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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曾维勇１　丘勇超２△　陈铭２　姚睿智２　肖扬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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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总结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提高对其认识。
方法：报告１例４２岁中年男性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患者，以下尿路梗阻为表现起病，肛门指检提示前
列腺体积左侧增大，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正常。泌尿系彩超、ＣＴ及 ＭＲ提示前
列腺占位。结果：前列腺穿刺活检组织病理结果显示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患者行经腹膜外途径腹

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术后肿瘤复发并转移，采用依托泊苷联合顺铂方案化疗６个疗程，结果使肿瘤体积
缩小，效果良好。结论：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为临床罕见病，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以病理检查和免

疫组化确诊，早期可行根治性手术治疗，术后或晚期以化疗为主，疗效肯定，生存期短，预后不良。

【关键词】　前列腺；神经内分泌癌；小细胞；病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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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为泌尿系统罕见疾病，其起病
隐匿，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分化级别低，恶性程度高，病情进展

快速，早期容易发生转移。２０１５年３月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收治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１例，术后结合化疗，效
果良好。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男，４２岁，因排尿困难２月余在２０１５年３月入住广州
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患者主诉为排尿困难，伴

尿频、尿急、尿线变细、夜尿增多、尿道灼热感、尿等待、尿后滴

沥。前列腺指诊：前腺列体积增大，左侧叶增大明显，质韧，未

触及明显结节，中央沟偏向右侧，变浅；直肠壁未触及增生物，

括约肌无松弛；退出指套无血染。辅助检查：ＰＳＡ组合：ｔｏｔａｌ
ＰＳＡ：１４６ｎｇ／ｍＬ，ｆｒｅｅＰＳＡ：０１１９ｎｇ／ｍＬ，ＰＳＡＲａｔｉｏ：００８２；神经
元特异性烯醇化酶（ｎｅｕｒ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ｎｏｌａｓｅ，ＮＳＥ）１４７５ｎｇ／ｍＬ。
经直肠前列腺彩超考虑前列腺肿大并占位性病变。前列腺 ＭＲ
提示前列腺左侧占位性病变，大小约为６４×５０×４９８ｃｍ。具
体结果详见图１。
１２　病理情况

术前前列腺穿刺组织病理结果（病理号１１４７４８）：前列腺小
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低分化。免疫组化标记结果：ＣＫ（＋），Ｖｉｍ
ｅｎｔｉｎ（＋＋＋），ＣＤ５６（＋＋＋），Ｓｙｎ（±），ＣｇＡ（±），ＬＣＡ（－），
Ｋｉ６７（＋约８０％）。
１３　治疗情况

予行经腹膜外途径腹腔镜下前列腺癌根治术。患者麻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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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取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建立气腹，清扫左右两侧髂腹股

沟淋巴组织，切开膀胱颈，充分游离前列腺及精囊后予完整切

除，并将切下的手术标本送病理检查。用可吸收线连续缝合膀

胱颈部与后尿道以重建排尿通路。术中切除前列腺肿物大小

约６５×５０×５０ｃｍ，质韧，包膜完整。术程顺利，术后标本病

理结果示前列腺低分化神经内分泌癌，未见淋巴结转移。术后

１月查腹部ＣＴ：考虑前列腺恶性肿瘤残留或复发（具体结果详
见图２ａ）。予行依托泊苷＋顺铂（ＥＰ）方案化疗６个疗程，复查
ＣＴ，效果良好。具体结果详见图２ｂ和图２ｃ。后患者自行联系
医院行放疗，具体不详，此后失访。

图１

图１ａ：肿块Ｔ１ＷＩ呈稍不均质等信号；图１ｂ：肿块Ｔ２ＷＩ呈不均质高信号，尿道受压向右侧变形；图１ｃ：肿块ＤＷＩ呈高信

号；图１ｄ：肿块增强扫描不均匀强化。注：图１ＭＲＩ扫描见前列腺左侧明显肿块，大小约６４×５０×４９ｃｍ

图２

图２ａ：２０１５年５月８号ＣＴ提示前列腺恶性肿瘤复发，肿块大小约８２×６５×５８ｃｍ，同周围直肠和膀胱边界不清，增强

扫描不均匀强化；图２ｂ：２０１５年７月２号 ＣＴ：对比２０１５５８片，肿块较前明显缩小，大小约３４×５１×４８ｃｍ；图３ｂ：

２０１５年８年２０号ＣＴ：肿块较前继续缩小，大小约２６×４７×２７ｃｍ。注：图２示ＣＴ增强扫描

"

　讨论
２１　发病情况

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为临床上罕见的癌症，Ｗｅｎｋ［１］

在１９７７年第一次报道了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该类癌
症在所有前列腺癌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不到１％［２］。临床上将前

列腺神经内分泌癌分为３种类型：前列腺癌局灶神经内分泌化、
前列腺类癌以及前列腺小细胞癌［３］。其中类癌是属于高分化

的肿瘤，小细胞癌是属于低分化的肿瘤，本例患者即属于低分

化的前列腺小细胞癌。关于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发病

机制不明，有学者认为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源于前列腺

的上皮干细胞癌变［４］。

２２　临床表现
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临床表现无明显特异性，早

期可无明显症状。晚期患者常见表现为梗阻性下尿路症状，或

会阴部、肛门坠胀疼痛不适。下尿路梗阻加重可导致泌尿系感

染、尿潴留、肾积水等并发症。前列腺指检可表现为前列腺癌

征象或仅仅是类似于前列腺增生征象。部分患者可因肿瘤细

胞分泌过多的神经内分泌产物而表现出副癌综合征如高钙血

症、皮质醇征、重症肌无力等［５］。ＰＳＡ由前列腺腺泡和导管上
皮细胞产生分泌［６］，当这些细胞破坏后，ＰＳＡ就被释放入血，引
起血清ＰＳＡ升高。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没有腺泡结构

的破坏，故其血清ＰＳＡ水平一般为正常水平［７］。本例患者即表

现为典型的下尿路梗阻合并尿道感染症状，血清 ＰＳＡ水平不
高。值得注意的是，临床上部分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

患者合并有腺癌，此类称为混合型神经内分泌癌，其血清 ＰＳＡ
水平可异常升高。

２３　诊断依据
目前对于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诊断，Ｂ超、ＣＴ、ＭＲ

等可以提供一定的诊断线索，但是病理学检查及免疫组织化学

才是最终确定诊断的可靠标准。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

在病理结构上主要表现为：光镜下癌细胞呈巢状、片状分布，细

胞呈小圆形，细胞质少，几乎裸核，核质深染，核仁不清，核分裂

象存在，伴有凝固性坏死［８］。在免疫组化方面，目前最常用的

特异性神经内分泌标志物包括 ＣｇＡ、ＮＳＥ、Ｓｙｎ、ＰＳＡ及 ＣＤ５６。
ＣＤ５６为最敏感的神经内分泌标志物［９］，其在前列腺小细胞神

经内分泌癌的表达中常呈阳性。神经内分泌癌细胞 ＰＳＡ染色
往往是阴性，另外也不表达雄激素受体［７］。本例患者血清 ＰＳＡ
水平正常，经由前列腺穿刺后，行病理检查及免疫组化检查确

诊，其结果较为典型，符合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特点。

在临床上，前列腺占位合并血清 ＰＳＡ水平正常的患者需重视，
常规前列腺穿刺之后，可加做神经内分泌等相关的免疫组化检

查。此外，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患者在出现症状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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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其疾病往往已经发展到了晚期，ＰＥＴＣＴ、骨扫描等全身性检
查有助于明确肿瘤局部浸润情况以及有无远处转移，避免局限

于泌尿系统范围内的诊断，延误病情。

２４　治疗及预后
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目前尚无统一的治疗方案。

参照临床上报道的文献，早期肿瘤，即使合并有局部浸润时，应

行根治性切除手术或姑息切除术［１０］。术后或晚期肿瘤，化疗为

主要的治疗方式。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与肺小细胞癌

属于同类型的肿瘤，均与神经内分泌细胞密切相关，两者在形

态结构上类似，故治疗上参考肺小细胞癌的化疗方案，一线的

化疗方案为依托泊苷联合顺铂［１１］。依托泊苷在细胞分裂晚 Ｓ
期或Ｇ２期，通过与ＤＮＡ拓扑异构酶的相互作用，形成药物酶
ＤＮＡ的可逆性复合物，抑制 ＤＮＡ修复，从而阻止肿瘤进展［１２］。

顺铂是广谱抗癌药物，作用于ＤＮＡ嘌呤及嘧啶碱基，干扰 ＤＮＡ
链的连接，形成顺铂ＤＮＡ复合物，影响ＤＮＡ与核蛋白胞浆蛋白
结合或ＤＮＡ复制，损伤细胞膜，抑制肿瘤细胞复制［１３］。国内学

者的研究表明化疗与患者的生存期密切相关，无接受化疗与接

受化疗的患者生存期差异显著，１年生存率分别为 ９％与
５０％［１４］。本例患者术后肿瘤复发，６个疗程的ＥＰ化疗方案，有
效的使患者复发的瘤体缩小，这表明了化疗对其治疗的有效

性。也有学者报道使用紫杉醇联合卡铂方案化疗取得一定的

近期疗效［１５］，对于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何种优化的化

疗方案能取得最佳疗效，仍有待研究。较为可惜的是该病人此

后失访，无法继续追踪其预后。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的

其它疗法还包括放疗、粒子植入治疗、靶向治疗等，由于报道的

病例数稀缺，疗效均不确切。前列腺小细胞癌的预后不佳，单

纯小细胞癌患者的平均生存期仅有５个月［１６］。且支配阴茎勃

起功能的海绵体神经紧贴前列腺包膜［１７］，当前列腺癌增大、转

移时可压迫及侵犯海绵体神经而导致阳痿等性功能障碍。针

对前列腺癌的根治性手术，若损伤血管神经束，会严重影响患

者的排尿功能及性功能［１８］；而术后放、化疗等辅助治疗也会影

响患者生育功能，造成患者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对于该病，尽

早诊断及多学科综合治疗仍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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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十堰市科技局一般研究项目（１６Ｙ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谢胜（１９７２—），男，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男性生殖

△【通讯作者】谢子平（１９８１—），男，副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１２５５９５６４＠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０２ ·男科与性医学·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显微手术后精液质量、精浆
生殖激素水平及氧化应激水平临床研究
谢胜　王金国　谭艳　王万荣　欧阳海　李韬　康照鹏　谢子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显微术后精液质量、精浆性激素水平和氧化应激水平的
影响。方法：收集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采用腹股沟外环下显微精
索静脉结扎术治疗４０例单纯左侧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的临床资料４０例，Ⅱ°曲张２０例，Ⅲ°曲张２０例，
观察术前及术后６个月患者的精液质量、精浆生殖激素水平及氧化应激水平等指标的变化情况。结果：与手
术前比较，ＩＩ度及ＩＩＩ度曲张不育患者精子浓度、活动精子、正常形态精子明显改善，精子畸形指数明显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浆促卵泡激素（ＦＳＨ）和促黄体素生成激素（ＬＨ）水平手术后均明显下
降，睾酮（Ｔ）较术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浆总抗氧化能力（ＴＡＣ）ＩＩ度及 ＩＩＩ度均较
术前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通过显微外科手术可明显改善精
子质量，增强精浆总抗氧化能力水平，并且可明显降低精浆ＦＳＨ和ＬＨ水平，提升睾酮水平。

【关键词】　男性不育；精索静脉曲张；精索静脉结扎术；精浆生殖激素；氧化应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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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ａｎｄ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ｌｅｖｅｌ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
００５），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ｔｏ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ＡＣ）ｏｆＩＩ°ａｎｄＩＩＩ°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ｅ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ｈｉｌｅ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ＦＳＨａｎｄＬＨ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导致男性不育的常见因素
之一，成人男性的发病率约为１５％［１］，约４０％的原发男性不育
及８０％的继发性男性不育因 ＶＣ引起［２３］。目前研究发现，ＶＣ
可致睾丸生精功能异常，导致起精子活力及形态学参数发生改

变，其主要可能与睾丸组织病理学改变、性激素水平异常及氧

化应激等具有相关性［４］，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Ｖ）是目前治疗 ＶＣ的“金标准”［５６］。本研究
通过检测ＶＣ不育患者显微术前、术后精液质量、性激素水平和
氧化应激水平等变化情况，分析它们之间的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病例组共４０例均为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住院
患者，年龄范围龄１５岁～５０，年龄（２８５±５５）岁，单纯左侧曲
张４０例；Ⅱ°曲张２０例，Ⅲ°曲张２０例，婚后性生活无异常，未
避孕未育１年以上，无遗传性疾病及性功能障碍家族史，双侧睾
丸、附睾、输精管等均正常，对比两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４０例手术患者术前查精液常规分析
（参照 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 ５版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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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７］），精浆性激素水平（ＦＳＨ、ＬＨ、Ｔ）和精浆总抗氧化能力
（ＴＣＡ），４０例入组手术患者精索静脉有不同程度增粗、迂曲，乏
氏试验（＋）及阴囊彩色多普勒超声确诊；双侧睾丸体积１２ｍｌ
以上，排除继发性ＶＣ等。
１２　手术设备

蔡司显微镜、手术用显微器械（组织剪、线剪、持针钳、弯

钳、显微镊）及录像系统 、单极或者双机电凝等。

１３　手术步骤
参照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等手术方式［８］，４０例患者手术患者均选取左

侧腹股沟外环下切口，沿皮纹取斜切口约２ｃｍ～３ｃｍ，逐层切开
组织，显露精索后用组织钳提出精索并固定，显微镜下结扎并

切断明显曲张的提睾肌静脉，分离开提睾肌与精索血管，保护

输精管及其脉管系统，橡胶片隔开血管束与输精管。于切口外

充分暴露精索血管束，沿精索走行方向切开精索内筋膜，显微

镜下仔细辨认搏动的动脉，５０丝线结扎所有精索内静脉系统，
保留精索内所有动脉及淋巴管，彻底止血，缝合精索内外筋膜，

还纳精索，逐层缝合切口。

１４　观察指标
术前完善精液质量、性激素水平和氧化应激水平等检查；

于术后６个月复查精液质量、性激素水平和氧化应激水平，精液
质量提高≥２０％被认定为改善［９］。

１５　检测方法
３７℃恒温水浴箱中孵化玻璃容器内患者的精液，完全液化

后，采用 ＷＬＪＹ９０００型精子自动分析仪行精液常规检查，记录
相关指标（如精子密度、精子活率、正常形态率、向前运动百分

比）；用放射免疫技术检测精浆生殖激素指标［Ｔ、ＦＳＨ、ＬＨ］；采
用分光光度比色测定法检测精浆ＴＡＣ含量（Ｕ／Ｌ）表示。
１６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
各组间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的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术后不育患者精液质量改善情况

ＩＩ度、ＩＩＩ度ＶＣ不育患者术后６个月精子浓度、精子活力、
正常形态精子较术前明显改善，精子畸形指数较术前明显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ＷＨＯ第５版标准）。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ＩＩ度、ＩＩＩ度ＶＣ不育患者术前及术后精液质量改善情况比较

分类 例数
术前精液参数

浓度 活力 正常形态 ＳＤＩ

术后６月精液参数

浓度 活力 正常形态 ＳＤＩ

ＩＩ度 ２０ １６２±３７ ３８５±３４ １０３±６２ ２１±１５ ２２１±３３ ５６６±１４２ １７８±８９ １６±０９

ＩＩＩ度 ２０ １３５±３７ ３１６±１３５ ８６±３９ ２９±１６ ２０６±３９ ４７７±１４８ １４９±６７ １９±０９

２２　术后不育患者精浆生殖激素水平变化　
ＩＩ度、ＩＩＩ度 ＶＣ不育患者术后 ６个月精浆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及黄体生成素（ＬＨ）较术前明显降低，睾酮（Ｔ）水平较术

前明显升高（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意义。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ＩＩ度、ＩＩＩ度ＶＣ不育患者术前及术后精浆生殖激素水平比较

分类 例数
手术前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Ｔ（μｇ／Ｌ）

手术后６月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Ｔ（μｇ／Ｌ）

ＩＩ度 ２０ ４７３±０４４ １３１４±４５２ ６８４±１１８ ２６３±０４９ １０８５±２８５ ４８５±１３５

ＩＩＩ度 ２０ ９１４±１７５ ７４４±１０６ ９２８±４２２ ６２５±１３８ ５３９±１０２ １２６±５３５

２３　术后不育患者精浆氧化应激水平变化
ＩＩ度、ＩＩＩ度ＶＣ不育患者术后６个月精浆总抗氧化能力水

平较术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ＩＩ度、ＩＩＩ度ＶＣ不育患者术前及术后精浆总抗氧化能力水平比较

分类 例数
手术前

ＴＡＣ（Ｕ／Ｌ）
手术后６月
ＴＡＣ（Ｕ／Ｌ）

ＩＩ度 ２０ １９７±２３ ３３２±７９

ＩＩＩ度 ２０ １０２±３５ ２８９±８６

#

　讨论
ＶＣ导致男性不育的机制较为复杂，目前认为，ＶＣ导致睾

丸局部温度升高、代谢产物反流、静脉淤积产生的有害物质（血

管活性物质、氧自由基、一氧化氮、缺氧、免疫）可能通过睾丸微

循环共同作用影响睾丸生精功能，进而影响睾丸组织性激素的

分泌，研究证实ＶＣ对男性精子质量损害是持续性的，具有时间
依从性［９］，国内外研究学者证实，手术是治疗 ＶＣ的主要手
段［６］，而显微外科手术是目前的主流手术方式［１０］。

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是一类含氧基团，如
超氧阴离子、过氧化氢、羟自由基、含氮化合物（过氧亚硝基、一

氧化氮）等［１１］，具有较高的活性反，在男性生殖系统中过多的

ＲＯＳ使精子膜的通透性增加，从而使精子运动减弱甚至丧失，
最终导致精子活力下降［１２］，并且可引起精子 ＤＮＡ损伤［１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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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抗氧化能力（ＴＡＣ）表示机体体内抗氧化能力高低的总体水
平，测定精浆ＴＡＣ水平可以反映精浆的总抗氧化能力［１４］。本

课题通过对ＶＣ不育患者术前及术后６月的ＴＡＣ水平检测证实
精索静脉曲张程度越重其ＴＡＣ水平越低，而经过术前及术后６
月的对比研究中发现手术可显著改善 ＶＣ不育患者 ＴＡＣ水平，
且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然而，ＶＣ患者精子质量异常不仅与氧化应激有关，并且与
性激素水平变化具有相关性。有学者研究报道，生殖激素水平

对精子分化启动和维持有调节作用，主要以下丘脑垂体生殖
腺轴为中心，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放素刺激垂体分泌

ＦＳＨ和 ＬＨ。ＦＳＨ使睾丸支持细胞分泌 雄激素集合蛋白

（ＡＢＰ），ＬＨ使得睾丸间质细胞分泌Ｔ，二者相互结合，保证了生
精小管内有较高水平的 Ｔ，刺激精子发生［１５１６］。ＣｈｏｉＷＳ等研
究报道ＶＣ不育患者外周血ＦＳＨ、ＬＨ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明
显升高，而Ｔ水平则显著降低，通过术后对发现外周血ＦＳＨ、ＬＨ
水平较术前降低，而Ｔ水平升高［１７］。本研究通过对 ＩＩ度及 ＩＩＩ
度ＶＣ不育患者术后精浆生殖激素检测结果提示，ＦＳＨ、ＬＨ水平
与术前比较均降低，而 Ｔ水平比手术前有所升高，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总之，ＶＣ引起男性精液参数异常的主要机制仍不明确，而
氧化应激损伤与缺氧损害睾丸支持细胞及间质细胞是目前研

究的主要方向［１８１９］。针对ＶＣ对男性精液质量的影响，国内外
泌尿外科及男科学会仍推荐手术治疗［２０］，本研究结果显示：Ⅲ
度曲张不育患者其精液参数明显较ＩＩ度不育患者差，术后６月
比术前精液参数明显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ＶＣ通过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最终导致精液参数异常，从而
导致男性不育，通过术后与术前精液参数、氧化应激水平及生

殖激素水平对比证实均有不同程度改善，故对有生育要求的ＶＣ
患者，不论其精液参数、生殖激素水平正常与否，均需行手术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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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 ＤＮＡ损伤与精液参数、胚胎发育及早期自然流产
相关性分析
王磊　张小玉　孙娟　赵淑芹　刘诗雅Δ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精子ＤＮＡ完整性与精液参数、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卵胞浆内单精子注
射（ＩＣＳＩ）胚胎发育及早期自然流产的关系。方法：采用改良精子染色质扩散实验（ＳＣＤ）检测１１６０个辅助生
殖技术（ＡＲＴ）周期（８９９对夫妻）中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以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ＦＩ）为参数，将患者分为高
ＤＦＩ组（ＤＦＩ≥２５％）和低ＤＦＩ组（ＤＦＩ＜２５％），根据采用不同的体外受精方式将两组又分为ＩＶＦ亚组和ＩＣＳＩ
亚组，比较组间精液参数、受精率、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分娩率。结果：

精液参数（精液密度、精子活力、正常精子形态率）与ＤＦＩ显著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ＤＦＩ
组中的ＩＶＦ亚组的受精率、分娩率显著高于高ＤＦＩ组，早期流产率显著低于高ＤＦＩ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余各亚组间的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精子ＤＮＡ完整性与精液密度、精子活力、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呈负相关，对ＩＶＦ的受精率、早期流产率
和分娩率有显著影响，故建议在ＤＦＩ≥２５％时，优先考虑ＩＣＳＩ授精。同时建议将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作为辅助
生殖的常规精液指标。

【关键词】　精子ＤＮＡ损伤；精液参数；辅助生殖技术；早期自然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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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ｒａｔｅ，ｅｍｂｒｙｏｒａｔｅ，ｅｍｂｒｙｏ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ｈａｄ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ｅａｒｌ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ｕ
ｒ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ＩＶＦ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Ｉｔｗａ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ｈａｔＩＣＳＩｂｅ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ｗｈｅｎＤＦＩ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２５％．Ａｎｄｔｈｅ
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ａ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ａｓａｒｏｕｔｉｎｅｓｅｍｅ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ｆｏ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ｄａｍａｇｅ；Ｓｐｅｒ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Ｅａｒｌｙ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目前，不孕不育症患者大约占育龄妇女的１０％ ～１５％，近 一半与男性因素有关［１］。目前男性不育症的临床诊断主要依

靠精液常规的各项指标。精液常规的各项指标是目前临床工

作中的男性生育力的主要评估指标。其基本可以反映精子的

密度、质量、活力、活率及运动能力等方面，但精液常规的检测

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受检者的生活状态，检测结果常常波

动较大。因此，有必要探讨其他可反映精子质量的参数。ＤＮＡ
是遗传物质的直接载体，是亲子相传的基础，是精子细胞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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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成分。精子ＤＮＡ损伤可能会导致不孕。精子ＤＮＡ损伤
指数（ＤＦＩ）是反应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的重要指标。本文旨在探
讨精子ＤＦＩ与精液质量（精子密度、活力和形态）参数之间的关
系，及其对卵子受精和胚胎发育、妊娠结局的影响。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与分组
１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枣庄市
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的８９９对夫
妇共１１６０个周期，术前夫妇常规检查，均签署《体外受精胚胎
移植知情同意书》《随访知情同意书》《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

射知情同意书》等知情同意书。入选标准：女方年龄均≤４３岁，
指征为女方输卵管因素或者排卵障碍或者子宫内膜异位症或

者男方少弱精等因素，均采用标准长方案促排卵，新鲜周期移

植患者。排除标准：女方生殖道解剖异常、黄体功能不全、输卵

管积水、子宫内膜病变、免疫性不孕、生殖道感染、染色体异常、

心血管疾病、血液病等全身性疾病及密切接触汞苯铅等有害化

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

１１２　实验分组　根据男方ＤＦＩ指数的大小分为两组：高ＤＦＩ
组：精子ＤＦＩ≥２５％（２８６周期），低ＤＦＩ组：精子ＤＦＩ＜２５％（８７４
周期）；根据体外受精方式的不同将两组又分为 ＩＶＦ亚组（９１７
周期）和ＩＣＳＩ亚组（２４３周期），比较高 ＤＦＩ组 ＩＶＦ亚组（２１６周
期）、高ＤＦＩ组ＩＣＳＩ亚组（７０周期）、低 ＤＦＩ组 ＩＶＦ亚组（７０１周
期）及低ＤＦＩ组ＩＣＳＩ亚组（１７３周期）四组间精液参数、受精率、
卵裂率、可移植胚胎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分

娩率。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精液常规指标分析　男方取精后，液化后测量精液体
积，取１０μｌ加入四仓一次性分析载玻片，放入ＣＡＳＡ系统检查，
记录精子密度及活力（Ａ＋Ｂ级精子百分率）。精子形态采用精
子形态快速染色（ＤｉｆｆＱｕｉｋ法）（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
司）检测正常精子形态百分率。

１２２　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　丈夫禁欲３ｄ～７ｄ，清洁双手后
采用手淫法取精置于无菌杯中，精液液化后进行精子 ＤＦＩ检测
（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试剂盒，广东友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以每１０ｍｌ蒸馏水中加入８０μｌ的变性液配置适当变性液溶液。
１２３　ＳＣＤ法测 ＤＦＩ步骤　①精液以 ＰＢＳ调整精子浓度至
５００～１０００万／ｍｌ；②将３０μｌ低熔点琼脂糖管放入９０℃～１００℃
水浴箱中水浴５ｍｉｎ后取出至３７℃水浴中备用，依次加入３０μｌ
精液样本，混匀；③将琼脂糖精液２０μｌ加到预先经过４℃平衡
过的预处理载玻片上，盖上盖玻片，注意避免产生气泡，放入

４℃冰箱中５ｍｉｎ；④小心划开盖玻片，将载玻片置于配置好的变
性液中室温反应７ｍｉｎ；⑤将载玻片取出后置于裂解液中室温反
应２０ｍｉｎ；⑥将载玻片取出后置于蒸馏水中室温保持５ｍｉｎ，然
后依次于７０％，９０％、１００％的乙醇溶液中室温保持２ｍｉｎ后取
出自然晾干；⑦采用瑞吉染色法染色，以蒸馏水冲洗玻片后自
然晾干；⑧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２００个精子的涂片形态。根据
Ｆｅｒｎáｎｄｅｚ标准分级：ａ大光晕：晕轮≥精子头横径；ｂ中光晕：

介于大小光晕之间；ｃ小光晕：晕轮≤精子头横径１／３；ｄ无光
晕；ｅ退化精子。其中大光晕及中光晕精子为 ＤＮＡ完整精子，
小光晕、无光晕和退化精子为 ＤＮＡ损伤精子。ＤＦＩ＝（小光晕
精子数＋无光晕精子数＋退化精子数）／２００×１００％。
１２４　控制性超促排卵（ＣＯＳ）　所有周期均采用标准长方案
促排卵，月经第３天 ～５天口服避孕药炔雌醇环丙孕酮（达英
３５）（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００００３进口药品注
册证号：Ｈ２００９０５０３），月经周期第２１天每天注射醋酸曲普瑞林
注射液（达必佳）（德国辉凌制药有限公司，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Ｈ２０１００３６５）００５ｍｇ，一般降调１４１６天后，根据女方体重及窦
卵泡数目，及基础血激素水平予促性腺激素（Ｇｎ）促排卵，定期
复查Ｂ超及监测血清雌激素、孕激素、黄体生成素水平，调整药
物剂量，当目标卵泡适宜时，予 ＨＣＧ６０００ＩＵ ～１００００ＩＵ肌肉
注射，３５～３６小时行Ｂ超引导下经阴道取卵，根据男方精子情
况采用常规ＩＶＦ或 ＩＣＳＩ授精，取卵后第３天移植２个 ～３个胚
胎，予黄体支持，移植后１４天查血 ＨＣＧ确定生化妊娠，移植后
２５天常规Ｂ超检查，确定临床妊娠。
１３　观察指标

男方精液常规参数（包括密度、活力、正常形态率），临床指

标（获卵数、临床妊娠率、早期自然流产率、分娩率），实验室指

标（受精率、卵裂率、可用胚胎率、优质胚胎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软件计算各亚组间男女方年龄因素、基础激素水

平、Ｇｎ剂量，Ｇｎ天数，获卵数等指标的均值及标准差，并进行方
差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各亚组间精液常规分析、获
卵数、受精率、卵裂率、可用胚胎率、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

早期自然流产率、分娩率的方差分析，统计学差异在Ｐ＞００５时
认为无差异，在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比较

各亚组间年龄因素、不孕年限，用药剂量，用药天数，周期

平均获卵数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２　精子ＤＦＩ与精液常规的相关性

高ＤＦＩ组中 ＩＣＳＩ亚组的患者精液密度显著低于其他各亚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ＶＦ亚组 Ａ＋Ｂ级精子百
分率显著高于ＩＣＳＩ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
且其中低ＤＦＩ组患者显著高于高 ＤＦＩ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低ＤＦＩ组ＩＶＦ亚组的精子正常百分率显著高于ＩＣ
ＳＩ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亚组组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精子ＤＦＩ与不同ＡＲＴ胚胎发育的相关性

高ＤＦＩ组ＩＣＳＩ／ＩＶＦ亚组、低ＤＦＩ组ＩＣＳＩ／ＩＶＦ亚组患者卵裂
率、可用胚胎率、优质胚胎率、临床妊娠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ＩＶＦ亚组的高 ＤＦＩ组受精率、分娩率显著低于低 ＤＦＩ
组，早期流产率显著高于低ＤＦＩ组，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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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高ＤＦＩ组（ＤＦＩ≥２５％）和低ＤＦＩ组患者基本情况

分组 亚组 周期数 女方年龄（岁） 男方年龄（岁） 女方基础ＦＳＨ 女方基础ＬＨ Ｇｎ剂量（Ｕ） Ｇｎ天数（天） 取卵总数

高ＤＦＩ组 ＩＣＳＩ ７２ ３６７±６６ ３７２±５５ ８９±４７ ５４±３２ ２００７７±７９３９ ８３±２５ ９２±６８

ＩＶＦ ２１６ ３５１±５８ ３６１±５７ ８２±４１ ５４±４２ ２０５８３±７９０．０ ８４±２４ ８５±６２

低ＤＦＩ组 ＩＣＳＩ １９３ ３５６±６２ ３６７±５９ ８４±３７ ５５±４１ ２１３８．０±７０４４ ８６±２１ ８５±６４

ＩＶＦ ６７９ ３４２±６．０ ３４６±５８ ８１±４３ ５７±４１ ２０８８８±６２９５ ８６±２１ ９４±６３

表２　两组患者ＤＦＩ与精液常规分析

分组 亚组 精液密度Ｘ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Ａ＋Ｂ）％ 精子正常百分率％

高ＤＦＩ组 ＩＣＳＩ ５９１±６０８ａ ３０９±２０１ａ ４４±２３ａ

ＩＶＦ ７３３±５５４ａ ４１１±１９７ｂ ５０±２５ａｂ

低ＤＦＩ组 ＩＣＳＩ ５２２±４７５ｂ ３１４±１８７ａ ４５±２４ａ

ＩＶＦ ７８８±５４９ａ ４６０±１８１ｃ ５５±２９ｂ

　　注：同列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同列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标有“ａｂ”的表示，与同列标

有“ａ”和标有“ｂ”的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卵子受精和胚胎发育情况比较

分组 亚组 受精率％ 卵裂率％ 可移胚率％ 优胚率％ 临床妊娠率 早期流产率％ 分娩率％

高ＤＦＩ组 ＩＣＳＩ ８０２±３２３ａ ９７５±９５ａ ４４７±３０４ａ ３２７±２７７ａ ９／２０（４５．０％）ａ １／９（１１％）ａ 　５／９（５６％）ａ

ＩＶＦ ８０８±３２２ａ ９８９±７８ａ ５７２±３４９ａ ３７５±２８７ａ ２３／６３（３６５％）ａ ５／２３（２２％）ｂ ５／２３（２２％）ｂ

低ＤＦＩ组 ＩＣＳＩ ８１．０±２９５ａ ９８５±５６ａ ４９６±３３２ａ ３０５±２８５ａ ２３／４７（４８９％）ａ ３／２３（１３％）ａ １１／２３（４８％）ａ

ＩＶＦ ７２７±３０１ｂ ８３±２４９ａ ５６６±３２６ａ ３７４±２９７ａ ８６／２０９（４１１％）ａ １１／８６（１３％）ａ ４１／８６（４８％）ａ

　　注：同列标有不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同列标有相同小写字母表示组间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精子ＤＮＡ损伤与精液常规分析各参数之间的关系

精子作为父系遗传的载体，其染色质的组成与结构与体细

胞有很大的区别：其一，其核蛋白并非体细胞中的组蛋白，而是

鱼精蛋白；其二，其含有大量的二硫键，染色体高度浓缩保护

ＤＮＡ，防止ＤＮＡ受损。
本研究显示，ＤＮＡ损伤与正常精子形态率显著负相关，而

有研究认为ＤＮＡ损伤可能起源于未完成的细胞凋亡和氧化应
激，但认为氧化应激仅对有缺陷的细胞的 ＤＮＡ造成损伤［１］。

同时，ＤＮＡ损伤与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密度显著负相关，而有
研究显示ＤＮＡ损伤严重的精子的线粒体呼吸代谢功能明显降
低，精子活力减弱［２］，而生精细胞的损伤也有可能造成 ＤＮＡ的
损伤［３］。本研究结果与王晓博、王英俊、Ｍｏｓｋｏｖｔｓｅｖ等［４６］的结

果相符。

３２　精子 ＤＮＡ损伤与 ＡＲＴ周期中卵裂率、可用胚胎率、优质
胚胎率之间的相关性

　　秦文松［７］等人的研究表明ＤＦＩ与卵裂率、胚胎质量无显著
相关性，蒋欢欢［８］等人的研究表明 ＤＦＩ与优胚率、临床妊娠率
无显著相关性，唐亮［９］等人的研究表明 ＤＦＩ与卵裂率、优质胚
胎率、临床妊娠率无显著影响，Ｅｓｂｅｒｔ［１０］等人的研究表明ＤＦＩ与
胚胎利用率、临床妊娠率无统计学差异，这与本研究中 ＤＦＩ与
ＡＲＴ中的卵裂率、可移胚率、优胚率、临床妊娠率无显著相关性
的结果相同。这可能因为是胚胎发育之初仅与卵子的 ＤＮＡ完

整有关，并由母源基因组调控［１１］。

３３　精子ＤＮＡ损伤与辅助生殖技术的结局的相关性
江伟杰［１２］、查钱江［１３］、Ｋｉｓｈｉ［１４］等研究发现精子ＤＦＩ与ＩＶＦ

受精率呈显著负相关，这与本研究的结果相符，这可能因为引

起ＤＮＡ损伤的主要原因是过量活性氧引起氧化应激导致 ＤＮＡ
链断裂和染色质交联［１５］，而过量活性氧同时可引起精子膜脂质

的过氧化，破坏精子膜的流动性和完整性，使精子的活动力、浓

度、畸形率增加，穿透透明带的能力减弱［１６１７］，进而导致 ＩＶＦ的
受精率下降。

Ｂｒａｕｄｅ［１８］及Ｂｏｒｉｎｉ［１９］等认为精子 ＤＮＡ损伤时会激活卵母
细胞的修复机制，可以修复 ＤＮＡ单链的断裂，但如果发生双链
ＤＮＡ断裂，卵母细胞可能会产生“误解”，发生改变胚胎发育的
突变。卵母细胞的修复能力有限，并不能阻止非整倍体的繁

殖［２０］，并且若ＤＦＩ过高，精子ＤＮＡ损伤超过卵母细胞的修复能
力，可能会导致细胞凋亡，或卵母细胞为修复 ＤＮＡ损伤而延迟
自身的分裂，导致胚胎发育异常，最后致使早期流产的发

生［２１２２］。Ｏｓｍａｎ［２３］、Ｓｉｍｏｎ［２４］、Ｖｅｎｄｒｅｌｌ［２５］、Ｙａｎｇ［２６２７］、Ｉｍａｍ［２８］、
Ｋｕｍａｒ［２９］等的研究结果分别直接或间接的显示ＤＦＩ与早期流产
率呈正相关，与妊娠率呈负相关，与本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精子 ＤＮＡ损伤与精子质量（精液常规参数）相
关，当精子ＤＦＩ高时，其精子质量也差（即精子的密度、活力差，
精子畸形率高），同时对ＩＶＦ周期的受精率、早期流产率和分娩
率有一定影响，但对ＩＣＳＩ周期无影响。建议在ＤＦＩ≥２５％时，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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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选择ＩＣＳＩ。同时建议将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作为辅助生殖的常
规精液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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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拉非对中老年男性继发性
ＥＤ的疗效观察
陈肖东１　马刚２　粱金排１　焦艳 ２

１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老年病二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２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生殖中心男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拉非对中老年男性继发性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ＥＤ）的疗效。方法：选取衡水市哈励逊国际和平医院老年病科和男科门诊５５岁以上男性，确诊为继发
性ＥＤ，排除严重心血管疾病病史，且坚持相应治疗半年的７２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 Ａ、Ｂ、Ｃ组。Ａ
组：２８例患者，给予复方玄驹胶囊（口服，３粒／次，ｔｉｄ，２４ｄ一个疗程）＋他达拉非（性交前１～２ｈ，１０ｍｇ～
２０ｍｇ／次）；Ｂ组，２０例患者，单纯给予复方玄驹胶囊（口服，３粒／次，ｔｉｄ，２４ｄ一个疗程）；Ｃ组，２４例患者，单
纯给予希爱力（他达拉非）（性交前１～２ｈ，１０ｍｇ～２０ｍｇ／次）。要求三组患者每７～１１ｄ进行一次性生活，治
疗时间６个月，此间与治疗血脂、血糖的药物至少隔开１ｈ服用，对治疗前后患者的勃起功能采用国际勃起功
能指数问卷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问卷评分进行对比分析，并比较各组患者治疗
后平均分和治疗有效率。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充分知情同意，为其做好隐私保护。结果：治疗半年后，Ａ组患
者的治愈率为８５７％，治疗后ＩＩＥＦ５平均分显著高于Ｂ组和Ｃ组；Ｂ组患者治愈率为６５０％；Ｃ组患者治愈
率７０８％。ＩＩＥＦ５平均评分：Ｂ组＜Ｃ组＜Ａ组。结论：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拉非对中老年男性继发性
ＥＤ的疗效显著好于单纯使用１种药物单用，单用１种药物治疗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关键词】　复方玄驹胶囊；他达拉非；中老年男性；继发性Ｅ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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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各脏器功能会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所以疾病往往会有其多病种性和复杂性［１］，高血压、高

血脂、高血糖、动脉硬化、男性更年期综合征等等慢性病往往会

同时出现［２］，而控制这些疾病的药物有很多会影响到中老年男

性的勃起功能［３］。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和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于此类问题多数人也不再感觉说不出口，能够正确面

对和及时治疗［４］。合理地治疗中老年男性的勃起功能障碍（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要结合中老年男性的身体总体情况，在
治疗和控制多种常见病的同时，规范治疗 ＥＤ，安全、可靠、最大
程度地改善中老年男性的性生活质量，减少其心血管疾病的发

病风险。他达拉非的问世，给许多患有 ＥＤ的男性带来了安全、
有效的方法［５］。如何与祖国医学的中药合理结合使用增强该

药的有效性，或者如何使用该药增加中成药物的效果，值得研

究。本研究针对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拉非对中老年继发性

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效果，探索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配

伍方案，旨在改善中老年继发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性生活

质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１１　入选标准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在我院老年病门诊和男科门
诊就诊的５５岁及以上的男性，排除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病史，据
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
ＩＩＥＦ５）问卷评分在２１分以下，诊断为继发性ＥＤ患者。
１１２　排除标准　治疗观察周期为半年，由于各种原因中途停
药或漏服者予以剔除，未能按时随访填写问卷者予以剔除。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入选和排除标准将入选的７２例患者分为 Ａ、Ｂ、Ｃ组。

Ａ组：２８例患者，给予复方玄驹胶囊（口服，３粒／次，ｔｉｄ，２４ｄ一
个疗程）＋他达拉非（性交前１～２ｈ，１０ｍｇ～２０ｍｇ／次）；Ｂ组，２０
例患者，单纯给予复方玄驹胶囊（口服，３粒／次，ｔｉｄ，２４ｄ一个疗
程）；Ｃ组，２４例患者，单纯给予希爱力（他达拉非）（性交前１～
２ｈ，１０ｍｇ～２０ｍｇ／次），各治疗组用药与治疗血脂、血糖的药物至
少隔开１ｈ服用。所有患者进行研究告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要求所有患者每７～１１ｄ进行一次性生活。记录患者治疗前后
的ＩＩＥＦ５问卷评分，每一个疗程治疗结束日记录一次，观察时
间６个月，记录并计算评分的平均值，比较各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平均分和治疗有效率，分析其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计算分析，计数资料各组
患者治愈率比较采用χ２检验，各组患者ＩＩＥＦ５问卷平均分比较
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７５０％，

治疗前ＩＩＥＦ５问卷总平均分为 １２分，治疗后总平均分为 １９
分；Ａ组患者有效率 ８５７％，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问卷总平均分 １０
分，治疗后总平均分 ２２分；Ｂ组患者有效率 ６５０％，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问卷总平均分１３分，治疗后总平均分１７分；Ｃ组患者
有效率７０８％，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问卷总平均分１２分，治疗后总
平均分１８分。三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问卷评分分布情况详
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后ＩＩＥＦ５问卷评分分布情况［ｎ（％）］

分组 例数
治疗后ＩＩＥＦ５问卷评分（％）

＞２１分 ＜２１分 １２～２１分 ＜１２分　

Ａ组 ２８ ２４（８５７） ４（１４３） ４（１４３） ０（０）

Ｂ组 ２０ １３（６５０） ７（３５０） ５（２５０） ２（１００）

Ｃ组 ２４ １７（７０８） ７（２９２） ５（２０８） ２（８４）

合计 ７２ ５４（７５０） １８（２５．０） １４（１９４） ４（５６）

#

　讨论
中老年男性血液循环变慢、血液粘稠、血管张力减低，性腺

供血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内分泌紊乱、阴茎充血不足，进而导致

勃起功能障碍［６］。同时，中老年男性血糖代谢多有问题，许多

人身患糖尿病而不自知，久而久之影响末梢血管和神经的功能

而引发ＥＤ［７］。复方玄驹胶囊采用玄驹、淫羊藿、枸杞子、蛇床
子等多种中药材［８］，玄驹为君，淫羊藿为辅，调理肾阳，佐以枸

杞子温补肾阴，蛇床子除湿降燥，配伍合理且精妙。此外，该药

锌硒等微量元素含量丰富，与生殖系统中多种脱氢酶活性密切

相关［９］，可以通过下丘脑垂体性腺轴调节性腺的分泌功能，增
加体内可利用游离睾酮浓度和雄激素受体结合力，营养神经末

梢，抑制磷酸二酯酶（ＰＤＥ５）活性，增强ＮＯｃＧＭＰ通路，从而提
高性欲和勃起功能［１０］。此胶囊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维生素，有增

强机体免疫力、安神定志的功效［１１］。但是，由于缺乏辨证和不

足疗程的使用等原因，使得本药的有效率没有发挥到最好的

效果。

他达拉非是环磷酸鸟苷特异性磷酸二酯酶５的选择性、可
逆性抑制剂。性刺激使局部释放 ＮＯ，ＰＤＥ５受到他达拉非的抑
制，使得阴茎海绵体内ｃＧＭＰ水平提高，从而导致阴茎海绵体平
滑肌松弛，血液流入海绵体组织产生勃起，面世以来，其安全性

和可靠性得到了医生和患者的信赖［１２］。但是，由于此药物连续

服用的昂贵，按需服用的不方便性，且有些患者不能承受服药

后的轻微副作用等原因，使得治疗中断而影响治疗的效果。

本研究证实，此２种药物分别使用对中老年男性的继发性
ＥＤ均有一定的治愈率和改善 ＩＩＥＦ５评分水平，但其疗效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这一点和以往的一些相关研究结果一

致［１３１４］。而２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却使治愈率达到了８５７％，比
单独使用任何１种药物均有显著提高；同时，治疗后的 ＩＩＥＦ５
平均分水平也比单独使用任何１种药物有了明显的提高，使得
患者增强了继续治疗的愿望和信心。

性生活的过程，机体神经、循环、运动等各大系统的协调合

作，本身就是对身体各脏器功能的锻炼［１５］。而 ＥＤ的出现往往
是身体机能和心血管功能下降的一个危险信号，及时排查相关

危险因素，对处于人生转折期的中老年男性至关重要［１６］。参与

本研究的患者多反映治疗后精神状态和身体素质比治疗前有

很大改观，这可能也与其心血管功能的改善和勃起功能恢复后

减少的心情抑郁、交际困难、夫妻争吵等因素有关［１７］。因此，门

诊医生遇到此类困惑的中老年男性时，应当及时排查身体，规

律、规范地给予药物治疗，配合合理的饮食作息、体育锻炼，从

而增强中老年男性的心血管功能，改善性生活质量，促进家庭

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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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后患者
性功能及尿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
王康扬１　王震霆２

１文昌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海南文昌 ５７１３００
２海口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后患者性功能及尿流动力学指标的影
响。方法：选取我院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１８０例行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的良性前列腺增生
患者，采用随机化列表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９０例，术中对照组患者不保留膀胱颈，观察组患者保留膀
胱颈完整性，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尿流动力学指标、控尿率以及性功能等相关指标。结果：观
察组的手术时间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的ＩＰＳＳ评分和ＰＶＲ均低于对照组，且观察组的Ｑｍａｘ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控尿率和阴茎勃起功能率高于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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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行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后的患者可以提升控尿率，改善
患者尿流动力学，改善性功能，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膀胱颈；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性功能；尿流动力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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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症是临床常见的男性疾病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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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

生早期表现为尿频尿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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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

量和身体健康［２］。目前临床上主要以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

疗前列腺增生，但不利于患者的控尿功能和性功能的恢复，随

着微创技术的出现和不断改进，临床中已广泛应用等离子前列

腺等离子电切术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临床效果，且术中保留

膀胱颈的完整性对患者的控尿和性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３］。

本研究通过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实施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

中保留膀胱颈完整性，探讨并分析其性功能及尿流动力学指标

的变化。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来文昌市人民医院行等离
子前列腺电切术的良性前列腺增生１８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化列表将患者分为对照组（ｎ＝９０）和观察组（ｎ＝９０），
对照组术中不保留膀胱颈，观察组保留膀胱颈。对照组９０例患
者，年龄范围６０岁～７６岁，年龄（６５１±３６）岁；病程范围３年
～９年，病程（４５±２１）年；术前经 Ｂ超检查前列腺体积范围
４０ｍＬ～１３０ｍＬ，体积（７２２±１０６）ｍＬ；合并尿潴留４１例，糖尿
病２例，前列腺病史３１例。观察组９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６２岁
～７７岁，年龄（６６１±２９）岁；病程范围３年 ～８年，病程（４６
±３１）年；术前经Ｂ超检查前列腺体积范围４１ｍＬ～１３０ｍＬ，体
积（７１８±９７）ｍＬ；合并尿潴留３７例，糖尿病３例，前列腺病史
３２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的年龄均 ＞６５岁；符合良性前列腺增

生症的诊断标准；术前均无尿失禁；药物治疗不佳；所有患者对

本次的治疗方案知情，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

准：心肺功能不全者；膀胱肿瘤患者；精神病患者；合并前列腺

癌患者以及尿路感染患者。

１３　方法
应用材料：采用英国生产的 Ｇｙｒｕｓ等离子体切割系统

（１８０Ｗ电切功率和１００Ｗ电凝功率），选用３０°目镜和Ｆ２７电切
镜外鞘，待３６０°旋转后用生理盐水冲洗，冲洗压力：４０ｃｍＨ２Ｏ
～６０ｃｍＨ２Ｏ。
１３１　观察组观察组所有患者在直视下置入等离子电切镜，所
有手术中的操作均在监视器下进行。首先在患者膀胱颈３点钟
～９点钟方向逆行切除增大的前列腺腺体，在患者膀胱颈５点
钟、７点钟沿着精阜水平方向横切一小横沟直到前列腺外科包
膜，通过电切镜鞘头对一侧前列腺腺体逆推到膀胱颈，逐步切

除中叶和两侧叶，且对膀胱颈不会造成伤害，保留离膀胱颈口

０５ｃｍ处的组织，术中不要切平或切除膀胱颈部的三角区，在止
血后生理盐水对膀胱进行不断冲洗，最终吸出患者组织碎块，

留置常规三腔导尿管。术后冲洗膀胱２天左右，５天～７天后尿
管拔出，并对患者的血常规和电解质进行常规检测，若排尿无

异常即可出院，术后随访６个月。
１３２　对照组对照组所有患者使用和观察组一样的手术方法，
但在术中完全切除或切平膀胱颈部的三角区，术后随访６个月。
１４　观察指标

①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②观察术前和术
后６个月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和尿流动力学；③观察
两组患者术后６个月的控尿率、阴茎勃起功能率及逆行射精率。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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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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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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出血量

对照组的手术时间为（６１２±７６）ｍｉｎ，观察组的手术时间
为（７９２±８５）ｍｉ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的
出血量为（７３１±３０７）ｍＬ，观察组的出血量为（７５８±３０８）
ｍ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比较２组患者手术时间和出血量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对照组 ９０ ６１２±７６ ７３１±３０７

观察组 ９０ ７９２±８５ ７５８±３０８

ｔ值 ２５３８ ０９１５

Ｐ值 ００２３ ０１３１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６个月的 ＩＰＳＳ评分、最大
尿流率（Ｑｍａｘ）和残余尿量（ＰＶＲ）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Ｑｍａｘ和 ＰＶＲ差异不明显，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６个月后，对照组的ＩＰＳＳ评
分、Ｑｍａｘ和 ＰＶＲ均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ＩＰＳＳ评分、Ｑｍａｘ和ＰＶＲ均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治疗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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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比较２组患者治疗前后Ｑｍａｘ、ＰＶＲ和ＩＰＳＳ评分

组别 例数 阶段 Ｑｍａｘ（ｍＬ／ｓ）ＰＶＲ（ｍＬ） ＩＰＳＳ评分（分）

对照组 ９０ 治疗前 ７４±２７ ８８７±３２ ２５６±４８

治疗后 ９２±２２ ２６７±５６ １１７±３４

观察组 ９０ 治疗前 ７５±３５ ８７５±２６ ２５７±５１

治疗后 １５３±４１ １５８±６１ ７８±２６

ｔ值ａ ５１２８ ６２３７ ４９１６

Ｐ值ａ ００１８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２

　　注：表有“ａ”项表示，治疗６个月后对照组和观察组的比较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的控尿率和性功能
观察组的控尿率和阴茎勃起功能率均高于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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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比较２组患者的控尿率和性功能（ｎ，％）

组别 例数 控尿率 阴茎勃起功能率 逆行射精率

对照组 ９０ ６９（７６７％） ６０（６６７％） ８０（８８９％）

观察组 ９０ ８２（９１１％） ８３（９２２％） ４２（４６７％）

χ２值 ５０１８ ８６５７ ６３１５

Ｐ值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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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是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４］，随着人们

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和人口老龄化日渐增多，其发病率随着年

龄的增长逐年上升［５］，医学上有关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机制

研究较多，但其发病原因和机制至今尚不明确［６］。目前临床上

常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来治疗前列腺增生症患者，
但ＴＵＲＰ不易操作，还会降低患者的控尿功能和出血等并发症，
病情严重者会影响患者性功能受到障碍［７］。近年来，患者对该

症治疗效果的要求较高，在改善排尿功能的同时还需保留性功

能，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成为临床上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主要

方法［８］，采用等离子双极技术，具有创伤小、疗效明确的优点，

该手术操作中回路电极和工作电极均在电切环内完成，且用生

理盐水作为导电液体，不会对人体组织造成损伤，经尿道前列

腺等离子电切术的并发症发生率低，且止血效果好等优点，因

而被认为是最佳治疗方式［９］。本研究中，观察组的手术时间较

对照组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术中出血量无明
显增加，两组间的出血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前列腺等离

子电切术能够有效控制患者的术中出血量，对患者的人体组织

损伤较低。

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能够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故能有效

改善患者的性功能，膀胱颈在控尿和性功能方面具有重要的临

床价值［１０］。膀胱颈部肌肉与患者的控尿功能密切相关，前列腺

等离子电切术中不切除膀胱颈，使膀胱内括约肌功能不受损

坏，降低尿道吻合口狭窄的机率，有利于促进术后控尿功能的

恢复［１１］。传统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在切除增生腺体时，将

膀胱颈口修平甚至稍低于三角区，这样易使组织碎片冲入膀胱

内，损伤了膀胱颈，在术中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显著减少了前

列腺部尿道阻力，增加了术后排尿顺畅程度［１２］。术后排尿功能

障碍是前列腺切除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患者的

生活质量［１３］，排尿系统与尿道内、外括约肌和膀胱逼尿肌等相

关，该方法是在膀胱肌纤维转变为前列腺尿道处保留膀胱颈，

切除增生腺体，对排尿无影响或者增生腺体不明显的情况不处

理，如果增生明显则稍微切平，近膀胱颈口 ０５ｃｍ处保留组
织［１４］。本研究中，行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保留完整膀胱颈，在

一定程度上控制术中出血量，观察组的 Ｑｍａｘ高于对照组，且
ＰＶＲ和ＩＰＳＳ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证实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中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有助
于患者控尿功能的恢复。

膀胱颈的生理功能直接影响着患者的性功能，术中保留膀

胱颈的完整性，利用膀胱颈关闭前列腺包膜和组织，将精液排

出体外［１５］，不易损伤勃起神经；有利于早期控尿，减少尿道膀胱

刺激；术中保留膀胱颈，尿道膀胱吻合，可有效控制术中出血

量，减少手术时间；保留患者的膀胱颈部完整性亦可减少精液

逆流的可能性［１６］。行电切术是不会损伤到前列腺包膜外组织，

这是因为其热渗透性较低，且电流无需通过患者身体，术中保

留了膀胱颈组织的完整性，且在术后进行冲洗，保护前列腺尖

部的勃起神经，提高患者的阴茎勃起功能率和降低逆向射精率

的可能［１７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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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证
实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对前列腺包膜外的勃起神经造成的影

响不太大，保护了患者的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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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后患

者性功能及尿流动力学指标的应用效果显著，可以有效地指导

临床使用。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中保留膀胱颈完整性能够有

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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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改善患者的性功能和控尿系统，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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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那司提联合坦洛新应用于非细菌性前列腺炎
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性功能的影响研究
王磊　么安亮　曹凤宏　张小军　张立国　张金存　康绍叁Δ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非那司提联合坦洛新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效果以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接受药物治疗的非
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０４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５２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盐酸坦洛新口服，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非那司提口服。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进行评估，对治疗效果和治疗前后

性功能、尿动力学进行评价。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达９８１％，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８６５％，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 ＣＰＳＩ、ＩＩＥＦ５、ＭＦＲ和 ＲＶＵ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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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ＣＰＳＩ得分和ＲＶＵ均有所降低，ＩＩＥＦ５得分和ＭＦＲ均有所升高，但观察
组ＣＰＳＩ得分和ＲＶＵ低于对照组，ＭＦＲ高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ＩＩＥＦ
５得分差别不大，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非那司提联合坦洛新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可以
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性功能，与单纯使用坦洛新相比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关键词】　非那司提；坦洛新；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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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ｏｒａｌ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ｏｒａｌ，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ｐｈｅｎａｃｅｔｉｎｏｒａｌ．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８．１％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８６．５％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ＰＳＩ，ＩＩＥＦ５，ＭＦＲａｎｄＲＶＵ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ＣＰＳＩａｎｄＲＶＵｗｅ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５ａｎｄＭＦＲ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ｕｔｔｈｅ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ＲＶＵ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ｌｌ
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ＩＩＥＦ５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ｗｉｔｈｐｈｅｎａｃｅｔ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ａｍｓｕｌａｐｉｎｅ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ｕｓｅｏｆ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ａｌｏｎ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ｈｅｎａｃｅｔｉｎ；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慢性前列腺炎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且多为无菌性炎
症，病因不明，可能与患者的情绪、生活方式等有关，可以表现

为盆骨区域疼痛以及尿频、尿急、尿痛、夜尿增多等，具有迁延

不愈、容易复发等特点［１２］，给患者的身心带来严重负担。本文

对部分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采用非那司提联合坦洛新进行

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我院接受药物治疗的非
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１０４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组顺序编
号，采用数字随机表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２
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８岁，年龄（２８７２±２１９）
岁；病程范围４～１２个月，病程（６２８±１５２）个月。对照组患
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７岁，年龄（２８６８±２２４）岁；病程范围４
～１２个月，病程（６３１±１５９）个月。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
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该研究已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纳入标准［３］：①符合非细菌性前列腺炎诊断标准；②伴有
性欲低下、勃起障碍或者早泄等性功能障碍者；③患前列腺炎
前无性功能障碍；④治疗前２周内未使用其他方式进行治疗者；
⑤前列腺液细菌培养阴性者；⑥了解治疗目的、效果和后果，自
愿接受治疗者，并已签订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３］：①年龄 ＜２０岁或 ＞４０岁；②患有尿道肿瘤、

尿道狭窄、尿道结石、前列腺肿瘤或者其他可能影响排尿功能的

尿道疾病；③患有精神系统疾病及其他疾病而不能配合检查
者；④其他原因引起的性功能障碍者；⑤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
病和其他系统严重原发疾病者；⑥资料不完整、未遵医嘱用药
或复查者。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盐酸坦洛新缓释片［厂家：安斯泰来制药

（中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６８１］口服，每天１次，每次
０２ｍｇ，于晚餐后服用。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基础上
给予非那司提（厂家：杭州默沙东制药有限公司，进口药品注册

证号：Ｈ２０１１０４８５）口服，每晚１次，餐前餐后均可。两组患者均
以１５ｄ为一个治疗疗程，连续治疗２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进行评估，对治疗效果和治疗前后

性功能、尿动力学进行评价。

１３１　治疗效果［４］　采用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ＣＰＳＩ）结合前列
腺液检查对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价。以患者临床症状消失，前

列腺液镜检白细胞计数 ＜１０个／ＨＰ，卵磷脂小体计数 ＞（＋＋
＋）／ＨＰ，ＮＩＨＣＰＳＩ得分减少 ＞９０％为治愈；以临床症状几乎消
失，前列腺液镜检白细胞计数和卵磷脂小体计数均明显改善，

但尚未正常，ＮＩＨＣＰＳＩ得分减少（７０～８０％）为显效；以患者临
床症状、前列腺液镜检各指标均有改善，ＮＩＨＣＰＳＩ得分减少（３０
～６９％）为有效；以患者临床症状、前列腺液镜检各指标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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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加重，ＮＩＨＣＰＩＳ得分减少 ＜３０％，甚至增加为无效。以临
床治愈、显效、有效为总有效。

１３２　性功能评价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评分表（ＩＩＥＦ５）
对患者的性功能进行评价。

１３３　尿动力学评价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最大尿流率
（ＭＦＲ）和残尿（ＲＶＵ）进行测定。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有所不同，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８１％）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８６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５２ ２０（３８５）１９（３６５）１２（２３１） １（１９） ５１（９８１）

对照组 ５２ １１（２１２）１７（３２７）１７（３２７）７（１３５） ４５（８６５）

χ２值 ３２７８ ０１７０ １１９５ ４８７５ ４８７５

Ｐ值 ００７０ ０６８０ ０２７４ ０２７２ ０２７２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ＰＳＩ和ＩＩＥＦ５得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ＣＰＳＩ和ＩＩＥＦ５得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的ＣＰＳＩ得分均降低，ＩＩＥＦ５
得分均升高，但观察组 ＣＰＳＩ得分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ＰＳＩ和ＩＩＥＦ５得分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ｔ值 Ｐ值

治疗后

观察组 对照组 ｔ值 Ｐ值

ＣＰＳＩ １５４１±１２２ １５３８±１１５ ０１２９ ０８９８ １１３４±１０７ １３０５±０７２ ９５６１ ００００

ＩＩＥＦ５ １１３５±１２４ １１３２±１１８ ０１２６ ０９００ １６７４±１５１ １６２７±１３３ １６８４ ００９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动力学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ＭＦＲ和 ＲＶＵ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ＭＦＲ均有所升高，ＲＶＵ均有

所降低，但观察组 ＭＦＲ高于对照组，ＲＶＵ低于对照组，两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尿动力学比较（珋ｘ±ｓ）

项目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ｔ值 Ｐ值

治疗后

观察组 对照组 ｔ值 Ｐ值

ＭＦＲ １２４４±１１０ １２３７±１０２ ０３３６ ０７３７ １７６２±１０４ １５３８±０９８ １１３０４ ００００

ＲＶＵ ２０３５±１７７ ２０２４±１９８ ０２９９ ０７６６ ６３３±０４８ １０１３±０５９ ３６０２７ ００００

#

　讨论
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是临床中一种常见的前列腺炎综合征，

由于对前列腺液进行细菌培养或者其他方式的检查均未能获

得致病菌而得名，但是在检查的过程中却能够观察到数量异常

的炎症细胞［５６］。其发病原因尚不明确，有观点认为可能与性

生活无规律、长时间处于坐位或骑车等导致盆腔和前列腺充血

有关。患者可以表现为不同程度的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尿线

分叉，阴囊潮湿、下腹会阴胀痛以及性和生殖功能障碍等，在给

患者带来躯体不适的同时也往往造成其心理负担，严重影响生

活质量［７８］。

坦洛新是一种竞争性α１受体阻滞剂，具有较高的选择性，
特别是对α１Ａ受体亲和力尤其高［９１０］。给予非细菌性前列腺

炎患者口服坦洛新，既可以使尿道内压降低，从而减少尿液返

流，避免对前列腺造成化学刺激，也可以松弛位于前列腺、膀胱

颈和后尿道的平滑肌，从而改善排尿症状［１１］。此外，坦洛新还

可以阻断位于Ｓ１４脊髓射精中枢的肾上腺素能α受体，松弛位
于精囊、输精管、前列腺和尿道的平滑肌，减少蠕动，延长射精

潜伏期［１２１３］。本研究中使用坦洛新治疗的对照组患者，其前列

腺炎症状评分、性功能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且患者的最

大尿流率和残尿量也有明显改善。但是，对患者的治疗效果进

行评价时发现，其有效率仅为８６５％。
５α还原酶还会促使睾酮不可逆的代谢成为更为强效的双

氢睾酮，而后者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１４１５］。非那司提作为竞争性５α还原酶抑制剂，可以有效地
缩小已经增大的前列腺，改善由于前列腺良性增生而导致的临

床症状［１６１７］。同时，非那司提对于前列腺内Ｂｃｌ１２的表达具有
降低作用，可以减轻前列腺炎症反应。本研究在坦洛新治疗的

基础上同时给予非那司提进行治疗的患者，其ＣＰＩＳ得分和尿动
力学各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且比单纯使用坦洛新的患者

改善更为明显，总有效率高达９８１％，明显高于单纯使用坦洛
新的患者。由于非那司提对雄激素受体没有亲和力，对血浆内

睾酮水平影响不大，对性功能的影响很小［１８］，因此，虽然联合用

药的患者性功能比治疗前也有所提高，但是与单独使用坦洛新

的患者相比并无显著差异。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２３　　　·

综上所述，非那司提联合坦洛新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可

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性功能，与单纯使用坦洛新相比

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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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的
效果
李建△　陈爽　王强　李守燕　朱秀波
泸州市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的效果。方法：对泸州市中医
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８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依据治疗方法将
这些患者分为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组（联合治疗组，ｎ＝４０）和单独微波治疗组（单独治疗组，ｎ＝４０）两
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临床疗效、性生活质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疼痛或不适、排

尿异常、生活质量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的总
有效率９００％（３６／４０）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７２５％（２９／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欲、性唤
起、性高潮、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接受度、性关系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性行为症状发生比例评分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慢性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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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炎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的效果较单独微波治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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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是男性的多发病，在临床较为常见，具有较
为复杂的病因，近年来，其发病率日益提升［１］。微波治疗是临

床通常采用的治疗方法，但是其单独应用并无法取得理想的治

疗效果，同时患者治疗后具有较高的复发几率［２］。本研究对泸

州市中医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８０例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与单独微波治疗的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泸州市中医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８０
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

有患者均符合慢性前列腺炎的诊断标准［３］，均对本研究均知情

同意；排除标准：将有神经系统病变、直肠肿瘤病史、经尿道手

术病史、近半年内有泌尿系统感染病史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

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组（联合治

疗组，ｎ＝４０）和单独微波治疗组（单独治疗组，ｎ＝４０）两组。联
合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５８岁，年龄（３８５±６３）岁；病
程范围５个月～１２年，病程（２２±０４）年。单独治疗组患者年
龄范围２０岁～５８岁，年龄（３９２±６５）岁；病程范围６个月 ～
１２年，病程（２５±０６）年。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单独微波治疗，应用天津施耐德公司

生产的ＴＢ１Ｄ型微波治疗仪，将探头功率调节为 ４０Ｗ～
５５Ｗ，用橡胶套覆盖探头后在患者阴部前列腺患处投影部位放
置给予患者微波治疗，每次１ｈ，每天１次，１个月为１个疗程。
如果患者有前列腺痛，则给予其微波理疗治疗；联合治疗组患

者接受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让患者外用广东一方制药有

限公司生产的免煎中药水蛭蜈蚣栓，具体药方为：水蛭６ｇ，蜈蚣
２条，将２ｍｌ水加入其中混匀将栓剂制作出来，每枚１０ｇ，常温下
阴干备用，晚间入睡前向肛门内３ｃｍ～５ｃｍ纳入后给予患者微

波治疗，方法同上，每天１次，１个月为１个疗程。治疗期间督
促患者忌食用辛辣刺激食物、饮酒、其他前列腺炎治疗药物及

方法。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依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前列腺炎症

状问卷（ＣＰＳＩ）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积分进行评定，内容包括
疼痛或不适、排尿异常、生活质量三项，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

的临床症状逐渐改善［４］。同时，应用性功能评估量表对两组患

者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评定，内容包括性欲、性行为症状、性高

潮、性生活频率等，随着评分的提升，患者的性生活质量逐渐

提升［５］。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降低率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评

定，计算方法为治疗前后积分之差与治疗前积分的百分率，０～
２５％、２６％～５９％、６０％ ～８９％、９０％ ～１００％分别评定为无效、
有效、显效、临床治愈［６］。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用（珋ｘ±ｓ）表示两组患者的临

床症状、性生活质量等计量资料，用 ｔ检验组间比较；用率（％）
表示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组间比较，检
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疼痛或不适、排尿异常、生活质量评分

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疼痛或不适、排尿异常、生活质量
评分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疼痛或不适、排尿异常、生活质量评分

及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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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积分变化情况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ｎ 时间 疼痛或不适 排尿异常 生活质量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

联合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０９±４０ ７０±２３ ８４±２６ ２５６±２４

治疗后 ２７±１５ａｂ ３１±１９ａｂ ２４±１８ａｂ １１９±２２ａｂ

单独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１３±１９ ７６±３７ ８４±２２ ２５４±７５

治疗后 ７６±１１ａ ５２±１３ａ ６１±１９ａ １５７±５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００％（３６／４０）显著高于

单独治疗组７２５％（２９／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ｎ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治疗组 ４０１０（２５０）２０（５００）６（１５０） ４（１００）３６（９００）ａ

单独治疗组 ４０ ５（１２５）１６（４００）８（２００）１１（２７５）２９（７２５）

χ２值 １１１４

Ｐ值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生活频率、性

生活接受度、性关系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行为症状发生比例评分均显著低于
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
欲、性唤起、性高潮、性生活频率、性生活接受度、性关系满意

度、性行为症状发生比例评分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生活
频率、性生活接受度、性关系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行为症状发生比例评分
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生活质量变化情况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
　　　时间

联合治疗组（ｎ＝４０）

治疗前 治疗后

单独治疗组（ｎ＝４０）

治疗前 治疗后

性欲 ２０７±２２ ２２３±２１ａｂ ２０４±２５ ２１４±２３ａ

性唤起 ２６±０７ ３２±０８ａｂ ２７±０８ ３０±０８ａ

性高潮 ７０±２２ ９２±２１ａｂ ７７±３８ ８２±３６ａ

性生活频率 １２１±２１ １５１±２０ａｂ １２３±２１ １４０±２１ａ

性生活接受度 ７１±１７ ９１±１５ａｂ ７４±１６ ８３±１４ａ

性关系满意度 ８１±２０ １０１±２４ａｂ ８７±２６ ９８±２４ａ

性行为症状发生比例 １７２±３８ １１１±３６ａｂ １７３±２１ １４５±２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中医认为［７］，慢性前列腺炎归属于“淋症”、“精浊”等范畴，

青壮年男性是慢性前列腺炎的高发人群，在前列腺炎的治疗

中，中医整体结合局部辩证治疗优势及特色显著。水蛭蜈蚣栓

中水蛭的主要功效为破血逐瘀，为排出淤浊痰湿提供良好的前

提条件，将前列腺腺小管疏通，对气血运行进行改善［８］；蜈蚣具

有最强的走串之力，主要功效为活血祛瘀止痛，能够对患者的

前列腺局部血液流变学特征进行改善，促进血液粘稠度的降

低，对血液循环进行改善，软化纤维组织，促进前列腺充血的减

少，为炎症病灶吸收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逐渐消退炎症，消除

各种症状，特别是能够在极大程度上减轻患者会阴及腰骶部胀

痛症状或将其消除，从而使患者顺利排泄炎性分泌物，有效改

善前列腺炎症，逐渐恢复腺体功能，最终达到促进患者生活质

量显著提升的目的［９］。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０１３］，在慢性前列腺

炎的治疗中，水蛭蜈蚣栓一方面能够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另

一方面还能够改善患者的客观指标等。

　　微波治疗属于一种微创治疗方法，其主要作用为镇痛、消

炎、杀菌，为创口愈合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途径为将电磁波发

射出去非接触性高温加热病灶，在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中，其

临床效果令人满意［１４１６］。但是，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７１８］，在慢

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中，微波疗法联合用药治疗策略能够促进临

床效果的有效提升。本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疼痛

或不适、排尿异常、生活质量评分及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
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的总有效率
９００％（３６／４０）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７２５％（２９／４０），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性生活频率、性
生活接受度、性关系满意度评分均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行为症状发生比例评分显著低
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
学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

微波治疗较单独微波治疗更能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

对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及性生活质量。

总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的

效果较单独微波治疗好，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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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９）

【第一作者简介】郭晔（１９７７—），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疾病的临床诊治
Δ【通讯作者】杜云（１９７９—）女，副主任护士，Ｅｍａｉｌ：１８８２９１１９６＠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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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治疗
效果探究
郭晔１　杜云２Δ

１神木市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３９９
２西北妇女儿童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　要】　目的：探究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
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神木市医院和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进行诊治的早期子宫内膜患者１２０例，均经医院病理
诊断室确诊为早期子宫内膜癌，依据患者选择的手术方式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研究组
患者均采用全子宫加双附件术，对照组的患者给予广泛性子宫切除术，观察两组患者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消

耗时间及住院时间等情况。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发生感染、尿潴留及淋巴囊肿等并发症的发生情况及比较两

组患者在２年多内的复发及生存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在术后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生均要明显低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１００％。而对照组为
２６７％，研究组要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复发６例，复发率为
１００％，生存例数５６例，生存率为９３３％。对照组患者复发４例，复发率为６７％，生存例数５２例，生存率
为８６７％。两组之间在复发率及生存率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全子宫加双附件
切除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患者能够有效的减少患者术中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及降低患者术后相关并发症

的发生，有着很高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关键词】　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早期；子宫内膜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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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ｕｔｅｒｉ）是目前临床上妇
科较为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子宫内膜癌可发生与任何

的年龄段，平均年龄５５岁左右，高峰年龄范围５５岁 ～６０岁，其
中５０％～７０％在妇女绝经后起病［１３］。相关文献指出，对于子

宫内膜癌的真正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十分明确，其可能多发生

于未婚、未育及少育者，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女性子宫内膜接

受雌激素刺激时间较长有关。研究证实，全世界每年约有１４万
的女性人群成为新发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每年死亡人数大约在

４２万例，其死亡率仅次于卵巢癌和宫颈癌之后，对于女性患者
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４６］。采用手术治疗对于早期宫

颈癌患者的预后有着重要意义，但目前临床上对于其手术方式

的选择还存在一定的争议，本次临床研究采用对比分析法探究

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治疗效果，旨

在为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①经医院病理诊断室确诊为早期子宫内膜癌；②无
严重心扉系统疾病，可耐受手术治疗；③患者无其他肿瘤；排除标
准：①伴有传染性疾病者；②拒绝入组进行研究。选择２０１２年３月
至２０１５年６月在神木市医院和西北妇女儿童医院进行诊治的早期
子宫内膜患者１２０例，依据患者选择的手术方式将其分为研究组和
对照组，每组各６０例，研究组患者６０例，年龄范围２８岁～６７岁，年
龄（４８３±９２）岁，分娩次数范围１次 ～３次，分娩次数（１３７±
０３２）次，其中肿瘤分期中Ⅰａ期３１例、Ⅰｂ期１８例、Ⅰｃ期１１例。对
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９岁～６５岁，年龄（４７９±１０１）岁，分娩次数范
围１次～３次，分娩次数（１５１±０３５）次，其中肿瘤分期中Ⅰａ期２８
例、Ⅰｂ期１９例、Ⅰｃ期１３例，两组患者在年龄、分娩次数及肿瘤分期
等基线资料上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患者或患者家属均签订相关知情同意书，以上研究均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查、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均采用全子宫加双附件术。①麻醉方式：全身

麻醉；②体位：患者均采取仰卧位，托举患者子宫；③手术过程：
对患者的子宫韧带分别切除掉结扎血管，再将患者的子宫进行

切除，对于部分患者要求保留卵巢时。可依据患者的病情给予

保留一侧卵巢。对照组的患者给予广泛性子宫切除术，是在研

究组切除子宫的基础上再切除患者的阔韧带、圆韧带及解剖输

尿道隧道，切除患者的宫骶韧带和主韧带。以上两组患者术后

均给予抗炎、补液、止血、清洁伤口换药等一般常规对症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详细记录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消耗时间及住院时间

等情况。观察两组患者术后发生感染、尿潴留及淋巴囊肿等并

发症的发生情况。对两组患者均给予定期电话、门诊等随访调

查，比较两组患者在２年多内的复发及生存情况。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计数资料χ２

表示，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等情况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在术后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住院时

间生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在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等情况上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术中出血量（ｍｌ） 手术时间（ｍｉｎ） 住院时间（ｄ）

研究组（６０） １５８３±２５２ ６４７±５８ １２５±２４

对照组（６０） ４９８５±２６４ １３２４±１５７ ２０６±３７

ｔ值 １３３４ ５５７ ４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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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在术后相关并发症上的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在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为１００％。

而对照组为２６７％，研究组要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在术后相关并发症上的比较（ｎ，％）

组别 切口感染 尿道感染 尿潴留 淋巴囊肿 合计

研究组（６０） １（１７） ３（５０） １（１７） １（１７） ６（１００）

对照组（６０） ４（６７） ５（８３） ４（６７） ３（５０） １６（２６７）

２３　两组患者在术后复发率及生存率上的比较
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复发６例，复发率为１００％，生存例

数５６例，生存率为 ９３３％。对照组患者复发 ４例，复发率为
６７％，生存例数５２例，生存率为８６７％。两组之间在复发率
及生存率上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３　两组患者在术后复发率及生存率上的比较（ｎ，％）

组别 复发例数 生存例数

研究组（６０） ６（１００） ５６（９３３）

对照组（６０） ４（６７） ５２（８６７）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上皮组织恶性肿瘤的一种，是目前临床较为

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子宫内膜癌其主要以腹部的包块

和同侧下肢的水肿、月经不调、阴道不规则的出血及阴道排液

等为相关临床症状，缺乏一定的特异性，使得与其他妇科疾病

难以区分，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７９］。相关文献报道，近

年来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而目前

临床上对于子宫内膜癌的治疗主要采取手术治疗的方式，但对

于采用哪一种手术方式目前临床上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尚无一

个统一的标准［１０１２］。因此本次临床研究旨在分析早期子宫内

膜癌患者的手术治疗方式，为临床医师在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

的手术选择上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本次临床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采用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

的患者在术后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生均要明显低于对照组

采用广泛性子宫切除术的患者，但两组之间在复发率及生存率上比

较不存在差异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采用全子宫切除加双附

加切除术对于减少子宫内膜早期患者术中的出血量、减少手术时间

及在降低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率上要明显优于对照组采用广泛

性子宫切除术的患者。分析其可能与以下原因有关，采用广泛性全

子宫切除术切除的范围要广，因此造成患者出血量和手术时间的增

加，对患者造成的伤害相对较大，而利用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

患者切除的范围相对较小，所用的手术时间相对较短，出血量也相

对较少，对于降低患者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改善患者预后、提高

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甚至提高患者术后生存率都有着一定的临床意

义［１３１５］。由于子宫内膜癌大部分均为腺癌，其对于放射治疗往往

不敏感，目前临床上对于早期子宫内膜患者的治疗主要依据患者的

年龄、病变程度、病变组织类型选择对应的手术方式为主［１６１７］。对

于早期子宫内膜患者采用采用全子宫加附件切除术其手术切除的

范围已经达到了临床医学对于肿瘤切除的要求，而采用广泛性子宫

切除范围对于患者造成的损害要大很多，不仅不利于提高患者术后

的生存率，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延误患者后续的进一步治疗，这

也与本次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１８１９］。

综上所述，采用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

患者与采用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的患者相比，其能够有效的减

少早期子宫内膜患者术中的出血量，减少手术所有的时间及还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者术后相关并发症的发生，有着很高

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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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与宫颈癌治疗前后指标的变化
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林琳１

!

