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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弱精子症约占男性不育症的２０％，其发病原因复杂，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存在多种假
说，而精子氧化应激损伤学说是近年来提出的弱精子症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从氧化应激因子可以严重影响精子活力，可以对精子形成广泛损伤；生殖细胞内存在清除多余氧自由

基的抗氧化剂，自然界也广泛存在类似抗氧化剂等方面进行了综述。目前，精子氧化应激损伤学说尚处于

起步阶段，仍然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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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国先后实施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但
是全国总和生育率（ＴＦＲ）仍然呈现出逐年缓慢下降的趋势。造
成二胎政策遇冷、生育率趋低的原因，除了观念、心理、经济和社

会等方面的客观因素之外，男性不育症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具体表现为男性精液质量和整体生育能力逐步下降。据统计

数据显示［１］，男性不育症患者中，约有两成是由于精子活动能

力下降引起的弱精子症（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所致。
!

　弱精子症的定义与发病原因
按照ＷＨＯ的定义，弱精子症是指患者有正常的精子浓度，

但精子活动力下降，即射精后１ｈ内，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ＰＲ）
少于３２％或精子总活力（ＰＲ＋ＮＰ）少于４０％［２］。临床上又称

精子无力症，或称精子活力低下症。从定义可以看出，弱精子症

的本质是精子活动力下降。弱精子症常与其他精液异常症同

时出现，临床上往往总称为少弱畸形精子症。其病因较为复杂，

既可能与感染、内分泌激素水平、精索静脉曲张、遗传及先天性

不足、免疫因素及其他因素，如微量元素缺乏等有关，也可能与

不良生活习惯、心理压力过大等生活因素有关，同时还可能与

污染加剧等环境因素有关［３５］。

１．１　感染因素
精子由睾丸生产，在附睾中成熟和贮存，睾丸和附睾结构

和功能正常是精子形态和功能成熟以及运动能力和受精能力

形成的必备条件。当性腺和附属性腺如前列腺、精囊及尿道球

腺受到微生物侵袭，必然导致其结构和功能异常，进而影响到精

子产生和成熟以及获得能力的环境，导致弱精子症。有关文献

显示［６８］，在男性不育症患者中，非淋菌性尿道炎的发病率相对

较高。

１．２　内分泌因素
男子正常的生精功能不仅需要有正常的生殖腺体—性腺

和附属性腺参与调节，分泌激素的性腺轴—下丘脑—垂体—性

腺激素调节轴的功能也必须正常。这一性腺轴中任何一个环节

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精子的生成和活动能力，因此激素分泌和

调节功能是弱精子症患者的必查项目［２］。

１．３　精索静脉曲张
阴囊的温度比人体内部大约低２～４℃，正常睾丸处于低温

环境之中，才能生成正常的精子。精索静脉发生曲张后，曲张的

静脉内必然出现血液淤积，这往往导致２个明显的结果：一是睾
丸局部温度增高，二是促使血管活性物质增加。这２种病理结
果都可能使睾丸的生精环境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精子活动力下

降［９］。精索静脉曲张导致弱精子症的病因较为复杂，从临床研

究结果来看，精液的质量与精索静脉曲张的程度并不成正向比

例，其确切发病机制仍然不是十分明确［１０］。

１．４　遗传和先天性不足因素
有关研究证实［１１］，常染色体异常和先天发育不足，如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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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天性不发育、发育不全或者隐睾等，都可能导致弱精子症甚

至少弱畸形精子症。

１．５　免疫因素
正常精浆中含有起免疫保护作用的细胞因子，这些免疫因

子的存在和正常发挥作用有利于精子的发生、生长和成熟。当

机体受到损害，如血睾屏障受损，“外侵物”（即正常情况下不出

现的物质）入侵，基于免疫应答反应，机体就会产生抗精子抗

体，进而影响精子的生成和活动力［１２］。

１．６　其他因素
比如，睾丸被病理的鞘膜积液包绕，可以导致睾丸局部温

度升高，从而破坏睾丸正常的生精功能环境，引起弱精子症。精

液中有多种微量元素，研究证实，其中的钙（Ｃａ）、镁（Ｍｇ）、铜
（Ｃｕ）、锌（Ｚｎ）和铁（Ｆｅ）等与男性性功能、性激素水平和生殖系
统发育密切相关，微量元素缺乏或代谢紊乱均可以导致男性不

育症［１３］。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如长期暴露在Ｘ射线、热辐射、化
学毒品等污染的环境中，以及食品卫生、吸烟饮酒等不良生活

习惯，也是造成男性不育症患者增加的影响因素［１４］。此外，肥

胖和一些药物如某些抗高血压药物的应用等，也是引起弱精子

症的部分原因。

一般来说［１５］，正常成年男性每次射出上亿个精子，但对精

子来说，从男性精囊射出到达女性输卵管与卵子结合形成受精

卵犹如马拉松比赛，只有１‰的精子能够穿透宫颈通道，而达到
卵子周围的精子数量仅有几十个，最后只有一个“冠军精子”与

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正常的授精过程需要精子有正常的结

构和功能，需要精子有很强的活动力。精子活动力低下必然影

响受孕成功率和生育质量。

"

　生殖细胞内活性氧簇过量产生会破坏精子和精浆的抗氧化
防御系统

　　对于弱精子症，目前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楚，存在多种假
说，而精子氧化应激损伤学说是近年来提出的弱精子症发生的

重要机制之一，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生殖细胞内活性氧

簇（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ＲＯＳ）是机体新陈代谢产生的具有强
氧化能力的活性物质的统称，其含量与精子的活动力密切相

关。人类精子中产生的ＲＯＳ主要为 Ｏ２，通过歧化反应可以产
生过氧化氢（Ｈ２Ｏ２），其浓度对精子活动力的作用机制体现在正
反２个方面［１６］。一方面，生理水平的 ＲＯＳ在细胞信号转导、激
素产生、精子获能、顶体反应和精子运动能力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各种理化因素的作用下，ＲＯＳ过量产生会
破坏精子和精浆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发生氧化应激反应（ｏｘｉｄａ
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ＯＳ），进而损伤精子的结构和功能，特别是会造成线
粒体膜损伤，以及精子ＤＮＡ损伤等。
２．１　对精子膜的损伤

ＲＯＳ刺激导致精子膜上的多聚不饱和脂肪酸（ＰＵＰＡ）异常
代谢产生大量脂类过氧化物（ＬＰＯ）和终产物丙二醛（ＭＤＡ），这
些代谢产物使精子膜的流动性、完整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最终导致精子活率和活动力下降，从而影响精子授精能

力［１７１８］。终末产物ＭＤＡ是脂质过氧化损伤严重程度的指标，
目前临床上大多通过检测丙二醛来了解 ＲＯＳ的浓度和细胞受
氧化应激损伤的程度。

２．２　对精子ＤＮＡ的损伤
一般来说，ＲＯＳ可以通过２种途径影响ＤＮＡ。一种是脂质

过氧化作用影响ＤＮＡ，另一种是 ＲＯＳ与 ＤＮＡ的亲核基团发生
碱基反应，使 ＤＮＡ链聚集，改变 ＤＮＡ正常结构，损伤精子核
ＤＮＡ的完整性，最终影响机体内酶促抗氧化剂基因表达减少，
从而减弱机体的抗氧化能力。同时，精子ＤＮＡ损伤所产生的畸
形精子也会导致ＲＯＳ，形成恶性循环。国内学者［１９］研究发现，

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精液中 ＲＯＳ及８羟基脱氧鸟（８ｈｙｄｒｏｘｙ
２′ｄｅｏｘｙｇｕａｎｏｓｉｎｅ，８ＯＨｄＧ）浓度水平要比精液正常者显著增
高。

２．３　对精子线粒体的损伤
精子运动的能量源泉来自正常的线粒体功能。过量的

ＲＯＳ对线粒体的损伤主要体现在２个方面：一是影响线粒体膜
上呼吸链和产生三磷酸腺苷（ＡＴＰ）酶系的正常功能（呼吸链解
偶联），造成ＡＴＰ合成减少，从而降低精子活动力，甚至导致精
子活动力丧失；二是导致线粒体脱落、数量减少，细胞色素 Ｃ等
促凋亡因子从受损的线粒体膜释放，进而激活一系列的酶促级

联反应，引起细胞坏死或者凋亡，最终引发弱精子症［２０］。因此，

如何清除过量ＲＯＳ、保护线粒体功能，对于保护精子活力、增加
精子数量至关重要。

#

　生殖细胞内活性氧簇的清除方法
精液中缺少有活性的精子是导致男性生育能力降低的主

要原因。有效清除生殖细胞内的 ＲＯＳ、优化精子质量、增加有
活力精子的数量，是治疗弱精子症的核心环节，也是目前临床研

究的重点。

３．１　精液中抗氧化系统清涂ＲＯＳ
健康机体时刻处于氧化和抗氧化的“动态平衡”状态，这得

益于抗氧化剂的正常作用。有关研究表明［２１］，精液中也存在着

抗氧化物质，它包括酶促和非酶促的抗氧化剂，２种物质共同发
挥积极作用，从而保证对精子ＲＯＳ的有效清除。
３．１．１　酶促抗氧化剂　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谷胱甘肽过氧
化物酶（ＧＳＨ）和血红素加氧酶（ＨＯ１）等都属于酶促抗氧化剂。
ＳＯＤ对清除Ｏ２自由基有重要作用，能够抵抗 ＲＯＳ对精子产生
的毒性，从而维持生殖细胞氧化抗氧化系统平衡，ＳＯＤ浓度与
精子数量呈正相关。ＧＳＨ能够将Ｈ２Ｏ２还原成Ｈ２Ｏ，从而达到清
除Ｈ２Ｏ２、保护细胞膜结构和功能

［２２］的目的。上述抗氧化蛋白

质和解毒酶类是机体抵御氧化应激损伤的重要途径，如果这些

蛋白质表达减少，就会增强氧化应激源的细胞毒性，导致精子功

能障碍甚至死亡。而这些蛋白质表达则受上一级基因的调控。

ＤＪ１蛋白是一种在机体内广泛分布、高度保守的多功能蛋
白，正常情况下主要以同源二聚体的形式存在于细胞质中，只有

少量分布在细胞核和线粒体中。在氧化应激刺激下，它会向线

粒体转移，甚至移向细胞核发挥保护细胞的作用［２３］。该蛋白具

有参与抗氧化应激、转录调节、线粒体调节、蛋白分子伴侣以及

蛋白酶作用等多种功能，并通过这些功能在对抗氧化应激反应

中发挥作用。它可以和不同的转录因子协同作用，在 Ｋｅａｐ１
Ｎｒｆ２ＡＲＥ通路的激活和调控过程中起关键作用。核转录相关
因子２（ｎｕｃｌｅａｒ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２，Ｎｒｆ２）能够维持
细胞内的氧化平衡，使机体有效抵御来自自身的和外界的氧化

应激损害。Ｎｒｆ２包含Ｎｅｈｌ～Ｎｅｈ６等６个高度保守的结构域，使
Ｎｒｆ２能够识别和结合抗氧化反应元件ＡＲＥ，从而启动目的基因
转录。正常条件下，Ｎｒｆ２的ＥＴＧＥ结构域和ＤＬＧ结构域通过非
共价键与 Ｋｅａｐ１同型二聚体结合，Ｋｅａｐ１募集 ＣｕｌｌｉｎｓＥ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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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连接多聚泛素链到 Ｎｒｆ２，靶向转运到蛋白酶体降解，使 Ｎｒｆ２
作用得到抑制［２４２５］。

在氧化应激情况下，ＤＪ１高表达能够阻止序贯发生的 Ｎｒｆ２
的泛素化和泛素蛋白酶体降解（Ｋｅａｐ１的半胱氨酸残基被修
饰，导致 Ｅ３泛素连接酶构象改变，Ｎｒｆ２不被泛素化，降解减
少），恢复Ｎｒｆ２的稳定性，同时能够促进 Ｎｒｆ２与 Ｋｅａｐｌ解偶联，
进入细胞核中与其专性伴侣小 Ｍａｆ蛋白结合形成异源二聚体，
识别并结合ＡＲＥ的ＤＮＡ序列，调控下游抗氧化蛋白靶基因的
转录，从而促进ＳＯＤ、ＧＳＨ等抗氧化蛋白质和解毒酶类增加，增
强细胞对抗氧化应激的能力［２６２８］。ＤＪ１不仅直接能够影响
Ｎｒｆ２的稳定性和转录功能，还可以通过激活细胞膜上的 ＰＩ３Ｋ
Ａｋｔ通路，抑制ＧＳＫ３β而激活Ｎｒｆ２［２９］。

基于以上表述，通过调节 ＤＪ１蛋白表达、激活 Ｎｒｆ２信号通
路、诱导一系列抗氧化酶的蛋白表达，进而有效清除生殖细胞

内的ＲＯＳ，是改善精液质量、提高精子活动力的关键所在。将
ＤＪ１蛋白因子直接注射于附睾内或是用编码 ＤＪ１蛋白因子的
基因转染弱精子症模型，调节 ｋｅａｐ１Ｎｒｆ２ＡＲＥ基因相关分子的
表达，有可能成为弱精子症的治疗策略［３０］。

３．１．２　非酶促抗氧化剂　非酶促抗氧化剂中有２类物质在抗
氧化应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３１］：一是维生素。研究发现，维生

索Ｃ和Ｅ联用能够显著降低ＭＤＡ浓度，有效减少精子 ＤＮＡ损
伤。二是辅酶 Ｑ１０、左旋肉碱等。它们也能够清除 ＲＯＳ，阻止
ＲＯＳ再生，改善精子ＤＮＡ损伤，保护精子细胞免遭氧化应激损
害。

３．２　天然抗氧化剂清除ＲＯＳ
自然界中有一些食物，如藻类、鱼类、芹菜、各种菌类等，富

含抗氧化剂，具有较好的抗氧化性能，是天然抗氧化剂［３２３３］。

３．３　中草药抗氧化剂清除ＲＯＳ
一些中草药如枸杞子、菟丝子、淫羊藿、肉苁蓉、黄芪、人参、

红景天等，具有抗氧化特性，能够有效清除 ＲＯＳ，增强精子功
能［３３］。许多中药复方也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３４］。陈寅生

等［３５］的研究发现，益心康泰胶囊能够有效改善弱精子症患者精

浆ＭＤＡ的含量。唐乾利等［３６］的研究发现，黄精赞育胶囊和强

精煎能够有效减低弱精子大鼠附睾组织中 ＭＤＡ含量。孙中明
等［３７］研究发现，龟龄集胶囊能够通过提高 ＳＤＨ，增加线粒体膜
电位（ＭＭＰ），改善线粒体功能，从而达到提高精子活力、治疗弱
精子症的目的。

$

　问题与展望
弱精子症是诸多病因作用的结果，其发生与生活、工作、环

境、社会、心理等许多因素有关，在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有其特

点。弱精子症的发生必然影响患者心理、婚姻、家庭等诸多方

面，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因此，对男性弱精子症进行深入研究

刻不容缓。

清除多余氧自由基、恢复机体“氧化和抗氧化动态平衡”的

氧化应激学说，是目前有关弱精子症发病机制的被较为广泛认

可的学说，但尚处于起步阶段，仍然具有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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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含杂质精液的２种计数精子浓度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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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比较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时去除和未去除显微镜视野中杂质的２种浓度计
数方法检测含有杂质精液的准确性。方法：对含有杂质的（杂质数为３个～１０个／２０倍显微镜视野）９０例精
液标本，按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标准操作程序手工计数精子浓度。按照精子浓度将精液分为三组：低浓
度组＜２０×１０６／ｍｌ组，中浓度组２０～５０×１０６／ｍｌ组，高浓度组＞５０～１００×１０６／ｍｌ。分别采用穗加 ＣＡＳＡ分
析时去除杂质和未去除杂质的方法检测三组精液，对检测结果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比较
２种方法检测精子浓度与手工计数法的差异。结果：比较 ＣＡＳＡ采用２种方法与手工法计数精子浓度的结
果显示，在３个不同浓度组中，未去除杂质方法和手工法精子浓度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去
除杂质方法和手工法精子浓度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使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
对不同浓度含有杂质精液进行分析时，去除显微镜视野中杂质的方法与手工计数精子浓度的方法结果相

似。

【关键词】　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含杂质精液；精子浓度；去除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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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ｕｒｉｔｉｅｓ

　　精液分析是目前男性不育临床诊断和治疗的最重要的检
查"

１
#。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相比精液常规分析（ＳＲＡ）

方法在检测重复性和检测效率方面更具优势，在某些项目的检

测上较手工法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２
#。目前，临床实验室使

用人工方法和ＣＡＳＡ的几乎各占５０％"

３
#。但是对于精子浓度检

测的准确性上存在一些争议"

４６
#，尤其是精液中含有杂质和精子

浓度过低（如：≤２０×１０６／ｍｌ）或过高（如：≥５０×１０６／ｍｌ、＞２００
×１０６／ｍｌ）的情况时，对精子浓度检测结果有影响。有研究认为
在使用ＣＡＳＡ识别精子时，需将灰度和阈值调整到可将精子全
部采集到，而不采集精液中的卵磷脂小体等非精子成分"

７
#。但

在日常精液分析时发现，为了选中视野中的全部精子可能会同

时选中一些杂质，而通过调整阈值减少杂质的同时，又会漏选

一些精子，从而影响精子浓度检测的结果。所以，希望通过灰度

阈值确定后直接在屏幕上去除被选定的杂质，减少对精子计数

和精子浓度检测结果的影响。

为此，本研究选取９０例含有杂质的精液样本采用ＣＡＳＡ检
测，过程中使用去除杂质和未去除杂质两种方法检测精子浓

度，同时将手工法检测的精子浓度作为参考值，进行比较分析。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精液标本采集

采集来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就诊的男性患者精液，选取

９０例含有杂质的精液样本用于检测，选取标准为显微镜检下３
个～１０个杂质／２０倍视野。
１２　精子浓度检测方法

研究对象禁欲２ｄ～７ｄ，手淫法获取精液，精液标本保存

在无菌取精杯中，置于３７℃恒温箱内，待其液化后进行精液常
规检查。先采用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
实验室手册的标准程序，进行手工法计数精子浓度，确定被检

测精液的精子浓度。再使用北京穗加生产的计算机辅助精子

分析系统（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ｓｐｅｒ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Ａ）检测精子浓
度。

使用计算机精子辅助系统（ＣＡＳＡ）固定灰度阈值后开始捕
捉精子，捕捉结束后按照去除屏幕中被选中杂质和未去除屏幕

中被选中杂质的２种方法分别检测精子的浓度。按照手工检测
得到的精子浓度为标准，将精液按精子浓度不同分为３组：分别
是≤２０×１０６／ｍｌ组，２０５０×１０６／ｍｌ组，＞５０＜１００×１０６／ｍｌ组。
分别比较不同浓度组使用去除杂质方法和未去除杂质方法精

子浓度和手工方法精子浓度，是否存在差异。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

示，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

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齐性的

数据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将９０例患者的精液标本按不同浓度平均分为３组（每组

３０例），不同浓度组精液使用 ＣＡＳＡ未去除杂质方法与手工法
检测精子浓度比较，未去除杂质方法与手工法检测精子浓度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浓度组精液使用ＣＡＳＡ未去除杂质方法与手工法检测精子浓度比较（珋ｘ±ｓ）

　　 项目 例数 检测方法例数＜２０（×１０６／ｍＬ） ２０～５０（×１０６／ｍＬ） ５０～１００（×１０６／ｍＬ）

ＣＡＳＡ未去除杂质 ３０ １０３８±５０７ ３７６９±７８２ ７９９２±１３９３

手工计数 ３０ ７７３±４９４ ３３５０±７８８ ７２７０±１２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将９０例患者的精液标本按不同浓度平均分为３组（每组
３０例），不同浓度组精液使用 ＣＡＳＡ去除杂质方法与手工法检

测精子浓度比较，去除杂质方法与手工法检测精子浓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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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浓度组精液使用ＣＡＳＡ去除杂质方法与手工法检测精子浓度比较（珋ｘ±ｓ）

　　 项目 例数 检测方法例数＜２０（×１０６／ｍＬ） ２０～５０（×１０６／ｍＬ） ５０～１００（×１０６／ｍＬ）

ＣＡＳＡ去除杂质 ３０ ７５４±５０１ ３３６４±７６０ ７３７１±１２７８

手工计数 ３０ ７７３±４９４ ３３５０±７８８ ７２７０±１２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在男性不育症的诊疗过程中精子浓度检测是一项基础的

检查，也是评价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使用计算机辅

助精液分析（ＣＡＳＡ）的方法和手工法精液分析在精子浓度准确
性方面，很多实验室都在进行研究并将结果发表，计算机辅助

分析的结果与手工法一致性方面说法不一"

８１０
#。随着 ＣＡＳＡ技

术在图像清晰度、捕捉频率、图像处理速度等方面发展，ＣＡＳＡ
检测被越来越多的临床实验室所使用。但在使用ＣＡＳＡ过程中
检测精子浓度时会出现与精子头部大小接近的杂质颗粒，往往

通过调节灰度阈值又无法有效去除屏幕视野中的杂质，干扰计

算机对精子头部识别从而造成精子计数不准确，最终导致精子

浓度计算不准确。精子浓度较高对检测准确度影响等问题。

本研究针对不同浓度的精液中含有杂质较多的样本，在使

用ＣＡＳＡ过程中分别采用未去除屏幕视野中杂质和去除屏幕视
野中杂质两种方法进行精子浓度检测，并与手工法检测精子浓

度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在检测不同浓度精液中含有

杂质时，使用ＣＡＳＡ检测未去除杂质的方法得出的精子浓度与
手工法检测的精子浓度结果具有差异性。使用ＣＡＳＡ检测去除
杂质的方法得出的精子浓度与手工法检测的精子浓度结果不

具有差异性。所以，我们认为在使用 ＣＡＳＡ检测不同浓度精液
中含有杂质较多的样本时，使用去除杂质的方法得到的精子浓

度结果和手工法无显著差异。

目前没有针对ＣＡＳＡ的 ＳＯＰ可以用于指导 ＣＡＳＡ的使用，
但是ＣＡＳＡ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需要一些有效的方法对影响
检测质量的问题进行解决。首先，关于被检测精液中杂质多的

问题。临床实验室探索出相关经验，李丽等"

６
#研究者认为调整

灰度阈值可以将精子全部采集而不采集到卵磷脂小体、白细胞

等非精子微小颗粒，但是还需要人工分析后输入。本研究通过

检测过程中在屏幕上去除杂质更加直观和准确，直接在屏幕上

去除杂质得到准确的检测精子数，计算机再对检测精子数换算

成精子浓度，运算结果不会因为输入杂质或细胞数而产生干

扰，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与手工法的精子浓度结果无显著差

异。在ＣＡＳＡ使用过程中因为非精子成分影响精子浓度的问题
还包括：血精、白细胞精子症、极度少精、隐匿性无精的标本离心

后沉淀物检查，都是精浆中杂质对精子浓度产生影响的情况。

通过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到对含杂质较多的标本进行屏幕视

野去杂志后，得到更加准确可靠的精子浓度结果，为此类标本

检测过程中的处理提供一些有效的参考方法。其次，关于高浓

度精子在使用ＣＡＳＡ检测与手工法检测时在精子浓度结果上差
异较大。魏小斌等"

４
#研究者认为，精子浓度超过 ２００×１０６／ｍｌ

时，稀释后检测，能获得理想结果。吴志平和吴祥林等"

５
#研究者

认为，精子浓度＞５０×１０６／ｍｌ时用精浆稀释后进行ＣＡＳＡ测定，
其结果更能反映精子质量。本研究在检测不同浓度的精液时

未进行稀释，采用精液原液进行ＣＡＳＡ检测，检测过程中去除屏
幕视野中捕捉的杂质。实验结果显示，该方法与手工法的精子

浓度结果无显著差异。本实验的结果说明使用ＣＡＳＡ过程中使
用去除杂质的方法，应用在不同浓度的精液检测和手工法是无

显著差异的。

目前，在精子浓度计数过程中 ＷＨＯ第５版手册中有一些
要求，如使用改良牛鲍氏板计数或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系统

（ＣＡＳＡ）分析时，强调计数板深度每年或半年检测等。除此之
外，ＣＡＳＡ精子浓度检测过程中影响原因还有很多，如：使用不
同精子计数池"

１１
#、精子计数池深度不同"

１２
#和 ＣＡＳＡ系统是否校

正"

１３
#等，这些检测过程中的细节问题都会影响精子浓度计数结

果。本文针对含杂质精液浓度计数检测过程中，从去除杂质方

面总结了使用ＣＡＳＡ检测中的一些经验，希望给临床实验室使
用ＣＡＳＡ进行精子浓度计数时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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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益肾清利方治疗肾虚湿热型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
的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韩文均１　刘娟２　刘鹏１　倪晨１　梁国庆１　孙建明１Δ

１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２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药学部，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摘　要】　目的：观察中药验方新益肾清利方治疗肾虚湿热型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诊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６０例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双盲、对照试验方法，以１∶１比例按照随机数字分入治疗组或对照组，每组３０例患
者，对受试者、干预措施实施者和结果测量者实施盲法；治疗组患者予以新益肾清利配方颗粒，对照组患者

予以五子衍宗丸配方颗粒。两组疗程均为３个月，观察临床疗效，比较患者精子浓度、精子活动率、Ａ级精
子、Ａ＋Ｂ级精子及血清睾酮、泌乳素水平的变化情况。结果：（１）治疗组和对照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分别为
８６７％和７０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治疗前后组内比较，两组患者精子浓度、精子活
动率、Ａ级精子、Ａ＋Ｂ级精子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治疗后组间比较，两组患者精子活动率（Ｐ
＜００１）、Ａ级精子改善存在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优于对照组，精子浓度、Ａ＋Ｂ级
精子改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３）治疗前后组内比较，血清泌乳素与血清总睾酮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间比较，血清总睾酮与泌乳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
疗过程中均未发生不良事件。结论：中药验方新益肾清利方治疗肾虚湿热型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的效果满

意，能够明显改善精子活动率，尤其是提高Ａ级精子比例。
【关键词】　弱精子不育症；新益肾清利方；精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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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ｚ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ｅ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
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ｅａｃｈｏｆ３０ｃａｓｅｓ．Ｂｌｉ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ｏｒｓ，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ｒｖｅｙｏｒ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ＹｉｓｈｅｎＱｉｎｇｌｉｆｏｒｍｕｌａ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ｄｉｓｐｅｎｓｉｎｇ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ｏｆ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ｐｉｌｌ，ｂｏｔｈｆｏ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ｇｒａｄｅＡｓｐｅｒｍ，ｇｒａｄｅＡ＋Ｂｓｐｅｒｍ，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
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７０％ ａｎｄ８６．６７％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ｅｒｍ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ｇｒａｄｅＡｓｐｅｒｍａｎｄｇｒａｄｅＡ＋Ｂｓｐｅｒ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１）；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ｅ（Ｐ＜００１）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ｒａｄｅＡｓｐｅｒｍ（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
ｇｒａｄｅＡ＋Ｂｓｐｅｒｍ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ｅｒｕｍ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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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Ｎｏ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ｄｕｒ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ｉｓｈｅｎｑｉｎｇＬｉ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ｓｏｆ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ｅｄｗｉｔｈｋｉｄｎｅ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ｄａｍｐｈｅａ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ｄｅＡｓｐｅ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ＮｅｗＹｉｓｈｅｎＱｉｎｇｌｉ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ｐｅｒｍｑｕａｌｉｔｙ

　　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约有１５％的夫妇不能生育［１］，其中

由于男方因素约占一半［２］。而不育患者中约７５％的患者原因
不明，属于特发性，其显著特征为精子运动能力下降［３］。特发

性精液质量异常包括弱精症，属于男性不育症的疑难症，因其

病理机制复杂，现代医学尚不完全清楚，导致西药治疗效果不

理想，临床缺乏特别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４］。而中医药在治疗

本病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本病属于中医“精冷”“精清”等范畴。

新益肾清利方源于上海市名中医叶景华主任的临床效验方，其

主要学术继承人孙建明教授继承创新而来。采用本方治疗肾

虚湿热型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取得了满意的临床疗效。现将

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选择
１１１　诊断标准　（１）根据 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粘液
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５］制定的男性不育症诊断标准

（２００１）拟定试验诊断标准：夫妻婚后同居１年以上，未采取避
孕措施，且性生活规律，因男方原因所致女方不孕。（２）精子参
数水平：在射精后６０ｍｉｎ内，精子浓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动
率在７０％以下，或是Ａ级精子活力低于２５％或（Ａ＋Ｂ）级精子
活力低于５０％。（Ａ级：快速前向运动；Ｂ级：慢速或呆滞的前
向运动；Ｃ级：非前向运动；Ｄ级：不动）。（３）中医辨证标准：参
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中肾虚湿热证。主症：

①婚后不育，精液清冷；②精子稀少，或死精子过多；③性欲淡
漠，或阳痿、早泄；④射精无力。次症：①小便清长，夜尿频数量
多；②腰膝酸软；③畏寒肢冷，喜温；④精神萎靡；⑤舌淡胖，苔薄
黄腻；⑥脉沉细数。主症１项和次症２项以上。
１１２　纳入标准　除符合上述西医诊断和中医辨证分型外，还
需要满足年龄在２０岁～５０岁之内；女方孕前检查正常；双方性
生活正常且有规律；患者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１３　排除标准　生殖道炎症、内分泌紊乱、先天精道畸形梗
阻、睾丸萎缩、精索静脉曲张Ⅱ度以上、无精子症；正常性生活少
于１次／２个月；勃起或射精功能障碍者；配偶有严重的妇科疾
病且不能排除对生育的影响者；合并心血管、肝、肾及造血系统

等严重原发性疾病；服用抗癫痫病、抗肿瘤等有碍生精及精子

活力的药物者；精神病患者；近２周内服用过不育症治疗药物
者；过敏体质者。

１１４　伦理学要求　按照赫尔辛基宣言［６］和中国临床试验法

规，获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受试者治疗前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一般资料
所有受试者均选自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上海中医药

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科门诊患者，采用随机、双盲、对照

的试验研究方法，将受试者以１：１比例按照随机数字进入治疗

组或对照组，每组３０例患者。治疗组患者年龄（３３８３±６０２９）
岁；病程（４２０±２７７２）年。对照组患者年龄（３０５０±４８６９）
岁；病程（３３０±２２４６）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精子浓度、精
子活动率、Ａ级精子和Ａ＋Ｂ级精子活动率、血清性激素指标等
基线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治疗组　新益肾清利颗粒配方颗粒（北京康仁堂药业
有限公司），药物组成：熟地黄３０ｇ，制黄精１５ｇ，肉苁蓉１５ｇ，菟丝
子３０ｇ，枸杞子１５ｇ，茯苓１５ｇ，黄柏１０ｇ。用法：每日２次，每次１
包，饭后０５～１ｈ服用。疗程为３个月。
１３２　对照组　口服中药古方五子衍宗丸（《医学入门》方）
（药物组成：菟丝子１０ｇ，北五味子６ｇ，覆盆子１０ｇ，车前子３０ｇ，
枸杞子１０ｇ，并根据古方化裁用量）配方颗粒（北京康仁堂药业
有限公司），每日２次，每次１包，饭后０５～１ｈ服用。疗程为３
个月。

１４　观察项目与方法
１４１　临床疗效　（１）治愈：精液检查各项精液参数指标在治
疗后３个月恢复正常，配偶受孕；（２）显效：虽未受孕，但精子活
动率或Ａ级、Ａ＋Ｂ级精子等部分精液参数在治疗后３个月已
经正常；（３）有效：精液分析检查在治疗后３个月虽然还未达到
正常，但存在明显改善，且在３０％以上；（４）无效：治疗前后无变
化，改善率在３０％以下。总有效率 ＝（痊愈 ＋显效 ＋有效）／总
人数×１００％。
１４２　精子参数　治疗前后，评价受试者精子浓度、活动率、Ａ
级精子、Ａ＋Ｂ级精子等参数情况。
１４３　血清总睾酮和泌乳素　检测受试者血清总睾酮（Ｔ）和
血清泌乳素（ＰＲＬ）的前后变化情况。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独立样本的ｔ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进行组内自身前后对比。采用 Ｒｉｄｉｔ分析计数等级资料。
均采用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为８６７％，对照组患者临床总有
效率为７００％，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精子浓度和活动率比较

治疗前后组内比较，两组患者精子浓度和活动率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治疗后组间比较，治疗组患者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精子活动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精
子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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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３０ ４（１３３） ６（２００） １６（５３３） ４（１３３） ２６（８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５（５００） ９（３００） ２１（７００）

　　注：两组患者比较，经过Ｒｉｄｉｔ分析，ｕ＝２４８，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精子浓度和活动率变化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浓度

（百万／ｍｌ）
精子活动率

（％）

治疗组 ３０ 治疗前 ７８４３６±３３７３１ ３５０５４±９２５９

治疗后 １０９５７９±４８６４１ａ ６２５２８±１３１８６ａ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７８２８３±２０２９７ ３１５４４±１２３６７

治疗后 １０２５７８±４０８１６ａｂ ５２１４７±２０４１９ａ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
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Ａ级精子和Ａ＋Ｂ级精子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１）；治疗后 Ａ级精子改善情况组间比较，治疗组优
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级精子比
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Ａ级精子和Ａ＋Ｂ级精子比例变化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Ａ级精子　 Ａ＋Ｂ级精子　

治疗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６５１９±６８７４ ２４１８３±８３４７

治疗后 ３２２０５±１４６７２ａ ５２２０２±１５７６４ａ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１０７６±４５２８ ２２６０４±８５６８

治疗后 １９３６８±９４１２ａｂ ４０５１１±１６６２１ａ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
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血清总睾酮和泌乳素比较
治疗前后两组自身比较，血清总睾酮与泌乳素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组间比较，血清总睾酮与泌乳素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血清总睾酮与泌乳素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血清总睾酮

（ｎｍｏｌ／Ｌ）
血清泌乳素

（ｍＩＵ／Ｌ）

治疗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８２８９±６３８８ １４３３１±４４７３

治疗后 １８２８０±６７９６ａ １３８５５±４２９３ａ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９９８３±４４５３ １０９８１±４５６８

治疗后 １８６４２±５４３６ａｂ １１９８０±４６０２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治疗后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安全性评价
入组试验的所有病例在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不良反应、实

验室各项指标也未见明显异常变化，两组患者试验药物均相对

安全。

#

　讨论
特发性弱精子不育症属于中医“精清”“虚损”“精冷”的范

畴，其常见病机为本虚标实之证，其中以肾虚为本，湿热、血瘀等

为标。由于西医治疗不育症的不足，近年来相当广度和深度的

中医研究正在开展［７］，且临床越来越倾向于应用中药制剂治疗

不育症［８］。中医学对男性不育症认识较早，《黄帝内经》提出

“肾藏精，主生殖”的理论，男性不育症的实质与肾有关，而且湿

热、血瘀、肝郁等病机常常影响“肾藏精”功能而导致男性不育，

男性不育症的治疗应该在补肾法的基础上辨证论治。本次采用

名老中医经验方益肾清利方即源自于这一理论。

关于药物，新益肾清利方源自于上海市名中医叶景华主任

经验方，经过其主要学术继承人孙建明教授继承并创新而来，已

经在我科室临床应用２０余年。新益肾清利方在原来的益肾清
利方基础上改进而来，主要针对肾虚湿热型特发性弱精症。我

们认为，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饮食结构的变化，患

者体质也在发生着改变，治疗方法应该与时俱进。新益肾清利

方主要包括熟地黄、制黄精、肉苁蓉、菟丝子、枸杞子、茯苓、黄柏

等药物。全方以熟地黄和肉苁蓉为君药，补肾填精；其中，现代

研究表明熟地黄含梓醇、糖类、地黄素、氨基酸、地黄苷（ＡＢＤ
等）和多种化学微量元素［９］，有利于精子质量的提高。制黄精、

茯苓为臣药，补肾祛湿；菟丝子、枸杞子、黄柏为佐使药，协助补

肾祛湿之效。本方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熟地黄、菟丝子的用

量，“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再增加肉苁蓉补肾填精，且肉苁

蓉温补肾阳而不伤阴，总体加强了补肾的作用。同时，减去杜仲

以防滋补太过。“存得一分津液，保得一分生机”，再去掉车前

子防止利水伤阴，从而改为比较平和的茯苓增强利水祛湿功效，

且还能够起到健脾的作用，脾主运化水湿，脾得健运，水湿自消，

起到标本兼顾的作用。

关于本研究的观察项目，本次实验采用《ＷＨＯ人类精液检
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四版）标准进行，而非第五版，因为考

虑到上述标准中的文献和数据都是来自发达国家，而没有庞大

人口国家———中国的数据与资料［１０］。陆金春等［１１］认为第四版

手册标准对精子浓度分析和参考值缺乏循证医学依据，且其标

准的修订与我国男科实验室目前使用的标准差距较大。曹兴午

等也认为该手册因为缺少分子生物学内容、无视睾丸与生殖功

能关系等而不适于中国不育患者的精液分析［１２］。

治疗组患者临床疗效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
精子活动率和Ａ级精子的改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尤其是
在活动率的改善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本研究
提示，新益肾清利方治疗肾虚湿热型弱精子不育症的疗效满意，

可以明显提高患者精子质量，包括浓度、活动率、Ａ级精子和 Ａ
＋Ｂ级精子。同时，本研究发现，虽然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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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改善，但治疗组患者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新益肾清

利方在治疗肾虚湿热型弱精子不育症方面明显优于对照组，且

在改善精液参数指标中的 Ａ级精子效果优于对照组。因为性
激素水平紊乱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３］，所以，本次

检测血清总睾酮和泌乳素，但是未发现其前后存在明显改变，

考虑新益肾清利方不是通过改善性激素水平来调节精子质量，

但其具体作用机制还需要扩大样本量或进行动物实验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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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础研究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ＪＭ８４３２）
【第一作者简介】付睿（１９７５—），女，主管药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医院药学
△【通讯作者】陈如（１９６２—），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ｘｕｎ２００１＠１６３．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０４ ·男科与性医学·

五子衍宗软胶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特发性
弱精子症患者精液质量的影响
付睿１　陈如１△　刘莉１　陈春燕１　刘建国２

１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三二○一医院药剂科，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２陕西省中医医院男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五子衍宗软胶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精液质量的影响。
方法：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期间在陕西省汉中三二○一医院和陕西省中医医院
接受治疗的８８例肾精亏虚型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分为两组。给予对照组４４例患者口服五子衍宗软胶囊治
疗，给予研究组４４例患者口服五子衍宗软胶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连续治疗３个月后，比较两组临床
疗效、精液质量（精子活动力和精液量、精子浓度、活动率以及畸形率）、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结果：研究组治
疗总有效率为８４０９％（３７／４４）与对照组的６３６４％（２８／４４）相比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
究组Ａ级、Ａ＋Ｂ级精子活动力和精液量、精子浓度、活动率较对照组高，精子畸形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为（３０１６±６４９）％，对照组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为
（３８０２±８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对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采用五子衍宗软胶囊联
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精液质量和精子ＤＮＡ完整性。

【关键词】　特发性弱精子症；五子衍宗软胶囊；复方玄驹胶囊；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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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ｙ
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４４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ｏｒａｌ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Ｓｏｆ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ｗｈｉｌ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Ｓｏｆ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ｒｅｅ
ｍｏｎｔｈ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ｄｅｆｏｒｍｉｔ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４０９％ （３７／４４），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６３６４％ （２８／４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ｏｆＡ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Ａ＋Ｂｌｅｖｅｌ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ｄｅ
ｆｏｒｍｉｔ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ｐｅｒｍ
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３０１６±６４９）％ ａｎｄ（３８０２±８３４）％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Ｓｏｆ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
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ｕｚｉＹａｎｚｏｎｇＳｏｆｔ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Ｓｅｍ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男性不育症是男性生殖系统常见疾病之一，多为精液异常
所致，约占总发病率为５８００％～６４００％，其中约有４６００％患
者为弱精、少精、少弱精症［１］。部分弱精子症无法确定明显病

因的被称之为特发性弱精子症，约占弱精子症总发病率为

７５００％。祖国传统医学中并无“弱精子症”或“精子活动力低
下”的的病名记载，可根据本病发病特点将其归属于“精冷”“精

寒”等范畴［２］。中医认为肾虚气血不足，阳虚精血不足，肾虚瘀

阻精道，肾虚肝郁气滞，肾虚痰凝阻滞是特发性弱精子症的主

要病机，且与脾脏、肝脏等脏腑存在密切的联系，或兼夹血淤、湿

热淤阻等［３］。中医药治疗特发性弱精子症疗效显著，但疗效研

究多局限于中医辨证理论和动物试验，对其推广应用造成一定

的影响［４］。本研究选择在陕西省汉中三二○一医院和陕西省
中医医院接受治疗的８８例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为观察对象，分
析五子衍宗软胶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

精液质量等方面的影响，旨在为临床治疗特发性弱精子症提供

参考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诊断标准

①西医诊断标准：符合《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宫颈黏液相
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５］和《世界卫生组织男性不育标准化

检查与诊疗手册》［６］中关于特发性弱精子症的相关诊断标准。

②中医诊断标准：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中相关
标准：主症：婚久不孕；次症：健忘恍惚、发脱齿松，成人早衰，腰

膝酸软；舌脉：脉弱、舌淡。具备上述主症和１项次症以及舌脉
即可诊断为肾精亏虚型。

１２　纳入标准
①纳入标准：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对本研究知情，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入组前１４ｄ内未接受过影响本病治疗的相
关药物；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３０００％。②排除标准：配偶不孕
者；生殖道感染者；造血系统缩、逆行性射精、精索静脉曲张、生

殖功能障碍、精路阻塞、免疫因素以及先天畸形（如成人双侧隐

睾、两性畸形、输精管缺如等）所致的不孕；抗精子膜抗体阳性。

１３　基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陕西省汉中三二○一医院

和陕西省中医医院收治的肾精亏虚型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８８
例，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４４例，年龄范围２４岁
～４５岁，年龄（３４２１±６４２）岁；病程范围１年～６年，平均病程
（３１２±０６５）年。研究组４４例，年龄范围２４岁 ～４６岁，年龄
（３４２２±６３９）岁；病程范围１年～６年，病程（３１４±０６３）年。
本研究经陕西省汉中三二○一医院和陕西省中医医院伦理委
员会审核批准。对照组和研究组基本资料经统计学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４　方法

给予对照组口服五子衍宗软胶囊（佛山手心制药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１００２０）治疗，１次／３粒，３次／ｄ，１粒／０６０ｇ。
在此基础上，给予研究组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１次／３粒，３次／ｄ，１粒／０４２ｇ。
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３个月。用药期间清淡饮食，忌烟酒，忌食
刺激性、油腻生冷食物，禁服其他治疗不育症药物，保持舒畅的

心情，节制性生活，择时而交。不宜久坐，适当活动。

１５　评价指标
１５１　临床疗效　参考《实用中西医诊疗男科学》［８］中相关标
准评估两组临床疗效，配偶受孕为治愈；配偶未受孕，精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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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活动率≥６０００％，Ａ级精子≥２５００％或 Ａ＋Ｂ≥５０００％为
显效；与治疗前相比精子活动率与活力显著提高，但未恢复至

正常值为有效；未达到上述标准为无效。治疗有效率为治愈率、

显效率、有效率之和。

１５２　精液质量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３个月后精液质
量，包括精子浓度、精液量、畸形率以及活动率。患者在禁欲３ｄ
～７ｄ，以手淫方式体外排精采集精液，将其置于３７℃水浴箱内
液化，以伟力彩色精子质量检测系统进行精液检测。正常参考

值：精子浓度≥２０×１０６／ｍｌ；精液量为２ｍｌ～６ｍｌ。精子活动力分
为４级，直线快速向前运动精子为 Ａ级：呆滞或慢速向前运动
精子为Ｂ级；非前向运动精子为 Ｃ级；不动精子为 Ｄ级。正常
参考值：Ａ级≥２５００％、Ａ＋Ｂ≥５０００％，畸形率为 Ａ＋Ｂ＋Ｃ≤
８５００％，活动率≥６０００％。
１５３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　比较两组治疗前、治疗３个月后精

子ＤＮＡ完整性，采用精子染色质扩散实验进行检测，计算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中有损伤的精子数占被观察的精子总数的
百分比为碎片指数。

１６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精液质量和精

子ＤＮＡ完整性等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ｔ检验；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用例数（ｎ）及百分率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卡方（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疗效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明显提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４４ ５（１１３６） １０（２２７３） １３（２９５５） １６（３６３６３） ２８（６３６４）

研究组 ４４ １１（２５００） １２（２７２７） １４（３１８２） ７（１５９１） ３７（８４０９）

χ２／Ｚ值 １６５２ ４７６８

Ｐ值 ００９９ ００２９

２２　精液质量
治疗前两组Ａ级、Ａ＋Ｂ级精子活动力以及精液量、精子浓

度、畸形率、活动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治疗
前相比，治疗后两组精子活动力、精液量、精子浓度、畸形率、活

动率均有明显改善，研究组精液量、精子活动率、精子浓度以及

Ａ级、Ａ＋Ｂ级精子活动力明显高于对照组，精子畸形率与对照
组相比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和３。

表２　两组精子活动力比较（珋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Ａ级 对照组 ４４ １３２６±２７８ ２１５１±４４４ ３２９８７ ０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４ １３２８±２７６ ２６７３±４４８ ５１６５９ ００００

ｔ值 １１７３ ８５５７４６ — —

Ｐ值 ０２４７ 　００００ — —

Ａ＋Ｂ级 对照组 ４４ ２３７１±５３２ ４０７６±１０９５ ２０１０９ ０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４ ２３７１±５３０ ５０３１±１０２１ ３５９７６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１３９ ８５７８６ — —

Ｐ值 ０８９０ ００００ — —

２３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
治疗前两组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两组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均
有明显降低，研究组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降低幅度大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

　讨论
《秘本种子金丹》中记载了无子的病因病机为精液异常即

精冷、精清，并指出其主要病机为肾中阴阳虚。肾主生殖与发

育，肾储存人体生殖之精，其能促使胚胎发育，对人体生殖机能

的成熟起到促进作用［９１０］。肾精自青春期开始会随着年龄的增

长逐渐衰少，精子活动力会随之降低。此外，精子活动力和生殖

能力会随着肾脏封藏精液功能失调为降低［１１］。生殖之精与五

脏精气的联系密切，生殖功能的维持关键之处在于五脏精气充

沛。肾阳不足可造成命门火衰，则睾丸偏小，使性功能降低，致

使患者出现性欲淡漠，出现精清精冷，致使精子活动力降低，性

生活时间缩短，而存在过多的死精子或精子过少，导致患者出现

婚久不育［１２１３］。肾阴虚则阳亢，致使性欲强烈，明显增加性交

次数，减少精子数量，造成精子过少，而难以液化精液，致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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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死精子或畸形精子，导致患者发生婚久不育的现象［１４］。

中医认为脾脏与肾脏对机体的生殖机能和生长发育的维持可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脾主运化，为气血生化之源，能使水谷精

微分布至全身，对各脏器润养；肾为先天之本，主生殖［１５］。因此

脾脏功能对男性的生殖能力也可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脾胃

运化正常而气血生化源源不断，生精有源，育子有望。脾胃运化

功能的补益，能聚精于肾，进而精旺子盛。若脾肾两虚，会导致

患者性功能降低，发生性欲低下或勃起困难，腰酸腿软，精液清

稀，脾虚便溏，面色少华，神疲乏力，精子密度降低、精子活动力

降低、精液量少，进而婚久不育［１６１７］。因此，治疗上应以补肾为

主，并兼顾脾脏等。

表３　两组精液量、精子浓度、畸形率、活动率比较（珋ｘ±ｓ）

　　　指标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畸形率（％） 对照组 ４４ ８８８４±６７４ ８５３１±６７０ １５６９４ ０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４ ８８８４±６７５ ８１５４±３９８ １７４１２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２８７ ９１９０ — —

Ｐ值 ０７７５ ００００ — —

活动率（％） 对照组 ４４ ３５７８±６２６ ５１４８±９５６ ３１５８０ ０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４ ３５７７±６２６ ６０３８±１０５１ ３８４０９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５４６ ６２０８６ — —

Ｐ值 ０５８８ ００００ — —

精液量（ｍｌ） 对照组 ４４ ３３７±１０４ ３６１±０３７ ２３８５ ００２２

研究组 ４４ ３３９±１０４ ３７２±０４０ ３４５９ ０００１

ｔ值 ０８６９ ２４０４４ — —

Ｐ值 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 — —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对照组 ４４ ２９５４±４９１ ３２８０±６３９ １４５８７ ０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４ ２９５３±４９１ ３５６７±５７１ ５０５９６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７０２ ２７５８０ — —

Ｐ值 ０４８６ ００００ — —

表４　两组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对照组 ４４ ４６９１±８１９ ３８０２±８３４ ５６３９７ ００００

研究组 ４４ ４６９２±８２１ ３０１６±６４９ ６４７７２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４１９ ２８３１９ — —

Ｐ值 ０６７７ ００００ — —

五子衍宗软胶囊主要由车前子、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五

味子等中药制成，具有补益肾气、填精补髓的作用。现代药理学

研究显示，五子衍宗软胶囊有雄激素样作用，能使雄性大鼠的

血清睾丸酮水平提升；能大鼠的精子生成可起到促进作用，并

增强其活力，说明五子衍宗软胶囊能增加生育能力［１８１９］。复方

玄驹胶囊是由玄驹、枸杞子、淫羊藿、蛇床子等中药制成，具有益

精、壮阳、温肾之效。对少精症患者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能

使精液中Ａ＋Ｂ级精子比例提高，分析原因可能在于Ａ＋Ｂ级精
子会随着α葡萄糖苷酶和精浆果糖浓度的升高而提高。由此
可见，对少、弱精子症患者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能在提高精

子密度的基础上使精子活动力提高。此外，淫羊藿属补肾壮阳

中药，具有雄激素样作用，能增加动物性器官的重量，增多精液

分泌［２０］。对不孕症患者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能提高血浆中

睾酮含量，而睾酮在精子发生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生育能

力存在密切关系。复方玄驹胶囊能通过提高机体内睾酮含量能

使生精功能增强，增加精子数。本研究中，研究组治疗总有效

率、精液量、精子浓度、活动率和Ａ级、Ａ＋Ｂ级精子活动力较与
对照组相比较高，精子畸形率、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低于对照组，
说明采用五子衍宗软胶囊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特发性弱精

子症具有较好的疗效。本研究因研究时间及精力有限，未作大

样本研究，未分析两组用药安全性和五子衍宗软胶囊联合复方

玄驹胶囊治疗的长期疗效等，后期仍需建立大样本、多中心的深

入研究。

综上所述，对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采用五子衍宗软胶囊联

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疗效显著，能有效改善精液质量和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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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适安片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治疗良性
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研究
施勇△　夏生俊　朱勇　刘正建　吴民扬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院制剂前列适安片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对
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
（ＰＶＲ）、前列腺体积（ＰＶ）、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急性尿储留（ＡＵＲ）发生率的影响和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收集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收治的前列腺增生患
者２１５例。按照随机号分两组：治疗组９０例和对照组１２５例。治疗组采用前列适安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
囊治疗，对照组单独使用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治疗。结果：两组在治疗前 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Ｖ、ＰＳＡ、
ＡＵＲ发生率的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对照组 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四项指标和治
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Ｖ、ＰＳＡ、ＡＵＲ发生率三项指标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和治疗前比较，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Ｖ、ＡＵＲ发生率６项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ＰＳＡ一项指标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 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
ＰＶＲ、ＰＶ、ＡＵＲ发生率六项指标和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ＳＡ一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第２７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 ·１９　　　·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前列适安片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口服对前列腺增生有良好的临床疗效，能明显
改善ＢＰＨ患者的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症；前列适安片；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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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ＱｉａｎｌｉｅＳｈｉａｎｔａｂｌｅｔ；Ｔａｍｓｕｌｏｓｉｎ

　　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引起中
老年男性排尿障碍最为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１］。主要表现为

组织学上的前列腺间质和腺体成分的增生、解剖学上的前列腺

增大（ＢＰＥ）、尿流动力学上的膀胱出口梗阻（ＢＯＯ）和以下尿路
症状（ＬＵＴＳ）为主的临床表现［２４］。本研究对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院收治的前列腺
增生患者２１５例，通过前列适安片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口
服，取得满意的临床疗效。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采用前瞻性研究，收集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

院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７年 ６月收治的前列腺增生患者 ２１５
例。按照随机号分两组：治疗组９０例，年龄（６２１±３２）岁，
病程（５５±２１年）；对照组 １２５例，年龄（６３５±４６）岁，病
程（５５±２１年）。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诊断标准符合２０１４版
《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５］的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

准。排除标准：直肠指检ＤＲＥ发现前列腺结节；Ｂ超、ＣＴ、ＭＲＩ
发现前列腺异常影像；ＰＳＡ大于４ｎｇ／ｍｌ。所有患者均签署知
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前列适安片（药物组成：生黄芪、仙灵脾、仙茅、水

蛭、地鳖虫 、车前子、三棱、莪术、炮甲、当归、制附片、肉桂、荜澄

茄 、沉香），每次５片，每日３次口服。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浙

江海力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６２３）０２ｍｇ每晚１次
口服。对照组：采用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浙江海力生制药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６２３）０２ｍｇ每晚１次口服。疗程：两
组均以４周为１个疗程，１个疗程后判定疗效。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后两组患者（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最
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前列腺体积（ＰＶ）、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ＰＳＡ）、急性尿储留（ＡＵＲ）发生率［６９］。

１４　疗效标准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显效：ＩＰＳＳ评分

≤７分，ＱＯＬ评分降低≥９０００％，ＰＶ缩小≥４０００％，残余尿量
减少≥８０００％，Ｑｍａｘ＞１８ｍｌ／Ｓ，具备其中两项即可；有效：ＩＰＳＳ
评分≤１３分，ＱＯＬ评分降低≥６０００％，ＰＶ缩小≥２０００％，残
余尿量减少≥５０００％，Ｑｍａｘ＞１８ｍｌ／Ｓ，具备１项即可。无效：未
达有效标准。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两组均数之间的比较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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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４４０％。对照组总有效率６７２０％，两组
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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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疗组和对照组临床疗效对比　例（％）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３５ ４１ １４ ７６（８４４）ａ

对照组 ３２ ５２ ４１ ８４（６７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后客观指标对比
两组在治疗前 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Ｖ、ＰＳＡ、ＡＵＲ发生

率的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后治疗

组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Ｖ、ＡＵＲ发生率六项指标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ＳＡ一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照组 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四项指标治疗后和
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Ｖ、ＰＳＡ、ＡＵＲ
发生率３项指标治疗后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和对照组比较，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
ＰＶ、ＡＵＲ发生率六项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ＳＡ一项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观察指标治疗前后对比

　观察指标
治疗组（ｎ＝９０）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１２５）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ＰＳＳ（分） １８２３±４８５ ７０５±５１４ａｂ １８８４±４６５ １２５７±４５３ａ

ＱＯＬ（分） ４２１±１４７ １６７±０８５ａｂ ４１４±１５１ ２３２±１７５ａ

Ｑｍａｘ（ｍｌ／Ｓ） １０７８±１２７ １７７４±１９８ａｂ １０３５±１３１ １４０６±２３７ａ

ＰＶＲ（ｍｌ） ６６５４±１４２５ ２３１５±１０１０ａｂ ６９０３±１３９５ ４７２８±１４５７ａ

ＰＶ（ｍｌ） ４８６７±１３２８ ２１９７±１１５６ａｂ ４７９７±１２５７ ４３７３±１３４３

ＰＳＡ（ｎｇ／ｍｌ） ２６７±１２８ ２４３±１１４ ２５７±１３７ ２３３±１１９

ＡＵＲ发生率 １１８９％ ４６７％ａｂ １２５３％ １１７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对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ｓｔａｔｅ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最为常见

的老年男性疾病之一，据相关调查研究提示其在老年群体中的

发病率可达 ８０００％ ～９０００％，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１０］。目前临床上主要使用 α受体阻滞剂、５α还原酶抑制或
植物类药用于治疗良性 ＢＰＨ［１１］。中药作为植物类制剂的主要
组成部分，能较好地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但如何发挥中医药

的特色优势，仍为目前中医泌尿男科学的主要研究课题之

一［１２］。

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属于祖国医学“癃闭”或“精癃”的范
畴，《辨证奇闻》记载“命门火衰而膀胱之水闭矣”，指出本病的

病位在三焦，主要病机为肺脾肾功能失调。现代中医泌尿男科

专家认为，ＢＰＨ患者都存在前列腺组织增生的病理改变，从中
医辨证角度来讲，癃闭亦可归属于“”或“积”的范围，而“

积”的病因病理则责之于痰和瘀两端。因此将ＢＰＨ的病因病机
概括为老年体弱，因虚致实，先虚后实，虚在肺脾肾（尤肾虚），

实为增生组织（积），这种把辩证与辩病相合来认识病因病

机，为中医治疗ＢＰＨ开拓了新的思路［１３１５］。前列适安片为南京

中医药大学附属盐城市中医院院内制剂，其中生黄芪、仙灵脾、

仙茅、制附片、肉桂益气温肾，水蛭、地鳖虫 、三棱、莪术、炮甲、

当归活血通络，车前子利湿通淋，荜澄茄 、沉香行气止痛，诸药

共奏益肾活血、通淋止痛之功［１６］。经本次临床观察显示，前列

适安片具有较好地治疗 ＢＰＨ的功效，能有效降低患者 ＩＰＳＳ、
ＰＶＲ、ＰＶ、ＰＳＡ、ＡＵＲ等评分，并改善 ＱＯＬ、Ｑｍａｘ等尿流率指标。

前列腺增生是以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为主的临床表现，
ＬＵＴＳ的临床症状包括储尿期症状、排尿期症状以及排尿后症

状。ＬＵＴＳ症状影响患者 ＱＯＬ评分，其中储尿期症状的改善可
以明显降低ＱＯＬ评分。前列腺增生只是引起ＬＵＴＳ症状中的一
种病因，ＨＥ等研究发现前列腺炎症在前列腺增生的病理改变
和进展中起了一定作用的一个角色［１７］。相关学者研究提示，中

成药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治疗 ＢＰＨ，临床有效率明显优于
单纯使用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治

疗组和对照组比较，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Ｖ、ＡＵＲ发生率 ６
项指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ＳＡ一项指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治疗组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６项指
标，缓解其ＬＵＴＳ症状，降低ＩＰＳＳ评分和ＱＯＬ评分，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提高最大尿流率，减轻残余尿量，缩小前列腺体积，降

低急性尿潴留的发生率。

国外ＲＹＵ等最近的研究发现，坦索罗辛联合使用植物提取
物可以有效提高坦索罗辛的临床疗效。本研究中，同组治疗前

后对比结果显示：对照组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４项指标和治疗
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Ｖ、ＰＳＡ、ＡＵＲ发生率
３项指标和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纯使
用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可以改善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ＰＶＲ，但是不
能改善 ＰＶ、ＰＳＡ、ＡＵＲ发生率３项指标；治疗组的 ＩＰＳＳ、ＱＯＬ、
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Ｖ、ＡＵＲ发生率６项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可以明
显改善患者的６项指标，缓解其 ＬＵＴＳ症状，降低 ＩＰＳＳ评分和
ＱＯＬ评分，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最大尿流率，减轻残余尿
量，缩小前列腺体积，降低急性尿潴留的发生率。本研究中

ＰＡＳ，两组比较以及同组比较的结果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前列适安和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均不能影响患者
的Ｐ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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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利用前列适安片联合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治疗

ＢＰＨ，比单纯使用盐酸坦洛新缓释胶囊治疗，更加能够改善患者
的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值得进一步推广的新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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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项目（Ｂ２０１２２４２６）
【第一作者简介】杨超（１９７１—），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０６ ·男科与性医学·

比较 ＴＵＰＫＲＰ与 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术后
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杨超１　权伟合２

１武汉市武昌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３
２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ＴＵＰＫＲＰ）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良
性前列腺增生术后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武汉市武昌医院接受治
疗的６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ＴＵＰＫＲＰ组（ｎ＝２９）和ＴＵＲ
Ｐ组（ｎ＝３１），对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情况、术后各项评分情况以及术后患者性功能分级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ＴＵＲＫＲＰ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留置导管时间等手术指标显著优于ＴＵＲＰ组患者，其差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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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术后的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和残余尿量（ＰＶＲ）
与ＴＵＲＰ组患者有明显差异，且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术后性功能分级明显优
于ＴＵＲＰ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有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ＴＵＰＫＲＰ与ＴＵＲＰ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术
后性功能均有一定的影响，但ＴＵＰＫＲＰ手术时间短、出血量少，安全性更高，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影响较小，能
够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前列腺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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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ａｓｉａ　ＹＡＮＧＣｈａｏ１，ＱＵＡＮＷｅｉｈｅ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Ｗｕｃｈ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３，
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
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Ｐ
ＫＲＰ）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
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ｉｎＷｕｃｈａｎｇ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ＴＵＰＫＲＰｇｒｏｕｐ（ｎ＝２９）ａｎｄ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ｎ＝３１）．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ｃｏｒｅｓａｎｄｐｏｓ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ｎｇ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ｉｎｄｗｅｌｌ
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ｏｆＴＵＲＫＲＰ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ＱＯＬ）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
（ＰＶＲ）ｏｆＴＵＰＫＲＰ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ｒ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ＵＰＫＲＰ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ＢｏｔｈＴＵＰＫＲＰａｎｄＴＵＲＰｈａｖ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ｓ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ｂｕｔＴＵＰＫＲＰｈａｓ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ｏｆ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ｌｅｓｓ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
ｈｉｇｈｅｒ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ｌｅｓ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
Ｐ）；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老年男性疾病，良性前列腺增生
主要是由于前列腺组织良性增大引起下尿路梗阻症状，患者多表

现为不同程度的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１］，且随着人口老龄化的

加剧，其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有关研究结果显示，

２５％～４０％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需要接受手术治疗［２］。目前，

临床中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作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首

选方法，但其容易出现一系列并发症，且对性功能有着极大的

影响［３５］，效果达不到预期。近年来，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

术在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中得以应用。为探究其疗效，选取武

汉市武昌医院收治的６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综合分析，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武汉市武昌医院收治的６０
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其

分为ＴＵＰＫＲＰ组（２９例）和 ＴＵＲＰ组（３１例）。ＴＵＰＫＲＰ组患
者：年龄范围５２岁～８３岁，年龄（７０５±６６）岁，前列腺体积范
围２６～６４ｍｌ，前列腺体积（４２５±４２）ｍｌ。ＴＵＲＰ组患者：年龄
范围５１岁～８４岁，年龄（６９６±６５）岁，前列腺体积范围２５～
６３ｍｌ，前列腺体积（４３５±４１）ｍｌ。

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均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诊
断标准［６］。（２）征得临床科室和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支持，
病例选取遵循自愿的原则，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１）存在前列腺恶性肿瘤可能性患者；（２）合并
膀胱结石、腹股骨沟斜疝需要同期手术治疗患者；（３）存在手术
禁忌征患者［７９］。

经过统计学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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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治疗方法

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给予持续硬膜外麻醉，将生理盐水作为冲
洗液，采用Ｆ２６等离子电切镜与电极，将电切功率设置为３００～
３２０Ｗ，电凝功率设置为１２０Ｗ，指导患者采取截石位，将电切镜
置入，对膀胱及后尿道予以全面观察，测定膀胱颈与精阜之间的

距离，于膀胱颈部６点钟位置至精阜水平行一深达前列腺外科
包膜的标志沟，再于５～７点钟位置逐层电切至包膜位置，采用
顺时针、逆时针分别对前列腺中叶和左右侧叶进行电切，最后对

前列腺尖部进行修补。术中给予电凝止血，无出血后退镜。

ＴＵＲＰ组患者：给予持续硬膜外麻醉，冲洗液选择５％葡萄
糖溶液，采用Ｏｌｙｍｐｕｓ电切设备，经尿道前列腺电切功率设置为
７０Ｗ，电凝设置为４０Ｗ。

术后对两组患者留置三腔气囊尿管，并给予生理盐水持续

冲洗。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不同治疗方式下患者手术情况、术后各项评分改善情况

和术后患者性功能分级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１０］。国际前列腺症

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共３５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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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１１］。生活质量指数（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ＱＯＬ）
评分为０～６分，分值越低表示生活质量越好［１２］。根据国际临

床疗效分级，将患者术后性功能分为三级。Ｉ级：不能勃起；ＩＩ
级：可以勃起，但硬度不够，不能进入阴道；ＩＩＩ级：性功能基本恢
复正常［１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两组患者性功能分级

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手术相关指标和 ＩＰ
ＳＳ、ＱＯＬ评分采用 珋ｘ±ｓ表示，予以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ＴＵＲＫＲＰ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留置导管时间等
手术指标均显著优于ＴＵＲＰ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ｈ）
术中出血量

（ｍｌ）
留置导管时间

（ｄ）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２９ ６３２６±１５４７ ８１６９±１６４２ ３３７±０４３

ＴＵＲＰ组 ３１ ８２６３±１０５２ １０２２６±１５３６ ６４２±２６２

　ｔ值 ９２３９ ５７９２ ８４８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各项评分比较
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术后的症状评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

（ＱＯＬ）和残余尿量（ＰＶＲ）与ＴＵＲＰ组患者比较，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各项评分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评分 ＱＯＬ评分 ＰＶＲ（ｍｌ）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２９ ５７±１４ １６±０４ ２３７±４３

ＴＵＲＰ组 ３１ １３６±２５ ３２±１６ ４６２±６６

　ｔ值 １１２３０ ４６９４ １３５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分级情况比较
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术后性功能分级明显优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分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Ｉ级 ＩＩ级 ＩＩＩ级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２９ ３（１０３） ５（１７２） ２１（７２４）

ＴＵＲＰ组 ３１ ８（２５８） ９（２９０） １４（４５２）

　χ２值 ４９７２ ５０２８ １５３２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作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手

术创伤小、痛苦少，在临床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临床发

现该手术治疗方式术中出血量多，且存在多种前列腺电切综合

征（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ＴＵＲＳ）和并发症［１４１５］，对患

者术后性功能有着一定的影响，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有

关调查结果显示，电切术引起性功能减退、丧失达到１０％左右，
术后出现逆行射精占比３９２％［１６］。ＴＵＲＰ切割前列腺组织，
电切温度达到４００℃左右，其产生的热穿透效应对患者周围组
织有着极大的损伤作用，严重时甚至会引起血管神经束损伤，降

低患者性功能。近年来，临床中提出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给

予经尿道等离子切除术治疗，该手术方式与 ＴＵＲＰ手术步骤相
似，术中出血量少，无 ＴＵＲＳ发生。有关研究发现，等离子体组
织效应与组织阻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且发生增生的前列腺

组织与前列腺包膜阻抗有着明显的差异［１７］，手术切除过程中不

会切穿包膜，具有较高的安全性。ＴＵＰＫＲＰ切割温度仅为４０～
７０℃左右，其产生的高频电流能够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完整回路，
不会通过人体，切割时热穿透效应明显减轻，一般为 ０５～
１０ｍｍ，能够降低对包膜外勃起神经的损伤，有效降低了术后勃
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本研究结果显示，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手术时
间、术中出血量等手术指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体现出 ＴＵＰＫＲＰ的治疗安全性。术后
随访患者发现，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其残余尿量显著减少，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说明ＴＵＰＫＲＰ能够促进患者临床症状的缓解，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此外，对患者术后性功能评估发现，采用

ＴＵＰＫＲＰ治疗的患者术后性功能明显优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对３４例良
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给予 ＴＵＰＫＲＰ治疗，结果显示，患者术后性
功能明显优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１８］，其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

综上所述，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给予 ＴＵＰＫＲＰ手术治疗
安全性高、术中出血量少，能够促进患者临床症状缓解，提高患

者术后生活质量，且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影响相对较小，疗效优于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值得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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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的影响
因素研究
崔龙　赵艳　袁海Δ

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肾内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摘　要】　目的：探讨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３
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襄阳市中心医院收治的慢性肾衰竭的血液透析患者１４１例为研究对象，
根据有无性功能障碍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由有性功能障碍１０２例患者组成，对照组由无性功
能障碍的３９例患者组成。两组患者均行血液透析治疗；有关调查内容包括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
间、血清白蛋白、血肌酐、尿素氮、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血管病变、性激素水平（包括ＦＳＨ、Ｔ、ＰＲＬ）。单因素
和多因素分析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独立危险因素。结果：观察组１０２例患者中，性功
能障碍重度３９例、中度４５例、轻度１８例。两组患者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及体内平滑肌功能异
常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白蛋白水平、血肌酐水平、尿素氮水平、ＦＳＨ水平、
Ｔ水平及ＰＲＬ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将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和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为影响慢性肾衰男性患者竭血
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影响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因素中，年

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和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为其独立危险因素。

【关键词】　慢性肾衰竭；血液透析；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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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ｅｎ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Ｈｅｍｏｄｉ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慢性肾功能衰竭（简称慢性肾衰竭）为肾脏疾病最常见的
并发症，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患者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

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极大地影响了肾脏疾病患者预后［１２］。

血液透析是治疗慢性肾衰竭的最重要方法，随着近年来透析技

术的迅速发展，透析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率也不断提高［３４］。

性功能障碍在男性终末期肾病血液透析患者中普遍存在，性功

能障碍、性生活的不满足感已经成为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一个

重要问题［５６］。本文探讨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

能障碍的影响因素，旨在为临床治疗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我院收治的慢性肾衰竭血
液透析患者１４１例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均为男性，患者维
持血液透析≥３个月；②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 ～７５岁；③签订知
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存在活动性精神疾病者；②合并肝、肺、
心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③有认知障碍史、吸毒史和饮酒史等。根
据血液透析后有无性功能障碍，将１４１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观察组由有性功能障碍的１０２例患者组成，对照组由无性
功能障碍的３９例患者组成。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血液透析方法　应用德国费森尤斯４００８Ｂ型透析机对
两组患者进行血液透析，每周 ３次，每次时间 ４ｈ，采用 Ｆ６０Ｓ
１３Ｍ２血滤器透析。
１２２　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包括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
时间、血清白蛋白、血肌酐、尿素氮、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血管

病变、性激素水平（包括ＦＳＨ、Ｔ、ＰＲＬ）。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３项：①观察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

析后性功能障碍严重程度，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ＩＩＥＦ５）
问卷进行评价，问卷涉及５个问题，每个问题５分，满分２５分。
以评分≥２２分为正常，以评分１２分～２１分为轻度性功能障碍，
以评分８分～１１分为中度性功能障碍，以评分５分 ～７分为重
度性功能障碍；②观察单因素分析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
析后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③观察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独立危险因

素。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分析，将本研究数

据统一录入Ｅｘｃｅｌ软件，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表示，两者计
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三者及以上计数资料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ｔｉｎｅｙ秩和检验，首先对各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然后再针对
单因素分析结果中有统计学意义的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双侧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严重程度

观察组１０２例患者中，性功能障碍重度３９例、中度４５例、
轻度１８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０２例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严重程度

严重程度 例数 百分比（％）

重度 ３９ ３８２

中度 ４５ ４４１

轻度 １８ １７６

合计 １０２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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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单因素分析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
影响因素

　　两组患者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和体内平滑肌
功能异常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白蛋白水平、血肌酐水平、尿素氮水平、ＦＳＨ水平、Ｔ水平和
ＰＲＬ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单因素分析两组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珋ｘ±ｓ）

　　　 因素 观察组（ｎ＝１０２） 对照组（ｎ＝３９）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５０岁 ８４ ９ ４４１４８７ ＜００５

　＜５０岁 １８ ３０

糖尿病史

　是 ６５ ８ ２１０９９６ ＜００５

　否 ３７ ３１

吸烟史

　是 ８３ １０ ３９０２６７ ＜００５

　否 １９ ２９

透析时间（月） ６４８３±６４１ ５２３１±４９８ １０９８６９ ＜００５

白蛋白（ｇ／Ｌ） ３９４７±６４２ ４０３９±７１３ ０７３８０ ＞００５

血肌酐（μｍｏｌ／Ｌ） ９８４２９±１６４３２ ９９０７３±１８０４９ ０２０２５ ＞００５

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２７５４±４３１ ２８０３±５１７ ０５７０６ ＞００５

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

　是 ５８ ７ １７１９３７ ＜００５

　否 ４４ ３２

ＦＳＨ（ＩＵ／Ｌ） ２３８７±４７６ ２４１３±５０３ ０２８５６ ＞００５

Ｔ（μｇ／Ｌ） ３４６±１１２ ３５０±１０９ ０１９１１ ＞００５

ＰＲＬ（ｍＩＵ／Ｌ） ８３１２０±８９９４ ８１９７４±９１４３ ０６７３７ ＞００５

２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
析后性功能障碍独立危险因素

　　将单因素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纳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和体内平

滑肌功能异常为影响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

障碍独立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独立危险因素

　　 危险因素 β值 Ｗａｒ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８１ ４８７ ＜００５ １２９ １０２～１８７

糖尿病史 １１５ ６９４ ＜００５ １７２ １２８～２４１

吸烟史 １２９ ７８３ ＜００５ １８７ １４０～２６７

透析时间 １５４ １０９１ ＜００５ ２１９ １５６～３１８

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 １０４ ５９８ ＜００５ １５６ １１５～２０９

#

　讨论
慢性肾衰竭治疗水平的不断提升使慢性肾衰竭患者预后得

到显著改善，当前临床上对慢性肾衰竭患者透析相关的并发症极

其重视，但在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方面尚未引

起足够关注［７９］。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医学模式已经从单纯生物医学模式逐渐转变为生物心理社
会医学模式，临床医生应当更加重视患者的生活质量。如今人们

已经逐渐认识到性功能障碍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的严重影

响［１０１１］。在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中，性功能障碍多表现

为勃起功能障碍，且其发病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１２］。慢性肾衰

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１３］。

本研究结果表明，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和体内

平滑肌功能异常为其独立危险因素。①年龄：年龄是性功能障
碍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调查结果显示，老年组慢性肾衰竭患

者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高于中年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１４］。

