加上太纤细的镜体其手术视野也较

小，这些不利于精囊镜的手术操作，因此建议初次开展精囊镜

技术的医师使用６Ｆｒ／７５Ｆｒ的输尿管镜。一套完整的精囊镜还
需配备相应的辅助工具如导丝、钬激光、活检钳、取石篮、影像

系统和灌洗压力泵等。

３２２　射精管开口的寻找　精囊镜技术的关键在于射精管开
口的寻找，研究报道正常状况下射精管开口并不位于前列腺小

囊内，前列腺小囊开口与双侧射精管开口通常形成三角形排列

或直线排列关系［１］。射精管贴附于前列腺小囊壁走形，当射精

管梗阻扩张压迫前列腺小囊壁时两者的管壁会变薄似半透明

薄膜，甚至部分破裂形成位于前列腺小囊内的异常开口，因此

部分医师误认为射精管开口于前列腺小囊内。国内李彦峰有

类似报告：精道远端区域长期的炎症、感染和囊肿可致射精管正

常开口狭窄闭塞，继而可在前列腺小囊内出现新的异常开

口［１８］。这种病理性开口便于经前列腺小囊破壁进镜，当射精管

开口寻找困难时术中可尝试经直肠行精囊按摩通过精液溢出

路径寻找或者更改进镜方式。

３２３　进镜途径的选择　建议根据术中情况选择进镜方式，优
先选择经自然腔道进镜，次选经前列腺小囊导丝破壁进镜。上述

方式无效时可选择ＴＵＲＥＤ结合精囊镜探查的双镜联合术式，但
不推荐ＴＵＲＥＤ作为常规进镜方式。在精囊炎合并不育的年轻患
者中须慎重选择手术，若必须行精囊镜治疗建议经自然腔道进镜

方式操作，以免造成精道损伤进一步影响精液参数。由于射精管

管径细小，所以经自然腔道进镜要求纤细的镜体。

３２４　术中操作　精囊镜进入精囊后建议低压灌洗，可利用注
射器缓慢抽吸精囊内血块，炎症较重的患者可行抗生素冲洗。术

中使用钬激光碎石时避免操作损伤精囊和射精管。根据射精管

狭窄情况可在导丝引导下利用前端镜体扩张或借助钬激光烧灼

扩大开口。至于术后是否需要常规留置引流管目前尚无定论，术

者曾尝试使用硬膜外导管留置精囊内引流，但容易脱落。目前暂

无特制的精囊引流装置，这也许是未来研究的热点。

３２５　术后管理　术后需常规应用抗生素预防尿路和精道感
染，术后留置导尿管４８小时，若出现出血和损伤可适当延长留
置尿管时间。为防止再狭窄术后建议尽早排精（一般术后第３
天），必要时可行精囊按摩。嘱咐患者每周排精１～３次，保持
精道畅通，减少术后精道炎症再狭窄闭塞。

３３　手术安全性和疗效
随着精囊镜技术的开展，其疗效也逐渐得到男科医师的认可。

Ｙａｎｇ等［１２］首次报道证实了经自然腔道进镜操作是安全可行的。

廖良功等总结分析了使用Ｆｒ６５输尿管硬镜诊治２１６例血精患者，
术后随访９４２％（１７８／１８９）的患者血精消失，无术后并发症，证实了
精囊镜技术是安全有效的，且远期效果显著［５］。然而，精囊镜技术

治疗精道远端疾病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术前需向患者交代手术

进镜失败和术后效果不理想等事项，做好医患沟通减少医疗纠纷。

精囊镜手术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需男科医生严格把握，对于有生育需

求的患者其治疗方式的选择需慎重考虑。

由于精道远端疾病的复杂和精囊镜技术开展时间较短，该

技术在精道远端疾病的诊治方面仍需完善，例如精道远端疾病

的解剖和病因、一体化的精囊镜专用设备的研发、精囊镜技术

的诊疗规范、手术技巧、并发症的处理和远期疗效等

综上所述，精囊镜技术因具有创伤小、疗效好和并发症少

的特点，在诊治精道远端疾病上是有价值的，可作为精道远端

疾病的外科诊疗手段，但其技术和经验仍需完善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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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供精志愿者精液质量的研究
赵乾程１　姜辉２△　唐文豪２　毛加明３　张洪亮３　高江曼４　张海涛２

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目的：本研究探讨影响精液质量的因素，以指导供精志愿者提高精液质量。方法：本研究纳
入了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期间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捐精的２５９例供精志愿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４５周岁之间，身高１７０ｃｍ以上，分析其精液。供精志愿者的个人信息包括年龄、学历、晚睡熬夜、睡
眠不足、食用辛辣食品或烧烤油炸类食品的情况、饮可乐或咖啡奶茶类的情况、饮酒、吸烟等。纳入标准为

原卫生部人类精子库技术规范（卫科教发【２００３】１７６号）相关规定。结果：精液合格率在年龄、晚睡熬夜、吸
烟、饮酒、食用辛辣食品、食用烧烤油炸类食品、饮可乐、饮咖啡奶茶类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睡眠不足是影响精液质量的不利因素，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每晚睡眠时长不足８小时影响
精液质量。

【关键词】　精液质量；影响因素；人类精子库；供精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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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ｃｏｌａｏｒｃｏｆｆｅ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ｔｅａ，ｓｍｏｋｉｎｇ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ａｂｉｄｅｄｂ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ｏｆｈｕｍａｎ
ｓｐｅｒｍｂａｎｋ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２００３】１７６）．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ｌｉｇｉ
ｂｌ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ａ，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ｏｎｏｒ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ｌａｔｅｓｌｅｅｐ，ｓｍｏｋｉｎｇｈａｂｉｔ，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ｌｃｏｈｏｌ，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ｉｃｙｆｏｏｄ，ｅａｔｉｎｇｂａｒｂｅｃｕｅｆｒｉｅｄｆｏｏｄ，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ｃｏｌａ，ｄｒｉｎｋｉｎｇｃｏｆｆｅｅ，ｍｉｌｋａｎｄｔｅａ（Ｐ
＞０．０５）．Ｓｌｅｅｐｄｅｐ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ｈｏｗｅｖｅｒ，ｗａｓ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ｌｅｅｐ（ｆｅｗｅｒｔｈａｎ８ｈｏｕ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ｓ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ｕｍａｎｓｐｅｒｍｂａｎｋ；Ｓｐｅｒｍ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

　　７０年代初期美国研究发现人类精子浓度有下降趋势。
１９９２年Ｃａｒｌｓｅｎ等人对这一研究进行了荟萃分析，在发表的６１
篇相关文章中也得到相似的结论：在过去的５０年中，健康男性
的平均精子浓度正在每年下降约１％。［１］根据山东省人类精子
库对２００８年到２０１４年内的供精志愿者精液分析后发现，供精
志愿者的精液量、精子浓度、精子前向运动百分率和精子总数

均下降。［２］精液质量关系到人口素质、生殖健康水平和种族的

延续［３］。多种因素影响精液质量，我们选择其中９项日常生活
中可能影响精液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

子库的供精志愿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供精志愿者精液合格率

的筛查评估，来探讨改善精液质量的方法，同时通过干预影响

因素来提高供精志愿者的整体合格率。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
库的供精志愿者，学历高中以上，人群分为在校大学生和社会

人员，年龄范围２２周岁～４５周岁，身高１７０ｃｍ以上，相貌端正，
无不良嗜好。

１２　筛查标准
２００３年颁布的《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４］中的

外供精液标准。精液质量合格标准为精液液化时间＜６０ｍｉｎ，精
液体积＞２ｍｌ，浓度 ＞６０ｘ１０６／ｍｌ，存活率 ＞６０％，前向运动精子
＞６０％，精子正常形态率＞３０％，每管冷冻精液的前向运动精子
总数≥１２ｘ１０６，前向运动精子复苏率≥６０％，精液检查符合上
述标准为合格，其余为不合格。

１３　排除标准
捐精依从性差、资料不全或提供信息有明显错漏。

１４　资料收集
供精志愿者填写网络（问卷星平台）调查问卷，

１５　影响因素
①吸烟（是指累计吸烟超过１００支，包括手工卷烟、机器卷

烟及烟斗）；②晚睡熬夜；③睡眠不足（每晚睡眠时长是指从前
一天晚上入睡开始至次日早晨睡醒，排除失眠等睡眠中断情

况）；④食用辛辣食品；⑤食用烧烤油炸类食品；⑥饮可乐；⑦饮
酒；⑧饮咖啡奶茶；⑨年龄。
１．６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供精志愿者合格
组与不合格组的比较采用ｔ检验，对供精志愿者精液合格率可能
的影响因素使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因素对精液合格率的影
响使用偏相关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分析筛选了２５９例符合条件并处于不同阶段的供精志愿

者，其中精液质量合格的１６８例，年龄（２８４１±５２０）岁；精液质
量不合格的有９１例，年龄（２９３５±４８１）岁。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表２和表３。表１显示供精志愿者年龄、学历、身份的分布情
况，并显示精液参数，包括精子初始浓度、冻前及冻后平均精子

向前运动性（ａ＋ｂ）％。表２则显示了合格组与不合格组生活
起居、饮食等日常习惯分布情况比较。表３是两组间不同危险
因素的比较。

表１　供精志愿者基本情况的分布

基本情况 数量 比例（％）

年龄（岁）

　２２～２７ １１８ ４５６

　２８～３２ ７８ ３０１

　３３～３７ ４９ １８９

　３８～４４ １４ ５４

学历

　高中 １５ ５８

　中专＋大专 ４８ １８５

　本科 １４２ ５４８

　硕士 ３３ １２７

　博士及以上 １３ ５０

身份

　社会 １９３ ７４５

　学生 ６６ ２５５

初始浓度

　２０～７５ ４０ １５４

　７６～１３１ １２４ ４７９

　１３２～１８７ ７８ ３０２

　１８７～２４３ １２ ４６

　２４４～２９９ ５ １９

冻前ＰＲ级

　２０～３３ ０ ０

　３４～４７ １８ ６９

　４８～６１ １００ ３８６

　６２～７５ １３９ ５３７

　７６～８９ ２ ０８

冻后ＰＲ级

　０～１９ ７１ ２７４

　２０～３９ １５ ５８

　４０～５９ １３８ ５３３

　６０～７９ ３５ １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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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合格组与不合格组生活起居、饮食等日常习惯分布情况比较

合格（％） 不合格（％） 数量

年龄（岁）

　２２～２７ ７１７０％ ２８３０％ １１８
　２８～３２ ５９５０％ ４０５０％ ７８
　３３～３７ ５８６０％ ４１４０％ ４９
　３８～４４ ６６７０％ ３３３０％ １４
休息时间

　２２点之前 ７０４５％ ２９５５％ ４４
　２２：００～２２：５９ ６２５０％ ３７５０％ ８０
　２３：００～２３：５９ ６４５０％ ３５５０％ ９３
　２４点之后 ６４２９％ ３５７１％ ４２
每晚睡眠时长（ｈ）
　≤６ ３９１３％ ６０８７％ ２３
　７ ６０８０％ ３９２０％ ９７
　８ ７３６０％ ２６４０％ １１０
　＞８ ６４３０％ ３５７０％ ２８
进食烧烤油炸类食品

　较少 ６４４５％ ３５５４％ ２５６
　较多 ７５００％ ２５００％ ４
进食辛辣食品

　较少 ６３０９％ ３６９０％ ２３３
　较多 ８０７７％ １９２３％ ２６
饮用可乐碳酸饮料

　较少 ６４９０％ ３５１０％ ２４５
　较多 ６４２９％ ３５７１％ １４
饮用啤酒白酒等各种酒类

　较少 ６４５９％ ３５４１％ ２５７
　较多 １００％ ０ ２
饮用咖啡奶茶

　较少 ６４９０％ ３５１０％ ２４５
　较多 ６４２９％ ３５７１％ １４
吸烟现状

　不吸烟 ６５８０％ ３４２０％ ２３１
　吸烟 ５７１０％ ４２９０％ ２８

表３　两组间不同危险因素的比较

ｐｅａｒｓｏｎχ２值 Ｐ值

吸烟 ０６３３ ０６０６

晚睡熬夜 ２９２７ ０７１１

睡眠不足 １００８０ ００１８

食用辛辣食品 ０８９２ ０７８１

食用烧烤油炸食品 ０８７６ ０７９１

饮可乐 ０７１９ ０６４７

饮酒 ０８４０ ０８０６

饮咖啡奶茶 ０６１６ ０５４６

年龄 ３６９８ ０２９６

统计结果显示，合格组与不合格组相比，吸烟、晚睡熬夜、

食用辛辣食品、食用烧烤油炸类食品、饮可乐、饮酒、饮咖啡奶

茶、年龄因素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睡眠
不足与精液合格率有相关性，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其中，每晚睡眠时长与精液合格率的相关关系分析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表４　每晚睡眠时长与精液合格率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Ｂ值 Ｗａｌｄ值 ＯＲ（９５％ＣＩ）

每晚睡眠时长 －０．３６７ ５．４８４ ０．６７４

　 ≤６ Ｒｅｆ

　７ ０．９６９ ２．７６１ ２．６３４（０．８４０－８．２５６）

　８ ０．４４ ０．００９ １．０４５（０．４２９－２．５４４）

　＞８ －０．４８２ １．１１５ ０．６１７（０．２５２－１．５１２）

结果显示，每晚睡眠时间 ＞８是精液合格率的保护因素，
ＯＲ＝０６１７，这提示我们每晚睡眠时长超过８小时可以提高精
液质量。

#

　讨论
研究表明，睡眠不足是除了肥胖和频繁精神痛苦外诱导冠

状动脉心脏疾病、中风和糖尿病发病率较高的诱因。但目前尚

未有睡眠时长与精液质量相关性的研究报道。睡眠时长与精

子总数和存活率相关性分析数据显示，精子总数及存活率在所

有短睡眠者和中相对较低，这表明精子总数的减少与睡眠时长

呈正相关性。睡眠不足可能会降低精子质量。对于大多数成

年人来说，最佳睡眠时长是７小时～８小时／晚。与２２：００～２４：
００就寝的人相比，睡眠时间点与所有短睡眠者和一些平均较短
睡眠者的精子总数和存活率较低有关，这表明晚睡是重要的影

响因子。晚睡与精子发生具有负相关性，晚睡可能会减少睡眠

深度，最终的研究结论表明，睡眠不足以及晚睡熬夜降低精子

总数、存活率和活力。［５］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查结果仅仅只能

说明，每晚睡眠时长不足８小时影响精子活力，但无法得出最佳
精子活力所对应的最佳睡眠时长。该数据需要进一步探究。

有人认为可乐影响精子活力，有研究发现，采用跨膜迁移

法研究老配方可乐、不含可卡因可乐、新配方可乐、可口可乐和

百事可乐等对人类精子活力的影响，结果显示，［１］小时之内它

们中的任何一项都不能将精子活力降低到小于７０％。并且前
期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可口可乐不同制剂之间的杀精效力的显

著变化无法得到证实。所以即使可乐具有杀精子效应，与其他

定义明确的杀精子剂相比，其效力相对较弱。

有研究表明，乙醇会影响小鼠睾丸功能、抑制生精功能、造

成生精障碍。［５］早期研究发现，短期大量饮酒所摄入的酒精可

能引起成熟精子基因ｍＲＮＡ的改变，提示酒精对成熟精子可能
有负面影响。［６］２０１７年的一项研究中，探讨了酒精摄入量对精
液体积、精子正常形态率的合并影响，结果显示它们之间存在

负相关性，但该结果存在因酒精饮用频率而导致的差异。供精

志愿者捐精之前，工作人员会反复强调捐精期间勿饮酒，因此

排除了日常频繁饮酒的可能性，也造成了研究结果的偏移，但

饮酒仍是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因素。

过多食用辛辣食物不但对消化系统肠胃不好，而且还对生

殖泌尿器官有刺激，从而导致精子活力下降。［７］

近期，瑞典科学家公布油炸、烧烤和烘焙类食品中所含丙

烯酰胺的危害后，其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开始备受关注。丙烯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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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是一种二类致癌物质，具有神经毒性、遗传毒性
和生殖毒性。虽然实验表明，高剂量的丙烯酰胺可阻滞大鼠生

长，影响性器官发育，并对生精小管和间质细胞产生毒性作用

而导致雄性大鼠附睾尾部精子浓度降低。［８］而且生殖细胞活性

氧产量的增加和生殖细胞抗氧化能力下降也与丙烯酰胺有关，

它通过诱导氧化应激反应降低小鼠睾丸中精原细胞。［９］但关于

人类是否会因为摄入含这种物质的油炸食品而导致精子活力

直接降低，仍然缺乏可靠的证据。

研究表明，咖啡因可能通过精子 ＤＮＡ损伤对男性生殖功
能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大多数报告中，精液参数似乎不受咖啡

因摄入量的影响，但也有少数病例提示摄入含咖啡因的软饮料

与精液体积、精子浓度存在负相关性［１０］。丙烯酰胺也存在于咖

啡豆中，但随着烘焙程序的进行，其含量会在后期下降，甚至随

着储存时间的增长，其含量也会降低。

吸烟影响不育的机制还未完全了解，吸烟导致精子异常的

潜在原因包括：增加白细胞或降低精浆中抗氧化物水平从而降

低精子质量。［１１］研究表明，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精液量、精

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总数、精子形态、游离睾酮显著降低（分

别为Ｐ＜００５）。与不吸烟者相比，吸烟者发生少精子症、弱精
子症和畸胎精子症、畸形精子症的风险较高（ＯＲ＝３１，４２和
４７；Ｐ＜００５）。［１２］这些研究提示，一定剂量的依赖性吸烟会降
低精液质量。在本研究中，供精志愿者年龄比例集中在中青年

的年龄段，以在校大学生居多，吸烟比例居少，烟龄小，且对于

烟的依赖性偏弱，这些因素导致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本研究的缺陷：样本量不够多，以向志愿者发放网上问卷

调查的形式征集信息，捐精志愿者的回应率不够高，数据相对

不够完善，尽管排除了饮酒对精液质量的影响因素，但仍然存

在潜在的混杂因素。另外，精液分析数据来源于捐精志愿者最

后一次排出的精液，而精液质量存在浮动性，需要多次检测取

平均值。

综上所述，对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的２５９份捐精
志愿者样本的研究发现：每晚睡眠时长不足８小时影响精液质
量。其他对精液质量造成损害的因素，存在样本量不够、证据

不足。尽管本研究存在缺陷，但我们的研究证明适量延长睡眠

时长对提高精液质量具有一定的效果，对普通人群生活习惯的

指导提供理论依据，给未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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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Ｔ）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注射治疗男性尿道口尖锐湿疣的治疗效果、复发率和远期患者生活质量。
方法：收集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于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收治确诊尿道口尖锐湿疣的患者８０
例，按照患者就诊的先后顺序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均进行ＡＬＡＰＤＴ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分别于术前、后测定患者治疗效果、病毒清除率、复发率及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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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２５％，观察组复发率７５％，两组复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１个月两组生活质量评分
均有显著改善。对照组治疗后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１例，ＨＰＶ６／１１型感染１５例，清除率达６０％，观察组治疗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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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Ｔ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能够有效治疗男性尿道口尖锐湿疣，降低复发率，提高病毒清除率，改善患者远
期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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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ＣＡａｔｍａｌｅ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ｍｅａｔｕ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ｖｉｒａｌ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ｈｏｔｏｃ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
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α２ｂ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一类常见的性传
染疾病，其病理学基础是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外生殖器所
致。目前，临床主要的治疗方法包括物理治疗、外用药物治疗

等方法，但由于ＣＡ存在亚临床病灶且 ＨＰＶ感染呈隐性感染，
因疾病复发率较高，极易反复，因此临床治疗持续时间较长，治

疗较为困难，国内外报道称其复发率高达５９％［１］，成为发病率

仅次于淋病的第二大性传染疾病。因此，选择最佳的治疗方法

能够有效改善患者预后，降低疾病复发，本研究通过应用５氨
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
ｐｙ，ＡＬＡＰＤＴ）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治疗男性尿道口尖锐湿
疣，为临床治疗提供询证医学证据，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于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
心医院收治确诊尿道口尖锐湿疣的患者８０例，按照患者就诊的

先后顺序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具有典型的ＣＡ
疣体。纳入研究人员均签署入组知情同意书。观察组年龄范

围２３岁 ～５２岁，年龄（４５１±７４）岁，病灶直径平均（０４±
０９）ｃｍ。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５１岁，年龄（４４３±６９）岁，
病灶直径（０５±０１）ｃｍ。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实施。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临床皮肤病学》临床尖锐湿疣诊断标
准；②醋酸白试验阳性；③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阳性；④疣体数量在３
个以内；⑤患者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并发淋病、非淋病性尿
道炎、宫颈炎、自身免疫性疾病、人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②
全身应用糖皮质激素和其他严重慢性炎性疾病；③未签署知情
同意书不能配合进行相关检查；④存在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
⑤伴严重合并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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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实验方法
对照组采用ＡＬＡＰＤＴ，药物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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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避光
保存２０℃，配制成２０％ＡＬＡ溶液，仪器为 ＬＥＤＩＢ型光动力治
疗仪（武汉亚格光电）波长为（６３５±１０）ｎｍ，输出功率为 ２０
１００ｍＶ。治疗过程中首先清洁患处，将配制好的溶液湿敷于皮
损处，敷药时间不小于３个小时，敷药后除去薄膜，随后用激光
照射（波长 ６３５ｎｍ，功率 ８０１００ｍＷ，距离 １０ｃｍ，光斑直径
２０ｃｍ）２０分钟，每个星期１次。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局部注射
α２ｂ干扰素（先灵葆雅（不列纳）有限公司，进口药品注册证
号：Ｓ２００４００１２），隔日１次（１００万单位）连续治疗３个月。
１４　观察指标

治疗前及治疗后７天进行ＨＰＶ病毒检测（两组患者均采集
尿道口疣体组织脱落细胞标本，采集后将拭子头放入洗脱管，
２０℃储存），检测ＤＮＡ提取物制备（１５ｍｌ离心管承装尿道拭子
头漂洗液，１２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加入５０μｌＤＮＡ提取液１２００ｒｐｍ
离心５ｍｉｎ），随后进行ＰＣＲ扩增，１５天、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进

行随访。采用尖锐湿疣患者生活质量问卷（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ＣＥＣＡ１０）于治疗前后分
别对纳入研究患者进行评定［２］。

１５　疗效评定
区分治愈、显效、无效。治愈：疣体消失，黏膜情况完全恢

复；显效：疣体缩小５０％以上，黏膜情况恢复较好；无效：疣体未
见缩小或缩小在５０％以下。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研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 ±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ＨＰＶ检出情况比较

患者治疗前均可检测出 ＨＰＶＤＮＡ，其中 ＨＰＶ６／１１感染６３
例（７８７５％），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９例（１１２５％），复合感染８例
（１０％）。经１周系统性治疗后，两组病毒清除率比较差异显
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ＨＰＶ检出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 ＨＰＶ６／１１型感染 复合感染 清除率（％）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４ ３３ ３ ６００

治疗后 １ １５ ０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５ ３０ ５ ８２５ａ

治疗后 ２ ５ 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治疗后，总有效率均为１００％，对照组治愈３０例，显效

１０例；观察组治愈 ３８例，显效 ２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对照组复发率为２５％，观察组复发率
７５％，两组复发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１个月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均有显著改善，但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３、６个月评分对照
组与治疗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治疗前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无效 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０ ３０ １０ ０ １００

观察组 ４０ ３８ ２ ０ １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后

７天
治疗后

１个月
治疗后

３个月
治疗后

６个月
复发率

（％）

对照组 ４０ ０ ２ ５ １０ ２５

观察组 ４０ ０ ０ ２ ３ ７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１个月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对照组 ４０ ２５９１±１１０２ ３７５１±１７６６ ３０５４±１０８９ ３１３２±９２２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５２±１０５９ ３８１８±１８８９ ３５１３±１１１０ａ ３５５５±９１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据统计，ＣＡ在性生活活跃者中发生的概率在７５％以上［３］，

是临床上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外部表现为外生殖器部位

红、灰色表面呈不平整样，可有乳头状、菜花状、鸡冠状丘疹［４］，

根据继发成肿瘤危险性的高低区分不同亚型。其中，处于亚临

床及潜伏感染状态的尖锐湿疣是治疗的重难点问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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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治疗是临床上用于根治尖锐湿疣的有效方法之一，其

主要通过激光将肉眼可见的外生疣体进行灼烧，从而改善患者

症状并有效缓解患者体征。但由于无法有效治疗ＨＰＶ病毒，因
此对肉眼不可见的病灶亚临床及潜伏期感染无法有效进行治

疗，因此极易复发，也就是临床重点研究解决的方向。

光动力疗法（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ｅｐｙ，ＰＤＴ）创始于上个世纪
７０年代末，主要依靠特定波长光照对生物组织中光敏物质进行
照射，待吸收定量的光子能量后，改变其原有的稳态［６８］，迅速

通过物理或化学退激化过程返回基态，过程中产生荧光或大量

活性氧。

５氨基酮戊酸（５ａｍｉｎｏｌａ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ＬＡ）是体内血红蛋
白合成过程中的前体物，也是内源性光动力治疗光敏剂的一

种，能够经过一系列酶的作用合成衍生物进而选择性地杀伤肿

瘤细胞，同时通过局部给药有效降低不良反应［９１１］。ＡＬＡＰＤＴ
近年来在皮肤病及皮肤肿瘤治疗方面有较好的临床效果［１２１４］。

重组干扰素α２ｂ能够通过与细胞表面的特异性膜受体结
合发挥抗ＤＮＡ、ＲＮＡ作用，进一步阻止受病毒感染的细胞内复
制过程，从而达到光谱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及免疫调节的

作用［１５、１６］。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治疗后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１例，
ＨＰＶ６／１１型感染１５例，无复合感染病例，清除率达６０％；观察
组治疗后ＨＰＶ１６／１８型感染２例，ＨＰＶ６／１１型感染５例，无复合
感染病例，清除率达 ８２５％，表明两组治疗后病灶周围仍有
ＨＰＶ感染，单用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方法对 ＣＡ患者治疗疗效欠佳。
部分研究表明，ＨＰＶ首先感染基底层细胞和棘细胞下层的角质
层细胞，复制后潜伏于该层细胞中，因此清除过程中，对皮损部

的治疗和潜伏期ＨＰＶ感染控制更加重要，而观察组治疗后清除
率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明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能够
更加有效地对基底细胞和棘细胞进行选择性治疗。因此观察

组有更加显著地亚临床感染清除率。研究结果与国内外类似

研究结果相近［１７２０］。

两组复发情况进行比较，对照组复发率为２５％，观察组为
７５％。从而可以看出，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能够有效增强患者
免疫力和病毒抵抗能力，进一步清除病灶潜伏性感染，对肉眼

无法观察到的病灶周围感染进行治疗，大幅降低了复发率。

通过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生活质量情况可以看出，治疗后１
个月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表明通过系统性治疗后，两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改善，但治疗后３个月以上的远期治疗
效果随着ＣＡ病灶的复发，部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对照
组复发率显著高于观察组，因而对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在治疗

后与观察组比较下降更加明显。

本次研究可以看出在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重组人
干扰素α２ｂ能够降低患者复发率，提高病毒清除率，有效改善
患者远期生活质量，从而弥补激光治疗的不足，对肉眼观察不

到的病灶能够进行有效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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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卫生厅科研课题：护理干预在外阴患者围手术期

的应用（２０１３０６２）
【第一作者简介】孙丽敏（１９８２—），女，护师，主要研究方向妇科手术
护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
相关分析
孙丽敏１　王菲２　马春洋１

１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中心手术室，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
２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妇产科二病房，哈尔滨１５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精神疾病
自我病耻感量表（ＩＳＭＩ）、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ＧＳＥＳ）、医学应对方式问卷（ＭＣＭＱ）对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在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０１７年６月期间手术治疗的３６例外阴癌患者进行问卷调查。观察外阴癌手术患
者病耻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结果：①在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中，无自我病耻感的患者占比
２５．０％，轻、中、重度自我病耻感患者占比分别为２５．０％、２７．８％、２２．２％。外阴癌手术患者 ＧＳＥＳ各维度及
总评分均明显低于全国常模水平（Ｐ＜０．０５）；②与其他慢性病比较，外阴癌手术患者多采用回避、屈服的应
对方式（Ｐ＜０．０５）；③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发现，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中的歧视体验、社会退缩、疏远体验、
刻板印象认同与一般自我效能感量的４个维度和面对应对方式呈负相关，与回避、屈服应对方式呈正相关；
病耻感抵抗与面对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回避、屈服应对方式呈负相关。结论：外阴癌手术患者的病耻感较

高，自我效能水平较低，多采用回避、屈服的应对方式。临床工作者应当对外阴癌手术患者采取相应的措

施，降低自我病耻感，提高自我效能水平。

【关键词】　外阴癌；病耻感；自我效能；应对方式；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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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ｕｌｖａｒ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ｉｇｍａ；Ｓｅｌｆ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外阴癌是一种妇科恶性肿瘤，是妇科疾病中少见的疾病，
但其病变的恶性程度较高［１］。目前，临床上主要以手术切除治

疗为主，因女性外阴的解剖和病理特点，外阴癌根治术需要广

泛切除外阴并行淋巴结清扫术，这严重影响了患者术后生活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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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特别是性生活［２］。外阴属于比较隐私的部位，大部分患者

术后因为外阴的切除而产生羞耻感，造成心理负担［３］。外阴癌

手术相关病耻感主要分为２类，即社会病耻感和自我病耻感。
社会病耻感主要源于社会公众对患者的偏见和歧视；自我病耻

感是患者自己觉得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而产生的负性情绪，觉

得自己跟别人有着不一样的对待［４５］。对外阴癌手术的偏见和

歧视，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同时也给患者家庭带来了沉重

的经济负担和病耻感［６］。本研究分析了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

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拟为临床医师更好地为患

者进行治疗提供参考，降低患者自我病耻感，提高患者生活质

量。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期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收治的外阴癌手术治疗的３６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并进
行相关调查。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手术病理切片均诊断为外
阴癌［７］；②患者年龄范围４８岁～７５岁；③患者及家属同意参加
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存在严重沟通障碍
者；②伴有严重的精神或躯体状况无法配合检查；③合并其他
恶性肿瘤者；④因病情变化转科治疗或治疗中途退出者。

参与本研究的３６例患者，年龄（３５４２±１３８７）岁；原发癌
位于小阴唇１６例、大阴唇１１例、阴蒂９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
下１３例、高中１４例、专科及以上９例；婚姻状况：已婚２６例，离
异或丧偶１０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资料收集　收集患者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居住
地、职业、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诊断、病程、疾病严重程度、住院

次数等。

１２２　研究工具和评定方法　 ①精神疾病自我病耻感量表
（ＩＳＭＩ）［８］：包括５个分量表共２９个条目，其中歧视体验５个条
目、病耻感抵抗５个条目、社会退缩６个条目、疏远体验６个条
目、刻板印象认同７个条目。每个条目按照１～４分评分，严重
程度分级：无病耻感＜２０分；轻度病耻感２０～２５分；中度病
耻感２６～３０分；重度病耻感 ＞３０分，评分越高说明病耻感
越重。②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ＧＳＥＳ）［９］：包括４个维度共１０
个条目，其中应变力效能２个条目、执行力效能２个条目、策略
性效能３个条目、动机性效能３个条目，按照１～４分评分。③
医学应对方式问卷（ＭＣＭＱ）［１０］：包括３个维度共２０个条目，其
中面对８个条目、回避７个条目、屈服５个条目，按照１～４分
评分。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收集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数据

采用（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和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外阴癌手术患者ＩＳＭＩ总分和分量表评定结果

在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中，无自我病耻感的患者占比
２５０％，轻度、中度、重度病耻感患者占比分别为 ２５０％、
２７８％、２２２％。在各分量表中，歧视体验患者的占比最高
（８３３％）；病耻感抵抗、社会退缩、疏远体验、刻板印象认同患
者的占比分别为５８３％、８０６％、７５０％、７５０％。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ＩＳＭＩ总分和分量表评分 ［分，珋ｘ±ｓ；ｎ（％）］

　　项目 均数±标准差
程度　　

无 轻度 中度 重度

ＩＳＭＩ总分 ２２５±０３５ ９（２５０） ９（２５０） １０（２７８） ８（２２２）

歧视体验 ２１２±０５７ ６（１６７） １２（３３３） １１（３０６） ７（１９４）

病耻感抵抗 ２５４±０６２ １５（４１７） ７（１９４） ９（２５０） ５（１３９）

社会退缩 ２１５±０６３ ７（１９４） ９（２５０） １１（３０６） ９（２５０）

疏远体验 ２４６±０５５ ９（２５０） １０（２７８） １２（３３３） ５（１３９）

刻板印象认同 ２１６±０６１ ９（２５０） １２（３３３） １０（２７８） ５（１３９）

２２　一般自我效能感评分结果
外阴癌手术患者ＧＳＥＳ各维度评分和总评分均明显低于全

国常模水平（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与常模ＧＳＥＳ各维度评分和总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ＧＳＥＳ总评分 应变力效能评分 执行力效能评分 策略性效能评分 动机性效能评分

患者组 　３６ ２４１３±６７７ ４６６±１５８ ４３４±１７５ ７１５±２５３ ８１６±２３４

常模组 ７７６７ ２８５６±５３３ ６２４±２３６ ６４６±２６５ ９６４±３７７ １０７９±３３６

ｔ值 — ４９６９ ４０１３ ４７９５ ３９５９ ４６９１

Ｐ值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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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外阴癌手术患者的应对方式
与其他慢性病比较，外阴癌手术患者多采用回避、屈服的

应对方式（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分析

　　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中的歧视体验、社会退缩、疏远体
验、刻板印象认同与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的４个维度和面对应
对方式呈负相关，与回避、屈服应对方式呈正相关；病耻感抵抗

与面对应对方式呈正相关，与回避、屈服应对方式呈负相关。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与常模应对方式的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面对 回避 屈服

患者组 ３６ １８１１±１２８ １７７５±２７９ １０４６±２３４

常模组 ６５０ １９７５±３７２ １４５１±２８５ ８７２±３３６

ｔ值 — ２６３５ ６６４７ ３０６６

Ｐ值 —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表４　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ｒ值）

项目 歧视体验 病耻感抵抗 社会退缩 疏远体验 刻板印象认同

应变力效能 －０３７２ａ －００３１ －０３１４ａ －０３５２ａ －０３２２ａ

执行力效能 －０３３２ａ －００５８ －０３２０ａ －０２８６ａ －０２２３ａ

策略性效能 －０３４４ａ －００３２ －０３６２ａ －０３５６ａ －０２５４ａ

动机性效能 －０３２６ａ －００４１ －０３２２ａ －０２５４ａ －０２８１ａ

面对　　　 －０．１５１ａ ０１５２ａ －０１０４ａ －０１５０ａ －０１１２ａ

回避　　　 ０１３１ａ －０１６０ａ ０１２４ａ ０１８１ａ ０１１３ａ

屈服　　　 ０１４０ａ －０１３６ａ ０１７２ａ ０１５６ａ ０１６４ａ

　　注：标有“ａ”表示，与病耻感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外阴癌主要以广泛手术切除治疗为主，术后对患者的生

理、心理等造成严重影响，对性生活更是毁灭性的影响。广泛

手术切除外阴的范围是从阴阜到会阴后联合，以及左右两侧大

阴唇直达腹股沟内侧，这对女性的神经和性敏感区也一并切

除，最终造成性生活毁灭性的破坏，对患者的心理造成沉重的

负担，且外阴癌患者普遍存在轻度的病耻感［１１］。术后瘢痕挛缩

使阴道口变小，导致性生活疼痛难以忍受，最后只能放弃，这更

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和自我病耻感。同时，还有来自

家人的歧视，造成患者在家庭中的地位降低、自尊心受伤，患者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能会采取疾病保密、回避社会、自我封闭

的方式，影响了患者治疗的依从性［１２１３］。

本研究对３６例外阴癌手术患者自我病耻感的调查结果显示，
无自我病耻感的患者占比２５０％，轻度、中度、重度自我病耻感占比
分别为２５０％、２７８％、２２２％。在各分量表中，有歧视体验患者的
比例最高（８３３％）；病耻感抵抗、社会退缩、疏远体验、刻板印象认
同患者占比分别为５８３％、８０６％、７５０％、７５０％，高于西方国家相
似研究的结果［１４］。此差异可能与不同国家的文化及传统思想有

关，我国主要是儒家思想文化，想法比较保守和顾及“面子”，导致

就医延迟，加重了患者的病情发展［１５］。本研究中有一半以上患者

认同外界歧视刻板印象的倾向，倾向于社会退缩和疏远。这提示外

阴癌手术患者普遍存在自我病耻感，而病耻感导致了外阴癌患者及

家属忌讳就医，羞于寻求帮助，采取回避的应对方式，最终导致失去

最佳的治疗时机。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的严重程度与ＩＳＭＩ总分
和各量表评分均呈正相关，表明评分越高病情越严重、自我病耻感

越严重，这提示在临床上应当特别重视外阴癌手术重度自我病耻感

患者。由于自我病耻感导致患者消极的求医态度和降低治疗依从

性，给予自我病耻感患者有效的干预和评估可以改善外阴癌手术患

者治疗依从性情况［１６］。研究结果还显示，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

中的歧视体验、社会退缩、疏远体验、刻板印象认同与一般自我效能

感量的４个维度和面对应对方式呈负相关，自我效感和选择面对应
对方式评分越低，自我病耻感越强烈。外阴癌手术患者因为语言、

行为的低效能使得自身的愿望不能实现，容易产生负性情绪，负性

情绪越多则自我病耻感越强烈，且担心不被理解和受到不公平对

待，所以大多数患者出现社会退缩和疏远的现象，如自我封闭、疏远

社会等，最终导致患者与外界基本隔绝，进一步加重了患者的自我

效能水平降低，同时患者的自我病耻感也会愈加严重［１７１８］。大部分

社会群体对外阴癌手术患者的态度是有偏见和曲解的，经常用“有

色眼镜”看待他们［１９］。而自我病耻感导致患者就医延迟，去医院治

疗感到不好意思，多采取消极回避、屈服的应对方式，以致失去了最

佳治疗时机，影响患者的康复［２０］。

综上所述，外阴癌手术患者普遍有自我病耻感，且病耻感

抵抗力差，自我效能水平较低，多采用回避、屈服的应对方式。

临床医生应当从多个方面对外阴癌手术患者自我病耻感程度

进行适当的处理，尤其应当重视外阴癌手术后重度自我病耻感

的患者，采取相应措施，鼓励患者积极面对，增加患者治疗信

心，以有效减轻患者的病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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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临床肿瘤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１（８）：７６０７６３．

［１２］　尹红梅．护理干预在外阴癌患者根治术中的应用效果．实用心脑
肺血管病杂志，２０１７（１）：６０６３．

［１３］　安培．循证护理在预防外阴癌术后并发症中的应用．上海护理，
２０１５，１５（７）：１８６０１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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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６６）：５０９５２３．

［１５］　高萍，李丽娜，王成刚．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与其就医行为的关
系研究．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１９（１）：１４８１５２．

［１６］　张翠翠，申琳．心理护理干预对银屑病患者病耻感的影响．中国
妇幼健康研究，２０１６，２７（２）：４８４９．

［１７］　ＲｉｃｋｗｏｏｄＤ，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Ａ，ＭａｚｚｅｒＫ，ｅｔ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ｙｏｕ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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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ｒｌ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５，１１（４）：２９６３０５．

［１８］　刘恒，陈曦，王静成．认知行为干预对永久性肠造口患者病耻
感和应对方式的影响研究．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７，２１（８）：
１３４１３８．

［１９］　樊慧，乔莉娜，金鲜珍，等．护理干预降低直肠癌术后永久性造口
病人病耻感的效果观察．护理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１７）：２１５５２１５６．

［２０］　陆红英，袁勤，陶丽，等．支持性心理干预对社区精神分裂症病人
病耻感的影响．护理研究，２０１７，３１（１５）：１８３１１８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３０）

【基金项目】衡水市科技局抗ＨＰＶ生物蛋白辅料治疗ＨＰＶ高危感染合并宫颈ＣＩＮ１的临床研究（１５０４４）
【第一作者简介】霍墨杰（１９７４—），女，主管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
△【通讯作者】霍艳芬，（１９７３—），女，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３１３０１１５３６０＠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１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与宫颈病变程度的
相关性分析
霍墨杰　霍艳芬△　苏俊泽
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的相关
性。方法：选取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０１月收治的宫颈病变患者３２０例进行
研究，以组织病理学诊断为金标准，根据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分为宫颈组织正常或炎症（正常组）５２例，宫颈癌
（宫颈癌组）９３例，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组）１７５例，三组合计３２０例。其中又将 ＣＩＮ组分为宫颈上皮内瘤
变Ⅰ级（ＣＩＮⅠ组）５８例、宫颈上皮内瘤变Ⅱ级５９（ＣＩＮⅡ组）例、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ＣＩＮⅢ组）５８例。所
有患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采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技术进行检测。观察并比较各组患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情况及其负荷量检测情况，并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负荷量的相关性。结果：正常组、ＣＩＮ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３０７７％）、（６６２９％）显著低
于宫颈癌组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９６７７％）；正常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３０７７％）显著低于
ＣＩＮ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６６２９％）；ＣＩＮⅠ组、ＣＩＮⅡ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４４８３％）、
（５５９３％）显著低于ＣＩＮⅢ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９４８３％）；ＣＩＮⅠ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４４８３％）显著低于ＣＩＮⅡ组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５５９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
组之间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相比，发现其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并不完全随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加重
而逐渐增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对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进行统
计学处理，发现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不完全相关（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患者的宫颈病变程度越严重，其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率也随之增加，但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并
不完全随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加重而逐渐增加，即与宫颈病变的严重程度不完全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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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ＤＮＡｌｏａｄ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ｔｙｐｅ；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ＤＮＡ（ＨＰＶＤＮＡ）；Ｌｏａｄ；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
ｓｉｏｎ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近年来，我国宫颈疾病的发病率逐年攀升，已成为威胁女
性身体健康的常见疾病之一［１２］。宫颈病变主要包括宫颈上皮

内瘤变、宫颈癌，由于该疾病早期的临床表现不显著，若延误患

者的治疗时机，极易对患者生殖系统的健康造成严重影响，甚

至导致患者死亡［３］。因此，早期准确的临床诊断、有效的治疗

措施对于改善宫颈病变患者的预后就显得十分重要。有研究

证实［４５］，宫颈癌的发生、发展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ａｉｌｌｐｍ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有密切的关系，但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
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是否相关存在争议［６］。本研究为了

进一步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的相
关性，特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０１８年０１月在河北省衡水市第二
人民医院就诊的宫颈病变患者３２０例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资
料并进行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
０１月收治的宫颈病变患者３２０例进行研究，均经过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后，本组研究开始实施，研究目的、过程均被患者及其

家属了解，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根据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分为

宫颈组织正常或炎症（正常组）５２例、宫颈上皮内瘤变Ⅰ级
（ＣＩＮⅠ组）５８例、宫颈上皮内瘤变Ⅱ级５９（ＣＩＮⅡ组）例、宫颈

上皮内瘤变Ⅲ级（ＣＩＮⅢ组）５８例以及宫颈癌（宫颈癌组）９３
例。正常组中，年龄范围 ２５岁 ～６５岁，年龄（４２１１±１０３３）
岁，产次范围０次～２次，产次（１０６±０２８）次，孕次范围０次
～４次，孕次（１９０±０９２）次；ＣＩＮⅠ组中，年龄范围２６岁 ～６４
岁，年龄（４１１１±９０３）岁，产次范围 ０～２次，产次（１００±
０２２）次，孕次范围０～４次，孕次（２００±０８２）次；ＣＩＮⅡ组
中，年龄范围２６岁～６３岁，年龄（４００１±１００３）岁，产次范围０
～２次，产次（１２０±０３２）次，孕次范围０～４次，孕次（２１０±
０９０）次；ＣＩＮⅢ组中，年龄范围２６岁 ～６２岁，年龄（３９１６±
１１０３）岁，产次范围０～２次，产次（１３０±０２９）次，孕次范围０
～４次，孕次（２２０±０９２）次；宫颈癌组中，年龄范围２６岁～６２
岁，年龄（３８５１±１２０６）岁，产次范围 ０～２次，产次（１３４±
０３０）次，孕次范围０～４次，孕次（２２８±０９４）次。经过统计
学处理，各组患者的年龄、产次以及孕次等一般资料均没有明

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纳入标准［７８］：①第１次接
受细胞学检查；②均有性生活史；③同意行宫颈活检，自愿接受
检查。排除标准［９］：①子宫切除、宫颈椎切等妇科病变手术史；
②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③检查等临床病历资料不完整；④骨
盆放化疗病史；⑤肝脏、肾脏等其他重要脏器损伤；⑥合并其他
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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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收集所有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　主要包括患者的阴道
镜下病理检查结果、年龄、孕次、产次等。

１２２　采集标本　①采集标本前，７２ｈ内：无阴道冲洗、给药等
治疗，２４ｈ内：无性生活；②采集宫颈脱落细胞标本：应用特制的
毛刷，将其插入患者的宫颈内口，毛刷基低面应平行宫颈外口，

顺时针旋转５圈，并停留２０秒，再将毛刷放入有保存液的采集
管中，将采集好所有宫颈脱落细胞标本立即贮存于２０℃超低温
冰箱，待集中检测。

１２３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ＤＮＡ检测　应用第二代杂交捕获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系统 （Ｄｉｇｅｎｅ公司提供的）对患者的高危型人乳
头瘤病毒ＤＮＡ负荷量进行检测，试剂采用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试
剂盒（Ｄｉｇｅｎｅ公司提供的），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相关操作。应
用９６孔平板法，其检测探针主要包括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６８、
４Ｓ、Ｓ１、Ｓ２、Ｓ６、Ｓ８、Ｓ９这１３种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亚型，详细记录
各组间相关临床指标差异。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各组患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情况及其

负荷量检测情况，并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宫颈病变严重程
度与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的相关性。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
的检出情况：应用ＤＭＬ２０００系统进行读数，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
荷量检测＞１ｐｇ／ｍｌ，即为阳性。检出率为在所有患者中，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阳性患者所占的百分比；宫颈病变：于阴道镜
下，对有腺体开口、白色病变、异型血管等可疑病变部位，进行定

点活检；对正常组织，进行常规移行带区３、６、９、１２这４点活检，
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宫颈病变组织学诊断标准：根据世界卫生

组织女性生殖器官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分类及诊断标准，其病理

结果主要包括宫颈组织正常或炎症、宫颈上皮内瘤变Ⅰ级、宫颈上
皮内瘤变Ⅱ级、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以及宫颈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计量数据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采
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
检测负荷量的相关性，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比各组患者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情况

正常组、ＣＩＮ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３０７７％）、
（６６２９％）显著低于宫颈癌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９６７７％）；正常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３０７７％）显著
低于ＣＩＮ组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６６２９％），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对比各组患者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情况

　组别 例数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
检出例数（ｎ）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
检出率（％）

正常组 ５２ １６ ３０７７

ＣＩＮ组 １７５ １１６ ６６２９

宫颈癌组 ９３ ９０ ９６７７

２２　对比宫颈上皮内瘤变各组患者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
ＣＩＮⅠ组、ＣＩＮⅡ组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４４８３％）、

（５５９３％）显著低于 ＣＩＮⅢ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９４８３％）；ＣＩＮⅠ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４４８３％）显
著低于ＣＩＮⅡ组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５５９３％），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对比各组患者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检测情况

各组之间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相比，发现其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并不完全随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加重而逐渐增
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ＣＩＮ各组患者的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
检出例数（ｎ）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
检出率（％）

ＣＩＮⅢ组 ５８ ５５ ９４８３

ＣＩＮⅡ组 ５９ ３３ ５５９３

ＣＩＮⅠ组 ５８ ２６ ４４８３

表３　对比各组患者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检测情况［ｎ（％）］

组别 例数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

＞１００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１０１～５００ １～１００ ＜１

正常组 ５２ ５（９６２） ３（５７７） ４（７６９） ６（１１５４） ３４（６５３８）

ＣＩＮⅠ组 ５８ ４（６９０） ６（１０３４） ７（１２０６） １２（２０６９） ２９（５０００）

ＣＩＮⅡ组 ５９ ８（１３５６） １１（１８６４） ７（１１８６） ９（１５２５） ２４（４０６８）

ＣＩＮⅢ组 ５８ ９（１５５２） １６（１７２４） １９（３２７６） １２（２０６９） ２（３４５）

宫颈癌组 ９３ ２６（２７９６） ３０（３２２６） ２０（５１５１） １６（１７２０） １（１０８）

２３　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的相
关性分析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对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进行
统计学处理，发现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
量不完全相关（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主要发生于子宫颈

腺上皮、鳞状上皮，有较高的死亡率，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安

全［１０１１］。宫颈病变患者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阴道不规则流血、

白带增多、宫颈炎以及宫颈糜烂等，其临床表现没有特异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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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在鉴别诊断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难［１２１３］。宫颈癌前病变及

宫颈癌发生发展的原因明确，与高危型人乳头瘤样病毒持续感

染有直接的关系，可在短时间内查出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再加上
该疾病发生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宫颈上皮内瘤变发展到

宫颈癌需要较长的时间，是目前唯一可以预防的癌症，因此

ＨＰＶ在早期筛查宫颈癌前病变，预防宫颈癌发生中具有重要的
意义［１４１５］。

有很多研究发现，高人乳头瘤病毒负荷量能够显著增加宫

颈癌前病变、宫颈癌的发生几率，但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是否随宫
颈病变严重程度增加而增加存在一定的争议，本研究为了进一

步分析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严重程度
之间是否存在关系，特对宫颈病变患者做了相关临床研究，得

出相应的结果，即正常组、ＣＩＮ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３０７７％）、（６６２９％）显著低于宫颈癌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
检出 率 （９６７７％）；正 常 组 的 高 危 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 出 率
（３０７７％）显著低于 ＣＩＮ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６６２９％）；ＣＩＮⅠ组、ＣＩＮⅡ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４４８３％）、（５５９３％）显著低于 ＣＩＮⅢ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
检出率（９４８３％）；ＣＩＮⅠ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４４８３％）显著低于 ＣＩＮⅡ组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
（５５９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现随着宫颈病
变严重程度的不断加重，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出率也随之升高。
由于患者机体内的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会在短时间内自动消失，少
数患者会持续感染，重复检测ＨＰＶ会更好地判断宫颈癌的高风
险人群，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患者顺从性差、ＨＰＶ检测成本
高等，因此须进一步确定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是否能够成
为预测子宫颈病变的标志物［１６］。

目前，对于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与宫颈病变的关系有
不同的观点。有古丽仙·吐鲁翁江等研究［１７］发现高危型ＨＰＶ
负荷量与ＣＩＮ有一定的关系，可预测其发展。也有吕倩灵，张
玲，林伟平等研［１８］究认为随着宫颈病变严重程度的增加，高危

型ＨＰＶ负荷量没有上升，即高危型 ＨＰＶ负荷量与宫颈病变严
重程度没有明显相关性。在本研究中，各组之间的高危型ＨＰＶ
ＤＮＡ负荷量相比，发现其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并不完全随
宫颈病变严重程度加重而逐渐增加，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对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
进行统计学处理，发现宫颈病变严重程度与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
负荷量不完全相关（Ｐ＞００５）。在正常宫颈组织、ＣＩＮ、宫颈癌
中，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的数值分布广泛，其中在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宫颈癌中的数值分布相对较大，但并不完全随宫颈病变
严重程度加重而逐渐增加，没有发现明显的相关性［１９］。ＨＰＶ
感染自行消退与患者自身多种因素有关，如性行为、免疫力、饮

食等，有观点认为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与ＨＰＶ感染状态有
关，因而负荷量变化表示ＨＰＶ感染的变化。较高的负荷量代表
感染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可能会促进宫颈从正常组织发展成宫

颈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较低的负荷量代表患者机体自我清

除的几率较高，因此，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无法预测宫颈病
变进展。由于本研究纳入宫颈病变患者的样本量相对较小，研

究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高水平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是否预
示着宫颈ＨＰＶ持续性感染，是否可以作为监测 ＨＰＶ感染干预
措施的疗效指标等，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２０］。

综上所述，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无法预测宫颈病变患
者是否好转或恶化，但较高的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负荷量的患者
患有中、重度ＣＩＮ、宫颈癌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因此，需加强监
测，控制宫颈病变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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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期卵巢交界性肿瘤４８例保留生育功能临床分析
姚焕振　田旭青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卵巢交界性肿瘤采用保留卵巢功能手术治疗后的复发与生育情况的影响进行探
究。方法：回顾性总结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０年收治的４８例卵巢交界性肿瘤Ⅰ期、采用保守
手术治疗期望保留正常生育能力的患者，对其生存期、复发率和生育状况进行观察。结果：除１例患者术后
死亡，生育４７例患者中出现复发的共１例、受孕成功并足月生产者１７例，其中包括流产和早产者各１例。
结论：卵巢交界性肿瘤的治疗以手术为主，采取保守手术治疗有保留生育能力需求的患者，具有较低的复发

率和较长的生存期，能够使患者正常生育。

【关键词】　卵巢交界性肿瘤；保留生育功能手术；妊娠；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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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组织学以及生物学理论来说，卵巢交界性肿瘤（ｂｏｒｄｅｒ
ｌｉｎ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ＢＯＴ）介于良性肿瘤和恶性肿瘤之间，是发生在
卵巢交界处的肿瘤，也被称作低度恶性潜能肿瘤。ＢＯＴ的人群
发生率约为４８／１０万，在所有卵巢上皮性肿瘤患者中占比为
１０％～１５％。ＢＯＴ患者病变往往局限于卵巢，５０％ ～８０％的患
者在诊断时为Ⅰ期，且总体预后良好，５年生存率为 ９０％ ～
９９％，２０年生存率可达８０％［１］。ＢＯＴ患者较年轻，往往未生育
或仍有生育要求，因此许多患者希望能够保留自己的生育功

能［２］。本文回顾性地总结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对Ⅰ期卵巢交
界性肿瘤患者实行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的再生育和复发情况。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０２年至 ２０１０年收治的卵巢交界性
肿瘤 ７３例，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７２岁，年龄（４０±００）岁，未生育
者１９例，临床症状多无特异性，８０％为体检时发现盆腔包块，其
余为下腹隐痛（１０％）、腹胀等，孕期体检发现２例，经过检查发
现有囊性包块存在于附件区，大小为２ｃｍ～１２ｃｍ之间不等。有
少数患者感觉腹坠胀，压痛不明显，可以正常活动。术前均妇

科彩超检查，其中提示囊性者２２例，囊实性４９例，实性２例。
肿瘤标志物多升高不明显，如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轻度升高，无明显
特异性。

１２　方法
对所有患者的病史和诊疗记录进行查阅，并对患者的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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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片进行反复检查，以卵巢交界性肿瘤的诊断标准为依据确定

为 ＢＯＴ［３］，分期继续随访，时间为治疗后至 ２０１５年 ３月。
１２１　诊断依据组织学诊断标准：细胞复层化；细胞核浓染，分
叶具有异型性；细胞群游离；无间质浸润。７２例患者中有３５例
组织学类型浆液性，３３例粘液性 ３３例，和３例子宫内膜样肿瘤
以及交界性透明细胞腺纤维瘤、浆液性和粘液性混合型各１例。
参考ＦＩＧＯ分期分为：Ⅰ期 ５９例，Ⅱ期 ３例，Ⅲ期 １１例，交界性
浆液性乳头状囊腺瘤６例，交界性粘液性囊腺瘤５例。
１２２　手术治疗采用分期细胞减灭术治疗所有患者。有研究
显示［４］交界性肿瘤患者具有超过５年以上的生存期，因此采用
保留生育功能的传统手术治疗有生育需求的患者，采用腹腔镜

手术切除附件。使用腹腔经探查患者的腹膜以及附件，未发现

病变的寻在。另有８例为临床 Ｉ期，无生育要求，患者拒绝行根
治性手术，术后进行临床随诊。在随诊中发现有１７例患者出现
对侧卵巢病变。采用根治性手术治疗不需要保留生育功能的

患者（即为全子宫切除术＋两侧附件切除术 ＋大网膜切除＋阑
尾切除、细胞减灭术等）。

１２３　术后随访对所有Ｉ期手术患者实施５年的随访，观察患
者的肿瘤指标、复发情况和生育状况。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１软件包的检验，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进行统计学

处理。

"

　结果
所有患者中有２４例患者为浆液性，２例患者为粘液性，各

有１例子宫内膜肿瘤和透明细胞癌患者。年龄与病理类型分布
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术前测定所有患者的 ＣＡ１２５指标，结果显示有 ２７例
ＣＡ１２５≥ ３５ＩＵ／ｍｌ，增高 ５６２５％。其中浆液性交界性肿瘤
ＣＡ１２５升高 ２Ｏ例，６例粘液性ＣＡ１２５升高，子宫内膜样肿瘤１
例；３８例术前行 ＣＡ１９９检测，增高１０例为２６３２％，浆液性 ４
例，粘液性６例；２６例术前检测ＣＥＡ均正常。
４８例Ⅰ期交界性卵巢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患者术中未

见腹腔和腹膜、附件病变，采用腹腔镜对患侧的附件进行切除，

对患者进行 ５年的随访，发现所有患者 ５年后血清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９９等肿瘤指标无异常情况。没有患者发生死亡。成功受孕
且足月分娩者共１７例，其中分别有１例患者流产和早产。
#

