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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前列腺及尿道分泌物中支原体检测和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关系。方法：共
收集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中医院泌尿科门诊就诊的男性共２７０例，通过检测其前列腺液和尿道分泌物中
解脲支原体（Ｕｕ）和人型支原体（Ｍｈ）的感染率，以及泌尿生殖系统炎症的检出率，分析前列腺及尿道分泌
物中支原体检测和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的关系。结果：所有研究对象中 Ｕｕ检出５８例，总检出阳性率
２１４８％；Ｍｈ检出７６例，总检出阳性率２８１５％；支原体（Ｕｎ＋Ｍｈ）检出９８例，总检出阳性率３６３０％；泌尿
生殖道炎症检出１７３例，总检出阳性率６４０７％；炎症组总 Ｕｕ检出率、总 Ｍｈ检出率、总 Ｕｕ＋Ｍｈ检出率均
高于非炎症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２５，Ｐ＝００２９；χ２＝５８５９，Ｐ＝００１５；χ２＝１５０９，Ｐ＝００００１
）；炎症组的尿道分泌物Ｕｕ检出率和 Ｕｕ＋Ｍｈ检出率高于非炎症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２２７，Ｐ＝
００１３；χ２＝５４６１，Ｐ＝００１９）。炎症组的前列腺液Ｍｈ检出率和Ｕｕ＋Ｍｈ检出率高于非炎症组，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５８７７，Ｐ＝００１５；χ２＝１５０９，Ｐ＝００００１）；在炎症组中慢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尿道炎，睾
丸／附睾炎三种疾病的Ｕｕ检出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χ２＝１９６１４，Ｐ＝００００１）；三种疾病的 Ｕｕ＋Ｍｈ检出
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６８０２，Ｐ＝００００１）。结论：在泌尿系统炎症的患者的前列腺及尿道分泌物
支原体的检出阳性率较高。

【关键词】　前列腺液；尿道分泌物；解脲支原体；人型支原体；泌尿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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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原体是一种无细胞壁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在自然界中
广泛存在于土壤、人体、动物、植物中，是引起各种感染性疾病

的致病微生物。近年来对支原体感染的研究已成为泌尿科研

究的热点。大量研究发现，支原体感染与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关

系密切［１］。在人体中支原体可分布于女性阴道、尿道口、宫颈

外口、男性尿道口、精液、尿液中，可通过性接触传播疾病。但

支原体属于条件致病菌，在正常人群中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支

原体携带，在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或局部环境改变时引起疾

病［２］。慢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尿道炎、睾丸／附睾炎是男性泌
尿科临床常见的疾病，均属于临床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统炎

症［３］。由于引起泌尿生殖系统炎症的病因复杂，临床防治比较

棘手。为进一步了解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炎症的病因，本研究分

析了前列腺及尿道分泌物中支原体检测和男性泌尿生殖系统

感染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共收集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
中医院泌尿科门诊就诊的男性共２７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６５
岁；年龄（４７３５±６３２）岁；其中２０岁 ～３０岁５４例，３１岁 ～４０
岁１０９例，４１岁～５０岁６０例，＞５０岁４７例。检出有泌尿生殖
道炎症的１７３例，其中慢性前列腺炎６５例，非淋菌性尿道炎９４
例，睾丸／附睾炎４３例。根据泌尿生殖道炎症检出结果将研究
对象分为炎症组和非炎症组，炎症组１７３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
６３岁；年龄（４８１４±７２８）岁；其中２０岁 ～３０岁３３例，３１岁 ～
４０岁７１例，４１岁 ～５０岁 ４２例，＞５０岁 ２７例。非炎症组 ９７
例，年龄范围２１岁 ～６５岁；年龄（４７４５±６７６）岁；其中２０岁
～３０岁２１例，３１岁 ～４０岁３９例，４１岁 ～５０岁２２例，＞５０岁
１５例。两组在平均年龄和年龄分布上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①收集有性生活史，且至少在１４天内未使
用过抗生素的研究对象；②对至少３天内没有进行外生殖器的
冲洗、用药和性生活的研究对象进行采样；③研究对象了解研

究过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２　排除标准　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新近接受相关治疗
者，伴有泌尿系其他疾病者。

１３　样品采集和检测方法
嘱患者采集标本前至少３ｄ以上停止性生活，前列腺液采

集前嘱患者排空膀胱，采用无菌生理盐水清洗尿道口，按摩前

列腺后收集末段前列腺液置于无菌试管中。尿道分泌物采集

前半小时不排尿，采用无菌生理盐水清洁尿道口，将无菌棉签

插入前尿道２ｃｍ～３ｃｍ处，旋转３６０°停留２ｓ～３ｓ后取出，将棉
签置于无菌试管中。支原体检测方法：将标本接种于培养基，

置于３７５℃孵箱中培养４８ｈ，支原体的类型鉴定，培养计数均
严格按照试剂盒使用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试剂盒购自法国

生物梅里埃公司。

１４　观察指标
解脲支原体（Ｕｕ）检出率 ＝检出 Ｕｕ阳性例数／受检人数 ×

１００％；人型支原体（Ｍｈ）检出率＝检出Ｍｈ阳性例数／受检人数
×１００％；Ｍｈ＋Ｕｕ检出率 ＝检出 Ｍｈ＋Ｕｕ阳性例数／受检人数
×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指标采
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Ｄ）表示；分类变量资料用χ２检验比较；用
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
"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和支原体、泌尿生殖道炎症检出率

２７０例研究对象的年龄范围２０岁 ～６５岁；年龄（４７３５±
６３２）岁；其中２０岁～３０岁５４例，３１岁～４０岁１０９例，４１岁～
５０岁６０例，＞５０岁４７例。所有研究对象中 Ｕｕ检出５８例，总
检出阳性率２１４８％；Ｍｈ检出７６例，总检出阳性率２８１５％；支
原体（Ｕｎ＋Ｍｈ）检出９８例，总检出阳性率３６３０％；泌尿生殖道
炎症检出１７３例，总检出阳性率６４０７％；各年龄组检出阳性率
见表１，不同年龄组Ｕｕ、Ｍｈ、支原体以及泌尿生殖道炎症检出阳
性率的分布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组Ｕｕ、Ｍｈ、支原体（Ｕｎ＋Ｍｈ）和泌尿生殖炎症检出情况比较

年龄 例数 Ｕｕ阳性率（％） Ｍｈ阳性率（％） Ｕｎ＋Ｍｈ阳性率（％） 泌尿生殖道炎症率（％）

２０３０岁 ５４ １８（３３３３） １３（２４０７） ２０（３７０４） ３１（５７４１）

３１４０岁 １０９ ２９（２６６１） ２６（２３８５） ３７（３３９４） ６８（６２３９）

４１５０岁 ６０ １３（２１６６） １４（２３３３） ２６（４３３３） ４５（７５０）

＞５０岁 ４７ １６（３４０４） ５（１０６４） １５（３１９１） ２９（６１７０）

合计 ２７０ ７６（２８１５） ５８（２１４８） ９８（３６３０） １７３（６４０７）

χ２值 ２９ ３９７７ １９４９ ４４０４

Ｐ值 ０４０４ ０２６４ ０５８３ ０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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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炎症组和非炎症组的不同组织标本中的 Ｕｕ、Ｍｈ、以及支
原体检出率比较

　　炎症组总Ｕｕ检出率（３２４０％）高于非炎症组（１９７８％），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２５，Ｐ＝００２９）；炎症组的前列腺
液Ｕｕ检出率（２２５４％）高于非炎症组（１３４０％），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χ２＝３３４０，Ｐ＝００６８）；炎症组的尿道分泌物 Ｕｕ检
出率（２２７５％）高于非炎症组（１４４３％），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６２２７，Ｐ＝００１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前列腺液和尿道分泌物Ｕｎ检出率比较

检查方法 例数
Ｕｕ阳性率（％）

前列腺液 尿道分泌物

总检出率

（％）

炎症组　 １７３ ３９（２２５４） ４７（２２７５） ５２（３２４０）

非炎症组 ９７ １３（１３４０） １６（１４４３） ２４（１９７８）

合计　　 ２７０ ５２（１９２６） ６３（２２９６） ７６（２８１５）

χ２值 ３３４０ ６２２７ ４７２５

Ｐ值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９

炎症组总Ｍｈ检出率（２６０１％）高于非炎症组（１３０４％），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８５９，Ｐ＝００１５）；炎症组的前列腺
液Ｍｈ检出率（１７９２％）高于非炎症组（７２２％），且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５８７７，Ｐ＝００１５）；炎症组的尿道分泌物 Ｍｈ检出
率（１６１８％）低于非炎症组（１９５９％），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２＝０５０１，Ｐ＝０４７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前列腺液和尿道分泌物Ｍｈ检出率比较

检查方法 例数
Ｍｈ阳性率（％）

前列腺液 尿道分泌物

总检出率

（％）

炎症组　 １７３ ３１（１７９２） ２８（１６１８） ４５（２６０１）

非炎症组 ９７ ７（７２２） １９（１９５９） １３（１３０４）

合计　　 ２７０ ３８（１４０７） ４７（１７４１） ５８（２１４８）

χ２值 ５８８７ ０５０１ ５８５９

Ｐ值 ００１５ ０４７９ ００１５

炎症组总 Ｕｕ＋Ｍｈ检出率（４１３８％）高于非炎症组
（２６８０％），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７３１，Ｐ＝００１７）；炎症
组的前列腺液 Ｕｕ＋Ｍｈ检出率（３９３１％）高于非炎症组
（１６４９％），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５０９，Ｐ＝００００１）；炎
症组的尿道分泌物 Ｕｕ＋Ｍｈ检出率（３４１０％）低于非炎症组
（２０６２％），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６１，Ｐ＝００１９）。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３　炎症组中不同疾病类型Ｕｕ、Ｍｈ、以及支原体检出率比较

在炎症组中慢性前列腺炎的Ｕｕ检出阳性率为７３８５％，非
淋菌性尿道炎的Ｕｕ检出阳性率为８０８５％，睾丸／附睾炎的 Ｕｕ
检出阳性率为４４１９％，三组 Ｕｕ检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１９６１４，Ｐ＝００００１）；慢性前列腺炎的 Ｍｈ检出阳性率
为５２３１％，非淋菌性尿道炎的 Ｍｈ检出阳性率为５７４５％，睾
丸／附睾炎的Ｍｈ检出阳性率为４１８６％，三组 Ｍｈ检出阳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８７５，Ｐ＝０２３８）；慢性前列腺炎的

Ｕｕ＋Ｍｈ检出阳性率为８１５４％，非淋菌性尿道炎的 Ｕｕ＋Ｍｈ检
出阳性率为 ７８７２％，睾丸／附睾炎的 Ｕｕ＋Ｍｈ检出阳性率为
４８８４％，三组Ｕｕ＋Ｍｈ检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６８０２，Ｐ＝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４　两组患者前列腺液和尿道分泌物支原体（Ｕｕ＋Ｍｈ）检出率比较

检查方法 例数
Ｕｕ＋Ｍｈ阳性率（％）

前列腺液 尿道分泌物

总检出率

（％）

炎症组　 １７３ ６８（３９３１） ５９（３４１０） ７２（４１３８）

非炎症组 ９７ １６（１６４９） ２０（２０６２） ２６（２６８０）

合计　　 ２７０ ８４（３１１１） ７９（２９２６） ９８（３６１６）

χ２值 １５０９ ５４６１ ５７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表５　不同疾病类型Ｕｕ、Ｍｈ和支原体检出情况比较

疾病类型
Ｕｕ阳性率
（％）

Ｍｈ阳性率
（％）

Ｕｎ＋Ｍｈ阳性率
（％）

慢性前列腺炎　 ４８／６５（７３８５） ３４／６５（５２３１） ５３／６５（８１５４）

非淋菌性尿道炎 ７６／９４（８０８５） ５４／９４（５７４５） ７４／９４（７８７２）

睾丸／附睾炎 　 １９／４３（４４１９） １８／４３（４１８６） ２１／４３（４８８４）

χ２值 １９６１４ ２８７５ １６８０２

Ｐ值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１

#

　讨论
支原体是一类主要寄居在人体泌尿生殖系统上皮细胞内的

原核细胞微生物，其形态各异，可通过除菌滤器，在无生命培养基

中也能生长繁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４］。支原体的顶端具有特殊

的结构，使其可牢固地黏附于靶细胞表面，在泌尿生殖系统炎症

的发展和进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５６］。据文献报道，Ｕｕ和
Ｍｈ是引起男性泌尿生殖系统炎症的主要致病微生物，可引起慢
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尿道炎、睾丸／附睾炎等疾病［７］。支原体感

染后还易造成精液异常、精子畸形、数目减少、活力下降，也是引

起男性不育症的常见原因之一［８］。近年来由于性观念解放，支原

体感染的发生率逐年递增，已成为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９］。由

于治疗不规范、抗生素滥用等导致反复感染、迁延难愈，支原体耐

药性也不断变化，给治疗带来了较大的难度［１０１１］。

在支原体感染初期，患者尿道口偶见少量透明液体，随着

病程进展，可自尿道向前列腺、精囊、附睾等深处蔓延［９］。支原

体粘附于泌尿生殖系统上皮细胞，分解细胞膜上的卵磷脂，进

而造成炎症反应［１２］。

在临床采集标本过程中，由于取尿道分泌物的操作过程中

需要将无菌棉签插入尿道，使患者产生不适感，因而临床上更

倾向于取前列腺液进行支原体检测［１３１４］。但从支原体的微生

物学特点考虑，支原体更适宜生长于尿道黏膜，泌尿生殖系统

该部位感染率不同，感染率由高到低依次是尿道分泌物、精液、

前列腺液，取尿道分泌物更容易检测出支原体［１５１６］。

本研究中采集了前列腺液、尿道分泌物两种标本进行支原

体检测，检出更加完全，结果更可信［１７］。其中 Ｕｕ检出５８例，
总检出阳性率２１４８％；Ｍｈ检出７６例，总检出阳性率２８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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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原体（Ｕｎ＋Ｍｈ）检出９８例，总检出阳性率３６３０％。这一结
果提示，在泌尿科门诊的支原体检出率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水

平。但本研究中前列腺液和尿道分泌物的 Ｍｈ检出阳性率、总
检出阳性率并不存在着统计学差异，这一结果与文献中尿道分

泌物更容易检测出支原体的观点并不一致，尚有待于进一步的

研究证实。

所有门诊患者中慢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尿道炎、睾丸／附
睾炎等泌尿生殖道炎症检出１７３例，总检出阳性率６４０７％。
炎症组总Ｕｕ检出率、总 Ｍｈ检出率、总 Ｕｕ＋Ｍｈ检出率均高于
非炎症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炎症组的尿道分泌物 Ｕｕ检
出率和Ｕｕ＋Ｍｈ检出率高于非炎症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炎
症组的前列腺液 Ｍｈ检出率和 Ｕｕ＋Ｍｈ检出率高于非炎症组，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提示，无论是泌尿生殖系统炎

症患者还是非炎症患者的支原体检出率均占有一定的比例，这

一点与临床报道中在正常人群中也存在着一定比例的支原体

携带的观点一致［１８］。而泌尿生殖系统炎症患者的支原体阳性

率明显高于非炎症者，这一结果提示支原体感染与男性泌尿生

殖系统炎症密切相关。在炎症组中慢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尿

道炎，睾丸／附睾炎三种疾病的 Ｕｕ检出阳性率有统计学差异；
三种疾病的Ｕｕ＋Ｍｈ检出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慢性前列
腺炎、非淋菌性尿道炎患者的阳性率明显高于睾丸／附睾炎，这
一结果提示，支原体感染与慢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尿道炎疾

病的相关性高于睾丸／附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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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６５７６５７．

［１７］　崔胜利，刘春玲，董洁，等．泌尿生殖道感染不育男性与精子活
率、抗精子抗体的关系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８）：９０９２．

［１８］　刘素玲，侯铁英．泌尿生殖道分离支原体及其耐药性．中国感染
控制杂志，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８２１８２３，８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０３）

【基金项目】江苏省南通市卫计委科技项目（ＷＱ２０１６００４）
【第一作者简介】贲亮亮（１９８９—），男，住院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相关疾病的诊治
△【通讯作者】彭辉（１９８０—），男，主治医师，Ｅｍａｉｌ：２２７９２０６０＠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２ ·男科与性医学·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和电切术对患者术后
性功能的比较研究
贲亮亮　王健　彭辉Δ

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和电切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 ９　　　　·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１２０例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６０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开放手术，观察组患者行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对两组患者手
术相关指标进行比较，观察两组性功能和尿道功能改善、并发症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术中出血量、膀胱

冲洗时间、拔管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切除组织重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前，两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性交
满意度、性高潮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勃起功能、性欲评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最大尿道关闭压（ＭＵＣＰ）、国际前列腺症状评
分（ＩＰＳ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Ｑｍａｘ、ＭＵＣＰ、ＩＰＳＳ均有明显改善，且观察组改善程度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发生继发性出血、尿失禁、膀胱痉挛、尿道口狭
窄、尿外渗等并发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可明显改善前列
腺增生患者性功能，且患者尿路功能也有明显改善，术中出血量较少，且无并发症增加情况，值得临床进一

步推广。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增生；性功能；尿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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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一种膀胱黏膜增生和化生同时发生的前列腺
病变，常见于中老年男性，由体内雌雄激素分泌失调引起，许多

研究均证实前列腺增生是一种潜在的癌前病变，严重影响男性

患者生活质量，还会给患者性功能带来一定障碍［１２］。传统开

放手术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主要手术，但对患者造成创伤较

大，且术后预后较差，近年来研究表明［３５］，经尿道前列腺等离

子电切术作为近年来微创手术，其效果更佳明显，本研究探讨

了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和电切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

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通市第二人民医院收
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２０例，纳入标准：①患者经直肠、超
声检查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②所有患者无手术禁忌症；③本
研究经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患者患有心、肝、肾
等严重功能障碍；②患者有严重尿路感染；③患者合并其他可能
影响本研究的疾病。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

察组６０例，年龄范围４１岁 ～７７岁，年龄（５９１６±５６３）岁；前
列腺体积（７５２７±５７１）ｃｍ２；病程范围１年 ～３年，病程（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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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８）年。对照组６０例，年龄范围４０岁～７９岁，年龄（６０３７
±５９１）岁；前列腺体积（７６０５±６０１）ｃｍ２；病程范围１年 ～３
年，病程（２２９±０４１）年。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基线资料可
以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电切开放手术，仪器采用德国Ｗｏｌｆ公
司生产的电切镜，患者取平卧位，行硬膜外麻醉后于下腹部正

中行切口，经膀胱切除增生前列腺，放置引流管，闭合手术切口，

术毕。观察组患者行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采用美国顺

康公司生产的ＦＯ８９２１Ｌ等离子镜，使用０９％生理盐水作为灌
洗液，直视下将电切镜置入尿道，观察前列腺增生的大小、部位

和患者膀胱三角区、颈部、各壁情况，将左右侧叶、中叶切除，修

整尖部，切平后尿道，将增生前列腺增生部位，后行电凝止血并

用生理盐水冲洗，术毕。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

拔管时间、住院时间）、性功能指标（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

高潮、性欲）、尿路功能指标（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最大尿道关
闭压（ＭＵＣＰ）、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并发症发生情况
（继发性出血、尿失禁、膀胱痉挛、尿道口狭窄、尿外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围手术期、性功能尿路功能等指标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并发症为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
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拔管时间、住院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

切除组织重量明显多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膀胱冲洗时间（ｄ） 拔管时间（ｄ） 切除组织重量（ｇ）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６０ ６０１３±７１６ １１３２８±１６４９ １５４±０２８ ３９１±０８２ ７６２８±６２８ ３０５±０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６１１６±７０８ １８９３８±２４９１ａ ３１６±０３５ａ ５２３±１０７ａ ５６０１±５２９ａ ５１９±０６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性功能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性交满意度、性高潮评分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勃起
功能、性欲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后性功能改善情况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勃起功能 性交满意度 性高潮 性欲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３５９±５８９ ６７８±０７５ ５１１±０５９ ６７６±０８９

治疗后 １２８９±５２６ａ ５４９±０５４ａｂ ４７２±０４５ａｂ ４５６±０５４ａ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３３７±５１３ ６４６±０８９ ５１３±０４８ ６９３±０９１

治疗后 １１９６±５２１ａ ４０７±０５２ａ ３２４±０３４ａ ４４７±０５１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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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尿路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最大尿道关闭压

（ＭＵＣＰ）、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差异无统计学的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两组 Ｑｍａｘ、ＭＵＣＰ、ＩＰＳＳ均有明显改善，且观
察组改善程度更加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尿路功能相关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ＭＵＣＰ（ｃｍＨ２Ｏ） ＩＰＳＳ（分）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４７５±１３５ ２５９１±２３６ ２５８３±３３１

治疗后 １５５２±２２１ａｂ ３７３９±３２９ａｂ ７０３±１１９ａｂ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４１６±１６７ ２５１３±２３８ ２５５２±３１５

治疗后 １２２１±２２３ａ ２８５２±２９６ａ １１６１±２６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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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发生继发性出血、尿失禁、膀胱痉挛、尿道口

狭窄、尿外渗等并发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继发性

出血
尿失禁

膀胱

痉挛

尿道口

狭窄
尿外渗

观察组 ６０ ４（６６７） ４（６６７） ５（８３３） １（１６７） 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０ ６（１００） ３（５０） ６（１００） ３（５０） １（１６７）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前列腺一种良性病变，前列腺增生的发病主

要由于体内雌雄激素分泌失调引起，且饮食、高龄、基因等可引

起前列腺间质和前列腺表皮细胞变化的因素都可导致前列腺

细胞凋亡、减少，从而导致前列腺增生［６９］。前列腺增生患者常

出现排尿困难、尿失禁、尿外渗等症状，严重者出现肾功能下降、

尿潴留等症状，造成患者排尿和性功能出现障碍［１０１２］。目前，

临床上对于前列腺增生的治疗主要为药物治疗和手术切除增

生的前列腺，对于早期前列腺增生患者，其治疗主要以药物为

主，而对于病情相对严重患者多采用手术切除前列腺治

疗［１３１６］。传统开放手术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经典手术方

式，可直接探查膀胱和膀胱颈，但其缺点是对前列腺尖部不能

有效直视，且传统开放手术创伤大，术中出血量较多，患者预后

较差，术后存在较高的逆行射精发生率，传统开放电切术很容

易损伤阴茎勃起支配血管和神经，同时还容易使前列腺增生患

者产生心理恐慌，这些因素都严重影响患者术后性功能［１７１８］。

随着微创和腹腔镜技术不断发展，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

切术逐渐成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１９］，于两极之

间形成等离子球体，生成汽化切割效应，且具备切割精准和汽

化止血等功能，对患者创伤较小，同时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

切术以生理盐水作为灌洗液进行热穿透、冷切割，切面组织变

性小，热损伤效应较低［２０］。且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视野

清晰，切割的准确性较高，可更好避免尿道外括约肌损伤，保护

包膜和周围正常组织不够损伤，同时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

术切割时温度仅不到７０ｏＣ，远远低于传统开放手术，且接触部
位凝固层厚度不到１ｍｍ，远低于传统开放手术的２ｍｍ～３ｍｍ，
且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术中深层小动脉可实现快速闭

合，便于术后凝固层尽快脱落、坏死，起到良好的止血作用，可减

少对勃起支配血管、外括约肌、神经血管的损伤，故可减少对勃

起功能损伤，同时也减少了对周围组织正常功能的影响，对患

者性功能恢复起到积极作用，更大程度上保护了患者性功

能［２１２２］。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术中相关指标明显优对照组，

表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对术后生理功能恢复较传统

开放手术更具优势。观察组性交满意度、性高潮评分明显优于

对照组，表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可更好的促进阴茎勃

起，恢复因前列腺增生所引起的性功能障碍。观察组 Ｑｍａｘ、
ＭＵＣＰ、ＩＰＳＳ评分优于对照组，表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
在切除病灶同时，还可对患者尿路功能可起到更好的保护作

用，本次结果与周岩等［２３］研究结果具有一致性。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可明显改善前列腺

增生患者性功能和尿路功能，术中出血量较少，且无并发症增加

情况，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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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患者生活质量的 影响．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８）：２２８３２２８４．

［１２］　ＧａｃｃｉＭ，ＣｏｒｏｎａＧ，ＶｉｇｎｏｚｚｉＬ，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ＪＵ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２４３１．

［１３］　郭亚雄，刘安．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开放性手术对良性前列腺
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分析．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６）：５１８．

［１４］　程伟，刘修恒，陈明，等．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对良性
前列腺增生尿道功能与性功能的影响．现代泌尿外科杂志，
２０１５，２０（１２）：８５９８６２．

［１５］　ＺｈｏｕＹ，ＸｕｅＢ，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ＮＡ，ｅｔａｌ．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ＨＰＳ）１２０Ｗｌａｓｅｒ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ｅｒｓｕ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ｍｅ
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Ｌａ
ｓｅｒｓ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６，３１（３）：４８５４９５．

［１６］　高海东，黄锐．保存膀胱颈完整性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
中对低龄患者勃起功能的影响．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９）：６９．

［１７］　陈家明，金庭园，徐小明．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对良
性前列腺增生尿道功能与性功能影响研究．中华肿瘤防治杂志，
２０１５，２２（１１）：１８３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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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陆鸿海，王晖，李爱华，等．经尿道前列腺电汽化切除术治疗高龄
大体积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疗效观察．中国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０
（６）：５２．

［１９］　邱承俊，敖劲松，汪波，等．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和经尿道等离子
前列腺剜除术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研究．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６，２５（５）：１７２０．

［２０］　ＡｌｋａｎＩ，ＯｚｖｅｒｉＨ，ＡｋｉｎＹ，ｅｔａｌ．Ｈｏｌｍ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ｕｐｏｎｅｘ
ｔｅｎｄｅ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ＩｎｔＢｒａｚ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６，４２（２）：２９３３０１．

［２１］　严兵．经尿道前列腺气化电切术在前列腺增生患者中的应用效

果及对性功能的影响研 究．哈尔滨医药，２０１５，３５（５）：３４５３４７．
［２２］　ＺａｎｇＹ，ＤｅｎｇＸ，ＹａｎｇＤ，ｅｔａｌ．Ｐｈｏ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ｗｉｔｈＧｒｅｅｎＬｉｇｈｔ１２０Ｗｌａｓｅｒｖｅｒｓｕｓ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ｗｉｔｈ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ＬａｓｅｒｓＭｅｄＳｃｉ，２０１６，
３１（２）：２３５２４０．

［２３］　周岩，程静，王瑾，等．良性前列腺增生症与勃起功能障碍的流行
病学及治疗方案研究进展．中国新药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２１）：２４３７
２４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第一作者简介】陆黎（１９９４—），男，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艾滋病的防治管理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３ ·男科与性医学·