②糖尿病：糖尿病影响神经系统和血管系统，导致组织病理改
变，如海绵窦平滑肌退行性变、神经脱髓鞘及微小动脉病变，是

造成性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合并糖尿病

的透析患者均有性功能障碍［１５］。③吸烟史：吸烟是糖尿病、高
血压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在吸烟的年轻性功能障碍患者

中，可以发现海绵体动脉、阴部内动脉有动脉硬化形成，这是造

成性功能障碍的重要原因［１６］。④透析时间：有关研究报道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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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示，透析时间越长越容易造成性功能障碍［１７］。⑤体内平滑肌功
能异常：体肌肉系统功能主要受控于胆碱能神经传递素和肾上

腺素能，尿毒症时自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导致阴茎平滑肌松

弛异常而发生性功能障碍［１８］。

综上所述，影响慢性肾衰竭男性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

因素中，年龄、糖尿病史、吸烟史、透析时间和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

为其独立危险因素，临床上针对高龄、有糖尿病史、有吸烟史、透析

时间长和体内平滑肌功能异常患者，应当请相关科室评估并给予针

对性治疗，以降低慢性肾衰竭患者血液透析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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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例男性不育的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效果的临床分析
刘晓贤　热米拉·托乎提△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１

【摘　要】　目的：探究辅助生殖技术（ＡＲＴ）治疗男性不育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其精液质量和附睾超声特
征，观察实施体外受精／卵泡浆内单精子纤维注射（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临床受精率、妊娠率和
妊娠结局。结果：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中，精液量异常１８例（２２５％），精子密度异常５例（占６３％），液化时
间异常２２例（２７５％），精子活率异常２１例（２６３％），精子活动力异常３３例（４１３％），ｐＨ值异常２８例
（３５０％），无精子症异常３例（３８％），死精子症异常２例（２５％）。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中，附睾头部超声
异常７３例（９１３％），附睾体部超声异常６０例（７５０％），附睾尾部异常７２例（９００％）。经过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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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治疗，临床受精率为８１３％，临床妊娠率为７５０％；６０例成功受孕病例中，出现流产３例（５０％），早产
１０例（１６７％），低体重儿１３例（２１７％）。结论：精液量异常、精液液化时间异常、精子活率异常、精子活动
力异常、精液ｐＨ值异常可能是诱发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用于男性不育治疗，可以有效提高
临床治疗效果，促进妊娠率增加，提高患者满意度，具有临床推广和应用价值。

【关键词】　辅助生殖技术；男性不育；精液质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ｆｏｒ８０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ｎ，Ｒｅｍｉｌａ·
ＴＵＯＨＵＴＩ△．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Ｕｒｕｍｑｉ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Ｕｒｕｍｑｉ８３０００１，Ｘｉｎ
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０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Ｕｒｕｍｑｉ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ｓｐｅｒｍ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ｆｉｂｅｒ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８０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８ｃａｓｅｓ（２２５％）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ｖｏｌｕｍｅ，５ｃａｓｅｓ（６３％）ｏｆ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２２ｃａｓｅｓ（２７５％）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２１ｃａｓｅｓ（２６３％）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ｖｉ
ａｂｉｌｉｔｙ，３３ｃａｓｅｓ（４１３％）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２８ｃａｓｅｓ（３５０％）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ｐＨｖａｌｕｅｓ，３ｃａｓｅｓ
（３８％）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ｐｅｒｍ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２５％）ｏｆｄｅａｄｓｐｅｒｍ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８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７３ｃａｓｅｓ（９１３％）ｏｆ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ｈｅａ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６０ｃａｓｅｓ（７５０％）ｏｆ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ｂｏｄｙｕｌｔｒａ
ｓｏｕｎｄ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７２ｃａｓｅｓ（９００％）ｏｆ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ｔａｉ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ｆｔｅｒ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ａｄｊｕ
ｖａ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ａｓ８１３％ ａｎｄ７５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Ｏｆｔｈｅ
６０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ｃａｓｅｓ（５０％）ｏｆｍｉｓｃａｒｒｉａｇｅ，１０ｃａｓｅｓ（１６７％）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
ａｎｄ１３ｃａｓｅｓ（２１７％）ｏｆｌｏｗ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ｍｅｎｌｉｑｕｅ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ｓｅｍｅｎｐＨｍａｙｂ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研究显示［１］，现代社会中不孕不育夫

妇约占１０％～１５％，由于男性原因引起的不育占比５０％，其原
因包括全身性疾病，内分泌原因和弱、少、畸形精子症等，近年来

随着医学与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逐渐应用于临床，其中以体外受
精／卵泡浆内单精子纤维注射（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技术作为核心手
段［２］。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患者精子质量，且可以
减少受精环节，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为了明确ＡＲＴ技术治疗
男性不育的临床价值，本研究针对性选取８０例患者资料进行分
析，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８０例男性
不育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８岁，年
龄（２７１９±２５８）岁；不育年限范围１～１０ｙ，不育年限（５４１±
１２３）ｙ；其中，阻塞性无精子症及少、弱精子症７０例，不明原因
１０例。所有患者均因原发性不育症就诊，少、弱精子症符合
ＷＨＯ诊断标准［２］，纳入者临床资料完整，自愿参与研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不配合治疗者和精神疾病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８０例患者均行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辅助治疗，采集精子，对于无精

子症者行经皮附睾穿刺取精（ＰＥＳＡ），若无法寻找到精子，应当

解冻首次行睾丸活检（ＴＥＳＡ）的冷冻精子，采用直接离心法处
理。依据患者精液情况选取 ＩＶＦ或 ＩＣＳＩ受精方式。ＩＶＦ法：取
卵后４～６ｈ，置处理好的精子与卵子于同一培养皿中，在１６～
１８ｈ后对受精情况予以观察；ＩＣＳＩ法：取卵４～６ｈ将卵子周围的
颗粒细胞分离，针对 ＭⅡ卵子予以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放置
培养皿内培养，在１６～２０ｈ后对受精情况进行观察，４８ｈ后对胚
胎质量进行观察。

１３　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
观察指标和评定标准：（１）收集患者治疗前的精液标本，采

用千屏彩色精子质量分析系统，依据《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
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标准进行精液质量分

析［３］。（２）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对患者进行经阴囊超声
检查，探头频率为１４ＭＨｚ，观察患者的附睾异常超声图像特征。
（３）观察本组患者受精率（受精卵数／获卵总数）、临床妊娠率和
妊娠结局，包括流产、早产与低体重儿发生率。

"

　结果
２１　精液标本质量分析

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中，精液量异常１８例（２２５％），精子密
度异常５例（６３％），液化时间异常２２例（２７５％），精子活率
异常２１例（２６３％），精子活动力异常３３例（４１３％），ｐＨ值异
常２８例（３５０％），无精子症异常３例（３８％），死精子症异常２
例（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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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附睾异常超声图像特征分析
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中，附睾头部超声异常７３例（９１３％），

附睾体部超声异常 ６０例（７５０％），附睾尾部异常 ７２例
（９０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图１。
２３　临床受精率、妊娠率和妊娠结局

本研究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中，受精率为８１３％（６５／８０例），临
床妊娠率为７５０％（６０／８０例）。其中，６０例成功受孕病例中，出现
流产３例（５０％），早产１０例（１６７％），低体重儿１３例（２１７％）。
#

　讨论
诱发男性不育症的因素比较多，且比较复杂［４５］。精液常

规分析手段是一种比较快捷、迅速的检测男性精液质量的方

法。本研究结果显示，８０例患者中精液量异常１８例（２２５％），
精子密度异常５例（６３％），液化时间异常２２例（２７５％），精
子活率异常２１例（２６２％），精子活动力异常３３例（４１２％），
ｐＨ值异常２８例（３５０％），无精子症异常３例（３８％），死精子
症异常 ２例（２５％）。这提示，精液量异常、精液液化时间异
常、精子活率异常、精子活动力异常、精液 ｐＨ值异常可能是诱
发男性不育的重要因素。

表１　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中附睾异常超声例数和百分比［ｎ（％）］

　　项目 异常例数（百分比）

附睾头部

　输出小管扩张 ４１（５１３）

　炎性团块 ２（２５）

　回声杂乱 ３０（３７５）

附睾体部

　缺如 １５（１８８）

　截断征 １３（１６３）

　附睾管扩张 ２８（３５０）

　回声杂乱 ４（５０）

附睾尾部

　缺如 ３７（４６３）

　截断征 １４（１７５）

　附睾管扩张 １７（２１３）

　回声杂乱 ４（５０）

图１　８０例男性不育患者附睾异常超声结果

　　超声检查也是属于检查男性不育的常用影像学方法，此方
法具有无创伤、操作简便等优势［６］。本研究结果显示，８０例患
者附睾头部超声异常７３例（９１３％），附睾体部超声异常６０例
（７５０％），附睾尾部异常７２例（９００％）。这提示男性附睾解
剖结构存在异常可能是男性不育的代表性的超声影像特征。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作为非自
然辅助生育技术使得生殖功能障碍夫妻不育情况得到改善，家

庭和谐增强。不孕不育症中因男性不育导致的情况，其多与精

子质量存在密切联系，临床治疗时需要针对无精子症进行治

疗，从而促进预后得以根本改变。有关研究结果显示［７］，不育

症对患者身心健康均产生严重影响，临床主要表现为肾虚与肝

郁证较多，因而临床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中，８０例患者中受精率为 ８１３％，临床妊娠率为

７５０％；６０例成功受孕病例中，出现流产３例（５０％），早产１０
例（１６７％），低体重儿１３例（２１６％）。本研究结果与黄剑磊
等人［８］的研究结果相似，这表明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治疗有助于提高
男性不育患者成功实现生育愿望，且妊娠后流产率较低，母婴

健康得到保障。男性不育ＡＲＴ治疗首先由人工受精开始，早期
ＩＶＦＥＴ治疗主要针对因女性原因尤其是输卵管因素造成的不
孕，而对于男性精子原因造成的不育效果较差，其主要原因在

于精子数量过少、活动力过低和畸形精子比例过高使 ＩＶＦ受精
率降低。精子原因造成的不育效果较差，其主要原因在于精子

数量过少、活动力过低和畸形精子比例过高使ＩＶＦ受精率降低。
随着临床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ＩＣＳＩ技术逐步应用于临床，该治
疗方法使得精子无需同透明带相结合，且不需要进行顶体反应

及卵细胞膜、精子细胞膜融合，从而有助于受精率与妊娠率提

升。ＩＣＳＩ治疗针对弱精子症、少精子症、部分无精子症患者具有
良好效果［９１０］

在因遗传异常导致男性不育患者治疗中，首先应当明确患

者不育的主要原因是否为携带异常遗传基因；同时，临床实施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治疗时需要严格遵循其适应证，以降低不良事件的
发生。为了获得健康后代，在患者生育前需要应用遗传诊断技

术对受精卵、配子或者胚胎进行检查，以降低微缺失遗传情况，

减少不良妊娠结局［１１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８０例患者治疗后，
临床妊娠率为７５０％，这提示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技术用于治疗男性
不育具有良好效果。其中，２５０％的患者未达成生育愿望可能
与女方生殖能力及其他原因相关，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研究

分析。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６０例成功受孕病例，发生流产３例
（５０％），早产１０例（１６７％），低体重儿１３例（２１７％）。这提
示经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治疗后虽然能够成功受孕，但对母婴健康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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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一定威胁，因此需要在成功妊娠后进行积极的产前检查

与干预，从而减少后代患病以及流产、早产等情况的发生。

ＡＲＴ现已成为治疗男性不育的重要手段，尤其是 ＩＣＳＩ技
术，但在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上，需要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加以

考虑。例如，对于精索静脉曲张造成的弱、少精子症可以首选手

术治疗。大量研究发现［６，１２］，手术能够有效提高患者精子参数。

在ＡＲＴ不同方法选择上，应当遵循安全原则，首先考虑相对简
单且风险较小方法，例如ＩＶＦＥＴ与宫腔内人工授精（ＩＵＩ）等，然
后再行植入前遗传学诊断（ＰＧＤ）、ＩＣＳＩ等风险较大、医疗费用
较高的技术选择。此外，应当对男性生育能力予以客观评估，可

以采用精液常规分析法，对精子密度、形态学、活力等进行检测，

之后依据精液分析结果选取适宜的 ＡＲＴ治疗方法［１３１４］。ＡＲＴ
治疗方案的选择，还需要与女方因素相结合，如病因、年龄等，通

过综合考虑制定最佳方案，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预后。为了

提高ＡＲＴ治疗效果，临床上需要对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善：首
先，生殖中心应当制定完善的质控方案，使得结果更具统一性；

其次，需要致力于开发可全面、客观反映男性生育能力的指标，

如精子ＤＮＡ的完整性测定［１５１６］；再次，需要对男性不育实施

ＡＲＴ治疗的安全性，尤其是远期安全性予以评估。受环境、时
间与样本例数等因素制约，关于 ＡＲＴ治疗男性不育的临床效
果，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男性不育实施 ＡＲＴ治疗具有一定应用价值，可
以促进不育患者生育愿望的实现，从而提高患者身心健康和临

床满意度，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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睾丸结节患者超声弹性成像的诊断分析
裴敏１　郭雪１△　孙晓松２　周英３

１襄阳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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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超声弹性成像在诊断睾丸结节上的临床诊断价值。方法：将襄阳市中心医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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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１１５例睾丸结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病理学结果将其分为良性结节组（４７例）和恶性结节组（６８
例）。所有患者均给予超声弹性成像检查，分析比较良恶性睾丸结节患者的弹性成像等级分布以及应变率

比。结果：良性睾丸结节患者的弹性成像以Ⅰ、Ⅱ级为主，恶性睾丸结节以Ⅲ、Ⅳ、Ｖ级为主，两组在弹性成像
等级分布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恶性睾丸结节患者的弹性成像分级和应变率比值分别为４２２
±０６２、２４７±０５５，均显著高于良性睾丸结节患者（２１３±０３５、１２１±０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超声弹性成像在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的准确度、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８５１１％、８２３５％、
８３４８％，当弹性程度≥Ⅲ级时，ＲＯＣ线下面积（为０９１３）达到最大值。结论：利用超声弹性成像能够客观地
对睾丸结节硬度进行评价，能够较为准确地对睾丸结节的良恶性进行鉴别诊断，其中当弹性成像≥Ⅲ级时
为鉴别睾丸结节良恶性的最佳临界值。

【关键词】　睾丸结节；超声检查；弹性成像；应变率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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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睾丸肿瘤作为男性泌尿外科中的常见肿瘤之一，临床上以
恶性病变居多，部分肿瘤容易发生转移［１２］。通过常规超声检

查能够对睾丸结节的大小、形态、内部回声及血流情况进行观

察，但无法获得病变结节的软硬程度，只能通过触诊进行主观

性诊断，容易造成误诊、漏诊。超声弹性成像通过观察睾丸病变

区域的颜色分布及所占比例、计算病变区域与周边组织的应变

率比值，能够较为准确、客观地对睾丸结节硬度进行定量分

析［３］，有助于睾丸肿瘤患者的准确定性和诊断。本研究借助超

声弹性成像对睾丸结节患者进行诊断和观察，以探讨超声弹性

成像在鉴别睾丸结节良恶性上的临床诊断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襄阳市中心医院确诊治
疗的１１５例睾丸结节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研究，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６１岁之间，年龄（４３５６±４５９）岁，结节大小在１８ｍｍ×
１０ｍｍ×１５ｍｍ～１０５ｍｍ×７３ｍｍ×８９ｍｍ之间。纳入标准：均经
手术或穿刺病理明确诊断为睾丸肿瘤。排除标准：伴有严重心

肺疾病者，难以采集弹性数据者以及无法明确进行病理性诊断

者。本研究在取得襄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所

有患者均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开始进行。按照病理学诊断结

果将上述患者分为良性结节组（４７例）和恶性结节组（６８例），
两组患者在年龄、结节大小及深度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所有睾丸结节患者行超声检查，全部检查均由襄阳市中

心医院超声科中经验丰富的两名超声医师完成。诊断仪器选择

ＥＵＢ８５００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由日本日立公司生产提
供），探头频率为６ＭＨｚ～１３ＭＨｚ，具备弹性成像功能。检查前患
者取平卧位，将阴茎贴附于下腹壁，充分暴露阴囊。手持探头直

接贴附于阴囊表面进行多切面全方位扫查，并进行常规性左右

对比。采用二维超声观察左右睾丸、附睾，并对其结节形态、大

小、边界以及内部回声情况进行仔细观察，之后对其腹股沟、盆

腔、腹膜后进行常规检查，探查是否有淋巴结肿大。最后切换至

弹性成像模式，对睾丸进行超声弹性成像检查，手持超声探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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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按压于睾丸，压力指示条显示３～４为宜。同时显示二维图像
和弹性图像，适当调节取样框及压力指标大小，存取实时动态

弹性成像，计算病灶及周边睾丸组织的应变率比值，分析整理

病理结果。依据超声弹性成像检查结果，将病灶区于周围组织

硬度进行比较，以超声弹性图中不同的彩色编码代表不同组织

的弹性大小，其中绿色表示组织平均硬度，红色表示是较平均

硬度更软，蓝色表示比平均硬度更硬。同时构建 ＲＯＣ曲线，计
算曲线下面积，根据约登指数确定诊断临界值。

１３　观察指标
以超声弹性成像中睾丸病变区域的颜色分布及所占比例

对弹性成像进行分级评价，将弹性成像图中的病灶硬度分为Ⅰ
级～Ｖ级，Ⅰ级：病灶区域与周围多数组织呈现均匀的绿色或红
色；Ⅱ级：病灶区域呈现蓝绿相间，以绿色为主（绿色面积超过
５０％）；Ⅲ级：病灶区域呈现蓝绿相间，以蓝色为主（蓝色面积超
过５０％）；Ⅳ级：病灶基本上均呈现为蓝色（蓝色面积超过
９０％）；Ⅴ级：弹性超声结果中蓝色区域面积超过常规超声中的
病灶面积。其中以Ⅰ级～Ⅱ级判定为良性睾丸结节，以Ⅲ级 ～
Ｖ级判定为恶性睾丸结节。以病理学检查为标准，得出超声弹
性成像在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的准确度、敏感度及特异度，

并就良恶性睾丸结节患者的弹性成像分级及应变率比值进行

比较分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选择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对各项数据进行分析比

较，计量、计数资料分别采用平均值 ±标准差和百分数的形式
进行表示，数据比较则分别采用双侧ｔ检验和卡方检验进行，结
果以Ｐ＜００５代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睾丸结节患者的病理学结果

在１１５例睾丸结节患者当中，共计４７例良性结节，其中睾
丸囊肿１６例、良性畸胎瘤１２例，睾丸结核９例，睾丸脓肿６例，
睾丸表皮样囊肿４例；恶性结节共计６８例，其中生殖细胞瘤５３
例（精原细胞瘤３２例、混合型生殖细胞瘤１０例，胚胎性肿瘤６
例，未成熟畸胎瘤３例，内胚窦癌２例），淋巴瘤８例，转移性肿
瘤５例，睾丸恶性间质细胞瘤２例。
２２　良恶性睾丸结节的弹性成像等级分布

恶性睾丸结节患者的弹性成像等级明显大于良性睾丸结

节患者，组间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良恶性睾丸结节的弹性成像评级分布对比［ｎ（％）］

结节类型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Ｖ级

良性结节 ４７ １７（３６１７） ２３（４８９４） ４（８５１） ２（４２６） １（２１３）

恶性结节 ６８ ２（２９４） １０（１４７１） ２６（３８２４） １９（２７９４） １１（１６１８）

χ２值 ２２２４９２ １５９１４７ １２７３５０ １０４４５７ ５８６９０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５４

２３　良恶性睾丸结节的弹性成像分级及应变率比值
恶性睾丸结节患者的弹性成像分级以及应变率比值均明

显高于良性睾丸结节患者，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超声弹性成像在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的诊断结果

超声弹性成像在鉴别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的准确度、敏

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８５１１％、８２３５％、８３４８％。从ＲＯＣ曲线
可见，当弹性程度≥Ⅲ级时，ＲＯＣ线下面积最大，为０９１３，因此
可将弹性分级Ⅲ级确定为最佳诊断临界值。具体将结果详见
表３和图１。

表２　良恶性睾丸结节的弹性成像分级及应变率比值对比（珋ｘ±ｓ）

结节类型 病例数 弹性成像分级（级） 应变率比值

良性结节 ４７ ２１３±０３５ １２１±０４６

恶性结节 ６８ ４２２±０６２ ２４７±０５５

ｔ值 ２０９０４８ １２８９１３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表３　超声弹性成像在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的诊断结果

弹性成像

诊断结果

病理结果

良性 恶性
准确度 敏感度 特异度

良性 ４０ １２

恶性 ７ ５６
８５１１ ８２３５ ８３４８

#

　讨论
常规超声检查作为目前诊断睾丸肿瘤的主要方式，能够较好

地对睾丸结节的大小、形态、内部回声及血流情况进行观察［４５］，

无法准确提供病变组织在软硬程度方面的信息。以往在临床上

多采用外科触诊的方式对于病变组织软的软硬程度进行评价，主

观性较大，容易发生误诊和漏诊［５］。超声弹性成像利用病变区域

与周围正常组织间弹性系数的不同，通过提取人体组织在受压时

内部因位移改变而产生的形变信号［６７］，对其信号进行相关分析

所得到的组织内部应变大小分布，之后再通过彩色编码进行表

示，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客观地对病灶软硬程度进行定量分

析［８９］，为鉴别和诊断睾丸结节良恶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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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超声弹性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的ＲＯＣ曲线

组织的硬度与其内部组成成分存在密切联系，正常的睾丸

组织被肿瘤细胞取代后形成恶性睾丸结节，肿瘤间质存在大量

纤维组织增生，纤维组织间隔，造成结节组织呈现分叶状、分散

分布［１０］，弹性较差，组织硬度较大。加之多数恶性病变肿瘤呈

现浸润性生长，与周围组织粘连紧密，周围组织受其牵拉导致

其活动度较差［１１］，弹性明显下降，因而组织弹性分级较高，高于

正常睾丸组织。良性睾丸结节主要表现为表皮样囊肿、畸胎瘤、

睾丸结核、睾丸脓肿等，与周围组织界线清晰［１２１３］，内部多为脂

质、液体等，质地较软、弹性良好。据报道，恶性肿瘤硬度约为良

性肿瘤硬度的２～３倍［１４］。从本研究结果来看，最终经病理学

诊断为良性睾丸结节的患者，其弹性成像分级以Ⅰ、Ⅱ级为主，
恶性睾丸结节以Ⅲ、Ⅳ、Ｖ级为主。同时，恶性睾丸结节患者的
弹性成像分级以及应变率比值也均显著高于良性睾丸结节患

者。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良恶性睾丸结节在组织软硬程度上

存在的巨大差异，借助睾丸结节的软硬程度，有助于睾丸结节

良恶性的鉴别和诊断［１５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鉴别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超声弹

性成像在诊断良恶性睾丸结节上的准确度、敏感度和特异度分

别为８５１１％、８２３５％、８３４８％，且当弹性程度≥Ⅲ级时，ＲＯＣ
线下面积为０９１３，达到最大值。这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恶性
睾丸结节的弹性较差，硬度较高，良性睾丸结节与之相反，行超

声弹性成像在睾丸结节良恶性鉴别诊断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行睾丸弹性成像检查期间，要求操作者在手动加压时要均

匀，且要做到１次～２次／ｍｉｎ的微小振动，压力综合指数要维持
在３～４之间，对操作者要求较高。此外，睾丸结节的大小也会
对弹性成像的分级造成影响，而临床治疗也会改变睾丸结节组

织的软硬程度［１７１８］。受上述多种因素的影响，行弹性成像检查

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对睾丸结节的性质进行鉴别和诊断，仍需要

配合临床及常规超声以进一步提高其诊断准确性。

综上所述，超声弹性成像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睾丸结节

的组织学特性进行定量评价，弹性成像敏感度较高，能够对睾

丸结节的软硬程度进行准确评价，弥补了常规超声在此方面的

不足，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良恶性睾丸结节的诊断准确程度，值得

积极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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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囊海绵状血管瘤１例报道并文献复习
李涛　傅崇德　陈广瑜Δ　魏乔红　焦林　谢圣陶　汤尧　刘晓彤
西安航天总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１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阴囊海绵状血管瘤的临床特点和诊治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１例阴囊海绵状
血管瘤的临床资料。患者，男，５３岁，因发现阴囊右侧肿物１０年并增大１周入院，彩超检查提示：右侧阴囊
壁见大小约９２７６ｍｍ稍低回声，其内录得动静脉血流信号。结果：行阴囊肿物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阴
囊右侧皮肤海绵状血管瘤。术后随访４月未见肿物复发。结论：阴囊海绵状血管瘤临床少见，彩超、ＭＲＩ等
影像学检查有一定的临床诊断价值，治疗以手术切除为主，预后良好。

【关键词】　海绵状血管瘤；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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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ａｃａｓｅｏｆｓｃｒｏｔａｌ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ｗａｓ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Ａ５３ｙｅａｒｏｌｄｍａｌｅｗｉｔｈｒｉｇｈｔｓｃｒｏｔａｌ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ｆｏｒ１０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ｓｉｚｅｆｏｒａｗｅｅｋｗａ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ｔｏ
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ｃｒｏｔａｌ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ｎｆｏｒｍｅｄａｈｙｐｏｅｃｈｏｉｃｍａｓｓ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９２７６ｍｍｉｎｓｉｚｅａｎｄｗｉｔｈ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ｔｉｓｓｕｅｖｅｎｏｕｓｓｔｒｅａｍ．Ｒｅｓｕｌｔｓ：Ｌｏ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ｒｅ
ｖｅａｌｅｄｓｃｒｏｔａｌ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Ｎｏ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４ｍｏｎ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ｃｒｏｔａｌ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ｉｓｒａｒｅ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ＭＲＩ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ｉｓ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ｒｏｔａｌｃａｖｅｒｎｏｕｓｈｅｍａｎｇｉｏｍａ；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血管瘤多为先天性疾病，阴囊壁血管瘤较为少见。海绵状
血管瘤多发生于儿童，７０％～９０％发生于７岁前［１］，成人阴囊海

绵状血管瘤更为罕见。自１９５１年 Ｂａｕｒｙｓ首次报道以来一直少
有报道［２］。２０１７年西安航天总医院收治１例５３岁阴囊海绵状
血管瘤患者，现报道如下并结合文献进行分析。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男，５３岁，因“发现阴囊右侧肿物１０年并增大１周”
于２０１７年４月入院。１０年前发现阴囊右侧小米粒大小黄色肿
物，无疼痛，偶有瘙痒不适，未予治疗。此后肿物逐渐增大致约

０５ｃｍ，呈粉红色，质软。１周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肿物肿大，约
１ｃｍ，表面呈黑色改变，质硬，活动度可，伴疼痛不适。具体结果
详见图 １。彩超检查提示：右侧阴囊壁见大小约 ９２ｍｍ×
７６ｍｍ稍低回声，形态规则，边界欠清晰，内回声不均匀，其内
录得动静脉血流信号。具体结果详见图２。实验室检查：血尿
常规、肝肾功、电解质等未见异常。胸部Ｘ线、心电图等未见异
常。泌尿系彩超提示前列腺略增大。

１２　治疗方法
于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０日在硬膜外麻醉下行阴囊肿物切除术，

于距肿物周围约１ｃｍ处完整切除阴囊皮肤致肉膜层，术中探查
肿物未与睾丸、附睾粘连，术后将标本送病理检查。

"

　结果
术后预防性应用抗生素２４小时，７天后拆除缝线切口愈合

良好。术后病理：阴囊右侧皮肤海绵状血管瘤。术后随访４月
切口无异常，未见肿物复发。

#

　讨论
血管瘤是一种常见的由血管畸形所致的软组织良性肿瘤，

多为先天性，女性发病率是男性３倍［３］，泌尿系统可发生于膀

胱、前列腺等部位。根据其临床及病理特点，血管瘤可分为毛细

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和蔓状血管瘤［４］。海绵状血管瘤是由小

静脉和脂肪组织组成的血管畸形，可作为全身血管瘤的一部分，

多见于颜面部，较少累及泌尿生殖系统。发生于阴囊的血管瘤

中，以海绵状血管瘤相对多见［５］，常表现为阴囊局部皮肤增厚

的软性包块或见多条扩张的静脉呈蚯蚓状团块，呈青紫色或灰

红色，多见于阴囊壁或阴囊内，可蔓及阴茎、会阴甚至大腿内侧。

阴囊海绵状血管瘤多无疼痛不适，偶有出血、溃疡、坠涨等不

适［６］，血管瘤体积较大时可导致患侧睾丸的损伤［７］，且常与

Ｆａｂｒｙ疾病和 ＫｌｉｐｐｅｌＴｒｅｎａｕｎａｙ综合症有关［８］。本例患者因阴

囊右侧肿物突发肿大１周入院，术前不排除阴囊恶性肿瘤可能，
因此正确的诊断和鉴别具有重要意义。

阴囊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主要依靠影像学检查。彩超检查

常见阴囊病变部位不规则异常血管低回声团块，边界欠清晰，根

据病变组织成分可表现为少血流信号或较为丰富的动静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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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信号［９］，可见波动性动脉频谱［１０］。同时，超声能够显示病变

的范围、形状、组织结构，并且能够实现对病变部位的动态检查。

有研究报道，超声诊断血管瘤的敏感度和特异度达到９４１％和
８８５％［１１］，根据超声的特异性影像学表现，能够与阴囊内的炎

症、肿瘤、结核等疾病鉴别。本例患者术前超声提示阴囊壁内低

回声规则包块，边界欠清晰，内回声不均匀，其内录得动静脉血

流信号，这符合海绵状血管瘤的超声表现。ＣＴ检查能够明确病
变范围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当软组织病变存在静脉石时，ＣＴ
具有较高的检出率。ＭＲＩ因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能力，Ｔ１和
Ｔ２加权图像上呈现出高密度和低密度混合的网状图像模型，利

用Ｔ２加权像或梯度成像序列能够较好的显示低密度组织的边缘
范围［１２］，能够反映血管瘤病理组织改变，并且能够对瘤内组织类

型进行区分，有助于病理分型的诊断［１３］。与彩超比较，ＣＴ和
ＭＲＩ对病变的动态扫描较为欠缺，且存在费用较高的缺点。另
外，选择性血管造影亦可作为诊断的一种方法，能够显示血管内

瘤栓［９］。亦有报道显示，用 ＴＣ９９核素扫描对诊断病变范围具有
一定作用［１４］。阴囊海绵状血管瘤的诊断依靠病理检查，不推荐

对怀疑病例行穿刺细胞学检查，确诊主要依赖于病理结果，需注

意与阴囊血管平滑肌瘤、脂肪瘤等鉴别。

图１　阴囊海绵状血管瘤体检所见 图２　阴囊右侧海绵状血管瘤超声图像

　　阴囊海绵状血管瘤的治疗同其他部位的血管瘤，包括药物
治疗、物理治疗及手术切除，其中以手术切除为主。药物治疗包

括激素、干扰素等。ＨｅｍａｌＡＫ［１５］等应用３０％高渗盐水对４名
阴茎血管瘤患者采取硬化治疗，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结果。Ｍｏｎ
ｄａｌＳ［１６］等应用３％硫酸四癸钠成功治愈１例阴茎血管瘤患者。
然而，因阴囊部位血管瘤不易阻断及阻断范围不易把握，硬化

剂已较少应用于阴囊血管瘤的治疗［１７１８］。ＪｉｍｅｎｅｚＣｒｕｚ［１９］和
Ｕｌｋｅｒ［２０］报道应用ＹＡＧ激光治疗海绵状血管瘤能够取得较好的
疗效，但激光对于较大血管瘤存在难以控制的出血的风险，因

此激光适用于较小血管瘤的治疗，能够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手术切除可依据术前检查结果严格评估病变大小，术中充分切

除病变范围，能够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术后很少复发。

综上所述，成人阴囊海绵状血管瘤较为少见，诊断主要依

靠彩超等影像学所见，完整切除病变及邻近组织能够减少复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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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克氏综合征是男性最常见的性染色体异常性疾病，本文综述了克氏综合征的流行病学、常
见症状及治疗方案，探讨分析了在儿童时期进行克氏综合征筛查的积极意义，对克氏综合征的早期诊治将

有利于早期干预治疗，改善患者心理、行为、体型、代谢紊乱、第二性征的发育，提高患病儿童的认知能力、沟

通能力，以及成人后的生育能力的治疗，或争取到充分时间让家庭考虑生育二胎。

【关键词】　克氏综合征；筛查；儿童时期干预；无精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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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氏综合征的流行病学
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由克莱恩费尔特于１９４２年首先报道，又

称为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是男性最常见的性染色体数量异常

疾病。根本病变在于男性多一条Ｘ染色体，也有其他多种性染
色体异常表现为４８ＸＸＸＹ、４９ＸＸＸＸＹ等，有少数病人可表现为
４６ＸＹ及异常染色体同进存在的嵌合体［１］。克氏综合征的发病

率各地区的报道各异，丹麦学者经孕妇羊水检查报道男婴的发

病率为１５２‰［２］，格鲁吉亚学者通过筛查３６１２４例新生婴儿干

燥血清ＤＮＡ，患病率为 １５８‰［３］，澳大利亚报道的发病率为

２２３‰［４］，韩国一项研究报道发病率为２２／９３８７［５］，国内未见大
样本的发病率数据，最新版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最佳方

案与筛查项目技术规范手册》中记录克氏综合征在男性中发病

率１００‰～２００‰［６］。克氏综合征是临床无精子症的主要发病

原因，克氏综合征在不育症患者中占３００％，在无精子症患者
中约占１３００％［７］。克氏综合征患者在认知方面可能有异常，

可能表现为智力偏低，注意力涣散，语言表达学习能力受到影

响，但是患者在青春期前往往不易被家长发现，在儿童时期家长

及医生不会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而去检查儿童的性染色体。临床

诊断此类疾病一般都在青春期启动后，多数为成年后才能被诊

断。有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克氏综合征患者在青春期前只有少

量病例被诊断［８］。克氏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为原发性性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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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下降，表现为睾丸不发育，明显的小睾丸，一般 ＜６毫升，睾
酮水平明显低于正常人，多数人表现为无精子症，偶有病人表

现为严重的少精子症。克氏综合征的病人可能表现为体型异

常、智力异常，代谢异常［９］。目前国内许多健康体检对男性生殖

器检查不够重视，因此许多病人要到婚前检查时才能被发现，

多数克氏综合征病人因为无法生育或性功能障碍而到泌尿男

科就诊才被诊断。

"

　克氏综合征的治疗现状
目前在国内对儿童期及青春期的克氏综合征因为无法早

期发现，较少有关于治疗方案的大样本报道，对成人的克氏综

合征病人治疗以替代性雄激素治疗为主，性功能的异常经过雄

激素的治疗基本可以维持正常的性功能，对于生育能力治疗，

通过药物治疗基本无法导致配偶自然怀孕，对于无精子病人国

内外采用显微取精后行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对于智力及沟通能力方面的异常因为已错过了干预的最

佳年龄，因此这方面的报道较少。

#

　儿童时期发现克氏综合征的积极意义
在我国，克氏综合征的早期筛查及诊断目前没有常规开

展，目前诊断干预都明显滞后［１０］。丹麦通过调查发现只有

１０００％的克氏征患者能在青春期启动之前被确诊［２］。英国的

调查研究也是相似结果［１１］。而我国未见相关的报道。笔者在

基层妇幼保健机构工作，从事多种儿童疾病的筛查，笔者认为

目前有条件开展儿童时期的克氏综合征筛查及确诊，早期诊断

及干预将会有积极意义。

３１　早期发现氏克综合征后家庭可积极考虑生育二胎
目前，克氏综合征的生育仍然是困难的，多数病人较难获

得自已亲生的后代，近年来国家提倡生育二胎，但是许多年轻

的父母不愿意再次生育。如果能早期发现克氏综合征病人，克

氏综合征家庭可以考虑再次生育，但是如果在青春期或成人期

发现克氏综合征，患者父母已错过了生育的机会，对家庭可能

带来巨大的遗憾。

３２　早期雄激素替代治疗将有利于患儿的第二性征的发育
是否有必要在青春期开始时就进行雄激素的治疗缺少大

样本的循证医学的证据，但是部分学者认为早期使用雄激素使

患者的雄激素水平接近正常人更有利于性器官的发育，有利于

患者男性性征的发育，更有利于促进肌肉的生长，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１２］。王星等［１３］认为如果能在儿童时期诊断克氏综合

征，应该在青春期启动时就进行雄激素替代治疗，可促进患者

的第二性征、男性心理行为的正常发育。有观点认为如果患者

存在相关的临床表现而血清睾酮水平低于１２ｎｍｏｌ／Ｌ则有必要
开始雄激素的替代治疗［１４］。有观点 ［１５］认为在婴儿期阴茎小

或隐睾的患者可以注射十一酸睾酮１次／月，连续使用３个 ～４
个月，可以刺激阴茎发育，１２岁时没有启动青春期改变的克氏
综合征儿童可以开始补充雄激素，根据血清 Ｔ的水平，ＬＨ、ＦＳＨ
下降程度进行调整用量。有观点［１６］认为睾酮的补充治疗可以

改善第二性征、类无睾体型、工作表现、行为异常、可以降低乳腺

癌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

３３　早期诊断克氏综合征并干预有利于患者其他身体机能紊
乱的改善

　　克氏综合征病人可表现为骨质疏松及代谢异常，可存在胰
岛素抵抗、血糖异常、ＨＤＬ异常，发生糖尿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风险明显高于正常人，研究认为雄激素补充对代谢异常有一定

作用［９］。笔者认为如果能在儿童时期发现克氏综合征，除了早

期使用雄激素替代治疗，可以更注重儿童营养习惯、控制体重，

成年后可减少代谢相关疾病的发生。

３４　早期诊断并干预克氏综合征将有利于儿童认知水平的提
高及社会价值定位

　　克氏综合征儿童在阅读能力、语言能力、书写能力、沟通及
学习能力方面可能低于正常儿童，据报道克氏综合征儿童的智

商低于正常儿童１０分 ～２０分［１７］。儿童时期如果家长能及早

知晓儿童的学习能力较差与染色体相关，家长可在家庭及学校

教育、儿童自信心的树立、学业的选择、课程的设置、未来专业及

工作设想等方面提前准备，有利于儿童的健康生长，有利于克氏

综合征患者进入社会后的社会价值定位，也有利于父母在患者

的婚育方面提供指导。有报道认为克氏综合征患者部分种类犯

罪的犯罪率比正常人群高［１８］，在精神病患者或刑事犯罪者中氏

克征患者占１００％ ［６］。笔者认为，如果在儿童时期注重克氏

综合征患者的心理指导，减少成年后的自悲感，可能有助于病人

心理健康，减少精神病的发病率及犯罪率。

３５　早期诊断克氏综合征并采用干预措施对生殖的影响
克氏综合征患者大多数表现为无精子症，基本无法自然生

育，对于无精子的患者想要确定是否可能存在局灶性生精，只有

通过睾丸切开取精才能明确患者是否存在精子［１９］。国内外有

较高的显微镜睾丸取精（ｍｉｃｒｏＴＥＳＥ）成功率的报道，认为
４４００％～５５００％的患者可以成功能取得精子［２０］，但是国内有

部分医院的取精率仍较低，显微镜睾丸取精对手术者的经验有

较高要求，较难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克氏综合征患者的取精成

功率与年龄相关，综合文献 ［２１２３］认为：１６岁 ～３０岁是睾丸取
精的理想阶段，但是临床许多克氏征病人因不育症诊治时已超

过３０岁。陈胤伟等［２４］不建议青少年进行取精，认为儿童时期

诊断，青春期后早点取精有利于取精成功率。克氏综合征病人

在儿童及青春期用雄激素治疗是否有利于成年后的显微外科

取精率在国内外未见详细报道。对于成年人早期进行雄激素补

充是否对未来显微镜睾丸取精有积极意义存在争议，而 ＰＬＯＴ
ＴＯＮ研究认为，雄激素补充治疗对取精率无明显影响，使用雄
激素干预组的成功率为５２００％（９／１７），未干预组５９００％（１４／
２４）［２５］，陈胤伟等［２４］认为，术前使用雄激素不会影响取精成功

率，如果在青春期启动后开始长时间生理剂量的雄激素治疗是

否更有利于取精，有待于大样品的数据研究结果。有报道［２６］研

究认为，１５例１７岁～２３岁的克氏综合征患者通过使用６个月
的雄激素治疗后精囊腺明显发育、第二性征不同程度更明显。

多数患者出现遗精晨勃，性欲明显改善，精神状态较服药前明显

好转。使用其他药物干预也利于取精成功率，Ｍｅｈｔａ等［２７］研究

认为联合使用雄激素及阿那曲唑治疗１年 ～５年，取精率可明
显提高。Ｒｏｈａｙｅｍ等［２３］发现克氏征患者在术前使用 ＨＣＧ后，
ＬＨ下降、Ｔ升高，可以提高手术取精的成功率。Ｓｃｈｉｆｆ等［２８］研

究认为克氏综合征显微取精前使用克罗米芬取精率可达到

１００００％，但是只报道了３例病例。笔者认为，儿童期诊断克氏
综合征后，在青春期启动时即使用雄激素、芳香化酶抑制剂、

ＨＣＧ，克罗米芬等药物有可能会提高取精率。
３６　早期疾病筛查有利于疾病治疗方案的不断优化

儿童时期发现克氏综合征并进行适度干预将为克氏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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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治疗提供大量数据，目前国内克氏综合征诊断一般在成年

后，很少在儿童时期诊断，国内未见大样本的儿童克氏综合征

病例的报道，对于儿童克氏综合征的治疗存在许多未知领域，

如儿童时期及青春期使用哪些药物有利患者的生殖能力，儿童

时期生理剂量的雄激素治疗是否能提高生殖能力，在儿童时期

如何进行雄激素长期治疗等等，克氏综合征患者在青春期的心

理行为指导等方面均未见相关报道，因此，通过筛查发现克氏

综合征儿童患者，将有利于探索此类病的治疗，将疾病对患者

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

　儿童染色体筛查的可行性分析
克氏综合征是男性发病率最高的性染色体异常性疾病，近

年来我国提倡生育二胎，高龄产妇将明显增加，出生人口染色

体异常性疾病将会增多［９］。随着我国经济能力的提升，政府对

疾病预防的投入较大，儿童疾病筛查工作逐步普及，目前我国

多数地区对新生儿先天性听力障碍、新生儿甲状腺功能减退、

ＰＫＵ、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等进行筛查，政府也对部分儿童体检
项目进行免费检查，儿童时期各种疾病筛查项目的开展为疾病

的早期诊治争取了宝贵时间。克氏综合征作为染色体疾病，不

可能随着时间变化染色体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具有很好的稳定

性，有利于染色体筛查的开展。目前染色体检查收费各异，价格

较高，但是某些通过招标取得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检查费

用是较低的，这对于我国经济较好地区是完全有能力、有条件

进行儿童时期染色体的筛查，早期发现克氏综合征的。对于克

氏综合征这种对个人及家庭影响较大的疾病，２００元左右的筛
查成本并不高，完全可以在人群中大面积开展。国外有报道［２９］

认为，使用分子基因技术对儿童新鲜干燥血清样本进行普查，

可以降低筛查成本。白杨等［１０］认为，对于克氏综合征需要大样

本的前瞻性的筛查研究，为克氏综合征患者提供最佳的治疗方

案。

%

　儿童时期克氏综合征筛查需要关注的问题
５１　知情同意问题

目前多数家长对克氏综合征没有认识，作为这种发病率较

高的先天性疾病有必要让家长知晓，儿童保健工作中必须做好

相关知识的宣教，鼓励家长积极参与疾病的筛查。

５２　必须实行最严格的保密制度
在儿童时期诊断克氏综合征，对于家长来说有了充分的时

间考虑与应对，但是因为是性染色体疾病，和未来的生殖功能

相关，所以必须防止社会对患病儿童的歧视，所以要求筛查阳

性结果必须多次复查，谨慎确诊。对筛查阳性结果、干预措施及

随访必须实行最严格的保密，可以建议患病儿童家长先不告诉

儿童，以有利儿童心理发育。

５３　对确诊的病例必须做好心理指导
克氏征综合病人早期雄激素干预有利于改善其心理障

碍［３０］。对于家长及患者的心理疏导都很重要，可以使用心理咨

询的技巧干预家长及患者的心理，使其能正确面对，坚持治疗。

５４　关于筛查费用
对于基层的妇幼保健机构无法开展染色体检查的单位可

以通过与第三方检验机构合作，降低费用，可以争取政府的支

持，多方出资，争取开展本项筛查工作，为家庭的幸福、社会的和

谐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克氏综合征是一种男性发病率较高的先天性疾

病，对患者的生长发育、代谢、认知、生殖存在较大的影响，对患

者的婚姻及家庭幸福影响更大。儿童时期筛查、早期发现此种

疾病，提前干预，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

患者的影响，促进社会家庭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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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海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４０８０５）
【第一作者简介】周小飞（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应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
效果分析
周小飞　刘玉珠　陈春妃　胡天琼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应用腹腔镜手术治疗４６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效果、术后对患者性功能
和并发症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诊的早期子宫内膜癌
患者９２例，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６例患者。观察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手术治疗，
对照组患者给予开腹手术治疗。观察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盆腹腔引流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

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相关手术指标变化，比较患者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

除数，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性功能恢复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盆腹腔引流量

（１２６８９±２３１２ｍｌ、２５８１２±３４１２ｍｌ）低于对照组患者（１５９７８±２５４５ｍｌ、２９７１２±３４８９ｍｌ），两者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术后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
（３２１２±５１２ｈ、４８３７±６２１ｈ、５２３±０５４ｄ）短于对照组患者（３９４０±５２８ｈ、５９７８±５８８ｈ、９２３±
０３４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和腹主动脉旁淋
巴结切除数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患者均出现淋巴囊肿、切口愈合不良、尿潴留、
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观察组患者总发生率（１０９％）低于对照组患者（３２６％），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和性心理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性行为异常评分（５６１２±５０７分）低于对照组（６５１２±６０２分），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对患者产生的创伤小，患
者术后恢复快，术后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能够达到开腹手术切除淋巴结的清扫效果，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早期子宫内膜癌；腹腔镜；淋巴结；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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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１３０％）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６０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ＶＲＰａｎｄＶＳＰ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ｏｆｓｍａｌｌｔｒａｕｍａ，ｆａｓｔ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ｌｏｗ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子宫内膜癌为原发于子宫内膜上皮细胞的一种恶性肿瘤
疾病，已经成为威胁女性生殖健康的三大肿瘤疾病之一［１］。随

着生活节奏的变化，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在世界范围内逐年增

长，且趋于年轻化。手术是治疗子宫内膜癌最为有效的方

式［２］。传统的手术治疗方法主要为开腹全子宫切除，对患者机

体组织产生较大损伤，影响患者术后康复［３］。随着微创技术的

发展，腹腔镜技术用于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得到了临床医生的

认可［４］。本研究探讨了腹腔镜手术对子宫内膜癌患者手术参

数、淋巴结切除数量以及疾病转归的影响。现将相关情况报道

如下。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在我院就诊的９２例子宫
内膜内膜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 ４６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３２岁 ～４６
岁，年龄（３９５６±２４２）岁；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１岁～４７岁，
年龄（３９４５±３１０）岁。入选标准［５］：①病理检查确诊为子宫
内膜癌患者；②患者年龄小于６０周岁；③术前患者经宫颈细胞
学检查为阴性；④无严重内外科合并症患者；⑤对患者进行阴
道镜检查无宫颈恶性病变。排除标准：①患者并发其他部位恶
性肿瘤；②本次手术前接受放疗或者化疗的患者；③不能接受
手术治疗的患者；④不能积极配合治疗的患者；⑤处于哺乳期

妇女。本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知晓研究内

容并签署自愿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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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术前均做好常规准备工作，实施全身麻醉，进行气

管插管，术中密切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

观察组：给予患者腹腔镜手术治疗，取患者仰卧位，在患者

的阴道内留置举宫器，常规建立人工气腹，对患者的腹内压进行

控制，小于１４ｍｍＨｇ最佳。于患者的侧下腹置入第二与第三套
管针，同时对患者的腹腔进行仔细探查。留取１００ｍｌ的腹腔冲
洗液送至细胞学进行检查。在腹腔镜作用下切除患者的子宫双

附件和盆腔淋巴结，术后放置引流管，用生理盐水冲洗患者盆腹

腔后，退出腹腔镜，然后将患者的阴道断端封闭。术后给予患者

抗感染治疗，以利于患者早日康复。

对照组：给予患者开腹手术治疗，取患者仰卧位，选取患者

的下腹正中约１８～２０ｃｍ的位置切口，采用次广泛全联合盆腔
淋巴结清扫术将子宫切除，手术操作步骤同上。术后给予患者

常规抗感染治疗，促进患者恢复。

两组患者在取出子宫、双附件后立即剖视子宫，了解癌灶部

位和累及宫腔面积、肌层浸润深度等，所有取出的组织全部送病

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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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盆腹腔引流量、术后肛门排气时

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相关手术指标变化，比

较患者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

数，记录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性功能恢复情况。

性功能评分标准：术后６个月采用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
表进行评价。该量表总共包括６个维度４８个小项，在医生的统
一指导下完成问卷调查，分数越低的患者表明性功能越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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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比较术中出血量、术后盆腔引流量，观察组患者均低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比较术后肛
门排气时间、术后下床活动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观察组患者

均短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盆腹腔引流量

（ｍｌ）
术后肛门排气时间

（ｈ）
术后下床活动时间

（ｈ）
术后住院时间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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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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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值 ６４８７７ ５４２０３ ６７１３４ ９０４８８ ４２５１４３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和腹主动脉旁淋巴
结切除数比较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盆腔淋巴结切除数和腹主动脉旁淋
巴结切除数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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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盆腔淋巴结

切除数（个）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

切除数（个）

观察组 ４６ １３５４５±２１０２ ２０８９±４２８ ２３４５±５２０

对照组 ４６ １３９７８±２６４５ ２１０５±３９０ ２３８７±５４８

ｔ值 ０８６９２ ０１８７４ ０３７７１

Ｐ值 ０３８７０ ０８５１８ ０７０７０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均出现淋巴囊肿、切口愈合不良、尿潴留、下

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观察组患者总发生率（１０９％）低于对照
组患者（３２６％），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淋巴

囊肿

切口愈合

不良
尿潴留

下肢静脉

血栓
总发生

观察组 ４６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２２） ２（４３） ５（１０９）

对照组 ４６ ３（６５） ４（８７） ５（１０９） ３（６５） １５（３２６）

χ２值 ７１８０５ ７２５６１ ８３６３６ ７５６５８ ６３８８９

Ｐ值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７１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１１５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和性心理评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
察组患者术后性行为异常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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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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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值 １１１４３４ ６２６５２ ６９８５５ １１０６６０ １７２３４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疾病，发

病群体为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妇女，因子宫内膜上皮细胞恶化转

移，导致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出现障碍，随着患者病情的逐步恶

化，最终形成占位性病变，对女性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

胁［６］。有关学者指出，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的最佳方式为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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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７］。

有关资料表明，子宫内膜癌早期临床症状并不明显，患者

难以察觉到，以致往往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病情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逐渐发展，时间越长病情越严重。症状具体表现为：阴

道出现不规则流血，或阴道分泌物增多［８］。子宫内膜癌的治疗

效果与患者预后有着密切的联系；临床上治疗子宫内膜癌的常

用方法有外科手术、激素治疗、放化疗和中医治疗，其中最为有

效的为手术治疗。既往临床治疗中，主要采用传统的开腹手术

治疗。但是，开腹手术对患者产生的创伤比较大，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较高，患者所需恢复时间较长，对患者的预后造成不良影

响，因此在临床应用中备受争议［９１０］。

随着腹腔镜技术的日益成熟，用其治疗子宫内膜癌逐渐普

及［１０］。与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手术的操作虽然更加复

杂，但当术者逐渐熟悉后，同样可以达到传统手术方便快捷的

效果。在腹腔镜的作用下，呈现良好的手术视野，方便术者对机

体盆腔中各个脏器器官的分辨，有利于血管、韧带的离断和淋

巴结的清扫，有助于手术的顺利开展。腹腔镜手术具有以下优

点［１１１２］：①手术切口小，对患者组织损伤轻微，术中出血少，有
利于患者术后恢复；②手术过程中使用的镇痛药物比较少，患
者的疼痛感受轻微，并发症少。本研究证实，采用腹腔镜手术治

疗，患者术中出血量低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其主要原因

是［１３１５］：①腹腔镜具有放大功效，患者的病灶组织在镜下可以
放大６倍左右，视野比较清晰，对患者的血管损伤比较小；②建
立人工气腹，机体腹腔内压力增大，避免患者小血管出血。由此

证实，腹腔镜手术治疗子宫内膜癌疾病，可以降低患者术中出

血量，有利于患者术后康复。

本研究结果提示，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患者性功能评分

明显高于采用开腹手术治疗的患者，由此可见，腹腔镜手术对

患者术后性生活影响较小。有关研究表明，腹腔镜手术具有手

术视野清晰，解剖分离彻底，出血和并发症少的特点，给患者产

生的创伤小，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盆腔的完整性和改善盆

腔功能，此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６１８］。

本研究证实，经腹腔镜手术治疗后，子宫内膜癌患者的术

后肛门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盆

腹腔引流量、并发症发生率等均少于传统开腹手术治疗的患

者。其主要原因是，腹腔镜手术能够清晰地观察癌灶与正常组

织，在手术操作过程中，便于术者清楚地观察病变部位，精准解

剖分离，避免损伤周围组织，给患者带来的损伤小，有利于患者

术后恢复。

综上所述，给予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腔镜手术治疗，不

仅能够缩短患者的住院时间，降低患者术中出血量，同时也能

够减少患者术后并发症，达到与开腹手术切除淋巴结清扫的效

果，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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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
治疗早期宫颈癌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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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疗效。方法：
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唐山弘慈医院接受治疗的６０例早期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给予随机
分组，对照组３０例，给予开腹手术治疗；观察组３０例，给予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治
疗，对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情况、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观察组患者术中出

血量、肛门排气时间、切除阴道长度等手术相关指标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术后生理功能、躯体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术后
有２例患者出现并发症，占６７％，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６７％，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与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在早期宫颈癌治疗的应用，能够降低手术创伤，术后恢复快、

并发症少，具有较高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术；腹腔镜；淋巴结切除术；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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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疾病，
宫颈癌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位居第２，是妇科恶性肿瘤的高发
疾病［１２］，严重影响着女性的生存质量。临床研究表明，我国每

年宫颈癌的新发病例多达１３万，死亡病例约为７～８万，且呈现
出年轻化趋势［３］，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临床中对于早期

宫颈癌多采用的是手术治疗方式，传统的开腹广泛子宫切除术

与淋巴结清扫术尽管能够有效清除病灶，然而创伤大、术后恢复

慢，且容易诱发一系列并发症［４５］，疗效并不理想。随着微创理

念的不断深入及腹腔镜技术的发展，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腹

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在早期宫颈癌治疗中得以应用，为探究其

临床有效性，研究收集唐山弘慈医院６０例早期宫颈癌患者的病
例资料予以分析。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唐山弘慈医院早期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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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临床资料，共６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０
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３７岁～６４岁，年龄（４５５±６６）岁，体重
范围５１ｋｇ～７６ｋｇ，体重（６２３５±１１２４）ｋｇ，其中鳞癌１９例，腺癌
８例，腺磷癌３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３５岁～６６岁，年龄（４５１±
６５）岁，体重范围５２ｋｇ～７５ｋｇ，体重（６１９６±１１０７）ｋｇ，其中鳞
癌１８例，腺癌８例，腺磷癌４例；纳入标准：①经过临床诊断及
宫颈活检病理检查，所有患者均符合早期宫颈癌的临床诊断标

准［６］；②该研究得到临床科室认可，医学伦理会表示支持，患者
自愿参与研究，并根据相关规定签订知情同意书；③已婚已育，
无生育要求。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疾病者；②存
在意识障碍及精神异常患者；③合并严重盆腔粘连及阴道狭窄
者；④存在手术禁忌症患者［７］。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给予传统开腹广泛全子宫切除加淋巴结切除术治

疗。观察组给予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

术治疗。①腹腔镜淋巴结切除术。患者实施气管插管选择全身
麻醉，手术体位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铺巾，将举宫杯置入，在

患者脐下位置行一弧形切口，以１０ｍｍ为宜，常规穿刺后建立
ＣＯ２气腹，将参数设置为１３ｍｍＨｇ。将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插入，置入腹
腔镜，明确子宫位置、大小、病变情况等，将５ｍｍ、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分
别置入下腹两侧麦氏点，并将抓钳与超声刀置入，将腹膜打开，

使左输尿管充分暴露，由上而下对主动脉旁、髂外、髂总以及腹

股沟深部淋巴结进行清扫。充分分离左宫旁组织，切除浅层左

骶韧带，另一侧作相同处理。②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术。于患
者阴道黏膜下注入１∶２０００００肾上腺素生理盐水，对黏膜实施
环切与游离，将左侧膀胱宫颈韧带切断，于宫颈外口下３ｃｍ左
右位置行一环形切口，进入盆腔，将主韧带切断，充分暴露子宫

动脉，实施钳夹、夹断与缝扎。自阴道将切除的淋巴组织及子宫

取出。对阴道残端及盆腔腹膜予以缝合。在腔镜辅助作用下观

察是否存在创面渗血现象，对盆腔腹膜予以冲洗，置入引流管，

排气撤镜，将腹壁戳口关闭。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不同治疗方式下患者手术治疗情况、生活质量评分以及

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共包括５个
条目，每个条目１００分，分值越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８］。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系统实施统计分析，采用率（％）对计

数资料予以表示，用 χ２检验是否存在差异性；手术相关指标及
生活质量评分采用（珋ｘ±ｓ）表示，检验用ｔ，以Ｐ值作为判断是否
存在统计学意义的依据，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肛门排气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等

指标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珋ｘ±ｓ）

手术指标 观察组（ｎ＝３０） 对照组（ｎ＝３０） ｔ值 Ｐ值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肛门排气时间（ｈ）
下床活动时间（ｄ）
术后住院时间（ｄ）
切除淋巴结数目（枚）

切除阴道长度（ｃｍ）
切除主韧带长度（ｃｍ）

２０７３±２２４
３１６２±１１２１
２９５±４７
　２１±１５
　８２±２４
３１２±３６
３１９±０１３
２９４±０２３

２１２４±２３４
４３６９±１２４６
４０４±６３
　４９±１２
１３８±２４
３０６±３８
３０１±０２４
２９１±０２６

１９３７
８３８６
９７３５
５７２２
１１３２９
０９７３
４５９２
０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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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的生理功能、躯体功能等生活质量评分与对

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生活质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躯体功能 情感职能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观察组 ３０ ７８２６±１５４７ ７９６９±１６４２ ８２３７±１９４３ ７９４２±３７４ ８０２７±３７４

对照组 ３０ ６２６３±１０５２ ６５２６±１５３６ ７１４２±１２６２ ６６４８±４８２ ６８３８±３３５

ｔ值 — ４２３９ ５７９２ ８９７２ ６０４６ ８３７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中有１例出现淋巴囊肿，１例为尿瘘，并发症率

为６７％，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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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尿瘘 尿管狭窄 肠梗阻 神经损伤 淋巴囊肿 并发症率（％）

观察组 ３０ １（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３３） ２（６７）

对照组 ３０ ３（１００） ２（６７）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８（２６７）

χ２值 ／ ／ ／ ／ ／ ／ １１６４８

Ｐ值 ／ ／ ／ ／ ／ ／ ＜００５

#

　讨论
传统临床中对早期宫颈癌的治疗多以开腹手术为主，该手

术方式相对简单，容易掌握，然而伴随一定的手术创伤，会影响

到患者的胃肠道功能［９１１］，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患者的术后恢

复，治疗效果达不到预期，患者的治疗依从性不强。单纯的阴式

全子宫切除术难以直接观察盆腔状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存在盆腔粘连患者附件处理的难度［１２］，容易损害到患者的肠管

及膀胱组织。近年来，微创手术理念在临床中得以推广，腹腔镜

广泛子宫切除术在早期宫颈癌治疗中得以应用，该手术操作较

为复杂，且对临床医师操作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推广较为困

难［１３］。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术与腹腔镜淋巴结切除术以其手

术视野清晰、出血量少等优越性在宫颈癌治疗中得到应用，该

术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淋巴结清扫率，与此同时还能够有

效诊治盆腔脏器合并的其他疾病。在腹腔镜作用下，韧带、子宫

血管以及粘连组织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手术操作准确度

高［１４１６］，同时也促进了阴式手术的顺利进行。该术式尤其适用

于肥胖、术野暴露差、存在一定手术难度的宫颈癌患者［１７］。此

次研究对观察组患者给予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腹腔镜下淋

巴结切除术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肛门排气

时间、住院时间等指标明显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体现其治疗
安全性与有效性。患者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得到明显改善，且

评分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其能够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术后随访中发现两组并发症率存在统计学意义，干预组并发症

相对较少，体现其良好的预后。国外学者 ＣｈｅｎＹ，ＳｕｎＹ，
ＹｏｎｇｆｕＬＩ等人在研究中对４２例早期宫颈癌患者给予阴式广泛
全子宫切除加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治疗，结果显示患者治疗

总有效率达到９２９％，术后仅有３例发生并发症，占７１％［１８］，

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对早期宫颈癌患者给予阴式广泛全子宫切除加

腹腔镜下淋巴结切除术治疗，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与有效性，能

够促进患者术后恢复，增强预后，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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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ｓｔａｇｅⅠ ｂ２ａｎｄⅡａ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ｕｄｙ．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Ｆｕ
ＣｈａｎＫｅＺａＺｈｉ，２０１６，５１（７）：５２４５２４．

［１４］　熊菊香，王沂峰，陈高文，等．改良腹式与全腹腔镜广泛宫颈切除
术治疗早期宫颈癌的比较．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４）：３１０
３１４．

［１５］　李焕灵，梁杰，尧良清．全腹腔镜下广泛宫颈切除术治疗宫颈癌
并保留生育功能价值分析．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６，３１（１４）：２９５２
２９５４．

［１６］　陈梅英，贝玲玲，陈晓琴．腹腔镜下子宫广泛性切除术治疗子宫
颈癌的效果分析．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１６，２６（１）：１４２１４４．

［１７］　周敏，李琳．腹腔镜下根治性子宫切除术治疗宫颈癌的效益与风
险探讨．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６）：５９６１．

［１８］　ＣｈｅｎＹＪ，ＳｕｎＹＣ，ＬＩＹ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Ｄａ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ｃｈｏｎｇｐｉｌｌｏｎｒｅｃｅｎｔ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Ｍｏｄ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９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ｎ．ｃｎｋｉ．
ｃｏｍ．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ｎ／ＣＪＦＤＴｏｔａｌＸＤＪＨ２０１６０５０１０．ｈｔｍ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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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４０２１５３）
【第一作者简介】郭俭（１９７１—），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内分泌和宫颈疾病的治疗
△【通迅作者】汪敏（１９８３—），女，主管护师，Ｅｍａｉｌ：ｇｇｙｙｌｌ４５＠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对患者生育
能力及妊娠结局的影响研究
郭俭１　任春霞１　汪敏２△

１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２３
２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１１

【摘　要】　目的：探究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对患者生育能力和妊娠结局的影
响，为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手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南京医科大学附属
无锡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０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病历资料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研究。将采用
ＬＥＥＰ治疗的５２例患者设为观察组，采用宫颈冷刀锥切术（ＣＫＣ）治疗的４８例患者设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
者临床疗效、手术和住院期间各项指标，跟踪随访２年４个月，记录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和妊娠情况，统计妊
娠结局。结果：观察组患者治愈５１例、治愈率９８１％，对照组患者治愈４６例、治愈率９５８％，两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两者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３８％）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１２５％），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出血、宫颈狭窄、切缘阳性发生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成功妊娠率为８６５％，对照组患者成功妊娠率为８３３％，两者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妊娠结局中异位妊娠、早产、流产、足月产、低体重出生、呼吸窘迫发生
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宫颈环形电锥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疗效确切，成
功妊娠比例高，相对于宫颈冷刀锥切术术后影响相当，但创伤较小，且无需住院，能够降低患者经济负担。

【关键词】　宫颈环形电切术；宫颈上皮内瘤变；生育能力；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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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６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８１％ ａｎｄ９５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３．８％ 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２５％），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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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最早
于１９６７年由Ｒｉｃｈａｒｔ提出，认为其为一组与宫颈癌紧密联系的
宫颈上皮的病变，也可以称之为宫颈癌癌前病变，它能够反映

宫颈癌发生和发展过程。病变最初出现位置为宫颈上皮基底

层，随着病变逐渐发展向宫颈表面上皮扩展，严重者甚至累及

上皮全层［１］。临床上根据病变累及宫颈上皮的严重程度，将宫

颈上皮内瘤变分为 ＣＩＮⅠ级、ＣＩＮⅡ级、ＣＩＮⅢ级［２］。临床治疗

方法主要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包括电凝治疗、药物治疗、

微波治疗、激光治疗、ＬＥＥＰ、ＣＫＣ和全子宫切除术等。ＣＫＣ治疗
历史较长，作为传统手术方法已有近百年时间［３］。ＬＥＥＰ最早
由法国科学家Ｃａｒｔｉｅｒ报道，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推广使用，如今因
其创伤小、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在欧美国家广受欢迎［４］。然

而，医学界对这２种手术方式仍然持有不同观点，目前国内有关
２种手术方式对患者生育能力和妊娠结局的影响的报道较少。
因此，本研究探讨了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治疗宫颈上皮内瘤
变对患者生育能力和妊娠结局的影响，为宫颈上皮内瘤变的手

术治疗提供理论依据。现将有关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病历资料回顾性分析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２月至
２０１５年２月我院治疗的１０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为研究对
象。其中，采用ＬＥＥＰ治疗的５２例患者设为观察组，采用宫颈
冷刀锥切术（ＣＫＣ）治疗的４８例患者设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
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８岁，年龄（３１３２±３３４）岁；有生育史 １０
例，未生育４２例；８例ＣＩＮⅠ级、３０例 ＣＩＮⅡ级、１４例 ＣＩＮⅢ级。
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９岁，年龄（３０９８±３３７）岁；有
生育史８例，未生育４０例；９例 ＣＩＮⅠ级、３０例 ＣＩＮⅡ级、９例
ＣＩＮⅢ级。本研究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纳入标准：经病理活检符合中华医学会全国妇科肿瘤学术

会议《宫颈上皮内瘤病变早期诊断的临床研究》［５］中的诊断标

准；均有生育需求；年龄低于４０周岁；无盆腔内器质性疾病。排
除标准：先天性无生育能力者；凝血功能障碍，肝肾功能异常者。

比较两组患者年龄、生育史等基本资料，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用 ＬＥＥＰ治疗，所用多功能高频电波刀选自
美国ＥＬＩｍａｎ公司，功率范围２５～５０Ｗ，频率３８ＭＨｚ。患者取
膀胱截石位，对外阴、阴道和宫颈进行严格消毒，铺无菌巾单。

采用窥器暴露宫颈，手术前向宫颈涂抹５％的碘液和醋酸再次
判定病变范围，于病变范围外缘３～５ｍｍ处进入电极，以顺时针
环形电圈方向旋转切除，宫颈切除深度按照病变范围、严重程

度而定，本组为１５～２５ｍｍ。较大宫颈病变范围者采用环形电
圈扩大切除宫颈组织，电凝止血后于宫颈创面涂用溃疡散，止

血以及口服抗生素抗感染治疗。

对照组患者采用ＣＫＣ治疗，实施连续硬膜外麻醉，术前准
备和手术设备与观察组一致。金属导尿管进行膀胱排空，暴

露宫颈后采用钳夹夹住宫颈上、下唇向外牵拉。扩张宫颈管

在宫颈３、９点间质处注入５ｍＬ止血液。做环形切口，位置为
病灶外缘０５～１ｃｍ处，深约２ｍｍ，向宫颈肌层内逐渐倾斜，
包括宫颈黏膜、腺体和部分肌层在内由浅入深进行圆锥形切

除，长度２～２５ｃｍ。电凝止血后采用可吸收线缝合，进行宫
颈外口重建，恢复解剖形态和功能。术后止血以及口服抗生

素抗感染治疗。

１３　指标判定标准
１３１　治愈率情况　疗效判定标准：（１）治愈：术后６个月未
检查到ＣＩＮ病变；（２）残留：术后６个月标本切缘发现 ＣＩＮ。治
愈率＝（治愈例数／总患者数）×１００％。
１３２　手术及住院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

１３３　并发症随访　随访时间为２年４个月。记录成功妊娠
人数，开展妊娠结局调查，包括术后出血、宫颈狭窄、切缘阳性、

术后感染；随访异位妊娠、早产、流产、足月产、低体重出生、呼吸

窘迫等。

１４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０统计软件对相关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比

较。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实施 χ２检验；计量资料用“珋ｘ
±ｓ”表示，实施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愈５１例、治愈率９８１％，对照组患者治愈４６
例、治愈率９５８％，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残留 治愈率

观察组 ５２ ５１（９８１） １（１９） ５１（９８１）

对照组 ４８ ４６（９５８） ２（４２） ４６（９５８）

χ２值 — — — ０８５７

Ｐ值 — — — ０３５４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住院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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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住院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观察组 ５２ １４３２±３４３ １５３３±３５５ ０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６５５±８９４４

对照组 ４８ ２８６７±４０２ ２８６６±３８７ ５７８±１５５ ３５４５５５±１２０３４

ｔ值 — １９２４８ １７９６６ — １１０８７４

Ｐ值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３８％）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１２５％），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
出血、宫颈狭窄、切缘阳性发生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后感染 术后出血 宫颈狭窄 切缘阳性

观察组 ５２ １（１９） ２（３８） ２（３８） １（１９）

对照组 ４８ ６（１２５） ５（１０４） ３（６３） ２（４２）

χ２值 — ８３５６ ３２５７ ０６０１ ０８５７

Ｐ值 —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１ ０４３８ ０３５４

２４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患者成功妊娠率（８６５％）与对照组（８３３％）相比，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妊娠结局中异位妊
娠、早产、流产、足月产、低体重出生、呼吸窘迫发生率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ｎ（％）］

妊娠结局
观察组

（ｎ＝５２）
对照组

（ｎ＝４８）
χ２值 Ｐ值

妊娠　　　 ４５（８６５） ４０（８３３） ０４０３ ０５２６

异位妊娠　 １（１９） ２（４２） ０８５７ ０３５４

早产　　　 ２（３８） ３（６３） ０６０１ ０４３８

流产　　　 ２（３８） ２（４２） ００１３ ０９０８

足月产　　 ４１（７８８） ３５（７２９） ０９６４ ０３２６

低体重出生 ２（３８） ５（１０４） ３２５７ ００７１

呼吸窘迫　 ４（７７） ６（１２５） １２７５ ０２５９

#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是危害女性生命健康的重

要杀手，发病率略低于乳腺癌，位于第二位。癌细胞转移直接蔓

延或经淋巴转移，主要侵犯女性下生殖道或内生殖器官，给患

者、家庭及社会带来一定的负担［６］。宫颈癌的发生、发展过程

较为缓慢，不易察觉，包括人乳头状瘤病毒和宫颈上皮发生上

皮内瘤变等均为宫颈癌的癌前病变，最终发展为典型的宫颈浸

润癌［７］。宫颈上皮内瘤变实施科学有效的手术治疗能够彻底

根治并恢复生育功能。张春柳等［８］对 ＣＫＣ术后女性进行为期
３年的跟踪随访发现，其治愈率为 ９７６％，妊娠成功率为

８２５％，本研究结果略高，但总体保持了一致，证实临床上无论
采用ＬＥＥＰ还是ＣＫＣ均能够保持较高的治愈率和妊娠成功率。

宫颈冷刀锥切术（ＣＫＣ）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的传统术
式，１９世纪中叶便有所报道，我国于２０世纪初即开始使用［９］。

概括其优点主要有以下几点：（１）能够尽可能保留女性生育功
能；（２）能够通过明确的诊断、分期和病变范围进行切除，是多
年来国内外的常规术式［１０］。该方法施术位置为宫颈病灶外侧，

通过传统的手术刀进行特殊的锥形切除，锥底直径和高度分别

约为３ｃｍ和２５ｃｍ，能够较大范围进行宫颈切除，锥底面包含部
位较广，涉及几乎所有宫颈癌发病高危区，如宫颈麟柱上皮交界

处等，另一端可以达宫颈内口，但术后损害宫颈组织较为严

重［１１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包括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量在内的多项手术指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同时与ＣＫＣ相比，ＬＥＥＰ的较大缺
点是有明显的创伤。ＬＥＥＰ是一种新型的电切疗法。其通过环
形金属丝对高频低电压电波进行传导，接触组织以组织本身的

电阻作用吸收电波产生瞬时高热，电凝、电切同时进行，对宫颈

上皮移行带及以下的部分宫颈组织进行环形切除［１３１４］。手术

操作精细，几乎不损害邻近组织，电化现象少，组织标本能够得

到完整保存［１５］，以便于准确的病理诊断，规避了冷刀锥切和子

宫切除术所需要的麻醉、住院等，廉价、操作简便、并发症少，无

需住院［１６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感染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患者，其他并发症比较虽无显著性差异，但观察组患者

人数占比均较低，其可能原因在于本研究入组病例较少。两组

患者妊娠成功率和妊娠结局无显著性差异，这表明 ＬＥＥＰ可以
取代ＣＫＣ成为宫颈上皮内瘤变治疗的首选术式。

综上所述，宫颈环形电锥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效果确

切，成功妊娠比例高，相对于宫颈冷刀锥切术术后影响相当，但

创伤较小，且无需住院，亦能够降低患者经济负担，值得临床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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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在宫颈癌的诊
断中的应用价值
董赞妙

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检验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４７０