　讨论
卵巢交界性肿瘤的发病群体多为年轻人群。通常卵巢交

界性肿瘤的临床症状特异性较差，可通过常规体检明确病

情［５］。在疾病发生后患者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如腹胀、腹痛、尿

急、尿频、性交不适等等［６］。在诊断该病时主要依据病理组织

学诊断结果，在术中将病理进行迅速冷冻，确诊率可达到６５％
以上，具有较高的误诊和漏诊率［７］。卵巢交界性肿瘤一般来说

在早期时容易被确诊，具有良好的预后效果，疾病发展和蔓延

的速度比较慢，因此患者的治疗时间也较为宽松。大部分患者

会在发病后生存１０年以上，在该病的发展情况较轻，且患者年
纪较轻的情况下会更容易治疗，预后效果十分明显［８］。虽然在

首次手术后会有部分病灶参与，对预后造成一定程度上的影

响，但是很少有患者会出现死亡的情况［９］。初次手术分期和细

胞和细胞减灭术是治疗卵巢交界性肿瘤的两种首选方式。对

于症状较轻，保留生育功能的患者，应该对其腹膜与侧卵巢进

行仔细的检查，排除肿瘤的可能之后，可采用保守手术方式将病

灶切除，效果较好［１０］。一般来说，不建议进行卵巢活检。如果

患者存在囊性病变的情况，应该首先将肿瘤切除，并保留部分

卵巢以便患者的生育功能得以保留。

大多数研究认为相比附件切除术来说，经囊肿剔除术的复

发率要显著较高。并且无瘤状态下具有较短的生存时间。由

于肿瘤的便捷比较模糊，在诊断边缘切除时存在一定的难度和

挑战，洪流由于多灶生长，单纯的切除肿瘤相比切除附件，更容

易复发。因此切除患侧的附件，有助于将复发的概率降低，而

单纯的切除肿瘤，只适合一些已经切除一侧附件的肿瘤

患者［１１］。

目前大多数临床理论不建议全切除淋巴结，除了交界性肿

瘤手术患者，这是因为患者的生存期与区域淋巴结无明显的关

联性。保留生育功能手术传统手术患者，在术后不易发生复发

和转移，对患者的远期生存率不产生影响，且不影响患者的生

育功能。在本研究中，４８例患者进行术后随访发现，５年内出现
复发的患者仅有１例（２年后，为粘液性交界性肿瘤 ），复发率
２０８％，患者均未发生死亡，且术后妊娠率达到３９５８％，其中
包括３５４２％的足月分娩女性患者，这说明保手术治疗交界性
肿瘤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能保留患者的妊娠功能。再复发率方

面，根治性手术的复发率更低，经随访发现有复发病例，存活率

未发生显著变化。大部分复发的肿瘤为 ＢＯＴ，可以通过手术将
其切除。殴学者认为对 Ｉ期患者的内分泌功能进行保留，可以
实施保守手术治疗。有统计结果显示。卵巢交界性肿瘤Ｉ期手
术具有６８％的复发率，则与临床多数研究具有一致性，因此可
以说保守手术治疗卵巢交界性肿瘤Ｉ期具有可行性［１２］。

肿瘤标记物检测对于卵巢交界性肿瘤患者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许多临床研究表明，在诊断和检测交界性肿瘤期间，

有必要对ＣＡ１２５与 ＣＥＡ进行检测［１３］。其中 ＣＡ１２５能够明确
非粘液性肿瘤。高春英，蒲建文，隋长平［１４］等报道，８例交界性
瘤血清 ＣＡ１２５４例升高，且均少于 ５４ｋＵ／张芳，张周龙［１５］等研

究表明，８例交界性瘤血清 ＣＡ１２５６例升高且其中１例为粘液
性肿瘤。本研究发现，交界性肿瘤血清ＣＡ１２５低于３３００ｋＵ／Ｌ，
就能够表达达浆液性交界性肿瘤，且粘液性交界性肿瘤随之升

高。若患者在随诊过程中 ＣＡ１２５与 ＣＥＡ升高，意味着可能会
出现肿瘤复发的情况。所以，在交界性肿瘤的检测中血清血清

ＣＡ１２５与 ＣＥＡ均为重要指标。
由于卵巢交界性肿瘤具有良好的分化，其代谢活性与良性

肿瘤具有相似性，缺乏对化疗药物的敏感性或表现出抗药性。

尽量不要急于早期患者和术后无残留病灶的患者进行辅助治

疗。与此同时，要积极的随访患者的情况，必要是采用化疗治

疗病灶残留的患者，再一次提供手术机会对患者进行治疗，切

除残留的病灶。卵巢交界性肿瘤 Ｉ期患者需要保留生育功能
者，病理类型为浆液性及粘液性肿瘤者行保守性手术 （腹腔镜

下患侧附件切除 ）后 ５年，１例复发，无因复发等情况死亡，一
般来说，多数卵巢交界性肿瘤患者为年轻需要保留生育功能的

女性，在进行保留生育功能手术后保障患者能够正常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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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在宫腔粘连分离术后的治疗疗效分析
陈欢　洛若愚Δ　李梦如　张红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Ｉ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不同方法在宫腔粘连（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ＩＵＡ）分离术后治疗中的疗效。方法：
搜集 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接受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的宫腔粘连患者２４０例，
术后行不同处理，分为４组，每组６０例：Ａ组为术后未行处理组，Ｂ组术后宫腔置入尿管球囊５ｄ后取出，Ｃ组
术后宫腔置入球囊５ｄ取出后放普通金属圆形节育环一枚，Ｄ组术后宫腔置入球囊５ｄ取出后放生物膜环（迪
康膜包裹环），Ａ、Ｂ、Ｃ、Ｄ四组术后均行人工周期治疗３个周期结合小剂量阿司匹林连续治疗３个月，观察月
经改善情况及妊娠情况，平均随访时间为（６５±１３）个月。结果：球囊组月经改善率（８１７％ｖｓ６３３％）、妊
娠率均显著高于未处理组（４１７％ｖｓ２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上环组月经改善率（９５０％
ｖｓ８１７％）、妊娠率均显著高于球囊组（６１７％ｖｓ４１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使用迪康膜包裹
环组较上环组月经改善率（９６７％ｖｓ９５０％）、妊娠率 （６６７％ｖｓ６１７％）高，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宫腔粘连分离术后将节育器（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ＵＤ）置入宫腔并给与人工周期结合小剂量阿
司匹林治疗能有效改善月经及妊娠情况，加用生物膜组与单纯上环组妊娠率及月经改善情况未见明显差

异，因生物膜价格昂贵，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术后球囊置入取出后使用普通节育环更佳，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宫腔粘连分离术；尿管球囊；宫内节育器；生物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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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腔粘连（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ＩＵＡ）是妇科常见的疾病，
其发病机制主要与各种原因导致的子宫内膜受损，修复障碍有

关，患者多因月经改变及不孕就诊。近年来随着剖宫产率的增

多，宫腔粘连也日益增多，而国家“二孩”政策的开放，使更多的

患者选择就医，但宫腔粘连的治疗至今无统一标准。虽然宫腔

镜的使用使得宫腔粘连的治愈率大大提高，但是术后妊娠率及

月经改善率不高仍是目前广大临床医师面临的问题，为此行二

次宫腔镜者亦不少见，因此本研究对不同方法在宫腔粘连分离

术后治疗中的疗效进行分析，为指导临床工作提供理论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搜集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 １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
产科接受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的宫腔粘连患者２４０例，所有
患者术前均签署治疗方案知情同意书及手术同意书，分为４组，
每组６０例：Ａ组为术后未行处理组，Ｂ组术后宫腔置入尿管球
囊５ｄ后取出，Ｃ组术后宫腔置入球囊５ｄ取出后放普通金属节
育环一枚，Ｄ组术后宫腔置入球囊５ｄ取出后放生物膜环（迪康
膜包裹普通金属节育环）一枚，４组术后均行人工周期治疗３个
周期＋小剂量阿司匹林连续治疗３个月。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行宫腔镜检术均诊断为宫腔粘连者；②有临
床症状者：闭经、不孕、腹痛、月经不调、月经量少。排除标准：

①近６个月运用性激素者，性激素六项不正常者；②肝肾功能不
良者；③有心脑血管疾病者；④有子宫内膜息肉、子宫肌瘤、子
宫腺肌症者，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畸形者，子宫内膜癌、子宫

内膜不典型增生，异常子宫出血；⑤血栓性疾病及家族史者。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仪器和设备及药物　患者采用静脉全身麻醉，常规宫颈
扩宫条扩宫，采用德国 ＳＴＯＲＺ公司生产的宫腔镜置入宫腔，以
３７℃的生理盐水作为膨宫介质，设定膨宫压力 １２０ｍｍＨｇ，流
速２００ｍｌ／ｍｉｎ；本研究使用的补佳乐（戊酸雌二醇片，ＢＡＹＥＲ公

司生产，药准字号Ｊ２０１３０００９）、克龄蒙（戊酸雌二醇片?雌二醇
环丙孕酮片复合包装，ＢＡＹＥＲ公司生产，药准字号 Ｊ２０１３０００６）
及拜阿司匹林（阿司匹林肠溶片，ＢＡＹＥＲ公司生产，药准字号
Ｊ２０１３００７８）均产自拜耳医药。
１３２　术前准备和手术过程　四组患者手术时间均在月经干
净的３ｄ～７ｄ内进行，对于闭经及停经大于１月者（排除妊娠）
可随时进行，术前常规行阴道擦洗３ｄ，于术前晚２２：００阴道放
置米索前列醇（米索前列醇片，华典公司生产，药准字号

Ｈ２００７３６９６）０４ｍｇ软化宫颈。手术采用静吸全身麻醉，取膀胱
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宫腔镜下探查宫腔形态及粘连程度，尽

量采用钝性分离，若粘连致密者可采用微型剪剪开粘连带，对

于粘连严重必须采用电切分离者首选双极电凝及电针，以利于

保留更多的正常内膜组织。手术满意标准为：宫腔形态基本恢

复，两侧宫角及输卵管开口可见。

１３３　宫腔镜术后的治疗　４组均行宫腔镜粘连分离术，Ａ组
术后未行特殊处理 ，Ｂ、Ｃ、Ｄ组术后均尿管球囊支撑宫腔，根据
患者宫腔大小尿管球囊注水３ｍＬ～５ｍＬ不等，５ｄ后取出，Ｃ组
取出球囊后将 ＩＵＤ置入宫腔，３个月后取出节育环；Ｄ组取出球
囊后置入迪康膜包裹环，３个月后取出节育环。四组均从术后
第一天开始行人工周期治疗，以后每次月经第一天开始行人工

周期治疗，共３个人工周期治疗，同时给予小剂量阿司匹林（阿
司匹林肠溶片，ＢＡＹＥＲ公司生产，药准字号 Ｊ２０１３００７８）连续治
疗３个月，所有病人常规术后预防感染治疗 ３ｄ。４组人工周期
用药剂量：补佳乐２ｍｇ，１次／ｄ，克龄蒙（１１片白色糖衣片，每片
含戊酸雌二醇２ｍｇ，１０片浅橙色糖衣片，每片含戊酸雌二醇２ｍｇ
及醋酸环丙孕酮１ｍｇ）１片／次，从白色糖衣片开始服用，１次／ｄ，
连用２１ｄ。行３个人工周期治疗，术后口服拜阿司匹林１００ｍｇ／
ｄ，连续服用３个月，观察月经改善情况及妊娠情况，每月随访一
次直至３个月，以后每６个月随访一次直至１年，依从性好者可
增加随访次数。

１４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观察并记录４组宫腔粘连程度及术后月经及妊娠情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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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粘连程度的分类标准：①轻度：宫腔形态可见，两侧宫角及输
卵管开口可见，仅宫壁少许膜性粘连；②中度：宫腔形态改变，
两侧宫角及输卵管开口部分粘连或仅一侧粘连，无肌性粘连；

③重度：累及宫腔范围大，宫腔呈桶状或不规则型，宫壁肌性黏
着或粘连带肥厚，两侧宫角及双侧输卵管开口不可见。疗效判

断：①治愈：月经恢复正常，月经不调治愈；②有效：月经不调治
愈，月经量仍然很少；③无效：月经量少，闭经等症状仍未改善。
总有效为（治愈 ＋有效）／该组总人数。分别记录 Ａ、Ｂ、Ｃ、Ｄ４
组患者的妊娠例数及月经恢复状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数据分析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

四组患者年龄、孕次、产次、既往人流史、药流史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四组患者基础资料比较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珋ｘ±ｓ Ｐ

年龄 ２９３±４５ ３２６±３９ ３１８±４３ ３２２±４６ ３１５±４５ ００７９

孕次 ３１±２０ ２８±１６ ３０±１８ ３２±２０ ３０±１８ ０９４４

产次 １２±０６ １０±０６ １０±０７ １１±０７ １０±０７ ０５６８

自然流产史 １ ３ ４ ３

人流、药流史 ５２ ５４ ５０ ５５

２２　手术结果
所有患者均手术治疗满意，其中轻度宫腔粘连者４６例，中

度宫腔粘连者８３例，重度宫腔粘连者１１１例。其中，轻度宫腔
粘连者术后月经改善率为９５６％，有４４例，中度粘连者术后月
经改善率为 ９０３％，有 ７５例，重度粘连者月经改善率为
７４７％，有８３例。
２３　４组宫腔粘连术后月经比较情况

术后经治疗三个周期后随访，四组的月经改善情况见下

表，球囊组（Ｂ组）较未处理组（Ａ组）的月经改善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５７，Ｐ＝００２５）；上环组（Ｃ组）较
球囊组（Ｂ组）月经改善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１７５，Ｐ＝００２３）；生物膜组（Ｄ组）较上环组月经改善率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２０９，Ｐ＝００６４）。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四组宫腔粘连术后月经情况比较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治愈　　 ３１ ４０ ５４ ５６

有效　　 ７ ９ ５ ２

总有效率 ６３３％ ８１７％ ９５０％ ９６７％

２４　４组术后妊娠情况比较
球囊组（Ｂ组）较未处理组（Ａ组）的妊娠率高，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４５９６，Ｐ＝００３２）；上环组（Ｃ组）较球囊组（Ｂ
组）妊娠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８０５，Ｐ＝００２８）；生
物膜组（Ｄ组）较上环组月经改善率高，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０３２６，Ｐ＝０５６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四组宫腔粘连术后妊娠情况比较

项目 Ａ组 Ｂ组 Ｃ组 Ｄ组

妊娠例数 １４ ２５ ３７ ４０

妊娠率　 ２３３％ ４１７％ ６１７％ ６６７％

#

　讨论
３１　宫腔粘连的病因

宫腔粘连发生的确切机制至今仍不清楚，目前认为其主要

发生机制是因为各种因素导致的子宫内膜基底层受损，子宫内

膜的修复发生障碍，导致肌层组织裸露而引起粘连，尽管由于

宫腔镜的应用，ＩＵＡ的诊断及治疗有了很大的进步，但ＩＵＡ的完
全治愈及复发问题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治愈率不高及术后

再次粘连的问题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

３２　宫腔粘连的治疗
过去学术界对宫腔粘连的治疗更多关注的是分离粘连，恢

复宫腔结构，预防再次粘连，而忽视了修复子宫内膜的功能［１］。

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开放，更多的患者具有再次生育的需

求，因此对于子宫内膜功能的恢复越来越受到广大临床医师的

关注。再则由于宫腔镜的广泛应用，宫腔形态的恢复已不再是

难题，由此宫腔粘连的治疗由最初关注宫腔形态的恢复，转移

到对子宫内膜的修复及预防术后的再次粘连问题。

对于子宫内膜的修复，雌激素疗法已毋庸置疑。荟萃分析

发现，ＩＵＡ分离术后不使用任何辅助治疗的重度 ＩＵＡ患者的月
经改善率仅为４３％，ＩＵＡ分离术后单独使用雌激素治疗可使
月经改善率达２２５％，而雌激素结合其他辅助治疗措施时月经
改善率则高达６００％～１０００％［２］。雌激素能够促进子宫内膜

的生长与修复，促进创面的修复，但是雌激素使用多大剂量，仍

没有统一的标准，常用的雌激素剂量为戊酸雌二醇２ｍｇ／ｄ～４
ｍｇ／ｄ或等效激素，雌激素的应用时限一般为 ２个 ～３个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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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３］。重度ＩＵＡ子宫内膜大面积损伤，大剂量雌激素的治疗的
益处和风险还不得而知。动物实验表明，高剂量雌激素反而会

加速子宫内膜的纤维化，促进子宫内膜再次粘连，而生理剂量

的雌激素更有利于子宫内膜的生长，不仅如此，有患者反应雌

激素剂量过大容易短期内体重增长较快。本研究采用的是

４ｍｇ／ｄ，治疗３个周期，其联合阿司匹林治疗 ＩＵＡ的月经改善率
及妊娠率分别为６３３％、２３３％，较联合其他方法治疗的有效
率低，因此有必要联合其他治疗方法。

国内外研究表明，阿司匹林对宫腔粘连的治疗有确切的疗

效。阿司匹林为乙酰水杨酸类药物，作用于环氧化酶，抑制前

列环素（ＰＧＩ２）和 ＴＸＡ２的合成，从而抑制血小板活性，预防微
血栓形成，改善局部血循环［１］。研究表明应用小剂量阿司匹林

具有改善子宫内膜血流，促进子宫内膜修复，改善子宫内膜容

受性，提高妊娠率，抑制细胞外基质沉积，预防宫腔再次粘连的

作用［４５］。子宫内膜下螺旋动脉主要供应子宫内膜及其表面的

血管，其动脉搏动指数值和阻力指数值最能反映子宫局部的血

流灌注情况，血管阻力越低，说明子宫局部血流灌注越好，更有

利于子宫内膜的修复，子宫血流灌注差，内膜的血供不良，子宫

内膜修复受阻，导致月经量少或不孕［５］。研究表明阿司匹林能

有效降低子宫动脉血流阻力，增加子宫循环血量，局部血流的

恢复有利于子宫内膜更好的修复，从而有效的改善月经状

况［６］。范梅花等研究表明小剂量阿司匹林联合人工周期治疗

宫腔粘连可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有效率高达９２３％，显著
高于单纯人工周期疗法的６９２％［７］。但对于宫腔粘连术后子

宫内膜的修复，雌激素的治疗仍处于主导地位，阿司匹林具有

辅助内膜生长的作用。

除了子宫内膜的修复，术后如何预防宫腔再次粘连一直是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大量文献报道，仅行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

术，术后再次发生粘连者，在轻度、中度 ＩＵＡ为 ３０％，重度则高
达 ６２５％ＸｉａｏＳｏｎｇｓｈｕ等研究认为宫腔镜宫腔粘连分离术后
采用例如口服雌激素、宫内放置节育环、尿管球囊置入等单一

或联合应用的方法对于预防宫腔再次粘连及子宫内膜的修复

是有一定成效的［８］。

３２１　抗粘连剂的使用　ＡｔｔｉｌｉｏＤｉＳｐｉｅｚｉｏＳａｒｄｏ等研究发现应
用防粘连的生物材料的术后宫腔再次粘连率比术后不做处理

组的宫腔粘连率要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６％ｖｓ２２％；Ｐ ＜
００５）［９］。防粘连的生物材料的应用对预防宫腔镜术后再次粘
连是安全有效的［１０］，但对术后提高妊娠率是否有影响，目前仍

不明确，证据等级为 Ａ级［１１］。ＪａｎＢｏｓｔｅｅｌｓ等通过比较宫腔粘
连术后宫腔放置防粘连膜与口服安慰剂、口服雌激素、宫腔内

球囊置入术和放置宫内节育器等方法对不孕患者的妊娠率的

影响，结果显示未见明显统计学差异［１２］。迪康膜（ＤＩＫＦＩＬＭＲ）
为可吸收医用膜，生物相容性良好，能够避免“异物反应”，减少

炎症的产生，并且其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完全降解吸收。可吸收

生物膜通过隔离已分离的粘连组织，使得粘连部位的子宫内膜

更好的修复，从而减少再次宫腔粘连的机率。但因其质地柔

软、轻薄，无法单独使用，需配合节育环，故本研究将其包裹节

育环至于宫腔内［１３］。本研究采用了迪康膜包裹环治疗，其月经

改善率及妊娠率分别为９６７％、６６７％，与单纯上 ＩＵＤ组无明
显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该结果可能因样本量不足，或部分患
者并无妊娠需求或短期内无妊娠需求而有所偏差，有待进一步

大样本长期随访研究。

３２２　采取宫腔内持续放置充水球囊　ＡＡＥ等研究发现
宫腔粘连术后上水囊球囊的月经恢复率为８１４％，而上环组月
经恢复率为６２７％，球囊组术后发生再次粘连率 （１８６％）较
上环组低（３７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研究表
明宫腔粘连术后单独应用球囊的效果比单独应用 ＩＵＤ疗效更
好［１４］，并且与放置 ＩＵＤ相比，宫腔支撑球囊可明显降低治疗后
的ＩＵＡ可减少再粘连形成［１５］。宫腔留置尿管球囊使得宫腔的

各壁暂时分离，有利于损伤的子宫内膜更好的修复，对预防宫

腔再粘连的疗效较佳［１６］，当然有关研究也显示球囊的大小或压

迫时间不当反而会造成子宫内膜缺血坏死，因此一般推荐放置

球囊３ｄ～５ｄ，球囊内注水３ｍｌ～５ｍｌ。本研究采用放置尿管球
囊５ｄ，既避免长时间压迫导致的子宫内膜缺血坏死，又起到支
撑的作用，放置水囊的大小依据患者的宫腔大小及手术宫腔恢

复的程度而异，更有利于子宫内膜的修复及宫腔形态的恢复。

本研究表明术后放置球囊组的月经恢复率及妊娠率分别为

８１７％、４１７％，与ＡＡＥ等研究一致，较未处理组月经改善
率及妊娠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２３　取出充水球囊后放置相应型号的节育环　２０１０年美国
妇科腔镜学会对宫腔粘连的治疗提出对于使用宫内节育器，不

推荐使用含铜的节育环及Ｔ型节育环 ［１３］；研究发现，不论对于

何种程度的ＩＵＡ，宫腔粘连分离术后给予ＩＵＤ是有效的，然而对
于中重度ＩＵＡ术后给予 ＩＵＤ联合其他辅助治疗方式则对治疗
ＩＵＡ的疗效更好［１７］。因此本研究采用的是普通的金属圆形节

育环，主要是分离宫腔的粘连面，使粘连面能更好修复，预防再

次粘连，研究表明放ＩＵＤ组（Ｃ组）的月经恢复率及妊娠率分别
为９５０％、６１７％，球囊取出后上环较单纯上球囊组的月经改
善率与妊娠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此外，有研究表明对于重度宫腔粘连者，联合使用腹腔镜

与宫腔镜比单独使用宫腔镜治疗宫腔粘连的术后妊娠率及月

经恢复率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８］。但这种方
法运用于有生育要求合并宫腔粘连者更受益，因为腹腔镜不仅

可以起到监测作用，还可以恢复两侧有病变的输卵管结构及进

行输卵管通液检查。但由于腹腔镜价格较昂贵，对于一般患者

并且未发现输卵管及盆腔病变者或无生育要求者要求仅行宫

腔镜者较多。因此对于宫腹腔镜联合治疗宫腔粘连的方法有

待以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术后将宫内节育器（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ＵＤ）置
入宫腔并给与人工周期联合小剂量阿司匹林治疗能有效改善

月经及妊娠情况，加用防粘连膜月经及妊娠情况未见明显提

高。因生物膜价格昂贵，从经济学角度考虑术后球囊置入取出

后使用单纯节育环更佳，值得临床推广。但该结果可能因样本

量不足，或部分患者并无妊娠需求或短期内无妊娠需求而有所

偏差，有待进一步大样本长期随访研究。由于许多患者未进行

二次宫腔镜的探查，即未进行粘连分离术后宫腔解剖结构是否

恢复的追踪，有待后续进行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为临床工作

中对宫腔粘连的治疗提供更充分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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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蒋蕾（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产科临床工作
Δ【通讯作者】陈铎（１９６０—），女，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９５９８０１１３＠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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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预防宫颈炎孕产妇
术后深静脉血栓的效果分析及对炎性因子的影响
蒋蕾１　陈铎２Δ　李聪１　郁瑞平１

１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产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２河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产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常规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预防宫颈炎孕产妇术后深静脉血栓的临床
效果以及对产妇体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
接受治疗的孕妇１６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８０）与对照组（ｎ＝８０）。两组孕妇均给予常规的治疗，在此基
础上，观察组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结果：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３７５％，对照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
１７５０％。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ＩＬ１和ＩＬ６均有明显下降，观察组下降更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纤维蛋白
原明显低于治疗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常规治疗联
合低分子肝素治疗预防宫颈炎孕产妇术后深静脉血栓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率，且炎性因子改善明显，值得推广。

【关键词】　低分子肝素；宫颈炎；深静脉血栓；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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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ｏｗ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ｗｅｉｇｈｔｈｅｐａｒ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ｉｔｉｓ；Ｄｅｅｐｖｅｉｎ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

　　深静脉血栓（ｄｅｅｐｖｅｎｏｕｓ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简称ＤＶＴ）是一种较为
常见的并发症，尤其对于长期卧床的患者更为明显，其中以下

肢深静脉血栓（ＰＴＥ）为主［１］。宫颈炎孕产妇卧床时间相对长，

患有该病的风险较大，一旦发生 ＤＶＴ，如果未及时处理可能造
成患者残疾，若血栓掉落，通过血液循环后进入肺部或者脑部，

则会严重威胁到患者的生命健康［２］。目前临床中针对预防

ＤＶＴ的方法主要包括物理及药物预防，物理预防包括压力梯度
袜及静脉足泵等，而药物预防主要包括普通肝素及低分子肝素

等［３］。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石家庄市妇
幼保健院接受治疗的孕妇１６０例，分析并探讨常规治疗联合低
分子肝素治疗预防宫颈炎孕产妇术后深静脉血栓的临床效果

以及对产妇体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接受
治疗的孕妇１６０例。年龄范围２２岁～４１岁，年龄（２９１７±４６４）
岁。纳入标准［４］：①符合宫颈炎的诊断标准；②无血栓栓塞疾病史；
③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器质性病变患者；②合凝血功能
障碍者；③入院前有深静脉血栓者。现随机将１６０例孕妇随机分为
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８０例。两组孕妇在年龄、病情方面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一般临床资料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８０）对照组（ｎ＝８０） ｔ值 Ｐ值

平均年龄（岁） ２９１４±４６１ ２９２６±４６６ ０３１ ＞００５

平均孕次（年） １２７±０２１ １３１±０２３ ０９９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的治疗。尿激酶行溶栓联合抗凝治

疗，尿激酶（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３２９０；生产单位：南京南

大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溶于５０ｍＬ生理盐水中静脉微量泵泵入。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联合应用低分子肝素注射治疗。低分子肝

素钠（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６８２５；生产单位：爱德药业（北
京）有限公司），４０００ＩＵ，２次／日，连续治疗３日。
１３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纤维蛋白原水平、细胞炎性因子

ＩＬ１和ＩＬ６水平。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 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
了统计学分析，经ｔ检验和卡方检验，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对比

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３７５％，对照组深静脉血栓发
生率为１７５０％。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８０）对照组（ｎ＝８０） χ２值 Ｐ值

发生（例） ３ １４ － －

未发生（例） ７７ ６６ － －

发生率（％） ３７５ １７５０ ７９６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细胞因子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后ＩＬ１和ＩＬ６均有明显下降，观察组下降更

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和表４。
２３　两组患者纤维蛋白原对比

观察组治疗后纤维蛋白原明显低于治疗前，且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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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ＩＬ１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８０） 对照组（ｎ＝８０） ｔ值 Ｐ值

治疗前 １２４４９±１５２２ １２４５８±１６５４ ０１１ ＞００５

治疗后 １１１８６±１１２６ １１７８５±１１１７ ２９２ ＜００５

ｔ值 ３９８ ２７９ －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

表４　两组患者ＩＬ６对比

组别 观察组（ｎ＝８０） 对照组（ｎ＝８０） ｔ值 Ｐ值

治疗前 ９６３６±９３８ ９６４８±９５３ ０２１ ＞００５

治疗后 ８８１１±６２４ ９３０３±６３９ ４２７ ＜００５

ｔ值 ５５８ ２３６ －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

表５　两组患者纤维蛋白原对比（ｇ／Ｌ）

组别 观察组（ｎ＝８０） 对照组（ｎ＝８０） ｔ值 Ｐ值

治疗前 ５１３±０８３ ５１２±０８５ ００７ ＞００５

治疗后 ４４５±０５９ ５１４±０９２ ４８９ ＜００５

ｔ值 ５１７ ０１２ －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

#

　讨论
静脉血栓栓塞症根据其栓子堵塞部位的不同而化为不同

类别［５６］，临床研究发现，卧床时间相对较长、中心静脉置管、全

身性感染等原因均可造成深静脉血栓的形成［７９］。该病预后相

对较差，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其病死率可达到３０％左
右［１０１１］。其病死原因，主要是因为任何原因导致的栓子掉落，

随血液循环至狭窄位置，发生局部坏死所致［１２］。其中最为严重

的为栓子堵塞肺动脉血管，可导致患者猝死，救治率低。研究

证实，血流速率过慢、血液高凝及血管壁损伤是引起该病的主

要原因，其中临床干预最常见方法，便是从血液高凝入手，通过

药物降低高凝状态是临床主要药物预防方式［１３］。

药物预防方式主要包括肝素类及维生素Ｋ类拮抗剂，后者
临床常用药物为华法林，其特点为药物起效时间长，同时对患

者ＩＮＲ指标规定相对严格［１４］。当患者ＩＮＲ高于２０时，易引起
出血，而低于２０时，抗凝效果不理想。根据上述特点，临床中
常将华法林应用于长期抗凝患者使用。而肝素类药物则包括

普通肝素及低分子肝素，与后者相比，前者所需要的火花凝血

酶原时间较长，应用时出血危险系数高［１５］。而低分子量肝素是

普通肝素的衍生物，抗血栓效果明显且有效时间长，抗血栓形

成能力更强，引发出血危险系数较低［１６］。但临床中是否应该应

用低分子量肝素对 ＩＣＵ患者进行深静脉血栓预防目前仍有
争议。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３７５％，
对照组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１７５０％。观察组深静脉血栓发生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该结果表明，低分子量肝素可以明显降低

深静脉血栓发生率，对预防ＩＣＵ住院患者深静脉血栓发生有良

好效果。研究表明，虽然低分子量肝素对深静脉血栓发生有一

定预防作用，但当患者合并活动性大出血或骨筋膜室综合征及

严重颅脑损伤等疾病时，不可应用肝素等药物预防［１７］。两组患

者治疗后ＩＬ１和ＩＬ６均有明显下降，观察组下降更加明显，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纤维蛋白原明显
低于治疗前，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这表明，应用低分子量肝素后，患者隐形失血情况有所减少，降

低患者病情继续恶化的风险。但值得注意的是，医护人员不能

完全依赖低分子量肝素对深静脉血栓进行预防，还应在患者身

体允许情况下，鼓励其尽早下地走动［１８］。

综上所述，常规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预防宫颈炎孕产

妇术后深静脉血栓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预防深静脉血栓

的发生率，且炎性因子改善明显，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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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行米非司酮治疗的剂量选择与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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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子宫肌瘤行米非司酮治疗的剂量选择与效果评估。方法：选取海南西部中心医
院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收治的８４例子宫肌瘤患者，将患者随机分成两组，每组４２例，一组为观察组，
采用小剂量治疗，每日服用１２ｍｇ米非司酮。另一组为对照组，采用大剂量治疗，每日服用２４ｍｇ米非司酮。
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用药后的总有效率为９０４８％，对照组为８５７１％，观察组略优
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９５２％，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２８５７％，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各血清激素水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都有下降，观察组明显对照组低，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肌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肌瘤体积都有下降，观察组明显小于对照组，两
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肌瘤患者采用低剂量米非司酮治疗有更好的效果，患者
的不良反应能够有效降低，而且能够更好地缩小肌瘤体积，提高安全性，促进患者的治疗。

【关键词】　子宫肌瘤；米非司酮；剂量选择；评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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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
虽然是良性的，但是如果不及时治疗，病情就会恶化，增加治疗

的难度，严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临床上主要采用常规药物

治疗和手术治疗，但是由于一些原因，部分患者不能接受手术

治疗或者拒绝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发挥着重要的作用［１３］。在

子宫肌瘤的药物治疗中，使用比较普遍的药物是米非司酮，但

是不同的剂量在治疗效果和预后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对米非司

酮的使用剂量存在争议。为探究子宫肌瘤行米非司酮治疗的

剂量选择与效果，特选取海南西部中心医院８４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海南西部中心医院２０１３年５月到２０１６年５月的８４
例子宫肌瘤患者。所有患者符合临床表现，伴随月经过多、痛

经、贫血等症状，经过影像学诊断，确诊为子宫肌瘤，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有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使用米非司

酮过敏患者以及治疗前两个月使用过激素类药物的患者，排除

自愿选择手术治疗的部分患者。将８４例患者随机分成两组，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２例。观察组中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６５
岁，年龄（４５１±２９）岁，病程范围８个月～４６个月，病程（２２８
±４７）个月，其中３０例单发子宫肌瘤，１２例多发子宫肌瘤。观
察组中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６６岁，年龄（４５７±２５）岁，病程
范围９个月～４７个月，病程（２２５±４６）个月，其中２８例单发
子宫肌瘤，１４例多发子宫肌瘤。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大剂量治疗，每日服用２４ｍｇ米非司酮（湖
北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８３７８０），每日一
次。观察组采用小剂量治疗，每日服用１２ｍｇ米非司酮，每日一
次。服用一个疗程两个月，对患者的各项指标进行测定。子宫

肌瘤大小的检测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仪（美国ｉｍｐｅｒｉｕｍ公司提
供），分别测量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的体积大小，医师要严格按

照规范操作［４］。血清激素水平的测定需要早晨空腹采集患者

的静脉血，常温放置两小时后，进行离心操作，血清分离后在冰

箱中冻存待测［５６］。对雌二醇、孕激素、黄体生成素、卵泡刺激

素的检测严格按照规范采用放射免疫法。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以及血清激素水平和肌

瘤体积大小。患者的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为

肌瘤体积缩小４０％，月经紊乱和痛经消失，有效为缩小２０％，月
经紊乱和痛经偶尔出现，基本消失，趋于正常。无效为缩小不

足２０％，病情没有得到控制，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 ＋有效例
数）／总数×１００％。不良反应包括腹痛、头晕、恶心、呕吐，不良
反应发生率＝（腹痛例数＋头晕例数＋恶心例数＋呕吐例数）／
总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次调查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表示
计数资料，用χ２进行计数资料间的检验，计量的资料用（珋ｘ±ｓ）表
示，用ｔ检验计量资料的对比。当 Ｐ＜００５，表示两组数据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观察组患者用药后的总有效率为 ９０４８％，对照组为

８５７１％，两组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明显比对照组低，两组数据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治疗前
两组患者的各血清激素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都有下降，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肌瘤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都有下降，观
察组明显比对照组少，两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观察组

４２
４２

１２（２８５７）
１４（３３３３）

２４（５７１４）
２３（５４７６）

６（１４２９）
４（９５２）

３６（８５７１）
３８（９０４８）

ｔ值
Ｐ值

／
／

／
／

／
／

／
／

０６２１
０２５７

表２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腹痛 头晕 恶心 呕吐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４２ ２（４７６） ３（７１４） ４（９５２） ３（７１４）１２（２８５７）

观察组 ４２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４（９５２）

ｔ值 ／ ／ ／ ／ ／ ５２６５

Ｐ值 ／ ／ ／ ／ ／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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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血清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例数
雌二醇（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孕激素（ｎ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黄体生成素（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卵泡刺激素（μ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２ ３１４２６±３０５７１７４５１±１７８２ １７８２±４５６ １０５８±２２７ ２０９５±４３８ １５３６±３２８ ２５３８±６０６ １７１２±４９３

观察组 ４２ ３１４５２±３０２７１２８７２±１２３３ １７９３±４４８ ７５２±２０５ ２１１５±４７６ １２０５±２５３ ２６５２±６０４ １３２２±２８７

ｔ值 ／ ０５２９ １３７２６ ０４１２ ６５２８ ０２３５ ５７８３ ０５１７ ５０２３

Ｐ值 ／ ０８５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０７ ００１２ ０３６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７ ０００２

表４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体积大小比较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观察组

４２
４２

６２１２±７８３
６２２３±７７６

４５２５±５７２
３２４３±３０１

ｔ值
Ｐ值

／
／

０２６１
０７１５

１０３２６
０００２

目前，子宫肌瘤的病因尚不明确，患者在初期很多没有症

状，部分患者会出现腹部疼痛、阴道出血等问题，子宫肌瘤发病

和孕激素、雌激素等有密切的关系［７１０］。虽然子宫肌瘤是良性

肿瘤，但是不及时治疗，也会威胁患者的生命健康，还会导致患

者不孕不育。治疗子宫肌瘤常用的药物是米非司酮，米非司酮

能够对抗糖皮质醇的类固醇产生作用，同时能够作用于受体水

平的抗孕酮，米非司酮和孕激素受体结合后，对孕酮进行阻断，

通过一系列反应，减少子宫动脉血流，减少子宫机理的体积，从

而达到治疗子宫肌瘤的目的［１１１５］。米非司酮具有明显的治疗

效果，但是在使用的剂量上，存在较多的争议，不少研究者指出

低剂量的米非司酮应用效果更好。本次研究显示，不管是观察

组的低剂量还是对照组的低剂量，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治疗

有效率数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能够有效改善患者
的痛经、阴道出血等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９５２％，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８５７％，两组数据
差异明显（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低剂量的用药更安全。米
非司酮对女性生育和内分泌的影响，是重要问题，不同剂量对

女性的内分泌可能有不同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当剂量超过

一天１０ｍｇ，患者的副作用发生率就会升高，随着剂量的增加，复
发率也会增加，米非司酮对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１６１８］。本次研究中显示，观察组患者的血清激素水平比

对照组有明显的降低，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剂
量的治疗对血清中各激素指标影响更大，在治疗中也更有优

势，观察组患者的肌瘤体积比对照组有明显的缩小，两组数据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研究者认为，米非司酮联
合中药制剂桂枝茯苓胶囊，不仅能够有效缩小肌瘤的体积，而

且能够改善皮损伤的程度。综合疗效、不良反应等情况，口服

低剂量的米非司酮连续用药一个疗程，有利于患者的治疗。患

者在药物治疗中要注重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以良

好的心态进行治疗，如果有不良反应要及时通知医生。

综上所述，子宫肌瘤应用不同剂量的米非司酮，在治疗的

有效性上相当，但是低剂量治疗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的不良反应

和血清激素水平，缩小肌瘤体积，安全性更高，临床价值更高，

应在临床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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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肌瘤挖除术时两种子宫动脉阻断术式的
比较
施建红１　石磊２　马越２　孟瑶２　王欢２　宋永胜３　李大可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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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中一种改良子宫动脉阻断术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将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江苏省中医院的７６例子宫肌瘤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改良组（ｎ＝３８）行腹腔镜
下子宫肌瘤切除术联合改良的子宫动脉阻断术；对照组（ｎ＝３８）按传统手术方式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
术联合子宫动脉阻断术，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恢复情况以及住院时间等指标。

结果：改良组手术时间与经典组相比明显缩短，两组手术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术中
失血情况虽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经典组出血量多于改良组。两组术后排气时间及住院天数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改良型子宫动脉阻断术治疗子宫肌瘤能够减少手术时间及术中出血量，降
低了发生手术并发症的几率，降低了对女性性功能的影响，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子宫肌瘤；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子宫动脉阻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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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２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ｉｎ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ｙｏｍａｉｎＪｉａｎｇｓ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
ｍｙ，ｗｈ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ｂｅ
ｆｏｒｅ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
ｓｔａ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ｔａ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ｃ
ｋｉｎｇｉ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子宫肌瘤为女性生殖器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其发病率约
达２０％甚至更高，部分患者临床症状不明显，部分患者出现经
量增多及经期延长、贫血、盆腔压迫症状甚至不孕等［１］。临床

对子宫肌瘤的治疗主要为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其中手术为

主要治疗方法。随着现代社会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技

术凭借其低侵袭性、高疗效、高美观三大优势获得了广大医患

的认可，并得到日渐普及和完善。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ｕｔｅｒ
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ｃｋａｇｅ，ＵＡＢ）加子宫肌瘤切除术既可以保留器官，又
可以达到改善患者术后出血症状，减少术后复发率的效果。文

献报道的子宫动脉阻断术多为经典的前路式，现我们在临床操

作中将该术式加以改进，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现将两种手术方

式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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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江苏省中医院收治的子
宫肌瘤患者７６例，将其随机分为经典组与改良组。病例纳入标
准：①单个肌瘤最大直径＞５ｃｍ；②手术前Ｂ超检查肌瘤数量不
超过４个；③有月经过多史及盆腔占位引起的症状（包括腹痛、
腹坠、压迫症状等）。术前患者均行宫颈细胞检查，排除宫颈病

变；有不规则阴道流血病史或 Ｂ超下内膜厚度 ＞１４ｃｍ者，行诊
断性刮宫及病理学检查，以排除子宫内膜病变。患者均无腹腔

镜手术禁忌证，未合并有严重心、脑、肾脏疾病。两组患者的一

般情况如年龄、体重、肌瘤直径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年龄（岁） ＢＭＩ 肌瘤大小（ｃｍ）

经典组（前路）（ｎ＝３８） ３１０±５４ ２１１±１４ ６１±０２（５７）

改良组（后路）（ｎ＝３８） ２９６±４１ ２１１±１１ ６０±０３（５７）

ｔ值 ０６２５ －００９９ ０６３６

Ｐ值 ０５４１ 　０９２２ ０５５９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麻醉满意后均取膀胱截石位，常规行消毒铺巾，

保留导尿管，常规穿刺 Ｔｒｏｃａｒ。对于有性生活史者由宫颈置入
举宫器。在行肌瘤切除术前行双侧子宫动脉阻断术。经典组

（前路）是按常规选择圆韧带、骨盆漏斗韧带及盆壁组成的无血

管三角区切开腹膜，沿骨盆漏斗韧带外侧０５ｃｍ剪开腹膜，切
口长度为３ｃｍ～５ｃｍ左右，接着向下向外分离暴露髂外动静脉，
向内下方分离暴露输尿管、解剖髂内动脉及其前向的第一分

支。解剖时游离子宫动脉长度至少要达到２ｃｍ，以减少副损伤
的发生。结扎并迅速闭合双侧子宫动脉，电凝宽度必须达

１０ｃｍ，以保证血管阻断确切。分离、解剖、阻断子宫动脉时应
谨慎操作，以防损伤输尿管、盆腔内血管等。改良组（后路）方

法是于子宫阔韧带后叶峡部水平距子宫３ｃｍ～４ｃｍ处找到输尿
管，在输尿管稍上方打开阔韧带后叶腹膜，切口长度约为３ｃｍ～
４ｃｍ，分离暴露子宫动脉，解剖游离子宫动脉长度至少１ｃｍ，最后
用 Ｈａｍｌｏｃｋ闭合双侧子宫动脉，双重夹闭以保证血管阻断确
切。肌瘤挖除时于子宫肌瘤表面最突出处，切开子宫肌层直至

肌瘤部位，切口大小约肌瘤直径的２／３，用抓钳牵引瘤体，用单
极电刀或超声刀沿假包膜钝锐结合处剥离瘤体，肌瘤蒂部用双

极电凝进行凝切与分离以减少出血。肌瘤切除后的创面用１号
可吸收线分两层缝合肌层闭合瘤腔。切除后的肌瘤均通过

１５ｍｍ子宫旋切器粉碎后经左下腹 Ｔｒｏｃａｒ取出，并送病理检查。
术毕根据情况于右下腹５ｍｍ切口处放置引流管。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

下床活动时间与手术相关并发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统计分析数据，Ｐ＜００５为差异有具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腹腔镜手术，无一例中转开腹及发生

并发症。改良组（前路）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

下床活动时间与经典组（后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手术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病理报
告均为子宫平滑肌瘤，其中５例玻璃样变，１例肌瘤钙化。两组
观察指标比较的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排气时间（ｈ）ａ 住院时间（ｄ）ａ

经典组（前路） ３８ ７６．０±１０１ １４１８±８０ ４０±１２４ ４５±０６

改良组（后路） ３８ ６６８±９４ １２９１±７３ ４２±１０９ ４７±０５

ｔ（ｚ）值 ｔ＝２０２２ ｔ＝０４４２ ｚ＝－０３８２ ｚ＝－０６６３

Ｐ值 ００４９ ０６６５ ０７１６ ０６１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住院时间为秩和检验

#

　讨论
子宫肌瘤是由平滑肌和结缔组织的组成的良性肿瘤，多见

于３０岁～５０岁育龄妇女。药物治疗只适用于症状轻、近绝经
年龄或者综合评价不宜手术的病人，且无法达到根治肌瘤的效

果。因此，手术切除是治疗本病的根本方式。伴随着微创技术

的快速发展，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弥补了开腹手术的不

足，在临床的使用率也逐步增加。但在实际腹腔镜操作时，由

于盆腔空间较为狭窄，腹腔镜下观察较为局限等缺陷，往往容

易导致出血较多或遗漏较小的肌瘤［２３］。

在肌瘤挖除术中行子宫动脉阻断术是由于受到子宫动脉

栓塞术（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ＡＥ）治疗子宫肌瘤的启发。

１９９５年 Ｒａｖｉｎａ等［４］首次报道双侧 ＵＡＥ，通过阻断子宫肌瘤的
血供，不仅可以控制临床症状，还可以缩小瘤体。但 ＵＡＥ术后
患者极易出现盆腔疼痛、发热及下肢酸胀等不适，Ｗａｌｋｅｒ等［５］

报道ＵＡＥ后约有１６％ ～１２０％的育龄妇女发生卵巢功能减
退，出现闭经及更年期症状。这种症状的出现可能与栓塞剂易

通过侧支循环到达和停留在卵巢动脉，影响卵巢的血供导致卵

巢功能衰竭有关。

２００４年Ｌｉｕ等［６］首先报道腹腔镜子宫动脉阻断术，提出了

通过阻断子宫动脉治疗子宫肌瘤的方法，认为此方法可不仅以

减少腹腔镜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术中出血，减少术后复发，还能

够提高手术成功率。子宫动脉、卵巢动脉及阴道上动脉之间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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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支较为丰富，因此子宫动脉阻断术后多不导致子宫、卵巢及

输卵管等组织器官的缺血坏死，更为安全可靠。由于正常的子

宫平滑肌血管对缺血缺氧损伤的耐受力及溶栓能力较强，故恢

复较快；而肌瘤细胞对缺血缺氧损伤敏感并易发生死亡，且瘤

体血供障碍会导致肌瘤细胞内的雌孕激素受体无法与雌孕激

素结合，或雌孕激素受体随着肌瘤的坏死而消失，从而有效的

抑制肌瘤继续生长，降低子宫肌瘤的术后复发率［７］。

临床报道上子宫动脉阻断术多采用经典方法（前路）方法，

我们在术中操作时存在以下几点问题：①操作不熟练时易因钳
夹或牵拉骨盆漏斗韧带而致卵巢血管损伤出血；② 前路组打开
无血管三角区腹膜后，需进一步分离暴露髂外动静脉、输尿管，

解剖分离髂内动脉后，再向内前方寻找子宫血管，手术范围大，

操作时间长，更容易产生副损伤；③使用电器械需严格避免对
输尿管等临近器官产生热损伤。而改良术式（后路）不需接触

牵拉卵巢血管，因而不会对卵巢血管造成损伤。操作时只需先

找到输尿管，在其稍上方打开阔韧带后叶腹膜，就可以容易的

分离暴露子宫动脉，不需解剖分离髂内外血管，减少了损伤，节

省了时间。最后用Ｈａｍｌｏｃｋ闭合子宫动脉，避免了电热损伤的
可能性。妇女盆腔炎性疾病在性欲，性兴奋等多方面影响女性

性功能［８］。本研究中，经典组手术时间明显长于改良组，两组

手术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盆腔感染风险
增加［９］。两组术中失血情况虽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术
中经典组出血是多于改良组的。

综上所述，我们的改良型子宫动脉阻断术后疗子宫肌瘤能

够有效地减少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降低了手术并发症

的发生率，故也降低术后盆腔感染风险，将术后盆腔感染对女

性性功能的影响降至最低，值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曹泽毅．妇科肿瘤学．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２０８２２０８５．
［２］　谷雨枫，朱雪琼．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相关危险因素调查分

析．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３，５１（１６）；１６１８．
［３］　孙军花，葛晓英．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复发危险因素相关性分析．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４）：６１３６１４．
［４］　ＲａｖｉｎａＪＨ，ＨｅｒｂｒｅｔｅａｕＤ，ＣｉｒａｒｕＶｉｇｎｅｒｏｎＮ，ｅｔ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ｅｍｂｏ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ｙｏｍａｔａ．Ｌａｎｃｅｔ，１９９５，３４６（８９７６）：６７１６７２．
［５］　ＷａｌｋｅｒＷＪ，ＰｅｌａｎｇｅＪＰ．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

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４００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Ｂｊｏｇ
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１０９
（１１）：１２６２１２７２．

［６］　ＬｉｕＭＷ，ＴｚｅｎｇＣＲ，ＹｉＪｅｎ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ａｎｄ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ｍａｙｂｅｕｓｅｆｕｌ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ｆｉ
ｂｒｏｉｄ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４，８２（１）：２０５２１０．

［７］　欧阳振波．腹腔镜下子宫动脉阻断在子宫肌瘤治疗中的研究进
展．中华妇幼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３，９（２）：２２０２２３．

［８］　刘俊，张蕾．妇科常见疾病及手术对女性性功能的影响．中国妇
产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６，１７（３）：２８１２８３．

［９］　王文慧，郝榆霞，等．妇科手术患者术后盆腔感染危险因素分析．
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７，３３（１１）：１６８４１６８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９）

【第一作者简介】刘夏星（１９８６—），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肿瘤
△【通讯作者】孙敏（１９８２—），女，主管检验师，Ｅｍａｉｌ：ｖｖｘｃｘｃｘ＠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２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多囊卵巢综合征采用二甲双胍联合炔雌醇环丙
孕酮片治疗疗效对其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刘夏星１　孙敏２△

１宝鸡市妇幼保健院妇一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２宝鸡市人民医院检验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二甲双胍联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临床疗效。方法：回
顾性分析宝鸡市妇幼保健院８８例经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临床诊治资料，其中以４４例炔雌醇环丙孕
酮片治疗者为对照组；采用二甲双胍联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者４４例为观察组。统计两组患者临床效
果、排卵率、妊娠率，检测两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应用稳态模型测定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
胰岛素分泌指数（ＨＯＭＡβ），评定外周组织的胰岛素抵抗情况。记录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结果：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排卵率、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ＬＨ、Ｔ水平分别为（６６９±１３２）ＩＵ／Ｌ、（０９７±０５５）ｎｇ／ｍｌ，明
显低于对照组（９８８±１７８）ＩＵ／Ｌ、（１３６±０８１）ｎｇ／ｍｌ，Ｅ２水平（４４２５±１０７１）ｐｇ／ｍｌ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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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５±７６９）ｐｇ／ｍ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二甲双胍联合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疗效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二甲双胍；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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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妇科中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根据
合理保守估计，育龄妇女中患病率为６０％ ～８０％，妇科内分
泌临床上约为２００％～６００％，闭经妇女中占２５％。该疾病也
是致女性不孕的主要原因；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高雄性激素血

症和胰岛素抵抗等，发病原因十分复杂，给女性身心健康造成

极大影响，甚至还会致患者出现生殖功能障碍［１］。目前临床治

疗主要以心理治疗和改变患者月经周期等为主。炔雌醇环丙

孕酮片可有效抑制雄激素，降低患者黄体激素，有效调节ＬＨ／促
卵泡激素比值；二甲双胍不仅可有效抑制肝糖原合成，降低血

糖，同时还对雄激素具有拮抗作用［２］。有研究发现［３］，对雄激

素水平较高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来说，增进胰岛素敏感性药物

治疗效果不理想。本文研究为探讨二甲双胍联合炔雌醇环丙孕

酮片应用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效果，特进行如下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宝鸡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
８８例经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临床诊治资料，按照治疗方
法不同分组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４４例。患者无排卵或排卵稀
少、超声检查提示为多囊卵巢、高雄激素临床表现。排除标准：

先天性不孕或遗传因素致不孕、男性生殖功能异常、过敏体质、

精神疾病、子宫疾病等。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８岁，年龄
（２８５±２２）岁；月经紊乱１５例、多毛１６例、闭经１３例。观察
组：年龄范围２３岁 ～４０岁，年龄（２８７±２０）岁；月经紊乱２０

例、多毛１４例、闭经１０例。两组临床症状和年龄相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分析方法

闭经者：治疗前肌肉注射２０ｍｇ黄体酮，１次／ｄ，连续治疗３
ｄ。对照组：炔雌醇环丙孕酮片２０３５ｍｇ／ｄ，睡前服用。观察组：
二甲双胍联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炔雌醇环丙孕酮片与对照组

一致，二甲双胍治疗，０２５ｇ／次，３次／ｄ，餐中口服，两组共治疗３
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临床疗效：痊愈：患者经治疗后，排卵正常，且月经等症状

完全正常，恢复妊娠。有效：治疗后，患者月经周期等症状得到

改善；无效：排卵无改善且不能正常妊娠。检测两组治疗前、后

血清性激素水平；记录治疗期间不良反应［４］。于患者月经第２
ｄ采集患者空腹下静脉血液，检测雌黄体生成素（ＬＨ）、激素
（Ｅ２）、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及睾酮（Ｔ）［５］。应用稳态模型测定胰
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胰岛素分泌指数（ＨＯＭＡβ），评定
外周组织的胰岛素抵抗情况［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此次数据，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结果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８６４％，明显高于对照组６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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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７７９，Ｐ＝００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４ １４ １５ １５ ６５９

观察组 ４４ ２６ １２ ６ ８６４

χ２值 ７７９

Ｐ值 ００２

２２　两组患者排卵率、妊娠率比较
观察组排卵率、妊娠率分别为７５０％（３３／４４）、６８２％（３０／

４４），明显高于对照组 ５２３％（２３／４４）、４３２％（１９／４４），χ２＝
（４９１，５５７），Ｐ＝（００２，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ＬＨ、Ｔ、Ｅ２、ＦＳＨ水平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 ＬＨ、Ｔ水平分别为（６６９±１３２）ＩＵ／Ｌ、
（０９７±０５５）ｎｇ／ｍｌ，明显低于对照组（９８８±１７８）ＩＵ／Ｌ、
（１３６±０８１）ｎｇ／ｍｌ，Ｅ２水平（４４２５±１０７１）ｐｇ／ｍｌ明显高于
对照组（３９３５±７６９）ｐｇ／ｍ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ＬＨ（ＩＵ／Ｌ） Ｔ（ｎｇ／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ＦＳＨ（ＩＵ／Ｌ）

对照组 ４４ 治疗前 １５９１±５６０ ２０６±１０１ ３５１８±１０５７ ５６３±０５８

治疗后 ９８８±１７８ａ １３６±０８１ａ ３９３５±７６９ａ ５５８±０６２

观察组 ４４ 治疗前 １５８７±５５７ １９９±０９８ ３５２２±１０６１ ５５９±０６６

治疗后 ６６９±１３２ａ，ｂ ０９７±０５５ａ，ｂ ４４２５±１０７１ａ，ｂ ５５４±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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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两组胰岛素抵抗情况比较
两组治疗前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β相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两组治疗后 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β均明显低于治疗
前，且观察组治疗后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β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胰岛素抵抗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ＨＯＭＡＩＲ ＨＯＭＡβ

对照组 ４４ 治疗前 ２４８±０３９ ６７９±０５８

治疗后 ２１４±０２７ａ ６１２±０３９ａ

观察组 ４４ 治疗前 ２５１±０４１ ６８２±０６３

治疗后 １２３±０１２ａｂ ５１４±０１８ａｂ

　　注：标有“ａ”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

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不良反应
治疗期间两组均出现１例轻度恶心症状，但未经处理且未

影响后续治疗，治疗期间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妇科中常见疾病，该疾病不仅可致

女性内分泌紊乱和代谢失调，同时还可致雌激素依赖性肿瘤，

最终影响患者生殖功能而致不孕，其中排卵障碍性不孕者占主

要部分［７９］。能否恢复患者排卵是治疗该疾病的关键，同时也

是患者对治疗的要求；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多毛和双侧卵巢呈

多囊改变、肥胖等，药物治疗可改善患者症状，提高妊娠率。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联合用药效果明显优于单独用药治

疗，本文中使用的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则是一种复方制剂，该药

物由炔雌醇和醋酸环丙孕酮组成，其中前者可有效促进患者性

激素结合球蛋白的生成，减少游离Ｔ；而后者可通过负反馈作用
来有效抑制ＬＨ异常分泌，减少患者卵巢内雄激素生成，并可通
过抑制患者子宫内膜异常增生来对其造成的影响［１０１２］。所以，