对比 ＭＲＩ与 ＣＴ诊断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的准确率
陆黎１　孙宗琼２　李超凡１　杨文霞３　谭旭艳４

１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放射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２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放射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３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４江苏省肿瘤医院超声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　要】　目的：探究ＭＲＩ与ＣＴ在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择２０１５
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的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患者６３例，Ａ期、Ｂ期患者２３例，
Ｃ期、Ｄ期患者４０例。分别实施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并以病理组织活检结果作为金标准，对比分析两种诊断方
法在不同病理分期患者诊断中的准确率。结果：与病理组织活检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对于前列腺癌 Ａ期、Ｂ
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准确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ＭＲＩ的诊断符合率显著高于ＣＴ检查，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前列腺癌Ｃ期、Ｄ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准确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ＭＲＩ与ＣＴ在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临床诊断中均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对早期前列
腺癌患者，ＭＲＩ检查体现出明显的应用优势。

【关键词】　前列腺癌；病理分期；临床诊断；ＭＲＩ；ＣＴ；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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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ＲＩａｎｄＣＴ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ｔ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３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
ｐｒｉｌ２０１５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２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ｓｔａｇｅＡａｎｄＢ，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ｓｔａｇｅＣａｎｄＤ．ＭＲＩａｎｄ
ＣＴ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ａｓｔｈｅｇｏ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ｗｏ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ｓｔａｇｅＡａｎｄＢ，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ｏｆＭＲＩ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
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ｓｔａｇｅＣａｎｄ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ＭＲＩａｎｄＣＴ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ＲＩａｎｄＣＴｂｏｔｈｈａｖｅ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ｓ，ｂｕｔ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ＭＲＩ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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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ｉｎｇ；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ＭＲＩ；Ｃ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

　　前列腺癌是一种严重危害男性健康的疾病类型，是发生于男
性前列腺组织中的恶性肿瘤，，由前列腺腺泡细胞异常无序生长

所导致。患病之后，疾病可侵及膀胱、精囊、血管神经束等，进而

引起血尿、血精、阳痿，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性功能与性活动，给患

者造成极大的身心痛苦。近些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

趋势，严重危害了男性的健康和生活［１］。临床通过对患者实施针

对性治疗，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改善预后。为此，做好对前列腺

癌的早期诊断，以更好的指导临床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

义［２］。多排螺旋ＣＴ（ｍｕｌｔｉｓｌｉｃｅｓｐｉｒａｌｃｏｍｐｕｔｅｄ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ＳＣＴ）
和核磁共振成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ＭＲＩ）是近些年中临
床应用较为广泛的影像学检查方式［３］，本次研究探究ＭＲＩ与ＣＴ
在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无锡市第五人民医院收治
的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患者６３例，年龄范围４５岁 ～７８岁，
年龄（６５８９±１１３３）岁。入组患者经临床诊断，且经过手术病
理组织活检，确诊为前列腺癌［４］，患者均具备完整的临床资料，

并排除合并肿瘤以及心肾功能疾病，均知情同意本研究。排除

标准：①严重心脏、肝脏、肾脏等疾病患者；②精神疾病患者；③
无法获得随访者；④合并恶性肿瘤者；⑤依从性差。入组患者均
表现出排尿困难、血尿、尿潴留等症状。

１２　方法
对入组患者分别实施 ＭＲＩ与 ＣＴ检查，并以病理组织活检

结果作为金标准，对比分析两种诊断方法的准确率。①ＭＲＩ检
查：采用磁共振扫描仪对患者实施扫描，扫描之前指导患者适

量饮水，保持胃肠道和膀胱处于充盈状态。患者取仰卧位，常规

利用Ｔ２加权像矢状位像定位，并行不同的断层扫描，包括横轴
位像、冠状位像、矢状位像。增加抑脂序列，增强扫描前，后经肘

部静脉快速团注钆喷酸葡胺注射液１５ｍｌ，注射速率为３ｍｌ／ｓ，进
而实时连续扫描［５］。②ＣＴ检查：采用６４排螺旋 ＣＴ（美国 ＧＥ）
对患者进行扫描，患者取仰卧位，并保持双侧髋前上嵴与耻骨

联合下缘处于同一直线水平上，对患者实施常规扫描，必要时

行加强扫描和多期扫描［６］。

由专业影像学主任医师负责进行图像判断，参照 Ｊｅｗｅｔｔ改
良分期法进行分期，分为 Ａ、Ｂ、Ｃ、Ｄ四期［７］。相应的分期情况

为：Ａ期、Ｂ期患者２３例，Ｃ期、Ｄ期患者４０例。对不同病理分
期患者不同方法下的诊断结果进行统计，全部诊断方法的结果

分析以病理学诊断结果为标准，计算相应的准确率。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分析过程中，组间统计学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中的

ＳＮＫｑ方法。计数资料的表示方法为例（％），组间比较实施χ２

检验。所有数据分析中均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计算 Ｐ值，以
第一类误差００５（α值）判断统计显著性，Ｐ＜００５即为数据之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前列腺癌Ａ期、Ｂ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情况统计比

与病理组织活检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对于前列腺癌Ａ期、Ｂ
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准确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ＭＲＩ

的诊断符合率显著高于 ＣＴ检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统计与组间比较

方法 例数 诊断准确率（例，％）

ＣＴ ２３ １１（４７８３）

ＭＲＩ ２３ ２０（８６９６）

Ｐ值 — ＜００５

２２　前列腺癌Ｃ期、Ｄ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情况统计比较
对于前列腺癌Ｃ期、Ｄ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准确

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前列腺癌Ｃ期、Ｄ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情况统计比较

方法 例数 诊断准确率（例，％）

ＣＴ ４０ ３６（９０００）

ＭＲＩ ４０ ３８（９５００）

Ｐ值 —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前列腺癌已经成为一种泌尿科中常见的恶性肿瘤类型，

患者生存率较低，严重危害大广大男性的健康和生命［８９］。临床做

好对前列腺癌的早期诊断，提高诊断准确率，以及时的制定针对性

的治疗方案，提高预后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１０］。目前，

临床诊断中，ＣＴ和ＭＲＩ检查具有安全、无创等特点，是应用较为广
泛的两种诊断方法［１１１２］。本研究选择我院收治的不同病理分期前

列腺癌患者６３例进行研究，探究ＭＲＩ与ＣＴ在不同病理分期前列
腺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效果。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与病理组织活检

结果进行比较，可得对于前列腺癌Ａ期、Ｂ期患者，ＭＲＩ与ＣＴ检查
在诊断准确率、误诊率以及漏诊率方面存在明显差异，ＭＲＩ的诊断
符合率显著高于ＣＴ检查，误诊率以及漏诊率则显著低于ＣＴ检查，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于前列腺癌Ｃ期、Ｄ期患者，
ＭＲＩ与ＣＴ检查在诊断准确率、误诊率以及漏诊率方面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即提示，ＭＲＩ与ＣＴ在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
癌临床诊断中均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对早期前列腺癌患者，

ＭＲＩ检查体现出明显的应用优势。
上述结果表明，临床在对早期前列腺癌患者实施诊断的时

候，选择对患者实施ＭＲＩ可以获得较好的诊断效果。ＭＲＩ检查
过程中，可以达到较好的分辨效果［１３］。诊断中可以通过断层扫

描的方式实施多方位的全面检查，获得更多有用的诊断信息。

在及时确诊的同时，也可以为前列腺癌的局部分期诊断提供一

定的参考信息。在 Ｔ２加权成像显示方面，ＭＲＩ检查过程中对
不同周围组织经观察可观察到存在强度较高的信号，而病灶组

织则表现出强度较低的信号。但是，一些情况下，也会出现病灶

组织的信号强度高于周围正常组织的去年高考。

与ＣＴ检查进行比较，ＭＲＩ检查对肿瘤和肿瘤对周围组织
侵犯的诊断具有一定的应用优势［１４］。在检查中，通过对患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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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动态增强扫描，可以更好地对前列腺癌进行诊断，并与其他

疾病类型进行鉴别［１５］。同时，也有一些病例经检查表现出缓慢

持续强化的情况，分析可能是因为局部血供较少所致。对于病

灶侵犯盆腔淋巴结以及骨转移等情况，在实施ＭＲＩ检查的时候
也可以获得较为清晰的现实，有利于更为准确的对患者的临床

分期情况进行判断。在对患者实施 ＣＴ检查的过程中，如果患
者的病理分期处于 Ａ期或 Ｂ期，则经 ＣＴ检查可观察到相应的
征象主要表现出体积增大，但在密度方面则未表现出明显的变

化［１６１７］。且边界模糊不清，检查中实施平扫或增强扫描诊断时

均存在一定的困难。临床随着患者病情的不断进展，对于病理

分期为Ｃ期或 Ｄ期的患者，经 ＣＴ检查可观察到周围脂肪层消
失，边界十分清晰，可以较为容易的检出［１８］。

综上所述，ＭＲＩ与ＣＴ在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临床诊断
中均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对早期前列腺癌患者，ＭＲＩ检查
体现出明显的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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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
结石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陈昆１　李云祥２

１什邡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德阳 ６１８４００
２南充市中心医院（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比较２种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什邡市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００例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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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患者。研究组患者使用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
前列腺电切术进行治疗，对照组患者使用切开取石加前列腺电切的手术方式进行治疗。结果：研究组患者

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比例和冲洗时间上远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在术后各阶段
的ＲＵＶ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术后前列腺与膀胱功能也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结论：什邡市人民医院在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上有多年的临床经验，并在治疗过程
中发现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效果理想，临床上应该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前列腺电切术；老年前列腺增生；膀胱结石；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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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目前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老年男性疾病之一。随着我国老年人口日

益增多，老年前列腺增生及其并发症引起了相关专家的重视。

有关研究表明，５０岁以后的男性患者患前列腺增生的比例比５０
岁以前的男性患者明显增加［１］。前列腺增生症作为老年男性

的一种常见疾病，对老年男性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着很大的影

响。临床上认为，随着年龄的增加，男性前列腺上皮细胞会出现

不同程度的增生，使相关腺体体积增大，从而导致患者出现排

尿困难等尿道阻塞的临床症状。老年前列腺增生会导致患者

性功能障碍，导致患者性生活质量下降［２］。本院在治疗老年前

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上有多年的临床经验，采用经皮肾镜下

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现将

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什邡市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００例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在严
格遵循随机分组原则的前提下，将所有患者按照手术方式的不

同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患者。
纳入标准：①在研究进行期间，到我院治疗的所有老年前

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②在研究开始前，对所有患者均
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身体各项指标符合研究标准的患者［３］。

③无其余类型前列腺增生并发症的患者。④知情并同意配合

此项研究的患者。排除标准：①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身体各项
指标有不符合研究标准的患者［３］。②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完整
参与研究的患者。③患有精神类疾病或不能正常进行沟通的患
者。④对本研究治疗所用药物过敏的患者［４］。

研究组５０例患者中，３１例患者因尿潴留入院，１２例患者有
膀胱切开手术史，８例患者有前列腺手术史。患者年龄范围５１
岁～８５岁之间，年龄（６２４±３２８）岁。对照组５０例患者中，３７
例患者因尿潴留入院，９例患者有膀胱切开手术史，７例患者有
前列腺手术史。患者年龄范围５２岁～８４岁之间，年龄（６１６±
２２１）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通过了我院伦理委员会的
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

切术进行相关治疗，具体操作方法如下：所有患者均采取连续硬

膜外麻醉联合腰麻的麻醉方式，所有患者均采用仰卧位的体位

进行手术［５］。手术正式开始时首先在患者的截石位并从患者

的尿道放入肾镜镜鞘（ＳＴＯＺＥ牌，２４３×２２４ｍｍ），然后缓慢将
电切镜（生产厂家：奥林巴斯）放入患者膀胱内，仔细探查患者

尿道和膀胱内结石情况，观察完毕后退出电切镜，置入肾镜。向

患者膀胱内注入００９％的等渗冲洗液，直至患者膀胱达到一定
充盈度为止［６］。所有患者均使用德国多尼尔钬激光碎石系统

进行结石粉碎，硬度低的结石碎块会直接进入系统的碎石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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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硬度大的结石可再用钬激光碎石系统进行二次粉碎。结石

清理干净后，经尿道置入前列腺汽化电切镜，以观察前列腺三

叶增生的具体情况，并按照中叶、侧叶的顺序进行切除，最后进

行前列腺尖端腺体的修整［７］。手术结束后统一用生理盐水对

前列腺增生组织进行清除，直至膀胱冲洗液变清亮。

对照组患者统一使用常规的手术方法进行治疗，具体操作

方法如下：手术前对患有尿潴留的患者留置导尿管，采用连续

硬膜外麻醉联合腰麻的麻醉方式。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决定

是否给予患者相关抗感染的治疗［８］。除此之外，所有患者均需

要在保证疾病稳定的前提下进行手术治疗。患者手术时，均采

用截石体位，并于手术开始前对整个尿道进行全面检查，详细

记录［９］。然后，插入电切镜找出精阜等重要标志并切出沟槽，

依次将两侧叶和中叶切除，然后再于耻骨上做小切口，于腹膜

外进入膀胱，切开膀胱并取出膀胱内结石，然后逐层缝合切口，

膀胱切口采用可吸收线缝合。完成以上步骤后排空腺组织小

条片并测试尿流。测试尿道是否通畅后止血并插入气囊导尿

管行持续膀胱冲洗。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采用相同的评判标准进行治疗效果评估。对两

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比例和冲洗时间分别进

行对比分析。然后，对患者术前、术后２个月、术后４个月和术
后６个月进行ＲＵＶ评分。采用相同标准对患者前列腺功能和
膀胱功能进行评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以ｎ（％）表述，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 珋ｘ±ｓ表述，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比例和冲洗时间比
较

　　采用相同标准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
比例和冲洗时间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在各方

面的表现远优于对照组患者，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切除比例和冲洗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ｈ）
术中出血量

（ｍｌ）
切除比例

（％）
冲洗时间

（ｈ）

研究组 ５０ ０３１±０２ １２５４±０７ ７５７±０４ ４５７±０６

对照组 ５０ ０５２±０６ ２２６８±１９ ７３２±０５ ６８９±０１

ｔ值 — １９０２９４ １８３９１ １０１２５ １２９３５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ＲＵＶ评分比较
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各阶段进行 ＲＵＶ评分，结果发现，

两组患者术前 ＲＵＶ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研究组患者术后各阶段的ＲＵＶ评分结果均优于对照组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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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Ｖ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２个月 术后４个月 术后６个月

研究组 ５０ ９１１±０６ ５５８±０３ ３２９±０７ １２３±０４

对照组 ５０ ９１３±０８ ７２２±０９ ５３１±０６ ２４１±０６

ｔ值 — ９０２９４ １９３９１ １７１２５ ２０９３５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前列腺功能和膀胱功能比较
对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的前列腺和膀胱功能进行对比分

析，结果发现，研究组患者的前列腺和膀胱功能显著优于对照

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前列腺功能和膀胱功能比较（珋ｘ±ｓ）

　　项目
研究组（ｎ＝５０）

干预前 干预后

对照组（ｎ＝５０）

干预前 干预后

ＩＰＳＳ评分（分） ２３９０±２３１ ７４１±１４０ ２３４１±１２２ ７１３±１４０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８３４±２０１ ２２３６±２１５ ８２３±２１２ １７１２±１２３

残余尿量（Ｒｕ） １０５４０±２１０ １６７０±１６７ １０５３０±１２０ ２０５４±２３３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为老年男性的多发疾病，随着我国人均寿命

的不断增加，老年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临床上前

列腺的不正常增生也叫做前列腺肥大，患者发病前期没有明显

的症状，随着病情的不断加重和腺体的不断增大，患者除了出

现尿频、尿急、尿痛等临床症状之外，如果此时不进行及时治疗

还会出现尿潴留等症状［１０］。目前，许多研究人员都在进行有关

老年前列腺发病机制的研究，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其发病机

制仍然不十分明确。有关研究人员认为，其发病可能与上皮间

质细胞的增值和细胞凋亡机制的不正常运行有关；此外，还可能

与雄性激素分泌失常导致人体内相关生理学反应混乱有关。目

前，研究者发现前列腺增生患者均具有睾丸正常功能和年龄偏

大２个临床特点［１１］。膀胱结石为老年前列腺的常见并发症之

一。膀胱结石顾名思义是指结石位于膀胱内。老年男性患者由

于前列腺长期功能障碍会导致尿路阻塞，相关研究者也发现，大

部分前列腺增生病程在３年以上的患者都患有膀胱结石。同
时，男性患者由于尿道细而长，相对来说发生下尿道阻塞的几率

也比较高［１２］。近年来，我国的医疗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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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的相关技术和理论

发展也更加成熟。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

术手术创口小，更有利于患者的后期恢复，在临床治疗上的优

势更加明显［１３］。本研究比较了使用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

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和传统治疗方法在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

切除比例和冲洗时间上的相关指标。结果发现，使用经皮肾镜

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进行治疗的患者在这几个

方面上的表现均优于使用传统手术方法进行治疗的患者（Ｐ＜
００５）。这主要是因为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
切术在手术过程中电切镜是由患者尿道插入的，无需开刀，在

缩短手术时间和减少术中出血量上作用显著［１４］。传统的膀胱

结石手术治疗需要在患者结石部位开口，以便结石的顺利取

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的正常组织造成了伤害，不利于患

者的恢复。

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为近几年新

兴起的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技术，随着患者自

我意识的不断提升，传统的手术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患者对治疗

的要求，此种新型治疗方式的出现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１５］。本

研究对所有患者术前、术后２个月、术后４个月和术后６个月进
行了ＲＵＶ评分。结果发现，两组患者在术前的 ＲＵＶ评分无明
显差异（Ｐ＞００５），但是研究组患者在术后２个月、术后４个月
和术后６个月阶段的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均Ｐ＜００５）。这
表明使用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进行治

疗的患者，在术后恢复上远优于对照组患者，为此种方法在临

床的推广提供了有效的实践依据［１６］。除此之外，本研究为了增

加实验的说服性特地对患者的前列腺功能和膀胱功能进行了

对比分析，前列腺功能的主要判断标准为ＩＰＳＳ评分和最大尿流
量，膀胱功能的主要依据为残余尿流量的多少［１７］。结果显示，

研究组患者前列腺功能恢复情况和膀胱恢复情况远优于对照

组患者（Ｐ＜００５）。众所周知，一种治疗方法的优劣程度主要
取决于对患者相关器官功能的恢复情况，本研究结果为经皮肾

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在临床上的推广提供了

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综上所述，经皮肾镜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在

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上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患者前

列腺功能和膀胱功能恢复情况达到满意效果。因此，经皮肾镜

下钬激光碎石术联合前列腺电切术在临床治疗上值得进一步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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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绍斌（１９６９—），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泌
尿外科相关疾病诊治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５ ·男科与性医学·

ＰＫ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效果及对患者性功能的
影响
张绍斌１　龚杰２

１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普通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２３
２武汉钢铁（集团）公司职工医院泌尿外科，武汉 ４３００８３

【摘　要】　目的：研究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ＰＫ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的效果及
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诊治的９０例ＢＰＨ患者为研
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５例患者。观察组患者采用ＰＫＲＰ治疗，对照组
患者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所用的手术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术中出血
量、术后不良反应；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ＲＵＶ）、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５项
（ＩＩＥＦ５）以及生活质量指数（ＱＯＬ）评分。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需要的手术时间少，留置导尿管
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Ｐ＜００５）；术后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１１％）小于对照组患者（３３３％）；
手术后观察组患者Ｑｍａｘ、ＲＵＶ与对照组患者相比有显著改善（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ＱＯＬ
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与ＴＵＲＰ相比，采用ＰＫ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效果更为显著，不良
反应发生率较低，对性功能的影响也比较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性功能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ＫＲＰｏｎ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ｉ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Ｓｈａｏｂｉｎ１，
ＧＯＮＧＪｉｅ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ｕｈａｎＪｉｎｙｉｎｔ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２３，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ＩｒｏｎａｎｄＳｔｅｅ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ｎｙＳｔａｆ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８３，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ｅｎｉ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ｏ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ａｎｄｔｏｓｔｕｄｙ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ＮｉｎｅｔｙＢＰＨ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ＷｕｈａｎＪｉｎｙｉｎｔ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ｎ＝４５）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５）．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ＰＫＲ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ｕ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５（ＩＩＥＦ５）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
ｄｅｘ（ＱＯＬ）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ｅｓ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
ｗａｓｌｅｓ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１．１％）ｗａｓｓｍａｌｌ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３．３％）．ＴｈｅＱｍａｘａｎｄＲＵＶ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ＩＥＦ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ＱＯＬｓｃｏｒ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ＵＲＰ，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ＫＲＰ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ＰＨｉ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ｓｍｏｒｅｌｏｗ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ｓｍａｌｌ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ｅｎｉ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简称前
列腺增生，俗称前列腺肥大，是引起老年男性排尿障碍原因中

最为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１］。ＢＰＨ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目前

公认老龄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发病的２个重要因素，经常有尿频、
尿急、排尿困难等临床表现［２］。症状轻者可以采用非手术治

疗，重症患者经常采取手术治疗。一般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治疗ＢＰＨ，但术后可
能会出现经尿道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ＵＲ）综合征、
出血、尿失禁等不良反应，治疗效果不太理想，随着医疗水平的

不断进步，新型手术方式ＰＫＲＰ逐步得到临床应用，效果更好且
更安全［３］。我院特选取 ９０例 ＢＰＨ患者将其分为两组，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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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ＫＲＰ与 ＴＵＲＰ分别治疗，比较其治疗效果及其对患者性功能
的影响，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我院诊治的９０例 ＢＰＨ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 ４５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５７岁 ～７８岁，年龄
（６０１±３３）岁，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６２岁～８３岁，年龄（７１８
±４２）岁。两组患者在一般基本资料方面平衡性良好，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
了解本次研究的目的和治疗方法，患者及家属均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本研究亦经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医院对患者各项临

床资料保密，尊重患者隐私权。

纳入标准：①经前列腺直肠指诊确诊为 ＢＰＨ患者；②有尿
频、尿急、排尿困难等临床表现；③年龄范围５７～８３岁；④无严
重肝肾疾病和精神障碍者。

排除标准：①对操作有抵触情绪、不配合者；②有严重心血
管疾病、身体素质差者；③逼尿肌无力者；④未使用药物治疗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手术前对两组患者进行评估，协助做好心、脑、肝、肺、肾等

重要器官功能的检查，评估其对手术的耐受力，并对患者做好

心理护理，增加其战胜疾病的信心。同时，为了减少其他因素对

研究的影响，对慢性尿潴留者，应当先留置尿管引流尿液，改善

肾功能；对尿路感染者，应用抗生素控制感染等。观察组患者采

用ＰＫＲＰ治疗，患者均采取硬膜外麻醉，取截石位，插入英国佳
乐３０度等离子电切割镜，电切功率为 ２０５瓦，电凝功率为 ７２
瓦，接好导光纤维素、电源线，在６点处切一标志沟，膀胱颈至精
阜从标志沟顺时针方向即６～１０点方向切除前列腺右侧叶，逆
时针方向即６～２点方向切除前列腺左侧叶，将镜倒转１８０°切
除２～１０点腹侧组织，然后再切除尖部组织，修整创面，对创面
进行止血，然后用Ｅｌｌｉｋ冲洗器反复冲洗膀胱，吸出前列腺组织
碎片，冲洗液为５％山梨醇，用 Ｆ２３号三腔导尿管置入尿道，囊
内注水３０ｍｌ，妥善固定导尿管。对照组患者采取 ＴＵＲＰ治疗，
采用德国顺康Ｆ２５电切割镜，电切功率２１０瓦，电凝功率７８瓦，

用５％山梨醇冲洗膀胱，其余操作步骤与观察组相似。所有手
术步骤均由同一人完成。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尿管时间、手术

前后Ｑｍａｘ、ＲＵＶ、ＩＩＥＦ５评分和 ＱＯＬ评分、术后患者不良反应
（出血，尿失禁，ＴＵＲ综合征）。其中，ＩＩＥＦ５评分包括阴茎勃起
信心、勃起硬度、维持勃起能力、性交满意度等问题，每项评分满

分５分，共计２５分，总分越高说明勃起功能越好，低于２１分为
异常。ＱＯＬ评分是病人受下尿路症状困扰程度和忍受程度，０
～６分代表６个等级，分数越高，忍受程度越低。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 ｔ检验、用（珋ｘ±ｓ）来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用
［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显

著少于对照组患者，留置导尿管时间短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留置尿管时间

（ｄ）

观察组 ４５ ８２８±２０７ ７０９±３０２ ５４±０６

对照组 ４５ ９７２±２１１ ８４５±３２３ ６２±０７

ｔ值 — ３２６８０ ２０６３２ ５８２０９

Ｐ值 — ０００１５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Ｑｍａｘ、ＲＵＶ情况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的Ｑｍａｘ、ＲＵＶ均比术前有显著改善，观察组

患者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Ｑｍａｘ，ＲＵＶ的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Ｑｍａｘ（ｍｌ／ｓ）

手术前 手术后

ＲＵＶ（ｍｓ）

手术前 手术后

观察组 ４５ ６３±５１ １７２±６１ ９２１±３４３ １６８±９５

对照组 ４５ ７０±３９ ２０１±６３ ８１５±３０１ ２２９±１１８

ｔ值 — ０７３１４ ２２１８４ １５５８２ ２７０１２

Ｐ值 — ０４６６５ ００２９１ ０１２２８ ０００８３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１１％）明显少于对照

组患者（３３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和ＱＯＬ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和ＱＯＬ评分均有较好变化，观

察组患者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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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ＢＰＨ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结果［ｎ（％）］

组别 例数 出血 ＴＵＲＳ 尿失禁 合计

观察组 ４５ ３（６７） ０（０）　 ２（４４） ５（１１１）

对照组 ４５ ５（１１１） ６（１３３） ４（８９） １５（３３３）

χ２值 — — — — ６４２８６

Ｐ值 — — — — ００１１２

#

　讨论
ＢＰＨ经常发生于老年男性中，且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

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男性激素代谢异常所致［４］。前列腺增生的症

状与前列腺体积大小不成比例，反而主要取决于梗阻的程度、病

变发展速度以及是否合并感染。尿频是最常见的症状，夜间更为

明显，随着梗阻程度加重，残余尿量也会增加，导致膀胱有效容量

减少，尿频会变得更加明显［５６］；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患

者最主要的症状，在临床上的典型表现是排尿迟缓、断续、尿细而

无力、射程短、终末滴沥、排尿时间延长［７］。ＢＰＨ除了给老年患
者带来身体上的病痛，也给患者带来心理上的折磨，如果出现不

良反应，严重者会影响患者的性功能，患者的自尊受其影响，给生

活带来极大的不便［８］。对于前列腺增生梗阻严重、残余尿量较

多、症状明显而药物治疗效果不好、身体状况能够耐受手术者，多

采用ＴＵＲＰ治疗。经过 ＴＵＲＰ治疗后，患者可能出现 ＴＵＲ综合
征，轻者出现恶心、呕吐等，重症可能出现肺水肿、心力衰竭等，严

重威胁患者生命，还有可能出现逆行射精，影响性功能［９１０］。

ＰＫＲＰ是在ＴＵＲＰ之后发展起来的，与ＴＵＲＰ相比，ＰＫＲＰ的安全
性更高，并发症更少，疗效更确切。

表４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和ＱＯＬ评分的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分）