【摘　要】　目的：探索肿瘤标记物鳞癌抗原（ＳＣＣＡ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
联合测定对宫颈癌早期诊断的意义。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就诊于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妇
科并被诊断为宫颈癌的患者１２０名，诊断为良性宫颈肿瘤的病人１２０名以及健康人１２０名，对他们的鳞癌抗
原（ＳＣＣＡ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进行测定，分析单一测定和全部指标测定所得
数据的阳性率、敏感程度和正确程度。结果：宫颈癌组病人血液中的 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浓度明
显高于宫颈良肿瘤组和健康组；宫颈良性肿瘤组中患者血液中的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的浓度与
健康组相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宫颈癌组各指标阳性检测率明显高于健康组，同时，低于联合
检测阳性检测率；宫颈良性肿瘤组与健康组各指标阳性率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的指标阳
性检测率明显低于联合检测阳性检测率。联合指标测敏感性和准确性明显高于单一指标测定，Ｐ＜００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在对宫颈癌的诊断中应用肿瘤标志物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所
得结果更加准确，值得在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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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

　　宫颈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并且呈升高的趋势，是一种较多
见的一种疾病［１］。在其发病的初期阶段并没有什么具有特征

性的临床表现，当临床表现比较显著的时候，往往提示病情比

较危重，进展到了晚期阶段，因此在临床对其诊断发生误诊或

者是漏诊的机率比较高［２］。一旦病发，宫颈癌患者的生存时间

不是很长，可以生存５年的患者大约为３０００％［３］。因此，对其

做出更早的确诊可提高疾病的治愈率，对阻止病情进一步发展

很重要意义［４］。朱明艳等［５］指出，联合测定 ＣＡ１２５与 ＣＡ１９９
对宫颈癌早期诊断的意义较大，笔者认为二者联合肿瘤标记物

鳞癌抗原（ＳＣＣＡｇ）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可进一步
提高宫颈癌的早期诊断。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应用随机数字表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就
诊于余姚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妇科并被诊断为宫颈癌的病人１２０
名，诊断为良性宫颈肿瘤的病人１２０名以及志愿者（身体健康）
１２０名。宫颈癌患者年龄范围 ３３岁 ～５２岁，年龄（４１６±
１１３２）岁；良性宫颈肿瘤患者年龄范围 ３１岁 ～５１岁，年龄
（４２７±１２２５）岁；健康妇女年龄范围３５岁～５６岁，年龄（４４８
±９３９）岁。三组患者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比较有临床意义。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组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２　测定方法
研究对象在检测之前均不可进水进食，对其静脉采血

３０ｍＬ，使用离心机将其血清进行分析，使用罗氏 ２０１０型电化学
发光分析仪［４５］，通过可测出鳞癌抗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的一些试剂进行测定。鳞癌抗原大于１５，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大于３１，ＣＡ１２５大于３５Ｕ，ＣＡ１９９大于 ３７，
分别为各项结果阳性的判断标准，联合诊断阳性为上述４项同
时符合［６］。

１３　统计学方法
研究中所使用的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８０，将统计评估及检测所得

数据采用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及计数资料分别

进行ｔ检验处理及 χ２检验处理，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比较

宫颈癌、良性宫颈肿瘤、健康人单项指标间比较，各组血清

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９９比较，宫颈癌组病人血液中的
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浓度明显高于宫颈良肿瘤组和
健康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良性肿瘤组中患
者的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的浓度与健康组相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各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ＣＣＡｇ（μｇ／ｍＬ）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βＨＣＧ（ｍＵ／ｍＬ） ＣＡ１９９（Ｕ／ｍＬ）

宫颈癌组 １２０ ３７８±０７５ ２２４３±５５２ ５２±０６ ６６３±１７８

宫颈良肿瘤组 １２０ ０９１±００８ ２３７±１６２ ２２±０８ １８８±１１２

健康组 １２０ ０８２±００６ １５３±６９ １１±０４ １５４±７９

２２　各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单项测定及联合测定
阳性率比较

　　宫颈癌组、宫颈良性肿瘤组和健康组中指标的单一测定和
全部指标测定所得数据结果，宫颈癌组各指标阳性检测率明显

高于健康组，同时低于联合检测阳性检测率；宫颈良性肿瘤组与

健康组各指标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的指
标阳性检测率明显低于联合检测阳性检测率。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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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各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单项测定及联合测定阳性率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ＣＣＡｇ ＣＡ１２５ βＨＣＧ ＣＡ１９９ 联合

宫颈癌组 １２０ ６８（５６６７） ８０（６６６７） ４８（４０００） ３６（３０００） １０４（８６６７）

宫颈良肿瘤组 １２０ ８（６６７） １６（１５６３） １２（１０００） ８（６６７） ４４（３６６７）

健康组 １２０ ０ ４（３３３） ０ ０ ４（３３３）

２３　肿瘤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单项测定及联合测
定诊断价值

　　肿瘤组 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单项测定及联合测
定诊断价值，联合指标测敏感性和准确性明显高于单一指标测

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肿瘤组ＳＣ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单项测定及
联合测定诊断价值（％）

　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准确性

ＳＣＣＡｇ ５６６７（６８／１２０） ９３３３（１１２／１２０） ７５００（１８０／２４０）

ＣＡ１２５ ６６６７（８０／１２０） ８４３７（１０４／１２０） ７６６７（１８４／２４０）

βＨＣＧ ４０００（４８／１２０） ９０００（１０８／１２０） ６５００（１５６／２４０）

ＣＡ１９９ １２０００（３６／１２０） ９３３３（１１２／１２０） ６１６７（１４８／２４０）

联合检测 ８６６７（１０４／１２０）９６６７（１１８／１２０） ９１６７（２２０／２４０）

#

　讨论
宫颈癌这种恶性肿瘤在妇科中发病率比较高，因此如果能

够较早的对其确诊，对疾病的诊疗和延长生存时间都具有深远

的影响［７］。ＣＡ１２５这种抗原物质形成于胚胎生殖过程中，一般
婴儿出生之后，其被检测出的阳性率为零［８］，一些专家对成年

女性和刚出生的有女的宫颈做检测发现其被检测出的阳性率

为０，但是如果患者患有宫颈癌，ＣＡ１２５则会很快的被检测出
来。一些文献记载 ＣＡ１２５对宫颈癌的敏感程度极高，可高达
８０００％以上，因此其可作为宫颈癌诊断的肿瘤标记物，除此之
外其对子宫内膜癌等一些癌症的敏感程度也比较高。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这种糖蛋白生成于胎盘细胞，它的英文缩写为 β
ＨＣＧ，在临床很多疾病的确诊中都需要对其浓度进行测定，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不仅可以确诊宫颈癌，如果使用化学发光免疫

分析法测定它的水平改变对早孕和宫外孕的确诊也有一定的

帮助，除此之外，绒毛膜癌的确诊也需要依据其检测［９］。鳞癌

抗原是鳞癌细胞生成的一种抗原物质，英文缩写为ＳＣＣＡｇ，它的
生成与宫颈癌的发病及进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是确诊宫

颈癌的准确程度和敏感程度比较高的肿瘤标记物，此外，一些

研究认为很多鳞癌的确诊均需要测定其血清水平［１０］。ＣＡ１９９
这种抗原不仅对宫颈癌的诊断起到一定的协助的作用，而且，

对消化道癌症的确诊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一些文献记载当有

上述癌症发生时，其浓度会发生增高，这样的患者可达３３３０％
５０００％［１１］。因此，如果临床检查中仅仅对某一个单一数据进

行测定，发生漏诊的机率比较大，不利于疾病的诊断及治疗，所

以，联合测定对疾病的诊疗具有很深远的影响。

在临床上鳞癌抗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
联合测定被大范围应用于宫颈癌的确诊，因为联合测定的敏感

程度和准确程度与单一指标的敏感程度和准确程度相比有明

显的增加，这样为患者的诊疗赢取了更宝贵的时间［１２］。李宜川

等［１３］认为对血鳞癌抗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ＣＡ１２５和
ＣＡ１９９水平进行研究，发现联合测定对宫颈癌的诊断有着比较
深远的影响。这次试验研究数据显示鳞癌抗原、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的浓度在宫颈癌组病人中与明显高于
健康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Ａ１２５这一数据的
的阳性率为６６６７％，与文献记载没有显著不同，如果仅仅依据
它的水平的变化作为确诊宫颈癌的标准还不是很精确，因为如

果是子宫内膜癌，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也会有所提高；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这一数据的阳性率与文献记载相比有所升高，这也许

与病人的像早孕这样一些原因有关联；ＣＡ１９９这一数据的的阳
性率为 ３０００％，而鳞癌抗原这一数据的的阳性率仅为
５６６７％，这和专家们的分析结论相似，试验数据与分析基本一
致［１４１６］。鳞癌抗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ＣＡ１２５和 ＣＡ１９９如
果进行单一测定不能准确地对宫颈癌进行确诊，我们从阳性率

在单一测定和联合测定这一数据上便可清楚地知道，和很多类

似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在敏感程度和准确程度这两个方面，后

者明显高于前者，后者的数值为９１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联合测定对宫颈癌的确诊有
着极高的价值。

综上所述，肿瘤标记物鳞癌抗原、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ＣＡ１２５和ＣＡ１９９联合测定对宫颈癌早期诊断具有深远的意义，
临床上可被广泛应用。由于研究对象的数量不是很多，试验时

间不是很长，对于研究对象之后的访查和调研还很欠缺，之后还

应增大研究对象的数量，这样便可以得到更准确的实验结果，更

好的运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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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符孔（１９８３—），男，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放射诊疗
Δ【通讯作者】郑桦（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ｘｉｎｇ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不同 ｂ值的弥散加权成像评价子宫肌瘤高能聚焦
超声术后消融疗效的效果观察
符孔１　郑桦１Δ　黄素静２

１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放射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２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探究应用不同ｂ值下弥散加权成像（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ＷＩ）对于子宫肌瘤高
能聚焦超声术后消融疗效评价的效果。方法：选择于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间于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
医院就诊的２９例子宫肌瘤患者，在行高能聚焦超声消融后行核磁共振成像对消融效果进行评价，比较不同
ｂ值ＤＷＩ成像下消融和未消融区域表观扩散系数（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ＤＣ）的差异；以核磁共振增
强扫描为金标准，评价不同ｂ值ＤＷＩ成像下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消融区域的鉴别效能以及消融效果分级与
ＣＥＭＲＩ间的一致性。结果：ｂ＝２００和 ｂ＝６００时，术前、消融部位和未消融部位 ＡＤＣ值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ｂ＝１０００时术前、消融部位和未消融部位ＡＤＣ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ＯＣ曲
线显示，ｂ＝２００的ＤＷＩ成像下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消融区域的 ＡＵＣ最高（ＡＵＣ＝０９１８，Ｐ＜０００１），ｂ＝６００
次之（ＡＵＣ＝０７１６，Ｐ＝０００１），ｂ＝１０００最低（ＡＵＣ＝０６５１，Ｐ＝００２１）。一致性检验显示，ｂ＝２００的 ＤＷＩ
成像下消融效果分级与ＣＥＭＲＩ间的一致性最高（ＩＣＣ＝０９３３，Ｐ＜０００１），ｂ＝６００次之（ＩＣＣ＝０６７１，Ｐ＜
０００１），ｂ＝１０００的一致性较差（ＩＣＣ＝０３０６，Ｐ＝００５１）。结论：较低的ｂ值（ｂ＝２００）能够较好地区分ＨＩＦＵ
术后消融和未消融区域，可以更好地评价消融效果。

【关键词】　ｂ值；弥散加权成像；子宫肌瘤；高能聚焦超声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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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Ｆｉｂｒｏｉｄ）是女性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在３０岁以上
的女性中具有极高的发病率（超过７０％）［１］。手术治疗是子宫
肌瘤的最主要方法，保留子宫和微创的需求使得传统子宫切除

术和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应用受到了限制［２］，而高能聚焦

超声消融术（ＨＩＦＵ）作为一种微创术式，逐渐被广泛应用于临
床［３］。由于消融后组织仍在原位，ＨＩＦＵ的术后评估常采用超
声造影或核磁共振增强扫描，但两种检查的费用较高，且存在

造影剂过敏和造影剂相关肾损伤的风险；弥散加权成像（ＤＷＩ）
是核磁共振成像中利用不同组织弥散程度区分组织和病变类

型的一种成像方式，在颅脑损和卒中的诊治中有广泛应用［４］；

但ＤＷＩ成像在ＨＩＦＵ疗效评定中的效能以及不同 ｂ值 ＤＷＩ成
像的差异尚不明确。为此，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对２９例患
者共３１颗子宫肌瘤进行了ＨＩＦＵ治疗和术后ＤＷＩ成像。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于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间于海南医学院第二附
属医院就诊的拟行高能聚焦超声术的子宫肌瘤患者，纳入标

准：①未绝经的子宫肌瘤患者；②国际妇产科学会（ＦＩＧＯ）子宫
肌瘤分级≤６级；③黏膜下肌瘤均径 ＞３ｃｍ，肌壁间均径 ５～
１０ｃｍ。排除标准：①处于经期、妊娠合哺乳期的患者；②子宫肌
瘤ＦＩＧＯ分级＞６级；③子宫肌瘤临近膀胱、直肠或大血管且不
易分离；④存在严重心脑血管疾患以及严重出血倾向；⑤存在
核磁共振成像检查禁忌症。共纳入患者２９例，年龄范围２８岁
～４１岁，年龄（３６８±３７）岁，拟消融肌瘤３１颗，直径（８１±
１４）ｃｍ，与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与评价方案

下腹部超声定位和明确进针路线，常规术前准备和麻醉，

穿刺植入消融天线，在超声监测下进行消融治疗，治疗结束后

拔出点击，加压包扎。术后２４ｈ，进行下腹部 ＭＲＩ（美国 ＧＥＯｐ
ｔｉｘ３０Ｔ核磁共振）平扫 ＋增强扫描，其中，ＤＷＩ参数为重复时
间（ＴＲ）６０００ｍｓ；回波时间（ＴＥ）７８ｍｓ；ｂ值，０，２００，６００和１０００
ｓ／ｍｍ２；视野２４ｃｍ；采集矩阵，１２８×１９２；切片厚度为６０ｍｍ，
１０ｍｍ。ＦＬＡＩＲ相参数相同：ＴＲ，８００２ｍｓ；ＴＥ，１０９ｍｓ；反转时
间 ２０００ｍｓ；视野 ２４ｃｍ；采集矩阵，２５６ｘ２２４；截面厚度为

６０ｃｍ，间隙为１０ｍｍ。ＦＬＡＩＲ相参数相同：ＴＲ，８００２ｍｓ；ＴＥ，
１０９ｍｓ；反转时间２０００ｍｓ；视野２４ｃｍ；采集矩阵，２５６ｘ２２４；截
面厚度为６０米，间隙为１０ｍｍ。图像传输至工作站，分别在
增强扫描、ｂ＝２００、ｂ＝６００和 ｂ＝１０００模式下生成肌瘤部位图
像，并计算消融和未消融部分的体积。

１３　评价指标
比较不同ｂ值ＤＷＩ成像下消融和未消融区域表观扩散系

数（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ＤＣ）的差异；以核磁共振增强
扫描为金标准，评价不同 ｂ值 ＤＷＩ成像下 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
消融区域的鉴别效能以及消融效果分级与 ＣＥＭＲＩ间的一致
性。消融效果的评定根据《超声引导经皮微波消融治疗子宫肌

瘤临床应用的指南建议》［５］中的疗效评价：①完全消融：无灌注
区域的体积占原有子宫肌瘤总体积的 ８０％以上；②大部分消
融：无灌注区域的体积占原有子宫肌瘤总体积的６０％ ～７９％；
③部分消融：无灌注区域的体积占原有子宫肌瘤总体积的３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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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构成比）ｎ（％）的形式表示，一致
性检验比较不同 ｂ值下 ＤＷＩ成像的消融效果分级与 ＣＥＭＲＩ
间的差异，并计算组内相关系数（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ＣＣ）。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ＲＯＣ）评价不同 ｂ值 ＤＷＩ成像下 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
消融区域的鉴别效能，绘制 ＲＯＣ曲线图，并计算曲线下面积
（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及其９５％置信区间、标准误、Ｐ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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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ｂ值ＤＷＩ成像下消融和未消融区域ＡＤＣ值的对比

ｂ＝２００和ｂ＝６００时，术前、消融部位和未消融部位ＡＤＣ值
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ｂ＝１０００时术前、消融部
位和未消融部位 ＡＤＣ值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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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ｂ值ＤＷＩ成像下消融和未消融区域ＡＤＣ值的对比

ｂ值 术前ＡＤＣ 消融部位ＡＤＣ 未消融部位ＡＤＣ Ｆ值 Ｐ值

ｂ＝２００ １９２±０３１ １５３±０２８ １８６±０３３ １４４７２ ＜０００１

ｂ＝６００ １３８±０２６ １２０±０２５ １３５±０２３ ４７２６ ００１１

ｂ＝１０００ １２３±０２６ １０９±０２３ １２１±０２４ ２９９４ ００５５

２２　不同 ｂ值 ＤＷＩ成像下 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消融区域的鉴别
ＲＯＣ曲线显示，ｂ＝２００的 ＤＷＩ成像下 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

消融区域的ＡＵＣ最高（ＡＵＣ＝０９１８，Ｐ＜０００１），ｂ＝６００次之

（ＡＵＣ＝０７１６，Ｐ ＝０００１），ｂ＝１０００最低（ＡＵＣ＝０６５１，Ｐ＝
００２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和表２。

图１　不同ｂ值下ＡＤＣ值对消融区域鉴别效能的ＲＯＣ曲线

表２　不同ｂ值ＤＷＩ成像下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消融区域的鉴别效能

变量 ＡＵＣ 标准误差 Ｐ值
渐近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ｂ＝２００ ０９１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０１ ０８４６ ０９９０

ｂ＝６００ ０７１６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１ ０６２１ ０８８６

ｂ＝１０００ ０６５１ ００７１ ００２１ ０５６２ ０８０４

２３　不同ｂ值下ＤＷＩ成像的消融效果分级与 ＣＥＭＲＩ间的一
致性评价

　　一致性检验显示，ｂ＝２００的 ＤＷＩ成像下消融效果分级与
ＣＥＭＲＩ间的一致性最高（ＩＣＣ＝０９３３，Ｐ＜０００１），ｂ＝６００次之
（ＩＣＣ＝０６７１，Ｐ＜０００１），ｂ＝１０００的一致性较差（ＩＣＣ＝０３０６，
Ｐ＝００５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ｂ值下ＤＷＩ成像的消融效果分级与ＣＥＭＲＩ间的一致性评价

ｂ值 ＩＣＣ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Ｆ检验

值 自由度１ 自由度２
Ｐ值

ｂ＝２００ ０９３３ ０８６１ ０９６８ １４９６９ ３０ ３０ ＜０００１

ｂ＝６００ ０６７１ ０４２１ ０８２７ ５０８３ ３０ ３０ ＜０００１

ｂ＝１０００ ０３０６ ００１９ ０６０４ ２０５３ ３０ ３０ ００５１

#

　讨论
月经改变、下腹痛、性交痛、尿频和尿急等都是常见的子宫

肌瘤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６］。ＨＩＦＵ作为一
种微创治疗手段，可以在超声的引导下精确植入消融天线，并

在实时监控下，应用消融天线产生的微波与周围瘤体发生“离

子加热”和偶极子加热等热效应，在极短的时间内造成消融天

线周围组织发生凝固性坏死，同时还可以破坏瘤体的血供［７］。

ＨＩＦＵ治疗术在保留正常子宫组织形态的基础上对肌瘤瘤体进
行原味消融，创伤小、时间短，尤其适用于有生育和保留子宫要

求以及注重腹部美学的患者［８］。

ＨＩＦＵ术后消融效果评价主要依赖ＭＲＩ增强扫描或静脉超
声造影，两种影像学检查通过以原有瘤体范围内有无造影剂灌

注区分为消融后区域和未消融区域，并计算消融部分体积占肌

瘤的百分比（即消融率）［９］。而ＭＲＩ增强扫描的检查时间较长，
费用较高，而目前使用的含碘造影剂存在过敏、甲状腺功能异常

和造影剂相关肾损伤等风险，且对于碘过敏、甲状腺功能异常和

肾功能不全的患者无法应用，造成了 ＭＲＩ增强扫描的应用限
制［１０］。

在强弥散磁场的作用下，不同弥散特性组织的信号存在明

显差异，动态组织的弥散度较高而信号衰减明显，静态组织则无

明显变化。ＭＲＩ弥散加权成像根据这一原理来反应组织水分子
的弥散程度，并以表观弥散系数（ＡＤＣ）来描述，以排除液体流
动、细胞膜通透性、脉搏和温度等干扰因素［１１］。由于组织中血

液的含水量高，且处于流动状态，具有较高的弥散程度，从而表

现为较低的 ＡＤＣ［１２］。ＤＷＩ成像能够较好地反应组织的血供，
并在脑卒中的诊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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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应用三种ｂ值下ＭＲＩ弥散加权成像对２９例患
者共３１颗子宫肌瘤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在 ｂ＝２００和 ｂ＝６００
时，术前、消融部位和未消融部位 ＡＤＣ值间存在明显的统计学
差异；而ｂ＝１０００时术前、消融部位和未消融部位 ＡＤＣ值间无
明显的统计学差异。应用 ＲＯＣ曲线对不同 ｂ值 ＤＷＩ成像下
ＡＤＣ值对消融和未消融区域的鉴别效能进行评估，结果显示，ｂ
＝２００的 ＡＵＣ最高（ＡＵＣ＝０９１８，Ｐ＜０００１），ｂ＝６００次之
（ＡＵＣ＝０７１６，Ｐ＝０００１），ｂ＝１０００最低（ＡＵＣ＝０６５１，Ｐ＝
００２１）。以ＭＲＩ增强扫描评估的消融分级作为金标准，分别与
三种ｂ值下ＤＷＩ成像的消融分级进行一致性检验，ｂ＝２００的
ＤＷＩ成像下消融效果分级与 ＣＥＭＲＩ间的一致性最高（ＩＣＣ＝
０９３３，Ｐ＜０００１），ｂ＝６００次之（ＩＣＣ＝０６７１，Ｐ＜０００１），ｂ＝
１０００的一致性较差（ＩＣＣ＝０３０６，Ｐ＝００５１）。由此可见，以 ｂ
＝２００下ＤＷＩ成像评价子宫肌瘤ＨＩＦＵ术后消融效果的效能较
高。

ｂ值为弥散加权成像的弥散权重指数，是影响 ＤＷＩ成像效
果和组织ＡＤＣ值的重要因素。ＤＷＩ的弥散敏感度随着 ｂ值的
增加而增加［１４］；但应用较大的 ｂ时 ＤＷＩ成像的成像质量会有
明显下降，图像的信噪比也会降低［１５］。此外，目前采用单次激

发模式的单指数模型是最常用的 ＤＷＩ成像方式，其 ＡＤＣ的计
算通过分别采用施加扩散梯度时的信号强度（即 ｂ取２００、４００
和１０００等值）与无扩散梯度等信号强度（即 ｂ＝０）而得出［１６］。

张俊成［１７］等研究显示，采用较小的ｂ值成像时对于血液流动产
生的快速运动灌注作用更为敏感，能够更好地反应肌瘤消融后

的灌注情况。Ｉｋｉｎｋ［１８］等通过对比小ｂ值、多个ｂ值对比分析和
ＴＩ加权三种模式，结果显示，采用较小 ｂ值进行 ＤＷＩ成像的评
估效果较常规Ｔ１加权序列更具有时效性，较多个ｂ值对比分析
更为简便易行。

综上所述，较低的ｂ值（ｂ＝２００）能够较好地区分 ＨＩＦＵ术
后消融和未消融区域，可以更好地评价消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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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子宫内膜抗体和抗精子抗体应用于不孕者
与习惯性流产者的检测价值研究
许婷姝１　李娜１Δ　王家俊２

１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检验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２无锡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抗子宫内膜抗体与抗精子抗体应用于检测不孕者和习惯性流产者的临床价值。
方法：选择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无锡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不孕者１２５例作为Ａ组，选择同期收治的
习惯性流产者１２５例作为Ｂ组，再选择同期进行常规检查的孕妇１００例作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对三组人员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进行检测，并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与

不孕和习惯性流产的相关性。结果：Ａ组患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子抗体检测阳性率和总阳性
率均高于对照组人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Ｂ组患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
子抗体检测阳性率和总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人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Ｂ组患者孕周＜
１２周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子抗体检测阳性率和总阳性率均高于孕周≥１２周患者，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对抗子宫内膜抗体和抗精子抗体进行检测对诊断习惯性流产和不孕
者具有重要临床价值，为不明原因的习惯性流产和不孕者提供了新的诊断依据，抗子宫内膜抗体和抗精子

抗体与早期流产具有显著相关性。

【关键词】　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不孕；习惯性流产；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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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性流产指的是孕妇出现连续自然流产次数在３次及以 上，其通常发生于１２周左右［１］。而不孕症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且主要有２种观点：其一认为不孕症的期限应当比习惯性流产
更长，以排除真性不孕症；其二认为不孕症的期限应当更短，以

促进不孕症患者尽早发现和治疗，而近年来我国大部分学者认

为，不孕症的期限应为２年［２３］。抗精子抗体作为一种复杂的

病理产物，其会对精子结合卵子造成阻碍作用，最终引发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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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抗子宫内膜抗体是以子宫内膜为靶抗原并且引发多种免疫

反应的自身抗体［４］。相关研究结果表明［５］，抗精子抗体、抗子

宫内膜抗体是导致妇女不孕症和习惯性流产的关键因素。本

研究中，对我院收治的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患者给予抗子宫内

膜抗体、抗精子抗体检测，以分析两者与不孕症和习惯性流产

之间的相关性，为诊断提供依据。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我院收治的不孕者１２５
例作为Ａ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０岁，年龄（３１２５±１４４）岁。
选择同期我院收治的习惯性流产者１２５例作为 Ｂ组，年龄范围
２１岁～３９岁，年龄（３１１７±１２２）岁；流产次数范围３～６次，流
产次数（４５６±０４８）次。再选择同期来我院进行常规检查的
孕妇１０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６岁，年龄（３０２１±
１４２）岁。Ａ组纳入标准：规律性生活１２个月未采取避孕措施
而未能妊娠者；３５周岁以下者；具有生育要求者；未接受其他药
物而对本病有治疗效果者。排除标准：患者均通过妇科检查，排

除由于输卵管不畅、排卵异常、内分泌失调、外周血染色体异常、

生殖道畸形、感染和男方因素等造成的不孕；存在吸烟、酗酒者；

配偶精液检查异常者；不配合本次研究者。Ｂ组纳入标准：连续
２次及以上的失败妊娠者；年龄在３５周岁以下者；孕周在１２周
及以内者。排除标准：患者合并有子宫肌瘤、生殖器官肿瘤者；

合并有肝、肾、心血管及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者；不配合本次研

究者。本研究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且三组人员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并配合本次研究。三组人员年龄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法（ＥＬＩＳＡ）对三组人员进行抗子宫
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检测。首先，抽取静脉血５ｍｌ，以３０００ｒ／
ｍｉｎ离心速度进行离心处理，分离血清后对抗体进行检测。所
有操作过程均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阳性判断标准如

下：通过空白孔校零后与波长４５０ｎｍ的位置对各个孔的吸光度
进行读取，若样本孔的吸光度／阴性对照孔的吸光度值在
２１５Ｕ／ｍＬ以上，则为阳性［６］。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用 ｎ（％）表

示，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Ａ组与对照组人员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检测阳性
率比较

　　Ａ组患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子抗体检测阳
性率和总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人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Ｂ组患者与对照组人员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检测
阳性率比较

　　Ｂ组患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子抗体检测阳
性率和总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人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Ａ组患者与对照组人员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
检测阳性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抗子宫内膜抗体 抗精子抗体 总阳性

Ａ组 　 １２５ ６０（４８０） １０（８０） ７０（５６０）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５（１５０） ２（２０） １７（１７０）

χ２值 — ２７２２５ ３９６１ ３５６３１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７ ００００

表２　Ｂ组患者与对照组人员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
检测阳性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抗子宫内膜抗体 抗精子抗体 总阳性

Ｂ组 　 １２５ ５１（４０８） １３（１０４） ６４（５１２）

对照组 １００ １５（１５０） ５（５０） ２０（２００）

χ２值 — １７８４０ ５０７９ １０２６５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２３　Ｂ组患者不同孕周的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检测阳
性率比较

　　Ｂ组患者孕周＜１２周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
子抗体检测阳性率和总阳性率均高于孕周≥１２周者，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Ｂ组患者不同孕周的抗子宫内膜抗体、抗精子抗体
检测阳性率比较［ｎ（％）］

孕周 例数 抗子宫内膜抗体 抗精子抗体 总阳性

＜１２周 ９８ ４８（４９０） １３（１３３） ６１（６２２）

≥１２周 ２７ ３（１１１） ０（０）　 ３（１１１）

χ２值 — １２５６８ ３９９７ ２２１５２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１

#

　讨论
造成习惯性流产的原因多种多样，免疫学是其中的重要因

素。有关研究结果表明［７］，多种自身抗体会造成反复性流产。

健康男性精液中含有前列腺素Ｅ和糖蛋白，可以起到有效免疫
抑制效果，精液沉淀素具有抗补体活性［８］。上述免疫抑制因素

通常会抑制女性免疫活性细胞对精子抗原的免疫应答，产生免

疫耐受作用，顺利受精。但是，如果男方精液中免疫抑制因子不

足，就可能造成女方体内分泌精子抗体，若在生殖道黏膜破损状

况下会对抗精子抗体造成刺激作用，最终引发流产［９］。

精子抗原复杂多样，其能够刺激机体产生相应抗体，并且自

身抗精子免疫和同种抗精子免疫反应均会对精子与卵子结合

造成负面影响［１０］。本研究中，Ａ组和Ｂ组患者的抗精子抗体检
测阳性率均高于对照组人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这表明抗精子抗体与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具有显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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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其原因可能在于，抗精子抗体可以在男性和女性体内产

生，男性抗精子抗体的形成机制为血睾屏障受到外界创伤或自

身疾病的影响，导致隐藏的精子、可溶性膜抗原逸出，而刺激机

体免疫系统对其产生抗体，对精子的活动造成显著影响，最终

引发男性不孕症［１１］。而女性抗精子抗体的形成机制为，原本正

常的生殖道系统中可以降解精子抗原的酶系统发生异常，造成

进入女性体内的精子抗原充分保留，其作为同种异体抗原在刺

激机体免疫系统后最终产生抗精子抗体，对正常生育功能造成

影响［１２］。

本研究中，Ａ组和 Ｂ组患者的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
率均高于对照组人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这表明抗子宫内膜抗体与习惯性流产和不孕症具有
显著相关性。其原因可能在于，抗子宫内膜抗体作为一种自

身抗体，其主要因为子宫内膜诱导而形成。通常女性子宫内

膜处于子宫宫腔中，不会造成自身免疫反应发生，但若机体经

过剖宫产、刮宫术等创伤后，或女性因为刮宫感染，造成免疫

病理反应，机体出现抗体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子宫内膜碎片就

会随着血流由输卵管进入盆腔，造成潜在子宫内膜异位症并

导致自身免疫反应，最终产生抗子宫内膜抗体，对受精卵造成

抗植入作用，影响生育［１３］。此外，抗子宫内膜抗体与抗精子抗

体可能会对机体受精卵和胚胎正常发育造成阻碍，这充分表

明抗子宫内膜抗体与抗精子抗体对女性正常生育功能造成的

影响具有诸多方面［１４１７］。本研究结果还显示，Ｂ组患者孕周
＜１２周者抗子宫内膜抗体检测阳性率、抗精子抗体检测阳性
率和总阳性率均高于孕周≥１２周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这表明抗子宫内膜抗体与抗精子抗体通常
容易在孕周为１２周以内的孕妇中产生，是影响早期流产的重
要因素［１８］。所以，在孕早期对不孕和习惯性流产的优生咨询

中，需要重点考虑免疫学因素［１５］。

综上所述，对抗子宫内膜抗体和抗精子抗体进行检测，对

于诊断习惯性流产和不孕者具有重要临床价值，可以为不明原

因的习惯性流产和不孕者提供新的诊断依据；同时，抗子宫内

膜抗体和抗精子抗体与早期流产具有显著相关性。

参 考 文 献

［１］　张智虹，王瑶，申超．免疫性抗体联合病原体检测在女性不孕症

诊断中的应用．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５）：６０２６０３．

［２］　黄杰，王青，李良军，等．女性不孕症患者抗心磷脂抗体和抗 β２

糖蛋白１抗体的检测及临床应用．现代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１

（５）：１４２１４３．

［３］　梁坚，项军，黄艳丽．女性免疫性不孕症患者血清抗精子抗体、抗

心磷脂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的表达与炎性因子的相关性．新

乡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３（１１）：９８７９８９．

［４］　ＹａｎＨ，ＸｕＹＹ，ＷａｎｇＪＭ，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ｌａｔｅｄａｕｔｏ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ｏｆ

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ＪＣｌｉｎＥｘｐＭｅｄ，２０１５，８（８）：１４０４８１４０５３．

［５］　叶明建，王小尚，朱卫中，等．１４６例不孕不育患者的生殖免疫功

能检测与探讨．放射免疫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６（５）：６６６６６７．

［６］　陶华，应婷，张丽娟．习惯性流产患者血清转移生长因子β１、抗

子宫内膜抗体、肿瘤坏死因子α及红细胞免疫、细胞免疫的变化

研究．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１９）：３２１７３２１９．

［７］　ＳａｍｓａｍｉＤＡ，ＲａｚｍｊｏｅｉＰ，ＰａｒｓａｎｅｚｈａｄＭ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ａｎｔｉｈｉｓ

ｔｏｎｅａｎｄａｎｔｉ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ｒａｎｄＤＮＡａｎｔｉｂｏｄｉｅｓ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ｌａｐａ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

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Ｉｎｄｉａ，２０１４，６４（１）：４７５２．

［８］　梁祺．抗精子抗体和抗子宫内膜抗体与不孕不育相关性分析．临

床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７（４）：１１９１２０．

［９］　许福亮，王云海，张霞．育龄期妇女抗心磷脂抗体和抗β２糖蛋白

１抗体检测及临床应用．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４，１８（１）：１２９１３０．

［１０］　吴晓红．血清顶体蛋白酶抗体与精子蛋白１７抗体在不孕不育症

患者中的诊断价值．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６，１３（２２）：３２１３３２１４．

［１１］　ＺａｍａｎｉＭＲ，ＡｓｂａｇｈＦＡ，ＭａｓｓｏｕｄＡＨ，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ａ

ＰＤ１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ａｎｄａｎｔｉｓｐｅｒ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

Ｉｒａｎｉａｎｍｅｎ．ＪＡｓｓｉｓｔＲｅｐｒｏｄＧｅｎｅｔ，２０１５，３２（１）：１０３１０６．

［１２］　ＭｉｃｈｏｕＩＶ，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ｏｕｌａｋｉｓＰ，ＭａｋａｒｏｕｎｉｓＫ，ｅｔ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

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ａｎｄ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ＪＯｂｓｔｅｔ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Ｒｅｓ，２０１４，４０（１）：２３７

２４２．

［１３］　姜玉娟．不孕症患者血清免疫性抗体检测的临床价值与治疗体

会．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２０１６，８（５）：３９４１．

［１４］　蔡智慧，梁义娟，李瑞，等．女性不孕症患者血清及宫颈黏液中自

身抗体检测对病情的评估价值．中国现代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６

（２２）：３８４１．

［１５］　包叶江，陈弥芳．生殖免疫抗体联合检测在女性不孕不育中的应

用意义评价．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２０１６，３６（６）：７７０７７１．

［１６］　张瑞芳，楼正清，高丽华，等．生殖免疫抗体检测在女性不孕不育

中的应用价值．全科医学临床与教育，２０１６，１４（１）：８４８５．

［１７］　陈海玲，宁学玲．抗子宫内膜抗体和抗精子抗体对不孕者和习惯

性流产者的检测及临床探讨．吉林医学，２０１３，３４（１６）：３０９０

３０９２．

［１８］　萧梓楷，罗春萍，潘文妹．低分子肝素与阿司匹林治疗习惯性流

产的疗效观察．内蒙古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４８（１０）：１２４２１２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６２６）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第２７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 ·５９　　　·

【第一作者简介】蒋利红（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妇产科
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曲普瑞林联合达那唑预防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
复发的效果分析
蒋利红　蒋桔莲
台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曲普瑞林联合达那唑预防子宫内膜异位症术后复发的效果。方法：选取８０例行
腹腔镜手术治疗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术后
予以曲普瑞林和达那唑治疗预防复发，对照组患者术后予以达那唑治疗预防复发。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前ＦＳＨ、Ｅ２水平和痛经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ＦＳＨ、Ｅ２水平和痛经评分均比治疗前下降（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下降
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两
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采用曲普瑞林联合达那唑预防子
宫内膜异位症术后复发效果显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不良反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

案。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曲普瑞林；达那唑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ｎａｚｏｌｏ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ＪＩＡＮＧＬｉ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Ｊｕｌｉ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ａｉｚｈｏｕ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ａｉｚｈｏｕ３１８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ｎａｚｏｌ
ｏ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Ｍ，ｗｈｏ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ｔｈｅｌａｐａｒｏ
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ａｉｚｈｏｕ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ｒａｎｄｏｍ．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ｎａｚｏｌ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ｏｎｌｙｇｉｖｅｎＤａｎａｚｏｌ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ｕｎｔｏｗ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ｔｈｅＦＳＨａｎｄＥ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ｏ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ａｌｌ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ＦＳＨ，ａｎｄＥ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ｇｒｅａ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
ｍ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ｃｕｒａ
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
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ｕｎｔｏｗ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ｅｄ（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Ｄａｎａｚｏｌｈ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Ｍ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ｎ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ｕｎｔｏｗ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ｂｅａ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ＥＭ）；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Ｄａｎａｚｏｌ

　　子宫内膜异位症好发于育龄期妇女，发病率高达 １０～
１５％［１］。子宫内膜异位症具有浸润、转移等特性，如不及时治

疗，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２］。腹腔镜手术是治疗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首选方案，但单纯手术治疗术后复发率较高［３］。

术后联合药物治疗是减少患者复发、确保手术效果的关键。本

研究观察了曲普瑞林联合达那唑治疗预防子宫内膜异位症术

后复发的效果及其不良反应，并与达那唑单药治疗进行比较，

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期间在我院就诊的子宫内
膜异位症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行腹腔镜手术治
疗并经术后病理确诊为子宫内膜异位症；（２）患者愿意遵医嘱术
后接受药物治疗。排除标准：（１）伴有子宫恶性肿瘤；（２）伴有严
重的妇科炎症；（３）患者近期服用激素类药物或精神类药物。采
用随机数字表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两组
患者年龄、病程时间、子宫内膜异位症 ＡＦＳ分期等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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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ＡＦＳ分期（例）

Ｉ～ＩＩ级 ＩＩＩ ＩＶ

观察组 ４０ ３２２±５１ ４１±０９ ９ １８ １３

对照组 ４０ ３２９±５２ ３９±０７ １０ １６ １４

本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患者均已签署知

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腹腔镜子宫内膜异位症手术治疗。术后

均采用达那唑胶囊（生产厂家：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规

格：０２ｇ×３０粒，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２７２９）口服治疗预防复发，每
日２次，每次０２ｇ，疗程６个月。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曲
普瑞林（商品名：达菲林，生产厂家：法国益普生生物制药公司，

规格：３７５ｍｇ×１支，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５７７）肌肉注射治疗预防
复发，每２８天１次，每次３７５ｍｇ，疗程６个月。观察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雌二醇（Ｅ２）水平、痛经评分及临
床效果，每月复查肝肾功能，观察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ＦＳＨ、Ｅ２水平检测　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６

个月抽取空腹静脉血３～５ｍｌ，以２５００ｒ／ｍｉｎ进行离心１０ｍｉｎ，将
分离出血清置于７０℃的冰箱内保存。使用酶联免疫法测定
ＦＳＨ、Ｅ２水平，所用试剂盒由美国 ＲＤ公司生产，操作按照说明
书要求进行。

１３２　痛经评分　两组患者分别在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进
行疼痛评分，使用疼痛视觉评分法，评分０～１０分。其中，０分
为无疼痛；１～２分为有一点疼痛；３～４分为轻微疼痛，能够忍
受；５～６分为疼痛影响睡眠，尚能忍受；７～８分为疼痛难以忍
受，影响食欲睡眠；９～１０分为剧烈疼痛难以忍受。
１３３　疗效评定［４］　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超声提示肿块
消失，实验室检查指标恢复正常；有效：临床症状体征缓解，超声

提示肿块消失，实验室检查指标改善；无效：临床症状体征无缓

解或加重，超声可见肿块，实验室检查指标无改善或恶化。总有

效＝显效＋有效，无效考虑复发。
１３４　不良反应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包
括胃肠道反应、体重、座疮、肝肾功能异常、神经症状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行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数（百分比）［ｎ
（％）］表示，行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定为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ＦＳＨ、Ｅ２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ＦＳＨ、Ｅ２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ＦＳＨ、Ｅ２水平均比治疗前有

所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观察组
患者下降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ＦＳＨ、Ｅ２水平比较（ｎ／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ＦＳＨ（ｍｍｏｌ／Ｌ） Ｅ２（ｍｍｏｌ／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０ ５７８±１０２ ５１６９±１２０８

治疗后 ４０ ４０７±１０７ｂｃ １５２３±４０９ｂｃ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０ ５５９±１０６ ５２０８±１１８７

治疗后 ４０ ４８７±１０９ａ ２５４９±６０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痛经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痛经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痛经评分均比治疗前下降，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观察组患者下降幅
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痛经评分比较（ｎ／分，珋ｘ±ｓ）

组别 时间 例数 痛经评分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０ ３３６±０７９

治疗后 ４０ ０８３±０２７ｂｃ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０ ３４２±０８２

治疗后 ４０ １５２±０４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５０，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复发）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７（４２５） ３（７５） ３７（９２５）ａ

对照组 ４０ １５（３７５） １５（３７５） １０（２５０） ３０（７５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胃肠道反应 体重增加 座疮 神经症状 肝肾功能异常 总不良反应

观察组 ４０ ３（７５） １（２５） ２（５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８（２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２（５０） ９（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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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激素依赖性疾病，好发于育龄期妇女，

虽然为良性病变，但其具有远处转移的恶性特征［５］。子宫内膜

异位症患者会出现与月经周期相伴的疼痛与不孕，有关研究显

示，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不孕发生率高达５０％，是引起女性不
孕的主要原因之一［６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原则是切除原

发病灶，缓解临床症状，提高生育能力。腹腔镜手术切除异位病

灶是首选的保守治疗手段，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少、恢复快、最

大程度保留生育能力、术后并发症少等优点，但腹腔镜术后极

容易出现复发，反复复发与久治不愈给患者带来极大的痛

苦［８］。术后加用药物减少复发成为改善腹腔镜术后患者预后

的关键，有关研究显示，腹腔镜术后使用药物将激素控制在较

低水平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复发［９１１］。

达那唑是临床上常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药物，其为

雄激素类衍生物，具有一定的雄激素作用，不但能够降低血雌

孕激素水平，从而降低ＦＳＨ、Ｅ２水平，不利于子宫内膜的生长，同
时对子宫内膜还有直接抑制作用［１２１３］。曲普瑞林属于经典的

ＧｎＲＨａ类药物，被称为药物性卵巢切除手术，具有与促性腺激
素释放激素竞争受体的作用，能够使 ＦＳＨ、Ｅ２等激素受体减少，
从而抑制子宫内膜的生长，并使子宫内膜萎缩、坏死［１４１８］。达

那唑与曲普瑞林均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常用药物，但两者在腹腔

镜手术后使用效果的报道较少。本次研究在子宫内膜异位症

腹腔镜术后患者联合使用曲普瑞林与达那唑，结果显示，两组

患者治疗后ＦＳＨ、Ｅ２水平和痛经评分均比治疗前改善，观察组患
者改善幅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明显优

于对照组患者。由此可见，腹腔镜术后使用辅助药物治疗能够

明显抑制ＦＳＨ、Ｅ２水平，减少患者疼痛，提高治疗效果，减少复发
现象，从而弥补了单纯腹腔镜手术治疗的缺陷。同时，曲普瑞林

与达那唑联合使用的效果更为显著，考虑这与达那唑的雄激素

作用和曲普瑞林的释放激素竞争受体作用相互协同、互补有

关，联合使用能够更为有效地降低患者激素水平，促进子宫内

膜的萎缩。此外，本研究还观察了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

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出现了８例药物不良反应，对照组患者出
现了９例药物不良反应，考虑这与达那唑不良反应较多有关，联
合曲普瑞林使用并不会增加药物的不良反应，两组患者予以对

症处理后均能够缓解，未出现停药。因此，在使用达那唑时应当

密切监测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时予以对症治疗。本次研

究仅观察了治疗期间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情况，未对停药后复

发情况进行随访，在未来研究中将加以完善。

总之，采用曲普瑞林联合达那唑治疗预防子宫内膜异位症

术后复发效果显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减少不良反

应，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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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在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郭雪１　裴敏１Δ　李琳２　周英３

１襄阳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彩超室，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２襄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２１
３恩施自治州中心医院超声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超声在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术前评估中的价值。方法：１１８接受手术治疗的
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术前均进行经腹超声和经阴道超声检查，评估图像质量，分析不同超声子宫黏膜下肌

瘤及分型的诊断效能，重点分析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的超声表现以指导手术治疗。结果：１１８例患者经
腹、经阴道超声检查图像质量评分依次为（３２２±０４１）分、（３１６±０４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漏诊率、误诊率及诊断准确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腹、经阴道超声
联合误诊率为２５４％，明显低于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的１０１７％、８４７％；诊断准确率为９７４６％，明显高于
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的８８１４％、９０６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腹、经阴道超声联合诊断Ⅱ
型子宫黏膜下肌瘤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为 ９３７５％、９４２９％、９４０７％，明显高于经腹超声诊断的
８７５０％、９２８６％、９０６７％和经阴道超声诊断的８５４２％、９２８６％、８５８３％。０型或Ⅰ型与Ⅱ型子宫黏膜下
肌瘤超声表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的超声表现以多发肌瘤、肌瘤直径 ＞
５ｃｍ为主，肌瘤除继发囊性变外，纤维化、钙化较为常见，ＣＤＦＩ信号丰富。结论：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有助
于提高诊断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的诊断效能，且有助于术前探清肌瘤情况，为手术方式和手术途径的选择
提供重要的判断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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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１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ｕｂｍｕｃｏｕｓ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ｂｙ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ｈｅ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ｉ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ｓｕｂｍｕｃｏｕｓ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ＩＩｓｕｂｍｕｃｏｕｓ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ｏｇｕｉｄ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ｍａｇ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１１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３２２±０４１）ｐｏｉｎｔｓａｎｄ（３１６±０４７）ｐｏｉｎ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
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２５４％）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ｒ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１０１７％，８４７％），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９７４６％）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ｏｒ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８８１４％ ｏｒ９０６８％）（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ｂ
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
（９３７５％，９４２９％，９４０７％）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８７５０％，
９２８６％，９０６７％）ｏｒ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８５４２％，９２８６％，８５８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ｙｐｅ０ｏｒｔｙｐｅＩａｎｄｔｙｐｅＩＩ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Ｐ＜００５）．Ｕｌ
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ｍｙｏｍａ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ｍｙ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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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５ｃｍ．Ｅｘｃｅｐ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ｃｙｓｔｉｃ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ｙｏｍａ，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ｄＣＤＦＩ
ｓｉｇｎａｌｗａ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ｔｙｐｅＩＩｓｕｂｍｕｃｏｓａｌ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ｗｈｉｃｈｈｅｌｐｓ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ｍｙｏｍａ，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ｂａｓ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ａｎ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ＴｙｐｅＩＩ；Ｓｕｂｍｕｃｏｕｓ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子宫黏膜下肌瘤又称为子宫纤维瘤，是女性生殖器官中发
病率最高的一种良性肿瘤，也是临床最常见的肿瘤之一，发病

率可达３０％；同时，随着现代女性压力的增大和饮食结构的改
变，子宫黏膜下肌瘤发病率呈继续增高趋势［１］。此病的临床症

状主要为子宫出血、腹部包块或者压迫症状、疼痛、月经量增多、

痛经或出现邻近器官压迫如便秘、尿频、白带增多等症状，可引

发不孕与流产［２］。药物治疗仅对肿瘤的生长有抑制作用，而无

法使子宫肌瘤得以根治，因此，目前手术治疗仍是最为理想的

治疗方法。然而，术前是否准确评价病变位置、大小、形态、边

界、基底与子宫内膜的关系及子宫内膜轮廓的完整性对手术治

疗效果及预后有重要影响，尤其是手术难度相对较大的Ⅱ型子
宫黏膜下肌瘤手术操作时更应慎重［３］。随着超声检查技术的

不断发展，超声检查技术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妇科疾病的临床诊

断中，但据临床报道，经腹超声或经阴道超声检查子宫肌瘤，均

易出现漏诊或者误诊的情况［４５］。鉴于目前临床较少见经腹超

声联合经阴道超声进行子宫黏膜下肌瘤术前评估的报道，本研

究重点分析其在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收集襄阳市中心医院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期
间收治的１１８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的临床资料，年龄范围２２
岁～４９岁，年龄（３７２２±４７９）岁，体重范围４２ｋｇ～６２ｋｇ，体重
（５４１１±３３１）ｋｇ。纳入标准：①年龄 ＞１８岁；②以月经量多、
经期延长、阴道出现断续流血、尿频或排尿困难、脓血性白带等

症状为临床主要表现；③符合《中华妇产科学》［６］中关于子宫肌
瘤的诊断标准，且经术后病理证实；④均接受手术治疗，且术前
进行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检查，超声资料完整清晰；⑤对本研
究的目的和意义知情，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血常规和肝肾
功能异常；②阴道镜检查或宫颈细胞学检查诊断为宫颈恶性病
变；③伴发内分泌疾病和其他严重的妇科疾病以及心脏、肾脏
和消化道等疾病；④合并糖尿病及其他严重的脑血管疾病；⑤
有下腹部手术史；⑥术前３个月至术后６个月内接受过激素类
药物干预；⑦临床病历资料与随访资料不完善。
１２　超声检查方法

使用仪器为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Ｕ２２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腹部探
头频率设置为３５ＭＨｚ，阴道探头频率设置为７５ＭＨｚ。首先行
经腹部超声检查，充盈膀胱，取仰卧位，用探头在患者下腹部进

行纵、横、斜多切面扫查盆腔，记录子宫形态、大小，观察子宫肌

瘤的病变情况（肌瘤部位、大小、数目、边缘、内部回声等）以及

子宫肌瘤与周围组织、临近器的关系，具体描述子宫局部隆起

及朝向，宫腔线移位情况。然后行经阴道超声检查，检查时嘱患

者排空膀胱，取截石位，外阴阴道常规消毒。测量并记录子宫形

态、大小及肌瘤部位、大小、数目、边缘、内部回声、肌瘤内缘与子

宫内膜的关系、肌瘤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肌瘤周围彩色和脉冲

多普勒征象等。超声检查期间可切换超声弹性成像模式，观察

病变区域的弹性图，对比观察病变与正常组织，记录病变彩色充

填情况。由襄阳市中心医院２位高年资医师采用双盲法观察并
进行影像诊断和评估。子宫和肌瘤的大小均采用横径×纵径×
前后径（ｃｍ）表示；位于宫底、宫体、宫颈部肌壁间肌瘤应测量肌
瘤内缘与粘膜间的距离；多发肌瘤分别描述发生的部位，尤其是

其与宫颈的关系；肌瘤内部回声主要观察是否有变性；此外，观

测和记录肌瘤周围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ＣＤＦＩ）信号，并与正常
子宫部位相比。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图像评分：选取图像清晰层面存档分析，４分：肌瘤图像

清晰可见；３分：肌瘤图像可见；２分：肌瘤图像模糊可见；１分：
肌瘤图像不可见。②子宫黏膜下肌瘤及分型诊断：记录不同超
声诊断子宫黏膜下肌瘤准确率，依据荷兰 Ｈａａｒｌｅｍ国际宫腔镜
培训学校按肌瘤与子宫肌层的关系将黏膜下肌瘤分为３种类
型：有蒂黏膜下肌瘤，未向肌层扩展为０型；无蒂，向肌层扩展＜
５０％为Ⅰ型；无蒂，向肌层扩展 ＞５０％为Ⅱ型［７８］。③记录肌瘤
部位、大小、数目、肌瘤内缘与内膜距离、肌瘤继发改变特征、

ＣＤＦＩ信号等，由襄阳市中心医院２名资深医师根据影像学表现
做出诊断。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分析和处理研究数据，计数资料

采取率（％）表示，组间对比进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取（ｘ

±ｓ）

表示，组间对比进行ｔ值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经腹、经阴道超声检查图像质量

１１８例患者均获得完整的超声图像，经腹、经阴道超声检查
图像质量评分依次为（３２２±０４１）分、（３１６±０４７）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０４５，Ｐ＜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不同超声诊断宫黏膜下肌瘤准确率

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漏诊率、误诊率及诊断准确率比较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者４例误诊为子宫腺肌瘤，４例误诊
为子宫腺肌症，４例误诊为子宫内膜息肉；后者２例误诊为附件
区包块，３例误诊为子宫腺肌瘤，５例误诊为子宫内膜息肉；经
腹、经阴道超声联合诊断误诊率为２５４％（仅３例误诊为子宫
内膜息肉），明显低于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的 １０１７％、
８４７％，诊断准确率为９７４６％，明显高于经腹超声、经阴道超
声的８８１４％、９０６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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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超声诊断宫黏膜下肌瘤准确率比较［ｎ（％）］

不同超声诊断 漏诊率 误诊率 准确率

经腹超声 ２（１６９） １２（１０１７） １０４（８８１４）

经阴道超声 １（０８５） １０（８４７） １０７（９０６８）

经腹、经阴道超声联合 ０（０００） 　３（２５４）ａｂ １１５（９７４６）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经腹超声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经阴道超声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比较不同超声诊断宫黏膜下肌瘤分型准确率
以术后病理诊断为标准，经腹、经阴道超声联合诊断Ⅱ型

子宫黏膜下肌瘤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为 ９３７５％、
９４２９％、９４０７％，明显高于经腹超声诊断的８７５０％、９２８６％、
９０６７％和经阴道超声诊断的８５４２％、９２８６％、８５８３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超声子宫黏膜下肌瘤分型诊断准确率比较［ｎ（％）］

不同诊断方法 ０型 Ⅰ型 Ⅱ型 合计

手术病理诊断 ２８ ４２ ４８ １１８

经腹超声 ３１ ３７ ５０ １１８

经阴道超声 ３２ ４０ ４６ １１８

经腹、经阴道超声联合 ２５ ４４ ４９ １１８

２４　比较不同分型子宫黏膜下肌瘤的超声表现
０型或Ⅰ型与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超声表现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超声表现以多发肌瘤、
肌瘤直径＞５ｃｍ为主，肌瘤除继发囊性变外，纤维化、钙化较为
常见，ＣＤＦＩ信号丰富。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图１。

表３　比较不同分型子宫黏膜下肌瘤的超声表现［ｎ（％）］

不同分型
肌瘤数目

单发 多发

肌瘤直径

≤５ｃｍ ＞５ｃｍ

肌瘤继发改变

囊性变 纤维化 钙化

ＣＤＦＩ信号

不丰富 欠丰富 丰富

０型或Ⅰ型 ４７ ２３ ５０ ２０ ３５ １０ ６ ４９ １３ ８

Ⅱ型 　　 ２３ ２５ ２１ ２７ １８ １６ １１ １５ １７ １６

χ２值 ４３６２ ９１０２ １７９８ ６０１４ ４７５２ １７３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图１　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超声表现示例
注：图ａ，３７岁，确诊为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多发肌瘤，肌瘤内
可见纤维化，ＣＤＦＩ信号欠丰富；图ｂ，４２岁，确诊为Ⅱ型子宫黏
膜下肌瘤，单发肌瘤，肌瘤直径５２ｃｍ，肌瘤内可见囊性变和钙
化，ＣＤＦＩ信号欠丰富。

#

　讨论
大部分子宫黏膜下肌瘤为良性且患者没有典型症状，有症

状的患者多表现为月经异常增多、疼痛、盆腔压迫症状等，部分

患者生育功能可受到影响，包括不孕症、习惯性流产、早产和围

产期的大出血，而临床报道显示，子宫肌瘤的位置、直径（大

小）、分型是导致临床症状出现及影响生育功能的主要原

因［９１０］。子宫不仅是激素的靶器官，而且可产生大量生物活性

物质，子宫内膜还有丰富的受体参与女性生理活动，可见子宫

对女性患者的生理机能至关重要，因此，对于没有任何症状或

者没有生育要求的女性，可采用保守治疗，而临床对于其他需

要治疗的症状明显、有或没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多建议采用手术

治疗。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和治疗理念的更新，目前，治疗子宫

黏膜下肌瘤的术式选择有多种，如子宫全部切除术或宫腔镜电

切术、次全子宫切除术、子宫动脉栓塞术等［１１１２］。临床学者指

出，影响手术方式及疗效的因素除了手术医师的经验、患者年龄

及生育需求等外，还包括子宫黏膜下肌瘤的分型、直径、数目和

位置等，尤其是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术式选择较多（可选择腹
腔镜或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等），但相比于０型、Ⅰ型，Ⅱ型子
宫黏膜下肌瘤的手术难度增加，合并症和并发症（盆腔粘连、慢

性盆腔痛等）增加［１３１４］。因此，术前进行影像学检查以探清肌

瘤情况、预测手术难度及制定并发症预防措施十分必要。

目前超声检查是子宫肌瘤诊断的首选方法，安全有效，可重

复操作，一般可根据肌瘤生长的部位、数量、大小、肌瘤组织成分

以及声像图回声等进行诊断，常规诊断子宫肌瘤多采用经腹超

声，可明确肌瘤血流信息、内部回声、大小、位置以及子宫的回

声、大小形态等，从而判断肿块性质［１５］。但子宫黏膜下肌瘤易

误诊为子宫腺肌瘤、子宫内膜息肉及附件区包块，特别是当存在

肠气干扰、腹壁脂肪较厚、子宫后位或肌瘤小等情况时，可造成

腹部超声图像不清晰，增加误诊、漏诊率［１６］。鉴于此，可联合经

阴道超声采用高频探头，扫除中更靠近盆腔器官，不受腹壁脂

肪、声束的多重反射和肠腔气体的影响，能更清晰地显示子宫、

卵巢、盆腔组织器官及肿块的微细结构。本研究１１８例患者均
获得完整的超声图像，经腹、经阴道超声检查图像质量评分均较

高，可用于临床观察与诊断。结果显示，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

漏诊率、误诊率及诊断准确率比较无明显差异，但经腹、经阴道

超声联合误诊率为２５４％，明显低于经腹超声、经阴道超声的
１０１７％、８４７％；诊断准确率为９７４６％，明显高于经腹超声、经
阴道超声的８８１４％、９０６８％；同时，经腹、经阴道超声联合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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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为９３７５％、
９４２９％、９４０７％，明显高于经腹超声诊断的８７５０％、９２８６％、
９０６７％和经阴道超声诊断的８５４２％、９２８６％、８５８３５。表明
经腹、经阴道超声联合诊断子宫黏膜下肌瘤准确率高，尤其是

对于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有较高的诊断效能，因此，可用于手
术难度较高的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手术术前检查，与何宗珊［１７］

等的观点一致。

此外，我们对比分析０型或Ⅰ型与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超
声表现及手术资料，发现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超声表现以多发
肌瘤、肌瘤直径＞５ｃｍ为主，手术时间较长，尤其是当肌瘤内缘
距内膜距离短时剔除肌瘤易发生穿通，对位缝合困难，出血多，

对此建议快速熟练地缝合以止血，选择手术经验丰富的医师进

行手术；肌瘤除继发囊性变外，还可见纤维化、钙化及 ＣＤＦＩ信
号丰富，肌瘤血供更丰富，与黏膜关系紧密，易出现周围组织粘

连和输尿管移位，对此建议术中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操作。可见，

超声对术前探查子宫黏膜下肌瘤情况及制定手术策略有重要

指导意义，与周克松［１８］等的观点相符。

综上所述，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术前经腹和经阴道超
声检查有助于根据子宫肌瘤的部位、大小、类型、个数、肌瘤与子

宫内膜关系等确定手术难度、保留子宫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

选择更为科学的手术方式和制定更灵活的手术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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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术后联合不同方法治疗卵巢型子宫内膜
异位症患者的疗效及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董晗　刘文　金凤斌Δ

锦州市妇婴医院妇科，辽宁 锦州 １２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与分析腹腔镜术后联合不同方法治疗卵巢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的疗效及对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锦州市妇婴医院自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９０例卵巢型子宫内膜异
位症患者，均给予腹腔镜手术治疗，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４５例，对照组在术后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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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诺雷德进行治疗，观察组在术后给予孕三烯酮治疗，对比两组术后治疗的临床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术

后复发率率、性生活质量及１年后的妊娠率。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有效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术
后复发率率低及术后１年后的妊娠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每周性生
活频率较高、性唤起时间较短、获得高潮时间较短、性生活满意度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腹腔镜术后配合使用孕三烯酮治疗卵巢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疗效突出，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较

低，性生活质量更高，术后１年妊娠率较高。
【关键词】　腹腔镜；孕三烯酮；诺雷德；子宫内膜异位症；疗效；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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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生育年龄层中作为临床上一类具
有生长功能的子宫内膜组织，通常能够出现在子宫腔被覆内膜

及宫体肌层以外的其他部位，临床上可表现出不同种类及类型

的症状，有临床资料显示，子宫内膜异位症在组织学上虽然可

表现为良性，但仍存在着增生、浸润、转移以及复发等恶性行为，

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较大的威胁［１］。近年来，随着社会的

不断发展，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率呈现出了逐年上升的趋

势，同时按照发生不同的不同分为了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

腹膜子宫异位症，前者在临床工作中较为常见，可表现出不同

程度的不孕、月经异常、痛经等症状［２］。因此，采取积极有效的

方法对该病进行治疗至关重要。目前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患

者所采取的有效方法为腹腔镜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剔除

术，且术后配合不同的用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３］。现锦州市妇

婴医院对腹腔镜术后用药进行分析，分别给予诺雷得及孕三烯

酮治疗。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锦州市妇婴医院自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
的９０例卵巢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均符合《妇产科学》第６
版中相关诊断标准［４］，临床上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月经异常、

痛经、不孕症等症状，行Ｂ超检查可见存在着不同大小的附件
包块或卵巢囊肿，给予女性激素检查时通常可排除多囊卵巢

改变，给予肿瘤标记物检查时能够排除卵巢恶性肿瘤存在的

可能，其中ＣＡ１２５的水平表现为正常或偏高的情况，但均低于

２００ＩＵ／ｍｌ，排除了合并存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者、肝肾功能障
碍者、在近０５年内服用过激素类药物者，均给予腹腔镜手术
治疗，采取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各４５例，
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６岁～３５岁，年龄（２８２±１７）岁，病程范围
６个月～２２个月，病程（１５５±３２）个月，Ⅰ期１０例，Ⅱ期１５
例，Ⅲ期１０例，Ⅳ期１０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２７岁 ～３６岁，年
龄（２９２±１９）岁，病程范围８个月 ～２４个月，病程（１６１±
２８）个月，Ⅰ期１１例，Ⅱ期１４例，Ⅲ期１３例，Ⅳ期７例。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具有可比性。全部患者均签署了

关于本次试验的知情权同意书，试验符合医学伦理会审核批

准。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腹腔镜手术治疗，麻醉处理后连接好气

管插管，在肚脐上方１ｃｍ处行１大小适当的穿刺口，放置好腹
腔镜，建立二氧化碳气腹，在右下腹部麦氏点及左下腹部对称

点的部位建立辅助的穿刺口，按照顺序对腹腔、盆腔肌内生殖

器等部位进行检查，并在直视的条件下对盆腔脏器及周围肠

管的黏连情况进行分开，将盆腔充分暴露出来，将卵巢、输卵

管及子宫体黏连进行有效的分离，从而恢复生殖器内正常的

解剖关系［５］。采用单极电钩将卵巢囊肿后面的囊肿壁剪开，

后对囊肿及卵巢组织界限给予仔细的辨别与区分，从而将囊

肿完整地剥除。

对照组在术后给予诺雷德进行治疗，方法为：在患者月经后

７ｄ为其注射雷诺德，每次给予注射３６ｍｇ，每月１次。观察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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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给予孕三烯酮治疗，方法为：每次给予注射２５ｍｇ，每月１
次。Ⅰ期间及Ⅱ期患者给予连续治疗１２周，Ⅲ期及Ⅳ期患者给
予连续治疗２４周。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术后治疗的临床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术后复

发率率、性生活质量及１年后的妊娠率。①将患者治疗后囊肿
消失、卵巢功能恢复正常、临床症状得到有效的缓解评为有

效［６］。复发为经过治疗后再次进行检查时发现盆腔内存在肿

物，或者是再次出现了周期性进行性腹痛的情况［７］。常见并发

症包括阴道出血、转氨酶增加、体重增加等。②性生活质量采用
锦州市妇婴医院自制的调查量表进行评价，指导患者按照自己

的情况填写表格中内容，包括每周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获

得高潮时间及性生活满意度，指派２名以上专业人员给予统计
整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本次研究所取得的数据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取 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的形式对数据进行表示，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有效率高、并发症发生率低、术

后复发率率低及术后１年后的妊娠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例（％）］

时间段 例数
临床

有效率

并发症

发生率

术后

复发率

术后１年后
的妊娠率

对照组 ４５ ２６（５７７８） ７（１５５６） ６（１３３３） １１（２４４４）

观察组 ４５ ３４（７５５６） ３（６６７）　 ２（４４４）　 ２０（４４４４）

χ２值 ５７８ ６４５ ７４２ ６３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评价情况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每周性生活频率较高、性唤起时间较

短、获得高潮时间较短、性生活满意度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评价情况对比

时间段 例数 每周性生活频率（珋ｘ±ｓ，次） 性唤起时间（珋ｘ±ｓ，ｍｉｎ） 获得高潮时间（珋ｘ±ｓ，ｓ） 性生活满意度［ｎ（％）］

对照组 ４５ ２２３±０５６ １２２３±１４５ １０２０±１９０ ２５（５５５６）

观察组 ４５ ２６５±０７７ ８１１±２３４ ８２３±１３４ ３２（７１１１）

ｔ值 ５２３ ６１１ ７２１ ６５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临床上针对子宫内膜异位症治疗多以外科手术及化学

药物为主，通过采取手术治疗将卵巢囊肿有效的清除，从而更好

地改善患者的生育能力，同时提高其日后的妊娠率［７］。目前针对

育龄期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而言，其作用机制在于通过改善病理

变化以及病理解剖环境，从而对生育能力造成不小的影响。近年

来，临床工作中关于保守药物治疗的研究也较多，但有研究报道

发现，当囊肿的直径超过１ｃｍ以上时，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则无
法采用药物治疗而是需要给予手术治疗，且近年来随着医疗技术

的不断发展，腹腔镜手术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具有手术操作

时间短、愈合时间短、术后复发率较低等临床优势［８９］。但同时有

研究报道发现，腹腔镜手术属于一种新型的机械性操作，够利用

现代的仪器技术对囊肿进行全方面的观察，对患者的病症进行清

楚的观察，相比于传统手术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及准确性，将囊肿

切除的同时，获得更好的止血效果［１０１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腹腔镜属于一种有效的操作方法，在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时是细胞剪灭性的，并非属于治愈性的方

法，为此，术后给予药物治疗能够有效的预防残余病灶的复发，

同时能够有效预防病灶的恶变［１２］。孕三烯酮作为一种近年来

应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常用药，为一类三烯类合成激

素，具有突出的抗孕激素及抗雌激素的作用，同时具有突出雄

激素样的活性，能够对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进行有效的抑制，同

时对卵巢的分泌功能进行有效的抑制，降低患者血中雌激素及

孕激素的水平［１３１４］。另外，孕三烯酮还能够通过直接作用于子

宫内膜以及异位的子宫内膜受体，发挥较强的抗孕激素以及抗

雌激素的作用，有效地促进子宫内膜及异位子宫内膜的萎缩，在

预防术后复发时可起到突出的效果［１５１６］。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临床有效率高、并

发症发生率低、术后复发率率低及术后１年后的妊娠率高，结果
证实了腹腔镜术后配合使用孕三烯酮治疗卵巢型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临床效果，并促进良好的预后及结局，与以往研究报道基

本一致［１７１８］。由于子宫内膜异位症在发生发展期间不仅对患

者的生理功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同时也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相比，每周性生

活频率较高、性唤起时间较短、获得高潮时间较短、性生活满意

度较高，提示通过采取有效的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后能够改善

患者的各类激素水平，改善阴道干燥的环境，并缓解因疾病产生

的类似更年期的症状，更好地改善夫妻间的性生活质量，提高性

生活的满意度。

综上所述，腹腔镜术后配合使用孕三烯酮治疗卵巢型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临床疗效突出，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较低，性生

活质量更高，术后１年妊娠率较高。由于本次试验样本量有限，
且仅对１年的妊娠率进行随访，可能存在一定的缺陷，尚需通过
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获得精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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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山东省枣庄市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０２１）
【第一作者简介】张小玉（１９８７—），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辅助生殖技术、女性内分泌与不孕不育的中医诊治
Δ【通讯作者】赵淑芹（１９８７—），女，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ｚｚｚｓｑ１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针灸联合坤泰胶囊对 ＩＶＦＥＴ卵巢低反应不孕患者
助孕结局的影响
张小玉　张兴兴　王磊　王静　王可可　赵淑芹Δ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１００

【摘　要】　目的：对ＩＶＦＥＴ卵巢低反应不孕患者进行针灸和坤泰胶囊的联合治疗，观察治疗对患者临
床结局的影响。方法：将行ＩＶＦＥＴ符合卵巢低反应诊断标准的患者８０名，随机分为两组：针灸和坤泰胶囊
联合治疗组与西药人工周期组，共治疗３个月经周期。对比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月经第２天的基础内分泌
水平（Ｅ２、ＦＳＨ）、窦卵泡数、ＡＭＨ值、卵巢动脉血流指数以及三组患者ＩＶＦＥＴ的临床、实验室指标，比较两组
患者的妊娠结局。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超声检测指标、基础内分泌、ＡＭ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基础内分泌与超声检测指标的比较：针灸联合坤泰胶囊组与人工周期组
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基础Ｅ２、ＦＳＨ均明显降低、ＡＭＨ值均明显升高、窦卵泡数个数均明显增多、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治疗后两组指标，两组窦卵泡个数、基础内分泌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ＭＨ值针灸联合坤泰胶囊组高于人工周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
ＰＩ、ＲＩ均有所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临床结局比较，针灸和坤泰胶囊联合治疗组与西药人工
周期组获卵数、无可移植胚胎率、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Ｇｎ天数、Ｇｎ总量、受精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针灸和坤泰胶囊联合治疗组优质胚胎率高于西药人工周期组，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针灸联合坤泰胶囊对ＩＶＦＥＴ卵巢低反应不孕患者助孕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针灸；坤泰胶囊；卵巢低反应；ＩＶＦ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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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ｂａｓ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ＡＭＨ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Ｋｕｎｔａｉ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ｙｃｌ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ＩａｎｄＲＩ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ｏｏｃｙｔｅｓ，ｅｍｂｒｙｏ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Ｇｎｄａｙｓ，ｔｏｔａｌＧｎ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Ｋｕｎｔａｉ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ｈａｓａｃｅｒ
ｔａ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ｎＩＶＦ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Ｋｕｎｔａｉ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Ｈｙｐｏ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ＩＶＦＥＴ

　　国家二胎政策放开后，高龄不孕女性不断增多［１］，高龄女

性的生育意愿较年轻女性更为强烈。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卵巢

对于Ｇｎ的反应下降，卵巢低反应成为影响 ＩＶＦＥＴ术临床妊娠
率的重要因素。卵巢低反应（ｐｏｏｒｏｖａｒｉａ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Ｒ）是卵
巢对促性腺激素（Ｇｎ）刺激反应不良的病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卵
巢刺激周期发育的卵泡少、血雌激素峰值低、Ｇｎ用量多、周期
取消率高、获卵数少和临床妊娠率低等。现代医学常通过调整

促排卵的方案、晚卵泡期添加 ＬＨ、调整 Ｇｎ的用量、应用 ＧＨ或
ＤＨＥＡ等方式改善此类患者的临床妊娠率。但此类西药副作用
大、成本高，往往在患者尝试过几个周期后仍然不能有好的周

期结局。

中医针灸、中药是祖国医学的特色，在 ＡＲＴ实施过程中的
应用在国内外已有大量相关研究。研究发现针刺可通过增强

芳香化酶的活性调整ＨＰＯ轴，提高Ｅ２的水平，改善卵巢的反应
性［２］。卵巢血流影响卵巢功能，研究发现早卵泡期卵巢动脉血

液供应与卵巢反应呈正相关性，那是否通过针灸改善卵巢的血

流进而改善卵巢的反应性，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临床研究。坤泰

胶囊的主方为《伤寒论》的黄连阿胶汤，药物组成为：黄芪、熟

地、黄连、芍药、阿胶、茯苓。全方有泄心火、滋肾水、交通心肾的

功效。大量临床研究也表明，坤泰胶囊有类雌激素样作用，能改

善卵巢功能和调节女性雌激素水平、增加受体对体内激素的敏

感性、促进内膜增生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针灸联合坤

泰胶囊对ＩＶＦＥＴ卵巢低反应不孕患者助孕结局的影响，丰富中
医药应用于试管婴儿临床研究中的思路与方法。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所选病例均来源于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２０１７年１
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符合卵巢低反应诊断标准的患者，共８０例。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分组　将符合卵巢低反应诊断标准的患者随机分为２
组：针灸和坤泰胶囊联合治疗组与西药人工周期组，两组分别各

４０例，共治疗３个月经周期。
１２２　观察指标　分别记录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年龄，月经第
２天基础内分泌水平（Ｅ２、ＦＳＨ）、窦卵泡数、ＡＭＨ值、卵巢动脉
血流指数、实验室指标及两组患者的妊娠结局。