本文采用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可有效对抗异常增高雄激素，

加速患者促性腺激素的生成和分泌，提高患者妊娠率。本文研

究中采用的二甲双胍则是一种降糖药物，其可有效改善患者胰

岛素抵抗症状，并可调节患者脂质代谢紊乱，提高患者性激素

和球蛋白水平及胰岛素的敏感性，同时该药物还可抑制雄激素

及ＬＨ水平，加速患者排卵，并可促使其恢复月经规律，改善其
生活质量［１３１６］。

综上所述，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二甲双胍治疗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效果显著且安全，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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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８１１７０５７１）
【第一作者简介】夏烨（１９８７—），男，住院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辅助生殖技术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２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腹腔镜手术联合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
患者４３例疗效观察及随访研究
夏烨　童国庆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中西医结合生殖医学中心，上海２０００２５

【摘　要】　目的：讨宫腹腔镜手术联合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疗效及随访效果。方法：选取
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收治的８６例输卵管性不孕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对照组（ｎ＝４３）与研究组（ｎ＝４３）。对照组采用宫腹腔镜手术治疗，研究组采用宫腹腔镜手术＋辅助生殖
技术治疗。治疗结束后统计对比两组输卵管再通率、入院时及治疗后１２个月生活质量评分（ＳＦ３６）、治疗
后１２个月～２４个月妊娠率、并发症发生率。结果：两组输卵管再通率比较，研究组９５３５％（４１／４３）与对照
组９０７０％（３９／４３）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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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两组ＳＦ３６分值较治疗前增高，且研究组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不同时间段研究组与对照组妊娠率分别为：治疗后１２个月（６７４４％、４１８６％）、治疗后１８个
月（７９０７％、５５８１％）、治疗后２４个月（９０７０％、６９７７％），妊娠率组间比较，研究组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及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输卵管穿孔（２３３％、６９８％）、宫内感染
（９３０％、４６５％）、术后疼痛（６９８％、１１６３％），并发症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采用辅助生殖技术联合宫腹腔镜手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效果显著，输卵管再通率高，可有效提高妊
娠率，且不会增加并发症发生风险，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关键词】　宫腹腔镜手术；辅助生殖技术；输卵管性不孕；中远期预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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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ｕｂａｌ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ｕｂａｌ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Ｓｈｕｇｕ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３）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ｎ＝４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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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Ｆ３６）ａｔ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１２
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１２ｔｏ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９５３５％，４１／４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０７０％，３９／４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Ｆ３６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ａｎｄＳＦ３６ｓｃｏｒｅｓｉｎ
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ｈｅｒｅ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ｓｏｆ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ｓｗｅｒｅ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６７４４％，
４１８６％），１８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７９０７％，５５８１％），２４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９０７０％，６９７７％），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ｕｂ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３３％，６９８％），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９３０％，
４６５％）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６９８％，１１６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ｔｕｂａｌｉ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ｕｂａｌ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ｅｒｅｂｙ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ｕｂａｌ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ｄｉｕｍａｎｄ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

　　输卵管性不孕为诸多因素致使输卵管管壁收缩能力和上
皮纤毛蠕动减弱、输卵管阻塞、积水及粘连等，导致输卵管伞端

拾取卵子、运输受精卵至宫腔着床功能丧失，进而引发的不孕

症类型。相关统计资料表明，输卵管因素在女性不孕（特别是

继发性不孕）中具有重要作用，其所致不孕发病率约占不孕症

总发病率的２５％ ～４０％左右［１］。同时，受性传播疾病、人工流

产次数、晚婚晚育等增多影响，输卵管性不孕发病率不断增高，

且其致病因素较复杂，包括盆腔手术、子宫内膜异位症、感染

等，对其生活质量及家庭和谐均产生了极大影响。目前，临床

用于输卵管性不孕诊疗措施较多，包括宫腔镜插管通液术、子

宫输卵管造影、输卵管通液术等，其中宫腹腔镜联合手术为输

卵管性不孕诊疗“金标准”［２３］。ＭｕｌｌａｌｌｙＣ［４］研究显示，输卵管
性不孕患者经宫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妊娠率可达２８％ ～５３％，
但仍存在部分患者受输卵管病变程度、盆腔粘连等影响而难以

正常妊娠。辅助生殖技术的研发应用拓宽了不孕症治疗思路，

本研究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收治的８６例输卵管
性不孕患者进行分组研究，旨在探讨辅助生殖技术与宫腹腔镜

手术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的具体效果。如下报告。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
医院收治的８６例输卵管性不孕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
（ｎ＝４３）与研究组（ｎ＝４３）。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４岁 ～３６岁，年
龄（３０３１±３８１）岁；病程范围 １２年 ～４１年，病程（２６３±
１０４）年；初产妇２６例，经产妇１７例；不孕类型：继发性不孕３１
例，原发性不孕 １２例。研究组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３９岁，年龄
（３０８４±４０２）岁；病程范围 １０年 ～３９年，病程（２５５±
０９６）年；初产妇２８例，经产妇１５例；不孕类型：继发性不孕３３
例，原发性不孕１０例。两组年龄、病程、有无分娩史、不孕类型
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１２　纳入标准
①经子宫输卵管造影检查显示具有输卵管病变；②男方精

液经相关检查未见异常；③知晓本研究干预方案，签署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①存在宫腹腔镜手术禁忌症者；②并发血液系统病变者；
③并发结核性疾病者；④并发肾肝心等脏器功能障碍者；⑤其
他因素所致不孕者；⑥并发阴道器质性疾病者。
１４　研究方法
１４１　对照组　采用宫腹腔镜手术治疗，月经结束后第３ｄ～７
ｄ实施手术，全身麻醉，脐上缘皮肤处行长约１ｃｍ横切口，放入
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并置入腹腔镜建立二氧化碳气腹，左下腹置入５
ｍｍＴｒｏｃａｒ１个～２个、右下腹置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１个作操作孔，
参照术中所见具体情况实施对应手术，如卵巢囊肿剥除术、多

囊卵巢打孔术、输卵管伞端造口术、输卵管修复整形术、子宫肌

瘤剔除术、子宫内膜异位病灶电灼术、盆腔粘连松解术等；采取

０９％氯化钠液作膨宫液，实施宫腔镜手术，参照术中所见具体
情况实施对应手术，包括宫腔粘连分离术及连带切除术、子宫

纵隔电切术、子宫内膜息肉电切术等；于宫腔镜辅助下实施插

管通液术，经腹腔镜查看输卵管畅通状况，若输卵管伞端流出

美兰液体则表明输卵管畅通，若未见蓝色液体流出则表明输卵

管不通。

１４２　研究组　采用宫腹腔镜手术＋辅助生殖技术；宫腹腔镜
手术治疗措施同对照组；辅助生殖技术包括：①手术结束至下
一个月经周期，给予患者促排卵药物枸橼酸氯米芬胶囊（通化

仁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２０２２１００），口服５０ｍｇ／次，
１次／ｄ，并监测卵泡发育过程，指导患者适时正确进行性生活；
②排卵监测下实施辅助生殖技术至少３个月后未妊娠者，于排
卵期实施人工受精；③针对病情较严重者，实施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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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观察指标
①治疗结束后统计对比两组输卵管再通率，双侧输卵管畅

通为完全畅通；一侧输卵管畅通，另一侧输卵管和周边组织粘

连紧密，且输卵管质硬，或完全闭塞为部分畅通；双侧输卵管均

不畅通为完全不通；输卵管再通率 ＝（完全畅通 ＋部分畅通）／
总例数×１００％［５］。②入院时及治疗后１２个月统计两组生活质
量评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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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治疗后１２个月～２４个月对两组进行
随访，统计对比两组妊娠率。④治疗结束后统计对比两组并发
症发生率。

１６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以（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ｔ

检验，以ｎ（％）表示计数资料，χ２检验，等级资料以秩和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输卵管再通率比较

两组输卵管再通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输卵管再通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畅通 部分畅通 完全不通 输卵管再通率

研究组 ４３ ３７（８６０５） ４（９３０） ２（４６５） ４１（９５３５）

对照组 ４３ ３３（７６７４） ６（１３９５） ４（９３０） ３９（９０７０）

Ｚ／χ２值 ０７６５ ０１７９

Ｐ值 ０４４５ ０６７２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ＳＦ３６分值比较
治疗前两组 ＳＦ３６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ＳＦ３６分值较治疗前增高，且研究组较对照
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Ｆ３６分值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研究组 ４３ ６７４４±１０３２ ８９６９±１０６５ ９８３９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３ ６８１５±１００３ ７９６３±１１１４ ５０２２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３２４ ４２８０ ——— ———

Ｐ值　 ０７４７ ００００ ——— ———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段妊娠率比较
治疗后不同时间段研究组与对照组妊娠率分别为：治疗后

１２个 月 （６７４４％、４１８６％）、治 疗 后 １８个 月 （７９０７％、
５５８１％）、治疗后２４个月（９０７０％、６９７７％），妊娠率组间比
较，研究组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及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分别为：输卵管穿孔

（２３３％、６９８％）、宫内感染 （９３０％、４６５％）、术后疼痛
（６９８％、１１６３％），并发症发生率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段妊娠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后１２个月 治疗后１８个月 治疗后２４个月

研究组 ４３ ２９（６７４４） ３４（７９０７） ３９（９０７０）

对照组 ４３ １８（４１８６） ２４（５５８１） ３０（６９７７）

χ２值　 ５６７７ ５２９６ ５９３９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

表４　两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输卵管穿孔 宫内感染 术后疼痛

研究组 ４３ １（２３３） ４（９３０） ３（６９８）

对照组 ４３ ３（６９８） ２（４６５） ５（１１６３）

χ２值　 ０２６２ ０１７９ ０１３８

Ｐ值　 ０６０９ ０６７２ ０７１１

#

　讨论
输卵管性不孕具有较高发病率，研究表明，宫腔内操作、性

传播疾病等所致宫内感染可进一步引发输卵管炎症，对输卵管

黏膜造成损伤，而盆腔炎性病变、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均会引起

盆腔粘连，致使输卵管走行改变，对其蠕动功能产生限制作用，

并影响精子于输卵管内运动、输卵管拾卵和传送受精卵及其他

正常生理功能，上述因素均会造成不孕［６７］。近些年，输卵管性

不孕发病率不断增高，已成为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及生活质

量的重要疾病之一，如何对其进行有效治疗、提高妊娠率成为

当前研究焦点内容。

传统治疗输卵管性不孕措施较多，如：经宫腔向输卵管中

输入消炎药可促进炎症吸收，缓解输卵管炎症，甚至可分离疏

松粘连，且经期女性盆腔处于充血状态，于此时期采取抗炎药

物能提高盆腔局部血药浓度，可进一步提高抗炎功效；传统疏

通经络、消肿散结、清热解毒、活血化瘀类中药制剂也是临床治

疗输卵管性不孕的常用措施，其能有效改善输卵管受精环境、

宫腔内环境、生殖系统微循环等，以此提高妊娠率。但多项研

究均指出，采用传统保守治疗措施对输卵管性不孕患者实施干

预，药物起效较慢，治疗周期较长，且患者治疗依从性较差［８９］。

宫腹腔镜技术的普及应用明显拓宽了输卵管性不孕治疗思路

及途径，于宫腔镜下可直观查看子宫内膜病变、宫腔结构与形

态，同时实施子宫粘连分离术等手术，为受孕营造良好宫腔环

境，且经宫腔镜辅助可直接探查输卵管开口状况，确保实施插

管治疗操作时避免盲目插管造成不必要损伤，在输卵管间质部

及近端粘连患者中极其适用。而通过腹腔镜，则可于直视下一

次性检出盆腔中病变，具备一定诊断功能，还可通过卵巢囊肿

剥除术、子宫内膜异位病灶电灼术等治疗盆腔病变，并恢复输

卵管、卵巢、子宫及其他盆腔脏器正常解剖位置。同时，范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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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学者［１０］表明，通过腹腔镜还可对输卵管通液情况予以动态观

察，适用于输卵管壶腹部积水、输卵管伞端粘连及输卵管周边

粘连者。此外，多数输卵管性不孕患者多存在盆腔及宫腔多类

病变，仅通过单一腔镜检查难以准确评估输卵管伞端与远端积

水者输卵管是否畅通，于治疗时极易发生周边脏器损伤、大出

血及子宫穿孔等，而联合采用宫腔镜及腹腔镜实施手术治疗范

围较广，且创伤小，术后并发症少，对术后机体功能及早康复具

有积极意义。

但ＧｒｉｇｏｒｅｓｃｕＶ等［１１］研究显示，虽然宫腹腔镜联合手术具

有较高输卵管再通率，并能减少手术用时及术后机体功能康复

用时，但针对盆腔或腹腔病变较严重及病变范围较大患者，仅

通过宫腹腔镜联合手术仍无法取得良好妊娠率。因此，临床将

研究重点转向辅助生殖技术。孙瑾等［１２］研究结果表明，宫腹腔

镜术后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输卵管性不孕患者１年及２年妊娠
率分别可达６６６７％及８６６７％，可有效提高妊娠率，并认为多
数女性于３０岁后通常会发生卵巢功能减退，导致生育机会随之
减少，因此针对３０岁以上输卵管性不孕患者及时采取辅助生殖
技术极为重要。而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输卵管再通率及并发

症发生率无明显差异，但研究组治疗后不同时间段妊娠率、ＳＦ
３６分值较对照组高，表明在宫腹腔镜手术基础上联合采用辅助
生殖技术不仅可取得良好输卵管再通效果，且能提高妊娠率，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安全性。研究认为，通过维持输卵管

畅通，并进行促排卵干预，同时监测排卵过程，利于及时明确卵

泡发育不良潜在危险因素，制定早期干预措施，以此提高妊娠

率，同时还可防止卵泡发育不良或子宫内膜变薄，避免输卵管

再次堵塞［１３１４］。此外，针对病情较严重者，本研究采取体外受

精胚胎移植措施对其进行干预，其主要是采用促性腺激素刺激
卵泡发育或自然周期中，于卵泡成熟时自卵巢内取出卵子，使

其在体外和精子受精至胚胎，随后移植于子宫中的新型治疗技

术，可有效解决输卵管性不孕所致精卵结合障碍，且国内外多

项研究均证实采用辅助生殖技术可明显提高不孕患者妊娠

率［１５１８］，与本研究观点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采用辅助生殖技术联合宫腹腔镜手术治疗输卵

管性不孕效果显著，输卵管再通率高，可有效提高妊娠率，且不

会增加并发症发生风险，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积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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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与胎膜早破的关系
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张燕　林曼　王秀妹
海口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妊娠期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与胎膜早破的关系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方法：选
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１０４例妊娠期假丝酵母菌感染孕妇作为观察组，另
选择同期来我院定期产检的１３０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研究对象胎膜早破发生率以及早
产、产褥感染、绒毛膜羊膜炎等母婴结局。结果：观察组孕妇胎膜早破发生率为３０７％，对照组孕妇胎膜早
破发生率为９２％，两组比较有明显统计学差异（χ２＝１７５６，Ｐ＜００１）。假丝酵母菌感染患者早产、产褥感
染、绒毛膜羊膜炎、新生儿肺炎、围产儿死亡以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两组在产后出血、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假丝酵母菌感染会不仅增加妊娠期孕妇胎膜早破的风险，还会影响其他不良母婴结局的
发生。

【关键词】　假丝酵母菌病；胎膜早破；母婴结局；真菌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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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ＶＶＣ）是
女性常见的生殖道疾病，主由假丝酵母菌感染引起［１］。据报道

超过一半的女性一生中至少患过一次该病，而且其中超过４５％
会反复发作［２３］。妊娠期妇女因体内激素水平异常及阴道生态

环境的改变，ＶＶＣ发病率明显增高，约是非妊娠妇女的３倍［４］。

而ＶＶＣ又常会引起妊娠期妇女胎膜早破以及产褥感染、绒毛膜
羊膜炎、新生儿肺炎、围产儿死亡等不良结局，给患者及其家属

带来极大身心伤害［５］。本文对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海

口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１０４例妊娠期假丝酵母菌感染孕妇进行
筛查并随访，探讨其与胎膜早破的关系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以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海口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１０４例妊娠期假丝酵母菌感染孕妇作为观察组，年龄（２９７±
５１）岁，孕周（２６４±４２）。另选择同期来我院定期产检的１３０
例正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７４±４５）岁，孕周（２７３
±４４）。两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所有患者均被告知研究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并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条件：①初产妇，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４１
岁；②未合并心、肝、肾等其他重大疾病；③临床资料完整；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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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孕妇均经病原学检测确认。排除条件：①全身感染；②孕期
吸毒及服用镇静药物；③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④随访过程中
失去联系（观察组原本纳入对象１１２例，随访过程中失联８例，
对照组原本纳入对象１４７例，随访过程中失联１７例）。
１２　假丝酵母菌检测

患者外阴常规消毒后，利用窥阴器适当扩张孕妇阴道，无

菌拭子收集阴道侧壁分泌物，立即送检，进行接种培养。

１３　观察指标
跟踪随访两组研究对象至分娩后２个月，分析比较两组研

究对象的胎膜早破发生率以及母婴结局包括：早产、产褥感染、

绒毛膜羊膜炎、新生儿肺炎、围产儿死亡、产后出血、胎儿窘迫、

新生儿窒息、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等。

１４　胎膜早破诊断标准
①可见液体从宫颈口流出或阴道后穹隆积液中见到胎脂、

胎毛或胎儿上皮细胞；②宫颈流出液 ｐＨ值大于６５；③阴道后
穹隆涂片镜检见羊齿状结晶。符合以上三条标准中任意一条

即可诊断为胎膜早破。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包对所有试验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

料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以 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胎膜早破发生率

结果显示，观察组孕妇胎膜早破发生率为 ３０７％，有 ３２
例，对照组孕妇胎膜早破发生率为９２％，有１２例，两组比较有
明显统计学差异（χ２＝１７５６，Ｐ＜００１）。
２２　假丝酵母菌感染对妊娠结局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假丝酵母菌感染患者早产、产褥感染、绒毛

膜羊膜炎、新生儿肺炎、围产儿死亡以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在产后出
血、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以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假丝酵母菌感染对妊娠结局影响（％）

　　　分组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 Ｐ

早产 ２４（２３％） １６（１２３％） ４７３ ＜００５

产褥感染 １０（９６％） ４（３１％） ４３９ ＜００５

绒毛膜羊膜炎 １９（１８３％ １４（１０８％） ４１ ＜００５

新生儿肺炎 １４（１３５％） ７（５４％） ４６１ ＜００５

围产儿死亡 ５（４８％） ０（０） ４２５ ＜００５

产后出血 ４（３８％） ６（４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５

胎儿窘迫 ６（５８％） ５（５２％） ０１４ ＞００５

新生儿窒息 １１（１０６％） ４（３１％） ５４１ ＜００５

新生儿病理性黄疸 １２（１１５％） ８（６１％） ２１４ ＞００５

#

　讨论
孕妇因生理期生殖道微环境的变化，易发生生殖道感染，

尤以真菌感染、细菌感染、衣原体感染多见。假丝酵母菌是最

常见的深部真菌，常见于人体的皮肤、消化道、呼吸道以及泌尿

生殖道等部位，是人体的正常菌群之一，在人体免疫功能正常

情况下，阴道内环境维持菌群平衡并不致病。正常女性的阴道

ｐＨ值为３７～４５，属弱酸环境，能够抑制真菌的生长和繁殖，
但当阴道内环境改变后，ＶＣＣ会大量繁殖，引发阴道炎症［６］。

妊娠期妇女体内雌激素水平升高，提升糖原水平，导致阴道酸

碱环境改变，大量ＶＣＣ聚集和繁殖，发生感染［７］。此外，雌激素

升高还导致孕妇阴道水肿、黏膜充血、通透性增强、阴道分泌物

增多，这些均增加了妊娠期妇女发生下生殖道 ＶＣＣ感染的风
险［８］。众多研究表明，感染是引起胎膜早破的重要因素，假丝

酵母菌病作为重要的下生殖道感染疾病之一，具有较严重的炎

症反应，容易引起早产、胎膜早破、绒毛膜羊膜炎等不良结局的

发生［９］。

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对健康孕妇和假丝酵母菌感染孕妇进

行随访结果比较，发现假丝酵母菌感染孕妇其胎膜早破发生率

远高于健康孕妇（Ｐ＜００１），这和张震松［１０］等人研究结果较为

一致，说明假丝酵母菌感染会增加妊娠期孕妇胎膜早破的风

险，影响母婴结局。ＶＣＣ患者可能由于假丝酵母菌上行感染，
引发炎症反应，释放大量自由基，破坏胎膜局部组织，其病原体

产生的酶类物质如胶纸酶、蛋白水解酶可水解局部胎膜组织的

细胞外物质，降低组织张力强度，增加胎膜脆性［１１１３］。此外，炎

症反应还可使感染部位出现白细胞浸润、水肿、增生等病理过

程，众多不利因素作用下，ＶＣＣ患者发生胎膜早破的几率大大
增加［１４１５］。

ＶＣＣ增加了妊娠期妇女胎膜早破的风险，还可能导致早
产、产褥感染、绒毛膜羊膜炎、新生儿肺炎等不良结局［１６１７］，本

研究结果证实了这一点。结果显示假丝酵母菌感染患者早产、

产褥感染、绒毛膜羊膜炎、新生儿肺炎、围产儿死亡以及新生儿

窒息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两组在产后出血、胎儿窘迫以及新生儿病理性黄疸的发生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戴婵娟［１８］等人结果不同的是

我们的结果显示观察组对象不仅早产、产褥感染、绒毛膜羊膜

炎、新生儿肺炎等不良结局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而且在围产儿

死亡和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也高于对照组，这可能与对照组样

本量纳入范围不同以及研究对象个体差异不同有关。

综上所述，胎膜早破与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密切相关，阴

道假丝酵母菌感染不仅会增加妊娠期孕妇胎膜早破的风险，还

会导致早产、产褥感染、绒毛膜羊膜炎、新生儿肺炎、围产儿死

亡以及新生儿窒息等不良结局的发生的几率增加。在临床工

作中对于ＶＣＣ患者应早期确诊积极治疗，预防不良结局的发
生。此外，本研究中受限于研究对象有限，并没有对 ＶＣＣ患者
进行感染程度分组比较，也没有对进行足月和未足月的划分，

因此后续研究还需加大对研究对象的收集，并补充验证相关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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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揭阳市科技计划卫生医疗项目（２０１６Ｂ０１００８）
【第一作者简介】吴晓燕（１９７７—），女，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殖医学
△【通讯作者】肖剑锋（１９８０—）男，副主任技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ｄｒｘｉａｏ１９８０＠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ＰＯＲ患者采用拮抗剂方案加用 ＧＨ对子宫内膜容受性
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吴晓燕１　谭展虹１　刘蓓媚１　陈如佳１　林晓萍１　肖剑锋２△

１揭阳爱维艾夫医院生殖中心，广东 揭阳 ５２２０００
２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广东 汕头 ５１５０４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拮抗剂方案联合生长激素（ＧＨ）注射对卵巢低反应（ＰＯＲ）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
与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揭阳爱维艾夫医院生殖中心进行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ＩＶＦＥＴ）卵巢低反应患者９６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平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采用拮抗剂方
案促排卵，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生长激素促排卵，随访１年，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子宫内膜容受性
及妊娠结局。结果：①试验组Ｇｎ使用总量、Ｇｎ使用时间、ＧｎＲＨＡ使用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３９９５６±
６７７８ｖｓ５２５６７±１００３４，９８±２４ｖｓ１３１±２７，６２±１３ｖｓ８１±２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②试验组ＨＣＧ注射日Ｅ２水平、子宫内膜容积、子宫内膜厚度明显优于对照组（２１１４５８±４３３２４ｖｓ１２１４６３
±４１１８８，５３３±１２６ｖｓ４２９±１１８，１２１４±１７９ｖｓ１０６２±１４５），内膜下血流 Ａ级例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３１ｖｓ１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试验组在获卵数、ＭＩＩ卵子数、受精卵数、优质胚胎个数指标
方面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在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方面比
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在卵巢低反应患者中采用拮抗剂方案加用生长激素可以明显提高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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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膜容受性，提高受精率，但对妊娠结局无改善作用。

【关键词】　卵巢低反应；拮抗剂方案；生长激素；妊娠结局；子宫内膜容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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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Ｊｉｅｙａｎｇ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ｗｈｉｃｈ
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ＧＨ．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ａｙｅａｒ，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Ｒｅｓｕｌｔｓ：①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Ｇｎ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ｕｓａｇ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ｎａｎｄＧｎＲＨ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９９５６６７７８ｖｓ５２５６７
１００３４，９８２４ｖｓ１３１２７，６２１３ｖｓ８１２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②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２，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ＨＣＧ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ｄａｙ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１１４５８４３３２４ｖｓ１２１４６３４１１８８，５３３１２６ｖｓ４２９１１８，１２１４１７９ｖｓ１０６２
１４５），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ｇｒａｄｅＡ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３１ｖｓ１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③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ＩＩｅｇｇ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ｅｇｇｓ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ｍｂｒｙｏ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ｅｍ
ｂｒｙｏ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Ｈｃａｎ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ｏｒ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Ｒ）；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Ｇｒｏｗｔｈｈｏｒｍｏｎｅ（ＧＨ）；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
ｃｏｍ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卵巢低反应（ｐｏｏｒ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Ｒ）是指卵巢对促性
腺激素（Ｇｎ）刺激反应低下的病理状态，根据２０１１年最新数据
显示［１］，在辅助生殖促排卵过程中，大约有９％～２４％的患者发
生卵巢低反应。ＰＯＲ可导致患者生长的卵泡数量少，获得卵子
数目不足，可移植胚胎少，临床妊娠率低等［２］，其诊治标准也是

目前生殖领域关注的难点。２０１５年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会发
布的最新版《卵巢低反应专家共识》［３］中指出，以下３条中至少
符合２条就可以诊断为ＰＯＲ：①高龄（≥４０岁）或者有其他导致
卵巢反应不良的高危因素；②既往有卵巢反应不良的病史（卵
巢刺激周期获卵数≤３个）；③卵巢储备检查提示功能下降［窦
卵泡数（ＡＦＣ）＜５个～７个或抗苗勒氏管激素（ＡＭＨ）＜０５～
１１μｇ／Ｌ）］。新版《共识》指出，目前 ＰＯＲ的治疗方案主要有
常规促排卵方案、非传统促排卵方案，常规促排卵方案中包含

长方案、短方案、拮抗剂方案、直接促排卵方案，其中较为常用

的为拮抗剂方案。生殖技术应用于临床以来，业内专家尝试了

多种方案，效果不佳。生长激素（ＧＨ）作为调节人类生长发育
的一种重要激素，已有研究证实［４］，在动物实验中，其可以通过

生殖系统内的生长激素受体（ＧＨＲ）直接影响动物的生殖功能。
近年来国外研究显示［５］，ＧＨ可以促进性成熟及性腺细胞增殖，
促进卵泡发育，改善卵巢对 Ｇｎ的反应，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
促进胚胎发育。但也有学者认为［６］，在促排卵过程中加用 ＧＨ
对ＩＶＦＥＴ结局无明显影响。在 ＩＶＦＥＴ治疗中，胚胎的成功种

植依赖于胚胎质量和子宫内膜容受性［７］。由于东西方人种的

差异，目前国内对于促排卵方案中加用ＧＨ的报道较少，本研究
旨在观察 ＰＯＲ患者采用拮抗剂方案促排卵过程中加用 ＧＨ对
子宫内膜容受性与妊娠结局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报告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在揭阳市爱维艾夫医院
生殖中心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卵巢低反应患者９６
例，年龄范围３５岁～３８岁，年龄（３６９±４１）岁，不孕年龄范围
２年～７年，年龄（３６±１８）年，纳入标准：均符合２０１５年中华
医学会生殖医学会发布的最新版《卵巢低反应专家共识》诊断

标准［３］；患者月经规律；不孕原因为输卵管因素；宫腔彩超检查

排除宫腔粘连、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等子宫本身病变；

患者及家属同意做此研究；排除标准：基础ＦＳＨ＞２０ＩＵ／Ｌ者；既
往患者存在卵巢手术史者；合并内分泌系统疾病、高血压病者；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男方原因导致不孕者。本研究上报医院

伦理委员会并获得批准。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和对

照组，各４８例，两组患者在年龄、不孕年限、ＢＭＩ等基线资料方
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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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一般资料 试验组（ｎ＝４８）对照组（ｎ＝４８） ｔ值 Ｐ值

平均年龄（岁） ３６４±３７０ ３７３±２９０ １３２６ ０１８８

不孕年限（年） ３５±１５０ ３７±１１０ ０７４５ ０４５８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４１±２６０ ２３７±１８０ ０８７６ ０３８３

基础ＦＳＨ值（ＩＵ／Ｌ） １０２８±２４７ １０３３±１９９ ０１０９ ０９１３

基础ＬＨ值（ＩＵ／Ｌ） ４３６±１９５ ４４８±１７２ ０３１９ ０７４９

ＡＦＣ（个） ５４±１３０ ５７±１５０ １０４７ ０２９８

１２　治疗方法
拮抗剂促排卵方案［８］：根据患者年龄、ＡＦＣ及基础ＦＳＨ、ＬＨ

水平与月经第２ｄ～３ｄ开始注射促性腺激素（Ｇｎ）（上海丽珠药
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３０２１０２２，规格：７５ＩＵ／Ｌ）促排卵，２２５
～３７５ｉｕ／ｄ，当至少满足以下一项条件时：① 至少１个卵泡直径
≥１４ｍｍ；或② 血清Ｅ２水平≥６００ｎｇ／Ｌ；或③ 血清ＬＨ水平≥
１０ＩＵ／Ｌ；开始给予给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
ｐｉｎ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ＧｎＲＨＡ）（思则凯，德国雪兰
诺公司），０２５ｍｇ／ｄ，直到 ｈＣＧ注射日。试验组在 Ｇｎ启动日
开始加用生长激素（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Ｓ２００８００７３）４５ＩＵ／ｄ，直至 ｈＣＧ注射日；对照组不给予 ＧＨ。待
至少有１个～２个以上主导卵泡达到１８ｍｍ时，给予皮下注射
重组绒促性素２５０ｍｇ，同时测定当日血清雌二醇（Ｅ２）、孕酮（Ｐ）
水平，３６～３８ｈ后行经阴道超声引导下卵巢穿刺取卵术。取卵
后４ｈ进行体外受精、胚胎培养，观察受精及胚胎的发育情况并
记录，取卵后３天或５天，选择１个 ～３个胚胎进行宫腔内移
植，移植后１２ｄ～１４ｄ抽血检测 βＨＣＧ，若 βＨＣＧ＞５０Ｕ／Ｌ视为
妊娠，妊娠者于移植后３５天行阴道超声检查，若子宫内见孕囊
则为临床妊娠，妊娠≥２８周分娩定义为活产。
１３　子宫内膜容积及内膜下血流检测

于胚胎移植当日彩超检查子宫内膜容积和内膜下血流分

布情况，内膜血流分级标准为：检测到内膜和内膜下血流者为Ａ

型；仅可检测到内膜下血流为Ｂ型；内膜和内膜下均检测不到
血流为Ｃ型。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设检验水准为００５，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情况对比

治疗过程中，５例患者因卵巢反应过低，缺乏优势卵泡生长
而取消促排卵周期后续治疗，其中试验组３例，对照组２例；４
例患者受精失败，无胚胎移植，其中试验组２例，对照组２例。
试验组Ｇｎ使用总量、Ｇｎ使用时间、ＧｎＲＨＡ使用时间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对比（珋ｘ±ｓ）

　　组别
Ｇｎ使用总量
（ＩＵ）

Ｇｎ使用时间
（ｄ）

ＧｎＲＨＡ使
用时间（ｄ）

试验组（ｎ＝４８） ３９９５６±６７７８ ９８±２４ ６２±１３

对照组（ｎ＝４８） ５２５６７±１００３４ １３１±２７ ８１±２０

ｔ值 ７２１６ ６３２９ ５５１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情况比较
试验组ＨＣＧ注射日Ｅ２水平、子宫内膜容积、子宫内膜厚度

明显优于对照组，内膜下血流 Ａ级例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比较

试验组在获卵数、ＭＩＩ卵子数、受精卵数、优质胚胎个数指
标方面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
患者在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流产率方面比较无统计学差

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比较（ｎ，珋ｘ±ｓ）

　 容受性指标 试验组（ｎ＝４８） 对照组（ｎ＝４８） χ２／ｔ值 Ｐ值

ＨＣＧ日Ｅ２值（ｎｇ／Ｌ） ２１１４５８±４３３２４ １２１４６３±４１１８８ １０４３０ ０００１

ＨＣＧ日Ｐ值（ｎｇ／Ｌ） ０８６±０２５ ０８８±０４１ ０２８９ ０７７４

子宫内膜容积（ｍｍ３） ５３３±１２６ ４２９±１１８ ４１７４ ０００１

子宫内膜厚度 １２１４±１７９ １０６２±１４５ ４５７１ ００００

内膜下血流分级

Ａ ３１ １９ ６０１０ ００１４

Ｂ １０ １３

Ｃ ７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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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比较（ｎ／％，珋ｘ±ｓ）

临床结局
试验组

（ｎ＝４８）
对照组

（ｎ＝４８）
χ２／ｔ值 Ｐ值

获卵数（个） ５６±１４ ４１±１７ ４７１９ ００００

ＭＩＩ卵子数（个） ４３±１８ ２７±０９ ５５０８ ００００

受精卵数（个） ３９±１３ ２５±１１ ５６９６ ００００

优质胚胎数（个） ２４±０６ １５±０４ ８６４７ ００００

胚胎种植率（％） ３２４３（２４／７４） ３０４３（２１／６９） ００３９ ０８４３

临床妊娠率（％） ４１６７（２０／４８） ３９５８（１９／４８） ００４３ ０８３５

流产率（％） ６２５（３／４８） ４１７（２／４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

　讨论
卵巢低反应（ＰＯＲ）在辅助生殖治疗中主要表现为卵巢刺

激周期发育的卵泡少、血雌激素峰值低、Ｇｎ用量多、周期取消率
高、获卵数少和临床妊娠率低等［９］，影响 ＩＶＦＥＴ的治疗效果。
如何改善ＰＯＲ患者的妊娠结局仍然是目前ＩＶＦＥＴ领域面临的
重要难题。国外一项回顾性调查研究显示［１０］，目前临床上多数

促排卵方案均不能有效改善ＰＯＲ患者的妊娠结局，但该研究结
果表明，在促排卵过程中加用生长激素可以提高胚胎移植率。

另一研究表明［１１］，子宫内膜容受性与 ＰＯＲ患者的继续妊娠率
显著相关。以往临床上常用的促排卵方案有长方案、短方案、

拮抗剂方案、直接促排卵方案，其中拮抗剂方案应用相对广泛

但仍存在患者妊娠率低、流产率高的缺陷。近年来大量研究表

明［１２１３］，生殖系统中存在生长激素受体（ＧＨＲ）表达，ＧＨ可通过
ＧＨＲ来影响卵巢功能，促进性成熟和性腺细胞增殖，有利于卵
泡发育，改善卵巢对促性腺激素的反应性；另外还可调节类固

醇类激素生成，对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有一定作用。但也有不

同学者指出［１４］，尽管 ＧＨ对改善卵巢功能存在一定效果，但在
ＩＶＦＥＴ治疗过程中并不能显著提高胚胎种植率和临床妊娠率，
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目前业内对于在现行促排卵方案基

础上是否加用生长激素存在较大争议，且关于生长激素与卵巢

功能相关性的报道以西方国家居多，由于东西方人种差异，国

内鲜见此类报道，所以研究促排卵方案中加用ＧＨ对ＩＶＦＥＴ治
疗效果的影响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

生长激素（ＧＨ）是一种由垂体分泌的单肽链蛋激素，与垂
体泌乳素和胎盘生乳素具有同源性，具有促进生长、调节代谢

的作用［１５］。ＧＨ在体内发挥生理作用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
先作用与肝脏等器官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再通过内分泌、旁
分泌或自分泌等途径作用于靶器官；二是直接作用于靶器官调

节生理代谢。两种途径都需要靶细胞膜表面存在生长激素受

体（ＧＨＲ）才能发挥作用。多种动物研究表明［１６］，ＧＨＲ在颗粒
细胞、卵泡膜细胞、卵母细胞、子宫、胎盘、乳腺中均有表达。也

有研究表明［１７］，ＧＨ可以通过改变外周血中的 ＩＧＦ１的表达水
平，刺激卵巢芳香化酶的活性，增加卵巢对外源性 ＧＨ的敏感
性，进而改善卵巢反应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Ｇｎ使用总量、Ｇｎ使用时间、Ｇｎ
ＲＨＡ使用时间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分析认为ＧＨ作为一种旁分泌激素在卵巢甾体激素合成
和卵泡发育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其通过ＩＧＦ１系统促进卵泡的

募集、生长发育、卵母细胞与雌激素的合成，进而减少了 Ｇｎ的
使用总量、使用时间与 ＧｎＲＨＡ使用时间。欧洲一项针对低促
性腺激素功能减退症的患者进行研究发现［１８］，生长激素可以显

著改善ＧＨ使用总量和使用时间。在子宫内膜容受性方面，试
验组ＨＣＧ注射日Ｅ２水平、子宫内膜容积、子宫内膜厚度明显优
于对照组，内膜下血流 Ａ级例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内膜容受性是 ＩＶＦＥＴ治疗中胚胎移
植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评价子宫内膜容受性良好与否的指标

目前临床常用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容积、内膜下血流分级

等，研究表明［１９］，在ＨＣＧ注射日子宫内膜厚度＞１０ｍｍ以上，其
胚胎移植采有可能成功，而子宫内膜容积需要在５ｍｍ３以上才
能给保证胚胎移植成功。内膜下血流分级是近年来评估子宫

内膜容受性的一项重要指标，研究显效［１７１９］，内膜下血流越丰

富，子宫内膜容受性越高，胚胎种植率越高。国外研究表明［２０］，

在给羊注射ＧＨ后可以使其子宫内膜腺体密度增加，分泌功能
增强，子宫乳蛋白分泌增多，进而子宫内膜容受性提高，更有助

于受孕。本研究结果分析认为：ＧＨ作用于子宫内膜的ＧＨＲ，改
善子宫内膜局部血液循环，增强雌、孕激素敏感性，协调着床因

子间相互关系与表达，使胚胎易于粘附于内膜，提高胚胎种植

率。也有研究显示［２１］，ＧＨ可通过促进卵巢 Ｅ２分泌，增加子宫
内膜厚度。在治疗结局方面，试验组在获卵数、ＭＩＩ卵子数、受
精卵数、优质胚胎个数指标方面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在胚胎种植率、临床妊娠率、流产
率方面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国外研究也显示［２２］，在

ＩＶＦＥＴ助孕过程中，对于 ＰＯＲ患者加用 ＧＨ可显著提高获卵
数，提高受精率和优质胚胎数，认为应用 ＧＨ可提高卵细胞质
量，进而获得更多优质胚胎从而改善ＰＯＲ患者妊娠结局。两组
妊娠结局基本相同，此结果与部分学者研究相符合，可能与本

研究样本量较少有关，同时国内外关于ＧＨ对ＩＶＦＥＴ妊娠结局
影响的结论差异较大，且关于ＧＨ辅助治疗改善ＩＶＦＥＴ助孕结
局的机制上不明确。

综上所述，在ＰＯＲ患者中采用拮抗剂方案加用ＧＨ可以明
显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提高受精率，但对妊娠结局无改善作

用；对于ＧＨ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需要大样本前瞻性研究来进
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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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于曼（１９８１—），女，住院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２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经阴道手术应用于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的效果
与安全性研究
于曼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重庆 ４０１１４７

【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手术治疗对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的应用效果和手术安全性。方法：选
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检查确诊的６８例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经阴道手术组和腹腔镜手术组，每组３４例患者。比较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手术效
果和身体恢复速度（住院时间、住院费用、血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月经复潮时间）、手术安全性评价（手术
并发症发生情况、实施手术情况）。结果：经阴道手术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血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和月经复
潮时间明显短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阴道手术组患者的住院费用
远低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
（１７６５％）明显低于腹腔镜手术组（５５８８％），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手
术成功率（９７０６％）明显高于腹腔镜手术组（８２３５％），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阴
道手术在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治疗上效果显著、安全可靠，能够有效加快患者术后恢复速度和降低患者

经济负担，值得在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手术治疗中推广。

【关键词】　经阴道手术治疗；剖宫产后切口妊娠；瘢痕妊娠；应用效果；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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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是指胚胎着床于前次剖宫产子宫切口
瘢痕处，是临床上少见而又特殊的异位妊娠［１］。子宫在剖宫产

后留下手术瘢痕，在瘢痕部位由于炎症等因素会存在细小裂

孔，胚胎如果在瘢痕处着床会由于瘢痕部位妊娠组织不良发

育，使滋养层细胞入侵瘢痕处子宫肌层后脱离限制不断生长，

绒毛植入子宫肌层甚至穿透子宫肌层［２］。如果发生误诊、漏诊

现象，容易因子宫瘢痕部位缺乏肌纤维造成子宫内大出血且止

血困难，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３］。剖宫产妇女在其后的妊娠中

有一定几率可能发生剖宫产后切口妊娠［４］。根据以往的研究

结果，剖宫产后切口妊娠发生率比较小，仅占异位妊娠发生率

的６１％［５］。剖宫产次数越多发生剖宫产后切口妊娠的几率越

高［６］。作为剖宫产一种远期并发症，虽然剖宫产后切口妊娠发

生率很低，但会对患者造成膀胱损伤、子宫破裂、失去生育能力

甚至直接威胁生命的严重影响［７］。由于我国剖宫产率较高，且

随着近年来二胎政策的实行，有相当部分剖宫产史育龄妇女再

次生育，导致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增多［８］。虽然诊疗技术不

断发展，但对该疾病的诊疗始终缺乏合理规范有效的统一标

准。本研究旨在探讨经阴道手术方式在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

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和手术的安全性。现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我院进行诊疗的６８例
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为研究对象。本研究开始前与患者及

其家属进行充分沟通获得知情同意后，签订知情同意书，经由

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纳入标准：①剖宫产病史，疤
痕子宫；②孕周＜１０周；③血 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
阳性；④妇科超声检查确诊剖宫产后切口妊娠，超声提示切口
妊娠距离宫颈外口 ＜４０ｃｍ，子宫肌层最薄处 ＜２０ｃｍ；⑤患者
手术耐受。排除标准：①阴道狭窄难以暴露宫颈；②宫颈膀胱
粘连严重，难以分离或分离风险大；③凝血机制障碍；④患有其
他重要脏器功能性疾病。

按照纳入和排出标准，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６８例患者分
为经阴道手术组和腹腔镜手术组。两组患者年龄、孕次、剖宫

次数、停经时间、孕囊包块大小及血 βＨＣＧ含量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情况（珋ｘ±ｓ）

　　　项目 经阴道手术组 腹腔镜手术组 ｔ值 Ｐ值

例数（ｎ） ３４ ３４

年龄（岁） ２９５３±３９６ ３００９±４７５ ０５２８０ ０５９９３

孕次 ３０３±２１９ ２９６±３０７ ０１０８２ ０９１４１

剖宫次数 １５５±０３１ １６２±０４０ ０８０６６ ０４２２８

停经时间（ｄ） ５０１３±７４４ ４９８０±９１５ ０１６３２ ０８７０９

孕囊包块（ｍｍ） ３３５９±１４６７ ３２９６±１５３８ ０１６３２ ０８７０９

血βｈＣＧ（ｍＩＵ／ｍＬ） ４６７７６３±８４３２６ ４４１６５７±９０４８３ １２３０７ ０２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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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剖宫产后切口妊娠诊断　①剖宫产手术史；②停经史、
早孕症状；③血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阳性；④经阴道超声及
宫腔镜或ＭＲＩ检查明确。
１２２　手术方法　全部患者入院后完成相关术前检查，备血，
做好手术失败后进行开腹手术准备。经阴道手术组患者采用

椎管内麻醉后，行经阴道子宫瘢痕切除 ＋妊娠病灶清除术，病
灶清除后行子宫壁修补术。腹腔镜手术组患者采用椎管内麻

醉后，行腹腔镜下手术病灶切除术。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手术效果和患者术后恢复速度　记录全部患者住院时
间、住院费用。术后随访患者出院后月经复潮时间，定期复查

患者血βＨＣＧ水平，直至血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记录患者血
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所需时间。
１３２　安全性评价　记录全部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手
术并发症发生例数以及按照预定手术方式实施手术成功例数。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手术时间明显短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术中
出血量明显少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按照预定手术方案手术成功率
明显高于腹腔镜手术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成功例数

经 阴 道 手

术组
３４ ４０６８±１１３７ ８９２９±３０６２ ３３（９７０６）

腹 腔 镜 手

术组
３４ ５９４９±２０１６ １２１９３±４９７１ ２８（８２３５）

ｔ／χ２值 ２４７１４ ３２５９８ ３９８１３

Ｐ值 ００１６０ ０００１８ ００４６０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
经阴道手术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１７６５％，腹腔

镜手术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５５８８％，经阴道手术组
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低于腹腔镜手术组，两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和随访情况比较

经阴道手术组患者的住院时间、血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和
月经复潮时间均明显短于腹腔镜手术组，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经阴道手术组患者的住院费用低于腹腔
镜手术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并发症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大出血 感染 消化道反应 泌尿功能影响 总并发症

经阴道手术组 ３４ １（２９４） １（２９４） ２（５８８） ２（５８８） ６（１７６５）

腹腔镜手术组 ３４ ６（１７６５） ０（０）　 ８（２３５３） ５（１４７１） １９（５５８８）

χ２值 ３９８１３ １０１４９ ４２２０７ １４３３３ １０６９０２

Ｐ值 ００４６０ ０３１３７ ００３９９ ０２３１２ ０００１１

表４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和随访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ｎ）
住院时间

（ｄ）
住院费用

（元）

血β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
（ｄ）

月经复潮时间

（ｄ）

经阴道手术组 ３４ ６５±１９ ９３９５７０±２０４２９３ ２８４６±４８７ ３７２９±９４６

腹腔镜手术组 ３４ １０３±２８ １７０２９３２±１８４４７５ ４５１３±７３７ ５０１３±７７８

ｔ值 ６５４８２ １６１７０８ １１００３６ ６１１２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

　讨论
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是一种罕见的异位妊娠［９］，由于我国剖

宫产手术实施的现实状况，加上二胎政策放开后既往剖宫产史

妇女再次生育日益普遍，导致原本罕见的剖宫产后切口妊娠在

临床上病例数逐渐增多、发病率逐渐增高［１０１２］，剖宫产后切口

妊娠已经不再是一种罕见的异位妊娠。目前，临床对于剖宫产

后切口妊娠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我院根据既往研究结果［１３１４］

和临床经验总结出剖宫产后切口妊娠的治疗方案：①子宫肌层
最薄处大于３ｃｍ行甲氨蝶呤（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ＴＸ）＋超声下清宫
术。②介于２ｃｍ～３ｃｍ行宫腔镜＋清宫术。③小于２ｃｍ经阴道
切除＋子宫修补。剖宫产后切口妊娠由于危险程度高，需要尽
早明确诊断并实施干预处理［１５］。但是，迄今为止剖宫产后切口

妊娠由于发病复杂、影响因素大等种种原因［１６］，导致剖宫产后

切口妊娠缺乏一种公认、合理和有效的诊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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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的研究［１７］，剖宫产后切口妊娠诊断主要根据患者

病史、症状、经阴道超声检查和核磁共振检查。虽然剖宫产后

切口妊娠的治疗尚无统一的方法，但根据临床实际和文献报

道，目前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治疗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案：①开腹、
腹腔镜、宫腔镜、经阴道等方式的手术治疗。②双侧子宫动脉
栓塞等介入治疗。③药物治疗。④联合治疗。各种治疗方法
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一定的适应症，效果与患者实际情况有

关［１８］。介入治疗通过栓塞子宫动脉阻断子宫血供，从而使胚胎

凋亡，但是其失败可能性大并且费用较高。腹腔镜下妊娠物切

除术，能够清楚地观察到病灶的大小形态，但是腹腔镜需要在

患者腹壁打开手术通道存在一定手术创伤，而且对于基层医院

来说开展腹腔镜手术难度也比较大。药物治疗后清宫，手术中

有子宫穿孔、出血多的风险，清宫效果不确切，同时药物对患者

有一定肝肾功能损害和骨髓抑制。阴道是女性天然的手术通

道，经阴道手术利用阴道无需额外建立手术通道，损伤小，亦在

直视下进行手术，可以缩短手术时间并且降低治疗费用。

本次研究对６８例剖宫产切口妊娠患者不同手术方式治疗
效果进行了比较研究。根据以往研究结果［１９２０］，经阴道手术具

有出院后血βＨＣＧ水平下降快、月经复潮时间短于腹腔镜手术
的特点。本研究结果也表明，经阴道手术患者出院后血 βＨＣＧ
水平下降速度明显快于腹腔镜手术患者，月经复潮时间明显短

于腹腔镜手术患者；同时，经阴道手术患者平均住院费用

（９３９５７０±２０４２９３）元，远低于腹腔镜手术患者住院费用
（１７０２９３２±１８４４７５）元，住院时间也明显短于腹腔镜手术患
者。本研究结果表明，经阴道手术患者的身体恢复速度快于腹

腔镜手术患者，同时费用比腹腔镜手术也要相对低廉，能够显

著减轻患者治疗的经济压力，患者在治疗结束后能够在比较短

的时间内恢复身体状况和正常工作及生活。相对于腹腔镜手

术，经阴道手术在手术成功率和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方面具有明

显的优势。经阴道手术成功率（９７０６％）明显高于腹腔镜手术
（８２３５％），手术并发症经阴道手术患者总发生率（１７６５％）远
低于腹腔镜手术患者（５５８８％）。本研究结果证实，经阴道手
术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高于腹腔镜手术，一方面，经阴道手术

比腹腔镜手术创伤更小；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可经肉眼

直接观察的手术方式更便于术者操作。按照以往的研究［２１］，腹

腔镜手术时患者术中出血量低于经阴道手术，但是本研究结果

相反，可能是因为腹腔镜手术在病灶分离与切除时，容易受到

手术视野不佳带来的干扰，而且腹腔镜下的残余组织、血凝块

不易完全清除，影响术中操作和止血，从而导致出血量反而大

于经阴道手术，同时也导致腹腔镜手术成功率下降，被迫转至

其他方式进行治疗。

综上所述，经阴道手术效果确切，安全性较好，能够有效治

疗剖宫产后切口妊娠。该手术方式显著降低了患者治疗费用，

减轻了患者经济压力，有利于患者迅速恢复正常生活，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值得在剖宫产切口妊娠患者治疗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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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韩一栩，刘玉珠．瘢痕子宫二次妊娠剖宫产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２０）：３２４６３２４８．

［２１］　ＣｈｅｎＺＹ，ＺｈａｏＬ，ＮｕｓｉｌａｔｉＡ，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ｂｙｈｙｓｔｅｒｏｔｏｍｙａｎｄ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ｆｏ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ＦｕＣｈａｎＫｅＺａＺｈｉ，２０１７，５２
（２）：９８１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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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的临床结局分析
赵青玲１　何兰娟２

１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浙江 义乌 ３２２０００
２义乌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浙江 义乌 ３２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的可行性以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１２２例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孕妇的临床资料，将９１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成功的产妇作为观察
组１，剩余３１例转为剖宫产作为观察组２；随机选取同一时期非疤痕子宫阴道分娩成功的经产妇９５例作为
对照组。分析各组产妇分娩的结局、并发症，并分析观察组２阴道分娩失败原因。结果：１２２例剖宫产术后
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成功率为７４．５９％（９１／１２２）。观察组１产后出血量、总产程、住院天数、新生儿体重、Ａｐ
ｇａｒ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１与观察组２对比，产
后出血量、住院天数、Ａｐｇａｒ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显著（Ｐ＜０．０５）。观察组２阴道分娩失败原因是剧
烈疼痛放弃试产１５例，继发性宫缩乏力１１例，胎儿窘迫３例，先兆子宫破裂２例。结论：严格掌握剖宫产
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的适应证在严密观察产程的前提下，并做好相关输血、抢救准备，阴道分娩是安全可

行的。

【关键词】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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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ｎｏ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
ｆｕｌｒａｔ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１２２ｃａｓ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７４５９％ （９１／１２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ｐｏｓｔｐａｒ
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ｔｏｔ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ｖｏｌｕｍ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１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ｇｉｖｉｎｇｕｐｄｕｅｔｏｓｅｖｅｒｅｐａｉｎ（１５ｃａｓ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ｔｏｎｙ（１１ｃａｓｅｓ），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３ｃａ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ｅ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２ｃａ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ｔ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ｔｏ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ａｇｉ
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ｆｔｅｒ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ｃｕｅ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ｏｓ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ｐｒｏｃ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由于多种因素共同导致剖宫产率逐年升高，再次妊娠后选
择合理的分娩方式非常关键，是临床关注的重点内容。再次剖

宫产可能会增加发生盆腔粘连的概率［１２］，阴道分娩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再次剖宫产率，但是有着较为严格的适应证和禁忌

证［３］。为了探讨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的安全性、可行

性，现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义乌市妇幼保健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收治的１２２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
道分娩孕妇的临床资料，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为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剖宫产术后

再次妊娠要求阴道试产孕妇１２２例，入选条件：①仅有一次剖宫
产史；②剖宫产后再怀孕时间 ＞２年；③切口为子宫下段横切
口；④本次妊娠胎儿体重适中，无原剖宫产指征和新剖宫产指
征；⑤所有孕妇知情同意阴道试产。排除标准：①剖宫产史≥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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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②上次剖宫产为子宫体纵“Ｔ”切开；③本次妊娠有剖宫产指
征［４５］；④孕妇不同意阴道试产。年龄范围２３岁 ～４１岁，年龄
（２８５５±４２８）岁；孕次范围２次 ～７次，产次范围１次 ～４次；
孕周范围３４周～４２周，孕周（３８２１±２０６）周；体重范围５２ｋｇ
～９５ｋｇ，体重（７５７８±１０３９）ｋｇ；距上次剖宫产时间范围２年～
１０年，距上次剖宫产时间（３９２±１３４）年；所有产妇均只有１
次剖宫产史；剖宫产原因：剖宫产学指征者１０５例（包括胎儿窘
迫４８例，产程停滞１３例，巨大儿１１例，臀位９例，妊娠期高血
压７例，前置胎盘６例，胎盘早剥４例，骨盆狭窄３例，羊水过少
２例），无剖宫产医学指征要求手术者１９例；子宫下段横切口
１１６例，子宫体部纵切口者６例，术后恢复良好，无感染。１２２例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成功的９１例产妇作为观察组１，
剩余３１例转为剖宫产作为观察组２，观察组１与观察组２临床
资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机选取义乌市妇幼保
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妇产科同一时期非疤痕子宫阴道分娩成

功的经产妇９５例作为对照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３岁 ～４２岁，年
龄（２８５６±４３０）岁；孕周范围 ３５周 ～４２周，孕周（３８２４±
２０７）周；体重５０ｋｇ～９５ｋｇ，体重（７５８３±１０４２）ｋｇ。三组产妇
年龄、孕周、体重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
获得医院有关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分析各组产妇分娩的结局、并发症，并分析观察组２阴道分

娩失败原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

±ｓ表示，应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产妇产后出血量、产程和住院天数对比

观察组１产后出血量、总产程以及住院天数与对照组差异
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１与观察组２对比，
产后出血量与住院天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产妇出血、产程和住院天数对比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量（ｍＬ） 总产程（ｍｉｎ） 住院天数（ｄ）

对照组 ９５ １５２８９±１６７４ ３０２２６±３０８３ ４０７±０２８

观察组１ ９１ １５７５２±１８０５ａ ３１１１３±３２９４ａ ４１１±０３４ａ

观察组２ ３１ ２８５８３±３０９２ｂ ＿ ７０４±０３７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观
察组１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新生儿分娩结果对比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１新生儿体重和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观察组２相比，观察组１新生儿体重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显著，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并发症对比

对照组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０５％，观察组１并发症发生率为
３３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观察组２相比，

观察组１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新生儿分娩结果对比

组别 例数 新生儿体重（ｇ） 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对照组 ９５ ３２４６９６±６０８３ ８６０±０９１

观察组１ ９１ ３２３０６２±６４７６ａ ８５５±０８６ａ

观察组２ ３１ ３２４７４１±６２７８ａ ７４３±０７５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观
察组１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３组并发症对比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新生儿窒息 子宫破裂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９５ ０ １ ０ １０５

观察组１ ９１ １ ２ ０ ３３０ａ

观察组２ ３１ ２ ２ ０ １２９０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观
察组１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观察组１阴道分娩失败再次剖宫产原因分析
３１例产妇阴道试产失败改行剖宫产术，其中剧烈疼痛放弃

试产１５例，继发性宫缩乏力１１例，胎儿窘迫３例，先兆子宫破
裂２例。
#

　讨论
临床中，剖宫产术率较高［６］，以往研究认为，剖宫产术后再

次妊娠分娩方式只能选择再次剖宫产术，能够择期手术，避免

阴道分娩发生子宫破裂的几率［７］。随着剖宫产人数的逐年增

加，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成功率不断提高，不仅能够

有效地减少再次剖宫产带来的并发症，如腹腔粘连、术后发热、

切口感染、恶露时间延长等［８９］，还能够减少新生儿湿肺的发

生，降低远期并发症。因此，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分娩方式是

否选择阴道试产一直是产科医师困惑的问题之一。

阴道试产的关键取决于产科医师对阴道试产适应证和禁

忌证的严格把握。美国妇产学会推荐剖宫产后阴道试产的条

件是［１０１２］：≤２次剖宫产史、胎儿纵产式、子宫无其他疤痕、骨盆
正常，以及无子宫破裂史等，同时医疗单位具备行紧急剖宫产

术的条件。禁忌证包括子宫瘢痕原因不明、双胎妊娠、胎儿臀

位、巨大儿和过期妊娠等。前次剖宫产术式中古典式切口或 Ｔ
形切口发生子宫破裂率达４０％～９０％，也是剖宫产术后阴道
分娩的禁忌证。本研究中１２２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均符合上
述阴道试产的适应证和禁忌证，其中有１１６例（９５０８％）产妇
为子宫下段横切口，６例子宫体部纵切口，符合阴道试产的条
件。子宫下段横切口的瘢痕多数沿着肌纤维的走向做钝性分