　葛新苗２　李冬雷３

１唐山弘慈医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１２
２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产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３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肿瘤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血浆Ｄ二聚体水平与宫颈癌治疗前后指标的变化情况及其临床意义。方法：对
唐山弘慈医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４０例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这些患者
作为宫颈癌组，另选取唐山弘慈医院同期收治的４０例宫颈良性病变患者作为良性组，选取唐山弘慈医院同
期接收的４０例健康体检人员为对照组，对三组人员术前的 Ｄ二聚体水平、阳性情况、宫颈癌组不同临床分
期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变化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宫颈癌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
平显著高于良性组、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良性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又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癌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率５００％（２０／４０）
显著高于良性组１２５％（５／４０）、对照组０（０／４０），而良性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率又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癌组患者手术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显著低于手术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Ⅰ期、Ⅱａ期、Ⅱｂ期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均逐渐提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可能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对宫颈癌临床分期及
手术预后的判断。

【关键词】　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宫颈癌；治疗前后变化情况；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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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
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Ｈｏｎｇｃｉ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ｓｅ４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ｒｅｇａｒｄｅｄａ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ｂｅｎｉｇ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ｂｅｎｉｇ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ｖｅｒ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ＤＤｉｍ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
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５０．０％，２０／４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ｇｒｏｕｐ（１２．５％，５／４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０％，０／４０），ａｎｄｔｈｅＤ
Ｄｉｍ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
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
ｓｔａｇｅＩ，ｓｔａｇｅＩＩＡ，ｓｔａｇｅＩＩＢ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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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ｍａｙ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ｔａｇｉｎｇ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ｓｍａＤＤｉｍｅｒｌｅｖｅ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在临床较为常见，在女性恶性肿
瘤中，其发病率位居第二位，而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其发病率位

居第７位［１］。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率在人们不断改变的饮食

习惯及生活环境等的作用下日益提升［２］。在早期宫颈癌的治

疗中，手术是临床的首选方法，但是目前，临床还没有统一如何

在术前评估手术预后，从而促进临床疗效及生存质量的有效提

升［３］。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４］，恶性肿瘤严重程度对血浆Ｄ二聚
体水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血浆 Ｄ二聚体
水平与宫颈癌治疗前后指标的变化情况及其临床意义，现报道

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唐山弘慈医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４０例
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准：所有患者

均接受手术治疗，均经手术病理证实为宫颈癌；排除标准：将

其他恶性肿瘤、冠心病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范围３１岁
～７０岁，年龄（４７２±７５）岁。在临床分期方面，１６例为Ⅰ
期，１５例为Ⅱａ期，９例为Ⅱｂ期；在肿瘤直径方面，１８例 ＞
４ｃｍ，２２例≤４ｃｍ；在绝经情况方面，１３例患者是，２７例患者
否；在淋巴结转移方面，１１例患者有，２９例患者无。将这些患
者作为宫颈癌组，另选取唐山弘慈医院同期收治的４０例宫颈
良性病变患者作为良性组，所有患者均经手术病理证实为宫

颈肌瘤、息肉等宫颈良性病变，均知情同意。患者年龄范围２８
岁～６８岁，年龄（４６３±７７）岁。选取唐山弘慈医院同期接
收的４０例健康体检人员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３０岁 ～６６岁，年
龄（４６７±７０）岁。三组人员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
许可。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给予宫颈癌组患者子宫广泛切除术（切除
范围为全子宫、病灶外３ｃｍ以上、阴道壁至少３ｃｍ以上）、改良
子宫广泛切除术（保留盆腔自主神经，切除整个子宫，建议某

些宫颈癌患者在切除子宫的同时，一并切除周围的部分组织

以及部分盆腔的淋巴结）、扩大的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开耻

骨宫颈韧带，向外侧推开输尿管，切除全子宫），在对术式进行

选取的过程中严格依据患者的病变程度，如果患者处于Ⅱ期，
则在术前对其进行化疗；给予良性组患者相应宫颈病变电切

治疗。

１２２　检测方法　手术前后分别应用 ＶＩＤＡＳ免疫分析仪，运
用定量全自动ＥＬＩＳＡ法检测三组人员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阳
性标准为在０２μｇ／ｍｌ以上［５］。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采用标准方差（珋ｘ±ｓ）来表示

三组人员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等计量资料，用ｔ检验组间比较；
采用率（％）表示三组人员的血浆 Ｄ二聚体阳性情况等计数资
料，用χ２检验组间比较，检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三组人员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良性组、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良性组患者术前
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又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人员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Ｄ二聚体（μｇ／ｍｌ）

宫颈癌组 ４０ ０４８±０２４ａｂ

良性组　 ４０ ０２２±０１５ｂ

对照组　 ４０ ０１０±００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良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人员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情况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率５００％（２０／４０）

显著高于良性组１２５％（５／４０）、对照组０（０／４０），而良性组患
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率又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人员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阳性

宫颈癌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ａｂ

良性组　 ４０ ５（１２５）ｂ

对照组　 ４０ ０（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良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宫颈癌组不同临床分期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
平变化情况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手术后的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显著低于手术
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Ⅰ期、Ⅱａ期、Ⅱｂ期
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均逐渐提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３１　　　·

表３　宫颈癌组不同临床分期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浆 Ｄ二聚体水平变化
情况比较（珋ｘ±ｓ）

临床分期 例数 时间 Ｄ二聚体（μｇ／ｍｌ）

宫颈癌组 ４０ 手术前 ０４８±０２４

手术后 ０２８±０１２ａ

Ⅰ期 １６ 手术前 ０２７±０１３ｂｃ

手术后 ０１５±００８ａｂｃ

Ⅱａ期 １５ 手术前 ０３５±０１７ｃ

手术后 ０２３±０１０ｂｃ

Ⅱｂ期 ９ 手术前 ０５６±０２０ｂ

手术后 ０４８±０２２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Ⅱａ期患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Ⅱｂ期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血浆Ｄ二聚体属于一种特异性降解产物，产生途径为纤维

溶解酶水解、活化因子交联纤维蛋白单体，其水平提升主要能

够将继发纤溶亢进及高凝状态反映出来，在体内纤溶亢进及高

凝状态的判断中，Ｄ二聚体水平可以作为一项分子水平标志
物［６］。Ｄ二聚体的特异性并不只表现在某一疾病中，还表现在
纤溶及凝血过程疾病中，因此在临床检验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７］。有纤溶及促凝活性的成分存在于恶性肿瘤患者癌组织

中，同时通常情况下具有相关异常病理反应，这就造成患者具

有显著较高的Ｄ二聚体水平［８］。本研究结果表明，宫颈癌组患

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显著高于良性组、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良性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水
平又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癌
组患者术前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率５００％（２０／４０）显著高于良
性组１２５％（５／４０）、对照组０（０／４０），而良性组患者术前的血
浆Ｄ二聚体阳性率又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和其他良性宫颈病变相比，Ｄ二聚体对宫颈癌
的敏感性更高。肿瘤患者机体有高凝状态及纤溶亢进表现，其

恶性程度对其表达程度造成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相关医学

学者认为［９］，其产生机制为正常细胞在癌细胞黏附、坏死等的

情况下坏死，将促凝血物质释放出来，同时癌细胞将大量纤维

蛋白原激活物分泌出来，加快了纤维蛋白的降解速度，引发高

凝状态及纤溶亢进。而高凝状态及纤溶亢进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为肿瘤生长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０１５］，和治疗前有转移发生的恶性肿瘤

患者相比，治疗前没有转移发生的恶性肿瘤患者具有显著较低

的血浆Ｄ二聚体阳性率。而和治疗后没有缓解或进展的患者
相比，治疗后完全缓解及部分缓解患者具有显著较低的血浆Ｄ
二聚体阳性率。以此认为在判断恶性肿瘤患者临床分期及手

术预后的过程中，血浆Ｄ二聚体水平能够将一定的辅助作用有
效发挥出来。同时，大部分宫颈癌患者在经手术将原发肿瘤切

除后均具有较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
能是患者体内肿瘤负荷在切除肿瘤后在一定程度的减轻。因

此说在判断宫颈癌恶性程度的过程中，血浆Ｄ二聚体水平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为临床提供有效依据，具有相对较高的敏感性，

在诊断妇科肿瘤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１６１８］。本研究

结果表明，宫颈癌组患者手术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显著低于
手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Ⅰ期、Ⅱａ期、Ⅱｂ
期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均逐渐提升（Ｐ＜００５），
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血浆Ｄ二聚体水平可能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
对宫颈癌临床分期及手术预后的判断，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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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距离放疗对晚期宫颈癌患者
肿瘤标志物及雌孕激素的影响
王巧娥１　胡小刚２　许海３△

１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２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１００
３湖北中医药大学黄家湖医院妇科，武汉４３００７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距离放疗对晚期宫颈癌患者肿瘤标志物及雌孕激素的影
响，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收治的８８例
晚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４４例。观察组患者在
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应用局部调强放疗，对照组患者进行腔内近距离放疗，比较两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雌孕激素、近期疗效、毒副反应等指标。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有效率９３１８％，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治疗有
效率７２７３％（χ２＝６５１０，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血清甲状腺球蛋白（ＳＣＣＡｇ）、癌胚抗原（ＣＥＡ）、糖类抗原
５０（ＣＡ５０）、糖类抗原７２４（ＣＡ７２４）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ｔ＝７３８８～３２８８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观
察组患者血清雌二醇（Ｅ２）、孕酮（Ｐ）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促卵泡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含量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ｔ＝５２８５～２２５３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放射性直肠炎、放射性膀胱炎均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者（２２６３％ ｖｓ４３１８％，４５５％ ｖｓ１７１８％）（χ２＝４１６６，４０６１，Ｐ＜００５）。结论：调强放疗联
合腔内近距离放疗有助于提高晚期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减少放射性损伤，可能与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含

量、调节雌孕激素水平等因素有关。

【关键词】　晚期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疗；调强放疗；肿瘤标志物；雌孕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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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７．３８８～３２．８８３，Ｐ＜０．０５，Ｐ＜
０．０１）．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ａｎｄ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５．２８５～２２．５３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Ｔｈｅ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ｔｉｔｉｓａｎｄｃｙｓｔｉｔｉ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２２．６３％ ｖｓ４３．１８％，４．５５％ ｖｓ１７．１８％）（χ２＝４．１６６，４．０６１，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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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ｄａｍａｇｅ，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

　　宫颈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是女性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晚
期宫颈癌患者常伴有淋巴转移、宫旁组织和深肌层浸润，失去

了手术治疗的机会，放化疗是主要的保守治疗方法，腔内近距

离放疗联合同步化疗是治疗中晚期宫颈癌的标准方案［１］。调

强放射治疗（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ＭＲＴ）技术通
过ＣＴ模拟定位机下治疗区域扫描，能够获得剂量体积分布图，
优化照射野参数，调节肿瘤靶区与邻近敏感器官照射剂量强

度，从而减轻临近脏器的放射性损伤［２］。国内外学者多从临床

疗效和毒副反应展开研究［３４］。本文采取随机对照研究方法，

探讨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距离放疗对晚期宫颈癌患者肿瘤标

志物、雌孕激素的影响，旨在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
收治的８８例晚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经孝感市孝南区妇幼
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告知研究事项后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

为４４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３岁 ～４９岁，年龄（４０３８±
５２７）岁；病理类型：鳞癌３２例，腺癌１２例；宫颈癌２００９ＦＩＧＯ
分期：Ⅲ期２８例，Ⅵ期１６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４岁～４８
岁，年龄（３９７６±５０８）岁；病理类型：鳞癌３０例，腺癌１４例；
ＦＩＧＯ分期：宫颈癌Ⅲ期２９例，Ⅵ期１５例。两组患者年龄、病理
类型、ＦＩＧＯ分期等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１）晚期宫颈癌诊断参照国际妇产科联盟《宫颈
癌诊治指南》［５］相关标准，且经病理组织活检予以确诊；（２）ＦＩ
ＧＯ分期Ⅲ期 ～Ⅵ期；（３）ＫＰＳ功能状态评分≥１０分；（４）符合
放化疗指征。

排除标准：（１）宫颈癌远处转移者；（２）合并其他恶性肿瘤
者；（３）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４）未规范完成放化疗疗程者。
１３　 放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ＧＴｓｉｍ定位、６ＭＶＸ线外照射放疗。根据
淋巴结转移情况，确定照射阳性靶区，照射靶区为肿瘤瘤床、髂

总、髂前、髂内及部分腹主动脉旁淋巴引流区，即照射大盆腔

野。设野方式包括盆腔大野前后对穿照射、前后左右四野盒式

照射等，放射剂量 ３０Ｇｙ，在中间挡铅采用四野照射（前野宽
４ｃｍ，后野宽６ｃｍ），照射剂量２０～２５Ｇｙ，同时给予腔内后装照
射，单次剂量６～７Ｇｙ，靶区和危及器官权重按照小肠 ＞靶区 ＞
卵巢＞膀胱、直肠设定照射剂量，总剂量（３０～４２）Ｇｙ／（５～６）
次，要求靶区 Ｄ９５≥９９％。疗程７～８周。同期行无氟尿嘧啶
（５ＦＵ）联合顺铂（ＤＤＰ）化疗：５ＦＵ３０ｇ／ｍ２静滴，ＤＤＰ４０ｍｇ／
ｍ２静滴，２１ｄ为１个周期，连续化疗２个周期。

观察组患者在上述放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调强放疗（ＩＭ
ＲＴ）：ＣＴ扫描第３腰椎上缘至耻骨联合下缘，收集图像后传至

放疗逆向计划系统，设定拟放疗大体的肿瘤靶区；根据肿瘤靶区

调整ＩＭＲＴ外照射剂量：对宫颈原发肿瘤或宫旁直接侵犯肿瘤
靶区，设置ＩＭＲＴ外照射的剂量为（６０～６６）Ｇｙ／３０ｆ；对淋巴结转
移靶区，设置ＩＭＲＴ外照射剂量为（５５～６６）Ｇｙ／３０ｆ；对宫旁肿瘤
及淋巴引注区靶区，设置 ＩＭＲＴ外照射的剂量为（４５～５０）Ｇｙ／
３０ｆ；对卵巢、直肠、膀胱等靶区危及器官，则限制 ＩＭＲＴ外照射
的剂量。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肿瘤标志物　治疗前后，采集两组患者清晨空腹血
４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离心半径 ３ｃｍ）取血清，采用日立
７６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甲状腺球蛋白（ＳＣＣＡｇ）、癌
胚抗原（ＣＥＡ）、糖类抗原５０（ＣＡ５０）、糖类抗原７２４（ＣＡ７２４）含
量。检测方法：酶联免疫吸附法，所用试剂均购自瑞士罗氏

公司。

１４２　性激素水平　治疗前后月经周期的第８～１０ｄ，同上取
血清，采用日立７６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雌二醇（Ｅ２）、
孕酮（Ｐ）、促卵泡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含量。检测方
法：化学发光免疫法，试剂盒购自天津宝鼎医学生物工程公司。

１４３　副反应和放射性损伤　随访６个月，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抗肿瘤药物急性和亚急性毒性反应分级标准［６］评估化疗毒副

反应，参照ＲＴＯＧ／ＥＯＲＴＣ评分标准［７］评估放射性损伤，均分为

０～Ⅳ级，
１５　近期疗效

参照ＷＨＯ实体瘤疗效评价标准（ＲＥＣＩＳＴ）［８］评估近期疗
效。完全缓解（ＣＲ）：病变完全消失且维持时间≥４周；部分缓
解（ＰＲ）：肿瘤病灶最大径与最大垂直径乘积减少 ＞５０％，维持
时间≥４周；稳定（ＳＤ）：肿瘤病灶两径乘积减少 ＜２５％或增大
＜２５％；病变进展（ＰＤ）：肿瘤病灶两径乘积增大 ＞２５％或出现
新病灶。有效率为ＣＲ、ＰＲ所占总例数百分比。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肿瘤标志
物等计量资料经正态性检验，符合正态性分析用（珋ｘ±ｓ）表示，不
符合用中位数表示，采用ｔ检验，近期疗效等计数资料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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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

观察组患者ＣＲ２９例，ＰＲ１２例，有效率９３１８％，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７２７３％，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ＳＣＣＡｇ等肿瘤标志物含量比较，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肿瘤标志
物水平均明显低于同组患者治疗前（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观察
组患者血清ＳＣＣＡｇ、ＣＥＡ、ＣＡ５０、ＣＡ７２４含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患者（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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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晚期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４ ２９（６５９１） １２（２７２７） ２（４５５） １（２２７） ４１（９３１８）

对照组 ４４ ２１（４７７３） １１（２５００） ５（１１３６） ７（１５９１） ３２（７２７３）

χ２值 — — — — — ６５１０

Ｐ值 — — — — — ００１０

表２　两组晚期宫颈癌患者治疗前后血清肿瘤标志物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ＳＣＣＡｇ（ｎｇ／ｍｌ） ＣＥＡ（μｇ／Ｌ） ＣＡ５０（Ｕ／ｍｌ） ＣＡ７２４（Ｕ／ｍｌ）

观察组 ４４ 治疗前 ６１９±０３０ ８８６±０８２ ４５３８±３７５ ２９１４±３７２

治疗后 ２０６±０１５ａｂ １７９±０３１ａｂ １５６８±１６２ａｂ ５０６±１１８ａｂ

对照组 ４４ 治疗前 ６２０±０２７ ８７５±０７４ ４５９１±３８６ ２８５６±３２９

治疗后 ３３８±０２２ａ ３５６±０４２ａ ２７２３±２９１ａ ８２４±２６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ｔ＝３２１４３～８１６７７，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ｔ＝７３８８～３２８８３，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

２３　性激素水平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Ｅ２等含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 Ｅ２、Ｐ含量均明显低于同组治疗前，

ＦＳＨ、ＬＨ含量明显高于同组治疗前（Ｐ＜００５，Ｐ＜００１），观察
组血清Ｅ２、Ｐ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ＦＳＨ、ＬＨ含量明显低于对照
组（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晚期宫颈部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ｎ＝４４

组别 时间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Ｐ（ｎｍｏｌ／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３９２８６±５６１７ １２８９±４５３ ９１５±２０１ １４１５±５７９

治疗后 ２６５１８±４７２８ａｂ ５３２±１４６ａｂ ５１７１±６３４ａｂ ３２１８±４６４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９４７７±５７０６ １２４７±４６２ ８９７±１８５ １３９６±６０２

治疗后 ９８２１±１３４５ａ ３６５±１２３ａ ５９４５±７３６ａ ４１２３±７８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ｔ＝９７８９～４４１２３，Ｐ＜００５，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ｔ＝５２８５～２２５３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２４　毒副反应
两组患者白细胞下降、贫血、血小板下降、恶心呕吐、发热、

脱发等毒副反应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

察组患者放射性直肠炎、放射性膀胱炎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６６，４０６１，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晚期宫颈癌患者毒副反应比较 ［ｎ（％）］

组别 放射性直肠炎 放射性膀胱炎 白细胞下降 贫血 血小板下降 恶心、呕吐 发热 脱发

观察组

０级 ３４（７７２７） ４２（９５４５） ３９（８８６４） ３０（６８１８） ２９（６５９１） １０（２２７３） ３９（８８６４） ３１（７０４５）

Ⅰ级 ７（１５９１） ２（４５５） ５（１１３６） １１（２５００） ９（２０４５） ２８（６３６４） ５（１１３６） １２（２７２７）

Ⅱ级 ２（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６８２） ４（９０９） ６（１３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７）

Ⅲ级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Ⅳ级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０级 ２５（５６８２） ３６（８１８２） ３８（８６３６） ２９（６５９１） ２８（６３６４） ９（２０４５） ３７（８４０９） ３０（６８１８）

Ⅰ级 １５（３４０９） ６（１３６４） ６（１３６４） １３（２９５５） １１（２５００） ２８（６３６４） ７（１５９１） １１（２５００）

Ⅱ级 ２（４５５）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０） ２（４５５） ４（９０９） ７（１５９１） ０（０００） ３（６８２）

Ⅲ级 １（２２７）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Ⅳ级 １（２２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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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率逐年升高，部分患者一经发现即

为晚期宫颈癌，失去了根治性手术的机会。国际妇产科联盟推

荐的晚期宫颈癌治疗方案为体外常规照射联合腔内高剂量后

装放疗加同步化疗，近距离放疗主要用于浅表部位肿瘤的治

疗，而新型后装放疗技术能够明显降低放疗的辐射。女性生殖

系统解剖结构的特点适宜于进行腔内近距离放疗［９］，在无放射

源的情况下，将空载的施源器置入宫腔内，定位更为准确，还能

够减少放射损伤、优化放疗效果。

调强放射治疗（ＩＭＲＴ）技术通过 ＣＴ模拟定位对治疗区域
进行扫描，确定拟照射靶区、周围正常组织的体积，采用放疗逆

向计划系统，获得剂量体积分布图，能够相应地调节肿瘤靶区

与邻近敏感器官照射剂量的强度。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距离

放疗可以高剂量照射宫颈癌原发病灶，能够发挥最大的治疗效

果［１０］。ＳＣＣＡｇ、ＣＥＡ、ＣＡ５０、ＣＡ７２４是常用的宫颈癌血清肿瘤
标志物，有关研究表明，宫颈癌患者血清中ＳＣＣＡｇ、ＣＥＡ、ＣＡ５０、
ＣＡ７２４均呈异常高表达［１１］。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血清 ＳＣＣ
Ａｇ等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
距离放疗能够降低晚期宫颈癌患者肿瘤标志物表达水平，这也

可以从两组有效率比较中得到证实。

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肿瘤生殖学（ｏｎ
ｃ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应运而生，其目的是在宫颈癌治疗中进行生理功能保
护，在有效控制肿瘤的同时，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１２］。单纯外

照射中高剂量照射可能会增加治疗的风险，调强放射治疗（ＩＭ
ＲＴ）能够产生弧形等剂量曲线，优化照射野参数，可以改善正常
组织与放射靶区放射剂量关系，减轻放射性损伤［１３］。血清雌二

醇（Ｅ２）、孕酮（Ｐ）、促卵泡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是常用
性激素检测指标，相关研究表明，放疗可以损伤卵巢的功能，影

响女性激素的正常分泌［１４１５］。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血清Ｅ２、Ｐ
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ＦＳＨ、ＬＨ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可能和ＩＭＲＴ技术提高了放疗的精确度，能够高剂量准确照
射肿瘤病灶，而不损伤或轻微损伤周围组织脏器有关［１６］。

化疗毒副反应及放射性损伤是保守治疗晚期宫颈癌的常

见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如何最大限度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是临床治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调强放疗过程

中，在保证宫颈肿瘤、淋巴结转移灶、淋巴结引流区域必要剂量

的同时，尽量减少直肠、膀胱等组织器官受照体积与剂量，可以

减少放射性直肠炎与放射性膀胱性发生率［１７］。吴志军［１８］通过

对９６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随机对照研究中，报道调强放疗组
放射性直肠炎２２９％、放射性膀胱炎４１％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的４３８％、１２５％，本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观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距离放疗有助于提

高晚期宫颈癌患者的近期疗效，减少放射性损伤，可能与降低

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调节雌孕激素有关。本研究的局限性在

于样本数量较少，且缺乏对不同个体特征（年龄、类型、分期）患

者肿瘤标志物及雌孕激素水平的比较，可能影响到研究的深度

与广度，有待于今后扩大样本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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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十堰市科技局２０１６年科研项目（１６Ｙ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曹艳（１９８６—），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
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Ｓｎａｉｌ蛋白表达水平对妇科宫颈癌患者化疗效果
预测的价值研究
曹艳　张锦　习永霞　柯玉芳　魏峰　冷小飞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十堰市太和医院妇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检测接受新辅助化疗前的宫颈癌组织中Ｓｎａｉｌ蛋白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对妇科患者化
疗效果预测的价值。方法：用免疫组化法检测１８８例患者宫颈癌组织中Ｓｎａｉｌ蛋白的表达水平，统计学分析
Ｓｎａｉｌ的表达水平与预后及生存率的关系。结果：１８８例患者宫颈癌组织标本中 Ｓｎａｉｌ的阳性表达率为
９６３％，Ｓｎａｉｌ表达阳性率＜８０％的占比４３１％，Ｓｎａｉｌ表达阳性率≥８０％的占比５６９％，Ｓｎａｉｌ高表达组和低
表达组生存率分别为７５３％和８２５％，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２６，Ｐ＝００３５）。结论：Ｓｎａｉｌ表达
水平与年龄和激素受体状态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新辅助化疗的治疗方式对Ｓｎａｉｌ蛋白高表达的患者生
存率明显偏低于Ｓｎａｉｌ低表达患者，其对于妇科患者化疗效果的预测和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宫颈癌；Ｓｎａｉｌ蛋白表达；疗效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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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ＣＡＯＹ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ＸＩＹｏｎｇｘｉａ，ＫＥＹｕｆａｎｇ，ＷＥＩＦｅｎｇ，ＬＥＮＧＸｉａｏｆ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
ｇｙ，Ｔａｉ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ｎａｉ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ｅｍ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ｎａｉ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ｂｅｆｏｒｅ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ｔｓｖａｌｕｅｉ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ｎａｉ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１８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ｎａ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ｎａｉｌｉｎ１８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ｗａｓ９６３％．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ｎａｉｌ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８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４３１％，ｗｈｉｌｅ
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ｎａｉｌ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８０％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５６９％．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ｎａｉｌ
ｈｉｇ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７５３％ ａｎｄ８２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４２２６，Ｐ＝００３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ｎａｉ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ｔａｔｕｓ，ｂｕｔ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ｎａｉ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ｗｈｅ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ｏｆ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ｎａｉ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妇科恶性肿瘤种类繁多，发病率较高，临床上 ９８％的肿瘤
患者死于肿瘤细胞转移，肿瘤研究领域的热点越来越集中在肿

瘤转移上［１２］。在肿瘤转移早期，上皮细胞间充质转化（ｍｅｓｅｎ
ｃｈｙｍａｌ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ＥＴ）参与了伤口愈合、胚胎发育、肿
瘤转移等一系列病理过程，在果蝇中首次发现的Ｓｎａｉｌ是一种锌
指 ＤＮＡ结合蛋白，它是一类编码具有锌指结构的转录因子，通
过诱导细胞由上皮样表型向间质样表型转化，促进肿瘤的转移

以及肿瘤细胞多药耐药性增强［３４］。许多研究表明，它与多种

肿瘤如胰腺癌、胃癌、宫颈癌和卵巢癌等的侵袭和转移关系密

切，主要表现为上皮标记基因表达、细胞间粘附力丧失、间质标

记基因、细胞迁移与运动力的获得和细胞形态的改变［５］。Ｓｎａｉｌ
作为转录因子，居于信号通路级联反应的中心环节［６］。Ｓｎａｉｌ几
乎参与了肿瘤细胞侵袭和转移的全过程，阐明 Ｓｎａｉｌ家族的作
用机制可以为肿瘤的治疗提供新的策略。术前化疗是一种新

的辅助化疗，用细胞毒药物进行化疗，一般是在肿瘤病人的局

部化疗之前进行，此时病人肿瘤尚未发生远处转移。化疗是妇

科癌症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在新辅助化疗中应用最广泛的是

蒽环类药物，而Ｓｎａｉｌ对其的敏感性的临床研究比较少，本研究
通过检测Ｓｎａｉｌ蛋白的表达水平，探讨其对妇科宫颈癌患者化疗
效果预测的临床价值。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我院妇科收治的１８８例宫
颈癌患者相关资料为本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 ３６岁 ～６８
岁，年龄（４３２±４２）岁；初诊肿块平均直径２９ｃｍ，且全部为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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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性导管癌。

纳入标准：患者经过病理诊断均明确诊断为宫颈癌；患者

经肝肾功能、血常规、心功能等检查评估后，证实均有化疗适应

证，无化疗禁忌症；患者经超声、Ｘ线、ＣＴ等相关检查后证实肿
瘤无远处转移；患者在接受化疗前未接受其他治疗；患者及家

属在医师告知下均自愿配合完成本次治疗和研究。

排除标准：合并有其他恶性肿瘤患者，如宫颈内膜癌；接受

生物靶向治疗、放疗等其他治疗方式患者；化疗期间因严重不

良反应停止或由于其他原因终止治疗患者。

１２　治疗方案和疗效评估
所有患者均采用空心针穿刺活检取得病变的宫颈癌组织，

然后进行新辅助化疗，采用表阿霉素（ＡｃｔａｖｉｓＩｔａｌｙＳＰＡ批准
文号：Ｈ２０１３０１８６）加多西紫杉醇（ＲｈｏｎｅＰｏｕｌｅｎｃＲｏｒｅｒＳＡ批
准文号：ＲｈｏｎｅＰｏｕｌｅｎｃＲｏｒｅｒＳＡ）的治疗方案。本研究中采用
４０ｇ／Ｌ多聚甲醛溶液固定癌组织，免疫组化 ＳＰ法检测组织中
Ｓｎａｉｌ的表达水平。２个化疗周期后进行临床检查。一抗ＮＢＰ１
１９５２９购自德国 Ｎｏｖｕｓ公司，检测试剂盒购自福州迈新公司，
ＤＡＢ显色试剂盒购自武汉博士德公司。
１３　表达水平评价标准

Ｓｎａｉｌ蛋白在细胞核和胞浆中都有表达，若染色之后细胞核

或胞浆内出现棕黄色颗粒即为阳性细胞。计数时每张切片在

４００倍光学显微镜下正常宫颈组织和病变区域任意选取５个视
野，每个视野５００万细胞为一个计数单位，计算阳性率，Ｓｎａｉｌ蛋
白染色阳性细胞占整个视野８０％及以上为 Ｓｎａｉｌ高表达，低于
８０％为Ｓｎａｉｌ低表达。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６０为数据处理软件，采用ｔ检验或
Ｆ检验比较计量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法比较 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与临
床病理特征与效果之间的关系，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Ｓｎａｉｌ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水平

采用免疫组化ＳＰ法检测１８８例宫颈癌组织标本中Ｓｎａｉｌ的
表达水平。结果显示，７例宫颈癌组织标本完全没有 Ｓｎａｉｌ的表
达，Ｓｎａｉｌ阳性表达率为 ９６３％；Ｓｎａｉｌ表达阳性率＜８０％的占比
４３１％，共８１例；Ｓｎａｉｌ表达阳性率≥８０％的占比５６９％，共１０７
例。具体结果如图 １所示。Ｓｎａｉｌ的表达水平与患者的年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组织学分级、激素受体状态的差
异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显示，Ｓｎａｉｌ高表达组比
Ｓｎａｉｌ低表达组肿瘤的恶性程度更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图１　宫颈癌组织中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

表１　１８８例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与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之间的关系［ｎ（％）］

　　　指标 例数 Ｓｎａｉｌ低表达 Ｓｎａｉｌ高表达 χ２值 Ｐ值

年龄≤４８岁 ８１ ３０（１６０） ５１（２７１） ０７６ ０３７４

年龄＞４８岁 １０７ ４９（２６１） ５８（３０９）

Ｔｕｍｏｒ大小２～５ｃｍ １５０ ７２（３８３） ７８（４１５） ４４６ ００２９

Ｔｕｍｏｒ大小＞５ｃｍ ３８ １０（５３） ２８（１４９）

Ⅰ期 ３３ １６（８５） １７（９０） ０５０１ ０７７６

Ⅱ期 ５８ ２５（１３３） ３３（１７６）

Ⅲ期 ９７ ４１（２１８） ５６（２９８）

２２　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与预后的关系
比较Ｓｎａｉｌ高表达患者和低表达患者之间的医疗方案实施

效果，评价其表达水平对辅助化疗效果的预测价值，在随访４５
个月之后，结果显示，Ｓｎａｉｌ高表达患者与Ｓｎａｉｌ低表达患者医疗
方案实施效果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与生存率的关系
Ｓｎａｉｌ高表达组和低表达组生存率分别为 ７５３％和

８２５％，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２６，Ｐ＝００３５）。
Ｓｎａｉｌ低表达组存活率明显高于Ｓｎａｉｌ高表达组，这说明Ｓｎａｉｌ表
达水平对预测接受蒽环类新辅助化疗患者的预后具有很高的

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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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８８例宫颈癌患者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与医疗方案的关系 ［ｎ（％）］

　 治疗方案 例数 Ｓｎａｉｌ低表达 Ｓｎａｉｌ高表达 Ｐ值

新辅助化疗ＣＥＦ １１１ ６０（３１９） ５１（２７１） ０１８８

新辅助化疗ＥＴ ７７ ３４（１８１） ４３（２２９）

外科治疗（手术） ８５ ４０（２１３） ４５（２３９） ０３００

外科治疗（保守） １０３ ５５（２９３） ４８（２５５）

化疗周期（２） ３０ １３（６９） １７（９０） ０９５９

化疗周期（３） ４６ ２１（１１２） ２５（１３３）

化疗周期（４） １１２ ５０（２６６） ６２（３３０）

#

　讨论
化疗为宫颈癌患者常用治疗方法之一，通过化学药物杀灭

宫颈癌癌变细胞或抑制癌变细胞生长而达到控制病情、治疗疾

病的目的。目前，新辅助化疗（ｎｅｏ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是局部
晚期癌症的一种标准治疗模式，它在肿瘤降期、提高存活率等

方面与术后常规辅助化疗相比，具有较强的优势［７１０］。临床中

经常采用的新化疗方案为阿霉素加多西紫杉醇。阿霉素又称

盐酸多柔比星，为临床中常用化疗药物，可以穿透癌细胞与染

色体结合，而干扰 ＤＮＡ合成、ＤＮＡ依赖性及 ＲＮＡ合成和蛋白
质合成。相关药理实验证实，阿霉素能够插入ＤＮＡ引发拓扑异
构酶ＩＩ裂解ＤＮＡ，从而破坏ＤＮＡ三级结构，同时能够与癌细胞
膜上脂质结构结合而影响细胞功能［１１］。多西紫杉醇为临床中

非小细胞癌、乳腺癌和宫颈癌常用化疗药物，为红豆杉属植物

的树皮中提取到的二萜类化合物，是一种新型的微管稳定剂，

具有独特抗癌活性。其主要作用机制在微管，加快微管蛋白聚

合成微管的速度并延缓微管的解聚作用，导致形成稳定的非功

能性的微管束，从而破坏有丝分裂和细胞增殖［１２］。

根据本研究结果得出，新辅助化疗后患者存活率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Ｓｎａｉｌ蛋白在肿瘤细胞中表达水平越高，对促进肿
瘤转移风险越高；同时，Ｓｎａｉｌ阳性表达率随着病变程度呈现出
明显的增强趋势，阳性表达率越高，标志着癌细胞的分化率越

高［１３１６］。而这与Ｅ钙黏蛋白的表达呈负相关。多项研究结果
显示，Ｓｎａｉｌ信号通路的阻断可能有望降低宫颈癌的恶性程度以
及浸润转移率，明显改善患者的预后［１７１８］。受遗传基因的调控

和表型遗传的修饰，Ｓｎａｉｌ蛋白在肿瘤患者中表现出表达缺失或
者下调现象。本研究在接受蒽环类药物的新辅助治疗后的宫

颈癌患者癌组织中发现，Ｓｎａｉｌ表达水平与患者年龄和激素受体
状态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关系，但是新辅助化疗的治疗方式对

Ｓｎａｉｌ蛋白高表达的患者的效益相对比较低，存活率明显偏低于
Ｓｎａｉｌ低表达患者，所以它对于宫颈癌患者化疗效果的预测及预
后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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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ＣＡ１９９在预测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
转移中的应用
李梦如　陈欢　张红　洛若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术前血清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人附睾蛋白４（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
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和糖类抗原１９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９９，ＣＡ１９９）与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方法：选取确诊为卵巢上皮性癌且行卵巢癌全面分期手术的１４２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
手术病理分期、病理类型、病理分级和淋巴结转移状态与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ＣＡ１９９的关系。结果：有
无淋巴结转移的卵巢上皮性癌患者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水平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
术前血清ＣＡ１９９水平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５４）；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ＣＡ１９９水平预测卵
巢上皮性癌淋巴结转移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分别为０６７４（９５％ ＣＩ：０５８５～０７６３）、０７１３（９５％ ＣＩ：
０６２６～０７９９）和０５１０（９５％ ＣＩ：０４１０～０６１０），其中术前 ＣＡ１２５的截断点为１３７１５Ｕ／Ｌ，术前 ＨＥ４的截
断点为２３３９０ｐｍｏｌ／Ｌ。结论：术前血清ＣＡ１９９的水平与卵巢上皮性癌的淋巴结转移无明显相关性，而术前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可以作为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清除的参考指标之一。

【关键词】　卵巢上皮性癌；人附睾蛋白４（ＨＥ４）；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糖类抗原１９９（ＣＡ１９９）；淋巴结转
移

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
ｅｒ　ＬＩＭｅｎｇｒｕ，ＣｈｅｎＨ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ＵＯＲｕｏｙ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ｎｍｉ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ＨＥ４，
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４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
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ｓｔａｇ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ｇｅ，ｐｏｓ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ａｇｉｎｇ，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ｓｔａｔｕｓｗｉｔｈ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ａｎｄ
ＨＥ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１），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９９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８５４）；ａｎｄａｒｅａｓｕｎｄｅｒ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ｓ（ＡＵＣｓ）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ｎｄ
ＣＡ１９９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ｗｅｒｅ０６７４（９５％ ＣＩ：０５８５～０７６３），０７１３
（９５％ ＣＩ：０６２６～０７９９），ａｎｄ０５１０（９５％ ＣＩ：０４１０～０６１０），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ｔｏｆｆ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Ａ１２５
ａｎｄＨＥ４ｗｅｒｅ１３７１５Ｕ／Ｌａｎｄ２３３９０ｐｍｏｌ／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９９ｌｅｖｅｌｉｓｎｏ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ＨＥ４ｍａｙｓｅｒｖｅ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ｆｏｒｌｙｍｐｈ
ｎｏｄｅ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Ｃａｒｂｏ
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９（ＣＡ１９９）；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卵巢癌是病死率最高的妇科恶性肿瘤，占全世界女性癌症
死亡的第五位，在我国每年新发病例约５２万例，死亡病例约
２３万例［１］。卵巢组织成分复杂，是全身各脏器原发肿瘤类型

最多的器官，其中约９０％以上的卵巢恶性肿瘤为卵巢癌。２００３
年，ＷＨＯ制定的卵巢上皮性肿瘤分类包括浆液性癌、黏液性

癌、子宫内膜样癌、透明细胞癌、移行细胞癌、鳞状细胞癌、混合

性上皮性癌和未分化癌。淋巴结转移是卵巢癌常见的转移方

式之一，也是评价其早晚期的重要指标之一。有关研究结果显

示，对于晚期卵巢癌患者，淋巴结切除总数量和阳性淋巴结切

除数量是预后的重要独立影响因素，且淋巴结切除总数量与疾

病生存率相关［２］。

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是目前应用最广泛
的卵巢上皮性肿瘤标志物，在临床上广泛用于鉴别盆腔肿块、

检测治疗后病情进展和判断预后等。临床研究发现，ＣＡ１２５在
子宫内膜癌和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妇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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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疾病中均有异常表达［３］。人附睾蛋白 ４（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最早在附睾上皮细胞内被发现，在良性肿瘤和正
常组织中含量极低，但在卵巢癌中含量很高，对于早期鉴别和

诊断卵巢癌具有重要价值［４］。糖类抗原１９９（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
ｇｅｎ１９９，ＣＡ１９９）是由直肠癌细胞系相关抗原制备的单克隆抗
体，对卵巢上皮性癌中也有约５０％的阳性表达。本研究通过检
测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ＣＡ１９９水平，探讨其与
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
科治疗的１４２例卵巢癌患者（符合纳入及排除标准）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首次接受卵巢癌全面分期手术；②术前未行
化疗；③术前接受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ＨＥ４的检测；④术后病
理诊断为卵巢上皮性癌。排除标准：①补充手术治疗的患者；
②未切除淋巴结；③术前行化疗；④术前未接受血清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９９和ＨＥ４的检测；④合并其他良性及恶性肿瘤。
１２　方法

术前一周清晨空腹静脉采血，采用罗氏 Ｅ６０１免疫分析仪
和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水平，其正常值范围分
别为＜３５Ｕ／Ｌ和＜３７Ｕ／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法
测量血清标本中ＨＥ４水平，正常值范围为＜７０ｐｍｏｌ／Ｌ。术中接
受卵巢癌分期手术，采用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２０１３年的分
期标准进行分期。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

类型、病理分级、淋巴结转移状态与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ＣＡ１９９水平的关系。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统计资料经 Ｋｏｌｍｏｇ
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ｗＺ检验分析后为非正态分布。对２个独立样本的
比较采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对多个独立样本之间的计量资
料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绘制 ＲＯＣ（受试者工作特征）曲
线，选取约登指数。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 ＨＥ４水平与淋
巴结转移状态的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纳入本次研究的１４２例患者中，年龄≥５０岁的有８１例，年

龄＜５０岁的有６１例；手术病理分期Ｉ～ＩＩ期的共５５例，ＩＩＩ～ＩＶ
期的共８７例；病理类型：浆液性癌９５例，黏液性癌１２例，子宫
内膜样癌１５例，透明细胞癌１７例，混合型细胞癌２例，未分化
癌１例；病理分级：Ｇ１４６例，Ｇ２１４例，Ｇ３８２例；淋巴结转移４１
例，淋巴结未转移１０１例。

不同临床指标的卵巢癌患者术前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ＣＡ１９９
的比较，不同手术病理分期、病理类型和有无淋巴结转移的卵

巢癌患者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１）；而不同年龄、病理分级的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手术病
理分期、病理分级、病理类型和有无淋巴结转移的卵巢癌患者

术前血清ＨＥ４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

而不同年龄的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 ＨＥ４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年龄、手术病理分期、病理分级、病
理类型及有无淋巴结转移的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 ＣＡ１９９水平
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不同临床病理特征的１４２例卵巢上皮性癌患者术前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ＣＡ１９９水平的比较

　　 类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Ｐ值）ＨＥ４（Ｐ值） ＣＡ１９９（Ｐ值）

淋巴结转移状态

有

无

４１
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８５４

年龄

＜５０岁
≥５０岁

６１
８１

　 ０３７０ 　 ０５４１ ０１９９

手术病理分期

Ｉ～ＩＩ
ＩＩＩ～ＩＶ

５５
８７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６９７

病理分级

ＧＩ
Ｇ２
Ｇ３

４６
１４
８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４６

病理类型

浆液性癌

黏液性癌

子宫内膜样癌

透明细胞癌

混合型细胞癌

未分化癌

９５
１２
１５
１７
　２
　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８７

术前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ＣＡ１９９水平预测卵巢上皮性癌淋
巴结转移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分别为 ０６７４（９５％ＣＩ：
０５８５～０７６３）、０７１３（９５％ＣＩ：０６２６～０７９９）、０５１０（９５％ＣＩ：
０４１０～０６１０）。当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为１３７１５Ｕ／Ｌ时，约
登指数最大为 ０３４，此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０８７８和
０４６５；当术前血清ＨＥ４水平为２３３９０ｐｍｏｌ／Ｌ时，约登指数最大
为０４３，此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０７８０和 ０６４４。当以
１３７１５Ｕ／Ｌ和２３３９０ｐｍｏｌ／Ｌ分别作为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
水平的截断点预测卵巢癌淋巴结转移时，ＣＡ１２５灵敏度较高，
ＨＥ４的特异度较高。术前血清 ＣＡ１９９水平预测卵巢上皮性癌
淋巴结转移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ＵＣ）较低，无诊断价值。具体
结果详见图１。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分析术前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ＣＡ１９９与淋巴结转
移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淋巴结转移与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成显
著正相关（ｒ＝０２７４，Ｐ＝０００１），与血清 ＨＥ４水平也呈显著正
相关（ｒ＝０３３４，Ｐ＝００００），与血清 ＣＡ１９９水平无明显相关性
（ｒ＝００１６，Ｐ＝０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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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术前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ＣＡ１９９预测卵巢癌患者
淋巴结转移的ＲＯＣ曲线

#

　讨论
卵巢癌发病率仅次于子宫颈癌和子宫体癌，其病死率在妇

科恶性肿瘤中位居首位［５６］。肿瘤标志物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ＨＥ４
已经广泛应用于卵巢癌的诊断中［７９］。但是，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
ＨＥ４在预测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转移方面的应用较少。本研
究中，有无淋巴结转移的卵巢癌患者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比
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淋巴结转移与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２７４，Ｐ＝０００１），这提示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较高的卵巢癌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概率较大。
国内师媛等人研究了术前ＣＡ１２５与淋巴结转移之间的关系，确
定了术前截断点为５００３５ＫＵ／Ｌ，此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
为６２７％和６１５％，此与国外Ｋｉｍ等人研究的结果（术前血清
ＣＡ１２５截断点为５３５ｕｇ／ｍＬ，此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７００％
和８３１％）较为接近［１０１１］。而在 Ｓｕｄｏｌｍｕ爧等人的研究中，确定
的术前ＣＡ１２５截断点有２个，其中较高的约登指数的截断点为
１２３ｋＵ／Ｌ，此时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７８７％和４５０％［１２］。

本研究与Ｓｕｄｏｌｍｕ爧等人的研究结果更为接近，在本研究中，术
前ＣＡ１２５的最大值为１２００１Ｕ／Ｌ，且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的比例
为６６９％，此与Ｓｕｄｏｌｍｕｓ等人的研究对象特征更为相似。

Ｍａｎｇａｎａｒｏ等研究ＨＥ４与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时，发现９例复发性卵巢癌的患者中有６例ＨＥ４水平升高与淋
巴结的转移相一致［１３］。师媛等人研究的术前血清 ＨＥ４的截断
点为１７０ｐｍｏｌ／Ｌ，此时的约登指数为０３１，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７４７％和５６２％［１０］。本研究中，有无淋巴结转移的卵巢

上皮性癌患者术前血清ＨＥ４水平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淋巴结转移与血清 ＨＥ４水平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３３４，Ｐ＝００００），这提示血清 ＨＥ４水平较高的卵巢癌患者发
生淋巴结转移的概率较大。

有关研究报道，上皮性卵巢癌淋巴结总转移率高达４０％～
６２％［１４］。通过淋巴结系统切除的全面分期手术，可以获得影响

预后的最重要的临床病理信息，避免低危型患者接受过度化

疗，同时给予高危型患者恰当的辅助治疗，提高生存率［１５］。因

此，术前评估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术前血清ＣＡ１９９的水平与卵巢上皮性癌的淋巴结

无明显相关性，而术前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可以作为卵巢上皮性癌淋
巴结清除的参考指标之一，当术前血清ＣＡ１２５＞１３７１５Ｕ／Ｌ和／或
ＨＥ４＞２３３９０ｐｍｏｌ／Ｌ时应当引起重视。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着局限
性，其病例数较少且为回顾性研究，术前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ＨＥ４
与淋巴结转移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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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用于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
价值
戴海波１△　张艳伟２　臧燕３　谭旭艳４

１南京市第二医院放射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２
２南京市第二医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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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早期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用于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价值。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５
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的卵巢肿块患者６０例，均接受早期动态增强ＣＴ扫描，对６０例患
者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对其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况与术后病理诊断符合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恶性肿瘤患者的Ａ期、Ｃ期、Ｖ期显著强化率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交界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Ｖ期一般强化率显著低于良性肿瘤、交界性肿瘤患者（Ｐ＜００５），但三者的 Ａ期、Ｃ期一般
强化率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强化率显著低于良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交界性肿瘤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交界性肿瘤患者
的Ｃ期显著强化率、Ｖ期一般强化率又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强化
率又显著低于良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二者的Ａ期显著强化率、一般强化率、Ｃ期
一般强化率、Ｖ期显著强化率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 ＣＴ
扫描情况与术后病理诊断符合５５例，达到了９１７％的诊断符合率。结论：早期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用于诊断
卵巢良恶性肿瘤的价值高。

【关键词】　早期动态增强ＣＴ扫描；卵巢良恶性肿瘤；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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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ｅａｒｌ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
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Ａ，ｓｔａｇｅＣ，ｓｔａｇｅＶ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ｓ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ｔｕｍｏｒ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Ｖ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ｔｕｍｏｒｓ（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ａ
ｇｅＡ，ｓｔａｇｅ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
ｎ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
（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ａｎｄ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ｔｕｍｏｒ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Ｃ，Ｖ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ｔｕｍｏｒ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Ｐ＜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ｎ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ｓ（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ｔａｇｅ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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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ｔａｇｅ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ｔａｇｅＶ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５ｃａｓｅｓｗｈｏｓ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１．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ａｒｌ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ｉｓ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Ｔｓｃａｎ；Ｂｅｎｉｇｎ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

　　卵巢肿瘤属于一种妇科疾病，在临床极为常见，近年来，其
发病率日益提升。在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卵巢恶性肿瘤

病死率位居首位［１］。虽然临床不断改进了外科手术及术后治

疗方法，但是仍然无法在较大程度上提升患者的存活率，其只

有３００％左右的５年存活率［２］，发生这一现象的一个主要原因

为早期有效的诊断方法缺乏。在盆腔肿瘤的诊断中，ＣＴ扫描的
应用价值较高，但是却较难有效鉴别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３］。

本研究对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的卵
巢肿块患者６０例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早期动态
增强ＣＴ扫描用于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
的卵巢肿块患者６０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疾病发现途径均为
Ｂ超、妇科检查，均接受早期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均有下腹坠痛、
月经紊乱等临床表现；排除标准：将缺乏清晰的意识、有心理障

碍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１７６５岁，平均（４０４±６４）岁。
在肿瘤类型方面，２５例为良性卵巢肿瘤，１０例为交界性肿瘤，２５
例为恶性卵巢肿瘤。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ＣＴ平扫　应用飞利浦６４排螺旋ＣＴ机，扫描前１ｄ让患
者进食半流质食物，扫描前３０ｍｉｎ２ｈ让患者饮水，开始扫描的
时间为有尿意后。帮助患者取仰卧位，将层厚、层间距分别设

定为５ｍｍ、５ｍｍ，从耻骨联合向肿瘤上缘或髂前上棘扫描，如果
患者有腹腔转移或具有巨大肿瘤，则酌情将扫描范围加大，而

如果患者具有较小的肿瘤，则在扫描过程中将层厚设定

为３ｍｍ。
１２２　ＣＴ动态增强扫描　将增强对比机设定为优维显，以
３ｍｌ／ｓ的速度用高压注射器给予患者肘静脉注射１５ｍｌ／ｋｇ优维
显。确定感兴趣区（ＲＯＩ）的标准为肿瘤壁或间隔厚度在３ｍｍ
以上的实质成分。将 ＲＯＩ相同层面不同时期的３个动态扫描
期突出出来，特别应该注意在将３／４增强剂注入后开始进行早

期连续动态增强扫描，将维持药量、维持扫描时间分别设定为

１５ｍｌ～２５ｍｌ、３ｓ～８ｓ。
１３　图像分析

ＲＯＩ增强扫描时期分为两期，早期包括动脉期（Ａ）、毛细血
管期（Ｃ），晚期即静脉期（Ｖ），瘤灶强化的判定标准为：如果 ＣＴ
值比平扫提升了至少２０Ｈｕ，则评定为显著强化（＋＋）；如果ＣＴ
值比平扫提升了１０２０Ｈｕ，则评定为一般强化（＋）；如果 ＣＴ值
比平扫提升了至多１０Ｈｕ，则评定为无强化［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

况等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况比较

２５例良性肿瘤患者中，４例一般强化，术后病理证实合并慢
性盆腔炎，占总数的１６０％；２１例无强化，占总数的８４０％。１０
例交界性肿瘤患者中，３例显著强化，６例一般强化，１例无强
化，分别占总数的３００％、６００％、１００％。２５例恶性肿瘤患者
中，２２例显著强化，占总数的８８０％，其中２０例 Ａ期、Ｃ期强
化，２例Ｖ期强化，分别占８００％、８０％；３例无强化，占总数的
１２０％。恶性肿瘤患者的Ａ期、Ｃ期、Ｖ期显著强化率均显著高
于良性肿瘤、交界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Ｖ期一般强化率显著低于良性肿瘤、交界性肿瘤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三者的Ａ期、Ｃ期一般强化率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无强化率显著低于良性肿瘤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交界性肿瘤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交界性肿瘤患者的
Ｃ期显著强化率、Ｖ期一般强化率又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强化率又显著低于良性肿
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二者的Ａ期显著强
化率、一般强化率、Ｃ期一般强化率、Ｖ期显著强化率之间的差
异均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况比较（例／％）

肿瘤类型 ｎ
Ａ期

＋＋ ＋

Ｃ期

＋＋ ＋

Ｖ期

＋＋ ＋
无强化

良性肿瘤 ２５ ０（０） ０（０） ０（０）ａ ０（０） ０（０） ４（１６０）ａ ２１（８４０）ａ

交界性肿瘤 １０ ０（０） ０（０） ３（３００）ｂ ０（０） ０（０） ６（６００）ｂ １（１００）ｂ

恶性肿瘤 ２５ １２（４８０）ａｂ ０（０） ８（３２０）ｂ ０（０） ２（８０）ａｂ ０（０）ａｂ ３（１２０）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交界性肿瘤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良性肿瘤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况与术后病理诊断比较
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情况与术后病理诊断符合５５

例，达到了９１７％的诊断符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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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卵巢恶性肿瘤属于一种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早期有效

的诊断方法缺乏。虽然 ＣＴ扫描具有较高的分辨率，能够
１０００％检出卵巢肿瘤［５］，但是大部分卵巢肿瘤患者缺乏典型

的临床表现，ＣＴ平扫缺乏较强的特异性表现，因此 ＣＴ平扫还
较难进一步定性卵巢肿瘤。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６］，在卵巢肿瘤

良恶性的定性诊断中，ＣＴ平扫具有７００％ ～８００％的准确率。
相关医学学者认为［７］，血管形成对肿瘤的发生及生长造成了直

接而深刻的影响。从此，越来越多的相关医学研究报道了恶性

肿瘤具有较高的血管密度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肿瘤类

血管壁平滑肌缺乏，动静脉吻合极多，血流具有较低的阻抗、较

快的流速，和肿瘤细胞增生相比，恶性肿瘤类血管较早形成，即

为在肿瘤性质判定中采用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的生物学基础［８］。

临床普遍认为［９１２］，早期动态增强扫描能够将肿瘤组织的血供

状态反映出来，将肿瘤生物学信息间接提供出来［１３］。和一般的

增强扫描相比，螺旋动态增强ＣＴ扫描具有显著优势，快速的亚
秒连续性不同相期扫描是其主要表现［１４］。通常情况下，在定性

瘤灶的过程中，早期增强图像表现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

意义［１５］。

相关医学学者将开始早期扫描的时间设定在注入３／４药量
时［１６］，将维持时间、维持药量分别设定为３ｓ～８ｓ、１５ｍｌ～２５ｍｌ，
结果表明，对瘤灶 ＲＯＩ强化程度进行观察的扫描层面数足够，
一些甚至能够将肿瘤的生成血管影显示出来，恶性卵巢肿瘤达

到了８８０％的强化率，同时 Ａ期、Ｃ期早期强化占主体。在定
性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过程中严格依据早期动态增强扫描

强化影像特征，达到了９１４％的符合率［１７］。术前定性诊断卵

巢肿瘤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手术医师对手术难度的充分评

估、手术方案的制定及术前准备等。不断改进和完善影像学诊

断技术能够不断提升临床诊疗水平［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恶性

肿瘤患者的 Ａ期、Ｃ期、Ｖ期显著强化率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
交界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期一般强
化率显著低于良性肿瘤、交界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但三者的Ａ期、Ｃ期一般强化率之间的差异不显
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强化率显著低于良性肿瘤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交界性肿瘤之间的
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而交界性肿瘤患者的Ｃ期显著强化率、
Ｖ期一般强化率又均显著高于良性肿瘤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无强化率又显著低于良性肿瘤患者（Ｐ＜
００５），但二者的Ａ期显著强化率、一般强化率、Ｃ期一般强化
率、Ｖ期显著强化率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６０例患者动态增强ＣＴ扫描情况与术后病理诊断
符合５５例，达到了９１７％的诊断符合率，和相关医学研究结果
一致。

总之，早期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用于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
价值高，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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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ＴＶＣＤＳ）联合血清糖链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糖链抗原１９９
（ＣＡ１９９）水平检测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榆林市第二医院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７
月收治的３９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观察组，另取３８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均行 ＴＶＣＤＳ检查
及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检测，观察比较两组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并统计诊断结果。结果：观察组血
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ＶＣＤＳ＋血清 ＣＡ１９９＋血清 ＣＡ１２５
阳性检出率为９４８７％（３７／３９）、诊断准确率为９１０３％（７１／７７）、特异度为８９４７％（３４／３８）均高于各单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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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Ｃ及ⅠＢ期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及阻力指数均大于ⅠＡ期，ⅠＣ期大于ⅠＢ期，随着临床分期增高子宫内膜
厚度增厚、阻力指数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ＴＶＣＤＳ联合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应用于早
期子宫内膜癌鉴别诊断中，阳性检出率、诊断准确率、特异度均较高，误诊、漏诊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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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Ｊ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ＶＣＤＳ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ｗ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ＴＶＣＤＳ）；
Ｓｅｒｕｍ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９９（ＣＡ１９９）

　　子宫内膜癌为女性生殖系统常见恶性肿瘤疾患，发病率较
高，在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中高达２０００％ ～３０００％为子宫内
膜癌，约占女性恶性肿瘤总患病率的７％，且近年来其临床患病
率有升高趋势并逐渐趋向于年轻化［１３］。该肿瘤恶性程度高、

病死率高，有统计资料显示其 ５年存活率仅为 ３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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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严重危害女性生命健康［４］。及早发现、准确分期并给

予早期科学有效干预对控制病情恶化，提高其５年生存率，改善
预后具有重要意义。ＴＶＣＤＳ对女性盆腔病变灵敏度高，可提高
疾病检出率，司丽芬［５］研究指出ＴＶＣＤＳ可准确鉴别区分子宫内
膜息肉与子宫内膜癌，将子宫内膜癌病灶内部血流信号及周围

情况清晰显示出来。但早期子宫内膜癌血流特征不明显，病灶

较小，部分患者仅表现为子宫内膜增厚，易误漏诊。有学者指

出采用多项血清学肿瘤标志物辅助 ＴＶＣＤＳ检查可提高子宫内
膜癌早期检出率［６］。本研究选取榆林市第二医院３９例早期子
宫内膜癌患者，通过分析研究，探讨 ＴＶＣＤＳ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９９水平检测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阳性检出率的影响。结
果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榆林市第二医院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收治的３９
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观察组，年龄范围３３岁～６０岁，年
龄（４５８０±７１２）岁；其中绝经前１６例，绝经后２３例；病理类型
腺鳞癌１０例，透明细胞癌６例，腺癌１５例，浆液性乳头状癌８
例。另取３８例同期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３４岁 ～
５９岁，年龄（４４９０±７０７）岁；其中绝经前１７例，绝经后２１例。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观察组符合《妇产科学》（８版）中子宫内膜癌
诊断标准且经病理检查证实［７］；②无严重心、脾、肾、肺等功能
异常；③知情同意本研究且本研究经医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
过。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传染性疾患；②伴有盆腔炎性疾患；
③合并其他器官恶性肿瘤；④子宫内膜异位症者；⑤合并严重
内科器质性疾患者；⑥合并严重精神系统疾患或其他因素所致
难以顺利完成本研究者。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ＴＶＣＤＳ检查　采用 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１０型彩色多普勒超声
诊断仪（ＧＥ公司），７５ＭＨｚ探头频率，４ｋＨｚ～５ｋＨｚ脉冲重复
频率，叮嘱患者排空膀胱，行截石位，于阴道超声探头上涂抹适

量耦合剂并戴上避孕套，探头缓慢置入阴道内扫查，对探头方

向及深度予以调整，实施多方位、多角度、多切面连续扫查，观

察子宫内膜厚度、子宫大小形态、边缘是否规则、内部回声及血

供、内膜厚度等情况。若探及肿块则仔细观察肿块病灶形态、

边界、位置、大小、浸润深度、内部回声及其与邻近组织关系。

将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功能启动，对肿块病灶内部及其邻近组

织血流分布情况、血流显示率进行观察记录，测量记录肿块病

灶内部血流阻力指数。

１３２　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检测　均采集６ｍｌ清晨空腹
静脉血，采用 Ｔｈｅｒｍｏ离心机，离心处理 １０ｍｉｎ（１０ｃｍ离心半
径，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３５００ｒ／ｍｉｎ转速），采用美国Ａｂｂｏｔｔ公司化学发
光免疫分析仪（ＡＲ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ｉ２０００ＳＲ），以化学发光免疫定量分
析法检测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血清ＣＡ１２５≥３５Ｕ／ｍｌ为阳
性，血清ＣＡ１９９≥３７Ｕ／ｍｌ为阳性，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检测值均
升高则为双项检测阳性［８］。

１４　超声诊断标准
病灶不仅局限于宫颈内及子宫，有病灶转移现象为中晚期

子宫内膜癌；病灶仅出现于宫颈内及子宫，未出现病灶转移，未

侵及浆膜层为早期子宫内膜癌［９］。无见肌层浸润，肿瘤局限于

子宫内膜层内，子宫内膜与肌层间有完整、清晰低回声为ⅠＡ
期；内膜呈锯齿状浸润浅肌层，浸润深度≤５０００％肌层厚度，内
膜边界不清晰，与肌层间低回声中断为ⅠＢ期；浸润深度 ＞
５０００％肌层厚度为ⅠＣ期［１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以ＳＰＳＳ２００处理分析数据，以（珋ｘ±ｓ）表示计量资料，ｔ检

验，以ｎ（％）表示计数资料，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

观察组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均较对照组高，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对比两组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珋ｘ±ｓ，Ｕ／ｍｌ）

　　组别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９９

观察组（ｎ＝３９） ８０４０±１４８０ ８５２０±１７３０

对照组（ｎ＝３８） １３６０±１０７３ １９２０±１２７４

ｔ值 ２２６２５ １９０２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检测方法诊断结果比较
以病理诊断为金标准，ＴＶＣＤＳ＋血清 ＣＡ１９９＋血清 ＣＡ１２５

阳性检出率、诊断准确率及特异度均高于各单一检测，误诊率

（１０５３％）、漏诊率（７５０％）均低于各单一检测，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对比不同检测方法诊断结果［ｎ（％）］

检查方法 阳性检出率 准确率 特异度 误诊率 漏诊率

血清ＣＡ１２５ ６４１０（２５／３９） ５９７４（４６／７７） ５５２６（２１／３８） ４４７４（１７／３８） ３５９０（１４／３９）

血清ＣＡ１９９ ６１５４（２４／３９） ５８４４（４５／７７） ５５２６（２１／３８） ４４７４（１７／３８） ３８４６（１５／３９）

ＴＶＣＤＳ ７１７９（２８／３９） ６７５３（５２／７７） ６３１６（２４／３８） ３６８４（１４／３８） ２８２１（１１／３９）

ＴＶＣＤＳ＋血清ＣＡ１９９＋血清ＣＡ１２５ ９４８７（３７／３９） ９１０３（７１／７７） ８９４７（３４／３８） １０５３（４／３８） ７５０（２／３９）

χ２值 １３６８４ ２６７６４ １３３２９ １３３２９ １３６８４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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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子宫内膜癌不同临床分期间子宫内膜厚度及阻力指数
ⅠＣ及ⅠＢ期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及阻力指数均大于ⅠＡ

期，ⅠＣ期大于ⅠＢ期，随着临床分期增高子宫内膜厚度增厚、
阻力指数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对比子宫内膜癌不同临床分期间子宫内膜厚度及阻力指数（珋ｘ±ｓ）

临床分期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阻力指数

ⅠＡ（ｎ＝７） ６６０±２７２ ０３５±０１１

ⅠＢ（ｎ＝１２） １６９０±２５１ ０５３±００２

ⅠＣ（ｎ＝９） ２３１０±５６４ ０５８±００２

Ｆ值 ３６６３８ ３５２０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子宫内膜癌为来源于子宫内膜的恶性上皮性肿瘤，病死率

较高，仅次于宫颈癌及卵巢癌，居女性恶性肿瘤所致死亡原因

第三位［１１］。有文献资料显示子宫内膜癌浅表层浸润对治疗后

患者生存率影响不大，但随着浸润深度增加，其预后效果明显

下降，为影响肿瘤复发及预后的重要因素，对于早期子宫内膜

癌患者若能早发现、早诊断、准确评估其浸润程度及临床分期

并给予早期科学有效治疗，其ⅠＣ期、ⅠＢ期及ⅠＡ期５年生存
率可达７７８０％、９５２０％、９３３０％［１２１３］。因此临床亟待寻求一

种无创、便捷、检出率高的检查方法，对早期子宫内膜癌进行准

确鉴别评估，为其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ＭＲＩ、子宫内膜活检、宫腔镜、诊断性刮宫及子宫超声造影
为目前临床诊断子宫内膜癌常用检查方法，但宫腔镜检查难以

准确反映子宫内膜浸润子宫肌层情况，存在一定局限性；子宫

内膜活检是一项有创操作，患者接受度低；子宫超声造影及ＭＲＩ
虽具有较高检出率，但其检查费用高昂，临床应用受限；诊断性

刮宫可通过刮取检查宫腔内容物，评定子宫内膜病变及病变范

围，但该检查方法难以评估子宫内膜癌病灶对邻近组织浸润情

况，无法对早期子宫内膜癌进行准确的临床分期，且其对子宫

内膜组织的取样调查多在盲刮状态下进行，存在一定的漏刮、

漏诊率［１４１６］。

子宫内膜癌临床分期是以病灶发展过程中所致病理学及

生物学改变为基础，不同的临床分期会出现不同的生物学及形

态学改变，其临床分期越高，肿瘤恶性程度越高，肿块生长能力

越旺盛，病灶对周围组织的侵袭能力则越大，致使肿瘤病灶体

积不断增大，子宫内膜厚度不断增加，血流显示率、阻力指数增

大［１７１８］。ＴＶＣＤＳ检查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检查方法，其高分辨率
探头可清晰、直观、准确的将上述改变反映在超声参数及图像

上，不仅可将子宫内膜癌病灶大小、位置、形态、边界、回声结

构、子宫肌层浸润深度及范围直观清晰显示出来，且可将病灶

及其邻近肌层内血流分布情况准确显示出来，有助于超声医师

及早发现血管异常、准确评估临床分期；相比于子宫内膜活检、

ＭＲＩ、诊断性刮宫等，该检查方法具有成像清晰、无创、便捷、可

重复操作等优势，且成像不受肠道积气、肥胖等因素影响。本

研究发现，随临床分期增高子宫内膜厚度不断增厚、阻力指数

不断增高，提示ＴＶＣＤＳ检查在早期子宫内膜癌中具有较高诊断
价值，可对肿瘤作出准确分期，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但本研

究亦发现 ＴＶＣＤＳ检查仍存在一定误诊率（３６８４％）、漏诊率
（２８２１％），这可能是因为：①子宫内膜癌早期超声声像图缺乏
典型特征性变化，导致难以与其他子宫内膜疾病进行准确有效

的区分；②发病早期肿瘤病灶体积微小，无明显形态学改变，
ＴＶＣＤＳ检查难以发现微小病灶，导致漏诊发生；③多种子宫内
膜疾患同时存在，掩盖了子宫内膜癌病灶。因此临床医师在采

用ＴＶＣＤＳ诊断时需充分了解子宫内膜癌与其他子宫内膜疾患
的临床特征，并结合其他临床检查方法对疑似患者进行综合、

客观评估，以降低误诊、漏诊率［１９］。

ＣＡ１２５是一种可被单克隆抗体 ＯＣ１２５结合的糖蛋白，常用
于上皮性恶性肿瘤检测中，其分布较为广泛，可见于体腔上皮

起源的各种组织及其发生肿瘤中，应用于分期较差的子宫内膜

癌患者诊断中，其检出率高达６０００％［２０］。但有学者指出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在子宫肌瘤、卵巢良性肿瘤及生殖系统炎症等女性
肿瘤中亦会异常升高，特异性较差，因此需结合其他肿瘤标志