１２３　诊断标准参照　ＥＳＨＲＥ卵巢低反应的诊断标准作为参
考：①女方年龄≥４０岁或者有其他发生 ＰＯＲ的危险因素；②既
往促排卵周期常规 Ｇｎ刺激下的获卵数≤３个；③卵巢储备低
下，ＡＦＣ＜５７枚或抗苗勒管激素（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
＜０５～１１ｎｇ／ｍｌ。上述３条任意２条即可诊断。
１２４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上述诊断标
准；②非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③无生殖道感染，无明显妇科疾
病；④知情同意，志愿受试者。排除标准：①近半年内应用激素
类药物者；②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及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者，
精神病者，甲状腺和肾上腺功能异常者；③患有《母婴保健法》
规定的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者；④具有吸毒等严重不良嗜好
者；⑤接触致畸量的射线、毒物、药品并处于作用期者。最后剔
除资料不全的病例。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针灸联合坤泰胶囊组　患者月经第 ５天开始采用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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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同时口服坤泰胶囊（贵阳新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Ｚ２０００００８３），每天３次，每次４粒，直至下个周期月经来潮；
取穴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经穴部位》定位方法取穴

如下：腹部：关元、气海、中极、子宫（双侧），腰骶部：肾俞、腰阳

关，下肢：足三里、三阴交。针灸每日一次，每次３０分钟，３个疗
程后，在促排卵周期经净后预行ＩＶＦＥＴ的患者继续针灸联合坤
泰胶囊治疗直至取卵日。

１３２　西药人工周期组　应用芬吗通（Ａｂｂｏｔ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ＢＶ
雌二醇片／雌二醇地屈孕酮片复合包装，进口药品注册证号：
Ｈ２０１１０２０８，白色片为雌二醇片１ｍｇ，灰色片为雌二醇地屈孕酮
片（雌二醇１ｍｇ与地屈孕酮１０ｍｇ）治疗，服用方法与剂量：１粒／
次，１次／日，于饭后０５ｈ口服，每日口服１片，每２８天为一个疗
程。前１４天，口服白片，后１４天，口服灰片，一个疗程２８天结
束后，应于第２９天起继续开始下一个疗程。连服３个周期。促
排卵开始即停服。

１４　ＩＶＦＥＴ方案
两组患者在干预３个周期后，对适宜行 ＩＶＦ的患者通过微

刺激方案促排卵：即入选患者月经周期的第３日开始口服来曲
唑（芙瑞，江苏恒瑞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１１００１）２５ｍｇ
～５ｍｇ／ｄ，月经第３５日开始每日肌肉注射尿促性素（ＨＭＧ，乐
宝得，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２１３０）１５０２２５ＩＵ，
通过经阴 Ｂ超来监测卵泡发育情况，并根据卵泡的生长发育情

况来适当调整 Ｇｎ的用量。当优势卵泡直径有１个≥１８ｍｍ或２
个～３个≥１６ｍｍ ～１７ｍｍ时，停用 Ｇｎ，当晚肌肉注射人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 ６０００ＩＵ ～８０００ＩＵ（ＨＣＧ，中国丽珠集团），３４ｈ～
３６ｈ后通过 Ｂ超引导下经阴道进行穿刺取卵术。取卵后常规
ＩＶＦ／ＩＣＳＩ受精、胚胎培养。取卵后第３天根据患者的激素水平
变化、胚胎情况、内膜情况等个体化不同，若各方面条件均良好

时选择优质胚胎移植（≤３枚），剩余可用胚胎冷冻保存。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计算。Ｐ＜００５者将被认为
具有统计学意义。差异比较采用 ｔ检验和卡方检验，实验结果
以平均值±标准差（ｘ±ＳＤ）表示，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

　结果
在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基础ＦＳＨ水平、基础Ｅ２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窦卵泡个数、基础内分泌水平、ＡＭＨ的
比较

　　与人工周期组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窦卵泡个数均明显增
多、基础Ｅ２、ＦＳＨ均明显降低、ＡＭＨ值均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比较治疗后两组指标，两组窦卵泡个数、
基础内分泌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ＭＨ值针灸联
合坤泰胶囊组高于人工周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比较（珋ｘ±ｓ）

指标Ｉｎｄｅｘ
针灸坤泰组

治疗前 治疗后

西药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ＡＦＣ（枚） ４６９±０８９ ５４６±０２６ ４２６±０８０ ４８６±０３２

基础Ｅ２（ｎｇ／Ｌ） ４７６９±１６８ ４０３２±４６９ ４８１５±２０８９ ４２１３±１５４２

基础ＦＳＨ（ＩＵ／Ｌ） １２６９±１２８ １００７±３７１ １２８７±１４０ ９７８±１７１

ＡＭＨ（ｎｇ／ｍｌ） ０４５±００４ ０９２±００９ ０４３±００１ ０６５±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卵巢动脉血流指数的比较
针灸联合坤泰胶囊组与人工周期组两组治疗后较治疗前

ＰＩ、ＲＩ有所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卵巢动脉血流指数比较（珋ｘ±ｓ）

指标

Ｉｎｄｅｘ

针灸坤泰组

治疗前 治疗后

针灸坤泰组西药组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ＰＩ ２８３±０１９２０２±００５２７６±０１２２１５±００７ ＜００５

ＲＩ ０８１±０２１０５４±０１３０７８±０１３０６５±０１６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比较
针灸和坤泰胶囊联合治疗组与西药人工周期组获卵数、无可

移植胚胎率、临床妊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两组
Ｇｎ天数、Ｇｎ总量、受精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针灸
和坤泰胶囊联合治疗组优质胚胎率高于西药人工周期组，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结局比较（珋ｘ±ｓ）

指标Ｉｎｄｅｘ 针灸坤泰组 西药组 Ｐ值

Ｇｎ天数 ６１±２７ ６４±３７ ＞００５

Ｇｎ量（Ｕ） ９５０２±５６８６ １０５９６±７９０１ ＞００５

获卵数（ｎ） ５４６±４８９ ４８５±４０５ ＜００５

受精率（％） ７７８３ ７８５２ ＞００５

优质胚胎率（ｎ） ３５２６ ３３８３ ＞００５

无可移植胚胎率（％） １３３７ １８０３ ＜００５

平均移植胚胎数（ｎ） ２３±０５ ２２±０３ ＞００５

临床妊娠率（％） ３４５０ ２２２ ＜００５

#

　讨论
针灸在辅助生殖领域应用广泛，对原发性不孕［３］、内分泌

失调性不孕［４］、卵巢储备功能低下、排卵障碍［５６］等方面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多项研究结果表明，针灸能够改善生殖功能障

碍［７９］，然而其作用机制尚不明确。相关研究［１０１１］已经证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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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能够调节交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

ＳｔｅｎｅｒＶｉｃｔｏｒｉｎ等［１２］研究发现针刺通过调节中枢β内啡肽的产
生和分泌影响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从而促进下丘脑促
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和垂体促性腺激素的释放，这些类似的机制

可能是针刺改善卵巢低反应患者卵巢功能的原因。但是，要证

实针灸改善卵巢功能和治疗生殖功能障碍的确切效果和作用

机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中药治疗ＰＯＲ患者［１３］主要以滋补肝

肾、理气活血、疏肝养血为主，其中以滋补肝肾为主。填补肾精

以菟丝子、桑葚子、覆盆子、龟甲胶、肉苁蓉、巴戟天等为主，疏肝

健脾以山药、莲肉、黄精为主，偏阴虚者，佐以滋肾阴药，如沙参、

玉竹、女贞子等；偏阳虚者，加温补肾阳药，常用药物有淫羊藿、

巴戟天，腹胀者去滋腻之熟地，小便短赤者加车前子清热利湿，

大便干结者加生白术。注重补肾健脾，健后天以补先天，先后两

天并重，从而使补肾填精之力事半而功倍。坤泰胶囊［１４］，化裁

于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黄连阿胶汤，由熟地黄、黄芩、黄

连、芍药、阿胶、茯苓 ６味中药组成，有滋阴养血、清虚热、安神
除烦的功效。而研究发现［１５］坤泰胶囊具有植物雌激素样作用，

能够下调 ＦＳＨ、ＬＨ水平，刺激卵巢分泌 Ｅ２，抑制颗粒细胞的凋
亡，延缓卵巢的衰老，并通过上调卵巢 Ｂｃｌ２、Ｂｃｌｘｌ蛋白表达及
下调Ｂａｘ、Ｂａｄ蛋白表达，抑制卵泡的凋亡，从而改善卵巢储备功
能。两者联合可促进卵巢低反应患者卵巢功能的改善，ＩＶＦＥＴ
临床妊娠率的提高。

在辅助生殖促排卵过程中，大约有９％ ～２４％ 的人发生
ＰＯＲ。从本研究结果中可看出针灸联合坤泰胶囊对比西药组在
改善卵巢的反应性、提高妊娠率方面有其相对的优势，具体体

现在基础内分泌、窦卵泡数目、ＡＭＨ水平、卵巢血流及获卵数、
无可移植胚胎率、妊娠率等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通过以

上研究表明可尝试发挥针灸与中药在辅助生殖技术中的作用，

两者与ＡＲＴ结合治疗不孕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研究结
果与其他学者采用针刺治疗卵巢储备功能下降［１６］、多囊卵巢综

合征（ＰＣＯＳ）［１７］、更年期综合征和其他妇科疾病［１８］中针刺能够

改善 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的结果一致。说明针灸联合坤泰胶囊能使
卵巢低反应患者的卵巢功能得到改善或恢复，且安全性性好，

为针灸在生殖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临床依据，便于今后在临床上

进一步观察及推广应用。而且针灸操作成本低且简便易于施

行、中药安全，无副作用，避免了长期服用带来的肝肾功能损伤。

通过研究结果表明，针灸联合坤泰胶囊可多系统调理、多靶点

作用及配合辨证论治临床思维，能从根本上调整患者体内激素

水平，改善卵巢低反应患者的卵巢反应性，值得在临床推广应

用。但由于研究的经费与实间限制，纳入研究的患者数量较少，

而且大部分病例未能进行长期随访，包括妊娠患者的流产率以

及出生胎儿的身体情况等，在下一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扩大

样本量，完善相关指标，并进行远期的随访和系统观察，以期将

祖国的传统医学进一步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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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荆州市医疗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４０４３）
【第一作者简介】黄友平（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超声检查及诊断
△【通讯作者】黄友平（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６３３７９９７２＠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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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的临床特征以及超声声像图特
点的观察
黄友平１△　郑定山２　夏洪波１　陈燕３

１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超声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２长江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３
３荆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２０

【摘　要】　目的：观察并总结绝经后妇女不同性质卵巢肿物超声声像图特点，以及患者临床表现特征。
方法：通过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绝经后卵巢肿物患者１１１例进行回顾性
研究分析。从患者病历资料中获取患者主诉、超声检查结果并按照肿物性质进行比较。结果：病理诊断肿物为

良性８３例（７４７７％），恶性２８例（２５２２％）。恶性肿物的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腰痛、扪及包块的比例更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表现为无明显不适比例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超声二维声
像图结果比对，肿物位于双侧卵巢的恶性率要高于仅发生于单侧卵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侧
卵巢最大径线越大恶性率越高并且最大径线＞１０ｃｍ的肿物恶性率明显高于≤１０ｃｍ的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形态不规则、壁结构异常的肿物恶性率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卵巢恶性肿物
腹水发生率高于良性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恶性肿物血流较良性肿物血流分级更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ｐｓ、Ｖｅｄ、ＶＭ检测结果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值和ＰＩ值更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恶性肿物ＲＩ≤０４３和ＰＩ≤１０的比例要明显高于良性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通过超声检查可以较好观察并辨别肿物性质，从而提高临床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诊疗水平。

【关键词】　绝经；卵巢肿物；临床特征；超声声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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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ｅ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Ｓｅｃｏｎ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ｙ
２０１７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ｂｙｍａｓｓｅｓ′ｎａｔｕ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ｓ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ａｓｂｅｎｉｇｎｉｎ８３ｃａｓｅｓ
（７４７７％），ａｎｄ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ｉｎ２８ｃａｓｅｓ（２５２２％）．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ｍｏｓｔｌｙ
ｈａｄｌｏｗｅｒｂａｃｋｐａｉｎａｎｄｐａｌｐａｂｌｅｍａｓｓｅ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ｍａｓｓｅｓｌｏｃａｔｅｄａｔｂｏｔｈｏｖａｒｉｅ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ｎｌｙ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ａｔｏｎｅｓｉｄ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ｒａｔｅｏｆ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ｍａ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ｖｅｒ１０ｃｍ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ｏｒｅｑｕａｌｔｏ１０ｃｍ，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Ｍａ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ｓｈａｐｅａｎｄ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ｗａｌｌｈａｄａｈｉｇｈｅｒ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ｓｃｉｔｅｓｗｅｒｅ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ｈａｐｐｅｎ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ａｎｉ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Ｍａ
ｌｉｇｎａｎｔｔｕｍｏｒｈａｄｈｉｇｈｅｒ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ｅｒＶｐｓ，Ｖｅｄ，ＶＭ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ＲＩａｎｄＰＩ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ＲＩ≤０４３ａｎｄＰＩ≤ ｔｏ
１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ｃａｓｅ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ｍａｓ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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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ｅｌｐ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ｅｓ，
ｈｅｒｅｂｙ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ｕｍｏｒｉｎ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ｗｏｍｅ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ａｓ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

　　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趋于老龄化社会，自然地在女性人口中
绝经妇女比例开始增大。一般女性会在５０岁左右自然绝经，也
有部分女性是因为手术切除卵巢或其他方法而实现人工绝经［１］。

绝经妇女由于已经绝经，卵巢已无功能，所以在发生卵巢肿物时

往往表现不典型，大多数表现隐匿，而且我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

处于绝经后年龄的妇女，大都是较为保守传统的健康观念，对女

性生殖系统疾病较为忌讳，当出现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症状时常常

不愿主动就医，以至于耽误病情影响治疗［２］。卵巢肿瘤是妇科恶

性肿瘤最为危险的一类疾病，而且其病理类型非常多样复杂，病

死率非常高，预后极差［３］。据既往研究表明［４５］，由于种种原因

７０００％左右的绝经后患者在因出现症状而就诊时，已经出现肿
瘤广泛转移，所以及早发现并进行干预对于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

治疗具有重大的意义。目前临床常用的筛检方法有ＣＡ１２５检测
以及妇科超声等，而超声对于发现肿物、进行分期、发现腹膜等转

移灶具有经济便捷等优点［６］。为了提高临床超声诊断绝经后卵

巢肿物水平，本研究对１１１例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患有卵
巢肿物的绝经后妇女进行回顾性分析，观察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

的临床特征以及超声声像图特点。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①自然绝经；②绝经时间 ＞１年；③临床资料完
整。排除标准：①因手术切除卵巢或其他原因所致绝经；②卵巢
肿物来源于其他肿瘤转移；③患者手术前已接收化疗治疗。按照
纳入排除标准，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荆州市第二人民
医院收治的绝经后卵巢肿物患者１１１例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年
龄４５～７８岁，平均年龄６０２８±６２７岁，绝经年限１～２９年，平均
１３７８±５０２年。整个研究过程取得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伦理委
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所有入选患者签署知晓同意书。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术前均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

和ＧＥＬｏｇｉｑＥ９），阴道探头频率５０ＭＨｚ～９０ＭＨｚ，腹部探头频率
２ＭＨｚ～５ＭＨｚ）进行腹部＋经阴道超声扫描。获取二维超声声像
图，观察卵巢肿物的位置、形态、大小、壁结构、内部回声以及有无腹

水等特征。在获取二维超声声像图并观察肿物特征后，采用彩色多

普勒超声获取肿物的血流情况，包括血流的分级（０级～Ⅲ级）、血

流动力学等参数。血流的分级依据ＴｅｒｚｉｃＭ等［７］学者制定的血流

分级标准。卵巢肿物的血流动力学指标包括收缩期峰值血流流速

（Ｖｐｓ）、舒张末期流速（Ｖｅｄ）、血流的平均流速（ＶＭ）以及搏动指数
（ＰＩ）、阻力指数（ＲＩ），并着重比较不同性质肿物的ＰＩ值与ＲＩ值。
进行超声扫描时注意腹膜、肝脏等部位有无转移病灶，尽可能寻找

卵巢临近部位细微病灶。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以及对声像图特征

的判别由我科２名经验丰富的医师共同完成。所有患者均由术后
取肿物样本送病理检查判别肿物良恶性。

１３　观察指标
获取病理结果后，按照卵巢肿物的性质，将患者分为恶性

肿物和良性肿物两组。从病历资料中获取患者临床症状并进

行比较。在获取二维超声声像图后，仔细观察卵巢肿物位置、形

态、大小、壁结构、内部回声以及有无腹水等特征，通过彩色多普

勒超声观测肿物的血流情况，包括血流的分级、Ｖｐｓ、Ｖｅｄ、ＶＭ以
及ＰＩ、ＲＩ。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对整理后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数据使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数据使用例数、百分比
［ｎ（％）］表示。根据具体数据类型使用 ｔ检验、χ２检验、秩和检
验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以α＝００５为标准，当Ｐ＜００５时，认为
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肿物性质病理诊断情况

所有患者经手术取肿物送病理检查，发现在１１１例绝经后
卵巢肿物患者中，术后病理诊断肿物为良性８３例（７４７７％），
病理诊断肿物为恶性２８例（２５２２％）。
２２　不同卵巢肿物性质的患者临床症状

整理所有患者入院时主诉，其中共有３３例没有任何自觉症
状，是在妇科体检时发现卵巢肿物，其余患者均以一种或多种临

床症状而就诊。恶性肿物的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腰痛、扪及包

块的比例要明显大于良性包块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表现为无明显不适比例要低于良性包块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肿物性质在患者腹胀腹痛等症
状表现间没有明显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症状表现详见表１。

表１　临床症状表现［ｎ（％）］

类别 例数 腹胀腹痛 阴道分泌物异常 阴道不规则流血 腰痛 尿急尿频 扪及包块 无明显不适

良性肿物 ８３ ５８（６９８８） ２（２４１） １（１２０） １（１２０） ２（２４１） ２（２４１） ３１（３７３５）

恶性肿物 ２８ ２１（７５００） ２（７１４） ２（７１４） ４（１４２８） ２（７１４） ４（１４２８） ２（７１４）

χ２值 ０２６７５ １３５０３ ２８０７４ ８３２８３ １３５０３ ５７７５２ ９１４４３

Ｐ值 ０６０５０ ０２４５２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０３９ ０２４５２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２５

２３　不同性质卵巢肿物的超声声像图表现
绝经后良性与恶性卵巢肿物超声二维声像图结果比对，肿

物位于双侧卵巢的恶性率要高于仅发生于单侧卵巢，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侧卵巢最大径线越大恶性率越高并
且最大径线 ＞１０ｃｍ的肿物恶性率明显高于≤１０ｃｍ的肿物，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超声声像图中辨别肿物的形
态、壁结构，形态不规则、壁结构异常的肿物恶性率较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卵巢恶性肿物腹水发生率高于良性
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良恶性卵巢肿物在囊
实包块有无多条分割情况没有显著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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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具体数据详见表２。

表２　良恶性肿物超声声像图表现［ｎ（％）］

超声声像图表现

肿物性质

良性

（ｎ＝８３）
恶性

（ｎ＝２８）

χ２值 Ｐ值

发生部位

　单侧 ７４（８９１６）１５（５３５７）

　双侧 ９（１０８４）１３（４６４３）１６６８３４ ＜００００１

单侧卵巢最大径线（ｃｍ）

　＜５ ２６（３１３２） ４（１４２８）

　５～１０ ４０（４８１９） ３（１０７１）

　＞１０ １３（１５６６）１１（３９２９）１６１７１９ ００００３

形态

　规则 ５１（６１４４）１０（３５７１）

　不规则 ３２（３８５５）１８（６４２９）１６６８３４ ＜００００１

壁结构

　正常 ７３（８７９５） ５（１７８６）

　异常 １０（１２０５）２３（８２１４）４９２４０３ ＜００００１

腹水

　无 ６５（７８３１） ７（２５００）

　有 １８（２１６９）２１（７５００）２６１１１５ ＜００００１

囊实包块分割情况

　有多条分割 ４３（５１８１）１７（６０７１）

　无多条分割 ４０（４８１９）１１（３９２９） ０６６８８ ０４１３５

２４　绝经后妇女不同性质卵巢肿物血流情况
２４１　良恶性卵巢肿物血流分级比较　经秩和检验分析，恶性
肿物的血流分级明显高于良性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恶性肿物中无０级血流分布，而良性肿物主要为０级
血流。具体数据详见表３。

表３　良性肿物与恶性肿物的血流分级［ｎ（％）］

类别 例数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良性肿物 ８３ ４１（４９４０）ａ２９（３４９４）８（９６４）ａ ５（６０２）ａ

恶性肿物 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３５７１）９（３２１４） ９（３２１４）

Ｕ值 ５６０５５

Ｐ值 ＜０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恶性肿物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２　不同性质卵巢肿物血流动力学指标检测结果分析　绝
经后妇女卵巢恶性肿物的 Ｖｐｓ、Ｖｅｄ、ＶＭ检测结果均要高于良
性卵巢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恶性卵巢肿物
ＲＩ与ＰＩ的检测结果相比于良性卵巢肿物较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检测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３　不同性质卵巢肿物血流参数比较　卵巢恶性肿物相比
于良性肿物其ＲＩ、ＰＩ检测结果分析显示，恶性肿物ＲＩ≤０４３和
ＰＩ≤１０的比例要明显高于良性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数据详见表５。

表４　不同性质卵巢肿物血流动力学指标检测结果（珋ｘ±ｓ）

类别 例数 Ｖｐｓ（ｃｍ／ｓ） Ｖｅｄ（ｃｍ／ｓ） ＶＭ（ｃｍ／ｓ） ＲＩ ＰＩ

良性肿物 ４２ ２１７６±６１８ ６３６±２７８ １２２７±３９０ ０７８±０１６ １６３±０４６

恶性肿物 ２８ ２８３１±７２３ １７６４±４９７ ２２４１±５７６ ０３３±０１２ ０４２±０２１

ｔ值 ４６４２３ １４９４１６ １４９４１６ １３６２８８ １３４２３９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表５　不同性质卵巢肿物血流参数比较

类别 例数
ＲＩ

＞０４３ ≤０４３

ＰＩ

＞１０ ≤１０

良性肿物 ４２ ４０（９５２４） ２（４７６） ４１（９７６２） １（２３８）

恶性肿物 ２８ ７（２５００）２１（７５００） ６（２１４３） ２２（７８５７）

ｔ值 ３７５６８６ ４４２０６０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

　讨论
由于目前我国的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社会，以至于绝经后

的妇女在我国人口规模中占到很高的比例［８］。由于卵巢功能

的消失，体内激素水平发生变化，许多疾病也随之而来，尽管目

前经济水平和医疗技术得到极大提升，但是依然无法避免肿瘤

对人们生命健康的威胁［９１０］。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

中，发病率居于首位的是宫颈癌，而卵巢肿瘤处于第二位［１１］。

临床研究显示［１２］，卵巢肿物不论良性还是恶性，其组织类型非

常多，成分较为复杂。而且卵巢肿物在早期发病隐匿，恶性率要

高于其他女性生殖系统肿物，进展非常快。特别是在绝经后女

性群体中卵巢肿物更为凶险，一方面由于绝经体内激素水平变

化的干扰，不容易引起患者的重视；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文化的

影响使得大部分绝经后妇女不愿意因生殖系统症状而及时就

医［１３１４］。由于卵巢肿瘤预后极差，进展快，所以在早期及时发

现并明确诊断肿物的性质具有重大意义。目前临床筛检方法包

括ＣＡ１２５检测、妇科超声检查等手段。超声检查是经济便捷的
客观影像学资料，可以获得肿物的形态、大小等图像，并可以寻

找由于转移、临近侵犯等证据［１５］。因此，超声检查在卵巢肿物

临床筛检、诊断良恶性、判断分期等方面较其他影像学检查应用

更加广泛［１６１７］。从提高超声检查卵巢肿物准确率，为治疗赢取

时间等角度考虑，观察并总结卵巢肿物临床特征以及超声声像

图特征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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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选取了近２年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卵巢肿物
患者１１１例纳入回顾性研究，经手术送病理检查，共证实良性肿
物８３例，恶性肿物２８例，恶性率达２５２２％。收集所有患者病
例资料，共有３３例（２９７２％）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仅在妇
科健康体检时才发现卵巢肿物，其余患者均以一种或多种临床

症状而就诊，其中良性肿物无自觉症状比例要高于恶性肿物，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数据经过整理发现，恶性肿
物的患者临床症状表现为腰痛、扪及包块的比例要明显大于良

性包块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表现为无明显
不适比例要低于良性包块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同肿物性质在患者腹胀腹痛等症状表现间没有明显
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结果
基本相符［１８１９］，也体现了卵巢肿物发生的隐匿性。对比良性肿

物与恶性肿物超声声像图发现，恶性肿物相比良性肿物较多发

生与双侧卵巢；肿物大小也大于恶性肿物，尤其是 ＞１０ｃｍ的肿
物发生率明显高于良性肿物；恶性肿物形态较不规则，壁结构

常表现为异常，且恶性肿物伴发腹水率明显高于良性肿物，但

是良恶性肿物之间的囊实包块分割情况比较并无差异。该结

果体现了卵巢肿物的超声二维声像图的基本特点，即恶性卵巢

肿物常发生于双侧卵巢，肿物体积较大，形态不规则，壁结构常

表现异常，并常伴发腹水；良性肿物即与之相反。该结果解释了

之所以恶性卵巢肿物患者临床表现腰痛和自扪及包块比例高

于良性肿物，是因为恶性肿物体积较大又常伴发腹水所致。进

一步检测肿物的血流情况，发现恶性肿物血流较良性肿物更加

丰富，血流分级更高，Ｖｐｓ、Ｖｅｄ、ＶＭ检测结果更高，ＲＩ值和ＰＩ值
更低。８３例良性肿物患者中仅发现４２例检测到肿物内血流信
号，但２８例恶性肿物患者１００００％检测到血流信号，这一结果
与既往研究是相符的［２０２１］。同时按照既往临床研究结论恶性

肿瘤生长越快血流越丰富，成为卵巢恶性肿瘤进展快的一个例

证。在本研究中恶性肿物 ＲＩ≤０４３和 ＰＩ≤１０的比例要明显
高于良性肿物，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一结果与既
往研究结果相符。既往有研究［２２］按照绝经前后来比较卵巢肿

物性质，发现绝经前肿物多以良性为主，绝经后多以恶性率明

显升高，但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对比绝经前的卵巢肿物特点，下

一步研究中可以纳入研究分组使对绝经后卵巢肿物特点的研

究更加全面。

综上所述，超声检查对卵巢肿物鉴别具有较好价值，总结

绝经后妇女卵巢肿物特征发现，恶性卵巢肿物常发生于双侧卵

巢，肿物体积较大，形态不规则，壁结构常表现异常，常伴发腹

水，血流较丰富；良性肿物与之相反。良恶性卵巢肿物临床表现

均不太典型，但恶性卵巢肿物患者腰痛、自扪及包块比例更高，

良性卵巢肿物常无自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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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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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钙对子宫动脉血
流水平及性功能的影响
陶小玲１△　刘海青２　沈秀珍３　黄海燕１

１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附属妇产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８０００
２舟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浙江 舟山 ３３０９０２
３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生殖中心，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应用低分子肝素钙对子宫动脉血流水平及性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台州医院附属妇产医院收治的妊娠期高血
压患者１０４例，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应用常规治疗，研究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低分子肝素钙治疗。对比
子宫动脉血流水平、性功能指数及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前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子宫动脉血流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研究组性功能指数 ＦＳＦＩ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妊娠期高血压使用低分子肝素钙效果理想，明显缓解子宫动脉血流水平，保证患者性功
能水平，减少性功能障碍的发生几率，应在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妊娠期；高血压；低分子肝素钙；子宫动脉血流水平；性功能；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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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高血压是一种妊娠期常见基本之一，其病理发展以
周身小动脉血管出现痉挛，临床表现为水肿、蛋白尿及高血压

等情况，对孕产妇及胎儿危害较大，因病情及患者情况较为复

杂，对其治疗及干预手段成为各方关注焦点，低分子肝素钙是一

种新型药物，具有抗凝、提高免疫力等效果，对患者血管内皮细

胞有一定保护作用［１］。患者血流动力学处于稳定状态，减少对

胎儿影响，保证患者及胎儿安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自然分娩几

率，对患者性功能起到一定保护作用。因此台州恩泽医疗中心

（集团）台州医院附属妇产医院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干预过

程中使用低分子肝素钙进行干预治疗，取得极为满意效果，特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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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
台州医院附属妇产医院收治的妊娠期高血压患者１０４例，随机
分为两组，纳入标准：妊娠期第一次诊断结果在１４０／９０ｍｍＨｇ以
上，产后１２周内自动恢复正常，尿蛋白呈现阴性［２］。无心脑血

管及精神类疾病，自愿参加此次研究。排除标准：所选药物禁忌

或过敏反应，血液系统疾病或凝血异常，肝脏及肾脏器质性病

变，入院２４ｈ内分娩或接受手术，不主动配合治疗或中途退出
者［３］。对照组５２例，年龄范围２３岁～３５岁，年龄（２４５±０４）
岁，孕周范围２０周～３４周，孕周（２４５±１６）周，研究组５２例，
年龄范围２３岁～３４岁，年龄（２４１±０５）岁，孕周范围２１～３３
周，孕周（２４２±１５）周，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经过
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１２　方法
对照组行常规干预，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生产厂家：白云

山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４０３９，剂量２５ｍｇ）口服，１次／
ｄ，每日５０ｍｇ。研究组在上述治疗下联合低分子肝素钙（生产厂

家：深圳保尔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１９０，剂量：
１ｍｌ）皮下注射，４０００Ｕ，１次／ｄ，坚持干预１５ｄ。
１３　观察指标

干预后使用三维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设备（生产厂家：

Ｐｈｉｌｉｐｓ）对患者髂外动脉处测得ＰＩ：搏动指数，ＲＩ阻力指数，Ｓ／Ｄ
脐动脉舒张压血流速度高低比例。依照女性性功能指数评分

量表（ＦＳＦＩ），这是依照女性性功能障碍及相关内容指定的问卷
调查表，主要由６个大项，每项涵盖３个小项，总分３６分，分数
越高表示患者性功能越好［４］。如果分数在２５分以下表示患者
存在性功能障碍，对患者例数进行统计。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χ２（％）检验，

计量进行ｔ检测（珋ｘ±ｓ）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两组子宫动脉血流水平对比发现，治疗前无明显区别，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子宫动脉血流
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子宫动脉血流水平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Ｉ

干预前 干预后

ＲＩ

干预前 干预后

Ｓ／Ｄ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 ５２ ２５４±０５４ １７８±０２５ ０９４±０１５ ０７９±０１５ ８５６±１５６ ６１４±１６５

研究组 ５２ ２５３±０５６ １１３±０３６ ０９６±０１８ ０４６±０１４ ８５４±１７６ ４２５±１２４

ｔ值 ／ １２４５ １４３２６ １１２６ １３３６２ １２１２ １３３４３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性功指数ＦＳＦＩ对比发现，研究组患者
性功能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性功指数ＦＳＦＩ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干预后２个月 干预后４个月 干预后６个月

对照组 ５２ ２３０６±１０９ ２５７１±０８ ２７１２±２１６

研究组 ５２ ２５１３±２０７ ２７０９±２１６ ２９２７±１２４

ｔ值 ／ １２２２６ １１５４３ １０５３８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对比发现，研究

组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妊娠期高血压作为女性孕期主要也是常见并发症之一，近

年来发病情况呈现上升趋势，不仅影响孕妇及胎儿生命安全，

对孕产妇性功能也产生一定影响［５６］。临床治疗中采取何等有

效措施对患者进行干预治疗成为各方关注问题［７］。性不仅仅

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也是繁衍后代的重要方式，只有性功能正

表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干预后２个月 干预后４个月 干预后６个月

对照组 ５２ ２５（４８０８） １９（３６５４） ５（９６２）

研究组 ５２ １９（３６５４） １６（３０７７） ３（５７７）

χ２值 ／ ４０８５ ４１６５ ４７４３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常才能保证生活质量［８］。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生产后，生殖系统

发生一系列变化，女性内心活动及夫妻之间的感情生活与生殖

系统健康方面及性功能关系密切。尤其是妊娠期高血压患者，

一旦不能及时干预，极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状，对其心理活动，

生殖系统健康及性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９］。

低分子肝素钙是由最为普通的肝素与亚硝酸盐经过化学

反应后产生的［１０］。药效及维持时间与肝素相比都略胜一筹，充

分体现其生物利用价值，自身具备极高的活性，另外对体内抗凝

血因子效果极佳，抗栓与抗凝效果极为理想，患者抗凝干预中使

用低分子肝素钙安全性高于使用肝素，对患者血管内皮组织起

到一定保护作用，能有效缓解血流阻力水平［１１］。相关研究发

现，低分子肝素钙不仅能够抗凝抗栓，妊娠期使用还能与滋养细

胞一起，对胎儿起到一定保护作用［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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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压是妊娠高血压的主要干预措施，但是使用药物干预虽

然能够快速缓和患者血压，但是却对周身血液循环及血流动力

学产生一定影响，尤其是子宫及胎盘的血流量，容易因血流过

缓对胎儿产生相应危害［１３］。提高子宫胎盘动脉血流水平不仅

能提供胎儿所需养分及氧气，减少流产发生情况，国内研究数

据显示，在怀孕１２周左右对血压异常患者子宫动脉血流水平进
行干预，保持稳定水平，可有效提高患者妊娠结局，保证产妇及

胎儿健康［１４］。本次研究数据显示，两组子宫动脉血流水平对比

发现，治疗前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后研究组患者子宫动脉血流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生产后内心波动及恢复期间一般为产

后６个月左右，该段时间患者会因剖宫产、产后并发症及心理波
动产生一系列变化，致使其性功能发生一定起伏，与妊娠前相

对比存在明显降低［１５］。另外妊娠结局及分娩方式对患者性功

能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为保护产妇及胎

儿健康，多选择剖宫产，而术后如果伴随出现盆腔、腹腔粘连、子

宫肌瘤、内膜异位等并发症状对产妇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１６］。

研究数据显示，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性功指数 ＦＳＦＩ对比发现，
研究组患者性功能指数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主要是因为妊娠高血压患者低分子肝素钙干预
后，子宫动脉血流水平趋于稳定，胎儿生长发育正常，性激素分

泌水平稳定，身体得到一定恢复，另外因治疗效果显著，可改善

妊娠结局，产后恢复时间缩短，减少产褥期疼痛等并发症状［１７］。

产妇内心及情绪稳定，产后性功能可快速恢复至正常水平。另

外因低分子肝素钙可有效改善产妇妊娠结局，减少剖宫产及产

后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从而患者近远期性功能并无特别明显

的变化。研究数据显示，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性功能障碍发生

情况对比发现，研究组患者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也充分说明产妇
产后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与产后并发症及妊娠结局、分娩方式

等密切相关［１８］。

综上所述，妊娠期高血压使用低分子肝素钙效果理想，明

显缓解子宫动脉血流水平，保证患者性功能水平，减少性功能

障碍的发生几率，应在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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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不同麻醉时机对会阴部疼痛及撕裂影响的临床研究

（２０１７０１４０１３Ｃ２７）
【第一作者简介】高运合（１９６６—），女，副主任护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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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麻醉时机对产妇会阴部疼痛及撕裂程度的影响
高运合△　徐小溪　张志敏　康燕　刘俊国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麻醉的不同时机对产妇会阴部疼痛及撕裂程度等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
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在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阴道分娩的产妇３００例，根据麻醉方式将产妇分为观察组（ｎ＝１５０）和对
照组（ｎ＝１５０），其中观察组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１ｃｍ，用１％利多卡因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
醉，会阴切开前行局部浸润麻醉，对照组在胎头拨露后，会阴侧切前给予２％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和切开侧
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观察两组会阴疼痛、撕裂情况等。结果：观察组会阴部疼痛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Ⅱ级及以下的比例达到５６００％；观察组发生会阴撕裂的比例为６６７％，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会阴撕裂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第二产程和产后出血量分别为（３５６４±１０１２）ｍｉｎ和（１５０５０±３０５４）ｍｌ，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天数分别为（１４１±０３２）ｄ和（３１８±０９７）ｄ，明显少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１％利多卡因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比会阴切开前行
局部浸润麻醉和切开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有较好的效果，可减轻产妇会阴部疼痛和撕裂，缩短第二产程。

【关键词】　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局部浸润麻醉；会阴切开术；疼痛；撕裂；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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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ｎｇｓｈｕｉＣｉｔ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１５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１５０）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１％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ｂｌｏｃｋ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ｎｅｒｖｅ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
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ｐｅｒｉｎｅｏｔｏｍ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ｄｅｓｃｅｎｄｅｄａｂｏｕｔ
０５～１ｃｍ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ｓｃｉａｔｉｃｓｐｉｎｅ，ａｎｄ２％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ｐｅｒｆｏｒｍ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ｐｅｒｉ
ｎｅａｌｎｅｒｖｅｂｌｏｃｋ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ｂｅｆｏｒｅｅｐｉｓｉｏｔｏｍ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ｈｅａｄｗａｓｖｉｓｉｂｌｅｏｎｖｕｌｖａｌｇａｐｐ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ｔ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Ⅱ ｇｒａｄｅｗａｓ５６０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ｔ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６７％，ｗｈｉｃｈ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
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ｔｅａ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３５６４±１０１２）ｍｉｎａｎｄ（１５０５０±３０５４）ｍｌ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ｏｆｆｂｅｄ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１４１±０３２）ｄａｎｄ（３１８±０９７）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ｎｅｒｖｅ
ｂｌｏｃｋ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ｗｉｔｈ１％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ｂｅｆｏｒｅｐｅｒｉｎｅｏｔｏｍｙ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
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ａｎｄｔｅａｒ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ｎｅｒｖｅｂｌｏｃｋ；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Ｐｅｒｉｎｅｏｔｏｍｙ；Ｐａｉｎ；Ｔｅａｒ；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

　　会阴撕裂伤是自然分娩过程中的常见软产道损伤，可引起 肛门、外生殖器之间的软组织撕裂，多发生于初产妇，这与初产

妇盆底组织较紧，需充分扩张才能顺利娩出胎儿有关。分娩过

程中由于腹力增加，胎头娩出时会阴部位如未充分扩张，易引起

会阴撕裂伤，引起分娩时大量出血、疼痛、感染，严重者可能影响

肛门括约肌，引起产后排便功能异常，严重影响产妇的生理功能

和正常生活。如何降低会阴裂伤风险，减轻分娩疼痛是提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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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工作质量的重点［１］。

有研究发现，适当的神经阻滞麻醉可降低会阴撕裂伤风

险。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是通过麻醉会阴局部组织，达到减轻

疼痛感、松弛肌肉、缓解会阴紧张、防止会阴撕裂的目的。疼痛

感减轻后减轻产妇的恐惧情绪得到缓解，可正确呼吸与用力以

顺应身体的变化，防止会阴撕裂伤［２］。但对于神经阻滞麻醉时

机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本研究探讨了不同麻醉时机下产妇

会阴部疼痛及撕裂程度，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在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阴
道分娩的产妇３００例，纳入标准：①在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行阴
道分娩及会阴侧切术，且为初产妇；②胎儿体重估计不超过
４０００ｇ；③单胎妊娠，胎位正常；④产妇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
准：①产妇年龄＞２９岁；②有糖尿病、高血压、恶性肿瘤等疾病；
③有妊娠高血压等并发症；④头盆不称。根据麻醉方式将产妇
分为观察组（ｎ＝１５０）和对照组（ｎ＝１５０），两组产妇年龄等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周）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观察组 １５０ ２５４０±３１１ ３８８７±４２６ ２５４６±２２４

对照组 １５０ ２５１５±３０３ ３９０１±５１０ ２５４０±２３０

ｔ值 ０７０５ －０２５８ ０２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麻醉方法
观察组均使用１％利多卡因行双侧会阴神经阻滞麻醉，具

体操作如下：选择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１０ｃｍ进
行麻醉，会阴切开前行局部浸润麻醉，阻滞左侧时，左手食指和

中指伸入阴道触及坐骨棘及骶棘韧带，在坐骨结节和肛门连线

中点处，打０５ｃｍ皮丘，用专用神经麻醉穿刺针针头向坐骨棘
方向穿刺进针，到坐骨棘后方约１５ｃｍ时有落空感后，抽无回
血，注入１％ 利多卡因１０ｍｌ，对侧同法操作。对照组选择胎头
拨露后，会阴侧切前给予２％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加切开侧
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观察组选择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

０５ｃｍ～１ｃｍ进行麻醉，对照组选择胎头拨露后进行麻醉。
１３　判断标准

疼痛标准：参照ＷＨＯ疼痛分级标准，０级为无痛或稍感不
适，表情安静，Ⅰ级为轻度疼痛，可忍受，无痛苦表情，Ⅱ级为疼
痛明显，可忍受，产妇咬紧牙关，双手握紧，Ⅲ级为疼痛剧烈，不
能忍受，要求镇静。会阴撕裂程度：Ⅰ度为会阴皮肤黏膜裂伤，
Ⅱ度为会阴皮肤、黏膜、肌肉裂伤，但肛门括约肌完整，Ⅲ度为会
阴黏膜、会阴体、肛门括约肌完全裂伤，甚至直肠损伤。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珋ｘ±ｓ）表示，

比较使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使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会阴疼痛情况比较

观察组产妇会阴部疼痛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产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０级的比例达到５６００％。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会阴疼痛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ｚ值 Ｐ值

观察组 １５０ ８４（５６００） ４５（３０００） １２（８００） ９（６００） －２９６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５０ ６５（４３３３） ３９（２６００） ２６（１７３３） ２０（１３３３）

２２　两组产妇会阴撕裂程度比较
观察组产妇和对照组产妇发生会阴撕裂的比例差异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３７，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会阴撕裂程度
明显轻于对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产妇第二产程、新生儿出生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比较

观察组产妇第二产程和产后出血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

（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和对照组新生儿出生体重以及 ５ｍｉｎ

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表３　两组产妇会阴撕裂程度比较

组别 例数 Ⅰ度 Ⅱ度 Ⅲ度 ｚ值 Ｐ值

观察组 １５０ ８（５３３） ２（１３３）０（０００） －２３７８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５０ ７（４６７）１１（７３３）４（２６７）

表４　两组产妇第二产程、新生儿出生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比较

组别 例数 第二产程时间（ｍｉｎ） 出生后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产后出血量（ｍｌ） 新生儿出生体重（ｋｇ）

观察组 １５０ ３５６４±１０１２ ９４０±０６７ ２４１５０±３０５４ ３０４±０８４

对照组 １５０ ４２２０±９８７ ９３５±０８０ ２９８８０±３２２８ ３１１±０９１

ｔ值 －５６８４ ０５８７ －９１７８ －０６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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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产妇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等比较
观察组产妇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天数明显少于对照组产

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和对照组产妇
并发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发症主要为会阴
感染、便秘、排便疼痛、排便出血。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产妇下床活动时间、住院天数等比较

组别 例数 下床活动时间（ｄ） 住院天数（ｄ） 并发症（％）

观察组 １５０ １４１±０３２ ３１８±０９７ ９（６００）

对照组 １５０ ２１１±０４０ ４２２±０８１ １３（８６７）

ｔ值 －１６７３６ －１００７９ ０７８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剖宫产手术的近远期并发症已得到临床关注，越

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其危害，建议避免无指征的剖宫产手术，

倡导接受自然分娩［３］。但经阴道自然分娩的过程比较痛苦，第

二产程是自然分娩的关键阶段，产妇既要忍受剧烈的宫缩疼

痛、盆底组织胀痛，又要用力增加腹压以促使胎儿娩出［４］。如

盆底组织较紧，胎儿娩出的阻力较大，加之腹压使用不当，易发

生会阴部撕裂伤，引起刀割样锐痛［５］。剧烈的疼痛感可增加产

妇的恐惧情绪，甚至可导致产妇丧失自然分娩信心而转为剖宫

产手术［６］。会阴部撕裂伤不仅增加了产妇的痛苦，还可引起感

染、出血等并发症，影响产后恢复，已引起产科临床工作者的高

度重视［７］。

有研究发现，神经阻滞麻醉无创接生术可提高产妇的分娩

质量，减轻疼痛感、降低会阴部撕裂伤风险［８］。会阴部的神经

包括运动神经、感觉神经，对疼痛敏感。剧烈的疼痛可引起阴道

肌肉紧张、收缩，不利于胎儿娩出［９］。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可

阻滞神经干之间的神经信号传导，从而减轻疼痛，维持阴道肌

肉松弛，增加延展性，有利于产妇顺应身体变化、促进胎儿娩

出［１０］。但目前对麻醉时机的选择尚存在着一定的争议［１１１２］。

有研究认为，在胎头拨露后、会阴侧切前给予会阴部神经

阻滞麻醉比较适宜。此时阴道周围筋膜、宫颈两侧的膀胱宫颈

韧带过度伸展而使相应的器官位置、功能发生变化。膀胱三角

区长时间受到压迫而发生充血、水肿，进一步增加分娩阻力［１３］。

但有研究发现有相当部分产妇在此时给予会阴部神经阻滞麻

醉后仍出现会阴撕裂伤［１４］。

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妇在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
１ｃｍ，用１％利多卡因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会阴切开前
行局部浸润麻醉，其会阴部疼痛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其Ⅱ级
及以下的比例达到５６００％；观察组发生会阴撕裂的比例明显
低于对照组，会阴撕裂程度明显轻于对照组。这一结果提示，在

先露部下降至坐骨棘下约０５ｃｍ～１ｃｍ，用１％利多卡因行双侧
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会阴切开前行局部浸润麻醉可更好地减

轻疼痛感，降低会阴撕裂伤的发生风险和严重程度。这可能是

由于麻醉给药后在１０ｍｉｎ左右完全起效，使产妇的会阴部达到
完全松弛状态，通常可保持一小时左右，在先露部下降至坐骨

棘下约０５ｃｍ～１ｃｍ时进行麻醉可缩短胎儿娩出时间，相应延

长镇痛时间，从而确保产妇在第二产程中有足够的时间顺利娩

出胎儿。利多卡因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可有效阻止疼痛信号向

脊柱神经处的传递，可减少产妇的疼痛，进而提高产妇分娩的配

合度。

第二产程是自然分娩的关键阶段，第二产程的延长可导致

不良妊娠结局增加，易引起产妇出血、感染、胎儿宫内窘迫、颅内

血肿、窒息等并发症［１５］。本研究中观察组第二产程和产后出血

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天数明显少于

对照组。这一结果提示，１％利多卡因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
醉和会阴切开前行局部浸润麻醉有较好的效果，可缩短第二产

程，减少并发症风险，更有利于产后恢复。

综上所述，１％利多卡因行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比会阴
切开前行局部浸润麻醉和切开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有较好

的效果，可减轻产妇会阴部疼痛和撕裂，缩短第二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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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麻醉方式联合使用对会阴部撕裂程度及宫缩
疼痛程度的影响
张志敏Δ　高运合　徐小溪　康燕　刘俊国
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老年病科，河北 衡水 ０５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采取利多卡因会阴局部浸润麻醉联合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对产妇会阴部的
撕裂程度及宫缩疼痛程度的影响分析。方法：选取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接
收的单胎、头位产妇３３４例，随机数字法分成对照组和联合组（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每组各１６７例产妇。
对照组在第二产程仅给予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而联合（观察组）组在第二产程采取利多卡因会阴局部浸

润麻醉联合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将两组产妇产后会阴状况（包括会阴完整、会阴侧切、会阴裂伤率）、

第二产程时长与疼痛ＶＡＳ评分、新生儿出生１ｍｉｎ和５ｍｉｎ后的 Ａｐｇａｒ评分进行对照。结果：联合组（观察
组）产妇产后会阴完整率高于对照组，且侧切率、裂伤率及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联合组（观察组）第二产程时间与疼痛ＶＡＳ评分明显少于对照组，且各项不良妊娠结局比例均少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联合组新生儿出生后１ｍｉｎ和５ｍｉｎ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对于自然分娩产妇而言，采取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联合双侧会阴
部神经阻滞麻醉，可明显降低会阴侧切、会阴部撕裂的几率，提高生产后会阴的完整率，缩短第二产程时长，

降低产妇宫缩疼痛程度，提高新生儿的健康，效果理想。

【关键词】　利多卡因；会阴局部浸润麻醉；双侧会阴神经阻滞麻醉；会阴撕裂程度；宫缩疼痛程度；影响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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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ｎｄｐａｉｎ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
０００１）．Ｔｈｅ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１ｍｉｎａｎｄ５ｍｉｎａｆ
ｔｅｒｂｉｒｔｈ，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ｔｏａｄｏｐｔ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ｕｓｅｏｆ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ａｎｄ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ｎｅｒｖｅｂｌｏｃｋ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ｓｉｄｅｃｕｔｔ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ｔｅａｒ，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ａｆｔｅｒｄｅ
ｌｉｖｅｒ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ｐａｉｎ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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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ｉｄｏｃａｉｎｅ；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ｌｏｃａｌ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ｎｅｒｖｅｂｌｏｃｋ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

Ｐｅｒｉｎｅｕｍｔｅａｒｄｅｇｒｅ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ｐａ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妊娠到分娩是应激过程，持续而强烈，生产带给产妇未知
的恐惧，以及对新生儿结局的担心［１］。在产妇生产过程中，第

二产程至关重要，第二产程会阴撕裂发生率较高，即宫口全开

至胎儿娩出，初产妇在２ｈ内即可完成，而经产妇一般只需在１ｈ
内［２］。因胎儿较大、会阴过紧或水肿、娩出速度过快等等综合

因素作用，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撕裂伤，增加不良生产结局［３］。

目前，为缩短第二产程，减少会阴裂伤发生，会阴侧切广泛使用，

但可引发切口局部疼痛、感染、水肿，带来永久瘢痕，远期不良反

应为性交疼痛、加压性尿失禁等。因此降低会阴侧切率，在生产

时充分保护会阴，促进自然分娩在分娩的保护会阴接生，降低

人为阻力保护会阴，防止裂伤自然分娩［４５］。以往采取局部浸

润麻醉，因麻醉效果较差，产妇疼痛感强烈不敢用力造成延长

生产过程等等不良后果［６］。而会阴神经阻滞麻醉可使盆底肌

彻底放松，降低机体对疼痛的敏感性，使生产可顺利进行［７］。

为获得更好的降低会阴部撕裂伤的生产体验，将我院产科接收

产妇采取利多卡因会阴部局部浸润麻醉联合双侧会阴部神经

阻滞麻醉，取得较好效果，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８］：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产科住院的头位单胎，

头盆对称（无头盆不称），且于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接受自然分

娩生产；孕期检查完善且无异常指标的足月产妇；临床资料完

整；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９］妊娠合并症；胎儿体重过

大；剖宫产指征；头盆不对称；胎位异常；胎儿畸形；产妇重要脏

器功能不全；严重合并症；利多卡因过敏者。选取衡水市第二人

民医院产科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接收的单胎、头位产妇
３３４例，随机数字法分成两组，每组各１６７例产妇。对照组在第
二产程仅给予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其中年龄范围２０岁～２８
岁，年龄（２４３±２１）岁，孕周范围 ３８２周 ～４０５周，孕周
（３８５±１１）周，身高范围１５１３ｃｍ～１７２８ｃｍ，身高（１６２１±
２７）ｃｍ，体重范围５２７ｋｇ～８４９ｋｇ，体重（６５９±３９）ｋｇ，胎儿
预计体重范围２５ｋｇ～３７ｋｇ，而联合组（观察组）在第二产程采
取利多卡因会阴局部浸润麻醉联合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

年龄范围２０～２８岁，年龄（２４５±２２）岁，孕周范围３８５周 ～

４０６周，孕周（３８４±１３）周，身高范围１５０９ｃｍ～１７１６ｃｍ，身
高（１６２７±２６）ｃｍ，体重范围５２８ｋｇ～８３３ｋｇ，体重（６６３±
３７）ｋｇ，胎儿预计体重范围２４ｋｇ～３８ｋｇ，两组孕妇新生儿预
计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方法
两组产妇在进行至第二产程即胎头拨露时，均常规会阴部

消毒。对照组进行２％利多卡因会阴局部浸润麻醉：准备２％利
多卡因５ｍｌ，在左侧会阴侧切部位进行局部皮肤浸润麻醉，向肌
层、阴道黏膜给予浸润麻醉，拔针后按压防止出血及药物挤出，

并轻揉局麻处，促进药液的扩散和吸收。联合组先行双侧会阴

部神经阻滞麻醉：准备２％利多卡因２０ｍｌ，定位坐骨棘及骶棘韧
带（采取左手食指、中指伸入阴道的触及方式），９号细长针头右
手持垂直进针２５ｃｍ～３０ｃｍ沿左侧坐骨结节下方，回吸未见
血，注入２％利多卡因溶液３ｍｌ，进行阻滞阴部神经。再退针后
向左耻骨下支前缘注入２％利多卡因溶液３ｍｌ，阻滞会阴神经。
将余下利多卡因以会阴部局部浸润方式麻醉如对照组，对侧同

法操作。

１３　评价标准［１０］

将两组产妇产后会阴状况（包括会阴完整、会阴侧切、会阴

裂伤率），记录两组产妇第二产程时长与疼痛ＶＡＳ评分（分值分
布０分～１０分，其中分数越高，疼痛感越为强烈）、新生儿出生
１ｍｉｎ和５ｍｉｎ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新生儿的诊疗数据：Ａｐｇａｒ评分，
胎儿在１ｍｉｎ和５ｍｉｎ后的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分析，计量数据采用均数 ±标准
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计数采用百分比表现，数
据相比采取χ２校验，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产后会阴情况对照

联合组产妇产后会阴完整率高于对照组，且侧切率、裂伤率

及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产后会阴情况对照［ｎ，（％）］

组别 例数 侧切 完整
裂伤

Ⅰ度 Ⅱ度 Ⅲ度

联合组 １６７ ９（５３９） １３１（７８４４） ２１（１２５７） ６（３５９） ０（００）

对照组 １６７ ２２（１３１７） ７２（４３１１） ４７（２８１４） １９（１１３８） ７（４１９）

χ２值 ６００９４ ２３５２１５ １３２６６７ ７３０６９

Ｐ值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９

２２　两组产妇第二产程时间与ＶＡＳ评分、不良妊娠结局对照
联合组第二产程时间与疼痛ＶＡＳ评分明显少于对照组，且

各项不良妊娠结局比例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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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产妇第二产程时间与ＶＡＳ评分、不良妊娠结局对照（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第二产程

时间（ｍｉｎ） ＶＡＳ评分

不良妊娠结局

新生儿窒息 产后出血 感染

联合组 １６７ ３５８４±３０６ ６０６±１１６ ０（０００） ２（１２０） ２（１２０）

对照组 １６７ ５１２８±９５４ ７９７±１５４ １０（５９９） １８（１０７８） ２２（１３１７）

ｔ／χ２值 １９９１５６ １２８０２２ １０６７１２ １３５２４５ １７６２４８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

　讨论
我国医疗事业发展迅速，无痛分娩效果显著，因此越来越

多的产妇愿意接受无痛分娩方式结束自己的孕期［１１］。而家庭

式分娩、导乐分娩等模式的开展，加快胎儿通过产道，减少会阴

及盆底组织严重裂伤［１２］。但是因为对生产的恐惧及不可抗力

（例如疼痛）等原因，仍然有较多产妇发生会阴撕裂，极大地增

加了产妇的痛苦，也会产生中枢神经较低部位的防御和逃避性

反射活动，伴有强烈情绪反应［１３］。而临床多采取常规会阴局部

麻醉，酰胺类麻醉药利多卡因为首选药物，浸润性较强，可镇痛、

提高痛阈，麻醉强度大，经侧切处做浸润和湿敷，可起效快，维持

时间长，且较少发生不良反应，而局部组织浸润仅对会阴部周

围组织产生效应，因此其麻醉效果仅针对局部组织，因此产妇

生产用力时，新生儿通过产道，产妇所感受到的痛苦较大，也不

利于控制生产力量，因此会阴撕裂伤较多［１４１５］。通过解剖学研

究发现由Ｓ２至Ｓ４神经前支组成的阴部神经主要支配外阴和会
阴部，自坐骨大孔出骨盆，绕骶棘韧带下经坐骨小孔又进入骨

盆达坐骨直肠内，行进坐骨结节内侧下方分成三支：即痔下神

经支配肛门周围皮肤，阴蒂神经支配提肛肌，会阴神经（分布于

会阴深、浅横肌，球海绵体及外阴皮肤）支配大小阴唇有效避免

了局部浸润麻醉时剂量过大致组织水肿的弊端，又能维持药效

浓度，可使局部疼痛暂时消失，后神经功能可完全恢复，防止细

胞肿胀，不影响子宫收缩［１６１７］。但因神经阻滞麻醉要求难度较

高，对术者要求有着丰富的麻醉阻滞经验及过硬的解剖了解程

度，因此，在做神经阻滞时，应当注意位置的准确［１８］。本研究

中，联合组（观察组）产妇产后会阴完整率高于对照组，且侧切

率、裂伤率及程度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由此可见采取联合麻醉方式，可有效保证产妇会阴完
整，降低产妇会阴撕裂的严重程度，减少侧切率。联合组第二产

程时间与疼痛ＶＡＳ评分明显少于对照组，且各项不良妊娠结局
比例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因为联
合麻醉效果显著，因此，在第二产程获得较低的生产痛苦，有效

减少产程时间，进而降低产妇不良妊娠结局。联合组新生儿出

生后１ｍｉｎ和５ｍｉｎ后的 Ａｐｇａｒ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因麻醉效果显著，新生儿经过产道时间
较短，因此发生缺血缺氧几率较低，可获得更高的新生儿神经

评分。笔者认为，采取利多卡因进行局部浸润联合神经阻滞麻

醉虽然取得较好效果，但是临床效果尚有待提高，可采取一对

一导乐式助产分娩或者无会阴保护分娩方式等助产。由助产

士告知产妇在各个产程中的生产技巧，鼓励建立自然分娩的信

心。在第二产程中，协助医生完成胎儿胎头拨露至顺利分娩的

过程。指导产妇呼吸技巧，及用力技巧以助于扩张阴道。助产

士可张开左手五指罩住胎头，控制速度，产妇将利用腹肌收缩力

将新生儿从阴道缓慢均匀滑出，让胎头娩出方向与角度自然

化［１９］。可使产妇在无痛保护会阴的前提下，获得更好的分娩体

验，进入人生的下一篇章。本组研究结果与杨生兰，吴梅秀，张

慧萍［２０］等研究结果相近。

综上所述，对于自然生产产妇而言，采取利多卡因局部浸润

麻醉联合双侧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可明显降低会阴侧切、会阴

部撕裂的几率，提高生产后会阴的完整率，缩短第二产程时长，

降低产妇宫缩疼痛程度，提高新生儿的健康，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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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科技攻关项目（２０１５ＺＰ０９１９２８）
【第一作者简介】孙延霞（１９８８—），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临床
Δ【通讯作者】马园园（１９８５—），女，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３０４７６９９５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法治疗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
患者３２例疗效观察及术后随访研究
孙延霞　冯艳　马园园Δ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法治疗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ＣＳＰ）的临床效果。方法：选
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６４例ＣＳＰ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
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２例患者。观察组患者行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法治疗，对照组患者行Ｂ超引导下
清宫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手术用时、术后出血量、血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
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随访３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３个月生活质量
评分。结果：①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手术用时短、术后出血少、血ＨＣＧ恢复正常
时间早，且住院时间短，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并发症：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６３％（２／３２）］低于对照组患者［２８１％（９／３２）］，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生活质量：两组患
者手术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随访３个月，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
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给予ＣＳＰ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法治疗剖宫产瘢
痕部位妊娠患者，可以取得显著疗效，且手术用时短、术后出血少、并发症发生率低，有利于术后生活质量改

善。

【关键词】　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宫腔镜；水囊压迫；并发症；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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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ｃｙｓｔｉｃ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ｎａｃｈｉｅ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Ｗｉｔｈｓｈｏｒ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ｌｅｓ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ｔ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剖宫产是通过手术切开母体腹部及子宫，用以娩出婴儿的
妇产科术式，该术式可以有效避免因阴道分娩可能对婴儿及产

妇生命与健康造成的损害。近年来临床发现，部分剖宫产分娩

被用以替代本可选择的自然分娩，进而导致剖宫产术后并发症

多发，其中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ＳＰ）
是剖宫产术后一种常见的远期并发症［１３］。目前，ＣＳＰ发病机制
尚不明确，多认为与剖宫产切口愈合不良有关，术后愈合不良

的切口瘢痕存在微小裂隙，受精卵可以通过裂隙侵犯子宫肌

层，并在此着床、发育，形成 ＣＳＰ［４５］。ＣＳＰ早期症状不明显，随
着胚胎不断生长，可以造成子宫破裂等严重并发症，进而危及

患者生命安全。以往临床对ＣＳＰ治疗缺乏统一规范的方法，近
年来，随着临床对 ＣＳＰ认识的不断深入，诊疗技术已经趋于成
熟，使得ＣＳＰ患者预后得以显著改善［６］。宫腔镜是一种新的、

微创性妇科诊疗技术，能够直观、准确地对妇科宫内病变及出

血性疾病进行有效诊断与治疗，宫腔镜手术因具有手术创伤

小、手术用时短、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有利于保留子宫生理完

整性等诸多优势，得到临床广泛支持与认可［７］。此外，研究还

发现，ＣＳＰ患者瘢痕部位宫壁相对较薄，平滑肌组织少，妊娠早
期极容易发生子宫破裂或穿孔，导致大出血，威胁患者生命安

全，故加强出血预防处理，对保证宫腔镜手术质量、促进患者预

后改善具有重要意义［８］。宫腔水囊压迫止血是临床妇产科防

治出血的常用方法，本研究选取我院６４例 ＣＳＰ患者，分组探讨
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法治疗ＣＳＰ的临床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
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我院诊治的６４例 ＣＳＰ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３２例患者。观察组 ３２例患者年龄范围 ２４～３９岁，年龄
（３１５８±５１１）岁；２３例患者有１次剖宫产史，９例患者有２次
剖宫产史；距上次剖宫产时间范围１～７年，时间（４１２±０４７）
年。对照组３２例患者年龄范围 ２５岁 ～３９岁，年龄（３１７１±
５０２）岁；２５例患者有１次剖宫产史，７例患者有２次剖宫产史；
距上次剖宫产时间范围２～８年，时间（４３３±０４１）年。本研究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且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有剖宫产史，停经后阴道发生不规则出血，经超

声检查确诊为ＣＳＰ；无手术禁忌症；知晓本研究并自愿签署知情
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生殖器炎症、畸形；近期有避孕药服用史；

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严重不全；合并全身感染性疾病或自身

免疫系统疾病。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于术前完成相应检查，口服米非司酮（浙江仙

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５０３４７）５０ｍｇ／次，２次／ｄ，
总量不可超过３００ｍｇ，行超声检查显示子宫峡部妊娠包块血流
减少或无血流，妊娠物距子宫下段浆膜面≥２ｍｍ，且血 ＨＣＧ水
平＜１０００ｍＩｕ／ｍｌ时进行手术。

观察组患者行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治疗：①手术前２ｈ于
阴道后穹隆处放置０４ｍｇ米索前列醇（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４５９８）软化、扩张宫颈口。②取膀胱截石
位，静脉麻醉，对外阴、阴道及宫颈进行常规消毒，以阴道内窥器

扩张宫颈，使其充分暴露。③对宫颈进行二次消毒处理后，以宫
颈钳钳夹宫颈前唇，Ｂ超引导下置入宫腔镜。④使用５％葡萄
糖溶液作为膨宫介质，膨宫压力以１５～１７Ｋｐａ为宜，以异物钳
抓取、刮除妊娠物，对妊娠物较大者，先以异物钳对妊娠物进行

钳夹，在靠近子宫壁位置，对残留妊娠物予以电刀环形切除（电

切深度达浅肌层），对创面进行电凝止血处理。⑤手术结束时，
将自制水囊放置于宫腔内，向水囊内匀速注入２０～５０ｍｌ０９％
氯化钠注射液。⑥行超声检查，见开放的血窦未发生活动性出
血、宫腔分离，推注液体时存在明显阻力，结束手术，将水囊末端

固定在大腿内侧。⑦水囊使用时间限制在２４ｈ内，在静脉滴注
２０Ｕ催产素＋５００ｍｌ１０％葡萄糖注射液条件下将水囊取出，检
查无活动性出血，止血成功。

对照组患者行Ｂ超引导下清宫术：①开放静脉通道，给予
２０Ｕ催产素＋５００ｍｌ１０％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②超声引
导下，控制负压维持在３００～４００ｍｍＨｇ，负压吸引在子宫下段着
床的妊娠物，感觉有异物吸出时，予以适当减压。③转动吸管，
吸管槽背向瘢痕处后，将吸管抽出。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３项：①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记录两组

患者手术用时、术后出血量、血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及住院时间。
②并发症。统计两组患者术后发热、下腹疼痛、感染、子宫切除
发生率。③生活质量。术后随访３个月，采用简明健康状况调
查量表［９］对两组患者手术前及术后３个月生活质量进行评估，
分值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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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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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者手术用时短、术后出血少、血

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早，且住院时间短，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出血

（ｍｌ）
血ＨＣＧ恢复
正常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３２ ７６３２±１５１１ ４２３２±１１２１ １１２５±２４３ ７８４±１３２

对照组 ３２ １１１５８±２２４７ １０７６８±２４５７ １９５８±３４６ １０７５±２１４

ｔ值 ７３６６ １３６９１ １１１４５ ６５４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６３％（２／３２）］低于对照组

患者［２８１％（９／３２）］，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手术前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随访３个月，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发热 下腹疼痛 感染 子宫切除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２ ２（６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６３）

对照组 ３２ ４（１２５） ２（６３） ２（６３） １（３１） ９（２８１）

χ２值 — — — — ５３７９

Ｐ值 — — — — ００２０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及手术后３个月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躯体疼痛 情感职能

手术前 　　 观察组 ３２ ５３７４±７５４ ５０５６±７２８ ５７８４±６８７ ５６１１±６８２

对照组 ３２ ５５０４±６８１ ５１４４±６３１ ５６１７±６９２ ５６４９±７１１

ｔ值 ０７２４ ０５１７ ０９６９ ０２１８

Ｐ值 ０４７２ ０６０７ ０３３６ ０８２８

手术后３个月 观察组 ３２ ７２６９±１０８２ ７４２５±１０６８ ７５８４±１１５２ ７６８７±１１４２

对照组 ３２ ６５３５±９１７ ６７２７±９２９ ６７８５±１０４８ ６７５７±１０３６

ｔ值 ２９２８ ２７８９ ２９０２ ３４１２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

　讨论
ＣＳＰ既是一类特殊部位的异位妊娠，又是剖宫产术后的一

种远期并发症。近年来，随着我国剖宫产率不断上升，ＣＳＰ逐渐
增多，成为临床备受关注的重要疾病，其防治亦引起广泛重

视［１０］。ＣＳＰ早期无明显临床症状，诊断相对困难，随着妊娠周
期增加，可以发生子宫破裂、大出血等严重并发症，部分患者甚

至因此切除子宫，致使生育功能永久丧失，不仅导致患者生存

质量明显下降，亦对其生命安全造成威胁，故临床主张 ＣＳＰ一
经确诊应当立即终止妊娠，以防止子宫穿孔、大出血、子宫切除

等不良后果，保证患者生命安全，改善预后［１１１３］。

药物作为一种非侵入性的治疗手段，可以有效避免手术操

作对患者机能与子宫造成的损伤，临床以米非司酮及甲氨蝶呤

２种药物治疗为首选方案。药物治疗能够有效抑制滋养细胞生
长，促使绒毛变性坏死，但临床应用亦发现，该方法疗程长，血

ＨＣＧ下降较为缓慢，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大出血或子宫破裂。
此外，剖宫产瘢痕未进行处理，再次妊娠时受精卵仍有可能种植

于剖宫产切口瘢痕处，影响患者预后，故 ＣＳＰ仍然以手术治疗
效果更为显著［１４１５］。以往临床多采用 Ｂ超引导下清宫术终止
ＣＳＰ患者妊娠，但该术式过度依赖主治医生操作经验，不利于彻
底清除妊娠物，且极容易造成子宫穿孔。王娟娟等［１６］研究指

出，传统清宫术难以彻底分离妊娠组织，致使子宫无法完全收

缩，开放的血窦不能自然关闭，进而导致手术过程中出现大出血

现象，严重出血者甚至发生休克或行切除子宫治疗，对患者术后

生活质量产生较大影响。近年来，随着宫腔镜技术的不断发展

与完善，其已经被广泛运用于人工终止妊娠手术中，并取得显著

疗效。与常规刮宫术相比，宫腔镜手术具有诸多优势：①宫腔镜
辅助下，可以对宫腔内部结构及妊娠物所在位置、周围血管分布

情况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观察，有利于直视下完成手术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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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操作精准度，进而避免盲目刮宫对正常组织造成损害，降

低子宫穿孔及内膜损伤等风险。②术中根据观察到的具体情
况选择适当手术方式，有利于降低相同位置再次瘢痕妊娠发生

率。③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妊娠部位血管布局，有利于减少因
损伤微细血管所造成的出血现象。④宫腔镜电凝作用有利于
及时、有效止血，对术中失血量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⑤宫腔镜
观察下有利于彻底清除妊娠组织，可以有效保证手术质量。⑥
可以直接显示宫腔内是否存在异常情况，有利于提高手术安全

性，使多数患者子宫得以完整保留，且不会影响患者术后生育

功能。

临床研究发现，有效控制术中及术后出血，是保证手术质

量、促进术后早期康复的关键［１７］。冯君等［１８］的研究进一步指

出，ＣＳＰ清宫术中联合运用水囊压迫法，可以取得理想止血效
果，减少术后出血。宫腔内水囊压迫是通过囊内压力对子宫血

管造成压迫而实现的一种物理止血手段，同时可以促进血栓形

成，止血效果显著。宫腔水囊压迫止血具有以下特点：①水囊具
有较强可塑性，可以均匀对子宫施压，且压迫面积广泛，能够充

盈至子宫各个角落不遗留死腔，有利于减少死腔积血。②放取
方便，操作简单，有利于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感染机会。③便于
观察，能够通过超声观察，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随时对水囊位

置进行调整，或通过注水增加压力，止血效果更为显著。宫腔水

囊压迫法虽然可以有效止血，但仍然需要注意：在水囊取出时

应当避免速度过快，防止已经形成的血栓脱落引发子宫出血；

水囊取出时如阴道出血量较多，应当再次注水进行压迫，以控

制急性出血。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手术用时、术后出血、血

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并发症发生率和住院时间均优于对照组
（均Ｐ＜００５），这提示宫腔镜联合水囊压迫法治疗 ＣＳＰ疗效显
著，手术用时短、术后出血少，且并发症发生率低，有利于促进血

ＨＣＧ降至正常水平，对缩短住院时间、改善预后具有重要意义。
宫腔镜辅助下能够有效帮助主刀医生迅速、准确进行手术操

作，减少组织损伤，加之水囊压迫可以迅速、有效止血，进而有利

于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后出血、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此外，宫

腔镜手术有利于彻底清除妊娠组织，促进术后血ＨＣＧ水平恢复
正常，促进疾病良好转归。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术后随访３个
月，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ＣＳＰ
严重影响着患者身心健康，导致生活质量明显下降，手术能够

及时终止妊娠，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及预后。本研究中，对照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高，且有１例患者切除子宫，致使患者术后
身心负担较重，不利于生活质量改善与提高。宫腔镜联合水囊

压迫法治疗ＣＳＰ疗效显著，术后并发症少，患者恢复快，对改善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对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患者给予 ＣＳＰ宫腔镜联
合水囊压迫法治疗，可以取得显著疗效，且手术用时短、术后出

血少、并发症发生率低，有利于术后生活质量改善。本研究亦存

在诸多不足，如选取样本量少、未对病例进行远期随访观察，故

今后仍需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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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术方式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临床疗效及 βｈＣＧ
变化情况观察
吴少芬１　黄禖宁１△　吴文萃１　黄素静２

１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超声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２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手术方式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临床疗效及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ｈＣＧ）变化
情况。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１７２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根
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四组，其中Ａ组２２例，行Ｂ超下清宫术；Ｂ组６５例，行子宫动脉栓塞术（ＵＡＥ）＋宫腔镜下
妊娠胚物清除术，Ｃ组５９例，行ＵＡＥ＋Ｂ超或腹腔镜监测下宫腔镜下妊娠胚物清除术，Ｄ组２６例，行ＵＡＥ＋宫
腹腔镜联合瘢痕妊娠切除及子宫修补术。比较各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阴道流血时间、月经

恢复时间及βｈＣＧ变化的差异。结果：Ａ组手术时间为（２７５±３４）ｍｉｎ，短于其他三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组术中出血量多于其他三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Ｄ组住院时间比其他三组长，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术后阴道流血时间和月经恢复时间大于其他三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所有患者治疗后βｈＣＧ水平：４８ｈ为（８０４±９４）％，１周后为（９５６±８１）％，２周后为（９８７±６９）％。
不同时间段，患者βｈＣＧ水平均显著持续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βｈＣＧ水平均下降速度
比其他三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βｈＣＧ水平在术后２周基本降
至正常水平；治疗手术方式可根据患者胎囊着床部位、血流情况及患者对生育的要求等具体情况决定。

【关键词】　剖宫产瘢痕妊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子宫动脉栓塞术；宫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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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ｙ（ｇｒｏｕｐＣ，５９ｃａｓｅｓ），ＵＡＥ＋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ｃａｒａｎｄ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ｅｐａｉｒ（ｇｒｏｕｐ
Ｄ，２６ｃａｓｅｓ）．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ｔｉｍｅ，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βｈＣＧ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２７５
±３４）ｍｉｎ，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
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ｏｆｇｒｏｕｐＤｗａｓ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
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ｅｒｅ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βｈＣＧｉｎ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４８ｈ，１ｗｅｅｋａｎｄ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８０４±９４）％，
（９５６±８１）％，（９８７±６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βｈＣＧ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βｈＣＧ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ｉｓｒｅｄｕｃｅｄｔｏｎｏｒｍａｌｌｅｖｅｌａｔ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ｃａｎｂｅ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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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ｔａｌｓａｃｉｍｐｌａｎｔｓ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βｈＣＧ））；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