离，损伤程度相对较小，易于缝线拉紧对合。

１２２例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产妇入院后，应详细了
解产妇的前次分娩史，测量宫高、腹围以及内外骨盆。详细了

解产妇骨产道、软产道情况，胎头大小、胎头位置和胎头衔接状

态，具体要结合产妇的Ｂ超检查结果，预测胎儿体重，排除头盆
不称等，确定无阴道试产禁忌证［１３１５］。产程开始后即刻做好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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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产手术准备，严密观察，若出现胎儿窘迫、先兆子宫破裂等情

况及时改行剖宫产术。适当阴道助产缩短产程，第２产程中禁
止加腹压，当胎头在坐骨棘水平下２ｃｍ可行胎吸助产。胎儿娩
出后，立即给予产妇使用缩宫素，并行常规宫腔检查，若子宫切

口疤痕处发生裂伤及时处理。符合阴道试产条件者１２２例，其
中阴道分娩成功９１例，成功率为７４５９％。证实宫产术后再次
妊娠选择阴道分娩的重点内容是严格掌握阴道试产的适应证

和禁忌证，阴道分娩成功率较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１产后出血量、总产程以及住院天
数、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充分证实，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选择阴道分娩是安全的，
具有可行性。同时，与观察组２对比，观察组１产妇的产后出血
量、住院天数、并发症发生率显著短于观察组２，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充分表明：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选择阴道分娩
能够有效地减少产妇产后出血量，住院天数缩短，减少了经济

负担，同时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与对照

组比较，观察组１新生儿体重和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观察组２相比，观察组１新生儿体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 Ａｐｇａｒ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再次证实，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选择阴道分娩对新生儿
来说也是安全的，具有可行性，并且能够提高新生儿的生存质

量，减少并发症，再次剖宫产并不能有效地改善母婴结局。余

敏［１６］等学者也证实，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选择阴道分娩对母婴有

着较好的结局。

本次研究中３１例产妇阴道试产失败改行剖宫产术，其中剧
烈疼痛放弃试产１５例，继发性宫缩乏力１１例，胎儿窘迫３例，
先兆子宫破裂２例。由此可见，在实际临床工作中，少数临床医
师过度担心出现医疗纠纷，过分强调子宫破裂的危害，一部分

符合阴道试产的妇产丧失试产信心，失去了阴道分娩的机会。

在阴道试产过程中，若出现宫缩乏力导致产程缓慢或停滞，建

议采取小剂量缩宫素，有经验丰富的产科医师密切观察产程变

化，连续胎心监护，产程缩短至１２ｈ以内，一旦发现异常及时采
取剖宫产术。本组有２例患者存在可疑先兆子宫破裂行剖宫产
术，其本次临产间隔时间均为２５年左右，术中发现子宫下段较
薄，临产前、产时、产后结合 Ｂ超检查结果作为参考［１７１８］，判断

产妇子宫是否发生破裂。因此，在阴道试产过程中，临床医师

要密切观察产程，及时并处理产程延长、胎儿窘迫、先兆子宫破

裂等问题，提高阴道试产的成功率，同时保证阴道试产的安全

性，并重点加强阴道试产分娩的优势宣传，与产妇、家属有更多

的沟通，使产妇能够正确面对分娩，同时加强医生的责任感。

并且经过分析，发现本次研究资料中６例产妇前次剖宫产术式
采取子宫体部纵切口者，有５例产妇阴道试产失败，转为剖宫产
术，其原因可能是子宫下段横切口更利于阴道分娩的顺利

进行。

笔者认为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时，要重点注意以

下几点：①严格掌握阴道试产的适应证和禁忌证，仅有一次剖
宫产史，并且无新的剖宫产指征；②前次剖宫产是子宫下段横
切口，术后无感染，且前次剖宫产时间距离本次分娩时间 ＞３
年，结合Ｂ超检查结果，子宫下段瘢痕厚度 ＞３ｍｍ；③临床产科

医师需经验丰富，有良好的监护设备，并且能够实施紧急剖宫

产术；（４）产程中若产妇出现宫缩乏力，可先行人工破膜加强宫
缩，并给予小剂量的缩宫素，产程不宜超过１２ｈ。

综上所述，严格掌握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的适应

证，密切观察产程进展，一旦出现异常，立即转为剖宫产术，并

做好相关输血、抢救准备，是安全可行的，避免了再次剖宫产带

来的创伤和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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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三步治疗对反复移植失败患者再次激素替代
冻融胚胎移植妊娠率影响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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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冻融胚胎移植周期中，仍然有患者出现优质胚胎多次移植失败的情况，提高此类患者
的移植成功率是业界为之努力的目标。本课题通过对反复移植失败再次行激素替代冻融胚胎移植患者辅

助以独特的中药三步治疗，观察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下血流参数的变化，以此探讨中药三步治疗辅助激

素替代方案助孕反复移植失败患者的可能作用机制。方法：选择反复移植失败患者６０例，将其随机分为治
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给予冻融胚胎移植激素替代常规西药，治疗组在常规用药基础上实施中
药三步治疗（移植前月经期给予自拟益肾化瘀方加减治疗；月经干净后至移植前１ｄ给予毓麟珠方加减治
疗；移植后给予毓麟珠合寿胎丸方加减治疗至移植后２２ｄ），检测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螺旋动脉血
流参数ＰＩ、ＲＩ值，移植后１２ｄ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雌二醇（Ｅ２）、孕酮（Ｐ）水平，观察两组患者
妊娠率、着床率和异位妊娠率。结果：治疗后，治疗组患者妊娠率６３３％、着床率６６７％，均明显优于对照组
（均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子宫内
膜螺旋动脉血流参数ＰＩ、ＲＩ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移植后第
１２ｄ血清βＨＣＧ、Ｅ２、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中药三步治疗辅助激素替代方案可
以通过改善子宫内膜血供途径，提高反复移植失败患者再次行冻融胚胎移植的临床妊娠率和着床率，达到

真正意义上的中西结合助孕的目的。

【关键词】　反复移植失败；冻融胚胎移植；妊娠率；中药三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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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胚胎孵化技术和培养
环境的优化发展，使受精率和卵裂率明显提高，但临床上仍然

会遇到优质胚胎多次移植无法着床的情况，其结果最终导致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后
反复移植失败（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ＩＦ），ＲＩＦ也成为
ＩＶＦＥＴ总体妊娠率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因［１２］。ＲＩＦ的病因尚
不十分明确，治疗方法也有待进一步改进，这也成为目前临床

研究的热点和难点［３］。中医药在辅助生殖方面具有独特的优

势，作为ＩＶＦＥＴ的辅助治疗参与其中，且临床取得良好疗效。
本研究选择部分 ＲＩＦ再次接受激素替代周期（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ＲＴ）冻融胚胎移植（ｆｒｏｚｅｎｔｈａｗｅ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ＦＥＴ）的患者，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上辅以中药三步治疗，且与
常规西医治疗比较，以探讨中药三步治疗对 ＲＩＦ患者再次行
ＨＲＴＦＥＴ种植率、临床妊娠率的影响。现将有关情况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在我院门诊就诊及住院部
住院的ＲＩＦ患者６０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
治疗组３０例和对照组３０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入组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 ＲＩＦ患者的年龄、既往移植失
败次数、不孕年限等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ＲＩＦ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移植失败次数

（次）

不孕年限

（年）

治疗组 ３０ ３１５６±４８２ ３７３±０３４ ５８９±２０８

对照组 ３０ ３２１２±３９８ ３８６±０５６ ５４７±１８８

ｔ值 －０６７３ －０５９０ ０６１５

Ｐ值 　０４４２ 　０５７６ ０４９７

１２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４］不孕症诊断标准：有规律

性生活持续１２个月以上未避孕未孕。中医辨证标准参考《中
医虚证辨证参考标准》［５］拟定。肾虚型：主症：腰膝酸软，头晕

耳鸣，性欲减退；次症：精神萎靡，面色苍白，夜尿频多，动则气

促；舌脉：舌质黯淡苔白，脉沉迟无力；肾虚型辨证成立条件：主

症必备，兼症具备１项或２项，结合舌脉即可诊断。
１３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以上诊断和辨证标准；②胚胎移植失败３
次及以上者；③拟再次行 ＨＲＴ冻融胚胎移植治疗。排除标准：
①合并器质性疾病，如心、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内科疾病；
②存在解剖结构异常、内分泌失调、染色体异常、生殖道感染、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病因；③精神病患者；④参加其他临床试验
的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于ＨＲＴ冻融胚胎移植周期月经第１天入组。对

照组患者给予西医冻融胚胎移植激素替代周期常规用药，均在

月经周期第３ｄ起口服戊酸雌二醇片（商品名：补佳乐，规格：
１ｍｇ／片）２ｍｇ，２次／ｄ，口服，根据 Ｂ超检查显示子宫内膜厚度，
调整补佳乐的用量，当内膜厚度≥８ｍｍ且 Ｅ２水平≥３００ｐｇ／ｍＬ
时加用黄体酮注射液（规格：２０ｍｇ／ｍＬ）４０ｍｇ，２次／ｄ，肌肉注射；
地屈孕酮片（商品名：达芙通，规格：１０ｍｇ／片）１０ｍｇ，３次／ｄ，口
服，以转化子宫内膜、黄体支持治疗。自黄体支持治疗后的第

３ｄ行早胚移植［６］，拟宫内移植冻融胚胎２枚。治疗组患者在给
予西医冻融胚胎移植激素替代周期常规用药的基础上，辅助中

药三步治疗：第一步（月经期）：此期治疗原则以“通”为顺，经血

自下，以益肾清热、化瘀通络为治法。自拟益肾活血方：川断

１５ｇ，桑寄生１５ｇ，丹参１５ｇ，赤芍１２ｇ，制香附１０ｇ，川芎１０ｇ，川牛
膝１５ｇ，益母草２０ｇ等；炎症较甚者酌加：红藤１５ｇ，败酱草１５ｇ，
忍冬藤１５ｇ，蒲公英１５ｇ等清热解毒；瘀滞较重者酌加：路路通
１０ｇ，五灵脂１０ｇ，炒莪术９ｇ，桃仁、红花各１０ｇ等化瘀通络。经
期延长超过５ｄ者，月经第５ｄ起，自拟益肾活血方去益母草、川
芎、制香附、川牛膝，加乌贼骨１５ｇ、仙鹤草１５ｇ、藕节炭收敛止
血，至月经完全干净。第二步（经净后至胚胎移植前１ｄ）：毓麟
珠方加减治疗：生晒参９ｇ，白术１２ｇ，熟地１５ｇ，白芍１２ｇ，当归
１２ｇ，鸡血藤１５ｇ，鹿角霜１０ｇ，菟丝子１５ｇ，杜仲１５ｇ，女贞子１０ｇ
等。第三步（胚胎移植后）：毓麟珠合寿胎丸加减治疗：生晒参

９ｇ，炒白术１２ｇ，炒白芍１２ｇ，当归１２ｇ，熟地黄１２ｇ，菟丝子１５ｇ，
炒川断１５ｇ，桑寄生１５ｇ，阿胶（烊化）６ｇ，苎麻根１５ｇ等；夜寐欠
安者酌加远志６ｇ，酸枣仁１０ｇ，夜交藤１５ｇ，百合１０ｇ等安神助
眠。每日１剂，水煎服，２００ｍｌ，分早晚２次服用。治疗疗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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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Ｔ冻融胚胎移植周期月经第１ｄ至移植后第２２ｄ，为１个治疗
疗程，本研究观察期为一个治疗疗程。

１５　观察指标
１５１　冻融胚胎移植当日彩超检测子宫内膜厚度及子宫内膜
血流情况　研究对象予彩超监测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螺旋
动脉血流搏动指数（ＰＩ）和阻力指数（ＲＩ）的参数情况。
１５２　移植后第１２ｄ验孕　检测血清βＨＣＧ、Ｅ２、Ｐ水平。
１５３　临床疗效评价　①妊娠率：临床妊娠例数／总例数；②着
床率：着床例数／总例数；③异位妊娠率 ＝异位妊娠例数／总例
数；④检测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雌二醇（Ｅ２）、孕
酮（Ｐ）水平（注：移植后 １２ｄ查血 βＨＣＧ值 ＞１０ＩＵ／Ｌ，移植后
２２ｄＢ超检查宫内有孕囊者为临床妊娠［７］；移植后１２ｄ查血 β
ＨＣＧ值＞１０ＩＵ／Ｌ者为着床；异位妊娠：Ｂ超或手术和病理证实
孕囊位于子宫以外部位者为宫外孕，特殊情况 Ｂ超或手术和病
理证实孕囊同时位于宫内和宫外称宫内合并宫外孕者）。

１６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ＲＩＦ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妊娠 率 １９例 （６３３％），着 床 率 ２０例
（６６７％）；对照组患者妊娠率 １１例（３６７％），着床率 １２例
（４００％），治疗组患者妊娠率、着床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两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ＲＩＦ患者妊娠率、着床率和异位妊娠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妊娠率 着床率 异位妊娠率

治疗组 ３０ １９（６３３）ａ ２０（６６７）ｂ 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１１（３６７） １２（４００） ０（０）

χ２值 ４２６７ ４２８６

Ｐ值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３９；标有“ｂ”项表示，与
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３８

２２　两组ＲＩＦ患者移植当日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螺旋动脉
血流搏动指数（ＰＩ）和阻力指数（ＲＩ）的参数比较
　　治疗组ＲＩＦ患者子宫内膜厚度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 ＲＩＦ患者子宫内膜螺旋动脉血流参
数ＰＩ、ＲＩ值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ＲＩＦ患者移植后第１２ｄ血清βＨＣＧ、Ｅ２、Ｐ水平、移植
胚胎个数比较

　　两组ＲＩＦ患者移植后第１２ｄ血清 βＨＣＧ、Ｅ２、Ｐ水平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　两组ＲＩＦ患者不良反应

研究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表３　两组ＲＩＦ患者移植当日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内膜螺旋动脉

血流参数ＰＩ、ＲＩ值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ＰＩ值 ＲＩ值

治疗组 ３０ １０３４±０３４ａ ０７２±０３５ｂ ０４９±００３ｃ

对照组 ３０ １０２５±０４０ ０８９±０２３ ０６５±００４

ｔ值 ０１６８ －３１１３６ －３０６０４

Ｐ值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８６７；标有“ｂ”项表示，与

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００；标有“ｃ”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ＲＩＦ患者移植后第１２ｄ血清βＨＣＧ、Ｅ２、Ｐ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βＨＣＧ（ＩＵ／Ｌ） Ｅ２（μｇ／Ｌ） Ｐ（μｇ／Ｌ）

治疗组 ３０ １９８±３４７１ａ ２６０４±３０２３ｂ ３２５６±５６７ｃ

对照组 ３０ ２０６±３９５３ ２５４３±３９４６ ３１３６±４９８

ｔ值 －６６０２ ０５０２ ０４５０

Ｐ值 　０５１４ ０６１９ ０６５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５１４；标有“ｂ”项表示，与

对照组相比，Ｐ＝０６１９；标有“ｃ”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６５６

#

　讨论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

对于临床不孕不育的治疗是２０世纪的伟大成就之一，但是ＩＶＦ
ＥＴ妊娠率仍然徘徊在３０％ ～４０％［８］。未能妊娠的原因很多，

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母体方面：子宫解剖结构异
常（子宫纵膈等）、子宫内膜异常（子宫内膜息肉、子宫内膜增生

症等）、子宫内膜容受性低（子宫内膜过薄、宫腔粘连、慢性子宫

内膜炎、子宫内膜下血流高阻［９］、子宫收缩频繁、内膜移植窗移

位等）［１０］、母胚免疫异常、血栓前状态［１１１２］（体内血液高凝、子

宫动脉血流高阻）等；②胚胎方面：遗传物质缺陷、胚胎孵化不
良、培养环境不良、胚胎移植操作不当等［１３１４］；③另有部分不明
原因的ＲＩＦ。

根据ＲＩＦ的临床表现，其可以归属中医“无子”“断绪”“胎
元不固”“滑胎”等范畴［１５］。中医学认为，肾主生殖，先天之精

藏于肾，肾中精气旺盛，天癸成熟，任通冲盛，阴血下聚胞宫，月

事调顺，男女生殖之精相搏合而成形，育于胞宫之中，而成胎

孕［１６］。肾精亏虚，天癸不足，肾阴不足，无力滋养，或肾阳不足，

无力温煦促进，均可致卵泡生长发育受限或卵子发生异常，导

致反复移植失败。肾气亏虚，生殖功能下降，不仅可致不孕，而

且可使胎失所系、冲任不固，导致反复移植失败。脾为后天之

本，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虚，气血生化乏源，不能正常养胎、载

胎，亦可以造成反复移植失败。此外，母体的房劳、多产、堕胎

耗伤肾气，加之宫腔操作金器损伤、妇科炎症反复，致使冲任气

血失调，冲任胞宫阻滞，亦可以致两精相合后胎失所养、胎元不

固，出现反复胚胎着床失败或早期妊娠失败［１７１８］。

我科以”其母有疾以动胎”“胎有不牢固以病母”为理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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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结合临床实践，总结ＲＩＦ再移植前三步治疗方法，前期取得
较好疗效。第一步，胚胎移植前月经期益肾清热、行经通络治

疗，对于盆腔炎症、宫腔黏连、子宫内膜息肉术后等患者此期重

视清热消炎；对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等患

者此期重视化瘀通络。第二步，胚胎移植前经后期，重视改善

母体全身状况，补气养血与补肾并重，兼通络胞脉，以中医古方

毓麟珠方加减治疗，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以利于胚胎移植后

着床发育，正如清代医家傅青主所言“血足则子宫易于容物”。

第三步，胚胎移植后，重视补肾、养血、安胎，兼顾宁心安神，以

促胞胎受孕，以毓麟珠联合寿胎丸方加减治疗，我科前期临床

观察也证实其对冻融胚胎移植具有较好临床疗效［６］。现代药

理研究［１９］证实，补肾中药具有类激素样效应，对女性性腺轴功

能具有调节作用，活血药能够改善卵巢及子宫的血供循环，有

助于黄体发育和内膜容受性的改善［２０２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ＲＩＦ治疗组与ＲＩＦ对照组比较，子宫内膜
厚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子宫内膜螺旋动脉血流搏动指数

（ＰＩ）和阻力指数（ＲＩ）的参数比较，治疗组ＲＩＦ患者比对照组显
著下降，这提示：辅助此中药三步法治疗 ＲＩＦ拟行冻融胚胎移
植激素替代周期患者，可以通过改善子宫内膜下血供，提高其

子宫内膜容受性，有利于胚胎着床。而治疗组 ＲＩＦ患者妊娠率
和着床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也肯定了辅助此中药三步治疗法，

可以显著提高ＲＩＦ患者再次行冻融胚胎移植妊娠率和着床率，
且本研究未见明显不良反应，故有利于临床推广应用。本次研

究也存在不足之处，如两组患者移植后１２ｄ血 βＨＣＧ、Ｅ２、Ｐ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本研究样本量偏少、研究

结果存在一定局限性有关。此外，本研究未对移植冻融胚胎质

量相关数据以及第一疗程失败后再进行第二疗程的临床疗效

进行随访统计分析，这些问题将会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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瘢痕子宫再妊娠分娩时间及分娩方式的选择分析
周丽霞　蒲育栋　李李　王燕
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３２１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瘢痕子宫再妊娠分娩时间及其分娩方式的选择。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３月至
２０１５年３月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瘢痕子宫再妊娠的患者８８例作为观察组，并以８８例非瘢痕子宫妊
娠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再妊娠分娩时间及其分娩方式的选择。结果：观察组患者的剖

宫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阴道试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非瘢痕子宫组患
者的分娩成功率（８９７７％）显著高于瘢痕子宫组（６４７７％）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瘢
痕子宫组患者与非瘢痕子宫组患者的产程时间、住院时间、产后的出血量等比较均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新生儿肺炎、新生儿颅内出血和新生儿肺不张发生率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瘢痕子宫不再是再次剖宫产的临床绝对指征，尤其是对剖宫产后２年～３年的患者，一旦符合
阴道试产的适应症，应尽量选择阴道试产进行分娩，最大程度上降低对母体及婴儿的伤害，安全性高。

【关键词】　瘢痕子宫；分娩方式；分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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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２～３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ｏｎｃ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ｅｍｅ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ｊｕｒｙｔｏｍｏｍｓ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ａｒｕｔｅｒｕ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ｉｍｅ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医疗科技水平的发展，近几年来，我国
剖宫产的发生率也呈逐年递增趋势，且术后再妊娠的发生率也

呈逐年递增趋势，选择何种分娩方式与分娩的时间也越来越受

到人们重视［１］。虽然，前几年临床上在抗生素、麻醉及子宫下

段横切口的应用上显著提高了剖宫产手术的疗效与安全性，但

因瘢痕子宫分娩所造成的并发症并未减少，可否经阴道分娩以

及该分娩模式的安全保障与指征成为了当下的研究热点［２］。

因此，本文对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瘢痕子宫患者的分娩时间及

分娩方式进行了研究，现展开讨论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东莞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
的瘢痕子宫再妊娠的患者８８例作为观察组，并以８８例非瘢痕
子宫妊娠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４
岁，年龄（２９６±２３１）岁，孕期范围３５周 ～４１周，孕期（３８１１
±１３２）周。对照组８８例非瘢痕子宫妊娠患者均符合首次分娩
的医学指征［３］，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４岁，年龄（２６７±１４）
岁；孕期范围３４周 ～４０周，孕期（３７８±２２）周。两组患者性
别、年龄、孕期等一般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资料具有可比性

（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分娩方法　按照首次剖宫产手术的并发症、合并症、指
征、宫颈成熟度及切口部位的厚度对分娩的方式进行决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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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指征的患者进行引导试产［４～６］：①患者的首次剖宫产部
位使其子宫下段，且产后无出血及伤口感染发生，本次妊娠的

超声检查显示子宫下段无任何异常发现。②本次在患者入院
后对其骨盆及胎儿的入盆状况进行评估，无头盆不称或胎位异

常发现，在超声检查中估计胎儿的体重在２５００ｇ～４０００ｇ。③患
者及其家属同意实施阴道试产。④再次妊娠距离首次剖宫产
的时间至少在２年以上。对有下列指征的患者实施剖宫产术：
①患者及其家属拒绝阴道试产。②符合剖宫产的绝对手术指
征，且可进行再次剖宫产。观察患者试产成功的状况，并对患

者的住院时间、出血量、产褥病率及新生儿的窒息状况。

１２２　统计学方法　应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其
中计数资料应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应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资
料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的具体实施方式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剖宫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其阴道试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实施手术的具体方式（ｎ／％）

组别 例数 剖宫产 阴道试产

观察组 ８８ ７９（８９７７） ９（１０２２）

对照组 ８８ ４６（５２２７） ４２（４７７３）

２２　比较瘢痕子宫组患者与非瘢痕子宫组患者的阴道分娩临
床资料

　　研究结果显示，非瘢痕子宫组患者的分娩成功率
（８９７７％）显著高于瘢痕子宫组（６４７７％）患者，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瘢痕子宫组患者与非瘢痕子宫组患者
的产程时间、住院时间、产后的出血量等比较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瘢痕子宫组患者与非瘢痕子宫组患者的阴道分娩
临床资料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出血量

（Ｖ／ｍｌ）
住院时间

（ｔ／ｄ）
分娩成功

（例／％）
产程时间

（ｔ／ｈ）

观察组 ８８ １０８１±３５ ６３±１２ ５７（６４７７） ８４±２３

对照组 ８８ １１２４±２７ ６１±１１ ７９（８９７７） ８３±２２

χ２值 － － － ３４１ －

ｔ值 － ０１８ ０３４ － ０２１

Ｐ值 － ９２１ ７１２ ００１ ４５１

２３　两组新生儿不良结局比较
两组新生儿肺炎、新生儿颅内出血和新生儿肺不张发生率

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随着医学的不断进步与无菌技术的不断发展，阴道分娩及

监护技术的完善都得到了很大的进步，这使得瘢痕子宫进行阴

道分娩成为了可能［７９］。这几年，临床上的剖宫产术式大都是

子宫下段的横切口术，该手术方式愈合好、出血少、并发症与子

宫破裂的发生率较低，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外相关研

究显示，前次剖宫产方式为子宫下段横切口术式的患者，经阴

道试产的成功了高达 ６０％，子宫破裂的发生率仅为 ０５％
～１５％［１０１１］。

表３　两组新生儿不良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新生儿肺炎 新生儿颅内出血 新生儿肺不张

观察组 ８８ １（１１） １（１１） ２（２２）

对照组 ８８ ２（４４） １（１１） ４（４４）

χ２值 － １０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６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文对８８例瘢痕子宫患者及８８例非瘢痕子宫患者进行了
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剖宫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

阴道试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非瘢痕子宫组患者的分娩成功率（８９７７％）显著高于瘢痕子宫
组（６４７７％）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瘢痕
子宫组患者与非瘢痕子宫组患者的产程时间、住院时间、产后

的出血量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以往临床因
为认识的不足与偏差，通常认为，瘢痕子宫再次妊娠产妇经阴

道试产风险太大，因此，更倾向实施再次剖宫产。然而剖宫产

手术虽然更为成熟、安全，但往往会加重产妇及其家庭的负担

与痛苦，而且，剖宫产术后常会出现子宫与腹腔粘连等并发症，

这也显著增加了再次剖宫产的难度，降低了再次剖宫产的预后

疗效。而随着临床对自然分娩的认识增强以及自然分娩临床

技术的不断成熟、完善，其安全性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有研

究显示，影响瘢痕子宫患者决定阴道分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

点：①医院的医疗技术和设施；②产科医生对剖宫产术式的倾
向性；③孕妇所受的教育及所接触的相关知识影响。有很多瘢
痕子宫孕妇在无绝对剖宫产指征的情况下仍选择剖宫产而不

是阴道试产，这是瘢痕子宫患者分娩方式的现状。很多剖宫产

患者存在一个一次剖宫产，以后都是剖宫产的错误理念，相关

义务人员应对孕妇及其家属进行思想教育及相关知识的宣传，

使其准确全面了解剖宫产及阴道分娩的利弊，了解阴道分娩及

剖宫产的安全性及适应症，使孕妇能更合理地选择分娩方式。

孕妇在进行阴道试产时，应严格遵循以下临床指征：①前次剖
宫产手术方式为子宫下段横切口，且术后无出血及伤口感染发

生；②前次手术指征已经不存在；③有较好的医疗技术及医院
设施，有完善的监护系统，且孕妇愿意试产；④手术时间至少间
隔两年以上［１２１４］。决定瘢痕子宫再次妊娠阴道分娩成功率的

因素主要包括［１５］：①阴道分娩史，目前的研究显示，具有阴道分
娩史的患者的成功率一般为无阴道分娩史患者的９倍，无阴道
分娩史是导致瘢痕子宫再次妊娠阴道分娩失败的重要影响因

素；②身高和体重，瘢痕子宫患者体重指数越相对偏小、身高越
矮，阴道试产成功率则越高；③宫颈条件，宫颈条件是影响阴道
试产成功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宫口扩张 ５ｃｍ上、宫颈管消退
２５％以上者成功率更高，宫颈展平的患者成功率为其他患者的
５倍；④患者年龄，目前有关年龄是否会影响瘢痕子宫再次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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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阴道分娩成功率尚存争议，但目前已有的研究已经初步证

实，年龄可能是影响阴道分娩成功率的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瘢痕子宫不再是再次剖宫产的临床绝对指征，

尤其是对剖宫产后２年 ～３年的患者，一旦符合阴道试产的适
应症，应尽量选择阴道试产方式进行分娩，最大程度上降低对

母体及婴儿的伤害，提高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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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影响的
随访观察
吴珊　陈晓辉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　要】　目的：探讨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深圳市龙华区人民
医院妇产科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收治的２２６例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实施会阴侧
切的初产妇１１３例，设为试验组；实施非会阴侧切的初产妇１１３例，设为对照组。产后４２ｄ，对两组初产妇的
临床症状和盆底功能进行检测评估，并对产后２个月、４个月、７个月后初产妇的性功能进行评估，观察和比
较两组初产妇的产妇盆底功能和性功能。结果：产后４２ｄ，两组初产妇的压力性尿失禁、盆腔脏器脱垂发生
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试验组初产妇的性功能障碍和会阴疼痛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初产妇的盆底肌力正常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试验组初产妇产后２个月和４个月的性功能评分与对照组存在明显差异，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的盆底肌功能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发生盆底功能障碍会影响初产妇的性
功能，临床上要严格控制该手术的使用。

【关键词】　会阴侧切；初产妇；盆底肌功能；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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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ｏｎ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ｅｒ
ｐｅｒａｅ　ＷＵＳｈａｎ，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ｈｕ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ｇｈｕ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５１８１０９，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ｏｎ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２６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ｅｉｎＬｏｎｇｈｕ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ｅａｃｈｏｆ１１３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ｄｉｄｎｏ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ｏｎ４２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ｏｎ２，４，７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ｏｒ
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ｎ２ａｎｄ４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ａｒｇｅ，ｗｈｉｃｈ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ｓｏ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ｉｃｔ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盆底功能障碍是由各种原因导致的盆底肌肉组织机能薄
弱，进而引起盆腔器官的位置与功能发生异常，表现出压力性

尿失禁、性功能障碍以及盆底脏器脱垂和会阴疼痛等情况［１］，

对产妇的性生活质量带来一定影响。会阴侧切对阴道分娩的

产妇而言，在第二产程的时候将会阴组织切开，进而使得阴道

开口逐渐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产道出口阻力［２］，其目的

是防止产道的严重撕裂伤及减少婴儿胎头受压的损伤。但是，

会阴侧切是否对产妇的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造成影响，目前还

缺少临床对照试验。本研究比较了会阴侧切和非会阴侧切患

者术后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差异，旨在从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

角度评估会阴侧切的可行性，为初产妇分娩时临床处理提供指

导。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２２６例初产
妇为研究对象，所有初产妇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纳入标准［３］：①足月妊娠的初产妇；②单胎；③肝肾功能，
血糖，心电图，Ｂ超及血、尿、白带常规等检查均正常。排除标
准：①严重的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等高危因素存在；②产科合
并症及并发症；③不能接受随访的初产妇。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２２６例初产妇分为两组。其
中，实施会阴侧切的初产妇１１３例，设为试验组；实施非会阴侧
切的初产妇１１３例，设为对照组。

试验组初产妇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４岁，年龄（３１２±５６）
岁；孕周范围３７～４０周，孕周（３８１±２３）周。对照组初产妇年
龄范围２２岁 ～４３岁，年龄（３１９±４９）岁；孕周范围 ３６～４１
周，孕周（３８８±２１）周。两组初产妇在年龄和孕周方面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试验组初产妇采用会阴侧切生产。当胎头拔露时，于左侧

会阴处使用１％ 普鲁卡因进行局部浸润麻醉。当宫缩开始时，
手术者将左手中指、食指伸入阴道内以撑起左侧阴道壁、引导

剪开方向，注意保护胎头避免受损，右手用会阴侧切剪自会阴后

联合中线向左侧４５度方向剪开会阴皮肤和黏膜，切口一般为４
～５ｃｍ，切开后应用纱布压迫止血，必要时钳夹结扎止血［４］。

对照组初产妇实施非会阴侧切生产。１１３例产妇实施子宫
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术，并进行连续硬脊膜外麻醉。

１３　评价指标
１３１　盆底肌功能评价　产后４２ｄ时，调查两组初产妇压力性
尿失禁、性功能障碍以及盆底脏器脱垂和会阴疼痛情况。盆底

肌力按照国际通用的会阴肌力测定法（ＧＲＲＵＧ）分级评定［５］，

经评定产妇盆底肌肉收缩持续０ｓ即为０级，持续１ｓ即为Ⅰ级，
持续２ｓ即为Ⅱ级，持续３ｓ即为Ⅲ级，持续４ｓ即为Ⅳ级，持续５ｓ
即为Ⅴ级，其中０～Ⅲ级判定为肌力异常，盆底肌力正常率 ＝
（Ⅳ＋Ⅴ）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２　性功能评价　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调查问卷［６］

对两组初产妇产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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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越高，性功能越好。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６０统计处理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所有数
据均符合正态分布。计量结果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
采用ｔ检验，计数结果采用［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初产妇的压力性尿失禁、性功能障碍以及盆底脏器脱
垂和会阴疼痛情况比较

　　产后４２ｄ，两组初产妇的压力性尿失禁、盆腔脏器脱垂发生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初产妇的性功能障碍
和会阴疼痛发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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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初产妇产后４２时压力性尿失禁、性功能障碍以及盆底脏器
脱垂和会阴疼痛情况［ｎ（％）］

组别 例数 压力性尿失禁 性功能障碍 盆底脏器脱垂 会阴疼痛

试验组 １１３ ３０（２６５） １９（１６８） ２２（１９５） ２５（２２１）

对照组 １１３ ２９（２５７） ８（７１） ２１（１８６） ９（８０）

χ２值 ００２３ ５０９０ ００２９ ８８６３

Ｐ值 ０８８０ ００２４ ０８６５ ０００３

２２　两组初产妇盆底肌力情况比较
试验组初产妇的盆底肌力正常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初产妇的性功能情况比较

试验组初产妇产后２个月和４个月的性功能评分与对照组
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７个月两组初产
妇的性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２　两组初产妇盆底肌力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Ｉ级 ＩＩ级 ＩＩＩ级 ＩＶ级 Ｖ级 正常率

试验组 １１３ １５（１３３） ２０（１７７） ２３（２０４） ３５（３１０） ２５（２２１） ５５（４８７）

对照组 １１３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８） １０（８８） ５０（４４２） ３０（２６５） ８０（７０８）

χ２值 — — — — — １１４９８

Ｐ值 — — — — — ０００１

表３　两组初产妇术后不同时间的性功能情况比较

　　　　指标 时间 试验组（ｎ＝１１３） 对照组（ｎ＝１１３） ｔ值 Ｐ值

性欲程度（３～１５分） ２个月 ４２８±０３６ ４９９±０３８ １４４１９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５２２±０２５ ５４５±０３２ ６０２１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６７１±０３９ ６７２±０３８ ０１９５ ０８４５

性唤起（１～２０分） ２个月 ４１１±０２１ ４７７±０３２ １８３３０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５２１±０３１ ５８７±０３４ １５２４８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５９９±０３５ ６０１±０２６ ０４８８ ０６２６

阴道润滑情况（０～１５分） ２个月 ３１２±０２５ ３４８±０２２ １１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４１１±０２３ ４５４±０３２ １１５９９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４９８±０２５ ４９９±０２９ ０２７８ ０７８２

性高潮情况（０～２０分） ２个月 ３７８±０３３ ４１５±０１９ １０３２９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４７７±０３２ ５１１±０２１ ９４４３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５７０±０２４ ５７１±０２３ ０３２０ ０７４９

性满意度（２～２０分） ２个月 ４５６±０３２ ４９８±０２１ １１６６４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５４５±０２５ ５９８±０２２ １６９１８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６０２±０２１ ６０３±０２４ ０３３３ ０７３９

性交疼痛情况（０～２０分） ２个月 ４４５±０３２ ４９９±０２１ １４９９７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５４９±０２５ ５９９±０１５ １８２３０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６０１±０１２ ６０２±０２４ ０３９６ ０６９２

总分（６～１１０分） ２个月 ２２６１±２９１ ２７９４±１６６ １６９１２ ００００

４个月 ２９３５±２４６ ３１５０±３５２ ５３３２ ００００

７个月 ３５４５±３７２ ３５９４±３４１ １０３２ ０３０３

#

　讨论
产妇产后的性健康问题是每个女性都比较关注的问题，而

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产后性功能的影响有所不同。为了加快

分娩进程，临床上会采取一些手术方式，会阴侧切就是其中一

种方式。会阴切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胎儿娩出时扩大阴道

出口，缩短产程；另一目的是避免盆底过度伸展，防止出现产后

盆底松弛，降低对性功能的损害，减少尿便失禁的风险［７１０］。阴

道分娩中会阴侧切是否对盆底功能有保护作用，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尚没有形成共识。在临床实践中，有关会阴侧切对产妇的

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影响的研究所得结果有所不同，为此需要

进行详细分析。

盆底功能障碍主要表现在压力性尿失禁、性功能障碍以及

盆底脏器脱垂和会阴疼痛情况，将其应用于评价产妇产后的盆

底肌功能，可以判断产后的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有关研究显

示［１１］，顺产、剖宫产的产妇压力性尿失禁、盆腔脏器脱垂发生率

与会阴侧切产妇没有差异，而在性功能障碍和会阴疼痛发生率

上存在差异，这也说明会阴侧切对产妇的性功能影响比较大。

一般产后前６个月，产妇的性功能比较差，６个月以后则恢复正
常。本研究结果与此研究基本一致，这说明会阴侧切会影响到

产妇的性功能。但也有研究报道［１２］，会阴侧切对女性健康有保

护作用。经历会阴侧切、体验过会阴侧切症状的女性，在产后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８月　第２７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８ ·９９　　　·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会有更加良好的身心状态。本研究只随访

了７个月，没有对１年后初产妇的性功能进行观察，这也是本研
究的不足之处，需要后期的研究加以完善。盆底肌恢复正常一

般为ＩＶ～Ｖ级，有关研究显示，会阴侧切的产妇 ＩＶ～Ｖ级的比
例较低，约为５０％；本研究的结果为４８７％，明显低于非会阴侧
切产妇的７０８％。

性功能评价主要包括性欲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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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７］，从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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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问卷随

访可以统计不同分娩产妇产后的性功能情况。有关研究显

示［１８］，顺产、剖宫产的产妇的性功能评分高于会阴侧切产妇的

性功能，其性功能在产后６个月内基本恢复，但是会阴侧切产妇
的性功能则要在产后７个月才得以恢复。本研究结果显示，产
后７个月会阴侧切的初产妇和非会阴侧切的初产妇的性功能评
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两组初产妇产后７个月性功能均
恢复到正常。因此，会阴侧切会影响到初产妇的性功能和盆底

肌功能，需要根据初产妇的具体情况进行会阴侧切，避免会阴

侧切的滥用。

综上所述，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的盆底肌功能影响比较大，

而且发生盆底功能障碍会影响初产妇的性功能，临床上要严格

控制该手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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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用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
治疗临床研究
薛爱琴　惠晶Δ

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在宫缩乏力行产后出血病症上采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的临床疗效进行探
究。方法：择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于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接受治疗的８０例宫缩乏力行产后出血
女性进行回顾分析。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及对每位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女性所采用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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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至常规按摩联合卡贝缩宫素药物治疗的常规组，和在常规组基础上加以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的

观察组，将常规用药方案同注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药物治疗对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产妇出血量以及不良反

应的影响差异进行对比。结果：常规、观察两组产妇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６０％（２４／４０）、９５％（３８／４０），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无论是在用药后第三产程出血量方面，还是在其子宫出血率、切除率方
面，采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的观察组均明显优于常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产
妇在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实施卡前列素氨
丁三醇注射液进行治疗能够显著减少产后出血量、降低子宫切除率与出血率，临床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卡贝缩宫素；按摩；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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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ａｒｂｏｐｒｏｓｔｔｒｏｍｅｔｈａｍｉｎ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
ｏｒｒｈａｇｅｄｕｅｔｏ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ｔｏｎ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ｒａｔｅ
ａｎｄ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ｅｂｅｔｏｃｉｎ；Ｍａｓｓａｇ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ｄｕｅｔｏ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ｔｏｎｙ；Ｃａｒｂｏｐｒｏｓｔｔｒｏｍｅｔｈａｍｉｎｅｉｎ
ｊｅｃｔｉｏｎ

　　随着我国二胎政策的全面展开，不少高龄女性选择再生二
胎，这也使得我国产妇产后出血的发病率逐年攀升。产后出血

若得不到及时治疗不仅会诱发呼吸窘迫综合征，严重者将造成

女性子宫切除，进而使女性丧失生育能力。尽管目前对于产后

出血的治疗已有了长足进步，但临床上仍存在因产后出血处理

不当而导致的产妇死亡等情况的存在［１］。因此，对于产后出血

这一病症仍不能掉以轻心。最新报道显示，现阶段临床上产后

出血超过６成均是由产妇分娩胎儿后其宫缩乏力而无法有效收
缩导致的，而产妇胎盘因素或其自身凝血功能障碍亦或是自身

软产道裂伤则为非主要致病因素［２］。对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

血常用的治疗手段便是使用宫缩素联合子宫按摩，同时也有采

用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或是子宫填塞等方式进行治疗，但各方式作为
临床上常见的疗法优缺点各异，目前尚未有一种兼具有效性与

安全性的治疗方案，卡前列素氨丁三醇的出现则为广大宫缩乏

力性产后出血产妇带来了新的希望［３］，该药物是临床上出现的

效果显著的促进宫缩药物，本文就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在

治疗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病症方面的临床疗效进行更进一步

探究，具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８０例研究对象均为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于延安市人
民医院妇产科接受治疗的带有明显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症状

的女性。所有患者均严格依据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标准纳入研

究。所有产妇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产程增加、精神过度紧张、宫

腔感染、胎盘前置或早剥以及宫腔内压力低于４ｋｐａ等明显宫缩
乏力症状。同时，排除患有恶性肿瘤、哮喘或严重肝肾功能障

碍女性；排除因软产道撕裂亦或是自身凝血功能障碍出血女

性［４］。所有产妇均在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报请伦理委员会同意

后纳入研究。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及对每位宫缩乏力性产后出

血女性所采用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均分至常规、观察两组。常

规组产妇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４９岁，年龄（２９４±６４）岁，孕周
（３９６±０７）周，孕次１次 ～２次，其中初产妇、经产妇各有２８
例、１２例，自然分娩及剖宫产各有２５例、１５例；观察组产妇年龄
范围２１岁～４８岁，年龄（２８９±３６）岁，孕周（３９６±０７）周，
孕次１次～２次，其中初产妇、经产妇各有２９例、１１例，自然分
娩及剖宫产各有２６例、１４例。两组产妇的孕周、年龄、孕次分
娩方式、以及护理措施等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常规组：给予４０例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产妇常规的子宫按
摩＋宫缩素进行治疗，其中宫缩素选用凌辉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
规格为１００ｕｇ／ｍｌ的卡贝缩宫素（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９３５００）进行静脉
滴注，一般取１００ｕｇ～１５０ｕｇ的卡贝缩宫素后置入１５０ｍｌ生理盐水
中进行缓慢滴注，而子宫按摩则需经验丰富的妇产科护理人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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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对于出血严重者则还可以行子宫填塞治疗。止血过程中还应

注意对产妇体液与血液的补充，避免休克的发生［５］。

观察组：对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产妇的治疗于常规组治疗

基础上，施以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卡前列

素氨丁三醇取自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规格为 １ｍｌ：
２５０ｕｇ的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４１８３）。对
每位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产妇的初次注射量以２５０ｕｇ为宜，注
射后观察产妇子宫出血情况，若未见显著好转则于初次注射间

隔１５ｍｉｎ后再行注射，每人次总注射剂量不得超过２０００ｕｇ，若达
到此剂量仍未见好转则应立即采取其他治疗方案进行止血，如

子宫动脉结扎或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等方式，对于病情十分严重者，
可行子宫切除［６］。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标准
对两组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产妇治疗后第３产程时间、产

后出血量（包括产后２ｈ与产后２４ｈ出血量）、临床疗效、子宫切
除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指标进行对比分析［７］。

其中，产后出血量采取临床上常用的容积法（出血量为术

中负压瓶内容积量同羊水量的差值）、称重法（出血量为术后纱

布及相关布类用品重量同术前各类布类重量的差值）以及面积

法（出血量以产妇术中纱布用量与血纱二者的面积，１０ｍｌ等同
于１０ｃｍ×１０ｃｍ）三联方式进行计算。３种方式计算所得之和便
为产妇最终出血量［８］。

而疗效判定标准则依据产妇子宫出血量情况以及宫缩、药物

用量情况综合判定。其中，产妇在初次注射药物后，产妇子宫出

血量显著减少，且在１５ｍｉｎ内其子宫出现明显的收缩则为显效；
而产妇于第２次或第３次注射药物后，于３０ｍｉｎ～４５ｍｉｎ内才见
明显的子宫收缩及出血量减少则为有效；而产妇在多次用药后子

宫收缩未见好转，且出血量减少较小或增加则为无效［９］。

此外，子宫切除率则根据用药后患者无效情况而确定需行

子宫切除产妇。不良反应发生率则应对两组产妇分娩及产后

所出现的腹痛腹泻、血压异常、恶心呕吐以及面部潮红等症状

进行统计分析，并计算得出不良反应率［１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所产生数据均取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ｔ检验与卡方检验对常规疗法同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药物
治疗两种治疗方案对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产妇临床疗效的差

异进行对比，包括产后出血量、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有效率、子

宫切除率，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有效率差异

行常规子宫按摩联合宫缩素药物治疗的常规组治疗后宫

缩乏力行产后出血产妇的总有效率为６０％（２４／４０），远远低于
联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的观察组，其总有效率达

９５％（３８／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有效率差异［ｎ（％）］

分组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常规组 ４０ ９（２２５） １５（３７５） １６（４０．０） ２４（６００）

观察组 ４０ ２４（６００） １４（３５．０） ２（５０） ３８（９５０）

χ２值 １９５４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分娩结局
行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的观察组第三产程时间、

产后 ２ｈ出血量、产后 ２４ｈ出血量分别为（６２７±１０６）ｍｉｎ、
（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３）ｍｌ、（１８２０８±３２７５）ｍｌ，三者均明显低于常
规组的（１１２２±２８６）ｍｉｎ、（２２５７４±４４３５）ｍｌ、（２７６８６±
４９２６）ｍ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产妇
产后出血率及子宫切除率分别为１０％（４／４０）、２５％（１／４０），而
常规组则分别达３０％（１２／４０）和７５％（３／４０），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分娩结局差异

分组 例数
第三产程时间

（ｍｉｎ，珋ｘ±ｓ）
产后２ｈ出血量
（ｍｌ，珋ｘ±ｓ）

产后２４ｈ出血量
（ｍｌ，珋ｘ±ｓ）

产后出血

［ｎ（％）］
子宫切除

［ｎ（％）］

常规组 ４０ １１２２±２８６ ２２５７４±４４３５ ２７６８６±４９２６ １２（３００） ３（７５）

观察组 ４０ ６２７±１０６ １６７３１±２９８３ １８２０８±３２７５ ４（１００） １（２５）

ｔ／χ２值 ６３８１ ９３０２ ９２４８ １１５１１ １１５２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差异
采用常规按摩联合缩宫素治疗的常规组共计１０例产妇出

现腹痛腹泻、面部潮红、恶心呕吐以及血压异常等不良反应，其

不良反应率达２５％，而加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治疗的观
察组仅有４例患者出现上述不良反应，不良反应率仅为１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率差异［ｎ（％）］

分组 例数 腹痛腹泻 面部潮红 血压异常 恶心呕吐 总有效

常规组 ４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３（７５） ３（７５） １０（２５０）

观察组 ４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４（１００）

χ２值 １９５４１２

Ｐ值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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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临床上将孕妇分娩后２４ｈ内产妇出血量超过５００ｍｌ的症状

统称为产后出血症。报道显示，我国产后出血人数占全部分娩

女性的比例为２％ ～３％，但许多专家学者表示，这一比例仍不
够准确，主要是因为目前对产妇出血量的测量仍受限于主观性

较强的收集与测量出血量的方法，很多人认为我国产后出血产

妇的发生率在全部产妇中的占比已超过３％，并会随着我国二
胎政策的全面实施而继续增大［１１］。临床研究表明，无论是何种

原因造成的产后出血，其产后２ｈ是发生出血的高发时间段，约
占８０％。而产后２４ｈ发生出血则称之为晚期产后出血，这一时
期多指在产妇分娩后于产褥期时段内所发生的大出血现象，胎

儿分娩后７ｄ～１４ｄ为晚期产后出血的高发时间［１２］。作为现阶

段我国孕产妇最为多发、常见的一类并发症，产后出血同妊娠

期高血压、妊娠合并心脏病以及产褥感染统称为孕产妇死亡的

四大原因。而产后出血则为产妇产科死亡的第一诱因，尤其是

对于医疗资源薄弱且地区偏远贫穷的地方，因产后出血而导致

的死亡率更高［１３］。

病理研究发现，胎儿分娩后，产妇子宫出血量及时间的不

断增加，不仅会导致患者自身越发虚弱，而且会造成其垂体功

能的急剧下降，若不及时采取救治，垂体功能进一步恶化则将

直接威胁产妇的生命安全。产妇精神过度紧张、产程增加、宫

腔感染、胎盘前置或早剥以及羊水过多、宫腔感染或存在巨大

儿等是产后出血最为主要的诱因。而依据致病机理的不同又

将产后出血分为因宫缩乏力而致的产后出血、因自身存在凝血

功能障碍而致的产后出血以及因自身软产道裂伤而致的产后

出血。其中，前者则为所有类型产后出血的首位。宫缩乏力所

致的产后出血主要是因产妇腹内胎儿分娩后因其过度紧张或

产程增加等因素导致其子宫肌纤维收缩力下降，进而无法有效

起到对其血管的压迫作用，最终造成产后出血［１４］。

子宫填塞、子宫按摩以及缩宫素的注射是临床上最为常用

的治疗子宫出血的方法。但临床实践发现，对于子宫出血，子

宫填塞、子宫按摩仅能短暂局部的增强子宫收缩，而无法从根

本上有效止血，且见效慢［１５］。而宫缩素的治疗尽管具有显著的

宫缩作用，但药理研究发现，这类药物不仅半衰期短（多为３ｍｉｎ
～４ｍｉｎ），而且代谢迅速，无法对产妇宫内平滑肌持续刺激，进
而无法达到有效止血的目的［１６］。同时，研究还发现，对于产妇

而言宫缩素的使用还有一定的饱和界限，若达到其自身承受的

最大限度则宫缩素的治疗将毫无意义。卡前列素氨丁三醇作

为天然前列腺素ＰＧＦ２α衍生物的一种（１５ｓ１５的甲基衍生物），
能够通过与钙离子载体的作用，有效提升产妇体内肌细胞间钙

离子的浓度，进而有效刺激产妇的平滑肌，增强子宫收缩［１７］。

同时，药理研究发现，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是将传统的前列腺素

类药物的１５羟基由甲基替代，显著的提升了生物活性，进而大
大延长了该药物的半衰期，使其药效更持久［１８］。此外，卡前列

素氨丁三醇还具有抑制产妇体内腺苷酸环化酶的作用，能够有

效阻断环磷腺苷的形成，进而提升产妇体内胞浆内钙离子浓

度，增强肌层纤维的收缩［１９］。

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同常规子宫按摩联合宫缩素治疗的

常规组相比，加用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的观察组其临床总

有效率更高（９５０％）、子宫切除率（２５％）及出血率（１０％）更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在产后２ｈ及２４ｈ

出血量方面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观察组同样明显低于常

规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对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采用卡前列素氨丁

三醇注射液进行治疗见效更快、临床效果更加、安全性更高，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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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肉锻炼法联合直接阴道低压低频电刺激治疗
对初产妇盆腔神经电生理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敖苏　杨霞　张志容
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８２００

【摘　要】　目的：评价盆底肌肉锻炼法联合直接阴道低压低频电刺激（ＤＥＳ）对初产妇女分娩后盆腔神
经电生理和组织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收治的足月初
产妇女１０５例，按随机数表法分为三组，对照组（ｎ＝３１）产后２小时接受常规产后指导，锻炼组（ｎ＝３３）进行
产后２天至产后３个月的盆底肌肉锻炼，联合组（ｎ＝３４）同锻炼组，并从产后第６周开始 ＤＥＳ１５次（每周３
次，每次３０分钟～３５分钟）。采用国际标准评分法对产妇的盆腔器官脱垂情况、尿失禁评分和盆底肌肉强
度等进行评分，数据在进行试验的第３个月随访收集。结果：产后３个月，三组产妇的 ＰＯＰＱ分级、尿失禁
分数、盆底肌力评分和盆底肌电生理情况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耻骨联合清除方面存在
显着差异，提示锻炼法可以促进母体耻骨联合的康复和骨盆的恢复。联合用药组治疗后总电值、Ⅰ型肌纤
维强度和Ⅱ型肌纤维强度均显着高于治疗前。结论：康复训练联合ＤＥＳ治疗有利于产后盆腔神经组织功能
的恢复，两种方法联合应用均有协同作用，可以更好地缓解产后不适症状，提高女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盆底肌肉锻炼法；直接阴道低压低频电刺激；产后盆底功能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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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ｅｌｖｉｃｎｅｒｖｅｔｉｓｓｕ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ｌｉｅｖ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ｄｉｓｃｏｍｆｏｒ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ｗｏｍ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Ｄｉｒｅｃ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在怀孕和分娩期间，孕妇的盆底神经、肌肉、筋膜以及韧带
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女性产后易出现盆底功能障碍性

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其包括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

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以及盆腔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
ｌａｐｓｅ，ＰＯＰ）等盆底损伤症状。相关研究表示，妊娠激素的作用
下，盆底的神经、肌肉男以及胶原纤维组织将逐渐减低张力，迎

合孕妇分娩的需要［１］，此外在分娩过程中，胎儿头部的下降会

对盆底神经和肌肉产生极大的压力，当压力超过神经和肌肉的

生理变化范围则会造成永久的器质性损伤。因此，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预防产后ＰＦＤ是极为重要的，本研究目的在于观察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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娩压力或医源性干预使盆底肌肉撕裂而难以自愈的初产妇女，

在接受盆底肌肉锻炼法联合直接阴道低压低频电刺激法治疗

后盆腔神经电生理及组织功能的恢复情况。

!