物进行辅助检测，以提高子宫内膜癌检出率［２１］。ＣＡ１９９水平为
存在于细胞膜上肿瘤相关性抗原，以唾液黏蛋白的形式存在于

血清中，正常情况下机体血清中其水平较低，但当子宫内膜发

生恶变时其水平会异常升高，警示出现癌变的可能；但其单独

用于子宫内膜癌的诊断中灵敏度较低；联合血清ＣＡ１２５检测子
宫内膜癌，可提高其诊断效能。本研究发现观察组血清 ＣＡ１２５
及ＣＡ１９９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提示血清肿瘤标志物 ＣＡ１９９及
ＣＡ１２５可作为临床辅助评估早期子宫内膜癌的有效指标。与
ＴＶＣＤＳ检查联合使用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肿瘤检
出率。本研究发现ＴＶＣＤＳ与血清ＣＡ１９９、ＣＡ１２５联合检测对早
期子宫内膜癌具有较高阳性检出率，且诊断准确率、特异度均

较高，误诊漏诊率低。

综上所述，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给予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
联合ＴＶＣＤＳ检查，阳性检出率、准确率及特异度均较高，漏、误
诊率较低，可作为临床诊治疾病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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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肌瘤剔除术对不孕女性妊娠的影响及影响术后
妊娠的相关因素分析
徐珲　杜秀娟Δ

宝鸡市中心医院妇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的妊娠情况以及影响术后妊
娠的原因。方法：随机选取宝鸡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的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１５０例，
回顾分析所有受试者的一般资料、肌瘤特征以及术后随访情况。结果：根据随访１年 ～２年结果显示，患者
的术后总妊娠率５２０％（７８／１５０），胎儿存活率６９２％（５４／７８）；根据Ｃｏｘ回归分析显示，术后妊娠的危险因
子是年龄［ＲＲ＝０９９，９５％ＣＩ（０９８，１３１），Ｐ＜００５］，与不孕种类、不孕时间、孕产史以及肌瘤的数量、大小、
质地、种类都无关。结论：不孕兼有子宫肌瘤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可提高患者的妊娠率和胎儿存活率，

年龄是术后妊娠的危险因子，这与妊娠率为负相关关系，因此患者可根据实际的年龄而决定是否行子宫肌

瘤剔除术。

【关键词】　子宫肌瘤剔除术；不孕；妊娠；手术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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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ｏ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ｇｅｗａ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Ｒ＝
０９９，９５％ＣＩ（０．９８，１．３１），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ｙｐｅ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ｚｅ，ｔｅｘ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ｙｐｅｏｆｍｙｏｍａｗａｓｎｏ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
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ｆｅｔ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ａｇｅｉｓａ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ｗｈｉｃｈ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ｏｉ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ｄｅｃｉｄ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ｆｗｈｅｔｈ
ｅｒ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ｏｒｎｏ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子宫肌瘤是目前临床上一种发病率极高的良性盆腔肿瘤，
其发病率高达 ２３５％ ～５３５％，与年龄密切相关［１］。据梁喜

娟［２］研究显示子宫肌瘤的数量与妇女年龄呈正相关，且严重影

响妇女妊娠。相关统计［３］指出不孕妇女的子宫肌瘤发病率约

８９％，且有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借助试管婴儿等技术的妊娠率
远远低于无肌瘤的不孕妇女。陈旭花［４］研究指出子宫肌瘤的

确可以影响妇女妊娠，但是临床上子宫肌瘤有不同的类型、数

量、大小、质地等，而到底是何种因素对妇女妊娠有影响仍未确

定。近年来，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来治

疗不孕症的方法逐渐得到应用，然而不能明确是何种子宫肌瘤

合并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更高获得最大的疗效［５］。本

研究就宝鸡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０１５年６月行子宫肌瘤剔
除术患者１５０例来研究分析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
瘤剔除术后的妊娠情况以及影响术后妊娠的原因［６］。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宝鸡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收治
的子宫肌瘤剔除术患者 １５０例，年龄范围 ２４岁 ～４２岁，年龄
（３２３±８３）岁，不孕时间范围２年 ～２０年，时间（９５±６３）
年，所有患者均有生育要求，其中５２例行开腹肌瘤剔除术、７９
例行腹腔镜肌瘤剔除术、行宫腔镜肌瘤剔除术１９。并回顾分析
所有受试者的一般资料（包括年龄、体重、身高、ＢＭＩ、不孕时间、
不孕类型等）、肌瘤特征（包括肌瘤的的类型、数量、大小、质地

等）以及术后随访情况，随访时间 １年 ～２年，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１２　病理排除标准

合并子宫畸形、宫腔或盆腔粘连、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附

件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严重的肝肾功能障碍，男性的精液不

正常，病理检查为子宫腺肌瘤者。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２１０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妊娠率行 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计数资
料行χ２检验，组间资料行ｔ检验，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危险因子
行Ｃｏｘ回归分析，如结果提示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１　子宫肌瘤剔除术前患者的一般资料和肌瘤特征

项目 例数（ｎ） 构成比（％）

年龄（岁）

　２４～２８ ３４ ２２７

　２９～３３ ６９ ４６０

　３４～３８ ３３ ２２０

　３９～４２ １４ ９３

不孕类型

原发性不孕 ７９ ５２７

继发性不孕 ７１ ４７３

妊娠次数（次）

　２ ３４ ２２７

　１ ３５ ２３３

　０ ８１ ５４０

产次（次）

　１ ９ ６０

　０ １４１ ９４０

肌瘤数目

单发肌瘤 ７５ ５００

多发肌瘤 ７５ ５００

肌瘤类型

黏膜下 ２２ １４７

肌壁间 ７３ ４８７

浆膜下 １４ ９３

浆膜下＋肌壁间 ４１ ２７３

肌壁间肌瘤宫腔形态

居中 ５７ ６７９

变形 ２７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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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所有患者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的妊娠情况

患者的术后总妊娠率５２０％（７８／１５０），胎儿存活率６９２％
（５４／７８），其中有２例成功妊娠妇女在行剖宫产时发现处于子
宫底部的由于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留下的瘢痕呈薄弱的膜状，

其中１例患者行腹腔镜肌瘤剔除术、１例行宫腔镜肌瘤剔除术，
２例患者均在术后２年内成功妊娠。７８例成功妊娠妇女术后的
妊娠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２２　对比不同临床特点的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妊娠率

合并黏膜下肌瘤患者的妊娠率为４５５％（１０／２２），合并肌
壁间肌瘤患者的妊娠率为５２１％（３８／７３），合并浆膜下肌瘤患
者的妊娠率为８５７％（１２／１４），合并浆膜下 ＋肌壁间肌瘤患者
的妊娠率为４３９％（１８／４１），χ２＝４１４，Ｐ＝０１５，提示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宫腔形态居中患者的妊娠率为５６１％（３２／５７），宫
腔形态变形患者的妊娠率为 ４４４％（１２／２７），χ２＝３１４，Ｐ＝
０１１，提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年龄＜３４岁患者的行子宫肌瘤
剔除术术后妊娠率为６８３％（７１／１０４），≥３４岁患者的行子宫肌
瘤剔除术术后妊娠率为１５２％（７／４６），χ２＝８４３，Ｐ＝００１，提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３　影响患者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妊娠率的原因分析
把１５０例患者分为术后妊娠组（７８例）和未妊娠组（７２

例），对比发现两组患者的年龄和不孕时间均提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根据Ｃｏｘ回归分析结
果提示术后妊娠的危险因子是年龄［ＲＲ＝０９９，９５％ＣＩ（０９８，
１３１），Ｐ＜００１］，与不孕种类、不孕时间、孕产史以及肌瘤的数
量、大小、质地、种类都无关，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７８例成功妊娠妇女术后的妊娠情况

例数（ｎ） 构成比（％）

妊娠方式

　自然妊娠 ６７ ８５９

　ＡＲＴ １１ １４１

妊娠结局

　异位妊娠 ４ ５１

　人工流产 ４ ５１

　自然流产 １３ １６７

　妊娠中 １２ １５４

　活产 ４５ ５７７

分娩方式

　自然分娩 １２ ２２２

　剖宫产 ４２ ７７８

表３　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妊娠组和未妊娠组影响因素的对比

组别 例数（ｎ） 年龄（岁） ＢＭＩ（ｋｇ／ｍ２） 不孕时间（年）
不孕类型

原发性不孕 继发性不孕
肌瘤个数（个）

妊娠组 ７８ ３１９±４５ ２１１±３６ ２１±０６ ３９ ３７ １２±０７

未妊娠组 ７２ ３５６±４６ ２２２±３４ １９±０５ ４０ ３４ １３±０６

ｔ值或χ２值 ６６７ ０７５ －２０２ ０００ －１５６

Ｐ值 ＜００１ ０３９ ００３ １００ ０２３

组别 例数（ｎ）
肌瘤类型

单发性肌瘤 多发性肌瘤
肌瘤直径（ｃｍ）

肌瘤类型

浆膜下 肌壁间 黏膜下 肌壁间＋浆膜下

妊娠组 ７８ ３９ ３７ ５１±１９ １２ ３８ １０ １８

未妊娠组 ７２ ３６ ３８ ５２±１９ ２ ３５ １２ ２３

ｔ值或χ２值 ３０１ ０１４ ５１１

Ｐ值 ０１２ ０９７ ００６

#

　讨论
造成妇女不孕的作用机制是通过改变子宫内膜的容积大

小，造成子宫肌层的不正常蠕动而引起不孕，然而子宫肌瘤剔

除术却可解决子宫肌层的不正常蠕动的问题，达到提高妇女妊

娠率的目的［７］。本研究也发现术后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

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总妊娠率５２０％，胎儿存活率６９２％。
子宫肌瘤有不同的类型、数量、大小、质地等，而到底是何

种因素对妇女妊娠有影响仍未确定，所以对于何种子宫肌瘤行

子宫肌瘤剔除术效果最佳临床上仍没有一致的说法［８９］。叶月

娥等［１０１１］研究指出合并黏膜下肌瘤妇女的临床妊娠率明显下

降，但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可提高妇女的临床妊娠率以及活产

率；合并肌壁间肌瘤妇女的临床妊娠率也显著下降，不过行子

宫肌瘤剔除术后能否提高妇女的临床妊娠率以及活产率有待

进一步研究；合并浆膜下肌瘤妇女的临床妊娠率无明显变化，

而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也无明显提高妇女的临床妊娠率以及

活产率［１０］。由此可知，黏膜下肌瘤和肌壁间肌瘤对妇女妊娠有

一定的影响，而浆膜下肌瘤对妇女妊娠影响不大。本研究发现

合并浆膜下肌瘤组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的妊娠率

远远高于黏膜下肌瘤组和肌壁间肌瘤组妇女，造成这样的原因

可能与本研究的样本量太少有关。ＥｖｅｒｓＥＣ［１１］的研究同样指
出合并黏膜下肌瘤患者的妊娠率为４３７％，合并肌壁间肌瘤患
者的妊娠率为５１９％，与本研究一致［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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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影响因素

ＲＲ值 ９５％ＣＩ Ｐ值

年龄 ０９９ （０９８，１３１） Ｐ＜００１

ＢＭＩ ０９７ （０８９，１０６） ０７９

妊娠次数 １２３ （０７１，２１１） ０４９

产次 ０７０ （０２２，２３１） ０５０

不孕时间 １０１ （０９１，１２２） １０１

不孕类型

继发性不孕 １１１ （０３９，２７９） ０７９

肌瘤直径 １１４ （０９３，１１５） ０４１

肌瘤数量 １０１ （０８７，１２３） １０３

肌瘤类型

粘膜下 ０７８ （０２６，２７４） ０８１

肌壁间 ０９１ （０３９，１８１） ０７１

浆膜下 ３１１ （０９２，１１５９） ００８

　　注：以继发性不孕和肌壁间＋浆膜下肌瘤作为对照组

本研究发现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

后的妊娠率与不孕种类、不孕时间、孕产史以及肌瘤的数量、大

小、质地、种类都无联系，与 ＭａｚｚｏｎＩ［１３］的研究不谋而合。Ｔｏ
ｍａｓｉｋＰ［１４］研究指出子宫肌瘤的数量大于５个以及直径大于等
于７ｃｍ为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术后妊
娠的危险因子，他的研究同时也指出合并黏膜下肌瘤患者的妊

娠率为４６５％，合并肌壁间肌瘤患者的妊娠率为５４５％，合并
浆膜下肌瘤患者的妊娠率为６５９％，合并浆膜下＋肌壁间肌瘤
患者的妊娠率为４５１％。我们就合并肌壁间肌瘤能否对患者
的宫腔形态造成变化再分组，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子宫肌瘤剔

除术术后妊娠率均有增加现象，但 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本研究发现术后妊娠的危险因子是年龄，与不孕种类、不

孕时间、孕产史以及肌瘤的数量、大小、质地、种类都无关，且随

着患者年龄的增长，其妊娠率也逐渐下降，杨惠芬、孙延清［１５１７］

等对此结论持赞同意见。有相关研究［１８２０］显示除了年龄之外

仍有其他因素是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

后妊娠的危险因子，但是本研究暂无这方面的数据可以证明此

结论。因此，临床上合并子宫肌瘤的不孕妇女应该尽早进行子

宫肌瘤剔除术，有利于提高术后的妊娠率。

综上所述，不孕兼有子宫肌瘤妇女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可

提高患者的妊娠率和胎儿存活率，年龄是术后妊娠的危险因

子，与妊娠率为负相关关系，因此患者可根据实际的年龄而决

定是否行子宫肌瘤剔除术，以免耽误了生育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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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分析及对患者
免疫功能的影响
崔静１　靳瑾２Δ　林艳２　符初料１　文琼臖１

１东方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海南 东方 ５７２６００
２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妇产科，广州 ５１０５１５

【摘　要】　目的：分析与探讨将电视腹腔镜应用于子宫肌瘤剔除的价值及对临床疗效的影响与评价，并
研究其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３月经东方人民医院临床确诊后进行治疗的
７８例患者为临床研究病例，采用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３９例患者采用电视腹腔镜
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对照组３９例患者给予传统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手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排气
时间、进食时间、疼痛评分、下床时间和血清免疫球蛋白的变化。结果：观察组患者疼痛评分（３８７±１９１）分、
术中出血量（６１５６±１３３３）ｍｌ、不良反应（２５６％）、排气时间（２７４５±６０４）ｈ、ＩｇＭ（０８６±０２３）ｇ／Ｌ、ＩｇＧ（８３３
±１９２）ｇ／Ｌ、ＩｇＡ（１９８±０３１）ｇ／Ｌ、下床时间（６４７±１５４）ｈ；对照组患者疼痛评分（５５３±１６４）分、术中出血
量（１０２４４±３０４７）ｍｌ、不良反应（２０５１％）、排气时间（３９３６±６８１）ｈ、ＩｇＭ（０６３±０２４）ｇ／Ｌ、ＩｇＧ（７５６±
１０４）ｇ／Ｌ、ＩｇＡ（１７６±０３２）ｇ／Ｌ、下床时间（１４６６±１２３）ｈ。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应用电视腹腔镜技术进行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治疗效果确切，手术创伤较小，显著减少了
术中出血量和患者痛苦，明显减轻了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有助于患者机体各项生理功能的较快恢复，满足

了患者的期望值。

【关键词】　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分析；免疫功能；电视腹腔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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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３９３６±６８１）ｈ，ＩｇＭ（０６３±０２４）ｇ／Ｌ，ｔｉｍｅｏｆｇｅｔｔｉｎｇｏｕｔｏｆｂｅｄ（１４６６±１２３）ｈ，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Ｖ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ｈｙｓｔｅｒｏ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ｉｓｏｆｅｘａｃｔ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ｓｍａｌ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ｐａｉｎ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ｓｔｅｒｏ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Ｖ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Ｉｍｐａｃｔ

　　临床中子宫肌瘤较为常见，近年来受生活环境、饮食习惯、 个体自身免疫力等影响，子宫肌瘤患者人数不断上升，且有年轻

化趋势［１］。以往对于子宫肌瘤患者临床上经常采用开腹手术

治疗，受多种因素影响，开腹手术方案对患者机体造成损伤较

大，术后出现循环、免疫功能异常等一系列问题，患者恢复时间

较长，影响了临床治疗效果［２］。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电视腹

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引起医务人员关注，其具有操作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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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较轻、对患者伤害小等特点［３］。因此，为了探究治疗子宫

肌瘤的最佳治疗方式，使医务人员能够更专业、更优质地为患

者进行治疗，促进患者各项生理功能尽快恢复，本研究特选取

东方医院诊治的７８例患者进行分组研究，分别采用开腹手术与
电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术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３月经东方人民医院临床确诊
后进行治疗的７８例患者为临床研究病例。采用数字表法将其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９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龄范
围２７岁～５２岁，年龄（３９１７±２１３）岁；初中及以下学历８例，
高中和中专学历１４例，专科和本科学历１４例，本科以上学历３
例；已婚２９例，未婚１０例；单发３２例，多发７例。对照组患者
年龄范围２８岁 ～５１岁，年龄（３９５１±２１１）岁；初中及以下学
历７例，高中和中专学历１３例，专科和本科学历１５例，本科以
上学历４例；已婚３０例，未婚９例；单发３１例，多发８例。本研
究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属均知晓实

验细节，主动签署了知情同意书，且配合度较好，临床资料不公

开，保证患者隐私性。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方面具有较好的同质

性，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纳入标准：①经过实验室、影像学等检查，并结合临床症状

及体征符合子宫肌瘤诊断标准［４］及手术的全部适应症；②无血
液疾病；③对本研究涉及的相关用药无过敏症状；④其他各项
生命体征平稳。排除标准：①严重过敏体质者或对药物不能耐
受；②肾、肝功能严重损害；③感染、心梗等其他急性并发疾病；
④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⑤严重精神疾病和认知功能障碍；⑥
有其他家族遗传病。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给予常规处置，主要包括抗感染药物治

疗，纠正水盐电解质失衡等；进行常规术前准备工作，完善患者

实验室检查、超声诊断、ＣＴ检查等，观察患者的一般状态与生命
体征，在患者病情允许的前提下，方可进行手术。观察组患者

采用电视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患者全身麻醉后，从脐

注入二氧化碳建立气腹，行四孔法将电视腹腔镜（５５１２型 Ｒｉｃｈ
ａｒｄＷｏｌｆ电视腹腔镜，德国）送入腹腔，分离肠管与盆腔周围组
织的粘连，充分暴露手术视野，观察子宫肌瘤的情况后再行剔

除术，术后使用生理盐水冲洗腹腔，排尽气体后予以缝合。对

照组患者采用常规开腹子宫肌瘤切除术，患者全麻后在下腹做

横行切口，分离肌肉及组织进入腹腔，如果出血应当及时止血，

仔细观察子宫肌瘤的具体位置、数目及大小情况，剔除子宫肌

瘤，完成后采用生理盐水冲洗腹腔，逐层关腹。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排气时间、疼痛评分、下床

时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血清免疫球蛋白的变化。疼痛评

分：采用ＶＡＳ评分对患者的疼痛程度进行评分，让患者根据自
身疼痛程度自主选择，总分０～１０分，表示无痛 ～剧痛，分数越
高，疼痛程度越大。血清免疫球蛋白包括：ＩｇＭ、ＩｇＧ、ＩｇＡ。不良
反应包括：肠梗阻、性功能障碍、盆腔粘连、切口感染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并用 珋ｘ±ｓ表示；多组间比较
采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排气时间、疼痛评分、下床时
间和术中出血量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排气时间、疼痛评分、下床
时间和术中出血量评价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排气时间、疼痛评分、下床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排气时间（ｈ） 疼痛评分（分） 下床时间（ｈ） 术中出血量（ｍｌ）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观察组 ３９ ２７４５±６０４ａ ３８７±１９１ａ ６４７±１５４ａ ６１５６±１３３３ａ １（２５６）ａ

对照组 ３９ ３９３６±６８１ ５５３±１６４ １４６６±１２３ １０２４４±３０４７ ８（２０５１）

ｔ值／χ２值 — ８１７１１ ４１１７９ ２５９５０７ ７６７６２ ６１５４６

Ｐ值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３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ＩｇＭ、ＩｇＧ和ＩｇＡ变化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免疫球蛋白ＩｇＭ、ＩｇＧ和ＩｇＡ变化程度明

显小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免疫球蛋白ＩｇＭ、ＩｇＧ和ＩｇＡ变化比较（珋ｘ±ｓ，ｇ／Ｌ）

　　　分组 例数 时间 ＩｇＧ ＩｇＭ ＩｇＡ

观察组 ３９ 治疗前　 ８５８±１５２ １０９±０６４ ２０８±０３５

治疗后３ｄ ８３３±１９２ａ ０６３±０２３ａ １７６±０３１ａ

对照组 ３９ 治疗前　 ８５２±１３３ １０３±０６２ ２０２±０４１

治疗后３ｄ ７５６±１０４ｂ ０８６±０２４ｂ １９８±０３２ｂ

ｔ值（两组治疗后） — — ２２０２２ ４３２０９ ３０８３７

Ｐ值（两组治疗后） — —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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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人们对饮食／生活行为习惯的改变，使得子宫肌瘤

发病率呈现出一种明显上升的趋势，目前临床认为手术切除是

治疗子宫肌瘤最有效的手段［５］。传统的治疗方案，通常采用外

科开腹手术，取得了一定疗效，但仍然有所不足，主要表现为开

腹手术创伤较大，造成机体应激状态，对患者免疫功能影响较

大，导致患者康复阶段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不利于患者

预后［６７］。

有关研究结果显示［８］，机体免疫功能与手术创伤呈正相

关，手术创伤越大，Ｂ细胞合成及分泌的免疫球蛋白越少，导致
患者机体免疫力下降，不利于术后恢复；同时，手术时间以及术

中出血量均会对患者免疫功能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如何减少

手术创伤，以最小的手术创伤取得最佳的手术效果是医务人员

追求及研究的方向。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医疗设备的

日益完善，电视腹腔镜在临床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其具有

操作简单、视野清晰等特点［９１０］。电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

术是指应用腹腔镜及相关器械进行手术，术中全程采用冷光源

照明，利用数字摄像技术，将置于腹腔内的镜头所拍摄到的画

面通过光导纤维传至信号处理系统，并实时显示在专用监视器

上，医务人员通过监视器观察各个角度病灶的情况后，运用特

殊的腹腔镜器械进行手术［１１１２］。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相比，电

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切口较小，减少了暴露部位，降

低了切口感染可能性；有效减少了术中的出血量，减轻了手术

创伤，降低了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减少了术中危急情况的

发生［１３１４］；整个手术过程更加精细，有助于减轻患者痛苦，使其

术后各项机能恢复较快；同时，电视腹腔镜不受患者体征限制，

如肥胖等，治疗更加全面彻底［１５１６］。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出血量、排气时间、疼痛评分、下床

时间和免疫球蛋白变化情况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果表明，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采用
电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术中医务人员能够更加直

观、清晰地观察子宫肌瘤位置、大小和数目等情况，操作更加方

便和精确，显著提高了手术质量。电视腹腔镜技术手术切口较

小，能够减轻对患者机体的损伤，术中出血量少，有助于降低患

者疼痛和应激状态，减少手术创伤对机体免疫功能的影响，改

善并发症发生情况，同时有助于机体各项生理功能恢复，满足

了患者的期望值［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对于子宫肌瘤患者采用电视腹腔镜子宫肌瘤剔

除术治疗，可以明显减少术中出血量，对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影

响较少，有助于减少不良反应发生，提高手术效果，减轻患者痛

苦，促进患者机体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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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瘤的临床疗效比较．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４３（７）：８５２８５３．

［１１］　吴六凤，袁运水．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的疗效对比
及对免疫功能的影响．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１０）：１６１４１６１６．

［１２］　ＹｕｋＪＳ，ＪｉＨＹ，ＫｉｍＫＨ，ｅｔａｌ．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ｒｔ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ｔｒａｎｓ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ｕｌｔｒａｍｉｎｉ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ＳＰＬＡＴＵＭ）ｖｅｒｓｕｓ
ｓｉｎｇｌｅｐｏｒｔ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ｍｙｏｍｅｃｔｏｍｙ：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８８（３）：８３８７．

［１３］　徐莉，李丹，郭凤军，等．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与开腹手术的
１５０例临床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１８）：３０１１３０１３．

［１４］　徐宗洲，张萧玲，张芬，等．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在腹腔镜下子宫肌
瘤剔除术患者围手术期的应用．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２０１７，２４
（４）：４８８４９０．

［１５］　郑献红．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与高强度聚焦超声治疗子宫
肌瘤的临床疗效比较．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７）：１１８６１１８８．

［１６］　陈翠兰．经腹子宫肌瘤剔除术与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远期疗
效比较．医学综述，２０１６，２２（２１）：４３３５４３３８．

［１７］　ＳａｃｃａｒｄｉＣ，ＣｏｎｔｅＬ，ＦａｂｒｉｓＡ，ｅｔ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ｏ
ｏｆｓｕｂｍｕｃｏｕｓｔｙｐｅ２ｍｙｏｍａｓ：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ｉｎｗｏｍｅｎ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ｍｅｎｏｒｒｈａｇ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２１
（３）：４２６４３０．

［１８］　黄锦华，王玲，许金琴．择时消胀穴位贴敷对腹腔镜子宫肌瘤剔
除术后恶心呕吐的影响．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９）：６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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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武汉市２０１６年度临床医学中医药及中西医结合类
科研项目 （ＷＺ１６Ｚ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代小燕（１９７５—），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妇科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米非司酮联合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
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清 ＨＥ４和 ＣＡ１２５水平的影响
代小燕　邸石　方敏
武汉市第三医院妇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米非司酮联合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为临床用药提供有效依据。
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２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
利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比较两组患者疗效、安全性及治疗前后

血清内ＨＥ４以及ＣＡ１２５的水平变化。结果：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８．３０％，而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
效率为９５．００％，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治
疗后两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均显著减小，而研究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且，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减小，而对照组则无显著变化，
且研究组患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不良
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米非司酮与桂枝茯苓胶囊联合治
疗子宫肌瘤疗效显著、安全性高，且能够有效降低卵巢肿瘤的发生风险，值得进一步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米非司酮；桂枝茯苓胶囊；子宫肌瘤；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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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ａｎｄｍｙｏｍ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ｕｔ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ｕｔｅｒ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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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ＨＥ４ａｎｄＣＡ１２５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ｂ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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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ＧｕｉｚｈｉＦｕｌｉ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ｓａｆｅ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ａｎｄ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ＧｕｉｚｈｉＦｕｌｉ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子宫肌瘤是妇科肿瘤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其发病率较高，
能够导致患者的月经量显著增多，出现痛经、压迫等不良症状，

是导致妇女接受子宫切除的重要原因之一［１２］。子宫肌瘤发病

率在育龄女性中高达２０００％，绝大多数子宫肌瘤患者均可在
绝经后肌瘤萎缩，因此对于肌瘤体积较小且无明显的临床症状

的患者可不采取治疗，一般采取定期监测即可；而对于肌瘤体积

大且临床症状显著的患者则一般进行药物保守治疗或外科手

术治疗［３５］。手术治疗子宫肌瘤尽管疗效显著，但患者术后产

生的并发症较多，并对患者的生育能力及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６］。本研究选取本院收治的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分析米非司酮联合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的疗

效，为临床药物保守治疗提供有效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武汉市第三医院接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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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的１２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利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入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即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各６０例患
者。纳入标准：符合子宫肌瘤的相关诊断标准［７］；中医诊断主

要症状表现为：妊娠漏下不止、血色紫黑、腹痛、舌质紫暗；年龄

范围２０岁～５０岁；且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对本研究使用药物过敏者；合并有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严

重异常者；合并恶性肿瘤者；合并子宫腺肌症或者子宫内膜异

位症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一般资料 对照组 研究组

年龄（岁） ３８３５±５８２ ３７９４±５４６

病程（年） ２０６±０４４ ２０８±０４３

肌瘤直径（ｃｍ） ４８９±１０２ ４９１±１０４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月经开始后第二天口服米非司酮片（北京紫

竹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６３３）１０ｍｇ，每日１次；
而研究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追加口服桂枝茯苓胶囊（江苏康缘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５０００５）１２４ｍｇ，３次／ｄ。
两种药物均饭后使用。两组患者均治疗２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及疗效判定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疗效判定标准［８］：包括治愈、显

效、有效及无效。治愈：Ｂ超显示肌瘤消失且子宫大小正常，相
关指标恢复正常；显效：Ｂ超显示肌瘤三维径线缩小５０００％及
以上，相关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有效：Ｂ超显示肌瘤三维径线缩

小５０００％～３３３３％，相关指标有所改善；无效：患者体征、症
状、相关指标无改善，甚至加重。以总有效率判定两组患者疗

效，总有效率＝治愈率 ＋显效率 ＋有效率。同时，分别在治疗
前后抽取患者空腹状态下静脉血６ｍｌ，分离血清后于２０℃下
进行保存待测。待治疗结束后，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内

ＨＥ４以及ＣＡ１２５的水平变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本研究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
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计量资料，并利用ｔ检验进行比较，计数
资料用百分比表示，并利用χ２检验进行比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８３０％，而研究组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为９５００％，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组别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８ ２０ １９ １３ ７８３０

研究组 １６ ２９ １２ ３ ９５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及肌瘤大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均显著减小，
而研究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子宫及肌瘤大小比较

项目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治疗前 治疗后

子宫大小（ｃｍ３） ３２１４８±４６３９ ２８０８３±３４０５ａ ３２６５２±４４２７ ２１２８３±２９５６ａｂ

肌瘤大小（ｃｍ３） ９１５７±１３２６ ６５２８±１１４４ａ ９３４８±１４５５ ４１８２±９３９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ＨＥ４及ＣＡ１２５的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减

小，而对照组则无显著变化，且研究组患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均
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ＨＥ４及ＣＡ１２５的水平比较

项目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６９２５±１０１９ ６７０２±９９１ ６８８６±１０３３ ５０８８±６９３ａｂ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２０６２±２０８ １９０２±２０６ ２０４３±２１５ １５４６±１８６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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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研究组在治疗期间各有２例患者出现恶心及食欲明显下降

等不良反应，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６７％；而对照组在治疗期
间有８例患者出现恶心，６例患者发生呕吐，４例患者出现食欲
明显下降等不良反应，其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３０００％。研究组
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

　讨论
目前，临床上有关子宫肌瘤的治疗主要涉及观察、药物及

手术治疗，手术方法主要包括子宫肌瘤剔除术以及子宫切除

术［９］；子宫肌瘤剔除术尽管能达到一定的治疗效果，但该方法

的复发率较高，而子宫切除术不可逆，虽然能彻底根除病症，但

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育能力［１０］。两种手术方法均会给患者造

成较大的创伤，不仅容易引发并发症，也给患者的生理及心理

造成了较大负担，因此，子宫肌瘤的药物保守治疗方法仍然占

据重要地位。

米非司酮属于甾体类药物，能够作用于卵巢，降低体内ＬＨ、
ＦＳＨ以及Ｅ２等激素水平，同时能够抑制卵泡发育并取代孕酮与
受体的结合，从而抑制孕酮活性，致使卵巢黄体溶解，进而降低

激素水平［１１］。而且，米非司酮可以降低体内雌激素、孕激素等

受体水平，缩小子宫肌瘤并可诱发闭经［１２］。然而，长期使用米

非司酮对患者心、肝、肾等重要器官的影响均较大，且药物停止

使用后病情容易复发［１３１５］。因此，单独使用米非司酮治疗子宫

肌瘤仍然存在较大的弊端与限制。桂枝茯苓胶囊主要由中药

桂枝、茯苓以及牡丹皮等组成，该药物有助于温通血脉、清热活

血、理气渗湿以及软坚化瘀等功效。研究表明，桂枝茯苓胶囊

能够有效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具有一定的抗肿瘤功能，同时

能够改善患者的免疫功能，促进微循环并预防血栓形成［１６］。近

年来的研究指出米非司酮与桂枝茯苓胶囊的联合使用治疗子

宫肌瘤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效果，均优于两种药物单独使用，且

引起的并发症少，也避免了手术治疗带来的较大创伤［１７］。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武汉市第三医院
接受治疗的１２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以单独使用米
非司酮片治疗作为对照，分析米非司酮与桂枝茯苓胶囊的联合

使用的疗效以及对患者血清 ＨＥ４及 ＣＡ１２５等水平的影响。结
果指出，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８３０％，而研究组患者治
疗总有效率为９５００％，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且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６６７％与３０００％，研究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
照组。说明两种药物的联合使用其治疗效果要远远优于米非

司酮单独使用，而且两种药物联合使用的安全性更好，值得临

床治疗中推广使用。同时，治疗后两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均

显著减小，而研究组患者子宫及肌瘤大小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

者，表明两种药物联合对肌瘤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这与许多

学者获得的结论一致［１８］。而且，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ＨＥ４、
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减小，而对照组则无显著变化，且研究组患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明显小于对照组患者。ＨＥ４是新型的肿瘤
标志物，能够帮助诊断早期的卵巢癌，而 ＣＡ１２５是上皮性卵巢
癌抗原检测出可被单克隆抗体ＯＣ１２５结合的一种糖蛋白，也能
够帮助有效地诊断卵巢肿瘤。治疗后，两种药物联合组患者的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均显著减小，表明了米非司酮与桂枝茯苓胶囊
联合使用不仅对子宫肌瘤治疗效果更加显著，且可通过降低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来降低卵巢肿瘤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米非司酮与桂枝茯苓胶囊联合治疗子宫肌瘤疗

效显著、安全性高，且能够有效降低卵巢肿瘤的发生风险，值得

进一步临床推广使用。

参 考 文 献

［１］　张武芳，李冬华，韩虹娟，等．子宫肌瘤的病因学研究进展．现代
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２）：２１６２１９．

［２］　蔡兴苑，卢丹，魏薇，等．子宫肌瘤剔除术后复发情况及相关危险
因素分析．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５）：３５８３６０．

［３］　黄婉怡，刘锦，周立蓉，等．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
肌瘤的临床观察．中国药房，２０１５，２６（３３）：４６４１４６４３．

［４］　张英，华克勤．子宫肌瘤的处理与妊娠相关性．中国实用妇科与
产科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２）：１３５１３９．

［５］　ＰｅｌａｇｅＪＰ，ＧｕａｏｕＮＧ，ＪｈａＲＣ，ｅｔ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ｔｕｍｏｒｓ：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Ｍ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ｏｕｔｃｏｍｅａｆｔｅｒ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３０
（３）：８０３８０９．

［６］　ＭｃｌｕｃａｓＢ，ＡｄｌｅｒＬ，Ｐｅｒｒｅｌｌａ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ｎｏｎ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ｕｒｇｅｏｎｓ，２００１，１９２（１）：９５１０５．

［７］　段红波，邱淑琴．经腹和经阴道超声在子宫肌瘤诊断中的临床价
值．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５（８）：１４９８１５００．

［８］　黄建芬，林邯枫，林姬．不同剂量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效果比
较．山东医药，２０１５，１３（２９）：９４９５．

［９］　裴桂华．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的比较．贵阳医学院学
报，２０１５，４０（２）：１８６１８８．

［１０］　李礹，赵莉，师亚娥．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次全切除
术、子宫肌瘤剔除术治疗子宫肌瘤疗效研究．陕西医学杂志，
２０１５（５）：６０３６０４．

［１１］　刘永平．米非司酮联合米索前列醇对瘢痕子宫妊娠引产的效果
及安全性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８）：１２１５１２１７．

［１２］　朱晓兰，李洁明．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对子宫肌瘤患者细
胞因子和性激素水平影响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４）：
５６５９．

［１３］　郭道利，陈华，张海勤．不同剂量米非司酮对子宫肌瘤患者激素
水平的影响．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１９（１３）：１８０１８１．

［１４］　ＲｏｎｇＬ，ＳｈｉＰ，ＺｈｉＮ，ｅｔａｌ．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ｂａｓａｌｔｒｉｐ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ｂｙ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ＫＬＦ５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ｎｏ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６，６（４）：５３３５４４．

［１５］　ＪｉａｎｇＷＸ，ＨｅＦＦ，ＳｈｅｎＱ，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ｏｆ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８０（２）：９６１０２．

［１６］　苏真真，李娜，曹亮，等．桂枝茯苓胶囊主要药理作用及临床应
用研究进展．中国中药杂志，２０１５，４０（６）：９８９９９２．

［１７］　张新庄，萧伟，徐筱杰，等．基于网络药理学的桂枝茯苓胶囊治
疗痛经、子宫肌瘤和盆腔炎的分子作用机制研究．中草药，
２０１６，４７（１）：８１９４．

［１８］　欧碧荷，蓝春花．桂枝茯苓胶囊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子宫肌瘤临
床观察．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５１５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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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作者简介】杨文英（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
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子宫肌瘤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分析
和防治对策
杨文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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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子宫肌瘤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危险因素，并提出防治对策。方法：回顾性
分析２０１４年７月～２０１６年７月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２７８例接受子宫肌瘤手术且病例资料完
整的患者，涉及内容有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职业、吸烟史、术前是否有合并症；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
是否异常，主要包括Ｄ二聚体、凝血四项和血红蛋白水平等内容；手术时间；麻醉方式；手术后是否接受物理
抗凝、术后卧床时间等。对可能影响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２７８例接受子
宫肌瘤手术者术后有２５例患者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８９９％。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显示：年
龄、ＢＭＩ、术前合并症、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术后卧床时间、麻醉方式是子宫肌瘤手术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
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结论：子宫肌瘤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较高。针对上述危险因素，
积极采取防治对策能够有效地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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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肢深静脉血栓指的是血液在下肢深静脉内发生异常的
凝结、阻塞官腔，静脉回流发生障碍。下肢深静脉血栓轻者会

导致患者出现患肢肿胀、疼痛等症状，重者可导致急性肺栓塞，

引起死亡或者血栓后遗症，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极大的影

响［１３］。在妇科手术中，下肢深静脉血栓是常见的近期并发症

之一。国内外学者研究证实，妇科盆腔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

发生率为０１３％～２９００％不等［４］。其中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

器中常见的良性肿瘤［５］，发病率较高，手术是治疗有症状肌瘤

患者的最佳方法。因此，探讨子宫肌瘤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

栓发生的各种危险因素，为子宫肌瘤术后患者提供针对性的防

治对策，具有重要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在义乌市妇幼保健计划生
育服务中心接受子宫肌瘤手术且病例资料完整的患者２７８例。
纳入标准：①具有典型子宫肌瘤症状和体征，保守治疗无效者；②
术前、术后分别经盆腔、阴道内诊和病理切片证实为子宫肌瘤者；

③年龄 ＞１８岁；④诊断标准参考《临床诊疗指南妇产科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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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６］。排除标准：①子宫内膜异位症者或多囊卵巢综合征者或
输卵管堵塞者；②盆腔恶性肿瘤者；③既往手术史者。患者年龄
范围２５岁～７２岁，年龄（４５８７±５２２）岁；临床分类：壁间肌瘤
２２９例，浆膜下肌瘤２９例，黏膜下肌瘤２０例；肌瘤大小为３～
５ｃｍ；单发肌瘤１６３例，多发肌瘤１１５例；手术方式：根据患者的意
愿和肌瘤的情况，子宫肌瘤剥除术８７例，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９５
例和全子宫切除术９６例。本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一般资料、术前实验室检查指标、手术

方式和术后干预等，涉及内容有患者的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
职业、吸烟史、术前是否有合并症；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是否异

常，主要包括Ｄ二聚体、凝血四项和血红蛋白水平等内容；手术
时间；麻醉方式；手术后是否接受物理抗凝、术后卧床时间等。

１３　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标准
应用美国 ＡＣＵＳＯＮ１２８／ＸＰ型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探头频

率表５ＭＨｚ～１０ＭＨｚ。行双下肢静脉超声检查，若静脉管腔内未

出现血流信号，则将超声探头压迫患处扩张的静脉，是否存在

可压缩性，不能压缩或仅部分压缩提示血栓存在。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率表示，

单因素分析应用卡方检验，筛选出有意义的变量后，采用多因

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

２７８例接受子宫肌瘤手术者术后有２５例患者发生下肢深
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８９９％。发生时间范围为术后１天～６天，
发生时间（４０５±１２３）天；发生部位：右下肢８例，左下肢７例，
双下肢１０例。
２２　子宫肌瘤手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年龄、术前合并症、术前实验

室检查结果、麻醉方式、术后物理抗凝和术后卧床时间等因素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子宫肌瘤手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单因素分析

　　　　项目 调查例数 发生例数　 χ２值 Ｐ值

年龄 （岁） ＜６０ １８８ １２（６３８） ４８３ ＜００５

≥６０ ９０ １３（１４４４）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６ １９３ １４（６７４） ２３３ ＞００５

＞２６ ８５ １１（１４１２）

职业性质 （例） 体力 １４９ １３（８７２） ００３ ＞００５

脑力 １２９ １２（９３０）

吸烟史 是 ７２ ８（１１１１） ０５３ ＞００５

否 ２０６ １７（８２５）

术前合并症（例） 有 ２２３ １６（７１７） ４５５ ＜００５

无 ５５ ９（１６３６）

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例） 正常 ２４９ １９（７６３） ５４１ ＜００５

异常 ２９ ６（２０６９）

手术方式 子宫肌瘤剥除术 ８７ ７（８０５） ０９３ ＞００５

腹腔镜下子宫切除术 ９５ ８（８４２）

全子宫切除术 ９６ １０（１０４２）

手术时间（ｈ） ＜２ １５９ １１（６９２） １９５ ＞００５

≥２ １１９ １４（１１７６）

麻醉方式 腰麻、硬膜外联合麻醉 ２５５ １８（７０６） １４０８ ＜００５

全身麻醉 ２３ ７（３０４３）

术后物理抗凝（例） 是 ２６０ ２１（８０８） ４１２ ＜００５

否 １８ ４（２２２２）

术后卧床时间（天） ≤５ ２１２ １５（７０８） ４０１ ＜００５

＞５ ６６ １０（１５１５）

２３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
将上述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因素进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ＢＭＩ、术前合并症、术前实验室

检查结果、术后卧床时间、麻醉方式是子宫肌瘤手术患者并发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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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性分析

影响因素 β值 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０５ ８４３ ＜００１ １０９ ０８２～１３６

术前合并症 ０８６ １４４３ ＜００１ １６２ １２７～２１５

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 ０４２ １０３１ ＜００１ １５１ １１３～１９６

术后物理抗凝 －０４３ １２９ ＞００５ ０８３ ０５２～１１３

术后卧床时间 ０４６ ４６３ ＜００５ １４６ １１７～１８４

麻醉方式 １０４ ８７９ ＜００５ ２９２ １７４～５６３

#

　讨论
子宫肌瘤患病率较高，常见于３０岁～５０岁女性。子宫肌瘤

持续发展可导致盆腔疼痛、盆腔胀痛、不孕、膀胱、直肠压迫症状、

月经异常等，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精神心理负担［７１０］。药物治疗能

够缓解临床症状，肌瘤会有不同程度的缩小，但是停药后肌瘤重

新增大，临床症状复发。对于保守治疗无效，且临床症状显著，或

肌瘤生长较快，怀疑存在恶变，或因肌瘤直接导致不孕或反复流

产时可采取手术治疗［１１，１２］。但是由于子宫肌瘤手术属于盆腔手

术，极易引起下肢深静脉血栓。若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能够早期

诊断，可提高患者的预后［１３１４］。本研究探讨分析了子宫肌瘤手

术患者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相关危险因素。

研究显示，妇科盆腔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

２０３％～８２８％不等［１５１７］，而本研究结果显示，子宫肌瘤手术后

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为８９９％ ，高于上述研究结果，可能是因
为各个调查研究设计标准不同，缺乏大样本的研究，其次是每家

医院对于子宫肌瘤的手术操作方式不尽一致有关；同时临床中有

部分患者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无典型临床症状体征，增加了

临床诊断困难。本研究结果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年龄、
ＢＭＩ、术前合并症、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术后卧床时间、麻醉方
式是子宫肌瘤手术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

①年龄越大，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几率就越高，主要原因可能
是老年人血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同时老年患者血管内膜粗糙，

内膜也有损伤，产生促凝物质增加等［１８］。②术前合并症如高血
压、糖尿病和高血脂等疾病增加了术后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风

险。主要原因可能是糖尿病导致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同时血小板

激活，凝血活性增高有关联；高血脂和高血压患者血流速度慢，血

管弹性较差，易出现血栓［１９］。③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也会
增加发生血栓的可能性。如果患者的凝血系统出现异常，肿瘤细

胞能够产生激活凝血系统物质，纤溶系统活性降低，同时激活血

小板，产生粘附、聚集等，贫血患者术后体质较弱，不利于患者的

康复。④本研究显示麻醉方式也是子宫肌瘤手术后发生下肢深
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全身麻醉时，患者的肌肉完全松弛，肌肉

泵作用消失，静脉回流明显减慢，同时全身麻醉中正压通气能够

进一步降低静脉回流，增加了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可能性。⑤
下床活动时间越晚越容易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手术后患者血管

壁受到损伤，血液流动状态也发生改变，如果患者术后尽早进行

有效地功能锻炼，可降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

针对上述危险因素，应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下肢深静

脉血栓的发生：①做好入院评估工作。对打算实施子宫肌瘤手
术的患者，应详细了解患者的既往病史，对于高危患者做好下

肢深静脉血栓的宣教，提高患者对血栓的警惕性。②术前准备
工作要充分，综合考虑患者的机体状态，选择合理的麻醉方式，

对于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的患者，引起高度的重视，并采取干

预措施，防止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③鼓励患者术后早
期下床活动，根据患者的病情术后２４ｈ做下肢抬高训练，对于病
情严重的患者，鼓励患者床上主动屈伸下肢做背屈运动、内外

翻运动等，或者指导家属做被动运动，自下而上按摩下肢。

综上所述，子宫肌瘤手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率较高，

年龄、ＢＭＩ、术前合并症、术前实验室检查结果、术后卧床时间、
麻醉方式是子宫肌瘤手术患者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

险因素。针对上述危险因素，积极采取防治对策能够有效地降

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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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输卵管手术史对 ＩＶＦＥＴ不孕症患者卵巢反应性
和妊娠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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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佳渊　廖源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探究不同输卵管手术史对体外受精与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不孕症患者卵巢反应性和妊
娠结局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进行ＶＦＥＴ治疗的
２４２例患者做一回顾性分析，其中输卵管切除患者８８例（单侧切除５２例，双侧切除３６例），输卵管修复术患
者４１例，无输卵管手术史患者１１３例，比较不同输卵管手术史患者卵巢储备状态、激素水平和治疗反应率以
及妊娠结局之间的差异。结果：双侧组患者的ｂ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和修复组患者（Ｐ＜００５）；对照组
患者的ＡＭＨ水平明显高于单侧组和双侧组患者（Ｐ＜００５）；双侧组患者的 ＩＮＨＢ水平、ＡＦＣ和卵巢体积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各组患者之间ＬＨ、Ｅ２和 ＦＳＨ／Ｌ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双侧
组患者的Ｇｎ治疗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和修复组（Ｐ＜００５），双侧组患者的Ｇｎ总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单侧组
和修复组（Ｐ＜００５）。双侧输卵管手术患者的卵巢低反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１６６７％ ｖｓ５３１％，χ２ ＝
４７５５，Ｐ＝００２９），而各组患者卵巢正常反应率和高反应率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各组
患者的获取卵数、受精率、优质受精卵数和移植受精卵数以及妊娠结局（着床成功率、妊娠成功率和流产发

生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输卵管手术史（尤其是双侧手术）可以对ＩＶＦＥＦ的患者
卵巢反应性和储备功能造成不利影响，但对妊娠结局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输卵管手术史；卵巢反应性；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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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ｕｂ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ｈｉｓｔｏｒ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ｂＦＳＨｉｎ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ｅｐａｉ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ＡＭＨ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ｎ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ＨＢ，ＡＦＣ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ｂｉ
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ＬＨ，Ｅ２ａｎｄＦＳＨ／Ｌ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Ｇｎｕｓｅｄｉｎ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ｐａｉ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ｏｗｒａｔ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６．６７％ ｖｓ．５．３１％，χ２ ＝４．７５５，Ｐ＝０．０２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
（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ｅｇ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ｅ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ｅｇｇ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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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ｂ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ｃａ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ＩＶＦＥＦ，ｂｕｔｈ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ＥＴ）；Ｔｕｂ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近年来，我国输卵管妊娠、输卵管感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呈
明显升高趋势，输卵管切除术、疏通术和修整术的手术量显著

增加［１］；尽管随着腹腔镜技术的发展，输卵管手术治疗的成功

率得到了显著提高［２］，但仍然有较大比例的输卵管疾病患者无

法自然妊娠，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技术是输卵管性不孕的最主要疗法［３］。体外

受精与胚胎移植是将不孕症患者夫妇的卵子和精子取出至体

外，在体外培养基中完成受精并发育至胚胎后，再将胚胎移植

入子宫内并完成妊娠的辅助生殖技术［４］。ＩＶＦＥＴ技术是存在
各种配子运送障碍、排卵障碍和男性精子质量不佳等造成不孕

的夫妇实现妊娠的主要辅助生殖技术。因为输卵管感染性疾

病和妊娠等造成输卵管梗阻、黏连并进行输卵管切除、疏通和

修整术的患者在 ＩＶＦＥＴ治疗人群中占有较大比例［５］，实行

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存在着一定比例的卵巢低反应率和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其与输卵管手术史和不同手术类型的关

系尚不明确，探究这些因素的相关性，可以为输卵管手术术式

的选择提供依据，并提高对ＩＶＦＥＴ治疗中卵巢低反应率和不良
妊娠结局的预见性。为此，本研究对近５年来我院２４２例 ＩＶＦ
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进行了回顾性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我院妇产科进行ＩＶＦＥＴ
治疗的２４２例不孕症患者做一回顾性分析，其中输卵管切除患
者８８例（单侧切除５２例，双侧切除３６例），输卵管修复患者４１
例，无输卵管手术史患者１１３例，４类不孕症患者一般资料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同时，将上述４类不孕症患者设
为４组，即单侧组、双侧组、修补组和对照组。纳入标准：①有明
确的生育要求；②经诊断存在各种因素导致的卵子运送障碍和
排卵障碍；③存在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经正规药物或手术治
疗未能妊娠的患者；④其他免疫性不孕或不明原因不孕症等。
排除标准：①存在精神疾病、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和其他系统严
重疾患；②存在吸毒、酗酒等不良嗜好；③治疗期间接触射线、
毒物和致畸药物。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４组进行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一般资料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史（年） ＢＭＩ（ｋｇ／ｍ２）

单侧组 ５２ ３０３４＋４５１ ２３８±１４３ ２５７１±２４５

双侧组 ３６ ３１１２＋４０４ ２６２±１３０ ２５５６±２３７

修补组 ４１ ３２０９＋４３２ ２５０±１４４ ２５４４±２２２

对照组 １１３ ３１７２＋４２３ ２２３±１１９ ２５２３±２１６

Ｆ值 １７７３ １１６２ ０５９５

Ｐ值 ０１５３ ０３２５ ０６１９

１２　治疗过程
依据《临床诊疗指南———辅助生殖技术与精子库分册

（２００９版）》，在完善男女双方体格和生殖内分泌检查的基础上，
进行控制性卵巢刺激（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Ｓ）：在月
经周期第２天给予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法国益普生，国药准
字ＪＸ２００８００１８，３７５ｍｇ）３７５ｍｇ肌肉注射，一般在注射后 １５
天，垂体去敏（血浆雌激素 ＜５０ｐｇ／ｍｌ）、超声确认存在２～３个
以上优势卵泡后，给予重组人绒促性激素注射液（雪兰诺，国药

准字Ｓ２００５００９３，２５０μｇ）２５０μｇ皮下注射，并在注射后２４～３６ｈ
经阴道彩超下卵泡穿刺取卵。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的设备和

操作均遵循《人类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实验室操作专家共识

（２０１６）》［６］的标准，进入卵裂期后评估受精卵状况，选择１～３
枚优质胚胎植入子宫。取卵后给予黄体酮注射液（广州白云

山，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０２２９，１ｍｌ：２０ｍｇ）２０ｍｇ／ｄ肌注，连续１７ｄ进
行黄体功能支持。

１３　评价指标
比较不同输卵管手术史患者卵巢储备状态、激素水平、促

性腺激素（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Ｇｎ）类药物治疗情况和治疗反应率以及
妊娠结局之间的差异。卵巢储备状态主要包括窦卵泡数（ａｎｔｒａｌ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ＦＣ）、抗苗勒氏管激素（ａｎｔｉｍｕ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ＭＨ）；激素水平主要检测基础卵泡刺激素（ｂａｓｅ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ＦＳＨ）、基础黄体生成素（ｂａｓｅ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ｂＬＨ）、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和卵泡刺激素与黄体生成素比值
（ＦＳＨ／ＬＨ）。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ＡＭＨ水平于月经周期第２日清晨
抽取空腹静脉血，采用Ｉ４０００ＳＲ全自动化学发光分析仪（雅培）
及其配套试剂测定。卵巢体积和窦卵泡数目由ＶｏｌｕｓｏｎＰ８妇产
科超声诊断系统（美国 ＧＥ）。治疗反应率以及妊娠结局指标：
受精率＝受精卵数／卵母细胞总数×１００％；优质胚胎率 ＝（Ｉ级
＋ＩＩ级胚胎数）／卵裂数 ×１００％；着床率 ＝着床胚胎数／移植胚
胎数×１００％；妊娠成功率 ＝妊娠周期数／刺激周期数 ×１００％；
流产率＝流产周期数／妊娠周期数×１００％［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ｎ（％）］的形式表示，组
间比较差异χ２检验。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处理，所有检验
均为双侧假设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４组不孕症患者治疗前激素水平和卵巢情况比较

双侧组患者的ｂ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和修复组患者（Ｐ
＜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ＡＭＨ水平明显高于单侧组和双侧组患
者（Ｐ＜００５）；双侧组患者的 ＩＮＨＢ水平、ＡＦＣ和卵巢体积明显
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４组患者ＬＨ、Ｅ２和ＦＳＨ／ＬＨ间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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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组进行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治疗前激素水平和卵巢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ｂ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ＩＵ／Ｌ） ＦＳＨ／ＬＨ ＡＭＨ（μｇ／Ｌ） ＩＮＨＢ（μｇ／Ｌ） ＡＦＣ（个） 卵巢体积（ｍＬ）

单侧组 ５５８±１７２ ４２６±１７２ １８０２３±６５２２ １４７±０７１ １４１±０３６ａ ５０８２±３７１ １０８３±３６３ ４２９±０６８

双侧组 ６２２±２１５ａ ４２９±１８１ １７２３５±７１０６ １４５±０７５ １３５±０３５ａ ４９９２±３８２ａ １０２４±３５３ａ ４１９±０７５ａ

修补组 ５２２±１８１ｃ ４１８±１６６ １８２１１±６３２３ １４３±０６４ １４５±０４１ ５１３２±４０５ １１１５±３６２ ４４３±０６５

对照组 ５０２±１６８ ４３２±１７２ １６４０２±６２３３ １３７±０５９ １５７±０３９ ５２０５±４２１ １１６９±３６８ ４５１±０７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单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双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４组不孕症患者Ｇｎ治疗情况比较
双侧组患者的Ｇｎ治疗时间明显多于对照组和修复组患者

（Ｐ＜００５），双侧组患者的 Ｇｎ总量明显高于对照组、单侧组和
修复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４组进行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Ｇｎ治疗情况比较

２３　４组不孕症患者治疗后卵巢反映情况比较
双侧组患者的卵巢低反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１６６７％ ｖｓ５３１％，χ２ ＝４７５５，Ｐ＝００２９）；４组患者卵巢正
常反应率和高反应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４组进行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治疗后卵巢

反映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低反应　 正常反应 高反应

单侧组 ５２ ５（９６２） ３３（６３４６） １４（２６９２）

双侧组 ３６ ６（１６６７）ａ ２２（６１１１） ８（２２２２）

修补组 ４１ ４（９７６） ２８（６８２９） ９（２１９５）

对照组 １１３ ６（５３１） ７８（６９０３） ２９（２５６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４组不孕症患者获取卵数、受精率和受精卵情况比较
４组不孕症患者获取卵数、受精率、优质受精卵数和移植受

精卵数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２５　４组不孕症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４组不孕症患者的着床成功率、妊娠成功率和流产发
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５。

表４　４组进行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获取卵数、受精率
和受精卵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获取卵数 受精率 受精卵移植数 优质受精卵数

单侧组 １１３２±５３１７０８１±１７１１ １９５±０３３ ４２２２±１２２１

双侧组 １０９４±６０２６９０２±１６０５ １９６±０２６ ４０８２±１４０２

修补组 １０９０±６１２６９２３±１５８５ １９５±０２９ ４０９０±１３２２

对照组 １２３２±５８１７２０３±１５５１ １９２±０２８ ４４９３±１００３

表５　４组进行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着床成功率 妊娠成功率 流产发生率

单侧组 ５２ １５（２８８５） ２３（４４２３） ６（１１５４）

双侧组 ３６ １２（３３３３） １７（４７２２） ３（８３３）

修补组 ４１ １２（２９２７） １９（４６３４） ４（９７６）

对照组 １１３ ３５（３０９７） ５４（４７７９） １０（８８５）

Ｆ值 ０２４４ ０１８７ ０３６７

Ｐ值 ０９７０ ０９７６ ０９４７

#

　讨论
本研究共对接受ＩＶＦＥＴ治疗的２４２例不孕症患者进行回

顾性分析，其中输卵管切除患者８８例（单侧切除５２例，双侧切
除３６例），输卵管修复术患者４１例，无输卵管手术史患者１１３
例。比较不同手术史和手术类型患者 ＩＶＦＥＴ诱导排卵前的激
素水平和卵巢储备状态，双侧组患者的 ｂＦＳＨ水平明显高于对
照组和修复组患者，单侧组患者ｂＦＳＨ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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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组患者间 ＬＨ、Ｅ２和 ＦＳＨ／Ｌ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

卵巢储备状态是完成ＩＶＦＥＴ的重要基础，对诱导排卵治疗
效果有较大影响；而卵巢体积、ＡＦＣ、ＡＭＨ和 ＩＮＨＢ水平是反映
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指标［８］。本研究结果显示，双侧组患者的

ＩＮＨＢ水平、ＡＦＣ和卵巢体积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对照组患者
的ＡＭＨ水平明显高于单侧组和双侧组患者。这提示，存在输
卵管切除术的患者卵巢储备能力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而双侧

切除患者的卵巢储备能力更为不足。卵巢储备能力的不足是

卵巢低反应（ｐｏｏｒ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Ｒ）的重要原因，因而双侧
输卵管手术患者的卵巢低反应率明显高于对照组（１６６７％ ｖｓ
５３１％，χ２＝４７５５，Ｐ＝００２９），这也造成手术患者的Ｇｎ治疗时
间和Ｇｎ使用量明显增加［９］。多项研究结果提示，ｂＦＳＨ、ＡＦＣ、
卵巢体积、ＡＭＨ和ＩＮＨＢ水平等对ＰＯＲ的发生有着较高的相关
性，在预测临床 ＰＯＲ的发生中有着较好的效果［１０１１］。其中，

ＡＭＨ是卵泡生长的抑制激素，在卵泡生长不足、窦卵泡数量下
降时ＡＭＨ多低于０５～１１μｇ／Ｌ［１２］；ＩＮＨＢ则是由卵泡颗粒细
胞产生的ＦＳＨ抑制性激素，当其水平低于４０μｇ／Ｌ时预测 ＰＯＲ
的敏感性较高［１３］。而输卵管切除术中，在切断输卵管的同时，

将输卵管系膜一并切断或造成输卵管系膜中的卵巢侧枝动脉

受到损伤［１４］，从而影响卵巢的供血不足，造成窦卵泡生长缓

慢［１５］、卵巢激素分泌减少，并引起ＴＳＨ反应性升高［１６］。

４组不孕症患者的获取卵数、受精率、优质受精卵数和移植
受精卵数以及妊娠结局（着床成功率、妊娠成功率和流产发生

率）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此结果与Ｌｉｎ［１７］等对
２８８例ＩＶＦＥＴ治疗的不孕症状进行的回顾性研究结果较为相
似。Ｐｅｒｅｉｒａ［１８］等的研究也提示，通过积极促排卵和黄体功能支
持治疗后，无论何种输卵管手术和卵巢低反应率，都不会造成

妊娠不良结局风险的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输卵管手术史（尤其是双侧手术）可以对ＩＶＦＥＦ
的患者卵巢反应性和储备功能造成不利影响，但对妊娠结局无

明显影响。

参 考 文 献

［１］　朱慧莉，黄薇．输卵管性不孕的流行病学及病因．国际生殖健康／
计划生育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３）：２１２２１６．

［２］　黄莉，蒋臖瑛，吴萍，等．腹腔镜治疗盆腔感染的疗效及安全性分
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３（２４）：６０４２６０４４．

［３］　吴文湘，廖秦平．盆腔炎性疾病诊治策略专题讨论———盆腔炎性
疾病的流行病学．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７２１７２３．

［４］　ＮａｓｉｒｉＮ，ＥｆｔｅｋｈａｒｉＹａｚｄｉＰ．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ｉｎｇｏｆｐｒ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ｓｉｎ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ＣｅｌｌＪ，２０１５，１６（４）：３９２４０５．

［５］　ＷａｎｇＪ，ＨｕａｎｇＤ，ＬｉｎＸ，ｅ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ｆ
ｔｅｒ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ａｃｏｎｓｅｃｕ

ｔｉｖｅ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３８ｃａｓｅｓｍａｎａｇｅｄｂｙ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ｃｏｒｎｕｏｓｔｏｍｙｏｒｃｏｒｎｕ
ａｌｒｅｐａｉｒ．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６，２３（５）：７３９７４７．

［６］　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第一届实验室学组．人类体外受精胚
胎移植实验室操作专家共识（２０１６）．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６
（１）：１８．

［７］　武学清，孔蕊，田莉，等．卵巢低反应专家共识．生殖与避孕，２０１５，
３５（２）：７１７９．

［８］　ＹｅｕｎｇＴＷ，ＣｈａｉＪ，ＬｉＲＨ，ｅｔａｌ．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ｐｉｌｏｔｔｒｉａｌ
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ｉｎｐｏ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ｅｒｓ．Ｆｅｒｔｉｌ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４，１０２（１）：１０８１１５．

［９］　ＷｉｓｅｒＡ，ＧｉｌｂｅｒｔＡ，ＮａｈｕｍＲ，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ｔｏｐｉｃ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ｏｒ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ＶＦ
ｃｙｃ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Ｂｉｏｍ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３，２６（５）：４４９４５３．

［１０］　ＸｉＷ，ＧｏｎｇＦ，Ｔ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ｓａｆｔｅｒ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ｆｏｒ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ｔＪ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ｂ
ｓｔｅｔ，２０１２，１１６（２）：９３９６．

［１１］　ＢｒｙＧａｕｉｌｌａｒｄＨ，ＬａｒｒａｔＬｅｄｏｕｘＦ，ＬｅｖａｉｌｌａｎｔＪＭ，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ｏ
ｔｒｏｐｉｃ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ｋａｌｌｍａｎ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
ｍａｎＦＳＨ．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１７，１０２（４）：１１０２１１１１．

［１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Ａ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ａｎｄ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５，１０３（３）：ｅ９ｅ１７．

［１３］　ＨｕＱＦ，ＨｏｎｇＬＭ，ＮｉｅＭＹ，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ｉｎ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ｅｒｖｅｗｏｍｅｎ．Ｊ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２０１７，１０
（１）：３２．

［１４］　?ｄｅｓｊＥ，ＢｅｒｇｈＣ，ＳｔｒａｎｄｅｌｌＡ．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ｔｕｂ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ＩＶＦ．Ａｃｔａ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ｅｃｏｌＳｃａｎｄ，２０１５，９４（１２）：１３２２１３２６．

［１５］　ＭｏｌＦ，ｖａｎＭｅｌｌｏＮＭ，ＳｔｒａｎｄｅｌｌＡ，ｅｔａｌ．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ｔｏｍｙｖｅｒｓｕｓｓａｌｐｉｎ
ｇ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ｔｕｂ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ＳＥＰｓｔｕｄｙ）：Ａｎｏｐｅｎｌａ
ｂｅｌ，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Ｌａｎｃｅｔ，２０１４，３８３
（９９２７）：１４８３１４８９．

［１６］　ＰｅｒｅｉｒａＮ，ＰｒｙｏｒＫＰ，Ｖｏｓｋｕｉｌｅｎ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Ａ，ｅｔ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Ｄｏｅｓ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
ｔｏｍ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ｔｅｒ？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７，２４（３）：４４６
４５４．

［１７］　ＬｉｎＹＪ，ＯｕＹＣ，ＨｕａｎｇＦＪ，ｅｔ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ｓ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ｕｂ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ｖｅｒｓｕｓｎｏｎｓａｌｐｉｎ
ｇｅｃｔｏｍｙ．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５）：６３７６４１．

［１８］　ＰｅｒｅｉｒａＮ，ＰｒｙｏｒＫＰ，ＶｏｓｋｕｉｌｅｎＧｏｎｚａｌｅｚＡ，ｅｔ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ｆｔｅｒ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Ｄｏｅｓ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
ｔｏｍ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ｔｅｒ？ＪＭｉｎｉｍ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７，２４（３）：４４６
４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６５　　　·

【基金项目】四川省自贡市重点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ＺＣ４４）
【第一作者简介】林杰（１９７０—），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殖
内分泌

△【通讯作者】赖志文（１９８４—），男，主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１６４１６３９２８７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
与高雄激素的关系研究
林杰　赖志文△

!