　　剖宫产瘢痕妊娠是指剖宫产史妇女再次妊娠，胚胎着床与
上次剖宫产子宫切口瘢痕处，是一种特殊的异位妊娠，若治疗

不得当会导致大出血，严重时需切除子宫［１］。近年来，随着国

家“二孩政策”的开放和剖宫产术的推广，剖宫产瘢痕妊娠发病

率逐年上升［２３］。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除早期妊娠的一般症状

外，还表现为阴道不规则出血并伴有下腹隐痛，可通过 Ｂ超或
ＭＲＩ检查确诊。临床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的关键在于及早发
现，减少出血，尽量保留生育功能［４］。βｈＣＧ是由胎盘细胞分
泌出的一种糖蛋白，通过检测血液中βｈＣＧ含量可了解胚胎发
育情况，也可以通过该检测了解相关疾病的治疗效果［５］。剖宫

产瘢痕妊娠尚无确切的病因治疗，多以对症治疗为主。目前临

床尚无统一的治疗标准，Ｂ超下清宫术、ＵＡＥ＋宫腔镜下妊娠胚
物清除术、ＵＡＥ＋Ｂ超或腹腔镜监测下宫腔镜下妊娠胚物清除
术、ＵＡＥ＋宫腹腔镜联合瘢痕妊娠切除及子宫修补术都是治疗
剖宫产瘢痕妊娠的常用方法。为比较各治疗方法的优劣及术

后βｈＣＧ水平变化情况的差异，笔者所在医院选取１７２例剖宫
产瘢痕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展开本研究。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收治的１７２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入选标准：①
患者经超声或ＭＲＩ检查确诊为剖宫产瘢痕妊娠；②年龄不超过
３５岁；③既往剖宫产次数不超过２次；④患者同意参与本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符合伦理学

要求。根据患者治疗方法的不同分为 Ａ组２２例，Ｂ组６５例，Ｃ
组５９例，Ｄ组２６例。其中，Ａ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４岁，年龄
（２７４±３７）岁，体重范围４５ｋｇ～５７ｋｇ，体重（５１８±７６）ｋｇ，孕周
范围２周 ～７周，孕周（４７±１２）周；Ｂ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５
岁，年龄（２６９±４１）岁，体重范围４６ｋｇ～６１ｋｇ，体重（５２９±６９）
ｋｇ，孕周范围１周～８周，孕周（５１±１４）周；Ｃ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４岁，年龄（２７５±３８）岁，体重范围４８ｋｇ～５８ｋｇ，体重（５３８
±７２）ｋｇ，孕周范围１周～７周，孕周（４９±１３）周；Ｄ组年龄范
围２２岁～３３岁，年龄（２７１±４０）岁，体重范围４４ｋｇ～５９ｋｇ，体重
（５２６±６７）ｋｇ；孕周范围３周～８周，孕周（５５±１４）周。组间
年龄、体重、孕周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术前向患者家属告知病情和手术风险。Ａ组行 Ｂ超下清
宫术，手术过程中备用子宫动脉栓塞术（ＵＡＥ），若手术过程出
血量过大，且不能使用常规方法有效止血，则行ＵＡＥ治疗，并将
该病例从本组移除，本研究过程无此类情况发生。Ｂ组行子宫
动脉栓塞术（ＵＡＥ）＋宫腔镜下妊娠胚物清除术：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ｓ技
术穿刺后置入血管鞘组，将 Ｒｏｂｅｒｔ导管置入双侧子宫动脉，取
直径１３ｍｍ明胶海绵颗粒栓塞双侧子宫动脉。之后宫腔镜下
清除人身胚物，取出妊娠产物后电凝止血，探查宫腔内膜，确认

无胚物残留和出血点后完成手术。Ｃ组行ＵＡＥ＋Ｂ超或腹腔镜
监测下宫腔镜下妊娠胚物清除术：ＵＡＥ方式同 Ｂ组，ＵＡＥ后行
Ｂ超或腹腔镜监测下宫腔镜下妊娠胚物清除。本组患者多肌层
菲薄且术后不要求保留生育功能。Ｄ组行 ＵＡＥ＋宫腹腔镜联

合瘢痕妊娠切除及子宫修补术：ＵＡＥ方式同 Ｂ组，ＵＡＥ后行宫
腹腔镜联合瘢痕妊娠切除及子宫修补术，打开子宫膀胱反折腹

膜，使妊娠胚物暴露，沿边缘清除妊娠胚物，完成后缝合子宫创

口。各组患者术后均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各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阴道流血

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βｈＣＧ变化的差异。
１４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分析数据，所有的计量资料采用“平均
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Ｆ检验，检验水准为α＝００５，
Ｐ＜００５为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
"

　结果
２１　四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

Ａ组手术时间为（２７５±３４）ｍｉｎ，短于其他三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术中出血量多于其他三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Ｄ组住院时间比其他三组长，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详细数据见表１。

表１　四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Ａ组 ２２ ２７５±３４ １１６４±１０２ ３８±１３

Ｂ组 ６５ ５２３±４２ ３５２±５１ ５２±１５

Ｃ组 ５９ ６１７±５９ ３７３±５９ ５１±１５

Ｄ组 ２６ ７３４±７１ ５３８±６７ ７３±１６

Ｆ值 ８６７３２ ９０６５５ ５６４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四组患者术后阴道流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比较
Ａ组术后阴道流血时间和月经恢复时间大于其他三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详细数据见表２。

表２　四组患者术后阴道流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阴道流血时间（ｄ） 月经恢复时间（ｄ）

Ａ组 ２２ ９５±１４ ４５８±７３

Ｂ组 ６５ ６３±１２ ３１２±５５

Ｃ组 ５９ ６７±１２ ２９７±５３

Ｄ组 ２６ ５９±１１ ３２３±５６

Ｆ值 ６０２１１ ６３２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四组患者术后不同阶段βｈＣＧ下降情况比较
所有患者治疗后 βｈＣＧ水平：４８ｈ为（８０４±９４）％，１周

后为（９５６±８１）％，２周后为（９８７±６９）％。不同时间段，患
者βｈＣＧ水平均显著持续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Ａ组βｈＣＧ水平均下降速度比其他三组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详细数据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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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四组患者术后不同阶段βｈＣＧ下降情况比较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后４８ｈ 术后１周 术后２周

Ａ组 ２２ ７１３±８５ ９３７±８７ ９６８±９２

Ｂ组 ６５ ８１１±９２ ９８３±８９ ９９２±９１

Ｃ组 ５９ ８３２±９４ ９７５±８５ ９９６±８７

Ｄ组 ２６ ８２９±８９ ９８１±８３ ９９８±８４

Ｆ值 ７３５０２ ５６４１０ ４９８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剖宫产瘢痕妊娠是一种剖宫产术远期并发症，其发病率正

逐年上升，约为１∶２５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６］。在剖宫产瘢痕妊娠妊娠
早期，临床表现为停经或阴道不规则流血，恶心呕吐，血 βｈＣＧ
值升高，临床仅凭症状难以诊断剖宫产瘢痕妊娠。通过超声检

查，可见孕卵在子宫内着床位置，以及与子宫原切口的位置关

系，从而可确诊剖宫产瘢痕妊娠。由于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多

为育龄女性，对于剖宫产瘢痕妊娠的治疗，主要以去除病灶，减

少并发症，保留生育功能为主［７８］。文献可见的治疗方法包括：

药物治疗、介入治疗、手术治疗等。其中，药物治疗最为常见，米

非司酮和甲氨蝶呤是常用药物。但是由于药物治疗疗效有限，

血βｈＣＧ转阴缓慢，而且在治疗过程中部分患者出现阴道大出
血而转为手术治疗；介入治疗费用较高，而介入治疗单独使用

效果不佳，多与其他方法联合用于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

目前，针对剖宫产瘢痕妊娠的手术治疗方法尚无统一规范，

清宫术、ＵＡＥ联合宫腔镜或腹腔镜下胚物清除术、ＵＡＥ联合子宫
修补术或子宫切除术等均为常用方法。本研究对比了这几种手

术方法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

术后阴道流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βｈＣＧ变化的差异，其中手
术时间用于比较手术操作难度；术中出血量用于比较手术过程中

的风险；住院时间、术后阴道流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用于比较术

后康复情况；βｈＣＧ变化情况用于比较各组的治疗效果。
清宫术是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的主要方法，本研究中 Ａ组

单独使用清宫术术中出血量大于其他组，这是因为单独使用清

宫术容易引起大出血，若出血难以控制将给患者带来较大风

险。研究发现，ＵＡＥ是一种能够代替子宫切除止血方法的动脉
栓塞术［９１１］。而且单一ＵＡＥ使用效果不佳，容易引起供血血管
再通出血，因此，ＵＡＥ多与其他方法联合使用［１２１３］。ＵＡＥ能够
确切杀胚、预防出血。研究发现，使用清宫术联合ＵＡＥ治疗，在
ＵＡＥ确切杀胚后，进行胚物彻底清除，能有效预防出血，改善剖
宫产瘢痕妊娠患者预后。本研究中，Ｂ组、Ｃ组术中出血量较
少，这是因为ＵＡＥ联合宫腔镜（Ｂ超或腹腔镜监视）下治疗剖宫
产瘢痕妊娠，能够有效减少术中出血，而且宫腔镜下能够准确

的定位妊娠和胚囊着床部位，减少子宫穿孔，可对胚物进行彻底

清除，而且能够观察出血点，并及时止血，电凝止血可防止术后再

出血［１４１５］。对于 Ｄ组患者，其妊娠胚胎出现小部分外生使用
ＵＡＥ联合宫腹腔镜联合瘢痕妊娠切除及子宫修补术，术中出血
量较Ａ组有优势，βｈＣＧ将至正常水平时间短，住院时间稍长。
研究发现，ＵＡＥ联合宫腹腔镜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具有安全有
效，术后βｈＣＧ下降快，而且患者月经恢复快，并发症少［１６］。β
ｈＣＧ是由胎盘滋养细胞分泌出的一种糖蛋白，卵子受精第６日后
由滋养层分泌，血中βｈＣＧ含量的监测可用于判断胚胎发育情
况和了解妊娠相关疾病的疗效［１７］。所以，对于剖宫产瘢痕妊娠

患者的治疗，βｈＣＧ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另外，在确定剖宫
产瘢痕妊娠患者治疗方案时，需要综合考虑患者血βｈＣＧ水平、
病灶部位、供血情况、是否有保留生育能力要求等因素［１８］。

综上所述，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βｈＣＧ水平在术后２周基
本降至正常水平；治疗手术方式可根据患者胎囊着床部位、血流

情况及患者对保留生育能力的要求等具体情况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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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中基础 ＬＨ水平对 ＰＣＯＳ患者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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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佳渊　廖源　李娟Δ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海口５７０３１１

【摘　要】　目的：分析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中基础ＬＨ水平对ＰＣＯＳ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的影响。
方法：回顾性分析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０例ＰＣＯＳ患者根据不同的ＬＨ水平随机分为Ａ、Ｂ、Ｃ三组，三
组均采用促性腺激素（Ｇｎ）联合安宫黄体酮（ＭＰＡ）的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治疗，其中 Ａ、Ｂ、Ｃ三组的 ＬＨ
水平分别为０ＩＵ～５ＩＵ／Ｌ、５ＩＵ～１０ＩＵ／Ｌ和＞１０ＩＵ／Ｌ。分析比较三组患者在治疗结局的差异。结果：三组患
者在年龄、月经周期、不孕年限、ＢＭＩ、既往失败次数、基础卵泡数和不孕因素（包含合并输卵管和男方因素）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基础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Ｇｎ用量、Ｇｎ用药
天数、正常受精卵数、优质胚胎数、有效胚胎数和周期取消率变化均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获卵数、成熟卵数和成熟卵率变化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Ｂ、Ｃ三组患者的临床妊娠率分
别为５９２％、６８９％和６２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流产率、继续妊娠率均无明显变化，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在对 ＰＣＯＳ患者进行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时，能够有效预
防自发性ＬＨ峰发生，并且可促进卵组获得具有发育潜能的胚胎，在临床中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促性腺激素；安宫黄体酮；多囊卵巢综合征；体外受精／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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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Ｇｎｄｏｓａｇ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ａｙｓｏｆＧ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ｎｏｒｍ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ｄｅｇｇｓ，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ｂｒｙｏ，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ｅｍｂｒｙｏａｎｄｃｙｃｌｅｃａｎｃ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ｅｒｅ
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ｅｇｇ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ｅｇｇｓａｎｄ
ｒａｔｅ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ｅｇｇ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Ｃｗａｓ
５９２％，６８９％ ａｎｄ６２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ｅａｒｌｙ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ｓｕｐｅｒ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ｃａ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
ｎｅｏｕｓＬＨｐｅａｋ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ｅｍｂｒｙｏｓｉｎＩＶＦＩＣＳＩ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ＰＣＯ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Ｇｎ）；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ＭＰＡ）；ＰＣＯＳ；ＩＶＦ／ＩＣＳＩ

　　多囊卵巢综合征简称ＰＣＯＳ［１２］，是一种常见的内分泌紊乱
性疾病，主要发生于无排卵的不孕症患者，大约 ７０％左右［３］。

目前，对ＰＣＯＳ病因尚不明确。有研究表明，基础 ＬＨ过高会降

低正常排卵过程中的成熟卵数和受精卵数，从而引起不孕症；但

是也有研究反驳这一观点［４］。所以基础 ＬＨ水平对 ＰＣＯＳ患者
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有何影响成为各医疗机构研究的热点。近几
年，常采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微刺激、拮抗剂和黄
体期促排卵方案等，但上述方案周期用药复杂且费用高，因此寻

找简单、高效、安全的促排卵方案成为研究的重点［５］。冻融胚

胎移植（ＦＥＴ）技术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已成为 ＩＶＦ治疗的常规
程序［６７］。在此基础上，提出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取得一定

的成效。本研究对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０例ＰＣＯＳ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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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Ｇｎ联合ＭＰＡ的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进行治疗，比较分
析ＬＨ水平对ＰＣＯＳ患者体外受精（ＩＶＦ）／卵胞质内单精子显微
注射（ＩＣＳＩ）治疗结局的影响，为以后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一般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将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收
治的２００例ＰＣＯＳ患者按照不同的ＬＨ水平随机分为Ａ、Ｂ、Ｃ三
组。其中Ａ组１１５例，ＬＨ水平为０５ＩＵ／Ｌ；Ｂ组５６例，ＬＨ水平
为５１０ＩＵ／Ｌ；Ｃ组２９例，ＬＨ水平为＞１０ＩＵ／Ｌ。所有患者均属于
因男方因素、输卵管因素或其他不明原因导致的不孕症患者。

纳入标准：①以ＰＣＯＳ诊断标准为依据，确诊为ＰＣＯＳ患者；②采
用Ｇｎ联合ＭＰＡ的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③在治疗前的３个
月内，患者均未口服、注射或使用促排卵和任何激素药物；④患
者年龄均不超过 ４０周岁且 ＦＳＨ水平 ＜１０ＩＵ／Ｌ，ＢＭＩ水平 ＜
３０ｋｇ／ｍ２。排除标准：①患者具有卵巢早衰、低储备和子宫内膜
异位症状；②患有其他内分泌疾病（高泌乳素血症、卵巢和肾上
腺肿瘤）；③患有严重内外科疾病使之不能接受治疗。整个研
究均在患者的知情同意下进行，并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

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Ｇｎ联合ＭＰＡ的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　①患者于月
经周期第３天或４天（孕酮撤退性出血或自然行经）起开始注
射人绝经期促性腺激素（ｈＭＧ生产厂家：瑞士雪兰诺；国药准字
Ｈ６２０２０８８４；规格：每支含ＦＳＨ７５单位和 ＬＨ７５单位），起始剂量
１５０２２５ＩＵ，ｑｄ，同时服用安宫黄铜体（ＭＰＡ生产厂家：浙江仙琚
药业；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３６８６；规格：２ｍｇ），１０ｍｇ，ｑｄ，连续服用至
扳机当日；②服用一周左右进行卵巢反应复查，并相应调整
ｈＭＧ的剂量；③如果出现１个卵泡直径大于１８ｍｍ或者３个以
上卵泡直径大于１６ｍｍ时，应及时注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
动剂（ＧｎＲＨａ，达必佳，生产厂家：德国辉凌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３０２１５７５；规格：０１ｍｇ），０１ｍｇ；同时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ｈＣＧ，生产厂家：上海抚生实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２８５；规格：１０００ＩＵ／支），１０００ＩＵ，３５ｈ后进行阴道超声取
卵；④采用双枪取卵针，抽取卵泡（直径 ＞１０ｍｍ），根据精液参
数进行常规的ＩＶＦ或者 ＩＣＳＩ授精。本中心对各项激素的最低
检测含量为：ＦＳＨ＝００６ＩＵ／Ｌ；ＬＨ＝００９ＩＵ／Ｌ，Ｅ２＝１０ｎｇ／Ｌ，Ｐ＝
０１ｍｇ／Ｌ，诱发排卵当日与诱发排卵次日，Ｅ２均以最高值
５０００ｎｇ／Ｌ计。
１２２　胚胎观察　在常规的 ＩＶＦ或者 ＩＣＳＩ授精后的１７ｈ左
右，观察受精情况及７２ｈ后观察胚胎卵裂情况。将胚胎分为４
个等级，分别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其主要依据是由卵裂球
大小、形态、胞质和碎片决定的。评定标准为：卵裂球等大，胞质

均质清晰且碎片小于１０％时，作为Ⅰ级标准；卵裂球均匀但碎
片在１０％～２５％范围之间，作为Ⅱ级标准；卵裂球大小不等且
碎片在２５％～５０％之间，作为Ⅲ级标准；卵裂球大小不均，形状
不规则且碎片大于５０％，作为Ⅳ级标准。Ⅰ级和Ⅱ级胚胎属于
优质胚胎，需采用玻璃化冷冻技术直接冷冻保存而Ⅲ级和Ⅳ级
胚胎需培养至囊胚后再利用此技术冷冻保存。胚胎解冻后，根

据胚胎细胞存活率可以分为３级，分别是：胚胎细胞１００％存活
为完整；细胞存活率不低于 ５０％为部分受损；细胞存活小于
５０％为变性。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采用全部胚胎

冷冻技术，已使胚胎解冻存活率达到９８％以上，随着技术的不
断进步，细胞存活率还在继续提高。

１２３　ＦＥＴ的内膜准备方式和黄体支持 在本生殖科的常规规
定下进行ＦＥＴ的内膜准备，主要采用自然周期、促排卵周期和
激素替代周期３种方案。此３种方案具体实施为：针对自然周
期或促排卵周期诱发排卵使，患者应口服地屈孕酮（生产厂家：

Ａｂｂｏｔ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ＢＶ；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３０１１０；规格：１０ｍｇ２０
片），２０ｍｇ，ｂｉｄ；或服用黄体酮软胶囊（生产厂家：Ｂｅｓｉｎｓ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Ｂｅｌｇｉｕｍ；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３０３３６；规格：０１ｇ３０粒），
０２ｇ，ｂｉｄ；激素替代周期是从月经第３天起开始口服乙炔雌二
醇（生产厂家：上海信宜康捷；规格：１２５ｕｇ），２５ｕｇ，ｔｉｄ，服用２周
后进行内膜转换，之后换服雌二醇地屈孕酮片黄片（生产厂家：

Ａｂｂｏｔ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ＢＶ；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５０３４６；规格：１２ｍｇ２８
片），４ｍｇ，ｂｉｄ，同时服用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生产厂家：瑞士
默克雪兰诺；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０６４９；规格：９０ｍｇ／支），９０ｍｇ，ｑｄ，
连续服药２周，并继续进行黄体支持。在ＦＥＴ进行４周后，对患
者Ｂ检查，若见妊娠囊及原始心管搏动症状，则被确定为临床
妊娠。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三组患者的基础 ＬＨ水平以及 Ｇｎ用量、Ｇｎ用药

天数、卵泡数、获卵数、成熟卵数、优质胚胎数、有效胚胎数、获卵

率和正常受精率等正常受精率结局指标；最主要观察三组患者

的妊娠结局指标，包括临床妊娠率、早期流产率、异位妊娠率和

继续妊娠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患者基础 ＬＨ水

平、月经周期、不孕年限、ＢＭＩ、既往失败次数、Ｇｎ用量、成熟卵
数、优质胚胎数和有效胚胎数等指标采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统计学处理采用ｔ检验；对患者的不孕因素、获卵率、正常
受精率和ＦＥＴ周期妊娠结局指标的统计学处理采用 χ２检验。
当Ｐ＞００５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当 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的基本情况分析

纳入２００例 ＰＣＯＳ患者进行比较分析，完成取卵周期２００
个。通过以下数据可以发现，三组患者在年龄、月经周期、不孕

年限、ＢＭＩ、既往失败次数、基础卵泡数和不孕因素（包含合并输
卵管和男方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除基础 Ｐ指
标，其他三组的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指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中Ｃ组的基础ＬＨ水平明显高于Ａ组（ｔ＝３０９８４９，Ｐ
＜００５）和Ｂ组（ｔ＝１５０２８４，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三组患者不同基础ＬＨ水平的促排卵结局比较

观察比较三组患者促排卵结局指标可知，Ｇｎ用量、Ｇｎ用药
天数、正常受精卵数、优质胚胎数、有效胚胎数和周期取消率变

化均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的直径 ＞
１４ｍｍ卵泡数显著高于 Ａ组（ｔ＝３２７１５）和 Ｂ组（ｔ＝３１８３２），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获卵数、成熟卵数和成熟卵
率变化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着Ｇｎ用量和
用药天数的减少，Ｃ组指标远远低于Ａ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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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的基本情况

　　　指标 Ａ组 Ｂ组 Ｃ组 χ２／ｔ值 Ｐ值

周期数（ｎ） １１５ ５６ ２９

年龄（岁） ３０５±３８ ３０３±３９ ２９９±４０ ０３０ ０７４１３

月经周期（ｄ） ７５９±３８９ ８２９±５７５ ８４１±４４６ ０６５ ０５２２６

不孕年限（ａ） ４５７±１１９ ４５４±１１６ ４５１±１３６ ０８２ ０４４２４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２９０±３９０ ２２７１±５４０ ２２３１±２８６ ０２２ ０７９９７

既往失败次数（ｎ） ０５±０９ ０５±１０ ０６±０８ ０１５ ０８６２７

基础窦卵泡数（ｎ） ２０＋ ２０＋ ２０＋ ０４３ ０６１２０

基础ＦＳＨ（ＩＵ／Ｌ） ４５４±１１６ ５４９±１０９ ５５５±１４４ １６４０ ０００００

基础ＬＨ（ＩＵ／Ｌ） ３１５±１０８ａ ６４７±１３６ａ １３０７±２７０ ５２７４０ ０００００
基础Ｅ２（ｎｇ／Ｌ） ２７２３±１２３０ ３３６０±１３４８ ３２９５±１３２６ ５６８ ０００４０

基础Ｐ（ｍｇ／Ｌ） ０２５±０１９ ０２４±０１１ ０２７±０１５ ０３１ ０７３１６

不孕因素（％）

合并输卵管因素 ４６（４６／１１５） ３３９（１９／５６） ４１４（１２／２９） ０７１ ０７０２９

合并男方因素 １７４（２０／１１５） １６１（９／５６） １３８（４／２９） ０２３ ０８９２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三组患者不同基础ＬＨ水平的促排卵结局比较

　　　指标 Ａ组 Ｂ组 Ｃ组 χ２／ｔ值 Ｐ值

周期数（ｎ） １１５ ５６ ２９

Ｇｎ用量（ＩＵ） １９８９９±３８１４ａ １９１８５±３３５５ １８１７９±３１６６ ２８５ ００６０３

Ｇｎ用药天数（ｄ） ９４±１４ａ ９２±１１ ８８±１２ ２５６ ００７９７

直径＞１４ｍｍ卵泡数（ｎ） １４９±８５ａ １５６±７４＊ ２１１±１１３ ５０７ ０００７１

获卵数（ｎ） １５８±９８ａ １７２±９３ ２１８±９１ ４５６ ００１１５

成熟卵数（ｎ） １３３±８９ａ １５２±８４ １８７±８３ ４６６ ００１０５

正常受精卵数（ｎ） １１３±７５ １１９±７４ １３９±８６ １３６ ０２５８１

优质胚胎数（ｎ） ５９±５４ ６２±５８ ７１±５９ ０５４ ０５８５７

有效胚胎数（ｎ） ５７±３６ ５８±３７ ６４±３４ ０４４ ０６４４５

获卵率（％） ５７（１６４５／２８８６）ａ ６３９（８６６／１３５６） ６１（５８６／９６０） １９１６ ００００１

成熟卵率（％） ８６４（１４２２／１６４５） ８０（６９２／８６６） ８５７（５０２／５８６） １９２６ ００００１

正常受精率（％） ８２１（１１６８／１４２２）ａｂ ７９９（５５３／６９２） ７６３（３８３／５０２） ８２１ ００１６５

周期取消率（％） ２６（３／１１５） ３６（２／５６） ３４（１／２９） ０１４ ０９３０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Ｃ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ＦＥＴ周期妊娠结局比较分析
观察期间共有１６９例患者进行了 ＦＥＴ，患者共完成２１７个

移植周期，其中３０例移植２次，１０例移植３次。在研究期间解
冻胚胎４００枚且成活率１００％。对比分析发现，Ａ、Ｂ、Ｃ三组患

者的临床妊娠率分别为５９２％、６８９％和６２５％，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流产率、继续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ＦＥＴ周期妊娠结局比较

指标 Ａ组 Ｂ组 Ｃ组 χ２／ｔ值 Ｐ值

人数（ｎ） ９７ ４５ ２４

周期数（ｎ） １２５ ６１ ３２

临床妊娠率（％） ５９２（７４／１２５） ６８９（４２／６１） ６２５（２０／３２） １６３ ０４４３１

早期流产率（％） １３５（１０／７４） ９５（４／４２） １０（２／２０） ０４８ ０７８６２

异位妊娠率（％） １４（１／７４）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８４ ０６５５７

继续妊娠率（％） ５０４（６３／１２５） ６２３（３８／６１） ５６３（１８／３２） ２３８ ０３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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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大量研究发现，ＩＶＦ／ＩＣＳＩ周期取消主要是由于早发 ＬＨ峰

的出现［８］。目前为抑制早发 ＬＨ峰的发生，常使用激动剂和拮
抗剂［９］。其作用机制是：主要调节下丘脑垂体卵巢轴，降低垂
体细胞表面的敏感性，抑制下丘脑和垂体的活动，减轻垂体对

ＦＳＨ和ＬＨ的合成和分泌作用，进而控制ＬＨ峰的发生。但是经
临床实践发现，使用抑制剂通常会使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

（ＯＨＳＳ）发生率增加，进而影响治疗效果［９］。本次研究证明，高

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对ＰＣＯＳ患者早发性 ＬＨ峰发生具有显著
的预防作用，但是在卵泡期高孕酮状态下的超促排卵方案

（ＰＰＯＳ）过程中，不同基础ＬＨ水平下的成熟卵率、临床妊娠率、
继续妊娠率和早期流产率无明显变化，表明基础高 ＬＨ水平对
ＰＣＯＳ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无太大影响。

两性腺激素理论认为，维持卵泡的正常生长发育取决于基

础ＬＨ的水平，过高或过低都会导致卵泡发育出现异常［１０１１］。

具体作用机理是：卵泡期作为ＰＣＯＳ患者内分泌的表现形式，其
基础高ＬＨ抑制芳香化酶活性［１２］，进而对颗粒细胞增殖产生抑

制作用，最后使未成熟卵泡闭锁和黄素化，严重影响卵泡正常

发育，导致卵子和胚胎质量差［１３１４］。普遍认为，基础高ＬＨ水平
与ＰＣＯＳ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息息相关，为改善患者的临床
结局，降低ＬＨ水平的促排卵方案显得尤为重要［１５１６］。目前，Ｇｎ
联合 ＭＰＡ的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对 ＰＣＯＳ患者的治疗具有
很好的临床效果，此方案的关键和难点是如何预防早发性基础

ＬＨ峰。有研究证实，在雌激素含量较低的情况下（卵泡期），孕
激素的加入可对早发性基础ＬＨ峰有相当好的抑制作用。与以
上解释相似，孕激素降低垂体细胞表面 ＧｎＲＨ受体对循环中的
ＧｎＲＨ的敏感性，是垂体合成和分泌的ＦＨＳ和ＬＨ含量减少，从
而降低了ＬＨ峰的发生率。因为高孕激素促排卵方案具有用药
简单、易于观察隐匿性 ＬＨ峰出现、有效诱发卵子成熟等优点，
所以此方案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１７１８］。

本研究分析比较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中基础ＬＨ水平对
ＰＣＯＳ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的影响发现，在促排卵过程中三组
患者的ＬＨ水平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基础 ＬＨ水平 ＞１０ＩＵ／Ｌ
的基础ＬＨ指标、直径＞１４ｍｍ卵泡数、获卵数和成熟卵数明显
高于基础ＬＨ水平在０ＩＵ～５ＩＵ／Ｌ和５ＩＵ～１０ＩＵ／Ｌ。而年龄、
月经周期、不孕年限、ＢＭＩ、既往失败次数、基础卵泡数、不孕因
素（包含合并输卵管和男方因素）、Ｇｎ用量、Ｇｎ用药天数、正常
受精卵数、优质胚胎数、有效胚胎数、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

早期流产率和继续妊娠率差异无明显变化。以上结果说明，基

础高ＬＨ水平对ＰＣＯＳ患者的卵泡发育和胚胎质量没有太大关
系。

综上所述，高孕激素超促排卵方案中基础ＬＨ水平对ＰＣＯＳ
患者ＩＶＦＩＣＳＩ治疗结局无显著的影响。同时，卵泡期高孕酮状
态下的超促排卵方案能有效预防基础 ＬＨ峰发生，显著降低多
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生率，并且此方案高效安全，在临床中拥有

较好的效果，应用前景非常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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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阴道助产对产后盆底功能的影响。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在成都
市第五人民医院分娩的初产妇８８例，根据分娩方式不同分为两组，经阴道分娩组４４例，阴道助产组４４例，
均于产后６周～１０周接受盆底超声检查和盆底肌电生物反馈仪检查评估盆底功能。比较两组最大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动作状态和静息状态下膀胱尿道后角（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ｕｒｅｔｈｒａｖｅｓｉｃａｌａｎｇｅｌ，ＰＵＡ）、尿道倾斜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ｔｉｌｔａｎｇｅｌ，
ＵＴＡ）、宫颈外口的位置（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ｍｏｕ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ＭＰ）、膀胱颈的位置（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ＢＮＰ）、膀胱颈移
动度（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ｄｅｓｃｅｎｔ，ＢＮＤ）、尿道旋转角（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ｅｌ，ＵＲＡ）、宫颈外口移动度（ｃｅｒｖｉｘｄｏｗ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ＣＤＤ）以及盆底不同肌纤维的肌力。结果：静息状态下经阴道分娩组ＵＴＡ、ＢＮＰ均高于阴道助产组，
ＣＭＰ低于阴道助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最大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状态下经阴道分娩组 ＵＴＡ、ＢＮＰ均低
于阴道助产组，ＣＭＰ高于阴道助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状态下两组 ＰＵＡ值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助产组 ＢＮＤ、ＵＲＡ、ＣＤＤ值分别为（１６３５±８２２）ｍｍ、（４２７８±３２４８）ｍｍ、
（１３９４±９６８）ｍｍ，经阴道分娩组 ＢＮＤ、ＵＲＡ、ＣＤＤ值分别为（１５０１±９００）ｍｍ、（３２１０±２８３４）ｍｍ、
（１２１４±１０２１）ｍ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分娩组前静息平均肌电值、快肌最大肌电值、混
合肌平均肌电值、慢肌平均肌电值、后静息平均肌电值均高于阴道助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与经阴道分娩相比，阴道助产术对产后早期盆底肌力的损伤以及对盆底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　 盆底超声指标；盆底肌力；阴道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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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ＰＦＤ）
是由盆底功能障碍和其支持系统损伤、异常缺陷、退化所致的

一组临床症候群，包括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　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ＳＵＩ）、盆腔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等［１２］。

ＰＦＤ的发生与盆腔手术、分娩、遗传、慢性咳嗽、妊娠、年龄等因
素有密切相关性，其中分娩和妊娠是 ＰＦＤ发生的主要因素之
一［３］。分娩会造成盆腔脏器解剖结构的改变，致使盆底肌肉松

弛，损伤泌尿生殖道的支持结构，影响神经支配和泌尿生殖道

支配盆底结缔组织的支配平衡以及尿道括约肌、筋膜［４］。破坏

具有支持作用的“吊床”，致使膀胱尿道活动过度，增加腹压，无

法正常闭合尿道，致使膀胱尿道周围横纹肌松弛，扩张膀胱内

口，缩短尿道长度，最终致使患者出现ＳＵＩ［５］。随着ＰＦＤ的发病
率逐渐上升，不同分娩方式对盆底肌力和盆底功能及形态的影

响越来越受到临床的关注。产钳与胎头吸引术是临床中常用

的两种阴道助产方式，可以缩短产程，有效降低剖宫产率，保证

母儿安全。目前较为公认的观点是，阴道助产更易引起盆底功

能损伤，导致各种ＰＦＤ包括产后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
及粪失禁等［１２］。但其对盆底功能方面的具体影响未见详尽阐

述。故本研究选择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分娩的初产妇８８例
为研究对象，分析阴道助产对产后盆底超声指标及盆底肌力的

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入选标准
１１１　纳入标准　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８岁；单胎；初产妇；分娩
孕周范围３７周 ～４２周；无尿失禁症状；能有效完成缩肛运动；
无肾脏疾病和泌尿系统感染者；产后６周 ～１０周接受检查；对
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１１２　排除标准　妊娠前伴有盆腔手术史、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盆底损伤史、便秘者；妊娠期糖尿病、高

血压者；羊水过少或过多；前置胎盘。

１２　基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在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分

娩的初产妇８８例，根据分娩方式不同分为两组。经阴道分娩组
４４例，年龄范围１９岁～４１岁，年龄（２８３１±３３１）岁；体质量指
数范围２３ｋｇ／ｍ２～３２ｋｇ／ｍ２，体质量指数（２７２８±３３１）ｋｇ／ｍ２；
新生儿体重范围２５ｋｇ～３８ｋｇ，体重（３２８±０２４）ｋｇ。阴道助
产组４４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２岁，年龄（２８３３±３３１）岁；体
质量指数范围２２ｋｇ／ｍ２～３３ｋｇ／ｍ２，体质量指数（２７２９±３３１）
ｋｇ／ｍ２；新生儿体重范围２５ｋｇ～３７ｋｇ，体重（３３０±０２５）ｋｇ。
本研究经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并批准。两组

产妇年龄、体质量指数、新生儿体重等经统计学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ｔ＝１００１、０６６２、１００８，Ｐ＝０３２２、０５１１、０３１９），具
有可比性。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盆底超声　采用 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美国ＧＥ公司生产）对患者实施盆底超声检查，探头：ＩＣ５９Ｄ

阴式探头。叮嘱患者在检查前将大小便排空，待膀胱充盈约

５０ｍｌ后，在检查床上取膀胱截石位，屈曲髋部，并适度外展。将
少量耦合剂涂抹于阴式探头前端后，再将一次性安全套套于探

头上，随后置于小阴唇上方，与耻骨联合下缘紧贴。注意探头接

触会阴的力度，避免其压迫脱垂脏器，减轻盆腔脏器下降程度。

获取盆底正中矢状切面后，经腹侧至背侧显示膀胱、耻骨联合、

尿道、膀胱颈、直肠、子宫颈、肛管，对探头方向进行上下调整，使

过耻骨联合下缘的水平线与耻骨联合中轴线呈４５°角，建立坐
标系。在最大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状态和静息状态下测量 ＰＵＡ、ＵＴＡ、
ＣＭＰ、ＢＮＰ，计算 ＢＮＤ、ＵＲＡ、ＣＤＤ。所有受检者均采集两次数
据，测量结果取两次测量的平均值。

１３２　盆底肌力　以购自加拿大ＴＴ公司的盆底肌电生物反馈
仪主机（ＳＡ９８００）和购自南京伟思瑞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盆
底肌电生物反馈仪工作台评估盆底肌力。将适量的阴道润滑剂

涂抹于阴道电极探头上后，将其置于受检者阴道内，以盆底肌电

生物反馈仪中Ｇｌａｚｅｒ评估程序对受试者盆底肌电活动信号进行
描述，共包括５个阶段。①完全放松状态下的前静息阶段：受试
者将阴道肌肉完全放松，对前基线进行１ｍｉｎ描记，记录前静息
平均肌电值。②盆底快肌阶段：根据屏幕显示的波形或反馈仪
发出的指令受试者快速对阴道肌肉收缩，并立即放松，连续测试

５次，取平均值，两次间隔１０ｓ，记录快肌最大肌电值。③盆底混
合肌阶段：叮嘱受试者迅速收缩阴道，并保持１０ｓ后放松，连续
测试５次，取平均值，两次间隔１０ｓ，记录混合肌平均肌电值。④
盆底慢肌阶段：叮嘱受试者收缩阴道肌肉，保持６０ｓ后放松，记
录慢肌平均肌电值。⑤记录后静息平均肌电值阶段：经上述检
查后，待受试者阴道肌肉处于完全放松状态下，对后基线进行

１ｍｉｎ描记，记录后静息平均肌电值。盆底肌力评估标准：前静
息平均肌电值２ｕＶ～４ｕＶ；快肌最大肌电值３５ｕＶ～４５ｕＶ；混合
肌平均肌电值３０ｕＶ～４０ｕＶ；慢肌平均肌电值２５ｕＶ～３５ｕＶ；后
静息平均肌电值２ｕＶ～４ｕ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盆底超声各项参数和盆底肌力
等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
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盆底超声各项参数
２１１　静息状态下盆腔脏器测量参数 静息状态下经阴道分娩
组ＵＴＡ、ＢＮＰ均高于阴道助产组，ＣＭＰ低于阴道助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ＰＵＡ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１２　最大Ｖａｌｓａｌｖａ状态下盆腔脏器测量参数 最大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状态下经阴道分娩组 ＵＴＡ、ＢＮＰ均低于阴道助产组，ＣＭＰ高于
阴道助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ＰＵＡ值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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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静息状态下盆腔脏器测量参数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ＵＡ（°） ＵＴＡ（°） ＣＭＰ（ｍｍ） ＢＮＰ（ｍｍ）

经阴道分娩组 ４４ １１３９２±２１６９ １６９１±１０３１ ２２９８±６２１ ２９５３±９２８

阴道助产组 ４４ １１３１２±２３７０ １８７５±１２１６ １９７５±４９６ ２６６４±９６０

　ｔ值 ０１６５ ６５９３ １７０８１ ５９２２２

　Ｐ值 ０８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最大Ｖａｌｓａｌｖａ状态下盆腔脏器测量参数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ＵＡ（°） ＵＴＡ（°） ＣＭＰ（ｍｍ） ＢＮＰ（ｍｍ）

经阴道分娩组 ４４ １３８４２±２３７９ ４９１２±３１２６ １７４２±１１８６ －７９０±１０３３

阴道助产组 ４４ １３９４２±２６９５ ６１２３±３２２７ １２８３±１０７７ －３５５±９５３

　ｔ值 ０１８５ ７９４１１ ２８１３０ ３６１０７

　Ｐ值 ０８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１３　盆腔脏器活动度　阴道助产组 ＢＮＤ、ＵＲＡ、ＣＤＤ值均高
于经阴道分娩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２　盆底肌力

经阴道分娩组前静息平均肌电值、快肌最大肌电值、混合肌

平均肌电值、慢肌平均肌电值、后静息平均肌电值均高于阴道助

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盆腔脏器活动度对比（珋ｘ±ｓ，ｍｍ）

　　组别 例数 ＢＮＤ ＵＲＡ ＣＤＤ

经阴道分娩组 ４４ １５０１±９００ ３２１０±２８３４ １２１４±１０２１

阴道助产组 ４４ １６３５±８２２ ４２７８±３２４８ １３９４±９６８　

　ｔ值 ２１７７９ １７１２３ ２２６９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盆底肌力对比（珋ｘ±ｓ，ｕＶ）

　　组别 例数 前静息平均肌电值 快肌最大肌电值 混合肌平均肌电值 慢肌平均肌电值 后静息平均肌电值

经阴道分娩组 ４４ ６８０±２６９ ４０５３±１１９０ ２４３３±７６５ ２０３９±６６３ ６６７±３０５

阴道助产组 ４４ ４６１±１７３ ２７３９±７４９ １６４３±６２０ １３８８±５４１ ４６２±１７４

　ｔ值 １５１１７ １９７６２ ３６２２６ ３５５７４ １０３４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女性盆底是由盆底器官（子宫、膀胱、直肠等）和封闭骨盆

出口的筋膜、神经、肌肉等支持组织构成［６］。骨盆出口由内层

的盆膈、中层的泌尿生殖隔以及外层的肌肉与浅筋膜共同封

闭，三者呈“吊床”样共同承托子宫、膀胱、直肠等盆腔脏器［７８］。

盆底支持组织的损伤、退化所致的松弛，易引发 ＰＦＤ，其发生病
因是多方面的。妊娠是盆底损伤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子宫的

体积和重量会随着妊娠的发展不断增大，其位置会逐渐变为垂

直位，会增加其对盆底支持组织的作用力，不断加重盆底肌肉

负荷，致使盆底肌纤维出现代偿性肥大，当盆底肌肉超出其所

承受的代偿范围，可损伤肌细胞、致使其纤维化，而降低肛提肌

增厚率，致使肌肉收缩功能障碍［９１０］。妊娠期长期压迫会造成

盆底神经缺氧、缺血，严重时会出现神经肌肉接头撕脱，盆底组

织出现“去神经”化，继发盆底肌肉变薄、萎缩，阻碍盆底压力传

导，降低支持功能，促使孕妇产后发生ＰＯＰ和ＳＵＩ［１１１２］。
分娩是ＰＦＤ发生的重要独立危险因素，分娩的方式、撕裂

长度、缝合技术等任何一个环节与孕妇产后盆底肌的功能均有

密切的关系［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静息状态下阴道分娩组

ＵＴＡ、ＢＮＰ均高于阴道助产组，ＣＭＰ低于阴道助产组；最大 Ｖａｌ
ｓａｌｖａ状态下经阴道分娩组 ＵＴＡ、ＢＮＰ均低于阴道助产组，ＣＭＰ
高于阴道助产组；阴道助产组ＢＮＤ、ＵＲＡ、ＣＤＤ值均高于经阴道
分娩组，说明经阴道分娩与阴道助产术相比对孕妇盆底功能和

结构均可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在细微结构上盆腔结缔组织和

盆底肌群的纤维联结较为广泛，其能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１４］。

肌群能经纤维交叉，协同脏器括约肌完成分娩、排便、排尿等功

能，其功能状态与整个盆底功能状态存在密切的关系［１５］。本研

究中，经阴道分娩组前静息平均肌电值、快肌最大肌电值、混合

肌平均肌电值、慢肌平均肌电值、后静息平均肌电值均高于阴道

助产组，说明经阴道分娩对盆底肌力的影响小于阴道助产术。

经阴道分娩时，在胎头下降的过程中，会机械性的牵张和压迫阴

部神经和盆底肌肉，与未生产相比，生产中肛提拉伸长度约高

３３倍，神经拉伸约高０３３倍［１６１７］。分娩时会阴切开或阴道裂

伤会致使神经和肌肉损伤的危险性增加。与经阴道分娩相比，

经历了阴道助产术产妇的阴部神经传导时间会明显延长。此

外，在经阴道分娩过程盆底支持组织承受的缺血再灌注损伤以
及直接损伤，会造成弹性纤维、胶原纤维等变性、减弱甚至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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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减弱盆底脏器支持力，使 ＰＦＤ的发生危险性增加［１８］。另

外，阴道分娩过程中难产、产程过长、胎儿过大及器械助产等，可

引起膀胱移位和尿道、盆底周围组织的损伤、尿道闭合压力降

低。本研究结论与 Ｈａｎｄａ等［１９］进行的一项会阴切开、分娩裂

伤、手术助产与阴道顺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关系的大型前

瞻性队列研究相符。他们研究中位时间是７５年，产钳助产和
会阴多处裂伤显著地增加了产后盆底脏器脱垂的概率。本研

究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纳入样本量较少；仅收集初产妇

产后６周～１０周的盆底数据，未进行远期随访；未设立正常孕
妇对照组等，后期仍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与经阴道分娩相比，阴道助产对产后早期盆底

肌力的损伤以及对盆底结构与功能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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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喂养中使用多潘立酮增加泌乳量的研究进展
杨曦　马珂△　马梓遷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北京 １０２２１８

【摘　要】　母乳喂养是新生儿喂养的最佳选择。对于部分泌乳量不足的产妇来说，在部分发达国家中
多潘立酮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催乳药物。但其在药物使用说明书和各国母乳喂养指南中并未提及，在我国也

鲜有医院和医生推荐。本文介绍了有关多潘立酮在母乳喂养中增加泌乳量的研究结果，以及对于泌乳产量和

乳汁质量的影响、乳母血中泌乳素的影响，对于乳母和新生儿安全的影响。增加泌乳量作为多潘立酮的非适

应症的药物用途，需要在谨慎权衡利弊中定夺，但可以为母乳喂养的推广与相关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关键词】　母乳喂养；多潘立酮；催乳；泌乳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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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乳喂养是新生儿喂养的最佳选择。但在某些情况下，产
妇存在泌乳量不足的现象［１］。这些情况包括：早产，产妇自身

患有某些基础疾病，剖宫产分娩，产妇吸烟，产妇有乳腺癌手术

史，分娩后母婴分离，产妇患有心理疾病等。即使在足月阴道分

娩的情况下，某些产妇也会出现泌乳量不足的现象［２３］。在部

分发达国家［４６］中，多潘立酮（Ｄｏｍｐｅｒｉｄｏｎｅ）是一种应用广泛的
催乳药物。但是，多潘立酮治疗泌乳不足至今没有任何权威机

构发布相关文件证实，美国ＦＤＡ也曾发出警告呼吁不要在无适
应症的情况下服用多潘立酮［７］。在我国，医生极少对泌乳不足

的产妇推荐使用该药物。因此，是否可以将多潘立酮作为催乳

药物使用，需要评估受益与风险。本篇综述的主要目的是探讨

多潘立酮治疗泌乳不足的利与弊，该药物对泌乳产量和乳汁质

量的影响、对乳母血中泌乳素的影响，以及对乳母和新生儿安

全的影响。

!

　既往文献中多潘立酮治疗泌乳不足的研究
在国外（如法国［５］、加拿大［６］和澳大利亚［４］）部分地区，患

者和医生往往会使用催乳药物来增加泌乳量，最常用的药物为

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如甲氧氯普胺和多潘立酮［４］。多潘立酮是

临床上常用的促胃肠动力药物，用于治疗胃轻瘫、消化不良、腹

胀、嗳气、恶心、呕吐等症状。该药在全世界应用广泛，在我国为

非处方药物。多潘立酮为外周性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可以直接

阻断胃肠道的多巴胺Ｄ２受体而起到促进胃肠运动的作用。多
潘立酮能够促进上胃肠道的蠕动，使其张力恢复正常，促进胃

排空，增加胃窦和十二指肠运动，协调幽门收缩，抑制恶心、呕

吐，并有效防止胆汁反流；也能够增强食管蠕动和食管下端括

约肌的张力，防止胃食管反流；但其对结肠的作用很小。由于
多潘立酮对血脑脊液屏障的渗透力差，对脑内多巴胺受体几乎
无拮抗作用。多潘立酮口服后能够迅速吸收，在３０～６０分钟达
到血药浓度峰值。多潘立酮蛋白结合率高（９１％ ～９３％），广泛
分布于除神经系统外的组织中。口服给药后，几乎全部被肝脏

代谢，无活性代谢物形式从粪便和尿液中排泄；血浆半衰期约

为７～９ｈ；多次服药无累积效应。
最早将多潘立酮作为催乳药使用是在１９８３年［８］。它的作

用机制是可以针对垂体泌乳细胞的 Ｄ２受体产生抗多巴胺作
用，而多巴胺是泌乳素的主要抑制剂［９］。一项随机的临床实验

结果显示，多潘立酮用药４ｄ的治疗组产妇，血泌乳素含量上升
３０２％（ｎ＝２４），而对照组产妇上升８５％（Ｐ＝０．０３）。用药１４ｄ
后，治疗组产妇泌乳素升高１０７％，对照组产妇则为１７％（Ｐ＝
０．０７）［１０］。溢乳症状是多潘立酮的一个药物副作用，发生率大

于万分之一、小于千分之一［５］。

查阅有关以多潘立酮、母乳喂养、哺乳、催乳、泌乳等关键词

作为临床试验或荟萃分析的英文文献中，筛选出采用双盲和对

照研究的文献进行分析总结，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入组条件为
产后泌乳不足［１０１２］和剖宫产术后［１３］。泌乳不足的定义为泌乳

量不能满足新生儿的日常需要。对所有的阴道分娩产妇，均给

予充分的泌乳刺激和一定时间的哺乳指导。对剖宫产分娩的产

妇，在可以进流质饮食后尽快给予多潘立酮治疗，一般为２４ｈ
之内。治疗剂量为多潘立酮３０～４０ｍｇ／ｄ，双盲实验设立安慰剂
组。治疗时间为７～１４ｄ。母乳量计算的方法为：称量哺乳前后
的新生儿体重［１２］。对于早产或剖宫产分娩者，母乳量估计方法

为称量奶泵泵出的母乳量。［１０１１，１３］

在这些采用随机、双盲和对照的临床研究中，多潘立酮治疗

组的产妇泌乳量、血中泌乳素含量的升高与安慰剂对照组比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这种差异在早产、足月产、
顺产或剖宫产组产妇中均有显著体现。

目前，一项多中心、双盲、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正在加拿大

卫生研究院（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Ｒｅｓｅａｒｃｈ）进行［６］，计

划入组５６０位早产孕妇，期望能够用更充分的数据来阐明多潘
立酮作为催乳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截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共有
９０人入组。
"

　多潘立酮增加泌乳量的应用剂量
多潘立酮治疗胃轻瘫、恶心、呕吐的剂量是每天口服４次，

每次１０ｍｇ～２０ｍｇ，每天最大剂量为８０ｍｇ。作为催乳药物，目前
还没有研究制定出最优剂量来平衡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在

多数的研究中，多潘立酮的使用量为每天 ３次，每次 １０ｍｇ或
２０ｍｇ。有的机构推荐的最大剂量甚至达到每天 １２０ｍｇ或
１６０ｍｇ［５］。在许多研究中，多潘立酮的服用时间不尽相同，大多
在４ｄ［１３］至６周［１４］不等。

#

　应用多潘立酮后乳汁中的药物含量
在产妇口服多潘立酮１０ｍｇ／次、每日３次的临床试验中，如

果婴儿每日摄取奶量为１５０ｍｌ／ｋｇ，乳汁中多潘立酮的含量应为
１２ｎｇ／ｍＬ，那么婴儿每日从乳汁中摄取的多潘立酮含量则为
０２ｕｇ／ｋｇ［１１］。口服多潘立酮１０ｍｇ／次、每日３次的治疗过程中，
服药后１ｈ，乳汁中药物浓度为０２４ｎｇ／ｍＬ；服药后４ｈ，乳汁中药
物浓度为 １１ｎｇ／ｍＬ；服药 ４ｄ后，乳汁中药物浓度为 ２．６ｎｇ／
ｍＬ［１５］。在多潘立酮的药物特性总结中，多潘立酮在乳汁中的
浓度为血中浓度的１０％ ～５０％，很少会高过１０ｎｇ／ｍｌ［５］。在口
服多潘立酮每天８０ｍｇ（法国允许的最高剂量）的研究中，多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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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酮在乳汁中的含量小于每天７ｕｇ。

表１　多潘立酮治疗产妇泌乳不足的临床研究

研究者 年份 地点
试验

设计

参与人数

（多潘立酮组

／对照组）
分娩方式 是否足月

多潘立酮

用量

泌乳量（ｍｌ／Ｄ），
ｍｅａｎ±ＳＤ，
测量时间

泌乳素值
乳母

安全性

婴儿

安全性

Ｊａｎｔａｒａ
ｓａｅｎｇａｒａｎｍ

等［１３］

２０１２ 泰国 双盲随

机对照

研究

２２／２３ 剖宫产 足月 口服 １０ｍｇ／
次，ＱＩＤ，４ｄ

Ｄ：１９１．３±１３６．１；
Ｃ：９１．４±６０．３；
实验第４ｄ

未提供 Ｄ：口感
口干；

Ｃ：无不良
反应

未提供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Ｙｅｏ等［１０］
２０１０ 加拿大 双盲随

机对照

研究

２２／２４ Ｄ：４５．５％剖
宫产分娩

Ｃ：５０．０％剖
宫产分娩

早 产，小

于３１周
口服 １０ｍｇ／
次，ＴＩＤ，１４ｄ

Ｄ：３８０．２±２０１．６；
Ｃ：２５０．８±１７１．６；
实验第１４ｄ

Ｄ：８１．３±７０．８；
Ｃ：３６．０±２６．２；
实验第１４ｄ

Ｄ：无不良
反应

Ｃ：轻微腹
部不适

无不良

反应

Ｐｅｒｔｒａｇｌｉａ

等 ［１２］

１９８５ 意大利 双盲对

照研究

９／８ 阴道分娩 足月 口服 １０ｍｇ／
次，ＴＩＤ，１０ｄ

Ｄ：６７３±４４；
Ｃ：３９８±４５；
实验第１０ｄ

Ｄ：１４６．９±１４．８；
Ｃ：６５．４±１３．６；
实验第５ｄ

无不良

反应

无不良

反应

ＤａＳｉｌｖａ

等［１１］

２００１ 加拿大 双盲随

机对照

研究

７／９ 未提供 早产 口服 １０ｍｇ／
次，ＴＩＤ，７ｄ

Ｄ：１８３．５±１３８．５；
Ｃ：６６．０±６１．７；
实验第７ｄ

Ｄ：１１９．３±９７．３；
Ｃ：１８．１±１４．７；
实验第５ｄ

无不良

反应

无不良

反应

　　注：表中Ｄ表示多潘立酮组；Ｃ表示对照组

$

　多潘立酮治疗后的乳汁质量改变
在一项４６位哺乳期女性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比较了治疗组

和对照组产妇的乳汁质量，比较项目包括能量、蛋白质含量、脂

肪含量、钠和磷的含量。结果显示，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１０］。但在多潘立酮治疗组产妇中，泌乳素和碳水
化合物浓度轻微升高（Ｐ＜０．０７），钙含量显著升高（Ｐ＝０．０２）。
因此，除了增加钙浓度以外，多潘立酮对于乳汁质量的影响甚

微。

%

　多潘立酮治疗后对新生儿的影响
有关研究者总结了７项临床试验，其中４项对比了多潘立

酮治疗组与安慰剂对照组，还有５项对多潘立酮对于新生儿的
药物不良反应进行了观察。共计１１３位新生儿接受了含有多潘
立酮的乳汁，其中８５位新生儿并无不良反应，２８位新生儿未提
供临床数据。药物治疗的时间为４ｄ到４周不等，７８位产妇治
疗剂量为１０ｍｇ／次、每日３次，７位产妇治疗剂量为２０ｍｇ／次、每
日３次。研究中接触药物的婴儿，包括不同产妇治疗剂量孕周、
分娩方式、产程时间的婴儿。随着婴儿的成长，乳汁摄取量也会

逐渐增长，药物接触也会发生变化，药物清除能力也会逐渐加

强。当孕龄达到６８周时（从受孕时计算，如４０周分娩，即产后
２８周），代谢能力与成人相同。生物统计分析显示，多潘立酮对
婴儿是安全的。

&

　多潘立酮治疗后对乳母的影响
在多项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中［１０１２］，多潘立酮对于产妇的主

要影响为出现口干症状。在一项共有６０名产妇入组的临床研
究中，约有３１８％的产妇有明显的口干症状。
'

　多潘立酮药物严重不良反应的风险评估
目前关于多潘立酮增加泌乳量的临床试验中，没有研究显

示药物对于乳母存在严重不良反应。但是，在诸多关于胃肠功

能紊乱的药物研究中，多潘立酮的风险被报道的很多。有关文

献显示，使用多潘立酮可以增加严重心脏不良反应的风险，包括

ＱＴ间期延长、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严重室性心律失常、突发心
源性死亡等。当用药人群为６０岁以上老年人、口服剂量大于每
日３０ｍｇ的成人，或同时使用ＱＴ间期延长药物或 ＣＹＰ３Ａ４抑制
剂者，多潘立酮的心脏不良反应的风险就会明显增加。根据

２０１４年欧洲药品管理局（ＥＭＡ）药物安全风险评估委员会
（ＰＲＡＣ）的建议，将严格限制多潘立酮的用药适应症、剂量和疗
程。心源性猝死的风险和多潘立酮的使用剂量相关，多潘立酮

用量在３０ｍｇ／天的风险度（ｏｄｄｓｒａｔｉｏ，ＯＲ）为２５７（９５％置信区
间为０９７～８３６），大于３０ｍｇ／天的 ＯＲ为１６（９５％置信区间为
３４９～７３６０）［１６］。更为严重的是，多潘立酮会在大量的女性身
上诱发出长 ＱＴ间期综合症的发生［１７１８］。对于哺乳期女性来

说，心脏功能的要求比非哺乳期女性更高。

也有文献指出，多潘立酮引起的长ＱＴ间期综合症、心律失
常和心源性猝死只针对男性（校正后相对风险度［ａＯＲ］：２２３；
９５％ＣＩ：１５９～３１３），不针对女性（ａＯＲ，１２５；９５％ＣＩ：０９３～
１６７）［１９］。而且，这些风险只针对高于 ６０岁的人群（ａＯＲ，
１６４；９５％ＣＩ：１３１～２０５），并不针对６０岁及以下人群（ａＯＲ，
１１；９５％ＣＩ：０３５～３４７）。同时，近期已有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表明，在１８岁～３９岁的人群中，多潘立酮引起的长 ＱＴ间期综
合症只出现在男性中［２０］；而１８岁 ～３９岁，正是育龄女性的年
龄范围，所以多潘立酮的使用是安全的。

此外，多潘立酮主要经过ＣＹＰ３Ａ酶代谢。体外和人体试验
的结果显示，与显著抑制ＣＹＰ３Ａ酶的药物合用会导致多潘立酮
的血药浓度增加。因此，联合用药后可能会使心脏不良反应增

加，并有可能通过血脑屏障产生锥体外系的不良反应［２１］。

(

　结论
目前，多潘立酮作为催乳药物被部分外国医生频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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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４］。在澳大利亚的教学医院中，多潘立酮作为催乳药物的处

方率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５％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５％，绝大多数的治疗
周期为１２ｄ（８０％）［４］。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计划母乳喂养的女性，在产后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达到预期计划的时候，会有极大风险出现产后

抑郁症［２２］。而产后抑郁症对于乳母、婴儿、甚至整个家庭和社

会都有极大的负面影响。妇产科医生能够提供的非常重要的

帮助就是帮助产妇增加泌乳量，尽管多潘立酮对于增加泌乳量

为非适应症用药，但在许多情况下也经常用于治疗。

本研究综述了多潘立酮作为催乳药物的优势与风险。目

前，有关多潘立酮作为提高泌乳量的治疗用药的研究数据还比

较有限，但已经证明多潘立酮对于母婴是没有风险的。目前的

临床试验中，乳母暂时没有发生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综上所

述，多潘立酮作为促进乳汁分泌的药物虽然已经被部分国家使

用［２３２４］，但由于其可能出现的严重不良反应，如果在临床上推

广应用，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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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西苑医院育才人才培养计划（２０１４）
【第一作者简介】沈建武（１９８３—），男，主治医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罗然（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
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女性生殖疾病的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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苓芍枣仁配方颗粒联合酒石酸托特罗定治疗女性
膀胱过度活动伴性功能障碍临床观察
沈建武１　罗然２　李奇１　郑卫军３　秦朋旭１　李芋锦１　柯刘盼１　高瞻１Δ

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２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不孕不育科，北京 １０００９１
３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杭州 ３１００５３

【摘　要】　目的：初步评价苓芍枣仁配方颗粒联合酒石酸托特罗定治疗青年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伴性
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门诊
治疗的符合膀胱过度活动症诊断（膀胱过度活动症状评分问卷（ＯＡＢＳＳ）总得分≥３分，尿急症状得分≥２
分。）年龄范围２６岁～４０岁的女性、有性生活史、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２５分、病程≥３个月例的患者１０
例。给予酒石酸托特罗定缓释片，每日一次，每次１片。同时配合口服苓芍枣仁配方颗粒。每天２次，每次
１袋，连续治疗４周。比较１０例患者治疗前后的ＯＡＢＳＳ评分、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评分。结果：治疗４周
后１０例患者的ＯＡＢＳＳ评分总分、尿急评分、尿失禁评分、ＦＳＦＩ评分总分，和治疗前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０１）。其中ＦＳＦＩ评分中的性高潮评分和治疗前相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性欲评
分、性兴奋评分、阴道润滑评分、性交疼痛评分、性满意度评分和治疗前相比较，均有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苓芍枣仁配方颗粒联合酒石酸托特罗定缓释片不仅可以缓解患者的尿频、尿急
症状，也具有对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存在治疗作用。

【关键词】　苓芍枣仁配方颗粒；膀胱过度活动症；膀胱过度活动症状评分问卷；女性性功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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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ＡＢＳ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

　　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是常见的女性泌
尿系统疾病，是一种功能性的排尿障碍。该病发病率高，调查研

究显示：欧洲女性本病发病率为１２８％，而北美女性发病率更
是高达１６９％［１］，而２０１０年一项对我国１８岁以上女性ＯＡＢ的
调查发现，该该病患病率为６％［２］，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发病率呈

明显的上升趋势。膀胱过度活动症对患者的影响除尿频、尿急、

使患者痛苦万分之外，该病对于女性的性欲及性生活满意度也

有明显的降低作用，随着病程的延长，严重者会导致女性性功

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３］不仅造成患者本人身
心病痛，而且给其双方乃至家庭的和睦和稳定也带来极大的影

响。而且也是妊娠障碍的一个原因，所以对于该病的治疗除了

缓解患者的排尿症状之外，女性性功能的改善也至关重要。苓

芍枣仁配方颗粒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疗女性 ＯＡＢ的
协定方，该方改善女性ＯＡＢ患者的尿频，尿急、尿失禁症状已经
显示出良好的治疗效果。课题组基于上述研究，初步观察了苓

芍枣仁配方颗粒联合酒石酸托特罗定缓释片治疗青年女性

ＯＡＢ伴有ＦＳＤ患者的显著治疗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病例来源

本研究为前瞻性的研究。研究选取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
１１月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门诊治疗的２６岁 ～４０
岁有性生活史、有配偶、符合膀胱过度活动症诊断及性功能障

的女性患者１０例。本组患者年龄（３２２１±６２２）岁；病程范围
３个月～２４个月，病程（９００±３９４）个月。
１２　纳入标准

膀胱过度活动症临床诊断标准：参照《中国膀胱过度活动

症诊断治疗指南》［４］拟定。以尿急症状为基本特征，伴尿频（日

间≥８次，夜间≥２次，尿量 ＜２００ｍｌ／次）或夜尿症状（排尿≥２
次／夜），ＯＡＢＳＳ评分≥３分，尿急症状得分≥２分；性功能障碍
以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２５分判
定［５］。

１３　排除标准
排除以下情况：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患者，下尿路梗阻者，神

经源性膀胱者，尿潴留者（残余尿量＞５０ｍｌ），重症肌无力者，溃
疡性结肠炎患者，窄角型青光眼患者者，对酒石酸托特罗定过

敏者，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者，混合尿失禁患者，绝经患者，具有泌

尿生殖系统肿瘤的患者或术后患者。

１４　方法
１０例患者均口服酒石酸托特罗定缓释片（南京美瑞制药有

限公司，批号１７０２０１００），１次／ｄ，早饭后服用，４ｍｇ／次；并同时
服用苓芍枣仁配方颗粒（茯苓１０ｇ、白芍３０ｇ、生黄芪２０ｇ、酸枣仁
１０ｇ、柴胡６ｇ、当归１０ｇ、车前草１０ｇ、白术１０ｇ、补骨脂１５ｇ、续断
１５ｇ，生甘草１０ｇ。由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颗粒药房制备），
早晚饭各１袋，用１００ｍｌ温开水冲服。治疗４周后进行疗效分
析。

１５　观察指标
依据ＯＡＢＳＳ总分及尿急评分结果，判定ＯＡＢ严重程度［６］。

①非ＯＡＢ（尿急得分＜２分、总分 ＜２分）；②轻度 ＯＡＢ（尿急得
分＜３～２分、总分 ＜５～２分）；③中度 ＯＡＢ（尿急得分 ＜６～３
分、总分＜１１～５分）；④重度ＯＡＢ（总分≥１２分）［７］。而女性性
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则对患者性欲、性
刺激、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及性交疼痛等状况进行评分。

１６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

布的以χ±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治疗前后排尿症状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１０例患者治疗后的 ＯＡＢＳＳ评分、尿急评
分、尿失禁评分和治疗前相比都有显著的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患者治疗前后排尿症状比较结果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ＯＡＢＳＳ总分 １０３０±１２５ ３６０±０８４ １８２７ ＜０００１

尿急评分 ４００±０６７ １６０±０５２ ９００ ＜０００１

尿失禁评分 ２７０±０６７ ０９０±０５７ １３５０ ＜０００１

２２　患者治疗前后ＦＳＦＩ评分比较结果
研究结果显示，１０例患者治疗后的 ＦＳＦＩ总分、性欲评分、

性兴奋评分、阴道润滑评分、性交疼痛评分、性满意度评分和治

疗前相比较，均有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而性高潮评分治疗后和治疗前比较无明显变化，差异没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患者治疗前后ＦＳＦＩ评分比较结果

　项目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ＦＳＦＩ总分 ２１８５±１６１ ２６７６±０６０ －１０２８ ＜０００１

性欲 ３４４±０７４ ４５４±０５２ －５６８ ＜０００１

性兴奋 ３９２±０６１ ４５９±０４４ －３３５ ０００９

阴道润滑 ３６５±０７０ ４２９±０４７ －３９８ ０００３

性高潮 ３６０±０７１ ３４６±０７５ １９２ ０１５３

性交疼痛 ４４６±０４７ ４８４±０１６ －２８２ ００２０

性满足度 ２７８±０４７ ４０４±０４０ －７９８ ＜０００１

#

　讨论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一种以尿急症状为特征的临床症候群，

常伴尿频和夜尿症状，可伴或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４］，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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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泌尿外科疾病之一。而女性性功能障碍，常常由于患者

难以启齿描述症状，加之临床医生的关注不足，往往导致患者

的这一问题被忽视或者以遗忘，有研究显示，南京地区城区小

于２９岁女性ＦＳＤ发病率高达４７１％，而３０岁～３９岁的发病率
则上升至５７０％［８］，并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ＯＡＢ
患者中ＦＳＤ的发病率高达５７０％［９］，国外学者对１８岁以上存
在尿失禁妇女进行ＦＳＦＩ评分后发现，尿失禁人群的 ＦＳＦＩ平均
分只有１６分［５］，足以说明排尿症状对于女性性功能巨大的影

响。做为女性高发的两种疾病，ＯＡＢ加重了ＦＳＤ的发生。存在
严重下尿路症状的患者和正常人相比较，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

更高［１０］。对于女性患者更是如此，膀胱过度活动症，尤其是中

重度的ＯＡＢ，会导致严重的尿频，尿急，尿失禁的临床症状，会
严重降低女性的社会信心以及完成性生活自信心，而性生活中

的尿失禁的发生所造成的自卑心，更是加重女性患者的性功能

障碍［１１］

膀胱过度活动症属于中医学“遗溺”、“淋证”等范畴，西医

认为该病的发病和膀胱感觉功能异常；中枢神经系统病变；膀

胱运动神经病变；逼尿肌病变等因素有关，而上述病因导致的

逼尿肌不自主收缩，膀胱痉挛，直接导致了ＯＡＢ的尿急，急迫性
尿失禁症状的发生。酒石酸托特罗定缓释片是Ｍ受体阻滞剂，
可抑制膀胱内的Ｍ受体，降低膀胱兴奋性，是治疗该病的一线
用药。苓芍枣仁配方颗粒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

科近年来治疗脾肾两虚型女性ＯＡＢ的常用方剂，苓芍枣仁配方
颗粒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治疗该病症的经验

方，正是针对该病的主要病因病机所设立，该方是在补中益气

汤以及芍药甘草汤化裁的基础上加酸枣仁、菟丝子、续断、茯苓

构成。该方以补中益气为基础，可补患者亏虚之脾气，升清而止

尿；辅以芍药甘草汤养血柔肝，缓急止痛，而解尿急；臣以菟丝

子、续断补肾助阳，固精缩尿，涩尿止遗，以解肾虚小便频数；佐

以酸枣仁，敛气而灌溉营更用茯苓益脾渗湿，宁心安神。可从整

体上调整患者的阴阳平衡，恢复脏腑功能。从而使膀胱气化有

常，既能稳定逼尿肌，又能解痉止挛，达到祛病之效。并且经过

前期的研究初步证实该方临床疗效［１２］。那么改善患者的 ＯＡＢ
症状，应该可以缓解 ＦＳＤ状态，亦有研究证实改善患者下尿路
症状可提高性功能满意指数［１０］。而女性性功能障碍当属中医

“阴冷”“阴冷”范畴，肾阳不足是其主要病机之一，肾主骨，开窍

于二阴，肾阳虚弱，寒自内生，不能温养二阴，故前阴寒冷，而肾

主生殖，肾阳亏虚，命门火衰，故可见性欲淡漠，房事无趣，由于

不愿行房，也常常引起患者妊娠障碍。中医治疗该病证当以温

阳补气，温暖下焦为主［１３］。这恰遇苓芍枣仁配方颗粒之立法极

为相近。同时苓芍枣仁配方颗粒中的菟丝子、续断、补骨脂具有

温阳补肾之功效，加以黄芪补益脾气，对于女性性生活的改善

的具有裨益作用。其次白芍、茯苓等药味具有缓急止痉、利尿宁

心之力。推测该方可以缓解阴道平滑肌张力，改善阴道壁的血

流和张力，促进阴道分泌，从而加强患者性功能的改善。最关键

的是由于患者的排尿症状改善，尤其是尿急，急迫性尿失禁的

症状显著的改善，使患者避免了同房时尿床等尴尬窘迫现象的

产生，使患者性生生活自信得以逐渐的恢复，从而提高了性生

活的总体质量。同时，随着性生活次数的增加，患者的妊娠概率

也会随之改善。研究通过１０例患者一月的治疗，观察到联合方
案对于患者的ＯＡＢＳＳ评分总分、尿急症状评分、尿失禁症状评
分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说明该方案可显著改善患者的排尿次

数、尿急症状、尿失禁次数。同时也对ＦＳＦＩ总分，以及除性高潮
评分之外的性欲、性刺激、阴道润滑、性高潮、性交疼痛、性满意

评分评分均有显著的提高，说明该方案可显著提高ＯＡＢ伴ＦＳＤ
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研究存在的首要问题为样本量小，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

下，一些女性对于自身的性生活问题闭口不谈，在进行调查问卷

过程中，很多女患者拒绝进行ＦＳＦＩ评分，直接导致样本量较小，
以后可通过延长研究时间来增加样本量，进行研究；其次就是研

究未设对照组，主要原因是在中医院就诊治疗的患者如果只用

西药治疗，几乎很难被患者所接受，也会造成患者的流失，所以

本观察未设立单独的西药治疗对照组。第三，未设盲法，主要由

于资金所限。上述问题均会造成研究结论产生偏移。但做为初

步探索性的研究，该治疗方案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可以为临

床治疗类型疾病状况提供借鉴和参考，从而使更多患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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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ｒｖｅｙ．Ｊ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０８，５（７）：１６９４１７０１．

［６］　许克新，汪磊，王晓峰，等．膀胱过度活动症症状评分表对中国
ＯＡＢ患者结果评估的重复信度及与其他症状评分工具间相关性
的研究．中华泌尿外科志，２０１０，３１（１１）：７２７７３１．

［７］　沈建武，高瞻，张林，等．苓芍枣仁配方颗粒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
动症临床研究．国际中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７，３９（１２）：１０７７１０７９．

［８］　张爱霞，潘连军，陈湘玉，等．南京地区城区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调
查．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７（６）：４８８４９１．

［９］　王阳
"

，王曦龙，施国伟等．索利那新联合多沙唑嗪治疗中青年
女性重度膀胱过度活动症伴性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中国男科
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８（２）：２６３１．

［１０］　ＪｕｎｇＪＨ，ＪａｅＳＵ，ＫａｍＳＣ，ｅｔ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
ｐｌａｓｉａ：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ＵＴＳ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ＳｅｘＭｅｄ，
２００９，６（８）：２２９９２３０４．

［１１］　ＦｒüｈａｕｆＳ，ＧｅｒｇｅｒＨ，ＳｃｈｍｉｄｔＨ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ＡｒｃｈＳｅｘＢｅｈａｖ，２０１３，４２（６）：９１５９３３．

［１２］　邵魁卿，李奇，曾凡雄，等．苓芍枣仁颗粒联合酒石酸托特罗定片
治疗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疗效分析．国际中医中药杂志，２０１４，３６
（１０）：８８３８８５．

［１３］　缪乔，吴童．女性性功能障碍疾病的中医诊治．福建中医药，
２００７，３８（４）：５９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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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赵玲玲（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
妇产科、月经病、不孕不育等妇科常见病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３２ ·中医性学·

王转红教授治疗不孕症临床经验总结
赵玲玲　王转红
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妇幼保健院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　总结王转红教授治疗不孕症的临床经验。王转红认为不孕症，与肾、肝、脾、冲任关系密切。
临床治疗注意审病求因，同时传承郭志强教授中药序贯疗法，运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不孕症。临症注重

调节患者脾胃功能以及调畅患者情志，改善生活方式，对本病的治疗和预防都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不孕症 ；王转红 ；中药序贯疗法 ；临床经验

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Ｗ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ｈｏｎｇ′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ＺＨＡＯＬｉｎｇｌｉｎｇ，Ｗ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ｈｏ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ｉｒｓｔ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Ｄ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Ｗ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ｈｏｎｇｉｎ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Ｗ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ｈｏｎｇ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ｋｉｄｎｅｙ，ｌｉｖｅｒ，ｓｐｌｅｅｎ，ｃｈｏｎｇｒｅ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ｂｙｉｎｈｅｒｉｔｉｎｇ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Ｇｕ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ｓ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ｒｅａｔ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ｕｌｄｂ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ｂｙｒｅｇ
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ｐｌｅｅｎａｎｄｓｔｏｍａｃｈ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ｏｏｄａｎｄ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ａｎｇＺｈｕａｎｈｏｎｇ；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
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王转红教授从事中医临床工作３０余载，临床经验丰富，融
汇中西，治学严谨，临床重视肾脾肝三脏在妇科生理病理上的

重要地位，以辨证为主，结合辨病，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理论治

疗妇科常见病、疑难病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１０余篇，现将临床
诊治不孕症经验进行总结。

!