　资料及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产后６周为盆底功能康复治疗的最佳时期，治疗方法中最
为简单且有效的为盆底肌肉锻炼法（ＰＦＭＥ），每日重复进行交
替性的缩紧和放松肛门动作，此法可增强盆底肌肉张力，提高

尿液控制能力［２］。另外还可使用直接阴道低压低频电刺激法

（ｄｉｒｅｃ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ｏｗｖｏｌｔａｇｅｌｏｗ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Ｓ）
治疗，ＤＥＳ通过阴道治疗探头传输不同前度的电流刺激盆底神
经和肌肉，盆底肌肉活动水平可转换为视觉信号，引导患者做

适当的自主运动，有利于增加盆底肌肉的收缩力和柔韧性，唤

醒部分因受压而功能暂停的肌肉，有效控制不健康的盆底肌肉

收缩，促进神经功能恢复，改善神经和肌肉的兴奋性［３］，借此改

善ＳＵＩ症状。
１２　观察指标和标准
１２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采用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法。由预
实验可知，锻炼组的中途退出率约为３％，联合组的中途退出率
约为４％，据此计算，每组例数约为３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
年１２月重庆市丰都县人民医院收治的足月初产妇女１０５例，按
随机数表法分为三组后，按各组要求进行试验，最终随访确认

各组中途退出例数，余下则为各组实际例数，共９８例：对照３１
例，初产妇女在分娩后２小时接受常规产后指导１小时；锻炼组
３３例，从分娩后２天开始进行为期３个月的ＰＦＭＥ，要求每日进
行２次～３次，每次持续１５分钟 ～３０分钟；联合组 ３４例，产后
第６周开始接受ＤＥＳ１５次，要求每周３次，每次３０分钟～３５分
钟，ＰＦＭＥ要求同锻炼组。
１２２　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　入选标准：①分娩结果为单个存
活婴儿。②初产妇女年龄在２０岁～３５岁之间。③在自发性阴
道分娩的过程中接受会阴切开、二度会阴切开术或者仪器助产

导致会阴肌肉撕裂性损伤。排除标准：①孕妇患有心脏病、高
血压、糖尿病、压力性尿失禁或者盆腔器官脱垂。②安装有心
脏起搏器的孕妇。③接受剖腹产手术的妇女。④癌症患者。
⑤患有神经系统疾病的孕妇。
１２３　分组方法　在分娩后３个月进行随访收集资料，由两名
医生独立进行盆腔器官脱垂、耻骨联合清除程度、尿失禁程度、

尿垫测试情况，测定盆底肌肉收缩力和盆底肌肉肌电图，评估

ＰＦＭＥ联合ＤＥＳ治疗对盆腔神经电生理及组织功能恢复情况的
影响。本次试验采用双盲原则，受试者不知分组情况，样本选

择人员不知各组具体实施计划，数据收集人员不知各组分配情

况和具体实施计划，研究人员知道具体实施计划但不知个体试

验分配情况。

１２４　测试内容　①盆腔器官脱垂程度评估：采用美国妇女产
科学会制定的ＰＯＰＱ评价系统［４］：０度，无脱垂，前后壁四点都
在３ｃｍ，顶部两点在阴道全长（阴道全长２）ｃｍ处；Ｉ度，脱垂的
最远端在处女膜缘内侧，距处女摸缘 ＜１ｃｍ；ＩＩ度，脱垂的最远
端在处女膜缘内侧或者外侧，距处女膜缘 ＜１ｃｍ；ＩＩＩ度，脱垂的
最远端在处女膜缘外侧，距处女膜缘＞１ｃｍ，但＜（阴道全长２）
ｃｍ；ＩＶ度，器官全部脱出，脱垂的最远端超过处女膜缘 ＞（阴道
全长２）ｃｍ。②耻骨联合清除程度：受试者接受骨盆的前后和

侧位Ｘ线检查，测量耻骨联合两侧的内侧边缘之间的距离。③
尿失禁严重程度评估：采用国际尿控协会制定的 ５级 ＩＣＳ标
准［５］，根据尿失禁的次数进行评分：１分，每周≤１次；２分，每周
２次～３次；３分，每周４次 ～７次；４分，每周 ＞７次；５分，尿泄
露，无控尿能力。④尿垫测试：受试者的空膀胱充满３００ｍｌ的生
理盐水后，进行跳跃２０次，咳嗽３次，随后测定尿垫的重量，尿
垫重量＞２ｇ则为阳性。⑤盆底肌肉收缩力测定：应用阴道触诊
法，采用牛津盆底肌肉评分系统评估其收缩力和弹性［６］：０分，
没有收缩力；１分，肌肉抽搐；２分，出现弱的收缩，仅有轻微力
量，没有挤压感；３分，总体肌肉收缩，有轻微压迫感；４分，有正
常的抗反射收缩；５分，有强烈的收缩，明显挤压手指。⑥盆底
肌肉的肌电图：使用ＰｈｅｎｉｘＵＳＢ２筛查仪器压力探头测定，探头
充满２０ｍｌ空气，将受试者放松阴道时的静息压作为探头测量的
盆底肌力，盆底肌肉的最大收缩压作为最剧烈收缩期孕妇盆底

肌肉收缩次数。对于Ｉ型肌纤维，收缩强度等于持续收缩压（Ｉ
型肌纤维收缩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平均值）减去静息压值；持

续时间以６ｓ内最大时间表示，受试者保持 Ｉ型肌纤维的收缩力
大道最大收缩的４０％～６０％。对于ＩＩ型肌纤维，最大收缩强度
等于快速收缩压等于 ＩＩ型肌纤维快速收缩所达到的最大压力
减去静息压值；收缩次数有盆底肌肉完成的ＩＩ型肌纤维运动数
量表示。⑥联合组应在ＤＥＳ治疗前后检测盆底肌肉肌电图：［７］

具体为在受试者收缩盆底肌肉时测定肌力。Ｉ型肌纤维收缩完
成时间为０ｓ则肌肉力量为０级，１ｓ内完成为 Ｉ级，２ｓ内完成为
ＩＩ级，３ｓ内完成为ＩＩＩ级，４ｓ内完成为ＩＶ级，５ｓ或更长时间内完
成为Ｖ级；ＩＩ型肌纤维收缩达最大值的６０％ ～９０％，若收缩未
完成则肌肉强度为０级，持续３次为 Ｉ级，持续２次为 ＩＩ级，持
续３次为ＩＩＩ级，持续４次为 ＩＶ级，持续５次后者更多次为 Ｖ
级。对联合组成员的肌肉疲劳定义为，收缩曲线的最高点与６ｓ
结束时的最高点之间下降的百分比，这个值表示为每秒肌肉力

量减少的百分比，其越大表示肌肉越易疲劳，使得肌肉持续收

缩能力下降［８］。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使用ＳＰＳＳ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定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表示。在表１中，年龄，ＢＭＩ，孕周和新生儿体重是定
量数据，使用单向ＡＮＯＶＡ分析；自发阴道分娩和辅助分娩是定
性数据，进行卡方检验。在表２中，ＰＯＰＱ等级（ｎ），尿失禁评
分（ｎ），牛津肌肉强度（ｎ）和Ⅱ型肌纤维收缩计数（ｎ／６ｓ）为定
性数据，并由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测试；尿垫试验阳性率为定性资
料，采用卡方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ｏｎｅｗａｙＡＮＯＶＡ）定
量分析静息压，最大收缩压，Ⅰ型肌纤维持续收缩压，Ⅰ型肌纤
维持续时间，Ⅱ型肌纤维快速收缩压。在表３中，联合组治疗前
后的总电值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通过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和检验
来比较联合组治疗前后Ｉ型肌纤维强度和ＩＩ型肌纤维强度的比
较。产后３个月耻骨联合缺口的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通
过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和检验比较联合组中ＤＥＳ治疗前后Ｉ型和ＩＩ
型肌肉纤维的疲劳程度（％／ｓ）。Ｐ值 ＜００５被认为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产后３个月，ＰＯＰＱ分级（Ｐ＜００００１），尿失禁严重程度（Ｐ

＜００００１），尿垫试验阳性率（Ｐ＝００２９），盆底肌肉收缩力评分
（Ｐ＜００００１），盆底最大收缩压（Ｐ＜００００１），Ⅰ型肌纤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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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压（Ｐ＜００００１），ＩＩ型肌纤维的快速收缩压（Ｐ＜００００１）和
收缩数（例数／６ｓ）（Ｐ＝０００１）。另外，三组之间在盆底肌静息
压值（Ｐ＝００４９）和Ⅰ型肌纤维持续收缩时间（Ｐ＝００３３）方面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与对照组相比，康
复锻炼可以降低盆腔器官脱垂的严重程度，减少尿失禁积分和

尿垫试验阳性率，提高盆底肌肉收缩力。产后３个月也可增加
盆底肌肉的静息压力和盆底最大收缩压。Ｉ型肌纤维的持续收
缩压和持续收缩时间均增加，ＩＩ型肌纤维的快速收缩压和收缩
数（ｎ／６ｓ）也有所改善。而且，将这些练习与ＤＥＳ结合起来可以
产生更明显的效果。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对照组、锻炼组和联合组三组受试者基本情况

对照组 锻炼组 联合组 Ｐ值

例数 ３１ ３３ ３４

年龄（年）（平均值±标准差） ２９１±１９８ ２８４６±２０５ ２８３７±２３１ ０１８８

自发阴道分娩例数（％） ９（２９０） １０（３０３） １０（２９４） ０９７４

辅助分娩例数（％） ２１（６７７） ２２（６６７） ２４（７０６）

ＢＭＩ（ｋｇ／ｍ２）（平均值±标准差） ２５４８±１３５ ２６５７±１８５ ２６４５±１６９ ００６６

孕周（平均值±标准差） ３８７５±１３６ ３９５８±１４２ ３９１４±１０２ ０２６０

婴儿体重（ｋｇ）（平均值±标准差） ３６１±０３９ ３５６±０２９ ３８１±０４２ ０４３０

表２　对照组、锻炼组和联合组三组受试者受检项目数据

对照组 锻炼组 联合组 Ｐ值
例数 ３１ ３３ ３４
ＰＯＰＱ评价
　０度例数（％） １４（４５２） ２１（６３６） ２９（８５３） ００００
　Ｉ度例数（％） １４（４５２） ９（２７３） ５（１４７）
　ＩＩ度例数（％） ３（９７） ３（９１） ０（０）
　ＩＩＩ度例数（％） ０（０） ０ ０（０）
　ＩＶ度例数（％） ０（０） ０ ０（０）
尿失禁严重程度

　０分例数（％） ２（６５） １１（３３３） ２１（６１８） ００００
　１分例数（％） ２（６５） １６（４８５） １１（３２４）
　２分例数（％） １３（４１９） ５（１５２） ２（５９）
　３分例数（％） １３（４１９） １（３０） ０
　４分例数（％） １（３２） ０ ０
　５分例数（％） ０ ０ ０
尿垫测试阳性例数（％） ８（２５８） ６（１８２） ６（１７６） ００２９
盆底肌肉收缩力

　０分例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００
　１分例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分例数（％） １０（３２３） １（３０） ０（０）
　３分例数（％） １５（４８４） ６（１８２） ２（５８）
　４分例数（％） ５（１６１） ２０（６０６） １５（４４１）
　５分例数（％） １（３２） ６（１８２） １７（５００）
静息压值（ｃｍＨ２０） ３３４５±４２０ ３４７２±４６３ ３５３２±３２４ ００４９
最大收缩压（ｃｍＨ２０） ８０６８±１５８９ １００８５±１５８９ １１１８６±１２８７ ００００
Ｉ型肌纤维持续收缩压（ｃｍＨ２０） １５４６±５６５ １７２１±６４７ １９８９±５２３ ００００
Ｉ型肌纤维持续时间（ｓ） ５４７±１９３ ５６９±２１１ ６３４±１６９ ００３３
ＩＩ型肌纤维快速收缩压（ｃｍＨ２０） ２０４６±６４９ ２４１９±６２９ ２９９７±４９２ ００００
ＩＩ型肌纤维收缩次数
　１次／６ｓ １ １ ０ ０００１
　２次／６ｓ １３ １２ ５
　３次／６ｓ １２ １２ １７
　４次／６ｓ ５ ７ ８
　５次／６ｓ ０ １ ３
　６次／６ｓ ０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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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３个月，三组之间耻骨联合清除率（Ｐ＝００３６）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康复练习可以有效地促进母体耻骨联合的康

复和骨盆的恢复。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联合组受试者ＤＥＳ治疗前后肌电位比较

ＤＥＳ联合治疗前 ＤＥＳ联合治疗后 Ｐ值

总电压（μＶ） ８８２±２１９ １１４９±２２８ ００００

Ｉ型肌纤维肌肉强度

　０级例数（％） １１（３２４） ５（１４７） ００００

　Ｉ级例数（％） １９（５５９） １４（４１２）

　ＩＩ级例数（％） ４（１１８） １１（３２４）

　ＩＩＩ级例数（％） ０（０） ４（１１８）

ＩＩ型肌纤维肌肉强度

　０级例数（％） ４（１１８） ０（０） ００００

　Ｉ级例数（％） １１（３２４） ２（５９）

　ＩＩ级例数（％） １４（４１２） ６（１７６）

　ＩＩＩ级例数（％） ４（１１８） １５（４４１）

　ＩＶ级例数（％） １（２９） ６（１７６）

　Ｖ级例数（％） ０（０） ４（１１８）

　ＶＩ级例数（％） ０（０） １（２９）

#

　讨论
康复训练要求妇女有意识地收缩提肛肌群，并有节奏地收

缩阴道、肛周和下腹的肌群，这些运动可以增加盆底肌肉的紧

张和收缩力，改善盆底肌肉的血液循环，促进肌肉紧张的恢复，

且定期和剧烈运动的盆底肌肉应持续超过１２周才能达到理想
的效果，并能保持功能的改善［９］。

相关研究表明，阴道刺激治疗是绝经前妇女治疗压力性尿

失禁的有效方法，本实验通过调整频率（６０Ｈｚ～８０Ｈｚ）的 ＤＥＳ
治疗，使患者感觉盆底肌肉剧烈收缩或无疼痛跳动，盆底肌肉

被动地有节奏地运动。ＤＥＳ在产后６周开始，因为此时子宫复
旧完全，外阴切开术完全愈合，避免阴道和盆腔炎、出血、腹痛

等并发症［１０］。三组患者ＰＯＰＱ分级、盆底肌肉收缩力评分、盆
底最大收缩压、Ⅰ型肌纤维持续收缩压及Ⅱ型肌纤维快速收缩
压均有差异，提示阴道和阴茎组织弹性增强用ＤＥＳ进行康复锻
炼引起的邻近肌肉［１１］；联合治疗组治疗后肌电图总肌电值，Ｉ型
肌纤维强度和ＩＩ型肌纤维强度均较治疗前明显增加，说明 ＤＥＳ
可唤醒神经传导功能［１２］；同时，三组患者的尿失禁程度和尿垫

测试阳性率不同，提示 ＤＥＳ治疗能够增强对尿液的控制能力。
通过调整频率、脉冲宽度、电流、强度和时间范围等参数，ＤＥＳ
治疗可以个性化，所收集的数据准确地反映了探针和阴道之间

直接接触所导致的实际结果［１３］。

本研究显示，产后３个月盆腔器官脱垂、耻骨联合清除程
度、尿失禁程度、尿垫试验阳性率、盆底肌肉力量在三组间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此外，联合组观察到的结果优
于在锻炼组和对照组中观察到的结果。在联合治疗组中，ＤＥＳ
治疗前后Ｉ型和ＩＩ型肌纤维的强度有统计学差异，这表明康复

训练和ＤＥＳ有协同作用。治疗后 Ｉ型肌纤维疲劳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提示Ｉ型肌纤维损伤严重，肌肉恢复缓慢，此结
果可能与怀孕期间盆底重量的长期增加有关［１４］；治疗后Ⅱ型肌
纤维疲劳得到改善，治疗前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产后早期的康复锻炼可以预防和减少产后 ＰＦＤ
的发生，而这些锻炼和ＤＥＳ疗法可能具有协同效应。在研究期
间，任何初产妇都没有经历阴道或盆腔炎症、出血、腹痛或其他

不良反应，因此 ＤＥＳ治疗方便无创、经济、安全有效［１５］，值得推

广应用。然而，这种治疗的长期效果仍需要通过样本量增加和

长期随访的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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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晚期和产后１周妇女阴道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
感染情况及抗生素敏感结果
许丹丹　凌艳姣
宁波市第七医院产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２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孕晚期至产后１周妇女阴道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感染情况及抗生素敏感结
果。方法：将宁波市第七医院３００例孕晚期至产后１周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对其阴道分泌物进行支原体筛
查及药敏试验，其中药敏试验的主要抗菌药有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司帕沙星、克拉

霉素等。结果：３００例患者中，检出支原体 ２０９例，感染率为 ６９６７％。其中，人型支原体单独感染 ９例
（４３１％），解脲脲原体单独感染１４９例（７１２９％），二者混合感染５１例（２４４０％）。＜２０岁（９例）、２１岁 ～
２５岁（８１例）、２６岁～３０岁（７１例）、３１岁～３５（３８例）岁、＞３５岁（１０例）患者出现支原体感染。对于解脲
脲原体，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显著高于大环内酯类和四环素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人
型支原体和混合感染，氟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率显著高于四环素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人型支原体和混合感染患者四环素耐药率和大环内酯类耐药率显著高于解脲脲原体，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和混合感染患者氟喹诺酮类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孕晚期至产后１周的妇女生殖道支原体感染率较高，并且氟喹诺酮类等抗菌药物表现出较高
的耐药性，而二代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较高，同时对２１岁 ～３０岁的高危人群应积极进
行临床干预。

【关键词】　孕产妇；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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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ａｒ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ｓｏ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３００ｃａｓｅ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２０９ｃａｓｅｓ，ａ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６９６７％，ｗｈｅｒｅＭ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９ｃａｓｅｓ（４３１％），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１４９ｃａｓｅｓ
（７１２９％），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５１ｃａｓｅｓ（２４４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９ｃａｓｅｓ，８１ｃａｓｅｓ，７１ｃａｓｅｓ，３８
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１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２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２１～２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２６～３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
３１～３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ｎｄ３５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ＦｏｒＵｕ，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ａｎｄ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ＦｏｒＭｈ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ｅｔｒａ
ｃｙｃ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Ｕｕ（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ａｓ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
ｏｌｏｎ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ｒｒａｔｅｏｆｌ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ａｔ１ｗｅｅｋｏｆ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ｉｎｗｏｍｅ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ａｎｄｆｌｕｏｒｏｑｕｉｎｏｌｏｎｅ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ｓｈｏｗｈｉｇ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ｔｈｅｔｗｉ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ｒｕｇ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ａｇｅｄ２１～３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ｓｈｏｕｌ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ａｎｄｌｙｉｎｇｉｎｗｏｍｅｎ；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 （Ｕｕ）；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
（Ｍｈ）；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支原体作为一类原核生物之一，其大小介于病毒与细菌之
间，以解脲脲原体与人型支原体为主。因孕妇在孕晚期时活动

受限，同时因用药及生殖道清洁卫生的诸多禁忌，使得此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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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各种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率较高，且缺乏临床干预和治

疗［１］。既往研究指出［２］，孕晚期至产后１周的妇女在感染解脲
脲原体、人型支原体后可引起先兆早产，同时可引起严重并发

症如新生儿肺部疾病等。目前，我国抗菌药物滥用现象越发严

重，妇女尤其是孕产妇生殖道感染的发生率逐年升高，且感染

情况较为严重［３］。本研究将本院３００例孕晚期至产后１周妇女
作为研究对象，对这一特殊时期的妇女阴道分泌物进行支原体

筛查及药敏试验，分析其阴道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感染及

抗生素敏感情况，旨在为临床孕期预防支原体感染和用药治疗

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宁波市第七医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３００
例孕晚期至产后１周的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１８岁～４０
岁，年龄（２６０７±７１４）岁；均伴有程度不一的尿急、尿频和尿
痛等尿路刺激征，且出现一系列生殖道感染临床症状如外阴异

味、瘙痒、阴道分泌物异常等。

１２　方法
患者于检测前１个月内均未使用任何抗菌药物，采用扩阴

器将受检者阴道扩张，用无菌棉签采集患者子宫颈口３ｃｍ处分
泌物，置入干燥试管中即刻进行检查。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百

奥森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采用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与质

控品的对照检测，对所有标本进行鉴定培养。严格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指示进行相关检测操作，其中，阳性标准为解脲脲原体、

人型支原体不低于１０４ＣＣＵ／ｍｌ。对所有标本进行半定量药敏
试验，其中抗菌药物有四环素类（四环素、盐酸米诺环素）、大环

内酯类（红霉素、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交沙霉素）、氟

喹诺酮类（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司帕沙星）。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患者临床相关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２３０版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其中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表示，则用 χ２检验、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为 α＝
００５，以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全组３００例支原体感染情况

本组３００例患者中，检出支原体２０９例，感染率为６９６７％。
其中，人型支原体单独感染９例（４３１％），解脲脲原体单独感
染１４９例（７１２９％），二者混合感染５１例（２４４０％）。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全组３００例支原体感染情况（％）

支原体类型
检出数

（ｎ）
占总数的

构成比

占检出数的

构成比

解脲脲原体 １４９ ４９６７ ７１２９

人型支原体 ９ ３００ ４３１

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 ５１ １７００ ２４４０

合计 ２０９ ６９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年龄组支原体感染情况
＜２０岁（９例）、２１岁 ～２５岁（８１例）、２６岁 ～３０岁（７１

例）、３１岁～３５（３８例）岁、＞３５岁（１０例）患者出现支原体感
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支原体感染率的比较（％）

年龄组

（岁）
例数

解脲脲

原体

人型

支原体

解脲脲原体＋
人型支原体

总构成比

≤２０ ９ ５ ０ ４ ４３１

２１～２５ ８１ ５４ ２ ２５ ３８７６

２６～３０ ７１ ５３ ５ １３ ３３９７

３１～３５ ３８ ２７ １ ７ １８１８

＞３５ １０ １０ １ ２ ４７８

２３　支原体感染的药敏试验结果
对于解脲脲原体，氟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显著高于大环内

酯类和四环素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人型支
原体和混合感染，氟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药物耐药率显著高

于四环素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人型支原体和混
合感染患者四环素耐药率和大环内酯类耐药率显著高于解脲

脲原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解脲脲原体、人型支
原体和混合感染患者氟喹诺酮类耐药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详见表３。
#

　讨论
支原体是目前发现的最小原核生物，其基因数为 ４８０［４］。

支原体的细胞器仅为核糖体，且无细胞壁，仅有３层结构的细胞
膜，故其变形性较强［５］。此外，支原体可独立生存，同时其致病

率较高。同时，支原体种类丰富，主要分布于人体生殖道、呼吸

道黏膜，其中常见的支原体如肺炎支原体等种类高达３９种［６７］。

而解脲脲原体、人型支原体是目前常见的泌尿生殖道支原体，

亦是宫颈炎、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主要致病菌［８］，同时，感染于女

性生殖道的发生率较高。因支原体并不存在细胞壁的特性，因

此其对作用于细胞壁的抗菌药如头孢菌素和青霉素等药物存

在天然耐药。而对蛋白质合成产生干扰作用的抗菌药物如林

可霉素、大环内酯类、喹诺酮类和四环素类等对支原体感染的

临床疗效较高［９］。

既往研究表明［１０］，我国女性群体中支原体感染率相对较高，

尤其是２１岁 ～３０岁者，且以解脲脲原体单独感染和解脲脲原
体、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的类型为主，故应引起临床重视。支原

体感染可引起一系列不良事件如子宫内膜炎、宫颈炎、早产、不

孕，严重时可引起死胎等，尤以孕晚期和产后１周的女性较敏
感［１１］。另有研究报道［１２］，孕产妇在发生支原体感染后，出现新

生儿肺炎的可能性较未感染孕产妇所分娩新生儿高出３倍 ～４
倍，并且其流产、死亡等不良事件的几率较未感染者高。有研究

认为［１３］，孕晚期至产后１周的孕产妇在发生支原体感染后出现
先兆早产的风险明显升高，且其感染程度与之存在显著关系。

本研究发现，３００例患者中，检出支原体２０９例，感染率为
６９６７％。其中，人型支原体单独感染９例（４３１％），解脲脲原
体单独感染１４９例（７１２９％），二者混合感染５１例（２４４０％），
与既往研究报道较为一致［１４］。其中，解脲脲原体作为常见的生

殖道寄生生物之一，其有着条件致病性的特性，其感染率相对

较高。本研究中抗菌药物的药敏结果发现，１４９例解脲脲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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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感染的患者中，盐酸米诺环素等四环素类和交沙霉素药物

耐药性较低，敏感性较高。此外，大环内酯类的抗菌药物耐药

性普遍低于２０％，而氟喹诺酮类的药物普遍存在耐药，其敏感
性极低。需要指出的是，在解脲脲原体单独感染的患者中，四

环素类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普遍较高，而在解脲脲原体与人型支

原体混合感染患者中的敏感性普遍较低。在解脲脲原体与人

型支原体同时感染时，对药物的耐药性显著升高，氟奎诺酮类

与大环内酯类抗菌药物亦体现出这一特点，其耐药性普遍低于

５０％，与既往研究报道相符［１５］。本研究发现，支原体感染的女

性患者对第一代大环内酯类和奎诺酮类等早期生产的抗菌药

物敏感性较低，但对交沙霉素等后期生产的二代大环内酯类药

物和盐酸米诺环素等半合成四环素药物的敏感性较高。因此，

临床妇产科医师在开具处方时应采用敏感性较高的抗菌药，并

且对新药应进行合理使用以免其过早发生耐药。

表３　支原体感染的药敏试验结果

抗菌药
解脲脲原体（ｎ＝１４９）

耐药数 构成比

人型支原体（ｎ＝９）

耐药数 构成比

混合感染（ｎ＝５１）

耐药数 构成比
χ２值 Ｐ值

四环素类 １ ０６７ １ １１１１ ４ ７８４ ９２９９ ００１０

四环素 ０ ０ ０ ０ １ １９６

盐酸米诺环素 １ ０６７ １ １１１１ ３ ５８８

大环内酯类 ４３ ２８８５ ５ ５５５６ ４０ ７８４３ ３９００１ ００００

红霉素 ２９ １９４６ ２ ２２２２ ３５ ６８６３

罗红霉素 ２３ １５４４ ４ ４４４４ ３１ ６０７８

阿奇霉素 ２５ １６７８ ２ ２２２２ ３０ ５８８２

克拉霉素 ３０ １８７９ ３ ３３３３ ３３ ６４７１

交沙霉素 １ ０６７ １ １１１１ ５ ９８０

氟喹诺酮类 ９６ ６４４２ ６ ６６６６ ３３ ６４７１ ００１９ ０９９１

左氧氟沙星 ８５ ５７０５ ５ ５５５６ ２７ ５２９４

环丙沙星 ７９ ５３０２ ３ ３３３３ ２９ ５６８６

司帕沙星 ７１ ４７６５ ４ ４４４４ ２１ ４１１８

χ２值 １４１２２２ ６３００ ５７１５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０

　　综上所述，孕晚期至产后１周的孕产妇生殖道支原体感染
率较高，并且氟喹诺酮类等抗菌药物表现出较高的耐药性，而

二代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较高，同时对２１
岁～３０岁的高危人群应积极进行临床干预。临床中妇产科医
师在开具处方时，应根据孕产妇年龄与妊娠周期合理选择抗菌

药，并尽早进行干预和预防性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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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剖宫产后产褥感染的有效性
以及对患者体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王秀芹

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 ，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２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剖宫产后产褥感染（ＰＩ）的有效性以及对患者机体炎性因子
和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间收治的剖宫产
后产褥感染患者９０例作为实验对象，按照数字随机法分成两组，对照组患者４５例，使用头孢他啶治疗，观察
组患者４５例，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症状持续时间、发热持续时间、Ｃ反
应蛋白（ＣＲＰ）、α１酸性糖蛋白（α１ＡＧ）、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免疫粘附促进因子（ＦＥＥＲ）、红细胞免疫复合
物花环（ＲＢＣＩＣＲ）指标差异。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５５６％，远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７８％，χ２＝６１５４，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腹部不适持续时间、发热消退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炎性因子、免疫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３ｄ时观察组 ＣＲＰ、α１
ＡＧ、ＩＬ６和ＲＢＣＩＣＲ指标远低于对照组，ＦＥＥＲ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头
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剖宫产后产褥感染效果显著，缩短患者症状恢复时间，消除机体炎症改善免疫功能。

【关键词】　剖宫产；产褥感染；头孢哌酮舒巴坦；炎性因子；免疫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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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ｈｕｂａｔａｎ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Ｉ）；Ｃｅｆｏｐｅｒａｚｏｎｅｓｕｌｂａｔａ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ｍｍｕｎｅｉｎｄｅｘｅｓ

　　产褥感染（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Ｉ）是产妇产褥期生殖道遭到
病原菌入侵所引发的局部或全身性感染性疾病。据临床统计

资料显示［１］，ＰＩ的患病率约为６％，是继产后出血、妊娠期高血
压、心脏病之后导致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近年来，随着剖宫

产率的升高ＰＩ的患病率也在持续增加，从而引起了产科患者的
广泛关注［２３］。因受病原体感染的缘故，机体炎性反应明显且

免疫功能受到损伤，患者会出现诸如发热和腹痛等一系列临床

症状。头孢哌酮舒巴坦是一种可以广泛分布于全身组织中，甚

至在乳汁中也有较低的浓度，可以同时对需氧菌和厌氧菌起到

杀灭效果。本文则探究该种药物治疗剖宫产后ＰＩ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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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
２月间收治的剖宫产后 ＰＩ患者９０例作为实验对象，采用数字
随机法分成两组，对照组４５例，男女比例为２８：１７，年龄范围２３
岁～３８岁，年龄（２７３±３２）岁，孕周范围３５周 ～４１周，孕周
（３９０±１４）周，病程范围２ｄ～６ｄ间，病程（３６±０４）ｄ，产褥
感染类型：盆腔腹膜炎１７例、子宫内膜炎１４例、其他１４例；观
察组４５例，男女比例为３０：１４，年龄范围在２２岁 ～３９岁，年龄
（２６８±３０）岁，孕周范围３７周 ～４１周，孕周（３９２±１８）周，
病程范围２ｄ～９ｄ间，病程（４２±０５）ｄ，产褥感染类型：盆腔腹
膜炎１９例、子宫内膜炎１５例、其他１１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妇产科学《产褥感染诊断标准》［４］中内容的

患者，即分娩２４ｈ１０ｄ内体温≥３８℃，伴有腹部疼痛等不适感，
ＣＲＰ明显升高、ＷＢＣ技术＞１０１０９／Ｌ，经分泌物图片细菌学检
查确诊细菌感染者；对本次实验知情且自愿参与临床研究的患

者；能够积极配合临床治疗，自愿在治疗期间、治疗结束后１周
内暂停哺乳的患者等。排除标准：伴有血液系统疾病、肝脏、肾

脏功能损伤、神经系统疾病、生殖道以外感染和甲亢患者等。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头孢他啶治疗，取头孢他啶（生产企业：

ＨａｎｍｉＰｈａｒｍＣｏ，Ｌｔｄ进口药品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００２４７）２０ｇ溶
入２５０ｍｌ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３次／ｄ。观察组患者则使用头
孢哌酮舒巴坦（企业名称：辉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５９８）治疗，取头孢哌酮舒巴坦３０ｇ溶入２５０ｍｌ生理盐水
中静脉滴注，３次／ｄ，两组患者其他配合治疗完全一致。两组患
者均连续治疗３ｄ，对比其治疗效果。
１４　观察指标

①疗效判定标准［５］：治愈。治疗后３ｄ内患者腹部不适、发
热等症状表现完全消失，临床检验显示病原菌清除；有效，治疗

３ｄ内患者腹部不适和发热等症状明显改善，检验结果显示病原
菌清除；无效：治疗３ｄ后临床症状均无明显改善，临床检验结果
显示病原菌未被清除。②记录内容：记录两组患者症状持续时
间、发热消退时间和住院时间。③炎性因子指标：分别在治疗
前、治疗后３ｄ时采集空腹状态下静脉血液５ｍｌ，离心处理后取
上层血清，使用酶联免疫法测定ＣＲＰ、ＩＬ６、α１ＡＧ指标的变化。

④免疫功能指标：采用德国 Ｐａｒｔｅｃ公司生产的流式细胞仪测定
红细胞中ＦＥＥＲ和ＲＢＣＩＣＲ指标的变化。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处理本次实验数据，治愈率、有
效率等计数资料用％表示组间数据对比用 χ２检验，炎性因子、
红细胞免疫指标等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数据对比用 ｔ检
验，Ｐ＜００５，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５５６％，远高于对照组的
７７７８％，χ２＝６１５４，数据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对比［ｎ（％）］

组别 ｎ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４５ ２３（５１１１）１２（２６６７） １０（２２２２） ７７７８

观察组 ４５ ３６（８００） ７（１５５６） ２（４４４） ９５５６

ｘ２值  ６１５４

Ｐ值  ００１３

２２　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腹部不适感、发热消退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显著

短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症状消失时间、住院时间对比（珋ｘ±ｓ，ｄ）

组别 腹部不适持续时间 发热消退 住院时间

对照组（４５） ６２３±０４４ ６８８±１２６ ８１５±１０２

观察组（４５） ４０３±１１０ ４１７±０７２ ６４７±２０５

ｔ值 １２４５７ １０８６９ ９０２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治疗前、治疗３ｄ后炎性因子指标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炎性因子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

疗３ｄ时两组患者炎性因子均有所下降，观察组各项指标低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治疗后３ｄ时血清炎性因子水平变化（珋ｘ±ｓ）

组别
ＣＲＰ（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６（ｐ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α１ＡＧ（ｍｇ／ｄ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４５） ４３４８±３２２ ９３６±１５３ ８７２３±２８４０ ５７３２±１８５５ １５６３０±１７５２ １１８３４±１４０５

观察组（４５） ４３６０±３４１ ７１８±２０２ ８６９１±２７６４ ４４９０±１７６３ １５７０４±１８２７ ７３３６±８２０

ｔ值 ０１７２ ５７７１ ００５４ ３２５５ ０１９６ １８５４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治疗前、治疗后３ｄ时两组患者红细胞免疫指标的变化
治疗前两组患者红细胞免疫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

３ｄ时观察组患者ＦＥＥＲ指标高于对照组，ＲＢＣＩＣＲ指标低于对照
组，组间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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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红细胞免疫指标的变化情况（珋ｘ±ｓ，％）

组别
ＦＥＥＲ

治疗前 治疗后

ＲＢＣＩＣＲ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９６３±４０２３６７０±４６３１０３５±１２２ ８０５±１２０

观察组 ３０２０±３９８３９４３±４５２１０４４±１５２ ６３５±０７４

ｔ值 ０６７６ ３８３０ ０３１０ ８０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产褥感染是产妇在分娩期、产褥期最主要的并发症之一，

该时期产妇机体防御能力较低，阴道微生态变化和外来感染因

素等都会增加生殖道感染的几率。近年来，随着医疗水平的提

升，产褥感染的发生率在逐渐下降，但是有研究发现［６８］剖宫产

产妇产褥感染的发生率较高，主要的原因表现在３个方面：首
先，剖宫产为创伤性分娩方式会造成产妇免疫功能出现一过性

降低，因此阴道内病原菌数量增加相应的毒性增强，快速向子

宫基层、子宫旁组织扩散发生感染；其次，剖宫产会改变生殖道

的微环境，正常情况下阴道内的厌氧菌维持动态平衡的状态，

剖宫产术后阴道内厌氧菌数量下降，需氧菌的数量增加，外来

菌数量的增加会引发产褥感染；再者，剖宫产手术操作、创口缝

合、切口延裂等都会对伤口愈合造成影响，继而出现产褥感染

的情况。近年来，随着国内剖宫产率的增加因此产褥感染依然

是产科医生的研究热点，科学有效的治疗手段是保护产妇安全

的关键。

目前临床上多采用抗菌药物控制感染，头孢他啶是一种半

合成的第三代头孢菌素，对革兰氏阳性菌与其他第三类头孢素

菌相近，但是对革兰氏阴性菌非常敏感且具备较强杀灭效

果［９］。头孢他啶多用于治疗敏感菌引起的呼吸道、泌尿系统子

宫和附件炎症。据相关资料显示［１０］，头孢他啶应用于细菌感染

性疾病的治疗中有效率达到９４％，细菌清除率可达到９１％左
右，其效果与泰能和头孢哌酮差异无明显差异。头孢哌酮舒巴

坦是一种由头孢哌酮和不可逆竞争性 β内酰胺酶抑制剂做组
成的复合制剂，因此可以起到酶抑制和抗菌的双重作用。从本

次实验结果来看，采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的观察组患者总有

效率为９５５６％，远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７８％。主要的原因在于抗
菌效果方面头孢他啶和头孢哌酮效用相近，但是舒巴坦的成分

可以对革兰氏阳性／阴性菌所产生的β内酰胺酶产生抑制作用
使其失去活性，该种抑制作用为不可逆性并且会随着抑制时间

的延长而增强［１１］。由于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是评估治疗效果的

主要依据，因此观察组患者在发热消退时间、腹部不适持续时

间均短于对照组，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Ｉ患者机体炎性反应非常明显，但是急性时相反应蛋白对

机体反应的敏感度更高。相关资料表明［１２１３］，ＣＲＰ、α１ＡＧ和
ＩＬ６等急性时相反应蛋白是人体防御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能
够准确的反映机体感染程度以及归转效果。本次实验中对比

了治疗前、治疗３ｄ后两组患者血清中炎性因子的水平的变化，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使用抗菌治疗后细胞因子水平均明显下

降，观察组患者各项指标的下降幅度远优于对照组，数据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头孢哌酮舒巴坦在杀灭细胞因
子的效果更优，其主要的原因主要是舒巴坦的酶抑制作用让杀

菌作用更为显著。红细胞免疫指标是评估患者免疫功能的重

要内容，但目前在ＰＩ患者的临床研究中涉及较少，本次实验对
比了在治疗前、治疗３ｄ时两组患者ＦＥＥＲ和ＲＢＣＩＣＲ两项红细
胞免疫指标的变化，结果发现治疗后 ＦＥＥＲ指标明显升高，
ＲＢＣＩＣＲ则有所下降。据郭伟［１４］、杨宝娟［１５］等人的研究显示，

血清中有红细胞自身免疫调节系统，主要的调节因子包括

ＦＥＥＲ、红细胞免疫粘附抑制因子（ＲＦＩＲ）和 ＲＢＣＩＣＲ。若患者
机体遭受细菌病毒感染则ＲＢＣＩＣＲ水平升高，则表明血液循环
中循环免疫复合物增加，免疫复合物被覆盖，因而 ＲＦＩＲ水平升
高进行调节，正常情况下３项指标呈动态平衡状态。本次实验
中主要对比了ＦＥＥＲ和ＲＢＣＩＣＲ水平变化，结果发现治疗后前
者水平明显升高而后者水平显著下降，表明两组患者免疫功能

得到改善，治疗后观察组２项指标的改善幅度均高于对照组，表
明头孢哌酮舒巴坦在改善免疫功能的效果更为显著。

综上所述，使用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剖宫产后产褥感染效

果显著，可缩短患者术后症状持续时间，消除机体炎性反应改

善免疫功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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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险性前置胎盘相关原因分析及介入治疗应用效果
分析
曾雯琼　徐金霞
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江苏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

【摘　要】　目的：分析引起凶险性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相关因素，探讨介入治疗在凶险性前置胎盘
剖宫产术中的应用效果。方法：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江苏省淮安市妇幼保健院住院分娩的４３
例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的临床资料，根据２∶１配对原则选择８６例非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的临床资料为研究
对象。将４３例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设为试验组，将８６例非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产妇
年龄、孕次、产次、流产次数等方面的差异。再将试验组分为介入治疗组１６例和非介入治疗组２７例，比较两
组手术相关指标。结果：试验组产妇孕次、流产次数、本次孕周等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ｔ＝６０４９，６２３７，
６０９９，均Ｐ＜００５）；介入治疗组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出血量、手术时间均明显低于对
照组（ｔ＝３８５１，６６４１，１２２６８，均Ｐ＜００５）；介入治疗组和非介入治疗组ＤＩＣ、子宫切除、产后感染率等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５２６，１４４１，０３６０，均 Ｐ＞００５）。结论：孕次、流产次数、本次孕周是引起凶险性前
置胎盘的高危因素，介入联合宫腔动脉球囊填塞有助于缩短治疗时间，降低术中出血量。

【关键词】　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原因分析；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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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瘢痕子宫孕妇再次妊娠增
多，凶险性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发生率也明显升高。１９９３
年，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等首先提出凶险型前置胎盘（ｐｅｒｎｉｃｉｏｕｓｐｌａ
ｃｅｎｔａｐｒａｅｖｉａ，ＰＰＰ）的概念［１］，即指前次有剖宫产史，本次妊娠

为前置胎盘，发生胎盘植入的危险约为５０％［２］。ＰＰＰ合并胎盘

植入者经常发生严重的产科出血，有报道显示，其平均出血量高

达３０００～５０００ｍｌ［３］。分析凶险性前置胎盘的相关因素，采取合
适的手术方式减少剖宫产时出血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本文通

过回顾性分析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和非凶险型前置胎盘产妇

的一般资料，探讨介入治疗凶险性前置胎盘的临床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我院住院分娩的３５８０６
例产妇的临床资料，其中发生凶险性前置胎盘 ４３例，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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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４３／３５８０６），按照２∶１配对原则，选择非凶险性前置胎
盘产妇８６例作为对照研究。将４３例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设为
试验组，将８６例非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设为对照组，采用自行
设计“凶险性前置胎盘产妇高危因素调查表”，调查并比较两组

产妇年龄、孕次、产次、流产次数、剖宫产次数、本次孕周和胎盘

位置（中央型、部分型或边缘型）等方面的差异。再将试验组根

据是否采取介入治疗的方法分为介入治疗组１６例和非介入治
疗组２７例，比较两组手术相关指标。建立计算机数据库，采用
双人录入法，将１２９例患者的一般资料录入ＳＰＳＳ软件并进行统
计学分析。

１２　诊断标准
通过产前Ｂ超、ＭＲＩ等影像学检查，结合术中患者的临床

表现、术后病理证实对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进行诊断。彩色超

声和ＭＲＩ诊断前置胎盘及类型的标准参照谢幸、苟文丽等主
编，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４年出版的《妇产科学》第８版教材制
定。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发生前置胎盘，即诊断为凶险性前置

胎盘。

１３　手术治疗方法
１３１　术前准备　所有患者术前进行全面评估，根据孕周、病
情决定终止妊娠时机，根据影像学检查提示前置胎盘类型、胎

盘附着部位和胎盘植入状况决定手术方式。手术前所有患者

均被告知病情，准备充足血源，入室后建立中心静脉置管，以备

大量快速输液急救。

１３２　手术方式　非介入治疗组患者直接行剖宫产术，术中快
速娩出胎儿后，给予宫腔填塞纱条、水囊压迫宫腔，子宫下段横

行捆扎，结扎子宫动脉上行支，或改良子宫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止
血［４］。介入组采取预防性应用双侧髂内动脉球囊或腹主动脉

球囊封堵术联合术中宫腔球囊填塞术：①剖宫产术前在介入科
手术室内行双侧股动脉入路球囊置管术，采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穿刺技
术向双侧髂内动脉或腹主动脉置入动脉鞘及５Ｆ导管，经导丝
将球囊导管送入后撤出导丝、固定球囊于体表，封堵时间１～
２ｍｉｎ。②随后将患者转至手术室行剖宫产，术中开腹后再次评
估出血风险，观察有无子宫下端怒张、有无胎盘穿透性植入和

植入面积，评估术后出血几率。待胎儿娩出后，立即充盈球囊

阻断双侧髂内动脉血流或腹主动脉血流，评估患者有无再出血

风险，必要时在剖宫产术后用明胶海绵栓塞双侧子宫动脉。对

合并胎盘植入者在进行栓塞术治疗的过程中给予甲氨蝶呤

（ＭＴＸ）灌注子宫动脉，或在胎盘附着处局部注射ＭＴＸ。③介入
操作的总放射量为５０～１００ｍＧｙ，低于２００ｍＧｙ（即导致胎儿疾
病发生的最低射线剂量）。胎儿娩出胎盘剥离后局部缝扎，用

欣母沛促进子宫收缩，对止血不佳者加用子宫球囊填塞压迫止

血；同时，根据胎盘植入情况决定是否切除子宫或病灶。④介
入术后大腿根部加压包扎１０ｈ，同时嘱患者双侧下肢制动１０ｈ；
术后严密监测生命体征、阴道出血量和双足足背动脉搏动情

况。对联合应用宫腔球囊压迫止血者于术后２４ｈ取出球囊。比
较两组患者术中、术后２４ｈ出血量，手术时间，弥散性血管内凝
血（ｄｉｓｓｅｍｉｎａｔ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Ｃ）发生率，子宫切除
率和产褥感染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出血量等计量

资料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ＤＩＣ发生率等计数资料用［ｎ
（％）］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凶险性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相关原因分析

两组产妇年龄、剖宫产次数、胎盘位置等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产妇孕次、流产次数、本次孕周等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凶险性前置胎盘相关因素分析［珋ｘ±ｓ，ｎ（％）］

　相关因素
试验组

（ｎ＝４３）
对照组

（ｎ＝８６）
ｔ／χ２值 Ｐ值

产妇年龄（岁） ３５３４±５４７ ３６２７±４５６ ０９８４ ０９１２

孕次 ３８２±０６２ ３１４±０５６ ６０４９ ００１４

流产次数 １５９±０４２ １１３±０３６ ６２３７ ００１０

剖宫产次数 １０６±０２９ １０１±０２４ １００２ ００８５

本次孕周（周） ３５６３±１４５ ３４３９±０７８ ６０９９ ００１２

ＢＭＩ指数 ２６２３±３４２ ２６５４±３５１ ０４６０ ０５２４

胎盘位置 ０３０７ ０５８７

　中央型 ３１（７５００） ６５（７７５０）

　部分型 １０（２０００） １５（１６２５）

　边缘型 ２（５００） ６（６２５）

２２　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介入与非介入手术治疗比较
介入治疗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出血量、手术时间均

明显低于非介入治疗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ＤＩＣ、子宫切除、
产后感染率等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介入与非介入手术治疗比较［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２４ｈ出血量

（ｍｌ）
手术时间

（ｍｉｎ）
ＤＩＣ 子宫切除 产后感染

介入治疗组　 １６ ２３８１３２±３０６４５ ２５７４５１±３２６２９ ７３１８±５６４ ０（０） ０（０） １（６２５）

非介入治疗组 ２７ ２８５６１９±４５８３７ ３６２７５３±６２９４５ ９９６３±７８２ ２（７４１） ３（１１１１） ２（７４１）

ｔ／χ２值 ３６７７ ６１９６ １１８０７ １２４３ １９１１ ００２１

Ｐ值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０２１５ ０１８６ ０９１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８月　第２７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８ ·１１５　　·

#

　讨论
前置胎盘是胎盘附着于子宫下段，因收缩力差造成胎盘无

法完全剥离，剥离面血窦无法有效闭合，导致剖宫产术中出血

的发生。剖宫产次数与前置胎盘发生密切相关，Ｃｈｉｕ等［５］的研

究报道，１次剖宫产者发生前置胎盘率为１４～２４％，２次者为２３
～４８％，３次者为３５～４５％。而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产妇发生
前置胎盘者中，胎盘植入率高达３０～５０％。有剖宫产史孕妇发
生胎盘前置和植入的风险约为１１～２４％［６］。蔡一铃［７］的研究

认为，影响凶险性前置胎盘和胎盘植入的发生因素包括孕周、

胎盘位置、妊娠次数等，从中可以看出，影响凶险性前置胎盘原

因很多。Ｃｕｒｏｌ等［８］通过对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９年近１０年英国凶险
性前置胎盘的调查研究发现，凶险性前置胎盘发生率为０８％。
本研究中，凶险性前置胎盘组产妇孕次、流产次数、本次孕周均

高于非凶险前置胎盘组，国内外学者也有类似的文献报道［９１０］。

凶险性前置胎盘经常发生严重的产科出血，多科合作、围

术期综合治疗是抢救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的必然选择。凶险

性前置胎盘患者剖宫产过程中经常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

２０００ｍＬ以上的大出血和出血性休克，因此术前应当充分备血至
少８００～１０００ｍＬ［１１］，建立中心静脉置管，保持静脉通道通畅，保
证有效血容量。介入治疗在胎儿娩出后立即阻断双侧髂内动

脉血流，能够预防和迅速控制子宫出血；对胎盘植入者给予甲

氨蝶呤（ＭＴＸ）灌注子宫动脉，或在胎盘附着处局部注射 ＭＴＸ，
能够促使胎盘剥离，降低子宫切除率［１２］。凶险型前置胎盘是导

致围产期大出血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伴有胎盘植入还容易引起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导致肺栓塞、多器官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

症［１３］。陶真兰等［１４］的研究发现，介入治疗能够降低凶险性前

置胎盘剖宫产术中ＤＩＣ和子宫切除病例发生。此外，由于介入
术中出血少，能够缩短剖宫产手术时间，减少术野暴露，从而降

低了产褥感染发生率［１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凶险性前置胎盘的发生和剖宫产史、孕

次、流产次数等有关，应当加强产妇及家属分娩健康教育，尽

量减少非病理性剖宫产。介入联合宫腔动脉球囊填塞能够有

效减少术中出血，可以作为凶险性前置胎盘患者剖宫产的首

选治疗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中介入治疗组和非介入

治疗组两组患者ＤＩＣ、子宫切除、产后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与相关文献报道有所出入，这可能与样本数量较少、样

本对象来源于同一家医院等因素有关，有待于扩大样本做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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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不同胎儿体重与分娩结局的相关性分析
孟静雯　周杰△　黄璐
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产前预测不同胎儿体重与分娩结局的相关性，为降低新生儿并发症提供临床依
据。方法：选取无锡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收治的３４５例巨大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
分析。根据产前预测胎儿体重情况进行分组，以预测胎儿体重≥４０００ｇ为观察组（１８２例），以预测胎儿体重
＜４０００ｇ为对照组（１６３例）。比较两组分娩结局。结果：观察组孕前体重、孕期体重增加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剖宫产率、阴道试产失败率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阴道分娩率及
阴道试产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后出血、会阴裂伤、胎儿宫内窘迫及新
生儿低血糖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临床应进一步强化围产期管理，采
取有效防治措施，产前明确诊断巨大儿，并选择最佳分娩方式，从而尽可能改善分娩结局。

【关键词】　预测；胎儿；体重；分娩结局；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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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妊娠期营养状况的重视度显著提升，
部分孕妇存在妊娠期营养过剩的现象，因此显著增加了巨大儿

的发生概率［１］。巨大儿指的是新生儿体重在４０００ｇ及以上者，
巨大儿不仅会增加产妇及新生儿的并发症发生率［２］。在妊娠

过程中会因为胎儿体积大而造成子宫收缩乏力、母体子宫膨胀

过度等情况，且易造成产妇产后出血、软产道裂伤等，严重者可

造成子宫破裂［３］；造成新生儿颅内出血、臂丛神经损伤以及新

生儿窒息等并发症。因此产前早期诊断巨大儿对于规避分娩风

险，选择最合适的分娩方式具有重要意义［４］。但目前产前巨大

儿的检出率较低，部分胎儿会被忽略。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分

娩巨大儿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分娩前预测胎儿体重与分娩结

局的相关性。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无锡市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收治的
３４５例巨大儿的临床资料。所有孕妇在产前１０ｄ内采用标准彩
超对胎儿体重进行预测，测量胎儿双顶径、股骨长、腹围等指

标，并推算胎儿体重，将体重≥４０００ｇ者作为观察组，体重 ＜
４０００ｇ者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均为自然受孕；均为单胎头
位。排除标准：存在吸烟、喝酒等不良嗜好者；存在其他内外科

合并症者；存在产科并发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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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孕妇在产前阴道检查明确存在相对头盆不称者或产

科指征，实施选择性剖宫产术；而对于没有出现头盆不称等指

征时，选择自然临产，若足月后未能自然临产，则根据孕妇宫颈

状况给予普贝生阴道置入以促使宫颈成熟，再用缩宫素静脉点

滴引产。在临产后严密观察患者的产程状况，对发现胎头位置

异常、胎儿窘迫等状况时，则实施剖宫产术。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两组年龄、产次、孕周、孕前体重及孕期体重增加。

②对比两组剖宫产率、阴道分娩率、阴道试产率及阴道试产失
败率。阴道试产例数 ＝阴道分娩例数 ＋试产失败改行剖宫产
例数。③比较两组产后出血、产间感染、会阴裂伤、新生儿低血
糖、胎儿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息的发生概率。新生儿低血糖：

新生儿血糖水平≤２６ｍｍｏｌ／Ｌ；新生儿窒息：新生儿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分［５］。

１４　统计学分析
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行统计分析，两组一般资料指标以（

"χ±Ｓ）表
示，行ｔ检验，两组母婴分娩结局、分娩方式均以ｎ（％）表示，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年龄、产次、孕周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前体重、孕期体重增加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糖代谢异常率为
２９６７％（５４／１８２），对照组糖代谢异常率为２３９３％（３９／１６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６１，Ｐ＝０２４３）。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产次（次） 孕周（周） 孕前体重（ｋｇ） 孕期体重增加（ｋｇ）

对照组 １６３ ２９６３±３１０ １４２±０５４ ３９６８±０８１ ６３５８±４６２ ２１０６±６２８

观察组 １８２ ２９５６±２９５ １３８±０４９ ３９７１±０９２ ５７４５±４１４ １７９３±４６６

ｔ值 － ０２１５ ０７２１ ０３２０ １２９９８ ５２９２

Ｐ值 － ０８３０ ０４７１ ０７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分娩方式对比
观察组剖宫产率、阴道试产失败率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

阴道分娩率及阴道试产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分娩方式对比ｎ（％）

组别 例数 剖宫产率 阴道分娩率 阴道试产率 阴道试产失败率

对照组 １６３ １０４（６３８０） ５９（３６２０） ９１（５５８３） ５８（３５５８）

观察组 １８２ １７２（９４５１） １０（５４９） ３３（１８１３） １２８（７０３３）

ｔ值 － ５０６５８ ５３０７２ ４１７８３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３　母婴分娩结局比较
观察组产后出血、会阴裂伤、胎儿宫内窘迫及新生儿低血

糖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产间感染、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母婴分娩结局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会阴裂伤 产间感染 胎儿宫内窘迫 新生儿低血糖 新生儿窒息

对照组 １６３ １３（７９８） １１（６７５） ２（１２３） １７（１０４３） ４０（２４５４） ４（２４５）

观察组 １８２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１（０５５） ２（１１０） ２８（１５３８） １（０５５）

ｔ值 － １２１８０ ９８４２ ０４５８ １４３８５ ４５５４ ２１８４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３ ０１３９

#

　讨论
胎儿体积过大会造成母体子宫过度膨胀，在分娩时会引发

子宫收缩乏力，造成软产道裂伤、产后出血等发生率上升；此外

也会造成胎儿在分娩过程中颅内出血、锁骨骨折等［６７］。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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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明确巨大儿，从而选择最佳分娩方式，对改善分娩结局具

有重要意义。对于巨大儿的产前预测诊断主要可采用彩超进

行检查，产前测量胎儿双向径、腹围等指标以预测胎儿体重。

但此方法仍会忽略部分巨大儿，其原因主要为部分孕妇接受彩

超测量的时间距离分娩时间较长，其次检查者的检查经验及操

作技术水平也会对检查准确性造成影响［８９］。此外孕妇肥胖、

胎方位也会成为测量数据准确度的重要干扰因素。另外对于

产前预测巨大儿可结合孕妇是否合并妊娠糖尿病进行综合

评估［１０］。

在金 蓉［１１］等 研 究 结 果 中 表 明，ＯＧＴＴ１ｈ血 糖 值 在
１０６ｍｍｏｌ／Ｌ及以上者出现巨大儿的概率较高，且 ＯＧＴＴ２ｈ在
８１ｍｍｏｌ／Ｌ以上是造成巨大儿的重要危险因素。而在 Ｗａｌｓｈ
ＪＭ［１２］等研究中对大样本量的孕妇进行研究，发现巨大儿的发
生概率与妊娠２４３２周的血糖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在本研究
结果中显示，３４５例巨大儿发生糖代谢异常的比率为２６９６％，
且观察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年龄、产次、孕周及糖代谢异常率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观察组孕前体重、孕期体重增加均
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母体
孕前体重及孕期体重增加与胎儿体重增加具有显著相关性，且

是造成巨大儿的重要影响因素。而观察组新生儿体重较高的

原因与其孕前体重及孕期体重更高相关［１３］。

巨大儿的母婴并发症发生率会显著上升，为尽可能降低

分娩母婴并发症的发生概率，应根据情况放宽剖宫产的手术

指征［１４］。但剖宫产会造成子宫内膜异位症、感染、再次妊娠时

子宫破裂等近远期并发症。若孕妇年龄较小、盆骨宽大、无头

盆不称且体力充沛则可经阴道试产，并在分娩时严密观察孕

妇状况，对孕妇出现胎头高浮、宫缩乏力、头盆不称等状况后

应放弃试产，转为剖宫产［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所有巨大儿的

剖宫产率高达８０００％，其原因与本研究孕妇糖代谢异常率较
高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产后出血、会阴裂伤、胎儿

宫内窘迫及新生儿低血糖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原因主要为，体重较大的胎儿会造成

难产，增加产程，因此会造成胎儿宫内窘迫的概率显著提高。

且对照组采用经阴道分娩率更高，胎儿体重增加会造成产道

损伤加重，而随着近年来妇女缺乏锻炼，因此造成产伤，会阴

切开后会造成产时出血量增加，观察组严密观察孕妇产程进

展状况，有效避免困难阴道分娩，因而产后出血及会阴裂伤的

发生率较低［１６］。

综上所述，临床应进一步强化围产期管理，采取有效防治

措施，产前明确诊断巨大儿，并选择最佳分娩方式，从而尽可能

改善分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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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洛尔联合音乐疗法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焦虑
抑郁情绪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郝春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四医院妇产科，山东 威海 ２６４２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拉贝洛尔音乐疗法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焦虑和抑郁情绪的缓解作用及对分娩
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四医院接受治疗的妊娠期高
血压孕妇９２例。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４６例，对照组给予硫酸镁联合常规护理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拉贝洛尔联合音乐疗法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血压和分娩结

局等。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和ＰＳＱＩ评分相近（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以上评分均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和 ＰＳＱＩ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２４ｈ尿蛋白含量相近（Ｐ＞００５），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压和２４ｈ尿蛋白含量均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２４ｈ尿蛋
白含量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新生儿早产、新生儿窒息、胎儿生长受限、产
妇产后出血、子痫和胎盘早剥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总发生率为
１９５７％，低于对照组５６５２％的发生率（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拉贝洛尔联合音乐疗法可
以明显改善妊娠期高血压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降低孕妇的血压和２４ｈ尿蛋白含量，改善分娩结局，值得在
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拉贝洛尔；音乐疗法；妊娠期高血压；分娩结局；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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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２４ｈｕｒｉｎ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ｓｐｈｙｘｉａ，ｆｅｔ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ｔ
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１９５７％）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６５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Ｌａｂｅｔａｌｏ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２４ｈｕｒｉｎａ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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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ｅｔａｌｏｌ；Ｍｕｓ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严重影响母婴健康，
不仅会给胎儿发育带来不利影响，而且还可能会给分娩过程带

来意外，甚至危及孕产妇及胎儿的生命健康［１２］。妊娠期高血

压的基本病理改变为全身小动脉痉挛，导致小动脉血管狭窄，

增加外周血管阻力，造成全身器官缺血缺氧［３］。妊娠期高血压

患者大多会合并紧张、焦虑等情绪，担心疾病对自身及胎儿造

成负面影响，不仅不利于控制血压，还会影响妊娠结局［４］。音

乐疗法是以音乐为媒介，集音乐、医疗、心理为一体，使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达到生理、心理、情绪的整合，使人产生愉快的情