　冉旭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健康与不孕科，四川 自贡 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与高雄激素的关系。
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７月期间本院收治的７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高雄激素患者为观察组，同期的
７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无高雄激素患者为对照组。检测两组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比较观察组
中不同游离雄激素指数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并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
指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的关系。结果：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中不同游离雄激素指数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示，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有密切的关系。
结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显著异常，且伴发高雄激素者的表达更为异常，其

与游离雄激素指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作为高雄激素情况的诊断与调节依据。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血流参数；内分泌指标；高雄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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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妇女中常见的一类妇科疾病，本病
可导致患者表现出月经异常、多毛及（或）痤疮等情况，而本病

也是导致育龄妇女不孕的重要原因之一［１］。临床中关于多囊

卵巢综合征的诊治研究多见，其中较多患者伴发高雄激素的情

况，此种情况的存在甚至可导致部分患者出现男性化表现，因此

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伴发高雄激素患者的临床重视程度较高。

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作为本病患者中的研究热点［２３］，

相关的研究多见，但是对于其与高雄激素的关系研究不足。本

文中我们就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

与高雄激素的关系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总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期间自贡市妇幼保健院收
治的７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高雄激素患者为观察组，选取同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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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７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无高雄激素患者为对照组。对照组
中，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９岁，年龄（２８３±６３）岁，病程范围０５
年～８６年，病程（２９±１０）年，其中轻中度患者４８例，重度患
者２２例。观察组中，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８岁，年龄（２８５±６０）
岁，病程范围０５年 ～８８年，病程（３０±０８）年，其中轻中度
患者４７例，重度患者２３例；游离雄激素指数：＜１０者２０例，１０
～２０者３０例，＞２０者２０例。两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年
龄、病程与严重程度构成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同时两组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
书，且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纳入标准：年龄≥２０
岁者；符合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断标准者。排除标准：合并其他

生殖系统疾病者；合并其他基础疾病者；精神与认知异常者；１
周内进行疾病相关治疗者；对本研究不知情、不同意或不能全

程完成配合治疗者。

１２　方法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对两组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经阴道

进行检查，探头频率为５０ＭＨｚ～７５ＭＨｚ，检测卵巢间质血流
参数ＰＳＶ、ＲＩ、ＰＩ，另采用三维彩色血管能量成像检测血管参数
ＦＩ、ＶＩ、ＶＦＩ。另采集两组患者的晨起空腹静脉血，将血标本进行
离心，离心半径、速度及时间分别为 １５０ｃｍ、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及
５０ｍｉｎ，离心后取血清部分进行内分泌指标的检测，检测指标为
ＦＳＨ、ＬＨ、ＳＨＢＧ及ＦＩＮ，以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及酶联免疫法试剂

盒进行检测。然后统计与比较两组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及内

分泌指标，比较观察组中不同游离雄激素指数患者的卵巢血流

参数及内分泌指标，并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卵巢血流参数及内
分泌指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的关系。

１３　统计学检验
本研究中的数据检验软件选取ＳＰＳＳ２００，计量资料的表示

方式为均数±标准差，进行ｔ检验处理，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
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率，进行 χ２检验分析，卵
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的关系采用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分析处理，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卵巢间质血流参数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卵巢血流参数 ＰＳＶ高于对照组，ＲＩ及 ＰＩ均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中不同游离雄
激素指数患者的卵巢间质血流参数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卵巢血管参数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卵巢血管参数指标 ＦＩ、ＶＩ及 ＶＦＩ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中不同游离雄激素指数
患者的卵巢血管参数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指标比较

组别 游离雄激素指数 ＰＳＶ（ｃｍ／ｓ） ＲＩ ＰＩ

观察组 ＜１０（ｎ＝２０） １５５１±１６３ ０６８±００８ ０７３±０１０

１０～２０（ｎ＝３０） １８２９±１８９ ０５４±００６ ０６４±００８

＞２０（ｎ＝２０） ２１３８±２０２ ０４９±００４ ０５６±００６

Ｆ值 １４２５６ ８９９５ ９１２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合计（ｎ＝７０） １８１５±１８８ ０５５±００６ ０６０±００８

对照组（ｎ＝７０） １４２４±１５６ ０７５±０１０ ０８２±０１１

ｔ值 １３３９１ １４３４９ １３５３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的卵巢血管参数指标比较

组别 游离雄激素指数 ＦＩ ＶＩ ＶＦＩ

观察组 ＜１０（ｎ＝２０） ２０２１±２３５ １８１±０１５ ０５２±００５

１０～２０（ｎ＝３０） ２２９２±２４３ ２２５±０２１ ０６８±００７

＞２０（ｎ＝２０） ２５８６±２５６ ２６７±０２５ ０８９±０１０

Ｆ值 ８０６４ ９３４２ １１３２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合计（ｎ＝７０） ２３５６±２４１ ２２４±０２０ ０６９±００８

对照组（ｎ＝７０） １９８９±２２３ １６０±０１３ ０５０±００３

ｔ值 ９３５２ ２２４２８ １８６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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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的内分泌指标比较
观察组的内分泌指标ＦＳＨ、ＬＨ及ＦＩＮ均高于对照组，ＳＨＢＧ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中不同游

离雄激素指数患者的内分泌指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内分泌指标比较

组别 游离雄激素指数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ＳＨＢＧ（ｎｍｏｌ／ｍｌ） ＦＩＮ（ｍＵ／Ｌ）

观察组 ＜１０（ｎ＝２０） ６１５±０７３ ７４６±０９２ １６０２０±１５８８ １５２０±１６６

１０～２０（ｎ＝３０） ６５９±０８５ ９２０±１０５ １３４５６±１３１０ １８７６±２０８

＞２０（ｎ＝２０） ７２０±０９１ １０６４±１１８ １０９９８±１１３２ ２０９２±２２６

Ｆ值 ６８９６ ８９５６ １８６７２ １０８４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合计（ｎ＝７０） ６６３±０８４ ９４５±１１２ １２５６５±１２８４ １９８２±２２０

对照组（ｎ＝７０） ６１０±０７０ ７１２±０８５ １８０２５±１６３４ １４３４±１３２

ｔ值 ４０５５ １３８６５ ２１９８２ １７８７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的关系
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示，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均
与游离雄激素指数有密切的关系。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的关系
分析

研究指标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ＰＳＶ ６８６９ ＜００５ ２７１０ １１８４～８９９８

ＲＩ ７８８６ ＜００５ ２９０３ １２２４～１０４５３

ＰＩ １０２５４ ＜００５ ３４５８ １４２５～１５２５９

ＦＩ １１３８６ ＜００５ ３９４２ １５０１～１７８６４

ＶＩ ９４６３ ＜００５ ３２４９ １３１３～１２２９６

ＶＦＩ ８１５６ ＜００５ ２９４２ １２５６～１１０８４

ＦＳＨ ６５４２ ＜００５ ２５６３ １１５１～８７２６

ＬＨ ７５６３ ＜００５ ２８４６ １２０３～９７７３

ＳＨＢＧ ８３５９ ＜００５ ３０１５ １２６７～１１３８１

ＦＩＮ ９６６２ ＜００５ ３３１９ １３２６～１３８７６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高发病，也是妇科就诊患者中占比

较高的一类疾病，其对患者导致的危害明显，甚至可导致不孕

的发生，而这也是较多患者就诊的主要原因［４５］。临床中与多

囊卵巢综合征相关的研究显示，本类患者中较多伴有高雄激素

的情况，这导致患者出现较多相关症状体征，其中以男性表现

相对明显，此方面也是患者治疗过程中急需改善的方面［６７］。

而较多与多囊卵巢综合征高雄激素相关的研究显示，与高雄激

素伴发机体变化也较多，其中较多血液指标在高雄激素患者中

即呈现一定变化［８９］，而内分泌代谢异常作为多卵囊卵巢综合

征的重要表现，其与高雄激素伴发及发生相关的研究可

见［１０１１］，但是细致的关系探究不足。另外，卵巢血流变化是多

囊卵巢综合征表现相对突出的另一个方面，当高雄激素发生

时，其对血流状态，尤其是卵巢间质血流的变化影响未见，因此

此方面的探究意义较高。

本文中我们就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

泌指标与高雄激素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伴有高雄激素

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其卵巢间质血流参数、血管参数及内分

泌指标（ＦＳＨ、ＬＨ、ＳＨＢＧ及ＦＩＮ）均明显易于未伴有高雄激素的
患者，同时不同游离雄激素水平的患者其上述方面之间也存在

显著性，且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示，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
标均与游离雄激素指数有密切的关系，从而肯定了高雄激素的

存在对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的影响，也提示我们应

加强对高雄激素的治疗干预，同时对于存在高雄激素的患者则

进行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的监测与调控。分析原因，我

们认为高雄激素的存在可抑制 ＳＨＢＧ等内分泌指标，导致肥胖
发生，同时也引起相关的其他内分泌指标的异常［１２１３］，而其

ＲＡＡＳ系统可能受之影响，最终导致卵巢血流等方面的变
化［１４１６］，同时内分泌指标的变化也可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卵巢的

血管功能状态，导致血流参数的变化［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卵巢血流参

数及内分泌指标显著异常，且伴发高雄激素者的表达更为异

常，其与游离雄激素指数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可作为高雄

激素情况的诊断与调节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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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不同手术方式在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中
的应用
苑述政１　包存芳２

１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２广东医科大学附属龙华中心医院妇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手术方法在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取输卵
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治疗患者９０例，随机数字法分为开腹手术组（ｎ＝３０）、腹腔镜手术组（ｎ＝３０）和腹腔
镜联合药物治疗组（ｎ＝３０）。开腹手术组给予传统手术治疗，术后局部使用甲氨蝶呤治疗。腹腔镜手术组
单一使用腹腔镜下完成手术治疗，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在腹腔镜基础上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治疗，比

较３组保守性手术治疗效果。结果：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腹部切
口长度及止血时间，均短（少）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术后
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 ＨＣＧ水平，均低于腹腔镜手术组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腹腔镜手术组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ＨＣＧ水平，均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宫内妊娠率、输卵管通畅率，高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重复性输卵管妊娠率及继发不孕率，均低于
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三种不同手术方式在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中均
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腹腔镜手术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治疗效果更佳，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手术方式；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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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异位妊娠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属于妇科急腹症，是指孕
卵在在子宫意外的任何部位着床的临床病症［１］。目前，临床上

着床部位不同可以分为输卵管妊娠、卵巢妊娠、腹腔妊娠及子

宫残角妊娠等，且在众多异位妊娠中以输卵管妊娠最为常见，

占９００％以上。异位妊娠患者一旦发生破裂，将会引起剧烈的
腹痛，部分患者甚至伴有出血症状，威胁患者生命，增加患者及

家属的恐惧［２］。目前，临床上对于异位妊娠以药物治疗为主，

包括ＭＴＸ、前列腺素、氯化钾、高渗糖水、更生霉素、米非司酮
等，该方法虽然能改善患者症状，但是长期疗效欠佳，预后较

差［３］。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技术在输卵

管异位妊娠患者中得到应用，能为疾病的诊断、治疗提供依据，

但是患者选择何种治疗方法尚缺乏统一的标准［４］。本文选取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收治的输卵
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治疗患者９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
手术方法在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收治
的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治疗患者９０例，随机数字法分为
开腹手术组、腹腔镜手术组和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开腹手

术组３０例，年龄范围１９岁 ～４４岁，年龄（２５６４±４３５）岁，停
经时间范围３３ｄ～６０ｄ，停经时间（４５４１±４４５）ｄ，流产史范围１
次～３次，流产史（１４５±０８４）次。腹腔镜手术组３０例，年龄
范围２０岁 ～４３岁，年龄（２６０９±４３９）岁，停经时间范围

３２ｄ～１ｄ，停经时间（４６７４±４４９）ｄ，流产史范围１次 ～３次，
流产史（１５０±０８８）次。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３０例，年龄范
围１９岁～４３岁，年龄（２６０１±４４１）岁，停经时间范围３２ｄ～
６３ｄ，停经时间（４５０８±４５４）ｄ，流产史范围１次～３次，流产史
（１５０±０９０）次。本课题在伦理委员会批准、监督下进行，患
者对诊断方法等知情同意。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输卵管异位妊娠临床诊断标准者［５６］；

②最终均经手术、超声检查确诊；③生命体征平稳，未见明显腹
腔内出血情况，盆腔积液低于１００ｍＬ。排除标准：①不符合异位
妊娠临床诊断及排除标准者；②资料不全或难以配合治疗者；
③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异常者。
１３　方法

开腹手术组：给予传统手术治疗，术后局部使用甲氨蝶呤

治疗。采用持续硬膜外麻醉，按照常规在腹正中作纵行切口，

根据每一位患者情况调整切口长度，均保留输卵管开窗术，术

中均探查盆腔情况帮助患者早期确诊，在输卵管妊娠包括部位

作一个小切口，将孕囊组织完全切除，利用双极电凝进行止血

并采用生理盐水完成腹腔的冲洗［７］。术后在输卵管系膜局部

注射５０ｍｇ甲氨蝶呤（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２４６２，规格：５ｍｇ／５０ｍｇ／５００ｍｇ），术后常规放置引流管，缝
合腹部切口。腹腔镜手术组：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行全身麻

醉，待麻醉生效后进行消毒铺巾，整个手术均在腹腔镜下完成。

在脐带上缘、下缘作为第一穿刺点，帮助患者建立人工气腹，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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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气腹压在１１１３ｍｍＨｇ，将直径为１０ｍｍ腹腔镜置入其中，在
腹腔镜下观察腹腔情况。探查并明确病变部位和类型后决定

保守手术方式，手术切除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腹腔

镜联合药物治疗组：在腹腔镜基础上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治

疗。手术后利用弯钳将妊娠囊抓出后，反复采用生理盐水对创

面进行冲洗，并且对手术区创面进行双极电凝止血。对于输卵

管伞部的妊娠囊，利用弯钳从伞部将妊娠物取出，取出后利用

生理盐水并进行创面冲洗，双极电凝止血。妊娠囊取出后在手

术区输卵管局部将２５ｍｇ甲氨喋呤混合５ｍＬ生理盐水稀释，注
射至输卵管妊娠部位下方肌层内［８９］。

１４　观察指标
①围术期指标。观察３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腹部切口

长度、止血时间等情况；②血ＨＣＧ水平。观察３组术后１天、术
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 ＨＣＧ水平情况；③生育结局。观察３组

治疗后宫内妊娠率、重复性输卵管妊娠率、继发不孕率及输卵

管通畅率情况比较。

１５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计数资料行 χ２检验，采用 ｎ（％）

表示，计量资料行 ｔ检验，采用（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围术期指标比较

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腹部切口长度及止血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Ｐ＞
００５）；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腹部切口长度及止血时间，均短（少）与开腹手术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围术期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腹部切口长度（ｃｍ） 止血时间（ｍｉｎ）

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 ３０ ４３２３±６３１ａ １２２３±３４１ａ ２３４±０３４ａ ２３１±１２１ａ

腹腔镜手术组 ３０ ４３３２±６３４ａ １２３４±３４６ａ ２３６±０３５ａ ２３０±１２０ａ

开腹手术组 ３０ ５７５３±６８５ｂ ３９６４±４５４３ｂ ７１４±０５１ｂ ６７５±３１２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开腹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腹腔镜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ＨＣＧ水平比较
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

ＨＣＧ水平，均低于腹腔镜手术组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手术组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
天血ＨＣＧ水平，均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ＨＣＧ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１天 术后４天 术后１４天

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 ３０ １２２１４５±１８９４５ａｂ ４５３３１±５６４２ａｂ １３２１±２１５ａｂ

腹腔镜手术组 ３０ １４５３４１±１９０３４ａ ６７４６７±６１２４ａ ２９８３±１２２１ａ

开腹手术组 ３０ １６７５６２±２００３１ ８９６４２±６４３２ ３４５１±１３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开腹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腹腔镜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后生育结局比较
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宫内妊娠率、继发

不孕率及输卵管通畅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
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宫内妊娠率、输卵管通畅

率，高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腔镜联
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重复性输卵管妊娠率及继发不

孕率，均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后生育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宫内妊娠率　 重复性输卵管妊娠率　 继发不孕率　 输卵管通畅率　

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 ３０ ２８（９３３３）ａ １（３３３）ａｂ １（３３３） ３０（１００００）ａ

腹腔镜手术组 ３０ ２７（９０００）ａ ２（６６７）ａ １（３３３） ３０（１００００）ａ

开腹手术组 ３０ ２３（７６６７） ４（１３３３） ３（１０００） ２７（９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开腹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腹腔镜手术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异位妊娠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其诱因相对较多包括人工

流产、盆腔炎、人工流产术介入操作及不洁性生活等，导致盆腔

器官功能、形态等发生明显的变化，从而增加异位妊娠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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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１０１１］。因此，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输卵管妊娠患者保育

性治疗的关键。近年来，随着临床生化指标检验、超声影响诊

断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输卵管异位妊娠确诊率较高，为患者

临床治疗赢得了宝贵的时间［１２］。常规方法以开腹手术为主，但

是开腹手术创伤较大，导致患者手术预后较差，容易增加患者

痛苦［１３１４］。

近年来，腹腔镜手术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在输卵管异

位妊娠患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腹腔镜联合

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腹部切口

长度及止血时间，均短（少）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提示腹腔镜手术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用于
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中效果理想，对患者创伤较小，有助于提

高临床效果。腹腔镜手术是输卵管妊娠患者中常用的手术治

疗方法，属于是微创手术的一种，治疗时对患者创伤较小，在

一定程度上能帮助患者恢复盆腔解剖结构，并且围术期给予

大量的生理盐水进行冲洗，能降低再次粘连发生率，为再次妊

娠创造良好的环境［１５］。国内学者研究显示［１６］：腹腔镜联合局

部用药治疗输卵管异位妊娠时对生育力的影响相对较小，是

生育要求患者最佳的选择。本研究中，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

组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 ＨＣＧ水平，均低于腹腔
镜手术组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
腔镜手术组术后１天、术后４天及术后１４天血 ＨＣＧ水平，均
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由此看
出，腹腔镜手术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的使用有助于降低血

ＨＣＧ水平，提高临床效果，促进患者早期恢复。甲氨蝶呤也是
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中常用的治疗药物，属于叶酸拮抗剂，药

物能与二氢叶酸还原酶相互结合，阻断其转化为具有生物活

性的四氢叶酸，抑制嘌呤和嘧啶的正常合成，干扰 ＤＮＡ、ＲＮＡ
及蛋白质合成和胚胎滋养细胞分裂，加速滋养细胞死亡，引起

胚胎死亡［１７］。临床上，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采用腹腔镜手术

联合局部注射甲氨喋呤保守性治疗中效果理想，能发挥手术

与药物治疗优势，利于改善患者剩余结局，促进患者早期恢

复［１８］。本研究中，腹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宫

内妊娠率、输卵管通畅率，高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腔镜联合药物治疗组与腹腔镜手术组重复性
输卵管妊娠率及继发不孕率，均低于开腹手术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是，临床上对于采用腹腔镜联合甲氨
蝶呤治疗效果不理想者，可以考虑开腹手术治疗，实现不同手

术治疗的互用，使得患者的治疗更具针对性。

综上所述，三种不同手术方式在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

术中均能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是腹腔镜手术联合局部注射

甲氨喋呤治疗效果更佳，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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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体双侧动脉缝扎术用于剖宫产围术期宫缩
乏力性出血临床研究
薛爱琴　惠晶
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体双侧动脉缝扎术用于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力性出血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延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剖宫产围术期出现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患者８０
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两组，各４０例，所有患者均行宫颈钳夹法结合药物欣母沛治疗，观察组在以上治疗
无效后，实施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术，比较两组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凝血功能变化，并统计
两组发生的并发症情况及术后１年时患者性生活质量。结果：观察组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显著少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凝血功能检查指标中 ＰＴ、ＴＴ、ＡＰＴＴ及 Ｆｉｂ等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发生术后感染、严重疼痛及失血性休克的总比例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年时随访发现，观察组干预后ＦＳＦＩ评分各指标及总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术用于剖宫产围术
期子宫收缩乏力大出血，能有效的提高止血效果，减少对凝血功能影响，且并发症少，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影

响小。

【关键词】　子宫体双侧动脉缝扎；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力；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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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为胎儿娩出（剖宫产）后２４ｈ内，机体出血量超过
５００ｍｌ（经阴道分娩）或１０００ｍｌ（剖宫产）者［１］，属于分娩过程，

包括剖宫产及经阴道分娩中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是导致我

国产妇围分娩期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２］。以往研究已经证

实［３］，导致产后出血的最主要原因为宫缩乏力，其次有胎盘因

素、软产道损伤以及合并的凝血功能障碍［４］。对于剖宫产术后

出现顽固性宫缩乏力而导致大出血者，紧急情况下需要子宫切

除以保全产妇生命，但切除子宫对于育龄期妇女身心健康，影

响极大，产妇及家属需要经过十分复杂的思想斗争才能痛下决

定［５］。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术有效的保留了患者子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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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于减少出血子宫血供有积极意义，故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剖

宫产围术期子宫收缩乏力性出血的救治。本研究则主要探讨

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术用于剖宫产术中子宫收缩乏力性

出血的临床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延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剖
宫产围术期出现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患者８０例，所有入组
者均符合 ２０１５年中华医学会产科学会关于产后出血的诊
断［５］，入组前签署知情同意书，且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

除术前合并凝血功能障碍、术前合并血小板减少者、合并妊娠

期糖尿病者、合并妊娠期高血压者、合并妊娠期胆汁淤积症者、

术前存在胎盘早剥及胎盘植入者。按照不同的手术方法分为

两组，各４０例，观察组：年龄范围 １９岁 ～３５岁，年龄（２５４±
３５）岁，孕周范围３６周～４２周，孕周（３９５±１０）周，新生儿体
重范围２５００ｇ～４０００ｇ，体重（３３５５０±３５０）ｇ，初次剖宫产者１４
名，二次及以上次数剖宫产者２６名；对照组：年龄范围１９岁 ～
３６岁，年龄（２５５±３６）岁，孕周范围３６周 ～４２周，孕周（３９６
±１０）周，新生儿体重范围 ２５００ｇ～４０００ｇ，体重（３３５０５±
３５０）ｇ，初次剖宫产者１５名，二次及以上次数剖宫产者２５名，
两组年龄、孕周、新生儿体重及剖宫产史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行宫颈钳夹法结合药物欣母沛治疗，明确产后

宫缩乏力导致大出血后立即仔细检查，排除胎盘残留，了解患

者凝血功能，对于异常者给予纠正。留置导尿管排空膀胱，操

作者左手伸入阴道内，固定宫颈前后唇，右手采用无齿的卵圆

钳于截石位宫颈时钟９点、１２点及３点位置，对宫颈直至子宫
下段进行钳夹，深度以膀胱腹膜返折下０５ｃｍ为准，排除对膀
胱组织的意外钳夹后上钳１齿，持续钳夹３０分钟后，松开卵圆
钳。同时给予深部肌肉注射欣母沛（阜新蒙药有限责任公司 国

药准字Ｚ２１０２０３８６）２５０ｕｇ，观察１５分钟，如仍未能有效止血，再
次肌注欣母沛２５０ｕｇ，每１５分钟可重复应用，最大用量不超过８
支。以上治疗无效后，对照组签字行全子宫切除；观察组实施

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术，先经腹壁切口处将子宫提出，充

分暴露子宫前后壁，随后对子宫切口进行缝合，于子宫切口上

缘２ｃｍ至子宫体外缘２ｃｍ部位选择１号可吸收缝线行由前至
后缝合，并有效贯穿子宫体前后壁，从而对子宫体双侧动脉移

行处进行结扎，并暴露子宫动脉进行缝扎处理。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治疗过程中均进行实施的签字告之，比较两组治

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凝血功能变化，并统计两组发生
的并发症情况及术后１年时患者性生活质量。
１４　评定方法

凝血功能检查通过ＳｙｓｍｅｘＣＡ１５００型全自动血凝仪，测定
值中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参考范围１１ｓ～１３ｓ，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ＡＰＴＴ）参考范围男性：３１５ｓ～４３５ｓ，女性３２ｓ～４３ｓ，
凝血酶时间（ＴＴ）参考范围１６ｓ～１８ｓ，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参考范
围１７５ｇ／Ｌ～５５４ｇ／Ｌ；性生活质量评级通过女性性生活质量
标准指标量表（ＦＳＦＩ）进行，数据获得为门诊登记，评价指标共
包含６个项目，各项得分０分～６分，总分最高３６分，分值越高

提示被检者性生活质量越好。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两组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止血速度比较（珋ｘ±ｓ）

２小时失血量（ｍｌ） ２４小时失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５１６５±１１８ ５９５５±１５１

对照组 ６９８９±１５９ ８８９６±１８５

ｔ值 １８２９１ ２６７８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干预后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凝血功能检查指标中 ＰＴ、ＴＴ、ＡＰＴＴ及 Ｆｉｂ等

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干预后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检测结果比较（珋ｘ±ｓ）

ＰＴ（ｓ） ＴＴ（ｓ） Ｆｉｂ（ｇ／Ｌ） ＡＰＴＴ（ｓ）

观察组 １３５±１１ １１５±２４ １７±０３ ２１６±１３

对照组 ３３６±２１ ２１５±２５ ０８±０１ ４１７±３４

ｔ值 ４９８６２ １８２５０ １８０００ ３４９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预后情况比较
观察组发生术后感染、严重疼痛及失血性休克的总比例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及预后情况比较（例，％）

术后感染 严重疼痛 失血性休克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３（７５％）

对照组 ３（７５％） ３（７５％） ５（１２５％） １１（２７５％）

χ２值 － ４２４２

Ｐ值 － ００３９

２４　干预后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对比
术后１年时随访发现，观察组干预后ＦＳＦＩ评分各指标及总

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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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干预后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对比（珋ｘ±ｓ）

性欲望 性兴奋 性高潮 阴道润滑度 疼痛 总分

观察组 ４０±０３ ４０±０３ ４０±０２ ４０±０３ ３５±０３ ３９±０３

对照组 ３１±０２ ３０±０２ ３０±０１ ３１±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９±０１

ｔ值 １５７８７ １７５４１ ２８２８４ １８０００ ２６３１２ ２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产后出血最主要的原因是产后宫缩乏力，尤其是剖宫产术

后，对于术前存在有妊娠期羊水过多、多胎妊娠、巨大胎儿妊娠

或者合并前置胎盘，胎盘早剥等均是出现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

力的诱导因素［６９］，对于此类患者虽然术前已经引起足够临床

重视，但仍有部分患者于剖宫产术后因宫缩乏力而导致产后大

出血［１０］。目前对于剖宫产术后宫缩乏力引起的产后大出血者，

治疗方法较多，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甚至手术治疗等［１１］。

其中最有效的药物为欣母沛，于子宫体注射后，多数患者可见

明显子宫肌肉收缩而减少产后出血。但亦有部分患者使用欣

母沛无效，此种患者往往通过多种手段，如药物治疗、物理治

疗、子宫缝扎、宫腔填塞等处理无效后，被迫行子宫切除［１２］。然

而子宫作为女性，尤其是育龄期女性最为关键的生殖器官，是

女性的生育能力象征，甚至可作为女性第二性征维持的主要器

官［１３］，一旦切除将对患者心理、生理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１４］。

如何有效的治疗剖宫产术后宫缩乏力导致大出血，避免对子宫

的切除是目前临床急需解决的问题［１５］。

本研究针对两组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比较发现，
观察组治疗后２小时及２４小时失血量显著少于对照组。说明
行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相对于宫颈钳夹，能更好的起到

临床止血效果。另外针对干预后两组凝血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发现，干预后观察组凝血功能检查指标中 ＰＴ、ＴＴ、ＡＰＴＴ及 Ｆｉｂ
等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提示行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相对

于宫颈钳夹，可有效的减少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且观察组

发生术后感染、严重疼痛及失血性休克的总比例显著低于对照

组。进一步证实针对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力导致的大出血，行

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相对于宫颈钳夹，其并发症较少，尤

其是术后感染，严重疼痛比例显著降低。最后对所有患者随访

１年，并针对两组ＦＳＦＩ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其 ＦＳＦＩ评分
各指标及总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说明针对剖宫产围术期宫

缩乏力导致的大出血，行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相对于宫

颈钳夹，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更佳。可能与观察组行双侧子宫

动脉结扎，能更有效的节省手术时间，更为迅速的起到止血效

果，同时手术避免了下推腹膜反折［１６］，进而可与子宫横切口上

方进行缝合，进一步减少了手术时间［１７］。避免对输卵管及卵巢

血管吻合支的处理，更好的加强了对子宫相邻器官保护，减少

对患者生殖系统影响［１８］。

综上所述：子宫体双侧子宫动脉缝扎术用于剖宫产围术期

子宫收缩乏力大出血，能有效的提高止血效果，减少对凝血功

能影响，且并发症少，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影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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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对老年子宫切除手术患者血清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的影响
毕兴华１　吴言悟１△　胡礼宏１　张宜群２

１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东部医院麻醉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００
２宁波市中医院妇科，浙江 宁波３１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对老年子宫切除手术患者血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的
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２月于本院行子宫切除术老年患者１００例，根据麻醉药物不同
分为复合组和单药组，各５０例，单药组给予瑞芬太尼麻醉，复合组在此基础上给予丙泊酚麻醉。统计分析所
有患者术后苏醒、认知及免疫细胞变化情况。结果：复合组自主呼吸恢复、睁眼、拔管及定向力恢复时间均

低于单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前、术后７２ｈＭＭＳＥ评分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复合组术后４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ＭＭＳＥ评分均低于单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０时两
组患者ＣＤ３＋、ＣＨ４＋、ＣＤ８＋及 ＣＨ４＋／ＣＤ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１时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明显
低于Ｔ０，复合组降低程度低于单药组，Ｔ２时高于 Ｔ１，复合组高于单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对老年子宫切除术后短期内认知功能影响较大，而对细胞免疫的抑制较小，术后

苏醒时间较短，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瑞芬太尼；丙泊酚；子宫切除；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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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切除术是妇科标准的常见手术之一，对于巨大的症状
明显的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药物治疗无效、以及 ＣＩＮⅢ级等，
子宫切除仍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子宫切除一般选择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老年人疼痛耐受程度低、免疫功能减退，而

术后更容易出现苏醒期躁动、认知功能障碍，且对术后疼痛的

控制要求更高，好的麻醉方案能有效减轻患者术后疼痛及免疫

抑制［１２］。子宫切除后停止了来自子宫动脉对卵巢的血供、损

害了卵巢的静脉回流，因此子宫切除的女性卵巢功能提早衰退

而出现一系列为绝经症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极大的经济和思

想负担。研究显示，苏醒期躁动、认知障碍的发生率与麻醉药

物及方式有关［３］。故临床需要探索更有效的麻醉药物、麻醉方

式，而减少老年患者麻醉并发症发生。本研究对老年子宫切除

手术患者实施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药物麻醉，取得较好的临床

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于宁波市李惠利
东部医院行子宫切除术老年患者１００例，根据麻醉药物不同
分为复合组和单药组，各５０例。纳入标准［４］：①均为子宫良
性疾病，且符合子宫切除条件；②按美国麻醉师协会麻醉危险
度分级Ⅰ级～Ⅱ级，无既往腹部手术史；③均无手术禁忌症，
且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术前伴有认知功能障碍或
精神疾病，对麻醉药物过敏或长期使用麻醉药；②伴有严重的
心、肝、肿瘤等严重性疾病，或伴有颅脑器质性疾病。复合组：

年龄范围６１岁～７８岁，年龄（６９４２±６３２）岁，手术时间范围
６３ｍｉｎ～１００ｍｉｎ，手术时间（７９２５±１２５８）ｍｉｎ，ＢＭＩ范围 ２１
ｋｇ／ｍ２～２６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３１４±０５６）ｋｇ／ｍ２，伴有高脂血症１１
例，高血压１０例，２型糖尿病８例；单药组：年龄范围６２岁 ～
７６岁，年龄（６８２３±６６５）岁，手术时间范围６８ｍｉｎ～９６ｍｉｎ，
手术时间（８０２１±１２１５）ｍｉｎ，ＢＭＩ２０ｋｇ／ｍ２～２６ｋｇ／ｍ２，ＢＭＩ
（２２６５±０６２）ｋｇ／ｍ２，伴有高脂血症１３例，高血压８例，２型
糖尿病９例。本研究通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两组患
者手术时间、合并症、体质量指数等临床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进行进食８ｈ～１２ｈ，进入手术室后常规给

予乳酸林格氏液（青州尧王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Ｈ２００５７４８２）１０１５ｍｌ／（ｋｇ·ｈ），常规给予心电监护检测各
项指标。给予面罩吸氧３ｍｉｎ后，给予００５ｍｇ／ｋｇ～０１ｍｇ／ｋｇ咪
达唑仑（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００２５）、０１ｍｇ／ｋｇ维库溴铵（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１７２）、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１９７）０１５μｇ·
ｋｇ－１·ｍｉｎ－１静脉滴注，约５ｍｉｎ后行气管插管，麻醉机控制通
气。术中间断给予维库溴铵静脉注射维持肌松，维持 ＢＩＳ值在
４０６０。使用瑞芬太尼维持麻醉。而复合组的麻醉维持给予丙
泊酚（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ＫａｂｉＡＢ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８００２３）４
ｍｇ～８ｍｇ／（ｋｇ·ｈ）静脉输注，缝合皮肤时停用丙泊酚。两组患
者均在同一组医师、护士及麻醉师下完成手术，麻醉前处理、手

术的进行以及手术后处理等方面均一致。

１３　评估标准
①观察记录患者自主呼吸恢复时间、睁眼时间、定向力恢

复时间及拔管时间，而评价患者术后苏醒情况。②认知功能评
价［５］：采用简明精神状态检查量表（ＭＭＳＥ）对患者术前、术后
４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及７２ｈ进行评估，该量表包括时间定向、图形
描画、短时记忆等，满分为 ３０分，＜２７分是存在认知障碍。
③免疫功能评价［６］：于麻醉前１ｈ（Ｔ０）、麻醉后１ｈ（Ｔ１）、手术结
束后１ｈ（Ｔ２）分别采取患者静脉血４ｍｌ，离心后取上层血清于 －
８０℃冰箱内保存待测，采用流式细胞测定外周血 ＣＤ３＋、ＣＨ４＋、
ＣＤ８＋含量，并计算ＣＨ４＋／ＣＤ８＋的值。
１４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χ２检验，对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情况比较

复合组自主呼吸恢复、睁眼、拔管及定向力恢复时间均低于

单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苏醒情况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自主呼吸恢复时间 睁眼时间 拔管时间 定向力恢复时间

复合组 ５０ １１８５±２１４ １４３５±２１８ １５６８±２７１ １７９５±３０５

单药组 ５０ １３７４±２１２ １６８５±２５８ ２０２４±３０５ ２２４１±３６４

ｔ值 ４４４ ５２３ ７９０ ６６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ＭＭＳＥ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 ７２ｈＭＭＳＥ评分均无明显差异（Ｐ＞

００５），复合组术后４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ＭＭＳＥ评分均低于单药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平比较

Ｔ０时两组患者 ＣＤ３
＋、ＣＨ４＋、ＣＤ８＋及 ＣＨ４＋／ＣＤ８＋无明显

差异（Ｐ＞００５），Ｔ１时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均明显低于Ｔ０，复合组

降低程度低于单药组，Ｔ２时高于Ｔ１，复合组高于单药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过去，对于子宫切除术临床上一般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而术后容易出现认知障碍，可能与年龄、麻醉药物、麻醉方式等

有关［７］。目前，国内行子宫切除手术的老年患者较为常见，而

老年人身体各器官机能出现退行性病变，对相关麻醉药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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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代谢性减弱，加上老年人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减弱，神经元

细胞减少，而对手术的耐受程度降低，而使术后苏醒时间延长、

苏醒期间出现烦躁、认知功能障碍等并发症，给患者及家庭带

来沉重的负担，故选择合适的麻醉药物和麻醉方式减少老年患

者术后苏醒烦躁、认知功能障碍、免疫功能减退的发生成为近

来研究热点［８１０］。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ＭＭＳＥ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４ｈ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术后４８ｈ 术后７２ｈ

复合组 ５０ ２７９６±１５０ ２１５２±１７５ ２３５５±２１２ ２６１０±１４０ ２７１２±１２４ ２８０３±１４０

单药组 ５０ ２８３４±１６８ ２４３０±１９０ ２６４１±１８９ ２７６８±１６０ ２７９４±１４０ ２８３０±１５０

ｔ值 １１９ ７６１ ７１２ ５２６ ３１０ ０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免疫细胞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３＋（％） ＣＨ４＋（％） ＣＤ８＋（％） ＣＨ４＋／ＣＤ８＋

复合组 ５０ Ｔ０ ５７０５±３０５ ３２１４±１４０ ２５４１±１１４ １２３±０３０

Ｔ１ ４７６２±３４０ａ ２２４０±１６０ａ ２０５４±１０２ａ ０７８±０２４ａ

Ｔ２ ５３４１±３０１ａｂｃ ３０５２±１４０ａｂｃ ２３５７±１１０ａｂｃ １０２±０２３ａｂｃ

单药组 ５０ Ｔ０ ５６６７±３１２ ３２４０±１４５ ２５１０±１１２ １２２±０３０

ｔ值 Ｔ１ ４４３２±３０５ａ ２０４１±１５２ａ １８４５±０９５ａ ０７１±０１５ａ

Ｐ值 Ｔ２ ５００４±２７６ａｂ ２５４７±１２５ａｂ ２１５４±１４２ａｂ ０８５±０２０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０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Ｔ１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单药组比较，Ｐ＜００５

　　本研究对老年子宫切除手术患者给予瑞芬太尼复合丙泊
酚麻醉处理，瑞芬太尼是一种强药效、阿片类的新型镇痛类药

物，具有起效快、清除速率快、安全性高等优势，不会对患者苏

醒造成明显的影响［１１１２］。而丙泊酚是一种良好的药效的麻醉

药物，但镇痛效果较差，剂量太大而会导致患者出现明显的呼

吸和循环抑制剂，故需要与阿片类相关药物联合应用，瑞芬太

尼复合丙泊酚能相互弥补各自的不足，而有利于手术的进

行［１３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复合组自主呼吸恢复、睁眼、拔管及

定向力恢复时间均低于单药组，则显示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麻

醉处理能促进患者术后苏醒，这可能与丙泊酚具有高亲脂性而

使代谢加快，而使苏醒平稳且迅速［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麻

醉前两组患者认知功能无明显差异，而术后４ｈ、１２ｈ、２４ｈ、４８ｈ两
组患者认知功能均明显降低，而复合组降低程度更加明显，而

７２ｈ后两组又恢复正常，可见两种麻醉方式均会导致患者术后
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下降，但复合使用丙泊酚药物麻醉，

而对认知功能影响更大，丙泊酚对胆碱能神经的抑制较弱，体

内残留时间较短［１５，１７］，而在３ｄ均又能恢复正常。本研究中结
果还显示了，麻醉后两组患者血清 ＣＤ３＋、ＣＨ４＋、ＣＤ８＋及
ＣＨ４＋／ＣＤ８＋均降低，而单药组降低程度更大，而提示瑞芬太尼
复合丙泊酚麻醉处理，能有效降低麻醉药物、手术等刺激对机

体的免疫抑制作用，这可能因为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麻醉时间

效果较为持久、且作用效果较为稳定，而能使手术过程中患者

发生躁动的现象减少。有研究显示，丙泊酚能够保护受损的神

经元及缺血的器官，而使应激反应降低，同时还具有调节免疫

功能的作用，从而促进免疫功能恢复，而利于术后身体的康复。

两者联合使用能提高麻醉安全性、降低不良效果的发生，达到

优劣势能相互弥补。

　综上所述，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对老年子宫切除术后短
期内认知功能影响较大，而对细胞免疫的抑制较小，术后苏醒

时间较短，值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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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省级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项目（２０１４Ａ０２０２１２４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徐晓琳（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会阴侧切对初产产妇盆底肌功能及性功能影响研究
徐晓琳　付利平
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会阴侧切对初产产妇盆底肌功能、性功能的影响。方法：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４年７
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于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妊娠初产妇且分娩方式为顺产的孕妇２５９
例，按孕妇分娩时是否采取会阴侧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其中研究组为会阴侧切组共１２１例，对照组不经
历会阴侧切共１３８例。对比观察两组孕妇产后压力性尿失禁（ＳＵＩ）、ＰＯＰ（盆腔器官脱垂）、会阴疼痛发生
率；盆底肌肌力、疲劳度、阴道动态压力情况以及性功能障碍恢复时间及情况。结果：在压力性尿失禁以及

会阴疼痛方面，研究组压力性尿失禁发生率为１４９％，会阴疼痛发生率为１７４％，而对照组压力性尿失禁发
生率为６５％，会阴疼痛发生率为６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 ＜００５）；在盆腔器官脱垂方面，研究组
发生率与对照组发生率均为１００％，研究组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盆底肌力方面，研究组Ｉ类肌
肌力异常率为６７８％、Ｉ类肌疲劳度异常率为３４７％、ＩＩ类肌肌力异常率为７９３％以及阴道动态方面异常率
为７０２％，对照组Ｉ类肌肌力异常率为４４２％、Ｉ类肌疲劳度异常率为２０３％、ＩＩ类肌肌力异常率为５２２％
以及阴道动态方面异常率为４４９％，研究组异常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在
ＩＩ类肌疲劳度方面异常率两组孕妇无明显差异（Ｐ均 ＜００５）。性功能恢复率方面，研究组在２个月性功能
恢复率为５１２％，５个月性功能恢复率为６６９％，明显低于对照组２个月的６８８％和５个月的８２９％，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在８个月性功能恢复情况方面，研究组与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会阴侧切可增加初产妇压力性尿失禁、会阴疼痛发生率，并且导致Ｉ类肌肌力、Ｉ类肌疲劳度、ＩＩ类肌肌
力以及阴道动态方面的异常，同时会加重性功能损伤程度并延长性功能恢复时间。

【关键词】　 会阴侧切；初产产妇；盆底肌功能；性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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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ｔ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３８ｃａｓｅｓ）ｄｉｄｎｏ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ｓ（ＰＯＰ），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ｆａｔｉｇｕ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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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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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Ｐｒｉｍｉｐａｒａ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ａｃｔ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目前认为是由综合性原因导致
的盆底肌肉组织力量损伤导致盆腔脏器位置及功能出现异常，

具体临床表现为尿失禁、盆腔脏器脱垂、盆底肌肉力量异常以

及慢性疼痛感染等表现，其主要原因为妊娠和分娩时，会阴侧

切作为孕妇顺产过程中如发生胎儿宫内窘迫、难产以及会阴撕

裂等危险而采取的中和方法［１］，但却增加盆底肌功能障碍性疾

病的发生率［２］，为有效平衡孕妇分娩中遇到胎儿窘迫需要采取

会阴侧切以及进行会阴侧切带来副作用，同时为进一步研究并

确认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肌功能以及性功能方面的影响，现

选取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于深圳市龙岗区第五人民医
院妇产科收治的初产妇孕妇２５９例，并将产后盆底肌功能情况
以及性功能情况进行临床对比，具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于深圳市龙岗区
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妊娠初产妇且分娩方式为顺产孕

妇２５９例，产前盆底功能正常，肛门反射存在，尿道口无红肿，黏
膜红润，子宫正常大小，无赘生物，无压痛、反射痛、肌紧张。按

孕妇分娩时是否采取会阴侧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其中研究

组为会阴侧切组共１２１例，年龄（５６２１±３１７）岁，孕周（３８３５
±５３２）周；对照组不经历会阴侧切共 １３８例，年龄（５５１３±
４２６）岁，孕周（３９４１±６１５）周。两组孕妇一般资料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该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后实施，孕妇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两组孕妇一

般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一般情况对比（ｎ）

　　　项目 研究组（ｎ＝１２１） 对照组（ｎ＝１３８） χ２值 Ｐ值

新生儿体重（ｇ） ３４５１２１±３９５６ ３４９２１±３５４７ ０４５７ Ｐ＞００５

孕期体重变化（ｇ） １６８±４９ １８１±２２５ ０４２５ Ｐ＞００５

第一产程时间（ｍｉｎ） ４８８７２±１２７５ ５０２９±１３４２ ０３９７ Ｐ＞００５

第二产程时间（ｍｉｎ） 　 ６２１±３８２７ ５４５±２１９ ０３０５ Ｐ＞００５

无痛分娩率 ６２１％ ５６２％ ０３２６ 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入选孕妇均于产后４２天内开展盆底功能方面检查，具

体检查内容主要包括压力性尿失禁、盆底器官脱垂、会阴部位

疼痛、盆底肌力检查、盆底肌疲劳度及性功能恢复时间。详细

检查内容和方法如下：①根据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关于压
力性尿失禁具体临床诊断的诊断标准，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对其患者进行数据统计；②针对已经出现盆腔脏器脱垂体征的
产妇，教导孕妇进行盆底肌训练以加强盆底肌承受性，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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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关于盆腔脏器脱垂诊断标准的指标进行全面评估；

③对孕妇进行盆底肌电生理方面的检测，并进行定量化，根据
妇产科学会进行标准划分，总共分为５级，盆底肌张力低于３级
的为肌力异常，同时在疲劳度方面出现不足零级标准的为异常

状态，对于低于８０ｃｍＨ２Ｏ的阴道动态压力则视为异常。④根据
中华医学会制定的性功能满意度量表对孕妇进行问卷调查，调

查时间点主要为产后２个月、产后５个月及产后８个月，针对问
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观察两组孕妇产后压力性尿失禁（ＳＵＩ）、ＰＯＰ（盆腔器

官脱垂）、会阴疼痛发生率；盆底肌肌力、疲劳度、阴道动态压力

情况以及性功能障碍恢复时间及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并进行

比较。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研究中所有数据均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Ｄ）表示，进行 ｔ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及会阴疼痛发生率
对比

　　两组孕妇分娩进行良好，关于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及
会阴疼痛发生率情况，在压力性尿失禁以及会阴疼痛方面，研究组

较对照组发生率较高，Ｐ均＜００５；在盆腔器官脱垂方面，研究组与
对照组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及会阴疼痛对比分析（珋ｘ±ｓ）

项目 研究组（ｎ＝１２１） 对照组（ｎ＝１３８） χ２值 Ｐ值

压力性尿失禁 　１８（１４９％） 　９（６５％） ４８１９ａ ００２８

会阴器官脱垂 １２１（１００％） １３８（１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会阴疼痛 　２１（１７４％） 　９（６５％） ７３８８ａ ０００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盆底肌力情况比较
两组孕妇分娩进行良好，关于盆底肌力方面，研究组相比

对照组，在Ｉ类肌肌力、Ｉ类肌疲劳度、ＩＩ类肌肌力以及阴道动态

方面异常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在 ＩＩ类
肌疲劳度方面异常率两组孕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具体情况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孕妇盆底肌力情况对比（ｎ）

　　　项目 研究组（ｎ＝１２１） 对照组（ｎ＝１３８） χ２值 Ｐ值

Ｉ类肌肌力异常 ８２（６７８％） ６１（４４２％） １４４７９ａ ００００

Ｉ类肌疲劳度异常 ４２（３４７％） ２８（２０３％） ６７９８ａ ０００９

ＩＩ类肌肌力异常 ９６（７９３％） ７２（５２２％） ２０８７５ａ ００００

ＩＩ类肌疲劳度异常 ２８（２３１％） ３１（２２５％） ００１７ ０５０７

阴道动态异常 ８５（７０２％） ６２（４４９％） １６８４１ａ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孕妇性功能恢复时间及恢复情况对比
两组孕妇分娩进行良好，关于压性功能恢复时间及恢复情

况，重点是在２个月、５个月及８个月性功能恢复率，研究组在２
个月、５个月性功能恢复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在８个月性功能恢复情况方面，研究组与对照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孕妇产性生活恢复时间及恢复率对比分析（珋ｘ±ｓ）

项目 研究组（ｎ＝１２１） 对照组（ｎ＝１３８） χ２值 Ｐ值

２个月 ６２（５１２％） ９５（６８８％） ８３６６ａ ０００４

５个月 ８１（６６９％） １１４（８２６％） ８５０５ａ ０００４

８个月 １１３（９３４％） １２８（９２８％） ００４０ ０５２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经过研究分析，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相关的危险

因素主要包括经阴道分娩次数、盆底手术、尿道感染以及患者

盆底肌肉情况等因素，相比会阴侧切经阴道分娩可能导致盆底

支持结构受损［３］，但多数可在产后５个月左右恢复正常水平，
具有良好的可逆性特点，盆底肌肉作为盆底结构功能稳定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作用是承受支持盆底脏器功能，具体有肛

提肌支持，而盆底支持结构组织松弛，作为女性盆底结构功能

障碍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会阴侧切导致的［４］。采用会阴侧切的

目的是预防分娩时盆底会阴组织受到严重裂伤，起到保护会

阴、预防盆底组织损伤且降低产后尿失禁和排便障碍发生率，

促进产后功能恢复，因此，其作用类似于双刃剑［５］。在临床工

作中，研究如何最大程度发挥会阴侧切的作用同时尽可能减小

会阴侧切带来的不良反应，既能保证顺产的顺利进行，又能更

好地保护盆底功能、降低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已经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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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中之重［６］。

盆底结构损伤是由于盆底结构决定其功能，倘若当盆底和

周围结缔组织、盆底支持韧带等多系统损伤或者力量减弱引起

盆底结构功能障碍，甚至仅仅是一个局部盆底结构损伤，往往

导致整个盆底结构便会失去平衡，最终出现盆底肌肉力量的配

比发生失衡［７］。实际上，会阴侧切不仅仅伤及盆底肌肉，同时

不可避免损伤盆底神经，同时不仅仅损伤了一块肌肉，往往造

成多层肌肉损伤。此外，单从孕妇角度考虑，在妊娠晚期，孕妇

本身子宫由于胎儿增大，会不断加重对盆底结构的损伤，增加

盆底肌肉受损伤的风险［８］；此外，由于妊娠原因，孕妇体内糖皮

质激素也会不断合成，导致弹力纤维被过度分解，而弹力纤维

又是盆底结缔组织结构的重要承力结构，可导致盆底器官脱垂

等不良后果［９］；最后，在胎儿分娩过程中，胎头极有可能对产道

造成挤压进而导致损伤，以及对盆底肌肉造成损伤，随着时间

延长，盆底肌肉纤维发生损伤，加重盆底结构功能失调的严重

性［１０］。因此，孕妇自身的生理结构特点以及会阴侧切对孕妇盆

底组织结构的损伤，均会导致压力性尿失禁、盆底器官脱垂等

不良后果出现。

在盆底肌肉力量及疲劳度方面，会阴侧切术中可能会对盆

底Ｉ类肌纤维（慢肌纤维）和阴道松弛方面可造成负面影响，其
不可避免对盆腔脏器支持系统造成损伤，同时导致盆底阴道松

弛，最终出现盆底功能障碍；研究提示，ＩＩ类肌纤维，在会阴侧切
过程中出现不会出现明显疲劳度损伤，但笔者认为，这个结果

仅仅局限在临床症状方面，但在肌电生理方面是否存在异常，

需要临床工作者加以重视，并积极寻找其与临床表现之间的时

间关系及因果关系，进而将肌肉损伤控制在萌芽状态，同时给

予合理处理［１１］。会阴侧切中往往损伤局部神经，同时术中缝合

不当往往导致无法精确达到解剖效果，以及切口处瘢痕等因素

也会加重盆底肌肉结构的损伤［１２］。因此，会阴侧切对局部神经

的损伤、对肌肉的切割伤以及伤口愈合瘢痕的二次损伤均是盆

底肌肉结构损伤的重要因素［１３］。

会阴侧切另一个较为严重的不良后果即为性功能方面损

伤，主要表现为性交痛，结合会阴侧切过程以及女性解剖结构

特点具体分析如下：会阴局部的损伤极有可能损伤盆底肌肉，

直接影响孕妇性交相关肌肉的功能和力量［１４１６］；此外，会阴侧

切对局部神经的破坏也可能牵涉到阴道内肌肉的活动，间接阴

道性交的过程；产后女性性激素水平偏低则会导致阴道润滑程

度不够，造成女性往往难以承受性交的痛感，出现性交痛；最

后，孕妇会阴伤口往往愈合较差，加之出现感染的可能性，对性

交的顺利完成也是不利因素［１７１８］。因此，决定女性性功能的重

要影响因素是会阴的完整性，而会阴侧切往往会对局部完整性

造成破坏，同时损伤到球海绵体肌等重要结构，导致孕妇产后

性功能出现障碍。

综上所述，在初产产妇盆底肌功能以及性功能影响方面，

会阴侧切增加初产妇压力性尿失禁、会阴疼痛发生率，并且导

致Ｉ类肌肌力、Ｉ类肌疲劳度、ＩＩ类肌肌力以及阴道动态方面的
异常，同时会加重性功能损伤程度并延长性功能恢复时间。严

格掌握会阴侧切的适应症，同时加强对会阴侧切手术步骤的改

善以及在会阴侧切与初产产妇盆底肌功能及性功能之间关系

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探讨，相信会阴侧切的不良反应将会得到

更好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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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患者辅助使用金刚藤治疗过程中体内
微环境的变化及临床意义分析
莫培晖　兰代群　闫志强
海南西部中心医院妇产科，海南儋州５７１７００

【摘　要】　目的：考察金刚藤配合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及治疗过程中对体内微环境的影响。方法：
将１２０例慢性盆腔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对照组给予司帕沙星治疗，观察组在此基
础上加用金刚藤胶囊，比较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症状积分积分、炎症因子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疗效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积分显著优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ＩＬ６和
ＴＮＦα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两组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结论：金刚
藤治疗慢性盆腔炎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体内微炎症环境进而改善整体整理效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慢性盆腔炎；微环境；炎症；金刚藤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ｉｎｖｉｖｏ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Ｊｉｎｇａ
ｎｇｔｅ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ＭＯＰｅｉｈｕｉ，ＬＡＮＤａｉｑｕｎ，ＹＡＮ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
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ａｉｎａｎ，Ｄａｎｚｈｏｕ５７１７００，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Ｊｉｎｇａｎｇｔｅｎｇ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ｉｎｖｉｖｏ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ｐａｒ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ｗｈｉｃｈｂａｓｉｓ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Ｊｉｎｇａｎｇｔｅｎｇｃａｐｓｕｌ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ｖｅ
ｌｏｗｅ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Ｌ２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
ＩＬ６ａｎｄＴＮＦ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Ｊｉｎｇａｎｇｔｅｎｇｃａｎ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Ｊｉｎｇａｎｇｔｅｎｇ

　　慢性盆腔炎是指内生殖器（包括子宫、输卵管、宫旁结缔
组织及盆腔腹膜）的炎症，既可局限于女性身体的某个部位，

也可以涉及整个内生殖器，为急性盆腔炎未得到正规、彻底治

疗，在患者抵抗力下降情况下，导致病情迁延所致，具有病史

长、治疗难度大等特点，病情迁延，在患者机体抵抗力下降时

可急性发作［１３］。慢性盆腔炎不仅会显著影响患者的身心健

康，若病情为能得到控制则有可能会引发不孕不育、盆腔癌等

疾病［４６］。司帕沙星等喹诺酮类药物是临床上治疗慢性盆腔

炎的主要药物，然而由于耐药菌比例逐渐增加、患者病情个性

化差异等因素导致抗生素单药治疗疗效不够理想。本研究考

察金刚藤配合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疗效，为改善盆腔炎的

治疗提供数据支持。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间海南西部中心医院住
院和门诊收治的慢性盆腔炎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计算机抽取患者就诊号法分为观察组（６０例）和对照组（６０
例）。纳入标准：根据患者病史、体征，结合妇科超声、实验室

等检查，患者诊断均符合《妇产科学》中对于慢性盆腔炎的诊

断标准［７］；患者及家属均在医师告知下自愿配合完成本次治

疗和研究。排除标准：合并生殖系统其它严重疾病患者，如恶

性肿瘤；合并有严重心功能不全，肝肾功能障碍患者；对本次

研究用药使用禁忌或过敏患者；治疗和研究期间退出患者。

观察组中年龄范围３７岁～７１岁，年龄（５４８±７２）岁；病程范
围６个月～１４年，病程（５２±１４）年。对照组中龄范围年３５
岁～７０岁，年龄（５４３±７４）岁；病范围程６个月 ～１３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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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５１±１８）年。两组患者基础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４），分组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司帕沙星（丹东医创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规格：０１ｇ／ｓ，批准文号：Ｈ２００９３６８３），２片／次，一次／ｄ，口
服。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金刚藤胶囊（浙江爱生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规格：０５ｇ／粒，批准文号：Ｚ２００７０００６），４粒／次，
３次／ｄ，口服。两组均连续治疗两周。
１３　观察指标

采用《中药新药临床指导原则》［８］制定临床有效率和症状

积分表进行疗效判定。采用上海生工生物公司提供的试剂盒

对炎症因子进行考察。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数据处理，两组患者症状、体征积分及

血清炎症因子水平等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临床
疗效及不良反应发生率等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认为
差异具有显著性。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疗效显著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症状、体征积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积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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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６０ ３５ ２３ ３ ９５００

对照组 ６０ ２１ ２７ １２ ８０００

χ２值 ４８７６

Ｐ值 ００２７

表２　两组患者症状、体征积分的比较

组别 例数
症状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体征积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０ １２８±４３ ２８±０９ ８７±３５ １５±１２

对照组 ６０ １２５±４２ ５９±１４ ８３±３９ １８±２１

ｔ值 ０３８７ １４４２７ ０５９１ ０９６１

Ｐ值 ０７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６ ０３３９

２３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因子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ＩＬ６和

ＴＮＦα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均未见不良反应。其不良反应发生率皆为０。在
不良反应发生率方面，显示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因子的比较

组别 例数
ＩＬ６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Ｆα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０ ３６３±６２ １６１±３５ ３８９±１１７ ７４８±２３５ １６２±４１ ８２±２３

对照组 ６０ ３６７±７０ ２２６±４６ ３６５±１０５ ４９８±１２４ １６５±４０ １２５±２４

ｔ值 ０３３１ ８７１１ １０５８ ７２７４ ０４０６ １００２０

Ｐ值 ０７４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６ ００００

#

　讨论
慢性盆腔炎病情迁延，病程较长且复发率高，尤其是当患

者出现免疫力降低的时候容易导致急性发作，临床上表现为下

腹部胀痛、腰酸背痛、白带异常［９１１］。若不能及时、有效治疗，随

着病情发展可出现痛经、月经不调、乃至不孕不育。慢性盆腔

炎具有病情迁延、症状多、复发率高等特点，抗感染为临床中治

疗慢性盆腔炎关键，但长期使用抗生素治疗，易增加致病菌耐

药性，且药物不良反应明显，影响患者治疗积极性和疗效［１２］。

金刚藤胶囊为中药提取药物，主要成份为金刚藤，为民间

中广泛使用药物，从茎、根中提取精制而成天然药物制剂。现

代药理学研究指出，金刚藤中富含生物碱、皂苷、有机酸、氨基

酸、糖类等多种活性物质，具有活血化瘀、清热解毒、消肿止痛、

抑菌消炎等功效，在跌打肿痛、跌打肿痛、疔疱瘰疠等中均有显

著临床疗效［１３１５］。另有研究指出，金刚藤胶囊还能增强机体免

疫功能，调节患者激素水平，在慢性盆腔炎患者中治疗，能协助

提高抗菌能力［１６］。有学者研究指出，体内微环境改变是慢性盆

腔炎的发病机制之一，其中炎症微环境是影响病情的主要因

素。有研究表明，金刚藤具有改善炎症环境，抑制炎症反应的

作用，因此考察金刚藤配合治疗慢性盆腔炎的临床治疗

效果［１７１８］。

本研究证实，观察组患者痊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单用抗生素对慢性盆腔炎
进行治疗可以起到一定的控制病情的作用，然而由于个体化差

异等因素部分患者并未痊愈，通过加用金刚藤进行治疗患者的

痊愈率得到显著提升。同时观察两组患者体、症状积分变换可

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积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进一步证实了金刚藤配合治疗的临
床效果。为考察金刚藤治疗慢性盆腔炎的机制，本研究比较了

两组患者体内炎症微环境的变化。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治疗

后血清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ＩＬ６和ＴＮＦα水平显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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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金刚藤通过调
节慢性盆腔炎患者体内炎症微环境达到改善治疗效果的作用。

两组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表明两种治疗方式均安全可

靠，在治疗中加用金刚藤不会增加治疗风险。

综上所述，金刚藤治疗慢性盆腔炎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体内

微炎症环境进而改善整体整理效果，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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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邢台市科技计划项目资助 （２０１６ＺＣ０６３）
【第一作者简介】胡志英（１９７３—），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妇科疾病的临床诊治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
患者中的疗效及对阴道局部环境的影响研究
胡志英

邢台市康复医院妇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与观察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中的疗效及对阴道
局部环境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邢台市康复医院收治的９０例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
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阴道局部用药组）４５例和观察组（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组）４５
例。统计与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的阴道 ｐＨ值、清洁度、阴道健康评分及阴道灌洗液细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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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达水平。结果：观察组的临床疗效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阴
道ｐＨ值、清洁度、阴道健康评分及阴道灌洗液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
疗后观察组的阴道ｐＨ值、清洁度、阴道健康评分及阴道灌洗液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中的疗效较好，且对患
者的阴道局部环境有较好的改善作用，适用于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

【关键词】　 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临床疗效；阴道局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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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４５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５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ｎ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ａｖ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ａｖ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ｃｌｅａｎｉｎｇｄｅｇｒｅ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
ｌａｖａｇｅｆｌｕｉｄ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ｉｔ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ｒｏｌｅｆｏｒ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ｏ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ｏｉｔｉｓ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ｔｒｏｐｈ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ｄｕｒｉｎｇ
ｐｅｒｉ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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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萎缩性阴道炎在年龄较高的妇女中多见，因此围绝经期阴
道炎的相关诊治研究多见。研究显示，因本病为雌激素缺乏导

致的阴道局部症状表现［１］，因此在治疗的过程中，对于激素的

调节补充是重点之一，与此同时，阴道局部环境状态较差也是

此类阴道炎患者的突出表现，不仅仅综合健康状态较差，且炎

性相关的应激指标表达突出，因此上述方面的治疗与调节均是

临床重点［２］。本文中我们就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

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中的疗效及对阴道局部环境的影响进行

研究与观察。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至２０１７年４月邢台市康复医院收治的９０
例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

组（阴道局部用药组）４５例和观察组（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
组）４５例。对照组中，年龄范围 ４５岁 ～６５岁，年龄（５５９±
４９）岁，病程范围２０个月 ～５０个月，病程（３４±０５）个月，
严重程度：轻度者１０例，中度者２５例，重度者１０例。观察组
中，年龄范围４５岁 ～６４岁，年龄（５６２±４７）岁，病程范围１５
个月～５５个月，病程（３６±０４）个月，严重程度：轻度者 １０
例，中度者２５例，重度者１０例。两组萎缩性阴道炎的上述基本
资料数据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两
组患者均对本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书。纳入标准：年龄在６５岁
及以下者；围绝经期者；对研究知情及同意者。排除标准：合并

其他心脑肺肾等基础疾病者；非萎缩性阴道炎者；精神异常或其

他原因不能有效配合治疗检查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阴道局部用药进行治疗，采用甲
硝唑泡腾片（江西川奇药业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８３０６６）置于阴道深部，每晚睡前应用１片，应用１周。观
察组则采用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采用甲硝唑泡腾片置于阴

道深部，每晚睡前应用１片，应用１周；采用尼尔雌醇片（上海新
华联制药有限公司，批号：国药准字 ６Ｈ１７１２４０３）４０ｍｇ口服，然
后再以２０ｍｇ的剂量服用，２周服用１次。统计与比较两组患
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的阴道 ｐＨ值、清洁度、阴道健康评分
及阴道灌洗液细胞因子表达水平。

１２２　检测方法　于治疗前和治疗后２周及４周分别检测与
比较两组的阴道局部环境相关指标，其中统计指标为阴道 ｐＨ
值、清洁度、阴道健康评分及阴道灌洗液细胞因子表达水平，其

中阴道灌洗液指标为 ＩＬ４、ＩＬ８、ＩＬ１０及 ＴＮＦα，检测方式均为
酶联免疫法试剂盒，定量检测。然后分别统计与比较两组的检

测结果。

１３　评价标准
①临床疗效［３］：患者治疗后萎缩性阴道炎的相关症状体征

均消失，同时阴道分泌物及妇科检查结果均正常为治愈，患者

治疗后萎缩性阴道炎的相关症状体征、阴道分泌物及妇科检查

结果均明显改善为有效，患者治疗后萎缩性阴道炎的相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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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征、阴道分泌物及妇科检查结果均改善不明显或无改善，甚

至加重为无效。总有效为治愈和有效之和。②阴道健康评
分［４］标准：根据患者的阴道伸展度、清洁度、阴道黏膜状态及分

泌物状态对患者的阴道健康状态进行评分，其中分值 ＞１１分、６
～１０及≤５分分别表示阴道状态较好、一般及较差。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ＰＳＳ２００，计量资料的表示方式为均数 ±

标准差，进行ｔ检验分析，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百分比，进行
卡方检验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２周及４周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比较［ｎ（％）］

　 时间 组别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后２周 对照组 １５（３３３３） １５（３３３３） １５（３３３３） ３０（６６６７）

观察组 ２１（４６６７） １８（４０００） ６（１３３３） ３９（８６６７）

χ２值    ５０３１

Ｐ值    ＜００５

治疗后４周 对照组 ２２（４８８９） １５（３３３３） ８（１７７８） ３７（８２２２）

观察组 ３６（８０００） ８（１７７８） １（２２２） ４４（９７７８）

χ２值    ６０４９

Ｐ值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阴道ｐＨ值、清洁度及阴道健康评分
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阴道 ｐＨ值、清洁度及阴道健康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的阴道 ｐＨ
值、清洁度及阴道健康评分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阴道ｐＨ值、清洁度及阴道健康评分比较

　 时间 组别　　 ｐＨ值
清洁度［ｎ（％）］

Ⅰ～Ⅱ度 Ⅲ～Ⅳ度

阴道健康评分［ｎ（％）］

较好 一般及较差

治疗前 对照组 ５７０±０５０ ２０（４４４４） ２５（５５５６） ４（８８９） ４１（９１１１）

观察组 ５６９±０５２ １９（４２２２） ２６（５７７８） ３（６６７） ４２（９３３３）

ｔ值或χ２值 ００１５ ００４５  ０１５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２周 对照组 ５４２±０４８ ３０（６６６７） １５（３３３３） １６（３５５６） ２９（６４４４）

观察组 ５０２±０３８ ４０（８８８９） ５（１１１１） ２７（６０００） １８（４０００）

ｔ值或χ２值 ５２２０ ６４２９  ５３８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４周 对照组 ５１２±０３０ ３３（７３３３） １２（２６６７） ２２（４８８９） ２３（５１１１）

观察组 ４５９±０２５ ４２（９３３３） ３（６６７） ３８（８４４４） ７（１５５６）

ｔ值或χ２值 ５４５６ ６４８０  １２８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阴道灌洗液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阴道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的阴道灌洗液细胞
因子表达水平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萎缩性阴道炎在围绝经期妇女中多件，与本阶段妇女的卵

巢功能衰退，雌激素变化波动明显而导致的阴道局部状态变化

有关［５６］。患者主要表现为阴道壁萎缩及黏膜变薄等情况，同

时阴道 ｐＨ值变化，局部抵抗力变差，炎性因子表达升高，阴道
分泌物异常，对患者造成的不适感突出［７９］，因此对围绝经期萎

缩性阴道炎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上述方面的改善与评估均

是重点方面。另外，此类患者的阴道局部炎性状态反应明

显［１０１１］，因此阴道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多因炎性应激应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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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呈现异常表达的状态，因此对此类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

调节成为治疗的重点依据之一。以往较多研究［１２１４］主张采用

阴道局部用药治疗的方式进行干预，主要为局部抗炎治疗，但

是近年来临床中采用激素替代治疗的方式进行治疗，效果较

好，但也有较多研究认为，其存在一定不良反应及疗效方面的

不足，因此应用价值仍需进行探究。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阴道灌洗液细胞因子表达水平比较

时间 组别 ＩＬ４（ｐｇ／ｍｌ） ＩＬ８（ｐｇ／Ｌ） ＩＬ１０（ｐｇ／Ｌ） ＴＮＦα（ｐｇ／Ｌ）

治疗前 对照组 １４５２５±１５６３ ４６７±０５２ ６５６５±７４３ ８９７６±７９９

观察组 １４６０１±１５５８ ４７０±０５０ ６６０２±７３８ ９００２±７８７

ｔ值 ０１１２ ００８４ ０２２３ ０３４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２周 对照组 １３１４５±１３４５ ３８４±０４２ ５２６２±６３５ ５２６２±５６３

观察组 １１６５８±１１４５ ２７２±０２７ ３０４９±４８４ ３０４６±４８４

ｔ值 ６６５６ ５９９３ ７８４２ ７９６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治疗后４周 对照组 １２３５３±１２０２ ２５４±０３１ ３１３１±４９９ ４０２５±５４１

观察组 １０６４５±１０４５ １７３±０１８ ２０３５±２６８ ２０４５±３６６

ｔ值 ７１２５ ６４５１ １０１６３ ８５６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本文中我们就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期萎缩性
阴道炎患者中的疗效及对阴道局部环境的影响进行探究与观

察的结果显示，本类联合治疗的方式应用价值显著好于局部用

药，表现为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局部用药，治

疗后的阴道ｐＨ值、清洁度、阴道健康评分及阴道灌洗液细胞因
子表达水平显著好于局部用药，说明联合用药在改善萎缩性阴

道炎患者的疾病相关表现方面作用显著，同时在控制阴道局部

炎性状态及提升阴道健康度方面均有更好的效果。而这与激

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疾病病因机制与症状表现等方面进行

了综合干预与治疗有关［１５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期萎

缩性阴道炎患者中的疗效较好，且对患者的阴道局部环境有较

好的改善作用，适用于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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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状透明带卵母细胞受精失败分析
张鑫　闫旭　罗清炳 　徐鸿毅　张昌军△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齿轮状透明带卵母细胞的受精、胚胎发育和临床妊娠结局。方法：选取２０１０年１
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且由于齿轮状透明带卵母细胞导致ＩＶＦ
治疗周期中完全受精失败的１２例不孕患者和透明带形态正常治疗周期完全受精失败的８２例患者为研究对
象。将前者１２例患者设为实验组，后者８２例患者设为对照组。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年龄、不孕类型、不孕年
限、促排卵时间、Ｇｎ总用量、ＨＣＧ日 Ｅ２和 ＬＨ水平、获卵数、ＭＩＩ卵数、卵裂率、优胚率、胚胎种植率、临床妊
娠率等。结果：实验组患者ＩＣＳＩ受精率稍低于对照组ＩＣＳＩ受精率，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第５天囊胚
形成率明显低于对照组第５天囊胚形成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各项指标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结论：这类齿轮状透明带形态的卵母细胞常规体外受精会导致受精失败，早期识别此类卵母细胞并进

行及时的补救ＩＣＳＩ，可以改善临床妊娠结局。
【关键词】　控制性超促排卵；透明带；完全受精失败；补救ＩＣＳＩ；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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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过程中，卵母细胞的质
量对妊娠的结局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受精是一个精卵相互

作用及其精细且复杂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卵母细胞透明带

（ｚｏｎａｐｅｌｌｕｃｉｄＺ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透明带形态异常可以
导致完全受精失败。常规体外受精一般在４小时后拆除卵母细
胞外的颗粒细胞，若在卵周间隙未看到第二极体则认为受精失

败［１］，此时行早期补救 ＩＣＳＩ（ｅａｒｌｙｒｅｓｃｕｅ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ＲＩＣＳＩ）可以获得正常受精卵和可用胚胎。因此，本研
究对１次周期中出现全部卵母细胞透明带进行回顾性分析，探
讨是否影响受精率、妊娠结局和胚胎发育潜能。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因输卵管梗阻在本院生殖医
学中心实施早期补救ＩＣＳＩ的９２例助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透
明带的形态将其分为两组：因卵母细胞透明带呈齿轮状改变（如图

１Ｄ所示）导致受精失败不孕患者为实验组，共１２例；透明带正常
（如图１Ａ所示）但全卵受精失败患者为对照组，共８２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不孕原因的临床诊断　经过宫腔镜、子宫输卵管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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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生殖系统Ｂ超、生殖内分泌检查，精液常规分析，染色体等
检查，排除其他不孕因素，证实输卵管梗阻是导致不孕的原因。

１２２　促排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０１ＧｎＲＨａ标准长方案促
排，从上一个月经周期的黄体中期开始，给予醋酸曲普瑞林（商

品名：Ｄｅｃａｐｅｐｔｙｌ，德国辉凌制药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４３５１），
皮下注射００５ｍｇ／日，月经第三天如雌二醇（Ｅ２）＜５０ｐｇ／ｍＬ、
黄体生成素（ＬＨ）＜５ｍＩＵ／ｍＬ、超声检测卵泡直径无大于１０ｍｍ
时，开始加用ｒＦＳＨ、ＨＭＧ促超排卵，当出现直径达１８ｍｍ的卵
泡数≥３个时，当天２２：００肌肉注射 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ＩＵ，注射 ＨＣＧ
后３４～３６ｈ在阴道超声监测下穿刺取卵。
１２３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及妊娠结局　精液处理采用密度梯度离心
法，根据精液常规参数采用不同受精方法［２］，常规体外受精后４小
时剥除颗粒细胞层。剥除颗粒细胞后观察卵周间隙未看到第二极

体视为受精失败，需行补救ＩＣＳＩ使精卵结合，１６～１８ｈ后判断卵母
细胞是否受精，镜下见雌雄原核（ｔｗｏｐｒｏｎｕｃｌｅａｒ，２ＰＮ）提示正常受
精，并对其进行原核评分。在受精后第３天观察胚胎卵裂球分裂情
况，根据卵裂球数目、排列形态、均匀程度和碎片所占胚胎比例情况

对胚胎进行分级［３］，取卵术后７２ｈ行胚胎移植并进行常规的黄体支
持。胚胎移植２周后查尿ＨＣＧ，阳性后２～３周行阴道超声检查，Ｂ
超提示宫内有孕囊、胚芽及心管搏动为临床妊娠，计算受精率、卵裂

率、优胚率、第５天囊胚形成率、临床妊娠率等指标。
１３　统计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行单因素方差分析、ＬＳＤ法检
验；计数资料行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ＢＭＩ、不孕年限、基础性激素水平比较，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项目 实验组（ｎ＝１２） 对照组（ｎ＝８２） Ｐ值

年龄（岁） ２９８３±２８９ ３０７０±３７１ ＞００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１７６±３０８ ２１０６±２４０ ＞００５

原发不孕年限（年） ４８２±３２８ ３０１±０２２ ＞００５

性激素水平（ｍＩＵ／ｍｌ）

基础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６４６±１７６ ６６５±１８０ ＞００５

基础ＬＨ（ｍＩＵ／ｍＬ） ５３４±１４４ ４８２±２１３ ＞００５

基础Ｅ２（ｐｇ／ｍＬ） ５２２７±２００２ ５１７７±１９５６ ＞００５

启动日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３５±０５８ １２８±０６７ ＞００５

刺激第８天ＬＨ ０３０±０１８ ０２９±０２０ ＞００５

２２　齿轮状透明带的形态学
常规体外受精后４小时剥除颗粒细胞层，实验组患者卵母

细胞透明带呈齿轮状凸起（如图１Ｄ所示），未见精子黏附，而对
照组透明带则是平整结构（如如图１Ａ所示）。通过补救ＩＣＳＩ受
精以后，对照组和实验组的患者都可以获得卵裂球胚胎和囊

胚。具体情况如图１所示。

图１　光学显微镜下的具有齿轮状透明带配子及胚胎与正常透明带配子及胚胎
（Ａ：正常透明带的ＭＩＩ卵母细胞；Ｂ：正常透明带的第３天胚胎；Ｃ：正常透明带的第５天囊胚；Ｄ：齿轮状透明带的ＭＩＩ卵母细胞；
Ｅ：齿轮状透明带的第３天胚胎；Ｆ：齿轮状透明带的第５天囊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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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控制性超促排卵（ＣＯＨ）参数比较
两组患者在Ｇｎ天数、Ｇｎ总量、ＨＣＧ日Ｅ２水平、ＬＨ水平和

Ｐ水平方面进行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４　ＲＩＣＳＩ的结局

两组患者在平均获卵数、ＭⅡ卵子数、卵裂率、优胚率、移植
胚胎数、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方面进行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实验组患者ＩＣＳＩ受精率［４］稍低于对照组患者 ＩＣＳＩ受
精率，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实验组患者第五天（Ｄ５）囊胚形成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ＣＯＨ参数比较

　　　项目 实验组（ｎ＝１２） 对照组（ｎ＝８２） Ｐ值

Ｇｎ使用时间（天） 　１４８０±１４８ 　１５０３±１１２ ＞００５

Ｇｎ总用量（ＩＵ） ２８８５２２±６６９２３２９３８１５±６４８２３ ＞００５

ＨＣＧ日ＬＨ（ｍＩＵ／ｍＬ） 　 ０９０±０２０ 　 ０８７±０２８ ＞００５

ＨＣＧ日Ｅ２（ｐｇ／ｍＬ） ２６５５１１±５７９２８２６５２３４±６１３５０ ＞００５

ＨＣＧ日Ｐ（ｎｇ／ｍＬ） 　 ０６０±０１８ 　 ０５４±０３９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的ＲＩＣＳＩ结局比较

　　　　项目 实验组（ｎ＝１２） 对照组（ｎ＝８２） ｔ／χ２值 Ｐ值

平均获卵数（ｎ） ７５８±３４９ 　７６４±２３７ ００７６８ ＞００５

ＭＩＩ卵数 ６６７±３０６ 　６７９±２２１ ０１６６８ ＞００５

受精率（％） ８６３（６９／８０） ８６１（４３２／５０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５

卵裂率（％） ９８６（６８／６９） １０００（４４４／４４４） １１４９９ ＞００５

Ｄ３优胚率（％） ３９７（２７／６８） ４２６（１８９／４４４） ０１９８０ ＞００５

Ｄ５囊胚形成率（％） ２００（１／５） ６８４（８０／１１７） ５０２９３ ＜００５

移植胚胎数 １９３±０２６ 　１９２±０２８ ０１８００ ＞００５

新鲜周期临床妊娠率（％） ６２５（５／８） ６６７（２２／３３） ００４９７ ＞００５

#

　讨论
在ＩＶＦ周期中全卵母细胞不受精的发生率为５％ ～２０％，

精子与透明带（ＺＰ）的结合是精卵相互作用的必要前提。透明
带是一种细胞外皮层，围绕着卵母细胞和早期胚胎，可以对卵

母细胞和早期胚胎起到保护作用，在精卵识别与结合、精子的

穿透和防止多原核发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透明带是由

ＺＰ１、ＺＰ２、ＺＰ３和ＺＰ４４种糖蛋白组成，４种糖蛋白以非共价键
形式结合［５］。人卵母细胞的透明带厚度约为１５～２０μｍ，受精
后变薄［６］；透明带在显微镜下分为３层，内层由于密度最大所
以折光性最强，中间层最暗，外层折光性介于两者之间［７］。有

关研究表明，ＺＰ３的特异抗体已经证明该蛋白质结构改变与受
精失败有关［８］。又有研究表明［９］，ＺＰ１蛋白只起着连接 ＺＰ２蛋
白和ＺＰ３蛋白的作用，而初级精子受体是ＺＰ３，次级精子受体是
ＺＰ２。本研究中实验组的透明带存在明显的结构异常，这种透
明带与患者激素水平和促排方案均无关系，任何蛋白缺失或基

因异常的 ＺＰ都会导致透明带结构或功能异常，甚至影响卵母
细胞的成熟和胚胎的分裂发育［１０］，这种透明带异常可能属于先

天或后天的卵结合蛋白、ＺＰ糖蛋白发生异常［１１］。本研究中由

于ＺＰ蛋白异常所以透明带上无精子黏附，排除了精子因素的
受精障碍，所以这种受精障碍的原因可能是 ＺＰ２蛋白结构异常
所致，与精子上ＺＰ受体不能识别 ＺＰ有关［１２］，但亦不能排除免