　不孕症认识
育龄女性有正常性生活，至少１年未避孕而未妊娠者，称为

不孕症。其中未避孕而从未妊娠者称为原发性不孕，古称“全

不产”；或者曾经受孕而１年以上不再受孕者，古称“断绪”［１］。
不孕症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及难治病。资料表明，近年我国不

孕症发病率为９５％～１５４％ ，呈逐年上升趋势［２］。王教授认

为女性不孕症是由于肾虚、肝郁、脾虚等原因造成机体脏腑功

能失常，气血失调，损伤冲任所致。

"

　不孕症病因病机
２１　肾虚

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和生殖，为天癸之源，冲任之本［３］。因

此王教授认为肾虚是本病发生的重要原因。肾气旺盛，精血充

沛，天癸成熟，任通冲盛，月经调和，两精相博，而成胎孕。故《素

问·上古天真论》载：“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

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４］由此可见，不

孕症与肾有密切的关系。若先天禀赋不足，肾气不充；或后天房

劳多产，大病久病损伤肾气，则冲任虚衰，不能摄精成孕。

２２　脾虚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傅青主女科》载：“妇人以

血为用，若脾气虚弱，则血感不足”。若脾气虚弱，生化无源，中

气不足，而致血液流通受阻，不能濡养冲任二脉与胞宫，导致冲

任不通。脾虚则健运失司，水湿内停，不能启动氤氲乐育之气而

致不孕［５］。

２３　肝郁
肝藏血，主疏泄。正如《灵枢·五音五味》云：＂妇人之生，

有余于气，不足于血＂。若肝血不足，肝体失于濡养，则肝气拂
逆，肝失疏泄。《竹林寺女科二种·竹林女科证治·卷四》［６］

曰：“产育由于气血，气血由于情怀，情怀不畅则充任不充，充任

补充则胎孕不受。”又肝郁克脾，脾伤不能通任脉而达带脉，任、

带失调，胎孕不受。

故王教授认为，女性不孕症与肾、脾、肝关系密切。因气血

来源于先天之肾精，由后天脾胃之滋养，并受肝之调节。故肾、

肝、脾功能正常，对调节人体阴阳气血消长变化，维持女性生殖

功能极为重要。

#

　四诊合参，中西结合，详辨细微
王教授在诊病过程中，充分运用中医四诊，望、闻、问、切

（触）方法，全面系统地收集患者的症状、体征等病情资料，然后

进行归纳、分析，从而判断病情、辨别证候，为临证诊治提供有力

依据。正如《难经六十一难》云：＂望而知之谓之神，闻而知之谓
之圣，问而知之谓之工，切脉而知之谓之巧”。可见中医四诊的

熟练运用和诊断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临床疗效的关键。同时根

据实际情况，适时加入现代医学检查手段，如基础体温测定、妇

科超声检查、性激素６项检查、子宫输卵管造影、妇科检查等，以
明确病因，针对性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方法，互参互

补，提高临床诊断水平。

３１　望诊
《灵枢·本脏》所说：“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脏，则知所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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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王教授运用望诊，通过观察患者神、色、形、态的变化，不仅

可以了解患者的整体情况，而且可以作为其分析气血、脏腑生

理病理状况的依据。对不孕症患者，同时还需了解乳房及外阴

等生殖器官的变化。通过观察乳房大小，形态，乳头周围有无长

毛，泌乳、溢液等情况，同时观察外阴发育及毛发分布，可反应体

内激素水平的变化。

３２　闻诊
正如《内经》所云，“五脏相应，心系急者，声多言笑；肝系急

者，声多狂呼；脾系急者，声多歌唱；肺系急者，声多悲哭；肾系急

者，声多呻吟。”说明言语气息的高低变化及一些病理声音可反

应脏腑功能的情况。临证中发现不孕症患者在交谈中，多会不

自觉的发出善太息的声音，表示多有情志不舒，肝气郁结之象。

３３　问诊
王教授每次临诊注意加强与患者沟通交流，在交谈中详细

了解患者病情，按十问歌内容逐一询问，全面了解患者的症状

和体征。临床诊病，必问饮食的情况，有无食欲，进食多少，喜冷

饮还是喜热饮，有无腹胀及大便情况等。若有脾胃不足的情况，

常先调补脾胃，使中焦脾胃运化正常，再治本病。问诊中同时问

及患者白带的变化。如白带量少，常表明体内阴津不足。

３４　切（触）诊
王教授临床常用双手诊脉法，仔细触摸脉象细微变化，根

据诊脉部位的不同，不仅能反应不同脏腑的气血变化，也能反

应机体阴阳盛衰的状态。王教授临床善于运用触诊，触摸患者

肌肤，鼻准头，手足及胃脘部，小腹部及腰骶部等，从而测知疾病

寒热属性。因通过触诊可辨别证候病位，判断疾病性质，指导立

法用药，并据此观察疗效，判断预后。若手足不温，鼻尖部凉，

腰酸或腰腹以下发凉，喜热喜暖，经期大便溏薄，夜尿多，皆为阳

虚之证。不少子宫发育不全者，常与既往贪凉密切相关。同时

触摸乳房有无增生，结节等病理变化。王教授认为，五脏六腑之

阴阳失常，气血失调所出现的寒热虚实变化均可通过体表变化

反映与外。

同时观察基础体温表变化，常能提示有无排卵及黄体功能

的状态。在诊治不孕症患者时，注重观察患者排卵期是否有透

明拉丝白带，通过临床取样检查，显微镜下观察白带中羊齿状

结晶的状况，宫颈粘液结晶情况，以掌握患者是否有排卵及排

卵时间，可指导用药。结合基础体温测定结果分析病变原因，如

黄体期体温升高短于１２天；或体温上升较慢，下降较早，上升幅
度＜０３℃；或黄体期体温波动较大，均为黄体功能不全的表现。
$

　中医药分期辨证治疗，灵活加减
根据月经周期中气血变化、阴阳消长的规律分为：行经期、

经前期、经间期、经后期４期，根据各个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
药，随症加减，调整周期，疗效显著。

４１　行经期（月经第１天至３天）
本期用药应本着因势利导的原则 ，以养血、活血、调经为主

，使经血通畅 ，推陈出新。养血调经汤药物组成：党参、莪术、丹

参、益母草、当归、川芎、熟地、赤芍、川牛膝、泽兰。月经第１天
～３天服用。临证运用时，若伴见气短乏力酌加炙黄芪、党参、
白术补益气血，若瘀血较甚，酌加三棱、桃仁、红花增活血化瘀之

功；经行小腹凉，酌加肉桂、小茴香温通血脉，行气止痛，若经期

血量较少酌加鸡血藤以养血活血。

４２　经后期（月经第４天至见到透明拉丝白带）
本期的治疗应以补肝肾之阴精、调脾胃之气血为主，方用

育胞汤药物组成：菟丝子、枸杞子、女贞子、当归、炙首乌、熟地、

黄精、党参、益母草、川断、牛膝。临证运用，常加山萸肉、白芍、

墨旱莲养血柔肝，炙龟板、仙灵脾、紫河车以＂阳中求阴＂，加党
参、炙黄芪、炒白术健脾益气。

４３　经间期（见透明拉丝白带期至基础体温升高）
本期治疗应因势利导，温肾助阳，行气活血，使阳气升发促

进阴阳转化为主，促排卵汤（能自主排卵者除外）药物组成：菟

丝子、当归、丹参、枸杞子、川断、羌活、益母草、炙首乌、怀牛膝、

党参。临证运用加入丹参、羌活、肉桂、月季花、川芎，以补火助

阳，温通经脉，促卵泡成熟并排出，

４４　经前期（基础体温升高至月经来潮前）
以补肾健脾、养血益气为主，两固汤药物组成：熟地、枸杞

子、菟丝子、炙首乌、覆盆子、山药、当归、川断、锁阳、怀牛膝。加

入巴戟天、锻紫石英、补骨脂、桑葚以助肾阳，党参、炙黄芪、白术

健脾益肾。

在临床上运用时随症加减，如经前乳房胀痛酌加橘络、山慈

姑以消痈散结。情志抑郁者，加合欢皮、郁金、醋柴胡疏肝解郁；

潮热盗汗者，加地骨皮、炙龟板、炙鳖甲清虚热；心烦不寐者，加

炒酸枣仁，夜交藤，远志、珍珠母、丹参养血镇静安神。便秘者加

生白术，火麻仁，瓜蒌，腹泻者加：炒白术、木香、砂仁、茯苓健脾

祛湿止泻，面部痤疮者酌加白鲜皮、白芷、地肤子以祛湿消疮。

如胃脘不舒，腹胀矢气，加木香，陈皮、砂仁。

%

　调节情志
)

加强沟通

王教授认为不孕症患者除药物调治外，应兼辅以心理上的

调节。有相关文献也报道，临床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情绪因素也

与不孕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７］。因许多患者工作生活心理压

力大，同时随着年龄的增加求子心切，王教授临证善于调节患者

的不良情绪，耐心的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放松患者紧张焦虑的

情绪，培养患者积极乐观的情绪，使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积极配合治疗。同时给患者详细讲解基础体温测定方法及排卵

期知识，预测排卵期，指导性生活，保持愉快情绪，消除因情绪引

起的性功能障碍，改善夫妻关系，营造良好的心理状态，提高受

孕率。建议患者舒畅情志、调理饮食、按时休息、避免熬夜，均衡

营养、适量运动，改善生活方式，对本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积极

作用。

王教授为加强与患者的沟通和交流，及时了解患者病情变

化，同时建立微信群号，及时解答患者遇到的问题，耐心开导，并

定期更新相关医学资源，让患者了解更多相关知识，与患者建立

和谐、融洽的医患关系。

&

　典型医案
患者，女，３２岁，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初诊。主诉：结婚２年未

避孕未孕。孕０产０，初潮１３岁，既往月经周期正常。５年前因
工作需要经常加班熬夜，自觉压力大，出现月经周期后错量少现

加重１年，既往月经周期６天 ～７天／４５天 ～６个月，外院曾诊
断多囊卵巢综合征给予药物治疗，未见好转，停药后月经仍不规

律量少。末次月经：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０日，经量少，３天干净，色暗
红，伴膜状物，经行轻微下腹痛，经前双侧乳房胀痛。平素自觉

怕冷，手足凉易出汗，易疲倦乏力，烦躁易怒，胃脘、小腹部及腰

骶部清冷伴腰酸，带下一般，量中，大便不成形，夜尿频２次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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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晚。查体：双乳房发育欠佳，乳头无长毛，无溢乳溢液，轻度
乳腺增生，舌体胖大边齿痕，苔薄白，脉沉细弦。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１
日女性激素６项检查（月经期第二天）：ＦＳＨ：５５７ｍＩＵ／ｍｌ，ＬＨ：
２３４４ｍＩＵ／ｍｌ，Ｅ２：２６４ｐｇ／ｍｌ，Ｔ：０５９ｎｇ／ｍｌ，ＰＲＬ：８８ｎｇ／ｍｌ，Ｐ：
０６５ｎｇ／ｍｌ。２０１７年 １月 １５日 Ｂ超：子宫 ４７ｃｍ×４６ｃｍ×
３４ｃｍ，ＥＭ：０６ｃｍ。右侧卵巢大小３５ｃｍ×２６ｃｍ内可见数个
小回声 ＞１０个／平面较大者 ０９ｃｍ×０７ｃｍ。左侧卵巢大小
３３ｃｍ×３２ｃｍ内可见数个小回声 ＞１０个／平面，较大者１１ｃｍ
×１０ｃｍ。盆腔积液１７ｃｍ。妇科专科检查未及异常。配偶精
液常规检查正常。西医诊断：原发性不孕症，多囊卵巢综合征，

中医诊断：不孕症（脾肾阳虚肝郁）。治则：补肾健脾，疏肝理

气，调经助孕。药用月经周期序贯疗法随症加减。

一诊（２０１７年１月２３日）：①育胞汤 ＋川芎１０ｇ，当归１５ｇ，
淫羊藿１２ｇ，生阿胶１０ｇ（烊化），野黄芪２０ｇ，炒白术１５ｇ，青椒
６ｇ，黑附子１０ｇ，月季花１２ｇ，酒山萸肉１２ｇ，墨旱莲１０ｇ，紫河车
１０ｇ。服药方法：月经第４天开始服至体温升高。②两固汤＋党
参２０ｇ，野黄芪２０ｇ，制巴戟天１０，ｇ盐补骨脂１５ｇ，炒白术１５ｇ，橘
叶１０ｇ，女贞子１５ｇ，山萸肉１２ｇ，生阿胶１０ｇ（烊化），从基础体温
升高服至月经来潮停。平时自测ＢＢＴ。

二诊（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８日）：自述月经来潮第一天，量少，色
暗红，少量血块，伴腰酸腹痛，胃脘小腹部清冷，大便不成形，舌

质淡红瘀点，苔白，脉沉细，处方：①养血调经汤 ＋肉桂１０ｇ，桃
仁１２ｇ，红花１２ｇ，炙黄芪２０ｇ，醋三棱 １５ｇ，鸡血藤 ２０ｇ，炒白术
１５ｇ，小茴香１０ｇ，月经第１天～３天服用３剂。②１月２３日育胞
汤加减，月经第４天开始服至基础体温升高。③１月２３日两固
汤加减。基础体温升高服用至月经来潮停。

三诊（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３日）：月经来潮第一天，量少，色红，无
血块，经期腰痛下坠，①２月２８日养血调经汤方加减３剂。②
育胞汤方服至见到透明拉丝白带停服。

四诊（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自述昨日日可见少量透明拉丝
白带，查白带羊齿状结晶ＩＩ度。近日烦躁易怒，二便调，腰骶部
双手欠温，脉沉细弦，舌淡、苔薄白。处方：①促排卵汤＋炙黄芪
２０ｇ，当归１５ｇ，川芎１２ｇ，淫羊藿１２ｇ，肉桂１０ｇ，月季花１２ｇ路路
通１５ｇ，青椒１０ｇ，茯苓１５ｇ，炒白术２０ｇ，炒王不留行１５ｇ，蛇床子
５ｇ，４付服用至ＢＢＴ升高。②两固汤＋党参２０ｇ，生黄芪２０ｇ，制
巴戟天１０ｇ，盐补骨脂１５ｇ，炒白术２０ｇ，山萸肉１２ｇ，生阿胶１０ｇ
（烊化）ｇ，玫瑰花１０ｇ，合欢花１５ｇ，白芍１５ｇ，服至月经来潮。

五诊（２０１７年５月３０日）：月经来潮第一天，量少，色红，无
血块，无下腹痛，①２月２８日养血调经汤方加减３剂。②育胞
汤方服至见到透明拉丝白带停服。

六诊（２０１７年６月１９日）：见少量透明拉丝白带，腰腹稍
温，大便成形，舌淡红边齿痕，舌根苔稍腻。处方：①促排卵汤４
剂，②两固汤加减，ＢＢＴ升高开始服用。

七诊（２０１７年７月６日）：停经２８天轻微下腹痛，无阴道出
血，监测ＢＢＴ升高１５天。现纳可，腰腹稍酸。二便调，白带不

多，舌质淡、苔白厚腻，脉弦滑。测尿 ＨＣＧ阳性。血激素３项：
Ｐ：２８２６ｎｇ／ｍｌ，ＨＣＧ：４７４３７ｍＩＵ／ｍｌ，Ｅ２：５４９ｐｇ／ｍｌ，诊断：早期
妊娠，辨证：脾肾亏虚，治法：补肾健脾安胎。处方：寿胎丸加减，

川续断２０ｇ，菟丝子２０，桑寄生３０，紫苏叶６ｇ，党参２０，炙黄芪
２０，白芍２０，酒山萸肉１２ｇ，生阿胶１０（烊化），枸杞子１５ｇ，砂仁
６ｇ（后下），陈皮１０ｇ，怀山药１５ｇ，炙甘草１０ｇ。７剂口服，每日２
次，早晚分服。患者妊娠期间坚持服药至孕３个月。

按语：本例患者根据病史，临床表现及内分泌等多项辅助检

查可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所致的不孕症。患者平素怕冷，易

疲劳烦躁，自觉腰酸腹胀，大便不成形，舌体胖大边齿痕，苔薄

白，脉沉细弦。据患者临床表现及舌脉特征，辨证为脾肾阳虚肝

郁，治以补肾填精，养血疏肝健脾。王教授治疗不孕症首重调

经，同时重视妇科专项检查，如基础体温测定、妇科 Ｂ超检查、
性激素６项检查等，以明确病因，针对性采用中医辨证与西医辨
病相结合。通过观察患者的症状及体征，结合辅助检查，以了解

卵泡的生长规律，掌握排卵的时间，适时用药，同时根据月经周

期的变化，运用中药序贯疗法治疗，予经验方养血调经汤加减，

使经血以通为顺。经后期予育胞汤加减，以滋补肝肾、养血填精

治疗，经前期予两固汤加减，补肾健脾养血益气。治疗２个多月
后，见患者有蛋清样白带排出，查羊齿状结晶三度，阴精已复，卵

巢功能逐渐改善后，按照月经不同时期阴阳气血的消长规律调

理月经，经间期予促排卵汤加减，以补肾温经活血通络。改善排

卵后黄体功能恢复，促其顺利妊娠。

王教授强调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妇科疾病，以西医辨

病为基础，中医辨证为纲领，四诊合参详辨细微，结合女性月经

周期变化，采用中药分期序贯疗法，形成特色鲜明的施治特点。

此外，王教授临证重视中焦脾胃功能，并嘱患者调畅情志，调摄

饮食，强调医患配合，促进疾病向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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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朱云鸿　魏洪霞△

１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感染科，南京 ２１００２８
２南京第二医院感染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早期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
年５月在南京第二医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７８０例，根据患者抗病毒治疗时初始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值分为早
期治疗组１５２例（≥３５０个／ｍｍ３）、常规治疗组２１５例（２０１个 ～３４９个／ｍｍ３）和延迟治疗组４１３例（≤２００
个／ｍｍ３），收集治疗前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值及耐药发生情况。结果：早期治疗组、常规治疗组和延迟治疗
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临床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治疗组治疗后３个月、６个月和
１２个月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和延迟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
治疗组耐药率为２２３７％，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和延迟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早期
抗病毒治疗有利于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恢复，同时耐药率发生低。

　【关键词】早期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免疫功能；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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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ＮａｎｊｉｎｇＮｏ．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ＩＤＳ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７８０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２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Ｄ４＋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ｖａｌｕ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３５０／ｍｍ

３，１５２ｃａｓ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３４９／ｍｍ３，２１５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ｌａｙ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ｍｍ３，４１３ｃａ
ｓｅｓ）．ＴｈｅＣＤ４＋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ａ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ｄｅｌａｙ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Ｄ４＋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６
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２３７％，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ｅ
ｌａｙ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Ｅａｒｌｙ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ａｎｔｉ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ＩＤＳ；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流行病学研究者证实，部分地区的艾滋病的发病率可达约
１７３人～２８２人／万人［１］。临床上艾滋病的发生，不仅能够导致

患者免疫功能的损害，同时还能够增加多器官功能衰竭的风

险，提高患者的病死率［２］。

现阶段临床上主要通过抗病毒治疗艾滋病，其能够通过对于

患者体内逆转录酶的抑制作用，进而抑制艾滋病病毒的扩增，减轻

艾滋病患者的临床症状。但长期的临床随访研究发现，在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为（２０１个～３４９个／ｍｍ３）或者（≤２００个／ｍｍ３）时进行抗
病毒治疗，其治疗后的患者体内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的改善并不明
显，Ｔ淋巴细胞功能的保护作用并不显著［３］。同时在常规时机进行

抗病毒治疗后，艾滋病患者远期的耐药风险较高，不良临床结局的

发生率也明显的上升［４］。近年来相关研究认为，在早期（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３５０个／ｍｍ３）即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够更为理想的抑制
逆转录酶的活性，进一步抑制艾滋病病毒的活性，提高其抗病毒治

疗的效果［５］。为了指导临床上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本次研究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南京第二医院治疗的艾滋病患者
７８０例，探讨了早期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效果，并探讨了早期抗病毒
治疗后患者的耐药情况，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南京第二医院治疗的艾滋
病患者７８０例，纳入标准：①在南京第二医院南京第二医院接受免
费抗病毒治疗；②开始抗病毒治疗年龄≥１８岁；③基线及治疗后３
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检测结果保存完整；④患者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治疗期间治疗方案更换为二线抗病毒治疗
方案；②检测资料不完整。根据患者抗病毒治疗时初始ＣＤ４＋Ｔ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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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细胞数值分为早期治疗组（≥３５０个／ｍｍ３）、常规治疗组（２０１个
～３４９个／ｍｍ３）和延迟治疗组（≤２００个／ｍｍ３）。
１２　治疗方法

对于所有的入组艾滋病患者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进行

统一的抗病毒治疗，抗病毒治疗的药物中，包括２种核苷类的反
转录病毒抑制剂药物和１种非核苷类反转录酶抑制剂药物，免费
的治疗药物包括但不限于：拉米夫定、齐多夫定、依非韦伦、替诺

福韦等。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出现不适时应及时给以调整，更换抗

病毒药物种类。

１３　检测方法
采集患者清晨空腹血５ｍｌ，置于肝素钠抗凝管中，采用流式

细胞仪进行ＣＤ４＋调节性Ｔ细胞的检测。相关标记操作于５Ｍｌ
抗凝管中进行，１００ＵＬ全血与ＣＤ４—ＰＥ抗体室温反应２５ｍｉｎ，采

用红细胞裂解液ｏｐｔｉＬＹｓｅＣ溶血素溶解红细胞，ＰＢＳ液体洗涤
三遍，每次５分钟，生理盐水重新悬浮细胞，上机检测。（ＦＡＣＳ
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细胞仪购自美国 ＢＤ公司，流式细胞抗体检测试剂
盒购自罗氏检测公司）。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计量
资料采用Ｍ（Ｑ２５，Ｑ７５）表示，组间比较使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
比较使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临床一般资料比较

早期治疗组、常规治疗组和延迟治疗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临床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各组患者临床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岁） 受教育年限（年） 治疗时间（年）
治疗方案

ｄｄＩ治疗方案 ３ＴＣ治疗方案

早期治疗组 １５２ ８９／６３ ４５５０（３２００，５４００） １４２０（５００，１１．００） ３５０（２００，４０５） ７９ ７３

常规治疗组 ２１５ １２８／８７ ４６５０（３４００，５６００） １５５０（４２０，１０５０） ３６０（２５０，４１０） １２０ ９５

延迟治疗组 ４１３ ２４５／１６８ ４５００（３３００，５４００） １４５５（５１０，１２００） ３５５（２４０，４１５） １９８ ２１５

Ｚ／ｃ２值 ００３９ －０４７８ －０６８４ －０９０１ ３５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各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比较
各组患者治疗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均较基线值明显升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治疗组治疗后３个

月、６个月和１２个月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
组和延迟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各组患者治疗前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比较（个／ｍｍ３）

组别 例数 基线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６个月 治疗后１２个月

早期治疗组 １５２ ４１００２±４２２９ａｂ ４５０２９±４８８２ａｂｃ ４９０１５±５１２９ａｂｃｄ ５５００３±７２３１ａｂｃｄｅ

常规治疗组 ２１５ ２６００２±５００３ａ ２９０２７±５０３８ａｃ ３４０７２±５８８２ａｃｄ ３８９０４±６３２９ａｃｄｅ

延迟治疗组 ４１３ １６００４±３０２３ １９０８２±４６６９ｃ ２２２０４±６０４１ｃｄ ３０４２８±７０１０ｃｄｅ

Ｆ组间×时间 ＝２１２０１，Ｆ组间 ＝１０２９１，Ｆ时间 ＝９８２２

Ｐ＜００５，Ｐ＜００５，Ｐ＜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延迟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常规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基线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ｄ”

项表示，与治疗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ｅ”项表示，与治疗后６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各组抗病毒治疗后ＨＩＶ耐药发生情况比较
早期治疗组耐药率为２２３７％，明显低于常规治疗组和延

迟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１７１和 ６９３１，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各组抗病毒治疗后ＨＩＶ耐药发生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耐药率（％） χ２值 Ｐ值

早期治疗组 １５２ ３４（２２３７） ７００９ ＜００５

常规治疗组 ２１５ ６９（３１６３）ａ

延迟治疗组 ４１３ １４０（３３９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早期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性接触、血液制品的传播等，均能够导致艾滋病的感染，增

加患者免疫功能缺陷的风险。特别是在部分高流行区，艾滋病

病毒的感染或者携带的比例更高，其导致的患者神经系统损伤、

心肺等组织器官的损害更为明显［６］。有效的抗病毒治疗能够

显著抑制艾滋病病毒的复制和转录，降低其对于体内其他组织

器官的侵袭，保护残留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７８］。既往相关研究

多数认为在在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为（２０１个～３４９个／ｍｍ３）或者
（≤２００个／ｍｍ３）时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够获得较为理想的治疗
效果［９］。但一项囊括了２７０例样本量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
临床效果分析可见，在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为（２０１个 ～３４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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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ｍ３）或者（≤２００个／ｍｍ３）进行抗病毒治疗，治疗后３个月内
患者体内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比例上升幅度不超过２０％，同时
远期艾滋病患者对于核酸类逆转录酶抑制剂药物的耐药率明

显上升［１０］。因此临床上对于艾滋病患者治疗时机选择的研究，

能够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提高理论参考。

在ＣＤ４＋Ｔ淋巴细胞≥３５０个／ｍｍ３时进行抗病毒治疗，此
时体内的组织器官损害程度相对较轻，体内艾滋病病毒逆转录酶

的活性较低，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可能更为明显。同时由于此时艾

滋病病毒颗粒内的Ｖｉｆ基因的转录活性较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的感染性和侵袭性较低，此
时逆转录酶抑制剂对于逆转录酶的阻断作用可能更为明

显［１１１２］。部分研究者探讨了早期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临床效果，认

为其能够进一步提高治疗后的ＣＤ４＋Ｔ淋巴的数量，保护Ｔ淋巴
细胞功能［１３］，但对于早期治疗后的ＨＩＶ耐药的分析研究不足。

年龄或者治疗周期可能影响抗病毒治疗的效果，本次研究

发现，年龄或者治疗时间或者治疗方案并无明显的差异，排除

了治疗时间或者年龄等因素对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影

响，提示了本次研究的科学性。对于抗病毒治疗效果的分析研

究可见，不同时机的抗病毒治疗均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治疗

后的各组患者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量均明显的上升，提示了
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均较为显著。其中早期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数量明显高于常规时机治疗组和延迟治疗
组，差异较为明显，提示了早期抗病毒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其

对于ＣＤ４＋Ｔ淋巴细胞的保护作用。
通过汇集不同的相关文献，笔者认为，这主要由于早期抗

病毒治疗的下列几个方面的作用有关［５］：①早期抗病毒治疗，
能够在更早的时间窗口实现对于逆转录酶的抑制，进一步抑制

逆转录酶的活性；②早期的抗病毒治疗，能够进一步稳定患者
体内的转录相关蛋白的水平，进一步控制艾滋病病毒 ｍＲＮＡ的
转录活性。秦世波等［１４］研究者也认为，在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
（≥３５０个／ｍｍ３）进行抗病毒治疗，能够进一步降低艾滋病病毒
和宿主细胞的融合水平，抑制艾滋病病毒核转录和复制的速

度，特别是在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波动在（≥４００个／ｍｍ３）时进行
治疗，能够进一步提高其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对于早期治疗后

的耐药情况的分析研究可见，早期治疗组患者的耐药率水平明

显低于常规组和延迟组，差异较为明显，提示了早期进行治疗

能够维持抗病毒治疗的敏感性，这主要由于早期抗病毒治疗，

能够避免大剂量抗病毒药物应用导致的耐药机体的突变，同时

能够干预艾滋病病毒囊泡运输体系，降低病毒对于药物的排泄

速率［１５］。

本次研究的创新性在于探讨了早期抗病毒治疗对于艾滋

病患者耐药情况的影响。综上所述，早期抗病毒治疗有利于艾

滋病患者免疫功能恢复，同时耐药率发生低，后续临床研究可

以探讨不同时机抗病毒治疗的临床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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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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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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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作为初筛方法的
梅毒逆向筛查程序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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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ＥＬＩＳＡ作为初筛方法的梅毒逆向筛查程序的可行性分析。方法：选择２０１６
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各门诊及病房就诊的梅毒筛查者，并收集其标本１５３７８份，
采用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ＴＰＥＬＩＳＡ）、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与甲苯胺红不
加热血清学试验（ＴＲＵＳＴ）筛选分析。以ＴＰＰＡ为标准，比较各种方法的特异性、灵敏度以及总符合率，统计
ＴＰＥＬＩＳＡ的Ｓ／ＣＯ值与ＴＰＰＡ阳性结果的相关性。结果：ＴＰＰＡ筛查阳性率为３５７％，ＴＰＥＬＩＳＡ筛查阳性率
为３８３％，ＴＲＵＳＴ筛查阳性率为２３８％。ＴＰＥＬＩＳＡ的灵敏度（９８９％）明显优于 ＴＲＵＳＴ（６４３％），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ＴＰＥＬＩＳＡ与 ＴＲＵＳＴ特异性与符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梅毒筛查
时，ＴＰＥＬＩＳＡ与ＴＰＰＡ在梅毒筛查时有较好的一致性（Ｋ＝０９４５），ＴＲＵＳＴ与 ＴＰＰＡ一致性不明显（Ｋ＝
０６３９）。根据梅毒抗体检测的特点以及实验室 ＴＰＥＬＩＳＡ的检测方法，当≤１０时，Ｓ／ＣＯ为阳性，＞１０时
Ｓ／ＣＯ为阳性。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的假阳性样本率为７５００％（５４／７２），其主要是发生在Ｓ／ＣＯ值１０～２９９
之间。随着ＴＰＥＬＩＳＡ的Ｓ／ＣＯ的数值增高，ＴＰＰＡ的符合率也依次增加，Ｓ／ＣＯ＞５０时，ＴＰＰＡ的阳性率为
１００％。ＴＲＵＳＴ的检测阳性样本有１３例，患者主要有妇产科正常妊娠８例，口腔科牙周炎３例，心内、呼吸２
例。ＴＰＥＬＩＳＡ假阴性６例，其中分布为泌尿科患者３例，骨科患者１例，妇产科患者２例，其被疑为梅毒早
期。ＴＰＥＬＩＳＡ假阳性患者７２例。结论：ＴＰＥＬＩＳＡ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显著优于 ＴＲＵＳＴ，有利于梅毒筛查效
果，值得临床上大样本筛查。

【关键词】　梅毒；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甲苯胺红不加热
血清学试验；逆向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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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ａｎｄｗａｒｄｏｆｆｉｃｅｓｏｆ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ｂｙｔｒｙｐｓ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
（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ＴＰＰＡ）ａｎｄ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
（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ｏｔａｌ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ａｃｈ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ＰＰＡ，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Ｐ／ＥＬＩＳＡＳ／ＣＯａｎｄＴＰＰ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ＰＰＡ，ＴＰ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ａｓ３５７％，３８３％ ａｎｄ２３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
ＴＰＥＬＩＳＡ（９８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ＵＳＴ（６４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１）．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Ｐ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Ｐ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ＰＰＡｈａｄａｇｏｏｄ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Ｋ＝
０９４５），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ＰＰＡ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Ｋ ＝０６３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ＴＰＥＬＩＳＡ，Ｓ／ＣＯｗａｓ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ｗｈｅｎ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１０，ａｎｄｗａｓ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ｗｈｅｎ＞１０Ｔｈｅ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ｈａｄａ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
ｒａｔｅｏｆ７５００％ （５４／７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ａｉｎｌ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Ｓ／ＣＯｖａｌｕｅｏｆ１０～２９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Ｓ／ＣＯ
ｏｆ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ＰＰＡａｌｓ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ＰＰＡｒｅａｃｈｅｄ１００％ ｗｉｔｈ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Ｓ／ＣＯ＞５０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１３ｔｅ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ＵＳ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３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ｒａｌｃａｖｉｔｙａｎ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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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ａｎｄｂｒｅａｔｈ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ＰＥＬＩＳＡｆａｌｓ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ｃａｓｅｓｉｎｕｒｏｌｏｇｙ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ｃａｓｅｉｎｏｒｔｈｏｐｅｄｉ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ｗｅｒｅ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ｏｆｅａｒｌ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７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ＴＰＥＬＩＳＡｆａｌｓ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
ＴＰＥＬＩＳＡ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ＲＵＳ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ｔｏ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
ｌａｒｇ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ｐａｌ
ｌｉｄｕ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ａｙ（ＴＰＰＡ）；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ｓｔ（ＴＲＵＳＴ）；Ｒｅｖｅｒｓ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梅毒是一种梅毒螺旋体（ｔｒｅｐｏｎｅｍａ，ＴＰ）感染引起的性传染
疾病，近年来，梅毒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同时其传染性及危害性

较大，因此及时对梅毒诊断以及治疗具有重要的意［１］。人感染

梅毒螺旋体后，会产生许多抗体，主要包括特异性抗体和非特

异性抗体，血清学方法是梅毒诊断的主要手段，主要包括梅毒

螺旋体血清学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２］。研究表明，血清

学实验主要是通过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检测非特异性抗体。

特异性抗体是通过梅毒螺旋体试验检测，其抗原是梅毒螺旋体

的特异部分，主要包括梅毒螺旋体抗体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ＴＰ
ＥＬＩＳＡ）、梅毒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ＴＰＰＡ）与甲苯胺红不
加热血清学试验（ＴＲＵＳＴ）等［３］。本文通过大样本实验室数据

统计，探讨采用ＴＰＥＬＩＳＡ结合 ＴＲＵＳＴ作为筛查梅毒的初筛手
段效果以及ＴＰＥＬＩＳＡ作为初筛方法的梅毒逆向筛查程序的可
行性分析。现研究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各门诊及病房就诊的梅毒筛查者，并收集其标本１４７２６份，其中
男性５３８５例，女性９３４１例，年龄范围１７岁～７８岁，年龄（４７３６
±３４７）岁。采用 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与 ＴＲＵＳＴ对入选的标本检
测。选择的样本血清应无溶血、脂血，无微生物污染。本次研究

获得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ＴＥＣＡＮ１５０８全自动酶免疫分析仪检测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

ＥＬＩＳＡ试剂来自于厦门新创和珠海丽珠试剂有限公司。采用
ＸＫ９５１梅毒旋转振荡仪分析 ＴＲＵＳＴ，ＴＲＵＳＴ试剂选择英科新
创厦门科技有限公司。ＴＰＰＡ试剂来自于日本富士瑞比欧株式
会社产品，。所有试剂均为国家检定合格试剂，为国内医院梅毒

筛查用品。

１３　检测方法
对所有标本同时进行 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ＰＰＡ与 ＴＲＵＳＴ检测，其

检测过程与结果均严格的按照试剂说明书要求。采用ＴＰＰＡ为
标准检测方法学间结果不一致的样本。采用临床检测标本，并

且得到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４　统计学计算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统计学软件检测 ＴＰ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与 ＴＰＰＡ

之间的Ｋａｐｐａ一致性检验。当Ｋａｐｐａ数值≥０７５时，表明两种
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一致性，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两组比较

应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两组有显著性差异。
"

　结果
２１　三种检测方法阳性率及诊断效能比较

ＴＰＰＡ筛查阳性率为 ３６９％，ＴＰＥＬＩＳＡ筛查阳性率为
３９６％，ＴＲＵＳＴ筛查阳性率为 ２４６％。ＴＰＥＬＩＳＡ的灵敏度

（９８９％）明显优于 ＴＲＵＳＴ（６４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ＴＰＥＬＩＳＡ与 ＴＲＵＳＴ特异性与符合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梅毒筛查时，ＴＰＥＬＩＳＡ与 ＴＰＰＡ在梅毒筛查
时有较好的一致性（Ｋ＝０９４５），而ＴＲＵＳＴ与ＴＰＰＡ一致性一般
（Ｋ＝０６３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种检测方法阳性率及诊断效能比较

　项目
ＴＰＥＬＩＳＡ

阴性（例数）阳性（例数）

ＴＲＵＳＴ

阴性（例数）阳性（例数）

ＴＰＰＡ 阴性 １４４５６ ４６ １４４８９ １３

阳性 ６ ５３７ １９４ ３４９

灵敏度（％） ９８９ ６４３

特异性（％） ９９７ ９９９

符合率（％） ９９６ ９８６

Ｋａｐｐａ值 ０９４５ ０６９３

２２　ＴＰＰＡ阳性结果与ＴＰＥＬＩＳＡ的Ｓ／ＣＯ分布相关性分析
根据梅毒抗体检测的特点以及实验室 ＴＰＥＬＩＳＡ的检测方

法，当Ｓ／ＣＯ≤１０时为阳性，＞１０时为阳性。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
结果的假阳性样本率为７５００％，其主要是发生在 Ｓ／ＣＯ值１０
～２９９之间。随着ＴＰＥＬＩＳＡ的 Ｓ／ＣＯ的数值增高，ＴＰＰＡ的符
合率也依次增加，Ｓ／ＣＯ＞５０时，ＴＰＰＡ的阳性率为１００％。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ＴＰＰＡ阳性结果与ＴＰＥＬＩＳＡ的Ｓ／ＣＯ分布相关性分析

　Ｓ／ＣＯ
ＴＰＥＬＩＳＡ
例数

ＴＰＰＡ
阳性（例数）

ＴＰＰＡ
阴性（例数）

符合率

（％）

＜１０ １４４６２ ９ １４４５３ ９９９３

１０～２９９ ９７ ４３ ５４ ４４３３

３０～４９９ ６９ ５１ １８ ７３９１

５０～９９９ ９８ ９８ ０ １００

＞１０ ３４２ ３４２ ０ １００

２３　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弱阳性标本追踪观察情况
ＴＲＵＳＴ的检测阳性样本有１３例，患者主要有妇产科正常

妊娠８例，口腔科牙周炎３例，心内、呼吸２例。ＴＰＥＬＩＳＡ假阴
性６例，其中分布为泌尿科患者３例，骨科患者１例，妇产科患
者２例，其被疑为梅毒早期。ＴＰＥＬＩＳＡ假阳性患者７２例。
#

　讨论
近年来，梅毒的发病率不断呈现上升的趋势，现已成为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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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早期全面筛查梅毒患者对于梅毒防控

具有重要的意义［４］。梅毒的诊断通常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体

征，但其诊断效果较差。相关研究表明，传统的筛选方法成本较

低，但是不能实现高通量自动化检测，同时对于筛查患者早期

梅毒以及阴性的梅毒的误诊率和漏诊率较高，不利于对梅毒的

预防和控制，因此需要对梅毒的检测流程以及方法进行有效的

优化和改进［５～６］。

ＴＰＰＡ是梅毒螺旋体致敏明胶颗粒替代传统 ＴＰＨＡ致敏的
红细胞，盖致敏颗粒和人体血清或血浆中梅毒螺旋体相结合，

产生凝集反应，有较高的灵敏度［７］，但 ＴＰＰＡ价格昂贵，且自动
化程度较低，在临床上作为常规检测通常耗费较大的物力人力

财力［８９］。近年来，ＴＰＥＬＩＳＡ技术 ＴＰＥＬＩＳＡ操作简单、成本较
低，能够实现高通量检测，并且配有全自动酶免系统装置的配

备，因此其成为常用的初筛方法，在国外临床实验室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推广使用［７，１０］。ＴＰＥＬＩＳＡ是一种梅毒螺旋体双抗原
夹心法，用辣根过氧化物酶标记基因重组梅毒抗原，有效检测

梅毒螺旋体抗体，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１１］。ＴＲＵＳＴ试剂由
类脂抗原制成，患者感染梅毒后悔产生一种反应素，能够与试

剂里的类脂质抗原产生反应，形成明显的凝集结构，临床上成

为阳性反应，但其容易受到患者传染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影

响，出现误诊、漏诊的情况［１２～１３］。本文研究表明经检测后 ＴＰ
ＰＡ与 ＴＰＥＬＩＳＡ筛查阳性率较高，分别为 ３５７％、３８３％，
ＴＲＵＳＴ筛查阳性率为２３８％。结果说明，ＴＰＥＬＩＳＡ与ＴＰＰＡ有
相似的特异性和敏感度，并且能够采取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达

到高通量、大批量的人群筛查，其操作过程成本较低，适用于梅

毒初筛螺旋体感染人群。

相关研究表明，单采用 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会出现假阳性反应，
若患者出现妊娠、口腔等疾病将会出现假阳性，ｅ为了有效提高
梅毒逆向筛查的准确率，大批量梅毒筛查人群最好选择 ＴＰ
ＥＬＩＳＡ与ＴＲＵＳＴ一起筛查，之后再通过 ＴＰＰＡ进一步进行逆向
筛查，从而既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ＴＰＥＬＩＳＡ的高诊断率、低成本
以及操作简单的优点，又能避免临床上出现漏诊、误诊的风险，

有效的发挥梅毒筛查效果，有效的控制梅毒患者的感染

率［１４～１６］。本文结果说明 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存在７８９％的假
阳性率，因此需要 ＴＰＰＡ检测进行确诊。根据梅毒抗体检测的
特点以及实验室 ＴＰＥＬＩＳＡ的检测方法，当 Ｓ／ＣＯ≤１０时为阳
性，＞１０时为阳性。ＴＰＥＬＩＳＡ检测结果的假阳性样本率为
７５００％，其主要是发生在 Ｓ／ＣＯ值１０～２９９之间。随着 ＴＰ
ＥＬＩＳＡ的Ｓ／ＣＯ的数值增高，ＴＰＰＡ的符合率也依次增加，Ｓ／ＣＯ
＞５０时，ＴＰＰＡ的阳性率为 １００％。同时本次研究与洪理泉
等［１７］研究结果一致，表明梅毒筛查时 ＴＰＥＬＩＳＡ与 ＴＰＰＡ在有
较好的一致性（Ｋ＝０９４５），ＴＲＵＳＴ与ＴＰＰＡ一致性不够明显（Ｋ
＝０６３９）。ＴＲＵＳＴ的检测阳性样本有１３例，患者主要有妇产
科正常妊娠 ８例，口腔科牙周炎 ３例，心内、呼吸 ２例。ＴＰ
ＥＬＩＳＡ假阴性６例，其中分布为泌尿科患者３例，骨科患者１
例，妇产科患者２例，其被疑为梅毒早期。ＴＰＥＬＩＳＡ假阳性患
者７２例。其结果与相关研究［１８］结果一致，ＴＲＵＳＴ易受到自身
其他疾病影响。

综上所述，ＴＰＥＬＩＳＡ的灵敏度和特异性显著优于 ＴＲＵＳＴ，
有利于梅毒筛查效果，值得临床上大样本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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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腺五肽联合苄星青霉素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
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及血清 ＴＲＵＳＴ转阴率的影响
贺迎霞１　张庆田１　王冬梅１　杨璐１　赵敏１　宋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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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究胸腺五肽联合苄星青霉素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及血
清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ＴＲＵＳＴ）转阴率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辽河油田总
医院和大连市友谊医院收治的１４０例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案不同将其分为试验
组和对照组，每组７０例患者。两组患者均予以水剂青霉素钠治疗，在此基础上，试验组患者予以苄星青霉素
＋胸腺五肽治疗，对照组患者予以苄星青霉素治疗。观察统计两组患者不同时间段治疗效果、血清 ＴＲＵＳＴ
转阴率，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 ３个月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细胞（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
ＣＤ３＋）水平。结果：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血清 ＴＲＵＳＴ转阴率为７１４％（５０／７０）、治疗后６个月 ＴＲＵＳＴ
转阴率为７８６％（５５／７０）、治疗后１２个月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为８２９％（５８／７０），分别高于对照组相应时点
的５４３％（３８／７０）、５８６％（４１／７０）和６４３％（４５／７０），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
治疗后３个月总有效率为９００％（６３／７０）、治疗后６个月总有效率为９２９％（６５／７０）、治疗后１２个月总有效
率为９８６％（６９／７０），远高于对照组患者相应时点的总有效率７００％（４９／７０）、７７１％（５４／７０）和８５７％
（６０／７０），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外周血Ｔ
淋巴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均较高，ＣＤ８＋较低，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结论：
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予以苄星青霉素治疗基础上，加用胸腺五肽，可以有效提高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显
著调节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

【关键词】　胸腺五肽；苄星青霉素；早期梅毒；血清固定；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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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为临床常见的慢性全身性传染性疾病，多由梅毒螺旋体
感染所致。该病原体又被称为苍白密螺旋体，主要通过性途径传

播，感染人体后，临床表现复杂多样，早期侵犯皮肤、生殖器官，晚

期可累及机体多脏器，且病程漫长、病情严重，对机体正常功能造

成严重危害［１２］。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治疗梅毒，对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以往临床上多单纯采用苄星青霉素治

疗梅毒患者，虽然可以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该药物血液浓度较

低、吸收极为缓慢，需要长期服用，加之部分梅毒患者治疗依从性

不佳，血清固定和治疗失败率过高［３］。因此，积极寻找一种安全

性高、疗效确切的治疗方案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尤为重要。

随着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机体免疫功能下

降与梅毒血清固定密切相关［４５］。因此，有关学者提出，对早期梅

毒血清固定患者予以免疫调节剂治疗，效果较为显著［６］。胸腺五

肽为临床常用的双向免疫调节剂，可以通过调节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亚群，增强机体免疫功能［７８］。本研究选取１４０例早期梅毒血
清固定患者，分组探究胸腺五肽联合苄星青霉素对其外周血Ｔ淋
巴细胞亚群和血清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反应素（ＴＲＵＳＴ）转阴率
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辽河油田总医院和大连市友
谊医院收治的１４０例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
方案不同将其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７０例患者。试验组患者
中，女３８例，男３２例，年龄范围１９岁～５５岁，年龄（２８４２±４６５）
岁，病程范围９～１７个月，病程（１３５６±２２７）个月；对照组患者中，
女３９例，男３１例，年龄范围１９岁～５６岁，年龄（２９１５±４２６）岁，病
程范围９～１８个月，病程（１３６４±２３１）个月。本研究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核批准，且比较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１１　纳入标准　（１）均符合梅毒血清固定相关临床诊断标
准［９］，并经临床、实验室检查确诊；（２）ＨＩＶ抗体显示阴性；（３）
年龄≥１９岁；（４）患者或其家属均对本研究知情，并自愿签署知
情同意书。

１１２　排除标准　（１）具有糖尿病病史者；（２）自身免疫功能
低下者；（３）存在再感染可能者；（４）伴有恶性肿瘤者；（５）过敏
体质或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胸腺五肽、苄星青霉素过敏者；（６）伴
有系统疾病者；（７）伴有精神障碍性疾病，无法配合本研究者；
（８）治疗依从性不佳，无法配合随访者。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予以水剂青霉素钠（国药集团威奇达药业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２１９６）治疗，４００万 Ｕ水剂青霉素钠 ＋生
理盐水，４ｈ／次，静脉注射，连续治疗１４ｄ。在此基础上，试验组
患者予以苄星青霉素联合胸腺五肽（吉林敖东药业集团延吉股

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８８９９）治疗，苄星青霉素用法、用量
和疗程均同对照组，胸腺五肽１ｍｌ／次、１次／ｄ、肌肉注射，连续
治疗１４ｄ；对照组患者予以苄星青霉素（石药集团欧意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３２９１）治疗，２４０万 Ｕ／次，７ｄ／次，肌肉
注射，连续治疗１４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统计两组患者不同时点治疗效果、血清 ＴＲＵＳＴ转阴
率，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
群细胞（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水平。
１４　判定标准及检测方法

判定标准及检测方法如下：（１）分别于治疗后３、６、１２个月
复查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情况，均于清晨抽取４ｍＬ空腹静脉血，予
以肝素抗凝后，高速离心处理（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取上层清液
送检，血清于室温下进行稀释，由１∶２倍直至１∶６４倍（１∶２、１∶
４、１∶８、１∶１６、１∶３２、１∶６４），首先于反应板上加心磷脂抗原，１
滴／孔，随后以梅毒螺旋振荡器水平振荡，１００次／ｍｉｎ，连续振荡
８ｍｉｎ，仔细观察凝集结果，确定血清阳性滴度，血清滴度 ＞１∶２
为阴性［１０］。（２）疗效判定标准：血清 ＴＲＵＳＴ转阴，未出现复发
情况为显效；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升高 １／４～１／２为有效；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升高不足１／４，部分患者出现临床复发为无效。总
有效率＝（显效 ＋有效）／总例数 ×１００％［１１］。（３）两组患者治
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均于清晨抽取４ｍＬ外周静脉血，予以肝素
抗凝后，高速离心处理（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取上层清液送检，
以Ｂ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型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测定血清 Ｔ
细胞亚群细胞（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水平。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计
数资料分别用（珋ｘ±ｓ）、ｎ（％）表示，行ｔ检验和χ２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比较

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为７１４％、治
疗后６个月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为７８６％、治疗后１２个月血清
ＴＲＵＳＴ转阴率为 ８２９％，分别高于对照组患者相应时点的
５４３％、５８６％和 ６４３％，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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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点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试验组 ７０ ５０（７１４） ５５（７８６） ５８（８２９）

对照组 ７０ ３８（５４３） ４１（５８６） ４５（６４３）

χ２值 — ４４０６ ６４９６ ６２０８

Ｐ值 —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疗效比较
经Ｒｉｄｉｔ分析，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疗效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
总有效率（９００％）远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００％），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７０ ５８（８２９） ５（７１） ７（１００） ６３（９００）

对照组 ７０ ４５（６４３） ４（５７） ２１（３００） ４９（７００）

Ｚ／χ２值 — — — — ８７５０

Ｐ值 — — — — ０００３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疗效比较
经过Ｒｉｄｉｔ分析，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疗效优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６个
月总有效率（９２９％）远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７１％），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７０ ５５（７８６） １０（１４３） ５（７１） ６５（９２９）

对照组 ７０ ４１（５８６） １３（１８６） １６（２２９） ５４（７７１）

Ｚ／χ２值 — — — — ６７７９

Ｐ值 — — — — ０００９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１２个月疗效比较
经过Ｒｉｄｉｔ分析，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１２个月疗效优于对照

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治疗后
１２个月总有效率（９８６％）远高于对照组患者（８５７％），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１２个月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７０ ５０（７１４） １９（２７１） １（１４） ６９（９８６）

对照组 ７０ ３８（５４３） ２２（３１４） １０（１４３） ６０（８５７）

Ｚ／χ２值 — — — — ７９９２

Ｐ值 — — — — 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群 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试验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外周血 Ｔ淋巴细
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均较高，ＣＤ８＋较低，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比较（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试验组 ７０ ６２７４±８９５ ３０７４±６１６ ３０１４±５６０ １０２±００９

对照组 ７０ ６３３２±８７８ ３１０１±６６７ ２９９４±５１３ １０５±０１１

ｔ值 ０３８７ ０２４９ ０２２０ １７６６

Ｐ值 ０６９９ ０８０４ ０８２６ ００８０

治疗后３个月 试验组 ７０ ７０２１±８５２ ３７５２±８９８ ２４３２±５８３ １７５±０１５

对照组 ７０ ６５７４±７１２ ３３５５±７２１ ２８１０±５９６ １２１±０１４

ｔ值 ３３６８ ２８８４ ３７９３ ２２０１９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近年来，受性观念转变、性生活不洁等因素影响，梅毒患病

率不断攀升，位居性传播疾病第二位，仅次于非淋菌性尿道炎，

且病程漫长、侵犯范围广，严重威胁患者生活质量，受到社会高

度关注［１２１３］。目前，青霉素仍为临床治疗梅毒首选药物，治疗

效果良好，同时尚有部分患者经过驱梅治疗后，虽然临床症状

消失，但早期梅毒１年、晚期梅毒２年，其血清ＴＲＵＳＴ不转阴或
ＴＲＵＳＴ滴度固定于某一水平维持３个月，形成血清固定［１４１５］。

如今，受多种因素影响，梅毒血清固定发生率稳步增长。有关调

查结果显示，Ｉ期梅毒约为３５％，ＩＩ期梅毒约为１７０％，潜伏期
梅毒可以达到４００％以上［１６］。因此，积极采取有效、可行、安

全的措施治疗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尤为重要。

目前，临床研究尚未完全明确梅毒血清固定发病原因，多认

为其与以下因素有关：（１）梅毒类型、分期、开始治疗时间、给药
途径及早期应用治疗药物；（２）治疗不规则、药物剂量不足和梅
毒螺旋体对驱梅药物敏感性较差；（３）正规治疗后药物浓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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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或药物分布不到位，残留少量梅毒螺旋体，使得患者体内仍

然潜在活动性病灶，如神经梅毒、梅毒螺旋体再感染、梅毒复

发［１７］。国内外多数学者认为，梅毒患者血清固定多由自身细胞

免疫功能紊乱引起，免疫失衡或免疫抑制均可以造成梅毒螺旋

体清除不彻底，致使感染持续且慢性化，最终引发血清固

定［１８１９］。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复发风险较高，故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治疗血清固定尤为重要。目前，临床上关于早期梅毒血清固

定治疗方法较为多样，且有一定争议。有关学者主张采用苄星

青霉素再次进行驱梅治疗，但该药物难以透过血脑屏障，维持

稳定具有一定难度，脑脊液药物浓度较低，容易造成神经毒性，

且治疗后血清抵抗和血清固定现象发生风险较高，单一应用效

果并不理想［２０］。另有学者认为，血清固定患者与其免疫功能低

下密切相关，故及时予以免疫增强治疗尤为必要［２１］。胸腺五肽

为临床常用双向免疫调节剂，其主要通过调节外周血 Ｔ淋巴细
胞比例，使得ＣＤ４＋／ＣＤ８＋恢复至正常范围，进而调节机体免疫
功能、提高免疫力，最终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本研究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在予以苄星青霉素治疗

基础上，加用胸腺五肽，有效提高了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有效调
节了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进一步提高了治疗效果。但
是，本研究样本量较小，且未进行长期随访研究，还需要临床多

渠道、多中心取样并延长随访时间，以进一步探究胸腺五肽联

合苄星青霉素对早期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 Ｔ淋巴细胞亚
群及血清ＴＲＵＳＴ转阴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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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台州地区妊娠梅毒流行特征及新生儿结局
研究
刘海燕１△　沈艳萍２　孙雪梅２　张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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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回顾性分析台州地区２０１６年妊娠梅毒流行特征及新生儿结局，分析本地区妊娠梅毒
防治存在的问题及防治对策，降低妊娠梅毒新生儿不良结局率。方法：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６年台州地区共５家
综合医院和３家妇产专科医院收治的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统计患者的年龄分布、婚姻状况、职
业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产前体检情况、梅毒类型及分期等信息，并统计新生儿结局。根据数据分析妊娠

梅毒的预防及治疗的薄弱环节，探讨对策。结果：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患者中，年龄＜２５岁１５２人，离婚５２例、无
业１０９例、对梅毒相关认知不合格１７２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３７例、外来人员５８例、未行产前保健体检
１２８例、就诊时３８例有临床症状者均为２期梅毒及３期梅毒的临床症状、１４２例为隐性梅毒。１８２例妊娠梅
毒患者新生儿中有１１０例单一或者合并多种妊娠结局不良，其中３５例就诊时梅毒晚期出现心血管系统和神
经系统功能障碍，行引产手术终止妊娠，３８例为高危分娩，１５例早产、死胎３例、畸形儿１例、胎传梅毒２５
例。结论：发生妊娠梅毒的患者情况复杂，卫生管理部门、防疫中心应加强妊娠梅毒相关危害的宣教，并尽

可能做到对育龄女性的全覆盖，提高育龄女性预防和警惕妊娠梅毒的意识，增强积极防梅的意识，降低妊娠

梅毒的发生率，提高人口素质。

【关键词】　妊娠梅毒；流行特征；新生儿结局；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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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育龄人群性生活频率较
高，是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１］。妊娠期或者妊娠前感染梅毒，

不仅影响孕妇的身体健康，对胎儿的生长发育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大大增加了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危险性，是影响国家或者

地区整体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２］，因此重视妊娠梅毒感染的预

防和治疗，是国家及地方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３］。

定期分析本地区妊娠梅毒的流行特征，为管理部门制定梅毒防

治计划或者措施提供参考，是各级医疗机构的重要工作内容之

一。基于此，本组资料回顾性分析了台州地区２０１６年妊娠梅毒
的流行特征及新生儿结局，以期为地方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梅毒

防治管理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２０１６年台州地区共５家综合医院和３家妇产专科医院共
收治妊娠梅毒患者１８２例，所有妊娠患者均为未建档行孕期保
健检查者，因其他疾病或者出现临床症状而就诊。孕妇年龄范

围２１岁～３８岁，年龄（２５６±４２）岁，确诊为妊娠梅毒时孕周
范围８周～３６周，孕周（１９６±５３）周。
１２　纳入、排除标准［４］

纳入标准：①均为妊娠女性；②均经临床症状和梅毒螺旋
体血清抗原检测确诊为梅毒感染者；③均为首次确诊为梅毒感
染；④无其他高危妊娠因素；⑤无严重心、肝、肾、肺、血液系统疾
病，无精神疾病，能正确理解并回复医护人员对调查内容的解

释；⑥临床就诊、分娩、６个月随访资料保存完整；⑦入组患者确
诊为梅毒感染后签署知情同意书，愿意配合医护人员的各项调

查取样检测工作。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②确诊
为梅毒感染后未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本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审核批准实施。

１３　方法
所有就诊孕妇，经具有丰富性传播疾病临床诊治经验的医

生问诊，并安排行相关检查，根据患者的临床表现（出现硬下

疳、腹股沟淋巴结病、皮疹、扁平湿疣、黏膜损伤等）及血清梅毒

螺旋体抗原检查阳性确诊为梅毒感染。所有确诊孕妇均根据

确诊时的母儿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治疗措施，对于胎儿生长受

限、出现的相关并发症危机母儿安全时可采取措施引产终止妊

娠，对于胎儿发育正常、母体身体状况症状的孕妇，按照梅毒诊

疗指南中的建议方案给予治疗，并检测血清非特异性螺旋抗体

抗原滴度，定期评估治疗效果。统计患者的年龄分布、婚姻状

况、职业状况、文化程度、居住地、产前体检情况、梅毒类型及分

期等信息，并统计新生儿结局。根据数据分析妊娠梅毒的预防

及治疗的薄弱环节，探讨对策。新生儿梅毒诊断：新生儿出生后

６个月内出现下述情况中的一种即判为先天性梅毒：①梅毒螺
旋体抗体阳性；②抗心磷脂抗体滴度连续３次检查均上升；③抗
心磷脂抗体滴度＞母亲４倍；④梅毒螺旋体ＩｇＭ阳性。
"

　结果
２１　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流行病学资料

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患者中，年龄＜２５岁１５２人，离婚５２例、无
业１０９例、对梅毒相关认知不合格１７２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３７例、外来人员５８例、未行产前保健体检１２８例、就诊时３８例

有临床症状者均为２期梅毒及３期梅毒的临床症状、１４２例为
隐性梅毒。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流行病学资料及构成比（％）

　　　　指标 　　　分层 例数 构成比

年龄（岁） ＜２５ １５２ ８３５２

≥２５ ３０ １６４８

婚姻状况 已婚 ５６ ３０７７

未婚 ７６ ４１７６

离婚 ５２ ２８５７

职业状况 无业 １０９ ５９８９

短暂失业 ２５ １３７４

断续就业 ２４ １３１９

全职 ３４ １８６８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７ ２０３３

初中 ７５ ４１２１

高中 ５４ ２９６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６ ８７９

对梅毒相关认知 不合格 １７２ ９４５１

合格 １０ ５４９

居住地 城市 １０１ ５５４９

农村 ５６ ３０７７

城乡结合部 ２５ １３７４

户籍 本市户籍人员 １２４ ６８１３

外来人员 ５８ ３１８７

产前保健检查 行产前保健检查 ５４ ２９６７

未行产前保健检查 １２８ ７０３３

就诊时临床症状及分期 梅毒１期症状 ０ ０

梅毒２期 ２８ １５３８

梅毒３期 １０ ５４９

梅毒类型 隐形梅毒 １４２ ７８０２

显性梅毒 ３８ ２０８８

神经梅毒 ２ １１０

２２　妊娠梅毒新生儿结局
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患者新生儿中有１１０例单一或者合并多种

妊娠结局不良，其中３５例就诊时梅毒晚期出现心血管系统和神
经系统功能障碍，行引产手术终止妊娠，３８例为高危分娩，９例
早产、６例胎儿生长发育受限、死胎３例、畸形儿１例、胎传梅毒
２５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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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妊娠梅毒新生儿结局构成比（％）

　 新生儿结局 例数 占比

高危分娩 ３８ ２０８８

终止妊娠 ３５ １９２３

早产 ９ ４９５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６ ３３０

死胎 ３ １６５

畸形儿 １ ０５５

先天性梅毒 ２５ １３７４

#

　讨论
梅毒感染孕妇是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源头。妊娠梅毒患

者血清中的梅毒螺旋体可通过胎盘垂直传播至胎儿体内，导致

胎儿发生异常而出现流产、死胎、早产、死产、宫内生长受限或先

天性梅毒新生儿等严重妊娠不良结局［５６］。临床数显显示，未

经治疗的早期梅毒孕妇发生胎儿感染的几率高达７５９５％［７］。

母亲感染梅毒２年内：早期和二期梅毒孕妇胎儿发生梅毒感染
的几率为４０７０％，早期潜伏梅毒孕妇胎儿感染率为４０％。母
亲感染梅毒２年后：晚期潜伏梅毒、三期梅毒胎儿梅毒感染的几
率约为１０％。妊娠梅毒如此之高的不良结局，应引起所有育龄
女性和家属的重视。胎传梅毒轻则影响一个孩子的未来健康，

重者影响一个家庭甚至国家的人口素质［８９］。因此，妊娠梅毒

的预防和诊疗是确保出生人口质量的重要内容。作为妊娠梅

毒的预防，首选方法是做好孕妇的梅毒感染筛查工作，及早发

现梅毒感染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并严格监控治疗效果，确保

孕妇梅毒得到有效控制，尽可能降低对胎儿宫内生长发育的影

响［１０１１］。

按照国家对孕产期保健的要求及感染性疾病防治要求，每

位孕妇在妊娠期或分娩时至少做一次梅毒血清学试验，筛查是

否感染梅毒。这是预防和发现先天梅毒的关键［１２１３］。但是，我

国目前部分地区的孕产保健系统并不完善，所有的妊娠妇女并

未全部纳入原产保健的范畴，因此，仍然有部分孕妇未能在妊

娠期或分娩时进行必要的梅毒血清学试验［１４１５］。这部分育龄

女性是妊娠梅毒的高发群体。了解这部分群体的人口学资料，

为卫生行政管理部分和传染病防治部门预防妊娠梅毒的发生

提供参考，制定针对性的宣传措施及筛查措施，确保育龄人群

或者家属能获得正确的梅毒相关知识，并将本地区所有的妊娠

女性纳入到孕产期保健检查的范畴进行必须的梅毒筛查［１６１７］。

本组资料显示，２０１６年台州地区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患者的流
行病学特点是：年龄 ＜２５岁、婚姻状况差、无业或失业者占比
重、对梅毒相关认知不合格率极高、文化程度低、外来人员比例

高、产前未行必要的健康检查、大部分为隐性梅毒患者。这些特

点，说明的是该地区对底层育龄女性的保健工作存在较大的漏

洞，应完善相关的孕检制度，全覆盖所有育龄女性，降低妊娠梅

毒发生率。１８２例妊娠梅毒患者新生儿中有１１０例单一或者合
并多种妊娠结局不良，其中３５例就诊时梅毒晚期出现心血管系
统和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行引产手术终止妊娠，３８例为高危分
娩，１５例早产、死胎３例、畸形儿１例、胎传梅毒２５例。妊娠梅
毒的不良结局率高达６０％，形势非常可怕，更应引起该地区卫

生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视。这可能与所选择的研究对象均为未建

档行孕产期保健的人群有关。

　　综上所述，发生妊娠梅毒的患者情况复杂，卫生管理部
门、防疫中心应加强妊娠梅毒相关危害的宣教，并尽可能做到对

育龄女性的全覆盖，提高育龄女性预防和警惕妊娠梅毒的意识，

增强积极防梅的意识［１８］，降低妊娠梅毒的发生率，提高人口素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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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婚前检查女性梅毒感染情况
调查分析及对女性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卢晓燕１　张薏２

１永康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浙江 金华 ３２１３００
２浙江省中医院妇产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　要】　目的：探讨研究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婚前检查女性梅毒感染情况调查分析及对女性预后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永康市妇幼保健院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婚前检
查的女性１２０例作为观察对象，对其分别进行ＴＰＰＡ与ＲＰＲ检查。统计分析１２０例研究需对象的梅毒单因
素感染以及梅毒感染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在１２０例女性患者中，经过ＴＰＰＡ与ＲＰＲ检查后，在梅
毒感染单因素中，性伴侣人数超过２人、存在性伴侣情况以及商业性行为的感染梅毒的可能性较大；在梅毒
感染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中，性伴侣感染梅毒、商业性行为及从不使用安全套三种因素导致感染梅毒的
可能性较大，并且危险性较高。结论：经过 ＴＰＰＡ与 ＲＰＲ检查后，发现导致患者患上梅毒的因素较多，应该
加强对患者的性知识教育。

【关键词】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婚前检查；女性梅毒；感染情况调查分析；预后性生活质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ｕ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
ｍａｌ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ＬＵＸｉａｏｙ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Ｙｉ２．１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Ｙｏｎｇｋａｎｇ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Ｊｉｎｈｕａ
３２１３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１０００６，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ｕ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ｕｄｙ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２０ｆｅ
ｍａｌｅ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ｕｇｅｎ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
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６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ｇｉｖｅｎＴＰＰＡａｎｄＲＰ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ｓｉｎ
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１２０ｃａｓｅ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ＰＰＡａｎｄＲＰ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ｈａｖｉｎｇ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２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ａｎｄｈａｖ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ｅｘ，ｗｈｉｌｅｆｏｒ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ａｒｔｎｅｒｈａｖｉｎｇ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ｖｉｎｇ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ｎｏｔｕｓｉｎｇｃｏｎｄｏｍｓｗｅｒｅｏｆｈｉｇｈ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ｒｉｓｋ．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ＰＰＡａｎｄＲＰＲ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ｌｅａｄｉｎｇｔｏ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ｏ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ｕｇｅｎｉｃｓ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人体所引起的一种常见的疾病，
这种疾病的传播途径主要有两种传播方式即性传播和母婴垂

直传播［１］。现在临床上对于梅毒的治疗主要采取抗生素治疗

的方法，但是抗生素也只能防止病情的恶化。这几年，我国经济

发展迅速人们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梅毒的患病率也在逐渐

提高。梅毒包括先天性梅毒，这种疾病是指孕妇携带梅毒直接

传染给胎儿，严重情况下会出现流产、死胎等现象［２］。所以，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婚前检查女性梅毒感染情况调查分析及对

女性预后性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随着血清学诊断在梅毒检

测中的临床应用逐渐增多，本文通过这几年在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中应用梅毒螺旋体抗原血清试验（ＴＰＰＡ）和快速血浆反应素
环状（ＲＰＲ）试验来对梅毒进行检测与诊断，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永康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孕
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婚前检查的女性１２０例，年龄（２５３９±５２）
岁，均进行 ＴＰＰＡ与 ＲＰＲ检查。排除标准如下：①同时患有以
下疾病：甲状腺类疾病、子宫出现病变或者各类不孕症患者［３］；

②同时患有其他种类性病例如艾滋病、淋病等；③在检查同时服
用激素；④在检查时同时服用青霉素类药物［４］。研究对象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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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同意本研究，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同时经过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永康市妇幼保健院进行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及婚前检查的女性１２０例。在测试当天要求
患者空腹，取２ｍｌ静脉血，然后离心提取血清，最后进行毒螺旋
体抗原血清试验（ＴＰＰＡ）和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ＲＰＲ）试验。
结果显示为阳性时即为确诊病例。对于确诊患者要求停止受

孕，进行治疗［５］。

１３　观察指标
使用ＦＳＦＩ问卷对患者的情况进行评分，一共有１９个条目，

主要包括性欲、性高潮、阴道润滑度、性满意度等，在问卷中，分

数越低则性功能越差［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统计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计数应用χ２（％），计量资料应用ｔ

检测（珋ｘ±ｓ），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１９例患者表现出ＲＰＲ阳性，然后经 ＴＰＨＡ确诊感染梅毒。

通过对受检者基本资料与梅毒感染率进行统计分析，性伴侣人

数超过２人、存在性伴侣情况以及商业性行为的感染梅毒的可
能性较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根据统计分析可得，性伴侣感染梅毒、商业性行为及从不

使用安全套三种因素导致感染梅毒的可能性较大，并且危险性

较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梅毒感染单因素分析

项目 　类别 人数 梅毒感染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３０ ６４ １１（１７２）

＞３０ ５６ ８（１４３） １６２１ ＞００５

人口类型 流动人口 ３１ ６（１９４）

常住人口 ８９ １３（１４６） ０４１１ ＞００５

受教育程度 大专及以上 ６９ １２（１７４）

高中及以下 ５１ ７（１３７） ０７６３ ＞００５

婚姻状况 已婚 ９７ １５（１５５）

未婚同居 ２３ ４（１７４） ０９１１ ＞００５

性伴侣人数 １ １８ １（５６）

２ ３６ ３（８３）

＞３ ６６ １５（２２７） ４８５３ ＜００５

性伴侣感染梅毒 是 １６ ８（５００）

否 １０４ １１（１０６） ５１６２ ＜００５

商业性行为 有 ３５ １３（３７１）

无 ９５ ６（６３） ６９７４ ＜００５

安全套使用频率 从不 ２２ １１（５００）

偶尔 ４７ ６（１２８）

经常 ５１ ２（３９） ５１２８ ＜００５

表２　影响女性梅毒感染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ｘ２ Ｐ ＯＲ ９５％ＣＬ

年龄＜３０ ０１６９ ０８０１ ０３２１ ０５０１ １７８９ ０２１２～４１２１

常住农村 ０５９９ １２１９ ０３０１ ０６０１ １８２１ ００９７～４０２１２

高中学历及以下 ０１５８ ０４１２ １０３４ ０２３１ １２１４ ０５４６～９２４８

已婚 ０８９９ ０８０１ １４４１ ００６５ １１３２ ００２１～１２１７

性伴侣＞３ １６７２ １００１ ２７９８ ００３２ １０２１ ０２１３～２９２１３

性伴侣梅毒感染 １９９９ ０７０１ ６００１ ０２１５ ７２１２ ２１３６～２３２０１

商业性行为 ２８６５ ０６９７ ５９８５ ０４２１ ５２３１ ３９７６～４９２１３

从不使用安全套 ２０１２ ０３９８ ９８７９ ０１２６ ６７１２ ２１２９～１７２１５

　　检查确诊为梅毒患者１９例进行治疗，治疗后性生活质量各 项指标明显好于治疗前（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患者治疗前后ＦＳＦＩ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性欲 性高潮 性交痛 性唤起 阴道润滑湿度 性满意度

治疗前 ４４８±２１ １２４±１６ ６９±０８ １３１±２８ １６６±２２ ９２±２１

治疗后 ５１２±１５ １２９±１９ ７４±１１ １５１±４８ １８１±１８ １０１±０２

ｔ值 ２６７８ １７５１ １９６８ １２１２５ ３３２１ ２８６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近些年来，性病患者的数量在人群中不断增加，与之伴随

的梅毒感染人群和血清感染人群也在不断的增长中［７］。更令

人担忧的是，发病常见人群已经有原来的高危人群逐渐向普通

群众倾斜，这给居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隐患。在当下这一

血清感染率不断增加与先天性梅毒感染率不断增加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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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孕妇这一群体的血清感染率与先天性梅毒

感染率在不断增加。在本文的研究中，１２０例患者表现出 ＲＰＲ
阳性，然后经ＴＰＨＡ确诊感染梅毒。根据这一课题内的有关调
查，在我国的部分地区由于防护不当等原因最终以母婴传播为

媒介的梅毒传播率高达３５％，并且感染人群在存在着由特殊到
一般的危险趋势，以上种种现状与趋势，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注

意与重视［８］。

关于梅毒的感染与传播，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得

到很好的控制，梅毒可以通过母亲直接在孕期内导致孩子也感

染［９］。根据有关资料，所有没有接受医院及时、规范治疗的孕

妇最终都会出现不良妊娠反应，并且流产现象占其中１／２之多，
侥幸诞生的新生儿最终也会由１／２的比率受到胎传梅毒、死产、
死亡的影响。根据我院的数据，在我院检测出的共计６名梅毒
感染者中，大多数由于性交时的安全措施未做全而导致［１０］。并

且这些患者体内的梅毒病毒大多以隐性状态存在，当临床患者

中出现上述情况时，极容易出现漏诊和误诊的案例。因此需要

孕妇主动接受医院的专业检查，从而控制住体内的梅毒病毒，

避免其对孕妇本人以及胎儿造成的危害。在本次研究中的两

组中，Ａ组在这方面的意识虫所以，要对这种病毒的检查［１１］。

由此可见，加大对预防及检测梅毒的宣传十分必要。尤其在专

门的孕妇学校内，更要在每日的常规课程中添加这些内容，从

而增强孕妇防范梅毒意识，提高孕妇接受检查比率，最终保障

孕妇而胎儿的健康［１２］。

梅毒作为一种性传播疾病，主要是由于苍白螺旋体而导致

的。体内带有梅毒病毒的孕妇会将这一病毒以胎盘为媒介最

终导致胎儿被感染，最终出现死产、死胎、流产等。然而由于梅

毒自身的特性导致其有时不易被发现，这容易致使孕妇错过良

好的治疗时间，最终给孕妇及其家庭带来巨大负担。由于上述

风险，在宣传中需要加大对梅毒检查的关注，从而降低胎传梅

毒的发作比率［１３］。在目前，国内孕产妇中感染梅毒的比率为

０７２％～２０６％不等。为保证本文严谨性，笔者对未发生和已
发生的梅毒女性资料进行了对比，并找出了影响其的集中关键

因素，对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最终的报告结果中显示，不
使用安全套、商业性行为以及性伴侣感染梅毒在影响女性感染