手术前 手术后

ＱＯＬ评分（分）

手术前 手术后

观察组 ４５ １８９±２３ ２２３±２１ ５５±０９ １５±０４

对照组 ４５ １９３±２５ １７０±２３ ５８±１０ １９±０６

ｔ值 — ０７８９９ １１４１５５ １４９５９ ３７２１０

Ｐ值 — ０４３１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８３ ００００３

　　ＰＫＲＰ的工作电极与回路电极都处于电切环内，电流首先流过
工作电极，然后再与回路电极产生回路，减少了闭孔神经反射［１１］。

同时，回路释放出的射频能量将生理盐水转化为高速运转的电离颗

粒，打断靶器官的有机分子键，产生汽化切割效应，使表层组织汽化

和汽化层下１ｍｍ深的组织均匀凝固，又不易脱痂，从而节省了手术
时间。此外，亦使深层小动脉、小静脉和毛细血管迅速闭合而发挥

止血作用［１２］。ＰＫＲＰ有自动识别靶器官的功能，当电切环与包膜接
触时切割会随着能量自动变小而停止，既保护了包膜，又降低了手

术风险［１３］。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出血时间显著少于对照

组患者，出血量亦少于对照组患者，留置尿管时间也缩短（均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Ｑｍａｘ、ＲＵＶ、ＩＩＥＦ５评分和ＱＯＬ评分比对照
组患者改善更为显著（Ｐ＜００５）。ＰＫＲＰ采用双极电凝，因此所需
要的电量大为减少，热的扩散也相应减少，从而减少了对周围组织

的损伤，组织恢复相对较快，对性功能的影响也比较小［１４］。除此之

外，ＰＫＲＰ采用等离子体切割，有着特有的双极汽化效应，可以使增
生组织迅速无痛化，使创面形成凝固层达到边汽化边止血的效果，

减少了术后出血的机会。因为采用５％山梨醇作为冲洗液，减少了
ＴＵＲ综合征等不良反应的发生［１５］。

综上所述，采用ＰＫ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效果更为显
著，不良反应较低，对性功能的影响也比较小，值得在临床中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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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敷贴对肾阳虚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
观察
段陈洁１　李腾２　段文丽３

１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病外科杂病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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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穴位敷贴疗法辅助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肾阳虚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８０例患者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随机分为穴位敷贴组（４０例）和常规治疗组（４０例）。常规治疗组患者予以常
规药物治疗，穴位敷贴组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配合温肾贴辅助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１个月，共
３个疗程，其后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各项指标，评估穴位敷贴的疗效。结果：穴位敷贴组患者有效率８７５％，常
规治疗组患者有效率７５０％，穴位敷贴组患者有效率明显高于常规治疗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穴位敷贴组患者为（１２３９±７０５）分，常规治疗组患者为（１５８４±
６９１）分，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降低，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同时，
治疗后穴位敷贴组患者积分比常规治疗组患者下降更为明显，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肾阳证
中医症状积分比较，穴位敷贴组患者为（１３４０±１９３）分，常规治疗组患者为（１３９１±２８８）分，两组中医症
候积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降低，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同时，治疗后穴位敷贴组患者积分
比常规治疗组下降更为明显，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穴位敷贴在改善肾阳虚型慢性非细
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症状上具有重要辅助意义，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减轻了患者的思想负担和生活压力，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肾阳虚；穴位敷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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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ＮＩＨＣＰＳＩ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２３９±７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５８４±６９１）．ＴｈｅＮＩＨＣＰＳＩ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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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Ｔｈ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ＣＭ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ｋｉｄｎｅｙ
ｙａｎｇ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３４０±１９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３９１±２８８）．ＴｈｅＴＣＭ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ｂｅｆｏｒ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ｏ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ａｔ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ｃｏｒ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ｍｅａｎｉｎｇ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ｙａｎｇ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ｔｙｐｅ，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ｂｕｒｄｅｎａｎｄｌｉｆ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Ｋｉｄｎｅｙｙａｎｇｄｅｆｉｃｅｎｃｙ；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
常见泌尿科疾病，以排尿异常，以及少腹部、会阴部、腰骶部等部

位疼痛，伴有失眠健忘、焦虑、抑郁等一系列心理障碍为主要临

床表现。临床上，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ＡＰ）是慢性前列腺炎的主要分型，占比超过９０％［１］，

又称为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ＣＰＰＳ），多由自身免疫性炎症、代谢异常综合征、感染、心理社会
因素等原因引起。除了上述症状之外，排除细菌感染，镜检白细

胞数目多于１０个对此病亦有诊断价值。随着当今社会生活节
奏的加快，人们处于高压力状态，ＣＡＰ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目前，ＣＡＰ的西医治疗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一般
行为治疗等，而药物治疗最大的特点是病情容易反复发作，且

价格昂贵，给患者及其家属带来一定的精神和经济负担。中医

通过辨证治疗，调和气血阴阳，标本兼治，在ＣＡＰ治疗上效果显
著，治愈率较高，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重视。肾阳虚型患者往往

病程日久，临床上比其余证型不易治愈。为了进一步提高临床

疗效，本研究开展了中医特色疗法穴位敷贴辅助治疗肾阳虚型

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

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男性病科住院治疗的８０例肾阳虚型ＣＡＰ患者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分为穴位敷贴组和常规治疗组，每组４０例患者。
穴位敷贴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５５岁，平均年龄３４４岁；病程
范围４个月～１５年。常规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４岁，平
均年龄３３６岁；病程范围３个月～１４年。两组患者在年龄、病
程、ＮＩＨＣＰＳＩ积分等方面比较，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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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两组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最大 最小 平均（珋ｘ±ｓ）

病程（月）

最大 最小 平均（珋ｘ±ｓ）
ＮＩＨＣＰＳＩ
积分

穴位敷贴组 ４０ ５５ ２１ ３４３７±５８１ １８０ ４ １４７３±６４３ ２２６４±７６７

常规治疗组 ４０ ５４ ２０ ３３５９±６８２ １６８ ３ １５０９±７４５ ２２７３±７５４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１９９５年美国国立卫生院拟定的关
于慢性非前列腺炎（ＣＡＰ）分类标准［２］进行诊断。①症状：骨盆
区域疼痛，可见于腰骶部、耻骨部、少腹部、会阴、阴茎及肛周部

等多个部位，排尿异常，尿道滴白，性功能障碍或伴有焦虑、抑

郁、记忆力下降等。②直肠指诊：前列腺质地偏硬，大小正常或
偏大，并且有触痛或盆壁压痛。③实验室检查：尿常规检查结果
常为阴性，前列腺液常规检查白细胞数＞１０个／ＨＰ，而细菌培养
阴性。

１２２　中医肾阳虚证证型判定标准［３］主证：①腰膝酸软疼痛；
②畏寒；③夜尿次数多；④脉诊：尺脉沉迟而无力。兼证：主要包
括以下症状和体征：①阳虚失煦；②不主生殖；③水液失调；④二
便失调；⑤不主纳气：咳嗽喘息，痰清色白；⑥舌脉：苔白或苔白
滑，舌青紫，舌质淡胖；⑦病史：久病不愈。计分标准：①定性记
分：主证每项２分；兼证每项１分。②定量记分：出现的症状，按
照轻、中、重评分，分别记１、２、３分。具备主证２项以上、兼证３
项以上，定性定量积分相加得分超过１２分者，可以判定为肾阳
虚证。

１３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凡是具备ＣＡＰ的西医诊断标准和中医肾阳虚证

判定标准，年龄范围２０岁 ～７５岁，病程３月或以上，有良好依
从性，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即可以纳入研究。

排除标准：①急慢性细菌性前列腺炎、前列腺癌、尿道畸形
等患者。②合并有其他心脑血管疾病，对多种药物容易产生过
敏反应者。③无法合作者，如精神障碍患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１４１　常规治疗组　常规治疗组患者予以常规治疗：口服盐酸
坦洛新缓释片（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号：

Ｈ２００５１４６１，规格：０２ｍｇ×１４粒），用法：口服，每次０２ｍｇ，每天
１次；中成药复方玄驹胶囊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号：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规格：０４２ｇ×５４粒），用法：口服，每次 ３
粒，每天３次。
１４２　穴位敷贴组　穴位敷贴组患者在临床常规治疗基础上
加用中医特色治疗方法：穴位敷贴法。在中医辨证论治原则的

指导下，以中极、肾俞为主穴，按照具体情况选取关元、阳陵泉、

命门、阳陵泉、太溪、三阴交等配穴。中极：主治尿频、遗尿；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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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主治尿频、遗尿、腰痛等；关元：温补肾阳，主治尿道不适、腰

膝酸痛等。在常规药物治疗之前，清晨进行穴位敷贴，每次贴敷

选取５个穴位，有效皆以穴位区域具有热感为宜，每日一次，贴
敷时注意避开皮肤溃疡处，防止药物热效应损伤皮肤，密切注

意敷贴处皮肤，防止过敏反应等。敷贴时亦应嘱患者避免饮食

生冷、油腻食物。

穴位敷贴组和常规治疗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３个疗程，每个
疗程１０天。
１５　疗效观察

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慢性前列腺炎症状积分（ＮＩＨ
ＣＰＳＩ）指数表［４］进行评分。按照疼痛部位、频率和严重程度、排

尿症状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３个方面所得总积分，评估患者的
临床症状及其病情。积分与症状和病情呈正相关。痊愈：疼痛、

排尿异常及生活质量等临床症状基本消失，ＮＩＨＣＰＳＩ总积分比
治疗前至少减少９０％。显效：疼痛、排尿异常及生活质量等临
床症状得到明显改善，总积分比治疗前减少≥６０％，且≤９０％。
好转：疼痛、排尿异常及生活质量等临床症状改善，总积分比治

疗前≥３０％且≤６０％。无效：疼痛、排尿异常及生活质量等临床
症状改善不明显，总积分比治疗前减少≤３０％。

肾阳虚症状、体征改善评判标准：参照文献［３］分级评分标

准对相关症状、体征进行评分。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采取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若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两
组比较和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ｔ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采
用秩和检验，等级资料选择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慢性前前列腺炎总积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比治
疗前有所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穴位
敷贴组患者总积分比常规治疗组患者减少更为明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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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穴位敷贴组 ４０ ２２６４±７６７ １２３９±７０５ａ ＜００５

常规治疗组 ４０ ２２７３±７５４ １５８４±６９１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常规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经过１个月的治疗后，穴位敷贴组和常规治疗组患者的总有

效率分别为８７５％、７５０％，穴位敷贴组患者疗效优于常规治疗
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

穴位敷贴组 ４０ １２（３００） １５（３７５） ８（２００） ５（１２５） ３５（８７５）ａ

常规治疗组 ４０ １０（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 ９（２２５） １０（２５０） ３０（７５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常规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肾阳虚症状、体征总积分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肾阳虚积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症候积分与治疗前相比均明显
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穴位敷贴组比常规
治疗组改善症状上更有优势，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肾阳虚总积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Ｐ值

穴位敷贴组 ４０ １６０５±２４８ １３４０±１９３ａ ＜００５

常规治疗组 ４０ １６１３±３０１ １３９０±２８８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常规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安全性评估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未有患者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穴位

敷贴组和常规治疗组分别有３例和４例患者由于敷贴时间过长
导致皮肤轻度发红，且未有胃肠道不适者，所有患者坚持完成３
个疗程，无中途退出试验者。

#

　讨论
中医典籍中无“前列腺”一词，将其纳入“精室”范畴，而“精

室”为肾所司［５］。临床上ＣＡＰ常见证型为湿热下注、气滞血疲、
肝肾阴虚和肾虚等，但肾阴精或者阳气的虚损是疾病产生的根

本原因。肾阳又被称作命名之火、真阳或元阳，是人体全身阳气

的根本，主要生理作用有温煦、蒸腾、气化、推动、激发和固摄等，

男子生殖器官发育和生殖功能的维持都离不开肾阳的作用。

《诸病源候论·小便病诸候》列出专篇，概述了肾阳虚所致小便

白而多、遗尿、小便不通、夜尿多等皆由肾虚所致。《治疗格律

·温补下元律》指出：命门火衰，症见畏寒，四肢不温，腰冷酸

痛，入冬尤甚，小便频数不禁，男子阳萎早泄等。屈淼林等［６］认

为，前列腺炎的发生和不易治愈的根本原因在于肾虚气化障碍，

肾阳亏损，下焦失于输布，从而导致湿热、瘀滞内生。黄树纲［７］

认为，慢性前列腺炎在中后期以肾阳虚型多见，宜先温肾阳。因

此，温补肾阳法在治疗男性慢性前列腺炎、阳痿、精冷不育等疾

病上有着重要地位。李世林等［８］的研究结果显示，温针灸治疗

ＣＡＰ效果确切，而穴位贴敷归属于针灸范畴。因此，本研究试
图在传统治疗方法的基础上，对患者加用中医特色疗法穴位敷

贴治疗，很好地体现了辨证施治、治病求本的思想。

穴位敷贴和针灸治疗皆以中医基础理论和经络腧穴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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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通过穴位和中药效应双重刺激以激发人体经络之气，调节

气血运行，平衡阴阳，最终改善临床症状，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本研究中的温肾贴为我院自制贴剂，主要以温补肾阳药物研制

而成，在儿科、脾胃科、男科、妇科等科室运用广泛，主要用于辅

助治疗肾阳虚型病证，同时具有活血止痛的功效。基于辨证取

穴的原理，本研究取肾俞、中级为主穴，这些穴位具有补肾利湿

之功，能够使局部血液循环改善，调节尿道不适症状；同时，辅以

关元、命门、阳陵泉、太溪、三阴交、丰隆等穴位，以调节阴阳、化

湿利尿、健脾益肾、理气止痛等，实现标本同治、综合治疗。有关

研究表明，穴位贴敷法的治疗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表皮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将药物有效成分吸收进入血液循环。
②通过水合作用使药物的透皮速率增加４倍 ～５倍，同时可以
使局部皮温升高，加速血液循环。③通过对局部刺激，利用反馈
原理产生某种生理或效应作用。因此，穴位敷贴具有双重治疗

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穴位敷帖联合常规药物治疗肾阳虚型慢

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效果确切，有效地缓解了患者尿频、尿急、

尿痛和腹部疼痛等症状，改善了生活质量，且有益于疾病的预

后。此种方法简便经济，毒副作用小，无疼痛，不会造成重大创

伤，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同时，本研究发现，由于疾病的特殊性，

症状复杂，病情迁延，难以根治，大部分患者往往出现一系列心

理障碍，因此，在治疗期间对患者进行了有效的心理护理干预，

嘱戒烟酒，勿过度进食辛辣食物，保持适当且有规律的性生活，

增强其治疗疾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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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微小剂量西地那非对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
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收治的６６名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微小剂量西地纳非
进行治疗，每日睡前服用。根据治疗效果，将６６名患者分为３组。３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４～６个月。其
间，采用ＩＩＥＦ５评分量表对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６６名患者中，Ａ组５３名患者采用微小剂量西地那非
治疗，Ｂ组６名患者采用微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均有明显效果。Ａ组５３名患者中，轻度 ＥＤ患者２９名
（５４７％），中度ＥＤ患者１４名（２６４％），重度 ＥＤ患者１０名（１８９％）。与治疗前相比，治疗后 Ａ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总分和各项评分均有极显著改善（Ｐ≤０００１）。轻中度ＥＤ患者，治疗后可使勃起功能完全恢复正常；
重度ＥＤ患者，治疗后ＩＩＥＦ５指数接近正常。结论：对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微小剂量西地纳非具有良好的
治疗效果。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西地纳非；微小剂量；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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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地那非在国内已经有将近３０年的应用历史，从早期的按
需服用到小剂量持续服用，临床医生对于此类药物的理解和使

用在不断更新［１５］。近年来，我们针对勃起功能障碍患者采用

微小剂量西地那非进行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有关情

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门诊收
治的６６名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２３岁 ～
４１岁。所有患者进行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问卷调查、检测血清性激素、肝肾及甲状
腺功能，排除生殖道畸形、生殖器发育不良，排除性激素、甲状腺

功能异常。患者中骨盆骨折２人；发现或者已经明确诊断糖尿
病者６人，尿酸异常２０人，血脂异常者３１人。

纳入标准：（１）所有患者有固定性伴侣，对于初次性生活或
者性经验不足者，不纳入本组人群；（２）患者发病时间至少在３
月以上。

相关研究通过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同

意入组治疗。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采用小剂量西地那非口服治疗，根据治疗效果将

其分为Ａ、Ｂ、Ｃ三组。
Ａ组：所有患者给予西地那非（万艾可，辉瑞制药有限公

司，中国大连）口服治疗。初始剂量２５ｍｇ，每日睡前服用，一周
后复查。如果治疗有效，继续药物治疗；３周后改为２０ｍｇ，每日
睡前服用；一个月后改为１２５ｍｇ，每日睡前服用。对于治疗无
效者纳入Ｂ组。

Ｂ组：对西地那非治疗效果不明显者，给予他达拉非（希爱
力，礼来制药有限公司，中国上海）治疗。初始剂量５ｍｇ，每日睡
前口服。治疗有效者，继续药物治疗；３周后改为４ｍｇ，每日睡
前服用；一月后改为２５ｍｇ，每日睡前服用。治疗无效者纳入 Ｃ
组。

Ｃ组：对于微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效果亦不明显者，采用小
剂量西地那非（２５ｍｇ，每日睡前口服）＋按需服用（性生活当日
５０ｍｇ服用）。

三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４～６个月，所有患者并行治疗相关

代谢性疾病。

１３　疗效判定
根据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总分及各项评分、阴茎硬度分级评分

和患者性生活满意度进行疗效判定。ＩＩＥＦ５各项得分相加，≥２２
分为勃起功能正常，１２～２１分为轻度ＥＤ，８～１１分为中度ＥＤ，５
～７分为重度Ｅ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处理相关数据，配对样本进行 ｔ
检验，比较ＥＤ患者治疗前后的ＩＩＥＦ５评分的变化。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效果评价

６６名患者中，采用微小剂量西地那非治疗后，５３人治疗效
果明显；对微小剂量西地那非治疗效果不明显的１３名患者，采
用微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其中６人治疗效果明显；对于前两组
方案均无效的７名患者，采用小剂量西地那非 ＋按需服用（性
生活当日５０ｍｇ服用），５人治疗效果明显；对于所有方案均无效
者２人。
２２　Ａ组患者治疗效果评价

对于Ａ组（西地那非组）总体患者和各亚组患者，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总分和各项评分均有极显著改善（Ｐ≤０００１）。５３名患
者中，轻度患者２９名（５４７％），中度患者１４名（２６４％），重度
患者１０名（１８９％）。对于总体ＥＤ患者和轻中度 ＥＤ患者，治
疗后可使勃起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对于重度ＥＤ患者，治疗后可
使重度ＥＤ改善为轻度ＥＤ（接近正常）。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５３名患者ＩＩＥＦ５数值和配对ｔ检验结果

项目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项目１ ５３ ２１５±０８２ ４５７±０７７ －２４１ ０００

项目２ ５３ ２２８±１３１ ４５３±０８２ －２２４ ０００

项目３ ５３ ２５７±１４１ ４６８±０７８ －２１１ ０００

项目４ ５３ ２８５±１３９ ４６８±０７０ －１８３ ０００

项目５ ５３ ２２３±１２５ ４７２±０６９ －２４９ ０００

合计 ５３ １２０８±５０６ ２３１７±３１９ －１１０９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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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ＥＤ是男性常见的疾病类型，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

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ＰＤ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的出现彻底改变了
ＥＤ的治疗模式。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通过特异性抑制磷酸
二酯酶活性，增加阴茎供血，达到治疗ＥＤ的效果。

西地那非为第一代ＰＥＤ５抑制剂。目前，在ＥＤ治疗最为常
见的方式是小剂量西地那非方案，即西地那非２５ｍｇ，每日睡前
服用［１６］。其药理机制是长期服用西地那非可能改善阴茎血管

内皮细胞功能［１２］。在此基础上，我们采用微小剂量西地那非

长期治疗，即２５ｍｇ，每日睡前口服；８天后复诊，如果治疗有效，
继续用药；２０天后改为 ２０ｍｇ，每日睡前口服；２５天后改为
１２５ｍｇ，睡前口服，４０天后复诊。如果２５ｍｇ西地那非口服无
效，改用第二代ＰＤＥ５抑制剂他达拉非微小剂量治疗。如果他
达拉非治疗无效，则改为小剂量西地那非长期服用 ＋性生活前
５０ｍｇ按需费用。总体治疗时间４～６个月。

从总体治疗效果来看，６６名ＥＤ患者，采用微小剂量西地那
非治疗后，５３名患者治疗效果明显；对该方案不明显的１３名患
者，采用微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６人勃起功能恢复；对微小剂
量西地那非或者他达拉非治疗效果无效的７名患者，采用小剂
量西地那非＋西地那非按需服用（性生活当日５０ｍｇ服用），５
人治疗效果明显，２人治疗无效。总有效率９６７％，采用微小剂
量ＰＥＤ５抑制剂有效率８９４％。这说明 ＥＤ作为慢性疾病，可
以采用微小剂量ＰＥＤ５抑制剂长期治疗。

从西地那非治疗效果来看，Ａ组５３名患者中，治疗后 ＩＩＥＦ
５总分和各亚项评分均有显著改善。其中，轻中度 ＥＤ患者，治
疗后可以使勃起功能完全恢复正常；重度ＥＤ患者，治疗后勃起
功能明显改善，ＩＩＥＦ５数值接近正常标准。

从长期治疗效果来看，采用微小剂量西地那非治疗４～６个
月后，４５名患者停药后未复诊；８名患者停药后１～２个月复有
ＥＤ出现，给予西地那非２５ｍｇ１４天后，改用１２５ｍｇ，ｑｎ；其中有
６位患者持续服用１２５ｍｇ，ｑｎ，有效，停药后复有ＥＤ出现。

从合并基础疾病来看，血脂异常者（５８４％）居多，其次为
尿酸（３７７％）异常，再次为糖尿病患者（１１３％），这也从病因
学角度提示ＥＤ可能与心血管疾病一样，存在代谢性因素。除
去代谢性疾病，骨盆骨折（３７％）则是导致ＥＤ的最常见外科性
疾病。对于基础疾病，建议患者去相关专科进行针对性治疗。

从治疗情况来看，不同合并疾病患者采用微小剂量治疗ＥＤ后，
效果均非常明显。这说明微小剂量西地那非对于多种因素导

致的ＥＤ患者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４９］。

有关研究认为，ＥＤ与心血管疾病有着密切的联系，ＥＤ可
能是心血管疾病的前期信号，这也为 ＥＤ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认

识和途径［１，９］。由于ＥＤ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前期信号，两者之
间可能存在着类似的发病机制，因此 ＥＤ也可以作为一种慢性
疾病，ＥＤ的治疗可以借鉴心血管疾病治疗方案，采用药物进行
长期治疗。

从药物副反应来看，由于本次研究的起始剂量较低，所以

未见到明显药物副反应。５３名患者中，有３名患者服药早期有
面部潮红、头晕等不良反应。服药１周后，副反应消失。

综上所述，微小剂量西地纳非对于各种原因引起的 ＥＤ患
者均有很好的疗效，与小剂量同类药物相比较，其最大优势在于

降低了患者治疗成本，减少了副反应的发生。目前尚未有采用

微小剂量西地那非（即西地那非１２５ｍｇ，每日睡前口服）长期服
用的报道。该种剂量是有一定的药理作用还是单纯安慰剂作

用，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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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３３７８例男性优生遗传咨询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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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３３７８例男性遗传咨询者的遗传学检测结果与其临床表现的关系。方法：通过手
淫方式取精，进行精液常规分析。采取外周血进行淋巴细胞培养，常规制备染色体标本，采用Ｇ显带方法进
行染色体核型分析，遇有特殊情况用Ｃ显带方法进行验证。提取外周血ＤＮＡ，通过ＰＣＲ扩增和琼脂糖凝胶
电泳方法，检测ＡＺＦ微缺失。结果：３３７８例患者中检出异常核型５３５例，异常率为１５８％。其中，染色体数
目异常３７１例（６９３％），结构异常８４例（１５７％），性别表现异常８例（１５％），嵌合体５例（０９％），多态性
６７例（１２５％）。无精子症１３４６例中，核型异常３８５例（２８６％）；少弱精３５９例中，核型异常３４例（９５％）；
精子活率低、畸形３４２例中，核型异常１８例（５３％）；严重少弱精１０例中，核型异常２例（２００％）。１３３７例
ＡＺＦ检测中，缺失１５０例，缺失率为１１２％。其中，ＳＲＹ＋ａ＋ｂ＋ｃ区域缺失６例（４０％）；ＡＺＦａ＋ｂ＋ｃ区域
缺失１６例（１０７％）；ＡＺＦｂ＋ｃ区域缺失２８例（１８７％）；ＡＺＦａ区域缺失１４例（９３％）；ＡＺＦｂ区域缺失７例
（４７％）；ＡＺＦｃ区域缺失７９例（５２７％）。结论：染色体异常和ＡＺＦ缺失是导致男性性发育异常、不孕不育、
智力低下、胎儿畸形、不良孕产史、无精、少弱精等疾病的重要原因，对该类患者进行遗传学检测，对于临床