疫因素导致精卵结合失败［１３］。虽然在第３天胚胎优胚率方面
两组患者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第３天胚胎的体积变化不大，齿
轮状透明带对胚胎发育影响较小，但是仅仅依靠胚胎外在形态

来判定其潜能是不严谨的，并不能准确预测囊胚的质量［１４］。实

验组患者第５天囊胚形成率较低，可能是透明带结构变异阻碍

了透明带变薄，从而影响了囊胚的发育。Ｂｅｌｌ等［１５］的研究发

现，在囊胚扩张和囊胚孵化过程中，ｐ３８ＭＡＰＫ起着重要调控作
用，Ｗｎｔ信号通路在囊胚从透明带中孵出也具有重要的调控作
用［１６］。有关研究表明，囊胚在孵出前体积会发生持续性变大，

对透明带产生一定的压力，导致透明带形成一个破口，囊胚随

后从破口处逐渐孵化出来［１７］。但是，从两组患者妊娠率来看，

并不影响后期的临床妊娠率，可见这种影响可能是短暂的。本

中心发现的这种形态异常的透明带是否存在分子水平的变异

尚需要进一步的检测。Ｍａｎｎｉｋｋｏ等［１８］的研究报道，人类 ＺＰ基
因序列存在着多个单核苷酸多态（ＳＮＰ）位点，ＳＮＰ位点不同基
因型的ＺＰ３与ＩＶＦ受精失败相关，这种透明带异常可能是 ＺＰ
基因序列上出现了问题。

齿轮状透明带异常的卵母细胞，在被颗粒细胞包裹的时

候很难和正常的卵母细胞区别，仅在短时授精后去除卵母细

胞外的颗粒细胞层才能观察到，这提示精卵识别、结合障碍可

能是齿轮状透明带形态异常卵母细胞完全受精失败的主要原

因。本研究中，由于卵母细胞的透明带形态及结构异常，不利

于精子与ＺＰ２进一步结合并穿过透明带［１９］，行早期补救 ＩＣＳＩ
后受精率和正常卵母细胞补救后的受精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早期补救ＩＣＳＩ并未影响第３天胚胎的卵裂，还可以很好改
善胚胎质量和优胚率。第３天胚胎移植时，对于透明带异常
的胚胎可以给予激光辅助孵化，使透明带变薄从而有利于后

期囊胚的孵出，提高胚胎着床率。但第５天囊胚发育缓慢原
因尚不清楚，还需要进一步对透明带异常超微结构和家系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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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黄从军（１９７８—），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及男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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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联合泻肝益肾汤治疗肝郁肾虚型阳痿的临
床疗效观察
黄从军　支太朝　刘彬　张开翔　肖友平△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泌尿外科，贵阳 ５５０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穴位埋线联合泻肝益肾汤口服治疗肝郁肾虚型阳痿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６０例
明确诊断为肝郁肾虚型阳痿的患者，以随机的方式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治疗组３０例，给予泻肝益肾汤口
服；对照组３０例，口服泻肝益肾汤，同时联合穴位埋线治疗。观察治疗前后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
分、中医症候评分阳痿肝郁肾虚型积分变化情况以及阴茎多普勒血流图变化情况。结果：按国际勃起功能

指数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变化评定疗效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为８６７％、６００％，两组患者疗
效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６５，Ｐ＝００３２）。中医症候评分（肝郁肾虚型）积分变化评定疗效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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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为９００％、６３３％，两组患者疗效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３３９２，Ｐ＝００４１）。
治疗后阴茎多普勒血流图阴茎血流变化方面有两组均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
组优于对照组。结论：穴位埋线联合泻肝益肾汤口服治疗肝郁肾虚型阳痿的临床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阳痿；肝郁肾虚；泻肝益肾汤；穴位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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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ｓ９００％、６３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χ２＝３３９２，Ｐ＝００４１）．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ｎｉｌｅ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ｔｏ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ｃｈａｎｇ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ｃａｔｇｕ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ｅ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
Ｌｉｖｅ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ｓｙｎｏｄｉａ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ｓｙｎｏｄｉａ；Ｌｉｖｅ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Ｘｉｅ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ｃａｔｇｕｔ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阳痿又称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阴
茎不能持续获得或维持充分的勃起以完成满意的性交。阳痿

是难于启齿的疾病，是男性朋友的“难言之隐”，严重地影响并

威胁其身心健康，甚至导致夫妻关系不和谐而致家庭瓦解破

裂，这不仅是个人与家庭问题，而且已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祖国医学对于阳痿的认识源远流长，在治疗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中医药在治疗阳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

效。本研究以穴位埋线联合泻肝益肾汤口服对阳痿（肝郁肾虚

型）的患者进行了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诊断标准
１１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考《实用男科学》（黄宇烽，李宏军主
编）［１］及《ＡＵＡ勃起功能障碍诊疗指南》（２００９版）《欧洲泌尿
外科学会勃起功能障碍诊疗指南（２００９年版）》［２］。不能获得
和维持足够的勃起来完成性交，或在７５０％的性交过程中勃起
程度降低，且持续至少６个月［３］。

１１２　中医诊断标准　根据《中药新药治疗阳痿的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中肝郁肾虚证的证候标准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中“中药新药治疗阳痿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肝郁肾虚证

的辨证标准［４］而制定。主症：①阳事不举，勃起无力；②心情抑
郁；③胸胁胀满。次症：①腰膝酸软；②头晕耳鸣；③倦怠乏力；
④舌质淡，苔薄；⑤脉弦或沉。凡具备主症中①或①②或①③
或①②③并同时具有次症任意１项即可诊断为此证型。

１２　排除标准
①器质性ＥＤ患者、药物性及外伤性 ＥＤ患者；②配偶患有

严重器质性疾，不能配合患者行性生活者；③中医辨证为其它
证型的阳痿患者，如：命门火衰、湿热下注、心脾亏虚证型者；④
同时患有心脑血管系统、肝、肾等严重原发性疾病、精神病以及

内分泌疾病等患者；⑤治疗期间，患者使用其他治疗阳痿药物
或使用其他治疗方法治疗阳痿者；⑥对该研究方案的药物或治
疗方法有过敏或不能接受该治疗方法者。

１３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就诊于贵阳中医学院第

二附属医院门诊或住院患者中明确诊断为肝郁肾虚型阳痿的

患者，共６０例，均签有知情同意书。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
各３０人，治疗组患者年龄为（４６８±６９１）岁，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评
分为（１０１０±１９２）分，中医证候评分为（１３２０±２６７）分，对
照组患者年龄为（４７３±６３２）岁，治疗前 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１０２７
±２３０）分，中医证候评分为（１２６７±２３４）分。两组患者上述
指标间具有可比性。

１４　治疗方法
治疗组服用泻肝益肾汤口服 ＋穴位埋线治疗，方剂组成：

柴胡１５ｇ，郁金１２ｇ，白芍１２ｇ，仙茅１２ｇ，淫羊藿１５ｇ，丹参１５ｇ，蜈
蚣２条，熟地黄１５ｇ，山茱萸 １５ｇ，肉桂 ９ｇ，党参 １５ｇ，黄芪 １５ｇ。
一日一剂，水煎三次混匀，取汁约５００ｍＬ，分早、中、晚３次口服。
穴位埋线取穴：双侧肾俞、脾俞、中极、关元、三阴交，常规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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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将１ｃｍ长已消毒的０／３号医用羊肠线穿进７号注射针头
内，将针直接刺入穴位，深度为（肾俞、脾俞约１ｃｍ～２ｃｍ，中极、
关元１ｃｍ～３ｃｍ，三阴交１３ｃｍ），提插得气后，用针芯抵住羊肠
线（予直径为３～４ｍｍ的毫针剪成平头制作成针芯），慢慢的退
出针管，并将羊肠线留在穴内，予无菌敷贴覆盖并固定。每两

周埋线一次。对照组服用泻肝益肾汤，方剂组成同治疗组。均

以两周为一疗程，四个疗程后评价疗效。

１５　疗效判定标准
１５１　ＩＩＥＦ５积分疗效评价　参考《中西医结合男科治疗
学》［５］。治愈：疗后ＩＩＥＦ５积分＞２２分；显效：疗后 ＩＩＥＦ５积分
＜２２分，积分改善＞６００％；有效：疗后 ＩＩＥＦ５积分 ＜２２分，积
分改善＜６００％，但 ＞３００％；无效：疗后 ＩＩＥＦ５积分 ＜２２分，
积分改善＜３００％。
１５２　中医症候积分疗效评价　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６］。治愈：证侯积分减少 ＞９００％；显效：６００％ ＜证侯积
分减少＜９００％；有效：３００％＜证侯积分减少＜６００％；无效：
证侯积分减少＜３００％。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做数据处理，对填写得到的相关数
据进行分析、统计，计量资料予以均数 ±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
计数资料用采用例数表示，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中符合正态分
布的采用ｔ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以 Ｐ＜００５
有差异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ＩＩＥＦ５积分评价

两组患者的疗效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６５，Ｐ＝
００３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人）

治愈

（人）

显效

（人）

有效

（人）

无效

（人）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３０ ６ ９ １１ ４ ８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３ ６ ９ １２ ６００

２２　中医证候积分评价
两组患者的疗效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６５，Ｐ＝

００３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中医证候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人）

治愈

（人）

显效

（人）

有效

（人）

无效

（人）

总有效率

（％）

治疗组 ３０ ６ １３ ８ ３ ９００

对照组 ３０ ３ ８ ８ １１ ６３３

２３　治疗前两组患者阴茎血流情况
背动脉、背深动脉１、背深动脉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后两组背动脉、背深动脉１、背深动脉２较治疗前明显增
加，且治疗组的改善程度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观察指标比较

组别 观察时间
背动脉

（ｃｍ／ｓ）
背深动脉１
（ｃｍ／ｓ）

背深动脉２
（ｃｍ／ｓ）

治疗组 治疗前 ６００±１３０ ４０５±１３４ ３８９±１４６

治疗后 ６７０±１２１ａ ４８６±１１１ａ ４６２±１３４＃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７４±１００ ３８７±０８８ ３８１±０９９

治疗后 ６０５±１０８ａｂ ４１９±０９５ａｂ ４０６±１０５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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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祖国医学在对阳痿的认识及治疗上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宝

贵经验。肾藏精，主生殖，在窍为前后二阴，历来都被认为是性

事活动的生理基础。肝主疏泄与藏血，其厥阴经脉环绕阴器，

与性功能能否正常的发挥关系密切。阴茎勃起能否勃起与肝

血是否充盈相关，肝气条达是阴茎勃起的力量来源。因肝主疏

泄，主司情志活动的调节，故情志抑郁首伤肝，影响肝脏情志调

节功能，肝主疏泄失常而致痿。肝主藏血，肾藏精，血的化生需

要依靠肾中精气的气化；肾中精气的充盛与否，亦取决于血液

的滋养，此之谓“精血互生”。肝主疏泄与肾主封藏两者之间关

系密切，既互相制约，又相反相成。另外，肝肾二经互结于阴

器，肝郁气滞，可损伤累及肾脏，从而使肾精或肾气不足，若肾

中精气不足同样也可导致肝主疏泄之功能失常，肝藏血不足。

因此，阳痿发生与肝、肾密切相关，又可分为虚实之别，虚者主

要责于肾，实者责于肝，治肾可缓，治肝需峻［７］。

本次研究所选用的泻肝益肾汤以益肾疏肝为原则，该方为

我科治疗肝郁肾虚型阳痿的经验用方，经临床验证具有良好疗

效。该方以“肝肾同源”为理论基础，该方剂以柴胡为君药，熟

地黄、山茱萸为臣药，郁金、白芍、仙茅、淫羊藿、丹参、蜈蚣、肉

桂、党参、黄芪为佐药。方中柴胡主入肝经，可疏肝解郁；郁金

既能够行气疏肝又有活血的功效，与柴胡合用增强疏肝解郁之

功；熟地黄滋肾填精，既补阴血又益肾精；山茱萸味酸性微温，

主归肝、肾经，功善益精补肾，同时又能助熟地起到滋肾的作

用；仙茅、淫羊藿温肾阳，同时与熟地同用，增强其益精补肾之

功效；肉桂辛热纯阳，与仙茅、淫羊藿同用则补肾壮阳之功相得

益彰，党参、黄芪补气养血，白芍、丹参养血活血，蜈蚣通络活

血，配合熟地、山茱萸使得肝血充，肾精足。全方诸药同用而使

肝郁得疏，肾精得补，同时兼顾了补气血、通经络之效。穴位埋

线疗法是根据中医学关于经络、阴阳理论创造的一种独特疗

法，它是通过把羊肠线埋入穴内，形成一种长久温和刺激，而起

到对脏腑经络调整作用。祖国医学认为由它产生的化学变化

和生物刺激作用于穴位，由经络传入病灶，起到了疏通经络，调

和气血的作用，使血管扩张，血流加速，改善微循环，改善阴茎

血流，从而达到治疗效果。穴位埋线治疗所选择的穴位主要是

取任脉、足太阴经穴以及相关的背俞穴为主，益精补肾是主要

的治疗原则。

现代有研究表明，补肾类中药之所以能够达到补肾的效

果，是通过调节性腺轴从而促进了男性睾酮分泌［８］，另外有研

究表明，疏肝解郁法可提高肝郁患者的性激素水平，达到补肾

作用［９］。补肾疏肝汤能提高大鼠的性活力，对模型大鼠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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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腺湿重、血清睾酮水平有明显提升［１０］。同样以疏肝益肾为治

疗原则，王琦［１１］等用疏肝益阳胶囊治疗Ｅ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
验显示：疏肝益阳胶囊双盲治疗组及开放治疗组的总有效率及

总显效率分别为８８０％、６４０％及９０５％、６５０％。
现代医学认为穴位埋线的治疗作用主要是通过羊肠线这一

异体蛋白在体内渐渐的被吸收，从而对人体形成一种复杂且持久

的刺激冲动而产生的［１２］。穴位埋线治疗目前广泛应用于临床各

科室疾病［１３］，在阳痿的治疗上也是疗效确切。秦文栋［１４］对６８
例阳痿患者给予穴位注射埋线治疗，经过１个～４个疗程的治疗
后，有４７例患者治愈，好转者为１６例，有５例无效，其总有效率
为９２６％。彭淑华、孟宪梅［１５］报道穴位埋线加灸法治疗阳痿３８
例，结果显示：显效患者达２２例，有１０例好转，无效６例，总有效
率为８４０％。综上所述，穴位埋线联合泻肝益肾汤口服治疗肝
郁肾虚型阳痿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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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简介．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０２）：６４６６．
［３］　ＳｅｇｒａｖｅｓＲ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ＳＭＶ．ＪＳｅｘｗｌｅｄ，２０１０，７：６５４６７１．
［４］　郑筱萸．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

社，２００２：１６８１７０．

［５］　郭军，常德贵．中西医结合男科治疗学．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２００３：１５３１５３．

［６］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２０１２：４５４５．

［７］　李卫恒，岳宗桐，梅雪峰．疏肝解郁法在阳痿中的论治．中华实用
中西医杂志，２００６．１９（２３）：２８７４２８７２．

［８］　敖海清，朱艳芳，徐志伟．肝肾“藏泄互用”内涵发微．江苏中医
药，２０１１，４３（３）：５６．

［９］　范宗滂，吴建成，朱翔，等．疏肝补肾方对肝纤维化大鼠睾丸酮及
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调节．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１９９８（２）：
８８９０．

［１０］　周安方，孙洁，张茂林，等．补肾疏肝汤对肾虚肝郁大鼠性活力影
响的研究．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２００４，１０（１）：４１４４．

［１１］　王琦，杨吉相，李国信．疏肝益阳胶囊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多中心
随机对照试验．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７（４）：７２４６．

［１２］　布的尔坡，张兴明．穴位埋线疗法的治疗原理与临床应用价值．
西部医学，２００９，２１（５）：８５２８５４．

［１３］　侯华伟，王进，郭华丽，等．穴位埋线疗法临床应用及机理研究．
光明中医，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９７１９９．

［１４］　秦文栋．穴位注射埋线治疗阳痿６８例．山东中医杂志，２００２，２１
（２）：９４９５．

［１５］　彭淑华，孟宪梅．穴位埋线加灸法治疗阳痿３８例临床观察．针灸
临床杂志，２００４，２０（５）：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０）

【基金项目】山东省济南市２０１５年临床医学科技创新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０）
【第一作者简介】黄勇（１９６８—），女，主管技师，主要从事皮肤真菌和性病检测相关临床工作
△【通讯作者】李兆轩（１９７６—），男，主管技师，Ｅｍａｉｌ：ｌｉｓｈｕａｎｇｇｅｎｇ＠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２９ ·皮肤性病学·

Ｔ淋巴细胞亚群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表达及
对患者发病机制影响分析
黄勇１　崔雪娇１　李双庚２　李兆轩１△　秦雪梅３

１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０１
２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皮肤科，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３００
３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血液科，济南 ２５００１２

【摘　要】　目的：探讨功能不同的Ｔ淋巴细胞亚群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中表达情况以及自然杀
伤细胞与梅毒血清固定发病机制的相关性分析。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青岛市市立医
院、青岛市胶州中心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０３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作为试验组，１０３例身体
健康的人群作为对照组。使用流式细胞仪检测Ｔｓ、Ｔｃ、ＣＤ～Ｔｈ１、Ｔｈ２、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淋巴细胞亚群
在外周血中表达情况与自然杀伤细胞的水平，使用两样本的检验方法ｔ检验判断试验组与对照组的表达水
平是否有差异。结果：健康对照组与试验组中的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 ＣＤ８～＋、ＣＣＤ３相比，两者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比于健康对照组，自然杀伤细胞、Ｔｃ、Ｔｈ１与ＣＤ４～＋的表达水平在试验组中
的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ｓ、Ｔｈ２的表达水平在试验组中的梅毒血清固
定患者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和健康者的 ＣＤ～＋Ｔ淋巴细胞与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９５　　　·

总Ｔ淋巴细胞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中表达情况比较没有差异；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细胞的Ｔｃ细胞、自
然杀伤细胞的数量下降，导致其杀害清除病原体的功能下降。

【关键词】　Ｔ淋巴细胞亚群；梅毒；自然杀伤细胞；流式细胞仪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ｅｒｏｆｉｘ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ＨＵＡＮＧＹｏｎｇ１，ＣＵＩＸｕｅｊｉａｏ１，ＬＩＳｈｕａｎｇｇｅｎｇ２，ＬＩＺｈａｏｘｕａｎ１△，ＱＩＮ
Ｘｕｅｍｅｉ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Ｑｉｎｇｄａｏ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Ｑｉｎｇｄａｏ２６６００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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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０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ｅｒｏ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ｅｎｒｏｌｌｅｄｉｎＱｉｎｇｄａｏ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ａｏｚｈ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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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１０３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ｓ，Ｔｃ，ＣＤ
～Ｔｈ１，Ｔｈ２，ＣＤ３，ＣＤ４～ ＋ａｎｄＣＤ８～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
ｃｅｌｌ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ｂｙ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ｕｓｉｎｇｔｔｅｓｔｆｏｒｔｈｅｔｗｏｓａｍｐｌ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Ｄ８～＋ａｎｄＣＣＤ３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ｃ，Ｔｈ１ａｎｄＣＤ４～＋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ｓａｎｄＴｈ２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Ｄ～ ＋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ｅｒｏ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Ｔｃ
ｃｅｌｌｓｌｅａｄｓｔｏ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ｉ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ｍｏｖｅ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Ｆｌｏｗｃｙｔｏｍｅｔｒｙ

　　Ｔ淋巴细胞（Ｔｃｅｌｌ）依据表面标志的不同已经分化成熟的
分为ＣＤ４＋与ＣＤ８＋细胞两个亚群。正常情况下，Ｔ淋巴细胞
和其亚群数目是保持在一定的稳定状态的，从而使机体的内环

境保持相对平衡，能够正常发挥免疫功能，所以当淋巴细胞亚

群的数量以及其功能出现异常的情况时，会导致机体免疫系统

发生混乱，出现许多病理改变［１］。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属于性传播疾
病，引起其的病原体为苍白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ＴＰ），苍
白螺旋体唯一的传染源为人体，梅毒通过破坏身体的各处免疫

系统，损害身体各处的器官；还可以通过胎盘进行传播，从而引

起胎传梅毒、流产、死产、早产等。目前在我国梅毒属于主要的

性传播疾病之一，并且梅毒的发病率在逐年上升，其中患有梅

毒血清固定（ｓｅｒｏｆａｓｔ）患者数量不断地增多［２］。据国内研究者

对梅毒患者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出现血清固定的患者所占比例

为１７５％。血清固定症状的出现为梅毒患者的治疗带来一定
的困难，经过多次的驱梅治疗后，患者的症状仍难有好转，使患

者个人与家庭受到严重伤害。细胞的免疫作用在治疗梅毒的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梅毒有效免疫细胞是 Ｔ淋巴细胞分泌
的细胞因子，它们可以消除梅毒螺旋体，活化杀伤细胞［３］。本

次研究通过研究 Ｔ淋巴细胞亚群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
中的表达情况以及自然杀伤细胞的变化，使梅毒血清固定患者

的细胞免疫功能及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发病机制得到一定的

了解。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１１１　主要仪器设备　８０２型离心机产自上海手术器械厂；离

心管产自北京医疗设备厂；可调加液器产自上海求精生化仪器

厂；低温冰箱产自Ｈａｉｅｒ集团；ＪＹＢ型快速漩涡混匀仪产自江苏
江堰市康健医疗器械厂；ＤＳ２１８０型电热三用水域箱产自北京
医疗设备厂；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型流式细胞仪产自美国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
ｉｎｓｏｎ公司。
１１２　主要试剂　红细胞溶解液产自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ＭｓｉｇＧ１ＰＥ／ＭｓＩｇＧ２ＦＩＴＣ产自美国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公司；ＣＤ２８′
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产自美国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公司；ＣＤ２８＋ＦＩＴＣ
单克隆抗体产自美国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公司产自美国 Ｂｅｃｔｏｎ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公司；ＣＤ２９＋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产自美国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
ｓｏｎ公司；ＣＤ４５ＲＡ＋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产自美国 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
公司；ＣＤ１６＋／ＣＤ５６＋ＰＥ单克隆抗体；ＣＤ４＋ＦＩＴＣ／ＣＤ８＋ＰＥ／
ＣＤ３ＣＹ５三色抗体产自美国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公司。
１１３　配置主要试剂　使用电子天平称量 ＫＣＩ０２ｇ、ＮａＣＩ
１８ｇ、ＫＨ２ＰＯ４０２４ｇ、Ｎａ２ＨＰＯ４Ｈ２Ｏ３６３ｇ，然后加入混有１Ｌ的
蒸馏水ＰＢＳ缓冲液中，使用磁力搅拌器搅拌均匀，并调整ＰＨ值
到７４。
１２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青
岛市胶州中心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接受治疗的１０３例梅毒
血清固定患者作为试验组，１０３例青岛市市立医院、青岛市胶州
中心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体检健康人群作为对照。纳入

标准：血清固定前接临床受正常祛梅治疗；经脑脊液常规及

ＲＰＲ等检测排除神经梅毒，ＲＰＲ表达仍呈阳性，早期梅毒定１２
个月以上，晚期梅毒２４个月以上。排除标准：孕产妇，研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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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洁性生活史、合并其它免疫疾病患者及临床感染其他性

病等。所有患者均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本研究经我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所有患者知情同意。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组别 年龄（岁） 男／女 潜伏梅毒患者（％） 血清ＴＰＰＡ与ＲＰＲ ＨＩＶＡｂ

试验组 ３４３２±２２４ １９／２１ ６７５％ 呈阳性 呈阴性

对照组 ３２７６±３１７ １６／９ ０ 呈阴性 呈阴性

ｔ／χ２值 ４１０６ ５６２７   

Ｐ值 ０７０１ ０６５１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收集标本　采取健康对照组与试验组的梅毒血清固定
患者的静脉血２毫升，使用肝素抗凝。在４℃的冰箱中保存，等
待测量［４］。

１３２　实验步骤　①使用快速漩涡混匀器将对照组与试验组
的抗凝血试管正当混匀之后，取一支试管，加入各１００ｕＬ的血
清。②分别加入ＣＤ２８′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ＣＤ２８＋ＦＩＴＣ单克隆抗
体、ＣＤ２９＋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ＣＤ４５ＲＡ＋ＦＩＴＣ单克隆抗体、
ＣＤ１６＋／ＣＤ５６＋ＰＥ单克隆抗体、ＣＤ４＋ＦＩＴＣ／ＣＤ８＋ＰＥ／ＣＤ３ＣＹ５
三色抗体各２０ｕＬ，振荡均匀，令抗体与细胞得到充分结合。并
将其放入恒温箱内培育２５分钟。③使用 ＭｓｉｇＧ１ＰＥ／ＭｓＩｇＧ２
ＦＩＴＣ做阴性对照。④在试管中再加入５００ｕＬ的红细胞溶解液，
混合均匀后，静置１５分钟后令红细胞全溶解。⑤将其放入离心
机中，在转速为１０００转时离心５分钟后，弃其上清液，然后加入
４毫升的ＰＢＳ缓冲液，再次离心５分钟，弃其上清液，重复两次。
⑥最后加入５００ｕＬ的ＰＢＳ缓冲液，并将起混合均匀，在４小时内
使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ＯｒｉｇｉｎＰｒｏ８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使用 珋ｘ±ｓ来表示，使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使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 ＭＩＲ、ＴＰＰＡ、ＶＤＲＬ生化以及脑脊液常规

对１０３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进行进行头颅ＭＩＲ检查，均没
出现异常影响；对１０３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进行 ＴＰＰＡ、ＶＤＲＬ
生化以及脑脊液常规检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生化以及脑脊液

常规检查均在正常范围内的有９８例，脑脊液白细胞数增高的人
数有５例。所有梅毒血清固定患者脑脊液 ＴＰＰＡ，ＶＤＲＬ均呈阴
性。脑脊液白细胞数增高的５位患者进行脑脊液 ＴＰＤＮＡ检
测，结果均呈阴性。

２２　两组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健康对照组与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表面

标志分类亚群相比较，ＣＤ８＋、ＣＤ３的细胞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相比于健康对照组，自然杀伤细胞及 ＣＤ４＋细胞
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健康对照组与梅毒血清固定患者 Ｔ淋巴细胞功能亚群相
比较，相比于健康对照组，梅毒血清固定患者Ｔｃ、Ｔｈ１水平较低，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 Ｔｓ、Ｔｈ２水平较高，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健康对照组与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ＮＫ细胞检侧结果

组别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ＮＫ

试验组（ｎ＝１０３） ０６９７±００８５ ０３４４±００２７ ０２９３±００２３ ００８１±０００８

对照组（ｎ＝１０３） ０６９７±００６３ ０３６０±００２８ ０２８２±００２０ ００８７±０００８

ｔ值 －００２４ －２２２７ １９０９ －２７９２

Ｐ值 　０９８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７

表３　健康对照组与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

组别 Ｔｈ１ Ｔｈ２ Ｔｃ Ｔｓ

试验组（ｎ＝１０３） ０２３０±００４１ ０２４０±００２１ ００８５±００１３ ０１８６±００１４

对照组（ｎ＝１０３） ０２５３±００３１ ０２２１±００２９ ００９３±００１１ ０１７８±００１２

ｔ值 －２３５８ ３１４０ －２３１２ ２２６１

Ｐ值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７

２４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Ｔｈｌ与Ｔｈ２相关分析
对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 Ｔｈｌ、Ｔｈ２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得到的结果为，Ｐ的值为００４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ｒ＝－０３２０。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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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 Ｔｈｌ与 Ｔｈ２细胞之间有负相关
关系。

２５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Ｔｓ与Ｔｃ相关分析
对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Ｔｓ与Ｔｃ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

结果为，Ｐ的值为 ００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 ｒ＝０３４３。由此可得，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
外周血Ｔｓ与Ｔｃ细胞之间有负相关的关系。
#

　讨论
梅毒是由ＴＰ感染所引发的性传播疾病，其危害极大，可侵

犯全身多处的脏器与系统。根据研究表明，由 Ｔ淋巴细胞表现
的细胞免疫在梅毒的产生、不断发展以及最后的转归中发挥着

及其重要的作用［６７］。至今还未研究出血清固定发生的具体原

因，与其相关的原因可能有神经系统受累或机体的免疫功能出

现异常，梅毒螺旋体可能存在于患者的神经系统中。根据国内

外相关文献的表述，在接受规范驱梅治疗１２个月后的早期梅毒
患者与接受同样治疗１６个月后的晚期梅毒患者，再进行血清反
应素试验中仍然不呈现阴性，抗体的滴度保持固定，不继续下

降的患者应称为血清固定［８９］。根据功能以及分泌细胞因子的

不同，ＣＤ４＋细胞还可以分为抑制Ｔ细胞亚群（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ｌｙｍｐｈｏ
ｃｙｔｅＴｈ２）与辅助Ｔ细胞亚群（ｈｅｌｐｅｒ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ｈｌ），ＣＤ８＋
细胞分为杀伤性Ｔ细胞（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ｃ或 ＣＴＬ）与免
疫抑制性Ｔ细胞（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ｒ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ｓ）［１０１１］。

我们选取的１０３例梅毒患者都进行了３个～６个疗程的正
规驱梅治疗，抗体滴度保持不变，保持在１：１～１：８中间，血清反
应素抗体没有呈阴性２年以上，对１０３例患者进行一系列的检
查后，表明我们选取的患者没有患有外神经梅毒。本次研究对

１０３例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进行 ＣＤ８＋、ＣＤ４＋与 ＣＤ３细
胞及亚群进行检测，检测的仪器为流式细胞仪，检测结果为自

然杀伤细胞细胞低下的患者为８７５％，Ｔｓ与Ｔｈ２亚群升高者分
别为７００％与７７５％，Ｔｃ、Ｔｈｌ亚群降低的患者分别为７２５％与
６７５％。根据研究结果表明，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病程中自
然杀伤细胞细胞、杀伤性Ｔ细胞与辅助Ｔ细胞亚群发挥着重要
作用。据研究表明，健康对照组与梅毒血清固定患者 ＣＤ８＋的
ＣＤ３细胞水平与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比于健康对照
组，对照组患者的自然杀伤细胞、Ｔｈ１、Ｔｃ、ＣＤ４＋水平较低，Ｔｈ２
与Ｔｓ细胞较高。在机体健康的情况下，ＣＤ８＋／ＣＤ４＋、Ｔｓ／Ｔｃ、
Ｔｈｌ／Ｔｈ２细胞的比值处于相对平衡并且稳定的状态，使机体正
常的免疫功能可以得到维持，其变化可以作为免疫功能混乱的

标志。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比值发生变化，使正常的免疫功能

不能发挥作用。机体免疫功能是否能正常发挥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自然杀伤细胞的水平，在Ｔ淋巴细胞启动前巨噬细胞与
自然杀伤细胞一起成为了细胞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发挥着

监视免疫的作用。ＮＫ细胞在清除Ｔ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１２１５］。

实验结果为相比于健康对照组，试验组患者的自然杀伤细胞水

平显著较低。表明梅毒血清固定患者机体的防御功能遭到一

定的损坏，其对梅毒螺旋体的吞噬与杀伤功能降低［１６１８］，不能

完全清除梅毒螺旋体，导致疾机体处于被ＴＰ感染的情况。
综上所述，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失去平衡可能会导致梅毒患

者发生血清固定，这与自然杀伤细胞、Ｔｃ，Ｔｈｌ，细胞功能失调较
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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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患者采用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
对患者体内血清学变化情况的影响
徐亚楠　周晓凤　熊林
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梅毒患者采用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对患者体内血清学变化情况的影
响。方法：对延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９２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与分析研究，资料收集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
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入组患者被实施分组研究，其中对照组（４６例）给予苄星青霉素治疗，观察组（４６例）在
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予头孢曲松钠治疗。结果：经 ＴＲＵＳＴ实验，观察组治疗后１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的血
清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平均阴转时间显著短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经试验，观察组的血清固定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２１７％ＶＳ１７３９％，Ｐ＜００５）。结论：对梅毒患者实施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可以显著改
善患者体内的血清学情况，提高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加快ＴＲＵＳＴ阴转，并降低血清固定率。

【关键词】　梅毒；头孢曲松钠；苄星青霉素；血清学；阴转；血清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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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ｒｏ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２．１７％ ｖｓ１７．３９％，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ｆ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ａｎｄｂｅｎｚｙｌ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ａｎｄ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ＴＲＵＳ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ｓｅｒｏ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Ｃｅｆａｔｒｉａｘｏｎｅ；Ｂｅｎｚｙｌ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Ｓｅｒｏｌｏｇ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ｅｒｏ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梅毒是一种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由梅毒螺旋体引起
的。梅毒主要通过性途径传播，几乎可侵犯人体所有器官，对

人体的危害极大。梅毒的早期往往只损伤皮肤黏膜，而且症状

几周就会自己消失，很容易被误以为是皮肤问题或被忽视，到

病毒损伤到心脏、神经系统才发现时已是晚期［１］。为此，临床针

对梅毒患者，要注意早发现早治疗以提高预后。梅毒的临床治

疗中，青霉素是常用的药物，例如苄星青霉素等［２］。但是，单纯

抗生素治疗存在阴转效果不佳、阴转时间过长等不足之处，且

容易导致血清固定问题的出现。为此，本次研究尝试 探究梅毒

患者采用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对患者体内血清学

变化情况的影响。

!

　患者资料和方法
１１　患者资料

从延安市人民医院收集９２例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与分析研究，资料收集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
男女患者比例为４１∶５１，患者年龄分布范围为２９岁 ～５３岁，中
位年龄为３８０５岁。入组患者入组患者均为首次治疗，均具有
完善的临床资料，可满足本组研究的数据分析需求对于既往
存在青霉素或头孢菌素过敏史的患者以及合并肿瘤的患者，均

被排除在本次研究的范围之外。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许可，入

组患者均知情同意。入组患者被实施分组研究，按照随机数表

法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４６例）给予苄星青霉素治疗，观察组
（４６例）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头孢曲松钠治疗。组间统计学
比较显示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和平均体质指数以及性别分布

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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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患者２４０万Ｕ苄星青霉素（批准文号：国药准

字Ｈ２００４４７２７，生产单位：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肌肉注射治
疗，每周３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予头孢曲松钠治
疗，苄星青霉素治疗同对照组，并联合给予患者１０ｇ头孢曲松
钠（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４４０２１５６４，生产单位：广州白云山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静脉滴注治疗，１次／ｄ。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４周时间。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治疗后１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分别采集患者血清标本进
行ＴＲＵＳＴ实验，计算两组的血清 ＴＲＵＳＴ阴转率，统计阴转时
间［３］。并计算两组的血清固定率［４］。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将两组患者的各项研究数据信息均导入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

行处理，血清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和血清固定率等均利用百分率进行
表示，组间统计学比较实施χ２检验。平均阴转时间等计量资料
利用均数±标准差形式予以表示，并实施ｔ检验，对Ｐ值进行检
测，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基本情况统计与比较

组间统计学比较显示两组患者在平均年龄和平均体质指

数以及性别分布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组别 例数
男／女

（例）

年龄

（珋ｘ±ｓ，岁）

体质指数

（珋ｘ±ｓ，ｋｇ／ｍ２）

病程

（珋ｘ±ｓ，月）

婚姻状况（例）

已婚 未婚

对照组 ４６ ２０／２６ ３７８５±２３３ ２３１２±２１２ ６１５±１０３ ２０ ２６

观察组 ４６ ２１／２５ ３８１２±１５９ ２２９５±３０２ ６３３±１０５ １９ 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血清ＴＲＵＳＴ阴转率统计比较
经ＴＲＵＳＴ实验，观察组治疗后１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的血

清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的血清ＴＲＵＳＴ阴转率统计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后１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治疗后１２个月

对照组 ４６ ５（１０８７） １３（２８２６） ２４（５２１７）

观察组 ４６ １２（２６０９） ２６（５６５２） ４２（９１３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平均阴转时间统计比较
观察组的平均阴转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平均阴转时间统计比较（珋ｘ±ｓ，月）

组别 例数 平均阴转时间

对照组 ４６ ８１２±０２３

观察组 ４６ ３６５±０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血清固定率统计比较
经试验，观察组的血清固定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２１７％ＶＳ１７３９％，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血清固定率统计比较

组别 例数 血清固定（例） 血清固定率（％）

对照组 ４６ ８ １７３９

观察组 ４６ １ ２１７

Ｐ值 ／ ＜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由苍白（梅毒）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

病，作为一种在世界上已存在６个世纪的传染病，梅毒至今仍是
各国共同面对的一个公共卫生问题［５］。梅毒主要通过性途径

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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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梅毒的临床治疗中，苄星青霉素等青霉素等抗生素是常用

的药物［７］。苄星青霉素是一种长效制剂，在人体内的作用时间

较长，通常用于治疗溶血性链球菌引起的咽炎、扁桃体炎，控制

风湿热的复发，梅毒治疗以及应用于部分药物依从性差的患

者［８］。但单纯苄星青霉素治疗存在阴转效果不佳、阴转时间过

长等不足之处，且血清固定率较高［９］。头孢曲松钠属于第三代

头孢菌素类抗生素药物，具有广谱、高效和耐酶的特点，对梅毒

螺旋体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１０］。而且，头孢曲松钠还具备半衰

期长、血浆有效浓度高等特点，在进入人体之后可以发挥出强

效的作用［１１］。近年来，临床屡有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对

梅毒患者进行治疗，且获得理想临床效果的报道［１２１３］。通过本

次研究发现，经 ＴＲＵＳＴ实验，观察组治疗后１个月，６个月，１２
个月的血清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平均阴转时间显著短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即提示，对梅毒患者实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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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患者体内的血清

学情况，提高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加快 ＴＲＵＳＴ阴转。临床治疗中，
一些患者在接受一段时期的规范驱梅治疗之后，经检测外周血

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仍长期持续呈现出阳性，
导致血清固定的出现［１４］。血清固定对梅毒患者的危害极大，以

往黄显翔［１５］等通过研究指出，血清固定会导致患者的内脏器官

和神经系统等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并可能会传播给下一代。

未被及时发现和规范治疗，梅毒螺旋体在孕妇体内通过胎盘脐

血循环传给胎儿，造成胎儿感染［１６］。通过本次还发现，经试验

观察组的血清固定率显著低于对照组（２１７％ＶＳ１７３９％）。即
提示，对梅毒患者实施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在降低

血清固定率方面具有肯定的效果。分析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

是因为联合治疗模式下，药物可以对患者体内细胞外的梅毒螺

旋体产生更强的抑制效果，进而通过抑制患者体内梅毒螺旋体

细胞壁的合成来发挥出对梅毒螺旋体增殖产生有效抑制的效

果［１７］。此外，联合用药模式下，药物更易进入到患者的组织以

及器官中，提高有效药物浓度，药物可以顺利的通过患者血脑

屏障而进入到脑脊液中，对梅毒螺旋体产生强力的杀灭作用，

进而获得更好的临床疗效［１８］。

综上所述，本组研究结果可以初步证实，对梅毒患者实施

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可以显著改善患者体内的血

清学情况，提高ＴＲＵＳＴ阴转率，加快 ＴＲＵＳＴ阴转，并降低血清
固定率。但本组样本数量有限，且观察时间较短。为此，关于

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的进一步应用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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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 考 文 献

［１］　洪志林，柯凤兰，李晓华，等．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潜

伏梅毒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素的转归．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６，（１）：

８１８３．

［２］　秦家碧，杨土保，冯铁建，等．头孢曲松钠治疗早期梅毒患者临床

疗效的荟萃分析．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４，（８）：１８８５１８８８．

［３］　王松挺，阮黎明，刘国英，等．苄星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与头

孢曲松钠治疗早期梅毒疗效评价．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１５，

（８）：４７３４７５．

［４］　董秀平，李秀芳，董永，等．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治疗ＭＳＭ

早期梅毒疗效观察．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０２１０３．

［５］　闫宁，陈斌，蒋辉丽，等．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潜伏梅

毒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素的转归．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

志，２０１４，１３（６）：３４９３５１．

［６］　胥建中，李继科，周晓飞，等．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合并梅毒感染的治

疗方案探讨和疗效分析．中国感染与化疗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５）：

３４４３４７．

［７］　唐云志，高礼福，徐桦，等．老年隐性梅毒感染并发皮肤病的治疗

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０）：７４７７．

［８］　顾莉莉，吴栋，高例梅，等．水剂青霉素、头孢曲松钠、苄星青霉素

治疗梅毒性后葡萄膜炎的疗效对比．中华眼底病杂志，２０１１，２７

（６）：５９１５９３．

［９］　张锐利，雷旭光．头孢曲松钠与苄星青霉素治疗二期梅毒的疗效

比较．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５）：３１４３１５．

［１０］　Ｓｈｅｎｇ，ＱＬ，Ｗａｎｇ，Ｊ，Ｚｈｅｎｇ，ＪＢ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ｂｉｏｓｅｎｓ

ｉｎｇ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ＮＡｕｓｉｎｇｔａｒｇｅｔｇｕｉｄｅ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ａｎｉｌｉｎ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ｅｎｚｙｍｅｃａｔａｌｙｚｅｄｐｏｌｙｍ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ｓｅｎｓｏｒｓ＆ Ｂｉ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０，２５（９）：２０７１２０７７．

［１１］　ＬａｍＴＫ，ＬａｕＨＹ，ＬｅｅＹＰ，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ＯＬＩＡ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ｃｏｒｅ

ａｓｓａ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ｃｏｒｄａｎ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ｉｍｍｕ

ｎｏａｓｓａ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Ｄ＆ａｍｐ；ＡＩＤＳ，２０１４，２５（１）：５２５６．

［１２］　王卫亮，谢汝汉，刘奉彬，等．头孢曲松钠联合胸腺五肽治疗早期

梅毒血清固定患者的临床疗效分析．中国社区医师（医学专业），

２０１２，１４（１１）：２１７２１８．

［１３］　ＥｓｓｅｒＳ，ＲｉｅｇＳ．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ｕｎｄ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ＭｅｄｉｚｉｎｉｓｃｈｅＷｏｃｈｅ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２０１２，１３７

（３１／３２）：１５６０１５６４．

［１４］　何金，张炼，江阳，等．苄星青霉素与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患者

皮损症状和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１）：

６２６５．

［１５］　黄显翔．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体内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的变化．

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６（１１）：１１３８１１３９，１１５６．

［１６］　ＧｕｉｎａｒｄＪ，ＰｒａｚｕｃｋＴ，ＰéｒéＨ．ｅｔａｌ．Ｕｓｅｆｕｌｎｅｓ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

ａｐｏｉｎｔｏｆｃａｒｅｒａｐｉｄｔｅｓｔｆｏｒ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ｏｎ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ｌ

ａｎｄ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ｆｒｏｍ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ｄ＆Ａｉｄｓ，２０１３，２４

（１２）：９４４９５０．

［１７］　李素文，杨淑岭，孙丽娟，等．妊娠期梅毒治疗药物对妊娠结局和

新生儿预后的影响研究．河北医药，２０１７，３９（１４）：２１２４２１２７．

［１８］　鞠小玲，杜坤，程丰，等．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

患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观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

５３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３０）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１０１　　·

【基金项目】辽宁省科技厅重点攻关项目（１０２１０２３４５４８５）
【第一作者简介】姜黎黎（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皮肤性病与激光美容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１ ·皮肤性病学·

米诺环素治疗老年梅毒患者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
血清抗核抗体的影响
姜黎黎　张玉萍　尚爱民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皮肤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讨米诺环素治疗老年梅毒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对血清抗核抗体（ＡＮＡ）的影响。
方法：选取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性病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收治的老年梅毒患者８４例，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给予口服米诺环素，１００ｍｇ／次，２／ｄ，连续４周；对照组给予苄星
青霉素，２４０万Ｕ／次，１次／周，分两侧臀部肌肉注射，连续３周；随访２年，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血清ＰＡＰ
转阴情况、抗核抗体转阴情况及不良反应。结果：①观察组临床治愈率为９５２４％（４０／４２），对照组临床治愈
率为９２８５％（３９／４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０，Ｐ＝１０００）；两组患者硬下疳、玫瑰疹、扁平湿疣
消退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随访２年，观察组 ＡＮＡ转阴率为９０４７％（３８／４２），对照组 ＡＮＡ
转阴率为９２８５％（３９／４２），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０，Ｐ＝１０００）；但观察组１年 ＡＮＡ转阴率为
８０９５％（３４／４２），对照组１年ＡＮＡ转阴率为５９５２％（２５／４２），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６１３，Ｐ＝
００３２）；③随访２年，观察组ＰＲＰ转阴率为８８０９％（３７／４２），对照组ＰＲＰ转阴率为８３３３％（３５／４２），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３８９，Ｐ＝０５３３）；但观察组１年ＰＲＰ转阴率为７３８１％（３１／４２），对照组１年ＰＲＰ转
阴率为５２３８％（２２／２０），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４１，Ｐ＝００４２）；④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米诺环素在治疗老年梅毒患者疗效方面与传统苄星青霉
素相当，无明显不良反应，但起效快，给药途径方便，对于不愿接受肌肉注射或对青霉素过敏者可选择口服

米诺环素作为替代治疗方案。

【关键词】　米诺环素；梅毒；抗核抗体；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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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慢性性传播疾病，主要通
过性接触传播，也可通过血液、胎盘传播。梅毒在全世界各个

地区都有流行，根据ＷＴＯ最新报告显示［１］，全球每年约有１２００
万新发病例，主要集中在非洲、东南亚等国家。近年来我国梅

毒发病率逐渐上升，调查表明［２］，我国梅毒感染人数从１９９９年
的６５／１０万人次上升至 ２００９年的 ２３１／１０万人次，增加了
３５５倍；２０１１年数据显示，我国梅毒发病率为 ３２０４／１０万人
次，已跃居全国法定传染病的第３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
断提高，社会对性解放观念的认可，老年人的性需求也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满足，以致老年梅毒患者发病率也在升高。梅毒患

者是梅毒传播的唯一传染源，早期诊断和治疗是控制梅毒蔓延

的关键途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传播疾病治疗指南

（２０１０版）》和欧洲各国的梅毒治疗指南均将苄星青霉素作为
首选药物治疗［３］，但由于部分患者存在过敏反应或皮试阳性，

临床上常需选取其他替代药物治疗。米诺环素是四环素类衍

生物，国内外均有研究报道［４５］其在治疗早期梅毒方面与青霉

素相比，在治愈率、ＰＲＰ转阴率及复发率方面无明显差异，对于
不能耐受青霉素的患者可将米诺环素作为一种替代药物。同

时，米诺环素口服利用度好，临床耐药率低，半衰期长，组织穿

透能力强，可在体内达到持续稳定的血药浓度水平。我国疾病

控制中心（ＣＤＣ）也推荐对于青霉素过敏患者可使用米诺环素
作为一种替代治疗方案［６］。虽然国内外对于米诺环素治疗梅

毒的研究众多，但鲜有针对老年患者的报道，且有研究显示［７］，

老年血清梅毒抗体水平可能与自身抗体水平升高有一定相关

性。国内蔡淑静等人研究也指出［８］，老年梅毒患者血清 ＡＮＡ
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人群。那么，在抗核抗体阳性的患者中，青

霉素与米诺环素是否可以有效改善ＡＮＡ阳性率值得深入研究。
本研究旨在观察我院性病科住院及门诊治疗的８４例老年梅毒
患者应用米诺环素与苄星青霉素的疗效及对血清抗核抗体的

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性病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５
年５月收治的老年梅毒患者８４例，男７６例，女８例，年龄范围
６０岁～７１岁，年龄（６５１±２８）岁，纳入标准：①符合国际性病
控制联盟制定的《２０１４年欧洲梅毒管理指南》的诊断标准［９］；②
严格按照我国ＣＤＣ制定的梅毒治疗方案完成治疗；③能够按照
要求完成２年随访；④抗核抗体阳性；⑤患者同意做此研究并签
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肺肾功能障碍、免疫系统
疾病者；②对青霉素过敏者；③无法坚持随访者。本研究上报
医院伦理委员会并获得批准。８４例患者中Ｉ期梅毒５５例，ＩＩ期
梅毒２９例，无神经梅毒、树胶肿及心血管梅毒。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２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梅
毒分期等基线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别（男／女） 平均年龄（岁）
梅毒分期

Ｉ ＩＩ

合并症

糖尿病 高血压 冠心病

观察组 ４２ａ ３７／５ ６４９±３７ ２７ １５ ８ １１ ９

对照组 ４２ ３９／３ ６５２±２９ ２８ １４ ７ １３ 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根据我国ＣＤＣ梅毒治疗方案，两组患者均于开始治疗前

１ｄ口服强的松（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０６８２），１０ｍｇ／次，２／ｄ，连续３ｄ，防止发生吉海反应；观察组
给予口服米诺环素（江苏惠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６００１０），１００ｍｇ／次，２／ｄ，连续４周；对照组给予苄星青霉素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４４７２７），２４０万 Ｕ，１／
周，分两侧臀部肌肉注射，连续３周。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按照卫计委《性传播疾病诊疗常规》，分别于治疗结束后
３，６，９，１２，１８，２４个月对患者进行快速血浆反应环状卡片试验

（ＰＲＰ）滴度检查，同时对患者进行 ＡＮＡ检测；②记录治疗期间
患者出现头晕头痛、发热、恶心呕吐、全身不适、皮疹等不良反

应情况；③记录患者治疗后皮损消退时间。
１４　疗效判定［１０］

治愈：半年内血清学ＰＲＰ滴度下降４倍以上并在２年内随
访中未上升４倍滴度，或２年内血清学滴度转阴；失败：半年内
血清学ＰＲＰ滴度未降低４倍以上或血清学试验２年内有４倍滴
度上升。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

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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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Ｐ＜００５时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皮损消退时间对比

观察组临床治愈率为 ９５２４％，对照组临床治愈率为

９２８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１０００）；两组患者硬下
疳、玫瑰疹、扁平湿疣消退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及皮损消退时间对比［ｎ／％，（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皮损消退时间（ｄ）

硬下疳 玫瑰疹 扁平湿疣

临床疗效

治愈 失败

观察组 ４２ ７４８±１３３ １２７１±１８５ １３４２±１５５ ４０ ２

对照组 ４２ ７３９±１５１ １２４２±１３９ １２８３±１２５ ３９ ３

ｔ／χ２值 ０２５８ ０８１２ １９２０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７９７ ０４１９ ００５８ １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ＰＲＰ及ＡＮＡ转阴情况比较
随访２年，观察组 ＡＮＡ转阴率为９０４７％，对照组 ＡＮＡ转

阴率为９２８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１０００）；但观察组
１年 ＡＮＡ转阴率为 ８０９５％，对照组 １年 ＡＮＡ转阴率为
５９５２％，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２），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观察组 ＰＲＰ转阴率为 ８８０９％，对照组 ＰＲＰ转阴率为
８３３３％，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５３３）；但观察组 １年
ＰＲＰ转阴率为７３８１％，对照组１年 ＰＲＰ转阴率为５２３８％，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４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ＡＮＡ结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ＡＮＡ转阴时间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１８个月 ２４个月
未转阴率

观察组 ４２ １４（３３３３） １８（４２８６） ２８（６６６７） ３４（８０９５） ３６（８５７１） ３８（９０４７） ４（９５３）

对照组 ４２ １１（２６１９） １６（３８１０） ２０（４７６２） ２５（５９５２） ３３（７８５７） ３９（９２８５） ３（７１５）

χ２值 ４６１３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３２ １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ＰＲＰ转阴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ＰＲＰ转阴时间

３个月 ６个月 ９个月 １２个月 １８个月 ２４个月
未转阴率

观察组 ４２ １０（２３８１） １７（４０４８） ２４（５７１４） ３１（７３８１） ３３（７８５７） ３７（８８０９） ５（１１９１）

对照组 ４２ ８（１９０５） １４（３３３３） １９（４５２４） ２２（５２３８） ２９（６９０５） ３５（８３３３） ７（１６６７）

χ２值 ４１４１ ０３８９

Ｐ值 ００４２ ０５３３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治疗期间出现２例头痛，２例发热，１例全身不适；对

照组出现１例头痛，３例发热，１例皮疹，２例恶心呕吐，两组患
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头晕

头痛
发热

全身

不适
皮疹

恶心

呕吐

总发

生率

观察组 ４２ ２ ２ １ ０ ０ ５（１１９１）ａ

对照组 ４２ １ ３ ０ １ ２ ７（１６６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注射用苄星青霉素是梅毒的首先治疗方案，该药物自上世

纪５０年代以来广泛应用于各期梅毒的治疗，目前尚未发现耐青
霉素的梅毒螺旋体［１１］。在青霉素治疗梅毒疗效方面，文献报

道［１２］，早期梅毒１年血清ＰＲＰ转阴率低于５０００％，２年转阴率
在７８００％～９５００％之间。同时由于常规苄星青霉素半衰期
仅为０５ｈ，治疗上给药次数多，且长效青霉素每次使用时也需
要经过皮试后方可肌注，由于青霉素的特殊药理特性，注射时

疼痛感明显，少数患者难以忍受。由于部分人群存在青霉素过

敏，人们对于青霉素替代药物的研究从未停止。美国ＣＤＣ推荐
治疗梅毒的替代药物包括多西环素、四环素、头孢曲松、阿奇霉

素等药物，但临床实践表明［１３］，四环素类是最为理想的替代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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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分析认为：①以往研究曾指出单用阿奇霉素是治疗早期梅
毒最有希望的药物，但大量临床研究报道［１４１５］，应用阿奇霉素

治疗失败率较高，且耐药菌株的出现逐渐增多，限制了该药物

的应用范围；②头孢曲松在药理作用方面与青霉素存在交叉敏
感性，且同样有部分患者对头孢类药物过敏，限制了其临床应

用；③我国ＣＤＤ推荐的替代药物是米诺环素，其与多西环素同
属于四环素类，由于单纯的四环素副作用较多，目前临床应用

少见。

米诺环素是四环素类衍生物，作为第二代半合成的广谱抗

菌素，具有高度亲脂性，抗菌效果好，组织穿透力高。其作用机

制为：能够可逆性的与３０Ｓ亚基相结合，抑制梅毒螺旋体始动复
合物的形成；并与核糖体７０Ｓ亚基 Ａ位点结合，阻止 ＤＮＡ翻译
过程，进而抑制梅毒螺旋体增殖，达到抗菌效果。现代药理学

研究表明［１６］，米诺环素具有：①对革兰氏阳性菌、阴性球菌、螺
旋体、厌氧菌、支原体等具有良好的抗菌作用；②能够有效抑制
嗜酸性粒细胞与中性粒细胞趋化作用；③能够有效抑制抗痤疮
丙酸杆菌酯酶活性，降低游离脂肪酸形成；④抑制免疫 Ｔ细胞
增殖，降低炎症反应过程中细胞因子和抗体的形成。大量研究

表明［１７］，米诺环素作为替代药物在治疗梅毒方面显示了较好的

疗效。

关于米诺环素的使用疗程，国内存在两种方案，一种是规

范治疗２周，一种是强化治疗四周，有研究报道［１８］，２周与４周
两种治疗方案在２年ＰＲＰ转阴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也有研究表明［１９］，青霉素治疗方案与强化四周方案疗效相

当，在２年ＰＲＰ转阴率方面优于规范２周治疗方案。所以对于
米诺环素的应用疗程国内外尚存争议，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多采用的是强化治疗方案。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与对照组

在临床治愈率、皮损消退时间及ＰＲＰ转阴率方面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米诺环素在治疗老年梅毒患者方面
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但在ＰＲＰ１年转阴率方面，观察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说明米诺环素在治疗梅毒患者中起效迅速，能够迅

速使得ＰＲＰ转阴。另外有报道表明［２０］，梅毒螺旋体可诱导机

体产生自身免疫应答，引发自身免疫损伤，分析认为可能是机

体在ＴＰ刺激下导致器官损伤，释放自身免疫原成分，产生相应
抗体，以ＡＮＡ为主。本研究结果显示，随访２年，观察组 ＡＮＡ
转阴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１０００）；但观察
组１年 ＡＮＡ转阴率为 ８０９５％，对照组 １年 ＡＮＡ转阴率为
５９５２％，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２），证实了季艳芳
等人关于米诺环素可降低老年血清ＡＮＡ的报道［２１］。

综上所述，米诺环素在治疗老年梅毒患者疗效方面与传统

苄星青霉素相当，无明显不良反应，但起效快，给药途径方便，

对于不愿接受肌肉注射或对青霉素过敏者可选择口服米诺环

素作为替代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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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季艳芳．米诺环素对老年梅毒患者血清抗核抗体的影响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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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孔维萍，蒋法兴 ，王娜，等．米诺环素治疗早期梅毒 ４２例疗效观
察．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０（２）：１７０１７２．

［２０］　陈邁琼，赵迪，邓晓刚，等．抗核抗体核型及抗核抗体谱监测结果
对比分析．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１４）：１８５９１８６１．

［２１］　季艳芳．米诺环素对老年梅毒患者血清抗核抗体的影响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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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丽冉（１９８７—），女，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细胞病理学和ＨＰＶ流行病学
Δ【通讯作者】祁德波（１９８３—），男，主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ｂｏｂｏ８３６９＠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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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亚型
分析
张丽冉１　谢风祥１　赵东曼１　姜玲波１　彭德志１　王丙维１　赵俊艳２　王新国１　毕春蕊１　
祁德波１Δ

１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济南 ２５０１０１
２济南市历下区人民医院，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　要】　目的：探讨山东省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和不
同亚型分布情况。方法：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经病理诊断为尖锐湿疣
的７９５例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ＨＰＶ２３基因分型检测结果。患者主要来自于山东省不同地区
约２００余家医院的性病和皮肤科门诊。结果：７３０例女性 ＨＰＶ检测阳性，阳性率为９１８％。低危亚型前３
位依次为ＨＰＶ６（４６０％）、１１（４５５％）和４３（５１％）；高危亚型前５位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１５５％）、５８（８９％）、
５２（８８％）、５１（７１％）和 ５９（６４％）。单重感染 ２６７例（３６６％），二重及以上感染（多重感染）４６３例
（６３４％）。在单重感染中，ＨＰＶ３１、３５、５２、５９、７３和８２未有检出，而多重感染中２３种 ＨＰＶ亚型均有检出。
不同年龄分布（＜３０岁、３０岁～４９岁和≥５０岁）显示，在３０岁～４９岁组中，单重感染（４７３％）和单纯低危
感染（４４７％）占比最高，而高低危混合感染（４２５％）占比则最低；四重及以上感染分别在≥５０岁（２９７％）
和＜３０岁组（１８７％）占比最高。此外，单纯低危感染随着感染重数增加占比明显降低，而高低危混合感染
在二重感染中占比最低，后随感染重数增加占比明显增加。结论：本研究结果反映了山东省女性尖锐湿疣

患者ＨＰＶ不同亚型感染的分布情况，为山东省女性ＨＰＶ感染的治疗和预防提供了科学依据。
【关键词】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分型；尖锐湿疣；女性；山东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ｉｎＳｈａｎ
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Ｌｉｒａｎ１，ＸＩＥＦｅｎｇｘｉａｎｇ１，ＺＨＡＯＤｏｎｇｍａｎ１，ＪＩＡＮＧＬｉｎｇｂｏ１，ＰＥＮＧＤｅｚｈｉ１，ＷＡＮＧ
Ｂｉｎｇｗｅｉ１，ＺＨＡＯＪｕｎｙａｎ２，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ｕｏ１，ＢＩＣｈｕｎｒｕｉ１，ＱＩＤｅｂｏ１Δ．１．ＪｉｎａｎＫｉｎｇＭ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Ｃｅｎｔｅｒ，Ｊｉｎａｎ
２５０１０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Ｌｉｘｉａ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１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７９５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ｔｏＪｉｎａｎＫｉｎｇＭ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ｂｙｈｉｓｔｏｐａ
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ａ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ｐａｎｅｌ，ｗｈｉｃｈｃｏｕｌｄｄｅｔｅｃｔ２３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Ｍ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ｆｒｏｍａｂｏｕｔ２００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ｏｆｖｅｎｅｒｅ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
ｏｆ７３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９１８％ＨＰＶ６（４６０％），１１（４５５％）ａｎｄ８１
（５１％）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ｔｈｒｅｅｃｏｍｍｏｎ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ｌｒ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ＨＰＶ１６（１５５％），５８（８９％），５２
（８８％），５１（７１％）ａｎｄ５９（６４％）ｗｅ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ｆｉｖｅｃｏｍｍｏ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ｈｒ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
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２６７ｃａｓｅｓ（３６６％）ｈａｄ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４３６ｃａｓｅｓ（６３４％）ｈａｄ
ｄｏｕｂｌｅｏｒｍｏｒ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ｙｏｎｄＨＰＶ３１，３５，５２，５９，７３ａｎｄ８２，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ｓｉｎｇｌ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ｌｌ２３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ｇ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３０ｙｅａｒｓ，３０４９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５０ｙｅａｒ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ｓｉｎｇｌｅ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４７３％）ａｎｄｐｕｒｅｌ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４４７％）ｈａ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ｍｉｘｅｄｌｒＨＰＶａｎｄｈｒ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４２５％）ｈａｄ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ｏｆ３０４９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
≥４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ｗｏｍｅｎ≥５０ｙｅａｒｓ（２９７％）ａｎｄ＜３０ｙｅａｒｓ（１８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ｓ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ｕｒｅｌ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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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ｉｘｅｄｌｒＨＰＶａｎｄｈ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ＣＡ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ｖａｌｕａｂｌ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ＨＰＶ 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ＣＡ）；
Ｆｅｍａｌｅｓ；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最常见的性传播
疾病之一，在我国发病率仅次于淋病，位居性传播疾病的第二

位［１］。目前，我国ＣＡ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２］。ＣＡ除直
接通过性活动传播外，也通过间接接触传播，具有相当的传染

性，给患者造成了严重困扰。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是 ＣＡ
的病因学因素。ＨＰＶ感染引起表皮鳞状细胞良性增生，呈湿润
柔软的乳头状或菜花状突起，大多发生于成年人。目前已经鉴

定出２００余种ＨＰＶ亚型，其中约４０种与人类皮肤黏膜病变相
关。ＨＰＶ感染除了可以引起生殖器疣外，也是女性宫颈癌和外
阴癌、男性阴茎癌，以及男女性肛门癌和口咽癌等的主要致病

因素［３７］。目前，在欧美发达国家上市的２价（ＨＰＶ１６／１８）和４
价（ＨＰＶ６／１１／１６／１８）疫苗接种后，证实可以预防７０％以上宫颈
癌的发生，四价疫苗可以同时预防 ７０％左右的尖锐湿疣［４］。

２０１６年纳入美国国家免疫规划的９价ＨＰＶ疫苗（ＨＰＶ６／１１／１６／
１８／３１／３３／４５／５２／５８），能够使女性宫颈癌和癌前病变的发病率
进一步下降９０％以上［８９］。

由于ＣＡ传染性强、根治困难且容易复发，因此，分析女性
ＣＡ患者ＨＰＶ亚型的感染特征，能够为ＨＰＶ防治和疫苗开发提
供参考依据。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经病理确诊后女性ＣＡ患者
ＨＰＶ不同亚型分布特征，现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选择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
病理室诊断为 ＣＡ的７９５例女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
其ＨＰＶ２３基因分型检测结果。患者主要来自于山东省不同地
区约２００余家医院的性病和皮肤科门诊。ＨＰＶ检测标本取自
于女性患者外阴或肛周等处 ＣＡ皮损部位的拭子或组织，并放
入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提供的专用采集管中，冷藏保存

并运送至本中心基因室ＰＣＲ实验平台进行基因分型检测。
１２　仪器与试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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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检测方法
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

采用ＰＣＲ反向点杂交法相结合的 ＤＮＡ芯片技术，进行不同
ＨＰＶ基因亚型检测。其采用ＧＰ５＋／ＧＰ６＋共有引物和１０余对
特异性引物，对待测样品中可能存在的 ＨＰＶＤＮＡ进行 ＰＣＲ扩
增并进行生物素标记，再将扩增产物与固定在尼龙膜上的１７种
高危亚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
７３和８２）和６种低危亚型（６、１１、４２、４３，８１和８３）特异性探针进
行杂交，最后通过化学显色判读结果。具体实验操作如下：

按照检测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ＤＮＡ提取，以提取好的核酸
为模板进行ＰＣＲ扩增。扩增的反应条件具体如下：５０℃１５ｍｉｎ；

９５℃ １０ｍｉｎ；９４℃ １０ｓ，４２℃ ９０ｓ，７２℃ ３０ｓ，共 １０个循环；９４℃
１０ｓ，４６℃ ６０ｓ，７２℃ ２０ｓ，共３０个循环；７２℃ ５ｍｉｎ。扩增结束后
９５℃ １０ｍｉｎ变性。将变性后的扩增产物迅速置于冰盒上，并转
移到亚能全自动核酸分子杂交仪上，按照厂家的操作指南进行

杂交、显色和结果判读。每组实验均以 βａｃｔｉｎＤＮＡ作为标本
核酸完整性对照，同时以双蒸水和已知的ＨＰＶ亚型分别作为阴
性和阳性对照。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按照不同年龄（＜３０岁、３０岁 ～４９岁和≥５０岁）进行

汇总，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不同两组间年龄的比较
使用ｔ检验，不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研究人群基本信息

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经病理明确诊断为ＣＡ，并同时
有ＨＰＶ分型检测结果的女性患者共７９５例。其中标注年龄的
患者为７８３例，年龄为（２９１±１０６）岁，标本主要集中于 ＜５０
岁的性活跃期女性，占比９２６％。７３０例患者 ＨＰＶ检测阳性，
阳性率为９１８％。＜３０岁组、３０岁 ～４９岁组和≥５０岁组阳性
率分别为９２６％、８８４％和９６５％。各年龄段女性 ＨＰＶ感染
率详见表１。

表１　７９５例女性ＣＡ患者不同年龄段ＨＰＶ感染分布情况

年龄分组（岁） 检测例数 阳性例数 感染率（％）

　 ＜３０ ５０２ ４６５ ９２６

　 ３０～４９ ２２４ １９８ ８８４

　 ≥５０ ５７ ５５ ９６５

　 未知 １２ １２ １０００

　 合计 ７９５ ７３０ 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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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出。低危亚型感染率前 ３位依次为 ＨＰＶ６（４６０％，３３６／
７３０），１１（４５５％，３３２／７３０），４３（５１％，３７／７３０）；高危亚型感染
率前 ５位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１５５％，１１３／７３０），５８（８９％，６５／
７３０），５２（８８％，６４／７３０），５１（７１％，５２／７３０），５９（６４％，４７／
７３０）。
２３　单重感染与多重感染（二重及以上感染）不同年龄分布
比较

　　在ＨＰＶ阳性的７３０例女性 ＣＡ患者标本中，单重感染２６７
例（３６６％），二重感染 ２２９例（３１４％），三重感染 １１６例
（１５９％），四重及以上感染１１８例（１６２％）。具体结果详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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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单重感染呈近似倒Ｖ型分布，以３０岁～４９岁组所占比重最
高，为４７４％ （Ｆ＝１４６３５，Ｐ＝０００１）；二重感染（Ｆ＝２９９１，Ｐ
＝０２２４）和三重感染（Ｆ＝４６２５，Ｐ＝００９９）各年龄组间无明显
差别；四重及以上感染则成近似Ｖ型分布，以３０岁～４９岁组占
比最低，为８３％（Ｆ＝１６５３５，Ｐ＜０００１）。

图１　７３０例女性ＣＡ患者不同ＨＰＶ基因亚型分布

表２　７３０例女性ＣＡ患者单重感染与多重感染年龄分布比较 ［ｎ（％）］

年龄分组

　（岁）

单重

感染

二重

感染

三重

感染

四重感染

及以上
合计

＜３０ １５２（３１９）１５１（３１７）８４（１７６） ８９（１８７） ４７６

３０～４９ ９７（４７３） ６８（３３２）２３（１１２） １７（８３） ２０５

≥５０ １４（３７８） ７（１８９） ５（１３５） １１（２９７） ３７

未知 ４（３３３） ３（２５０） ４（３３３） １（８３） １２

合计 ２６７（３６６）２２９（３１４）１１６（１５９）１１８（１６２） ７３０

２４　不同ＨＰＶ感染模式的不同年龄分布比较
ＨＰＶ感染按照低危和高危 ＨＰＶ亚型分布情况，分为单纯

低危感染（３７４％，２７３／７３０），单纯高危感染（１１６％，８５／７３０）
和高低危混合感染（５１０％，３７２／７３０）３种模式。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单纯低危感染占比呈近似倒 Ｖ型分布（Ｆ＝１１９１７，Ｐ＝
０００３），以３０岁～４９岁组占比最高，为４７７％；单纯高危感染
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１０１１，Ｐ＝０６０３）；高低
危混合感染则均成近似 Ｖ型分布（Ｆ＝７７８８，Ｐ＝００２），以３０
岁～４９岁组占比最低，为４２５％。

表３　７３０例女性ＣＡ患者不同ＨＰＶ感染模式年龄分布比较［ｎ（％）］

年龄分组

　（岁）

单纯

低危感染

单纯

高危感染

高低危

混合感染
合计

＜３０ １６４（３３５） ６０（１２２） ２６６（５４３） ４９０

３０～４９ ９２（４７７） １９（９８） ８２（４２５） １９３

≥５０ １３（３７１） ５（１４３） １７（４８６） ３５

未知 ４（３３３） １（８３） ７（５８３） １２

合计 ２７３（３７４） ８５（１１６） ３７２（５１０） ７３０

２４　单重感染与多重感染ＨＰＶ亚型分布比较
单重感染与多重感染中 ＨＰＶ亚型分布如表４所示。单重

感染患者的年龄为（３０３±１０４）岁，略高于多重感染患者的年
龄（２８３±１０９）岁 （ｔ＝２４３５，Ｐ＝００１５）。单重感染患者中，
ＨＰＶ３１、３５、５２、５９、７３和８２未有检出，而多重感染患者中，各中
ＨＰＶ亚型均有检出。单重感染患者中，感染率前５位的依次为
ＨＰＶ６（４４６％，１１９／２６７），１１（４０４％，１０８／２６７），１６（３７％，１０／
２６７），５８（２２％，６／２６７），１８（１５％，４／２６７）；而多重感染患者
中，感染率前 ５位的分别为 ＨＰＶ１１（４８４％，２２４／４６３），６
（４６９％，２１７／４６３），１６（２２２％，１０３／４６３），５２（１３８％，６４／
４６３），５８（１２７％，５９／４６３）。

表４　７３０例女性ＣＡ患者单重感染与多重混合感染
ＨＰＶ亚型分布比较［ｎ（％）］

ＨＰＶ亚型 单重感染（ｎ＝２６７） ＨＰＶ亚型 多重感染（ｎ＝４６３）

６ １１９（４４６） １１ ２２４（４８４）

１１ １０８（４０４） ６ ２１７（４６９）

１６ １０（３７） １６ １０３（２２２）

５８ 　６（２２） ５２ ６４（１３８）

１８ 　４（１５） ５８ ５９（１２７）

６６ 　４（１５） ５１ ５０（１０８）

４３ 　３（１１） ５９ ４７（１０２）

３３ 　２（０７） ３３ ４２（９１）

５１ 　２（０７） １８ ３９（８４）

５６ 　２（０７） ３９ ３７（８０）

３９ 　１（０４） ４３ ３４（７３）

４２ 　１（０４） ８１ ３４（７３）

４５ 　１（０４） ３１ ３３（７１）

５３ 　１（０４） ５６ ３１（６７）

６８ 　１（０４） ５３ ２９（６３）

８１ 　１（０４） ６６ ２８（６０）

８３ 　１（０４） ４２ ２８（６０）

３１ 　０（０） ３５ ２０（４３）

３５ 　０（０） ６８ １９（４１）

５２ 　０（０） ４５ １１（２４）

５９ 　０（０） ８２ 　９（１９）

７３ 　０（０） ７３ 　６（１３）

８２ 　０（０） ８３ 　５（１１）

２５　不同ＨＰＶ感染模式的不同感染重数分布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单纯低危感染在单重感染中占比最高，为

８７６％，其后随着感染重数的增加其占比明显降低，在四重及以
上感染中未有检出（Ｆ＝４６６８５４，Ｐ＜０００１）；单纯高危感染在
不同感染重数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４９９６，Ｐ＝０１７２）；
而高低危混合感染在二重感染中占比最低，为６９０％，在三重
感染、四重及以上感染中占比较高，分别为９２２％和９０７％（Ｆ
＝３７０５３，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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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７３０例女性ＣＡ患者不同ＨＰＶ感染模式的不同感染重数
分布比较［ｎ（％）］