梅毒的因素中排前三［１４］。更有研究证明，仅有５％的被感染梅
毒的患者与危险以及无保护性行为无关。通过对资料的综合

分析，我们发现地区的经济发达与否与梅毒的感染率高低息息

相关。在本文的研究中，在梅毒感染单因素中，性伴侣人数超过

２人、存在性伴侣情况以及商业性行为的感染梅毒的可能性较
大，这是因为经济发达的地区往往也由人口基数大、流动多以

及开放的性观念等特征，这也据会直接导致梅毒的感染。舟山

市普陀区在这几年作为发展较快的新城区，经济发展速度提

升、经济总量增加、流动人口数量增加、性观念更加开放等特征，

在社会上商业性行为以及未婚同居的现象逐渐多了起来。其

中前者的从业人员是人们公认的与各种传播性性疾病亲密接

触的人群，他们自身容易受到病毒的侵害，也会给别人带来病

毒的危险［１５］。少数数量的从业人员由于意识不强等原因，在感

染病毒之后依然与他人进行亲密接触，为了避免被发现还会扩

大活动泛范围，这会导致更多的人受到病毒的威胁。而即使是

知根知底的未婚同居，也无法保证伴侣一定不受梅毒的威胁。

当接触到对方的血液、粘膜、皮肤处的破损时，依然会导致人被

感染梅毒病毒。因此，安全套在性行为中的使用就变得十分必

要［１６］。

本研究结果提示，患者治疗后性生活质量各项指标明显好

于治疗前（Ｐ＜００５）。要想进一步改善女性梅毒感染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需要进行细致科学的护理工作，并且要求医务工作者

能够对患者做到耐心、细心，设身处地的为患者着想，对其进行

有效的心理疏导。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考虑患者不同的个体情

况，针对不同的文化程度选择合适的语言使得患者能够切实明

白梅毒的发病、防治以及刮宫术前术后宣教、引产和出院指导

等。以上种种措施有利于抚慰患者和家属的不良情绪，最终使

其能够以良好的心理状态接受医生的治疗［１７］。首先要了解患

者对疾病的了解深浅、自身对疾病的承受能力。进而对患者进

行下一步的指导，如消毒隔离工作、日常健康等。要令患者明确

在梅毒的早期传播阶段最常以哺乳、共用患者的衣物、餐具、毛

巾、便器、浴具、性接触以及接吻等传播，除了以上生活中的途径

外，也会有输血等医源性传染。因此在患者所接受的宣传与教

育中，消毒隔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护士要尽职尽责的指导患

者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对卫生问题提高注意，对待自己的衣物

要进行单独的清洗和消毒。在使用这些工具时也要做到不与别

人共用。指导患者处理恶露的方法，防止间接接触传染。当患

者出现恶露时，要指导其科学处理，以免出现间接传染的情

况［１８］。另外加强社会性的支持，要鼓励患者排除自责以及自我

封闭的心理，勇敢地并积极的加入社交活动中，改变不健康的生

活方式，主动接受朋友以及家庭的帮助。

综上所述，在梅毒防治的人群名单中，商业性行为实施者以

及存在着感染梅毒经历的女性位于前列，因此需要针对这些人

群加大教育，使其对无保护性行为带来的危害做到了解和明确，

并且向其科普孕期检查的重要性，从而梅毒对孕妇和胎儿带来

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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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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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
至２０１６年５月深圳市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的８８例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４例患者。观察组患者给予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对照组患者给
予常规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治愈人数占比和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６１４％（２７／
４４）、９０９％（４０／４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３８６％（１７／４４）、６３６％（２８／４４）；观察组患者尿道口与非尿
道口的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而ＩＬ１０水平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疼痛、溃疡、瘢痕、尿道感染和红肿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疗效显著，可以有效
降低复发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提高 ＩＬ２水平、降低 ＩＬ１０水平有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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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ｉｎＢａｏ′ａｎ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４４）
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４）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ｒ
ａｐｙ，ｗｈ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ｍｉｎｏｋｅｔｏｖ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ｃｕｒｅｄｎｕｍｂｅｒａｎｄ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１４％ （２７／４４）ａｎｄ９０９％ （４０／４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３８６％ （１７／４４）ａｎｄ６３６％ （２８／４４）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Ｌ２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ＩＬ１０
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ｉ
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ａｉｎ，ｕｌｃｅｒｓ，ｓｃａｒｒｉｎｇ，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ｍｉｎｏ
ｋｅｔｏｖ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
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Ｌ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Ｌ１０．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ｍｉｎｏｋｅｔｏｖａｌｉｃａｃｉｄｈｙｄｒｏｃｈｌｏｒｉｄｅ；Ａｓｔｉｇｍａｔｉｃ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ＣＡ）；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ｆｅｔｙ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主要是指由人乳头
瘤病毒感染所引发的一种性传播疾病［１］。该病好发于男女生

殖器部位，且生长迅速，具有传播率高的特点，甚至会导致女性

患者出现宫颈癌，对患者的日常生活与工作造成严重影响［２］。

临床上治疗该病的手段较多，其中外科手术、外用药和激光治

疗等应用较为广泛，但上述治疗方式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均有

不同程度的高复发率［３］。因此，寻找一种疗效显著且能够降低

复发率的治疗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通过研究盐酸

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

性，为尖锐湿疣的治疗探索更为有效的方法，现将结果报告如

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宝安区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８８例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入院患者均与
２０１０年卫生部防疫司制定的《性病防治手册》中尖锐湿疣诊断
标准相符；（２）接受治疗前６０ｄ内未接受免疫治疗；（３）对本研
究均已知情并签署了同意书。排除标准：（１）合并感染性疾病
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２）对光动力疗法过敏者；（３）存在心、
肝、肾等脏器功能严重障碍者；（４）妊娠期与哺乳期女性。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将８８例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４例患
者。观察组患者中，男２３例，女２１例，年龄范围２３岁 ～５７岁，
年龄（３８４±１０２）岁；病程范围３～６周，病程（４５±０５）周；
病变部位：尿道口３０例，非尿道口１４例。对照组患者中，男２４
例，女２０例，年龄范围２４岁 ～５９岁，年龄（３８６±１０３）岁；病
程范围３～７周，病程（４６±０５）周；病变部位：尿道口２８例，非
尿道口１６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与病变部位等方面
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盐酸氨酮戊酸散（规格：１１８ｍｇ／瓶，厂家：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光动力疗法治疗，具体方法如下：首先采用０９％氯
化钠溶液清洗患者疣体周围皮肤，随后进行常规消毒，取大小

适合的脱脂棉球放置于疣体部位，要求将皮肤完全覆盖，随后将

新鲜配置的２０％盐酸氨酮戊酸散水溶液滴于脱脂棉球上，并覆
盖疣体。在封包避光４ｈ后采用艾拉治疗仪（厂家：武汉市亚格
光电技术有限公司；型号：ＬＤ６００Ｃ半导体激光治疗机）进行持
续照射２０ｍｉｎ，输出波长为６３２１８ｎｍ氦氖激光，其中皮损部位
的激光照射能量密度控制在１００～１５０Ｊ／ｃｍ２。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给予传统的高频电灼疗法治疗。首先，

对患者疣体周围皮肤行常规消毒，并使用２％的利多卡因溶液
进行局部麻醉。随后，采用高频电子烧灼清除肉眼可见疣体，治

疗过程中采用７５％的酒精棉签擦拭焦痂，直至疣体完全清除，
治疗范围超过病变部位的１～２ｍｍ。治疗后给予百多邦（中美
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３００６４）涂擦治疗，并用
１∶５０００的高锰酸钾溶液清洗患处，１次／ｄ，待伤口愈合后再给
予咪喹莫特乳膏（四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１２９）涂擦，３次／周，连续使用８周。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禁止饮酒和性生活。随访３个月

后对比疗效。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疗效、复发率、疣体清除率、免疫功能指标水

平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疗效判定标准如下［４］：治疗后患者疣

体彻底清除，且无新疣体出现记为治愈；治疗后患者病变部位与

周边０５ｃｍ内无复发，其他区域出现新疣体记为有效；治疗后
患者病变部位与周边０５ｃｍ区域内出现新疣体记为无效。总
有效率＝治愈率＋有效率。其中，血清 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均采用
美联免疫吸附法检测，且操作步骤严格按照相关试剂盒说明书

进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予以χ２检验，通过“ｎ（％）”表示；计量资料予以 ｔ检验，通过
“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中治愈人数占比和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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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４％（２７／４４）、９０９％（４０／４４），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
３８６％（１７／４４）、６３６％（２８／４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疣体清除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尿道口和非尿道口的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ＩＬ２、ＩＬ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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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而ＩＬ１０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４ ２７（６１４） １３（２９５） ４（９１） ４０（９０９）

对照组 ４４ １７（３８６） １１（２５０） １６（３６４） ２８（６３６）

χ２值 — ４５４５ ０２２９ ９３１８ ９３１８

Ｐ值 — ００３３ ０６３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表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疣体清除率比较［例（％））

类型 组别 例数 复发率 χ２值 Ｐ值 疣体清除率 χ２值 Ｐ值

尿道口　 观察组 ３０ ２（６７）　 ４８７０ ００２７ ３０（１０００） １０９０ ０２９６

对照组 ２８ ８（２８６） ２７（９６４）　

非尿道口 观察组 １４ ２（１４３） ４２８６ ００３８ １４（１０００） — —

对照组 １６ ８（５００） １６（１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ＩＬ２、ＩＬ１０水平比较（ｐｇ／ｍｌ，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４ ５５３±６２ ６３５±５７ ３４９±８２ ２２５±４４

对照组 ４４ ５５６±６４ ５７９±５９ ３５２±８１ ２６２±５３

ｔ值 — ０２２３ ４５２８ ０１７３ ３５６３

Ｐ值 — ０８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３ ０００１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疼痛、溃疡、瘢痕、尿道感染和红肿发生率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疼痛 溃疡 瘢痕 尿道感染 红肿

观察组 ４４ ２（４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２３）

对照组 ４４ １１（２５０） ５（１１４） ４（９１） ４（９１） ７（１５９）

χ２值 — ７３１１ ５３０１ ４１９０ ４１９０ ４９５０

Ｐ值 —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６

#

　讨论
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尖锐湿疣患病率正呈逐年上升趋

势，且有年轻化趋势，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了及其严重的影

响［５６］。迄今为止，临床上对于尖锐湿疣主要采用药物治疗、微

波治疗、手术治疗和激光治疗等方式［７８］。虽然都有一定的疗

效，但治疗后患者的复发率较高、预后效差。因此，研究一种新

型有效、且能够显著降低患者复发率的尖锐湿疣治疗手段，对

于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是近年来临床工

作者面临的难题之一。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光动力学疗

法应运而生，它是一种主要通过光敏剂与相应光源的联合，从而

产生一系列光化学和光生物反应，生成相应的中间活性物质，并

使其与相应靶组织相结合，对病变组织进行选择性破坏的全新

治疗技术［９１０］。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愈人数占比和治疗总有

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这与盛浩的研究报道相一致［１１］，

说明了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

显著。其主要原因在于：大量的外源性盐酸氨酮戊酸散进入人

体后，可以被肿瘤细胞和其他增生较为旺盛的细胞选择性吸收，

从而使细胞内积聚过多的具有强光敏行物质，随后经过一定波

长的光照射，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进一步产生氧自由基，使得

细胞坏死、凋亡，最终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１２］。与此同时，观察

组患者尿道口与非尿道口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了

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应用于尖锐湿疣患者可以有效降

低复发率。孟亚东等人的研究报道显示［１３］，氨酮戊酸可以进入

尖锐湿疣的亚临床损害部位并被吸收，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对亚

临床损害能够起到清除作用，从而有效降低复发率。此外，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ＩＬ２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而 ＩＬ１０水平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了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

尖锐湿疣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提高 ＩＬ２水平、降低 ＩＬ１０水平有
关。究其原因，可能与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本身具有激

发机体抗病毒免疫效应有关［１４１５］。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

患者疼痛、溃疡、瘢痕、尿道感染和红肿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

者，这说明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应用于尖锐湿疣，可以显

著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宋静卉的研究也

显示了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具有一定的安全性，且耐受

性好，无明显副作用［１６１８］。然而，本研究尚存在样本量较少的

缺点，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发生一定程度的偏差。因此，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该增加样本量，从而获取更为准确的临床数据，为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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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湿疣的治疗提供更佳的指导。

综上所述，针对尖锐湿疣患者采用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

疗法具有显著效果，能够降低患者复发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提高ＩＬ２水平、降低ＩＬ１０水平有关，安全性
较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ＢａｄｉｕＤＣ，ＭａｎｅａＣＡ，ＭａｎｄｕＭ，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
ｍｉｎａｔｕｍ（ｂｕｓｃｈｋｅ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ｔｕｍｏｕｒ）：Ａ 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Ｃｈｉｒｕｒｇｉａ
（Ｂｕｃｕｒ），２０１６，１１１（５）：４３５４３８．

［２］　ＹｉｎＧＷ，ＧｕｏＹ，ＪｉｎＢ，ｅｔａ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ＮＤＲＧ１，ＶＥＧＦａｎｄＫｉ
６７ｉｎ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ＪＢｉｏｌＲｅｇｕｌ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ｇｅｎｔｓ，２０１６，３０
（３）：７７３７７６．

［３］　吴波，程燕，吴永波，等．甘露聚糖肽胶囊联合光动力治疗尖锐湿
疣临床疗效的研究．中国医药导刊，２０１６，１８（４）：３９４３９５．

［４］　王英夫，游俊．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配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
湿疣疗效观察．武汉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５，３６（６）：９９０９９１．

［５］　黄丹，鞠梅，钱伊弘，等．２０％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
疣量效关系临床研究．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１４，４７（７）：５０３５０５．

［６］　钱芳，刘园．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对尖锐湿疣患者疗效及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７）：８１８３．

［７］　胡雅玉，胡恩平，任小丽，等．钬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尿道内尖锐
湿疣临床疗效观察．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６，１５
（２）：１０３１０５．

［８］　刘杰，袁静萍，罗波，等．液氮冷冻联合光动力疗法对尖锐湿疣患
者ＨＰＶ感染的影响．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２０１３，３５（７）：
５６８５６９．

［９］　王安利，冯育洁，李月梅，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手术
治疗巨大尖锐湿疣的疗效观察．中国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６，１６（１０）：
１４１３１４１５．

［１０］　李艳，王芳，徐春兴，等．ＡＬＡ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尿道尖锐湿
疣的护理．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３，１１（７）：１１３５，１１５９．

［１１］　盛浩，戚喜萍．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与冷冻治疗尖锐湿疣合并
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的疗效对比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５）：
６６６８．

［１２］　王夏青，王晓霞，夏峰，等．ＡＬＡ光动力联合中药保留灌肠治疗肛
管尖锐湿疣临床观察．湖北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１８（５）：８２８４．

［１３］　孟亚东，宋万里，黄玉娟，等．盐酸氨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多功
能电离子治疗仪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观察．中国医师进修杂志，
２０１４，３７（３６）：３５．

［１４］　黄国新，叶庭路，陈办成，等．布洛芬缓释胶囊缓解尿道内尖锐湿
疣患者光动力治疗疼痛效果观察．中华实用诊断与治疗杂志，
２０１６，３０（５）：５１７５１８．

［１５］　宋维芳，王立群，李正，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尿道尖锐湿
疣的疗效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１）：４５４８．

［１６］　徐俊涛，王新，钟雪莲，等．光动力治疗炎症性及感染性皮肤病的
进展．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６，４２（１）：４３４５．

［１７］　吴敏智，杨斌，赵亮，等．手术联合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治疗巨
大体积尖锐湿疣１２例．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５，４１（６）：３５４
３５５．

［１８］　张云凤，王秀丽，王宏伟，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
湿疣的进展．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７（１）：７８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２）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１０８１２７１）
【第一作者简介】刘静（１９７３—），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过敏性皮肤病性病
Δ【通讯作者】王昕（１９５９—），男，主任医师，Ｅｍａｉｌ：ｗｘ８７８５３＠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３９ ·皮肤性病学·

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对生殖器疱疹患者的疗效
及情绪状态的影响
刘静１　王文佳２　李娅１　许萌萌１　王昕１Δ

１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性病科，北京 １０００１６
２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１６

【摘　要】　目的：研究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对生殖器疱疹患者的疗效及情绪状态的影响。方法：选取
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清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诊治的４２４例生殖器疱疹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平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２例患者。研究组患者予以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治疗，对照组患
者予以泛昔洛韦治疗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情绪状态和免疫功能变化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结果：研究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８１％（２０８／２１２），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９０６％（１９２／２１２），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分别为（２２５７±５２２）分、（２１５５±５２９）
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３０６６±７５９）分、（２８７８±６３８）分，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分别为（６０２１±４３３）％、（４２２７±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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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０１２）％，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５３２８±３８４）％、（３７８８±４０２）％、（１０８±０１４）％；而 ＣＤ８
＋水平为（３０４７±３２５）％，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３５２４±４１８）％，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恶心、食欲不振、乏力和肝肾功能异常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相比不明显，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治疗生殖器疱疹具有显著效果，能够有效改善患者情
绪状态，提高免疫功能，安全性较佳，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生殖器疱疹；泛昔洛韦；四妙丸；情绪状态；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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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ＡＳａｎｄＳＤＳ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２２５７±５２２）ａｎｄ（２１５５±５２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３０６６±７５９），（２８７８±６３８），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６０２１±４３３）％，（４２２７±３５６）％ ａｎｄ（１３７±０１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５３２８±３８４）％，（３７８８±４０２）％ ａｎｄ（１０８±０１４）％，
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Ｄ８＋ｌｅｖｅｌ（３０４７±３２５）％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３５２４±４１８）％，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ｏｒｅｘｉａ，ｆａｔｉｇｕｅａｎｄａｂ
ｎｏｒｍａｌｌｉｖｅｒ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Ｓｉｍｉａｏｐｉｌｌｓ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
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Ｓｉｍｉａｏｐｉｌｌ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生殖器疱疹主要是指由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导致的第二代
性传播疾病，一旦感染该病患者便会终生携带病毒，并且反复

发作，从而给患者及其家属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影响［１］。因

此，给予患者有效的治疗尤为重要。多年来，临床上西医治疗生

殖器疱疹主要以阿昔洛韦为主，该抗病毒药物具有显著的近期

疗效，然而无法有效降低病情复发率，长期服用该药会使患者

治疗依从性下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２］。而泛昔洛韦属于开链

式鸟苷衍生物，具有较高的生物利用度，可以有效抑制疱疹病

毒合成［３］。随着近年来中医药在临床上的应用逐渐广泛，中医

治疗生殖器疱疹开始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四妙丸作为中药，

具有不良反应较少、安全性较高的特点。目前，临床上关于泛昔

洛韦联合四妙丸治疗生殖器疱疹的研究并不多见。为此，本研

究通过探讨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对生殖器疱疹患者的疗效及

情绪状态的影响，旨在为临床治疗生殖器疱疹提供一种有效手

段。现将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我院诊治的４２４例生殖器
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研究

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１２例患者。其中，研究组男性患者１３５例，
女性患者７７例，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５５岁，年龄（３０２４±４５２）
岁；病程范围５个月～３年，病程（１０２±０４２）年。对照组男性
患者 １３９例，女性患者 ７３例，年龄范围 ２１岁 ～５４岁，年龄
（３０２０±４５０）岁；病程范围６个月 ～３年，病程（１０３±０４２）
年。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病程等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１）年龄≥１８岁；（２）所有患者均符合《性病防

治手册》［４］中制定的相关诊断标准；（３）入院前１５ｄ内未接受任
何治疗；（４）临床病历资料完整；（５）无精神系统疾病或交流沟
通障碍。排除标准：（１）合并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严重障碍者；
（２）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者；（３）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４）妊娠
期或哺乳期妇女。两组患者均已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入院后予以泛昔洛韦（四川明欣药业有限公

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０４５）口服治疗，使用剂量为
０２５ｇ／次，３次／ｄ。叮嘱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注意休息，禁用烟
酒，避免摄入辛辣和刺激性食物，尽量避免性生活，必要时采用

安全套。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四妙丸（吉林紫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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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Ｚ２２０２４９６０）治疗。其
中，四妙丸方药组成如下：苍术和牛膝各１２５ｇ，黄柏（盐炒）和薏
苡仁各２５０ｇ。６ｇ／次，２次／ｄ。两组患者均以１２ｄ为１个疗程，
连续治疗３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情绪状态变化情

况和免疫功能变化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患者情绪状

态主要通过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和抑郁自评量表（ＳＤＳ）予以评
估［５］。２种量表分别包含２０个项目，其中 ＳＡＳ每个项目得分１
～４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焦虑程度越严重；ＳＤＳ每个项目得分
１～３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抑郁程度越严重。免疫功能指标主
要包括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检测方式如下：分
别于治疗前后采集两组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３ｍｌ，采用淋
巴细胞分离液制取淋巴细胞悬液，予以间接免疫荧光染色，最

后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法进行测定，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

１４　疗效评价
临床疗效主要根据《性病防治手册》中所制定的标准进行

判定：（１）痊愈：皮损和临床症状彻底消失；（２）好转：皮损消失
≥２０％，症状有所好转；（３）无效：皮损消失 ＜２０％，症状无好
转，甚至加重。总有效率 ＝（痊愈人数 ＋好转人数）／总人数 ×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χ２检

验、ｔ检验，用“［ｎ（％）］”表示计数资料，用“（珋ｘ±ｓ）”表示计量
资料。Ｐ值＜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研究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２１２ １７２（８１１） ３６（１７０） ４（１９）ａ ２０８（９８１）ａ

对照组 ２１２ １６４（７７４） ２８（１３２） ２０（９４） １９２（９０６）

χ２值 — ０９１８ １１７８ １１３０７ １１３０７

Ｐ值 — ０３３８ ０２７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治疗前两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
治疗前，研究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３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各项免疫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而ＣＤ８＋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治疗前两组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ＤＳ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２１２ ４２４２±１０１７ ２２５７±５２２ａ ３８９２±９７５ ２１５５±５２９ａ

对照组 ２１２ ４２４９±１０２２ ３０６６±７５９ａ ３８９６±９７２ ２８７８±６３８ａ

ｔ值 — ００７１ １２７８７ ００４２ １２７０２

Ｐ值 — ０９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６６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各项免疫指标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研究组（ｎ＝２１２） 对照组（ｎ＝２１２） ｔ值 Ｐ值

ＣＤ３＋（％） 治疗前 ４８３２±３７２ ４８２８±３７４ ０１１０ ０９１２

治疗后 ６０２１±４３３ａ ５３２８±３８４ａ １７４３５ ００００

ＣＤ４＋（％） 治疗前 ３６３８±３０１ ３６４２±３０２ ０１３７ ０８９１

治疗后 ４２２７±３５６ａ ３７８８±４０２ １１９０４ ００００

ＣＤ８＋（％） 治疗前 ３５０１±２３１ ３４９７±２２８ ０１７９ ０８５８

治疗后 ３０４７±３２５ａ ３５２４±４１８ １３１１７ ００００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１０４±００７ １０４±００８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治疗后 １３７±０１２ａ １０８±０１４ ２２９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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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恶心、食欲不振、乏力和肝肾功能异常发生率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不明显，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恶心 食欲不振 乏力 肝肾功能异常

研究组 ２１２ ６（２８） ７（３３） ８（３８） ３（１４）

对照组 ２１２ ８（３８） ９（４２） １１（５２） ５（２４）

χ２值 — ０２９５ ０２６０ ０４９６ ０５１０　

Ｐ值 — ０５８７ ０６１０ ０４８１ ０４７５　

#

　讨论
生殖器疱疹主要是由 ＨＳＶ２型病毒感染所导致的一种常

见性传播疾病［６７］。该病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从而会对患者

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而心理压力又会对免疫功能产生影响，

进一步增加了该病的复发风险［８９］。目前，临床上主要采用泛

昔洛韦予以治疗，然而单纯的西药治疗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且

具有毒副作用较大的缺陷［１０１１］。而中医认为：生殖器疱疹主要

病机为机体内蕴湿热，由于不洁性交导致毒邪入侵，湿热毒邪

结合于肝胆二经，并下注二阴而致疱疹［１２１３］。反复发作者均是

因为热邪伤阴、肝脾肾损害，从而使得湿热内困导致。因此，临

床上主要治疗目标包括清热、解毒、利湿、祛邪［１４１５］。

本研究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此与刘建东等［１６１７］的报道一致，表明了泛昔洛韦与四妙丸

联合应用于生殖器疱疹患者中疗效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四

妙丸方药中的黄柏具有苦寒燥湿清热、直达下焦的功效；苍术

具有苦温燥湿健脾的功效；牛膝具有补肝肾、强筋骨和通血脉、

利关节的功效；薏苡仁具有除痹排脓和解毒散结的功效。诸药

共用，可达清热、解毒、利湿的功效。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这说明燥湿健脾泛昔洛韦与四妙丸联合治疗生殖器疱

疹，可以显著改善患者情绪状态，有利于维持患者心理健康。究

其原因，可能是与四妙丸具有利尿、镇痛作用和有利于改善患

者临床症状有关，从而有效缓解了患者因各种临床症状引发的

紧张、恐惧等负性情绪。此外，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而ＣＤ８＋水平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泛昔

洛韦与四妙丸联合应用于生殖器疱疹患者治疗，可以有效提高

患者的免疫功能。分析原因，可能与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在治

疗过程中具有的协同作用有关。与此同时，泛昔洛韦联合四妙

丸治疗的主要机制可能与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有关，这也为今后

的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可以通过改善患者免疫功能，进一步

达到提高临床治疗效果的目的。本文结果还显示，研究组患者

恶心、食欲不振、乏力以和肝肾功能异常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

相比，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泛昔洛韦联合四妙丸

治疗生殖器疱疹不会增加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具有较好的安

全性。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四妙丸属于中药，具有降低药物不

良反应的特点。

综上所述，泛昔洛韦与四妙丸联合应用于生殖器疱疹的治

疗中效果明显，可以有效改善患者情绪状态，增强免疫功能，具

有较好的安全性，临床推广应用价值较高，可以作为临床上治疗

生殖器疱疹的首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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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酸咪康唑与制霉素治疗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的
疗效观察及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晓娟　李冰琳　王聪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３

【摘　要】　目的：探讨硝酸咪康唑与制霉素治疗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的疗效及对患者性生活质量
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西安市中心医院收治的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１２０
例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药物的不同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６０例患者。研究组患者采用硝酸
咪康唑治疗，对照组采用制霉素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及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采用不同的

药物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６７％，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０％，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８３％，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１６７％，研究组
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分娩后均出现了携带真菌的新生儿，新生儿
真菌携带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无明显区别（Ｐ＞００５），治疗后研
究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硝酸咪康唑和制霉素对于妊娠合并念珠菌
性阴道炎患者都有良好的治疗效果，硝酸咪康唑可以有效降低治疗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还可以提高患者

的性生活质量，更加安全有效，值得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　硝酸咪康唑；制霉素；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疗效；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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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ｎｉｔｒａｔｅ；Ｍｙｃ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ｉｔｈＣａｎｄｉｄａｌ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念珠菌性阴道炎是一种由念珠菌导致的机会性真菌感染，
处于妊娠期的妇女由于自身抵抗力下降，阴道粘膜容易发生水

肿和充血，上皮细胞组织中内糖原积聚，在阴道杆菌的作用下

变成乳酸，增加了乳酸的含量，导致阴道内的酸碱度发生变

化［１］。同时，妊娠期妇女的雌二醇水平明显升高，容易诱发糖

耐量出现异常，在这种情况下念珠菌的繁殖就会加快，进而导致

念珠菌性阴道炎的发生。尤其在妊娠的中期和晚期更容易患有

念珠菌性阴道炎［２］。目前，治疗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通常

采用阴道局部用药，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能够保证孕婴安

全。本研究分别采用硝酸咪康唑与制霉素治疗妊娠合并念珠菌

性阴道炎患者，分析其治疗效果及其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以为临床用药提供一定的参考。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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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我院收治的妊娠合并念
珠菌性阴道炎患者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药物的不同将
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每组６０例患者。纳入标准：所有
患者均符合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临床诊断标准，具有外阴

瘙痒、肿胀、灼热等症状，部分患者还存在尿痛、尿频；妇科检查

结果显示，患者阴道黏膜和小阴唇内侧覆盖有白色膜状物，白

带呈凝乳或豆腐渣状且比较粘稠，黏膜局部存在糜烂、充血等

情况；阴道分泌物镜检能够发现假菌丝和念珠菌芽孢等病原

菌；不存在阴道出血、腹痛等症状，没有早产、习惯性流产史。排

除标准：患者存在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以及肾、肝等系统疾

病，有咪唑类药物和其他研究用药的过敏史。

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６岁 ～３７岁，年龄（３０２±２０）岁，
体重范围４９～７２ｋｇ，体重（５７４±３９）ｋｇ，孕龄范围１４～３０周，
孕龄（２１３±３１）周。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５岁，年龄
（２８３±１６）岁，体重范围５０～７４ｋｇ，体重（５８２±４５）ｋｇ，孕龄
范围１３～３１周，孕龄（２２３±２７）周。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
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硝酸咪康唑治疗，每晚临睡前使用２％ ～

４％的苏打水对外阴进行冲洗，之后将硝酸咪康唑栓（西安杨森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商品名为达克宁栓）放置于阴道的后穹窿，

每次使用１枚，连续用药３ｄ。对照组采用制霉素治疗，每晚临
睡前使用２％～４％的苏打水对外阴进行冲洗，之后将制霉素片
（国药准字号：Ｈ３１０２０６３９，由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生产）１０万
ｕ放置于阴道的后穹窿，连续用药３ｄ［３］。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禁
止性生活。此外，如果发现阴道流血异常、胎膜早破、胎盘前置

或者流产、早产等征兆，应当立即停止用药［４］。

１３　观察指标
采用不同的药物进行治疗，在治疗３ｄ后进行复查，比较两

组患者的治疗效果、不良反应发生率、新生儿真菌携带率和性

生活质量。患者的疗效判断标准如下：（１）治愈：患者的临床症
状消失，妇科检查和阴道分泌物检查结果正常。（２）显效：患者
的临床症状和妇科检查结果明显好转，阴道分泌物检查没有发

现病原菌。（３）好转：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妇科检查结果好转，阴
道分泌物检查发现病原菌。（４）无效：患者的临床症状、妇科检
查、阴道分泌物检查没有好转［５］。以治愈和显效统计患者的治

疗有效率。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发生外阴灼烧、瘙痒和阴道刺

激等不良反应的情况。在妊娠结束第５个月后，采用女性性功
能调查问卷（ＰＳＦＩ）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调查，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性生活质量，具体包括性欲、阴道润滑、性满足、性

高潮等指标，分值越高表明患者的性生活质量越好［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测，以“珋ｘ±
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采用不同药物进行治疗后，研究组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

效率没有明显的区别，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６０ ４８（８００）１０（１６７） ２（３３） ０（０） ５８（９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４４（７３３）１３（２１７） ３（５０） ０（０） ５７（９５０）

χ２值 — 　 ３２０７　 ２１５３　 １７４３ ０ 　 １９６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发生外阴灼烧、瘙痒和阴道刺激不良反

应的例数低于对照组患者，前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外阴灼烧 瘙痒 阴道刺激 发生率

研究组 ６０ ２（３３） １（１７） ２（３３） ５（８３）

对照组 ６０ ４（６７） ３（５０） ３（５０） １０（１６７）

χ２值 — ４０２１ ３９２６ １７８５ 　 ４５４６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新生儿真菌携带率比较
两组患者分娩后均出现了携带真菌的新生儿，新生儿真菌

携带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分娩出的新生儿真菌携带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分娩方式 携带真菌 携带率

研究组 ６０ 阴道分娩 ３（５０） ５（８３）

剖宫产　 ２（３３）

对照组 ６０ 阴道分娩 ４（６７） ７（１１７）

剖宫产　 ３（５０）

χ２值 — — — 　 ２０６３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区别，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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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性欲 阴道润滑 性满足 性高潮

研究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２３±０４１ １３５±０３９ １２５±０３４ １２０±００４

治疗后ａ ２８６±０８２ａｂ ２７４±１３７ａｂ ３８５±１５１ａｂ ２５８±３２５ａｂ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２１±０４３ １３３±０４１ １２４±０３６ １２１±００５

治疗后ａ ２５２±０８７ａ ２０８±１３２ａ ３１２±１５３ａ １９４±２３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不同组之间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念珠菌性阴道炎是一种常见的生殖道感染疾病，有关研究

显示，２０％的健康女性阴道内会寄生白色念珠菌［７］。尤其是妊

娠期的女性，由于身体的部分机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使其

阴道内的环境改变导致菌群失调，加上免疫力降低，很容易使

念球菌在阴道内迅速的生长和繁殖，进而引发阴道炎。有关研

究表明，女性在妊娠期的念珠菌性阴道炎发病率是非妊娠期的

３倍以上［８］。该病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外阴和阴道瘙痒，白带呈

凝乳或豆腐渣状且比较粘稠，黏膜局部存在糜烂、充血、水肿等

现象，而且病情很容易反复发作，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

康造成严重影响，甚至还会造成胎膜早破、早产、流产等情况的

发生，因此一定要及时发现和治疗［９］。临床上对于有明显症状

的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通常会应用抗真菌药治疗，但

是，为了避免和减少药物对胎儿造成影响，孕妇一定要禁止口

服抗念珠菌制剂，应当首先考虑使用阴道栓或片剂置于阴道的

后穹窿直接作用于病原菌进行局部治疗［１０］。对于多种病理和

生理期的阴道感染，将药物直接放置阴道后穹隆位置，可以在

局部产生比较高的药物浓度，从而直接作用于患者的病原菌，

起到抗菌消炎的作用［１１］。同时，在此过程中药物直接经过粘膜

吸收入血，避免肝脏发生首过效应。其中，应该注意的是孕周小

于１２周的患者不要采用阴道用药，因为有流产的危险［１２］。

硝酸咪康唑栓是一种以硝酸咪康唑为主要成分的化学合

成药物，可以增加细胞膜的通透性，抑制细菌的增长和繁殖，具

有良好的抗真菌药性［１３］。硝酸咪康唑不容易被人体的皮肤、肠

道、黏膜吸收，可以重复使用，是美国ＦＤＡ规定的围生期Ｂ类药
物，能够对妊娠女性使用。在阴道局部用药后，可以使其有效浓

度迅速达到峰值，并且在用药后８ｈ仍有９０％的硝酸咪康唑可
以发挥作用，在临床治疗念珠菌性阴道炎上具有很好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且使用方便，是目前临床上的首选药物［１４］。制霉素

是一种多烯类抗真菌药，可以增加细胞膜的通透性，对念珠菌

具有很强的活性，具有广谱抗真菌作用［１５］。其主要作用机制是

与真菌细胞膜上的特异甾醇结合后，破坏原生质膜，改变细胞

的通透性，使细胞的内容物外漏而死亡，进而杀死真菌。局部外

用制霉素时，不会被皮肤和黏膜吸收，也是美国 ＦＤＡ规定的围
生期Ｂ类药物，对于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使用方便、安全有效，
同时能够对妊娠女性使用［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为９６７％，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为９５０％，两
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硝酸咪康唑和制霉素
对于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都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８３％，对照组患者为
１６７％，研究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这表明对于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使用硝酸咪
康唑治疗更加安全。

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在分娩时，不论采取阴道分

娩或者剖宫产，都可能导致新生儿感染念珠菌，引发口腔念珠

菌、肛门念珠菌等疾病。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分娩后新

生儿的携带真菌率为８３％，对照组为１１３％，两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对于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
使用硝酸咪康唑和制霉素治疗都可以有效降低新生儿的携带

真菌率［１７］。念珠菌性阴道炎会导致孕妇产生许多不适的症状，

患者在产后还会出现一些心理压力，造成情绪波动，明显降低生

活质量。其中，性生活质量就是其中比较关键的内容，许多患者

会存在心理障碍，导致性生活冷淡，不易得到满足［１８］。本研究

结果表明，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无明显区别（Ｐ＞
００５），治疗后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研究组患者的性生活
质量明显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由此说明，采用硝酸咪康唑
可以更好地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对于妊娠合并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通过对患者

阴道局部给予硝酸咪康唑和制霉素进行治疗均具有很好的治

疗效果，使用方便，并且能够显著降低新生儿的真菌携带率。而

采用硝酸咪康唑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减少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治疗效果更加安全有效，值得进一步推广

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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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酸扩增试验在淋病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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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淋病是一种由淋病奈瑟菌感染引起的性传播疾病，临床表现主要为泌尿生殖道感染，如不及
时诊断和治疗往往会引起严重的并发症。实验室的检测在淋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

来，随着ＰＣＲ技术的迅速发展，快速、敏感、特异性高的核酸扩增试验已经成为实验室检测的重要手段。本文
就核酸扩增试验在淋病诊断和治疗后诊断的最新研究进展加以综述，期盼能够为淋病的诊疗提供新的方法。

【关键词】　淋病；核酸扩增试验；淋球菌；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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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病是一种由淋病奈瑟菌（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ＮＧ）感染
引起的性传播疾病，近年来世界淋病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其发

病率居我国性传播疾病第二位，罹患该病的患者逐年呈直线增

多趋势，成为性病的主要发病病种［１］，发病率在 ３０／１０万左
右［２］。淋病发病率高、社会危害性大，感染后若不及时治疗，可

以伴发多种合并症。其临床主要表现为泌尿生殖系统化脓性炎

症（尿道炎和宫颈炎），早期诊断与治疗是控制淋病传播的关

键。但是，大多数女性感染淋球菌后无明显泌尿系统症状，不能

及时接受诊断和治疗，继而引起盆腔炎症性疾病、异位妊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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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等严重并发症。据统计，大约有１５％的淋病女性患者发生输
卵管阻塞和不孕；男性患者则由于未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而

导致附睾炎、尿道狭窄、不育等严重并发症；新生儿淋菌性结膜

炎则会引起新生儿失明［３］。有关研究［４］发现，５％ ～２０％的男
性和６０％的女性感染者呈现无症状感染，女性无症状感染者的
大量存在增加了淋病传播的风险，同时延误了及时治疗的时

机，更容易导致并发症，引起不孕、异位妊娠等不良后果。国外

对于＜２５岁有性生活的育龄妇女及有感染风险的高龄女性推
荐每年进行淋病筛查，我国尚无明确规定［５］。实验室的检测对

于淋病的诊断、治疗和有效控制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

常用的实验室检测方法有直接涂片法、核酸扩增试验（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ＮＡＡＴ）、分离培养和快速抗原检测法等，
细菌培养检测法仍然是ＮＧ临床检测的金标准。由于 ＮＧ在人
体外抵抗力极弱，且随着ＮＧ耐药性的逐年提升，使得 ＮＧ培养
日趋困难，同时传统方法均不同程度存在着漏检现象。随着分

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快速、敏感的ＮＡＡＴ在淋病的诊断和治疗
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就近年来ＮＡＡＴ在淋病诊断
和治疗后诊断加以概述，期盼能够为淋病的诊疗提供新的方

法。

!

　
*++,

在淋病诊断中的应用

在淋病常用的实验室检测方法中，直接涂片法具有简便、

快捷、直观的优点，但是其阳性检出率较低，尤其是症状轻微的

女性患者检出率更低，同时对检测者的技术和经验要求很

高［６］。快速抗原检测法同样也存在着检出率低的情况。细菌

培养法依然是诊断ＮＧ感染的金标准，但 ＮＧ培养条件苛刻，不
少患者在就诊前接受过非正规的抗生素治疗，增加了细菌培养

的难度，加之报告时间长难以被患者接受等，这些缺点使得该

方法的临床推广应用受到制约，但细菌培养法可以同时检测

ＮＧ对于抗生素的敏感性，能够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ＮＡＡＴ是
一种非培养检测方法，操作简单，出结果较快，对标本的留取亦

无太高的要求。传统的ＮＧ检测主要采集泌尿生殖道分泌物为
标本，会给患者带来取样痛苦，降低了其检测意愿［７］，而 ＮＡＡＴ
是一种可同时检测泌尿生殖道分泌物和尿液标本的非侵入性

检查方法，不仅减轻了患者痛苦，也减少了临床医生的工作

量［８］，同时还可以检测出存活细菌和死细菌，即便患者接受抗

生素检查也可以诊断出来［９］。在临床实际应用中，初次感染或

反复感染急性期可以选择 ＮＡＡＴ与培养法同时进行检测，临床
症状不典型或抗生素治疗效果观察亦可以选择 ＮＡＡＴ［１０］。
ＮＡＡＴ主要包括常规ＰＣＲ、ＤＮＡ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ＲＴＰＣＲ）和 ＲＮＡ实时荧光恒温扩
增检测法（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Ｔ），其中ＳＡＴ
法的阳性检出率高于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１１］。王彦彬等［８］的研

究发现，ＳＡＴ检测灵敏度为１０００％，特异度为９８２％。与常规
ＰＣＲ相比，ＲＴＰＣＲ无需后续处理。此外，整个检测过程中仅需
要在加样时开盖，其余时间可以保持密闭操作，因而在简化操

作流程的同时还可以降低因污染物的原因造成的假阳性概

率［１２］。ＮＡＡＴ检测出 ＮＧ的敏感性高达９９％，在女性患者中，
尿液 ＮＡＡＴ敏感性比阴道和宫颈拭子低１０％［１３］；在男性患者

中，首段尿标本与尿道拭子的敏感性相当，甚至在某些情况下

更优，更易于采集［１４］。ＮＡＡＴ检测法是针对细菌的 ＤＮＡ或者
ＲＮＡ进行检测，因此它能够克服标本过少的问题。宋潇等［１５］

的研究发现，采用ＰＣＲ检测法阳性率为７３１％，细菌培养法为
４４８％，直接涂片法为１７９％。其中，ＰＣＲ检测法阳性检出率
明显高于其他检测方法，可以作为临床慢性淋病的首选检查方

法。韦敏等［１６］的研究也发现，ＲＴＰＣＲ法的阳性检出率
（９７９％）明显高于培养检测法的阳性检出率，与培养检测法阳
性比较，在检测线性范围、检测重复性、检测灵敏度、检测特异性

和检测试剂稳定性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受检测标本类

型影响较小。

淋病经常合并有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
沙眼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的感染。国内的研究［１７］

发现，４０７例淋病患者混合ＵＵ和（或）ＣＴ感染１４６例，混合感染
率达３５９％，而ＵＵ、ＣＴ感染患者症状较轻或无症状。因此，当
淋病患者混合ＵＵ、ＣＴ感染时，ＵＵ、ＣＴ容易被漏诊而延误治疗。
ＲＴＰＣＲ检测通常扩增不同目的 ＤＮＡ片段，可以同时检测多种
病原微生物［１８］。国内已经成功建立了针对 ＮＧ、ＵＵ、ＣＴ的多重
ＲＴＰＣＲ法检测方法，多重ＲＴＰＣＲ法灵敏度为１００％，３种病原
体检测特异性均高于９８５％；同时，１份标本同时可以检测３种
病原体，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率，对提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和

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要意义［１９］。

标准的ＮＡＡＴ是运用ＡｐｔｉｍａＣｏｍｂｏ２（ＡＣ２）转录介导的扩
增分析法（ＨｏｌｏｇｉｃＧｅｎＰｒｏｂｅ，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ＣＡ），在 ＴｉｇｒｉｓＤＴＳ系
统（Ｈｏｌｏｇｉｃ，ＳａｎＤｉｅｇｏ，ＣＡ，ＵＳＡ）中对第一段尿标本及宫颈、尿
道及阴道拭子进行 ＮＧ和 ＣＴ的检测［２０２１］。Ｒｉｃｅ等人认为，
ＮＡＡＴ和细菌培养需要留取所有可能发生 ＮＧ的粘膜样本，甚
至包括血培养、关节滑液、脑脊液和皮肤破损部位［２２］。相对于

培养法，ＮＡＡＴ的标本选取范围广，但在一些身体部位的 ＮＧ感
染检测中受到限制。口咽中存在共生奈瑟菌，因此用 ＮＡＡＴ检
测口咽部 ＮＧ感染可能会出现假阳性结果。近年来，在使用
ＰＣＲ技术上衍生的新技术反向线点杂交技术检测时，ＮＧ的特
异性检测探针只与ＮＧ杂交，不与脑膜炎奈瑟氏菌杂交，避免了
假阳性的发生［２３］。

虽然ＮＡＡＴ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准确和快速的特点，
但是此种方法容易出现假阳性结果，对实验室环境要求高，操作

过程中一定要特别仔细认真，严格按照 ＰＣＲ标准操作程序实
施，制定有效的防污措施，杜绝残留污染和样品间扩增序列交叉

污染；同时，实验全过程必须设立阴阳性对照，严防假阳性和假

阴性。此外，考虑到试剂和仪器设备都比较昂贵，临床上应当根

据患者需要加以选择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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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淋病治疗后诊断中的应用

从８０年前开始使用抗生素治疗 ＮＧ到现在，ＮＧ逐渐对青
霉素类、四环素类、喹诺酮类，甚至头孢菌素类抗生素产生了耐

药性，ＮＧ的抗药性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公共健康问题之一［２４］，尤

其是多重耐药已经成为淋病防治的一个难点。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
年，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淋球菌微生物药物监测规划发现，９７％的
国家存在耐药菌株；对阿奇霉素的耐药性不断增加（８１％），且
目前最后治疗手段———超广谱头孢菌素口服头孢克肟或注射

用头孢曲松钠，已经出现耐药性（６６％）［２５］。ＮＧ抗药性的发生
可能与其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即通过变异获得抗药性或降低药

物治疗效果有关［１５］。许多研究认为，ＮＧ对氟喹诺酮类药物耐
药性的发生主要与 ｇｙｒＡ和 ｐａｒＣ基因 ＱＲＤＲ区突变密切相关，
其中ｇｙｒＡ基因ＱＲＤＲ区突变是淋病奈瑟菌氟喹诺酮耐药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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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原因，ｐａｒＣ基因突变与 ＮＧ对氟喹诺酮类药物高度耐药有
关［２６］。赵立红［２７］研究中建立的 ＴａｑｍａｎＲＴＰＣＲ方法，可以用
于临床标本中ＮＧｐａｒＣ基因点突变检测，从而快速筛出氟喹诺
酮高水平耐药株。ＮＧ多重耐药性的产生可能与其可传递多重
耐药（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ｍｔｒ）系统有关。许志萍等［２８］

的研究发现，３０株ＮＧ的多重耐药株（对３种及以上药物耐药）
为１１株，多重耐药率为３７％。采用 ＰＣＲ扩增其 ｍｔｒＲ基因发
现，在这３０株菌株中，仅对１种抗菌药物耐药和仅对２种抗菌
药物同时耐药的临床株未发现 ｍｔｒＲ基因突变，因此可以采用
ＮＡＡＴ检测ｍｔｒＲ基因来检测ＮＧ的耐药性从而指导治疗。

在多数国家，淋病患者接受标准治疗后效果较好，因此治

疗性诊断是不被提倡的。见于无症状ＮＧ感染的频发和目前检
测抗生素的抵抗性方法有限，学者建议对咽喉 ＮＧ感染、持续
ＮＧ感染及接受非标准治疗的患者进行治疗性诊断［２９］。２０１２
年，Ｈｊｅｌｍｅｖｏｌｌ等人通过监测接受口服４００ｍｇ头孢克圬的２７名
淋病患者ｐｏｒＡ基因的表达情况，发现７ｄ和１４ｄ后，患者尿道
ＮＧＤＮＡ清除率分别为８４％和１００％［３０］。２０１４年，Ｂｅｙｍｅｒ等人
对１９４名接受头孢菌素类药物治疗的同性恋患者的尿道和肛门
标本的 ＮＧＤＮＡ进行 ＮＡＡＴ检测，发现治疗后７ｄ患者的尿道
ＮＧＤＮＡ清除率为１００％，肛门ＮＧ清除率为９２％［３１］。２０１５年，
Ｂｉｓｓｅｓｓｏｒ等人对接受头孢曲松联合阿奇霉素的１９０名男同性恋
患者的口咽和肛门标本的ｐｏｒＡ和ｏｐａ基因进行检测，发现在口
咽部感染ＮＧ的患者中，７ｄ后 ＮＧＤＮＡ为阳性的患者占比为
１３％，１４ｄ后，仍有８％的患者ＮＧＤＮＡ检测结果为阳性；在肛门
感染ＮＧ的患者中，治疗后７ｄ和１４ｄ淋球菌 ＤＮＡ阳性患者占
比分别为６％和８％［３２］。同年，Ｃａｒｏｌｉｅｎ等人对６２名ＮＧ患者进
行一次性肌肉注射 ５００ｍｇ头孢曲松后 ２８ｄ，发现 ＮＧＲＮＡ和
ＤＮＡ被清除的中位时间均为２ｄ；９５％的患者 ＮＧＲＮＡ和 ＤＮＡ
分别在治疗后６ｄ和９ｄ被清除；不同部位ＮＧ的ＲＮＡ和ＤＮＡ清
除时间亦有所不同，ＮＧＲＮＡ在尿道、肛门和子宫的清除时间分
别为５ｄ、５ｄ和７ｄ，ＮＧＤＮＡ在上述３个部位的清除时间分别为
１５ｄ、４ｄ和８ｄ［３３］。ＲＴＰＣＲ法检测靶标为 ＮＧＤＮＡ，而 ＤＮＡ在
环境中较为稳定，需要２～３周才能彻底分解，因此 ＲＴＰＣＲ法
不能够区分病原体是死菌还是活菌，难以即时判断 ＮＧ治疗效
果。而 ＳＡＴ只检测病原菌体 ＲＮＡ，只有活菌才有完整的 ＲＮＡ
片段，故能够排除患者治疗后病灶处残留ＤＮＡ对检测结果的影
响；ＲＮＡ在环境中极不稳定［８］，病原体死亡后其 ＲＮＡ很快降
解，降解后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可以很好地用于临床疗效评估，

且靶标和扩增产物都是 ＲＮＡ，不易污染，不易出现假阳性［１１］。

综合上述研究结果发现，对于大部分淋病患者，接受标准的头

孢菌素治疗后１４ｄ，可以进行 ＮＡＡＴ检测感染部位 ＮＧＤＮＡ和
ＲＮＡ是否被清除。但是，由于 ＮＧ感染部位的差异和少数患者
短期内复发，ＮＧＤＮＡ和ＲＮＡ的清除时间亦有所不同。由此可
知，我们仍然需要继续探索适宜的 ＮＧ治疗性诊断时间。对于
短期内复发和治疗无效的患者，ＮＡＡＴ不是最佳选择，分泌物
ＮＧ培养依然是最重要的检测手段［３４］。

２０１５年，Ｃａｒｏｌｉｅｎ等人用ＡＣ２转录介导的扩增分析法，分别
对ＥＳｗａｂ标本和标准 ＮＡＡＴ标本进行 ＮＡＡＴ试验，ＮＡＡＴ试验
结果为阳性的标本需要进行延迟的ＮＧ培养。该种方法不仅可
以保持ＮＡＡＴ的高敏感性，也可以延长ＮＧ的体外生存时间，保
证ＮＧ体外培养的有效性［３５］。结果发现，ＥＳｗａｂ样本中的尿液

和尿沉渣的 ＮＡＡＴ与细菌培养结果无明显差异。肛周样本
ＮＡＡＴ为阳性结果的样本，普通细菌培养和用 ＥＳｗａｂ样本细菌
培养的结果大致相同，尿液的一致性相对较低。因此，ＥＳｗａｂ系
统可以对治疗前后的淋病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监测；若治疗后

检测结果为阳性，还可以及时地为临床检验工作者提供有效的

细菌培养标本，为临床医生选择有效的抗生素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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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淋病诊疗中应用的探讨

对于高危或者怀疑患有淋病的患者进行特殊的微生物感

染诊断是有必要的，及时有效的诊断治疗可以降低淋病的并发

症，防止淋病复发和传播。细菌培养和 ＮＡＡＴ是检测 ＮＧ感染
的２种主要手段。由于ＮＡＡＴ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均高于细菌培
养，其具有操作简单、出结果快等特点，从而逐渐取代细菌培养，

成为诊断ＮＧ感染的首选方法。但是，目前在肛门、口咽、结膜
等部位感染的检测仍然只能选用细菌培养法，国际上还未允许

将ＮＡＡＴ用于这些部位的检测，其原因可能与上述部位存在ＮＧ
同类菌属，用高敏感性的ＮＡＡＴ检测容易产生假阳性结果有关。
但是，随着ＰＣＲ技术的不断改进，为上述部位 ＮＧ感染的诊断
提供了可能。同时，在一些人口数量少、经济欠发达的国家，

ＮＡＡＴ的可行性亦受到限制。淋病的患者往往合并有ＵＵ和ＣＴ
的感染，多重ＲＴＰＣＲ法可以同时检测出多种病原微生物，对提
高临床诊断治疗水平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具有重要意义。Ｃａｒ
ｏｌｉｅｎ等人建议，用ＥＳｗａｂ系统保存患者ＮＧ感染部位的标本，以
确保其核酸扩增试验结果为阳性后，可以立即进行 ＮＧ培养。
但是，ＥＳｗａｂ内保存的ＮＧ亦随着时间推移其活性下降，影响了
细菌培养的结果；同时，其实验的标本主要源于尿道、肛门和宫

颈。因此，有必要继续优化 ＥＳｗａｂ系统的培养基，提高 ＮＧ活
性，延长其保存时间，提高ＮＧ的检测率；同时，亦需要继续研究
该种方法在口咽、眼睑等部位应用的可行性。

近年来ＮＧ耐药性的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多重耐药菌的出现
更给淋病的治疗和治疗后诊断带来了困难。新的ＮＡＡＴ技术可以
通过检测不同的基因位点检测出ＮＧ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性，指导
淋病的临床治疗，但是相关的研究较少、耐药性机制不明、不同菌株

耐药性的差异性和变化性较大，可以指导临床治疗的稳定的、特异

的、全面的、创新的ＮＡＡＴ方法仍然有待后续的研究。
目前，对于非复杂性的宫颈、尿道、肛门和咽部的ＮＧ感染，

首选的治疗方案为头孢曲松单次剂量２５０ｍｇ肌肉注射联合单
次口服１ｇ阿奇霉素［３６］。一般来说，非复杂性尿道或肛周感染

ＮＧ患者接受标准治疗后不需要对其进行治疗性诊断，但是，在
接受选择性治疗方案后，咽部感染 ＮＧ的患者，需要在治疗后
１４ｄ接受回访，进行细菌培养或 ＮＡＡＴ。如果 ＮＡＡＴ结果为阳
性，则需要对感染标本进行细菌培养。所有治疗性诊断细菌培养

阳性的患者还需要继续进行药敏试验，ＥＳｗａｂ系统有可能成为一
个不错的选择。迄今为止，关于ＮＡＡＴ监测淋病患者的合理时间
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仍然需要开展更多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明

确淋病患者接受治疗后合理的回访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

究纳入的多数患者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与淋病相关的临床症状。

因此，对于口咽、眼睑等部位存在的感染，无明显临床症状及同时

感染ＣＴ、ＵＵ的患者，如何更有效地运用ＮＡＡＴ进行诊断，如何制
定合理的治疗性诊断监测时间等问题仍然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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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淋病诊疗中应用的展望

ＮＡＡＴ检测ＮＧ具有高敏感性和特异性。但是，由于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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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的复杂性、感染部位的多样性和耐药的严重性，临床上

尚需要开发新的ＮＡＡＴ技术，使其既可以满足同时检测多种致
病微生物，又可以检测全身不同部位 ＮＧ的感染，通过检测 ＮＧ
菌株基因位点的变化确定对不同抗生素的耐药性，以更好地指

导临床治疗。此外，还需要探索合理的诊断性治疗监测时间，为

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提供可靠保障，减少抗生素的滥用，节约

宝贵的医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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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 ＨＰＶ检测在 ＡＳＣＨ结果分流中的作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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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高危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ｒＨＰＶ）检测在不除外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的非典型细
胞（ＡＳＣＨ）分流中的作用，为ＡＳＣＨ病例不同分流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对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济南金域病理室宫颈细胞学判读为ＡＳＣＨ病例的组织学随访结果和 ｈｒＨＰＶ检测结果进行总结分析。
结果：在２４５例有组织学随访结果的ＡＳＣＨ患者中，同时有ＨＰＶ检测结果为６８例９（为ＨＣＩＩ法检测，２９例
为ＨＰＶ分型法检测）。≥５０组活检结果为ＣＩＮ２及以上病变（≥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和 ｈｒＨＰＶ的阳性率均
明显低于２０岁～２９岁组和３０岁～４９岁组。ｈｒＨＰＶ分流后≥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５８８％）与直接阴道镜检
查的检出率（５５９％）相当，但可减少２６５％阴道镜检查。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则明
显降低，仅为３１０％。两例 ＨＣＩＩ法检测 ｈｒＨＰＶ阴性，而活检结果分别为 ＣＩＮ２和 ＣＩＮ３的病例，石蜡组织
ＨＰＶ分型检测均为ＨＰＶ１６阳性。另外，Ｋｉ６７和Ｐ１６免疫组化染色也支持形态学诊断。结论：ｈｒＨＰＶ检测能
明显提高ＡＳＣＨ患者≥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进而能减少阴道镜检查和活检的例数，是临床值得考虑的分流
方法。

【关键词】　高危人乳头状瘤病毒；ＡＳＣＨ；分流；阴道镜检查；活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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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ｄ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ｉａ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ＡＳＣＨｃａｓ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ｆｏｌ
ｌｏｗｕｐａｎｄｈｒＨＰＶ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ＣＨ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３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ａ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ＪｉｎａｎＫｉｎｇＭ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ｉｅｖ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２４５ＡＳＣＨｃａｓｅｓｗｈｏｈａｄｈｉｓ
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ｒｅｓｕｌｔｓ，６８ｈａｄＨＰＶｔｅｓ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３９ｆｏｒＨＣＩＩ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２９ｆｏｒＨＰＶ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ＩＮ２ｏｒｗｏｒｓｅ（≥ＣＩＮ２）ａｎｄｔｈｅｈｒ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５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ｅｒｅ
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２０２９ｙｅａｒａｎｄ３０４９ｙｅａｒ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ｔｒｉａｇｅｂｙｈｒＨＰＶ，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ｏｆ≥ＣＩＮ２（５８８％）ｗａｓ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５５９％）ｉｎＡＳＣＨ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ｔｅｓｔｗａ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ｂｙ２６５％．Ｗｉｔｈｔｒｉａｇｅｂｙ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ＩＮ２
ｗａｓｏｎｌｙ３１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ｍｕｃｈ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ｉａ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ｉｔｈｈｒＨ
ＰＶ．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ＨＣＩＩ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ＣＩＮ２ａｎｄＣＩＮ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ＨＰＶ１６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ｉｎｐａｒａｆｆ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ｏｔｙｐｉｎｇ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ｉｔｈＫｉ６７ａｎｄＰ１６ａｌｓｏ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ｒＨＰＶｔｒｉａｇｅ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ＩＮ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ｃａｓｅｓｆｏｒ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ＳＣＨ，ｓｏｉｔｉｓａｈｉｇｈｌｙｕｓｅｆｕｌｔｒｉ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ＡＳＣ
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ｒＨＰＶ）；ＡＳＣＨ；Ｔｒｉａｇｅ；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Ｂｉｏｐｓｙ

　　非典型鳞状细胞，不除外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ａ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ｓｃａｎｎｏ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ＨＳＩＬ，ＡＳＣＨ），是形态学改变提示
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

ｓｉｏｎｓ，ＨＳＩＬ），但尚不能完全满足 ＨＳＩＬ标准的宫颈细胞学判读
分类。ＡＳＣＨ相对少见，虽然有细胞形态学判读标准，但判读
过程中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观察者之间有明显差异，报告率波

动范围也较大，文献报道介于０２％到１１％之间［１４］。

众多研究表明，高危型 ＨＰＶ包括１６、１８等亚型，是女性宫
颈癌的主要致癌因素［５６］。２００６年 ＡＬＴＳ的研究结果显示，
ＡＳＣＨ患者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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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ｒｕｓ，ｈｒＨＰＶ）阳性率高达８４０％；组织学活检结果也显示，ＣＩＮ２
及以上病变（≥ＣＩＮ２）检出率为５８７％［７］。基于此项结果，美国

阴道镜与宫颈病理协会２００６版处理指南［８］和２０１２版指南更
新［９］，均对细胞学判读为 ＡＳＣＨ的病例，建议直接进行阴道镜
检查并活检，而不推荐使用 ｈｒＨＰＶ检测进行分流。而近年来，
国外一些研究均显示，ｈｒＨＰＶ分流，能明显提高 ＡＳＣＨ患者≥
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并同时降低了阴道镜检查和宫颈活检的病
例数，这大大降低了医疗费用，并减少了患者的痛苦［１０１１］。目

前，国内相关研究较少。因此，我们通过对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６年在
济南金域医学检验中心病理室细胞学判读为ＡＳＣＨ的病例，对
其组织学随访结果和ｈｒＨＰＶ检测结果进行分析，旨在为 ＡＳＣＨ
病例不同分流策略的选择提供依据。

!

　材料和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济南金域病理室进行宫
颈癌筛查时细胞学判读为ＡＳＣＨ病例，回顾性分析其组织学随
访结果和ｈｒＨＰＶ检测结果。
１２　细胞学制片和判读

宫颈细胞学取材由各医院和体检中心医师完成。取材后

将标本刷浸没于固定液中，编号后送往济南金域病理室待检。

分别使用两种国产耗材（湖南丽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石家庄

新世纪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或进口耗材（美国豪洛捷公司）机

器制片后，采用巴氏法染色，然后由细胞病理医师阅片。ＡＳＣＨ
判读标准采用２００１年第２版宫颈细胞学Ｂｅｔｈｅｓｄａ系统。
１３　组织病理学检查

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分为：正常或阴性、ＣＩＮ１、ＣＩＮ２／３和
癌。

１４　ＨＰＶ检测
在有ＨＰＶ检测结果的样本中，部分采用了第二代杂交捕获

法（Ｈｙｂｒｉ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ＩＩ，ＨＣＩＩ）检测（美国 ＤＩＧＥＮＥ公司）。该法
能同时检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和６８共
１３型ｈｒＨＰＶ，但不分型，检测到其中任何一种亚型即为阳性。
完成标本变性、与ＲＮＡ探针杂交、捕获、偶联和清洗后，使用碱
性磷酸酶使底物显色，并通过判读光的强弱确定 ＨＰＶＤＮＡ的

含量。标本中检出的ＨＰＶＤＮＡ≥１０８ｐｇ／ｍｌ，比值＞１即为感染
阳性。

另外部分样本采用深圳亚能生物有限公司提供的 ＨＰＶ
ＤＮＡ基因分型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该试剂盒适用于细胞学
标本和石蜡包埋标本。在其检测２３种ＨＰＶ亚型中，包括１７种
高危亚型：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
７３和８２；６种低危亚型：６、１１、４２、４３、８１和８３。其技术原理是：
提取标本中的 ＤＮＡ后，采用 Ｇ５＋／Ｇ６＋共有引物和１０余对亚
型特异性引物，对病毒ＤＮＡ进行ＰＣＲ体外扩增后，运用反向点
杂交相结合的ＤＮＡ芯片技术进行检测，最后通过化学显色判读
结果。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按不同

年龄分组（２０岁～２９岁组、３０岁 ～４９岁组和≥５０岁组）分布，
以及不同分流模式（直接阴道镜检查，ｈｒＨＰＶ分流后阴道镜检
查和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阴道镜检查）进行汇总和分析。计量
资料（年龄）的差异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Ｐｅａｒ
ｓｏｎ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人群一般情况

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６年，细胞学判读为 ＡＳＣＨ且有组织学随访
结果的病例为２４５例。其中，直接阴道镜检查病例为１７７例，年
龄范围２１岁～７５岁，年龄（４３４±９３）岁；同时有细胞学和
ＨＰＶ检测结果，后进行阴道镜检查病例为６８例，年龄范围２２岁
～６５岁，年龄（４１６±１１５）岁。两种分流模式的平均年龄间
没有差别（ｔ＝１１８１，Ｐ＝０２４）。６８例有 ＨＰＶ检测结果的患者
中，３９例为ＨＣＩＩ法检测，２９例为ＨＰＶ分型法检测。
２２　直接阴道镜检查病例组织学结果按不同年龄分布比较

由表１可知，ＡＳＣＨ病例直接阴道镜检查，≥ＣＩＮ２病变活
检阳性率为５５９％。≥５０组（４２６％）组≥ＣＩＮ２病变活检阳性
率要明显低于 ２０组 ～２９组 （５８３％）和 ３０组 ～４９组
（６１３％）。其中，≥５０组和３０组～４９组≥ＣＩＮ２病变阳性率的
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Ｆ＝４６４５，Ｐ＝００３１）。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ＡＳＣＨ患者阴道镜检查并活检结果按不同年龄分布比较

年龄分组

（岁）

阴性

Ｎｏ ％

ＣＩＮ１

Ｎｏ ％

ＣＩＮ２／３

Ｎｏ ％

癌

Ｎｏ ％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２９ ８ ３３３ ２ ８３ １４ ５８３ ０ ００ ２４

３０～４９ ２７ ２５５ １４ １３２ ５３ ５００ １２ １１３ １０６

≥５０ ２５ ５３２ ２ ４３ １８ ３８３ ２ ４３ ４７

Ｔｏｔａｌ ６０ ３３９ １８ １０２ ８５ ４８０ １４ ７９ １７７

２３　ｈｒＨＰＶ检测后阴道镜检查病例组织学结果按不同年龄分
布比较

　　由表２可知，在６８例同时有 ＨＰＶ检测结果的 ＡＳＣＨ病例
中，ｈｒＨＰＶ的总阳性率为７３５％。≥５０组女性ｈｒＨＰＶ阳性率为

５４８％，要明显低于２０组 ～２９组（７９６％）和３０岁 ～４９岁组
（７８０％），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活检结果为≥ＣＩＮ２病变的患
者为４２例，检出率为６１８％。在这些活检阳性的病例中，仅２０
岁～２９岁组和３０岁～４９岁组各有１例 ＨＣＩＩ法检测 ｈｒＨＰ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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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阴性，其余均为阳性。ｈｒＨＰＶ检测阳性的 ＡＳＣＨ患者≥
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为８００％，明显高于 ｈｒＨＰＶ检测阴性患者

的１１１％（Ｆ＝２６５９７，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ＡＳＣＨ患者ｈｒＨＰＶ检测后阴道镜检查并活检结果不同年龄分布比较

年龄分组（岁） ｈｒＨＰＶ感染态 阴性（％） ＣＩＮ１（％） ＣＩＮ２／３（％） 癌（％）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２９ 阴性 １（７１） １（７１） １（７１） ０（０） ３（２１４）

阳性 ０（０） ２（１４３） ９（６４３） ０（０） １１（７８６）

３０～４９ 阴性 ５（１２２） ３（７３） １（２４） ０（０） ９（２２０）

阳性 ３（７３） ２（４９） ２４（５８５） ３（７３） ３２（７８０）

≥５０ 阴性 ４（３０８） ２（１５４） ０（０） ０（０） ６（４６２）

阳性 ３（２３１） ０（０） ４（３０８） ０（０） ７（５３８）

Ｔｏｔａｌ 阴性 １０（１４７） ６（８８） ２（２９） ０（０） １８（２６５）

阳性 ６（８８） ４（５９） ３７（５４４） ３（４４） ５０（７３５）

２４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阴道镜检查并活检病例组织学结果比
按照感染ＨＰＶ不同亚型，分为１６／１８／４５阳性组，其他ｈｒＨ

ＰＶ阳性组，以及ｈｒＨＰＶ阴性组。在２９例有ＨＰＶ分型检测结果
的ＡＳＣＨ患者中，１６例（５５２％）活检结果为≥ＣＩＮ２病变，且

ｈｒＨＰＶ检测均为阳性。但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阳性的患者仅为９例
（３１０％），而其他ｈｒＨＰＶ阳性的患者７例（２４１％）。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ＡＳＣＨ患者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阴道镜检查并活检结果比较

ＨＰＶ不同亚型

感染状态

阴性

Ｎｏ ％

ＣＩＮ１

Ｎｏ ％

ＣＩＮ２／３

Ｎｏ ％

癌

Ｎｏ ％
Ｔｏｔａｌ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 ４ ２６７ ２ １３３ ８ ５３３ １ ６７ １５

其它ｈｒＨＰ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 １０００ ０ ００ ７

阴性 ５ ７１４ ２ ２８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７

Ｔｏｔａｌ ９ ３１０ ４ １３８ １５ ５１７ １ ３４ ２９

２５　不同分流模式≥ＣＩＮ２病变检出率比较
将细胞学诊断为 ＡＳＣＨ的病例，分为直接阴道镜检查，

ｈｒＨＰＶ分流后阴道镜检查和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阴道镜检查
三种分流模式。不同分流模式≥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比较如表
４所示，ｈｒＨＰＶ分流后阴道镜检查≥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与直接

阴道镜检查相当，分别为 ５５９％和 ５８８％（Ｆ＝０１６７，Ｐ＝
０６８３），而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阴道镜检查≥ＣＩＮ２病变的检
出率仅为３１０％，要明显低于直接阴道镜检查（Ｆ＝６１９３，Ｐ＝
００１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种分流模式≥ＣＩＮ２检出率比较

　　　　　分流模式 ＜ＣＩＮ２例数 ≥ＣＩＮ２例数 ≥ＣＩＮ２检出率 ９５％ ＣＩ Ｐ值

直接阴道镜检查 ７８ ９９ ５５９ ４８６～６３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ｒＨＰＶ分流后阴道镜检查 ２８ ４０ ５８８ ４７１～７０５ ０６８３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后阴道镜检查 ２０ ９ ３１０ １４２～４７９ ００１３

２６　２例ＨＣＩＩ阴性病例石蜡组织ＨＰＶ分型和免疫组化检测结
２例活检结果分别为ＣＩＮ２和ＣＩＮ３，而 ＨＣＩＩ法检测时 ｈｒＨ

ＰＶ为阴性的病例，其石蜡组织 ＨＰＶ分型检测结果均为 ＨＰＶ１６
阳性。ＨＥ形态学和免疫组化结果如图１所示。第１例和第２

例ＨＥ切片呈现典型 ＣＩＮ２和 ＣＩＮ３镜下形态；免疫组化 Ｋｉ６７
和Ｐ１６均呈现为强的核和核浆染色膜式，也支持 ＣＩＮ２和 ＣＩＮ３
的形态学诊断。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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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两例活检结果分别为ＣＩＮ２和 ＣＩＮ３，而ＨＣＩＩ法检测时ｈｒＨＰＶ为阴性病例ＨＥ形态学和免疫组化结果。ＡＣ分

别为第１例ＨＥ、Ｋｉ６７和Ｐ１６染色结果；ＤＦ分别为第２例ＨＥ、Ｋｉ６７和Ｐ１６染色结果。比例尺代表长度为４０μｍ

#

　讨论
ＡＳＣＨ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实验室间的报告率

有很大差异。直接阴道镜检查并组织活检，≥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
率从１３０％到６６０％不等［７，１０］。因此，需要寻找一种客观的分

流方式，提高≥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从而减少阴道镜检查和活
检的例数，进而降低费用并减轻病人的痛苦。我们此项研究结

果显示，ｈｒＨＰＶ检测能明显提高 ＡＳＣＨ的≥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
率，是临床值得考虑的分流方法。

本研究结果显示，直接阴道镜检查并活检时，组织学结果

为≥ＣＩＮ２病变的病例，≥５０岁组（４２６％）组活检阳性比例要
明显低于 ２０岁 ～２９岁组 （５８３％）和 ３１岁 ～４９岁组
（６１３％）。分析可能原因在于，≥５０岁女性，已经开始进入绝
经期，雌激素分泌水平开始下降，鳞状细胞不能成熟，胞浆所占

比例逐渐减少。当受到炎症或其他刺激时，细胞核出现不典型，

由于胞浆较少，核浆比较高，就容易过度判读为 ＡＳＣＨ，从而使
≥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和ｈｒＨＰＶ阳性率明显降低。

ＡＳＣＨ病例ｈｒＨＰＶ的阳性率受到判读主观性和年龄影响，
从３３３％到８５６％不等［１，１０１２］。美国Ｍａｇｅｅ医院的数据显示，
ＡＳＣＨ病例的ｈｒＨＰＶ阳性率在２０岁以下女性中为８２４％，后
随年龄增加而显著下降［１２］。在本研究中有ＨＰＶ检测结果的６８
例患者中，≥５０组 ｈｒＨＰＶ检测结果为阴性者所占比例为
４６２％，要明显高于２０岁～２９岁组（２１４％）和３０岁～４９岁组
（２２０％），此结果与 Ｍａｇｅｅ医院的结果相一致。在６８例患者
中，４２例活检结果为≥ＣＩＮ２病变，仅２例ＨＣＩＩ法检测的ｈｒＨＰＶ
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余均为阳性。ｈｒＨＰＶ检测阳性患者≥ＣＩＮ２
病变的检出率为８００％，而ｈｒＨＰＶ检测阴性患者的检出率仅为
１１１％。另外，在≥５０岁组中，４例 ＣＩＮ２／３病例 ｈｒＨＰＶ均为阳
性，而在此组人群，细胞学容易过度判读，ｈｒＨＰＶ检测可能是一
种非常有效的分流方式。