诊断和指导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遗传咨询染色体异常；精液分析；Ｙ染色体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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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００７１，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３３７８
ｍａｌｅ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ｉｎｇ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ｆｒｏｍｂｌｏｏｄ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Ｇｂａｎｄｓｂｙ
Ｇｉｅｍｓ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Ｃｂａｎｄｓｕｓｉｎｇｂａｒｉｕｍ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ａｎｄＧｉｅｍｓａ．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ＮＡ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ｅｕｃｏ
ｃｙｔｅｓ，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ｘ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ｆ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ＺＦａ，ＡＺＦｂ，ＡＺＦｃ．ＰＣ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ｗｅ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ｏｎ２５％ ａｇａｒｏｓｅｇｅｌ，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ｌｉｇｈ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３３７８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５３５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ｗａｓ（１５８％）．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３７１ｃａｓｅｓ（６９３％）ｏ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ｙｏｆ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ｓ，８４ｃａｓｅｓ（１５７％）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８ｃａｓｅｓ（１５％）ｏｆ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５ｃａｓｅｓ（０９％）ｏｆｃｈｉｍｅｒａｓ，６７ｃａｓｅｓ（１２５％）ｏｆｃｈｒｏ
ｍｏｓｏｍ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Ｉｎ３３７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ｓ，１３４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３５９ｃａｓｅｓｏｆ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
ｍｉａ，３４２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ｒｍ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１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ｓｅｖｅｒｅ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ｗｅｒｅｆｏｕ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
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３８５ｃａｓｅｓ（２８６％），３４ｃａｓｅｓ（９５％），１８ｃａｓｅｓ（５３％），２ｃａｓｅｓ（２００％）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１３３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ａｌｅｃｈｅｃｋｅｄｔｈｅＡＺＦ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ｉｃｈ１５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Ｚ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ａｂｎｏｒ
ｍ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１１２％．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６ｃａｓｅｓ（４０％）ｏｆＳＲＹ＋ＡＺＦａ＋ｂ＋ｃ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１６ｃａｓｅｓ（１０７％）ｏｆ
ＡＺＦａ＋ｂ＋ｃｒｅｇｉｏｎ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２８ｃａｓｅｓ（１８７％）ｏｆＡＺＦｂ＋ｃｒｅｇｉｏｎ，１４ｃａｓｅｓ（９３％）ｉｎＡＺＦａｒｅｇｉｏｎ，７ｃａｓｅｓ
（４７％）ｗｅｒｅａｂｓｅｎｔｉｎＡＺＦｂ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７９ｃａｓｅｓ（５２７％）ｗｅｒｅｍｉｓｓｉｎｇＡＺＦｃｒｅｇ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ｈｒｏｍｏ
ｓｏｍ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ＺＦ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ｔａｒｄａ
ｔｉｏｎ，ｆｅｔａｌ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ｏｒ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ｏｒｔｈｉｓｋｉｎｄ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ｆｏｒ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ｅｓｔｉｎｇ，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ｅｕｇｅｎｉｃ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ｎｅｔｉｃ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Ｓｅｍｉｎａｌｆｌｕｉ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ｍｉ
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环境的变化，不育不孕、反
复流产以及发育异常等疾病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在育龄夫

妇人群中由于男性因素导致不育的约占５００％。２００１年美国
男科与生殖医学会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一半的不孕不育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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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男性因素是主要因素，其中遗传物质的改变是一个重要因

素，约占２０％［１２］。因此，对于不孕不育、不良孕产史和发育异

常患者进行遗传学检测尤为重要。为了进一步探讨遗传物质

的改变与临床表现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来我院进行遗传优生咨询的河北省３３７８例男性患者的
遗传学检测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来河北省计划生育研究
院进行遗传优生咨询的３３７８例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就诊原
因主要有不孕不育、习惯性流产、不良孕产史、少弱精子和无精

子症、智力低下、先天畸形、第二性征异常等。仔细询问患者有

无家族遗传史，有无接触放射性物质，有无服用药物等，排除患

者解剖异常、免疫感染等因素。

１２　检测方法
１２１　取精方式和诊断　禁欲２天～７天，采用手淫方式进行
取精。严格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手册（第五
版）》进行精液常规分析。

１２２　细胞遗传学检查　采集肝素钠抗凝血进行淋巴细胞培
养，常规制备染色体，Ｇ显带和 Ｃ显带，分析染色体核型。每例
患者计数３０个中期分裂相，分析４个核型，如染色体数目异常，
计数１００个中期分裂相；嵌合体患者计数１００个中期分裂相。
按照《人类细胞遗传学国际命名体制（ＩＳＣＮ，２００５）》进行核型描
述及诊断。

１２３　分子遗传学 ＡＺＦ检测方法　通过多重聚合酶链反应
（ＰＣＲ）扩增，检测 Ｙ染色体 ＡＺＦ区域内的６个序列标签位点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ｔａｇｓｉｔｅ），包括ＡＺＦａ区：ＳＹ８４、ＳＹ８６；ＡＺＦｂ区：ＳＹ１２７、
ＳＹ１３４；ＡＺＦｃ区：ＳＹ２５４、ＳＹ２５５。内控对照为Ｙ染色体性别决定
ＳＲＹ基因，每次实验均以已育健康男性基因组ＤＮＡ作为阳性对
照。多重ＰＣＲ体系和扩增参照试剂盒说明书体系反应条件（上
海透景生命科技有限公司）：９５℃预变性３ｍｉｎ，９５℃变性 ３０ｓ，
５９℃退火４５ｓ，７２℃延伸３０ｓ，共扩增３５个循环，最后７２℃延伸
１０ｍｉｎ，ＰＣＲ扩增产物用 ２５％琼脂糖凝胶电泳，１２０Ｖ电泳
９０ｍｉｎ，凝胶成像系统观察并照相，分析结果。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Ｅｘｃｅｌ录入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染色体异常率

在３３７８例男性患者中，发现５３５例患者存在异常染色体核
型，异常率为１５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５３５例患者异常染
色体核型中，染色体数目异常３７１例（６９３％），结构异常８４例
（１５７％），性别表现异常８例（１５％），嵌合体５例（０９％），多
态性６７例（１２５％）。
２２　精液分析与核型异常

３３７８例男性不育患者中，无精子症患者１３４６例，其中核型
异常患者３８５例，占比２８６％；少弱精患者３５９例，其中核型异
常患者３４例，占比９５％；精子活率低、畸形患者３４２例，其中核
型异常患者１８例，占比５３％；严重少弱精患者１０例，其中核型
异常患者２例，占比２００％。

表１　５３５例患者异常染色体核型分布
　 分类 　　 核型 例数
克氏征 ４６，ＸＹ／４７，ＸＸＹ ５

４７，ＸＸＹ ３３４
４８，ＸＸＸＹ ３

超Ｙ综合征 ４７，ＸＹＹ ８
４６，ＸＹ／４７，ＸＹＹ ３

２１三体 ４７，ＸＹ，＋２１ １７
男性 ４５，Ｘ １
易位 ４６，ＸＹ，ｔ（２；５） ２

４６，ＸＹ，ｔ（１；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７；１７） １
４６，ＸＹ，ｔ（５；９） １
４５，ＸＹ，ｔ（１３；１４） ６
４６，Ｙ，ｔ（Ｘ；１） １
４６，ＸＹ，ｔ（５；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６；１３） ２
４６，ＸＹ，ｔ（１；２） １
４６，ＸＹ，ｔ（４；６） １
４６，ＸＹ，ｔ（２；１４）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０；１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７；１６） １
４６，ＸＹ，ｔ（９；２１） １
４６，ＸＹ，ｔ（４；２１） １
４６，ＸＹ，ｔ（４；１２） １
４６，ＸＹ，ｔ（６；８） １
４５，ＸＹ，ｔ（１４；２１） ６
４６，ＸＹ，ｔ（４；２２） ２
４６，ＸＹ，ｔ（２；８） ２
４６，ＸＹ，ｔ（１；１９） １
４６，ＸＹ，ｔ（６；１４） １
４６，Ｙ，ｔ（Ｘ；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６；２０） １
４６，Ｘ，ｔ（Ｙ；１） １
４６，ＸＹ，ｔ（Ｘ；２２） １
４５，Ｘ，ｔ（１５；Ｙ） １
４６，ＸＹ，ｔ（５；６）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１３） １
４６，ＸＹ，ｔ（７；１４） １
４６，ＸＹ，ｔ（８；１５）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４；１９）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１９）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１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２；９） １
４６，ＸＹ，ｔ（Ｘ；１９）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６；８）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２） １
４６，ＸＹ，ｔ（１；７） １
４６，ＸＹ，ｔ（７；１６） １
４５，Ｘ／４６，Ｘ，ｔ（Ｙ；Ｙ） １

臂间倒位 ４６，ＸＹ，ｉｎｖ（１２） １
４６，ＸＹ，ｉｎｖ（３） １
４６，ＸＹ，ｉｎｖ（９） ７
４６，ＸＹ，ｉｎｖ（１６） ２
４６，ＸＹ，ｉｎｖ（１） １

Ｙｑ Ｙｑ １２
等臂染色体 ４６，ｉ（Ｘｑ），Ｙ １
环状 ４６，ＸＹ，ｒ（１５） １
双着丝粒 ４５，ＸＹ，ｄｉｃ（１３；１４） １

４５，ＸＹ，ｄｉｃ（１ｐ；２２） １
性逆转 ４６，ＸＸ ８
嵌合 ４５，Ｘ／４６，ＸＹ ３

４６，ＸＸ／４６，ＸＹ ２
多态性 ４６，ＸＹ，１５ｓ＋ １

４６，ＸＹ，２１ｓ＋ ４
４６，ＸＹ，９ｈ＋ ５
４６，ＸＹ，１６ｈ＋ ４
４６，ＸＹ，１ｈ＋ １
４６，ＸＹ，２２ｓ＋ １
Ｙ＜２２ ４２
Ｙ＞１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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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ＡＺＦ检测结果
３３７８例男性不育患者中，共有１３３７例患者进行ＡＺＦ检测，

其中１５０例患者ＡＺＦ缺失，占比１１２％。１５０例患者中，ＳＲＹ＋
ａ＋ｂ＋ｃ缺失６例（４０％），其中无精子症５例，少弱精１例；ａ
＋ｂ＋ｃ区域缺失１６例（１０７％），其中无精症１６例；ｂ＋ｃ区域
缺失２８例（１８７％），其中无精症２７例，无精液分析结果１例；ａ
区域缺失１４例（９３％），无精症１２例，无精液分析结果２例；ｂ
区域缺失７例（４７％），无精７例；Ｃ缺失７９例（５２７％），其中
无精症６４例，少弱精１１例，无精液分析结果４例。
#

　讨论
染色体核型异常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有关研究

发现，２２％～３３０％的男性不育患者存在染色体异常［３］。本研

究中染色体异常率为 １５８％，其中染色体数目异常占比
６９３％，在男性患者中主要表现为克氏综合征，占男性染色体数
目异常的９２２％。目前，克氏征的患病率越来越高，约为１５０／
５０万。２０１６年国际罕见病日也将克氏征定义为从不罕见，此可
能与现在医学技术发展、公众医学意识增加及环境改变有很大

关系。克氏综合征的主要核型为４７，ＸＸＹ，其次为嵌合型４７，
ＸＸＹ／４６，ＸＹ，目前也有文献报道了罕见的４７，ＸＸＹ／４６，ＸＸ嵌合
体［４］。性染色体数目的异常，可以造成患者精子形成过程中联

会阶段的紊乱，导致患者雄性激素水平降低、生殖器官发育异

常和精子生成障碍，从而引起男性不育［５６］。

本研究中染色体结构异常最多的为染色体易位，其次为染

色体倒位，易位和倒位携带者由于其无遗传物质的丢失，本身

并不具有临床表现。目前，许多研究将染色体倒位定义为染色

体多态性。易位携带者在减数分裂时会产生１８种不同配子，有
１６种配子为染色体重复、缺少、三体、单体等基因不平衡的配
子，而倒位染色体在第一次减数分裂时形成倒位圈，产生１种正
常配子，１种倒位配子，还有２种重复和缺失的配子，这些不平
衡配子的产生是易位和倒位携带者出现反复流产、死胎、畸形，

亦或不孕不育等生殖异常的主要原因。大量研究表明，染色体

易位是导致不良孕产史的重要因素［７］，男性染色体易位携带者

在不良孕产史中的作用与女方同样重要［８］。陈亮等［９］的研究

结果表明，男方遗传异常在不良妊娠结局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对不良妊娠结局的影响亦需与女方同等重视。染色体结构异

常除引起流产及死胎等现象外，也有研究报道，发生倒位的重

组配子在减数分裂期数量会大大减少，可能触发凋亡机制而导

致精子数量减低，影响男性生育能力［１０］。

除了结构与数目异常之外，比例最高的异常为染色体多态

性，此为染色体的正常变异，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具有遗传性，无

临床意义。许多研究表明，多态性可以通过基因的位置效应或

者表观遗传学改变来干扰减数分裂的过程，导致不孕不育、自

然流产、胚胎发育异常等生育异常现象［１１］。本研究中共发现

６７例染色体多态性，患者表现为不孕不育，不良孕产史以及无
精、少弱精，考虑此可能与染色体多态性有关［１２］。Ｇｕｏ等［１３］在

对２８１例不育夫妇研究中发现，染色体多态性的男性与正常染
色体男性相比出现严重少精子症或无精子症的概率较高。已

经发现，Ｙ染色体上的多态性变异是不育男性中最普遍的多态
性，最常见于严重低产精子症患者。多态性是影响生殖的一个

重要因素，在以后的临床检验中不可忽略。

本研究中无精子症中核型异常率为２８６％，在少弱精，活

率低、畸形，严重少弱精患者中，核型异常率分别为 ９５％、
５３％、２００％。已有研究表明，染色体异常可以导致精液异常，
其机制可能是减数分裂中产生非整倍体或者不平衡的生精细

胞或者精子，导致生精细胞和精子凋亡。染色体异常是男性不

育的重要因素，郝小燕等［１４］的研究结果表明，染色体核型异常

和多态性与男性睾丸生精功能障碍有密切关系。Ｃｏｒｔｅｓｇｕｔｉｅｒ
ｒｅｚＥＩ等［１５］的研究发现，染色体多态性在少弱精子症患者中的

总体检出率显著增加，也提示染色体多态性对男性生育的影响。

朱红芬等［１６］对３２４例男性无精子患者进行外周血染色体核型
和血清生殖激素水平进行分析发现，染色体异常率为１９１％，
结果证明，无精子症与染色体核型异常和生殖激素水平有密切

关系。朱彤等［１７］的研究中也证明，无精子症或少弱精子症的形

成与染色体异常的类型密切相关。刘春玲等［１８］的研究发现，无

精子症患者中染色体核型异常率为９５％，认为无精子症和严
重少精子症不育患者有必要进行遗传学和性激素检查，以便于

早期诊断和治疗。染色体异常是造成男性原发不育的重要遗传

因素，染色体检查对男性原发不育患者的诊断与治疗有重要意

义。

Ｙ染色体长臂上存在与精子发生相关的基因，即无精子因
子（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ａｃｔｏｒ，ＡＺＦ），其主要分为４个区域：ＡＺＦａ、ＡＺＦｂ、
ＡＺＦｃ、ＡＺＦｄ，其中以ＡＺＦｃ的缺失最为多见，约占６０％［１９］，本研

究中只检测了ａ、ｂ、ｃ３个位点。有关研究认为，在无精子症和少
精子症的患者中，ＡＺＦ缺失者约占 ３％ ～２９％，发生率仅次于
Ｋｌｉｎｅｆｅｌｔｅｒ综合征，是居于第２位的遗传因素［２０］。本研究中共

发现１４例ａ区域缺失患者，有１２例为无精子症，其余２例未进
行精液分析。ＡＺＦａ区域缺失可以导致唯支持细胞综合征，生精
细胞缺如可以导致患者出现无精子症。ｂ区域缺失７例，均表
现为无精子症。ＡＺＦｂ区域缺失患者的睾丸组织病理学检测通
常表现为精子发生阻滞，精子主要停留在精母细胞阶段，患者表

现为无精子症。ＡＺＦｃ区域缺失患者可以表现为正常精子数目、
少精子症、无精子症。有关研究表明，单独ｃ区域缺失患者的精
子数目有进行性下降的趋势，可以遗传给后代。本研究中 ｃ区
域缺失７９例，其中无精６４例，少弱精１１例，与临床表现相符。
有关研究发现，基因重组过程中的缺失延伸和Ｘ、Ｙ染色体配对
的缺失功能基因是ＡＺＦｂ／ＡＺＦｂ＋ｃ缺失患者引起生精障碍的主
要原因。王田园等［２１］对４４８例男性不育患者 ＡＺＦ区域１５个
ＳＴＳ位点进行检测，结果发现，无精子症和严重少精子症患者 Ｙ
染色体ＡＺＦ微缺失率明显高于少精子症组患者，这表明ＡＺＦ微
缺失是引起无精子症、严重少精子症和少精子症的重要原因之

一。

综上所述，染色体异常是导致男性性发育异常、不孕不育、

智力低下、胎儿畸形、不良孕产史等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优生

遗传咨询和检测分析能够确定遗传病基因的携带者，并对其生

育患病后代的概率进行预测，以便商谈出应当采取的预防措施，

减少遗传病患儿的出生，降低遗传病的发病率，从而达到优生的

目的。对于有优生需求的男性患者进行遗传学检测分析，将有

助于临床的诊断治疗，降低不孕症家庭的求诊痛苦，对临床指导

优生优育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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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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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分析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效果以及安全性。方法：选取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入住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的１０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根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两组，５０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开腹手术治疗，５０例观察组患者采用腹腔镜
手术治疗，观察两组在手术中、后的临床指标、并发症发生率以及临床病理分型情况。结果：观察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９６０１±７２３）ｍｉｎ、术中失血量（６２１３±７０１）ｍｌ、住院天数（１５７９±１０３）ｄ以及肛门排气时间
（２３０±０７３）ｈ均低于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１７９９３±１５０４）ｍｉｎ、术中失血量（２５１０１±１２０９）ｍｌ、住院
天数（１７３０±０２３）ｄ以及肛门排气时间（３３０±１２３）ｈ；观察组患者的尿潴留（１０００％）、肠梗阻（４００％）
以及淋巴囊肿（６００％）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的尿潴留（３６００％）、肠梗阻（３０００％）、以及淋巴囊肿
（３２００％）；观察组患者的疼痛评分（２０７±０５３）分以及ＳＡＳ评分（３５１７±３５３）分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的
疼痛评分为４９１±０７９）分以及 ＳＡＳ评分（４６２２±７２１）分，两者间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采用腹腔镜手术治疗，对患者治疗后临床效果具有较大的改善作用，
与传统的开腹手术均有相近的近期及远期生存效果，但腹腔镜手术能够显著缩短患者术中出血量、肛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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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时间、住院时间，促进手术后的恢复功能，同时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安全性比较高，在临床上可

以推广应用。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早期子宫内膜癌；临床应用价值；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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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９６０１±７２３ｍｉｎ），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６２１３±７０１ｍ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１５７９±１０３Ｄ）ａｎｄａｎａｌａｎｕｓ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２３０±０７３ｈ）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１７９９３±１５０４ｍｉｎ），（２５１０１±１２０９ｍｌ），（１７３０±０２３Ｄ）
ａｎｄ（３３０±１２３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１０％），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４％）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ｓｔｓ（６％）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３６％），（３０％）ａｎｄ
（３２％）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ｐａｉｎ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ＳＡＳｓｃｏｒ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２０７±０５３）ａｎｄ（３５１７±
３５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ｆ（４９１±０７９）ａｎｄ（４６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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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在临床上具有较高的发病率，早期临床症状为
阴道不规则的流血，或多或少，淋漓不尽等［１］。目前临床上对

于患有子宫内膜癌患者最常用的治疗手段有药物治疗及手术

切除治疗［２］。在临床上治愈率比较的高的治疗手段为手术治

疗，但传统的开腹手术会对患者身体内的分泌功能以及机体造

成严重的伤害，效果不甚理想，术后会产生较多的不良反应，治

疗安全性较差［３］。近几年来，腹腔镜手术治疗在临床上广泛应

用，并且手术效果也被认可［４］。腹腔镜手术属微创术，安全性

高，对患者的机体损害较小，疗效显著。腹腔镜手术现已广泛应

用于临床治疗，效果明显［５］。为了更好的促进患者恢复健康，

避免严重并发症的产生，在患者的理解和配合下，医护人员对

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治疗［６］。本次研究重点

为进一步探究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经腹腔镜手术治疗的疗效。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入住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人民医
院进行治疗的１０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在河北省衡水市第
二人民医院治疗的１００例患有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年龄范围３２岁 ～７０岁，年龄（５２２６±９０８）岁；孕育的次数范
围０次～２次，孕育次数（１０３±０８７）次。纳入标准［７］：①经 Ｂ
超检查确诊为子宫内膜癌；②神志清楚，能够流畅表述自身感
受的患者。排除标准［８］：①合并有其他系统疾病，包括造血系
统功能紊乱、脑梗塞、恶性肿瘤、心功能衰竭等；②有盆腔脏器手
术史的患者；③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孕妇；④无法配合研究顺

利进行的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００例患者分为观察组
（ｎ＝５０）与对照组（ｎ＝５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均具有良好的平
衡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知晓并都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

此次研究经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研究对象及其家

属对于本次研究目的和方法知情同意，医院承诺参加本次研究

患者的临床资料不公开，保证了其隐私性。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基本情况（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次（次）

对照组 ５０ ５２３１±９８５ １７９±０２４

观察组 ５０ ５２５８±８７２ １７６±０２１

１２　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腹腔镜手术方法治疗，护理人员协助患者

采取膀胱截石体位，患者采用全身麻醉，护理人员插入导尿管，

通过阴道置入举宫器。作一个１０ｍｍ切口，通过充入二氧化碳
气体来建立气腹，然后通过１０ｍｍ套管将腹腔镜置入。分别于
左、右下腹麦氏点做第二、第三穿刺孔（５ｍｍ），脐部与耻骨联合
之间为第四穿刺孔（５ｍｍ）。在腹腔镜下仔细探查患者的盆腹
腔，采取腹水或腹腔冲洗液送细胞学检查。术前影像学或术中

提示探查有可疑或增大的盆腔或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均需切除

盆腔淋巴结，满足下列低危淋巴结转移因素者，可以考虑行筋膜

外全子宫切除＋双附件切除术而不做淋巴结切除术：肿瘤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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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层小于１／２；肿瘤直径小于２ｃｍ；高分化或中分化；有深肌层
浸润、高级别病变、浆液性腺癌、透明细胞腺癌或癌肉瘤等高危

因素的患者，在切除盆腔淋巴结的基础上，再行腹主动脉旁淋

巴结切除术；宫颈受累患者则行根治性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

结清扫范围包括双侧骼总、骼外、腹股沟深、闭孔和髂内组淋巴

结；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清扫达肾血管水平。

对照组患者给予开腹手术方法治疗，开腹手术是在患者的

腹部作一个切口，腹腔内切除肿瘤的范围同腹腔镜手术。

１３　观察指标［９］

①对比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主要包括手术时间、在手
术中的出血量、住院天数以及肛门排气时间）。②观察手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主要包括大血管损伤、尿潴留、肠梗阻、淋巴

囊肿）。③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ＦＩＣＯ分期、分化程度、
病理类型）。④对比两组患者在手术后疼痛缓解情况、焦虑改

善情况（通过Ｚｕｎｇ制定的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与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负性情绪的变化，两个量表均设
有２０个项目，分值越高说明焦虑、抑郁情况越重）。
１４　统计学处理方法

所得试验数据整理后录入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行统计学分析，计
量资料均采用 珋ｘ±ｓ表示，若符合正态分布则采用 ｔ检验（组间
采用成组ｔ检验，组内采用配对 ｔ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则
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和等级资料采用构成比（％）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均采用双侧检验，
Ｐ＜００５则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比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术中、术后各指标情况均优于对照组

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对比两组患者术中、术后情况（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失血量（ｍｌ） 住院天数（ｄ） 肛门排气时间（ｈ）

对照组 ５０ １７９９３±１５０４ ２５１０１±１２０９ １７３０±０２３ ３３０±１２３

观察组 ５０ ９６０１±７２３ａ ６２１３±７０１ａ １５７９±１０３ａ ２３０±０７３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值代表两组患者手术后比较

２２　对比两组患者在手术中、后的并发症发生情况
治疗后，观察组的尿潴留、肠梗阻、淋巴囊肿的发生率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术

中大血管损伤的发生率高于观察组患者的，但差异不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对比两组患者在手术中、后并发症的发生［ｎ（％）］

组别 例数
并发症

大血管损伤 尿潴留 肠梗阻 淋巴囊肿

对照组 ５０ ４（８００） １８（３６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观察组 ５０ １（２００）ａ ５（１０００）ａ ２（４００）ａ ３（６０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值代表两组患者手术后比较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
两组患者的ＦＩＧＯ分期、分化程度以及病理类型均无显著

差异，在统计学上无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 ［ｎ（％）］

组别 例数
ＦＩＧＯ分期

ＩＡ期 ＩＢ期

分化程度

Ｃ１ Ｃ２ Ｃ３

病理类型

子宫内膜样腺癌 其他类型

对照组 ５０ ３９（７８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２３（４６００） ２２（４４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４０（８０００） １０（２０００）

观察组 ５０ ３８（７６０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２１（４２００） ２３（４６００） ６（１２００） ３９（７８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２４　患者疼痛缓解情况、焦虑改善情况
手术后，对照组患者的疼痛评分为（４９１±０７９）分，观察组评

分为（２０７±０５３）分，两者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
照组患者的ＳＡＳ评分为（４６２２±７２１）分，观察组评分为（３５１７±
３５３）分，两者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内膜癌在临床上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妇科疾病，具有较

高的发病率，并且具有极高的复发率，是一种依赖雌激素的疾

病［１０］。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而且会给患者心理带来极大

的负担，尤其是对于没有生育女子的患者，会严重影响其生命质

量及家庭和睦关系［１１］。目前，优于人们生活质量提高，人们对

于饮食习惯及生活方面关注度开始降低，加之工作应酬及各种

压力，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不可避免，以上种种均是发病的诱

因［１２］。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与致死率在不断升高，认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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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重视、治疗不及时等，均可危害患者生命安全［１３］。目前，在

我国比较有良好效果的诊断及治疗的措施为手术切除手术，以

往早期子宫内膜癌治疗方法多以开腹手术为主，对患者身体损

伤较大，在治疗上有一定限制［１４］。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改进，腹腔镜技术已逐渐成熟，新的治疗方法即腹腔镜手术脱

颖而出。且已成为临床上常用的手术方法［１５］。有相关研究表

明，对于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应用腹腔镜切除术进行治疗，具

有更为良好的治疗效果［１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住院天

数、肛门排气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尿潴留、肠梗阻、淋巴囊肿的发生率
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腹腔镜
手术的效果比较显著，且安全性比较高。传统的开腹手术，一旦