　 感染重数
单纯

低危感染

单纯

高危感染

高低危

混合感染
合计

单重感染 ２３４（８７６） ３３（１２４） — ２６７

二重感染 ３８（１６６） ３３（１４４） １５８（６９０） ２２９

三重感染 　１（０９） ８（６９） １０７（９２２） １１６

四重感染及以上 　０（０） １１（９３） １０７（９０７） １１８

　　合计 ２７３（３７４） ８５（１１６） ３７２（５１０） ７３０

#

　讨论
近年来，高危 ＨＰＶ在女性宫颈癌筛查、ＨＰＶ疫苗对 ＣＡ和

宫颈癌的预防方面，已经成为研究热点。本研究对山东省７９５
例经病理确诊为 ＣＡ的女性患者相关 ＨＰＶ亚型检测结果进行
了回顾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山东女性 ＣＡ患者 ＨＰＶ感染具
有自身特点。

７９５例女性 ＣＡ皮损拭子或组织中，ＨＰＶ阳性检出率为
９１８％，阳性率与其他几项通过组织病理确认 ＣＡ诊断的研究
结果相仿［１０１２］。在这几项研究中，ＣＡ患者 ＨＰＶ的阳性率都超
过８５０％。而我们最近报道的一项仅有临床诊断为ＣＡ而未经
病理确诊的研究结果显示，男性患者 ＨＰＶ阳性率仅为
５７８％［１３］。这些结果说明，组织病理学在 ＣＡ的确诊中有着举
足轻重的作用，能够避免误诊，应该受到临床医生的重视。此

外，本研究中尚有８２％的患者 ＨＰＶ检测结果为阴性。究其原
因，一是少数外阴和肛周皮肤疣状物在大体和显微镜下结构与

ＣＡ非常相似，但实际上并不是ＨＰＶ感染引起，而是类似湿疣的
其他皮肤病变；二是本研究采用的 ＨＰＶ检测试剂盒只包括了
２３种ＨＰＶ亚型，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ＨＰＶ亚型不能被检出。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ＨＰＶ不同亚型感染，特别是高危 ＨＰＶ
亚型的分布，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本研究中女

性 ＣＡ患者低危 ＨＰＶ亚型占比前 ３位的依次为 ＨＰＶ６
（４６０％）、１１（４５５％）和４３（５１％）；高危亚型占比前５位的依
次为ＨＰＶ１６（１５５％）、５８（８９％）、５２（８８％）、５１（７１％）和５９
（６４％），这与我们此前所做和国内其他几项研究结果相
似［１４１６］。２０１６年，我们的一项 ＨＰＶ２３分型基因芯片的结果分
析显示，１３０００余例山东省女性宫颈拭子中，低危型感染最常见
亚型依次为ＨＰＶ６、１１、８１和４３；高危型感染最常见亚型依次为
ＨＰＶ１６、５２、５８、５６和５３［１６］；２０１７年，我们的一项研究结果也显
示，在山东省女性宫颈 ＣＩＮ２／３病变中，ＨＰＶ１６（５６１％）、５８
（１５６％）、３３（１２７％）和 ５２（１０９％）是最常见的 ４种高危
ＨＰＶ亚型［１７］。这２项研究结果显示，女性宫颈 ＨＰＶ感染不同
亚型分布，与本研究中女性外阴和肛周ＣＡ的ＨＰＶ亚型分布具
有较强一致性。２０１６年，我们的另一项山东男性 ＣＡ患者 ＨＰＶ
分型检测结果显示，低危亚型以ＨＰＶ６、１１和４３最常见；高危亚
型以ＨＰＶ１６、５８、５２、５６和６６最常见［１３］，这也与本研究结果相

似。这说明ＨＰＶ感染不同亚型分布，男女性具有高度一致性，
提示男性ＨＰＶ感染的治疗和预防，也应当引起重视。目前已经
在国内获得上市许可的２价（ＨＰＶ１６／１８）疫苗和４价（ＨＰＶ６／
１１／１６／１８）疫苗，主要依据欧美ＨＰＶ流行病学设计，并不能完全
覆盖我国男性和女性 ＨＰＶ感染常见亚型。而最近在美国获得

大力推广的９价ＨＰＶ疫苗，更应该尽快完成临床试验并获得国
内上市许可，从而使国内常见 ＨＰＶ亚型感染能够得到及时
预防。

已有多项研究报道证实，ＨＰＶ的感染与年龄存在相关性，
年龄是ＨＰＶ感染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广州
金域的３篇报道［１４，１８１９］均显示，中国女性ＨＰＶ的感染率随年龄
增长呈Ｖ型分布，这与我们报道的山东女性ＨＰＶ感染年龄分布
结果一致［１６，２０２１］。本研究中不同年龄分布结果显示，单重感染

和单纯低危感染呈近似倒 Ｖ型分布，其占比在３０岁 ～４９岁组
最高；而ＨＰＶ阳性率、四重及以上感染和高低危混合感染占比
则呈近似Ｖ型分布，其在３０岁 ～４９岁组最低。呈现此种分布
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３０岁以下年轻女性性生活活跃，免疫系
统未被致敏，故感染率较高，同时感染的病毒亚型也较多，因而

高低危混合感染占比较大。但是，此年龄段女性免疫力较强，

病毒容易被清除，故此阶段感染大部分为暂时性［２２］。此后，女

性获得了特异性免疫力，随后多重感染和混合感染占比例逐渐

减低，故３０岁～４９岁组ＨＰＶ阳性率和高低危混合感染占比最
低。而对于≥５０岁的年长女性，开始逐渐进入绝经期，雌激素
水平降低，机体抵抗力也有下降，这就容易导致ＨＰＶ感染，也容
易激活潜伏感染，同时机体对病毒清除能力下降，这可能是导

致ＨＰＶ感染率和混合感染占比又有所回升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中，单纯低危感染随着感染重数增加占比例明显降

低，而高低危混合感染在二重感染中占比最低，其后随着感染

重数增加占比明显增加，这与我们和国内其他几项女性ＨＰＶ感
染分析结果相似［１５１６］，且多重感染的特点与我们报道的男性

ＣＡ患者多重感染结果相似［１３］。这些结果也提示多重感染较单

重感染更为复杂，更应该受到ＨＰＶ感染防治工作者的重视。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能够反映山东省女性 ＣＡ患者 ＨＰＶ

不同亚型感染的分布情况，这对于掌握本地区女性的ＨＰＶ感染
流行病学特征，为山东女性ＨＰＶ感染的治疗和预防提供了科学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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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３ ·皮肤性病学·

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术吸入 Ｎ２Ｏ的镇痛效果观察
牛彬　石年　张靓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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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评价在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术中应用吸入Ｎ２Ｏ进行镇痛的效果。方法：选择５２例于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进行光动力治疗的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曲马多组和 Ｎ２Ｏ组，曲马多组在
照射前２０ｍｉｎ口服盐酸曲马多缓释片，Ｎ２Ｏ组应用Ｎ２Ｏ／Ｏ２混合吸入，比较两组患者照射治疗期间和治疗后
的疼痛程度，因疼痛终止治疗发生情况和呼吸循环指标。结果：照射５ｍｉｎ后Ｎ２Ｏ组患者的ＶＡＳ评分显著低
于曲马多组，照射后１ｈ，Ｎ２Ｏ组组患者的ＶＡＳ评分高于曲马多组，但所有患者的ＶＡＳ均＜６。曲马多组和Ｎ２
Ｏ组患者因疼痛中断治疗的发生率为３８４６％（１０／２６）和１４３８％（４／２６），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χ２＝
３５１８，Ｐ＝００６１）；Ｃｏｘ回归显示，Ｎ２Ｏ组患者发生因疼痛中断治疗的风险明显低于曲马多组［ＨＲ＝０３２１，
９５００％（０１１４，０９４２），Ｐ＝００４１］。Ｎ２Ｏ组患者术中ＨＲ、ＭＡＰ和ＲＲ较治疗前和曲马多组有明显降低，
但均在正常范围之内；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ｐＯ２％无明显差异。结论：在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术中应用 Ｎ２Ｏ
吸入能够显著镇痛，降低因疼痛终止治疗的风险，并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关键词】　尖锐湿疣；光动力治疗；镇痛；氧化亚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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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Ｎ２Ｏ）ｉｎｔｈｅｐ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ｐｈｏ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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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Ｎ２Ｏ／Ｏ２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ａｉ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ｕｅｔｏｐ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ａｎｄ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Ｎ２Ｏ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ｍａｄ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５ｍｉｎａｆｔｅ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Ｎ２Ｏ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ｍａｄ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１ｈｏｕｒａｆｔｅｒ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ＶＡＳ
ｗｅｒｅ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６．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ａｓ３８．４６％ （１０／２６）ａｎｄ１４．３８％ （４／２６）ｉｎｔｒａｍａｄｏｌａｎｄＮ２
Ｏ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３．５１８，Ｐ＝０．０６１）．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Ｃｏｘ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ｐ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２Ｏ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ａｍａｄｏｌｇｒｏｕｐ（ＨＲ＝０３２１，
９５％ ［０．１１４，０．９４２］，Ｐ＝０．０４１）．ＴｈｅＨＲ，ＭＡＰａｎｄＲＲｏｆＮ２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ｒａｍａｄ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ｍ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ｎｇ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ＰＯ２％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Ｎ２Ｏ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ｐｈｏｔｏｄｙ
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Ａ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ｐａｉ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ｐａｉ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ｌｉｅｖｅｐａｉｎ；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Ｎ２Ｏ）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是一种由人类乳头
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在全世界具有较高的发
病率（约为１９４／１０万）［１］。ＣＡ常表现为单个或多发的乳头状、
菜花样赘生物，好发于男性的尿道口、包皮、冠状沟和肛周，以

及女性的尿道口、肛周、会阴和宫颈等部位。尖锐湿疣的传染

性强，而且不易治愈，具有较高的复发率；光动力治疗是皮肤科

常用的治疗手段，在尖锐湿疣的治疗中具有较好的疗效［２］。尽

管光动力治疗对患者病变部位的损伤极小，但很多患者治疗期

间出现明显的疼痛，甚至需中断治疗，严重影响了治疗效果。

Ｎ２Ｏ是最早应用于临床的麻醉／镇痛药物，其在光动力治疗中
的镇痛效果尚不明确；为此，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对

５２例患者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间于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
中心医院就诊的尿道口和／肛周尖锐湿疣患者，纳入标准：①有
明确尖锐湿疣病史，病变区域醋酸白试验（＋）；②近期６个月
内未行光动力治疗；③首次光动力治疗期间疼痛明显（视觉模
拟评分≥６）。排除标准：①卟啉症、对光和卟啉过敏；②伴有获
得性或先天性免疫功能异常；③伴有糖尿病、淋病、支原体和衣
原体感染。共纳入患者５６例，随机分为曲马多组和Ｎ２Ｏ组，每
组２６例，两组的一般资料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研究方案经医
院伦理学委员会审议通过，与患者或其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

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１２　治疗方案

光动力治疗：治疗前以外用盐酸酮戊酸散（上海复旦张江

生物医药，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１１８ｍｇ）１袋加入０５ｍＬ注射用
水溶解制成２０００％ ５氨基酮戊酸溶液，现用现配，避光保存。
治疗部位清洁，以棉球涂抹２０００％ ５氨基酮戊酸溶液，避光封
包３０ｍｉｎ。氦氖激光治疗仪（北京拓达，型号 ＣＧ６６ＨＪＺ３），波长

６３２８ｎｍ，能量１００Ｊ／ｃｍ２～１２０Ｊ／ｃｍ２，光斑完全覆盖治疗部位，
治疗时间 ２０ｍｉｎ；治疗 １周后复查，若皮损未消退，进行 ２次
治疗。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间的对比

一般资料 曲马多组 Ｎ２Ｏ组 统计量 Ｐ值

年龄（岁） ４６５±８６ ４８３±９２ －０７２９ ０４６９

性别ｎ（％）

　男 １５（５７６９） １３（５０００）

　女 １１（４２３１） １３（５０００） ０３０９ ０５７８

病程ｎ（％）

　＜１年 ９（３４６２） ９（３４６２）

　１～３年 １４（５３８５） １３（５０００）

　＞３年 ３（１１５４） ４（１５３８） ００７７ ０７８１

位置ｎ（％）

　尿道口 ８（３０７７） ９（３４６２）

　肛周 ９（３４６２） １０（３８４６）

　尿道口和肛周 ９（３４６２） ７（２６９２） ０３６１ ０５４８

数量ｎ（％）

　＜５ １６（６１５４） １７（６５３８）

　≥５ １０（３８４６） ９（３４６２） ０２３６ ０６２７

首次治疗ＶＡＳ ６７７±０９９ ６６８±１０１ ０３２４ ０７４７

在第二次治疗照射前，所有患者均应用心电监护仪监测心

率、血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曲马多组患者２０ｍｉｎ口服盐
酸曲马多分散片（南京先声，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００３３０，５０ｍｇ）５０ｍｇ
口服；Ｎ２Ｏ组患者选择并试戴合适的吸氧面罩，将氧气和氧化
亚氮混合导管连接吸氧面罩，并先给予单纯吸氧（５Ｌ／ｍｉｎ）。待
患者适应面罩吸氧后，打开Ｎ２Ｏ开关，以３０００％初始Ｎ２Ｏ／Ｏ２
混合比吸入，根据患者精神状态、全身肌肉松弛程度以及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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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氧饱和度等，逐渐增加Ｎ２Ｏ／Ｏ２混合比至５０００％左右。其他
治疗与第一次照射治疗相同。

１３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照射治疗期间和治疗后的疼痛程度，因疼痛中

断治疗的发生时间的发生率，治疗前后呼吸循环指标（心率、血

压、呼吸频率和血氧饱和度）等。疼痛程度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ＶＡＳ），分值０分～１０分，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疼痛难以忍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ｓ）的形式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

成比）ｎ（％）的形式表示，χ２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应用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法绘制因疼痛中断治疗事件的生存曲线，并采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
检验计算风险比（ｈａｚａｒｄｒａｔｉｏ，ＨＲ）及其９５００％置信区间和 Ｐ
值。所有检验均为双侧假设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当 Ｐ＜
００５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疼痛评分的对比

照射５ｍｉｎ后Ｎ２Ｏ组组患者的 ＶＡＳ评分显著低于曲马多
组，照射后１ｈ，Ｎ２Ｏ组组患者的ＶＡＳ评分高于曲马多组，但所有
患者的ＶＡＳ均＜６。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疼痛评分的对比

　组别
照射期间

１ｍｉｎ ５ｍｉｎ １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照射后

１ｈ ３ｈ ６ｈ

曲马多组 ２６９±０６２ ４４９±０６３ ４６９±０５４ １９６±０５５ １８３±０７８ １４５±０４９ １２３±０３９

Ｎ２Ｏ组 １５１±０５１ １４４±０４３ １５６±０３９ １４９±０３４ ２４９±０４６ １６６±０３５ １３９±０２８

ｔ值 ７４９５ ２０３８９ ２３９５９ ３１８５ ３７１６ １７７８ １６９９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８１ ００９５

２２　两组患者因疼痛中断治疗的生存分析
曲马多组和 Ｎ２Ｏ组患者因疼痛中断治疗的发生率为

３８４６％（１０／２６）和１４３８％（４／２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３５１８，Ｐ＝００６１）；Ｃｏｘ回归显示，Ｎ２Ｏ组患者发生因疼痛中断
治疗的风险明显低于曲马多组［ＨＲ＝０３２１，９５００％（０１１４，
０９４２），Ｐ＝００４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两组患者因疼痛中断治疗的生存分析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循环呼吸指标的对比
Ｎ２Ｏ组患者术中ＨＲ、ＭＡＰ和ＲＲ较治疗前和曲马多组有

明显降低，但均在正常范围之内；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ＳｐＯ２％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性开放意识的传播，我国性传播疾

病的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而作为我国第二大性传播

疾病，尖锐湿疣自觉症状较轻，患者的就诊率不高。由于尚无

根除ＨＰＶ感染的有效方法，目前尖锐湿疣的原则以去除疣体，
避免复发为主［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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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包涵体是减少复发风险的重要途径。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
疗是利用氨基酮戊酸（ＡＬＡ）的代谢特性，作用于患处后，皮肤
黏膜将ＡＬＡ吸收并转化为光敏性原卟啉 ＩＸ（ＰｐＩＸ），ＰｐＩＸ无法
被机体代谢而在局部逐渐累积。当暴露于波长为６３２８ｎｍ，能
量为１００Ｊ／ｃｍ２～１２０Ｊ／ｃｍ２的光照时，局部累积的 ＰｐＩＸ吸收光
能后处于激发状态，其原子的层外电子与氧分子发生电子传递

而生成大量氧自由基，该反应即为光动力作用［４］。局部生成的

大量氧自由基可以有效清除疣体及附近的ＨＰＶ病毒包涵体，研
究显示，应用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尖锐湿疣是具有较低的复发率，但
单次消除疣体或皮损的效果较差，常需多次治疗［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循环呼吸指标的对比

　组别
ＨＲ（ｂｐｍ）

给药前 照射中 治疗后

ＭＡＰ（ｍｍＨｇ）

给药前 照射中 治疗后

ＲＲ（次／ｍｉｎ）

给药前 照射中 治疗后

ＳｐＯ２％（％）

给药前 照射中 治疗后

曲马多组 ７４５±５３７６３±６４ ７６８±６７ ９２２±３９９３２±３７ ９０４±４０ １５１±１５１６０±２１ １５５±２３ ９７８±０８９８０±０６ ９７９±０７

Ｎ２Ｏ组 ７５２±５３７２１±５７ａｂ７４４±５５ ９２５±４１９０８±３８ａｂ９１７±４４ １４６±１８１３８±１６ａｂ１５０±２２ ９８０±０６９７８±０５ ９８０±０５

ｔ值 －０４７６ ２４９９ １４１２ －０２７１ ２３０７ －１１１５ １０８８ ４２４９ ０８０１ －１１９４ １３０１ －０５９３

Ｐ值 ０６３６ ００１６ ０１６４ ０７８８ ００２５ ０２７１ ０２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７ ０２３８ ０１９８ ０５５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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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ＤＴ引起的疼痛具体机制还不明确，受试者之间疼痛的差
异很大，不同治疗时间发生疼痛的时机也较难预测。在照射开

始之前，除药物作用于被磨损或破裂的皮肤产生轻微的刺痛感

外，并无明显疼痛［６］。大多数疼痛患者在照射过程中会出现一

些不适，通常为刺痛、刺痛、灼热和难以忍受痛苦的感觉，且这

些不适感觉发生在照射的前几分钟到几分钟，并在第二个照射

周期达到峰值，并可以持续数小时以上，甚至治疗后８小时以上
仍存在显著疼痛［７］。在存在氧和可见光的情况下，ＡＬＡ或ＭＡＬ
对ＰｐＩＸ的吸收和转化导致活性氧的产生，这种光化学反应是
ＰＤＴ免疫调节和细胞毒性作用的主要机制，也是疼痛和急性炎
症产生的最重要来源［８］。Ｂａｇｌｏ［９］等的研究认为，ＡＬＡ和 ＭＡＬ
对γ氨基丁酸（γ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ａｃｉｄ，ＧＡＢＡ）的跨膜运输等生理
过程造成了影响；此外，光动力治疗对局部前列腺素 Ｅ２［１０］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Ｅ２）、环氧化酶２［１１］（Ｃｙｃｌｏｏｘｙｇｅｎａｓｅ２，ＣＯＸ２）
和组织胺［１２］等炎性介质的影响都可能参与了疼痛产生的过程。

本研究显示，照射５ｍｉｎ后 Ｎ２Ｏ组患者的 ＶＡＳ评分显著低
于曲马多组，照射后１ｈ，Ｎ２Ｏ组组患者的 ＶＡＳ评分高于曲马多
组，之后两组患者ＶＡＳ评分间无明显差异，整个治疗过程中，所
有患者的ＶＡＳ均＜６。尽管两组患者因痛中断治疗的发生率无
明显差异，但Ｃｏｘ回归显示，Ｎ２Ｏ组患者发生因疼痛中断治疗的
风险明显低于曲马多组。术中 Ｎ２Ｏ组患者 ＨＲ、ＭＡＰ和 ＲＲ出
现一定程度的降低，但均在正常范围之内；两组患者均未出现

明显不适症状。

盐酸曲马多是一种非吗啡类强效镇痛药，主要作用于中枢

神经系统与疼痛相关的特异受体，无致平滑肌痉挛和明显呼吸

抑制作用，口服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起效，镇痛作用可维持４小时
～６小时。但有研究显示，通过口服盐酸曲马多等镇痛药物，患
者治疗中疼痛程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缓解，但发生时间并无明显

变化，且对于剧烈疼的患者效果不佳［１３］。Ｎ２Ｏ是一种气体麻醉
剂，是最早应用的麻醉制剂，Ｎ２Ｏ的麻醉较弱，并具有较强的镇
痛效果，与氧气混合吸入时，对呼吸、循环和意识的抑制作用较

小。此外，３０００％～５０００％的Ｎ２Ｏ在吸入后能够迅速发挥镇
痛作用，无需提前应用；在停用后其镇痛和麻醉效果可以迅速

消除，无后遗反应。Ｎ２Ｏ在多种患者清醒情况下治疗的镇痛中
有广泛应用，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１４１６］。Ｆｉｎｋ［１７］等对７１例接
受光动力治疗的尖锐湿疣患者进行的研究显示，吸入Ｎ２Ｏ能够
显著降低患者治疗中的疼痛，而患者对吸入Ｎ２Ｏ具有良好的耐
受性，无明显不良反应。

综上所述，在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术中应用 Ｎ２Ｏ吸入能够
显著镇痛，降低因疼痛终止治疗的风险，并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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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ｏｔｏｉｍｍｕｎｏｌＰｈｏｔｏｍｅｄ，２０１７，３３（３）：１７６１７９．

［１３］　李明静，曹经江，陈宏翔．光动力治疗中疼痛管理研究进展．中华
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６，４９（９）：６７６６７９．

［１４］　陶庭俊，李佳宇，卢魁，等．吸入氧化亚氮在院前创伤急救中的镇
痛作用．中华急诊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６（２）：２３９２４３．

［１５］　夏薇，郑彬，佘守章．右美托咪定对氧化亚氮在人工流产中镇痛
效应的影响．广东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８）：１０６１１０６４．

［１６］　李玉香，唐洪泰，周万芳，等．稀释氧化亚氮吸入在烧伤患者创面
换药中及换药后的镇痛镇静研究．中华烧伤杂志，２０１３，２９（６）：
５３７５４０．

［１７］　ＦｉｎｋＣ，ＵｈｌｍａｎｎＬ，ＥｎｋＡ，ｅｔａｌ．Ｐ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ｕｓｉｎｇａｎｉｔｒｏｕｓｏｘｉｄｅ／ｏｘｙｇｅｎｍｉｘｔｕｒ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ＥｕｒＡｃａｄ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Ｖｅｎｅｒｅｏｌ，２０１７，
３１（１）：７０７４．

（收稿日期：２００１７０８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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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杨自荣（１９７２—），女，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皮肤病性
病临床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４ ·皮肤性病学·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对女性外阴巨大尖锐
湿疣的临床疗效探究
杨自荣　陈卫卫
安康市中医院皮肤科，陕西 安康 ７２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女性外阴巨大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和安全
性。方法：选择安康市中医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间收治的１３０例诊断为女性外阴巨大尖锐湿疣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６５例患者给予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
疗，观察组患者给予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对两组患者的治愈率、复发率和术后不良反应进行
比较分析。结果：两组患者手术均成功，创面愈合良好，会阴功能正常。疣体清除后部分患者有不同程度烧

灼、疼痛、水肿、红斑、及糜烂等，５８ｄ后消退，均未出现出血、创面感染、穿孔、严重瘢痕、排便困难等严重不
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６５例患者，６０例临床治愈，５例复发，复发率为７６９％；对照
组６５例患者，５２例临床治愈，１３例复发，复发率为２０００％；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
察组平均治愈时间为（２５５±５９）ｄ，对照组平均治愈时间（３０４±６５）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女性外阴巨大尖锐湿疣治愈率高，复发率低，治愈时间段，不良反
应少，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氩离子束凝固术；ＡＬＡＰＤＴ；尖锐湿疣；复发；ＨＰＶ感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ＬＡＰＤ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ｇｉａｎｔ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　ＹＡＮＧＺｉｒｏｎｇ，ＣＨＥＮＷｅｉｗ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ｋ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ｋａｎｇ７２５０００，Ｓｈａｎ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ＡＬＡＰＤ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
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３０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Ａ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ｎｋ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４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
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６５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６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ＡＰＤ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
ｔｈｅｗｏｕｎｄｈｅａｌｅｄｗｅ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ｉｎｅｕｍ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ｎｏｒｍａｌ．Ｓｏｍ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ｂｕｒｎｉｎｇ，
ｐａｉｎ，ｅｄｅｍａ，ｅｒｙｔｈｅｍａａｎｄｅｒｏｓ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ｗａｒｔｗａ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ｗｈｉｃｈ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５～８ｄｌａｔｅｒ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ｄ
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ｗｏｕ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ｅｓｃａｒａｎｄ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ｉｎ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６０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ｃｕｒｅｄａｎｄ５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ｄ，
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７６９％ 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５２ｃａｓｅｓｃｕｒｅｄａｎｄ１３ｃａｓｅｓｒｅｌａｐ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２０００％ （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ｃｕｒ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５５±
５９）ｄａｎｄ（３０４±６５）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ＬＡ
ＰＤ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Ａ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ｌｏｗ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ｈｏｒｔ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ｒｇｏｎｐｌａｓｍａ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ＤＴ；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ＨＰＶ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

　　尖锐湿疣是常见性传播疾病，我国女性中发病率高居第
二，仅次于宫颈炎。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导致鳞状上皮疣状增

生性病变，引起尖锐湿疣，其主要传播途径是性传播。由于尖

锐湿疣特殊的传播途径，碍于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部分人得

病后并未及时就医诊治，导致病程延长形成巨大尖锐湿疣，不

得不去医院就诊。巨大尖锐湿疣也叫做癌样尖锐湿疣，其组织

病理学提示为良性病变，仅有少数发展成为疣状癌，具体临床

表现就是疣体过度增生，如鳞状细胞癌［１］。虽然临床上对巨大

尖锐湿疣的治疗有物理治疗、药物治疗和免疫治疗等多种方

法，但存在创面损伤大、愈合慢、出血多、易复发等缺陷［２］。５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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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
ｐｙ，ＡＬＡＰＤＴ）是目前治疗尖锐湿疣的一项新技术，本次研究对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对女性外阴巨大尖锐湿疣的临
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探讨，以期能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安康市中医院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间收治的１３０
例诊断为女性外阴巨大尖锐湿疣患者纳入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３］：①病理学检查确诊，符合《性病诊疗规范》中关于尖锐湿
疣诊断标准；②有典型皮损，皮损直径超过２ｃｍ；③纳入研究前
一个月未进行糖皮质激素或免疫调节剂治疗；④完成治疗及随
访。排除标准［４］：①ＨＩＶ或梅毒阳性患者；②妊娠期或哺乳期
妇女；③伴有严重心肝肾功能疾病、恶性肿瘤、出血性疾病等不
能耐受治疗的患者；④伴有严重湿疹和内外痔等患者⑤卟啉类
药物过敏或皮肤光过敏患者。

所有纳入研究患者均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３０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对照组６５例患者，年龄范围１７岁 ～４５岁，年龄（２８７±７４）
岁；有生育史２３例，无生育史４２例；病程范围５个月～１８个月，
病程（７５±２４）月；疣体范围３２ｃｍ×２２ｃｍ×１７ｃｍ～１０２ｃｍ
×５５ｃｍ×３５ｃｍ。观察组６５例患者，年龄范围１６岁 ～４４岁，
年龄（２９２±７７）岁；有生育史２８例，无生育史３７例；病程范围
６个月～１７个月，病程（７８±２３）月；疣体范围３３ｃｍ×２１ｃｍ
×１８ｃｍ～１１２ｃｍ×５４ｃｍ×３４ｃｍ。两组患者年龄、疣体大
小、病程、生育史等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暴露会阴，使用醋

酸白试验对疣体和亚临床皮损范围进行确定，常规消毒。

０７５％利多卡因和肾上腺素以１：１０００的稀释注射麻醉。氩离
子束凝固术前打开氩气瓶阀门，注入氩气，功率４０Ｗ，流量２Ｌ／
ｍｉｎ。使用氩离子束凝固刀头对病灶进行地毯式移动方式治
疗，每次时间为１ｓ～５ｓ，用活检去除局部坏死组织。若为巨状
疣体，首先使用止血钳将基底部夹住，在使用氩离子束凝固刀

头对疣体进行切割治疗，降低术中出血。根据病灶的质地、大

小等情况进行多次治疗，直到清除完病灶为止。术中特别注意

对疣体间皮肤桥、正常黏膜等进行保护，防止组织被破坏。术

后以稀释的高锰酸钾溶液进行坐浴，使用纱布和０１０％雷夫努
尔湿敷，３次／ｄ更换。

观察组也使用氩离子束凝固术清除疣体，方法如上所述，

一周后给予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将每支ＡＬＡ散剂加入０５ｍｌ注射
用水配置成２０００％ＡＬＡ溶液，充分摇匀、溶解后，使用注射器
将溶液均匀的分布在无菌棉球上。将创面和四周正常皮肤１ｃｍ
～２ｃｍ的范围内覆盖 ＡＬＡ溶液涂抹的棉球，使用保鲜膜封光，
避光３ｈ后将未吸收的光敏剂擦干净，使用 ＬＥＤ光动力治疗仪
（ＭｕｌｔｉＢ，武汉博激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照射治疗。参数设
置为光斑直径２ｃｍ，能量密度８０１００Ｊ／ｃｍ２，照射时间为２０ｍｉｎ，
根据患者的耐受程度和病情等情况调整光剂量。１次／周，连续
治疗３次。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结果［５］：临床治愈：疣体脱落，黏膜、皮肤恢复正常，醋

酸白试验结果为阴性，６个月内无复发；复发：６个月内原发病灶
出现新的疣体。不良反应：出血、创面感染、穿孔、严重瘢痕、排

便困难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输入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并进行数据分

析，平均治愈时间等计量资料选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成
组ｔ检验，组内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ｔ检验。治疗结果、不良反应
等计数资料以百分比的形式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结果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均成功，创面愈合良好，会阴功能正常。观

察组６５例患者，６０例临床治愈，５例复发，复发率为７６９％；对
照组６５例患者，５２例临床治愈，１３例复发，复发率为２０００％。
观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平均治愈时
间为（２５５±５９）ｄ，对照组平均治愈时间（３０４±６５）ｄ，有明
显的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治愈（％） 复发（％） 平均治愈时间（ｄ）

观察组 ６５ ６０（９２３１） ５（７６９） ２５５±５９

对照组 ６５ ５２（８０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 ３０４±６５

ｔ／χ２值 ４１２７ 　４５００

Ｐ值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疣体清除后部分患者有轻度烧灼、疼痛、水肿、

红斑、及糜烂等，５８ｄ后消退。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出血、创面感
染、穿孔、严重瘢痕、排便困难等严重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讨论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性活跃人群中感染过ＨＰＶ病毒

的约占７５００％，全球每年超过３０００万人新发尖锐湿疣，是增
长率最快的性传播疾病［６］。尖锐湿疣由ＨＰＶ感染引起，具有一
定的潜伏期，一般为３个月左右［７］，临床表现有生殖器和肛周

部位出现菜花状、鸡冠状或若头状增生物。女性巨大尖锐湿疣

疣体大，覆盖外阴、阴唇、阴道口、尿道口和肛周皮肤，多为暗红

色或灰白色，底部平坦较多，少部分有蒂，疣体表面湿润，散发

恶臭，有脓性分泌物［８］。

氩离子束凝固术作为一种全新的非接触性的电凝固技术，

在外科临床和内镜治疗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氩离子束凝

固术的治疗原理是通过特殊装置离子化氩气，传导高频电流到

病灶靶点区域，利用热效应达到治疗效果［９］。相较于常规电凝

方法，氩离子束凝固术具有多方面的优点［１０］：①在具备常规电
凝方法组织切割功能的同时又具备快速止血的功能；②氩气极
不活泼，氩离子不会燃烧或助燃，在电凝过程中具有良好的吸

热效果，不会对组织造成碳化等，不产生延迟性损伤，因此创面

成都轻、组织创伤小；③氩离子束凝固对组织的穿透较薄，一般
不超过３ｍｍ，极少出现穿孔的情况，相对安全。本次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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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两组患者都只有部分患者出现烧灼、疼痛、水肿等，随着

治疗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并未出现出血、创面感染、穿孔、严

重瘢痕、排便困难等严重情况。

女性会阴巨大尖锐湿疣是一种 ＨＰＶ感染引起的生殖道传
染性疾病，ＨＰＶ病毒是一种高组织特异性的 ＤＮＡ病毒，将人类
作为自然宿主。ＨＰＶ作为最小的 ＤＮＡ病毒，具有抵抗力强、耐
干燥、保存时间长等特点［１１］，其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但是只能

在人体存活的细胞内以细胞复制的方式进行繁殖。鳞状上皮

上有３种对ＨＰＶ易感，在进入机体内后，ＨＰＶ病毒能够将病毒
基因与人自身基因组合，在基底层细胞中稳定存在，随着基因

组的转录、翻译不断的繁殖，对表皮细胞进行持续性刺激，引起

表皮细胞增殖病变［１２］，形成尖锐湿疣。因此，肉眼可见的疣体

是感染的一部分，大部分感染处于潜伏期或亚临床感染。在对

尖锐湿疣进行诊断时，除了临床表现外还要利用醋酸白、聚合

链霉反应、免疫组化法和病理组织学检查等多种方式进行

检查。

本次研究发现，对照组单用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其复发率

高于观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一的外科治
疗方法对巨大尖锐湿疣的复发率较高，是由于无法消除潜伏感

染和亚临床感染［１３］。氩离子束凝固术对清除肉眼可见的疣体

具有良好的效果，但对潜伏期和亚临床病灶治疗效果不显著，

因此具有较高的复发率。与其他治疗方法联合治疗是寻找最

佳治疗方法的一种途径，与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是临床常用的方法。
ＡＬＡ是一种小分子物质，在血红素合成途径中天然存在，能够
快速被增殖旺盛的细胞吸收，形成具有高度光敏性物质原卟啉

ＩＸ（ＰＰＩＸ）［１４］。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的原理是通过外源性的 ＡＬＡ进
入到体内后，被ＨＰＶ感染的细胞会对 ＡＬＡ进行选择性吸收，然
后在细胞内转化为 ＰＰＩＸ［１５］，此类物质在经过红光照射后能够
吸收光子能量，从基态转化为激发态。激发态的光敏物质极其

不稳定，会迅速通过物理或化学腿激返回基态，在化学退激过

程中会释放大量能量和活性氧［１６］，活性氧能够与多种生物大分

子相互作用［１７］，产生细胞毒性作用，对被ＨＰＶ感染的细胞功能
和结构产生破坏，达到治疗目的。ＡＬＡＰＤＴ治疗通过杀死增生
活跃的细胞达到对疣体的治疗目的，同时还能够破坏潜伏感染

和亚临床感染，因此能够显著的降低复发率。本次研究结果显

示，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有效降低了复发率。近
年来，有研究认为ＡＬＡＰＤＴ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率是由于治疗
过程中能够激发机体的抗病毒免疫效应［１８］，但其作用机制尚未

明确。本次研究对免疫反应中相关细胞种类、变化以及抗病毒

满意反应的原因等未做详细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治疗女性外阴巨
大尖锐湿疣复发率低、治愈时间短，不良反应少，临床效果显

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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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８０３１６１）
【第一作者简介】霍佳（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遗
传性皮肤病的诊治

Δ【通讯作者】张鼎伟（１９８１—），男，主治医师、博士，Ｅｍａｉｌ：３２６１１９７５＠
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５ ·皮肤性病学·

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联合泛昔洛韦在生殖器疱疹合并
湿疹患者中的应用及对机体免疫的影响研究
霍佳　张鼎伟Δ　张秦　董颖颖　肖生祥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联合泛昔洛韦在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患者中的应用及
对机体免疫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治的８２
例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患者，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１例患者。研究组患者采用重组人干扰
素α２ｂ联合泛昔洛韦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泛昔洛韦治疗。结果：研究组患者的疱疹和湿疹停止时间、消失
时间、开始结痂时间、完全脱痂时间和痊愈时间等临床观察指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的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改善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对治疗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的患者，采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联合
泛昔洛韦治疗方法，提高了患者的临床观察指标，增强了机体的免疫功能，从而提高了患者治疗的有效率，

值得在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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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是由疱疹病毒Ⅱ（ＨＳＶⅡ）所引起的
传播疾病，发病率很高。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产生的主要原因

有不良生活习惯、不良性行为以及间接的接触传染等，临床表

现为生殖器、肛门部位出现的溃疡湿疹和痛性疱疹，但是其表

现具有不典型性，感染主要是无症状性，此是引起生殖器出现

溃疡的原因之一［１］。这种疾病的特点是难以治愈和容易复发，

主要与病人本身的免疫功能有关系。此种疾病的主要治疗方法

就是口服抗病毒药物，但是存在着治疗效果不理想的问题［２］。

对此，本研究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泛昔洛韦治疗生殖器
疱疹合并湿疹患者，分析其治疗的效果以及对机体免疫的影

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来我院诊治的生殖器疱
疹合并湿疹患者８２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
照组，每组４１例患者。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临床皮肤
病学（第３版）》中关于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的诊断标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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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典型的临床症状；均知情并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经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在治疗前４周内服用过免疫调节或
抗病毒药物的患者；自身具有免疫性疾病的患者；对药物过敏

的患者。研究组患者男１５例，女２６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７岁，
年龄（３０４±４２）岁，病程８ｄ～２年。对照组患者男１４例，女
２７例，年龄范围１９岁 ～４５岁，年龄为（２８５±３８）岁，病程９ｄ
～１９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和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研究组治疗方法　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泛昔洛
韦治疗，对患者进行肌肉注射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国药准字号：
Ｓ１０９６００２３，哈药集团公司），１次／２ｄ，１ｍｌ／次。联合口服泛昔洛韦
片０２５ｇ／次，治疗时间为１５ｄ［３］。同时，按照说明书使用流式细
胞法对患者的外周血Ｔ淋巴细胞（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

的细胞值进行检测［４］。

１２２　对照组治疗方法　采用泛昔洛韦进行治疗，口服泛昔洛
韦片（国药准字号：Ｈ２００８３３７０，罗欣药业公司），１次０２５ｇ，１
次为８ｈ，连续治疗１５ｄ［５］。
１３　观察指标

通过不同的治疗方法，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观察指标和治

疗效果以及治疗前后的免疫细胞的变化情况。治疗效果分为

显效、有效和无效。显效：疱疹和湿疹已经全部结痂，临床表现

消失，体征各方面恢复正常。有效：疱疹和湿疹已经基本结痂，

临床表现有部分消失，体征各方面基本正常。无效：疱疹和湿

疹没有出现结痂，临床表现和体征各方面都没有任何变化。治

疗有效率＝显效＋有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统计，计数和计量资料分别采用χ２

（％）和ｔ检测（珋ｘ±ｓ），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通过不同的治疗方法，研究组患者临床观察指标明显低于

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观察指标比较（珋ｘ±ｓ，ｄ）

组别 例数 停止时间 消失时间 结痂时间 脱痂时间 痊愈时间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１

４１

２１±１１

２９±１２

４０±１２

４７±１７

３１±１２

４１±１４

５６±０９

６３±０８

５９±０８

６８±０７

ｔ值 — １０１８５ ９９３７ １２０５３ １０８４２ １１０３７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无明显区别，治疗后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研究组患
者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１
４１

２１（５１２）
１４（３４１）

１８（４３９）
１９（４６３）

２（４８）
８（１９５）

９５１％
８０４％

χ２值 — ５８３１ １２６０ ４３６２ ６９０４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变化（％，珋ｘ±ｓ）

组别 时间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研究组 治疗前 ３１８±３８ ３１４±３５ １０１±０５

　治疗后ａｂ ３８６±４２ｂ ２２５±２７ｂ １８１±０４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３２１±３９ ３０５±３４ １０３±０３

治疗后ａ ３２８±３２ｂ ２８７±３１ｂ １１５±０３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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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患者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

势，并且ＨＳＶ发生感染以后由于在体内不能产生长期的免疫能
力，所以，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患者就难以治愈，特别容易复

发［６］。复发性的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还会跟阴茎癌以及宫颈

癌的患病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可能激活 ＨＩＶ的复制，增大其
感染率，所以需要进行积极的干预治疗［７］。生殖器疱疹合并湿

疹的发病机制特别复杂，ＨＳＶ的感染和患者自身的细胞免疫异
常有关，其中患者机体的免疫功能异常是引发ＨＳＶ潜伏感染的
关键因素，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出现了下降，就会使 ＨＳＶ被激
活，从而引起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的再次复发［８］。

针对该疾病进行治疗的方法主要是口服抗病毒药物，包括

间歇性抗病毒治疗和连续性抗病毒治疗。间歇性抗病毒治疗，

主要是对患者给予核苷类的抗病毒药物进行治疗，药物包括有

伐昔洛韦、泛昔洛韦等。不过此类药物主要适合那些发病频率

比较低的患者，对于一些频发的患者效果并不明显［９］。相对频

发性的患者可以进行连续性治疗，这样可以减少其发作的次数

和降低传播的速度，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此种治疗方

法也有其缺点，如果出现间断使用药物就会导致疾病的高复发

率，与治疗前相比，没有明显的区别，长期的服药还会导致许多

患者出现不良反应以及带来经济负担［１０］。本研究采用联合治

疗方法，这种方法主要采用免疫应答调节剂联合核苷类抗病毒

药物进行治疗，免疫应答调节剂主要有 α干扰素、白细胞介素
１２（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２，ＩＬ１２）和α肿瘤坏死因子等，这些调节剂可以
通过刺激机体让患者产生免疫反应［１１］。许多医学专家使用阿

昔洛韦联合干扰素对女性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进行治疗。本

研究应用这种治疗方式，通过治疗后患者发生复发次数比治疗

前有明显减少，与对照组单一使用泛昔洛韦治疗，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的患者在感染了ＨＳＶ以后，只有部分

患者临床表现的特征很明显，大多数患者都没有明显的临床症

状，也就是病毒处在潜伏的状态，ＨＳＶ一般是持续性的潜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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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骶神经节［１２］，当免疫系统发生疾病或者出现过度劳累

时，就会导致全身的应用免疫抑制剂发生作用，造成机体的免

疫力降低，这样潜在的病毒就会被激活，从而导致患者发病［１３］。

由此得出，维持潜在感染病毒的关键就是要保证机体免疫功能

的正常，免疫能力的下降是造成发病的主要原因，从这里我们

可以得知，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的患者机体内的细胞免疫功能

存在非常明显的抑制问题［１４］。通过观察发现，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亚群的ＣＤ４＋的细胞数如果出现明显下降，就会减弱病毒抗
原的迟发型的变态反应，当ＣＤ８＋细胞数出现升高时，就会增强
患者机体的免疫抑制功能，这样就会导致病毒的扩散和繁

殖［１５］。所以，患者的ＣＤ８＋细胞数升高和ＣＤ４＋细胞数下降是
本病发生的主要原因［１６］。研究表明，使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
联合泛昔洛韦治疗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可以提高 ＣＤ４＋细胞
数值，降低ＣＤ８＋细胞数值，从而实现增强患者机体的免疫能
力，与单独泛昔洛韦治疗结果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１７］。同时，使用联合药物治疗可以使患者的疱疹和湿疹
的停止时间、消失时间、开始结痂时间、完全脱痂时间和痊愈时

间等临床观察指标得到改善，研究组患者的上述时间都明显低

于单一用药的对照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两

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１８］。
综上所述，使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泛昔洛韦治疗生殖

器疱疹合并湿疹患者，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治疗有

效率，降低了疾病复发的情况，增强了患者的免疫功能，值得在

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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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裴宇（１９７７—），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皮肤性病、激光美容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６ ·皮肤性病学·

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生殖器（下体）周边
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
裴宇１　董洁２　万军３　孙云１

１荆州市皮肤病防治院皮肤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２荆州市中心医院美容皮肤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３荆州市皮肤病防治院中医皮肤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对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进行临床研究，观察
其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荆州市皮肤病防治院收治的生殖器（下体）周边
慢性湿疹患者８０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ｎ＝４０）和观察组（ｎ＝４０），对照组患者给予羌月乳
膏，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ＮＢＵＶＢ照射，治疗时间为４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治疗前后
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疼痛视觉模拟评分表（ＶＡＳ），Ｔｈ１型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和 Ｔｈ２
型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４（ＩＬ４）、白细胞介素５（ＩＬ５）］水平，湿疹愈合时间，复发情况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８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６５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治疗前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和ＶＡＳ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
察组患者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和ＶＡＳ评分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５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ＩＬ２水平升高幅度和ＩＬ４、ＩＬ５水平降低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愈合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湿疹复发率（５０％）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２７５％），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不
良反应发生率（７５％）与对照组患者（５０％）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ＮＢＵＶＢ照射联
合羌月乳膏治疗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

【关键词】　ＮＢＵＶＢ照射羌月乳膏；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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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ｒｏｎｉｃｅｃｚｅｍａａｒｏｕ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４０）ｂｙ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ＱｉａｎｇｙｕｅＣｒｅａｍ，ａｎ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ＱｉａｎｇｙｕｅＣｒｅａ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ＮＢＵＶＢ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８
ｗｅｅｋ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ｋ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ｈａｐｅｏｆｓｋ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
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ｉｔｃｈｉｎｇ，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ａｉｎ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ｈ１ｔｙｐ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ＩＬ２）］
ａｎｄＴｈ２ｔｙｐｅ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４（ＩＬ４），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５（ＩＬ５）］，ｔｈｅ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ｅｃｚｅｍａ，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７．５％ ｖｓ６５．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ｒｅａｓｏｆｓｋ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ｓｈａｐｅｏｆｓｋ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ｉ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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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２，ＩＬ４ａｎｄＩＬ５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ＩＬ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ＩＬ４ａｎｄＩＬ５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ｃｚｅｍａ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０％ ｖｓ２７．５％）（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７．５％ ｖｓ５．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ＮＢＵＶＢ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ＱｉａｎｇｙｕｅＣｒｅａｍ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ｅｃｚｅｍａａｒｏｕ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ｆｅｗ
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ＢＵＶＢｉｒ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ＱｉａｎｇｙｕｅＣｒｅａｍ；Ｃｈｒｏｎｉｃｅｃｚｅｍａａｒｏｕ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ｐｒｉｖａｔｅｐａｒｔｓ）

　　慢性湿疹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一种皮肤炎症反应，特
点为瘙痒剧烈、皮损多形性，呈对称分布，其中肛周、男性阴囊

和女性会阴部是慢性湿疹好发部位，发作时甚痒［１２］。生殖器

（下体）周边慢性湿疹多由个人生理卫生、不健康性行为、脏乱

潮湿环境等引起，一般的药物治疗因不能长时间暴露患处，愈

合均较困难。窄谱中波紫外线可以抑制炎性反应，干燥患处皮

肤［３４］；羌月乳膏具有治疗疮疡肿毒、保护皮肤等作用。本次研

究将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
湿疹，探讨其临床应用。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荆州市皮肤病防治院收
治的８０例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符合《中国临床皮肤病学》［５］中慢性湿疹相关诊断标
准；②患者生殖器（下体）周边出现红肿、皮肤增厚、苔藓化样皮
损等典型慢性湿疹症状；③病程＞４周；④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本次治疗前１个月内使用过糖皮质激
素者；②合并生殖器及周边感染者；③合并传染性湿疹样皮炎
者；④合并恶性肿瘤者；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⑥合并光敏感
者；⑦中途放弃治疗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８０例患者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０例。观察组患者中，男性２０例、女性２０
例，年龄范围２２岁 ～６１岁，年龄（４０８６±６５２）岁，病程范围６
个月～５年，病程（２７９±１１５）年。对照组患者中，男性１８例、
女性２２例，年龄范围２３岁 ～６０岁，年龄（４１０９±６４７）岁，病
程范围８个月～６年，病程（３１８±１２１）年。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以进行比较。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羌月乳膏（武汉健民集团随州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４４３８９，１０ｇ／支）均匀涂抹于患处，
每日２次。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ＮＢＵＶＢ照射
治疗，患者取仰卧位，暴露患处，采用德国沃曼 ＵＶ１００Ｌ紫外线
治疗仪进行照射，照射时患处与治疗仪相距约１５～２０ｃｍ，照射
波长为３１０～３１５ｎｍ，初始照射量为７０％最小红斑量０４Ｊ／ｃｍ２，
之后逐次递增０１Ｊ／ｃｍ２，以患者皮肤不出现红斑或灼痛为宜，
最大剂量不超过３Ｊ／ｃｍ２，隔日１次。治疗仪治疗同时应当保护
好患者眼睛及其他正常皮肤不被照伤。２周１个疗程，两组患
者均治疗２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按照０～４分５级评分法［６］对患者治疗前后皮损面积、皮

损形态、瘙痒程度３个方面进行评分，０分表示无（无皮损；无瘙
痒），１分表示轻度（皮损面积≤２ｃｍ２；有红斑、丘疹、水疱；偶尔
瘙痒，不影响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２分表示中度（２ｃｍ２＜皮
损面积 ＜４ｃｍ２；有渗出或糜烂；阵发性瘙痒，对学习、工作和日
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需要用药物控制），３分表示重度（皮损面
积≥４ｃｍ２；有肥厚及苔藓样变化；剧烈瘙痒，对学习、工作和日
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需要用药物控制）。记录两组患者治疗

前后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积分。②采用疼痛视觉模
拟评分表（ＶＡＳ）［７］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疼痛情况，评分为０
～１０分，分数越高，疼痛越严重。③抽取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
周血，检测Ｔｈ１型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和 Ｔｈ２型细
胞因子［白细胞介素４（ＩＬ４）、白细胞介素５（ＩＬ５）］水平。④
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⑤对两组患者进行为期４个
月的随访，记录其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愈合时间和复发

情况。

１４　疗效评价
患者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３个方面得分之和为总

积分，采用症状积分下降指数评价治疗疗效，症状积分下降指

数ｎ＝（治疗前症状积分 －治疗后症状积分）／治疗前症状积分
×１００％。痊愈：ｎ≥９０％；显效：６０％≤ｎ＜９０％；有效：２０％≤ｎ
＜６０％；无效：ｎ＜２０％。总有效率 ＝（治愈 ＋显效）／例数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表示，
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使用（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值检验，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１４（３５０）２１（５２５） ４（１００） １（２５） ３５（８７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９（２２５）１７（４２５）１０（２５０） ４（１００）２６（６５００）

χ２值 — — — — — ５５９１

Ｐ值 — — — — —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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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和 ＶＡＳ
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和ＶＡＳ评
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皮损面

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和ＶＡＳ评分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患者
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皮损面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皮损面积 皮损形态 瘙痒程度 ＶＡＳ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２５±０４３ ２３７±０５１ ２４１±０５８ ４９７±１０５

治疗后 ０７２±０１５ａｂ ０７８±０１７ａｂ ０７５±０１４ａｂ １８６±０３４ａｂ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３１±０４６ ２４２±０４９ ２３９±０５５ ５０１±１０７

治疗后 １５８±０３５ａ １５５±０３６ａ １５２±０３３ａ ２５３±０４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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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５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５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ＩＬ２水平显著升高，
ＩＬ４、ＩＬ５水平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患者各指标变化幅度均显
著大于对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５水平比较（ｎｇ／Ｌ，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Ｌ２ ＩＬ４ ＩＬ５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６５４±４３７ ４４６９±５８３ ６５６９±９５５

治疗后 ４５１２±５１１ａｂ３１５５±４４６ａｂ５１５１±７８２ａｂ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７０８±４５４ ４５０１±５６２ ６４８２±９６１

治疗后 ３３３７±６１８ａ ３８４９±５０１ａ ５８２２±８１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湿疹愈合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湿疹愈合时间为（２７５１±６３２）ｄ，对照组患者

湿疹愈合时间为（３１３８±７１５）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２５６５，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湿疹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湿疹复发２例，复发率为５０％，对照组患者湿
疹复发１１例，复发率为２７５％，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８０４，Ｐ＜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出现２例红斑加重，１例瘙痒加重，总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７５％；对照组患者出现２例瘙痒加重，总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５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０，Ｐ＞００５）。
两组发生不良反应患者经处理后症状均减轻。

#

　讨论
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是常见的表皮和真皮浅层炎

性皮肤病，治疗时间长且难以痊愈，容易反复发作，发作时剧痒

难忍，对患者身心均产生严重伤害。其病因包括环境、感染、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亚群失调等因素，发病机理可能是抗原物质作用
于表皮朗格汉斯细胞（Ｌｃｓ）后传递给特异性Ｔ淋巴细胞，促使Ｔ

淋巴细胞激活释放淋巴因子，诱导ＩｇＥ分泌，肥大细胞脱粒而引
发的一系列炎症反应［８１０］。ＮＢＵＶＢ照射中红斑量紫外线可以
诱导免疫活性物质释放，调节炎症反应和变态反应；波长为

３１１ｎｍ、３１２ｎｍ和３１３ｎｍ的 ＮＢＵＶＢ穿透力较强且对皮肤伤害
较小，可以诱导真皮 Ｔ细胞凋亡，对活化 Ｔ细胞也具有抑制作
用，从而阻遏Ｔｈ１细胞介导的迟发型和接触性超敏反应等细胞
免疫应答反应［１１１３］。相关报道［１４１５］显示，ＮＢＵＶＢ照射后可以
降低Ｔｈ１细胞活性，抑制皮损浸润 Ｔ细胞产生。羌月软膏主要
成份为月见草油、羌活、维生素 Ｅ、凡士林、甘油、羊毛脂等。月
见草油含有γ亚麻酸，可以改善湿疹、促进伤口愈合；羌活可以
治疗风水浮肿和疮疡肿毒；维生素 Ｅ具有抗氧化作用，可以防
止生物膜上ＰＵＦＡ和细胞中含硫基的酶受氧化剂的损害；凡士
林可以在肌肤表面形成一道保护膜，使皮肤水分不易蒸发散

失；甘油和羊毛脂能够使皮肤保持柔软和弹性，不受尘埃、气候

等损害而干燥，防皱防裂。胡银娥［１６］对羌月乳膏治疗慢性单纯

性苔藓进行临床观察，结果显示，羌月乳膏治疗慢性单纯性苔

藓安全性较高，治疗效果确切，并且可以有效减轻瘙痒等临床

症状。

本次研究将 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用于治疗生殖器
（下体）周边慢性湿疹，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比治疗前皮损面
积、皮损形态、瘙痒程度和 ＶＡＳ评分下降程度均显著大于对照
组患者（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愈合时间显著少于对照组患
者（Ｐ＜００５），这表明 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生殖器
（下体）周边慢性湿疹疗效显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皮损、瘙痒

等临床症状，减轻患者疼痛，促进湿疹愈合。ＩＬ２是由Ｔｈ１细胞
分泌的，可以介导细胞免疫反应，能够抑制ＩｇＥ和Ｔｈ２细胞的合
成；ＩＬ４、ＩＬ５主要是由 Ｔｈ２细胞分泌的，湿疹患者 ＩＬ４、ＩＬ５水
平会升高［１７１９］。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比治疗前 ＩＬ２水平升高幅
度和 ＩＬ４、ＩＬ５水平降低幅度均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这表明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相对于单独使用
羌月乳膏更能够有效抑制Ｔ淋巴细胞表达，抑制ＩｇＥ分泌，减少
肥大细胞脱粒。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较低，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提示ＮＢＵＶＢ照射与羌月乳膏均是相对安全有效的。
观察组患者４个月内慢性湿疹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这表明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可以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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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湿疹复发率，后期效果可观。

综上所述，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可以有效改善生殖
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患者临床症状，疗效显著且安全性较

高、复发率低，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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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培酮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性唤起的影响
刘典英１　谢秀东１△　刘永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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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应用利培酮治疗的恢复期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观看国际情绪图片系统中性图片
后的情绪反应与正常被试的差异。方法：选用国际情绪图片系统中的性图片及中性图片为刺激材料，采用

ＥＰｒｉｍｅ软件编辑试验程序，筛选应用利培酮治疗的恢复期男精神分裂症患者及正常被试各３０名，分析两组
被试对２０幅性图片及２０幅中性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接近动机的评分差异。结果：两组被试对性图片愉
悦度的评分［分别为：精神分裂症组（５５９±１６８）分、正常被试组（６２７±１０１）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精神分裂症组对性图片唤醒度［（５３３±１７９）分］及接近动机的评分［（５１９±１８４）分］均低于正常
被试组［分别为：（６４６±１０８）分、（６２３±１３９）分］（均Ｐ＜００５），而两组被试对中性图片三维度的评分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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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应用利培酮治疗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对暴露的性刺激时其性
唤起水平及性动机均明显低于正常人群。

【关键词】　利培酮；精神分裂症；心理性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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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ｙ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ａ９ｐｏｉｎ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ｆｏｒ２０ｓｅｘｕ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２０ｎｅｕｔｒａｌ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ＩＡＰ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３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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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分裂症的康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患者服药依从性是
预防疾病复发的重要环节。研究证实，抗精神病药（ＡＰＤ）所致
性功能障碍（ＳＤ）在临床很常见［１２］，研究表明，应用利培酮后男

性精神分裂症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高达４０％～６０％［３］，这

将导致患者终止治疗，自信心下降，家庭破裂，甚至自杀等一系

列问题。但以往研究大多采用问卷法评定患者性功能状况，而

应用性图片诱发被试心理性唤起反应的试验研究还未见相关

报道。因此，本试验拟采用试验方法，研究利培酮治疗的恢复

期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观看对性图片后其反应与正常男性

是否存在差异。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１．１．１　精神分裂症组　选择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赣
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就诊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３０例。
纳入标准：①符合ＩＣＤ１０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４］；②初中以上
文化程度；③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５岁，年龄（３０５０±７０５）岁；④
坚持服用利培酮药物３个月以上；⑤有一定自知力，能保证完成
试验；⑥临床总体印象量表（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ＧＩ）［５］疾
病严重程度小于４分，以保证病情基本稳定；⑦本人及家属均知
情同意，自愿参加；⑧所有被试均自我报告异性恋性取向；⑨视
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色觉正常。排除标准：①慢性或严重的
躯体疾病；②服用其他影响性功能的药物或实施了影响性功能
的手术；③无酒精、药物滥用及依赖等。治疗方案：在使用利培
酮片（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１０３０９；西安杨森公司）３ｍｇ～５ｍｇ／日口服
治疗过程中，不得合并口服其他抗精神病药物，不能合并口服

心境稳定剂或抗抑郁剂。如有精神运动性兴奋或睡眠障碍，可

临时口服或肌注苯二氮卓类药物。

１１２　正常对照组　按照年龄与精神分裂症组匹配，年龄范围
２０岁～４４岁，年龄（３０２０±７２５）岁，选择家属及志愿者共３０
名进行试验。纳入标准符合上述②③⑦⑧⑨。排除标准同上。

本研究已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被试均签署

了试验知情同意书，试验后获取适量报酬。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刺激材料　试验材料选自国际情绪图片系统（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ＡＰＳ）中的性的图片［６］其中包括

“异性恋夫妇性图片”１０张、“女性裸体图片”１０张，“中性图
片”２０张，所有性图片均选自前期研究中使用过的图片［７９］。

１．２２　实验程序　应用 ＥＰｒｉｍｅ２０软件编辑试验程序，随机
呈现图片，图片呈现于屏幕中央，大小为１１ｃｍ×９ｃｍ，时间为６
秒，图片消失后，屏幕中央自动呈现三维度的１点 ～９点评分量
表，要求被试用鼠标尽快准确选择观看图片时内心体验到的情

绪愉悦度、情绪唤醒强度和接近动机强度［７］，评分完毕点击确

定键，进入下一张图片。

１．２３　数据测量和统计分析　使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分析数据，
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分别比较精神分裂症组和正常被试组对愉
悦度、唤醒度、接近动机各维度评分的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被试对性图片及中性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接近动

机评分的差异比较。两组被试对性图片愉悦度的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神分裂症利培酮治疗组对性图片唤
醒度及接近动机的评分均低于正常被试组（均 Ｐ＜００５），而两
组被试对中性图片三维度的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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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被试对性图片及中性图片的愉悦度、唤醒度、接近动机评分的差异检验（ｎ＝３０，分）

性图片

精神分裂症组 正常被试组 ｔ值 Ｐ值

中性图片

精神分裂症组 正常被试组 ｔ值 Ｐ值

愉悦度 ５５９±１６８ ６２７±１０１ －１９０ ０６２ ４９９±１２２ ５１０±０９５ －０４１ ０６８

唤醒度 ５３３±１７９ ６４６±１０８ －２９７ ＜００１ ５００±１３６ ４９１±０９２ ０３１ ０７６

接近动机 ５１９±１８４ ６２３±１３９ －２４８ ＜００５ ５００±１６１ ４７７±１２２ ０６２ ０５５

#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应用利培酮治疗的恢复期男性精神分裂

症患者，在观看暴露的性图片后，其性欲、性唤起反应及性动机

均低于正常人群。利培酮主要是阻滞多巴胺受体来发挥抗精

神病作用，服用后可导致血清催乳素水平升高，高血清催乳素

水平进一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多巴胺受
体阻断后，可对性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导致患者性欲、性唤

起、性高潮、性满意度等各个方面均下降［１０１７］。本研究也证实，

应用利培酮治疗的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观看色情图片后，虽

然自我报告的主观愉悦情绪和正常男性无显著差异，但其心理

性唤起水平和接近色情刺激的动机均明显降低。因男性在性

生活中处于主动角色，虽然在接触到性刺激时其诱发的情绪反

应是积极的，但由于其性唤起水平低，导致其主动发起性行为

的动机下降，性行为过程发生勃起困难、阳痿等表现，这将影响

其自信心与自尊，导致夫妻性生活及性满意度下降，影响婚姻

质量，增加离婚风险，并会降低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疾病

复发的风险，增加家庭及社会疾病负担。

虽然精神分裂症患者应用抗精神病药后，其对药物所致性

功能障碍的副反应较敏感，但是临床上病人主动提及者较少，

临床医生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性功能障碍问题也较易忽视，这可

能会加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不良预后。因此，建议临床医生重

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性功能障碍问题，在治疗过程中主动评定

患者的性功能状况，提高临床用药的合理性，提高患者治疗的

依从性。

参 考 文 献

［１］　ＤｅＨＭ，ＤｅｔｒａｕｘＪ，ＰｅｕｓｋｅｎｓＪ．Ｓｅｃｏ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ｌｙａｐ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ｓ，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ＤｒｕｇＳａｆ．，２０１４，１３（５）：６０５６２４．

［２］　胡蕾，胡佩诚，唐茂芹，等．女性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及
相关因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０，２４（６）：４３０４３４，４６２．

［３］　ＭｏｎｔｅｊｏＡＬ，ＭｏｎｔｅｊｏＬ，ＮａｖａｒｒｏｃｒｅｍａｄｅｓＦ．Ｓｅｘｕａｌｓｉｄ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
ａｎｔｉｄｅｐｒｅｓｓａｎｔａｎｄ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ｎＰｓｙｃｈｉａ
ｔｒｙ，２０１５，２８（６）：４１８４２３．

［４］　陶国泰．ＩＣＤ１０的最新修订．国际精神病学杂志，１９８７，１４（３）．
１２９１３５．

［５］　张明园．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２版．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１１６１１６．
［６］　ＬａｎｇＰＪ，ＢｒａｄｌｅｙＭＭ，ＣｕｈｔｂｅｒｔＢＮ．Ｉｎｔｅ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ｙｓｔｅｍ

（ＩＡＰ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ｎｇｓｏｆｐ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ｌａ．Ｔｅｃｈｎｉ
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Ａ６．Ｆｌｏｒｉｄ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ｌｏｒｉｄａ，２００５．

［７］　刘典英，刘明矾，赵丽娜．异性恋大学生对性图片反应的性别差
异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８（５）：６０７６０９＋６１３．

［８］　刘典英，廖梅蓉，谢秀东，等．女大学生对不同类型性图片间认知
加工的神经机制差异研究．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２，
２１（５）：４５３４５５．

［９］　刘典英，刘明矾，刘建平．不同内容性刺激诱发成年男性性唤起
的事件相关电位差异研究．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２０１３，
２２（１０）：９２３９２５．

［１０］　ＢｏｅｒＭＫＤ，ＣａｓｔｅｌｅｉｎＳ，ＷｉｅｒｓｍａＤ，ｅｔａｌ．Ｔｈｅｆａｃｔｓａｂｏｕｔ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Ｂｕｌｌ．２０１５，４１（３）：６７４６８６．

［１１］　ＢｅｓｎａｒｄＩ，ＡｕｃｌａｉｒＶ，ＣａｌｌｅｒｙＧ，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ｐｓｙｃｈｏｔｉｃｄｒｕｇｉｎｄｕｃｅｄ
ｈｙｐｅｒ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ｅｍｉａ：ｐｈｙｓｉ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Ｌｅｎｃéｐｈａｌｅ，２０１４，４０（１）：８６９４．

［１２］　ＢｅｌｌａＡＪ，ＳｈａｍｌｏｕｌＲ．Ｐｓｙｃｈｏｔｒｏｐ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６６（４）：４６６４７１．

［１３］　ＮｕｎｅｓＬＶＡ，ＬａｃａｚＦＳ，ＢｒｅｓｓａｎＲＡ，ｅｔａｌ．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Ｌｏｄｅｎａｆｉ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ｆｏ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ｃｈｉｚ
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ａｎｄ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Ｐｌａ
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１０（４）：
１１３６１１４５．

［１４］　ＳｕｍｉｃｈＡ，ＡｎｉｌｋｕｍａｒＡＰ，ＫｕｍａｒｉＶ．Ｓｅｘ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
ｔｅｎｔｉａｌ（ＥＲＰ）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ｉａ
Ｄａｎｕｂｉｎａ，２０１４，２６（１）：２７３３．

［１５］　ＬａｘｈｍａｎＮ，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Ｌ，Ｐｒｉｅｂｅ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ｘｌｉｆｅ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Ｓｃｈｉｚｏｐｈｒｅｎｉ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１９０：
６３６７．

［１６］　ＯｓｔｍａｎＭ．Ｌｏｗ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ｅｘｌｉｆｅａｍ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
ｍｅｎｔａｌｉｌｌｎｅｓｓｌｉｖｉｎｇ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Ｒｅｓ．２０１４，２１６（３）：
３４０３４５．

［１７］　ＶａｎｗｅｓｅｎｂｅｅｃｋＩ，ＨａｖｅＭ，ＤｅＧ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ｍｍ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Ｂｒ．Ｊ．
Ｐｓｙｃｈｉａｔｒｙ，２０１４，２０５（２）：１５１１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１２５　　·

【第一作者简介】鲁琳（１９７９—），女，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性医学
与性别教育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３８ ·性教育与性健康·

论当代大学生的性别平等教育的基本内容
鲁琳

上海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

【摘　要】　两性平等与和谐发展是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长足进步的希望之
路。性别观念是大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教育就是要让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两性

平等是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平等，这种平等首先基于人的生命本体的共性平等，在共性上尊重差异以

及消除差异带来的偏见，最后实现基于差异互相补充的两性和谐。

【关键词】　大学生性别教育；两性平等；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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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别观念是大学生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的性别
意识、性别态度及性别角色如何定位，对他们自身未来的发展

及今后组建家庭、婚姻幸福都有直接影响。大学院校中并没有

普遍开设性健康教育相关课程，即便是在医学院校，性医学教

育内容也比较狭窄，主要涉及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缺乏性

别差异与性别教育［１］。在当代文明社会，尤其在大学高等学

府，男尊女卑思想已经较为少见，男女平等逐步实现。但实际

上，现实中的男女平等以男性为标准，不但不能让两性平等，反

而会让女性承受更多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就是没有足够意识

到共性与差异的存在。当代大学生的性别教育就是要让大学

生深刻地认识，两性平等是建立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平等，这

种平等首先基于人的生命本体的共性平等，在共性上尊重差异

以及消除差异带来的偏见，最后实现基于差异互相补充的两性

和谐。

!