进一步使用基于ＰＣＲ扩增方法的分型试剂盒去检测这两

例ＨＣＩＩ阴性ＡＳＣＨ患者石蜡组织中 ＨＰＶ感染状态，结果显示
均为ＨＰＶ１６阳性。Ｋｉ６７和Ｐ１６的免疫组化染色结果也支持组
织学诊断和ＨＰＶ感染状态。分析ＨＣＩＩ法ｈｒＨＰＶ检测阴性可能
原因，一是取样错误，特别是第１例病灶很小，镜下仅约为一个
视野（２００）倍，取材可能漏掉；另一个原因，由于 ＨＣＩＩ法检测
ＨＰＶＤＮＡ时需要病毒载量大于１０８ｐｇ／ｍｌ，才可以判读为感染
阳性。当取材中病变细胞量少，或者病灶中 ＨＰＶ病毒滴度很
低，也可能会漏检。另两项研究也发现，部分宫颈癌患者 ＨＣＩＩ
法检测 ＨＰＶ阴性，而使用基于 ＰＣＲ扩增的 ＨＰＶ检测方法时，
ＨＰＶ结果呈现阳性［１３１４］。而近些年随着一些基于 ＰＣＲ扩增方
法学的ＨＰＶ检测试剂盒被批准用于临床，ｈｒＨＰＶ检测的敏感性
将会进一步增加，其在ＡＳＣＨ病例分流中的作用价值也将进一
步提高。

本研究中，ｈｒＨＰＶ分流后阴道镜检查并活检，≥ＣＩＮ２病变
的检出率为５８８％，这与直接阴道镜检查并活检的５５９％相
当，但减少了２３５％的阴道镜检查。此结果与Ｘｕ等２０１５年一
项大型Ｍｅｔａ分析结果一致［１０］。此研究结果显示，使用 ＨＣＩＩ法
对ＡＳＣＨ患者进行分流，能将敏感性提高到９３０％［１０］。另一

项研究通过８８５例细胞学判读为ＡＳＣＨ，但ｈｒＨＰＶ检测阴性患
者随访２９个月，仅１４例（１６％）的患者检出了ＣＩＮ２／３病变，且
没有宫颈癌病例检出［１１］。这表明，细胞学判读为 ＡＳＣＨ，如果
ＨＰＶ检测阴性的患者，宫颈≥ＣＩＮ２病变检出率很低，因此可以
只进行ＨＰＶ或细胞学定期随访就可以满足要求，而不需要立即
进行阴道镜检查。

ＡＴＨＥＮＡ研究结果显示，ｈｒＨＰＶ检测并用 ＨＰＶ１６和１８亚
型分流，其对ＣＩＮ３及以上病变的检出率，与单独细胞学筛查的
效率相当［１５］。但是，本研究结果显示，ＡＳＣＨ病例如果使用
ＨＰＶ１６／１８／４５分流，≥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仅为３１０％，这明显
低于ｈｒＨＰＶ分流时的５８８％。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 ＨＰＶ不
同亚型在ＣＩＮ２／３病变中的分布，具有地域的不一致性［１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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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北美，ＣＩＮ２／３病变中ＨＰＶ１６／１８的阳性率分别为６２１％
和６６４％，而在东亚，仅为 ４５３％［１６］。我们的最新研究也显

示，在山东普通女性中，ＨＰＶ１６（１３６％）、ＨＰＶ５２（１１１％）、
ＨＰＶ５８（７７％）、ＨＰＶ５３（６９％）和 ＨＰＶ５１（４７％）依次为最常
见５种ｈｒＨＰＶ亚型，而 ＨＰＶ１８（４６％）仅占第６位［１７］；山东省

女性宫颈 ＣＩＮ２／３病变中，ＨＰＶ１６（５６１％）、ＨＰＶ５８（１５６％）、
ＨＰＶ３３（１２７％）和 ＨＰＶ５２（１０９％）为最常见 ４种 ｈｒＨＰＶ亚
型［１８］。另外，Ｗｅｎｔｚｅｎｓｅｎ等的研究结果［１９］显示，ＡＳＣＨ患者使
用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ＣＩＮ２病变检出的敏感性仅为４７６％，也
明显低于ｈｒＨＰＶ分流的９３５％，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结
果说明，细胞学判读为 ＡＳＣＨ的病例，不适合使用 ＨＰＶ１６／１８／
４５分流，否则会明显降低≥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进而明显降低
ｈｒＨＰＶ分流的价值。

综上所述，细胞学判读为 ＡＳＣＨ的病例，ｈｒＨＰＶ检测分流
能明显提高ＡＳＣＨ患者的≥ＣＩＮ２病变的检出率，因而能减少
阴道镜检查和活检的例数，进而降低费用并减轻病人的痛苦。

是临床值得考虑的分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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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吴青丽（１９９４—），女，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为课程与教学论、学校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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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性教育现状及特点———以
从江县为例
吴青丽　薛跃规△

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摘　要】　目的：了解和调查分析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性教育现状及特点，为开展普及青春期性
教育知识寻找合理途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取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６所中学
８５３名初中生，深入访谈非专业心理咨询师１名，生物学教师３名，其余任课教师４名，中学校长２名。结果：
在被调查的学生中，当问及怀孕后还是否会来月经，回答正确的学生仅占４３２％；有６９７％学生能正确回答
婴儿从阴道出生的；学生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双方都乐意就行的学生占比２９７％，说不清楚的学生占比
４４４％；２０４％的学生在遭遇性侵害时不确定该怎么做或选择不告诉他人。访谈中只有个别教师愿意主动
给学生传授性教育相关知识。结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性教育比较滞后，应重视并加强此地区性教育。

【关键词】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性教育；预防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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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８５３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６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ｉｎＣｏｎｇｊｉａｎｇｂｙｒａｎｄｏｍ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ｗｅｒ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
ｎｏ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ｙ，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ｏｆｏｔｈ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ｎｄ２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ｏｆ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ｏｎｌｙ４３２％ 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ａｓｋ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６９７％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ｋｎｅｗｂａｂｉｅｓｗｅｒｅｂｏ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ｖａｇｉ
ｎａ．２９７％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ｏｐｅｎｔｏ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ｕ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ｅｎｔ；４４４％ 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２０４％ 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ｕｒｅｗｈａｔｔｏｄｏｏｒｋｅｅｐｉｔｓｅｃｒｅｔｗｈｅｎｔｈｅｙ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ａｓｓａｕｌｔ．Ｏｎｌ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ｗｅｒｅ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ｉｓｌａｇｇｉｎｇｂｅｈｉｎｄ，ｓｏ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ｉｓａｒｅ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ｔｈｎｉｃｍｉｎｏｒｉｔｙａｒｅａｓ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Ｊｕｎｉｏ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

　　青春期，有人将之喻为花季，有人将之喻为青春动荡期。青春
期是人类发展的特殊时期，是从依赖性的童年时期发育到独立自主

的成年时期的过渡时期［１］。网络的不断发展推动社会迈向一个新

的台阶，但是一些世人不愿看到的一面也随着网络的普及而逐渐被

人了解，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报告

统计显示［２］：２０１６年被公开报道的案件中涉及的７８８名受害者当
中，年龄最小为２岁。全国大多数省都有对于类似案件的报道，究
其缘由，主要是因为青少年自我保护意识缺乏，以及学校和家长的

对他们的自我防范教育不到位。青少年的性教育问题逐渐受到社

会各界人士和专家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青少年最基本的性教育

知识的普及力度仍然不够。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健康的生活”一节

里提到，中学生的健康包括人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以及良好的社

会适应状态，学习有关青春期生理和保健等知识［３］，中学生的青春

期性教育一般通过生物渗透性教育教学展开，对于我国较发达地

区，由于其文化传播快，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性教育有比较准确的

认识［４］，而对于地处偏远、民风淳厚，少数民族较多地区，其学生的

性教育是否得以重视是本文将要探讨的内容。本研究以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为例，了解贵州偏远地区中学生性教育

现状及特点，为今后在贵州偏远地区开展合适的性教育方案及相关

研究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６所初中７年级 ～９
年级学生和教师为本次调查对象。从江县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接壤，东接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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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侗族自治县，南邻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

县，西连荔波、榕江两县，北靠黎平县，居都柳江中游，距省会贵

阳４５０千米，距州府凯里 ２５２千米，少数民族人数占总人数
９４０％，有其独特的地方风俗与民族特色，典型的活动如游方、
行歌坐夜、姑舅表婚、不落夫家等［５７］。

１２　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整群抽取对从江县６所初中７年级～９年

级学生和教师进行调查。在查阅了有关国内外对中学生青春

期性教育研究的文献［８１４］以及相关报道的基础上，主要参考北

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晶琦教授自行编制的问卷，并结合贵州

省从江县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修改问卷。为了便于研究

的量化统计，此次问卷以选择题为主，最后一题为主观题，学生

可根据内心真实想法填写。问卷采用不记名式自填法，在知情

同意的前提下，由班主任或任课教师组织学生在教室进行问卷

调查，由调研人员现场发放问卷，填写前宣读统一的指导语，为

保证问卷的真实有效性，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答完后当场收

回。教师的访谈为课余时间由调研人员与教师现场面对面进

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软件进行统计处理，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卡方

检验进行数据分析，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运用 Ｅｘ
ｃｅｌ２０１０以及Ｓｉｇｍａｐｌｏｔ１２５软件进行图表的制作。
"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

本次共有８５３名中学生参加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８３７
份，其中男生４６８份（５５９％），女生３６９份（４４１％），有效率为
９８１％，男生略多于女生，学生年龄范围１３岁～１６岁，主要以侗
族和苗族为主，留守儿童略多于非留守儿童；主观题收回有效问

卷１９９份；深入访谈非专业心理咨询师１名，生物学教师３名，其
余任课教师４名，中学校长２名。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被调查学生各项基本情况

　项目 类别 人数（名） 百分比（％）

性别 男 ４６８ ５５９

女 ３６９ ４４１

年级 七年级 ３０１ ３６０

八年级 ２７１ ３２４

九年级 ２６５ ３１７

民族 侗族 ５５６ ６６４

苗族 １６３ １９５

瑶族 ３０ ３６

汉族 ３４ ４１

壮族 ４９ ５９

水族 ４ ０５

土家族 １ ０１

年龄段 １１１２岁 １４ １６

１３１４岁 ３３０ ３９４

１５１６岁 ４６５ ５５６

１７１８岁 ２８ ３３

留守与否 留守 ４８７ ５８２

非留守 ３５０ ４１８

贵州省从江县主要以侗族和苗族为主，此次调查中侗族人

数为５５６人（６６４％），苗族为６３人（１９５％）。对于当地是否
有性教育课程的开设具体情况详见图１。

图１　从江县６所初中７年级～９年级开展性教育的现状

从图１中我们可以看到，有４０９％的学生认为学校是有教
师但是却没有配套的教材的，而占比为３２９％的学生在选项其
他一栏里填写的是有教师有教材，而从我们访谈的各校教师对

于当地的性教育情况，被调查学校仅有两所学校有专门的生物

授课教师，其余被调查学校其生物课皆由其余任课教师代上，而

针对于生物课中人的生殖与发育一章节中，多数代课教师是不

讲授此节内容的，由学生自学。从访谈的情况证明，学生的选择

以及数据不足以反应当地真实的性教育现状。

２．２　学生最希望了解的性相关知识及获取性知识的途径
在学生最希望了解的与性相关的知识里，青春期性生理、性

心理知识，与异性交往礼仪与方式，性健康保健知识以及性道德

知识选择最多。结合选项以及学生的年龄出发考虑，此阶段的

学生处于青少年时期，学生年龄范围１３岁～１６岁，此阶段的学
生对于什么是爱情、如何处理性欲等不太了解，且学校并没有系

统化的进行生殖健康教育等知识。从表２我们可以看出，学生
最想了解的知识当中可以看出中学生青春期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性。一方面以性发育为标志的生理发育已经成熟，而另一方面学

生的自我认同与角色混乱的内心冲突为标志的心理却尚未成熟。

青春期生理成熟提前而心理成熟却严重滞后，这一矛盾冲突的产

生给青少年带来的困惑与矛盾导致青少年迫切需要了解与认知

冲突有关的与性教育相关的知识。具体结果详见表２。而针对
于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最希望获取性知识的途径来看，参
与调查学生中有６２０％的学生仍旧最希望能通过教师讲授来获
取性知识，其次是同伴交流讨论，选择占比５６９％。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启蒙教师，而数据调查显示，仅有３９８％的学生希望通
过家长指导来获取性知识。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学生对性生理知识及性心理调查情况分析

对于青少年是否了解最基本的性生理知识以及在首次遗精

和初潮时的反应，我们做了相关的调查与分析，数据显示，在对于

“思念异性，能否控制自己”上男女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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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以看出，从江县初中生在对于性生理以及性心理的情况不

容乐观，对于基本常识，在调查的人当中，仍有半数及以上的学生

不能正确认识，这显示学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并不具备能够接

受相关知识教育的正确途径。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最希望了解的性相关知识

项目 例数（％）
性别

男（％） 女（％）
χ２值 Ｐ值 差别

青春期性生理、性心理知识 ６９４（８２９） ３６９（７８８） ３２５（８８１） １２４０７ａ ００００ ｃ

与异性交往礼仪与方式 ４９６（５９３） ２６８（５７３） ２２８（６１８） １７４９ａ ０１８６

什么是爱情 ２１６（２５８） １３０（２７８） ８６（２３３） ２１５５ａ ０１４２

处理性欲的知识和方法 ３３７（４０３） １９３（４１２） １４４（３９０） ０４２１ａ ０５１７

性健康保健知识 ５５８（６６７） ３２０（６８４） ２３８（６４５） １３９６ａ ０２３７

性道德知识 ４６７（５５８） ２６７（５７１） ２００（５４２） ０６８０ａ ０４１０

性病及预防、避孕知识 ２７６（３３０） １７１（３６５） ２９７（８０５） ６０９９ａ ００１４

性对人生有何意义 ２４９（２９７） １６２（３４６） ８７（２３６） １２０２９ａ ０００１ ｂ

其他 ８０（９６） ４９（１０５） ３１（８４） １０２２ａ ０３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３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最希望获取性知识的途径

项目 总数ｎ（％）
性别

男ｎ（％） 女ｎ（％）
χ２值 Ｐ值 差别

自己阅读 ３８２（４５６） ２２２（４７４） １６０（４３４） １３８１ａ ０２４０

教师讲授 ５１９（６２０） ２８３（６０５） ２３６（６４０） １０６５ａ ０３０２

家长指导 ３３３（３９８） １６０（３４２） １７３（４６９） １３８８１ａ ００００ ｃ

课堂讨论 ２８５（３４１） １７９（３８２） １０６（２８８） ８３３０ａ ０００４ ｂ

专家讲座 ２３４（２８０） １１６（２４８） １１８（３２０） ５２９９ａ ００２１

同伴讨论交流 ４７６（５６９） ２５４（５４３） ２２２（６０２） ２９１７ａ ００８８

热线 ８８（１０５） ５６（１２０） ３２（８７） ２３７９ａ ０１２３

上网 ２７８（３３２） １７１（３６６） １０７（２９０） ５２９０ａ ００２１

其他 ５０（６０％） ２６（５６） ２４（６５） ０３３０ａ ０５６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４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对性生理及性心理知识的调查情况

项目　　　　选项 总数ｎ（％）
性别

男ｎ（％） 女ｎ（％）
χ２值 Ｐ值 差别

怀孕后还回来月经吗

　会 １００（１１９） ６４（１３７） ３６（９８） １４１９９２ａ ００００   

　不会 ３６２（４３２） １１９（２５４） ２４３（６５９）

　不知道 ３７５（４４８） ２８５（６０９） ９０（２４４）

婴儿由哪里出生

　卵巢 ８５（１０２） ５１（１０９） ３４（９２） １４４１１ａ ０００２  

　肚脐 ７３（８７） ４６（９８） ２７（７３）

　阴道 ５８３（６９７） ３０３（６４７） ２８０（７５９）

　不知道 ９６（１１５） ６８（１４５） ２８（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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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对性生理及性心理知识的调查情况

项目　　　　选项 总数ｎ（％）
性别

男ｎ（％） 女ｎ（％）
χ２值 Ｐ值 差别

你如果有遗精或月经，你会怎么办

　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 ３７（４４） ２６（５６） １１（３０） ３０７８４ａ ００００   

　认为正常，能正确处理 ６５０（７７７） ３３１（７０７） ３１９（８６４）

　自己憋在心里，觉得难以启齿 ２５（３０） １６（３４） ９（２４）

　认为正常，但不知怎么处理 １２５（１４９） ９５（２０３） ３０（８１）

你首次遗精（月经）时的心理反应

　兴奋高兴，觉得自己长大了 １０６（１２７） ６６（１４１） ４０（１０８） ５２４１０ａ ００００ ｂ

　害羞，神秘新奇 ２１１（２５２） １２０（２５６） ９１（２４７）

　自然放松 ２７２（３２５） １６９（３６１） １０３（２７９）

　忧虑、紧张不安，感到厌烦 ２０７（２４７） ７７（１６５） １３０（３５２）

　还未遗精（月经） ４１（４９） ３６（７７） ５（１４）

当你出现思念异性、性冲动、手淫的时候是否能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

　能够 ３１９（３８１） １６７（３５７） １５２（４１２） １１１２４ａ ００１１

　有时能有时不能 ２４４（２９２） １４６（３１２） ９８（２６６）

　不能 ５６（６７） ４１（８８） １５（４１）

　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２１８（２６０） １１４（２４４） １０４（２８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２．４　学生对早恋以及婚前性行为看法的调查分析
学生进入初中以后，各方面逐渐发育，开始步入青春期，对

于异性也开始产生好奇，会对异性产生好感，而学生有时候并

不能正确辨认这种感觉，并将其误认为是喜欢及爱，这就会导

致学生会早恋。在对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的学生对于早恋及
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中，男女生对于早恋的看法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对早恋以及婚前性行为看法的调查情况

项目　　　　选项 总数ｎ（％）
性别

男ｎ（％） 女ｎ（％）
χ２值 Ｐ值 差别

你周围同学中存在“早恋”的现象吗

　较普遍 １８０（２１５） ９４（２０１） ８６（２３３） ２９９９ａ ３９２

　有一些 ５０７（６０６） ２８４（６０７） ２２３（６３１）

　极个别 １０３（１２３） ５９（１２６） ４４（１１９）

　没有 ４７（５６） ３１（６６） １６（４３）

你对于中学生谈恋爱的真实看法，与选项哪种比较接近

　中学生谈恋爱在学习上互相有帮助 １４２（１７０） ７９（１６９） ６３（１７１） ６９２２ａ ０７４

　中学生身心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恋爱 １１４（１３６） ７４（１５８） ４０（１０８）

　中学生各方面尚未成熟不宜恋爱 ５０６（６０５） ２６８（５７３） ２３８（６４５）

　中学生恋爱是错误糊涂的行为 ７５（９０） ４７（１００） ２８（７６）

你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是

　很正常有必要 ８２（９８） ６０（１２８） ２２（６０） ３５７３４ａ ０００   

　双方都乐意就行 ２４９（２９７） １６５（３５３） ８４（２２８）

　是非法行为 １３４（１６０） ５７（１２７） ７７（２０９）

　我也说不清 ３７２（４４４） １８６（３９７） １８６（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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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５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对早恋以及婚前性行为看法的调查情况

项目　　　　选项 总数ｎ（％）
性别

男ｎ（％） 女ｎ（％）
χ２值 Ｐ值 差别

和父母一起观看电视节目时，遇到吻戏或床戏时，父母的反应是

　没有任何反应 １７９（２１４） １１７（２５０） ６２（１６８） ２７７３８ａ ０００   

　立刻换台或者蒙上我的眼睛 １８８（２２５） １０２（２１８） ８６（２３３）

　小时候会有所反应，现在不管了 １４２（１７０） ９７（２０７） ４５（１２２）

　还不等父母反应，我就换台了 ３２８（３９２） １５２（３２５） １７６（４７７）

２５　学生对预防性侵犯意识和能力的调查分析
在从江县６所学校初中生预防性侵犯意识和能力的调查

中，男女生对于预防性侵害意识及能力调查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从江县７年级～９年级学生对预防性侵犯意识及能力的调查

项目　　　　选项 总数ｎ（％）
性别

男ｎ（％） 女ｎ（％）
χ２值 Ｐ值 差别

当你遇到性侵害时，你会怎么做

　告诉家长 ２５１（３００） １０１（２１６） １５（４０７） ３７６２５ａ ０００   

　及时报警 ４１５（４９６） ２６４（５６４） １５（４０９）

　不告诉他人 ３８（４５） ２６（５６） １２（３３）

　不确定 １３３（１５９） ７７（１６５） ５６（１５２）

　坚决反对 ３８３（４５８） １５０（３２１） ２３（６３１）

如果和你相处很好的异性朋友对你提出身体接触等过分要求时，你会怎么办

　会觉得不好意思，尴尬 ３４４（４１１） ２２６（４８３） １１８（３２０） ９１３４１ａ ０００   

　没什么无所谓 ６６（７９） ５６（１２０） １０（２７）

　很好玩儿、很刺激 ４４（５３） ３６（７７） ８（２２）

没有取得你的同意，他人包括父母是否能够触碰、抚摸你的身体隐私部位

　父母可以，别人不可以 ４８（５７） ３２（６８） １６（４３） ４００２８ａ ０００   

　谁都不可以 ６１６（７３６） ３０５（６５２） ３１１（８４３）

　说不清楚 １７３（２０７） １３１（２８０） ４２（１１４）

在此之前，你知道少女人工流产或堕胎有什么影响吗？

　没影响 ２４（２９） ２１（４５） ３（０８） ４５８５１ａ ０００   

　可能导致女性月经不调、大出血、妇科炎症 ２４１（２８８） １０６（２２６） １３（３６８）

　不知道 ３２６（３８９） ２２０（４７０） １０（２８７）

　少女可能以后不能再怀孕甚至死亡、并且要承受相
当大的精神压力

２４６（２９４） １２１（２５９） １２（３３９）

#

　讨论
３１　对于学生性教育的普及，教师参与度不高

从收集到的数据以及教师的访谈结果来看，从江县地区初

中生的性教育情况是不容乐观的。从教师访谈结果，我们得知，

从江县对于初中的性教育基本没有开展，而最能渗透青春期性

教育的生物课在各所学校开展也不全面。大多数学校的生物

课由非专业教师代上，且上课内容随意，对于“人的生殖与发

育”一节内容基本由学生自学。对于由生物教师任课的生物

课，内容会稍加丰富，但是访谈到对于“人的生殖与发育”一节

内容是否会给学生扩展青春期性教育问题时，答案基本是否定

的，多数教师认为课本上的知识已经足够，无需再给学生扩展性

教育内容；且有教师认为过多的给学生讲解青春期性教育的内

容，会给学生造成误解，过早的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而使得学生误

入歧途。在学生最希望获取性知识的途径里，教师讲授占比

６２０％。在当地应加强教师培训，改变教师对于性教育的态度，
使当地教师的参与度有所提高。

３２　学生性生理及性心理知识缺乏
在被调查的８３７名学生当中，对于你是否有需要对我们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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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的心里话和特别的建议与想法这一栏主观题里面，有１９９份
有效答卷，而剩余的基本是“没有”与“不知道”等字样。在这

１９９份答卷里，学生所填内容里主要呈现这样几个问题，学生对
于早恋的困惑，为何教师及家长都反对早恋，早恋的危害到底

有些什么；学会与异性正确相处的度在哪里，什么距离最为合

适；对于遗精和月经的困惑；青春期的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与家

长进行沟通；对性生理知识的缺乏以及对性侵犯行为知之甚少

等。在实施问卷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部分学生在填写问

卷时会因为问卷上的内容相互起哄打闹，部分男生相互之间窃

窃私语，在各所学校当中都有极少数同学在调研人员收回问卷

的同时告诉调研人员，你们的问卷内容太污了，不适合我们。从

观察的情况来看，被调查的几所学校性教育普及程度是不够

的。学生对于问卷内容保持好奇但是相互却不敢于表露，在主

观题一栏里有部分女生留下网络平台的联系方式，希望调研人

员能够在事后对于自己的困惑给出解答。对于学生的性生理

及心理知识的普及，教育部门应重视学生的心理辅导，应在学

校增设心理辅导机构。

３３　学生对于早恋、婚前性行为、性侵犯男女差异较为明显
在调查学生对早恋以及婚前性行为看法等相关观点时，男

女生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以及从学生回答在于父母观看电

视遇到有吻戏或床戏，父母的反应两个问题当中，男生与女生

的差异性较为明显，更多男生对于婚前性行为上更处于较为主

动及无所谓的态度。在调查学生预防性侵犯意识及能力一项

调查中，在问及当你遇到性侵犯时你会怎么做时，有４９６％的
人选择及时报警，选择告诉家长的占比３００％，这说明学生在
遇到自己不能处理的事情时，大部分学生能够告诉家长或者依

托警力。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地区，警力可能并不充足，学生报警

时并不能在第一时间内将事情解决。预防性侵犯时，学生的自

我保护意识比较强，但是对于能否正确识别自己是否遭受了性

侵犯，学生是否能清楚辨别，这还有待深入调查。

３４　少数民族地区风俗对于性教育的影响
在被调查的数据当中，侗族和苗族所占比例为８５９％。苗

族侗族婚姻习俗众多，“姑舅表婚”和“不落夫家”的婚俗最为凸

显［１５］，这些习俗当中一般存在近亲结婚、包办婚姻、早婚等现

象。这些现象可能会让学生形成错误的性观念，导致学生过早

发生性行为，损害其身心健康。在主观题的回答当中，有一名初

中生在谈到对于恋爱一事，很反感与父母谈起，父母不顾及个

人感受而乱订婚。另外也有学生谈到周围有同学初一就已经

结婚。从对于学生的调查来看，当地对于娃娃亲的习俗可能依

旧存在。对于当地的一些民族习俗可能导致近亲结婚，学生婚

龄提前等，与性道德伦理相悖，对于性教育的开展可能造成一

定的阻碍。在这些习俗里与如今科学的性教育相悖的观念，应

对学生加强性教育，并引导学生学会正确辨别。

$

　结论
从调查的数据来看，从江县地区的性教育开展情况不容乐

观，既无性教育相关的课程开设，亦缺少相应的资源让学生能

够自学。在缺乏相应教育的情况下，偏远的农村地区，大多数孩

子由于缺少责任监护而更容易遭受性侵害［１６］。对于学生的心

理辅导教育，在被调查的６所学校当中，仅有一所学校有一名体
育教师兼职辅导心理师，作为教师在性教育推广方面应该起到

更加积极的作用，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学生的自

我保护意识。对于当地存在的婚姻习俗，家长、教师以及当地政

府都应向学生传递正确的是非观念，使学生能辨别婚姻习俗中

的存在的问题。针对从江县初中生性教育缺乏的问题，应该引

起当地部门足够重视，并从教师、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努力来

改善当地的性教育现状，使当地学生缺乏性教育的问题能从根

本上得以解决。

（志谢：感谢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参与过

这项调查的教职工以及为本研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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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澳门初中学生的性知识现状，提出建议供学校及政府相关部门作参考。方法：本
研究为描述式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在全澳门４６所全日制正规教学学校中抽取４所中学，再对被抽中
学校的初中学生（中一至中三）进行问卷调查。结果：①共收到９３２份有效问卷，女性占 ４４１％，男性占
５５９％。３７４％及３３４％的学生错误认为食欲增加是青春期的发育特征。②有４４６％的学生不知道在无
套进行性行为时，即使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也有可能使女方怀孕。③在青春期发育特征的性知识中，学生
普遍答对率高，但在性病及怀孕的性知识答对率中，相当大部分的回答不知道。④学生在遇到对性相关的
困难时，比起咨询更希望通过电子平台获得信息，依次分

"

是网页（４６６％）、网上咨询（４５５％）、手机应用
程序（３４２％）、青少年保健服务（２２０％）。结论：目前澳门初中生性知识仍有待提升，教育机构应该针对学
生的需要，调整性教育的方向，同时亦应该深化教学的

#

容，避免学生因知识缺乏而暴露在危险中。

【关键词】　初中生；青春期；性知识；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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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期的早期阶段，随着生殖系统的发育
和第二性征的出现，他们无论在生理、心理及行为上都有很大

的改变［１］。同时，该阶段的学生开始对性产生了兴趣和困

惑［２］。学者认为性知识应包括性生理、心理、伦理与法理等层

面，透过性知识的教授，可帮助个人了解如何对待性问题及其

在社会和道德所接受的态度和行为规范［３４］。性知识充足与

否，可能对个人日后的两性交往态度及行为着有重大的影

响［４６］。但是２０１４年一份针对本澳中学生的性教育现状调查指

出，本澳的中学生认为自己接受的性教育足够的只有３６４％，
并比较期望学习生理心理卫生知识，而对于性病的传染途径及

预防方法和避孕的性知识则相对缺乏兴趣［７］。然而研究显示，

朋友是中学生性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８９］。而性教育课程尚未

完善的学校，学生大部分关于性的知识来源于同侪，但同侪往往

对这些性知识的了解不够充份，甚至是理解错误［９１０］。即意味

着，学生的性知识水平会在同侪间相互影响。对此，我们针对澳

门的初中学生进行了性知识的问卷调查，更细致及深入了解澳

门初中生的性知识现况，并对此作出针对性建议。

!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为描述式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于２０１６年９月至

２０１７年４月在全澳门４６所登记的全日制正规教学学校中随机抽取
４所中学，再对被抽中学校的初中３个年级的学生中进行调查。调
查方法为问卷调查形式，由本学院课题组导师或研究助理在教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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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每位同学派发，过程中避免学校教师参与而造成学生的尴尬，问

卷为学生现场在自己座位上独立填写。其后由本学院的工作人员

以匿名方式当场回收问卷，确保内容的真确性。

"

　结果
２１　基本资料

本研究共回收９３２份有效问卷，当中女性４０９人占４４１％，男
性５１８人占５５９％。年龄中位数为１４±１３８，最小为１１岁，最大为
１９岁。初一、初二及初三分别占３２６％，３３４％和３４０％。
２２　性征出现

本研究数据表１显示，女初中生中已出现初潮的３６８人占
９２０％，未出现初潮为３２人占８０％。男初中生已出现梦遗的
有１９６人占４１６％，未出现梦遗的有２７５人占５８４％。初潮年
龄中位数为１２０±１０２，梦遗的年龄中位数为１２０±１３７。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本澳初中生第二性徵的出现统计

类别 人数 ％

女生初潮

出现 ３６８ ９２０

未出现 ３２ ０８０

男生梦遗

出现 １９６ ４１６

未出现 ２７５ ５８４

２３　青春期发育特征答对率
澳门初中学生对于青春期的发育特征答对率普遍偏高，但

有３７４％及３３４％的初中生错误认为食欲增加是男性及女性
青春期发育特征。另外，声音变高尖在女性青春期的发育特征

知识答对率中比较低，只有６２１％，同时亦有１２２％的人认为

梦遗不是男性青春期的发育特征。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青春期发育特征知识答对率（％）

　　 类别 答对 答错

男性

食欲增加 ６２６ ３７４

出现梦遗 ８７８ １２２

长出腋毛及阴毛 ９３１ ０６９

长出胡子 ９４５ ０５５

声音变低沉 ９７３ ０２７

出现喉结 ９７７ ０２３

女性

声音变高尖 ６２１ ３７９

食欲增加 ６６６ ３３４

出现喉结 ８８５ １１５

长出腋毛及阴毛 ９３４ ０６６

乳房隆起 ９６６ ０３４

出现月经 ９７２ ０２８

２４　性知识答对率
澳门初中学生在其中１２条有关性病及怀孕的性知识问题

中，近１／４或以上的学生回答不知道，当中超过５００％的学生
表示不知道“男性阴茎的长短，是否会影响生育能力或性能力”

“女性月经期间应用沐浴还是盆浴”以及“患了淋病而不治疗，

是否会对生育造成影响”。另外，有４４６％的初中生以为在无
套性行为中，只要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就不会使女方怀孕，和

１９２％的学生认为，接吻是会导致怀孕的。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澳门初中生性知识答对率（％）

题目 答对率 答错率 答不知道

性交时，即使男方在女方体外射精也会令女方怀孕 １４６ ４４６ ４０８

男性阴茎的长短，会影响生育能力或性能力 ３５２ １２３ ５２６

女性月经期间的洗澡方法，应用沐浴而不是盆浴 ３６９ ０７６ ５５５

患了淋病而不治疗，会对生育造成影响 ３９７ ０４０ ５６３

在澳门堕胎是合法的 ４１３ １４７ ４４０

一般女性，月经开始来潮以后就有生育能力 ５４０ １１０ ３５０

发生性行为后，女性只要及时冲洗阴道便不会怀孕 ５４３ ０５１ ４０６

性病只会影响性器官 ５８２ ０８９ ３２９

女孩子初次性交是不会怀孕的 ６３４ ０３７ ３２９

使用避孕套可减低感染性病的机会 ６７０ ０７７ ２５３

在澳门，只要双方自愿发生性行为，即使一方少于１６岁都不构成违法 ６７２ ０７４ ２５４

性伴侣愈多，感染性病的机会愈高 ６９２ ０７４ ２３５

一个人感染性病而自己可能不知道 ６９４ ０４０ ２６６

接吻是不会造成怀孕 ７２０ １９２ ０８８

人工流产对女子身心健康有害 ７６４ ０６３ １７３

使用避用套可以减低怀孕机会 ８３２ ０３６ １３３

所有题目 ５６４ １０４６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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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遇到相关困难时，希望获取信息途径
澳门初中学生在遇到对性相关困难时，希望获取信息途径

依次为网页（４６６％）、网上咨询（４５５％）、手机应用程序
（３４２％）、青少年保健服务（２２０％）、咨询热线（１９２％），而面
谈则最少学生选择，只有１３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本澳初中生遇到相关困难时，希望获取信息途径（％）

　　 类别 ％

网页 ４６６

网上咨询 ４５５

手机应用程序 ３４２

青少年保健服务 ２２０

咨询热线 １９２

面谈 １３９

其他 ０５１

#

　讨论
３１　初中生对于青春期发育知识存有误区

在本次的调查中发现，学生对于青春期第二性征出现等性

知识的答对率偏高。一些外在可见的生理变化，包括：长出腋毛

及阴毛、女性出现月经、乳房隆起、男性声音变低沉、长出胡子、

出现喉结的答对率均在９成以上。但初中生对于青春期发育知
识当中仍存在误区，包括：食欲增加、男性出现梦遗及女性声音

变高尖等的答错率较高。这考虑到可能学生把“食欲增加”与

人体发育特征混淆，错误把它列为青春期的发育特征当中。同

时也可能是这些特征难以察觉有关，如男性梦遗的出现没有规

律性，不像女生月经般每月出现；女性声音变高尖则与童音相

若，难以发现。

３２　本澳对于性病及怀孕等性知识仍有缺失
虽然澳门的性教育在青春期发育知识可见成效，但仍有改

善空间。在性病及怀孕等相关性知识上，本澳初中学生回答不

知道的概率高，表示学生对于相关知识上仍是处于半懂不懂的

状态。２０１０年澳门智能教育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澳门青少年
中大部分没有正确认识性病及对常见的性病认识不够全面［１０］。

在整体的性知识的结果上，有研究显示澳门初高中各年级学生

的研究总答对率为 ４７７％［１１］，略低于本次研究结果显示的

５６４％，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的对象为初中及高中学生，与
本次研究对象为初中生略有不同，这可能是造成差异的原因。

但从数据上，客观的反映了本澳的初中生对于青春期的生长发

育的性知识是足够的，但在性病及怀孕等相关知识上的需求仍

有提升的空间。

３３　青少年喜欢通过电子平台获取资讯
澳门青少年喜欢通过电子平台获取新信息，即使是遇到相

关困难时，选择面谈及咨询的比例亦相对低。虽然互联网的
#

容正确性与态度是否中立，是否有渲染色情，将可能影响著青

少年的健康发展，但作者认为性传播疾病、身体成长变化和避

孕等正确的知识是有益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网上的数据多而

且没有系统，亦缺乏专业性，是有可能把错误的性知识及性价

值观带给学生的。

$

　建议
４１　针对学生对于性知识的学习误区进行教育

目前澳门初中学生在整体的性知识及答对率中只有“青春

期发育特征”一项得分较高，但当中依然存在误区，这考虑到可

能学生把这些特征难以察觉有关，这可能表示学生对于青春期

发育知识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对自身或同学的观察，而与知识

的学习上出现落差。建议学校在订定教学目标时，应考虑学生

容易混淆的地方进行深入教导，提升学生的性知识质量。

４２　贴合学生性知识缺失的部分调整教学内容
　性教育的涉及的内容很广泛，而非只有青春期的生长发

育。Ｅｃｋｅｒ，Ｋｉｒｂｙ和 Ｇｏｒｄｏｎ［１２］提出，全面的性教育应包含“关
系”“价值观、态度和技能”“文化、社会和人权”“人体发育”“性

行为”及“性和生殖健康”等６个方面。在一份研究中显示，有
＞２５０％的澳门受访中学生曾有性行为经验，且第一次发生性
行为年龄平均为１５５岁，当中１５１％及１７２％表示从来不会
和有时候会使用安全措施［１０］。１５５岁的青少年正值初中阶
段，但从本研究得出的数字可见，当中相当大部分的学生对性病

及怀孕的知识并不了解，这会使得这些学生暴露在危险下。因

此，政府及学校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有目的、有计划及针对性地

加强初中学生在性病及怀孕的性知识。

４３　增加正规的电子性教育平台
随着科技的普及，青少年使用电子产品而成为习惯，政府及

社会应当推出正规的电子性教育平台，以满足年青人的需要。

建立互动的电子游戏以教导密切关系，男女生亲密之界线以及

性行为带来的影响。可提初高中生的性知识及批判性思维［１３］。

电子平台也可邀请性教育专家或受训的性教育导师网上教学，

以促进正确的性知识的传播［１４］。同时，学校及教师应教导学

生，当面对相关难题时，如何搜索正规的性教育信息及予以求

证。电子设备的发展势在必行，只要
#

容及设计上满足青少年

需求，电子设备对性知识之提高是有帮助的［１５］。当局可以联合

学校推行官方认可的性教育信息平台，同时应当教会学生如何

通过相关信息进行自学，帮助青少年发展自身的人格。

目前，澳门初中生性教育仍有缺失，学生对于性病及怀孕相

关的性知识仍有提升空间，教育机构应针对学生的需要，调整性

教育的方向，同时亦应深化性知识的内容和层面，避免学生因知

识缺乏而暴露在危险中。同时，政府应配合社会的发展，开发面

向年青人的性教育电子信息平台，提供学生正确且全面的学习

性知识的机会。学校亦应密初留意学生在学习时的困难和误

区，并及时予以矫正，让学生能健康且全方位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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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来帅（１９８５—），男，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性
（别）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实务、农村社会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１．０４５ ·性人文社会科学·

社会排斥图景下的同性恋群体研究
来帅

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

【摘　要】　同性恋话题在当今中国已不是陌生话题，该群体在网络上非常活跃，但在现实生活中依然
在社会主流文化下受到各种排斥。本文以同性恋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社会排斥理论梳理出同性恋群体当

下面临的制度排斥、话语空间排斥、社区排斥、家庭排斥图景，为大众展现该群体当下生存状况，以期唤起社

会大众对其包容与理解。

【关键词】　同性恋；社会排斥；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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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曾在《同性恋亚文化》一书中提到中国
的同性恋人群保守估计有３６００万～４８００万，对于这样一个相对
数量稀少但绝对数量庞大的群体，似乎大众很难在生活中遇到。

正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的排斥让此类群体善于在大众中伪装自己，

戴着面具生活。笔者通过深入访谈该群体，了解到该群体生活之

不易，借用社会排斥理论梳理该群体的当下生活面貌。

!

　社会排斥的相关研究
社会排斥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学者拉诺尔在１９７４年提出来

的。拉诺尔用社会排斥概念指称那些没有受到社会保障的保

护，同时又被贴上了“社会问题”标签的不同类型的人，例如自

杀者、老年患者、受虐儿童、精神和身体残疾者、药物滥用者等边

缘人、反社会的人和其他社会不适应者。［１］研究者们深入研究

社会排斥理论集中在贫困与失业问题者中，将社会排斥描述为

个人与整体之间的断裂。展现弱势群体遭遇的种种困境，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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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将他们排斥出主流的行为。欧盟国家关于社会排斥定义为：

社会排斥是指某些群体因为多种和多变的因素使得他们在现

代社会中被排斥于正常的交往、践行和权力之外。［２］社会排斥

影响到城市和乡村的个人和群体被歧视和分隔，它也显明了社

会基础建设的薄弱以及社会的二元分化变成固定的。欧盟委

员会认为，应该拒绝这种欣然接受社会排斥的态度，也强调每

一个公民有被尊重的权力。［３］在整个社会排斥研究中，以下学

者的观点影响也较大。英国学者布查德特指出，个人生活居住

在社会里，但是并没有真正参与到生产、消费、社会互动及政治

活动中，没有以作为这个社会公民的身份参与社会正常活动或

参与不足，都被认为是社会排斥的存在。托瑞纳提出了社会排

斥概念内涵的一个重要思想即中心与边缘。社会排斥实际上

是一个社会中存在的社会问题集合，在社会上存在若干的中

心，每个中心有不同的边缘，处在社会边缘的社会成员，被社会

所排斥。［４］

总的来说，随着概念的发展，社会排斥理论逐渐超越了以

往贫困和劣势领域的研究。这种超越主要表现在由静态分析

社会排斥转向动态分析社会排斥过程和相互作用机制，分析视

角由单纯经济层面转向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族等多层面的

结合。

社会排斥理论从西方引入我国为学者们提供了新视角研

究社会问题，也拓宽了解决和解释社会问题的新理论与新方

法。国内学者关于社会排斥的界定，代表有以下几种：中华女子

学院石彤等认为，社会排斥是指某些个人、家庭或群体缺乏机

会参与一些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活动，被边缘或隔离的系统性

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多维的特点，并表现为被排斥者的经济、政

治、社会、文化及心理诸方面的长期匮乏。［５］唐均认为社会排斥

是由游戏规则的不合理与不公平造成的，而学者研究的目标就

是要使游戏规则尽可能公平的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６］在《中

国城市中农民工群体的社会排斥问题》一文中，李景治、熊光清

指出社会排斥是一部分社会群体或者社会成员不能获取原本

该正当获得的政治、经济及公共服务的资源，被排斥在社会主

流关系网络之外的状态。［７］通过对各位学者关于社会排斥概念

的梳理后，本文强调社会排斥是多维度的，积累性的，是一种状

态也是一种结果。本文参考李景治、熊光清对于社会排斥的概

念，认为社会排斥是一部分社会群体或者社会成员不能获取原

本该正当获得的政治、经济及公共服务的资源，被排斥在社会

主流关系网络之外的状态。而“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成员”

在此指的是“同志”群体。

国内学者结合各自地区实际问题，利用社会排斥理论，对

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的本土化研究也较多。周晓春《社会排

斥、社会工作与艾滋病防治》对艾滋病患者社会排斥问题进行

研究，探索了运用社会工作的社区、小组和个案介入策略和方

法介入艾滋病的防治。［８］侯志阳在《社会排斥：停在青少年“乙

肝群体”胸口上的痛》一文中，运用个案访谈研究方法，探讨了

青少年乙肝群体在就业、婚姻等方面所遭遇的社会排斥。［９］陆

士祯等学者在《社会排斥与整合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
社会保护政策研究》一文中系统理了青少年作为弱势群体面临

各种社会排斥和消除排斥的社会整合力量。［１０］江立华、胡杰成

描述了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所遭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

排斥，并指出通过制度、群体、市场等机制，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

得以运作。［１１］石彤以社会转型期的下岗失业女工作为研究对

象，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提出性别排斥概念，对形成弱势的下岗

女工社会排斥的机制、过程以及后果做了分析。［５］

本文借鉴以上学者利用社会排斥理论研究弱势群体的基

础上，对“同志”这一特殊的群体进行研究，描述其所处的不利

困境。笔者相信，“同志”群体基于本身身份的特殊性，虽然与

社会其他边缘群体同样面对类似的社会排斥，但也有面对社会

排斥中的特殊性。希望通过本研究，可以总结出“同志”群体

（性少数）社会排斥中的一些面向。

"

　同性恋群体的社会排斥图景
为了凸显本文研究主题，选择具有差异性的个案，从他们的

故事及话语中研究社会排斥的图景，本文共访谈１６名 “同志”，
其中深度访谈７位“同志”朋友，他们的情况是：个案一：Ａ，男
性，２５岁，四川人，大学本科学历，与家人一起居住在农村，目前
处于待业状态，毕业已经４年，目前家人正一再催婚，令他很苦
恼。个案二：Ｂ，男性，２９岁，河北人，大学本科学历，已婚，与妻
子共同生活在四川某一城市，工作稳定，国企上班。在别人看来

很优秀，典型的高富帅。但是婚后生活很不快乐，与妻子没感

情，觉得内疚和自责。个案三：Ｃ，男，３６岁，政府工作人员，非常
担心自己以前的同性恋经历曝光而使自己的前途断送，生活在

担惊受怕中。个案四：Ｄ，女性，２３岁，湖南人，大专学历，为了逃
避家人独自居住在另一城市，工作稳定，企业上班。但是必须在

家人和工作中隐瞒其“同志”身份，令她喘不过气，只有靠在酒

吧消磨时光得以放松。个案五：Ｅ，男，２６岁，高中学历，目前无
稳定工作。成长在单亲家庭，与母亲一起生活，向家人公开出

柜，但是母亲不能接受儿子同性恋事实，经常吵架。个案六：Ｆ，
男，２６岁，四川人，中专学历，独自生活在四川某一城市，国企工
作。１５岁时候向家人公开出柜，以致现在和家人关系紧张，厌
恶回家。非常后悔一时冲动向家人公开，陷入深深自责中。个

案七：Ｇ，男，３８岁，四川人，大专学历，独自生活，已离婚，有一小
孩和其父母一起生活。目前在政府工作，小有成就。婚后生活

让他很不舒服，整天和妻子吵架，以致结婚３年就离婚。离婚后
生活自在，很满足自己目前生活状态。通过他们的资料，梳理出

该群体的排斥图景。

２１　制度排斥
所谓制度排斥是指“由国家或某些组织在制定制度过程中

造成的，有一些是制定政策本身的导向所形成的，还有一些是无

意识的政策失误或者政策本身的缺失所引起的，而且这种排斥

受到国家的政策、法律、社会习俗的认可。”［１２］在制度层面，针对

“同志”群体，我国存在较多的制度缺漏和局限性。

２１１　婚姻制度排斥　在我国，《婚姻法》第五条“结婚必须男
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

加以干涉。”仅仅第五条，结婚必须是一男一女才行。“同志”群

体就被排斥在外了。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两会中对现行的婚

姻法提出修改意见，集中在两点：一是可设立同性的婚姻法案；

二是可以将我国现行婚姻法中的“夫妻”改成“配偶”，并在文中

加注“性别不限”的字样。但李银河的提案均未引起重视。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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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曾３次发起相关主题的提案，都以失败告终。
我国历来强调阴阳结合，传统婚姻中也是男女按照社会习

俗和法律规范来建立起夫妻关系，形成家庭。家庭是社会的基

础单位，以婚姻关系缔结为依据。“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成家

立业”才是完整的，没有家的人吊儿郎当的过日子，没有目的、

没有方向、没有责任感，一般到了二十五六岁自己不急家里人

也会催促了。无论男人、女人都要走进婚姻的殿堂，为人夫、为

人妻、为人父、为人母，生生世世，子子孙孙，无穷尽也。完婚后，

组件了新的家庭，新的家庭中规定了双方的责任义务。根据中

国的传统观点，其中家庭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生育后代。所谓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对传统家庭的责任表现。但当“同

志”群体结合，是不可能生育后代的，家庭的主要任务则不能落

实。一夫一妻构成了传统家庭中的父母角色，“同志”结合则打

破了传统的父母角色。另外伦理道德也将受到严重挑战，势必

产生社会问题。基于此，在婚姻制度上首先排斥“同志”群体。

国家的法律制度具有强烈的导向作用，从婚姻法上首先剥夺了

“同志”群体的婚姻合法性，造就了“同志”群体处于不平等的、

弱势的地位。

２１２　“同志”组织注册排斥　笔者通过访谈５位同性恋者，Ａ
遇到感情失败时无处诉说，竟试图自杀；而 Ｂ也因为婚后生活
而焦虑不安；Ｃ因为公务员的身份，整天担惊受怕；Ｄ认为自己
前途渺茫，而迷恋在黑暗的酒吧中放松自己；Ｅ则因为公开出柜
和母亲关系闹得很僵。“同志”群体 “其实内心很挣扎，怕别人

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又没有人可以沟通，非常痛苦”。目前，也

有很多关爱同性恋的公益组织，但是类似组织都不能公开地去

服务，服务对象知晓其的途径局限于网络上及 ＱＱ上。所以就
让很大一批需要帮助的“同志”无缘受益。原因是国内目前关

注同性恋组织注册困难，因为民政部门觉得“无法律说同性恋

是合法的，暂不办理”。以广东省一家“同性恋亲友会”的注册

为例。阿强本身是一名同性恋者，２００８年６月２８日与另一位
同性恋者的母亲创办了“同性恋亲友会”，“同性恋需要外界的

理解与支持，但同性恋的亲友也是非常需要理解与支持的，他

们面临的心理压力及社会舆论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亲友若能

正确认识同性恋，对同性恋也是一种解脱。”①注册：他们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同志”机构。阿强认为，关注同性恋，不仅要

关注同性恋个体，还要关注他们的家庭。通过志愿者的行动，可

以改善同性恋者父母的态度，缓和家庭关系，也有利于家庭和

社会的和谐。２０１６年８月，同性恋亲友会有了自己的办公场
所，同年９月理事会成立。“目前我们有三个全职工作人员。
我们的目标是借助同性恋者亲友和志愿者的力量，让越来越多

的人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理解我们。”一提到同性恋者，有些人

往往冠之以“变态”等字眼，要改变这种偏见，他们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２０１６年开始，降低民间组织登记门槛的呼声越来越
高，阿强也有了将同性恋亲友会注册成民办非企的想法。虽然

国内还没有一家注册成功的“同志”机构，但阿强并不忌讳成为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机构的注册的确太敏感，２０１６底，
阿强直接将审批材料上交到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②挫折：７
进７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从２０１６年底递交材料到２０１７年７
月，阿强为了机构能够注册成功，７进７出省民间组织管理局，４

次被拒，但他没有退缩，而是屡败屡战，从普通科员到科长、再咨

询处长、主管副局长、最后咨询局长，阿强把相关负责人都“过”

了一遍。第一次，一名年轻的科员听说阿强要注册一家同性恋

机构，直呼“太敏感了，没有办法”。阿强演讲了０５个小时后，
科员答应将材料往上递，并不忘给阿强打预防针“不要抱太大

希望”。一周后，阿强见到了科长，科长也表示“太敏感了”，同

样演讲了半个小时后，科长点头同意：“社会要创新，但也要考

虑社会的接受程度。”材料后来递到了处长和一名副局长手里，

看到“国家没有法律说同性恋是合法的，暂不注册”的指示后，

不服气的阿强找到了副局长，从自己的故事、周围“同志”的处

境，以及“同志”家人的痛苦，激情演讲了２５分钟后，阿强终于
打动了副局长，副局长答应将材料往上递。再后来，阿强收到了

省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反馈：“请示民政部办理”，后来又接到民

政部的口头答复：“无法律说同性恋合法，暂不办理。”“中国没

有一条法律说异性恋是合法的、同性恋不合法，法无禁止都是合

理的。如果此类组织不能注册，应给出明确的书面答复”。尽

管阿强“义正言辞”，注册最终还是“夭折”了。但这并不能阻止

阿强注册的决心，“每一次被拒，我都让它起死回生了，那就说

明还有希望。而且每一次都是对政府有关部门的考验，这应该

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有耐心的一件事。”③行动：注册就是反歧视
的过程。在注册过程中，曾经有人给阿强指了另一条路：去掉

“同性恋”三个字，换其他名字注册，阿强坚决不同意：“我们本

来就是专门服务同性恋亲友的，换了名字就换了一个意思，并且

本身也是对同性恋存在偏见的表现。”阿强也曾经向省民间组

织管理局的一位处长建议：如果你觉得法律上有风险，我们可以

组织法律专家召开研讨会，甚至可以在北京组织，邀请民政部的

人也参加。“我觉得这个事情需要有人去推动，就像以前很多

人认为同性恋只有国外有，接受是迟早的事。”阿强觉得注册是

目的也是手段，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有益的倡导，对政府有关部门

进行同性恋知识的教育，“正如省民政厅一位科长所说：‘就算

你今天没有注册成功，但我们都知道了你们要注册的事，广东省

民政厅的厅长都知道了，现在民政部管民非的局长也知道

了’”。而这些对于阿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功了。面对

“同性恋亲友会”注册时的诸多“阻拦”，阿强甚感无奈，却也信

心满满：“对同性恋机构来说，注册的关键不在程序本身，而是

主管部门如何看待这样一件事，注册的过程更像是反歧视的一

个过程。”阿强笑言，这是一段历史，一个机构注册的坎坷见证，

一个有趣的行为艺术。对于同性恋机构来说，注册的路依然十

分遥远，“你以为有路，别人也告诉你路通了，但你找不到路在

哪里，就像一场迷宫游戏，四面都是镜子，只看到自己的影子，只

能在人为构建的迷宫中转圈。”（广州日报）可以看出，目前国家

虽放宽了注册条件，但是对于同性恋这个敏感的词语还是有所

警惕，注册都这么难，更何况去公开的服务呢？

２１３　献血政策的排斥　个案 Ｃ每年进行献血时，都会紧张
和恐惧，恐惧献血的不合理规定，恐惧同事们针对献血对“同

志”群体排斥的议论。让他压抑的情绪更加紧张。我国卫生部

颁布的《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中充满了对同性恋的排斥。其

条文第六条第十八项规定“同性恋者及有多个性伴侣者禁止参

与献血”。将同性恋者划入不健康的人群中。虽然不断有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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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者对此条文提出质疑，但并没有引起相关部门重视。李银河

就认为拒绝同性恋群体献血是非常恶劣的歧视事件。“最近学

校里在鼓励无偿献血，我也想去，可是走到医务室门口看到一

张献血先知之类的东西。在通知的底部写着什么义务权利等

等的文字。义务权利顶部写着“如果以下的条款中你有的话，

请不要领取献血表。第一条是“如果你有爱滋病”，第二条是

“如果你有同性恋史”……“同志”连献血的自由都没有了，也难

怪我们同学都接受不了同性恋。”笔者认为禁止同性恋无偿献

血，是对献血者积极性的打击，也是对该群体的典型社会歧视，

造成该群体受到不公平对待。误导普通市民认为同性恋就是

病态的，是绝症，不属于健康人群。加深了社会对同性恋者的歧

视，使得同性恋者被污名化。

２２　话语空间排斥
传统的中国文化过于漠视尊重少众群益，主流社会所追求

的和谐家庭与社会稳定，往往以牺牲少众利益为大前提。改革

开放虽带来经济与文化的新景象，但“个人权利”仍然是敏感课

题，不可随便触及。这种“稳定压倒一切”“集体压倒个体”的大

局为重，令社会认可的少数群体权利如伤残人士、打工妹、单亲

母亲、家庭暴力受害者等，得不到足够重视，自然也被传统中国

文化所漠视。更何况被视作变态不正常的同性恋，连少数群体

权益也谈不上。［１３］

主流社会由于控制话语权，所以亦有权界定谁强谁弱。简

单来说，主流社会永远是强势一方，但凡不属于主流社会的便

会被边缘化。当纤瘦成为女性身体的最高审美标准，大体型女

子便成为弱势，不受异性欢迎；当有子有女家庭成为标准，“同

志”家庭在社会政策下便成为弱势；当男女结合成为一个被社

会固定的结合模式，男男与女女结合便成为弱势，缺乏社会地

位和保障。如果大体型女子可以找到自己合适的形象设计师，

如果“同志”家庭只是另一种的家庭模式，如果男男、女女结合

只是不同的生活状态，所有差异都获得真正的价值认可，社会

上便不会再有弱势群体。接纳差异，在社会设计中充分考虑差

异，让差异有机会发挥其潜藏的条件，是平等的最终体现。

大众传媒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使此群体长期被污名化，

大众传媒向大众塑造的“同志”刻板印象主要有以下几点：同性

恋等同于艾滋病。媒体以往对于同性恋的报道几乎为零，而对

于同性恋的报道也不断重复的强调艾滋病与同性恋者的关系。

每年的艾滋病日报道中，必然会提及同性恋群体，并突出展现

该群体感染艾滋病的数字。同时追根溯源，将１９８１年世界出现
的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感染
者都是同性恋者进行宣扬。使得大众认为同性恋者就是艾滋

病的源头，同性恋者不仅有悖伦理道德，私生活混乱，甚至威胁

到公众健康。但现实的情况是艾滋病的传播通过性、血液、母婴

传播，与同性恋、异性恋并无本质的联系。大多数影视作品中往

往将男同性恋形象塑造成近似女性的角色，动作夸张、做作、风

骚。认为同性恋就是“娘娘腔”，变态的。一些影视作品将男同

性恋表现为“异装癖”“浓妆艳抹”，穿着打扮异于普通男性。有

的影视作品夸张的表现作品中所塑造的男同性恋，如在公共场

合对男异性恋者卖弄风骚等。也有影视作品以“死 Ｇａｙ”“玻
璃”“兔子”等称谓，来表现对影视剧中出现的同性恋群体的贬

低。引导观众很容易将此群体与所谓的“变性人”“人妖”等概

念联系起来，认为同性恋就是“娘娘腔”，并且是不健康的，心理

和性变态的。同性恋是反伦理道德的，性乱的。在网络媒介中，

关于同性恋的信息鱼龙混杂，不少利益熏心者以同性恋网站为

名发布带有色情内容的文学作品、影视节目和图片，将同性恋性

行为赤裸裸的公之于众。同性恋主要性行为包括亲吻、抚慰、口

交、肛交等，其中某些性交方式不同于传统的性行为方式，而这

些被多数的异性恋者认为是违反常理的，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

德的，大逆不道的。更有作品将同性恋描写为多伴侣的，乱交

的，有性无爱的，也被多数异性恋群体认同。而事实情况并非如

此，根据同性恋研究专家张北川的研究调查显示，８９０％的同性
恋曾经和正在希望只有一个性伴侣。其实同性恋除了性取向和

某些性行为方式与普通群体不一样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区别。

而且在异性恋中也存在口交和肛交的行为。

２３　社区排斥
社区指人们共同生活的一定区域，一定地域的人口集中体，

社区由人口、地域、制度、政策和组织机构五个要素构成。学校、

军营等都属于社区范畴。［１４］“同志”的学习、生活、工作离不开

社区，而社区居民的认可程度对“同志”群体有着重要的影响。

陈才英曾经以南宁为例，对广西大学等四所广西高校４５２名在
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广西的高校大学生对同性恋

行为的接受度较低，只占２４３％；大学女生对同性恋的接受程
度却明显高于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女同性
恋行为较男同性恋行为更易被接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１５］访谈对象Ａ“不敢向家人朋友坦白自己的性取向，因
为对于农村人的思维来说，他们会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变态，是疾

病。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所以他十分苦恼。”农村人大都因为

封建保守，对于同性恋理解是有偏差的，也表现出对“同志”的

不接受。１６名访谈对象中的小白为了顾及家人的面子，也不敢
公开出柜，只能选择结婚，致使同妻现象的产生，自己也过得不

幸福。也体现了社区对“同志”群体的排斥所以才选择了结婚

来隐瞒自己。访谈对象Ｃ“压抑感又衍生出一种犯罪感，现在这
种压抑感和犯罪感时时刻刻噬咬着我的心脏、我的神经。虽然

我在成为国家工作人员之前直到今天，我依靠自己顽强的毅力

停止了这种同性恋活动，但是过去的事一旦东窗事发，我将身败

名裂，死无葬身之地。”体现了在政府机关里，很可能因为你是

“同志”身份而影响自己的仕途，也是一种排斥。访谈对象Ｄ只
能“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发现我们的秘密，更多的‘拉拉’们选择

在黑暗的酒吧中放松自己。”也体现了社区对她们的排斥，所以

只能在酒吧区放松自己。

综上，可以看出社区对于“同志”群体总体上是排斥的，无

论是学校、工作单位、居住社区对于“同志”群体的接受都是比

较低的，所以“同志”群体选择了隐瞒自己，带着面具辛苦的学

习、生活、工作。

２４　家庭排斥
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特点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在

宗法制度下，人们尊天祭祖，重视血缘亲情。［１６］基于中国这种家

族本位的特性，故此父母往往成为“同志”的沉重负担，既渴望

坦诚把内心秘密与父母分享，但更深恐表白后会成为终生的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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憾、彼此难愈的疮疤，甚至令自己终生背负不孝的罪名。１６名
访谈对象中的小平的故事充分体现着家庭成员对“同志”群体

的排斥。“我向母亲说明一切后，她很愤怒，指责我们这些人是

变态、人妖、不男不女……”“我不敢相信这是我母亲骂我的话，

我很难受，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都充满了罪恶感，心情很压抑，觉

得我们这种人活着没什么意思，但我又没有勇气去自杀……换

来的就是母亲的一千元钱让我离开这个家。”１６名访谈对象中
的小高的故事也同样是自己有家却不愿回。“那时候我１５岁，
遇到了他，我的初恋男友，我很爱他，当时很天真，愿意为他抛弃

一切。有一天在家里，在报纸上看到韩国变性人河莉秀的故事，

我拿给我妈看，我妈看后说了句‘有钱人，有权选择自己想过的

生活。’我反问妈妈‘是不是有钱人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

活？’妈妈说道‘是啊。’我心想着是时候向她说明一切了。‘那

我以后也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不要结婚。’我妈很惊讶地问

‘为什么？’爸爸插话道‘你身体不行吗？’我很好奇爸爸为什么

会那样说，我解释道‘因为我喜欢男人。’爸妈的一下子沉默了，

妈妈的眼神充满了失望，至今我还记得。都没有再说话了，一家

人很沉闷的吃完这顿饭。之后在家里的日子就过得很不舒服，

爸妈经常窃窃私语，但是见到我后又不说话，全家人的气氛异

常紧张，我受不了了，搬出了家，和他在外面租房住。很久一段

时间没有和父母联系。自从那一天，我和父母的关系变化了，总

觉得不再向以前那样融洽和舒服了，我开始厌恶回家。现在想

起来，如果时间可以重新来过，我肯定会向父母保密。随着年龄

长大，身边的一些同学都结婚了，父母其实心里很希望我可以

结婚，但是又不好直接对我说，我知道他们心里是很辛苦的，但

是为了不给我压力，在我面前没有说出来。这也使得我越来越

自责，我很后悔当时的冲动，所以我现在会劝身边的‘同志’朋

友，千万不要向家人出柜。”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孝文

化对中国人影响很深，而家庭的排斥让他不断自责。现在每当

他提起这件事情时，常眼里含泪，喉咙也哽咽了。

#

　结语
长期以来，同性恋者一直处在社会的边缘地带，大部分的

同性恋者都生活在恐惧和愧疚当中。有专家曾对生活在大中

城市、受过良好教育、相对年轻和“活跃”的男同性恋者进行调

查。结果显示，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状况非常令人担忧，生活处

境也十分困难。因为普遍受到社会歧视，其中有 ３００％ ～
３５０％的同性恋者有过强烈的自杀念头，９０％～１３０％的同性
恋者有过自杀行为，６７０％的同性恋者感到“非常孤独”，
６３０％的感到“相当压抑”。另有超过５０％的同性恋者因为不
被理解，曾感到很痛苦并严重影响生活和工作。［１７］另外，旧金山

大学社会学教授怀恩博士做了一项长达１０多年的调查研究，她
把不理解同性恋子女的家庭与理解和接受同性恋孩子的家庭

分成两组作对比，发现前一组家里的孩子感染艾滋病的机率是

后一组的３５倍，患抑郁症的机率高出３倍，尝试自杀率则高出
８５倍。因此他认为，家长的理解、接纳和关爱，事关孩子的身
心健康、甚至生命。而在我国，社会普遍歧视同性恋，连此类群

体身边最亲近的亲朋好友都不能理解和接受他们，并带有有色

眼镜去看他们，生活中表现出对其的排斥。导致很多同性恋群

体内心十分压抑并无处诉说，孤独感很强。有些会通过药物寻

求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些通过酗酒、药物麻醉自己逃

脱现实，但醒来之后依然充满困惑与不安。导致该群体很多人

对生活和未来失去信心与希望，感觉迷茫与困惑，严重者出现抑

郁并最后走向自杀的绝境中。

另外，由于社会大众对“同志”的排斥，令“同志”在排斥的

缝隙下隐藏起来，所以在我国很多的同性恋者最终被迫违背自

己的意愿与异性结为夫妻。而这对于各方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

结局，不仅同性恋者本人无法享受到婚姻的幸福，反而使夫妻双

方都沦为受害者，不利于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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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络分析
刘慧君　赵敏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摘　要】　目的：探析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征。方法：采用伙伴报告法收集并分析陕西省
西安市两个性服务场所中的６６名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数据。结果：调查对象共汇报了３０８个同
伴，男女各占５０００％，年龄集中在２０岁～３０岁（７１７５％），社会交往对象以朋友为主（５０５０％），不同类型
的社会支持在网络成员的性别和性关系情况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性成员主要提供了物质
帮助（３４２１％），女性成员提供了情感交流（３１５８％）和生活照料（２８２９％）。与女性性工作者发生过性关
系的网络成员主要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了物质帮助（５０００％）。结论：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同
质性和以“友关系”为主的特征。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男性及与性伴成员是女性性工作者获取物质帮助的重

要来源。

【关键词】　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络；社会支持；物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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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ｓｕｐｐｏｒｔ

　　每个人都生活在由组织、群体或个人组成的各类社会关系
中，形成社会关系网络。格兰诺维特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包含

社会经济行为的社会人际互动过程，个人及其行为嵌入在社会

关系之中，它对产生信任、建立期望以及确定和实施规范有重

要影响［１］。女性性工作者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身份的特殊性使

得她们难以获得正式的社会支持与权利保障，加上传统的歧视

与偏见，多数女性性工作者向家庭亲友隐瞒了真实的从业情

况［２３］，导致家庭支持网络的缺失［４］。作为在商业性交易中以

性行为来交换金钱或其他资源的特殊群体，女性性工作者的社

会交往与经济行为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她们可以通过社

会关系来获取各种社会资源，甚至是向性关系网络扩张。因此，

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既是她们的社会资本，在一定条

件下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也是她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有效途

径。为了了解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交往及社会支持情况，本研

究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了调查分析。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陕西省 Ｍ市两所 ＫＴＶ形式
的娱乐场所收集数据。调查对象为从事性交易服务来获取经济

报酬的女性性工作者。由于调查对象的特殊性及敏感性，本研

究借鉴其他研究者的经验，通过找到一位资历较深的女性性工

作者作为关键引路人得以进入娱乐场所［５６］，并在取得娱乐场

所负责人及妈咪的信任和配合下，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场所

内自愿配合调查的女性性工作者进行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采

取了同伴报告法，要求女性性工作者报告了除直系亲属外，她们

在生活中交往最多的５个人（女性性工作者报告的社会交往对
象姓名均为拼音首字母，并不涉及具体姓名）。在两个场所分

别抽取 Ａ场所 １７人（总数 ２０人）和 Ｂ场所 ５４人（总数 ２００
人），根据女性性工作者的配合意愿，最终获得６６个样本数据。
女性性工作者年龄主要集中在２０岁至３０岁之间（８７３０％）。
大多数女性性工作者都受过了较高的文化教育［７］，学历在高中

及以上（８４８５％）。超过一半的女性性工作者目前处于单身状
态（５４５５％），其他女性性工作者则在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同时
还拥有男朋友（３７８８％）或配偶（７５８％）等固定性伴。
１２　方法

此次调研的数据采集采取了调查员指导下的小姐自填问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　第２７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 ·１５９　　·

卷形式。调查员首先讲解了问卷中的答题形式与注意事项，由

于信息的敏感性，调查员只负责对小姐们不理解的题项进行解

答，并没有采取面对面的问卷形式。并在小姐完成问卷后，对问

卷的完整性及逻辑性进行检查。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描述研究对象的一般社会人口学信息、社会交往信息，使

用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进行差异性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并使用ｓｔａｔａ１４１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络的同伴特征

女性性工作者汇报了３０８名社会关系网络同伴，同伴的性
别、年龄、职业和与女性性工作者的关系性质特征。女性性工作

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同伴男女比例较均衡，整体上趋于年轻化，

非职业内的交往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７６９０％），只有少部分
是女性性工作者从事性服务行业接触到的同伴。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络的同伴特征

特征 样本分布情况

总人数 ３０８

性别

Ｎ＝３０４
男 女

Ｎ（％） １５２（５０００） １５２（５０００）

年龄

Ｎ＝３０８
２０岁以下 ２０岁～３０岁 ３０岁以上～４０岁４０岁以上～５０岁５０岁以上～６０岁 ６０岁以上

Ｎ（％） ３７（１２０１） ２２１（７１７５） ３３（１０７１） １０（３２５） ６（１９５） １（０３２）

职业

Ｎ＝３０３
专业技术

公务员或

事业单位

商业或

服务业

农、养殖、

渔业农民
工人 企业家 军人 其他

Ｎ（％） ３２（１０６５） ５８（１９１４） ７９（２９０７） １１（３６３） ２１（６９３） ２１（６９３） ４（１３２） ７７（２５４１）

关系

Ｎ＝３０３
配偶 同居性伴侣 客人 朋友 老乡 亲戚 小姐妹 妈咪

Ｎ（％） １（０３３） ３１（１０２３） ４３（１４１９） １５３（５０５０） ３５（１１５５） １０（３３０） ２０（６６０） ７（２３１）

２２　女性性工作者社会支持来源情况
根据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的社会支持

类型分析发现，物质帮助、情感交流、生活照料、便利帮助及其他

４类支持的来源在性别和性关系上存在差异，并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性关系网络中的男性多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物

质帮助（３４２１％），女性成员则以提供情感交流（３１５８％）和生
活照料（２８２９％）为主。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性伴主要为女性性
工作者提供了借钱借物的物质帮助（５０００％），没有发生过性
关系的网络成员则较多地承担了情感交流、生活照料、便利帮

助及其他帮助的社会支持角色。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女性性工作者社会支持的来源分析

　　　特征 物质帮助 情感交流 生活照料 便利帮助及其他 Ｐ值

性别（Ｎ＝３０４） ０００１（１５４２）

男 ５２（３４２１） ４１（２６９７） ２４（１５７９） ３５（２３０３）

女 ２５（１６４５） ４８（３１５８） ４３（２８２９） ３６（２３６８）

年龄（Ｎ＝３０８） ０２６３（１１１９）

２０岁以下 １１（２９７３） １４（３７８４） ３（８１１） ９（２４３２）

２０岁～３０岁 ５７（２５７９） ６４（２８９６） ５４（２４４３） ４６（２０８１）

３０岁以上～４０岁 ９（２７２７） ６（１８１８） ７（２１２１） １１（３３３３）

４０岁以上 ２（１１７６） ６（３５２９） ３（１７６５） ６（３５２９）

相处时间（Ｎ＝３０７） ００６６（２００６）

少于６个月 ２０（３８４６） １１（２１１５） ６（１１５４） １５（２８８５）

６个月～１２个月 ２９（３０５３） ２８（２９４７） １７（１７８９） ２１（２２１１）

１年以上～２年 １４（２０９０） ２１（３１３４） １４（２０９０） １８（２６８７）

２年以上～３年 ６（１６２２） １４（３７８４） １０（２７０３） ７（１８９２）

３年以上 １０（１７８６） １５（２６７９） ２０（３５７１） １１（１９６４）

性关系情况（Ｎ＝３０６） ００００（３９５２）

发生过 ４５（５０００） ２０（２２２２） １２（１３３３） １３（１４４４）

没有没生过 ３４（１５７４） ６８（３１４８） ５５（２５４６） ５９（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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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女性性工作者是社会的特殊群体，她们处于社会歧视、社

会边缘化的状态，甚至贫穷的状态中［８９］，这些因素可能会给女

性性工作者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是感染性传播疾病［１０］。有研

究指出，社会关系网络是影响个体行为的重要因素［１１］，也是女

性性工作者最主要的社会支持来源［１２］，社会支持是女性性工作

者降低性交易附加风险（如无保护性交、使用毒品）的保护性因

素［１０，１３１４］。因此本文关注了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旨

在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特征。

本研究发现，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交往具有同质性特征和

以“友关系”为主的网络特征。女性性工作者及其生活中经常

交往的对象都较为年轻，男女比例较为均衡，社会关系网络成

员以女性性工作者的朋友为主，社会关系网络具有明显的同质

性特征。而且相较于以往基于亲密的同乡关系运作的社会交

往模式［１５１６］，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交往中明显存在着“友关系”

取代“老乡关系”的趋势［１７］。而且，与以往研究发现女性性工

作者的同行小姐妹是其主要的社会交往对象［１８１９］不同，在本研

究的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交往对象中，同行小姐妹和妈咪的占

比较低［２０］，而职业外的“友关系”占了全部成员的５０００％，成
为其社会关系网络最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可能是由于以往研

究主要针对中低档娱乐场所，而本研究的女性性工作者来自中

高档性服务场所，工作场所的差异可能决定了这些女性性工作

者的社会交往机会及交往层次的不同。

社会关系网络是女性性工作者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在网络成员中，社会支持类型也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与性关

系差异。男性网络成员主要为女性性工作者提供了物质上的

帮助，女性网络成员中更多的人承担了生活照料的角色。与女

性性工作者发生过性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是女性性工作

者金钱和物质的重要来源，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络

成员则更多的是在情感交流和生活照料上帮助了女性性工作

者。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本身也可能

是其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途径，以性行为换取财物的方式在本

质上是与商业性交易一致的，性行为不仅是女性性工作者在商

业性行为中获取经济来源的重要方式，也是她们在社会交往中

获得社会支持的一种途径。

综上所述，女性性工作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存在着社会交往

上的同质性与以“友关系”为主的特征，女性性工作者倾向于从

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女性成员处获得情感交流和生活照料支持，

而社会关系网络成员中的男性及与女性性工作者发生过性关

系的成员则是女性性工作者物质支持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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