手术治疗过程处理不当，就会对患者的脏器造成伤害以及在手

术中发生出血、大血管损伤等的现象。而腹腔镜手术探查主要

的优点为在腹腔镜下进行，手术切口比较分散，大大减少患者

的疼痛感，最大程度上降低患者因疼痛而产生的紧张、焦虑感，

术后患者各项生理机能恢复迅速，住院时间缩短，降低患者心

理及经济压力，患者依从性较为良好安全性较高好。由于气腹

的建立，有较好的视野，使内脏器官的暴露于外界的接触得到

避免，对患者的胃肠道功能的恢复是比较有利的，进而缩短了

患者的住院时间［１７］。小切口切除手术治疗能给患者带来比较

大的伤害，给患者严重的心理压力，如使患者的血压大幅度的

下降、使患者的心率变慢、使患者的心肌发生缺血缺氧状态、容

易使患者发生心脏骤停等较多的并发症，并且不利于患者的康

复，在手术后需要住较长的院，大大增加了患者肺部、泌尿等感

染的几率［１８］。而腹腔镜是在正规内镜操作下，能提高手术成功

率，并且能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腹腔镜手术对早期子宫内

膜癌治疗决策有一定的价值，合理运用能有效减少开腹的伤

害。然而，目前还不能成为晚期子宫内膜癌的常规诊疗方式，只

能用作个体化的诊疗手段之一，本研究中仍存在一定不足之

处，受研究范围限制，参与研究样本选择量较小，无法完成大规

模研究，无法全面统计与分析研究结果［１９］。因此，在日后临床

工作过程中，应提高对腹腔镜手术探查等治疗手段的重视程

度，根据患者的自身状况，选择恰当的治疗措施，为患者提供更

可靠的医疗服务，使其对治疗效果更满意。同时，在选择治疗措

施时，还应重视饮食指导、健康教育、心理干预及康复训练等综

合护理措施，增加患者对疾病相关知识的认知度，提高患者的

自我护理能力及对治疗的依从性［２０］。

综上所述，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应用腹腔镜切除进行治

疗，与传统开腹手术均有相近的近期及远期生存效果，但腹腔

镜切除术能够显著缩短患者术中出血量、肛门排气时间、住院

时间，促进术后的恢复，同时显著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安

全性比较高，在临床上可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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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传统巴氏涂片法与液基细胞学法在宫颈癌
筛查中的作用
张露丹　张建华　张瑾　白小英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３８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传统巴氏涂片法与液基细胞学法在宫颈癌临床筛查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接受宫颈癌临床筛查的女性２０００例，按照就诊
的顺序进行随机分组，每组１００例，分别采集标本，接受传统巴氏涂片法筛查以及液基细胞学法筛查，并将检
查结果与阴道镜活检检查结果进行比较。统计不同检测方法的制片满意度和阳性检出率，以及相应的筛查

结果。结果：对不同检测方法下的制片情况进行评估，可得传统巴氏涂片法的制片满意度为７８７０％，显著
低于液基细胞学法的９９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统计不同检测方法的阳性率，存在组间统
计学差异，传统巴氏涂片法的阳性检出率为１１０％，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的７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并进行组间统计学比较，可得传统巴氏涂片
法的不同病理学筛查结果符合率均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与传统
巴氏涂片法进行比较，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液基细胞学法效果确切，可以提高制片满意度以及阳性检出率，

并获得更好的病理学筛查效果，在宫颈癌的临床筛查中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宫颈癌；筛查；传统巴氏涂片法；液基细胞学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ＺＨＡＮＧＬｕｄａ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ＢＡＩ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３８，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２０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
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ｔｏ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１０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ｆｏｒ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ａｎｄ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ｖａｇｉ
ｎａｌｍｉｒｒｏｒ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ｓｗｅｌｌ
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
ｓｍ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７８７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ｈｏｄ（９９４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ａｓ１１０％，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７１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ｑｕｉｄ
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ｐｓｍｅａｒｍｅｔｈｏｄ；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

　　目前，宫颈癌已经成为一种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类
型。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宫颈上皮肉瘤样病变和宫颈癌患者开

始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年轻化发展趋势［１］。针对这一情况，积极

的做好宫颈的临床筛查，以早发现、早干预，最大程度保障女性

健康至关重要。在临床筛查中，以往大多使用传统巴氏涂片法，

可以获得一定的筛查效果。但是，也存在制片效果不佳等不足

之处。近年来，液基细胞学法作为一种新型筛选方法开始在临

床得到广泛应用，为宫颈癌的临床筛查提供了新思路［２］。本次

研究对比分析传统巴氏涂片法与液基细胞学法在宫颈癌临床

筛查中的应用效果，以期为宫颈癌的筛查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接受宫颈癌临床筛查的女性 ２０００例，年龄范围 ２３岁 ～５５
岁，中位年龄为３７岁。排除严重心脏、肝脏、肾脏等疾病患者；
精神疾病患者合并恶性肿瘤者。按照就诊的顺序进行随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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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每组１００例，分别采集标本，接受传统巴氏涂片法筛查以及
液基细胞学法筛查，统计两组研究对象的平均病程等资料，可

得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本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许
可。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统计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珋ｘ±ｓ，岁）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中学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平均体质指数

（珋ｘ±ｓ，ｋｇ／ｍ２）

液基细胞学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３７１２±１０２１ ３５ １０１ ６７４ １９０ ２３８１±１２１

传统巴氏涂片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３８１５±１１２７ ３７ １０２ ６８１ １８０ ２３７２±１１４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检测方法
液基细胞学法检测组［３］：充分暴露被检测者的子宫颈外口，利

用无菌棉球对外口表面的分泌物进行擦拭。擦拭干净后利用毛刷

进行标本采集，采集鳞状上皮和柱状上皮交界处的脱落细胞。毛刷

要按照顺时针方式，围绕宫颈口进行旋转，一共旋转５周～８周。
标本采集完毕后迅速将毛刷置于２０ｍｌ细胞营养液内，进行多次搅
拌。之后将毛刷取出，对营养液进行过滤、分离等操作，获得所需上

皮细胞。利用液基细胞超薄制片机进行制片，取洁净、干燥的载玻

片，在上面放置一定的上皮细胞，制成薄层细胞。常规乙醇固定后

予以ＨＥ染色，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传统巴氏涂片法检测组［４］：充分暴露被检测者的子宫颈外

口，利用无菌棉球对外口表面的分泌物进行擦拭。擦拭干净后

利用刮板进行标本采集，采集鳞状及柱状上皮交接处的黏膜及

分泌物在宫颈外口利用刮板实施３６０°旋刮，获得所需标本。将
标本送检，在载玻片上均匀的涂抹。常规乙醇固定后实施巴氏

染色处理，并置于光学显微镜下进行观察。

对入组的研究对象，均同时接受阴道镜下活检，并对相关

的病理情况进行评估，分为正常及炎症、不同级别宫颈上皮内

瘤变（ＣＩＮⅠⅢ级），以及宫颈癌［５］。将不同检测方法下的检查

结果与阴道镜活检检查结果进行比较。统计不同检测方法的

制片满意度和阳性检出率［６７］，以及与病理活检结果的比较。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对液基细胞学法检测组合传统巴氏涂片法检测组的制

片情况、阳性检测率、检测结果与病理结果进行统计，得出不同

检测方法的制片满意度、阳性检测率、临床筛查结果，进行两组

间的统计学对比分析。

病理检测结果分为：正常或炎症、宫颈上皮内瘤变Ⅰ级
（ＣＩＮⅠ）、宫颈上皮内瘤变Ⅱ级（ＣＩＮⅡ）、宫颈上皮内瘤变Ⅲ级
（ＣＩＮⅢ）和宫颈癌。细胞学≥ＣＩＮⅠ定为阳性。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统一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独立样本 ｔ检验和卡
方检验处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计量资料的表示方法为（均

数±标准差），组间统计学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中的 ＳＮＫｑ方

法。计数资料的表示方法为例（百分比），组间比较实施 χ２检
验。计算Ｐ值，以第一类误差００５（α值）判断统计显著性，Ｐ
值小于００５即为数据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检测方法的制片满意度评估与比较

对不同检测方法下的制片情况进行评估，可得传统巴氏涂

片法的制片满意度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检测方法的制片满意度评估与比较

组别 例数 制片满意（例）制片满意度（％）

液基细胞学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９９４ ９９４０

传统巴氏涂片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７８７ ７８７０

Ｐ值 — — ＜００５

２２　不同检测方法的阳性检出率统计比较
统计不同检测方法的阳性率，存在组间统计学差异，传统巴

氏涂片法的阳性检出率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检测方法的阳性检出率统计比较

组别 例数 阳性（例） 阴性（例）阳性率（％）

液基细胞学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７１ ９２９ ７１０

传统巴氏涂片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１１ ９８９ １１０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３　不同检测方法的临床筛查结果统计比较
对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并进行

组间统计学比较，可得传统巴氏涂片法的不同病理学筛查结果

符合率均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检测方法的临床筛查结果统计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正常或炎症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 宫颈癌

液基细胞学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９３８１（９１／９７） ８５３５（１３４／１５７） ９３３０（５０１／５３７） ９２４５（１４７／１５９） ９６００（４８／５０）

传统巴氏涂片法检测组 １０００ ７７８９（７４／９５） ６４７８（１０３／１５９） ８４１４（４５１／５３６） ７７０２（１２４／１６１） ６６６７（３４／５１）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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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健康的一大杀手，而宫颈癌又是目前唯一病

因明确并且可以早期预防的癌症。这也意味着，通过提前筛查

的手段，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让女性远离疾病的痛苦［８９］。具

体的筛查过程中，可通过采集标本，并利用一定方法进行检测

的方式来进行病变情况筛查。以往，传统巴氏涂片法的应用十

分广泛。这一检测方法操作简单，可在基层广泛推广［１０］。但

是，在具体的检测过程中，容易受到取材方式、制片方法以及染

色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制片效果不佳，影响到相应的光镜

下图片质量。进而影响到最终的检测结果，容易出现阳性检出

率低等问题，不利于临床的诊断与治疗［１１１２］。液基细胞学法是

近年来临床使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筛查手段，具有取材方式更科

学等特点，有利于更好的提高检测效果，为临床诊断与治疗提

供更多可靠的参考依据［１３１４］。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不同检测

方法下的制片情况进行评估，可得传统巴氏涂片法的制片满意

度为７８７０％，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的９９４０％，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统计不同检测方法的阳性率，存在组间
统计学差异，传统巴氏涂片法的阳性检出率为１１０％，显著低
于液基细胞学法的７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对不同检测方法的检测结果与病理结果进行比较，并进行组间

统计学比较，可得传统巴氏涂片法的不同病理学筛查结果符合

率均显著低于液基细胞学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即提示，与传统巴氏涂片法进行比较，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液

基细胞学法效果确切，可以提高制片满意度以及阳性检出率，

并获得更好的病理学筛查效果，在宫颈癌的临床筛查中具有重

要作用。分析相关原因，是因为在利用液基细胞学法进行宫颈

癌筛查的时候，改进了取材工具和取材方法［１５］。在采集到标本

之后，迅速置于保存液中，进而有效减少细胞的丢失，以及各种

外界因素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有利于提高后续检测的准确

性［１６１７］。同时，液基细胞学法的精密性更高，且具备自动化优

势，可以更好的对患者的细微细胞组织情况予以观察，有利于

提高检测的准确性，获得更好的病理筛查效果［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与传统巴氏涂片法进

行比较，在宫颈癌筛查中应用液基细胞学法效果确切，可以提

高制片满意度以及阳性检出率，并获得更好的病理学筛查效

果，在宫颈癌的临床筛查中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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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方法：选择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妇幼保健院进行宫颈癌筛查的２０００例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均行
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查和二代杂交捕获法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任一项阳性召回行阴道镜检查和ＨＰＶ１６／１８
分型检测，阴道镜检查异常者行多点活检。随机选择１０００％初筛结果阴性患者行阴道镜检查，异常者行多点
活检。结果：初筛总阳性３６１例（１８０５％），其中单独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阳性１６８例（８４０％），单独液基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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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查时阴道镜转诊率为１３８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通过对宫颈癌初
筛阳性患者开展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能够提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降低阴道镜转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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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７６４５％）ｉｎＨＰＶ１６／１８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ｗｏｍｅｎｉｎＨＰＶ１６／１８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７１８％，５３４７％，
２４６４％ ａｎｄ９５９８％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ｒａｔｅ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ｏｎｌｙ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ｏ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ｐｔｏ１８０５％．
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ＨＰＶ１６／１８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３８０％，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ＰＶ１６／１８ｓｈｕｎ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１６／１８；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Ｓｈｕｎｔ

　　宫颈癌是全球第三大妇科恶性肿瘤，全球每年新增超过５０
万的宫颈癌患者，其中８５００％集中在发展中国家，同时每年因
宫颈癌造成的死亡病例约有２７万之多［１２］。通过早期筛查降

低宫颈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得到全球认可，目前常采用的初

筛方法包括宫颈脱落细胞学和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

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核酸检测。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是应用时间最长、
范围最广的宫颈癌筛查技术，自美国于上世纪５０年代开始使用
细胞学进行宫颈癌筛查，该国宫颈癌发病率下降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３］。液基细胞学是目前用作筛查宫颈癌的主要手段，但

敏感性欠佳［４５］。宫颈癌与持续性的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重要关
系已得到公认，ＷＨＯ早已指出：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
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６和６８型）ＤＮＡ检测有助于宫颈癌的
初筛［６］。但由于液基细胞学和ＨＰＶＤＮＡ检测的特异度和阳性
预测值有限，造成临床上阴道镜转诊比例过高和过度诊疗［７］。

因此临床迫切需要一种在宫颈癌初筛阳性后指导医生进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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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流的检测技术和方法。研究表明，超过７５００％的宫颈癌
是由１６、１８和４５型 ＨＰＶ引起的，特别是持续１０年感染１６和
１８型ＨＰＶ后发生宫颈癌或者癌前病变的风险是其他高危型
ＨＰＶ的近２０倍［８１０］。本研究探讨了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在液基细
胞学或者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初筛阳性的患者中分流价值，旨在
指导临床合理进行分流，降低阴道镜过度转诊。

!

　临床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在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
妇幼保健院进行宫颈癌筛查的２０００例女性作为研究对象，排除
已知的妇科恶性肿瘤者以及既往有骨盆放射治疗史者，所有受

试者均知情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将宫颈采样刷轻柔插入宫颈口１ｃｍ～１５ｃｍ
处，刷子最外圈接触到外宫颈，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三圈，停留十

秒。采集两份标本，分别行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与液基细胞
学检查。

１２２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　采用无锡市申瑞生物制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核酸检测试剂盒进行１４种
高危型ＨＰＶ亚型检测，包括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
５８、５９、６６和６８型，检测设备为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９６６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仪。阳性判断标准：ＨＰＶＤＮＡ≥
１ｐｇ／ｍＬ，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样本保存在２０℃冰箱。
１２３　液基细胞学检查　采用液基细胞制片检测系统对采集
的宫颈脱落细胞标本进行检查，细胞学阅片由南京医科大学附

属无锡妇幼保健院病理科医师进行。

１２４　阴道镜检查、活检　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和液基细胞
学检查任一为阳性即初筛阳性。电话召回所有初筛阳性妇女，

并随机抽取１０００％初筛结果阴性的妇女进行阴道镜检查。若
阴道镜结果正常，则进行四象限活检取样；反之则在病变最严

重处取样；对于阴道镜检查不满意者行宫颈管搔刮术。活检结

果≥ＣＩＮ２判为阳性。
１２５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　采用无锡市申瑞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生产的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核酸检测试剂盒检测初筛阳性妇
女的宫颈脱落细胞样本，检测设备为杭州博日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的ＬｉｎｅＧｅｎｅ９６６０型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阳性判断标准：ＨＰＶ
ＤＮＡ≥１ｐｇ／ｍＬ，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卡方检验，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筛查人群临床特征分析

由本研究筛查人群临床特征资料可知，汉族、已婚、中学及

以下学历、工人、从不饮酒或者偶尔饮酒、从不吸烟等特征女性

数量较多。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初筛结果分析

２０００例患者单独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阳性 １６８例
（８４０％），单独液基细胞学阳性 ４７例（２３５％），高危型 ＨＰＶ
ＤＮＡ和液基细胞学均为阳性１４６例（７３０％），初筛总阳性３６１
例，阳性率为１８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筛查人群临床特征分析

　变量 例数 ％

年龄（岁） ２５～３４ ３７６ １８８０

３５～４４ ８７５ ４３７５

４５～５４ ５３７ ２６８５

５５～６５ ２１２ １０６０

民族 汉族 １８７５ ９３７５

少数民族 １２５ ６２５

婚姻状况 未婚／离异／丧偶 ２５１ １２５５

已婚 １７４９ ８７４５

教育程度 文盲 ６２ ３１０

中学及以下 １３９６ ６９８０

本科 ４４８ ２２４０

硕士及以上 ９４ ４７０

职业 农民 ３７６ １８８０

工人 １４８５ ７４２５

其他 １３９ ６９５

饮酒史 从不饮酒 １３２８ ６６４０

偶尔饮酒 ６２８ ３１４０

经常饮酒 ４４ ２２０

吸烟史 从不吸烟 １９３２ ９６６０

偶尔吸烟 ２７ １３５

经常吸烟 ４１ ２０５

表２　筛查人群初筛结果分析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
液基细胞学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１４６ １６８ ３１４

阴性 ４７ １６３９ １６８６

合计 １９３ １８０７ ２０００

２３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效果分析
召回３６１例初筛阳性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其中 ＨＰＶ１６／

１８检测阳性２７６例，占所有初筛阳性女性的７６４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随机抽取１６４例初筛阴性的女性，并同３６１例初筛阳性女
性一同进行阴道镜检查，并进行取样活检做病理检查。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５２５例女性中，病理检查阳性７８例，其中 ＨＰＶ１６／１８阳性

女性中有６８例≥ＣＩＮ２，ＨＰＶ１６／１８阴性女性中有１０例≥ＣＩＮ２。
初筛阳性女性通过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分流的灵敏度、特异度、宫
颈高度病变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８７１８％、５３４７％、
２４６４％和９５９８％。
２４　阴道镜转诊率比较

若筛查阳性女性均行阴道镜检查，本研究中仅行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或者液基细胞学检查时阴道镜转诊率可达
１８０５％（３６１／２０００）；初筛阳性后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查时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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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转诊率为１３８０％（２７６／２０００），两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１３４９１，Ｐ＜００５）。

表３　初筛阳性女性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结果

初筛阳性结果
ＨＰＶ１６／１８

阳性 阴性
合计

单独高危型ＨＰＶ阳性 １４７ ２１ １６８

单独液基细胞学阳性 ０ ４７ ４７

二者均为阳性 １２９ １７ １４６

合计 ２７６ ８５ ３６１

表４　初筛阳性女性ＨＰＶ１６／１８分流效果分析

ＨＰＶ１６／１８
病理学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６８ ２０８ ２７６

阴性 １０ ２３９ ２４９

合计 ７８ ４４７ ５２５

#

　讨论
子宫颈癌是我国妇女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其发病

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趋势，早期筛查出子宫颈癌对于早期治

疗与改善预后具有重要作用。细胞学与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联合
检查方案子宫颈癌在发达国家已得到广泛开展，并且被相关指

南所推荐［１１１２］。我国属于经济欠发达国家，目前临床多以细胞

学或者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进行筛查，筛查阳性的患者直接转至
阴道镜检查以及病理活检检查。但由于细胞学受到阅片医生

经验和水平的限制，而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对于宫颈癌筛查
的特异度和阳性预测值较差，并不能够将一过性良性感染和具

有真正临床意义的宫颈癌癌前病变区分开来，因此均可能造成

阴道镜过度转诊，给患者造成较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

力［１３１５］。本研究采用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型检测对于高危型 ＨＰＶ
ＤＮＡ检测阳性的患者进行分流，旨在降低阴道镜转诊率，缓解
患者过度紧张情绪。

本研究结果显示，３６１例初筛阳性女性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阳
性２７６例，占所有初筛阳性女性的７６４５％，初筛阳性女性通过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分流的灵敏度、特异度、宫颈高度病变预测值和
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８７１８％、５３４７％、２４６４％和 ９５９８％。假
若临床上所有筛查结果为阳性的女性均行阴道镜检查，本研究

中仅行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或者液基细胞学检查时阴道镜转
诊率可达１８０５％（３６１／２０００）；初筛阳性后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
查时阴道镜转诊率为１３８０％（２７６／２０００），两者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ＨＰＶ１６型、
１８型是我国宫颈癌患者中最常见的高危 ＨＰＶ亚型，也是致癌
能力最强的亚型，在高危型 ＨＰＶＤＮＡ检测阳性基础上进行
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能够有效提高筛查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１６］。

虽然阴道镜在我国各级医院已经较为普遍，但该检查镜下诊断

完全依赖于医生水平，而我国阴道镜医生整体素质较弱，多数

仅是进修较短时间便进行临床检查和诊断，这难免造成阴道镜

检查结果准确性较差，同时也给患者造成较重的心理负担，并

对其健康造成潜在隐患。ＨＰＶ１６／１８检测不受操作人员主观因
素的影响，结果较为客观，同时可利用患者初筛样本进行操作，

避免了患者进行二次取样［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对宫颈癌初筛阳性患者开展 ＨＰＶ１６／１８分
型检测能够提高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检出率，降低阴道镜转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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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ａｄ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
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ｕｐｄ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ｕ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７，１２１（３）：６２１６２１．

［５］　彭晶晶，王荣敏，尤志学．对ＡＳＣＣＰ２０１２年宫颈癌筛查和癌前病
变管理指南的解读．国际妇产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４２（１）：２３８２４０．

［６］　ＭａｓｓａｄＬＳ，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ＭＨ，ＨｕｈＷ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ｕｐｄａｔｅｄ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ｓ．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１２１（４）：
８２９８２９．

［７］　卞美璐．ＷＨＯ（２００６年）宫颈癌综合防治实践指南简介．中国实
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３（７）：５５７５６０．

［８］　胡茂通，冯玲燕．阴道镜检查联合宫颈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在宫颈
病变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９）：９４０
９４２．

［９］　王建东．ＨＰＶ用于宫颈癌一线筛查的利和弊．中国妇产科临床杂
志，２０１５，１６（１）：３４．

［１０］　周红娣，金福明，沈铿．２０１６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推荐的宫颈
癌筛查及预防指南的解读．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６，２５（６）：４０１
４０６．

［１１］　ＤａｌｓｔｅｉｎＶ，ＲｉｅｔｈｍｕｌｌｅｒＤ，ＰｒéｔｅｔＪＬ，ｅｔａｌ．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ｌｏａｄ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ａｒ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Ｆｒｅｎｃｈ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０３，１０６（３）：３９６４０３．

［１２］　王海鸥，谢东．人乳头瘤病毒ＤＮＡ检测联合细胞学检查在宫颈
癌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研究．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１１）：８２
８５．

［１３］　李雨聪，张莉，胡尚英，等．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检测初筛宫颈癌
后几种分流方法的效果评价．肿瘤，２０１５，３５（５）：５３６５４３．

［１４］　郑凤仙，孙小伟，李彩红，等．ＨＰＶ检测技术初筛巴氏涂片分流应
用于农村女性宫颈癌筛查效果．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７，２１
（５）：４９２４９５．

［１５］　ＣｈｅｎＷ，ＺｈｅｎｇＲ，ＢａａｄｅＰＤ，ｅｔ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
ＣａＡＣａｎｃｅ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２０１６，６６（２）：１１５１３２．

［１６］　张玉，孙立新，赵宏伟，等．人乳头瘤病毒１６／１８Ｅ６蛋白检测在子
宫颈癌筛查中的应用．肿瘤研究与临床，２０１７，２９（３）：１６４１６７．

［１７］　党乐，马俊飞，郭董平，等．我国农村地区宫颈癌筛查中人乳头瘤
病毒检测阳性女性的分流策略．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２０１７（３）：
２５７２６１．

［１８］　吕虹，康熙雄，张国军．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型检测在３０岁以下
年轻妇女宫颈病变中的应用价值．首都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６
（４）：５８８５９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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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南京总医院立项课题项目（２０１７０５１）
【第一作者简介】苏毅德（１９８７—），男，主治医师，主要从事放疗相关临
床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ＥＰＩＤ用于宫颈癌逆向调强放疗的摆位误差与质量
控制
苏毅德１　周含１　冯茜２　杨孝伟１

１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放疗科，南京 ２１００００
２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五四医院妇产科，南京２１０００２

【摘　要】　目的：探究电子射野影像系统（ＥＰＩＤ）对宫颈癌逆向调强放疗的摆位误差的测定，并提出相
应的质量控制方法。方法：将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放疗科接受逆向调
强放疗治疗的６０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摆位误差予以测定，采用热塑成型固定膜对体位
进行固定，治疗前采用加速器对每例患者正、侧位等中心验证片进行拍摄，每侧一张，１次／周，将其与治疗计
划系统的数字重建放射影像（ＤＲＲ）进行比较，对摆位误差予以计算。结果：６０例宫颈癌患者共拍摄５８５张
验证片，其中测定误差值≤３ｍｍ的有５２０张，占８８９％（５２０／５８５），误差值≤５ｍｍ的有５６５张，占９６６％
（５６５／５８５）；宫颈癌逆向强放疗会形成计划靶区（ＰＴＶ），并存在外扩理论边界。结论：对宫颈癌逆向调强放
疗给予ＥＰＩＤ测量，能够有效测出摆位误差，明确临床靶区（ＣＴＶ）到形成计划靶区外扩边界的大小，通过有
效的质量控制，降低边界外扩数值，进而提升宫颈癌逆向强治疗水平。

【关键词】　ＥＰＩＤ；宫颈癌；逆向调强放疗；摆位误差；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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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ｔｉｃｉｍａｇｅ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ＰＩ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ｅｖｅｒｓｅ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ｅｒｒ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ｃｏｎｔｒｏｌ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疾病，宫颈癌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且近年来其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

势［１］，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安全。目前，临床中对不能够实

施手术切除的宫颈癌患者主要以放射治疗为主，并致力于对放

射治疗增益比的提升［２］。随着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

高精度放射线疗法在宫颈癌放射治疗中得以应用。患者接受放

射治疗时，首先明确临床靶区，然后在临床靶区外扩充范围，形

成计划靶区，这一靶区则为临床放射治疗的照射区域［３］。然

而，基于患者体位固定、ＣＴ扫描、操作人员技术水平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靶区范围大小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如何降低摆位误差、

提升患者每次治疗体位重复性成为临床研究的重点［４５］。研究

收集我院６０例接受逆向调强放疗治疗的宫颈癌患者的病例资
料，测定其摆位误差，计算ＣＴＶ至ＰＴＶ外扩边界数据，提出质量
控制措施，对研究结果予以总结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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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病例来源于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
京总医院放疗科收治的６０例宫颈癌患者，所有患者均行宫颈癌
逆向强放疗治疗，年龄范围２６岁～７６岁，年龄（５３５±６６）岁，
其中Ｉ期６例，ＩＩ期２９例，ＩＩＩ期１７例，ＩＶ期８例。纳入标准：①
经过临床诊断及病理学检查，所有患者均符合宫颈癌的临床诊

断标准［６］；②临床科室对本次研究同意并支持，医学伦理会批
准此次研究，纳入病例均表示自愿参与研究，并在知情同意书

上签署患者及家属姓名。排除标准：①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及
伴随心、肝、肾功能疾病者；②意识模糊及精神紊乱者；③合并严
重器质性病变者；④中途中断治疗者［７８］。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体位固定　所有患者均实施逆向调强放疗，指导患者保
持俯卧位，俯卧固定架腹部固定架为ＺＦＴＪ型碳素纤维俯卧固
定架（固安县双玉仪器设备有限公司），长度、宽度、厚度分别为