　人的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平等
无论什么性别，首先作为人，拥有基本的人格，应该获得同

样的尊重和拥有平等的自然权利。人的自然权利是人所共有

的权利，具有天赋的、不可转让、不可剥夺的特点。遵照自然权

利法，人应理所当然的享有造物主赋予的若干不可让与的一切

生存权利。我们从对人的生命本体的认识开始讨论。

１．１　本体与生命本体
本体最初属于哲学范畴，即存在论，用来指事物的根源，是

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对于本体问题的追问，中西方哲学一直

契而不舍。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古希腊哲学中

泰勒斯的“水”、“赫拉克利特的“火”、毕达哥拉斯的“数”都是

对世界本原的探寻。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一切形而上学的

思想都是本体论，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２］

生命本体就是探索生命存在的根源。大自然中有众多的

生命形式的存在，人虽然不是世间唯一的生命存在体，但确是

最高贵的生命存在，中西方思想家都有相关论述。古希腊亚里

士多德曾提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与人类灵魂。亚氏灵魂并不

指心灵，就是指一种生命的本质，这种本质进而规定着生物的

等级。《黄帝内经》曾记载道“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素问· 保命全形论》）。荀子在《王制篇》中提到人在自然界

中的位阶曾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

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孟子更

是提出人有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

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

上）。可见，人之所以为天下贵，在于人除了有感知觉外，还具

有道德情感与社会属性。

１．２　对人的生命本质的认识
对人的生命的本质认识，就是要尊重生命，敬畏生命。每

个个体的生命都是崇高的、不可逆转的。敬畏生命表现在生命

是注定的，不可随意创造。自然条件选择下的男女性别比例接

近１：１，只有顺应自然选择规律，尊重生命，珍爱生命，才能确保
社会的稳固发展与人类的繁衍生存。当前，我国重男轻女思想

引导下的性别选择已造成男女比例失衡［３］，不仅会引起社会动

荡，还会影响中国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后果严重。个体存在与

集合是形成人类社会的基本前提，如果没有两性的结合，没有

人类生命的繁衍，一切文化、制度、历史、宗教将失去存在的价

值和意义。因此，我们要尊重生命的神圣性与惟一性。

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生命的质量和价值。当个体的生命

状态低下到不足以成为一个人时，我们必须用生命的质量属性

进行衡量。如果一个个体的生命质量过于低下，也可能通过血

缘关系对其后代产生遗传学意义上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应

该尊重和支持医学动机的性别选择，反对和禁止性别歧视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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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生命神圣与生命质量应结合起来。生命的神圣属性包容

着生命的哲学内涵，是对生命实体的逻辑抽象；生命的质量属

性揭示了生命的物质基础，是生命实体的生理界定；生命的价

值属性体现着生命的社会意义，是对生命实体的本质反映［４］。

"

　平等意味着尊重差异
两性生命本体意义上的平等是一种共性，我们要接收和接

受共性，也要尊重生命状态呈现的差异。个体生存身份首先是

“人”，是独立的主体存在，然后是具有性别特征的集合体，再次

是张显不同种族、年龄、身份、信仰等特征的个体。

两性具有显著的生理差异，主要表现在脑和性的发育［５］。

脑的差异表现为下丘脑功能的差异和大脑两半球生理结构发

育速度和水平存在的差异。女性垂体激素分泌是周期性的，男

性垂体分泌是非周期性的，周期性激素的作用会形成女性月

经。男女两性大脑两半球在偏侧性功能和专门化的发展有差

异，女性比较擅长于语言交流和形象思维能力，而男性侧重于

空间信息和逻辑思维能力。

性的差异体现为五点，即染色体性别、性腺性别、激素性

别、内部附性器官的性别和生殖器外貌性别。性发育的差异造

成男女各项生物指标的差异，两性在新陈代谢、感觉运动、意识

感受等方面表现不同。男性高大，肌肉相对发达，基础代谢率

较高；而女性弱小，肌肉力气比男性小很多，基础代谢率较低。

女子一生中要经历女人独有的初潮期、怀孕期、产褥期和绝经

期，在这些特殊的时期，女性的生理会发生相应变化，比如激素

水平、钙的代谢失调，这些变化又将直接影响着女性的生命质

量与生命价值。

生理是心理的基础，人类心理活动包括从低级的感知觉到

高级的思维、意志和情感。生理差异会导致男女在发育过程中

体验不同的生活经历，即便是在相同的经历中也会有不同的心

理感受。男女在心理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女子的感受性强，情

感丰富，羞耻时易脸红，容易情绪波动，共情能力强；男子感受

速度慢，情感不易波动，不易受情绪控制，理性思维较强。男女

不同的生长发育、心理感受最终会让他们在伦理思考、道德选

择及社会角色上显现出较大差异。男性在道德思考中偏向理

性思维，强调抽象原则与个体的理性自我，职业选择在计算机、

通信、电工、地质学方面占据优势；女性在道德思考中偏向情感

体验和注重具体情境，能更恰当地体验他人的心境，关怀别人，

通过具体情境中差异性主体间的交谈、对话方式在人际关系中

构建“关系自我”［６］。女性职业选择在空乘、外语、护理及服务

行业占据优势。

#

　消除性别差异带来的偏见
男女差异不可抹杀，我们不但要认识到两性的差异，还要

消除因性别差异造成的偏见思维。社会对女性的认知总是建

构在父权社会对女性的规定的基础之上，女性要“贤惠的”、“温

柔的”、“苗条的”、“知书达理的”，有些甚至具有歧视，比如男性

的肥胖多与健康相关，而女性的肥胖则与丑陋或者懒惰相关。

文献调查显示，女性对自己样貌体形是否具有自信心、婚姻家

庭地位变化、人际关系变化的情绪感受和心理体验会以躯体疾

病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不同女性对更年期具有的不同体验。

在美国作者图姆斯《病患的意义》［７］一书中，讲到白人女性中产

阶级更年期综合症相当普遍，而在其他文化体系中，并没有把

这种生命自然过渡现象看作是病情的想法。女性生活世界的

内在意义决定了在感性认识层面上的感觉经验是否把它理解

为“病情”甚至“疾病”。在国内文章“摩梭女性和汉族女性的更

年期症状与求医行为”中［８］，作者通过对摩梭女性（母系社会）

与汉族女性更年期的躯体和心理症状、疾病观念与求医行为的

不同特点比较，得出摩梭女性的更年期症状较轻、抑郁较少的

结论。

两性在性和生育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尤为突出。女性在性

的体验和享受方面向来保守，世俗成见认为女性表现出对性的

向往就是不节操的。至今，为了压抑女性的性体验，非洲地区

女性还在行成年割礼仪式，这让女性身心备受摧残。性仅仅是

为了生育，女性不善于体验性感受和不敢表达正常的性需求，

英国作者克莱尔在《怀孕文化史：怀孕、医学与文化》［９］的书中

用医学与文化的互动框架来解释“怀孕”，谈论母婴的相对权

利、医疗介入对怀孕的影响以及医学和社会变化对怀孕主体的

经验影响等。在超生技术发明以前，女性根据停经和孕吐判断

是否怀孕，一旦出现假孕，不但自己感到难堪，还会受到来自外

界的嘲弄。在中国当代社会，以父系血缘为“传宗接代”的生育

文化仍然表现突出，女性的生育不仅关乎自己，更关乎到家庭

和睦。尽管现代社会女性整体地位有所提高，尤其西方女性在

性和生育的选择上越来越趋向个体多样化，但女性主义普遍认

为，生育仍是女性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并进一步导致了两性社

会权利的不平等。

消除性别差异带来的刻板和偏见思维是实现两性平等的

基础条件。在消除两性偏见观念的基础上，社会还须出台保护

女性权利和尊严不受侵犯的法律法规，并且保证法律法规的可

操作性和可实施性。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
了妇女权益保障，颁布了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禁止家暴、禁

止色情表演和禁止退休性别歧视等规定［１０］。这是中国法律首

次明确反对性骚扰，但性骚扰取证难、界定难等问题没有解决，

立法能够有效制止性骚扰吗？我国法律规定禁止就业性别歧

视，但在实际中，这道无形的门槛一直存在。２０１５年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十三五规划，中国进入了全面二孩时

代。在生育政策放开的同时，法律如何确保在实际措施上保障

全面二孩政策不再衍生出“新”的就业性别歧视。同时，因有些

意愿生育二孩的女性已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代孕一度又成为

放开二胎后的热议问题。我国法律目前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

代孕，代孕是否应该放开和能够放开，相关文章围绕代孕的伦

理道德规范、法律如何最大程度地保护女性权益及家庭生殖权

利等议题进行了建设性的探讨［１１１５］。

$

　基于差异互相补充的两性和谐
生育生理区别上的性别劳动分工反映了两性的不同社会

角色和社会地位。由于人类婴儿比其他物种需要更长的育婴

期，以及母亲和婴儿之间胜于父亲与婴儿之间的依赖感，女性

在生育上需付出比男性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这就形成了男人／
女人、公众领域／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人们认为，男人在外工
作赚钱非常辛苦，为家庭贡献很大。女人在家承担家务哺育幼

儿则是天职，因为女人的天性就是爱与奉献。其实，情感、依

恋、公正、意志等这些是人类共有的特质，男性同样需要爱和依

恋，女性也要具有独立的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男人也会表现

出情感脆弱和意志薄弱，只是在男权社会的建构下，男人不敢、

不能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而情感的压抑也会影响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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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身体健康。因此，不能武断地将两性分工划分为男人公

众／女人私人，要尊重个人和夫妻双方的共同选择。从人本主
义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给予女性充分选择的机会和权力。选

择直接参与社会，并立志实现自我的女性和愿意回归家庭的女

性，在社会中都应该受到尊重［１６］。同样，男人选择参与到家庭

照料中，与女性共同分担家庭责任也不应该受到社会的歧视。

只有让两性共同承担社会和家庭的不同身份，男女两性充分发

挥个人的特质，个人才能幸福，家庭才会和谐，文明才会进步。

性健康教育要面向大众，更要注重个体不同发展阶段的特

点［１７］。当代大学生性别教育就是要科学地学习两性知识，从个

人的性别经验、观察他人的性别角色中客观分析社会中性别不

平等现象，形成正确的性别观念，提高大学生的个人素质。大

学生要认识到，在致力于消除男女偏见的性别平等工作中，有

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广泛的手段，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地

把所有的男性看成压迫女性的敌人，而是要争取达到双方合理

接受的机会和地位，使男性和女性都能找到最适合于个体的方

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致力于推进与倡导让男性也参与到促

进性别平等中来［１８］，这具有深刻意义。每个个体都必然兼有两

性的特质，纯粹单一的男性特质或女性特质意味着枯竭，用意

识偏见刻画出的任何事物都注定衰亡。目前，男女不平等是一

种实然状态，而男女平等才是伦理追求的应然状态。当代两性

平等教育不仅仅从个体权益出发，更着眼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

益。两性平等与和谐是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也是人类社会健

康发展、长足进步的希望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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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与性健康教育调查
陆卫群　杨慧勤　赵列△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　目的：了解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及行为，引导正确的性健康知识，为高校试点开设性
健康教育课程提供依据。方法：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和２０１５年３月分两阶段进行问卷调查，抽取某高校４３１名
新生为对象，再结合访谈对学生进行深入了解。结果：９５％的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知晓较多，４６２％知晓
一部分，３４３％知晓很少，尤其是女学生对我国重点预防性病和乙类传染性病相关知识的知晓人数占比均
不足１００％。课程前１６７％大学生性行为会采取避孕措施、２１８％可接受未婚先孕、６４７％贞操对男女均
重要、７０１％人工流产对身体伤害大、５７１％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课程后分别为 ２４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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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０％、９２５％、８８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大学生获取生殖健康知识主要通过广告传
单／册子、互联网／电视／媒体、书籍／杂志／报刊的途径，均＞５００％，且不同类别学生获取生殖健康知识的途
径存在较大差异（Ｐ＜００５）。性健康教育得分比较发现，课程后性教育自评得分均高于课程前的得分，其中
课程前男生ＨＩＶ传播知识得分（１６５±０６１）低于女生（１７３±０７７），课程后男生得分（２１１±０８７）高于女
生（１８９±０９０），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课程前后男女大学生性心理知识得分均有提高，仍
处于较低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较低、性态度宽容、性行
为发生率较高，因此，有计划地为大学生安排性健康教育课程，提高大学生的健康素质十分必要。

【关键词】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性健康教育

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ｂｏｕ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ｓｅｘ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ＵＷｅｉｑｕｎ，ＹＡＮＧＨｕｉｑｉｎ，ＺＨＡＯＬｉｅ△．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ｉｙａｎｇ
５５００２５，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ｉｌｏｔｏｐ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４３１ｆｒｅｓｈｍｅｎ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ｅ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ｗｉｔｈ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ｆｒｏｍ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ｂｙａｔｗｏｓｔａｇｅｓｕｒｖｅ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９５％，４６２％ ａｎｄ
３４３％ 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ｗａｒｅｏｆｍｏｓｔ，ｐａｒｔｏｆａｎｄｌｉｔｔｌ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ｂｏｕ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ｊｏｒａｎｄｃｌａｓｓＢ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０％．Ｂｅｆｏ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１６７％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ｓ，２１８％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ａｓ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６４７％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ｗ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ｏｂｏｔｈｍａｌｅ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７０１％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ｋｎｅｗｔｈａｔ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ｗｏｕｌｄｃａｕｓｅｌａｒｇ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ｉｎｊｕｒｙ，５７１％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ｉｔ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ｃａｒｒｙｏｕ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ｗａｓ２４９％，９１％，８３０％，９２５％ ａｎｄ
８８１％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ｌｅａｆｌｅｔｓ／ｂｒｏｃｈｕｒｅ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Ｖ
／ｍｅｄｉａ，ｂｏｏｋｓ／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ｏｖｅｒ５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ｙｏｆ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ｍｏｎｇ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ＨＩＶ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ａｓ（１６５±
０６１）ｂｅｆｏｒｅ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１７３±０７７），ｂｕｔａｆｔ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
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ａｓ（２１１±０８７），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１８９±０９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ｍｏｎｇ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ｌ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ｓｌｏｗ，ｓｅｘｕａ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ｉｓ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ｉｓｈｉｇｈ．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ｘ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ｘ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大学生生殖健康是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迅速发展，受西方性开放观念的影响，性观念与性行为都

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因此，带来了生殖健康的问题和性教育的

需求。尤其是当代大学生，随着年龄增长与角色的转化，性生理

和心理逐渐成熟，家庭和学校约束减少，促使不安全性行为的发

生。２０１０年，中国卫生部、ＵＮＡＩＤＳ和ＷＨＯ联合对中国艾滋病疫
情人数进行估计，中国 ２０岁 ～２４岁年龄组的 ＨＩＶ感染者和
ＡＩＤＳ病人数逐年增加［１］。为什么“象牙塔”和“艾滋病”两个毫

无相关的词，现却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本文旨在了解大

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认知程度与高校开展生殖健康课程的需

求状况，探讨试点开设性健康教育课程，引导大学生顺利获取正

确的生殖健康知识，树立健康的性观念和性行为。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本文选取贵州省花溪大学城２所高校，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和

２０１５年３月两阶段在４个校区开展问卷调查，由课题组成员与
所选校区学院辅导员共同完成，以确保调查顺利的进行；事先

对调查组成员进行为期两天的专门培训，保证调查数据的质

量；由该学院辅导员带领调查组成员持问卷在学生课间休息时

间集中填答，以及时收回问卷；且严格按照统计学设计步骤进

行，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简单随机抽取所选高校的２０１４级文
科、理科、工科和农学新生班级，各抽取２个 ～３个班级，共１０
个班级的新生作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４５０份，回收问卷４４３
份，回收率为９８４％，剔除不合格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为
４３１份，有效率为９５８％；同时，随机选取１２名调查对象进行深
度访谈。

１２　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新生经过相关健康教育学习前后的生殖健

康的知行信（ＫＰＡ）的状况，测量相关性健康教育课程前后的效
果；参考相关文献［２５］，运用课题组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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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包括学生基本情况、生殖健康相关知识、性行为与性态度、生

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等；性健康教育学习后的问卷还包括课

后效果的评价，课程前后调查包括学生对人工流产知识、性病

正确判断、性病预防知识、艾滋病传播知识及性心理的知识等

问题，根据ＬｉＫｅｒｔ量表五分法，设置答案为“很了解”“了解”“一
般”“不了解”“很不了解”分别赋５、４、３、２、１分值，得分范围在
５分～２５分之间，分值越高说明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越了解，以
此来探讨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式的需求。

１３　统计分析
运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双人双录的方式，完成

后对录入结果进行检核一致性，然后使用ＳＰＳＳ２４０统计分析软
件，进行一般统计学描述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ｔ检验和方差
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共 ４３１名大学生，其中男生 ２２１人（占比
５１３％），女生２１０人（占比４８７％）；年龄范围１８岁～２３岁，年
龄（２０２±１８）岁，居住在城镇１０６人（占比２４６％），居住在农
村３２５人（占比７５４％）；文科、理科、工科和农学分别为１６９人
（占比３９２％）、１０３人（占比２３９％）、１０１人（占比２３４％）和
５８人（占比１３５％）。
２２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情况

本次调查４３１名学生中，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率情况，大学

生生殖健康知识知晓“较多”“一部分”“很少”（分别占比

１９５％、４６２％和３４３％）。其中男生知晓率最高的是“避孕套
预防艾滋病”（占比７０１％），女生是“ＨＩＶ的传播途径”（占比
７１９％），男、女生知晓率最低的均是“我国重点预防的性病”
（占比３２％和１４％），其次是“乙类传染的性病”（占比９０％
和７６％）；不同性别比较，除“紧急避孕措施”、“我国重点预
防”和“乙类传染”的性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其
余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男生知晓避孕套预防
艾滋和使用方法均明显高于女生，女生了解 ＨＩＶ传播途径、安
全期和排卵期的计算方法均明显高于男生。不同户口比较，除

避孕套预防艾滋病和 ＨＩＶ传播途径这两方面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城镇学生明显高于农村学生外，其余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大学生性行为与性态度

经过１学期性健康讲座、课程的教育后，大学生的性行为与
性态度的变化情况。除“接受婚前性行为”和“赞成婚前同居”

课程前后比例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外，大学生
课程前性行为会采取避孕措施、贞操对男女均重要、人工流产

对身体伤害大、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比例分别占比

１６７％、４７％、７０１％和５７１％，经过课程学习后占比分别提高
为２４９％、８３０％、９２５％和８８１％，而经过课程学习后“可接
受未婚先孕”的比例明显下降为９１％（３９／４２９），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知晓情况（％）

　生殖健康知识
性别

男（ｎ＝２２１） 女（ｎ＝２１０）

户口

城镇（ｎ＝１０６） 农村（ｎ＝３２５）

避孕套预防艾滋病 ７０１ ６０５ａ ６４２ ５６６ａ

避孕套的使用方法 ５８８ ３９５ａ ５９４ ６１５

ＨＩＶ的传播途径 ６４３ ７１９ｂ ６７９ ７７８ａ

知道紧急避孕措施 １７２ １６２ ２１７ １６６

安全期的计算方法 １８１ ２９５ａ ２２６ １７５

排卵期的计算方法 １１８ ２４８ｂ １７９ １８８

乙类传染的性病 ９０ ７６ ７５ ７４

我国重点预防的性病 ３２ １４ ３８ 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男性与女性、城镇与农村的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相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男性与女性、城镇与农村的大学生生殖
健康知识相比较，Ｐ＜００１

表２　大学生的性行为与性态度（％）

　　性行为与性态度
课程前后

课程前（ｎ＝４３１） 课程后（ｎ＝４２９）
χ２值 Ｐ值

有过与异性接吻 ５６４ ６０１ ／ ／

有过性的经历 ３０４ ３１７ ／ ／

性行为会采取避孕措施 １６７ ２４９ ０７４３ ００２７

接受婚前性行为 ６９８ ６７４ １６３７１ ０３６４

赞成婚前同居 ５３８ ５６６ ３３２９６ ０７３２

可接受未婚先孕 ２１８ ９１ ４２８７１ ０００１

贞操对男女均重要 ６４７ ８３０ ２７１１８ ０００１

人工流产对身体伤害大 ７０１ ９２５ ３０１５０ ０００１

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 ５７１ ８８１ １４８７７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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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大学生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
调查发现，不同类别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存

在差异，不同性别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男生通

过广告传单／册子（占比 ４４８％）、互联网／电视／媒体（占比
６７０％）和健康教育（占比 ４４３％）均高于女生的（占比
３５２％、４２４％和３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城镇大学生获取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普遍较农村的广，城镇大

学生从家长／同学／朋友（占比３２１％）、书籍／杂志／报刊（占比
５７５％）和医务／计生人员（占比４６２％）获得相关知识高于农
村大学生（占比１９１％、４８９％和３２３％），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文科专业学生最主要的获取途径是书籍／
杂志／报刊（占比７１６％），而非文科专业学生主要通过互联网／
电视／媒体（占比６２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

获取途径
性别

男（ｎ＝２２１） 女（ｎ＝２１０）

户口

城镇（ｎ＝１０６） 农村（ｎ＝３２５）

专业

文科（ｎ＝１６９） 非文科（ｎ＝２６２）

广告传单／册子 ４４８ ３５２ａ ４５３ ４４６ ３７９ ４４３

家长／同学／朋友 ３１２ ３４８ ３２１ １９１ａ ４０８ ３２１ａ

互联网／电视／媒体 ６７０ ４２４ｂ ３６８ ２８６ ４８５ ６２２ａ

书籍／杂志／报刊 ５２９ ５１９ ５７５ ４８９ａ ７１６ ４０８

医务／计生人员 １９０ ２６２ ４６２ ３２３ａ １７８ ２０２

健康教育（课程／讲座） ４４３ ３０５ｂ ２８３ ２２２ ３５５ ３５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男性与女性、城镇与农村、文科与非文科的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获取途径相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ａ”项表示，男性与女性、城
镇与农村、文科与非文科的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获取途径相比较，Ｐ＜００１

２５　课程前后性健康教育得分比较
课程前后大学生自评在人工流产、性病正确判断、性病预

防、ＨＩＶ传播及性心理方面的知识自评得分结果为，课程前人工
流产知识，男生得分（３１０±０９３）、女生得分（３４１±０８０）；课
程后得分提高到男生（３５４±１３１）、女生（４６１±０８５），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１）。课程前性病正确判断，男生得分
（１９６±０７５）、女生得分（２２８±０９０），离散程度为 ３（４１＝
３）；课程后男生得分（２４１±１０５）、女生为（２５０±１１０），离散

程度为４（５１＝４），课程前后不同性别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且课程学习后得分相对较离散。课程前性病预
防和ＨＩＶ传播知识得分，男生（１６１±１１０）和（１６５±０６１），
女生（１９５±１２５）和（１７３±０７７）；课程后自评两者得分均提
高到男生（２４９±１１６）和（２１１±０８７）、女生（３１７±１１５）和
（１８９±０９０），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大学生
经过课程学习前、后的性心理知识自评得分有提高，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大学生课程前后性健康教育得分比较

性健康教育得分
课程前

男Ｍｅａｎ（ＳＤ）（Ｍｉｎ／Ｍａｘ） 女Ｍｅａｎ（ＳＤ）（Ｍｉｎ／Ｍａｘ）

课程后

男Ｍｅａｎ（ＳＤ）（Ｍｉｎ／Ｍａｘ） 女Ｍｅａｎ（ＳＤ）（Ｍｉｎ／Ｍａｘ）

人工流产知识
３１０（０９３）（１／５）　　　　　３４１（０８０）（２／５）

ｔ＝－１４２，Ｐ＝００６１
３５４（１３１）（１／５）　　　　　４６１（０８５）（２／５）

ｔ＝－３３１，Ｐ＝０００１

性病正确判断
１９６（０７５）（１／４）　　　　　２２８（０９０）（１／４）

ｔ＝－１５５，Ｐ＝００２５
２４１（１０５）（１／５）　　　　　２５０（１１０）（１／５）

ｔ＝－０３５，Ｐ＝００００

性病预防知识
１６１（１１０）（１／５）　　　　　１９５（１２５）（１／５）

ｔ＝－１２６，Ｐ＝－００１２
２４９（１１６）（１／５）　　　　　３１７（１１５）（１／５）

ｔ＝－２２５，Ｐ＝００００

ＨＩＶ传播知识
１６５（０６１）（１／４）　　　　　１７３（０７７）（１／４）

ｔ＝－００５，Ｐ＝００１８
２１１（０８７）（１／４）　　　　　１８９（０９０）（１／４）

ｔ＝１００，Ｐ＝００３１

性心理的知识
１４６（０６３）（１／３）　　　　　１５９（０８０）（１／３）

ｔ＝－０７７，Ｐ＝０５５２
２２８（０６９）（１／４）　　　　　２１７（０７１）（１／４）

ｔ＝０６０，Ｐ＝０１６４

#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占到３４３％对生殖健康知识知晓

很少，说明高校开展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教育力度仍不够，同时，

发现大学生在避孕套预防艾滋病、避孕套的使用方法、ＨＩＶ的传
播途径等方面的知识知晓较多，而在紧急避孕措施、安全期和

排卵期的计算方法、乙类传染和我国重点预防的性病等方面的

知晓情况基本＜２００％。相比黄晓光等［４７］对大学生对艾滋病

知晓情况的调查结果是总体艾滋病预防知识的知晓率为

７８８％；郭静等［８９］对北京６所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调查发现，
大学生正确了解紧急避孕方法和我国重点预防的性病为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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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之间；瞿丽等［１０１２］调查高校女大学生发现，在紧急避孕药

方法、人工流产最佳时间、排卵期计算以及性病的认识等方面

生殖健康知识的回答正确率均 ＜３５％；与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
结果基本一致，不同地区高校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及艾滋病

相关预防措施的了解情况都不容乐观。高校可以提供形式多

样的生殖健康知识宣传教育，除基本课堂知识学习外，应通过

各种平台宣传健康的性行为和性知识，普及大学生生殖健康知

识的知晓率，切实提升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认知水平。

本调查对大学生经过课程前后的学习后性行为与性态度

的转变情况研究发现，课程前大学生认为贞操对男女均重要、

人工流产对身体伤害大及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均占６０％
左右，课程后均提高到８３％以上，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与林佩贤等［１３１４］研究大学生艾滋病知行信行情况，进行

讲座和上课教育方式进行干预后，大学生可接受婚前性行为的

态度由１２６％下降至８０％，不使用或者看情况使用安全套者
由６８５％下降为５７９％，随时使用者由３１５％上升至４２１％；
谈学灵等［１５１６］针对西南地区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与校园安

全现状调查，２１１％的学生发生过婚前性行为，６９９％赞同婚前
性行为，高达９７１％的学生认为高校很有必要开展生殖健康教
育以及必须坚持３个到位，与相关文献研究结果一致。新生经
过相关生殖健康课程或讲座学习后，明显提高了大学生对生殖

健康知识的了解水平，展现了大学生当前性态度宽容、性行为

发生率较高，对生殖健康教育有较强需求的特点，为改变传统

性教育模式，试点开设性健康教育相关课程提供参考。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类别

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别，男学生

主要通过广告传单／册子、互联网／电视／媒体等途径，高于女学
生从这方面获得生殖健康，原因可能是男生倾向于贪玩，对网

络媒体有更大的兴趣；相对女学生从健康教育课程或讲座的形

式获得生殖健康知识明显多于男学生，可能是女生更注重相关

知识的学习，希望通过系统、全面的生殖健康教育获得相关知

识；与瞿丽［１０］研究女大学生生殖健康需求状况结果基本相似，

女大学生实际从父母／家人、医务／门诊获取生殖健康知识的途
径低于２００％，女大学生现实通过健康课或专题讲座的方式获
得占３９３％，而期望通过健康课或专题讲座的占到７２８％，表
明女大学生通过相关生殖健康的课程或讲座获得知识存在不

足，体现了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不同专

业和不同户口的大学生，对相关知识的获取渠道也存在明显差

异，文科专业和来自城镇的大学生通过家长／同学／朋友、书籍／
杂志／报刊、医务／计生人员获得相关知识，高于非文科专业和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可能由于城镇医疗资源相对比农村丰富，

父辈和同辈群体思想观念较开放；与李庆文等［１７１９］对高校在读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状况调查发现，希望获得生殖健康知识

的途径，男生通过同学／朋友占２６３％，高于女生１９５％（Ｐ＜
００１），男生通过电视／杂志占 ３６４％，高于女生 ２９９％（Ｐ＜
００１），５３７％的男生通过网络，明显高于女生的３３７％（Ｐ＜
００１），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同时，大学生最希望通过相关生殖
健康讲座获得知识占４４５％，其次是网络４３７％，最不希望获
得的途径是面对面的咨询或门诊占１７６％，说明高校教育中增
加相关性健康课程或生殖健康讲座是大学生盼望的教学内容。

总体来看，当前大学生从家长／同学／朋友、医务／计生人

员、健康教育课程或讲座等方面的途径获得生殖健康知识所占

比例在１５％～３５％之间，表明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途径
比较单一，同时也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因此，高校应有针对性的

为大学生提供全面的相关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取渠道，将生殖健

康知识教育课程纳入学生必修课，建立生殖健康知识救助站，

促使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大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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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澳门基金会赞助（２４／０６／２０１６）
【第一作者简介】余惠莺（１９７１—），女，助理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青少年健康教育和公共政策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４０ ·性教育与性健康·

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对对提升澳门初中生性知识的
成效
余惠莺　黄翠萍　罗文秀　尹一桥　罗家俊
澳门镜湖护理学院，澳门 ９９９０７８

【摘　要】　目的：了解澳门初中生性知识的现状及评估“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对提高澳门初中生性知识
的成效。方法：本研究为类实验性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在全澳４６所全日制正规教学学校中，抽取４
所学校，然后选取４所学校初中一年级至初中三年级３９个班的９４０名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５学时“全面
的性教育”课程进行干预，干预前后对所有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干预后再以质性访谈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结果：①前测与后测分别为９３２名学生和９３１名学生，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９９１％和９９０％。前测男生
５１８名（５５９％）、女生４０９名（４４１％），后测男生５１２名（５５２％）、女生４１５名（４４８％）。②参与者在青春
期生理卫生、生殖与成孕、性传播疾病的预防及有关性的法例各题知识全部答对率，在实施干预后均较干预

前有所提升。在法律方面，“在澳门堕胎是合法的＂答对率的提升在所有知识题目中升幅最为显著，答对率
从干预前的４１３％（３８３／９２７）上升到干预后的７０６％（６５５／９２８）。③受访者表示学习课程后，最有帮助的前
３位分别是：更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变化（９１３％，８４０／９２０），性方面的法制（９０６％）和心理变化（８９９％）。
结论：对初中生开展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学习能够提高他们的性知识，其效果十分显著。

【关键词】　全面的性教育；初中生；性知识；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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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期一般是指从儿童过渡至成人生长发展的重要时
期［１］。虽然青少年一般被视为健康的群体［２３］，但事实上，当他

们步入青春期，无论在生理、心理和行为上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而这些改变往往会导致他们做出高风险行为，如危险性行

为［４］，而这些行为对青少年甚至其日后的健康发展都会产生深

远的影响。

澳门青年指标２０１２针对青年人性知识设计了１０道题目进
行测试，发现只有约一成的受访者能够完全答对，整体平均分

不到７分；至于婚姻与性价值观方面，在１３岁 ～１５岁组中，不
同意“一夜情”和“多个性伴

$

”的占比分别为 ７３９％和
８０４％，而选择“一般”的多于选择“同意”的，其占比分

%

为

１９３％和１３６％，而愈年长愈倾向同意［５］。价值观影响行为，

性教育应当从小进行并加入价值观的教导。

有效的性教育能够减少错误讯息传递、提高正确知识、澄

清和加强正向的价值观和态度、提升青少年知情决策及采取相

关行动的能力、加深对同侪和社会规范的了解、加强他们与父

母和其他可信任的成年人之间的沟通［６］。学校在推行性教育

上有其独特的优势。以学校为本，性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在

进入成人阶段的年轻人于性健康方面打造良好基础［７］。学校

能够规范学习环境，以确保校园环境能够对学生的性教育学习

起到支持和保护的作用，而且学习的协调角色亦能够起到联系

青少年、家长和社会的作用，以更好地连贯和满足青少年对性

教育的需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联合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
（ＵＮＦＡＰ）、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ＣＥＦ）和联合国艾滋病联合规划署（ＵＮＡＩＤＳ）秘书处和专
家，基于相关的研究、文献和经验，为全球的性教育提供了基本

的指引，进一步提出全面的性教育内容除了包含“关系”“价值

观、态度和技能”“人体发育”“性行为”“性和生殖健康”的内容

之外，亦应当加入“文化、社会和人权”方面的主题，而这些主题

下都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设定相应具体的学习目标，学习过程

中应当提供准确的讯息，提供机会探讨态度、价值观和社会规

范，提高人际关系方面的技能，鼓励学生对自身行为及其所造

成的影响担负责任［６］。

!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为类实验性研究，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在全澳

４６所全日制正规教学学校中抽取４所学校，选取其中初中一年
级至初中三年级３９个班的９４０名学生为研究对象。所有学生
的父母或监护人需要签署知情同意书，现场向学生本人解释并

获知情同意下才能参与本研究。本研究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
年５月对上述学生实施５学时的“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干预，干
预前后分别对所有接受“全面性教育课程”干预的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干预后再以质性访谈方式进行资料收集。

"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

本研究受访学生来自４所中学，共９４０人。前测与后测学
生分别为９３２名和９３１名，部分学生请假或交回

&

有回应之问

卷，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９９１％和９９０％。前测男生５１８名
（５５９％）、女生４０９名（４４１％），后测男生５１２名（５５２％）、女
生４１５名（４４８％）。前后测学生年龄（１３８±１４）岁，前测学
生年龄最小值１１岁、最大值１９岁。各年级学生人数分布大体

相当。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澳门４所中学９４０名学生前后测试基本情况

　　　　项目 前测 后测

人数 ９３２ ９３１

性别

　男 ５１８（５５９％） ５１２（５５２％）

　女 ４０９（４４１％） ４１５（４４８％）

年龄（平均数±标准差） １３８±１４ １３８±１４

级别

　初一 ３０２（３２６％） ３０９（３３２％）

　初二 ３０９（３３４％） ３０９（３３２％）

　初三 ３１５（３４０％） ３１２（３３５％）

２２　对青春期生理、生殖、法律和性传染病试题的答对率
学生在青春期生理卫生、生殖与成孕、性传播疾病的预防

及有关性的法例各题知识全部答对率在干预后均较干预前有

所提升，除体外射精可能导致怀孕和接吻不造成怀孕两道题目

外，各题前测与后测答对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１）。

测试题中，“使用避孕套可以减低怀孕机会”一题干预前后

的答对率均为最高，分别为８３２％和８８９％，两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男性阴茎的长短，会影响生育能力或性
能力”是前测中答对率最低的一题，答对的学生占比只有

３５２％，答错的学生占比１２３％，不知道的学生占比５２６％，该
题在干预后答对率上升到５９２％，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而后测中“性交时，即使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也会令
女方怀孕”的试题中，只有４２６％的学生答对，４４６％的学生答
错，３４９％的学生不知道，此是后测答对率最小及干扰后升幅最
少的题目，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法律方
面，“在澳门堕胎是合法的”一题的答对率的提升在所有性知识

题目中升幅最为显著，学生答对率从干预前的４１３％上升到干
预后的７０６％，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２３　 学生对“全面的性教育”课程的评价

学生表示学习了“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后，最有帮助的前３
位分别是“更了解青春期的生理变化”（９１３％）、“我更能了解
到有关性方面的法制”（９０６％）和“了解在青春期时的心理变
化”（８９９％）。而在评价课程对增加自信应对生理心理变化、
与异性相处技巧方面的赞同率都达到８０％以上。
#

　讨论
３１　初中生对性的生理和健康认知不足

部分学生对生理卫生知识、性传播疾病的认识在前测时答

对率在４０％以下，显示有关性知识的不足。有关研究结果显
示，中国的青少年性知识不足［８］；初中生性知识认知偏低，及格

率占比仅为３２７５％［９］。本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相近，在

经过５学时“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学习后，学生的答对率整体提
升了１８％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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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澳门４所中学９２７名学生实施“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干预前后有关性知识试题答对率比较（％）

　　　　　　　　　　问题 前测答对率 后测答对率

性交时，即使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也会令女方怀孕 ４２６ ４４６

女性月经期间的洗澡方法，应用沐浴而不是盆浴ａ ３６９ ５５３

患了淋病而不治疗，会对生育造成影响ａ ３９７ ５８０

男性阴茎的长短，会影响生育能力或性能力 （不正确）ａ ３５２ ５９２

发生性行为后，女性只要及时冲洗阴道便不会怀孕（不正确）ａ ５４３ ６１８

一般女性，月经开始来潮以后就有生殖能力ａ ５４０ ６４２

性病只会影响性器官（不正确）ａ ５８２ ６８３

在澳门堕胎是合法的（不正确）ａ ４１３ ７０６

使用避孕套可以减低感染性病的机会ａ ６７０ ７４１

接吻是不会造成怀孕的 ７２０ ７５１

女孩子初次性交是不会怀孕的（不正确）ａ ６３４ ７５２

一个人感染性病而自己可能不知道ａ ６９４ ７７０

性伴侣愈多，感染性病的机会愈高ａ ６９２ ７９２

在澳门，只要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即使一方小于１６岁都不构成违法（不正确）ａ ６７２ ８０３

人工流产对女子身心健康有害ａ ７６４ ８２３

使用避孕套可以减低怀孕机会ａ ８３２ ８８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前后测答对率比较，Ｐ＜００１

３２　初中生对性与生殖的法律认知不足
澳门青少年对本澳有关性的法律知识缺乏，尤其是堕胎是

合法的认知缺乏。青少年因为性问题而导致违法犯罪，其中不

知法、不懂法，缺乏自控能力和防范意识是主要原因。澳门一

项调查发现，大部分家长均认同需要向子女灌输有关侵犯性自

由、性自决及其他有关的性之法律信息，以预防和保障青少年

不被侵害［１０］。因此，法律部分的教育是不能忽略的。

３３　大部分初中生认识避孕套的作用
干预前后均有８０％以上的学生认识到使用避孕套可以减

低怀孕的机会，干预后使用避孕套可以减低感染性病机会的答

对率达到７４１％，但在日后行为上，他或他的性伴侣会否每次
性行为均使用或建议对方使用避孕套尚需调查研究。

３４　初中生对体外射精是否成孕的认识
干预后对“性交时，即使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也会令女方

怀孕”一题答对的学生占比最低（４４６％）。香港家庭计划指
导会有关本题调查结果显示，初一和初二学生的答对率仅为

１９％［１１］；本研究的学生答对率高于邻近香港地区。尽管如此，

仍然有半数以上学生认为体外射精不会令女方怀孕。当知识

不正确时，可能会导致不正确行为的产生，误以为男方在女方

体外射精不会令女方怀孕，结果可能会增加意外怀孕的机会。

$

　建议
４１　提高性相关法律知识的学习

性法律教育是性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是预防性犯

罪和性侵害、防犯和维护自我权益保护的重要策略［１２］。因此，

在未来的全面性教育课程中应当加强学生性的法制观念的教

育；必须让他们懂得什么是法律，了解澳门有关性的法律规范

的基本原则和内容，知道什么是性违法等。同时，鼓励家庭与

小区及政府共同关注及重视此问题。

４２　
"

化怀孕知识的教育

学生有关怀孕情况的知识干预前后相比提升幅度不大。

“性交时，即使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也会令女方怀孕”，干预后

学生的答对率不到４５０％，知识的缺失会使自我保护力减弱，
而未婚未成年怀孕将对少女及其男女均造成身心伤害。有关

研究指出，曾经接受过学校提供的性教育课程者，其性与生殖

健康得分较高，同时较少出现她／他的伴侣怀孕和堕胎［１３］。因

此，为预防因为知识不正确而出现意外怀孕，未来对中学生的

性教育课程需要加强此部分知识的学习。

４３　增加青春期性传播疾病的培训
#

容

考虑到本次“全面的性教育”课程的成效，针对学生较弱的

知识内容，应当向相关性教育工作者广泛宣传，使他们向学生

进行性教育培训时，加强青春期生理、心理、性传播疾病等相关

内容的教学。同时，性教育应当做到深入细致、讲解详细。当

性教育课程越仔细，学生所学习的性知识就越好，性态度也相

对较为正向［１４］。

４４　针对青少年特点，加入新媒体多元教育方式
建立网上的性教育平台，可以设立不同的内容，如知识区、

游戏区、模拟互动区、游戏区等，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动机。某

些内容可以设男生专区和女生专区，以适合不同性别学生的生

理或心理调适。知识区或咨询区可以请性教育专家开设，以保

障回应正确性和促进正确观念之传播［１５］。同时，藉由游戏设计

中不同的情景与问题，提供不同选择导致不同游戏结果，训练

学生批判性思维和正确决策能力。研究发现，透过系列的有关

性的有趣的互动网络游戏，可以有助于青少年增进知识，培养

性与亲密关系之正向态度，能够有能力寻求支持，包括与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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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性爱和人际关系有关的资讯［１６］。

总之，青少年的性健康教育应当以学校为主、家庭为辅，建

立社会支持的立体式性健康教育体系；而社会则承担着营造良

好、健康的公共环境氛围和建立帮助体系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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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社区职能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途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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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高速发展，通过网络等新媒体传播的不正确的性知识和性观念给青少年带来负面
的影响。我国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家庭教育、社会机构以及大众传媒等方式，但实际我

国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社区是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有利阵地。通过发挥社区职能，

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职能、利用学校课后一小时和暑期实践活动、社区居委会开展宣传教育以及深入企

业等几种途径，让社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成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效补充。同时，社区开展青春期性

健康教育还需要从机制、师资队伍以及调动社会资源等方面继续完善。

【关键词】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社区职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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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背景
由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复杂的原因，国人对于性的话题一

直是神秘和难以启齿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更是让教师和家长

感到非常苦恼。鲁迅先生可以说是我国性教育的先行者，在课

堂上图文并茂地向学生传授了关于生殖系统的知识，其科学的

态度和无畏的勇气感染了学生。而张竞生先生则撕掉了性的

神秘面纱，主张将性作为一门科学，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

究，并强调了性健康教育的重要性。［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青少年性教育，为此征求了中国著名

医学家吴阶平教授的意见。吴教授在《开展青春期性知识和性

道德的教育刻不容缓》一文中明确提出：“青春期教育对人一生

的成就有极重要的影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不仅是关系到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前

途、民族兴衰的重大课题。”［２］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开
始倡导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特别是原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划

生育委员会于１９８７年联合发布《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
的通知》，［３］这是建国以后首个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国家

级文件，明确了针对青少年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意义、原则和

工作方针等内容，开启了我国青春期教育的新篇章。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

高，受到饮食结构的改变、食品安全或者其他影响，青少年青春

期到来的年龄普遍提前，走向社会以后，青少年的实际婚育年

龄也在推后。因此，青少年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不断增加，婚

前性行为比例增高，并且初次性行为低龄化［４］。与此同时，现

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广泛普及，特别通过网络成为青少年获取大

量性知识的主要手段，传递了大量的不正确的性知识和性观

念，对青少年青春期性健康教育造成了极大的误导。基于此，

对青少年开展科学的青春期性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

"

　我国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现状分析
根据《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性教育是指“采取适合

一定年龄、具有文化相关性的方式，通过提供在科学意义上准

确的、真实的、不带任何凭派色彩的信息，传授有关性和人与人

之间关系方面的知识”。［５］有鉴于此，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对青少

年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２．１　学校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随着时代的发展，性健康教育在各级教育机构得到了逐步

的推广，主要以学校为主，针对在校学生。学校里开展性健康

教育主要通过校医院保健课、社会实践（如“开学第一课”）、心

理课程及实践、专题讲座等方式开展，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认

可。然而，由于师资、教材以及教学安排等方面的原因，对青春

期性健康教育并没有单独设课，而是和其他课程如生物、生理

卫生、心理课相结合，没有单独的课程规划；或者很多学校只是

做到了简单授课，比如播放教育片或者让学生自己看书等，因

此学校在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方面并没有发挥主渠道的

作用。

２．２　家庭教育
家庭是青少年学习性健康知识的第一课堂，家长是孩子青

春期性健康教育的第一任教师。引导、教育并帮助孩子顺利度

过青春期，家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６］。调查显示，青春期教育

在家庭中显得软弱无力，家长往往束手无策。还由于某些家长

没有充分重视，且家长自身青春期知识没有经过系统学习，因

此在孩子面临性健康知识的困惑时，往往态度保守，缺乏必要

的指导能力；有的甚至还会出现家长误解以致不能够正确对待

引发家庭冲突的情况，因此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时候，如果家庭

没有给与及时有效的科学支持，将会给孩子的一生带来影响。

２．３　社会机构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近年来社会上涌现出多个可以开展性健康教育的专门机

构，如热线电话、性健康门诊、心理咨询机构、公益组织等，目的

在于开展系统专业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弥补学校和家庭青春

期性健康教育的不足，然而，这些机构鱼龙混杂，缺少统一的行

业监管和规范的师资队伍，造成了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状况参差

不齐、不被大众认可的局面［７］。

２．４　大众传媒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据《人之初》调查显示，“普通媒介”以４９．７％的比例成为

学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其最显著的优势是其“中介性”，为青

少年获得性健康知识提供了传播平台，既生动形象、又相对隐

私，还能增加一定的互动性［８９］。但是，在媒体监管缺少相应法

规制度的情况下，各种媒体信息良莠不齐，青少年缺乏辨别是

非的能力，自控能力较弱，容易受到大众传媒不良性知识的影

响，身心健康会受到严重损害。

可以看出，虽然我国已经逐渐认识到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

育的重要性，也下发了相关的重要文件，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

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体系还没有建立，性健康教育滞后于青少

年的身心发展和社会挑战。

#

　发挥社区职能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区的组成单位。性健康教育的起

点在家庭，社区是家庭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有利阵地。社

区通常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居民在同一个地

理区域，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密切的联系。社区健康教育源于发

达国家［１０］。随着家庭功能的逐渐弱化，作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

育的有效补充，社区的优势显而易见：①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
是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健康教育可以消除或减少健康危险因

素［１１］。②社区可以帮助家庭实现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心理需
求。③社区是青少年及其家庭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熟悉的主要
环境，在提供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④
有利于充分挖掘社区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基于此，只有充分发掘社区职能，将在社区开展青春期性

健康教育和学校、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大众媒体的正

向引导作用，构建社会、学校和家庭联动的一体化教育体系，才

能够将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落在实处，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居民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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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社区的基本职能是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从运作过程

看，包括民主自治、社会服务、教育文化、卫生环境、社会治安、

社区党建等一系列运行职能。社区职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场地

优势、技术优势以及对辖区内各类机构的服务和管理功能［１２］，

因此，基于社区的职能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可以与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３．１　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发挥场地和技术优势
健康教育是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提高社

区家庭健康意识和防病能力的有效途径［１３］。自国家深化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实施分级诊疗以来，基

层社区卫生机构的门诊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本辖区内针对家长和青少年开展青春期性健康调

研，在掌握青少年性健康状况和需求的基础上，设立专门的青

春期健康咨询门诊并建立定期回访制度，为候诊的青少年和家

长发放青春期性健康保健手册，利用多媒体播放宣传片；制定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教育计划，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开设固定

课程和讲座，为看病的青少年和家长提供便利的性健康宣传服

务。做到有计划、有分工，使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形成了便民的

社区保健、医疗圈。

３．２　强化和辖区内学校的密切关系
直接走进学校，针对目标人群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组

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家进入学校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专

题讲座，发放知识手册，积极配合学校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活

动，普及科学知识，及时有效进行行为干预，保护青少年身心健

康。２０１４年１月１４日北京市教委下发《关于在义务教育阶段
推行中小学生课外活动计划的通知》，［１４］明确要求各中小学在

下午放学后为学生安排课外活动，利用课后一小时开展青春期

性健康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良好时机，能够满足青少年

和家长对于性健康教育的需求。除此而外，针对学生的假期社

区实践活动，社区可以组织寓教于乐、丰富多彩的青春期性健

康教育活动，为青少年和家庭提供科学的性健康教育宣传

平台。

３．３　履行社区教育文化和卫生环境职能
开展青春期性健康宣传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注青少

年性健康育的良好氛围。社区居委会有开展健康宣传教育的

职责和计划，通过在社区宣传栏内张贴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主题

的宣传海报、科普挂图等，传播科学性健康知识；同时，充分利

用健康主题日，如：世界人口日、男性健康日、世界避孕日等契

机，开展多种形式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宣传活动，如科普展览、

主题讲座、知识竞赛等，并开设心理咨询、热线电话，为青少年

和家庭提供和专家沟通的机会［１５］。除此而外，利用社区微信公

众号定期推送青春期性健康知识，实现辖区内青春期性健康教

育专业化和常态化，营造全社会关注青少年性健康教育的良好

氛围［１６］。

３．４　发掘社区管理职能，争取和企业对接
打造青春期性健康家庭教育平台［１７］。企业与社区保持良

好的关系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同时作为法人也是社

区的一员。因此企业有着与社区开展文化共建、建设和谐社区

的需求，社区也经常深入企业，组织各类公益活动。针对企业

职工作为青少年家长这一特点，邀请专家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

育讲座，组织公益活动，完善家长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知识体系，

端正性健康教育态度，通过对家长进行性健康教育，进而影响

到孩子和家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进一步强化青春期性健

康的家庭教育功能。

$

　结论和建议
社区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延

伸，为构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体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社

区教育没有统一规划、师资力量薄弱、缺少性健康教育专职工

作人员等原因，在社区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还需要从机制、

人员等方面继续完善。

４．１　健全组织，完善机制
各级政府要将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工作纳入目标管理范畴，

将社区内卫生服务中心、学校、文化站、团委、企业、ＮＧＯ组织等
单位和机构组织起来，成立专项委员会，形成统一领导、各部门

参与、全社会密切关注的工作机制，加强对青少年青春期性健

康教育工作的统筹指导［１８］。

４．２　整合资源，完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阵地
充分发掘社区阵地资源，对辖区内的社区活动中心、图书

馆、博物馆、文化站等活动场所进行有效整合，结合青春期性健

康教育活动向社区青少年家庭开放，一方面能够共享教育资

源，教育形式更加丰富［１９］；另一方面，青少年开展性健康教育也

能通过社区组织这个形式得到及时的沟通。

４．３　充分发挥ＮＧＯ组织作用，提升社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服
务水平［２０］

　　在发挥社区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专职工作人员作用的同时，
应动员全社会参与该项工作，特别是充分发挥ＮＧＯ公益组织的
力量，通过聘请专家、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为青少年及其家庭

提供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职能。

４．４　建立专业师资队伍，保证长期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科
学性和稳定性

　　专业的师资队伍是社区科学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保
证，由于社区并没有专职的教师能够参与这项工作，因此一方

面，必须充分利用社区内已有的专家，比如卫生服务中心的医

生，学校的优秀教师等，利用业余时间发挥余热；另一方面，可

以面向社会，邀请或者招聘兼职专家，将社区各类人才、社会知

名专家组织汇集起来，建设一支专业素养较高、责任心强、来源

多样的师资队伍，提高社区开展青春期健康教育的质量和

水平［２１］。

综上所述，社区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是“教育社区化”和

“社区教育化”的统一，教育模式以实践和活动为主，将政府组

织和家庭、青少年自愿参加相结合，开展过程中注重广泛性、趣

味性，寓教于乐。同时，发挥社区内外职能，搭建教育平台，互

相借力和配合，结合青少年和家庭实际，合力开展有针对性的

青春期教育活动才能有的放矢，产生青春期性健康的最大教育

效果，促进青少年安全快乐度过青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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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研究
肖蕾　陈巧玲　段桂敏△

成都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成都 ６１１１３７

【摘　要】　目的：了解四川省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的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提高农村小学
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方法：文献分析法，头脑风暴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学方法等。

结果：四川省农村小学儿童的性侵害防范意识水平总体较差，地区、性别、年级和学校是否开设性教育课程

为４个显著影响因素。结论：政府应引起重视，加强支持，学校应承担起性教育的责任，强化家庭性教育，性
教育应同时面向男童和女童。

【关键词】　农村小学儿童；留守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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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性侵害指尚未发育成熟的儿童参与其不能完全理解、
无法表达知情同意，或违反法律，或触犯社会禁忌的性活动［１］。

性侵害防范意识指个人对于性侵害的自我防范意识，是个体对

于可能遭受性侵害的一种判断并据此所采取的预防措施［２］。

儿童性侵害案件会对受害者生理、心理造成严重伤害，而且这

种影响可能持续一生。《２０１６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
侵教育调查报告》［３］显示，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件中，小学生

受害者比例超过７０００％，乡村地区是案件多发的重灾区，农村
留守小学儿童是儿童性侵害的高危人群。而四川省农村人口

比较多，且农村留守儿童高度集中。本研究通过对四川省农村

小学儿童进行调查，了解其性侵害防范意识的现状并探讨影响

因素，为提高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提出对策和建议。

!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资料收集方法
１１１　文献研究法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万方数据、维
普等电子数据库，收集、分析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现状、防范意

识、性教育等文献资料，了解国内外研究现状，并为问卷条目的

设计和对策建议积累素材。

１１２　问卷调查法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头脑风暴法设
计和筛选问卷条目。由于问题比较敏感，为防止被调查者产生

反感、抵触情绪，采用“投射法”设计问卷条目；问卷条目设计尽

量具体化、形象化，场景化，以便低年级儿童正确理解题目含

义；通过预调查进一步完善问卷。根据经济水平并结合地理位

置分布，四川省分为三类地区。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整群抽样

方式抽取样本，从三类地区中选择样本县，其中一类地区、三类

地区各选取１个县（成都市简阳市，阿坝州松潘县），二类地区
选择２个县（达州市渠县，内江市资中县），共计４个县；每个县
抽取２个中等经济水平的乡镇，每个乡镇抽取１所农村小学，共
计抽取８所小学；在８所小学中，整群抽取二年级、四年级和六
年级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在班主任的协

助下进入班级进行调查，保证了配合度；在调查之前，宣读了调

查说明和填答要求；填答过程中，进行了现场管控，避免学生相

互交流。本次调查共发放７２５份问卷，回收７０８份，有效问卷
６８０份，回收率９７６６％，问卷有效率达９６０５％。
１２　资料分析方法
１２１　调查问卷检验　计算被调查者“性侵害防范意识”各题
目的得分，计算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以评价问卷信度（α＝０７３７，
信度较好）［４］；用因子分析法评价问卷的效度（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统计
量为１８９８７４８，Ｐ＝００００，表明变量之间有较强的相关关系。
ＫＭＯ＝０７７９，适合作因子分析）［４］，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提取５
个主成份，符合问卷设计的维度。

１２２　描述性分析　对样本人口学特征、照顾情况、父母关心
的主要问题、留守情况与交流情况、父母关注的主要问题、性知

识的主要来源、家庭和学校的性教育情况、性侵害防范意识水

平进行描述性分析。

１２３　影响因素分析　在描述四川省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

范意识水平的基础上，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其影响因素进
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构建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
２１１　研究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本次调查的６８０名小学生，地
区分布不均衡，三类地区占比少，但符合三类地区学生基数较

少的实际情况；男女分布较均衡；年级分布也较均衡。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

项目 类别 人数 构成比（％）

地区 一类地区 ２０４ ３５２９

二类地区 ４１５ ６１０３

三类地区 ６１ ８９７

年级 二年级 １７１ ２５１５

四年级 ２６１ ３８３８

六年级 ２４８ ３６４７

性别 男 ３０５ ４４８５

女 ３７５ ５５１５

２１２　小学儿童的照顾情况　５１７６％的小学生平时主要由爷
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照顾生活，说明农村儿童隔代照顾教育现

象比较普遍，这与农村留守儿童多有关系。而农村老人思想观

念保守，文化水平较低，没有意识也没有能力承担留守儿童性

教育的责任，可能导致留守儿童家庭性教育的缺失。值得一提

的是，有１１名小学生（占比１６２％）由同辈照顾，或自己独自生
活，他们缺乏长辈的关怀照顾和教育引导，自我保护意识和能

力薄弱，更容易出现心理和安全问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１３　父母关心的主要问题　父母在与子女交流时，主要关心
的问题是学习成绩（７２７９％）和身体健康（６４１２％），而很少关
注子女的情绪（３２４％）。儿童如果遭遇性侵害，会表现出情绪
低落、举止反常等异常状态。父母对子女情绪缺少关注，可能

导致对性侵害的警觉性不足。另外，留守儿童的父母长期不在

身边，更不容易发现子女情绪方面的问题。

２１４　留守情况与交流情况　①留守情况：被调查者中留守儿童
５１８名，占调查总数的７６１８％，留守率比较高。其中父母都在外打
工的比例最高（４５５９％），其次为仅父亲在外打工（２４７１％），说明
父母在子女生活中的缺位，而父亲的缺位更严重。留守儿童与父母

见面的频率很低，约６０００％的留守儿童寒假或暑假才能见一次父
母，亲子间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机会比较少。②留守儿童与父母的联
系情况：父母在外打工时，留守儿童主要通过电话与父母联系

（９３８２％）。大多数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比较频繁，但仍有１６７９％
的留守儿童与父母联系很少，１个月以上才联系１次，甚至个别儿
童与父母几乎不联系。亲子联系较少，父母不能及时发现子女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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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中遇到的问题，对性问题这类敏感话题更是缺乏交流。

表２　小学儿童的照顾情况

　　　照顾人 人数 构成比（％） 　 照顾人 人数 构成比（％）

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 ３５２ ５１７６ 家中其他亲人 １４ ２０６

妈妈 ２５７ ３７７９ 哥哥姐姐 ５ ０７４

爸爸 ４６ ６７６ 自己独自生活 ６ ０８８

２１５　性知识来源和性教育情况　①性知识的来源：小学生获
取性知识的主要渠道是父母和老师，但比例却均不足６０００％，
表明父母和老师在儿童性教育上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５］。其

他渠道依次是书报杂志、电影电视、同学朋友和网络。由于小

学生对性问题缺乏鉴别能力，难以正确识别和理解这些渠道的

信息，有可能受到错误的引导。另外，小学生表示最希望通过

父母、书报杂志、老师三个渠道来了解性知识。②家庭性教育
情况：２６９１％的父母从没给子女讲过关于身体的知识，３６１１％
的父母没有正面回答子女“我是从哪儿来的”，说明部分父母对

性教育问题持回避态度［６］。将性别、年级和地区作为分类变

量，父母是否讲过关于身体的知识作为结果变量，进行卡方检

验。结果发现，性别、年级和地区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０５），说明不同性别、年级和地区的小学生家庭的性教育
情况不同。分析构成比，发现父母对男童和低年级小学生的性

教育更缺乏，而经济发达地区有更多的父母对子女讲过身体方

面的知识。③学校性教育情况：８所小学中仅１所开设了性教
育课程，有相应的教材，教材名为《生命、生态与安全》；课时为

每学期２０个课时，一周一节，每学期都有开设；面向所有学生，
内容包括性生理知识、青春期心理与保健知识、良好的卫生习

惯、性侵害防范意识、新生命诞生知识与性别教育等；任课教师

为班主任。

２２　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的现状
在本次调查的６８０名小学生中，有１６０３％的小学生听说

过同学朋友遭遇过性侵害，８９７％的小学生表示自己也曾遭遇
过性侵害。说明农村地区性侵害发生率较高，儿童性安全问题

很严重，迫切需要提高农村小学生的性侵害防范意识。

为了解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的现状，调查问卷设

计了５个维度，分别为“性生理知识与性别意识”、“对危险环境
的识别”、“对危险对象的识别”、“对侵害行为的识别”及“遭遇

性侵害后的应对”，相关问题条目共１８个。每个问题采用三分
法记分，满分５４分，全部题目都没有答对为１８分。通过小组讨
论，课题组认为问卷涉及知识是小学生应该明确知道的，所以

设实际得分率９０００％以上为高分段，８０００％～９０００％为中分
段，８０００％以下为低分段。

被调查的 ６８０名小学生平均分 ４５９８分，实际得分率
７７７２％，仅２８０％的小学生答对所有题目。本次调查的小学
生性侵害防范意识的总体得分较低，防范意识较差。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小学生性侵害防范意识得分情况

　　　　项目 满分 最低分 最高分 平均分 标准差 实际得分率（％）

总分 ５４ ２８ ５４ ４５９８ ５１２２ ７７７２

性生理知识与性别意识 ９ ３ ９ ５７１ １８０４ ４５１７

对危险环境的识别 １２ ４ １２ １０４３ １８８１ ８０３８

对危险对象的识别 １２ ４ １２ １０９１ １４８８ ８６３８

对侵害行为的识别 １５ ５ １５ １３９ １８６２ ８９００

遭遇性侵害后的应对 ６ ２ ６ ５０２ １２５６ ７５５０

２２１　性生理知识与性别意识情况　“性知识与性别意识”维
度实际得分率仅为４５１７％，远远低于其他维度得分，说明小学
生在男女身体的差别、变化及隐私部位等性生理知识方面了解

严重不足。而辨别隐私部位，树立性别意识及正确了解身体的

变化，是形成防范意识的基础［２］。

２２２　对危险环境的识别情况　“对危险环境的识别”维度实
际得分率为８０３８％。小学生对于夜间外出、偏僻环境、与异性
成年人共处一室等危险情境缺乏足够的警惕。

２２３　对危险对象的识别情况　“对危险对象的识别”维度实
际得分率为８６３８％，处于中分段。小学生对于有所伪装或熟
悉自己情况的陌生人防范意识较低、识别能力较差，警惕性

不足［７］。

２２４　对侵害行为的识别情况　“对侵害行为的识别”维度实
际得分率为８９００％，在各维度中得分最高，但仍然没有达到高
分段的水平。说明小学生能够认识到性侵害行为及其危害性，

但识别能力仍需要强化。

２２５　遭遇性侵害后的应对情况　“遭遇性侵害后的应对”这
一维度得分较低，实际得分率为７５５０％。调查结果显示，如果
遭遇性侵害，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近３０００％的小学生不会告
诉自己信任的人；施害者权力很大、很有权威时，近４０００％的
小学生不会告诉自己信任的人。这类犯罪嫌疑人利用自己身

份地位的优势，使得性侵害更易发生、更不易暴露［８］。而

８１４７％的小学生觉得如果要告诉自己信任的人，最应该告诉父
母，表明小学生对父母的信任度高于其他人，更愿意和父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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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这类比较私密的话题［９］。

２３　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的影响因素分析
２３１　单因素分析　为找到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的
影响因素，进行了单因素分析。通过方差齐性检验，数据满足

方差齐性的条件（Ｐ
(

００５）。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
年级、性别、见父母的频率、与父母联系的频率、父母是否讲过

身体方面的知识和学校是否开设性教育课程等因素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０５），说明不同地区、年级、性别、见父母的频率、
与父母联系的频率，父母是否讲过身体方面的知识和学校是否

开设性教育课程，小学生性侵害防范意识水平是有差异的。

２３２　多因素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因
素纳入多因素分析。以性侵害防范意识得分（Ｙ）为因变量，以
地区（Ｘ１）、年级（Ｘ２）、性别（Ｘ３）、见父亲的频率（Ｘ４）、见母亲的

频率（Ｘ５）、父母在外打工时与父母联系的频率（Ｘ６）、父母是否
讲过身体方面知识（Ｘ７）、学校是否开设性教育课程（Ｘ８）为自变
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据相关文献，人文社科类课题的多元线性回归中，调整决

定系数大于 ０２尚可［１０１３］。本次研究模型 Ｒ＝０４９１，Ｒ２ ＝
０２４１，调整Ｒ２＝０２３２，认为本次研究模型的拟合度可以接受。
回归方程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６６７７，Ｐ＝００００）。回归方程：
Ｙ＝３４５１３＋３５１８Ｘ１＋１３５０Ｘ２０８２２Ｘ３＋３２７７Ｘ８

结果显示，地区、年级、性别、学校是否开设性教育课程等４
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结合各
变量的系数分析，地区经济越发达、年级越高，儿童的性侵害防

范意识水平越高；女童的性侵害防范意识较男童高；学校开展

了性教育，儿童的性侵害防范意识水平较高。

表４　防范意识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标准误差（Ｓ） ｔ Ｓｉｇ
Β的９５０％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常量） ３４５１３ １００２ ３４４６１ ００００ ３２５４６ ３６４７９

地区 ３５１８ ０３０５ １１５３４ ００００ ２９１９ ４１１７

年级 １３５０ ０２２４ ６０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９１１ １７８９

性别 －０８２２ ０３５１ －２３４１ ００２０ －１５１１ －０１３３

见父亲的频率 －０００３ ０１１８ －００２７ ０９７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２８

见母亲的频率 －０１４３ ０１１２ －１２７６ ０２０３ －０３６３ ００７７

与父母联系的频率 ０６１４ ０３５３ １７３９ ００８２ －００７９ １３０７

父母是否讲过身体方面的知识 ０１３３ ０３９９ ０３３４ ０７３８ －０６５０ ０９１６

学校是否开设性教育课程 ３２７７ ０４８８ ６７１０ ００００ ２３１８ ４２３５

#

　讨论
３１　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水平较差

农村小学生的性侵害防范意识总分和各维度得分均较低，

尤其“性生理知识与性别意识”和“遭遇性侵害后的应对”两个

维度得分最低。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较差，部分学生

在遭遇性侵害后不能正确应对。留守儿童在遭遇性侵害后缺

乏倾诉对象，往往不能及时被发现，这会为多次、长期性侵害埋

下隐患［１４］。

３２　地区经济水平对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有影响
地区的经济水平越高，小学生的性侵害防范意识水平越

高。分析其原因，一是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父母思想观念

比较开放，对新生事物更容易接受，对性教育的态度也比较开

明；而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地区，父母思想观念比较保守，信息

闭塞，对性教育大多持回避态度。二是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

发展逐渐城镇化，生活条件较优越，孩子们有条件从网络、电

视、课外书籍等多种渠道获得生理和性安全方面的知识；而经

济落后的农村地区，条件有限，首先关注的是儿童吃、穿等基础

物质需求，尚未考虑到性知识和性安全教育［１４］。三是经济水平

较高的农村地区，学校有一定条件和能力开展性教育，比如具

备一定的师资、经费等，而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则缺乏相应的

条件和能力。

３３　对低年级儿童性教育不够重视
调查结果显示，低年级小学儿童的性侵害防范意识显著低

于高年级的。但根据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儿童性侵害案件，发现

低年级儿童更易受到性侵犯。分析其原因：一是低年级儿童年

龄较小，对潜在危险情境和危险人物的认知和识别能力较

低［１５］，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不够；二是相比高年级，低年级小学

儿童内心更渴望得到他人的关心和温暖［１６］，这也加大了他们在

犯罪分子刻意引诱或假意关心下被性侵犯的风险［１５］；三是大多

数家庭、学校认为没有必要在小学低年级开展性教育，对低年

级小学生的性教育严重不足。

３４　对男童性教育不够重视
根据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女童保护项目统

计，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共曝光１０３起男童遭遇性侵案件，说明男童
也可能遭遇性侵犯［１７１８］，有专家表示，男童遭遇性侵对成长的

负面影响甚至会超过女童。但本次调查发现，男童的防范意识

明显低于女童，父母也很少给男童讲身体方面的知识。分析其

原因，一方面，男童遭受性侵犯后更不愿意倾诉，案件隐蔽性更

强；另一方面，受传统观念影响，社会更多关注的是女童遭受性

侵犯的问题，忽视了对男童的性教育［１５，１９］。

３５　儿童缺乏获取性知识的渠道
儿童最希望获取性知识的渠道是父母、书报杂志和教师。

而实际情况是，父母缺乏性教育的能力和意识，对子女的性教

育回避、缺位；绝大多数农村小学没有开展性教育；缺乏正规的

性教育教材和科普读物供小学生自学。儿童有了解性知识的

愿望，却缺乏获取性知识的渠道。没有正确的引导，对性知识

一知半解，在遇到危险时就不能正确地应对和处理。

３６　家庭缺乏性教育的意识和能力
农村留守儿童比例很高，隔代照顾教育现象普遍，家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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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性教育严重缺失。统计分析显示留守情况、父母是否讲

过身体方面知识对性侵害防范意识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这与

其他文献的结论和本次研究的设想不符。

分析原因：一是虽然小学儿童对父母的信任度最高，更愿

意与父母交流比较私密的话题，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农村父

母对性教育持回避态度。二是农村父母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缺

乏开展家庭性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三是留守儿童父母忙于生

计，长期不在家，与子女沟通交流不够，不能及时发现子女心理

和情绪上的问题，对性安全问题警惕性不够。四是平时照顾农

村儿童生活的主要为年老的长辈。他们思想观念落后，文化水

平不高，甚至需要儿童逆向照顾。还有少数留守儿童独自生活

或与同辈人一起生活。他们缺少父母的监护和陪伴，性知识和

性侵害防范教育更是无从谈起。总之，农村家庭性教育普遍缺

失，即使有所涉足，也缺乏系统性和深度，导致留守情况和父母

是否讲过身体方面知识对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的高低没有显

著影响。

３７　学校未在儿童性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
儿童教育是学校、家庭和社会的一体化教育。小学儿童接

触社会还比较少，以家庭和学校教育为主。农村家庭没有意识

也没有能力开展性教育，所以学校应该更多地承担起儿童性教

育的责任。但本次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村小学并没有在儿童性

教育中发挥主要作用，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

性教育内容敏感，学校担心家长不接受，担心学生对性知识知

道太多，反而产生不好的影响［１，２０］；二是上级主管部门没有强制

要求学校开展性教育，学校对性教育的重视不足；三是缺乏专

项经费和专业师资，缺少正规的性教育教材，没有开展性教育

的条件和能力。

$

　对策和建议
４１　政府应引起重视，发挥主导作用

要提高农村小学儿童的性侵害防范意识，性教育是不可或

缺的。而儿童性教育是一种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主导提

供［２１］。政府应重视儿童的性安全和性教育问题，在政策、教育、

财政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４１１　重视小学性教育，配备特岗教师　首先，教育部门应将
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教学计划，对性教育开展情况进行监督

和考核。其次，在“三支一扶”计划中增设性教育教师岗位，招

募相关专业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小学支教。比如几个乡镇配

备１名性教育的特岗教师，深入到各小学支教。特岗教师具备
专业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农村小学性教育专业师资的

不足；同时还可以对农村小学教师开展性教育的培训，为农村

小学培养性教育专业师资队伍。

４１２　积极规划性教育教材和科普读物　教育部门应牵头组
织相关专家总结国内外先进教学经验，编写儿童性教育的通用

教材和科普读物。特别是针对低年级小学儿童，要设计适合他

们年龄阶段的教材和读物。发布推荐书目清单，指导学校和家

长选择适宜的性教育教材和科普读物，使性教育有据可循。

４１３　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强财政支持　一方面，政府应设
立性教育专项经费，为性教育的开展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

面，应加快新农村建设，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条件，推动

农村地区经济发展，逐步增加本地就业机会［２０］，降低农村儿童

留守率。

４１４　重点关注留守儿童的性教育　留守儿童与父母长期分
离的现状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政府应在掌握当地留守儿童基

本情况的基础上，成立关爱留守儿童的工作部门。通过政府牵

头，发动社会力量关心留守儿童。近期，四川启动“童伴计划”，

在全省１６５个村试点，每村选一名“童伴妈妈”，负责照顾全村
留守儿童。可以对“童伴妈妈”进行儿童性安全问题的教育和

培训，让她们在照顾留守儿童生活的同时也具备开展性教育能

力。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农村家庭性教育的缺失。

４２　学校应承担起性教育的主要责任
相比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更科学、更严谨，是增强小学儿童

性侵害防范意识的有效途径。因此，学校在传授科学文化知识

的同时，也要加强儿童性知识及性侵害防范教育，特别是在农

村家庭性教育缺位的情况下，学校更应该承担起性教育的主要

责任［２１］。

４２１　重视学校性教育　学校要对性教育足够重视［８］，在教

学计划中增设性知识和性安全方面的专业课程，配备正规的教

材及科普读物，分年级开展不同内容、不同程度的性教育，定期

开展性教育专题讲座，与公益组织合作开展相关活动等。

４２２　培养性教育师资　加强对性教育任课教师的培
养［１，１７，２２］。应以性教育特岗教师为核心，建立性教育教研组，促

进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和稳定化；邀请儿童性教育专家，开展教

学方法和技巧等方面的培训［２３］，破除传统观念和落后思维的影

响，提升性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

４２３　采取适宜的教学方式　教育方法要注意结合儿童的特
点，采取轻松活泼、简单易懂、生动有趣的教育方式［２］。尤其对

于低年级儿童，可采取视频、绘本、情景教学等形式，吸引儿童

的学习兴趣，增强教育效果。

４３　强化家庭性教育
提高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需要加强家庭性教育。

而家庭性教育最重要的前提是家长要具备性教育的意识和

能力。

４３１　多种方式培训家长　一是农村基层社区做好儿童性教
育的宣传工作，在宣传公告栏张贴儿童性侵害防范及性教育的

宣传海报；二是农民工集中的用人单位和城市社区，可以联合

高校或公益组织，建立儿童性教育的“家长学校”，开展专题讲

座或主题活动；三是公益组织或媒体可以利用互联网平台和手

机ＡＰＰ，推送儿童性侵害新闻和性教育知识。通过多样化的宣
传和培训，让家长转变以往“谈性色变”的观念［２３２５］，对儿童的

性安全和性教育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提升其教育能力。

４３２　加强学校与家长的沟通 家长与老师可以通过面对面、
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沟通，共同探讨儿童成长的问题，老师也

应将学生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家长。留守儿童家长更应加强与

学校老师的沟通，以便及时了解、掌握子女在学习、生活、安全、

情绪等多方面的情况。

４４　重视男童的性教育
应将男童性教育置于与女童同等重要的地位［１４，１６，１７］。学

校在开展性教育时，应关注性别的差异，考虑不同性别在性知

识需求上的早与晚、主动与被动、获取知识的不同喜好与方式，

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进行差异化、系统化教学［２１］。家庭也应

重视男童的性教育，关心关注男童的情绪与安全，及时讲解生

理知识和性安全知识，教育男童学会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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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应用程序的中国育龄女性遭受性骚扰情况调查
陈醒１，２　白文佩２△　霍禹良３△　席思思２　毛乐乐１，２　周应芳２

１北京大学第九临床医学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８
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３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统计室，北京 １０００５３

【摘　要】　目的：依托“大姨吗”应用程序调查中国育龄女性性骚扰的情况以及对性骚扰的态度，为性
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在“大姨吗”应用程序首页发放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一般情况（年

龄、情感状况、收入、学历等）和性骚扰情况（近一年是否遭遇过性骚扰、在哪些方面遭遇过性骚扰、是否担心

性骚扰）。发放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共有２８０２１名女性参与调查，其中有效问卷２７８５４份。
结果：年轻、非单身、学历较低、收入较高的女性更容易遭遇性骚扰；而年龄较大、收入较高、学历较高的女

性，对于性骚扰的警惕性较低。结论：女性遭遇性骚扰与年龄、情感状况、收入、学历有关。

【关键词】　应用程序；性骚扰；性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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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妇女保健意识的加强，人们对女性身心健康和发展问
题的重视，性骚扰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性骚扰

（ｓｅｘｕａｌｈａｒａｓｓｍｅｎｔ）通常认为是违背受害人意志，实施超出正常
人际交往界限的侵犯受害人性自主权的行为，例如身体的接触

和接近，以及以文字或行为表现出来的与性相关的行为。这种

行为是不受欢迎的、讨厌的或冒犯的性勒索、性要挟［１］。性骚

扰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
美国［２３］，而我国目前也对性骚扰相关的社会问题给予了关注。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育龄女性性骚扰相关情况，我们依托目前

中国育龄女性广泛使用的月经管理应用程序“大姨吗”，对性骚

扰问题进行了相关的调查研究。

!