绪，目前在产妇分娩、老年高血压的治疗中均取得不错的疗

效［５］。硫酸镁是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常用治疗药物，可有效缓

解小血管痉挛，拉贝洛尔属于肾上腺素能受体阻断剂，在妊娠

期高血压的治疗中具有显著的疗效［６７］。本文研究拉贝洛尔联

合音乐疗法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焦虑和抑郁的缓解作用及对

分娩结局的影响，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
○四医院接受治疗的妊娠期高血压孕妇９２例。纳入标准：①患
者均符合《妇产科护理学》中关于妊娠期高血压的诊断标准；②
患者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得分均 ＞５０
分；③单胎头位妊娠，初产妇；④患者入院至分娩时间≥２周；⑤
患者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肾、肝等疾病的
患者；②合并其他妊娠合并症的患者；③原发性高血压、肾动脉
狭窄等引起血压上升的患者；④合并听力障碍、认知障碍和精
神病史的患者。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将９２例患者纳为研究
对象，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ｎ＝４６）和观察组（ｎ＝４６）。对
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６岁，年龄（２７４９±３１６）岁，孕周
范围２８周 ～３９周，孕周（３５４８±４０２）周，妊娠期高血压轻度
１６例，中度２５例，重度 ５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３６
岁，年龄（２７６３±３２７）岁，孕周范围２９周～３９周，孕周（３５４１
±４１９）周，妊娠期高血压轻度１８例，中度２５例，重度３例。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硫酸镁联合常规护理治疗，２５％硫酸镁
（规格：１０ｍｌ：２５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３８６１；生产企业：
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ｍＬ加入１００ｍＬ的５％葡萄糖溶

液，静脉滴注半小时，再以６０ｍＬ的２５％硫酸镁加入１０００ｍＬ的
５％葡萄糖溶液中，静脉滴注８～１２ｈ。保持病房干净、整洁，保
持患者心情愉悦；实施吸氧、降压、解痉等治疗；提醒孕产妇保

持正确体位，监测生命体征、胎心等情况。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拉贝洛尔联合音乐疗

法治 疗，拉 贝 洛 尔 （规 格：５０ｍｇ；批 准 文 号：国 药 准 字
Ｈ３２０２６１２０；生产企业：江苏迪赛诺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
１００ｍｇ～２００ｍｇ，每日２次。音乐疗法：①向患者及其家属讲明
音乐治疗的目的、方法和预期结果，了解患者的音乐欣赏水平

和个人喜好，为患者提供轻音乐、民乐、古典音乐、民歌四种类

型的音乐，供患者选择。②患者遵医嘱，将大小便排空，采取舒
适体位静卧。音乐音量控制在３９ｄＢ左右，每次听音乐０５ｈ，每
天１次。音乐结束后，静卧５ｍｉｎ左右，身体、精神均保持放松状
态。③采用音乐意象想象的方法，在患者喜爱的音乐类型中选
择节奏缓慢而旋律柔美的音乐，达到镇静、催眠的效果，给予音

乐意象想象引导词，引导患者想象音乐所表达的安逸祥和的氛

围。④进行分娩干预。以音乐疗法、分娩导乐相结合，在产妇
分娩过程中播放轻柔的音乐，分散产妇疼痛感，帮助产妇分娩。

１３　观察指标
①采用ＳＡＳ量表、ＳＤＳ量表和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

评价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和睡眠情况，ＳＡＳ和ＳＤＳ评分越高表
示患者的焦虑、抑郁情况越严重，ＰＳＱＩ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睡
眠质量越差。②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收缩压、舒张压和
２４ｈ尿蛋白含量。③统计两组患者的产后出血、子痫和胎盘早
剥情况，新生儿的早产、新生儿窒息和新生儿死亡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统计学分析和处理，计量资料用（珋ｘ±ｓ）

表示，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和 ＰＳＱＩ评分相近
（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的以上评分
均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和 ＰＳＱＩ评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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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和睡眠情况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ＳＡ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Ｄ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ＳＱＩ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５８４１±７９３ ５１２６±４７１ａ ５９６３±７５２ ５１９５±５２４ａ １３７２±３２６ １０６２±２４８ａ

观察组 ５７３８±７９８ ４６３７±３１８ａ ５９７１±７４６ ４５３８±３８２ａ １３７６±３２５ ８２４±１７５ａ

ｔ值 ０６２１ ５８３６ ００５１ ６８７２ ００５９ ５３１８

Ｐ值 ０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９ ００００ ０９５３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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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２４ｈ尿蛋白含量相近（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压和２４ｈ尿

蛋白含量均明显下降，观察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２４ｈ尿蛋
白含量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血压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收缩压（ｍｍＨｇ）

治疗前 治疗后

舒张压（ｍｍＨｇ）

治疗前 治疗后

２４ｈ尿蛋白含量（ｇ）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１７４２６±８１５ １４２８６±７３１ａ １１９４２±５２１ ９３５２±５７４ａ ２５４±０４２ １６３±０２８ａ

观察组 １７５０４±８０９ １２０５２±６２８ａ １２０３１±５１７ ７８４５±５８２ａ ２５８±０４４ １０４±０２１ａ

ｔ值 ０４６１ １５７２２ ０８２２ １２５０４ ０４４６ １１４３３

Ｐ值 ０６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４１２ ００００ ０６６３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母婴结局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早产、新生儿窒息、胎儿生长受限、产妇产后

出血、子痫和胎盘早剥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的总发生率为
１９５７％，低于对照组５６５２％的发生率（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母婴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总发生率
新生儿结局

早产 新生儿窒息 胎儿生长受限

产妇结局

产后出血 子痫 胎盘早剥

对照组 ４６ ２６（５６５２） ４（８７０） ４（８７０） ６（１３０４） ４（８７０） ５（１０８７） ３（６５２）

观察组 ４６ ９（１９５７） ２（４３５） １（２１７） ２（４３５） ２（４３５） １（２１７） １（２１７）

χ２值 － １３３２７ ０７１３ １９０３ ２１９０ ０７１３ ２８５３ １０４５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３９８ ０１６８ ０１３９ ０３９８ ００９１ ０３０７

#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是女性怀孕、临产期出现的一种妊娠期所特

有的疾病，在孕产妇中属于常见症［８］。从生理学角度分析，孕

产妇在妊娠期由于全身小动脉痉挛，引起了体内各个器官功能

性障碍，造成血压升高；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孕产妇在妊娠期由

于内分泌系统出现变化，加之来自于社会交际、家庭经济、人际

和谐等方面的压力极易出现焦虑、抑郁等负责情绪，导致孕产

妇交感神经长期处于兴奋状态，造成血压升高。在临床治疗妊

娠期高血压孕产妇时，我院一方面通过调节孕产妇各脏器功

能，使孕产妇的血压调节到正常的范围内。另一方面则通过护

理干预措施，使孕产妇的神经系统和心理处于松驰、平静的状

态，从而调控血压。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 ＳＡＳ评分、ＳＤＳ评分和
ＰＳＱＩ评分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观
察组患者的舒张压、收缩压和２４ｈ尿蛋白含量均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会出现全
身性小动脉痉挛症状，进而导致全身脏器微循环供血不足，甚

至引发各脏器功能衰竭，因此妊娠期高血压治疗的关键在于改

善小动脉血管痉挛症状［９］。硫酸镁可以快速解除全身小血管

痉挛，改善器官组织灌注不足，扩张血管、保证供氧，减轻脏器

继发性损伤，但是对血压控制效果较差［１０］。拉贝洛尔是肾上腺

素能受体阻滞剂，兼有 α和 β受体阻滞剂的作用；α受体阻滞
剂作用于周围阻力血管和容量血管，扩张血管，降低外周阻力，

因此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心肌供血量；β受体阻滞作用可以在降
压的基础上延长房室传导时间，减慢心率，减少心肌耗氧

量［１１１２］。单秀玲［１３］等研究结果显示，重度妊娠期高血压患者

采用拉贝洛尔联合硫酸镁治疗可以明显降低舒张压、收缩压和

２４ｈ尿蛋白含量，与本文研究结果相符。产妇中患有焦虑、抑郁
情绪的比例达到１０％以上，焦虑、抑郁已成为产妇常见的心理
问题。临床实践证明，采取音乐疗法对产妇进行心理干预，具

有释放心理压力、化解消极情绪、强化积极情绪等多重作用，能

够放松产妇的身心，帮助产妇调节心理压力，松驰交感神经，促

进产妇的身心健康，比起以言语方式进行的心理辅导具有更好

的效果［１４］。

观察组母婴不良结局的总发生率为１９５７％，低于对照组
５６５２％的发生率（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妊娠期高
血压的危害是多方面的，预防并发症是治疗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最主要的方法。对于妊娠期孕产妇，妊娠期高血压容易造成孕

产妇肌体免疫功能下降，引发产后出血、子痫、胎盘早剥等，甚

至危及产妇生命安全；对于胎儿，妊娠期高血压会造成早产、新

生儿窒息、胎儿生长受限等，甚至危及胎儿生命健康［１５］。患有

妊娠期高血压的孕产妇在分娩后，自身恢复慢，婴儿体质弱，易

患病，也影响以后的发育［１６］。音乐疗法有助于缓解孕产妇的紧

张、焦虑等不良情绪，放松交感神经的兴奋状态，改善母婴结

局。李俊菲［１７］等研究结果显示，拉贝洛尔可以明显改善妊娠期

高血压患者的预后和妊娠结局，降低患者的血压和２４ｈ尿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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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与本文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拉贝洛尔联合音乐疗法可以明显改善妊娠期高

血压产妇的焦虑、抑郁情绪，降低孕妇的血压和２４ｈ尿蛋白含
量，改善分娩结局，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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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原发性痛经是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对女性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严重影响。瑜伽作
为一种有效的运动干预手段，广泛地运用到治疗原发性痛经的科研与临床中。本文整理国内外有关瑜伽干

预原发性痛经的最新研究成果，综述瑜伽对原发性痛经患者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机制及干预治疗效果，旨在

为国内相关研究及临床辅助治疗提供借鉴和参考。国内外研究普遍认为，通过体式、呼吸和冥想的练习，瑜

伽能够促进身体气血循环，平衡内分泌系统，缓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焦虑，从而缓解原发性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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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痛经是指生殖器官无器质性病变的痛经，多在初潮
后１年～２年发病，是女性最常见的妇科症状之一。［１３］国内外
多项研究结果表明，原发性痛经易造成学生无法专心上课、记

忆力减退、上课效率下降、甚至缺勤。除了对学生的生理影响

外，原发性痛经还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目前原发性痛经的

治疗方式主要为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目前采

用较多的是运动疗法和中医的针灸、电刺激等疗法。相对于针

灸、电刺激疗法来说，运动疗法实施方法和条件都较为经济便

利。瑜伽是一种通过体式、呼吸和冥想等练习，使身体、心理与

精神和谐统一的古老修身养心方法，是治疗原发性痛经常用的

运动疗法之一。女性一生经历的月经期、孕产期、绝经期等各

个时期中雌激素分泌变化将会导致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变化。

国内外研究证实，瑜伽能有效地缓解女性在这些特殊时期出现

的不良症状。［４５］瑜伽可以缓解女性孕产期不适感，改善孕产期

女性焦虑、抑郁情绪，促进女性产后体形及盆底肌的恢复，提高

自我效能。［６１３］瑜伽练习对缓解女性绝经期身心不适症状。［１４１９］

瑜伽习练改善青春期的大学生的身体机能、身体素质和身体形

态，改善失眠，缓解紧张压力，促进心理健康，优化生活方式。

本文对国内外有关瑜伽运动对女性原发性痛经的研究进行综

述，目的在于为开展该领域研究提供借鉴依据，为原发性痛经

患者提供有效的瑜伽练习治疗方案。

!

　瑜伽干预原发性痛经生理影响
目前关于原发性痛经的发病机制尚无明确定论。医学界

普遍认为的因素有内分泌因素、子宫因素、神经因素、心理因

素、社会因素以及遗传因素。国内外的瑜伽干预原发性痛经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内分泌的影响、经期子宫血流和对疼痛程度

的缓解。

１１　瑜伽对原发性痛经患者内分泌的影响
影响原发性痛经的内分泌激素主要有前列腺 Ｆ２α（以下简

称ＰＧＦ２α）、加压素（以下简称ＡＶＰ）、β内啡肽、雌二醇和孕酮、
钙（Ｃａ２＋）。［２０］前列腺素（ＰＧ）的含量和比值改变被公认为是
形成痛经的根本机制。ＰＧＦ２α含量高可引起子宫平滑肌过强
收缩引起痉挛，使流经子宫的血流减少，造成子宫缺血、乏氧状

态而出现痛经。同时ＰＧＦ２α浓度升高会降低骨盆末梢神经的
痛阈。ＡＶＰ一方面引起子宫收缩和增强子宫肌层活动，另一方
面通过促进前列腺素生成。瑜伽能够影响ＰＧＦ２α含量，其影响
机制是瑜伽通过前屈、后屈、扭转和倒立等体式练习按摩和刺

激到内分泌腺体，调节激素分泌。［３］２０１３年朱荣对２０名患有原
发性痛经的女大学生进行３个月瑜伽练习发现，实验组ＰＧＦ２α／
ＰＧＥ２质量浓度比值较实验前显著降低，ＡＶＰ浓度同样显著低
于实验前。作者认为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瑜伽练习调节患者

ＰＧＦ２α与ＰＧＥ２水平，降低ＰＧＦ２α／ＰＧＥ２值，抑制子宫平滑肌痉
挛收缩，缓解疼痛。［２］２０１４年刘丽芳对８６名患有原发性痛经的
女大学生进行３个月经周期的艾扬格瑜伽练习评定，发现瑜伽
组的疼痛程度减缓，疼痛时间减短，血浆ＰＧＦ２ａ水平降低，状态
焦虑减缓。这次研究采用的体式主要作用于下肢带、尿生殖区

的肌肉，增加子宫血流量，改善肌肉痉挛，缓解疼痛。以上研究

证明瑜伽通过站立、倒立、扭转、伸展身体，作用于肌肉骨骼的

同时，刺激腺体，调整促进身体内分泌系统的平衡。

１２　瑜伽对原发性痛经患者经期子宫血流影响
中医认为气血失和，气郁血瘀则不通，不通则痛。［２０］当代女

学生在这一时期正值人格和体格逐步向成人过度的时期，由于

学业紧张、压力大，且较少体育活动，无以鼓动阳气，气机不畅，

导致痛经情况常见。瑜伽通过体式练习，促进身体血液循环，

改善身体机能，增强体质达到治疗痛经的目的。［２１］２０１３年沈文
文对２０名患有原发性痛经的女大学生进行３次／周、１ｈ／次的３
个月瑜伽练习，发现弓状动脉 Ｓ／Ｄ（血流峰比值）、ＲＩ（阻力指
数）、ＰＩ（搏动指数），子宫动脉 Ｓ／Ｄ、ＲＩ以及疼痛程度都较实验
前下降（Ｐ＜００５）。作者认为瑜伽运动可降低子宫血管血流的
阻力，改善子宫血液循环，有助于缓解痛经症状。研究实验采

用的瑜伽练习主要针对腰腹部位，动作轻柔，强度适中，具有加

强盆腔血液循环和腹部肌肉力量、辅助子宫归位的功效。实验

证明，这些练习能够有效缓解学生腹痛、出冷汗、四肢厥冷等

症状。

１３　瑜伽对原发性痛经患者疼痛程度影响
原发性痛经难以根治，其中痛经疼痛持续的时间和疼痛程

度是影响痛经患者的两个很重要的因素。据调查，国内外原发

性痛经的发病率居高不下，［２２］我国大学生原发性痛经发生率

为 ６１３％ ，其中轻度占７１８％ ，中度占２１１％ ，重度占７１％
；［２３］加拿大学生６０％原发性痛经率中，中度和重度占６０％；［２４］

墨西哥学生４８４％的发病率，轻度占３２９％、中度占４９７％，重
度占 １７４％；［２５］印度原发性痛经率 ８４２％，３４２％重度，
３６６％中度，２９２％有轻度疼痛。［２７］经期前后或月经期出现下
腹部疼痛、坠胀，伴有腰酸或其他不适，症状严重者甚至会影响

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在校期间的学习。瑜伽运动运动量不大，动

作缓慢，并借助呼吸放松，身心舒展，平和安谧，消除身体和精

神紧张和疲惫，调节心态、愉悦神经，能够有效的缓解痛经。［２６］

Ｚａｈｒａ选取１８岁～２２岁患有原发性痛经女生９２名，随机分配
到实验组（ｎ＝５０）和对照组（ｎ＝４２）。实验组要求在黄体期做
瑜伽姿势（眼镜蛇式、鱼式和猫式），并在月经期间完成月经特

征问卷。对照组不做任何干预，除了完整的生理特征问卷在月

经期间接受。在后测与前测相比，瑜伽组的疼痛强度和疼痛持

续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表明，与对照组
相比，实验组在疼痛强度和疼痛持续时间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２７］陈丽霞让患有原发性痛经的大学生练习瑜伽，疗效率
７８％。另外研究还发现，瑜伽对缓解轻度痛经最有效，中度次
之。［２８］刘花云对有痛经症状的６２名大学女生进行１６周练习，
每天进行２遍瑜伽练习，结果轻度痛经者痊愈率为８５７％，中
度痛经者痊愈率为４１７％，重度痛经者总有效率为４０％。此研
究采用的体式为棒式、坐姿前弯、蝴蝶式、兔式、蛇式、青蛙式、

扭转式、身印式、上弓式、猴王式，早上教师带着练，晚上自己练

习。经期也进行，但是减小动作幅度稍大。这套练习主要采用

腹部按、压、摩，臀部提，放，肛部提、放，盆腔收、展，腰部扭、转，

相关穴位的挤、压、按等动作手法，达到改善腰部、腹部、盆腔、

子宫等的血液循环的功效。体式动作配以意、气、神合一，按摩

气海、三阴交、子宫、关元、中极等穴位按摩。以上研究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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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瑜伽是治疗原发性痛经安全而简单的方法。

"

　瑜伽干预原发性痛经心理影响
心理因素也是原发性痛经的影响因素之一。有研究认为

抑郁和焦虑等不良情绪会引起子宫峡部的肌张力增加，影响痛

觉、使痛阈值降低。相关心理学研究表明，不良情绪状态还会

直接干扰机体的内分泌功能。瑜伽通过冥想和呼吸控制法的

练习，增加前脑额叶的神经活动，促进β内啡肽分泌，缓解紧张
心理，增加身体愉悦感，提高痛阈值，从而减轻痛经程度或是消

除痛经的目的。［２９］陈叶坪招募４０位有痛经史的女大学生，通过
一个学年，一周四次，每次１小时的瑜伽练习统计发现，９０％的
学生感到心情舒畅，７８％的学生自信心增强，抗压能力提高，通
过瑜伽练习缓解不良情绪，痛经症状减轻。［３０３５］国际上对冥想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疗慢性疼痛、焦虑、失眠症、心脏疾病、皮

肤病、酒精依赖及癌症等等。冥想缓解紧张、抑郁的情绪可以

缓解患者脾气暴躁、易激怒、情绪低落等痛经症状。［３６］２０１６年
杨小兵选出患有原发性痛经的女生３０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冥
想组和太极拳组，每组各１０人，进行１个月不同的干预训练，观
察３组治疗前、后痛阈值的变化。结果通过１个月的干预训练，
３个组呈现出显著差异；经对痛经改善程度进行对比，冥想组和
太极拳组呈现显著差异。结论提示冥想和太极拳锻炼能有效

改善痛经症状，冥想对痛经症状的改善效果更好。［３７］２０１３年
ＳＨＫａｖａｒｉ通过利益抽样选取４０名患有原发性痛经的女性，
随机分配到干预（２０个样本）和对照组（２０个样本）。采用冥想
干预２４周，结果干预组表现出明显的差异。［３８］研究认为人在静
坐冥想时，新陈代谢水平下降，心脏泵血量降低，心跳减慢，血

压也随之下降，同时静坐加强了脑部α波的活动，减少了抑郁、
愤怒、自卑、恐惧等负面情绪的产生。内在的焦虑感减少，影响

内分泌，间接帮助缓解痛经。

#

　瑜伽干预原发性痛经研究小结与建议
综上所述，瑜伽通过体式、呼吸和冥想的练习，平衡内分泌

系统，促进身体气血循环，缓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焦虑，缓解痛

经，使身心更加健康。生理因素影响有以下两点：①瑜伽通过
站立、倒立、扭转、伸展身体，作用于骨骼肌肉，增强身体力量，

刺激腺体，调整促进身体内分泌系统的平衡。②瑜伽通过体式
练习，促进身体血液循环，改善身体机能，增强体质。经常参加

瑜伽练习的青春期女生，也会养成良好的坐姿等姿势，从而减

少由于不良姿势对子宫周围神经挤压的机会，对缓解痛经的症

状也具有积极的作用。心理因素影响，通过冥想和呼吸控制法

的练习，增加前脑额叶的神经活动，促进β内啡肽分泌，缓解紧
张心理，加强了脑部 α波的活动，增加身体愉悦感，提高痛阈
值，从而达到减轻痛经程度或是消除痛经的目的。长期的瑜伽

练习可以缓解青春期女生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紧张等因素，内在

的焦虑感减少，影响到内分泌，间接帮助缓解痛经。

由于运动干预自身的特点，需要足够的干预时间、严格控

制干预内容和强度才能体现干预的效果。未来的研究应当严

格控制瑜伽干预的时间、内容、强度，明确干预剂量与干预效果

的关系。同时，应当采用更加先进精确的实验评测手段，更科

学地说明瑜伽运动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的生理、生化和脑机

制的影响，使研究者能够更好地总结瑜伽锻炼的效果，得以将

这项运动广泛地应用到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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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花前清方 （蜂花前清茶）治疗慢性非细菌性
前列腺炎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李海松１　王彬１　刘清尧２　韩亮２△　陈朝晖２　孙松３　赵冰４　周洪３　莫旭威４　党进１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２房山区中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２４００
３昌平区中医院外科，北京 １０２２００
４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区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１１００

【摘　要】　目的：初步评价蜂花前清方（蜂花前清茶）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方法：采用随机对照方法将９０名患者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５例，进行为期１０周的临床观察。试验组
患者服用蜂花前清茶，２次／ｄ，每次２袋；对照组患者口服特拉唑嗪，１次／ｄ，每次１片。本研究以 ＮＩＨＣＰＳＩ
量表为主要评价指标来观察临床疗效。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结果：参照 ＮＩＨＣＰＳＩ量表评
分，两组患者总有效率依次为７９５％、４１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蜂花前清方（蜂花
前清茶）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在疼痛、排尿等方面有独特优势。

【关键词】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蜂花前清方；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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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ａｌｅ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７９５％ ａｎｄ４１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ｅｌｉｓｓａｔｅａｉｓｗｉｔｈｕｎｉｑｕ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ｉｎａｎｄ
ｕｒｉｎ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Ｍｅｌｉｓｓａｔｅａ；Ｐａｉｎ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
ＣＮＰ）是泌尿男科门诊中比较高发的病种之一，西医学认为其发
生时因为前列腺腺体受到感染所产生炎症，其临床表现为排尿

症状的异常，比如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尿滴沥等，同时还

有疼痛不适，比如会阴部、小腹部、腰骶部的坠胀疼痛，以及由

此导致的阳痿、早泄、焦虑情绪等身心影响。该病具有缠绵难

愈、发病诱因多等特点［１］。按照美国国立卫生院对前列腺炎的

分类，其中慢性非细菌性型前列腺炎比重高达９０％ ～９５％，而
临床上多用抗生素治疗，所获效果不佳。目前，慢性非细菌性

前列腺炎治疗方法参差不齐，缺乏规范的治疗方案，因此寻求

新的治疗方案迫在眉睫。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们采
用随机对照方法，对蜂花前清方（蜂花前清茶）治疗慢性非细菌

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研究。现将研究情况

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东区、房山区中医院

和昌平区中医院的９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由计算机产生随
机编码表，将其平均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５例患者。试
验组患者口服蜂花前清茶，２次／ｄ，每次 ２袋，年龄（３２８２±
６３６）岁，病程（９１０±１０７１）个月；对照组患者口服特拉唑嗪，
１次／ｄ，每次１片，年龄（３２２７±６２７）岁，病程（６１２±２７３）个
月。两组患者年龄、病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诊断和辨证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吴在德主编，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出版的《外科学》（第７版）、中华医学会泌尿外科学分
会编写的《２０１１年前列腺炎治疗指南》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ＮＩＨ）对前列腺炎的分类中Ⅲ型诊断标准制定西医诊断标准。
１２２　中医辨证标准参照　参考２００２年版《中药新药临床研
究指导原则》和２０１５年５月刊北京中医药杂志《慢性前列腺炎
中医诊治专家共识》来制定中医辨证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西医诊断标准

者；②符合中医辨证标准者；③病程超过３个月者；④年龄在２０
岁～５５周岁的男性；⑤患者自愿参加本次临床研究并且填写知
情同意书；⑥就诊前已经进行治疗者至少停药２周后方可纳入
研究。

１４　排除标准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中西医诊断

标准、纳入标准者。②目前在使用其他相似治疗作用药物者。
③不能配合完成治疗者。
"

　方法
２１　治疗药物和使用方法

试验组：服用蜂花前清茶，２次／ｄ，每次２袋。对照组：服用
盐酸特拉唑嗪片（马沙尼），１次／ｄ，每次１片（华润赛科药业，
２ｍｇ×１４片，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７００８１）。服用周期：８周。随访 ２
周，共１０周。
２２　观察指标

疗效指标：分别于第０、４、８、１０周记录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安全性判定指标：①一般体检项目，包括体重、血压、脉搏、

体温、呼吸等。②心电图、肝功能、肾功能检查。③血、尿、便常
规检查。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ｔ检验、配对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检验。
２４　疗效判定标准

评分按照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执行，进而计算出症状疗效指数。
症状程度积分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
×１００％。
（１）治愈：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９０％。（２）显效：

症状程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６０％，＜９０％。（３）有效：症状程
度评分较治疗前减少≥３０％，＜６０％。（４）无效：症状程度评分
较治疗前减少＜３０％。
#

　结果
３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治疗完成后，试验组患者脱落１例，对照组患者脱落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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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ｔ检验，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月）

试验组 ４４ ３２８２±６３６ ９１０±１０７１

对照组 ４１ ３２２７±６２７ ６１２±２７３

ｔ值 １０３４１ １１５４２

Ｐ值 ０６８９１ ００８０４

３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试验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９５％，对照组患者总有

效率为４１５％，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４４ ０（０） ２４（５４５）１１（２５０） ９（２０５）３５（７９５）

对照组 ４１ ０（０） ０（０）　 １７（４１５）２４（５８５）１７（４１５）

３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４周、８周、１０周 ＮＩＨＣＰＳＩ整体评分分别

与治疗前比较，结果显示，蜂花前清茶（方）随着用药时间的增

长临床效果增加，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试验组患者疗效优于对照组，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比较（分，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疼痛不适 排尿状况 症状影响、生活质量 总分

基线 试验组 ４４ ７７３±２６３ ５７５±１８７ ６４３±２１３ １９９１±５１２

对照组 ４１ ７３９±２６９ ５２２±１８０ ６９０±１７２ １９４４±４８２

４周 试验组 ４４ ６００±２４４ ４００±１４６ ５８９±１６２ １５８９±４５０

对照组 ４１ ６１２±２５８ ３８０±１３３ ６３４±１６２ １６５１±４６７

８周 试验组 ４４ ３６６±２６２ ２３９±１３９ ４３２±１３５ １０３６±４６８

对照组 ４１ ５５４±１９９ ３２２±１１３ ５５６±１３２ １４３９±３４９

１０周 试验组 ４４ ３１４±２４３ １８０±１２９ ３９３±１８０ ９０９±４２９

对照组 ４１ ５５９±１９５ ３２７±１２９ ５４４±１４５ １４３４±３６４

３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积分比较
治疗前后比较，试验组患者除了阴茎头部疼痛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之外（Ｐ＞００５），其余各项指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除了排尿时疼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之

外（Ｐ＜００５），其余各项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这说明试验组患者在疼痛疗效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积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会阴 睾丸 阴茎头部 腰骶 排尿时 射精时 时间 感觉

试验组 治疗前 ０６４±０１２ ０３０±０１３ ００４±００２ ０８１±１０４ ０７９±１０４ ０２３±１０１ ２２１±０９６ ２８８±００６

治疗后 ０３８±０４３ ００９±０２０ ００４±０２２ ０３２±１２０ ０３０±０４５ ０１１±０７２ １２１±０７６ １３８±０８９

对照组 治疗前 ０６２±０２０ ０１７±０１０ ００２±０１３ ０７４±１１８ ０７１±０８４ ０１９±０３８ ２１７±１２０ ２６９±１００

治疗后 ０６０±０４０ ０１２±０４１ ００７±０１５ ０５２±０６８ ０２９±０３６ ０１０±０１５ １８３±１８０ ２０７±１３０

３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积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积分比较，各组

治疗后与治疗前差积分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
组患者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单项积分下降幅度远高于对照

组。这说明试验组患者在短时间内可以很快降低前列腺炎对

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３６　两组患者停药前后疼痛积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疼痛积分仍然呈现下降趋
势，对照组患者则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试验组患者停药２周
后仍然保持治疗效果，没有停药依赖性，疗效优于对照组患者。

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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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积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尿不尽 尿频 症状影响１ 症状影响２ 生活认同

试验组 治疗前 ２８１±１１３ ２７２±１１２ １８３±１２５ １９４±１３４ ２７７±１１５

治疗后 ０８７±０２２ １０９±０２４ ０８７±００５ １２６±０５１ １９１±０４２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８８±１７０ ２４０±１４５ １９３±１４１ ２１０±１３２ ２７９±１４６

治疗后 １７３±０８７ １５９±０７５ １４９±０７５ １６３±０８４ ２３９±１７３

表６　两组患者停药前后疼痛积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会阴 睾丸 阴茎头部 腰骶 排尿时 射精时 时间 感觉

治疗组 停药前 ０３８±０４３ ００９±０２０ ００４±０２２ ０３２±１２０ ０３０±０４５ ０１１±０７２ １２１±０７６ １３８±０８９

停药后 ０３４±０２４ ００９±００４ ００４±００３ ０３０±０８０ ０２８±０７０ ０１１±０５４ １１５±０６６ １１５±０２８

对照组 停药前 ０６０±０４０ ０１２±０４１ ００７±０１５ ０５２±０６８ ０２９±０３６ ０１０±０１５ １８３±１８０ ２０７±１３１

停药后 ０６１±０２８ ０１２±００８ ００７±００８ ０５６±０７９ ０３４±０５９ ００７±０６０ １８０±０５８ ２００±０６８

３７　两组患者停药前后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积分比较
两组患者停药前后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积分比较，各组

治疗后与治疗前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Ｐ＞００５）；试验组患
者在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单项积分上仍然呈现下降趋势，对

照组患者除了在症状影响２和生活认同项略有下降外，其余各
项均处于上升趋势。这说明试验组患者停药后治疗效果优于

对照组患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表７　两组患者停药前后排尿、症状和生活质量积分变化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尿不尽 尿频 症状影响１ 症状影响２ 生活认同

试验组 停药前 １０６±０７５ １４０±１４２ １１１±０８５ １３６±１０１ １９６±０９５

停药后 ０８７±０２２ １０９±０２４ ０８７±００５ １２６±０５１ １９１±０４２

对照组 停药前 １７１±０７２ １５７±１０５ １４５±１３３ １６９±１４７ ２５０±１２４

停药后 １７３±０８７ １５９±０７５ １４９±０７５ １６３±０８４ ２３９±１７３

$

　讨论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是男人的常见疾病，中青年为高发

人群。目前，对前列腺炎的发病机制还不是很清楚，多认为其

不是一种单独的疾病，而是一组具有不同症状叠加的综合征。

其临床表现主要为排尿异常和疼痛不适，排尿异常主要为尿

频、尿急、尿道灼痛，或尿道有白色分泌物等；疼痛表现为会阴

部、阴囊部位、小腹部、腰骶部等区域的疼痛不适。前列腺炎虽

然不是什么能够威胁生命的大病、重病，但因长期反复发作给

患者造成的经济和心理双重负担使他们苦不堪言，尤其某些医

院的过度、夸大宣传更加重了患者的心理压力［２］。前列腺炎的

分类较多，比较常见的有根据发病过程分为急性和慢性前列腺

炎，根据致病原分为细菌性和非细菌性、真菌性和滴虫性前列

腺炎，根据病理分为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前列腺炎。这就使得对

前列腺炎知识缺乏的患者更加不懂，有时过度纠结于这些分

型，就更加增添了焦虑抑郁情绪，反而不利于疾病的恢复。目

前，国际上多接受 ＮＩＨ对前列腺炎的４型分类：Ⅰ型急性细菌
性前列腺炎，Ⅱ型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Ⅲ型慢性非细菌性前
列腺炎／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Ⅳ无症状的炎症性前列腺炎。
随着医学的发展进步，ＵＰＯＩＮＴ是一种新的诊断治疗模式，将前
列腺炎症状分为６大类型：泌尿（ｕｒｉｎａｒｙ），社会心理（ｐｓｙｃｈｏｓｏ
ｃｉａｌ），自身免疫性疾病（器官特异性）（ｏｒｇａ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感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神经／系统性（ｎｅｕｒｏｌｏｇｉｃ／ｓｙｓｔｅｍｉｃ），疼痛不适（ｔｅｎｄｅｒ
ｎｅｓｓ），此种分类法应运而生［３］，这也体现了对前列腺炎患者制

定临床个性化治疗方案的方向与思路。“多元化学说”主要认

为在前列腺炎发病过程中，前列腺可能为启动因子，加上周围

组织的原发或继发疾病，这就开启了“多米诺”效应，让患者前

列腺组织及其周围组织敏感化，进而被其他因素协助或放大，

引起临床恶性循环效应［４］。

慢性前列腺炎在中医称之为“精浊”“白浊”，是中青年男性

常见的一种系统综合征。前列腺对应的是古人所称的“精室”，

精室居下焦，其生理功能是生精布种［５］，为肾主生殖重要的靶

器官，具有分泌前列腺液的作用。前列腺属于奇恒之腑的范

畴，而奇恒之腑具有易虚、易瘀，以通为用的特点［６］。祖国医学

对ＣＰ的病因病机的认识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而发展，不在是以
单一的湿热下注为主，而是逐渐向肝郁、血瘀等转变。因此，慢

性前列腺炎的主要病因病机多为湿、瘀、热、滞、虚之间的单一

发病或复合发病。所以，我们提出慢性前列腺炎的病机为肾虚

为病理根本、湿热为变化之标、瘀滞贯穿疾病［７］。同时，为了在

临床上进行验证，李海松教授对慢性前列腺炎进行的中医证型

分布规律研究发现气滞血瘀证是最多证型。基于对这一病机

的认识，并结合前列腺炎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特点，认为“久

病入络”［８］，于是提出了“从络论治”等创新理论，并在临床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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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不错的疗效［９］。

在治疗上，前人多从“湿热”着手，所以用药时大热大寒，治

疗效果往往不尽人意。李海松教授认为该病所致的疼痛邪实

者多、体虚者少，血瘀贯穿始终［１０］，治疗时要以“通”为用［１１］。

而现代药理学认为，活血化瘀药有一定的抗炎作用，因此，活血

化瘀药应当贯穿于治疗的始终。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中药蜂花前清方（蜂花前清茶）与特拉

唑嗪片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均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两组

患者治疗后４周、８周、１０周与治疗前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在疼痛、排尿、症状影响
和生活质量评分下降方面，试验组患者均优于对照组患者，且

在停药２周后能够继续对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症状发挥作
用，因此，蜂花前清茶（方）在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方面

具有疗效好、药效持续时间长等特点。在单项指标方面，用药８
周后，蜂花前清方在改善疼痛尤其是会阴部位疼痛、排尿不尽

等方面均比特拉唑嗪明显且持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可能与蜂花前清茶（方）的药物组合有关。蜂花前清
茶主要由蜂花粉、马齿苋、蒲公英、鱼腥草、茯苓、桔梗和桃仁等

中药配伍而成，具有清热利湿、补肾活血的作用。有人认为，花

粉类是养护男性健康的福星，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花粉的

记载，认为花粉类气味甘平、无毒，能够主治心腹胀热邪气，利

小便，消瘀血，久服轻身、益气、延年。而蜂花粉就是其中比较

常见的一种，现代临床药理作用主要抗炎抑菌、调节体内内分

泌代谢、抗衰老等作用，目前在临床上常用于前列腺炎、前列腺

增生等疾病，在治疗前列腺炎中主要取其抗炎抑菌的作用［１２］。

马齿苋性寒，味甘酸，归心、肝、脾、大肠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

止血作用。在《圣惠方》中记载：治小便热淋：马齿苋汁服之。

何氏认为，马齿苋具有抗炎、松弛平滑肌的作用，能够对前列腺

炎导致的排尿问题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１３］。蒲公英味苦、甘，

寒，归肝、胃经，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功效。现

代药理研究［１４］发现蒲公英具有抑菌、抗氧化、抗炎、利尿、抗过

敏、抗血栓、抗肿瘤、免疫促进等作用。在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中，主要采用其抗炎、利尿剂调节免疫的作用。鱼腥草味辛、性

寒凉，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功效。陈氏［１５］认为，鱼腥草所

含有的挥发油通过对炎症细胞因子、一氧化氮水平、细胞因子

ｍＲＮＡ的表达的影响等多种途径起到抗炎作用。茯苓性味甘淡
平，入心、肺、脾经，具有渗湿利水、健脾和胃、宁心安神的功效，

对小便不利、水肿胀满、遗精和淋浊等症具有良好的疗效。现

代药理学认为［１６］，茯苓具有利尿、抗肿瘤、调节免疫的作用，在

本方中主要取其利尿、调节免疫的作用。桔梗性平，味苦、辛，

归肺、胃经，具有利五脏、补气血、补五劳等功效，对于咽喉肿

痛、小便癃闭等病症有较好疗效。现代药理学认为［１７］，桔梗具

有抗炎、镇痛、免疫调节等作用，其抗炎机制与桔梗皂苷 Ｄ的
Ｃ２８甲酯衍生物（ＰｒｉｓＭｅ）阻止ＮＦκＢ抑制蛋白降解介导有关。
桃仁味苦、甘，性平，归心、肝、大肠经，具有活血祛瘀、润肠通便

之功效。现代药理学认为，桃仁主要具有抗凝血、抗血栓、预防

肝纤维化和增强免疫力等功效，桃仁中所含的桃仁蛋白通过降

低血清细胞因子中ＩＬ２、ＩＬ４来实现增强免疫力进而起到抗炎
的作用［１８］。饶氏［１９］通过在慢性前列腺炎大鼠上进行的实验研

究证实，蜂花前清茶对炎症的改善和减少前列腺液中白细胞方

面作用广泛。不仅在动物实验上得到证实，郭氏［２０］在临床上运

用蜂花粉治疗前列腺疾病也体现出其优越性和有效性。

综上所述，蜂花前清茶（方）在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等症状改善方面均优于特拉唑嗪片，而且疗效更加稳定。中医

认为，前列腺炎的病机是肾虚为本、湿热为标、瘀滞为变，而蜂

花前清茶（方）的组方中也体现了相应治疗思路，因此，在治疗

该病中能够优于特拉唑嗪片的作用且药效持续时间长。这也

为临床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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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医学认为诸多男科疾病的发病与肾虚、血瘀关系密切，如勃起功能障碍、慢性前列腺炎、
慢性尿道炎、尿石症等。肾虚血瘀是男科疾病发病的重要病机，补肾活血法是治疗男科疾病的重要方法，临

床应用该法治疗男科疾病有一定的疗效。若能对补肾活血法治疗男科具体应用及治疗机理开展进一步的

研究，对于探索男性生理病理，指导疾病防治，乃至繁衍后代，都将大有益处。

【关键词】　补肾；活血；勃起功能障碍；慢性前列腺炎；慢性尿道炎；尿石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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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为水之下源，与膀胱相表
里，开窍于二阴。肾气亏虚可导致男性生殖和泌尿系统功能异

常［１］，如肾阳虚宗筋痿而不用，可发生阳痿；肾阳不足，精关不

固，可致精浊；阴虚生内热，相火下移膀胱，可发为淋证；肾虚膀

胱气化不利，尿液排泄失常，致湿热蕴结膀胱，则致尿石症，由

此可见，男科疾病发病与肾虚关系密切。此外，中医学认为“久

病多瘀”，男科疾病多病情顽固、反复发作，病程缠绵，日久则瘀

血入络。因此肾虚、血瘀是男科疾病发病的重要病机，补肾活

血法是治疗男科疾病的重要方法。本文就补肾活血法治疗男

科疾病理论研究及临床应用作一浅析，以期抛砖引玉，从而达

到提高男科疾病治疗效果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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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肾活血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１１　补肾活血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理论探讨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又称“阳痿”，是指

男性有性欲及性兴奋刺激，阴茎不能勃起，或虽能勃起少许但

硬度不够，或虽勃起良好，但尚未放入阴道即变疲软等。中医

学认为其发病与肾虚、瘀阻、肝郁等有关。关于肾虚与勃起功

能障碍的因果关系古人早有论述，如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

候论·虚劳阴痿候》说：“劳伤于肾，肾虚不能荣于阴器，故痿弱

也”，认为本病由劳伤及肾虚引起；明代张介宾（景岳）所著《景

岳全书》也记有：“阳痿不起，多由命门火衰，精气虚冷…”此外

血瘀在阳痿的发病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医学认为阴

茎的勃起需要足够的动脉血输入来维持，凡是导致阴茎动脉血

流灌注障碍的问题均可导致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这种血流

灌注的问题从中医角度来看就是“血瘀”。

基于以上认识，中医学认为“肾虚血瘀”是阳痿的基本病

机，其中肾虚是病之本，血瘀是病之标，总的病性为本虚标实，

而补肾活血法则是中医治疗阳痿的基本治则［２］。临床施治时，

如能在辨证的基础上辅以补肾活血药物则有助于增强疗效。

具体药物选择上可用淫羊藿、鹿角胶、菟丝子、巴戟天、仙茅、仙

灵脾、枸杞子、生地、知母、山茱萸、冬青子、旱莲草等补肾，当归

尾、赤芍、怀牛膝、桃仁、红花、全虫、蜈蚣、地龙、三七粉、丹参、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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芎以化瘀通经活血［３］。

１２　临床验案
孙×，男，３９岁，２０１６年３月２日就诊，患者１年前逐渐出

现阴茎勃起不坚，性欲正常，伴腰酸乏力，头晕心烦，失眠多梦。

查：舌质暗红，苔薄，脉弦。ＩＩＥＦ５评分：１０分。诊断：阳痿，辨
证：肾虚血瘀，治法：补肾活血。处方：熟地２０ｇ，山茱萸１５ｇ，枸
杞子１５ｇ，菟丝子１５ｇ，仙灵脾１５ｇ，鹿角胶（烊化）１０ｇ，柴胡６ｇ，
赤芍１２ｇ，当归１０ｇ，怀牛膝１５ｇ，红花１０ｇ，川芎１２ｇ。服药７剂
后患者阴茎勃起改善，ＩＩＥＦ５评分：１５分，头晕、腰酸、失眠等症
较前为轻，舌质仍暗，治疗在前方基础上加用蜈蚣２条，以求活
血通络，服１４剂后，阴茎勃起明显好转，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０分，能
够完成房事，继守上方治疗２个月，性功能正常，余症消失。

按语：患者肾元亏虚，故腰酸乏力；虚热上扰，则头晕心烦，

失眠多梦；舌暗、苔白、脉弦乃气血瘀滞之象。方中熟地、山茱

萸、枸杞子、菟丝子、仙灵脾、鹿角胶（烊化）等补肾填精；赤芍、

当归、怀牛膝、红花、川芎、蜈蚣等活血通络，柴胡疏肝理气活

血。全方益肾活血理气，调补兼施，使肾精充盛，气血调达，宗

筋得养，故房事自如。

"

　补肾活血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２１　补肾活血法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理论探讨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泌尿男科的常见
病、多发病，致病因素较多，如饮食不节、饮食偏嗜、生活压力过

大、外感湿热邪毒、性生活不规律、不节或不洁等。其发病机制

复杂，发病早期以湿热为主，以实证多见；若失治误治、调养失

法，则转为湿热挟瘀，并伴肾虚和肝脾的不足，总病性为虚实夹

杂，以虚为主，在临床上最多见的证型是肾虚血瘀证，肾虚是慢

性前列腺炎发病之“本”，瘀滞是其发病之“变”。

临床治疗要紧紧围绕肾虚、血瘀这两个病理环节，补肾活

血兼施，权衡用药。补肾活血具体治疗上又分为补肾滋阴活血

法和补肾温阳活血法。补肾滋阴活血法用于肾阴亏虚，瘀血阻

滞之证，临证患者可见腰膝酸软，潮热盗汗，口干心烦，尿道不

适，遗精或血精，阳事易兴，舌红少苔，脉细数等。常用药物：生

地、山茱萸、山药、牡丹皮、泽泻、女贞子、旱莲草、知母、黄柏、当

归、丹参、乳香、没药、红花、桃仁、怀牛膝、益母草、王不留行等。

在应用补肾滋阴活血法时，要注意清补为主，慎用滋腻，并适度

加用茯苓、砂仁等理气健脾之品以防助湿呆中；补肾温阳活血

法此法用于肾阳虚弱，气血瘀阻之证，临证患者可见腰酸、腰

痛、畏寒肢冷，阳萎早泄，小便清长，舌淡胖，苔白，脉沉弱等。

常用药物：桂枝、肉桂、熟地、仙茅、仙灵脾、巴戟天、当归、丹参、

乳香、没药、红花、桃仁、怀牛膝、益母草、王不留行等。在应用

补肾温阳活血法时，应注意不可过用大辛大热之品，以防伤阴，

并适度加用养阴之品以求“阴中求阳”。活血化瘀药物选择要

慎用苦寒之品，以防损耗阳气。

２２　临床验案
刘×，男，３２岁，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就诊，患者６月前出现腰

膝酸软、乏力、腰骶、睾丸疼痛，会阴部坠胀不适，查：舌暗有瘀

斑，苔薄黄，脉沉涩；肛门指诊：前列腺质地稍硬，轻度压痛；ＥＰＳ
镜检：卵磷脂小体减少。诊断：慢性前列腺炎，辨证：肾虚血瘀，

治法：补肾益气，活血化瘀。处方：熟地１０ｇ，山茱萸１５ｇ，枸杞子
１５ｇ，山药１５ｇ，丹参２０ｇ，王不留行２０ｇ，赤白芍各３０ｇ，元胡１５ｇ，

川楝子１０ｇ，川牛膝１５ｇ，生黄芪２０ｇ，甘草１０ｇ，嘱其每日温水坐
浴１５ｍｉｎ。服药７剂后复诊，患者腰膝酸软消失，腰骶、睾丸疼
痛减轻，治疗在前方基础上加用炙乳没各１０ｇ以活血止痛，服
１４剂后诸症消失，嘱患者适度运动，保持正常性生活。

按语：患者腰膝酸软、乏力是肾气亏虚之症；腰骶、睾丸疼

痛，舌质暗脉沉涩为气血瘀滞，阻塞经脉所致。以熟地、山茱

萸、枸杞子、山药、川牛膝、生黄芪补肾益气，丹参、王不留行、赤

白芍、元胡、川楝子、川牛膝、炙乳没活血祛瘀止痛。全方补肾

活血兼施。同时配合生活指导，使肾气充盈，经脉疏通，故患者

能得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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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肾活血法治疗慢性尿道炎
３１　补肾活血法治疗慢性尿道炎理论探讨

慢性尿道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ｕｒｅｔｈｒｉｔｉｓ，ＣＵ）属中医“淋证”中的“劳
淋”范畴，临床以尿频、尿急、尿道淋漓涩痛、小便浑浊、腰酸腹

痛、时作时止、遇劳更甚等为主要临床表现。汉代张仲景在《金

匮要略·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并治》记载：“淋之为病，小便

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诸

淋候》说：中将诸淋病机责之“肾虚而膀胱热故”，其病位在肾与

膀胱，病性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具体而言，劳淋病程日久，

缠绵不愈，则渐伤正气，肾元亏虚。关于肾虚是劳淋的基本病

机，古人亦有论述，如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诸淋候》说：

“劳淋者，谓劳伤肾气而生热成淋也……劳倦即发也”；清代陈

士铎《辨证录·淋证门》所载“淋证……于利湿、利热之中，更须

益肾中之气也”。现代医学认为慢性尿道炎发病与尿路黏膜对

外来病原体的防御吞噬、补体的促吞噬和趋化作用、特异性抗

体的形成密切相关，这从中医的角度考虑则是久病气血虚弱，

精血不畅，脉络瘀阻，导致局部“血瘀”的形成。

由上可知，肾虚血瘀是慢性尿道炎的重要病机，其病性属

本虚标实，本虚为肾元亏虚，标实为血瘀、湿热。治疗当以补肾

清利法为主，若病久则加以活血化瘀，常用药物：熟地黄、太子

参、生地黄、山药、黄芪、黄精、当归、白芍、山茱萸、女贞子、薏苡

仁、红藤、肉苁蓉、黄柏、萆、车前子等滋阴补肾清利，牛膝、益

母草、海金沙、虎杖、丹参、红花、川芎、当归、桃仁、赤芍等活血

通利［４］。

３２　临床验案
赵×，男，３８岁，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就诊。患者半年前出现

尿频，夜尿５次～７次，排尿费力，轻微尿痛，伴腰酸、乏力。查：
舌质暗红，苔白微腻，尺脉弱。尿常规：ＷＢＣ０～１／Ｈｐ，中段尿培
养阴性。诊断：慢性尿道炎，辨证：肾虚血瘀，治法：补肾活血、利

尿通淋，处方：熟地黄１５ｇ，生黄芪２０ｇ，泽泻１０ｇ，丹皮１０ｇ，黄柏
１０ｇ，萆１５ｇ，川牛膝１５ｇ，车前子（包煎）１０ｇ，益母草１５ｇ，生甘
草６ｇ。服药７剂后患者自觉尿频减轻，仍排尿费力，尿痛，治疗
在前方基础上加丹参１５ｇ，海金沙１０ｇ，三七粉（冲服）１５ｇ以活
血通淋止痛，服１４剂后尿频、尿痛减轻，夜尿１次 ～２次，排尿
通畅，守方加减一个月，症状基本消失。

按语：患者腰酸、乏力、夜间尿频、尺脉弱是肾气亏虚所致；

排尿费力，轻微尿痛、舌质暗红为瘀阻尿道所致。以熟地黄、生

黄芪、泽泻、丹皮益肾养阴，黄柏清热燥湿，川牛膝、萆、车前

子、益母草、海金沙、丹参、三七粉活血通淋止痛。全方益肾活

血，通淋止痛，故诸症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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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肾活血法治疗尿石症
４１　补肾活血法治疗尿石症理论探讨

尿石症（ｕｒｉｎａｒｙ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ＵＣ）是泌尿系常见疾病之一，属于
中医＂石淋”“砂淋”等范畴。中医学认为人体水液代谢障碍是
结石形成的根本原因，肾主水而司二便，“膀胱者，州都之官，津

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若肾气不足，气化不利，水液不行，则每

致本病发生，因此肾虚是导致本病发生的重要病机之一。在本

病的发病过程中除肾虚外，气滞血瘀、痰凝湿阻也是结石发病

的重要病机之一：湿热内蕴，结为砂石；结石梗阻，气机不利，则

血瘀阻滞，不通则痛，患者临证可见腰腹胀痛或绞痛，疼痛向外

阴部放射，舌暗红或有瘀斑，脉弦等。肾虚、血瘀二者相因为

病，肾虚气化不利，湿热蕴结膀胱，日久结为砂石；结石日久，留

滞不去，血脉不通，肾失滋养，亏虚更甚。总之，尿石症的病机

为虚实夹杂，肾虚为本，血瘀为标，临床可予补肾活血法治疗，

药物可用生地、牛膝、杜仲、续断、元胡、川楝子、琥珀、水蛭、三

棱、莪术、海金沙、瞿麦、冬葵子等补肾活血排石治疗。

４２　临床验案
李×，男，５０岁，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就诊。患者３天前出现

右腰部绞痛，疼痛向会阴部放射，伴有血尿，平素体力差，易乏

力、腰膝酸软。查：右肾区叩击痛明显，舌质暗红，苔薄黄，脉

弦。尿常规：ＲＢＣ满视野。Ｂ超：右输尿管上段结石，约０５ｃｍ
ｘ０７ｃｍ。诊断：右输尿管结石，辨证：血瘀气滞，肾气不足，治
法：行气排石、补肾活血，处方：泽泻１０ｇ，茯苓１５ｇ，川牛膝１５ｇ，
川断１５ｇ，补骨脂１０ｇ，丹参１５ｇ，王不留行１５ｇ，海金沙１０ｇ，穿山
甲１０ｇ，车前子（包）１０ｇ，川楝子１０ｇ，生甘草６ｇ。嘱患者多饮水，
多作蹦跳运动，以利排石。服药５剂后患者腰痛明显减轻，肉眼
血尿消失，尿常规：ＲＢＣ：１０～１５／Ｈｐ，治疗在前方基础上加金钱
草１０ｇ，冬葵子１０ｇ，以利排石。服４剂后排出结石一枚，复查尿

常规正常，Ｂ超：右输尿管未见结石。自觉腰酸、乏力明显，在前
方基础上减金钱草，冬葵子，海金沙，穿山甲，加黄芪１５ｇ，生地
１５ｇ，山药２０ｇ，１４剂后症状基本消失。

按语：患者平素肾气亏虚，故腰膝酸软、乏力，因肾气不足，

膀胱气化不利，津液运化失司，水湿停聚，煎熬日久成石，阻塞

窍道，故腰痛并向会阴放射；结石损伤血脉，血行脉外，故见血

尿；舌暗、脉弦乃血脉瘀滞之故。以黄芪、茯苓、川牛膝、川断、

补骨脂补益肾气；穿山甲、川牛膝等活血化瘀；川楝子行气止

痛；金钱草、海金沙、冬葵子、鸡内金、车前子等清热利湿，通淋

排石。全方行气排石治标，补肾活血治本，故肾气充，瘀血去，

结石得以排出。

综上所述，肾虚血瘀是男科疾病发病的重要原因［５］，临床

应用补肾活血法治疗男科疾病疗效满意。若能对补肾活血法

治疗男科具体应用及治疗机理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对于探索男

性生理病理，指导疾病防治，乃至繁衍后代，无疑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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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住院患者梅毒抗体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方法：用 ＴＰＥＬＩＳＡ及 ＴＲＵＳＴ滴度对所有
标本进行检测，如果患者ＴＰＥＬＩＳＡ为阳性，再次用ＴＰＰＡ检测进行确认。对大冶市中医医院和武汉大学人
民医院在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住院患者的梅毒抗体检测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总共有
８１９４６例住院患者在三年间接受梅毒抗体检测，其中１６１８例确诊为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其中抗ＴＰ阳性
率在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分别为２２７％，１５８％和２１１％。阳性率在男性和女性中的比例分别为
２３７％和１６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龄≤１９岁的阳性率为２８３％、２０岁～３９岁的阳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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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０９４％、４０岁～５９岁的阳性率为 ２１４％、６０岁 ～７９岁的阳性率为 ２３７％、年龄≥８０岁的阳性率为
３６３％。抗ＴＰ阳性患者中，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较低，上述各年龄段１：８以下低滴度占比分别为８４６５％、
７９６９％、８１６９％、８６１２％、８７４５％。年龄≥８０岁组抗ＴＰ阳性率（３６３％）最高，血清高ＴＲＵＳＴ滴度（≥
１∶８）在该组人群所占比例最低１２５５％。２０岁 ～３９岁年龄组抗ＴＰ阳性率（０９４％）最低，血清高 ＴＲＵＳＴ
滴度（≥１：８）在该组人群所占比例最高２０３１％。结论：梅毒血清学在不同性别、年龄段的特点不尽相同。
应进一步扩大梅毒防治工作的覆盖面，对于老年群体，需要格外重视。

【关键词】　住院患者；梅毒抗体检测；回顾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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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一种通过性接触传播的疾病，主要由苍白螺旋体引
起，临床上可表现为一期梅毒、二期梅毒、三期梅毒、潜伏梅毒

和先天梅毒（胎传梅毒）等。发病后可以导致多个组织和器官

的损伤，具有传染性强，传染源隐蔽，临床表现复杂等特点。在

过去的１０年间，梅毒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对于其防治工
作依然任重而道远［１４］。现有发表的关于住院患者梅毒血清学

检测结果的文章［５８］，绝大部分只关注阳性率，关于梅毒血清反

应素滴度分布情况却鲜见报道，故笔者对大冶市中医医院和武

汉大学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８１９４６例住院患
者的梅毒抗体检测结果（抗ＴＰ阳性率，及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进行分析，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

收集大冶市中医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２０１４年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住院患者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同一患者仅收集
第一次检测结果，入组前详细询问病史，排查ＨＩＶ抗体，多数为
病程不明的潜伏期梅毒。其中男性和女性分别为３４１６５例和
４７７８１例，本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试剂

从珠海丽珠公司处购置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ＴＰＥＬＩＳＡ）试剂盒、日本富士公司处购置梅毒螺旋体明胶颗
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试剂盒，上海荣盛公司处购置甲苯胺红不加
热血清反应素试验（ＴＲＵＳＴ）试剂盒，所有反应试剂盒均在有效
期内。

１３　检测方法
ＴＰＥＬＩＳＡ：依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试验操作，由 ＴＥＮＣＡＮ

全自动酶免疫分析系统对反应结果进行检测，每次实验均设阴

阳性对照以及质控品。

ＴＰＰＡ：首先加入１００μｌ稀释液至 Ｕ型反应板第１孔中，然
后加入２５μｌ稀释液至第２至４孔中，再向第一孔中加入２５μｌ
血清样本，然后从第１孔至第４孔以倍比方式进行稀释，最后加
入２５μｌ未致敏颗粒至第３孔中，加入２５μｌ致敏颗粒至第４孔
中，混匀后置室温水平放置２小时，观察各孔的凝集情况。