１２００ｍｍ、４５０ｍｍ、９０ｍｍ，中间开孔以３００ｍｍ×２５０ｍｍ为宜，确保
下腹部能够充分暴露，为治疗做好准备，患者上臂呈上举交叉

环抱状态，以自然舒适状态俯卧于定位板。

１２２　误差测量方法　由２名 ～３名专业技术人员制作热塑
成型固定膜，经过软化处理，使用毛巾吸除遗留水珠，准确快速

将其扣在底板，告知患者保持不动，技术人员用手抚平、按压热

塑膜，使其与患者身体轮廓紧密贴合，经过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冷却处
理，将热塑膜拿起，再重新扣上，在患者病变部位对应的网膜上

做好相应的标记，确定照射治疗的大概范围。选择３处激光线
十字投影点，分别为热塑体膜左右侧与前方，在这３个位置贴上
医用胶布，作为标记，并在医用胶布上用２５ｍｍ铅珠进行明确
说明，对患者行ＣＴ扫描，层厚设置为５ｍｍ，层距以５ｍｍ为宜，
完成扫描后，连接局域网，传输相关图像及数据。临床医师对

ＣＴ扫描结果进行判读，并根据扫描结果制定出治疗方案，然后，
物理师严格按照制定的治疗计划进行相关设计。患者治疗前

按照模拟的体位俯卧于固定架，在相关技术人员协助下，根据

模拟定位摆正患者体位，使两者尽可能一致，确保３个“＋”字

激光与热塑体膜３个“＋”是完全重合的。另外，患者实施逆向
调强放疗治疗前需要分别拍摄 ０°、９０°图像各 １张，采用的是
６ＭＶ的Ｘ射线能量，拍摄图像参数选择１５ｃｍ×１５ｃｍ，使其与射
野面积一致，包括正位片与侧位片，分别为４ｍｕ～６ｍｕ与６ｍｕ～
８ｍｕ，以骨性标记的方式在ＤＲＲ及ＥＰＩＤ图像上做好明确标记，
获得验证片后，比较电子射野图像与数字重建射线影像。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计数资料均用％表示，进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选择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取 ｔ检验，数据计算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ＰＳＳ１８０上进行处理，数据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为
Ｐ＜００５。将正侧位片头、脚方向摆位移动动作为 Ｙ轴摆位误
差，采用摆位总误差平均值对患者摆位系统误差予以表示，摆

位总误差标准差用于对摆位随机误差的表示，系统误差与随机

误差采用均值表示，计划靶体体积（Ｍｐｔｖ）＝２５∑ ＋０７δ，对 Ｘ、
Ｙ、Ｚ轴的Ｍｐｔｖ值进行计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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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摆位误差测定结果分析

６０例宫颈癌患者共拍摄５８５张验证片，其中３２例拍摄电
子射野图像５次，１５例患者拍摄６次，１３例患者拍摄７次。其
中测定误差值≤３ｍｍ的有５２０张，占８８９％（５２０／５８５），误差值
≤５ｍｍ的有５６５张，占９６６％（５６５／５８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摆位误差测定结果分析 （％）

误差值 张数 占比

≤３ｍｍ ５２０ ８８９％

≤５ｍｍ ５６５ ９６６％

２２　总体摆位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及Ｍｐｔｖ值预估
所有患者总体摆位误差及Ｍｐｔｖ值如表２示，且经过计算可

知，宫颈癌患者摆位的偏移多集中于 Ｙ轴，即头脚方向。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总体摆位系统误差、随机误差及Ｍｐｔｖ值预估 （ｍｍ）

轴位
系统误差

均值（ｕ） 标准差（Σ）
随机误差标准差（δ） 摆位扩边估计值（Ｍｐｔｖ）

Ｘ轴 －０８２ １４８ ０４１ ４０２

Ｙ轴 －０１８ ２３３ ０６４ ６２５

Ｚ轴 　０２３ １５９ ０３９ ４２５

#

　讨论
近年来，逆向强放射治疗在宫颈癌治疗中得以应用，其与

常规治疗相比，对摆位误差精度有着更高的要求，一旦发生摆

位误差，一方面会导致高剂量区在靶区外，影响到对肿瘤局部

的控制效果，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正常组织遭受照射损伤，严重

时甚至会引发并发症［１０１２］。目前，临床中强调在采用放射治疗

时，要能够在提高照射剂量的基础上减少对周围正常组织的损

伤，因此，必须精确摆位。热塑网膜尽管能够对体位起到固定作

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受到多种内外因素的影响，造成摆位误

差［１３１５］，改变射线路射线经过的轮廓与组织结构，进而改变照

射范围，降低临床疗效，此次研究中所有患者治疗时均伴随不同

程度摆位变化，因此，必须对摆位误差予以有效的控制［１６１７］。

操作人员要具有责任意识与道德意识，向患者说明体位摆放的

重要性，争取患者的配合，切忌热塑膜为一次性使用，在热塑膜

制作流程中，需要保持适宜的温度与湿度，尽可能与治疗室环境

相同，完成热塑膜制作后需要停留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再拿下，患者摆
位操作一般需要２名～３名技术人员参与，确保摆位的科学性、
精准度。对于体重出现变化的患者，为避免治疗出现偏差，需结

合患者现在体型制作热塑膜。在本研究中６例患者摆位误差超
过５ｍｍ，且４例为头脚方向误差，２例为前后方向，这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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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由于患者身体轮廓与热塑网膜不一致。另外，操作人员技

术水平也会造成摆位误差，要加强对操作人员的技术培训，放

疗治疗前实施实际测量操作，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１８］。

综上所述，逆向调强放疗治疗中容易受多种因素影响出现

摆位误差，需加强临床质量控制，提升操作人员技术水平，结合

临床实际情况对摆位误差予以测定，进而获得摆位误差，充分

发挥逆向强放疗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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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庞亚丹（１９８０—），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临床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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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其
与宫颈癌病变的关系
庞亚丹１　金丽１　叶利群２

１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病理科，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８０９
２宁波市中医院妇科 ，浙江 宁波 ３１５０１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其与宫颈癌病变的关系。方法：对宁波
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１２０名行ＨＰＶ感染及宫颈癌筛查的未孕女性的临
床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１２０名女性中，ＨＰＶ阳性２０名，ＨＰＶ阳性率为１６７％，其中５０岁 ～５９岁女性
ＨＰＶ阳性率最高，为２５０％；其次为２０岁 ～２９岁（１８１％）、４５岁 ～４９岁（１６７％）；最后为３５岁 ～３９岁
（１６７％）、３０岁～３４岁（１６０％）、４０岁～４４岁（１３０％）。但不同年龄女性 ＨＰＶ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ＩＮ９例，现患率为７５％，其中 ＣＩＮⅠ６例，ＣＩＮⅡ／Ⅲ３例，现患率分别为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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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宫颈癌１例，现患率为０８％。不同年龄女性ＣＩＮ、宫颈癌现患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００５）；ＮＣＩＮ、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宫颈癌女性的ＨＰＶ阳性率１０９％、６６７％、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逐
渐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癌病变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

【关键词】　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宫颈癌病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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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ｒａｃｔ；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ｌｅｓ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现阶段，临床普遍认为［１］，在女性宫颈病变的致病机制及

防癌筛查中，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均发挥着极为重要
的作用。但是，目前，临床还较少有相关医学研究报道女性生殖

道ｈｒＨＰＶ与宫颈癌病变的关系。本研究对宁波市北仑区第二
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收治的１２０名行ＨＰＶ感染
及宫颈癌筛查的未孕女性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探讨了

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其与宫颈癌病变的关

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
收治的１２０名行ＨＰＶ感染及宫颈癌筛查的未孕女性的临床资
料进行统计分析，纳入标准：所有女性均有性生活史，均知情同

意本研究；排除标准：将有放射治疗史、子宫切除史、近一年接受

过筛查等女性排除在外。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９岁，年龄（３９６±
６４）岁。在年龄分布方面，２０岁 ～２９岁２２例，３０岁 ～３４岁２５
例，３５岁～３９岁３０例，４０岁～４４岁２３例，４５岁 ～４９岁１２例，
５０岁～５９岁８例。本研究获得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伦
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应用窥阴器将宫颈暴露出来，用干棉签将宫颈外口黏液擦

去，在宫颈口鳞柱交接处放置美国 ＴｒｉＰａｔｈＩｍａｇｉｎｇ公司生产的
液基细胞学Ａｕｔｏｃｙｔｅｐｒｅｐ系统专用刷将宫颈脱落细胞直接采集
下来，在Ｃｙｔｏｒｉｃｈ细胞保存液中放置标本，自动制片、染色过程
中将Ａｕｔｏｃｙｔｅ液基薄层制片机充分利用起来，或在美国 Ｈｏｌｏｇｉｃ

公司生产的Ｐｒｅｓｅｒｖｃｙｔ细胞保存液中放置采集的细胞标本，运用
ＴｈｉｎＰｒｅｐ法将液基细胞学薄片制作出来。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技
术（ＨＣⅡ）基因杂交信号放大检测系统，采用美国Ｄｉｇｅｎｎｅ公司
生产的ＨＰＶＤＮＡ试剂盒，检测其余标本的高危型ＨＰＶ。
１３　结果判定

如果检测样本的相对光单位（ＲＬＵ）／标准阳性对照的 ＲＬＵ
在１０以上，则评定为ＨＰＶ阳性。将初筛阳性界值设定为高危
型ＨＰＶ阳性、低度鳞状上皮内瘤样病变（ＬＳＩＬ）≤细胞学结果／
不典型鳞状上皮细胞（ＡＳＣＵＳ）（未明确诊断意义）≤细胞学诊
断［２］。采用深圳金科威公司生产的电子阴道镜四象限多点活

检初筛阳性女性，如果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则继续进行宫

颈管诊刮（ＥＣＣ）病理学检查，在进行细胞学诊断及对 ＣＩＮ与宫
颈癌存在情况进行判定的过程中严格依据２００１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ｓｙｓｔｅｍ
（ＴＢＳ）分级系统。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处理和统计分析数据时应用软件包 ＳＰＳＳ１３０，用 χ２检验计
数资料及多个样本率比较，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不同年龄女性ＨＰＶ阳性情况比较

１２０名女性中，ＨＰＶ阳性２０名，ＨＰＶ阳性率为１６７％，其
中５０岁～５９岁女性ＨＰＶ阳性率最高，为２５０％；其次为２０岁
～２９岁（１８１％）、４５岁 ～４９岁（１６７％）；最后为３５岁 ～３９岁
（１６７％）、３０岁～３４岁（１６０％）、４０岁 ～４４岁（１３０％）。但
不同年龄女性 ＨＰＶ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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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年龄女性ＨＰＶ阳性情况比较（例／％）

年龄（岁） 例数 ＨＰＶ阳性

２０～２９ ２２ ４（１８１）

３０～３４ ２５ ４（１６０）

３５～３９ ３０ ５（１６７）

４０～４４ ２３ ３（１３０）

４５～４９ １２ ２（１６７）

５０～５９ ８ ２（１８１）

总计 １２０ ２０（１６７）

２２　不同年龄女性宫颈病变现患情况比较
１２０名女性中，ＣＩＮ９例，现患率为７５％，其中 ＣＩＮⅠ６例，

ＣＩＮⅡ／Ⅲ３例，现患率分别为５３％、２２％；宫颈癌１例，现患率
为０８％。不同年龄女性ＣＩＮ、宫颈癌现患率之间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女性宫颈病变现患情况比较（例／％）

年龄（岁） 例数 ＣＩＮ ＣＩＮⅠ ＣＩＮⅡ／Ⅲ 宫颈癌

２０～２９ ２２ ３（１３６） ２（９１） ０（０） ０（０）

３０～３４ ２５ ２（８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０（０）

３５～３９ ３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４０～４４ ２３ １（４３） １（４３） ０（０） ０（０）

４５～４９ １２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０８）

５０～５９ ８ １（１２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总计 １２０ ９（７５） ６（５３） ３（２２） １（０８）

２３　不同宫颈病变现患女性ＨＰＶ阳性情况比较
ＮＣＩＮ、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宫颈癌女性的 ＨＰＶ阳性率

１０９％、６６７％、５０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逐渐提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宫颈病变现患女性ＨＰＶ阳性情况比较（例／％）

宫颈病变 例数 ＨＰＶ阳性　　

ＮＣＩＮ １１０ １２（１０９）

ＣＩＮⅠ ６ ４（６６７）

ＣＩＮⅡ ２ １（５００）

ＣＩＮⅢ １ １（１０００）

宫颈癌 １ １（１０００）

#

　讨论
德国病毒学家 ＺｕｒＨａｕｓｅｎ将女性生殖道 ＨＰＶ感染和宫颈

癌的关系首次提了出来［３］，目前，临床已经明确宫颈上皮内瘤

变（ＣＩＮ）及宫颈癌的一个主要病因就是 ＨＰＶ感染。大部分正
常人具有短暂的 ＨＰＶ感染，经历７个月 ～１２个月后就能够自
然清除，但是如果女性的年龄在３５岁以上，那么有ＨＰＶ持续阳
性表现的仍然占总数的１００％～１５０％［４］。通常情况下，随着

宫颈病变的进展，ＨＰＶ感染率逐渐提升，ＣＩＮⅠ患者的 ＨＰＶ感
染率在７００％～７８０％之间，ＣＩＮⅡＣＩＮⅢ患者的 ＨＰＶ感染率

在８００％～８９０％之间，宫颈癌患者的 ＨＰＶ感染率在９５％以
上［５］。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６１０］，筛查人群达到了１８０％的 ｈｒＨＰＶ
总体阳性率，正常宫颈女性达到了１７％（５／２９０）的 ＨＰＶ感染
率，宫颈炎性病变患者达到了２５５％（５４／２１２）的 ＨＰＶ感染率，
宫颈鳞状上皮内病变患者达到了８４３％（４３／５１）的 ＨＰＶ感染
率，以此认为女性的ＣＩＮ发病率随着ｈｒＨＰＶ阳性率的提升而提
升，随着ｈｒＨＰＶ阳性率的降低而降低，二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
系。本研究结果表明，１２０名女性中，ＨＰＶ阳性２０名，ＨＰＶ阳性
率为 １６７％，其中 ５０岁 ～５９岁女性 ＨＰＶ阳性率最高，为
２５０％；其次为２０岁～２９岁（１８１％）、４５岁～４９岁（１６７％）；
最后为３５岁～３９岁（１６７％）、３０岁 ～３４岁（１６０％）、４０岁 ～
４４岁（１３０％）。但不同年龄女性ＨＰＶ阳性率之间的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ＩＮ９例，现患率为７５％，其中 ＣＩＮ
Ⅰ６例，ＣＩＮⅡ／Ⅲ３例，现患率分别为 ５３％、２２％；宫颈癌 １
例，现患率为０８％。不同年龄女性 ＣＩＮ、宫颈癌现患率之间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ＮＣＩＮ、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
Ⅲ、宫颈癌女性的 ＨＰＶ阳性率 １０９％、６６７％、５００％、
１０００％、１０００％逐渐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宫颈病变具有渐进性，要经历 ＨＰＶ感染、ＣＩＮⅠ、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宫颈癌几个间断，其中ＣＩＮⅠ属于低度癌前病变，ＣＩＮⅡ
ＣＩＮⅢ属于高度癌前病变，１０年左右才能完成整个过程，如果在
该期间将宫颈ＨＰＶ感染及早寻找出来，然后对宫颈上皮内瘤变
进行及早的治疗，那么就能够促进宫颈癌发生率的显著降低。

因此，ＨＰＶ检测在宫颈癌筛查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１１１４］。

宫颈ＨＰＶ检测敏感性、阴性预测值均较高，作为初筛手段能够
将高风险人群浓缩起来，能够推断检测结果阴性的人群具有极

低的宫颈癌患病风险，和常规细胞学检测相比更为有效［１５］。因

此，相关医学学者认为［１６１８］，暂时不采用细胞学检查 ｈｒＨＰＶ
ＤＮＡ阴性人群，能够将医疗成本有效节省下来。

综上所述，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癌

病变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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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７年度省部共建中亚高发病成因与防治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ＳＫＬＨＩＤＣＡ２０１７Ｙ４）
【第一作者简介】迪丽达尔·斯地克（１９８３—），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
△【通讯作者】胡尔西旦·尼牙孜（１９７１—），女，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ｈｅｘｄ１４３１３３＠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评价治疗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在
宫颈癌放疗患者中的预测意义
迪丽达尔·斯地克　张蕾　叶建蔚　胡尔西旦·尼牙孜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中心一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５４

【摘　要】　目的：探究治疗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在宫颈癌放疗中的预测意义。方法：择
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１８０例，在放疗前测定患者的
ＮＬＲ值，即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根据测定结果，将患者分为高ＮＬＲ组（７９例）以及低ＮＬＲ组
（１０１例），对比两组的治疗效果以及预后情况。结果：高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为３７９７％，显著低于低ＮＬＲ组的
６１３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Ａ～ⅡＢ期患者中，ＮＬＲ对治疗效果无影响，高ＮＬＲ组与低ＮＬＲ组
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ⅢＡ～ⅣＢ期患者中高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为３６７３％，显著低于低
ＮＬＲ组的６６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ＯＳ危险因素包括ＮＬＲ、分型、分期
以及治疗方式，其中ＮＬＲ为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放疗以前测定患者的
ＮＬＲ值可以帮助医生判断治疗的效果，ＮＬＲ测定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应当将其推广。

【关键词】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宫颈癌；放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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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ｏｆⅢＡ～ⅣＢ，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ｉｇｈＮＬ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３６７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ｌｏｗＮＬＲｇｒｏｕｐ（６６６７％），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ｘ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ＯＳ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ＮＬＲ，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ｈｅｒｅＮＬＲｗａｓ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ＮＬＲｖａｌｕｅｂｅｆｏｒｅｒａｄｉ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ｈｅｌｐｄｏｃｔｏｒｓｊｕｄｇ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ＮＬ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ｉｎ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宫颈炎是较为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在我国的发病率相对
较高，研究表明，在宫颈癌发展的过程中，炎症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能够对炎症因素加以利用，患者的预后将得到改善［１］。

ＮＬＲ就是重要的炎症反应指标之一，可以将其作为放疗预后的
评价指标［２］。文中将对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２０１３年
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 １８０例展开研究，探讨
ＮＬＲ的预测意义。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择取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于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
６月收治的宫颈癌患者１８０例，在放疗前测定患者的ＮＬＲ值，即
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根据测定结果，将患者分

为高ＮＬＲ组（７９例）以及低 ＮＬＲ组（１０１例）。高 ＮＬＲ组的
ＮＬＲ值不低于２８４，患者年龄范围３８岁～６９岁，年龄（５３１６±
１０７２）岁；治疗方法：单纯放疗１６例，放化疗结合６３例；肿瘤直
径：＜４厘米５６例，≥４厘米２３例；分型：ＳＣＣ型７６例，ＡＣＣ型２
例，ＳＡＣ型１例。高ＮＬＲ组的ＮＬＲ值低于２８４，患者年龄范围
３６岁～６８岁，年龄（５３２８±１０３６）岁；治疗方法：单纯放疗１９
例，放化疗结合８２例；肿瘤直径：＜４厘米 ７１例，≥４厘米 ３０
例；分型：ＳＣＣ型９８例，ＡＣＣ型２例，ＳＡＣ型１例。两组患者的
年龄、治疗方法、肿瘤大小、分型等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所有患者均为初次就诊，ⅠＡ～ⅡＢ期８９例，ⅢＡ～ⅣＢ期

９１例。同时患有其他严重系统疾病或临床资料缺失的患者不
参与此次研究。

１２　方法
治疗开展前的一周内对患者的外周血予以采集，并测定淋

巴细胞以及中性粒细胞的计数，计算ＮＬＲ值。
治疗方法：全盆腔照射，剂量大约为１０Ｇｙ／周，每周五次；腔

内后装照射，各点剂量为５Ｇｙ到６Ｇｙ，每周一次；盆腔四野照射，

宫旁总剂量大约为每三周２０Ｇｙ到２５Ｇｙ，每周四次。若患者需
同时接受放化疗，则全盆腔照射频率降低为一周一次，同时对

患者予以顺铂（齐鲁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７０２１３５８）＋紫
杉醇（北京协和药厂，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８００６９）静脉滴注治疗。

治疗的同时要指导患者冲洗阴道，并定期检查患者的肝肾

功能以及血常规。如果治疗的过程中患者出现呕吐、白细胞降

低等情况，要及时予以止吐、升高白细胞等对应处理。

患者出院后要定期进行随访，随访时间平均为（１２４８±
６１７）个月。
１３　临床观察指标［３］

治疗结束后，医师要对患者宫旁与宫颈肿块进行检查，根

据ＷＨＯ标准对治疗效果进行判定，ＣＲ（完全缓解）表示患者的
肿瘤已经消失；ＰＲ（部分缓解）表示肿瘤体积缩小的幅度超过
５０％；ＳＤ（无变化）表示肿瘤体积增大或缩小的幅度在２５％以
下；ＰＤ（进展）表示患者的肿瘤体积变大，增大幅度超过２５％。
总有效率为ＣＲ与ＰＲ之和。

预后情况通过 ＯＳ（总生存时间）以及 ＤＦＳ（无病进展生存
时间）指标进行分析。ＯＳ即患者入院治疗日期到最后一次随访
的时间；ＤＦＳ为治疗开始日期到复发日期的时间，若超声检查确
认病灶转移或复发，则认定宫颈癌确实复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此次研究应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１０处理数据，以（ｎ，％）

的形式表示计数资料，检验标准为 Ｘ２；独立因素利用 Ｃｏｘ回归
模型进行检验。只有结果显示 Ｐ＜００５时，才可认定数据间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ＮＬＲ与放疗效果的关系分析

高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为３７９７％，显著低于低 ＮＬＲ组的
６１３９％，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ＮＬＲ与放疗效果的关系分析［ｎ（％）］

组别 例数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总有效

高ＮＬＲ组 ７９ ９（１１３９） ２１（２６５８） ４４（５５７０） ５（６３３） ３０（３７９７）

低ＮＬＲ组 １０１ １６（１５８４） ４６（４５５４） ３６（３５６４） ３（２９７） ６２（６１３９）

２２　ＮＬＲ与不同分期治疗效果的关系分析
ⅠＡ～ⅡＢ期患者中，ＮＬＲ对治疗效果无影响，高ＮＬＲ组与

低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ⅢＡ～ⅣＢ期患者中高 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为３６７３％，显著
低于低ＮＬＲ组的６６６７％，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ＯＳ与ＤＦＳ影响因素分析
经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ＯＳ危险因素包括ＮＬＲ、分型、分期以

及治疗方式，其中ＮＬＲ为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ＮＬＲ不影响患者ＤＦＳ情况，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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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ＮＬＲ与不同分期治疗效果的关系分析［ｎ（％）］

组别 ＮＬＲ 例数 ＣＲ ＰＲ ＳＤ ＰＤ 总有效

高ＮＬＲ组 ⅠＡ～ⅡＢ ３０ ３（１０００） ９（３０００） １６（５３３３） ２（６６７） １２（４０００）

ⅢＡ～ⅣＢ ４９ ６（１２２４） １２（２４４９） ２８（５７１４） ３（６１２） １８（３６７３）

低ＮＬＲ组 ⅠＡ～ⅡＢ ５９ ８（１３５６） ２６（４４０７） ２４（４０６８） １（１６９） ３４（５７６３）

ⅢＡ～ⅣＢ ４２ ８（１９０５） ２０（４７６２） １２（２８５７） ２（４７６） ２８（６６６７）

表３　ＯＳ与ＤＦＳ影响因素的Ｃｏｘ回归分析

影响因素 例数
ＯＳ

Ｐ值 ＨＲ ９５％ＣＩ

ＤＦＳ

Ｐ值 ＨＲ ９５％ＣＩ

ＮＬＲ ≥２．８４ ７９ ０．００ １．１８ １．０７～１．３０ １．０１ １．０８ ０．７９～１．３０

＜２．８４ １０１

直径 ≥４ｃｍ ５３ ０．１９ １．３５ ０．８６～２．１２ １．６９ １．５７ ０．４８～４．２４

＜４ｃｍ １２７

分型 ＳＣＣ １７４ ０．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０～８．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１．００

ＡＣＣ ４

ＡＳＣ ２

分期 ⅠＡ～ⅡＢ ８９ ０．１２ １．４６ ０．９１～２．３６ ０．８８ ０．９３ ０．３３～２．３６

ⅢＡ～ⅣＢ ９１

治疗方式 ＲＴ ３５ ０．０７ １．５１ ０．９７～２．３５ ０．７８ ０．７８ ０．３７～１．６４

ＣＣＲＴ １４５

#

　讨论
宫颈癌对女性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女性恶性肿瘤当

中，宫颈癌排名第二［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

式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宫颈癌的发病

几率，如何预测临床治疗疗效以及预后效果是医生应当关注的

重点问题［５６］。近年来相关研究不断增多，有研究发现在肿瘤

发展的过程中，炎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它可能会对

预后情况产生一定的影响［７８］。具体来说，炎症会对机体产生

一定的影响，肿瘤发展过程中，ＩＬ１（白介素１）会被释放出来，
它可以联合ＴＮＦ（肿瘤坏死因子）对中性粒细胞予以刺激，继而
使其水平升高，而高水平的中性粒细胞能够创设出微环境，使

肿瘤得以进一步发展［９１０］；同时，在特异性识别的作用下，淋巴

细胞可以通过间接或直接的方式将抗肿瘤免疫被激活，继而使

Ｔ细胞与Ｂ细胞被释放出来，为机体提供必要的免疫功能，此时
淋巴细胞的数量明显减少，肿瘤浸润转移的可能性增加［１１］。

ＮＬＲ就是一项重要的炎症反应指标，与单一分析中性粒细胞或
淋巴细胞相比，ＮＬＲ的稳定性与准确性更高［１２］。在宫颈癌诊治

当中，ＮＬＲ不仅可以辅助判断是否需要对患者予以根治性子宫
切除术治疗，还可以对放疗预后效果做出预测［１３］。

本次研究对ＮＬＲ在宫颈癌放疗中的预测意义进行探究，结果
显示，高 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为３７９７％，显著低于低 ＮＬＲ组的
６１３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Ａ～ⅡＢ期患者中，ＮＬＲ
对治疗效果无影响，高ＮＬＲ组与低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ⅢＡ～ⅣＢ期患者中高ＮＬＲ组的总有效率为
３６７３％，显著低于低ＮＬＲ组的６６６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经Ｃｏｘ回归分析发现，ＯＳ危险因素包括ＮＬＲ、分型、分期以