　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以在“大姨吗”社区首页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招募

参与者。调查前充分告知用户本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用途，用

户自愿选择参加，参加者均经过充分的知情同意。问卷主要内

容包括：一般情况（年龄、学历、收入、情感状况等）和性骚扰情

况（近１年是否遭遇过性骚扰、在哪些方面遭遇过性骚扰、是否
担心性骚扰）。问卷发放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共有２８０２１份问卷提交成功。对用户提交的问卷进行处理，对于
异常问卷包括不合逻辑的数值、极端异常数值、前后矛盾的问卷、

单项选择多项等问卷以及信息填写不全的问卷予以剔除，共有

２７８５４份问卷进入统计分析。本研究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各组之间的比较采用卡方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是否遭遇过性骚扰概述

首先对参与者是否曾经遭遇过性骚扰，在哪里曾经遭遇过

性骚扰以及怎么看被性骚扰做一初步了解。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２２　年龄与被性骚扰的关系

年龄与是否曾经遭遇过性骚扰有关（χ２ ＝３３４９４，Ｐ＜

００１）。２６岁～３０岁组遭遇性骚扰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组（χ２

分别为２１８８９，２５４２４，２５４８０，Ｐ＜００１）。该组女性生活中遭
遇性骚扰的比例也最高（χ２分别为２１２６０，４２３１，２７８８７，Ｐ＜
００５），其次是１８２５岁组。２６岁～３０岁组和３０岁以上组在工
作中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两组（Ｐ＜００５）。而２６
岁～３０岁组在其他方面遭遇性骚扰的比例最小，小于１８岁组
的比例最高。对于如何看待被性骚扰，１８岁 ～２５岁组和２６岁
～３０岁组非常担心的比例高于其他两组，小于１８岁组有些担
心的比例最高（χ２分别为１０５８０，１７４２１，１０００３，Ｐ＜００１）。３０
岁以上组不太担心的比例高于 １８岁以下组（χ２＝４６８０，Ｐ＜
００５）和１８２５岁组（χ２＝１２７２１，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１　自我安全意识情况描述（人数（比例％））

　　　项目 　　　指标 　　结果

是否曾经遭遇过性骚扰 有 １２０５３（４３２７％）

无 １５８０１（５６７３％）

合计 ２７８５４

在哪里曾经遭遇过性骚扰 生活中（如公交车上） ２５０３（２０７７％）

工作中（如客户、上司） ４７２５（３９２％）

其他 ５３１５（４４１％）

合计 １２０５３

怎么看被性骚扰 非常担心，处处警惕 １０１１７（３６３２％）

有些担心，采取措施好麻烦 １４１５０（５０８０％）

不太担心，多大事儿啊 ３５８７（１２８８％）

合计 ２７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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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年龄用户比较（人数（比例％））

项目 指标 １８岁以下 １８～２５岁 ２６～３０岁 ３０岁以上 合计

是否曾经遭遇 有 ８３９（４１０８％） ５７９７（４２８８％） １７３４（４７５３％） ３６８３（４２６０％） １２０５３（４３２７％）

过性骚扰 无 １２０２（５８９２％） ７７２３（５７１２％） １９１３（５２４７％） ４９６３（５７４０％） １５８０１（５６７３％）

合计 ２０４１ １３５２０ ３６４７ ８６４６ ２７８５４

在哪里曾经遭 生活中 ２８５（３４０１％） ２３６０（４０７１％） ７５４（４３４５％） １３２６（３６％） ４７２５（３９２％）

遇过性骚扰 工作中 １３５（１６１１％） １１５９（１９９９％） ４０２（２３２％） ８０７（２１９１％） ２５０３（２０７７％）

其他 ４６５（５５３７％） ２５０８（４３２６％） ６５８（３７９７％） １６８４（４５７２％） ５３１５（４４１％）

合计 ８３９ ５７９７ １７３４ ３６８３ １２０５３

怎么看被性骚扰 非常担心 ６７９（３３２８％） ４９９６（３６９５％） １３８８（３８０６％） ３０５５（３５３３％） １０１１８（３６３３％）

有些担心 １１１５（５４６１％） ６８６４（５０７７％） １７８２（４８８７％） ４３８７（５０７４％） １４１４８（５０７９％）

不太担心 ２４７（１２１１％） １６６０（１２２８％） ４７７（１３０６％） １２０４（１３９３％） ３５８８（１２８８％）

合计 ２０４１ １３５２０ ３６４７ ８６４６ ２７８５４

２３　是否单身与被性骚扰的关系
非单身女性在工作中曾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高于单身组

（χ２＝５４８０，χ２＜００５）。单身女性非常担心被性骚扰的比例高

于非单身女性（χ２＝２１６４３，Ｐ＜００１），有些担心（χ２＝９８８４，Ｐ
＜００５）和不太担心（χ２＝３２５４，Ｐ＜００５）的比例高于非单身
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单身与非单身用户比较

项目 指标 　　 单身 　　非单身 　　 合计

是否曾经遭遇过性骚扰 有 ２５７７（４３６９％） ９４７６（４３１６％） １２０５３（４３２７％）

无 ３３２２（５６３１％） １２４７９（５６８４％） １５８０１（５６７３％）

合计 ５８９９ ２１９５５ ２７８５４

在哪里曾经遭遇过性骚扰 生活中 １０４５（４０５５％） ３６７３（３８７６％） ４７１８（３９１４％）

工作中 ４９２（１９０９％） ２００９（２１２０％） ２５０１（２０７５％）

其他 １１５４（４４７８％） ４１６０（４３９０％） ５３１４（４４０９％）

合计 ２５７７ ９４７６ １２０５３

怎么看被性骚扰 非常担心 １９８９（３３７２％） ８１２３（３７００％） １０１１２（３６３０％）

有些担心 ３１０２（５２５９％） １１０３９（５０２８％） １４１４１（５０７７％）

不太担心 ８００（１３５６％） ２７８３（１２６８％） ３５８３（１２８６％）

合计 ５８９９ ２１９５５ ２７８５４

２４　收入与被性骚扰的关系
收入与是否曾经遭遇过性骚扰有关（χ２＝１９２２７７，Ｐ＜

００１）。随着收入升高，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也在升
高，其他方面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而收入８０００以上组不太担

心被性骚扰的比例最低（χ２分别为１２６５３，１３１３９，６７３３，Ｐ＜
００１），不太担心被性骚扰的比例最高（χ２分别为 ２９８２５，
２５０２０，９７０３，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收入用户比较

项目 指标 ￥２０００以下 ￥２０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以上 　　 合计

是否曾经遭遇过性 有 ４７２５（３８７９％） ５８４２（４６０１％） １０３８（４９９０％） ４４８（５０００％） １２０５３（４３２７％）

骚扰 无 ７４５６（６１２１％） ６８５５（５３９９％） １０４２（５０１０％） ４４８（５０００％） １５８０１（５６７３％）

合计 １２１８１ １２６９７ ２０８０ ８９６ ２７８５４

在哪里曾经遭遇过 生活中 １８７１（３９６％） ２３０９（３９５２％） ３９６（３８１５％） １４９（３３２６％） ４７２５（３９２％）

性骚扰 工作中 ６７５（１４２９％） １３６６（２３３８％） ３０５（２９３８％） １５７（３５０４％） ２５０３（２０７７％）

其他 ２３３９（４９５％） ２４２５（４１５１％） ３８９（３７４８％） １６２（３６１６％） ５３１５（４４１％）

合计 ４７２５ ５８４２ １０３８ ４４８ １２０５３

怎么看被性骚扰 非常担心 ４４６４（３６６５％） ４５８１（３６０８％） ７４５（３５８３％） ３２７（３６５０％） １０１１７（３６３２％）

有些担心 ６２１５（５１０２％） ６４９２（５１１２％） １０４１（５００２％） ４０２（４４８７％） １４１５０（５０８０％）

不太担心 １５０２（１２３３％） １６２４（１２８０％） ２９４（１４１４％） １６７（１８６４％） ３５８７（１２８８％）

合计 １２１８１ １２６９７ ２０８０ ８９６ ２７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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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学历与被性骚扰的关系
本科组在生活中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最高（χ２分别为

２７９５１８，３７４２０，４２５５，Ｐ＜００５），高中及以下组最低（χ２分别
为１２５５９５，２７９５１８，１９０５７，Ｐ＜００１）。本科组在工作中遭遇
过性骚扰的比例低于高中及以下组（χ２＝４６９８８，Ｐ＜００１）和大
专组（χ２＝１１５６０，Ｐ＜００１），大专组也低于高中及以下组（χ２＝
１３７０８，Ｐ＜００１）。高中及以下组在其他方面遭遇过骚扰的比
例最高（χ２分别为６６８７９，１３９３４７，１５７６８，Ｐ＜００１），大专组的

比例也高于本科组（χ２＝１７５１５，Ｐ＜００１）。高中及以下组非常
担心被性骚扰的比例最高（χ２分别为７７９２，１４６５４，６１３３，Ｐ＜
００５），本科组有些担心被性骚扰的比例最高（χ２分别为
４１３９５，５３２２，４２７５，Ｐ＜００５），高中及以下组比例低于大专组
（χ２＝１８８１４，Ｐ＜００１）。研究生及以上组不太担心被性骚扰的
比例最高（χ２分别为９６９７，１６１５１，２２６３１，Ｐ＜００５）。高中及
以下组高于大专（χ２＝５９０７，Ｐ＜００５）及本科组（χ２＝１６７７５，Ｐ
＜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不同学历用户比较

项目 指标 　高中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合计

是否曾经遭遇 有 ４９０２（４３４６％） ３９４１（４３７４％） ２９３１（４２０９％） ２７９（４６５８％） １２０５３（４３２７％）

过性骚扰 无 ６３７８（５６５４％） ５０７０（５６２６％） ４０３３（５７９１％） ３２０（５３４２％） １５８０１（５６７３％）

合计 １１２８０ ９０１１ ６９６４ ５９９ ２７８５４

在哪里曾经遭 生活中 １４９８（３０５６％） １６５７（４２０５％） １４５０（４９４７％） １２０（４３０１％） ４７２５（３９２％）

遇过性骚扰 工作中 １１５１（２３４８％） ７９６（２０２％） ４９７（１６９６％） ５９（２１１５％） ２５０３（２０７７％）

其他 ２４７９（５０５７％） １６４９（４１８４％） １０８０（３６８５％） １０７（３８３５％） ５３１５（４４１％）

合计 ４９０２ ３９４１ ２９３１ ２７９ １２０５３

怎么看被性骚扰 非常担心 ４２５８（３７７５％） ３２３０（３５８５％） ２４３３（３４９４％） １９６（３２７２％） １０１１５（３６３２％）

有些担心 ５４７９（４８５７％） ４６５３（５１６４％） ３７２４（５３４７％） ２９４（４９０８％） １４１４５（５０８０％）

不太担心 １５４３（１３６８％） １１２８（１２５２％） ８０７（１１５９％） １０９（１８２０％） ３５８７（１２８８％）

合计 １１２８０ ９０１１ ６９６４ ５９９ ２７８５４

#

　讨论
本研究通过“大姨吗”应用程序来发放问卷，调查中国育龄

女性的被性骚扰情况。“大姨吗”应用程序拥有众多活跃的用

户，也具有快速的数据收集能力，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采集大量

数据，虽然也存在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新兴的数

据采集方法有可能会在以后的大数据研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对于女性被性骚扰方面的调查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的女

大学生［４］和医院的护士［５７］。本研究中，女性曾遭受性骚扰的

比例为４３２７％，该结果与国际上的护士研究如澳大利亚的Ｃｏ
ｇｉｎ等［８］的 ６０％、日本 Ｈｉｂｉｎｏ等［９］的 ５６％、马来西亚 Ｓｕｈａｉｌａ
等［１０］的５１２％相比略低，与女大学生研究如意大利 Ｒｏｍｉｔｏ
等［１１］也略低，可能与护士和女大学生这两个群体本身的良好形

象有关。本研究发现女性的被性骚扰情况以及女性对被性骚

扰的态度与女性的年龄、是否单身、收入、学历等因素密切相

关。①年龄：本研究发现２６岁 ～３０岁组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
最高，该组女性生活中遭遇性骚扰的比例也最高，其次是１８岁
～２５岁组。２６岁～３０岁组和３０岁以上组在工作中遭遇过性
骚扰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两组。这与护士调查的结论一致［９，１２］，

年轻女性更容易成为性骚扰的受害者。本研究也发现年轻女

性也更容易担心受到性骚扰，而３０岁以上女性则更多的不太担
心被性骚扰，可能是因为该年龄段女性由于受到性骚扰的比例

降低，因而警惕性下降有关。②是否单身：本研究发现单身女
性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低于非单身组，非常担心被性

骚扰的比例也低于非单身组。该研究结果与既往护士研究结

果不同［９，１２］，可能与研究人群的不同有关。③收入：本研究发

现，随着收入升高，在工作中遭遇过性骚扰的比例也在升高，其

他方面的比例也呈下降趋势。这可能与高收入女性面临更多

更复杂的人际关系有关。而收入８０００以上组不太担心被性骚
扰的比例最低，对被性骚扰的警惕性下降。原因可能与该人群

年龄较大有关。④学历：本研究发现，本科组在生活中遭遇过
性骚扰的比例最高，高中及以下组最低。本科组在工作中遭遇

过性骚扰的比例低于高中及以下组和大专组，大专组也低于高

中及以下组。说明学历较低的女性更容易疏忽被性骚扰，遭遇

性骚扰的比例也较高，这与护士的调查结果也是一致的［９，１２］。

高中及以下组非常担心被性骚扰的比例最高，这也与该组女性

容易遭受性骚扰有关。研究生及以上组不太担心被性骚扰的

比例最高，原因可能与该组女性年龄偏大，且收入较高有关。

此外，女性被性骚扰的发生，也与其他因素有密切关系。

在芬兰一项青少年的性骚扰研究中发现，家庭背景包括父母失

业、父母教育程度低与青少年被性骚扰的发生率升高有关［１３］。

而遭遇性骚扰的女性，也更多地会伴随经前期综合征、月经紊

乱［１４］以及抑郁等情绪方面的问题［１５］。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性骚扰在中国育龄女性中比较普

遍，我们应该更多地把问题转移到如何应对性骚扰上。国内目

前还缺乏关于性骚扰方面的大样本研究，也缺少性骚扰相关的

法规和政策。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性文化较为保守，女性的维

权意识不强，研究者、管理者对性骚扰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

这些都容易让女性性骚扰的问题恶化。年轻、非单身、学历较

低、收入较高的女性更容易遭遇性骚扰；而年龄较大、收入较

高、学历较高的女性，对于性骚扰的警惕性较低。对于女学生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１４７　　·

而言，家长和老师的支持以及性健康教育是必要的保护因

素［１６１８］。我们应该通过广泛的健康宣教，提高女性的自我保护

意识，认识到女性被性骚扰的社会危害性，尽快制定相应的法

律法规和监管机制，保障女性的权利，创造和谐的社会文化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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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华北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实验资助项目（Ｘ２０１６１７６）；河北省卫计委医学科学研究重点课题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０１９５）
【第一作者简介】冯东霞（１９９３—），女，在读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护理及康复
△【通讯作者】景丽伟（１９８０—），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Ｅｍａｉｌ：Ｌｗｊｉｎｇ２００４＠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４４ ·性人文社会科学·

乳腺癌生存者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关系研究
冯东霞１　陆俊婷１　林书球１　郝婷婷１　周慧１　李伟２　李朝征１　张超１　景丽伟１，３△

１华北理工大学护理与康复学院，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２唐山市人民医院放化疗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３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　目的：探讨乳腺癌康复期患者（ＢＣＳｓ）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的关系，为临床及社区护理干
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制一般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调查表，自行开发的乳腺癌性生活质量问卷，乳腺癌

生命质量中文版问卷对２１９例ＢＣＳｓ进行调查。结果：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Ｒ＝０５２９，Ｐ＜
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婚姻状况、职业状况、付费方式、家庭收入、手术方式、性生活质量为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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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影响因素，其中以性生活质量对生活质量的解释度最大（１６６８％）。结论：ＢＣＳｓ性生活质量越高，其生活
质量水平越高。ＢＣＳｓ的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关系密切，是生活质量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的影响因素之
一。因而临床相关医护人员在诊治乳腺癌患者时，可通过改善其性生活质量来提高其康复期生活质量。

【关键词】　乳腺癌康复期患者；性生活质量；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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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ｗ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Ｒ＝０５２９，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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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ｂ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ＢＣＳ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位列全球女性
肿瘤首位［１２］。在世界范围内，每年约有１３８万新发患者，同时
约有４５９０００名患者死亡［３］。在中国其发病率位居女性癌症的

第一位，死亡率位居第六位，仅２０１１年死亡病例约６０万［４５］。

且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呈快速上升及年轻化趋势［５６］，对女性的

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威胁［６］。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越

来越多的乳腺癌患者得到了早期诊断与治疗，总体生存率明显

提高、生存期明显延长［７８］，成为乳腺癌康复期患者（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ＢＣＳｓ）。目前乳腺癌的５年生存率可达９０％左
右，仅在美国就有超过２９０万的乳腺存活者［８］。国内研究也显

示乳腺癌患者的５年生存率近８０％［９１０］。乳腺癌治疗目的在延

续生命，同时也更加关注患者生活质量［８］。目前有关乳腺癌术

后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１１１２］主要集中在经济状况、医疗付

费方式、婚姻状况和疾病方面的客观因素，以及癌症相关性疲

劳、自我形象紊乱、情绪障碍等心理社会因素［１３１４］，尚未见性生

活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调查 ＢＣＳｓ
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为改善 ＢＣＳｓ生活质量提
供理论支持和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外

科和唐山市人民医院乳腺外科患者，经过患者同意后签署知情

同意书，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纳入标准：①年龄≥２１周岁；②首
次发病；③病理诊断为乳腺癌（０～３ａ）；④处于绝经前期（内分
泌治疗、化疗导致假绝经患者不除外）；⑤接受以手术为主的综
合治疗；⑥出院３个月以上；⑦目前处于无病生存期；⑧疾病诊
断前性生活正常；⑨其性伴侣无性功能异常或相关疾病如前列
腺癌等；⑩有完整认知和行为能力；自愿配合者。排除标准：①
乳腺癌临终；②合并其他严重急慢性疾病者；③无性伴侣者；④
出院后正在接受化疗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①一般资料调查表，用于调研患者一般人口
学资料及疾病相关资料。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职业、文

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收入状况、经济状况、医疗付费方式

等。临床资料：疾病确诊时间、疾病分期、手术术式、病程、治疗

方案、手术时间、内分泌治疗与否与持续时间、化疗与否与疗

程、否有并发症、复发转移情况、月经状况等。②自行开发的乳
腺癌性生活质量问卷用于测定性生活质量，包含２７个条目，５
个维度，性生理 ８个条目；性心理７个条目；性关系５个条目；性
体像４个条目；性认知３个条目。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
是０９２９。５个维度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分别是０５７１～０８６９，
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级评分法进行评分，总分为２７～１３５，得分越高表示
性生活质量越高。③乳腺癌生活质量量表（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ＡＣＴＢ）中文版［１５］用于测定乳腺

癌患者的生活质量，共３６个条目，即生理状况（７条）、社会／家
庭状况（７条）、情感状况（６条）、功能状况（７条）和附加关注（９
条）。分别计算各领域以及总量表得分。该量表为自评量表，

采用５级评分法，总分０分～１４４分，得分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
好；总量表及各维度的重测信度为０７６～０９２，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
数为０５８～０８７。
１２２　调查方法调查人员（主要调查人员：指导教师；辅助调
查人员：课题组成员组成的调查小组。）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
１月以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外科门诊和唐山市人民医院
乳腺外科门诊作为研究场所，对复查、门诊开药、随访等符合条

件的患者进行筛选和调研。因研究问题的敏感性、收集问卷所

需时间长（约３０ｍｉｎ～５０ｍｉｎ）、门诊环境嘈杂等原因，收集问卷
采用纸质版问卷及“问卷星”网络电子问卷等多种方式相结合

方式实施。共发放问卷２４６份，回收２３２份，回收率９４３％，剔
除不合格问卷１３份，有效文件２１９份，有效率８９０％。
１２３　统计学方法　①统计描述：对一般人口学、临床资料描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１４９　　·

述，应用频数、百分率、均值、标准差等方法；②统计推断：相关
关系应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对于两组或多组间连续变量均数
的比较，应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对于两组间非连续变量比较，
应用卡方检验；对于影响因素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２１９例患者的年龄≥２１周岁，年龄（４２４１±６６２）岁；术后
时间（月）（２５４４±３０９）。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被调查者一般人口学资料（ｎ＝２１９）

　　项目 内容 均数 标准差 频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年龄 ４２６１ ６６２

ＢＭＩ ２３７５ ３０９

术后时间（月） ２５４４ ２０１９

民族 汉族 １９３ ８８２ ８８２

少数民族 ２６ １１８ １０００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６３ ２８９ ２８４

高中／中专 ５９ ２６８ ５５７

大专 ５７ ２６０ ８１７

本科及以上 ４０ １８３ １００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１１ ９６３ ９６３

离异 ７ ３３ ９９６

分居 １ ０４ １０００

职业状况 公务员 １４ ６５ ６５

教师 ２４ １１０ １７５

工人 ２２ ９８ ２７２

农民 ２２ ９８ ３７０

自由职业 ６６ ３０５ ６７５

其他 ７１ ３２５ １０００

付费方式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１３１ ５９８ ５９８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３５ １５９ ７５６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３９ １７９ ９３５

其他 １４ ６５ １０００

月收入（家庭） ３０００元以下 ７３ ３３３ ３３３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元 ８９ ４０７ ７４０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４０ １８３ ９２３

１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７ ７８ １０００

月经状况 规律月经 ５４ ２４４ ２４４

未绝经，但不规律 ８５ ３９０ ６３４

非自然绝经 ８０ ３６６ １０００

育有子女 是 １９６ ８９４ ８９４

否 ２３ １０６ １０００

手术方式 保乳 ３８ １７５ １７５

乳房切除 １８１ ８２５ １０００

内分泌治疗 是 １７１ ７８０ ７８０

否 ４８ ２２０ １０００

化疗 是 １９１ ８７４ ８７４

否 ２８ １２６ １０００

规律复查 是 ２０７ ９４７ ９４７

否 １２ ５３ １０００

ＢＣ家族史 是 １６ ７３ ７３

否 ２０３ ９２７ １０００

２２　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性生活质量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生活质量总分

及各维度得分，除性认知与生理状况、附加关注维度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外（Ｐ＞００５），其余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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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的相关系数

生理状况 社会／家庭状况 情感状况 功能状况 附加关注 生活质量总分

性生理 ０３２６ａ ０２７０ａ ０１７０ｂ ０３３０ａ ０４３３ａ ０２９９ａ

性心理 ０２５５ａ ０４８３ａ ０１４３ａ ０３８３ａ ０２２８ ０４０５ａ

性关系 ０２３４ａ ０５３２ａ ０２２３ａ ０４６５ａ ０２８９ｂ ０４８９ａ

性体像 ０３０１ａ ０２６９ａ ０３２８ａ ０４１９ａ ０３６１ａ ０４２５ａ

性认知 ００７３ ０３１４ａ ００３６ ０２９０ａ ００６６ ０２２９ａ

性生活质量总分 ０３７４ａ ０４６５ａ ０３２８ａ ０５０７ａ ０３７０ａ ０５２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相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相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ＢＣＳｓ生活质量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将性生活质量总分由高至低排列，找出上下２７％处分数作

为分界，将性生活质量分为高分组、中分组和低分组。不同文

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付费方式、月收入（家庭）、手术方

式、性生活质量的患者间生活质量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ｎ＝２１９）

项目 人数
生活质量

珋ｘ±ｓ ｔ／Ｆ值 Ｐ值

年龄 ≤４５ １３６ １０９１７±２１７８ ０７１ ０７９２

＞４５ ８３ １０８４４３±１９３５

ＢＭＩ ＜１８５ ４ １０４６７±１０７０ ０３７ ０６９１

１８５～２３９ １２２ １０８０７±２１８６

≥２３９ ９３ １１０１３±１９８３

术后总月数 ３～６ ２５ １０４３４±１８７４ １３１ ００４９ｂ

７～１２ ４１ １０８５０±２０８８

１３～ １５３ １１４２９±２１３２

民族 汉族 １９３ １０８３８±２０６７ １８５ ０１７５

少数民族 ２６ １１４２２±１９６３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６３ １０２４６±２０３８ ４１０ ０００７ａ

高中／中专 ５９ １０８２２±２０５０

大专 ５７ １１４６９±１９５１

本科及以上 ４０ １１１７０±２０４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２１１ １０９４７±２０５４ ４６１ ００３３ｂ

离异或其他 ８ ８７３４±８２４

职业状况 公务员 １５ ９７９６±１９８３ ２４７ ００３４ｂ

教师 ２４ １１２８７±２０４７

工人 ２１ １０８５８±１５０２

农民 ２１ ９９４０±１８８６

自由职业 ６７ １１０８３±２０４６

其他 ７１ １１１７９±２１６５

付费方式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１３１ １１２９９±１９１８ ４７３ ０００３ａ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３５ １０７１６±２１７４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３９ １００２２±１９９０

其他 １４ １０３６９±２４３３

月收入（家庭） ３０００元以下 ７３ １０６１４±２１５３ ２６９ ００４７ｂ

３０００～６０００元 ８９ １１００２±１９４３

６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 ４０ １０６５８±２０７９

１００００元以上 １７ １２０３７±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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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ｎ＝２１９）

项目 人数
生活质量

珋ｘ±ｓ ｔ／Ｆ值 Ｐ值

月经状况 规律月经 ５３ １０３５３±２２８３ ２７８ ００４７ｂ

不规律月经 ８６ １１１８４±１８９９

绝经 ８０ １０９７６±２０２

育有子女 是 １９６ １０８２８±２０６４ ２６６ ０１０４

否 ２３ １１５５２±１９４２

手术方式 保乳 ３８ １００３５±１９５５ ８５３ ０００４ａ

乳房切除 １８１ １１０９０±２０３９

内分泌治疗 是 １７１ １０９９７±１９８９ ３１１ ０７９５

否 ４８ １０２４１±２４６１

化疗 是 １９１ １０８４６±１８８８ １６９ ０７７

否 ２８ １０３２９±２２５８

规律复查 是 ２０７ １０９４１±２０５８ １１５ ０２８５

否 １２ １０２５８±２０７３

性生活质量 低分组 ６０ ９８９９±１８６０ ３５９８ ００００ａ

中分组 ９９ １０５２１±１９５４

高分组 ６０ １２４０５±１４７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相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相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ＢＣＳｓ的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多因素分析
将ＢＣＳｓ的术后总月数、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状况、付费

方式、家庭月收入、月经状况、手术方式、性生活质量作为自变量，

将生活质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结果进入

回归方程式的变量有性生活质量、医疗付费方式、术后总月数、职

业状况、婚姻状况、月经状况，６个变量能联合预测生活质量

３５３％的变异量。就个别变量的解释量来看，以性生活质量的预
测力最佳，为１６６８％，Ｒ２＝０３７４，调整后 Ｒ２＝０３５３。（Ｒ２为回
归平方和与总离差平方和的比值，表示总离差平方和中可以由回

归平方和解释的比例，这一比例越大越好，模型越精确，回归效果

越显著。Ｒ２介于０～１之间，越接近１，回归拟合效果越好，本研
究中的０３５３是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多元逐步回归（Ｎ＝２１９）

　　模型
标准化系数

β 标准误
标准化偏回归系数 ｔ值 Ｐ值

截距 ７４１３２ １２５１７ ５９２３ ００００

性生活质量 ０６１３ ００６７ ０５０７ ９０９７ ００００

医疗付费方式 －４２５７ １２０３ －０２０３ －３５４０ ００００

术后总月数 ０２０１ ００６０ ０１８５ ３３５５ ０００１

职业状况 １６４９ ０７１１ ０１２７ ２３２０ ００２１

婚姻状况 －１９８４２ ８５４３ －０１２９ －２３２３ ００２１

月经状况 ３２９２ １５８１ ０１２３ ２０８２ ００３９

#

　讨论
生活质量是评价 ＢＣＳｓ生理、心理、社会、文化各维度健康

状况的重要指标。性生活质量［１６］为对某一个体的性生理、性心

理以及与性相关的社会功能三方面的客观状态及主观满意度

的综合评估，是生活质量重要的组成部分，与生活质量关系

密切［１７］。

３１　ＢＣＳｓ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Ｒ

＝０５２９，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ＢＣＳｓ性生活质量越
高，其生活质量水平越高，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８２０］。本研

究发现ＢＣＳｓ的性心理、性生理、性关系、性体像、性认知与生活
质量５个维度全部呈正相关（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有研究显示，ＢＣＳｓ中高达５００％ ～７５０％［２１２２］存在持续性功

能障碍，这极大地影响了 ＢＣＳｓ术后的性生理、性心理、社会等
维度健康状况，甚至导致夫妻关系破裂，生活质量降低；保留乳

房与否将直接影响患者的性体像，提升患者及性伴侣对其体像

美或女性美的认可度，并且保留了乳房和（或）乳头，以上将使

夫妻生活质量更高［２０］；２０１２年刘宴伟研究［２３］也显示，疾病分

期、术后时间是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可

能主要是由于疾病分期及术后不同时期的治疗对性心理、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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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关系、性体像、性认知产生影响，进而造成乳腺癌患者生

活质量下降；同时，性认知与生活质量的社会／家庭状况、功能
状况两个维度相关，可能与文化影响造成的认知观念差异有

关，并且还影响了工作、生活、娱乐乃至性生活等；以上皆与本

研究性生活相关维度和生活质量成正相关结果一致。因此医

护人员可以通过干预ＢＣＳｓ的性心理、性生理、性关系、性体像、
性认知来改善性生活质量从而提高其生活质量。

３２　ＢＣＳｓ的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进一步探讨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关系，对可能影响生活质

量因素进行了单因素分析发现：文化程度、性生活质量、医疗付费

方式、术后总月数、职业状况、婚姻状况、月经状况等７项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职业状况、付费方式、
家庭月收入均与ＢＣＳｓ的社会经济地位高低相关。有研究［２４］表

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生活质量也较高。同时以上因素优越的人

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２０１２年刘宴伟研究［２３］显示术后时间

是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乳腺癌性生活质量与夫妻

双方密切相关，因而婚姻状况将直接影响生活质量［２５］。女性提

前闭经和月经不调会间接影响性功能进而影响生活质量［２６］。

进一步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性生活质量、医疗付费

方式、术后总月数、职业状况、婚姻状况、月经状况都影响着ＢＣ
Ｓｓ的生活质量水平，以性生活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可
解释患者生活质量１６６８％的变异度。除性生活质量进入回归
方程外，医疗付费方式、术后总月数、职业状况、婚姻状况、月经

状况等也进入方程，但影响相对较小［２７２８］。

综上所述，ＢＣＳｓ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关系密切，是生活
质量重要组成部分及影响因素。患者性生活质量越高，生活质

量越高，提示临床相关医护人员在诊治乳腺癌患者时，应注意

改善康复期性生活质量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参 考 文 献

［１］　ＳｈａｈＣ，ＡｒｔｈｕｒＤ，ＲｉｕｔｔａＪ，ｅｔａｌ．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ｙｍｐｈｅｄｅｍａ：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Ａｉｄ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ａｎｄ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Ｂｒ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
１８（４）：３５７３６１．

［２］　ＪｅｍａｌＡ，ＢａｒｒｙＦ，ＦｅｒｌａｙＪ，ｅｔａｌ．Ｇｌｏｂ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ａＣａｎｃｅｒＪ
Ｃｌｉｎ，２０１１，６１（２）：６９９０．

［３］　李倩，梅志红等．乳腺癌患者生活质量的调查研究．中国肿瘤临
床与康复，２０１３，２０（１）：３０３３．

［４］　黄哲宙，陈万青等．中国女性乳腺癌的发病和死亡现况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年资料分析报告．肿瘤，２０１２，３２（６）：４３５４３９．

［５］　陈万青，郑荣寿等．中国女性乳腺癌发病死亡和生存状况．中国
肿瘤临床，２０１５，１３（４２）：６６８６７４．

［６］　ＡｎａｙａＲｕｉｚＭ，ＶａｌｌｅｊｏＲｕｉｚＶ，ＦｌｏｒｅｓＭｅｎｄｏｚａＬ，ｅｔａｌ．Ｆｅｍａｌｅ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ｍｅｘｉｃｏ，２０００２０１０．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１５（３）：１４７７１４７９．

［７］　ＷｅｎＬＬＭ，ＨａｉＸＬＭ，ＢｉＹＱ，ｅｔａｌ．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Ｂｒ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０，１６（３）：３３１３３３．

［８］　刘晓倩．乳腺癌术后患者生活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分析．苏州：
苏州大学，２０１６．

［９］　张彦虎，江华，铃木志津枝，等．癌症患者压力应对能力的现状调
查．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０６，４１（１０）：８９８９０１．

［１０］　王启俊，祝伟星，李玲，等．北京市城区居民癌症患者生存率分
析．中国肿瘤，２００１（５）：１７１８．

［１１］　ＺＥＥＢ，ＨＵＡＮＧＣ，ＭＡＫＳ，ｅ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４（４）：２１８２２６．

［１２］　ＬｅｅＭ，ＫｉｍＹＨ，ＪｅｏｎＭＪ．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ｓｏｎｓｅｘｕ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ｙｏｕｎｇｅｒ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ｏｎｃ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４（９）：１０９７１１０３．

［１３］　ＮｅｉｌｓｏｎＨＫ，ＦｒｉｅｄｅｎｒｅｉｃｈＣＭ，ＢｒｏｃｋｔｏｎＮＴ，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ａｒｅａｓｆｏｒｆｕｔｕｒ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ａｎｃｅｒ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ｒｅｖ，２００９，
１８（１）：１１２７．

［１４］　Ｆａｌ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Ｌ，ＪｅｎｋｉｎｓＶ．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ｈｉｐ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ａｒｅｗｅｄｏ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ＪＮａｔ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ｓｔ，２０１５，１０７（１）：
３３５３３５．

［１５］　万崇华，张冬梅，汤学良，等．乳腺癌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ＦＡＣＴＢ）中文版的修订．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０３（５）：２９８３００．

［１６］　ＦａｇｈａｎｉＳ，ＧｈａｆｆａｒｉＦ．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ｔｈｅ
ＰＬＩＳＳＩＴｍｏｄｅｌ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ｐｏｓｔ
ｍａｓｔｅｃｔｏｍｙ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６，
１７（１１）：４８４５４８５１．

［１７］　ＬｏＳＴ，ＫｏｋＷＭ．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ＨｕｍＦｅｒｔｉｌ，２０１６，１９（４）：
２６８２７４．

［１８］　Ｄｉｚｏｎ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ｆｔｅｒ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ｉ
ｔｙ．Ｂｒ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９，１５（５）：５００５０４．

［１９］　ＳａｆａｒｉｎｅｊａｄＭＲ，ＳｈａｆｉｅｉＮ，Ｓａｆａｒｉｎｅｊａｄ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ｉｎ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１ｙｅａｒａｆｔｅｒ
ｌｕｍｐｅｃｔｏｍｙ．Ｐｓｙｃｈｏ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２２（６）：１２４２１２４８．

［２０］　路燕燕．乳腺癌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上海护理，
２０１４（４）：６９７２．

［２１］　ＤｕＪ，ＲｕａｎＸ，ＧｕＭ，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ａｎｄ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ｙｏｕ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ａｓ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ｕｒＪ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Ｒｅｐｒｏ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２０１６，２１（３）：２５９２６３．

［２２］　ＲａｇｇｉｏＧＡ，ＢｕｔｒｙｎＭＬ，ＡｒｉｇｏＤ，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ｉ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Ｐｓｙｃｈｏｌ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４，２９（６）：６３２６５０．

［２３］　刘宴伟，李晓蕊，陈月清，等．乳腺癌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的探讨．中华乳腺病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２（２）：１６２１６７．

［２４］　李荣．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的病耻感及其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济南：山东大学，２０１５．

［２５］　郭桂芳，肖菊青，朴玉粉．乳腺癌手术后患者婚姻质量调查．中华
护理杂志，２００１（４）：１７２１．

［２６］　刘少华，强万敏，陈育红，等．乳腺癌患者术后化疗期间生活质量
影响因素分析．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５（２３）：２１１５２１１８．

［２７］　ＭａｉｏｒｉｎｏＭＩ，ＣｈｉｏｄｉｎｉＰ，ＢｅｌｌａｓｔｅｌｌａＧ，ｅｔ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
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ｗｉｔｈ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２０１６，５４（２）：
３２９３４１．

［２８］　ＤｏｗＪ，ＫｅｎｎｅｄｙＳＬ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ｏｒ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ｔｏｏｌｓ，ａｎｄ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Ｎｕｒｓｉｎｇ，
２０１５，１９（４）：４５６４５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９月　第２７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９ ·１５３　　·

【第一作者简介】苑晓微（１９８１—），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妇科学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４５ ·性人文社会科学·

青少年常见妇科疾病的诊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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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女性婚前性行为年龄的年轻化，未婚妊娠率和人工流产率逐年增加，青少年妇科疾病
的发病率逐渐增高。青少年女性作为一群特殊群体，具有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及其妇科疾病的特殊性，而

非成人妇科的缩影，也使青少年妇科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法不能完全等同与成人。该文对青少年妇科常见

疾病的诊治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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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规定青少年年龄范围为１０岁 ～２４
岁［１］。这个时期的女性不同于生育期女性，对妇科生殖健康的

问题没有充分的了解和足够的重视，妇科疾病却是危害少女健

康的杀手锏，如不能及时正确的诊治，对其身心造成很大的影

响。随着女性婚前性行为年龄的年轻化、未婚妊娠率和人工流

产率逐年增加，青少年妇科疾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青少年常

见妇科疾病包括炎症、月经失调、意外妊娠及计划生育等，虽

然这些病种在生育期较常见，但是在青少年中缺乏疾病的相关

基础研究，故青少年妇科疾病常常被忽视。在临床中需要加强

对女性青少年妇科疾病诊断及治疗的重视，本文对临床常见青

少年妇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

　感染性疾病
回顾近年文献报道，生殖器炎症成为青春期女性发病的首

位。青春期女孩生殖器官还没有发育成熟，性腺轴刚刚启动，

雌激素分泌量相对较少，外阴及阴道的皮肤黏膜比较薄而且没

有弹性，抵抗力比较低，容易受到感染与损伤。外阴阴道离肛

门比较近，容易受到粪便的污染，特别是没有良好的卫生生活

习惯，如不洁净的卫生巾、卫生纸、毛巾、衣物直接接触感染，或

者游泳、洗澡、大便后不清洗会阴部等［２］。近年来，青春期的女

性出现意外怀孕、流产、堕胎、婚前性行为的比率增加［３］等，也

是导致青春期感染性疾病的重要因素。据统计，性伴侣多的女

性患盆腔炎的机会较健康妇女增加５倍，青春期过早性生活者
患盆腔感染性疾病的概率明显增加［４］。据报道，美国青春期妇

科炎症的患病率为２４００％［５］。我国一项关于女中学生妇科疾

病的调查显示：女中学生妇科炎性反应的发病率为 ４１２８％
!

女大学生生殖器炎症发病率占４２５０％，７６８０％生殖器炎症者
有性生活史，６２４０％有人工流产或药物流产史［６］。一项关于

国内在校大学生妇科疾病的研究表明：女大学生婚前性行为数

量增加是引起其妇科炎症发生率增高的重要因素，且有婚前性

行为者妇科炎症疾病患病率明显高于无婚前性行为者［７］。

９０００％输卵管妊娠由于输卵管炎症引起，如下生殖道感染未及
时治疗，引起病菌的上行感染造成输卵管炎，将会影响生育能

力，所以要引起重视。为了减少青春期感染性疾病的发生，诊

治过程中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对于青春期女孩，要及早的进
行必要的性教育，强调过早性行为的危害；②加强保健意识，养
成正确的生活卫生习惯，告知正确的外阴清洗方法；③针对青
春期炎症的诊断，同成年生殖器炎症，治疗上一定要规范，避免

滥用抗生素，无性生活女孩以口服用药为主，切忌治疗不当或

过度治疗。

"

　意外妊娠及人工流产
青少年的性成熟明显提前，性行为年龄也普遍提前，在美

国，１５岁～１９岁女孩中５６００％有性经历，第一次性生活的年
龄是１７岁，法国青少年第一次性生活的年龄也在１７岁［８］，我国

目前缺乏相关文献报道。青少年的妊娠问题日益严重，需引起

关注［９］。如今，９岁孩子做人流、１２岁孩子怀孕等现象已经不
是新闻，据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８０００万意外妊娠，ｌ５００万
年龄在２０岁以下的年轻女性妊娠，其中多是非意愿妊娠，在未
婚妊娠中未采取防护措施者占９４００％，不安全人工流产中有
４０００％发生在１５岁 ～２４岁的青少年［１０１１］。国内一项关于某

校高职大学生性教育状况调查研究显示［１２］，知晓紧急避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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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占 ５９７０％、知晓人工流产知识的占 ４７０９％；只有
５５４７％的学生认为发生性行为时需要采取避孕措施。所以，学
校及医务人员一定要加强对青春期少女进行安全性行为、避孕

方法的宣教。目前青少年常用的终止妊娠的方式与育龄期女

性妊娠一样，妊娠４９天以内可以选择药物人工流产，妊娠十周
内行负压吸引术，妊娠在１０周 ～１４周之间行钳刮术。妊娠１４
周以上行引产。青春期人工流产及引产的风险和并发症高于

成年女性，且人流年龄越小，其危险程度越大。　　
由于青春期女孩缺乏妊娠相关知识及处于害羞心理，发现

妊娠不能及时就诊，导致异位妊娠的误诊率和凶险性也大于成

人，严重影响婚后的生育能力。青春期异位妊娠的诊断参照成

人的诊断，但考虑到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多为未婚未育，做到早

诊断，早治疗显得尤为重要。这一年龄段的女性身体处于发育

期，输卵管卵巢的再修复能力较成人要强，这就要求异位妊娠

手术时要适当放宽保守性手术的指征。此外，从美观的角度考

虑，尽可能地使用微创手术，以免给这部分患者造成生理和心

理上的创伤［１３］。降低青春期妊娠的发生率，除了学校要及时全

面地开展性教育，还要增加青少年的性卫生及避孕知识，懂得

妊娠及人工流产的过程及人工流产的危害、知道妊娠后的正确

处理，同时，要注重妊娠青少年的心理健康［１４］。

#

　月经异常
月经异常是青春期妇科较为常见的疾病。青春期的女孩，

虽然月经初潮，但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不稳定，在月经初潮１年
内，８０００％的月经是无排卵性月经；初潮 ５年内可能仍有约
２０００％ 的月经周期尚无排卵。表现形式为月经周期和经期紊
乱，出血量不定，呈点滴状或大量出血不止［１５］。青春期功血为

常见的月经异常的表现形式，多为无排卵功血。随着生活条件

及饮食习惯的变化，学业压力增加，学习过于紧张，青春期功血

的发病率逐渐增多，随着初潮年龄的提前，青春期功血的年龄

也越来越小。青春期功血的诊断要结合病史、妇科查体、相关

实验室及辅助检查。对于有显著出血病史的患者，建议行血小

板聚集试验来评估是否患有血小板功能障碍相关疾病［１６１７］。

治疗原则包括止血、纠正贫血、调整月经周期，防止复发及预防

远期并发症等。祖国医学在治疗青春期功血方面具有一定优

势，故有学者提出中西药联合取长补短，标本兼治，显著提高功

血的治愈率，降低了复发率［１８］。此外，青春期患者要注重精神

心理因素，减少因大出血引起的恐慌。

多囊卵巢综合症（ＰＣＯＳ）是一种女性内分泌紊乱性疾病，
也是引起月经异常的常见疾病。近年来，国内外已将 ＰＣＯＳ作
为妇科内分泌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外青春期ＰＣＯＳ的发病
率为８３０％～９１３％，国内约５７４％［１９２１］。关于青春期ＰＣＯＳ，
目前国内外尚无公认统一的诊断标准。为了规范青春期 ＰＣＯＳ
的诊治，国内该领域专家们结合国内外相关指南，结合我国的

情况制定了“青春期ＰＣＯＳ的诊治共识”［２２２４］。共识中指出，青
春期ＰＣＯＳ的诊断需包含鹿特丹诊断中的全部３条，同时排除
其他引起高雄激素及排卵障碍的疾病。关于治疗，由于青春期

本身的生理特点，ＰＣＯＳ的许多常见症状与正常青春期表现相
互重叠，这可能会导致ＰＣＯＳ诊断不足或延迟诊断，而把症状忽
视为正常青春期的一部分；相反，过度诊断可能会让未受 ＰＣＯＳ
影响的患者接受治疗。故目前一致的观点是：青春期 ＰＣＯＳ不
急于诊断，但是要积极干预和治疗。要根据患者的主诉、需求

及临床特征等选择规范、个体的治疗方案。在成人 ＰＣＯＳ患者
中的研究证明了减肥在降低雄激素水平和改善月经功能的效

果 ，这些发现与青少年ＰＣＯＳ经历同样处理的小型研究结果一
致 ，因此，改变生活方式也被认为是青春期 ＰＣＯＳ的一线治
疗［２５］。短效口服避孕药仍然为青春期 ＰＣＯＳ患者高雄激素血
症及多毛、痤疮的首选治疗；二甲双胍对于肥胖的青春期 ＰＣＯＳ
及糖耐量减退患者可明显改善糖耐量，同时降低较高的雄激素

水平［２６］。同时要注重青春期少女的心理治疗，必要时给予积极

治疗及专科处理。

$

　子宫内膜异位症
小于２０岁的女性发生子宫内膜异位症称为青春期子宫内

膜异位症（ＥＭｓ）。以周期性和非周期性下腹痛为主，约占
６２６０％，常表现为慢性盆腔痛、痛经、月经不调［２７］。大样本的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６７００％的ＥＭｓ患者２０岁前就开始有痛经
史，２ｌ００％的ＥＭｓ患者在１５岁前就开始有盆腔痛。痛经的发
生与年龄有关，１６岁 ～１８岁为痛经发生的高峰年龄，可达
８２００％。至少１３００％～５１００％的女性有过至少１次因痛经
而不能上班或学生不能上课的经历［１４］。虽然青春期 ＥＭｓ已引
起重视，但目前仍缺乏快速、便捷及无创的诊断方法［２８］。腹腔

镜仍是诊断青春期 ＥＭｓ的金标准。腹腔镜下呈干净的红色血
管样浅表种植最为常见，占８２００％ ～８５００％，在国外，因青春
期女孩性生活年龄较早，故经阴道注水腹腔镜广泛用于青春期

ＥＭｓ的检查［２９］。经腔内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已成为目前诊断

ＥＭｓ最常用的诊断手段，特别是用于鉴别卵巢囊肿，针对无性
生活的青春期ＥＭｓ患者，可通过直肠Ｂ超可达到同样的诊断效
果。青春期ＥＭｓ患者的治疗除了要控制症状、预防复发外，还
要考虑今后生育能力的保护。临床常用治疗药物主要有口服

避孕药、孕激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物（ＧｎＲＨ—ａ）、雌激
素衍生物等［３０］。针对卵巢囊肿的患者，首选腹腔镜手术，术中

注意保护卵巢功能及生育力。

%

　性早熟及青春期发育延迟
有文献报道，在１４岁前的青春期女性疾病中，发育异常占

所有疾病病种的１１８０％，仅次于生殖道感染位居第二位［３１］。

女孩在８岁前呈现第二性征或１０岁前出现月经来潮者临床可
判断为性早熟。按照发病机制分为中枢性性早熟和外周性性

早熟。根据２０１５年《中枢性性早熟诊断与治疗共识》［３２］。中枢
性性早熟诊断标准为：①第二性征提前出现：女孩８岁前，男孩
９岁前出现第二性征发育；②线性生长加速：年生长速率高于正
常儿童；③骨龄超前：骨龄超过实际年龄１岁或１岁以上；④性
腺增大：盆腔Ｂ超显示女孩子宫、卵巢容积增大，且卵巢内可见
多个直径大于４ｍｍ的卵泡；⑤ＨＰＧＡ功能启动，血清促性腺激
素及性激素达青春期水平。并非所有的性早熟都需要治疗，治

疗目标为抑制过早或过快的性发育，改善因骨龄提前而引起的

成年身高问题，同时要关注因性早熟引起的社会及心理问题。

目前国内外普遍采用ＧｎＲＨａ治疗中枢性性早熟，并取得较好临
床效果。文献报道ＧｎＲＨａ长期治疗安全性良好，不影响以后的
卵巢功能及生殖能力，停药后平均１２个月 ～１６个月可出现规
律的月经周期，与正常女孩无显著差异，未见有不孕的报

道［３３３４］。近年，女孩月经初潮年龄及乳房发育的年龄普遍提

前［３５］，单纯性乳房发育多呈自限性，不需治疗，但要定期随访，

单纯月经早初潮亦不需特殊处理［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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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女孩１３岁没有乳房发育，１５岁没有初潮，或乳房发育
后５年仍无月经初潮为发育延迟。女性青春期延迟罕见，最常
见的表现为生长发育不良和月经初潮延迟［３７］。青春期延迟按

病因分３大类：体质性（特发性）青春期延迟、低促性腺激素型
性腺发育不全和高促性腺激素型性腺发育不全或不发育［３８］。

体质性青春延迟原则上不需要特殊处理，多数自然会开始正常

的青春发育过程。许多功能性的促性腺激素低下是可以纠正

和调整的，如通过改善营养状况，增加体重；小剂量雌激素治疗

的目的是为了模拟卵巢雌二醇分泌的正常模式，以诱导第二性

征的发育。青春期发育延迟会导致女孩自信心和自尊心不足，

也会给她们的家庭产生一定的压力，所以要重视心理治疗。

目前，我国处于青春发育期的青少年（１０岁～２４岁）约有３
亿以上，约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４。每年有２０００万青少年学生进
入性成熟期［３９］。青少年女性生殖健康关系到家庭及社会的和

谐及进步，越来越受到妇科临床医生的重视。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０８
年，杨冬梓、石一复教授主编第一版和第二版《小儿与青春期妇

科学》，２００６年郎景和、向阳教授主译《儿童青少年妇科学》，
２０１１年郎景和教授主编《青少年妇科学》［４０］。这些专业书籍的
编写，为临床青少年女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

青少年女性作为一群特殊群体，具有特殊的生理、心理特点及

其妇科疾病的特殊性，而非成人妇科的缩影，也使青少年妇科

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法不能等同与成人。而少女意外妊娠、计

划生育、性传播疾病及性暴力导致的生殖器官损伤、心理创伤

等等又与社会文明等密切相关，更应引起临床医生的重视［４１］。

我们妇产科医生要充分了解青少年妇科疾病的诊治特点，为这

一群体提供专业的服务，治疗疾病的同时，医生还要重视心理

治疗及患者隐私的保护，加强性生殖健康知识的宣传及疾病的

防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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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ＤｅｖＢｅｈａｖ，２０１５，４８：５３９２．

［３６］　ＫａｐｌｏｗｉｔｚＰＢ．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ｂｅｒｔｙ．ＣｕｒｒＯｐｉｎＥｎ
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Ｏｂｅｓ，２００９，１５（５）：３１３６．

［３７］　秦贵军，杜培洁．青春发育异常的分类和诊断．临床内科杂志，
２０１４，３１（６）：３６５３６７．

［３８］　陈晓莉，杨冬梓．原发性闭经与青春期延迟的识别．实用妇产科
杂志，２０１４，３（５）：３２５３２８．

［３９］　褚迎琳，曹阳，张敏，等．吉林市初、高中学生性教育现状的调查
研究．中国伤残医学，２０１４，２２（１３）：３０８３０９．

［４０］　石一复．重视小二妇科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国际妇产科学杂志，
２０１５，４２（１）：７８．

［４１］　孙思伟，李英华，聂雪琼等．女性校外青少年生殖健康现状及影
响因素分析．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２０１３，７（３）：１５１１５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４２６）

【基金项目】２０１５年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项目（２０１５５１０７０１ＰＹＤ０１４Ａ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王毅（１９６４—），男，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性病艾滋病防治
△【通讯作者】王毅（１９６４—），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ｗｙｙ６９６７８＠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０９．０４６ ·性人文社会科学·

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交友目的及关联因素分析
王毅１△　李六林１　樊静２　赵西和１　王晓丽３　杜婵娟４　刘江５　杨干金６　李伟７　贾秀伟８

　王洪明９　任延飞１０　廖平１１

１绵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２绵阳同志关爱小组，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３绵阳市涪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４绵阳市游仙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５江油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７００
６三台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１００
７绵阳市安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２６５０
８北川羌族自治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２７５０
９梓潼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２１５０
１０盐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６００
１１平武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四川 绵阳 ６２２５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交友目的，分析关联因素。
方法：采用滚雪球抽样法，对四川省绵阳市ＭＳＭ进行匿名行为学调查及血清学检测。结果：合格调查１１４０
人，交友最主要目的为寻找性伴（占比３０８％）、寻求慰藉（占比１５５％）、其他（占比５３７％），不同交友目
的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阳性率分别为７７％、１０７％和３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多因素分析结果，不同交友目的有独立统计学关联的变量：寻找性伴与其他比：婚姻状况、社
区朋友数、艾滋病知识、近６个月肛交数、近１周肛交数、公园型性伴；寻求慰藉与其他比：年龄、婚姻状况、艾
滋病知识、近１年做过ＨＩＶ检测、近６个月肛交数、公园型性伴；寻求慰藉与寻找性伴比：年龄、社区朋友数、
异地性行为、近１周肛交数、公园型性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５）。结论：ＭＳＭ交友趋于以性为
中心，交友目的与人口学特征、性行为相关联，以寻找性伴、寻求慰藉为目的者ＨＩＶ感染和传播风险较大。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者；交友；目的；关联因素；艾滋病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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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ｉｎ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ＡＮＧＹｉ１，ＬＩＬｉｕｌｉｎ１，ＦＡＮＪｉｎｇ２，ＺＨＡＯＸｉｈｅ１，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３，ＤＵＣｈａｎｊｕａｎ４，ＬＩＵＪｉａｎｇ５，ＹＡＮＧＧａｎｊｉｎ６，ＬＩ
Ｗｅｉ７，ＪＩＡＸｉｕｗｅｉ８，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ｍｉｎｇ９，ＲＥＮＹａｎｆｅｉ１０，ＬＩＡＯＰｉｎｇ１１．１．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ＧａｙＬｏｖｅＧｒｏｕｐ，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３．Ｆｕ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４．Ｙｏｕｘ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５．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７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６．Ｓａｎｔａｉ
Ｃｏｕｎ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１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７．Ａｎｚｈｏｕ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２６５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８．ＢｅｉｃｈｕａｎＣｏｕｎ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２７５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９．Ｚｉｔｏ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２１５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０．Ｙａｎｔ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６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１１．ＰｉｎｇｗｕＣｏｕｎ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Ｄｉｓ
ｅａ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２５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ＭＳＭ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ｗｅｒｅ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ｂｙＳｎｏｗｂａｌｌ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ｓａｎｄ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１４０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ｐｅｏ
ｐｌ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ｗｅｒｅ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ｅ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３０．８％），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ｏｌａｃｅ（１５．５％）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５３．７％）．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ＩＶａｍｏｎｇＭＳＭ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ｗｅｒｅ７．７％，１０．７％ ａｎｄ３．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ａｃ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
ｐｏｓｅｈａｄ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ＦｏｒＭＳＭａｉｍｅ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ｅｘ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ｅ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ｆｒｉｅｎｄ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ＡＩＤ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
ｓｉｘ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ｗｅｅｋ，ｐａｒｋｔｙｐ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ＦｏｒＭＳＭ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ｏｌａ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ｓ，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ｗｅｒｅａｇ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ＡＩＤ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ＨＩＶｔｅｓ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ｙｅａｒ，ａ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
ｐａｓ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ｐａｒｋｔｙｐｅ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ＦｏｒＭＳＭ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ｏｌａ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ｅ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ｅｒｅａｇ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ｉｅｎｄｓ，ｏｆｆｓｉｔ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ａｌ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ｎｌａｓｔｗｅｅｋａｎｄｐａｒｋｔｙｐｅ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ｌｌ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ＳＭｄａｔｉｎｇｔｅｎｄｓｔｏｂ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ｄａｔｉｎｇ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ｄｅｍ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ａｍｏｎｇ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ｓｏｌａ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Ｄａｔｉｎｇ；Ｐｕｒｐ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ＡＩＤＳ

　　我国男男性行为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多性
伴、无保护性行为普遍，加速了艾滋病在该人群传播［１４］。我国

ＭＳＭ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率维
持较高水平，近年上升趋势显著［５６］，成为防治工作的难点和重

点。由于社会环境及亚文化特征，ＭＳＭ活跃性强，社群交往相
对密切，在其诸多需求中，寻找新的朋友是其最基本需求，其他

许多需求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７］，认识社区新朋友，扩大活

动范畴，成为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带来诸多社会问题和防

治挑战。了解ＭＳＭ交友的主要目的，分析关联因素，对指导防
治工作具有积极意义，但国内尚未查见相关报道。２０１６年２月
１１月，四川省绵阳市进行了相关研究，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过去１年内在绵阳市辖区居住的有过与其他男性口交或肛
交性行为的男性。参加调查人员全部签订知情同意书，自愿参

加行为学调查和血清学检测。

１２　方法
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采用“滚雪球”抽样法进行横

断面调查。由被调查者匿名自行填写问卷。每位被调查者现

场采集静脉血５ｍｌ，进行 ＨＩＶ、梅毒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
ＴＰ）检测。主要调查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社区朋友数、交

友目的、性行为等内容。全部正确回答国家ＭＳＭ艾滋病哨点监
测８道题［８］为知晓。认识当地ＭＳＭ朋友人数为ＭＳＭ社区朋友
数，交友目的指结交ＭＳＭ社区朋友的最主要目的。近６个月肛
交人数≥２人为多性伴，近１周肛交次数≥２次为高频率，近６
个月男性肛交每次使用安全套为有保护性。

由经统一培训的ＭＳＭ社区组织志愿者负责人员招募和现
场问卷调查，绵阳市及１０个县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技术支
持、质量控制、血样采集及实验室检测。完成问卷由督导员现

场审核，制定并遵守信息保密措施。ＨＩＶ抗体筛查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阳性标本
进行蛋白印迹法确证。ＴＰ抗体筛查首先使用ＥＬＩＳＡ检测，用梅
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进行阳性复查，二者呈阳性定义为

梅毒感染。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库建立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数据分析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计数资

料统计描述用率或比，关联因素单因素分析用 χ２检验，多因素
分析用多项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假设检验的检验水准为 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总计招募调查 １２０８人，去除不合格问卷 ６８份，合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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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４％。年龄范围１５岁～７２岁，中位数２５岁。高中及以上文化
占８３６％（９５０／１１３７），缺失３人；未婚占７８９％（８９９／１１４０）；同性
恋占８９０％（１０１０／１１３５），拒答５人；本省户籍占９５６％（１０９０／
１１４０）；近６个月有男性肛交８８１％（１００４／１１３９），拒答１人；近６
个月肛交有保护性７４３％（７４１／９９７），拒答或缺失７人。
２２　社区朋友数及交友主要目的

调查对象社区朋友中位数１０人（０人 ～９９人）。交友最主
要目的：寻找性伴 ３０８％（３５１／１１４０）、寻求慰藉 １５５（１７７／
１１４０）、其他５３７％（６１２／１１４０），“其他”包括：扩大人脉１０６％
（１２１／１１４０）、交流信息７９％（９０／１１４０）、增进感情２９６％（３３７／
１１４０）、自我充实５６％（６４／１１４０）。
２３　不同交友目的ＨＩＶ、梅毒检测结果

ＨＩＶ检测１１４０人，确证阳性率６１％（７０／１１４０）；梅毒检测
８１９人（个别地区未检测），阳性率６８％（５６／８１９）。交友最主

要目的为寻找性伴、寻求慰藉、其他 ＨＩＶ阳性率分别为７７％
（２７／３５１）、１０７％（１９／１１７）、３９％（２４／６１２），梅毒阳性率分别
为１０１％（２６／２５８）、５３％（７／１３１）、５３％（２３／２３０），分别有 χ２

＝１３１７６、６２０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ＨＩＶ确证
阳性率两两相比：其他与寻找性伴、寻求慰藉比 χ２＝６３２４、
１２３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寻找性伴与寻求慰
藉比 χ２＝１３６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梅毒阳性率两
两相比：寻找性伴与其他比χ２＝５４５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寻求慰藉与寻找性伴、其他比χ２＝２５０８、００００，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
２４　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与交友目的的关系

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性取向、社区朋友数、艾滋病知

识、近１年做过ＨＩＶ检测与交友目的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ＭＳＭ不同交友目的其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识比较 ［ｎ（％）］

　　　因素
寻找性伴

ｎ＝３５１
寻找慰藉

ｎ＝１７７
其他

ｎ＝６１２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０ １２８（５６４） １３２（７４６） ４５９（７５０） ３９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３０ １５３（４３６） ４５（２５４） １５３（２５０）

文化程度ａ

　初中及以下 ７３（２１０） ４２（２３７） ７２（１１８） ２１７９０ ＜０００１

　高中及以上 ２７５（７９０） １３５（７６３） ４５０（８８２）

婚姻状况

　未婚 ２３８（６７８） １３３（７５１） ５２８（８６３） ４３７３５ ＜０００１

　已婚ｂ １１３（３２２） ４４（２４９） ８４（１３７）

性取向ａ

　同性恋 ３０２（８６３） １４５（８１９） ５６３（９２６） １９７１６ ＜０００１

　双性恋及其他 ４８（１３７） ３２（１８１） ４５（７４）

户籍

　本省 ３３２（９４６） １６５（９３２） ５９３（９６９） ５６８９ ００５８

　外省 １９（５４） １２（６８） １９（３１）

社区朋友数（人）ａ

　 ＜５ ２７（８１） ２１（１２９） ８３（１４４） ７８４２ ００２０

　≥５ ３０６（９１９） １４２（８７１） ４９４（８５６）

艾滋病知识ａ

　知晓 ２４２（８４９） １００（７５２） ３８７（９０４） ２０３２７ ＜０００１

　不知晓 ４３（１５１） ３３（２４８） ４１（９１）

近１年做过ＨＩＶ检测ａ

　是 ２３７（７８４） １２６（７２４） ４９３（８１１） ６１９１ ００４５

　否 ７５（２１６） ４８（２７６） １１５（１８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存在缺失或拒答，总人数＜１１４０人；标有“ｂ”项表示，包括在婚、离异／丧偶的人数

２５　性行为与交友目的的关系
近６个月异性性行为、肛交数、异地性行为，近１周肛交数，

酒吧型、公园型性伴与交友目的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６　多因素分析

以交友目的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 Ｐ＜０１，并结合专业

选择自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结果与 ＭＳＭ交友目的有独立统
计学关联的变量：寻找性伴与其他比：婚姻状况、社区朋友数、

艾滋病知识、近６个月肛交数、近１周肛交数、公园型性伴；寻求
慰藉与其他比：年龄、婚姻状况、艾滋病知识、近１年做过 ＨＩＶ
检测、近 ６个月肛交数、公园型性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均以最后分类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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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ＭＳＭ不同交友目的其性行为比较 ［ｎ（％）］

　　　因素ａ
寻找性伴

ｎ＝３５１
寻找慰藉

ｎ＝１７７
其他

ｎ＝６１２
χ２值 Ｐ值

近６个月肛交

　有 ３１２（８８９） １５１（８５３） ５４１（８８５） １６４０ ０４４１

　无 ３９（１１１） ２６（１４７） ７０（１１５）

近６个月商业性行为

　有 　４（１３） 　０（００） 　９（１７） ４４３８ｂ ０１０９

　无 ３０８（９８７） １５０（１０００） ５３２（９８３）

近６个月异性性行为

　有 ６３（１７９） １９（１０７） ４１（６７） ２９１３４ ＜０００１

　无 ２８８（８２１） １５８（８９３） ５６９（９３３）

近６个月肛交保护性

　有 ２２８（７３５） １０８（７２５） ４０５（７５３） ０６１９ ０７３４

　无 ８２（２６５） ４１（２７５） １３３（２４７）

近６个月肛交数（人）

　１ ７０（２３４） ４０（２８２） ２６９（５２１） ７４３９７ ＜０００１

　≥２ ２２９（７６６） １０２（７１８） ２４７（４７９）

近１周肛交数（次）

　≤１ ２３２（８００） ９５（６９３） ３８３（７６３） ７０５１ ００２９

　≥２ ５８（２００） ４４（３１７） １１９（２３７）

异地性行为

　否 ３０２（９５６） １４３（８９９） ５３０（９４１） ５９８０ ００５０

　是 １４（４４） １６（１０１） ３３（５９）

酒吧型性伴

　是 ３３（１０１） ２５（１４８） ３３（５７） １５７９４ ＜０００１

　否 ２９５（８９９） １４４（８５２） ５５０（９４３）

浴室型性伴

　是 　４（１２） 　４（２４） 　４（０７） ３４１９ ０１８１

　否 ３２４（９８２） １５６（９７６） ５７９（９９３）

公园型性伴

　是 １７（５２） ２３（１３６） ３３（５７） １４９９３ ０００１

　否 ３１１（９４８） １４６（８６４） ５５０（９４３）

网络型性伴

　是 ２９１（８８７） １５５（９１７） ５３１（９１１） １７２１ ０４２３

　否 ３７（１１３） １４（８３） ５２（８９）

家庭型性伴

　是 ８０（２４４） ４８（２８４） １３２（２２６） ２４０５ ０３００

　否 ２４８（７５６） １２１（７１６） ４５１（７７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各因素均存在无此行为、缺失或拒答，总人数＜１１４０例；标有“ｂ”项表示，似然比卡方

　　寻求慰藉与寻找性伴比：年龄［Ｗａｌｄχ２＝６９５６，比值比
（ＯＲ）＝３０１０，ＯＲ９５％可信区间（ＣＩ）：１２３７～６８２７］、社区朋
友数 ［Ｗａｌｄχ２ ＝９６００，ＯＲ ＝４６２８，ＯＲ９５％ ＣＩ：１７５６～
１２２００］、异地性行为［Ｗａｌｄχ２＝９３９０，ＯＲ ＝０２０２，ＯＲ９５％
ＣＩ：００７２～０５６２］、近１周肛交数［Ｗａｌｄχ２＝６８１０，ＯＲ＝０４６４，
ＯＲ９５％ ＣＩ：０２６１～０８２６］、公园型性伴［Ｗａｌｄχ２＝２４４３２，ＯＲ
＝１２５５７，ＯＲ９５％ ＣＩ：４６０４～３４２４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
#

　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寻找性伴占 ＭＳＭ交友目的比例最高。性

是人的本能，其作为人体自身表达方式，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

内容之一［９］，当机体需求得不到满足，其内部就会处于紧张状

态，促使机体作出反应［１０］。由于社会等多种因素，我国ＭＳＭ缺
乏以婚姻为基础的固定性伴关系，同性固定伴侣忠诚度低，维

持时间较短［１１１２］，性的满足存在众多不确定性和需付出更多努

力，性的追求成为生活重要内容和交友最主要目的。同时结果

表明，ＭＳＭ社区朋友中位数１０人，≥５人者交友更倾向寻找性
伴，提示ＭＳＭ社群交往密切，更趋于以性为中心。

多因素分析结果，以寻找性伴为交友目的 ＭＳＭ已婚、近６
个月多性伴可能性更大。由于传统文化等影响，我国ＭＳ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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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较高，婚姻关系未能有效降低同性的吸引，双向性行为普

遍［１３］，同性性行为仍是重要性满足方式。但其年龄较大，受婚

姻、家庭、经济、精力和社会道德等影响，社群竞争力下降，寻找

固定性伴相对困难，偶然性伴为主体［１４］，性数量相对较多。结

果显示，以寻求慰藉为最主要交友目的者年龄 ＜３０岁、已婚、高
频率肛交、公园型性伴比例较高。研究表明，ＭＳＭ面对挫折和
困难总体能理智针对问题积极主动应对［１５］。这部分ＭＳＭ年龄

相对较小，虽已婚，受婚姻家庭关系和个人信息敏感等影响，面

对诸多压力，寻求社区朋友支持成为最好的自我慰藉。但ＭＳＭ
性格趋于外向和情绪不稳定，压力过大或过于持久易产生急性

心理应激［７，１６］，受心理应激效应驱使，这种慰藉不仅是心理上，

或许性的发泄成为自我抚慰的重要方式；而公园型 ＭＳＭ活动
场所为其提供了直接、快捷的交友平台，成为释放压力、寻求慰

藉的便捷途径。

表３　ＭＳＭ交友目的关联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交友目的 　　　　　变量（赋值） β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９５％ＣＩ）值

寻找性伴 婚姻状况（１＝未婚，２＝已婚） －１９９１ ０３０３ １３６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２３７（０１８０～０５９２）

社区朋友数（人）（１＝＜５，２＝≥５） －１０８４ ０４２７ ６５４４ ００１１ ０３３８（０１４６～０７８０）

艾滋病知识（１＝知晓，２＝不知晓） －０８２０ ０３２７ ６３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４４０（０２３２～０８３５）

近６个月肛交数（人）（１＝１，２＝≥２） －１０４０ ０２２４ ３９４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２４５（０１５８～０３８１）

近１周肛交数（次）（１＝１，２＝≥２） ０４９１ ０２３３ ４４３２ ００３５ １６３４（１０３４～２５８２）

公园型寻找性伴（１＝是，２＝否） －１２７２ ０４９４ ６６１７ ００１０ ０２８０（０１０６～０７３９）

寻求慰藉 年龄（岁）（１＝＜３０，２＝≥３０） １１０４ ０４１８ ６９９４ ０００８ ３０１７（１３３１～６８３９）

婚姻状况（１＝未婚，２＝已婚） －１５ ０４４０ ９７６２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３（０１０７～０５９９）

艾滋病病知识（１＝知晓，２＝不知晓） －１０９９ ０３７２ ８７３５ ０００３ ０３３３（０１６１～０６９１）

近１年做过ＨＩＶ检测（１＝是，２＝否） －０７３７ ０３１１ ５５９４ ００１８ ０４７９（０２６０～０８８１）

近６个月肛交数（人）（１＝１，２＝≥２） －１３８８ ０３３２ １８６３３ ＜０００１ ０２５０（０１３３～０４６９）

公园型性伴（１＝是，２＝否） １２５８ ０３７４ １１２９８ ０００１ ３５２０（１６９０～７３３２）

　　结果表明，交友最主要目的为寻找性伴、寻求慰藉 ＭＳＭ艾
滋病知识知晓率，寻求慰藉者近１年做过 ＨＩＶ检测比例较低，
单因素分析二者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比例较高。文化程度是

知识知晓、定期检测的促进因素［１７１８］，其较低文化水平一定程

度制约了知识知晓和检测必要性认知。同时其 ＨＩＶ感染率较
高，尤其是寻求慰藉者达１０７％。虽然肛交保护性无差异，但
整体安全套使用率不高，潜在有风险行为增大了 ＨＩＶ感染危
险；同时ＨＩＶ定期检测水平较低，影响了感染早期发现和传染
源及时控制，ＨＩＶ流行的媒介作用明显。

ＭＳＭ社群活跃性强，交友的性驱使明显，艾滋病防治中应针
对不同交友目的ＭＳＭ人口学及性行为特征，扩大同伴教育的数
量和质量，提高在不同朋友圈的植入；同时加强寻求慰藉的交友

入口———ＭＳＭ活动公园的干预力度，增强前沿场所防治覆盖，减
少寻求慰藉可能产生的性行为盲动带来的ＨＩＶ感染风险。

参 考 文 献

［１］　蔡于茂，宋亚娟，洪福昌．深圳市男男性行为者肛交多性伴行为
特征及影响因素．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６，２２（１２）：９７８９８１．

［２］　王毅，李六林，樊静，等．绵阳市２０１４年 ＭＳＭ艾滋病知识和行为
特征及性行为保护性影响因素．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２３（９）：
１０５２１０５５．

［３］　姜袁，张昭，窦亚兰，等．新疆地区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自愿咨
询检测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的调查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
（２）：１４８１５２．

［４］　ＷｕＺ．ＨＩＶａｍｄＳＴＩｒｉｓｋ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Ｌａｎｃｅｔ
Ｇｌｏｂ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６，４（１）：２３．

［５］　ＷａｎｇＹ，ＨｕａｎｇＹ，ＣｈｅｎＨ，ｅ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ｏｆＨＩＶ
ａｎｄ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ｈｏｒｔｏｆ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ｉｎ
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ｏｖｅｒａ３６ｍｏｎｔｈｐｅｒｉｏｄ．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５，１２
（６）：５４６５５５．

［６］　葛琳，李东民，李培龙，等．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中国艾滋病哨点监测人
群ＨＩＶ、梅毒和 ＨＣＶ感染状况分析．疾病监测，２０１７，３２（２）：１１１
１１７．

［７］　童戈．艾滋病防治工具书 ＭＳＭ人群干预．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０５：１５２０．

［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全国艾滋病
哨点监测实施方案操作手册．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
艾滋病防治中心，２０１７．

［９］　百度百科．性年龄．［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６／１４］，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ｉｔｅｍ／．

［１０］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４４８８．
［１１］　王毅，李六林，樊静，等．有同性固定性伴侣男男性行为者非专一

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３，１７（１２）：
１０２５１０２９．

［１２］　王毅，李六林，张光贵，等．男男性行为者同性固定性伴侣及维持
时间影响因素分析．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４，４１（１）：７２７５，８０．

［１３］　朱仁敏，韩从明，汪道发，等．铜陵市男男性行为人群高危行为和
性病艾滋病感染现状调查．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６，２０（１２）：
１２３６１２３９．

［１４］　党静，刘淑君，刘丽花，等．石家庄市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偶然同性
性行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２０１６，３２（１）：７００７０３．

［１５］　王毅，李六林，樊静，等．男男性行为人群应对方式现状及与人口
学特征的关系．中国病毒病杂志，２０１６，６（５）：３５１３５５．

［１６］　王毅，李六林，樊静，等．男男性行为者的人格特征、自尊及社会
支持的关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５，２９（６）：４７６４８０．

［１７］　杨永平，李晓霞，蔡文德，等．深圳市龙岗区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
防治知识知晓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华南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４２（５）：
４４３４４６．

［１８］　杨美霞，李申生，黄文鸳，等．上海市城区 ＭＳＭ的 ＨＩＶ抗体检测
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４，２０（１１）：８３９８４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１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