ＴＲＵＳＴ：于纸卡的圆圈内吸取５０μｌ待检血清，于血清中加
入２０μｌＴＲＵＳＴ试剂，在振荡仪水平振荡８分钟，设置震荡频率
为１００次／分钟，观察凝集结果。如果结果为阳性，用生理盐水
对待测血清作倍比稀释，然后按上述方法重新检测，该血清的

凝集效价以呈明显凝集反应的最高稀释度为依据。

所有标本均检测 ＴＰＥＬＩＳＡ及 ＴＲＵＳＴ，ＴＰＥＬＩＳＡ阳性者用
ＴＰＰＡ进一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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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采用卡方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ＴＰ）确证阳性者的一般情况
２１１　发病趋势　共有 ８１９４６例住院患者于 ２０１４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接受梅毒抗体检测，其中１６１８例确证梅毒螺旋
体抗体阳性，总阳性率为１９７％。２０１４年在检测的２４９２０例住
院患者中有阳性５６６例（２２７％）；２０１５年在检测的２９０７７例的
住院患者中有阳性４６０例（１５８％）；２０１６年检测的２７９４９例患
者中有阳性 ５９２例（２１１％）。其中 ２０１５年分别与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６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４２０，Ｐ＝０００；χ２＝
２２６２，Ｐ＝０００）。而２０１４年与２０１６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１４４２，Ｐ＝０２３）。
２１２　性别分布　此次检测中，男性患者３４１６５例，女性患者
４７７８１例。其中男性和女性梅毒螺旋体抗体阳性分别为８１２例
和８０６例，阳性率分别为２３７％和１６８％。男女患者阳性率具
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４８９７，Ｐ＝０００）。
２１．３　年龄分布　各年龄段分布情况详见表１。其中年龄≥
８０岁组阳性率最高，其次为≤１９岁组。６０岁～７９岁年龄段抗
ＴＰ阳性例数最多，其次为４０岁 ～５９岁组，≤１９岁组最少。男
性以６０岁～７９岁组抗ＴＰ阳性例数最多，其次是４０岁 ～５９岁
年龄段；女性以４０岁～５９岁年龄段最多。
２２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ＴＰ）确证阳性者的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
情况

２２１　不同年份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变化与分布　
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共有１６１８例患者抗ＴＰ阳性，其中
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阳性者１３９５例，２０１６年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阴性
者较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明显增多，具体分布情况详见表２、图１。
１∶８以下的低滴度血清所占比例在２０１４年为８１４５％，２０１５年

为７９７８％，２０１６年为８９５３％，２０１６年分别与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５３０，Ｐ＝０００；χ２＝１９５６，Ｐ＝
０００）。

表１　梅毒螺旋体抗体（抗ＴＰ）确证阳性患者年龄分布情况

年龄（岁）
检测

例数

阳性例数

（％）
男性例数

（构成比）

女性例数

（构成比）

≤１９ ７１３０ ２０２（２８３） １１９（７３５） ８３（５１３）

２０～３９ ２７６５３ ２６１（０９４） ５５（３４０） ２０６（１２７３）

４０～５９ １９９３８ ４２６（２１４） ２１４（１３２３） ２１２（１３１０）

６０～７９ ２０６３７ ４９０（２３７） ２９２（１８０５） １９８（１２２４）

≥８０ ６５８８ ２３９（３６３） １３２（８１６） １０７（６６１）

Ｔｏｔａｌ ８１９４６ １６１８（１９７） ８１２（５０１９） ８０６（４９８１）

２２２　不同性别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变化与分布　
不同性别间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变化与分布的总体
构成比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１２３，Ｐ＝０１９）。１∶８以
下的低滴度血清所占比例在男性为８３２５％，女性为８４６２％，
两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５５，Ｐ＝０４５）。具体分
布情况详见表２、图２。
２２３　不同年龄段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变化与分布
　见表２、图３，各年龄段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主要分
布于１∶１、１∶２。１∶８以下的低滴度血清所占比例在≥８０岁年
龄段最高（８７４５％），依次为６０岁～７９岁年龄段（８６１２％）、≤
１９岁年龄段（８４６５％）、４０岁 ～５９岁年龄段（８１６９％）、２０岁
～３９岁年龄段（７９６９％），≥８０岁年龄段组与２０岁 ～３９岁年
龄段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１８，Ｐ＝００２）。

表２　不同年份、性别、年龄抗ＴＰ阳性者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情况

组别
ＴＰ阳性
例数

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

阴性 １ ２ ４ ８ １６ ３２ ６４ ≥１２８ １∶８以下合计（％）

年份 ２０１４ ５６６ ２２ １５１ １８３ １０５ ４３ ２９ １４ ８ １１ ４６１（８１４５）

２０１５ ４６０ １１ １９８ ９６ ６２ ３７ ２２ １６ １２ ６ ３６７（７９７８）

２０１６ ５９２ １９０ ２１５ ８６ ３９ ２４ １８ ７ ７ ６ ５３０（８９５３）

性别 男性 ８１２ １１７ ２６０ １８１ １１８ ４９ ３９ ２０ １４ １４ ６７６（８３２５）

女性 ８０６ １０６ ３０４ １８４ ８８ ５５ ３０ １７ １３ ９ ６８２（８４６２）

年龄（岁） ≤１９ ２０２ ５ ７９ ５６ ３１ ９ ６ ４ ６ ６ １７１（８４６５）

２０～３９ ２６１ ３７ ９７ ４６ ２８ １９ １７ ９ ６ ２ ２０８（７９６９）

４０～５９ ４２６ ６０ １４７ ９２ ４９ ３１ １２ １９ ６ １０ ３４８（８１６９）

６０～７９ ４９０ ８３ １６２ １１７ ６０ ２３ ２７ ４ ９ ５ ４２２（８６１２）

≥８０ ２３９ ３８ ７９ ５４ ３８ ２２ ７ １ ０ ０ ２０９（８７４５）＃

#

　讨论
梅毒具有复杂的临床表现，而苍白密螺旋体不能在体外进

行人工培养，因此血清学检测是目前梅毒诊断和治疗监测的主

要指标之一。梅毒血清学试验可分为两大类，即梅毒螺旋体抗

原血清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抗梅毒螺旋体的

特异性抗体，在梅毒感染的潜伏期即产生，感染２周 ～４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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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治愈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存在较高的阳性率，甚至终

生阳性，本类试验室采用活的或死的梅毒螺旋体或其成分来做

抗原，常用的有梅毒螺旋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ＴＰＥＬＩＳＡ）、梅
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ＴＰＨＡ）、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
验（ＴＰＰＡ）、荧光梅毒螺旋体抗体吸收试验（ＦＴＡＡＢＳ）、１９ＳＩｇＭ
梅毒螺旋体血球凝集试验（１９ＳＩｇＭ）、梅毒螺旋体微量血凝试
验（ＭＨＡＴＰ）。非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是应用心磷脂作抗
原，测定血清中抗心磷脂抗体，检出的时间要比特异性抗体的

检出时间约迟２周，主要包括性病研究实验室试验（ＶＤＲＬ）、不
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ＵＳＲ）、梅毒血浆反应素快速试验（ＲＰＲ）
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ＴＲＵＳＴ），经治疗后血清低
度可下降并阴转，能作为疗效观察、判愈、复发或再感染的指

针，该类抗体疾病在非活动期和治疗后容易消失，故滴度受“感

染时间”和“是否曾接受抗梅毒治疗”的影响，对Ⅰ、Ⅲ期梅毒和
治疗后梅毒的检出率低［９１５］。本实验室对所有标本均检测 ＴＰ
ＥＬＩＳＡ及ＴＲＵＳＴ滴度，并对ＴＰＥＬＩＳＡ阳性者，再行ＴＰＰＡ确诊。

图１　不同年份抗－ＴＰ阳性者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分布趋势

图２　不同性别抗－ＴＰ阳性者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分布趋势

图３　不同年龄段抗－ＴＰ阳性者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分布趋势

　　本次统计显示，２０１４年抗ＴＰ的阳性率最高（２２７％）；２０１５
年较２０１４年明显降低，降至１５８％；然而２０１６年较２０１５年又
有升高趋势。３年间总的抗ＴＰ阳性率较叶振斌等［５６］报道的

低。在抗ＴＰ阳性患者中，２０１６年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阴性者较
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５年明显增多，临床应用需注意：ＴＲＵＳＴ滴度阴性
不能排除Ⅰ、Ⅲ期梅毒的诊断，潜伏梅毒、神经梅毒对其亦不敏
感，同时也可能是这部分患者经治疗后 ＴＲＵＳＴ滴度转阴。抗
ＴＰ阳性，ＴＲＵＳＴ滴度阴性还需考虑到“前带反应”及梅毒患者
可能合并艾滋病及免疫抑制状态，然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假阳

性亦需考虑（如下文所述）。在临床工作中，当遇到ＴＰＰＡ阳性，
ＴＲＵＳＴ滴度阴性时需结合病史及皮疹表现，建议先复查 ＴＰＰＡ、
ＴＲＵＳＴ（主要为了诊除Ⅰ期梅毒、Ⅱ期梅毒），根据临床症状必
要时查脑脊液，暂不予治疗，同时患者配偶亦需查 ＴＰＰＡ、
ＴＲＵＳＴ。各年份间，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主要分布于１∶８以下的低
滴度。在性别方面，男性抗ＴＰ阳性率为２３７％明显高于女性，
男性集中于４０岁～７９岁，女性则集中于２０岁 ～７９岁。在２０
岁～３９岁年龄段，男性抗ＴＰ阳性例数明显低于女性，可能与该
年龄段女性住院患者明显多于男性（男性５１２２例；女性２２５３１
例），存在样本偏倚。不同性别间抗ＴＰ阳性者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
度变化与分布的总体构成比之间无统计学意义，均以原倍阳性

所占比例最高。年龄≥８０岁组抗ＴＰ阳性率最高，与刘冬生［７］

等及沈美萍［８］报道的相符，然而１∶８以下的低滴度在该组人群
中所占比例最高（８７４５％），其次为 ６０岁 ～７９岁年龄段
（８６１２％）。２０岁 ～３９岁年龄段组虽然抗ＴＰ阳性率最低
（０９４％），但是１∶８以上的高滴度在该组人群中所占比例最高
（２０３１％），该组人群性生活频繁、性观念相对开放、人口相对
流动，故该组人群为作为传染源具有重要流行病学意义。另

外，年龄≤１９岁组抗ＴＰ阳性率亦较高，新生儿占了绝大多数
（１８８／２０２），应加强育龄妇女在婚前、孕前、产前进行相关检测，
并积极采取治疗及阻断措施，减少新生儿梅毒感染。

在梅毒血清学试验阳性的老年中，有一些确实是梅毒的感

染者，但也有一部分是老年人所患的基础疾病使机体诱导产生

类脂质抗体或抗ＴＰ抗体的交叉抗原引起的假阳性。实际上任
何急性热性病都可能产生急性生物学假阳性，这些病例血清反

应低度都低，很少超过１∶８，在６个月内一般都转为阴性，当用
特异性试验如ＴＰＨＡ来检测时，血清反应呈阴性。慢性生物学假
阳性可持续数月或数年，甚至终生，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麻

风、肝硬化、麻醉剂成瘾、孕妇、＞７０岁高龄人中有１％出现假阳
性。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的假阳性发生率比非螺旋体抗原血清

试验少，常见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莱姆病、麻风、结肠癌、生殖器疱

疹、糖尿病、淋巴瘤、脑膜瘤、高丙球蛋白血症、传染性单核细胞增

多症、海洛因成瘾、妊娠等［１６１７］，陈虎根［１８］等报道了一例因 ＴＰ
ＰＡ、ＴＲＵＳＴ试验均阳性误诊为梅毒的瘤型麻风。老年患者上述
疾病发生率高于中青年，故梅毒血清学阳性率较高。然而不能因

为实验室检测结果存在较高的假阳性，而忽略了老年人梅毒感染

尤其是无症状的潜伏梅毒。老年患者普遍文化程度低，缺乏性疾

病防范知识；可能由于经济原因延误治疗；由于担心受到道德、家

庭以及社会舆论的谴责，往往不敢主动诊治。

由于梅毒感染与参军、入学、就业、婚嫁、家庭稳定等诸多

社会问题有关，因此正确检测及合理解读梅毒血清试验结果尤

为重要。梅毒血清学检测阳性并不能与梅毒螺旋体感染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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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梅毒的诊断需谨慎，必须结合临床检查和病史，对于老年人

更应注意。

综上，不同年龄段的梅毒血清学特点不尽相同。老年人抗
ＴＰ阳性率最高，年龄≤１９岁组抗ＴＰ阳性者主要为新生儿，而
血清高ＴＲＵＳＴ滴度主要分布在２０岁～３９岁人群。故除了将梅
毒防治工作重点工作放在青壮年及妊娠妇女上外，防治工作的

覆盖面应进一步扩大，老年人应引起重视。加强对老年人的性

教育以及性病防治知识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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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３ＪＭ４０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张恒（１９８２—），女，主管检验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临检科学和生化科学
△【通讯作者】袁莉（１９８２—），女，主管检验技师，Ｅｍａｉｌ：ｙｕａｎｌｉ２００６ｓｋｙ＠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４１ ·皮肤性病学·

育龄期女性生殖道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与微生物组成
关联分析
张恒１　袁莉２△　高艳３　王佩１　吴晓康４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孙思邈医院检验科，陕西 铜川 ７２７０３１
２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检验科，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３北京中医药大学孙思邈医院妇产科，陕西 铜川 ７２７０３１
４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索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阴道微生物菌群结构与无 ＨＰＶ感染的不同。方法：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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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阳性人数４８人，阴性人数５０人，采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扩增测定阴道中常见的１５种微生物的相对丰
度，采用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ｓ方法比较组间差异。结果：根据阴道微生物菌群中的优势菌种可以将菌群结构分为 ＣＳＴ
Ⅰ、Ⅱ、Ⅲ、Ⅳ四种菌型，ＨＰＶ阳性人群的菌型结构与阴性人群不同（χ２＝２８５６９，Ｐ＜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其中主要变化为以惰性乳酸杆菌为主的Ⅲ型比例降低而以非乳酸杆菌为主的Ⅳ型比例增多。Ｍｅｔ
ａｓｔａｔ组间差异分析表明ＨＰＶ阳性组惰性乳酸杆菌相对丰度下降，加德纳杆菌、布鲁杆菌、人型支原体、解脲
脲原体以及无乳链球菌的相对丰度上升（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主成分分析结果亦提示，两组人
群阴道常见１５种微生物组成有显著差别。结论：育龄期女性生殖道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其生殖道微生物菌
群结构之间具有联系，应进一步开展微生物组学研究，阐明 ＨＰＶ与阴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为 ＨＰＶ的预
防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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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高危型人类乳头状病毒（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
ｕｓ，ＨＲＨＰＶ）持续感染已经确认是宫颈癌的危险因素［１］。随着

ＨＰＶ疫苗的推广和上市，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行 ＨＲＨＰＶ快速检
测。然而，大多数的女性阴道微环境可以将病毒自行清除，自

行清除的原因假说众多［２］，其中之一就是阴道菌群间的相互作

用。而也有学者认为，特定的菌群结构可能是 ＨＲＨＰＶ致病的
条件之一［３］。ＨＰＶ感染会破坏菌群结构已见部分报道［３６］，但

是基于细菌基因组１６Ｓ高通量二代测序的结果反映阴道菌群的
变化，难以避免宏观信息挖掘带来的信息偏倚。本研究旨在利

用荧光定量ＰＣＲ技术验证阴道中常见的微生物种类在ＨＰＶ阳
性与否的个体中的相对丰度的变化，从而为进一步研究ＨＰＶ与
阴道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致癌机制提供思路。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于铜川北京中医药大学
孙思邈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健康体检的女性

９８例，其中 ＨＲＨＰＶ筛查（ＨＣＩＩ法）阳性组４８人，ＨＲＨＰＶ阴

性组５０人。所有研究对象的纳入标准为：年龄范围２１岁 ～５０
周岁；有性生活史；非月经期、妊娠期及产褥期；经过宫颈液基

细胞学检查，均无宫颈癌、高／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排除标
准：有免疫缺陷病史的；有糖尿病的；４８小时内有阴道冲洗的；３
天内有性生活的或有阴道用药史的；阴道炎症状明显的。

１２　研究方法
以无菌棉拭子于阴道后穹窿处旋转３圈，待拭子充分吸收

分泌物以后放入无菌试管中，在 －８０℃冰箱保存。采用细菌基
因组提取试剂盒（北京天根公司）提取样品的总ＤＮＡ，具体操作
步骤循说明书。使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１０００测定核酸浓度。参照参考
文献以１５种常见的阴道细菌特异性引物进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
测，同时以细菌的通用保守区序列设计引物作为样本内参。所

测定的细菌包括：惰性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ｉｎｅｒｓ）、加氏乳杆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ｇａｓｓｅｒｉ）、卷曲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ｃｒｉｓｐａｔｕｓ）、詹
氏乳杆菌（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ｊｅｎｓｅｎｉｉ）、加德纳杆菌（Ｇａｒｄｎｅｒａｌｌａｖａｇｉ
ｎａｌｉｓ）、奇异菌（Ａｔｏｐｏｂｉｕｍｖａｇｉｎａｅ）、粘放线菌（Ａｃｔｉｎｏｍｙｃｅｓｖｉｓ
ｃｏｓｕｓ）、鲍氏不动杆菌（Ａｃｉｎｅ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ｂａｕｍａｎｎｉｉ）、拟杆菌（Ｂａｃ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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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ｉｄｅｓｖｕｌｇａｔｕｓ）、布鲁菌（Ｂｒｕｃｅｌｌａｓｐｐ）、人型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
ｈｏｍｉｎｉｓ）、解脲脲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克氏动弯杆菌
（Ｍｏｂｉｌｕｎｃｕｓｃｕｒｔｉｓｉｉ）、羞怯动弯杆菌（Ｍｏｂｉｌｕｎｃｕｓｍｕｌｉｅｒｉｓ）、无乳
链球菌（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ａｇａｌａｃｔｉａｅ）。以细菌特异性引物扩增得到
的Ｃｔ值为Ｃｔ１，以保守通用引物扩增得到的Ｃｔ值为Ｃｔ２，各菌的
丰度以２（Ｃｔ１Ｃｔ２）进行计算。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ＡＳ９４软件统计分析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比较组间差异；计
数资料采用频数（％）表示，采用卡方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
主成分分析比较两组间 １５种菌群相对丰度的差异。采用
ＧｒａｐｇＰａｄ软件分析作图，采用Ｍｏｔｈｕｒ中的Ｍｅｔａｓｔａｔｓ命令进行组
间差异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人群一般特征比较

入选的两组人群在年龄、妊娠史以及月经周期规律上均无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但是 ＨＰＶ阳性组的阴道炎患病率高
于对照组（Ｐ＜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阴道清洁度明显
差于对照组，但是两组均无纳入Ⅳ级清洁度的对象（Ｐ＜
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人群一般特征比较

ＨＰＶ阳性组
（４８人）

对照组

（５０人）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２５３±４１２ ３３２６±３８４ ０９５６ ０１５６

是否有妊娠史

　是 ３１（６４５８） ３０（６０００） ０２１９ ０６４０

　否 １７（３５４２） ２０（４０００）

月经是否规律

　是 ３５（７２９２） ３６（７２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１９

　否 １３（２７０８） １４（２８００）

是否有阴道炎病史

　是 ２６（５４１７） ９（１８００） １３９５２＜０００１

　否 ２２（４５８３） ４１（８２００）

阴道清洁度

　Ⅰ ４（８３３） ２４（４８００） ２２５４０＜０００１

　Ⅱ １８（３７５０） １７（３４００）

　Ⅲ ２６（５１１７） ９（１８００）

　Ⅳ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优势菌群分析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的测定结果显示，测定的９８例阴道拭子中，

根据优势菌的分布可以分为 ４个菌型（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ｔｙｐｅ，
ＣＳＴ），分别为ＣＳＴⅠ（卷曲乳酸杆菌为主）、ＣＳＴⅡ（以加氏乳酸
杆菌为主）、ＣＳＴⅢ（以惰性乳酸杆菌为主），ＣＳＴⅣ（其他菌种为
主）。其中 ＨＰＶ阴性组主要的菌型为Ⅲ型，占 ５８００％。而
ＨＰＶ阳性组Ⅳ型比例明显增多，其中以加德纳杆菌（８例）、链
球菌（３例）、布鲁菌（２例）为优势菌，以及包括３例无明显优势
菌。Ⅲ型所占比例明显降低，二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χ２＝
２８５６９，Ｐ＜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ＨＰＶ阳性和阴性组阴道微生物菌型构成

ＨＲＨＰＶ（＋）
（ｎ＝４８）

ＨＲＨＰＶ（—）
（ｎ＝５０）

χ２值 Ｐ值

ＣＳＴⅠ １０（２０８３） １１（２２００） ２８５６９ ＜０００１

ＣＳＴⅡ ８（１６６６） ７（１４００）

ＣＳＴⅢ １４（２９１７） ２９（５８００）

ＣＳＴⅣ １６（３３３３） ３（６００）

２３　微生物组成变化
将４８例ＨＰＶ阳性组和５０例阴性组的１５种常见阴道微生

物经Ｍｅｔａｓｔａｔ进行组间差异分析，结果表明 ＨＰＶ阳性组惰性乳
酸杆菌相对丰度下降，加德纳杆菌、布鲁杆菌、人型支原体、解

脲脲原体以及无乳链球菌的相对丰度上升，这些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ＰＣＯＡ主成分分析结
果亦提示，两组人群阴道常见１５种微生物组成有显著差别，具
体结果详见图２。
#

　讨论
ＨＰＶ是一种球形ＤＮＡ病毒，其核酸可以整合到宿主细胞核

内，使细胞基因发生突变，进而可能导致细胞的癌化［７］。同时，由

ＨＰＶ感染发生发展至宫颈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间阶段具有
可逆性，阴道微环境的变化可能是导致ＨＰＶ持续感染的原因之
一［３］。本研究提示，未感染ＨＰＶ的女性人群中，阴道菌群的优势
菌主要以乳酸杆菌为主，主要包括惰性乳杆菌、卷曲乳杆菌以及

加氏乳杆菌，这与Ｈｕａｎｇ［８］等人的研究一致。乳酸杆菌在阴道中
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分解阴道粘膜上皮细胞内的糖原，并产生

一定量的乳酸，保持阴道酸性环境，使ＰＨ维持在３８４５之间，
有利于阴道的自净作用［９］。也有学者认为阴道中的乳酸杆菌可

以增强阴道局部的抗感染能力，起到抗肿瘤的作用［１０］。

图１　ＨＰＶ阳性和阴性女性的１５种常见阴道微生物的相对丰度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８月　第２７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８ ·１３９　　·

图２　ＨＰＶ阳性和阴性女性阴道微生物组成的ＰＣｏＡ分析图

然而，ＨＰＶ感染的人群中，近有１／３的人群为非乳酸杆菌
为优势菌群，而出现了以加德纳杆菌、链球菌、布鲁菌为优势菌

群的Ⅳ型菌型，这与潘颖［１１］等人的研究相近。加德纳杆菌可以

利用ＣＤ５９调节分子激活Ｐ３８丝裂原蛋白激酶通路，从而释放
细胞溶解素，导致阴道上皮细胞死亡，从而使乳酸杆菌的定植

减少［１２］。所以加德纳菌属是女性细菌性阴道炎主要的致病

菌［１３］。而布鲁菌主要的靶细胞是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以及上

皮细胞，其可以产生大量的毒力因子，通过抑制溶菌体与吞噬

体结合，逃逸巨噬细胞的杀伤，从而在胞内大量繁殖［１４］。其与

ＨＰＶ的互相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但有可能与 ＨＰＶ的致癌作用
有关。而无乳链球菌，又称 Ｂ族链球菌，是育龄期女性阴道常
见的病原体［１５］，其在特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新生儿的败血症［１６］。

但其在阴道粘膜引起的长期慢性炎症是否与 ＨＰＶ致癌机制有
关尚无报道。本研究同时发现，人型支原体（Ｍｈ）、解脲脲原体
（ＵＵ）在ＨＰＶ阳性女性中的相对含量升高。支原体是一种大小
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一类原核微生物，有学者研究认为其与

生殖系统的肿瘤存在一定的关系［１７］，并且许多学者将支原体作

为ＨＰＶ致癌的辅助因子进行研究［１８］。

　虽然本研究结果提示 ＨＰＶ感染与否与生殖道菌群结构
具有相关性，但是这样的关联仍无法判断因果关系，即是 ＨＰＶ
感染导致菌群结构的改变还是菌群结构的改变导致 ＨＰＶ的易
感性。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众多，包括不良的卫生习惯、不洁
性行为以及性伴侣多等，其同时也是阴道菌群破坏的危险因

素［１９］。并不排除ＨＰＶ感染和阴道菌群破坏是同时发生的，其
中的关联并不具有因果联系。本研究纳入的所有研究对象均

为健康女性，无宫颈癌或者子宫上皮内瘤变，且阴道清洁度均

在４级以下，保证了本次研究测得的阴道菌群结构改变不是由
于癌变引起的，也尽量避免了部分不良生活习惯引起的阴道菌

群失调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同时也说明 ＨＰＶ感染在正常的健
康人中仍然具有较高的携带率，与杨炼［２０］等人研究一致，有待

其筛查方案与临床治疗指南的进一步明确。

综上所述，育龄期女性生殖道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其生殖道
微生物菌群结构之间具有联系，应进一步开展微生物组学研

究，阐明ＨＰＶ与阴道菌群之间的相互作用，为ＨＰＶ的生殖道微
生物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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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联合氟尿嘧啶对尖锐湿疣患者疗效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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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ＣＯ２与氟尿嘧啶相结合对尖锐湿疣患者进行治疗的效果以及其对患者性功能的
影响。方法：选取枣阳市中医院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收治的尖锐湿疣患者１３２例，将其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各６６例。予以对照组患者ＣＯ２激光进行治疗，研究组患者在ＣＯ２激光基础上使
用氟尿嘧啶进行治疗。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血清 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性功能评分以及复发
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过治疗后，研
究组患者的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清ＩＬ２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经过治疗后，研究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复
发情况显著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尖锐湿疣患者使用氟尿嘧啶进行治
疗的效果更佳，能够有效控制患者的复发情况，有利于患者性功能的恢复，改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
平，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尖锐湿疣；性功能影响；治疗效果；氟尿嘧啶；复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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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Ｆｌｕｏｒｏｕｒａｃｉｌ；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

　　尖锐湿疣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性病，又名性病疣、生殖器 疣以及尖圭湿疣等，主要是由于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生殖器、

肛门以及阴门的表皮瘤样增生，该病症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身

心健康［１］。近年来，尖锐湿疣的发病率呈直线上升，复发率高

于同类性病［２］。目前，对尖锐湿疣患者大多使用ＣＯ２激光、液氮
冷冻、在局部进行药物外敷去疣的同时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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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疗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不能很好地控制复发率［３］。为了

分析探讨氟尿嘧啶在尖锐湿疣疣治疗中的应用效果及其对性

功能影响，本文对在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收治的１３２例
尖锐湿疣患者进行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枣阳市中医院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收治的尖
锐湿疣患者１３２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研究
组各６６例。研究组６６例患者中男２３例，女４３例，年龄范围１９
岁～６３岁，年龄（３５７２±１２４）岁，其中，２４例混合型，１９例菜
花型，２３例乳头型，皮损数目范围２个～１０个，皮损数目（４７±
０７）个；对照组６６例患者中男２７例，女３９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６６岁，年龄（３６４９±１３４）岁，其中，２６例混合型，１７例菜花
型，２４例乳头型，皮损数目范围２个 ～１１个，皮损数目（５１±
０６）个。纳入标准：经检查后确定其患有尖锐湿疣；病灶数目
＜３个；治疗过程中能够遵守性安全建议，防止出现交叉感染；
患者成人（≥１８岁）。排除标准：疣体（单个）直径大于一厘米；
合并有皮肤过敏或者卟啉症；疣体具有继发性感染的患者；肾

功能、肝功能、性功能具有严重障碍或者是免疫缺陷的患者；处

于哺乳期或者妊娠期；患有癫痫症或者精神疾病；对治疗药物

有过敏反应。本研究通过枣阳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

均知情同意本研究，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治疗方法　将患者的疣体和疣体下部分的表皮
组织使用ＣＯ２激光术进行气化、凝固处理，应当比基底损伤深１
２ｎｍ，术后向患者注射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使用碘伏对其进行清
理消毒之后），每３天注射一次，每次３００万Ｕ［４］。
１２２　研究组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在 ＣＯ２激光基础上使用
氟尿嘧啶进行治疗。对疣体和疣体附近皮肤进行消毒，然后用

脱脂棉球将皮损部位或者疣体覆盖，医生与护士需佩戴无菌手

套，从湿疣底部位置缓缓进针（５号针头），然后将０３０４ｍＬ／
ｃｍ２的氟尿嘧啶（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生产，每支０２５ｇ：
１０ｍｌ）混合液注射到患者疣体内，若患者皮损部位较大进针就
需要多个不同角度，而且要将尖锐湿疣和正常组织分离［５］。每

２天注射一次，疣体完全萎缩或者脱落之后再停止用药［６］。一

个疗程是一个月，两组患者均治疗３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血清 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
平，性功能评分以及复发情况。治疗有效率评价指标：患者经

过治疗之后，病灶消退小于３０％或者病变部位没有出现明显好
转为无效；病变部位出现明显好转，病灶消退３０％至７０％为有
效；病变部位大致恢复正常，病灶消退大于７０％为显效；病变部
位彻底恢复正常，疣体表面未留下痕迹、完全消退、表面愈合为

痊愈［７］。治疗有效率＝痊愈人数 ＋显效人数 ＋有效人数／总人
数×１００％。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分别在治疗前后对两组
患者的血清 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进行检测。性功能评分评价
标准：参考国际通用评价方法，将其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对患者

进行性功能评分，包含患者以及配偶满意度、勃起功能、性欲３
方面，总分为１００分，得分越低，性功能评分越低［８］。复发情况：

患者出院之后对患者进行随访，记录两组患者的复发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记录的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处理，计数资料用χ２

（％）检验，计量资料用ｔ（珋ｘ±ｓ）检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有效率

研究组 ６６ ２（３０３） ６（９０９） １６（２４２４） ４２（６３６４） ９６９７

对照组 ６６ ９（１３６４） １４（２１２１） ２９（４３９４） １４（２１２１） ８６３６

χ２值 ／ ５２７８ ６２３１ ５９８７ ６９８１ ６２３１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
平都有所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
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血清ＩＬ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过治疗后，研究组患者较对照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更高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显著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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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对比（ｎｇ／Ｌ，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Ｌ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６６ ３４４±５３ ２２７±５８ １９２±４１ １１３±３１ ２０２±５６ ３２６±４１

对照组 ６６ ３４３±５１ ３０１±４６ １９７±４２ １５１±３７ ２０５±４７ ２４７±６７

ｔ值 ／ １２３９ １５６３１ １４２１ １３２７８ １３６９ １６２１３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对比（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患者及配偶满意度 勃起功能 性欲 性功能评分

研究组 ６６ 治疗前 ２５９±７３ ２３３±５４ ２３３±４７ ７４９±８８

治疗后 ３８３±１７ａｂ ３３３±４１ａｂ ３３８±７７ａｂ ９３６±１１ａｂ

对照组 ６６ 治疗前 ２５６±２３ ２３６±４９ ２２９±３６ ７４２±４３

治疗后 ２７３±４３ａ ２５３±４２ａ ２９２±４９ａ ７５２±５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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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２个月 ４个月 ６个月 复发率

研究组 ６６ ２（３０３） ３（４５５） ２（３０３） １０６１

对照组 ６６ ９（１３６４） １４（２１２１） １１（１６６７） ５１５２

χ２值 ／ ５６２９ ６２１８ ４３９６ ６２７６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性病，男女均患此病，其主要

表现为生殖器部位呈现菜花状或者乳头瘤样出现增生，还有部分

患者能够发展成为恶性肿瘤，对患者的生命健康产生严重危

害［９］。现代医学认为尖锐湿疣是目前发现的复发率最高、传染

性最强的性病。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得到开

放，人们对性生活的认识不断发生改变，由于该病的传染性极强，

所以大多数患者都是由传染得来的［１０］。据有关文献显示尖锐湿

疣占到了性传播的第二位，发病率呈直线上升。尖锐湿疣的产生

和复发与患者的免疫功能出现紊乱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尖锐湿疣

患者病情的发展和转归与细胞免疫功能的关系极为密切［１１］。

ＩＬ２是有Ｔ淋巴细胞（活化）所产生和分泌的，其与抗体的产生
有关，能够促使机体分泌单核巨噬细胞，将自然杀伤细胞的毒性

提高，增强患者靶细胞与病毒对抗的能力，对免疫功能进行保

护［１２］。ＩＬ４为Ｔｈ２细胞因子，能够对Ｔｈ２细胞起到抑制作用，抑
制其产生ＩＬ２，从而对巨噬细胞的功能起到抑制作用，将免疫功
能破坏［１３］。ＩＬ１０能够对ＩＬ２的分泌以及生成起到抑制作用，使
得ＩＬ２免疫作用、生物学性能减弱，对患者的免疫功能产生影
响［１４］。有研究曾检测了尖锐湿疣患者体内的Ｔ淋巴细胞数目，
认为尖锐湿疣患者的确在免疫功能方面存在障碍，而且病情越

重，患者的免疫功能越差，增大了治愈尖锐湿疣的难度［１５］。

目前，治疗尖锐湿疣的方法有很多，最为常用的就是ＣＯ２激
光，借助ＣＯ２激光用高温对疣体组织进行破坏，从而使得疣体的
生长被抑制，而且还能够减少或者避免患者的创面出血，加快

切口愈合速度，预防感染，但是使用ＣＯ２激光对患者进行治疗只
能够在局部对疣体进行抑制，不能够将亚临床感染完全消除，

所以患者容易出现复发［１６］。氟尿嘧啶属于抗代谢药物（嘧啶

类），能够将病毒 ＤＮＡ的转录以及合成阻断，从而对病毒复制
起到抑制作用。因为尖锐湿疣有较高的角质化程度，使用外敷

药物并不能够完全被患者渗透吸收，致使患者的治疗效果受到

影响［１７］。从病损基地注射氟尿嘧啶的方式能够使其直达疣体

内部，对ＨＰＶＤＮＡ复制和合成进行有效阻断，增强治疗效果。
根据本文表１数据可以看出，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证明使用氟尿嘧啶对患者进行治疗能
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

有研究表明，氟尿嘧啶能够对体内抗炎／促炎因子的动态
平衡进行调节，使得患者体内的免疫功能保持稳定［１８］。根据本

文表２数据可以看出，经过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血清 ＩＬ１０、
ＩＬ４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血清ＩＬ２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说明氟尿嘧啶能够使得患者的免疫功能得到改
善，与上述研究结果相同。氟尿嘧啶能够对抗炎因子进行促

进，对促炎因子进行抑制，从而达到控制炎症反应的目的，避免患

者处于一种免疫过激状态，对炎性因子进行控制，对患者的免疫

抑制进行缓解，减少复发情况的发生。根据本文表示数据可以看

出，研究组患者的复发情况显著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患者使用氟尿嘧啶之后复发率确实得到
了控制。此外，根据本文表３数据可以看出，经过治疗后，研究组
患者较对照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证明使用氟尿嘧啶还能够使患者的性功能恢复情况得到
改善。我院会在后续进行大样本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治疗方

法，争取进一步提高对尖锐湿疣患者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对尖锐湿疣患者使用氟尿嘧啶进行治疗的效果

更佳，有效控制患者的复发情况，有利于患者性功能的恢复，改

善患者血清ＩＬ１０、ＩＬ４、ＩＬ２水平，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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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病就诊者艾滋病和梅毒检测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
高西　徐荻茹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学城医院皮肤科，重庆 ４０１３３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性病就诊者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和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检测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随机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重庆市某地区４家性病门诊部就诊的
５５０例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门诊ＨＩＶ、梅毒检测个案登记表》，对其艾滋病
抗体、梅毒检测意愿开展横断面调查，对就诊者检测意愿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在咨询之前，研究对象

中６９６％的患者有检测艾滋病抗体的意愿，６８６％的患者有检测梅毒的意愿；在医务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后，
检测意愿都有了一定提高，分别达到７２２％和７０２％。检测结果显示，３９７例接受艾滋病抗体的患者中，有
２例检出艾滋病抗体阳性，占比０５％；３８６例接受梅毒检测的患者中，有５８例检出梅毒，占比１５０％。通过
多因素回归分析可知，男性、就诊科室为妇产科、复诊是影响患者检测艾滋病抗体意愿的主要因素；就诊科

室为妇产科、复诊、高危行为是影响患者检测梅毒意愿的主要因素。结论：在性病就诊者中，女性、妇产科就

诊患者、复诊等因素，会降低患者检测艾滋病抗体的意愿，而妇产科就诊患者、复诊、高危行为会降低患者检

测梅毒的意愿。在具体实践中，应当对性病就诊者实施艾滋病、梅毒检测促进工作，以提高艾滋病、梅毒潜

伏期感染者的发现率，推动ＨＩＶ抗体感染、梅毒防治工作的可持续开展。
【关键词】　性病就诊者；艾滋病检测意愿；梅毒检测意愿；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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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属于一种慢性致死性传
播疾病，主要是患者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所致。该病以Ｔ细胞免疫功能缺陷为主，具有
传播速度快、病死率极高等特征。该病起源于非洲，目前已在全

球１８９个国家中广泛流行，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公共卫生危机，
并成为人类主要的致死性传染病之一。艾滋病不仅是医学问题，

也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如果不

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治，将会给社会、经济、家庭和个人带来灾难

性后果［１］。梅毒是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病原体是梅毒螺旋体

（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具有传染性强、传染期长等特征，传播
途径主要是性接触传播和血液传播。在早期感染阶段，梅毒的传

染性最强，对于患者自身及未患该病人群的危害性极大。患者罹

患梅毒后，病毒能够侵犯全身各组织器官，同时，还可以通过胎盘

进行传染，也容易导致早产、流产和死胎等［２］。依据我国传染病

疫情报告，在甲乙类传染病中，艾滋病死亡数居首位，梅毒居第三

位［３］。随着艾滋病、梅毒等性病防控工作的发展，目前，性传播人

群逐渐分散到常规干预措施难以触及的各类高危人群。梅毒与

艾滋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在艾滋病防控过程中，应当同时强

化对梅毒疫情的防控。为了探讨性病就诊者艾滋病和梅毒检测

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文选择５５０例性病就诊者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开展调查研究，以加强在性病就诊者中促进艾滋病、梅毒检

测工作。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重庆市某地区４家
性病门诊部就诊的５５０例性病患者为研究对象。５５０例患者均
因存在高危行为、性病症状或收到性伴通知而到门诊部就诊，

其中男性１６２例，女性３８８例。所选取的４家性病门诊部均有
性病诊疗资质，纳入研究对象的患者均是从４家性病门诊部随
机选择的。患者来源于皮肤性病科、妇产科、泌尿科和肛肠科，

包括性病初诊者和复诊≥３个月的患者。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８１岁，年龄（３６７２±１０９５）岁。因存在性病症状就诊的患者
占比５９３％，复诊的患者占比１９１％，有相关高危行为就诊的
患者占比１８６％，性伴通知就诊的患者占比３１％。
１２　研究方法

第一，检测意愿调查方法。在患者就诊过程中，由经过培训

的医务人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门诊ＨＩＶ、梅毒检测
个案登记表》，为初诊患者主动提供检测咨询和服务；复诊患者则

根据复诊间隔时间来看其是否需要监测。若患者拒绝，医务人员

应当通过询问拒绝检测的原因，详细记录在登记表上。

第二，检测方法。ＨＩＶ抗体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筛
检，对于阳性标本继续进行免疫印迹法检测，以确认病情。梅毒

检测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筛检，病例数量如果比较多，

可以换用ＥＬＩＳＡ检测，对于阳性标本应当继续采用明胶颗粒凝聚
试验进行确认。本研究中，所有检测试剂和方法均符合标准要

求，试验操作和结果判断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采用（珋ｘ

±ｓ）表示，并进行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表示，并进行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影响患者检测意愿的因素，并进行详细记录。

"

　结果
２１　患者检测意愿和检测结果

５５０例性病就诊者中，发现在就诊前，有３８３例和３７７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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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接受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的意愿，其占比分别为６９６％和
６８６％。在医务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后，患者例数分别提高到
３９７例和３８６例，其占比分别为７２２％和７０２％。经过检验，在
３９７例ＨＩＶ抗体检测患者中，检出ＨＩＶ抗体阳性患者２例，阳性
检出率为０５％；在３８６例梅毒检测患者中，检出梅毒患者５８
例，阳性检出率为１５０％。
２２　患者拒绝检测ＨＩＶ抗体和梅毒的原因

在经过医护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后，仍然有１５３例患者拒绝
检测ＨＩＶ抗体，其中，有８６例患者已经检测过 ＨＩＶ抗体，有５８
例患者认为没有必要检测ＨＩＶ抗体，有６例患者认为ＨＩＶ抗体
检测费用高，有３例患者担心会遭到别人的歧视。在经过医护
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后，仍然有１６４例患者拒绝检测梅毒，其中，
有７８例患者已经检测过梅毒，有７３例患者认为没有必要检测，
有９例患者认为梅毒检测费用高，有８例患者担心会被别人知
晓和遭到歧视。

２３　ＨＩＶ抗体和梅毒检测意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与多因素
分析

　　第一，在单因素分析方面，男性的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意愿
显著高于女性，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就诊
科室、原因不同，检测意愿差异也比较大，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年龄方面，各年龄段患者检测 ＨＩＶ抗体、梅毒意愿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第二，在多因素分析方面，将患者性别、就诊科室和就诊原

因作为自变量，将患者是否接受 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作为应变
量，通过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男性患者接受ＨＩＶ抗体检测意
愿明显高于女性，皮肤性病科就诊者接受ＨＩＶ抗体检测意愿高
于妇产科，有性病症状患者检测ＨＩＶ抗体检测意愿高于复诊患
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２。皮肤性病科就诊者检测梅毒的意愿高
于妇产科，有性病症状就诊者检测梅毒的意愿高于复诊者和有

高危行为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５５０例性病就诊患者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意愿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分）

　　 因素
调查

例数

ＨＩＶ抗体（ｎ＝３８３）

有检测意愿

例数

意愿率

（％）
χ２值 Ｐ值

梅毒（ｎ＝３７７）

有检测意愿

例数

意愿率

（％）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１６０ １３６ ８５０ ２５１８９ ＜０００１ １３１ ８１９ １８５９５ ＜０００１

　女 ３９０ ２４７ ６３３ ２４６ ６３１

年龄（岁）

　＜２５ ９６ ６７ ６９８ ３３５９ ０３３９ ６７ ６９８ ０４９７ ０９２０

　２５～ ３８４ ２６１ ６８０ ２６０ ６７７

　４９～ ６７ ５３ ７９１ ４８ ７１６

　７３～８９ ３ ２ ６６７ ２ ６６７

就诊科室

　皮肤性病科 １７１ １４５ ８４８ ４９４１４ ＜０００１ １４０ ８１９ ３７０４３ ＜０００１

　泌尿、肛肠科 ４９ ４５ ９１８ ４３ ８７８

　妇产科 ３３０ １９３ ５８５ １９４ ５８８

就诊原因

　有性病症状 ３２６ ２４４ ７４８ ８３３０６ ＜０００１ ２４３ ７４５ ５６６７０ ＜０００１

　复诊 １０５ ３６ ３４３ ４０ ３８１

　有相关高危行为 １０２ ９０ ８８２ ８１ ７９４

　性伴通知就诊 １７ １３ ７６５ １３ ７６５

表２　ＨＩＶ抗体检测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

　　 因素 参照组 β Ｓ１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女 ０９４５ ０４７８ ３９０１ ００４８ ２５７３ １００７～６５７１

就诊科室 ２７３２４ ００００

泌尿、肛肠科 皮肤性病科 ０４５９ ０５９０ ０６０５ ０４３７ １５８３ ０４９８～５０３２

妇产科 －２２９６ ０４６３ ２４６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１～０２４９

就诊原因 ６３３１５ ００００

有相关高危行为 有性病症状 －０１０９ ０３９８ ００７６ ０７８３ ０８９６ ０４１１～１９５６

复诊 －２１６９ ０２８２ ５９３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１４ ００６６～０１９８

性伴通知 －１０６８ ０６５９ ２６２６ ０１０５ ０３４４ ００９５～１２５１

常量 ２１７１ ０３２５ ４４７２２ ００００ ８７６８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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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梅毒检测意愿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分）

　　 因素 参照组 β Ｓ１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性别

男 女 ０５９９ ０４３１ １９３７ ０１６４ １８２１ ０７８３～４２３５

就诊科室 ２４４４０ ００００

泌尿、肛肠科 皮肤性病科 ０２４４ ０４９４ ０２４４ ０６２１ １２７６ ０４８５～３３６２

妇产科 －１９９１ ０４２０ ２２２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３６ ００６０～０３１１

就诊原因 ５０３３３ ００００

有相关高危行为 有性病症状 －０７７５ ０３５４ ４７７７ ００２９ ０４６１ ０２３０～１９２３

复诊 －１８９９ ０２６８ ５０２９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０ ００８９～０２５３

性伴通知 －０９４８ ０６４７ ２１４５ ０１４３ ０３８８ ０１０９～１３７８

常量 ２１９７ ０３１７ ４８０５６ ００００ ８９９９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讨论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我国现

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６５４万例，死亡２０１万例，新诊断
发现艾滋病感染者 ９６万，其中 ９４２％是经过性途径传播所
致。部分异性和同性的滥交、异性无套暗娼、同性无套性接触、

婚外无套异性性接触等，都是艾滋病感染的主要原因，其他注

射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等原因居于次要地位［４］。梅毒与

ＨＩＶ感染有密切关系，两者有着相似的生物学和行为学因素，
在传播途径、传染性、传染期等方面存在高度相似。感染性病

可以使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性剧增，尤其是同时还存在生殖器溃

疡问题的患者，更容易罹患 ＨＩＶ、梅毒等传染病，危险性可以高
达５～１０倍［５］。有关研究表明，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是性病

患者；而如果ＨＩＶ感染者感染梅毒，因ＨＩＶ感染症状比较明显，
会导致梅毒临床症状弱化，患者容易降低检测梅毒的意愿，从

而使得梅毒治疗延误，病程延长，不仅降低了患者的梅毒治疗

效果，也增加了患者的身心痛苦。而且，ＨＩＶ感染者生殖道会排
出更多ＨＩＶ，也会进一步增加传染性、加重 ＨＩＶ病情。尽管目
前世界上还没有确切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和预防性疫苗，临床实

践已经证明，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防治、科学防治的

原则，对艾滋病高危人群进行行为干预、健康教育，可以有效预

防和控制艾滋病。不过，这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需

要国家、社会与个体共同行动起来，才能提高艾滋病防治力度。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以及全世界艾滋病防治工作宣

传力度的加强，近年来我国也强化了艾滋病疫情防治工作，艾

滋病患者增长数量已经得到较好的控制，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ＨＩＶ感染者和患者的生活质量，艾滋病的
病死率也显著降低。但是，我国艾滋病流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

特点，如性传播成为主要传播途径，传播方式更加隐蔽，同性传

播上升速度更快；全国近７７１％的ＨＩＶ感染者和患者集中在边
疆地区。与艾滋病不同，罹患梅毒的患者若能加强检测，及早

发现、及早诊断、规范治疗，完全可以治愈梅毒。然而，由于梅

毒的防治机制还不够完善，使得梅毒流行态势不容乐观，相关

部门和医护人员，应当加强对隐性梅毒的检测与筛查，对病例

进行定期随访，提高其规范治疗的依从性，从而提高梅毒疫情

防控效果。

本研究中，５５０例性病就诊患者大多数为中青年人群，且因
出现性病症状就诊。在未提供咨询服务前，就诊者的检测 ＨＩＶ
抗体、梅毒的意愿占比分别为６９６４％和６８５４％，差异比较小，
其中，有高危行为的就诊者检测意愿最高，妇产科就诊者的检

测意愿最低，复诊者检测意愿最低。经咨询服务后，患者检测

意愿分别达到７２１８％和７０１８％，检测意愿增长比率较小。从
原因上来看，患者拒绝接受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的原因很多，其
中，男性、就诊科室为妇产科、复诊相对来说，对患者检测艾滋

病抗体意愿的影响较大。为了更快捷、高效地发现 ＨＩＶ抗体、
梅毒潜伏期感染者，医护人员应当结合实际情况，以人为本地

对性病就诊患者加强科学宣教；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进行ＨＩＶ
抗体、梅毒检测促进，加强筛查，以发现潜在 ＨＩＶ抗体、梅毒患
者。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将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纳入到年终考
核中，不仅要摸清本地性病门诊的运作情况，还要颁发工作文

件并组织培训，并在财力上给予积极支持，加强评估与考核，以

提高医护人员的 ＨＩＶ抗体、梅毒促进工作能力和检测动员水
平，实现通过面对面的沟通和宣教，来使性病就诊者接受 ＨＩＶ
抗体、梅毒检测。提高一线医务人员对 ＨＩＶ抗体、梅毒防治工
作的认识，构建完善的艾滋病阳性发现激励机制。为了扩大检

测的可及性，应当将 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进一步覆盖至辖区所
有提供性病诊疗服务的门诊科室，将 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纳入
性病就诊者常规检测项目，酌情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抗体检测，

为各种潜在的、有需求的高危人群提供咨询和服务。加强对各

医疗机构的日常检测工作督导，如果发现问题则应及时进行解

决，以确保检测促进工作的效果与质量。

综上所述，针对性病就诊者提供 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咨询
服务，加强性病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对有效控制 ＨＩＶ感染率、
梅毒发病率，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实践中，应当结合影响性病

就诊者接受ＨＩＶ抗体、梅毒检测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患者为本，
有针对性地创新宣传教育和服务策略，强化 ＨＩＶ抗体、梅毒检
测促进工作，从而使我国 ＨＩＶ抗体感染、梅毒防治工作更加高
效和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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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６７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ｆｒｏｍ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ｗｅｒ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ａｃｏｎｆｉｄｅｎ
ｔｉ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ａｂｏｕｔ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４３．１％ （７２）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
ａｔ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ａｔｓｏｍ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ｓｆｒｏｍａｎｄｏｎｌｙｆｒｏｍｔｈｉｓ
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ｍｏｒ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ＧＳ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Ｅ）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ｍ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ａｌｅ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ｆｏｒｍａｌｅｓａｒｅｈａｒｓｈｅｒ，ｍａｌｅｓ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ｉｎｍａｎｙｗａｙ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ｅ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ｍｏｓ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ＧＳＴｉｎＰＥｃｌａｓｓａｎｄ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ｇｒｅｅｄｔｈａｔＧＳＴｉｓｇｏｏｄ；ａｌ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ｈｏ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ｍａｌｅｓｈａｖｅｍｏｒｅ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ｃｌａｉｍｅｄｔｈａｔＧＳＴｉｓｈａｒｍｆｕ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ＧＳＴｉｓｓｔｉｌ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ｈｉｇｈｅｒ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ｄ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ｏｒｔｈｅｓｃｈｏｏｌｆａｃｕｌ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ｎｄｅ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Ｇｅ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ｄ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近来有关研究认为，中国人的性别观念出现了明显的向传
统回归的趋势［１］。刘洋［２］通过对初中二年级的课堂教学观察

以及文献分析发现，男生有更多回答问题的机会、与教师有更

多更自然的互动，女生比较拘谨一些；教师可以批评男生，但对

女生说话则比较委婉。曲燕和佐斌［３］对高中师生互动的研究

发现，教师的性别刻板化程度高于学生，师生性别都会影响师

生互动。相对于中小学性别教育环境，高等教育阶段得到更多

关注的是大学生的性知识教育［４６］。在理论方面，方刚通过对

高校心理健康课程１５本教材的分析发现，其中存在缺乏社会性
别视角、强化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强化男女双重性道德标准

等问题［７］，但仍然很少有研究关注高校中切实的性别生活环

境。大学生已经具备了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他们是性别差异对

待环境的“受害者”，却也可能是对性别差异对待环境的“批判

者”。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系统中的最高阶段，对中小学教育以

及整个社会风气会起到榜样带动作用，因此，关注高等教育阶

段教学环境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对待对教育系统和社会环境具

有重要的意义［８９］。

!