及治疗方式，其中ＮＬＲ为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ＮＬＲ不影响患者ＤＦＳ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由此可见，低ＮＬＲ患者的生存率、预后质量更高，ＮＬＲ可以作为独
立危险因素对宫颈癌预后产生影响，对宫颈癌患者进行术前ＮＬＲ
检查是十分有必要的，医生可以根据这一指标对患者的放疗效果以

及预后情况作出预测。以往有研究认为分期在宫颈癌预后中有着

重要的影响，它是独立预后指标，而分期与ＮＬＲ之间也存在着明显
的相关性，从总体生存情况来看，无论是ⅠＡ～ⅡＢ期患者还是ⅢＡ～
ⅣＢ期患者，低ＮＬＲ组的生存状况均显著优于高ＮＬＲ组。由此可
见，ＮＬＲ是独立于分期的影响因素，在预后预测工作中，可以将
ＮＬＲ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从临床检测的经验来看，治疗前外周
血采血的过程较为简便，且具有较强的可重复性，成本也相对较低，

患者无需接受额外的抽血，操作简便，易于患者接受［１４］。但是本次

研究的样本量较少，且随访时间有限，无法得出具体定量值，研究有

待进一步深入。同时本次研究发现，ＮＬＲ不会对ＤＦＳ产生影响，可
进一步对这一内容展开探讨。

中性粒细胞属于寿命较短的一种白细胞，在外周血中占据较

高的比重，在人体血液的白细胞当中，中性粒细胞可以达到６０％
到７０％，由于其细胞核为杆状或分叶形，因此也可以称之为多形
核白细胞［１５］。在机体当中，外周血中的中性粒细胞都来自于骨

髓，这些细胞仅仅会在血液中停留六至八小时，脾脏及肝脏会将

其清楚［１６］。中性细颗粒广泛存在于中性粒细胞的胞浆之中，它

们具有不嗜酸也不嗜碱的特性，在人体内可以起到杀菌、吞噬以

及趋化作用。这些颗粒中包含酸性水解酶、碱性磷酸酶、溶菌酶

等酶类，因此其属于溶酶体。造血干细胞可以将中性粒细胞进行

分化，使其成为骨髓祖细胞，并进一步发育为原始、早幼、中幼、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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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粒细胞，当其发育成熟后，就可以通过因子从骨髓中释放出来，

继而进入外周血［１７］。若机体发生不良损伤，ＩＬ８、组织损伤释放
物等因子就会推动中性粒细胞从血管中渗出，达到损伤或感染位

置，继而将细胞因子释放出来，使机体的抗感染能力得到明显提

升，并对机体进行免疫监视。肿瘤环境中，中性粒细胞可分为两

种，第一种为Ｎ１型，它具有抗肿瘤作用，可以对肿瘤生长予以抑
制，并杀伤、转移肿瘤；第二中为Ｎ２型，它具有促进肿瘤生长的作
用，可以推动细胞生长，并促使肿瘤血管生成［１８１９］。

在人体血液的白细胞当中，淋巴细胞可以占到２０％到４０％
的比重，对于人体免疫应答功能的发展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受

到黏附分子、刺激分子以及抗原刺激的影响，淋巴细胞可以推动

机体产生免疫应答，继而对抗肿瘤。它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

Ｂ细胞，属于抗原呈递细胞，具有抗肿瘤的作用，在肿瘤环境中，Ｂ
细胞可以得到激活，继而产生ＩｇＧ２ｂ、ＩｇＧ、ＩｇＭ等抗体；第二中为Ｔ
细胞，它可以产生细胞免疫应答，ＴＣＲ（Ｔ细胞受体抗原）、ＡＰＣ
（抗原提呈细胞）中的抗原肽ＭＨＣ复合物可以对Ｔ细胞进行诱
导，继而使其从初始状态进一步转化为效应Ｔ细胞。在细胞毒性
Ｔ细胞的影响下，Ｔ细胞的表达会明显增强，进而分泌出淋巴毒
素ＬＴａ以及肿瘤坏死因子α，当肿瘤坏死因子受体等与这些分析
结合时，靶细胞就会逐渐凋亡，最终使肿瘤细胞被杀死［２０］。

有研究发现，恶性肿瘤患者淋巴细胞在外周血中的计数越

少，则患者的预后质量越差，导致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有

五个。第一，患者存在免疫缺陷病，因此机体的免疫应答较差，

出现免疫抑制的情况，致使肿瘤无法得到较好的控制；第二，受

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的淋巴细胞水平降低，身体的免疫平

衡状态被打破，继而推动了肿瘤的进展；第三，肿瘤细胞反之过

快，使外周血中的淋巴细胞被大量的消耗，最终影响了预后；第

四，肿瘤细胞分泌出了大量的免疫抑制物或抑制细胞因子，致

使固有免疫细胞、Ｔ细胞的功能被抑制，无法起到抗肿瘤的作
用；第五，抗肿瘤反应呈现出了淋巴细胞依赖性，淋巴细胞的绝

对值不高，影响了预后效果。

中性粒细胞以及淋巴细胞虽然都对肿瘤发展有着重要的

抑制作用，其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患者的预后情况，

但是单一指标的稳定性与准确性较差，而ＮＬＲ实现了对二者的
结合，其预测的准确性更高。

综上所述，可以将治疗前ＮＬＲ这一炎症反应指标作为宫颈
癌放疗效果的预测依据，低 ＮＬＲ患者的预后效果会更加理想，
将这一指标应用到临床当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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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评价妊娠晚期性交对分娩发动的影响。方法：检索多个中英文数据库，搜集妊娠晚期
性行为对分娩发动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和队列研究，进行文献质量评价后，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结果：共纳入３篇随机对照研究（ＲＣＴ）和３篇队列研究。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示：妊娠晚期性交在对分娩
发动的影响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ＷＭＤ＝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４８０５４），Ｐ＝０９１］，两组剖宫产率无统计
学意义［ＲＲ＝０９５，９５％ＣＩ（０４９１８６），Ｐ＝０８９］，在胎儿结局的影响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ＲＲ＝
１０１，９５％ＣＩ（０９９１０４），Ｐ＝０２５］。结论：妊娠晚期性交不能促进分娩发作，不能降低剖宫产率，但对胎儿
无不利影响，但由于受原始研究数量、质量的影响，此结论仅供参考，仍有待于临床开展多中心、大样本、高

质量的ＲＣＴ来证实。
【关键词】　性交；性行为；分娩发动；Ｍｅｔ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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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娩的及时发动是围生期结局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与足
月产妊娠相比，过期妊娠可能导致更多的围生期并发症和更高

的死亡率。研究表明［１］，妊娠晚期一定频次的性行为有利于促

进分娩发作，避免过期妊娠，降低医疗引产率。且妊娠晚期一定

频率性行为可以提高孕妇自然分娩率，降低因胎儿窘迫发生的

剖宫产率［２］。但也有学者对此类观点持否定态度［３］。本研究

应用ｍｅｔａ分析的方法，评价妊娠晚期性交对分娩发作的影响，
为妊娠期妇女性健康教育提供参考依据。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和排除标准

研究设计本研究纳入的文献类型为 ＲＣＴ和队列研究。纳
入对象为妊娠晚期妇女（孕周≥２８周），单胎、头位，自然受孕，

无紧急剖宫产指征，且夫妻双方无性功能障碍能正常进行性交

行为。观察组孕妇妊娠晚期有性交行为，对照组孕妇妊娠晚期

没有性行为。排除：妊娠晚期有严重的妊娠并发症或其他严重

的躯体性疾病或医生建议不宜有性交行为的孕妇。结局指标：

①分娩发作时的孕周；②剖宫产率；③胎儿结局（５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８分为正常新生儿）；④医疗引产率。
１２　文献检索策略

本ｍｅｔａ分析检索了公开发表的中英文文献，不包含未公开
出版发行或刊登的文献。以性交／性行为 ＡＮＤ分娩发作／分娩
为关键词，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知网、万方数据

库、维普数据库。以英文关键词 ｃｏｉｔｕｓ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Ｒ
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ＯＲｖａｇｉｎ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
ｃｏｕｒｓｅ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ｌａｂｏｒＯＲＯｎｓｅ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ＯＲｌａｂｏｒ
ｏｎｓｅｔ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ＤＬＩＮＥ、ＥＢＳＣＯ、ＯＶＩＤ数
据库检索。检索文献截止时间均从建库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文献
检索过程由两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两位研究者有分歧找第三

方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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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文献质量评价
采用Ｃｏｃｈｒａｎｅ系统评价手册５１０质量评价标准评价随机

对照试验研究。采用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Ｓｃａｌｅ（ＮＯＳ）［４］评价队列
研究的方法学质量。

１４　资料提取
用统一表格提取所有研究的数据，包括：作者、发表时间、样

本量、纳入时孕妇的孕周、性交频率、结局。

１５　资料分析
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进行分析。二分类变量采用ＲＲ及其

９５％ＣＩ为效应分析统计量。计量资料选取加权均数差（ＷＭＤ）
及其９５％ＣＩ表示。纳入研究间的异质性首先通过χ２检验，并结
合Ｉ２定量判断异质性大小。若 Ｐ＞０１，Ｉ２≤５０％，表示研究间
无统计学异质性，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表达；若 Ｐ＜０１，Ｉ２＞

５０％，排除明显临床异质性后，以随机效应模型表达；明显的临
床异质性采用亚组分析或敏感性分析或只行描述性分析。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文献９０９篇，其中英文文献６７０篇，中文文献２３９
篇，剔除不同数据库中重复的文献后为７９８篇，阅读题目和摘要
后获文献４４篇。其中，英文文献３７篇，中文文献７篇，进一步
阅读全文，排除研究方法、分组和结局指标不符合纳入标准的

文献，最终纳入文献共６篇［５１０］，共计１９０６例。其中全部文献
为英文文献，３篇随机对照研究，３篇队列研究。
２２　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

表１中①表示分娩时孕周；②表示剖宫产率；③表示胎儿结
局；④表示引产率。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纳入研究
样本量

有性行为／无性行为
纳入时间 每周性交频率 结局指标

Ｃａｓｔｒｏ２０１４［５］ ６３／６０ ３７周 至少两次性行为 ①②

Ｆｏｕｍａｎｅ２０１４［６］ ７２／７２ ３７周 未说明性交频率 ②③④

０ｍａｒ２０１２［７］ ９３９／１９８ ３５周 未说明性交频率 ④

Ｓｃｈａｆｆｉｒ２００６［８］ ４７／４６ ３７周 未说明性交频率 ①②③④

Ｔａｎ２００６［９］ １１６／８４ ３６周 未说明性交频率 ①②

Ｔａｎ２００９［１０］ １０５／１０４ 未明确 未说明性交频率 ①②③④

２３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本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共纳入 ６篇文献，其中 ３篇为 ＲＣＴ，采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及偏倚风险评估标准对ＲＣＴ
进行质量评价。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图２。表２中１表示研究人
群选择：①暴露组的代表性，②非暴露组的选择，③暴露因素的
确定，④研究开始前结局未发生；２表示组间可比性：⑤设计和
统计分析时考虑暴露组和未暴露组的可比性（２分）；３表示结
局选择：⑥结果的评价，⑦随访时间，⑧随访的完整性。３篇队
列研究由于均未描述档案记录的相关信息，未描述如何避免混

杂因素对分娩的影响，文献质量均为中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
２４１　分娩时孕周　３篇［５，８９］研究报道了妊娠期性交对分娩

发作的影响，异质性检验 Ｉ２＞５０％，Ｐ＜０００００１，提示有显著异
质性存在，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妊娠
晚期有无性交行为，分娩时孕周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妊娠期性

交不能促进分娩发作［ＷＭＤ＝００３，９５％ＣＩ（－０４８－０５４），
Ｐ＝０９１］。对异质性来源进行分析，按照研究类型将纳入的研
究分为２类并行亚组分析，结果示队列研究组内存在显著异质
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两组研究对分
娩发作影响无统计学差异［ＷＭＤ＝－０００，９５％ＣＩ（－１１８－
１１７），Ｐ＝１００］，对队列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ＷＭＤ＝－００７，
９５％ＣＩ（－０３１－０１７），Ｐ＝０５７］。两种统计模型结果一致，
说明本研究有较好的稳定性。具体结果详见图３。

图１　纳入研究风险偏倚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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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纳入研究风险偏倚条目评估结果

表２　纳入队列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研究
研究人群选择

①②③④
组间可比性

⑤
结局选择

⑥⑦⑧
总分

Ｓａｍａ２０１４［６］ １１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６

Ｓｃｈａｆｆｉｒ２００６［８］ １１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６

Ｔａｎ２００６［９］ １１０　１ ０ １　１　１ ６

图３　性行为对分娩发作的影响

２４２　剖宫产率　５篇［５６，８１０］研究报道了妊娠晚期性交对分

娩方式的影响，异质性检验Ｉ２＞５０％，Ｐ＝００３，研究间存在异质
性，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示：两组剖宫产率无
统计学差异［ＲＲ＝０９５，９５％ＣＩ（０４９－１８６），Ｐ＝０８９］。对异
质性来源进行分析，将纳入的研究分为２类并行亚组分析，随机
对照试验组异质性小，Ｉ２＝０％，Ｐ＝０７２，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结
果示：［ＲＲ＝１２３，９５％ＣＩ（０７９－１９１），Ｐ＝０３７］。队列研究
组存在显著异质性，Ｉ２＝７４％，Ｐ＝００２，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示：［ＲＲ＝０７９，９５％ＣＩ（０２２－２８４），Ｐ＝
０７２］。对队列研究间异质性来源进行敏感性分析，逐一剔除１

篇研究后重新进行Ｍｅｔａ分析，结果较前未发生明显变化，提示
稳定性较高，敏感性低。说明妊娠期性交不能降低剖宫产率。

具体结果详见图４。
２４３　胎儿结局　３篇［６８，１０］研究报道了妊娠期性交对胎儿的

影响（５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８分为正常新生儿）。异质性检验 Ｉ２

＝５０％，Ｐ＝０１３，提示异质性较小，故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两组胎儿结局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妊娠
晚期性交对胎儿结局无不利影响［ＲＲ＝１０１，９５％ＣＩ（０９９
１０４），Ｐ＝０２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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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性交对降低剖宫产率的影响

图５　妊娠晚期性交对胎儿结局的影响

２４４　医疗引产率４篇［６８，１０］研究报道了妊娠晚期性交对引产

率的影响。异质性检验Ｉ２＞５０％，Ｐ＝００４，提示有异质性存在，
故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引产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妊娠晚期性交不能降低医疗引产率［ＲＲ＝
１０９，９５％ＣＩ（０７０１７２），Ｐ＝０７０］。对异质性来源进行分析，

将纳入的研究分为２类并行亚组分析，两组结果均是 Ｐ＞００５，
结果与合并结果一致。对研究进行敏感性分析，采用固定效应

模型分析［ＲＲ＝１０２，９５％ＣＩ（０８３－１２５），Ｐ＝０８６］。两种统
计模型结果一致，说明本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具体结

果详见图６。

图６　妊娠晚期性交对引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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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分析

本ｍｅｔａ分析共纳入６篇文献，３篇 ＲＣＴ和３篇队列研究。
由于本研究的干预措施很难做到盲法，且３篇ＲＣＴ均未具体描
述随机方法和分配方案隐藏，导致纳入的研究方法学质量较

低。３篇队列研究由于未描述档案记录的相关信息，未描述如
何避免混杂因素对分娩的影响，文献质量均为中等。

３２　妊娠晚期性交不能促进分娩发作
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ＡＣＯＧ）指出，晚期足月和过期妊娠

会造成围生儿病率和死亡率增加［１１］。而妊娠晚期性交一直被

认为可以促进分娩发动，其原因在于性交、乳房刺激诱发子宫

收缩［１２］；性高潮时释放缩宫素［１３］；精液中的前列腺素软化宫

颈［１４］等。本Ｍｅｔａ分析共３篇研究对此结论进行描述，两篇研
究显示性交不能促进分娩发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因结局指标类型不同而未被纳入的一篇研究也赞成此观点［１０］。

而另一篇研究表明，性交与分娩发动有联系，能降低因过期妊

娠发生的引产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Ｋａｆａｅｉ［１］，
Ｓｅｋｈａｖａｔ［１５］也认同此观点。分析其原因，首先，部分研究的性交
频率均由研究对象自己记录，存在一定的真实性问题；其次，部

分研究并未清楚交代研究对象妊娠晚期的具体性交频率，其是

否规律等；最后，影响分娩发动的因素较多，如性高潮、乳房刺激

情况等未清楚提及，存在一定的偏移。因此，妊娠晚期性交能否

促进分娩发动，预防过期妊娠仍需要大量高质量研究。

３３　妊娠晚期性交对胎儿无不利影响
国内调查显示，８２９％的孕妇停止性交是出于对妊娠结局

的担心，部分孕妇妊娠期间甚至禁欲［１６］。而国外孕妇认为，适

当的性频率利大于弊，妊娠晚期性交频率虽有所下降但较国内

仍较高［１７］。安全、满意的性生活，既能
"

强孕妇的个人认同，又

能增进夫妻间情感，使孕妇保持愉悦的心情待产［１８］。本研究结

果显示，正常妊娠情况下，妊娠晚期性交不会对胎儿产生不利

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国外学者 Ｒｅａｄ研究一
致［１９］。但由于文献对胎儿结局观察时间较短，结局指标单一，

干预时孕周已接近或大于３７周，胎儿已快足月或已足月，妊娠
晚期其他孕周性交是否会给胎儿安全带来影响或对新生儿以

后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仍需大量高质量研究进一步证实。

３４　本研究的局限性
①只检索了中、英文文献，且未检索未发表或其他在研试

验。②由于研究指标的类型不一致，使文献无法合并处理，导致
本ｍｅｔａ分析纳入的研究较少，从而影响结果的可靠性。③本研
究没有找到符合纳入标准的中文文献且纳入研究的样本量均

较小，导致检验效能不足，存在发表偏倚的可能。

综上所述，本ｍｅｔａ分析结果示妊娠晚期性交不能促进分娩
发动，但对胎儿无不利影响。建议开展更多的高质量ＲＣＴ进行
评价，以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结果。另外，国内教材表明妊娠晚期

应避免性生活，以免引起不利妊娠结局［２０］，建议针对国内女性

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队列研究，评价正常妊娠情况下，妊娠晚

期性交对胎儿的影响，为妊娠期性健康教育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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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脲原体感染对不孕女性 ＩＶＦＥＴ治疗后妊娠
结局的影响
邹文　杨菁Δ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湖北省辅助生殖与胚胎发育医学临床研究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本中心育龄期不孕女性单纯性解脲脲原体感染情况和其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ＩＶＦ）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本中心２０１６年４月１２月间接受宫颈分泌物沙眼衣原体（ＣＴ）检
测阴性和解脲脲原体（ＵＵ）检测后实施ＩＶＦＥＴ的患者３４２例。结果：育龄期不孕患者宫颈分泌物 ＵＵ检出
率达４１２３％；相比于ＵＵ阴性组，ＵＵ阳性阴道清洁度更差，而受精率、移植率、临床妊娠率和早期流产率均
未见明显差异；然后进一步将 ＵＵ阳性组分为 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和 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发现 ＵＵ＞
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和未处理的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间比较临床妊娠率和早期流产率仍未
见差异性改变。结论：ＩＶＦ术前可选择性检测宫颈分泌物ＵＵ，且ＵＵ阳性也不应该作为ＩＶＦＥＴ的严格禁忌
症。

【关键词】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解脲脲原体；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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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ＵＵ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ｗｏｍｅｎａ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ｗａｓ４１２３％．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ｏｆ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ｐｏｏｒ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ＵＵ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ｉ
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ｇｒｏｕｐ．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
ｏｆ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ｏｆ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ｈａｄ
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ＵＵ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ａｓａｎｏ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ｎｏｔｂ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ｓｔｒｉｃｔｃｏｎｔｒａ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ＩＶＦＥ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ＥＴ）；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Ｐｒｅｇｎａｎ
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目前，大约有１０％ ～１５％的育龄期夫妇遭受不孕，在临床
上对不孕夫妇的生育能力需要进行全面综合性的评估，包括了

解详细的孕产史，进行特殊的检查和实验室的检测，从而制定

个体化助孕方案以及评估妊娠结局［１］。在中国，行助孕治疗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ｍｂｒｙ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ＶＦ
ＥＴ）前需要进行一系列医学检查，其中宫颈分泌物中解脲脲原
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和沙眼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
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检测是术前常规检查项目之一［１２］。ＵＵ和 ＣＴ是
性传播疾病中常见的致病菌，并且与生殖泌尿道疾病的发生发

展有关。女性感染ＵＵ和ＣＴ可导致输卵管炎的发生，严重情况

下甚至会引发不孕和异位妊娠［３］。在不孕妇女中ＵＵ感染率约
为３０％～５０％，ＣＴ感染５％～２５％［４］，由于ＵＵ和ＣＴ感染对于
女性生育力的不利影响［５］，而单纯ＵＵ感染可能对于ＩＶＦＥＴ的
妊娠结局无明显特殊的影响［７］。鉴于ＵＵ感染的高检出率和较
差的治疗效果不仅给临床医师很大的挑战，同时也增加了不孕

患者的思想和精神负担。本研究分析了单纯性ＵＵ感染是否是
影响ＩＶＦＥＴ妊娠结局的不利因素，评估了 ＩＶＦＥＴ术前检测常
规检测ＵＵ的临床意义。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研究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在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生殖中心行体外授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术前进行宫颈分
泌物ＵＵ和ＣＴ检测的已婚女性患者，筛选出 ＣＴ检查结果为阴
性的患者共３４２例资料，根据 ＵＵ检测结果，将患者分为 ＵＵ阳
性１４１例，ＵＵ阴性２０１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８岁；不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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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为输卵管阻塞或结扎或切除，女性盆腔炎，其余体检结果正

常，男方正常。所有患者在进行解脲脲原体和沙眼衣原体检测

前一个月内均未进行过任何抗生素治疗，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

检测及宫颈乳头瘤病毒检测阳性者或合并免疫系统疾病者排

除。

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人体试验委员

会制定的伦理学标准，得到该委员会的批准。所有纳入的女性

患者均来自中等经济阶层，并与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

意。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临床标本收集和分析流程图

１２　资料收集
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妊娠史、手术史、辅助生殖技术相关

因素（如不孕病因、降调节方案、种植的胚胎数和黄体支持治疗

的方案）、宫颈分泌物ＵＵ和ＣＴ检测的结果以及ＩＶＦＥＴ后妊娠
结果。

１３　样本的采集
所有样本的采集均在本中心门诊的检查室，患者在 ＩＶＦＥＴ

治疗前的非月经期采取样本。用窥阴器暴露子宫颈后，先无菌

棉签清除宫颈口分泌物，然后用无菌棉拭子插人宫颈管内约１
２ｃｍ处轻旋转２周～３周后放人无菌试管，立即送检，所有样本
的检测均在本院的检验科检测。

１４　ＵＵ检测和治疗
在本中心对于有临床症状者（如：下腹部非特异性疼痛和

紧张感，阴道分泌物增加，性交困难，尿频和／或伴有灼烧感）
和／或ＵＵ培养计数＞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者。根据药敏实验结果给与
相应敏感的抗生素治疗７天～１０天后，开始进入促排卵周期治
疗。而单纯 ＵＵ培养计数 ＜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者一般不需要给与予
任何药物治疗。阴道清洁度分为三度：Ⅰ度：白细胞计数０个～
５个／高倍镜下，有大量上皮细胞和阴道杆菌；Ⅱ度：白细胞计数
１０个～１５个／高倍镜下，除了中量的上皮细胞和阴道杆菌外，还
有少量感染的杂菌；Ⅲ度：白细胞计数１５个～５０个／高倍镜下，
还有较多的杂菌，提示有炎症。

１５　ＩＶＦＥＴ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降调节方案促排卵，用药剂量与患者年龄、抗苗勒激素水

平、月经第３天窦卵泡计数和性激素水平有关。当主导卵泡直
径 １８ｍｍ～２０ｍｍ时，肌肉注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
２０００ＩＵ／支，珠海丽珠制药产）ＨＣＧｌ００００ＩＵ，３４小时 ～３６小时后
取卵，并记录：①ＨＣＧ日超声下直径#

１４ｃｍ的卵泡数；②受精
率指含有２ＰＮ（原核）卵母细胞受精数／采卵数；③胚胎移植率
＝Ｂ超提示的胚囊总数／移植的胚胎总数
取卵后第３天进行胚胎移植。移植后１４天检测血ＨＣＧ水

平，若≥２５Ｕ／Ｌ确定生化妊娠，移植后３０天 Ｂ超检查见宫内原
始心管搏动确定为临床妊娠；妊娠不足１２周者发生流产的为早
期流产，早期流产率＝妊娠１２周以前流产数／临床妊娠数。
１６　统计学方法

资料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统计，计量资料以（珋ｘ±ｓ）
表示，两组之间采用独立样本间的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２和Ｆｉｓｈｅｒ′ｓ精确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３４２例育龄期女性ＵＵ的检出率和一般情况

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研究总共纳入的３４２例育龄期不孕
女性，其中ＵＵ阳性的检测率４１２３％（１４１／３４２），与前期研究中
发现不孕女性中ＵＵ检出率达３０％ ～５０％一致［４］，提示我们的

研究在招募过程中无明显偏倚。

为了明确ＵＵ感染对女性不孕的影响，以及 ＵＵ感染是否
是女性输卵管性不孕和异位妊娠的危险因素，我们首先分析了

影响不孕的其它因素，如年龄、不孕年限、不孕类型和妊娠史因

素，结果发现这些因素与 ＵＵ感染均无明显关系，更为重要的
是，输卵管性不孕在 ＵＵ阳性（６２４１％）和 ＵＵ阴性（６５１７％）
两组间也未见明显差异，同样的，异位妊娠史在 ＵＵ阳性
（１７０２％）和ＵＵ阴性（１６９２％）两组间也无差异；然而，反应阴
道微环境的阴道清洁度在两组间有明显差异，ＵＵ阳性阴道清
洁度Ⅲ度发生率（２８５１％）明显高于 ＵＵ阴性组（６９６％）。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３４２例患者临床基本特征分析

　　指数 ＵＵ阳性 ＵＵ阴性 Ｐ值

病例数 １４１ ２０１

年龄 ３１０８±４３１ ３１３５±４０７ ＞００５

不孕年限 ５１９±３４１ ５４８±３４５ ＞００５

原发性不孕（％） ４９６５（７０／１４１） ５２２４（１０５／２０１） ＞００５

继发性不孕（％） ５０３５（７１／１４１） ４７７６（９６／２０１） ＞００５

输卵管因素不孕（％） ６２４１（８８／１４１） ６５１７（１３１／２０１） ＞００５

异位妊娠史（％） １７０２（２４／１４１） １６９２（３４／２０１） ＞００５

阴道清洁度

Ⅰ度（％） ４２６ ４９８ ＞００５

Ⅱ度（％） ６７２３ ８８０６ ＜００５

Ⅲ度（％） ２８５１ ６９６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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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ＩＶＦＥＴ实验室相关数据比较
然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宫颈分泌物 ＵＵ感染对获卵数、受精