　对象与方法
选取郑州某所普通高等院校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

用问卷调查方法，于２０１７年上半年在一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课
程中实施调查，学生参加调查即可得到１学分，中途退出亦不受
影响。共计１９８名学生参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１６７份，有效问
卷回收率８４３％。答卷者中，男生４１人，占比２４６％；女生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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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占比７５４％。
调查题项：①“你觉得大学里教师针对男生女生有没有差

异对待？有差异对待的教师占多大比例？”学生在“完全没有差

异对待”“少部分教师有针对不同性别学生的差异对待”“差不

多一半甚至更多教师有针对不同性别学生的差异对待”３个选
项中选择１个答案。②“如果你认为有差异对待，请列举具体
言行事例说明”。③“你认为差异对待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为
什么好，或者为什么不好？”学生表述自己的观点并解释原因。

"

　结果
２１　大学生性别差异对待情况知觉与态度

总体来讲，１６７名学生中，９５名（５６９％）学生表示教师针
对不同性别学生完全没有差异对待，６６名（３９５％）学生表示少
部分教师有差异对待，６名（３６％）学生认为有一半甚至更多教
师有差异对待。５６名（３３５％）学生选择“差异对待很好”，１１１
名（６６５％）学生选择“差异对待不好”。按照被试性别进一步
统计，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郑州某所普通高等院校男生和女生对性别差异对待的知觉及其所持态度比较 ［ｎ（％）］

性别 人数 选项 对待教师数量知觉
对性别差异对待的态度

很好 不好

男 ４１ ２０（４８８） ２１（５１２）

完全没有 ２２（５３７） ５（１２２） １７（４１５）

少部分教师 １７（４１５） １３（３１７） ４（９８）

一半甚至更多教师 ２（４９） ２（４９） ０（０）　

女 １２６ ３６（２８６） ９０（７１４）

完全没有 ７３（５７９） １５（１１９） ５８（４６０）

少部分教师 ４９（３８９） １９（１５１） ３０（２３８）

一半甚至更多教师 ４（３２） ２（１６） ２（１６）

　　从表 １可见，女生认为差异对待不好的占比高于男生
（７１４％＞５１２％），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６６，Ｐ＜
００５）；男生和女生认为完全没有性别差异对待的教师的占比
均超过５０％（男生５３７％，女生５７９％），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０３２６，Ｐ＞００５），且在此选项下的对性别差异对待认
为“很好”或者“不好”的男生和女生占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 ＝０２９，Ｐ＞００５）；男生和女生认为存在性别差异对待的占
比均超过４０％，其中多数女生（２５４％）表示反对差异对待，少
数男生（９８％）表示反对差异对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６３９，Ｐ＜００５）。
２２　大学生性别差异对待举例及分析
２２１　性别差异对待举例　５１名学生在性别差异对待举例栏
下表达了看法，除了其中５名学生说有差异、只是目前没有想到
具体例子之外，４６名学生的举例情况如下：①１４名学生主要提
到体育、体力劳动方面的性别差异对待。主要有“体力活多数

是男生干”“体育课男女体质不同，分开上课”“在安排工作时，

体力方面应该更多由男生承担，细节修饰方面则更多应该由女

生承担”。②９名学生提到课堂互动中教师提问人次不同。大
部分学生表示教师更多提问男生：“有时请人回答问题，碍于女

生不好意思，有些老师一般请男生回答”；２名学生表示“有些老
师点名喜欢点女生”；其中２名学生提出英语教师的提问倾向，
１名学生表示“英语老师可能更爱找女生提问，较少提问男生，
因为男生英语水平低，发音不标准”，另１名学生却表示“英语
老师提问的时候会找男生，可能她认为男生不太会准备”。③９
名学生提出教师对女生比较温柔，对男生比较严厉。“同样犯

错误时，女生可以轻罚，男生则避免不了相对重罚，在老师的印

象中女生都是乖乖的形象，一旦有犯纪律的现象，第一反应就

是骂男生。”“男生坐在教室后排，老师就经常提问，总怀疑男生

不听课，女生坐在后排老师就没有偏见。”“有的老师对女学生

比对男学生更温柔、更和蔼，对男学生就不会像对女学生一样，

感觉老师会考虑女学生自尊心多一点。”④１０名学生认为男生
比女生有更多的机会。“男生在班级内、各种组织内更容易被

老师重用，可能是因为学校男生少的原因”，２名学生提到教师
“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１名学生表示教师“更容易表扬男生”
“上课时进行课题讨论，一般女老师比较偏爱男生，男老师还是

喜欢男生”“在文科类院校，女生普遍偏多。而教师行业往往也

是女性偏多，在上课乃至平时生活中，即使出于阴阳调和的本

性驱使，也会对男生置于较多的关注。至于男性教师，有时也

会由于爱好或相同话题较多，而更愿意与男生交流，往往更倾

向于信任男生的能力。”⑤有 ４名学生表述较为笼统或中立。
“男女生在比较擅长的科目方面有所不同”“会计学老师讲到考

试的时候，说期末题的类型有变化，男生不用那么担心了，因为

女生记忆力好的优势在这次考试中不太能发挥出来”“管理学

老师一般提问男女生，分为两组提问”。

２２２　对性别差异对待的态度分析　大多数学生（１１１名，占
比６６５％）阐述了基于性别的差异对待会造成消极影响；一些
赞同性别差异对待的学生解释其原因时也表明其态度并非那

么绝对。比如，１名赞同性别差异对待的学生表示：“其实，我也
不认为差异对待很好。我认为这是还算正常的行为（男生坐在

教室后排，老师就经常提问，总怀疑男生不听课，女生坐在后排

老师就没有偏见），所以选择很好。”另有２名学生赞同差异对
待的理由表达的是一种利己选择，１名男生提出“男老师偏爱女
学生，女老师偏爱男学生”，所以差异对待很好，因为“女老师比

较多，对男生有利”；１名女生认为差异对待很好，因为“我是个
女生”。

关于性别差异对待不好，多数学生强调了无论男女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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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以及性别之外对行为具有影响性的外在原因，具体如：

“……公平来说（性别差异对待）应该不太好吧。男女生在很多

方面都有人的共性，比如都会不好意思等等，男生也需要被体

谅，女生也需要受锻炼，也可以独挡一面”“男女生有性别的区

分是因为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本身的性格养成，有的可能

只是别人告诉你要怎么做你才怎么做，而不是自己内心真正所

想”；有的学生提到理所当然的分工不利于男女之间的彼此尊

重和感谢：“时间久的话，会造成常态心理，这种事情就应该是

男生做的，或者这种事情我们女生做不了。其实，现在这种心

理就普遍存在”“会让男生对老师感到厌恶、不平等，也会让女

生感觉这是理所应当，影响性格的发展”；另有学生提到性别差

异对待会使学生厌恶教师从而厌恶相关学科，以及影响学生的

身心健康：“由于老师差异对待，会让学生产生厌烦心理，从而

导致对本学科的厌恶”“容易造成受差异对待的学生有心理阴

影或心理不平衡，从而导致他们做出过激的行为”。

２２３　举例和态度的综合分析　前述表达“男生比女生有更
多机会”的１０名学生无一例外都选择性别差异对待不好。第
一类关于体育和体力劳动分工中，３名学生表示这种差异对待
不好，因为“不公平；容易让我反感；因为男女平等啊”；其他大

部分学生表示“男女体质不同”，理应“因材施教”。其他类别中

学生也都既有表达支持态度的也有表达反对态度的，但总体人

数较少因此不再分析其具体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２名学生表示教师“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
但并没有列举具体事例的同时，有１名学生提到“会计学老师
讲到考试的时候，说期末题的类型有变化，男生不用那么担心

了，因为女生记忆力好的优势在这次考试中不太能发挥出来”。

如今无法联系前２名学生询问类似后者的表述是否是他们判断
老师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的具体事例。如果这３名学生说
的是同一种现象，与前２名学生（皆为女生）表示差异对待不好
相反，后者（也为女生）表示“差异对待很好，因为老师能够充分

认识到男女生各自的优缺点，更能够有针对性地教导我们，有

利于充分发挥我们各自的优势。我们也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

而自卑，重新审视了自己，变得更加自信，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

样的”。

#

　讨论
何为科学、合理的性别教育，涉及到人们对性别差异的哲

学性假设。相对于认为性别差异多是后天环境影响、先天本质

差异极小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性别之间具有不可消弭的根本

性差异，因此教育应该基于性别而因材施教［１０］。２种观点在性
别平等方面无异议，争议在于性别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虽然后

者理论上认为存在差异且平等的愿景非常美好，但贯彻过程中

却处处艰险。早在１９８８年就有研究者指出，性别比较应该被彻
底放弃。因为在女性已经被纳入研究范围、获得了许多基本权

利的背景下，对比性别差异会强化性别刻板印象，最终为性别

歧视提供理论支持［１１］。如果人们抱着发现差异的目的去研究、

探讨性别，势必会落入这种逻辑陷阱之中。正如质性分析中有

学生秉承的“男女本来就不同”，人们喜欢且更容易发现和记住

性别的差异，性别对比未发现显著差异的研究结果在发表、传

播等各方面都会遭遇更多的困难。如此一来，基于性别将所有

人口几乎一分为二并且赋予其不同的特质，必然导致误差最大

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个体差异，可能造

成刻板印象威胁，进而导致行为上的表现下降和心理上的分

离［１２］。正如质性分析中有学生提到的“……期末题的类型有变

化，男生不用那么担心了，因为女生记忆力好的优势在这次考

试中不太能发挥出来”这样的“差异对待很好，因为……我们也

不会因为自己的缺点而自卑了”，这反映了一种心理分离现象，

即：因为我是女生，所以考试不理想很正常。此时，自尊不受外

在反馈的影响，自我价值感不依赖于成功或失败。短期的分离

使刻板印象威胁下的个体在任务中的动机和坚持性得以保持，

起到适应的作用。然而，长期的心理分离可能导致其减少对该

学科的兴趣或逃避该学科，甚至改变其专业选择和择业范围，

因此导致学科人员构成上的不平衡［１２］。

为了克服性别对比可能导致的性别偏见和歧视，性别对比

的结果应该作为所有性别研究和讨论的起点，引导人们去思考

性别所承载的所有生理、社会、环境因素，从而超越性别图式的

限制。２０１３年，Ｃａｒｏｔｈｅｒｓ＆Ｒｅｉｓ通过分析行为偏好、体格外表
和心理特质（择偶、人际交往、性别相关特质）的性别对比发现，

相对于男女行为偏好、体格外表这样偏重于全或无的二分差异

（ｔａｘｏｎｉｃ），其他心理指标的差异多是连续性（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的渐
变差异［１３］。因此，相对于“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耸

人听闻，男女其实都来自地球。不仅针对性别相关的心理指标

分析，研究者号召对大脑结构和功能差异的分析也应该超越生

理性别，语言等后天环境都是会对大脑产生影响的重要因

素［１４］。依照生理性别对人们赋予特定的心理特质是武断的和

不准确的，人们应该学会优先基于个体差异———而不是生理性

别———来做出决策。研究者从二分的比较到连续性的渐变，这

种将性别解构的思维方式有利于人们放弃性别标签的画地为

牢，但这种观念需要相当的时间以及相应的途径才能得到有效

传播。

心理健康课程教材强化社会性别刻板印象以及强化男女

双重性道德标准等问题［６］正是前述将性别二分比较作为思维

终点的表现。有关学者提出，性别教育应该作为思想政治教育

的一部分得到重视［１５］；方刚提出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应当纳

入社会性别视角，高校的心理健康辅导员和咨询团队也应当接

受全面的社会性别意识教育，增强社会性别敏感性［７］；更多学

者分别从不同角度针对学生的性别教育发表意见［１６１８］。从本

研究结果来看，不止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员和咨询团队会营造

特定的性别氛围，普通教师授课过程中的言行也在潜移默化中

发挥着影响。为了更快更好地促进性别平等观念的传播，在多

数学生对性别不平等教育感到反感和抵制的前提下，教师更应

该严于律己。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师范类高校的常规教育和

教师的入职培训中，除了进行教学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外，也应

该包含性别心理教育，从而使教师在言传身教的细节中都会注

意营造性别平等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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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
自尊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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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林业大学党委宣传部思政教育管理办公室，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７

【摘　要】　目的：探索自尊在母亲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
母亲教养方式问卷、自尊量表对４５９名女大学生进行施测。结果：①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
性行为倾向呈显著正相关；②母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呈显著负相关；③母
亲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相关不显著；④自尊在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教养方式
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预测机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可以较

好地预测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自尊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对于女大学生性心理

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教养方式；自尊；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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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社会，全球化、信息化发展日益深入，中西文化交流碰
撞引起人们思想上的巨大变革，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日益多

元化，性观念和性态度日趋开放，婚前性行为和伴随问题也日

趋增多。如，２０１６年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发布的《大学生性与生
殖健康现状调查报告》显示，约七成在校大学生接受婚前性行

为；超过两成的大学生有过性行为；在有过性行为的人群中，

１１％曾有过怀孕经历，９９％的人有过人工流产经历。倡导安全
性行为是避免怀孕、预防和控制性传播感染的重要公共卫生方

法之一。世界卫生组织认为［１］，安全性行为的界定应该包括以

下几个方面：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推迟第一次性行为发生的

时间、避免多个性伴侣等。目前，使用安全套是减少艾滋病毒

及各类性疾病传播以及避免意外怀孕和流产的最有效的方式。

相比较于女用安全套，男用安全套因其成本相对低廉，其使用

情况就成为衡量性行为是否安全的最重要和现实指标。

性心理的发展过程是个体性心理研究的重要方面。生态

系统理论（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ｏｒｙ）等认为，社会人际互动影响
个体心理的发展，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最初环境，父母教养方

式对孩子性态度的养成和性行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一方面，家庭环境与孩子非安全性行为具有相

关关系。如，Ｒｏｃｈｅ［２］研究认为，家庭关爱影响青少年性行为的
发生，一般关爱越多，非安全性行为发生的几率越小。Ｄｅｐｔｕｌａ
和 Ｓｃｈｏｅｎｙ［３］研究发现，亲子关系影响孩子的性行为，亲子关系
越融洽，孩子越少发生非安全性行为。Ｇｉｌｌｍｏｒｅ［４］研究表明，父
母对孩子有意识的监控行为，能够有效减少孩子非安全性行为

发生的几率。另一方面，母亲对孩子性观念和性行为的养成具

有重要影响。Ｈｕｎｔｃｈｉｎｓｏｎ等人［５］对牙买加裔家庭进行了研究，

发现女儿性观念的养成和性行为的模式受妈妈的影响较大。

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ｄｏｒ［６］对母亲和孩子间性话题的交流进行了研究，发
现这种交流能够推迟孩子首次性行为发生的时间，并可以有效

提高孩子发生性行为时的安全意识。在我国传统观念中，“性”

是一大禁忌，相对于男性来说，社会价值规范对女性的性行为

态度更加苛刻，特别是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导致的生理心理问题

更是以女生居多。在不同于西方的性文化背景下，母亲教养方

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是否仍然具有重要影响？其影响

机制是怎样的？是本研究着重考察的一个方面。

自尊是自我意识的重要方面，作为重要的个体差异变量，

自尊与个体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如，Ｙａｒｃｈｅｓｋｉ等人［７］研究

发现，正性健康行为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的自尊量表得分与得分之间显
著正相关。Ｓｎｏｗ等人［８］研究也发现，女孩的个体自我意识与吸

烟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自尊与非安全性行为方面的研究

还相对缺乏，但鉴于自尊与吸烟等不当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

自尊很可能与非安全性行为存在相关，且有可能是母亲教养方

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由于非安全性

行为的发生不好测查，故通过非安全性行为倾向来预测其行为

反应。根据个体态度行为关系理论，在难以测查实际行为表现
时，行为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最能接近行为。［９］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拟以女大学生为对象，试图探讨自

尊在母亲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间的中介作

用。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入探讨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

向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在实践上也为有效开展大学生性教

育提供指导和借鉴。

!

　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在南京３所高校共发放问卷５００份，收
回有效问卷４５９份，有效率９１８％。其中，大学一年级１２９人，
大学二年级１４１人，大学三年级１０８人，大学四年级８１人；城镇
生源２８７人，农村生源１７２人；调查对象年龄在１８岁～２３岁。
１２　研究工具
１２１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ｓＥＭＢＵｃ）［１０］　蒋奖、
许燕等修订，包括父亲版和母亲版两部分，各有 ２１题，拒绝、情
感温暖和过度保护３个维度。采用 １级 ～４级评分，其中有 １７
题反向计分。３个维度的ａ系数在０７４～０８４之间，间隔１０周
后的再测信度在０７０～０８１之间，校标效度在 ０８２～０９３之
间。父亲和母亲两个分量表，可单独使用，本研究选取母亲教

养方式分量表作为测量母亲教养方式的工具。

１２２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编制的《自尊量表》（ＳＥＳ）［１１］　该量表在国
内外得到广泛应用，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由１０个项目组
成，要求被试在“完全符合”到“很不符合”四个等级上评价自

己，其中５个项目反向记分，总分范围是１０～４０分，分数越高表
明自尊水平越高。根据相关研究，国内被试对量表中项目８的
理解具有反义［１２］，因此，本研究将项目８由反向计分改为正向
记分。

１２３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根据已有分析，以安全套使用倾向
作为指标，问题为：“假如与男朋友过性生活，您会要求对方使

用安全套吗？”，采用李克特５点量表法（Ｌｉｋｅｒｔｓｃａｌｅ），从一定
会、可能会、不确定、可能不会、一定不会，分别记１、２、３、４、５分，
分数越高，非安全性行为倾向越强。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相关分析、中介效应回归检验等。

"

　结果与分析
２１　母亲教养方式、自尊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相关
关系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的统计方法对母亲教养方式、自尊
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相关进行分析，结果如表１显
示：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自尊呈显著负相关，与女

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呈显著正相关；母亲情感温暖的教养

方式与女大学生自尊呈显著正相关，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

倾向呈显著负相关；母亲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自尊

以及非安全性行为倾向无显著相关关系；女大学生自尊与非安

全性行为倾向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不

利于女大学生自尊的培养，会增加其非安全性行为倾向；母亲

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则有助于提高女大学生的自尊，降低其非

安全性行为倾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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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母亲教养方式、自尊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相关分析矩阵

拒绝 情感温暖 过度保护 自尊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拒绝 —

情感温暖 －０８５９ａ —

过度保护 －０６０９ｂ ０５２０ｂ —

自尊 －０５５３ｂ ０６２８ｂ ０１７３ —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０５９０ｂ －０６３９ｂ －０２８５ －０６３０ｂ —

　　注：标有“ａ”项表示，在０１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标有“ｂ”项表示，在００５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２２　自尊对母亲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中介
根据 Ｂａｒｏｎ和 Ｋｅｎｎｙ提出的中介作用理论，中介效应的判

定要具备３个条件：①需要检验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相关，需
相关显著。②需要检验自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的相关，需要相
关显著。③在控制中介变量的前提下，查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
预测作用，如果仍然显著但显著性降低，这时可以判定为部分

中介作用；如果预测不再显著，则可以判定为完全中介作用。

因母亲过度保护教养方式因子与女大学生的非安全性行为倾

向和自尊相关不显著，故本文仅在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教养方

式因子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之间做自尊的中

介作用分析。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表３。
中介效应检验所示（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回归一中，以女大

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为因变量，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为自变

量，结果得出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

向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３４８，ｔ＝２６３２，Ｐ＜００５）；回
归二中，以女大学生自尊为因变量，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为自

变量，得到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自尊具有显著的负

向预测作用（β＝－０８９２，ｔ＝－２３９２，Ｐ＜００５）；回归三中，以
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为因变量，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和

女大学生自尊同时作为自变量，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对女大学

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仍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１５７，ｔ＝
１３９３，Ｐ＜００５），但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因子的回归系数由
０３４８下降到０１５７，说明自尊在母亲拒绝教养方式因子和女大
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中介效应检验所示（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回归一中，以女大
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为因变量，母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为

自变量，结果得出母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

性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０１４５，ｔ＝－
２９９１，Ｐ＜００５）；回归二中，以女大学生自尊为因变量，母亲情
感温暖的教养方式为自变量，得到母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对

女大学生自尊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０８６７，ｔ＝２９０９，Ｐ
＜００５）；回归三中，以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为因变量，
母亲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和女大学生自尊同时作为自变量，母

亲情感温暖的教养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仍具有负

向预测作用（β＝－００８３，ｔ＝－１９８１，Ｐ＜００５），但母亲情感温
暖教养方式因子的回归系数由 －０１４５下降到 －００８３，说明自
尊在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因子和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

向之间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２　自尊对母亲拒绝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Ｒ Ｒ２ ａｄｊＲ２ β ｔ Ｐ

回归一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拒绝 ０６３０ ０３９７ ０３５０ ０３４８ ２６３２ ００２１

回归二　　　自尊 拒绝 ０５５３ ０３０６ ０２５２ －０８９２ －２３９２ ００３３

回归三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拒绝 ０５９０ ０３４８ ０２９７ ０１５７ １３９３ ００４８

自尊 －０１０４ ２９２５ ００１２

表３　自尊对母亲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中介效应检验

　　　　　因变量 自变量 Ｒ Ｒ２ ａｄｊＲ２ β ｔ Ｐ

回归一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情感温暖 ０６３９ ０４０８ ０３６２ －０１４５ －２９９１ ００１０

回归二　　　自尊 情感温暖 ０６２８ ０３９４ ０３４８ ０８６７ ２９０９ ００１２

回归三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情感温暖 ０５７６ ０３３２ ０３０５ －００８３ －１９８１ ００３７

自尊 －０３７８ －１４３３ ００４５

#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对母亲教养方式、自尊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

向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验证了自尊在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教

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了

有价值的结论，并对大学生性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３１　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可以较好地预测女大学生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研究发现，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８月　第２７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８ ·１５３　　·

倾向呈显著正相关，即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得分越高，女大学

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也越高。Ｋｉｌｏｎｚｏ［１３］研究表明，父母亲拒绝
的教养方式易使孩子焦虑、抑郁。焦虑、抑郁的负性情绪或许

是造成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的重要原因。母亲情感温暖的

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呈显著负相关，即母亲

情感温暖的教养方式得分越高，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越

低。情感温暖因子体现了母亲对于家庭的责任感和卷入度，得

分高说明母女之间亲密度高，亲子依恋关系处理得好，这有助

于帮助孩子顺利渡过幼年时期的社会化进程，培养良好的自信

心、责任感和自制力。Ｇｉｌｌｍｏｒｅ等人［４］研究发现，情感温暖有助

于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稳定积极的互动，以这种互动为基础的交

流，会对孩子的心理发展和行为选择起到指导和保护的作用。

顺畅亲子交流的过程，母亲能给女儿提供重要的基本常识和价

值理念，这些信息会缓冲消极的同伴压力或大众媒体等对青少

年性心理健康的影响。Ｐｉｌｇｒｉｍ［１４］研究也发现，高质量的亲子关
系对于青少年具有保护作用，这体现在可以降低青少年过早发

生婚前性行为的概率。

３２　母亲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无法预测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
为倾向

　　研究发现，母亲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与女大学生非安全性
行为倾向相关不显著。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的影

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会严重影响女大学生自主性以及自我同

一性的发展，导致有较多的人际焦虑，从而在人际交往时更多

选择逃避行为，这也变相地降低了非安全性性行为发生的概

率；二是如果母亲的保护维度具有强制性或者入侵性，那么这

种过度控制会引发女大学生心底的不满、抵制甚至叛逆，从而

促使非安全性行为发生概率的增加。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矛盾

性的存在，在本研究中，母亲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不能预测女

大学生的非安全性行为倾向。

３３　自尊在母亲拒绝和情感温暖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
性行为倾向的预测机制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在情感温暖教养方式下成长起来的
女大学生会形成较高的自尊水平，而高自尊会有效降低非安全

性行为的倾向，推迟婚前性行为的发生，提高安全性行为的几

率；反之，母亲拒绝的教养方式会降低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低

自尊会提高婚前性行为发生的概率，增加非安全性行为的倾

向。这一作用机制对于学校有效开展性教育，提升女大学生性

心理水平，保障身心健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研究结果给予重要的教育启示：母亲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

非安全性行为倾向具有重要影响，改善教养方式是提升女大学

生性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策略，而这一过程可以部分地通过提

高女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来实现。这要求我们，在开展女大学生

性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重视学生家庭的重要作

用，积极构建学校家庭协同育人机制，引导家长反思家庭教养
模式，倡导采用情感温暖型的教养方式，形成相互交流、支持的

和谐氛围，使家庭真正成为学生的有力心理支持系统；另一方

面，在学校性教育或性心理咨询干预的过程中，自尊是一个重

要且有效的切入点，要特别注重学生自尊的培养，帮助学生获

得更多的正向自我情感体验，引导其肯定、接纳自己，不断提高

自我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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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２６期《ＧＳ乐点》杂志中同性恋相关内容进行了分析，意在说明在以异性恋为主体的
话语机制下，“同志”议题在主流媒介中的“失声”。与这种“失声”相对应，另类媒介就“同志”议题的缺位与

主流媒介展开温柔博弈，力求为中国“同志”社群“发声”。这种博弈的方式包括：①与主流媒介互动、草根组
织合作来构建“同志”议题的讨论空间；②形塑“同志”人物、再现“同志”形象，建构“同志”知识、解除偏见与
去污名化；③重构“同志”文化，展现“同志”生活，推动“同志”身份认同。通过这３种方式，作为“弱者的武
器”的《ＧＳ乐点》对性少数群体的话语实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　另类媒介；同性恋（“同志”）；可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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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文献的评述
伴随市场经济发展的加快，主流媒介作为市场经济的附庸品

已开始排挤性少数群体的声音。据调查，中国大陆９０００种获得国
家新闻出版总署刊号的期刊中，没有一本杂志是专门针对“同志”

社群的非消费性需求的［１］。虽然目前我国大众媒介关于“同志”议

题的报道存在偏向，“同志”形象也存在污名化［２］，如由中国网络视

听节目服务协会在２０１７年６月３０日审议通过的《网络视听节目内
容审核通则》中，还将同性恋视为非正常的性关系；但值得注意的

是，近几年，主流媒介对“同志”议题的再现已逐渐发生一些转变，

如报纸媒介、综艺节目不再仅仅将同性恋与艾滋病等负面标签联系

在一起，总体而言，主流媒介对“同志”的态度依然是暧昧不清

的［３］。从“同志”群体的角度来看，主流媒介所提供的资讯、教育、

娱乐等功能实际是为异性恋群体所服务的，作为主流媒介的补充，

另类媒介（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ａ）应运而生。从形式上来说，另类媒介
借用了大众传媒的技术，以“反映可能存在的边缘群体，或来自社

会生活底层的批判或另类的议程”；从内容而言，另类媒介“为另类

声音创造了新的空间，使人们注意到特殊群体的利益，注意到反对

和颠覆性的声音”［４］。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另类媒介的定义莫衷

一是，但被众多学者认可的是：边缘群体与主流媒介之间存在张力，

由此“社会边缘人群、持异议者、亚文化者、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在主

流文化中空间受限的群体往往最有寻求另类媒介的倾向”［５］。

西方对另类媒介的研究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起步，直到最近
１０年，另类媒介研究才渐渐被新闻传播学界接受并成为媒介研究
中的内容之一，具备了学术研究的合法性地位，并拥有数量可观的

研究成果。但像另类媒介自身所处的地位在社会边缘一样，另类媒

介研究的地位并没有形成主流［６］。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而言，近

几年社会学、传播学等人文学科已对另类媒介给予关注，学者曹晋

对另类媒介的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肯定，称其是对主流媒介议题缺失

与商业垄断的有效补充［１］，但总体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是

很匮乏。关于社会性别与另类媒介方面，有学者以网络女性另类媒

介“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独家发布的４１６篇文章为研究样本，从报道
主题、议题选择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探讨其如何通过传播与组织参

与妇女活动实现其另类媒介特性、争取女性权利［７］。孟丽娟等人

通过对国内１１种各草根组织主办的内部期刊进行分析，考察了另
类媒介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以及传播者、媒介和受众的状况［８］。

而章玉萍则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以中国大陆“拉拉”杂志《ｌｅｓ
＋》为例，着重探讨兼具报道者和行动者双重角色的《ｌｅｓ＋》杂志
是如何再现当代中国大陆女同性恋群体和个体的面貌［９］。与“拉

拉”杂志相对应的是，曹晋以张北川教授创办的《朋友通信》为经典

个案，分析了另类媒介在编辑生产与流通模式层面上是如何实践多

种文化主义的平等理念，以此来洞察另类媒介在中国的具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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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１］。纵观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另类媒介

对弱势群体的重要性及其发挥的作用。从学科视角来看，这些研究

成果多是基于传播学的视角，着重媒介的“传播”与“”受众”的反

馈；从研究样本的选择上，以“同志”社群为主的少，当然，这与另类

媒介自身的数量有关。此外，在笔者看来，杂志的叙事话语对于

“同志”的主体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还应对杂志叙事背后所蕴藏

的深刻含义进一步深化，把这种叙事视为“同志”社群的表意系统，

从而探究该杂志在话语分析、话语建构方面如何再现“同志”形象，

构建性少数群体的话语空间。所以尽管上述研究都富有洞见，也给

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对另类媒介的研究不能够仅仅局限于

此，这些仅仅是研究的起点，而作为中国大陆最有影响力的另类媒

介之一，《ＧＳ乐点》杂志为性少数群体（尤其是男“同志”群体）的话
语实践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面对主流媒介“同志”议题的缺位，

《ＧＳ乐点》杂志是如何再现“同志”群体的形象来提高“同志”社群
的可见性成为了本文的主要议题。

"

　研究方法及样本选择
本研究采取的主要是文献研究中的内容分析法。分析样

本涵盖《ＧＳ乐点》杂志自２００７年创刊到２０１６年以来的２６期杂
志，其中纸质杂志２３期，电子杂志３期。在杂志的内容上，笔者
根据所描述内容的同质性把不同栏目的内容分为新闻版块、文

艺版块、生活版块和其他版块，并在此基础上作简单的描述统

计。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ＧＳ乐点》原名《ＧＳ点》，创刊于２００７年，以“同志”文化、

权益、生活为主要方向，是独立制作的“同志”公益杂志，免费赠

阅，也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同志”自媒介品牌。“点”有标记、

记录之形，亦有“点燃”、“点亮”之意。创刊之际，中国媒介普遍

缺乏对ＬＧＢＴ（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ｌｅｓｂｉａｎｓ
ｇａｙｓｂｉ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ｒａｎｓｇｅｎｄｅｒ，ＬＧＢＴ）群体的公正报道，公众鲜少能
听见中国ＬＧＢＴ群体的独立声音，所以，《ＧＳ乐点》希望从一个
“点”出发，报道中国ＬＧＢＴ群体的现状，进而由点到线再及面，
记录中国ＬＧＢＴ群体文化、权益和生活方式的发展轨迹，点燃中
国ＬＧＢＴ群体的发声和创作热情。２０１４年，考虑到“点”作为单
名，不便于准确搜索，ＧＳ将中文名变更为“乐点”，取自英文名
中“Ｇａｙ”的“快乐”之意，亦有希望世人皆能同享快乐之愿景。

截至２０１６年３月，《ＧＳ乐点》共出版了２６期杂志，杂志的封面
自创刊以来都以人物为主，但值得注意的是，杂志的封面并不是

“同志”“精英”的专属，从地域分布上，涵盖中国、美国、英国等地；

从阶层属性上看，既有基层群众，又有“顶层”人士，从职业上看，既

有导演，也有学生等等，这些都凸显了杂志的“多元、平等”取向，也

意在向社会传达“同志”亦“凡人”的观点。尽管目录经历了几次整

改，但实际上内容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下面本文将从各个版块“同

志”议题的再现来分析“同志”公共空间的构建。

表１　２６期《ＧＳ乐点》杂志的内容分布表

版块 内容 篇数（篇） 页数（页） 版块 内容 篇数（篇） 页数（页）

新闻版块 资讯 ２６ ３４

浏览 ３２ ３７

人物 ３３ １２５

专栏 ６１ １３４

报道 ２０ １６

广告 ６ ７

焦点 １３ ４９

总计 １９（３９４％） ４０２（２６４％）

生活版块 生活 ３９ １２７

健康 １２ ３２

社区 １９ １６３

娱乐 １８ ４５

时尚 １３ ３３

情感 ２４ １３

美食 ４ ３

总计 １２９（２６６％） ４１６（２７３％）

文艺版块

读书 ２６ ３７

电影、摄影 ２６ １５４

专题 ７５ ２６１

文学 ２１ ５６

故事 １５ １０８

其他版块 问答 ２ ３

前言 ０ ８８

总计 ２（０４％） ９１（５９％）

总计 １６３（３３６％） ６１６（４０４％） 合计 ４８５ １５２５

#

　与主流媒介互动、草根组织合作，构建“同志”议题讨论的公
共空间

　　在早期关于另类媒介的研究中，另类媒介被定义为来自主
流商业媒介之外的选择，这种消极的剩余范畴的定义意味着

“另类”就是被不幸限定在永久的边缘状态，再加上讨论议题的

边缘性，这种双重边缘的性质容易使另类媒介的发声（话语）陷

入“自言自语”的困境。从新闻版块中的文章来看，为了避免

“自言自语”的出现，《ＧＳ乐点》杂志就“同志”议题与主流媒介
持续互动，展开对话，以此共同构建“同志”议题的讨论空间。

如２００８年５月发行的第７期“焦点”一栏中的文章“抗震救灾

‘同志’在行动”。“同志”群体对于抗震救灾的参与，本身并无

任何值得特别关注或称赞之处，然而，对于这个长期遭受社会

漠视和偏见的群体来说，他们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无疑创造

了一次让社会看见“同志”群体的良好机会。随后，《亚洲周刊》

《凤凰周刊》《城市画报》等多家主流媒介盛赞了爱白成都青年

中心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另一方面，《ＧＳ乐点》还经常就一
些公共议题如“吕丽萍”事件、“治疗同性恋药物”等事件与主流

媒介展开对话，互相切磋，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提高“同志”

社群的媒介可见性。此外，另类媒介的视野还涉及不被主流媒

介所关注之处，如第１４期“思考”一栏刊发的文章《沉默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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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南京大屠杀中的同性强暴》，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在商

业利益驱动下的主流媒介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更多报道的是

日本军人对中国女性的性暴力，而没有媒介将目光投向此事件

中日本军人对中国男性的性暴力。但同样是关注战争中的受

迫害者，我们就不能像法国学者让·勒比图一样，将目光投向

每一个角落吗？再如第１６期“专题”一栏中的“点评新闻媒介
中的‘同志’大事件”，也是通过与媒介中的“同志”议题互动，来

共同构建“同志”的话语权。另外，草根组织作为一类来自基层

社区的非政府组织，在构建“同志”议题的公共空间方面也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艾滋病预防工作、构建话

语空间和社会交往方面作用。如天津深蓝艾滋病预防工作组

举办的“同志”预防艾滋病活动、“同志”———“拉拉”聚会联谊

活动等，为“同志”之间的情感沟通和交流起到一个“搭桥”的作

用。据第４期的“社区”一栏简介，截至２００７年，山东彩虹工作
组共在全省１５个城市举办各种培训会议超过８０场次，并成功
策划和主办了“同志”骄傲月及“同志”文化节等大型活动。

《ＧＳ乐点》杂志作为一个另类媒介，则充分利用草根组织的这
一特性，积极与各地的基层草根组织合作，共同构建“同志”社

群的公共空间。而这些草根组织，通过借助《ＧＳ乐点》为他们
提供的平台积极招募各类活动的参加者，而参与活动的这些

“同志”，通过各种媒介的联系或多或少的与其他参与者形成其

他的关系，创造出了一个建立在被边缘化性取向基础上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传统的性别规范被背离和挑战，他们可以表

达自己的意志，从而肯定自己的主体存在价值，同时，“同志”社

群的休闲生活也得到扩展。

$

　形塑人物、建构知识，解除偏见与去污名化
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同志”议题基本上没有在公共领域

内呈现，连医学杂志也鲜有讨论［１０］。但改革开放后，在各类媒

介的报道下，社会大众对于“同志”话题不再那么陌生，此时的

媒介着力渲染的是“同志”社群的负面印象［１１］，这种报道倾向

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作为媒介报道的后果之一，公众想象中

的“同志”空间是一个充满社会阴现象的地下世界［１２］。“同志”

群体作为一个自我认同（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的群体，和其他的性少
数群体一样，在大众媒介的视域中同样面临着不可见性和低劣

的刻板印象等问题［１３］。面对主流场域的缺失，担负着促进社会

公平的另类媒介是对主流媒介议题缺失与商业垄断的有效补

充，《ＧＳ乐点》通过形塑“同志”人物、再现“同志”形象，建构知
识，解除偏见与去污名化等措施成为“同志”社群发声的重要路

径和有效武器。《ＧＳ乐点》很重视对“同志”人物形象的再现，
在２６期期刊中，编辑组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共访谈了２６
位“同志”人物，从地域来看，除了大多数的“同志”是来自中国

外，还有来自美国、英国、意大利的“同志”；从阶层属性上来，有

来自不同类别的职业，既有基层艺人，也有知名导演；既有酒吧

管理者，又有作家；既有大学生，也有集团总裁。总的说来，这

种地域、阶层属性上的异质性凸显了多元的特征。因此，“同

志”社群的可见性在《ＧＳ乐点》中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介的局限，
不仅仅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声望较高的“同志”得以再

现，而诸如阿成、烨彬、安炜、黄健等来自农村的、经济资本比较

薄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同志”生活也得以呈现。《ＧＳ乐点》
专访对象的这种异质性作为中国“同志”社群的一个缩影，通过

对他们个人成长经历、情感生活、工作情况等的深度访谈，也能

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中国“同志”社群的“群貌”。从访谈内容

来看，《ＧＳ乐点》更侧重于对“同志”人物的个人成长经历（尤其
是性倾向的认同过程）、情感生活以及工作体验来进行专访，以

此来解除社会大众对“同志”的偏见和污名，当然，作为社会底

层的“无名小辈”也许只是弱小的发声，但是作为像关锦鹏、耿

乐等这样的公众人物的发声是极其具有影响力的。一般说来，

公众对某一事物的认知往往来源于社会对该事物的评价，这种

公众的认知与社会的评价同时也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他们会依

据媒介的报道从而对该事物形成一种“印象整饰”，以此做出评

价，此时，公众人物的发声就显得至关重要。

偏见来源于无知，除了人物的塑造外，《ＧＳ乐点》还注重构
建“同志”的相关正确知识来解除社会公众对“同志”社群的偏

见，为“同志”去污名化。第１期“生活”一栏，就以社会上“十一
条有关同性恋的陈词滥调”展开正确解读；第８期“焦点”一栏
针对“销售治疗同性恋药物”的事件，藉由学者和媒介的声音，

向公众传达关于性倾向的科学信息；第９期“健康”一栏，《ＧＳ
乐点》针对“艾滋病是一种同性恋疾病”这种错误的认识给予正

解；第２５期“人物”一栏，以“中国首例‘同性恋矫正治疗案’胜
诉”的当事人小振为个案，向公众呈现中国司法对同性恋的态

度：同性恋不是精神疾病，不需要治疗。此外，《ＧＳ乐点》还在
部分期刊中增加问答专栏，来为有需要的“同志”解答疑惑。如

第３期的“健康”一栏的内容“如何进行艾滋病自愿咨询和检
测？”。知识建构的重要性在于，通过对“‘同志’是什么”的正确

诠释从而帮助“同志”个体实现身份认同，这是一个在个体层面

上针对异性恋霸权制度的抗争实践。

%

　重构“同志”文化，展现“同志”生活，推动身份认同
在主流文化的场域里，“同志”文化一直是缺席的，它们只能

以亚文化的身份游离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在“文艺”版块中，《ＧＳ
乐点》大多数的内容源自于有关描绘“同志”的文学作品、电影、

音乐、艺术，此外，还包括对“同志”史料的梳理，如第７期“历史”
一栏的“中国古代男风男色之最（上）”和第８期“历史”一栏的
“中国古代男风男色之最（下）”。这些文化史料穿越古今，横跨

东西，也为《ＧＳ乐点》构建“同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但杂
志对这些文化的引用并非是对其进行简单的消费，而是对这些作

品进行分析和评价，以此来重构“同志”文化。另一方面，“同志”

社群生活的叙事也是《ＧＳ乐点》比较关注的。媒介中同性恋者
自我反省式的故事讲述（ｓｅｌｆ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有利于社群的
团结［１４］。这些个人生活的叙事取材于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

业、地域等的“同志”社群，作为在异性恋霸权主义机制下成长起

来的个体，在“性／别”的议题上，难免会把异性恋的生活方式作
为一种参考。纵然会有很多学者切身关注到“同志”群体的生

活，但作为一种学术性的研究成果，与杂志通俗易懂、活生生的例

子呈现的特征相比，研究成果的“味道”难免会有些“苦涩”，杂志

的描述也更为普通大众所理解。所以，通过对个人生活的自我叙

事，《ＧＳ乐点》提供了一些展现“同志”生活的感性空间，为“同
志”生活不如意或新认同社群的个体，提供了什么是可欲而幸福

的生活榜样，从而增强他们与主流异性恋文化相抗争的信心与动

力。笔者通过对这些生活叙事的整理发现，“认同”和“出柜”是

涉及到的最多的话题。王晴锋把中国现阶段同性恋者的普遍生

存状态描述为“认同”而不“出柜”［１５］，对于这些“柜中人”，《ＧＳ
乐点》通过个人的经历分享，为大家提供参考。

&

　结论与讨论
由于议题敏感得不到媒介的关注，中国的“同志”社群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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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着如何提升社会的可见性问题，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他
们就一直在进行拓展公共空间的努力。《ＧＳ乐点》作为“弱者的
武器”，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扩大，截至目前，发行已覆盖全国６０
余个城市的“同志”娱乐场所和公益机构，并定期被国外多家“同

志”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是中国目前发行量最大，持续时间

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同志”公益杂志。之所以提及“同志”群体

的可见性很重要，是因为媒介形象形塑了人们的认知，人们藉由

媒介叙事中的原材料、符号等来建构关于“同志”的文化。面对

主流异性恋社会的话语压制，话语策略始终是“同志”群体及其

盟友最重要的抗争形式之一，作为为“同志”社群应运而生的另

类媒介，《ＧＳ乐点》力求为中国的“同志”社群发声，这种发声的
基本路径主要有３条：①与主流媒介互动、草根组织合作，构建
“同志”议题讨论的公共空间；②形塑“同志”人物、再现“同志”形
象，建构知识，解除偏见与去污名化；③重构“同志”文化，展现
“同志”生活，推动身份认同。笔者之所以强调这是中国“同志”

社群发声的特色路径，是因为：①《ＧＳ乐点》产生的背景独具特
色，同性恋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古代这３个
字从来没有在一起过，自从这个新词语的出现，中国的同性恋才

成为社会问题；②《ＧＳ乐点》所扮演的角色也独具特色，面对主
流异性恋社会的话语压制，《ＧＳ乐点》既扮演着信息的传播者又
充当行动者，与主流媒介展开温柔的博弈；③服务对象独具特色，
在中国大陆的特定语境下，“同志”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被视为

“他者”。但另一方面，关于另类媒介，有几个问题仍值得思考：

从关注的群体来看，尽管《ＧＳ乐点》在采访对象的时候注意到了
“同志”群体的异质性，但与该杂志的宗旨“通过多元媒介呈现

ＬＧＢＴ群体的生存状态，促进ＬＧＢＴ群体的言论自由表达，推动社
会对于ＬＧＢＴ群体的了解，消除歧视，促进社会平等。”相比，《ＧＳ
乐点》对除男“同志”之外的性少数群体的再现是缺失的，对于那

些处在边缘之边缘的性少数群体的再现同样还是不够；同时，作

为一本公益杂志，其整个团队的运作是基于志愿者的组合和外界

资金的资助，一旦脱离这些，《ＧＳ乐点》就会面临停刊的威胁，鉴

于此，另类媒介的“发声”之路又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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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云南农业大学社会科学中青年项目（２０１６ＳＫ２６）
【第一作者简介】丁娅（１９９５—），女，助理社会工作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社会工作
Δ【通讯作者】和晓蓉（１９７８—），女，讲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１５４１０７５１４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８．０４７ ·性人文社会科学·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性教育研究
丁娅　和晓蓉Δ

云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昆明 ６５０２０１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以及清真寺教职人员进行问卷调查、访谈，了
解回族青少年对性道德、性观念的认识，了解清真寺教职人员对青少年性教育的态度以及当前性教育现状，

总结回族青少年性教育的经验。目的在于结合社会工作理念，挖掘回族地区本土文化优势资源，为进一步

探究回族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状况及性教育模式提供思考方向。

【关键词】　回族；传统；青少年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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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青少年是指年龄范围１０岁 ～２８岁，正处于生理、心理、认

知等发育过程中的人群。青少年期是身体发育发展逐渐成熟

的时期，是心理发展、人格形成的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

观逐渐形成的时期［１］。熊利平、张文京认为，性教育内涵涵盖

生理、心理、社会等层面，目的是要学习如何成为一个男人或女

人的教育，可以称为人格教育或人性教育，也是一种爱的教

育［２］。借用何春蕤教授提出的概念，应该是性／别教育，也就是
包括了性与性别及其复杂关系与各种差异性的综合教育［３］。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青少年的性生理发育呈现越来越提

前的趋势，而心理的发展成熟则相对落后，青少年的性健康教

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在网络越来越发达的现

代社会，随着接收信息的频繁化、广泛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外来

因素的影响，青少年的性道德与性观念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

化，回族青少年无疑也是众多受影响的群体之一。

从国内性教育研究的分析数据看，１９８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期间，性教育研究的文献主要分布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
理、社会学及统计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高等教育等领域，学

者主要分布在教育学、社会学领域；青少年、大学生是学者关注

的焦点群体；亦有学者开始关注特殊人群如聋哑学生和残疾学

生［４］。但是，目前鲜见关注少数民族群体，研究少数民族青少

年性教育的文章。

大多人认为性教育是舶来品，殊不知，中华各民族在性教

育方面的文化资源，更可以为已所用、为今所用。回族在这方

面早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相对体系化的教育基础。回

族穆斯林青少年性教育经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有助于开拓社会学、民族社会工作、教育学、性学、民族学等学

术领域的研究视野。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欧洲伊斯兰教法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谢赫费萨尔·马拉维

说，伊斯兰的性教育是向年轻人讲清楚怎样根据真主的法度满

足与生俱来的性欲望。这是穆斯林社会德育的一部分，是每个

穆斯林都应当知道的道德准则［５］。马明良同样认为穆斯林的

生理卫生和心理卫生观念十分独特，值得研究［６］。

本研究主要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从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

中学生中随机抽取男女生各５０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
收回有效问卷男生卷４７份、女生卷４５份。其次，还采用访谈
法，对部分在校大学生及村民做了访谈。试图通过对采集到的

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回族青少年对性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对

性道德和性观念的认识，了解当前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青少年

性教育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挖掘回族地区文化资源，总结回

族青少年性教育的经验，结合社会工作理念，为进一步探究回

族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状况及性教育模式提供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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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
２１　对青春期发育及生理卫生的认识
２１１　对生理发育及生理卫生的认识调查结果表明：男生中，
有２６人（占比６４５％，认为非常了解青春期生理知识，有３３人
（占比６８８９％）的人表示一般了解。问及青春期主要生理变化
时，有３７人（占比７８７２％）选择声音低沉、出现喉结；选择肩膀
变宽、长出胡须的有４６人（占比９７９８７％）；选择出现遗精的有
３０人（占比６３８２％）；其中３７人（占比７８７２％）知道出现遗精
是性发育成熟的表现。出现遗精时有４人（占比８５１％）感到
很紧张，不知道怎么办；有４２人（占比８９３６）％认为正常，能够
正常处理；１人（占比２１２％）认为正常，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女生中，有１４人（占比３１１１％）认为比较了解青春期生理知
识，有３１人（占比６８８９％）表示一般了解。问及青春期主要生
理变化时，选择乳房变大的有３４人（占比７５５６％），选择出现
阴毛的有３４人（占比７５５６％），选择月经初潮的有３９人（占比
８６６７％），选择身体气味轻微变化的有１０人（占比２２２２％）；
其中有１７人（占比３７７８％）认为出现月经是性发育成熟的表
现；出现月经时有４人（占比８８９％）感到很紧张，不知道怎么
办，有４１人（占比９１。１１％）认为正常，能够正常处理。在问及
是否有必要清洗生殖器官时，有４４个女生（占比９７７８％）和４７
个男生（占比１００％）都知道是有必要的，这是每天礼拜之前需
要做的事。

２１２　与异性相处的态度　在调查中，男学生中有４５人（占比
９５７４％）更愿意采取集体活动的方式与异性交往，有２人（占
比４２６％）不想与异性交往；女学生中，有３人（占比６６７％）更
愿意采取集体活动的方式与异性交往，有５人（占比１１１１％）
不想与异性较往。男生有３７人（占比７８７２％）、女生有３１人
（占比６８８９％）觉得男女生交往是正常的，有６个男生（占比
１２７７％）和８个女生（占比１７７８％）认为不正常。
２１３　对同性恋的态度　受访者中的所有人都知道，同性恋是
伊斯兰所禁止的，对社会中出现同性恋的现象表示理解，但是

作为一个穆斯林是不能发生的，认为真主创造男女，规定了只

有两性结合才是合法的，这是真主的常道，是不可违背的。

２１４　性知识来源渠道　回族青少年掌握青春期性知识的途
径的调查中，男生有３７人（占比７８７２％）、女生有１５人（占比
３３３３％）会通过广播、电视、网络了解，有 ２４个男生（占比
５１０６％）和２８个女生（占比６２２２％）会和父母交谈获得了解，
有２８个男生（占比５９５７％）和２６个女生（占比５７７８％）的女
生会从书本获取，男生中有２５人（占比５３１９％）、女生中有２１
人（占比４６６７％）会从经堂教育中了解，表明青少年了解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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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知识的途径是多样的。

在访谈中，有受访者表示自己了解性知识大多是从网络上

了解，是年龄相对大点以后的事，几乎都是在上高中以后。问

及对网络上出现的黄色信息或广告是怎样看待和处理的时，回

答的是由于知道很多东西是真主所禁止的，便不会点击浏览，

也会在手机上安装广告过滤软件。从这一方面说明很多年龄

相对大一点的青少年，在信仰认识比较好的情况下，自律能力

和辨识能力是相对较好的。

２２　回族青少年的自我保护意识
２２１　回族青少年对性传播疾病的认识在此项调查中，男生中
有１４人（占比２９７９％）不知道什么是性传播疾病，有２６人（占
比５５３２％）知道，但是不太了解，有７人（占比１４８９％）表示对
性传播疾病了解很多；女生中有６人（占比１３３３％）不知道什
么是性传播疾病，有３３人（占比７３３３％）知道，但是不太了解，
有６人（占比１３３３％）对性传播疾病了解很多。在问及如果身
边有艾滋病感染者时，哪些活动可能会传染艾滋病时，选择共

用碗筷的男生有 １６人（占比 ３４０４％），女生有 １７人（占比
３７７８％）；选择性传播的男生有３６人（占比７６５９％），女生有
３２（占比 ７１１１％）；选择输入对方血液的男生有 ４６人（占比
９７８７％），女生有４１人（占比９１１１％）；选择注射针头的男生
有４２人（占比８９３６％，女生有３７人（占比８２２２％），其中有６
人（占比１３３３％）认为握手也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说明还有
一部分学生对性传播疾病的认识不足。

２２２　回族青少年对性侵害的认识　关于性侵，调查对象中，
男生有３７人（占比７８７２％）、女生有３４人（占比７５５６％）表示
知道什么是性侵；问及如果遇到性侵会怎么做时会怎么做，男

生１５人（占比３１９１％、女生有２５人（占比５５５６％）选择会告
诉父母，男生有 ２８人（占比 ５９５７％）、女生有 １３人（占比
２８８９％）会选择报警，男生有 ４人占比（８５１％）女生有 ７人
（占比１５５６％）不知道怎么办。男生有２１人（占比４４７％）、
女生有１７人（占比３７７８％）表示，父母告诉过自己如何预防性
侵害。

女生中在问及自我保护的方式有哪些时，选择禁止男性抚

摸自己身体特殊部位的有３８人（占比８４４４％），独自外出时不
去偏远地方的有３７人（占比８２２２％），选择避免单独和男生相
处的有２９人（占比６４４４％），选择不穿着暴露服装的有３２人
（占比７１１１％）。

受访者表示：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

回族的穿着习俗而选择着装，因为穿着不暴露，并不是保守的

表现。生活中有很多非穆斯林会感到疑惑，回族女性从来不外

露自己，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会觉得和神秘，会问为什么。这

是很多回族姐妹都遇到过的问题，这时候除了告诉他们这是习

俗，很多姐妹都会觉得这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因为个人觉

得，过度暴露引来太多异性的目光，是对自己的伤害。

２２３　回族青少年对未婚先孕的认识　在调查中国表明，女生
有３１人（占比６８８９％）、男生有２６人（占比５５３２％）知道女生
来月经后发生性行为会怀孕，有２个男生（占比４２５％）、１４个
女生（占比３１１１％）认为不会，有１９个男生（占比４０４３％）表
示不知道，这表明还有很大一部分青少年对怀孕的相关知识很

欠缺。而问及父母主动告诉过你哪些方面的知识时，男生只有

４人（占比８５１％）、女生有６人（占比１３３３％）回答父母告诉
过自己关于避孕、怀孕的基础知识 。

在访谈过程中，受访者谈到在过去村里几乎不会出现未婚

先孕的少女，但是近几年，会出现一些的女孩子没结婚就怀孕

的现象，但是回族是禁止堕胎的，在舆论、父母等多方面压力

下，只好结婚。经堂学校学生大华表示，出现此类现象存在多

方面原因，首先跟一个家庭的信仰虔诚与否是有一定关系的，

如果一个家庭父母信仰较好，他们会时刻告知孩子哪些事该

做，哪些事不该做，不会放任自己的子女随便和异性单独相处，

即使是不直接说清楚，也会从旁“敲打”。另一个大学生告诉笔

者，自己从小就在家教严格的环境中长大，在上初中后，母亲就

总会告诉她一些生活中发生的例子。

#

　讨论
３１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传统性教育情况分析
３１１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传统性教育积极作用
①尊重青少年生理发育、预防青春期问题：在孩子适当的年龄，
尤其月经初潮时，父母有责任告诉女孩子月经是怎们回事；也

要告诉男孩子出现遗精是象征这自己已经进入了青春期，告知

孩子这是生理发育的正常现象，从而使孩子们在心理上有所准

备，减少心理困惑，也能够正确应对生理变化，从而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另外，禁止穆斯林男扮女装和女扮男装，这从

一定程度上强调了男女的区别，笔者认为，这对性别角色的加

强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②有利于预防青少年性犯罪：伊斯
兰对性犯罪的界定和社会对性犯罪的界定是有差别的。伊斯

兰认为，凡发生除婚姻以外两性关系都是不合法的，都构成了

犯罪，是要受到真主的惩罚的，真主说：“你对信士们说，叫他们

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他们是纯洁的，真主彻知他们的行

为，你对信女们说，让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让穆斯林们降

低视线，就是说在公共场合，和异性相处的时候，不论男女都要

降低你们的视线，不要乱看异性，减少刻意注意，不要回头率，

穆斯林认为这是《古兰经》对性心理的一个道德要求，是避免性

刺激，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做法。③有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念：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不管对于

那个民族来说，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一段圣训是这样说的：真

主的使者说：“青年们啊，谁有能力结婚，就让他结婚，因为婚姻

可以使人降低视线，保护羞体；谁无财力结婚，就让他斋戒吧，

这对他是一种保护。”穆斯林鼓励婚姻，要求在合法的婚姻关系

之内才可以发生两性关系，笔者认为这从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婚

前或婚外性行为的发生，尤其对青少年来说，也可以避免未婚

先孕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从而避免更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同

时，这也是对回族青少年的一种道德约束，有利于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④有利于预防性疾病的传播：穆斯林禁止同性
恋等一切非正常婚姻以外的两性关系，结合实际加强对青少年

宣传教育关于同性恋的危害，对预防性传播疾病起到了积极作

用，最大程度降低了性传播疾病的发生率。⑤有利于传承回族
优秀文化：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对青少年进行性健康教

育，除了能够解决性教育问题，也能够使回族青少年正确认识

伊斯兰文化，这对民族文化传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３１２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传统性教育的局限　
①青少年性生理知识不足，性知识了解不全面：关于女生来月
经和男生遗精还有一部分青少年不能真确认识和对待。女生

怀孕的原因，以及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都是青少年学生应该掌

握的最基本的性知识，但是研究表明，有一部分学生还不知道，

甚至有为数不少的被试错误地认为握手也会传播艾滋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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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发生性关系并不会怀孕。②经堂教育缺乏
专业性和系统性：经堂教育虽然对青少年性教育发挥了一定的

作用，但是较为零散，还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青少年性教育途

径有限，由于大部分知识教育是在清真寺开展，导致一部分不

经常进清真寺的青少年学不到信仰与两性间相关知识。

３２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传统性教育评价
３２１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传统性教育的经验　
①利用伊斯兰宗教资源优势：穆斯林认为信仰使人永远意识到
真主的监督、后世的清算和赏罚。这样，人就会自我监督，做事

前认真思考，做事后认真反省，做错时自责和忏悔———也许还

会用其他方式自我惩罚。穆斯林把《古兰经》视为最高法律依

据，也把它视为人生的向导，把伊斯兰视为一种完美的生活方

式。而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的教法中有许多关于两性关系

的论述，充分挖掘教法中有关两性关系的规定和婚姻制度，从

信仰角度和利害关系角度，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是回族青

少年性教育必不可少的。因为信仰既能够使人向善，又能够止

人作恶，使人有所敬畏，远离明显和隐微的罪恶。②社会力量的
积极参与和家庭教育相结合：《古兰经》规定，宣传伊斯兰文化，

教育下一代人成长是每个阿訇和父母的职责所在，所以清真寺

教职人员对青少年的教育是义不容辞的，父母同样也在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教育者角色。清真寺阿訇和教职人员在经堂课

上、周五的聚礼日或是假期辅导班上都会涉及两性教育，特别在婚

恋价值观上回多次反复强调，使青少年们在多次参与学习之后，积

少成多并形成自己固有的社会价值观念，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父

母在日常生活中也会通过实例来教育自己的孩子，来使青少年们正

确处理两性关系。③进入学校教育体系：经堂教育有学年制教育，
这是对经堂学校学生进行的系统化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也有临时的

经堂教育，在假期对还在上学的学生进行的临时教育，都是以无意

穿插的形式，从信仰角度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一般是男女分开教

学。另外利用回族群众聚族而居、定期聚集礼拜的特点，适时开展。

④因时而变的教育理念：在网络普及之前，许多农村年轻人接触不
到网络信息，而如今青少年随时都有可能从网络上接触到许多信

息，对此就涉及到网络的合法性和非法性，“网络的非法性”就是网

络当中涉及到了不符合伊斯兰规定的内容，如黄色广告等一系列不

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因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阿訇从信仰角度，

告知青少年们网络当中有伊斯兰不允许浏览的信息内容，从信仰和

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利弊，引导青少年。同样，性开放、同性恋、离婚

率上升也是当今时代热议的话题，尤其是婚恋观问题，阿訇、教师们

也会结合实际，为年轻人们答疑解惑，从而避免违反教法的现象发

生，同时也避免了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

３２２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传统性教育的启示　
①充分发挥本土文化的优势资源：回族的性教育古来有之，有文化
传统，有历史积淀，积累下了许多经验。回族青少年的性教育，应当

遵循以《古兰经》、圣训为依据的原则，在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

开展。由于民族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性观念也存在差异，比如对同

性恋的看法以及婚前性行为的看法等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当前国内

外的性教育模式不一定都适合用于回族青少年。比如俄罗斯蹭采

取无刺激性教育模式，从医学的角度解决性行为［７］。穆斯林则认

为，同样应当采取无刺激模式，从信仰和道德等方面入手是对青少

年有益的。②适当引入外界资源：随着媒体对性知识的宣传日益增
加，许多清真寺从事教育的教师也在积极寻求更好的方式，解决回

族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笔者认为，社工介入或者是专业的性教育

模式介入是很有必要的，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资源，结合回族文化

对青少年进行性教育既有可行性，也更能够全面的从生理、心理上

和道德规范等各个方面做到全面教育，从而达到更佳效果。③充分
利用清真寺这一公共平台开展：清真寺是回族穆斯林重要的宗教场

所，伊斯兰宗教人士在“不经意”间扮演了社会工作者的角色，承担

了回族社会的社会工作职能［８］。回族社区大多一清真寺为中心，

社区大小事务除了村委会，村民更愿意由清真寺协助解决，另外清

真寺也可以说是回族教育的另一所学校不论是在宗教教育还是社

会教育中都发挥着一定的功能，所以一清真寺为场所，对于召集学

生和开展教育活动的是非常便利的。④加强社工与清真寺教职人
员相互交流和清真寺坐寺阿訇的交流沟通是必要的：清真寺的管委

会是在社区影响也是很大的，对清真寺大小事务有决定权，另外，他

们对回族文化有足够的认识，教育设置内容是否符合回族文化要

求，可以寻意见，相互交流，利用当地文化优势资源；在此基础上，利

用社工专业方法，如个案辅导或小组工作的形式，按年龄层次或具

体问题，更有针对性地对青少年开展性教育。同时也需要尊重当地

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坚持社工客观性原则和非批判态度。

不管是发展的视角还是文化的视角，都是需要社会工作者深入民族

地区，与民族群众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理解他们的价值［９］。

当前，我国学校的性教育正在成为公众瞩目的热点，同时

也成为令人棘手的难点［１０］，在西方性文化的冲击以及网络不良

信息的影响下，穆斯林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发挥本土文化资

源的优势，完善符合伊斯兰要求的性教育，帮助回族青少年树

立正确的性观念，从而正确处理两性关系。潘绥铭和黄盈盈提

出，中国的性社会学研究应该基于本土的“性”问题意识，有选

择地借鉴国外的理论视角，解构“性”的医学化和科学化霸权，

构建置身于具体的社会政治时空中的日常的、多元的、弥散的、

主体经验的性存在［１１］。因此，可以尽量发挥自身文化优势，总

结历史经验和启示，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并完善多元化

的青少年性教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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