率和移植率的影响。结果发现获卵数、受精率和移植率在 ＵＵ
阳性和ＵＵ阴性两组间差异均无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ＩＶＦＥＴ相关指标比较分析

指标 ＵＵ阳性 ＵＵ阴性 Ｐ值

病例数 １４１ ２０１

卵泡数 １０８０±５２４ １１２８±５３１ ＞００５

采卵数 １１４１±６３６ １２０１±６３０ ＞００５

受精率 ５７９６（１００８／１７３９） ６００４（１４６５／２４４０） ＞００５

移植率 ２２９８（５７／２４８） ２２８３（７９／３４６） ＞００５

２３　ＵＵ感染对ＩＶＦＥＴ后妊娠结局的改变
为了研究宫颈分泌物 ＵＵ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我们记

录了患者后期妊娠的结局。结果发现临床妊娠率和早期流产

率在ＵＵ阳性和ＵＵ阴性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４１５８％ ＶＳ
３９２２％，Ｐ＞００５；１１９％ ＶＳ１１５９％，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ＩＶＦ／ＩＣＳＩＥＴ后妊娠结果比较分析

　　指标 ＵＵ阳性 ＵＵ阴性 Ｐ值

病例数 １４１ ２０１

临床妊娠率（％） ４１５８（４２／１０１） ３９２２（６９／１７６） ＞００５

早期流产率（％） １１９０（５／４２） １１５９（８／６９） ＞００５

异位妊娠率（％） ４７６（２／４２） ０ —

２４　ＵＵ阳性组中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
和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间比较
　　探究宫颈分泌物 ＵＵ感染给予抗生素治疗后 ＩＶＦＥＴ妊娠
结局的改变。我们根据 ＵＵ计数进一步分为 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
ｍＬ组和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组，再次我们发现受精率和移植率
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５７９３％ ＶＳ５７９８％，Ｐ＞００５；
２４，５６％ ＶＳ２２５１％，Ｐ＞００５），同样临床妊娠率和早期流产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５８３％ ＶＳ４０２６％，Ｐ＞００５；１８１８％ ＶＳ
９６８％，Ｐ＞００５）。
#

　讨论
ＵＵ定植于泌尿生殖系统，在健康状态良好的情况下，

ＵＵ的感染不会导致疾病发生，只有当机体免疫力降低或阴
道粘膜受损时，ＵＵ感染会沿粘膜上行导致输卵管和盆腔炎
症增加发生，导致不孕［８］。关于 ＵＵ的感染对女性不孕和妊
娠不良结局发生的影响至今尚不清楚，有些研究发现 ＵＵ感
染与女性不孕和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密切相关，然而其余研

究却不然。

表４　ＵＵ阳性患者间一般情况和妊娠结局比较分析

指标
ＵＵ阳性

＞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 ＜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
Ｐ值

病例数 ４４ ９７

年龄 ３０２６±４４０ ３１２８±４３１ ＞００５

不孕年限 ５０８±３１６ ５３２±３５８ ＞００５

输卵管因素不孕（％） ６８１８（３０／４４） ５９７９（５８／９７） ＞００５

原发性不孕（％） ４７７３（２１／４４） ５０５２（４９／９７） ＞００５

继发性不孕（％） ５２２７（２３／４４） ４９４８（４８／９７） ＞００５

异位妊娠史（％） １８１８（８／４４） １６４９（１６／９７） ＞００５

卵泡数 １１５１±５３５ １１９４±５２３ ＞００５

采卵数 １１２１±６３３ １２４１±６３８ ＞００５

受精率（％） ５７９３（２５２／４３５）５７９８（７５６／１３０４） ＞００５

移植率（％） ２４５６（１４／５７） ２２５１（４３／１９１） ＞００５

临床妊娠率（％） ４５８３（１１／２４） ４０２６（３１／７７） ＞００５

早期流产率（％） １８１８（２／１１） ９６８（３／３１） ＞００５

异位妊娠率（％） １８１８（２／１１） ０ —

３１　ＵＵ感染和女性不孕
Ｇｏｖｅｎｄｅｒ等人［９］发现２６岁以上的女性是 ＵＵ的高发人群。

虽然大多数女性在感染ＵＵ后没有明显的或仅有轻微的症状 ，
但是有些患者发展到后期往往也可能会引起输卵管炎、子宫内

膜炎、盆腔炎性疾病、异位妊娠以及和输卵管相关性的不孕。

为了了解ＵＵ感染对女性不孕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比
较了ＵＵ阳性和ＵＵ阴性不孕妇女相关指标，与前期研究结果
不同的是，我们发现原发不孕、继发不孕、输卵管性不孕和异位

妊娠史在两组之间均未见明显差异，提示宫颈分泌物中 ＵＵ的
感染不是输卵管源性不孕和异位妊娠的的风险因素，尽管如此，

我们研究中发现ＵＵ阳性患者的阴道清洁度比 ＵＵ阴性患者要
差，说明ＵＵ感染会促进不健康的生殖微环境的形成。阴道清
洁度差的女性更容易诱发生殖道的感染，包括：阴道炎、输卵管

炎和子宫内膜炎［１０］。虽然阴道清洁度差的不孕女性相比于阴

道清洁度正常的不孕女性中异位妊娠率未见明显差异，但这可

能与ＩＶＦＥＴ术前的处理和治疗有关系。所以我们推荐在 ＩＶＦ
术前检查为阴道清洁度差的女性患者应该进行相应常规的治

疗，来防止妊娠不利结局的发生。

３２　宫颈分泌物中ＵＵ感染对ＩＶＦＥＴ结局的影响
女性生殖道ＵＵ感染是盆腔炎性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并

且影响配子发育、受精和胚胎的发育［１１１２］。更为重要的是，感

染ＵＵ的女性也可将病原体传给其配偶［１３］，有研究发现男性生

殖道ＵＵ感染会影响精子的功能和形成，与精索静脉曲张相关
性的不育相关［１３１４］。Ｋａｎａｋａｓ等人［１５］分析了精液中 ＵＵ感染对
ＩＶＦ妊娠结局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取卵日当天出现 ＵＵ感染的
精液在进行ＩＶＦ后的受精率和妊娠率均未受到影响，可能与辅
助生殖技术精液处理过程中将感染的 Ｕｕ清除有关，而在取卵
日前已发生ＵＵ感染的男性患者的精液在辅助生殖技术后胚胎
流产率增加，所以，标准的辅助生殖技术手段并不能总是将精液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５７　　　·

中感染的ＵＵ在精子洗涤过程中去除，因为其还可以粘附于精
子的表面［１６］。由于ＵＵ感染对男性不育和女性不孕均有不利
的影响，因此有临床医生建议对于有 ＵＵ感染的夫妇取消 ＩＶＦ
治疗周期［１７］。

在本研究中我们筛选的不孕女性其配偶 ＵＵ和 ＣＴ检查为
阴性，排除了男方因素的影响。结果发现感染 ＵＵ的不孕女性
患者在ＩＶＦＥＴ助孕治疗中受精率和移植率均无明显改变，ＩＶＦ
ＥＴ后临床妊娠率和早期流产率与对照组相比也未见明显差异。
由于临床上根据 ＵＵ培养计数大于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的患者一般
会药敏实验给予敏感的抗生素进行治疗７天 ～１０天后再进行
助孕治疗，所以为了明确抗生素在ＩＶＦＥＴ过程中和妊娠结局所
起的作用，我们进一步将 ＵＵ阳性的不孕女性分为 ＵＵ＞１００００
ｃｃｕ／ｍＬ和ＵＵ＜１００００ｃｃｕ／ｍＬ两组，分析发现两组之间在受精
率、移植率、临床妊娠和早期流产中也均无明显改变。流行病学

调查的研究也发现４０％８０％性成熟的妇女正常情况下其宫颈
和阴道中都有ＵＵ的寄居，所以宫颈分泌物中 ＵＵ培养阳性未
必提示为一种病理状态［１８］。除此之外，前期研究发现子宫颈感

染ＵＵ的女性通常对抗生素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可能与微小脲
原体对抗生素不敏感有关，然而目前临床上目前尚不能区分

ＵＵ的分型检测，所以很难评估和解释不同ＵＵ类型感染后抗生
素治疗后的疗效，以及抗生素治疗后对妊娠结局是否改善目前

也尚无定论。

３３　本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性：①由于是回顾性研究，在对于实验

数据的分析和研究方案的设计上存在一定的误差，比如说近年

来讲解脲脲原体被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微小脲原体，认为主要

定植于子宫颈阴道中；②类为解脲脲原体，主要定植于泌尿生
殖道，然而，本中心微量液体培养法不能区分解脲脲原体类别，

因而我们不能有效的分析抗生素治疗对ＵＵ阳性患者ＩＶＦ妊娠
结局的影响；③分组不全面，我们没有分析其它原因引起的不
孕，如：排卵异常，男性不育以及既往异位妊娠史等；④由于本中
心缺乏体检正常，可以自然怀孕的正常对照组女性，后期需要

进一步完善相关研究。

综上所述，ＩＶＦ术前常规检测宫颈分泌物 ＵＵ是可选择性
的，ＵＵ检测阳性尚不能作为 ＩＶＦ的严格禁忌症，除此之外，对
于临床上ＵＵ的检测和分型亟待完善，因为这对于后期指导抗
生素治疗进而可能改善妊娠结局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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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张斌（１９７３—），男，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生殖内分泌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盆底肌按摩对行冻融胚胎移植周期薄型子宫内膜
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
张斌１　焦娇１　林晓霞１　赵玉１　魏本翠２

１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００
２日照市岚山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山东 日照 ２６２３００

【摘　要】　目的：观察盆底肌按摩联合人工周期对行冻融胚胎移植周期（ＦＥＴ）薄型子宫内膜厚度、类
型、血流以及妊娠率的影响。方法：将准备行 ＦＥＴ的薄型子宫内膜患者６０名，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３０例。
两组患者均给予人工周期（月经第３天起服用戊酸雌二醇片（补佳乐，拜耳医药有限公司）早晚各３毫克，连
用１２天后添加黄体支持）。观察组经净后，每天配合盆底肌按摩，时间为１５ｍｉｎ，频率为５０Ｈｚ，选穴为会阴、
长强、八

!

穴，直至添加黄体酮日；对照组则单纯人工周期。比较两组患者黄体酮日内膜厚度、类型、血流和

临床妊娠率。结果：治疗后：①经过盆底肌按摩治疗后，观察组比对照组黄体酮日内膜Ⅰ型血流明显减少，
Ⅱ＋Ⅲ型血流明显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盆底肌按摩器治疗后，添加黄体酮日观察组内
膜厚度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经盆底肌按摩后，添加黄体酮日观察组 Ａ型内
膜例数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临床妊娠率观察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雌孕激素联合下人工周期配合盆底肌按摩能够改善行ＦＥＴ周期的薄型子宫内膜
患者的内膜厚度及血流，提高患者的妊娠率。

【关键词】　盆底肌按摩；冻融胚胎移植；妊娠结局；薄型子宫内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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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ｙｃ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ｙｃｌｅｏｎｌｙ．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ｌｌｔｏｏｋ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ｖａｌｅｒａｔｅａｔｔｈｅｂｅ
ｇｉｎ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ｄａ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３ｍｇ／ｔｉｍｅ，ｔｗｉｃｅａ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１２ｄａｙｓ，ｌｕｔｅ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ｆｏｒ１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ｐｅｒｄａｙａｆｔｅｒａｃｌｅ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ｕｎｔｉｌ
ａｄｄｉｎｇｌｕｔｅ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ａｓ５０Ｈｚ，ａｎｄｔｈ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ｕｉｙｉｎ，Ｃｈ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ａｎｄＢａｌｉａｏ．Ｔｈｅ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ｔｙｐｅ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ｌｕｔｅ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ｔｙｐｅＩｅｎｄｏｃａｒｄ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ｗａｓ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ｙｐｅＩＩａｎｄＩＩＩｗｅｒ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２）Ａｆｔｅｒ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ａｄｄｉｎｇｌｕｔｅ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ｙｐｅＡ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ｗｉｔｈ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ｃｙｃｌｅｃａｎ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ｈ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ｍａｓｓａｇｅ；Ｆｒｏｚｅｎｔｈａｗｅｄｅｍｂｒｙｏ（ＦＴ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Ｔｈｉｎ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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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的不断发展，如何进一步提高
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娠率成为临床普遍关注的问题，冻融胚胎

移植（ＦＥＴ）可以增加累计妊娠率［１］，减少不同程度的卵巢过度

刺激发生，同时由于ＦＥＴ相对鲜胚取卵过程来说花费少、耗时
短、并且简单易行、随着胚胎冷冻技术日趋成熟，受到患者及临

床医生的普遍接受［２］。

薄型子宫内膜是指子宫内膜的厚度低于能够使患者获得

妊娠的“阈厚度”，目前临床上普遍接受的观点为卵泡成熟时内

膜厚度小于７毫米定义为薄型子宫内膜［３］。临床上，其病因、

发病机制较复杂，临床妊娠率之所以低，６０％是患者子宫内膜过
薄导致的［４］。薄型子宫内膜除了会影响胚胎的种植外，还能一

定程度增加自然流产或者胚胎停育的风险，同时也会造成患者

不孕、闭经等。子宫内膜过薄导致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变是妊

娠率低的重要原因，在各种评估其容受性的指标中，厚度是最

简便可测的［５］，合适的厚度与妊娠是息息相关的［６］。相关研究

证实，在特定的条件下，妊娠率与内膜厚度呈正相关，反而与患

者年龄、胚胎质量等的关系却不大［７］。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生殖科就诊的需行ＦＥＴ的薄型子宫内膜患者６０例。
１２　诊断标准

薄型子宫内膜的诊断：目前临床上针对薄型子宫内膜尚无

统一的标准，参考既往文献［８９］规定：在患者自然周期中，ＬＨ峰
日，且最大卵泡径线≥１８ｍｍ时（排卵日）子宫内膜厚度≤７０
ｍｍ。
１３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薄型子宫内膜诊断；②经期基础内分泌
正常；③近３个月未应用激素药物；④近３个月内无ＯＨＳＳ的发
生。排除标准：①有心脏、血管疾病，精神异常者；②年龄在４０
岁以上或卵巢低反应者；③移植日因各种因素取消本周期者；
④拒接本研究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在ＦＥＴ中，两组均从月经第３天服用补佳乐３ｍｇｐｏｂｉｄ，１２
天后添加黄体酮４０ｍｇｉｍｑｄ，同时服用地屈孕酮（荷兰ＡｂｂｏｔｔＢ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ＢＶ公司进口药品注册标准ＪＸ２００１０４１５）１０ｍｇｐｏｂｉｄ，
观察组自月经干净后，用上海生生医用器械公司 ＳＳＡ６００Ｅ型
按摩器对患者进行盆底肌按摩１５分钟，应用至黄体酮日，频率
５０Ｈｚ。对照组患者不采取盆底肌按摩。
"

　观察方法及指标
患者均于月经周期第１５日（添加黄体酮日），进行阴道 Ｂ

超检查。

２１　内膜厚度
取子宫矢状面，测量垂直于中线的两层内膜厚度，连续测

量３次，取其平均值记录。
２２　内膜类型分［１０］

Ａ型：三线结构，外层、中间为强回声，其他部分为低回声；
Ｂ型：均匀的中强度回声，中间强回声不连续；Ｃ型：均质的强回
声，无三线结构。

２３　内膜的血流
Ⅰ型：Ｂ超下无内膜及内膜下血流；Ⅱ型：仅存在于内膜；Ⅲ

型：同时存在于内膜及内膜下。

２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

误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采用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具体情
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不孕年限 体重指数

观察组 ３０ ３１７６±１０５ ３６５±０４７ ２３８５±０３４

对照组 ３０ ３１５２±０９９ ３４７±０６２ ２３６４±０４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２　两组患者黄体酮日两组内膜厚度及内膜结构的比较
经比较，添加黄体酮日，观察组患者的内膜厚度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添加黄体酮日，观察组患
者Ａ型内膜数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
比较，移植日两组患者移植差异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黄体酮日两组内膜厚度及内膜结构比较

组别 例数 黄体酮日内膜厚度 Ａ型内膜数 移植数

观察组 ３０ ０７９±００４ ２１（７０％） ２００±０２１

对照组 ３０ ０６１±００３ １８（６０％） １９４±０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３３　两组患者内膜下血流类型比较
两组患者内膜下血流类型进行比较，月经第１０天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月经第１５天观察组患者Ⅱ＋Ⅲ型内膜血
流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内膜下血流类型比较

　组别
月经第１０天

观察组 对照组

月经第１５天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Ⅲ型＋Ⅱ型 １５ １６ ２１ １４

Ⅰ型 １５ １４ ９ １６

３４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临床妊娠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早期流产率两组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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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组别 例数 临床妊娠 早期流产

观察组 ３０ １８ １

对照组 ３０ １０ 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ＩＶＦ的发展，单纯的技术因素对临床成功率的影响越

来越小，主要影响因素为患者自身的胚胎质量及内膜容受性。

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厚度及内膜血流，是评价内膜容受性的一

个最直观的指标，内膜太厚或过薄、内膜血流差都会影响胚胎

的着床。既往对内膜厚度影响妊娠的研究中，Ｍｏｍｅｎｉ［１１］总结文
献，对近５０００个周期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发现妊娠组患者 ＨＣＧ日
子宫内膜厚度明显高于非妊娠组患者，平均厚度相差０４毫米。

内膜血流被部分学者作为评估内膜容受性的指标［１２１３］，研

究认为其与子宫内膜的容受性及妊娠率的呈正相关［１４］。程文

等［１５］认为内膜血流能反映子宫内膜容受性，相关研究发现妊娠

率与内膜下血流阻力呈反比，与血管分布接近内膜的程度呈正

比［１６１８］。

薄型子宫内膜的特点为动脉血流尤其是子宫动脉血阻力

高，内膜的血流灌注差，腺上皮的生长速度慢，导致内膜血供差，

从而影响内膜厚度，最终导致薄型子宫内膜的形成［９］。因此改

善内膜血流、增加内膜厚度成为临床关注的重点，本研究简单、

经济适用，选择盆底肌按摩器改善盆底血流，进而提高累计妊

娠率。

盆底肌按摩器将我国传统按摩、康复、电刺激与现代的生

物反馈信息理论相结合，其振动源是电动机，其机制目前认为：

通过带动肌肉细胞的被动性收缩，影响新陈代谢［１９］。该按摩方

法可诱导盆底肌肉收缩，起到通经活血，加快盆腔血液循环的

作用，通过增加内膜下血流，从而提高内膜的厚度、改善内膜结

构，通过调节性腺轴的功能，改善宫腔内环境，提高内膜的容受

性，从而有利于着床。

盆底肌按摩穴位包括会阴穴、长强穴、八廖穴。会阴穴：为

肛门和生殖器中间的凹陷处。统摄任督二脉。会阴穴为督、冲、

任三脉的交汇处，因此有“一举三得”之功效。会阴穴可调和阴

阳、气血，尤其对调节生殖功能有明显疗效。长强穴：为尾骨尖

端与肛门连线的中点处。此处为督脉之始，阳气之端，因此此穴

位对小儿消化系统有很好的干预作用。同时有温肾健脾、暖宫

散寒的疗效，对于宫寒不孕女性改善其生殖系统血流，提高妊

娠率。八廖穴：左右共八个，分别在四个骶后孔中，合称“八

穴”。人体的生殖泌尿系统都在于此。八
$

穴是盆腔内脏器官

神经血管的汇聚之处，故按摩此区域可治疗腰骶部疾病、妇科

各种病症。诸穴合用，可以起到疏通经络，补肾活血，温肾散寒

的作用，提高女性的生殖机能。

本实验将传统中医按摩与现代医学结合，运用盆底肌按摩

器对薄型子宫内膜患者进行盆底肌按摩，发现可改善患者的内

膜血流，提高薄型子宫内膜患者的内膜厚度，使其临床妊娠率

有不同程度的增加。由于时间及经费的限制，本研究样本量小，

需进一步提高样本量，加深机制研究，为薄型子宫内膜患者提

供新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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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６１　　　·

【基金项目】岑溪市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项目（２０１３１５）
【第一作者简介】梁永恒（１９７８—），女，副主任医师、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骨盆倾斜度与难产关系
△【通讯作者】梁永恒（１９７８—），女，副主任医师、在职研究生，Ｅｍａｉｌ：ｈｂｚｙａｘ７５＠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１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改变产妇体位纠正骨盆倾斜度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梁永恒１△　谭艳丽２　邓敏１

１岑溪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广西 岑溪 ５４３２００
２梧州红十字会医院妇产科，广西 梧州 ５４３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改变产妇体位纠正骨盆倾斜度对阴道分娩率和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
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岑溪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分娩的１６０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其骨盆倾斜度均≥７０°，按照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８０例产妇。观察组产妇在分娩过程中进行坐式或半卧式体位指
导，对照组产妇不给予特殊体位指导。比较两组产妇的分娩情况、产程时间和分娩后的新生儿情况。结果：

在新生儿情况上，观察组的新生儿发生轻度窒息、重度窒息、颅内出血、头颅血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比重均

低于对照组，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分娩方式上，观察组中有７１３％的产妇经阴道分娩，明显高
于对照组中３８８％的产妇，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０７１，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在胎吸助产、产钳
助产、剖宫产上的比重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两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１３、４７３７、１４７６７，均 Ｐ＜
００５）；观察组产妇的会阴裂伤率（２２５％）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６３８％），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２７７５，Ｐ＜０００１）；在产程时间上，观察组产妇的第一产程时间和第二产程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产妇，两者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０４９１、４１０８２，均 Ｐ＜０００１）。结论：分娩过程中指导产妇通过改变体位的办法
以纠正骨盆倾斜度，能够改善妊娠结局，提高阴道分娩率和缩短产程。

【关键词】　产妇体位；骨盆倾斜度；难产；妊娠结局；产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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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ｅｑｕａｌｔｏｏ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７０ｄｅｇｒｅ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ｓｉｔｔｉｎｇｏｒｓｅｍｉ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ｐｏｓｔｕｒ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ｄｉｄｎｏｔｇｉｖ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ｏｓｔｕｒ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ｂｉｒｔｈ
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ｉｍｅａｎｄ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ａｆｔｅｒ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ｓｅｖｅｒｅａｓｐｈｙｘｉａ，ｉｎｔｒａ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ｃｒａｎｉａｌｈｅｍａｔｏｍａａｎｄｈｙｐｏｘｉｃ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ｐａｔｈｙ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Ｉｎ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ｏｆ７１３％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８８％，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１７０７１，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ｉｎｆｅｔａｌｓ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ｃｅｐｓ
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χ２＝４１１３、４７３７、１４７６７，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ｌａｃ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２２５％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６３８％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χ２＝２７７５，Ｐ＜０００１）；Ｏｎ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ｉｒｓｔ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ｓｔａｇｅｏｆｌａｂｏｒ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１０４９１，４１０８２，ａｌｌＰ＜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ｉｔｇｕｉｄｅｓｔｈｅｐａｒｔｕｒｉｅｎｔ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ｏｄｙ．Ｉｔ
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ａｂｏ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ｐｏｓｔｕｒｅ；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ｃｌ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ｙｓｔｏｃｉａ；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ｉ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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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盆倾斜度是人体直立时骨盆入口平面与水平面之间所
成之夹角度数，其在一定范围内有助于顺产，确保母婴分娩安

全［１２］。但是，处于孕晚期因为重力的作用导致孕妇重心改变，

以至于骨盆倾斜度过大，超过了７０°则会容易发生难产。如果
能够及时发现、处理妥当，选择合适的体位进行分娩，依旧能够

使难产转化为正常产，降低其对母婴的危害，保障母婴的身体

健康［３］。本研究通过产妇分娩时改变其体位，纠正骨盆倾斜

度，探讨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岑溪市人民医院妇产科
分娩的１６０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其骨盆倾斜度均≥７０°，骨盆外
测量正常，肛诊和骨盆内测量无明显异常。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８０例产妇。其中，观察组产妇
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５岁，年龄（２６３±３５）岁，孕周（３８１±２６）
周；对照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６岁，年龄（２７６±４８）岁，孕
周（３８５±２１）周。两组产妇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之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腹壁过松；②背部腰骶交界处向内深凹，骶骨上
翘；③腹部检查胎头存在假骑跨现象；④耻骨联合低；⑤经马丁氏外
测量器测定产妇骨盆倾斜度≥７０°；⑥均为单胎、头位，无严重合并
症和并发症；⑦宫颈成熟评分均＞７分。本研究经岑溪市人民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产妇及其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产妇于第一产程指导其取半卧式，两下肢屈曲，

对其骨盆入口方向进行纠正，帮助胎儿入盆。第二产程取膀

胱截石位，宫缩时尽可能含胸屈膝，两腿充分外展，让耻骨弓

上抬，纠正骨盆倾斜度，改变娩出力方向，以防胎轴与产轴成

角，助胎头娩出。进入第二产程胎先露依旧是“Ｓ＝０”位或
“Ｓ＝１”的产妇，调整产床呈斜坡位，双脚踩在脚架上，助力
胎头下降。

对照组产妇于第一产程指导其取平卧位或侧卧位，第二产

程取常规膀胱截石位，不给予特殊体位指导。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产妇的分娩情况，对于宫缩乏力者加用

０５％催产素，并调至有效宫缩；统计产程时间和会阴裂伤例数；
观察新生儿情况，进行 Ａｐｇａｒ评分，总分１０分，正常：８～１０分；
轻度窒息：４～７分；重度窒息：０～３分。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对研究所得数据进行分析。其
中，计量资料包括产程时间以（珋ｘ±ｓ）的形式表示，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包括分娩情况、会阴裂伤率、新生儿出生情况
等用［ｎ（％）］的形式表示，组间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在新生儿情况上，观察组新生儿轻度窒息、重度窒息、颅内

出血、头颅血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比重均低于对照组，组间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轻度窒息 重度窒息 颅内出血 头颅血肿 缺氧缺血性脑病

观察组 ８０ ４（５０） ０（０）　 １（１３） ７（８８） ２（２５）

对照组 ８０ ７（８８） ２（２５） ４（５０） １０（１２５） ３（３８）

χ２值 ０８７９ ２０２５ １８５８ ０５９２ ０２０６

Ｐ值 ０３４９ ０１５５ ０１７３ ０４４２ ０６５

２２　两组产妇分娩方式比较
观察组８０例产妇中，有５７例经阴道分娩，占比７１３％；有

７例胎吸助产，占比８８％；有１例产钳助产，占比１３％；有１２
例剖宫产，占比１５０％。对照组８０例产妇中，有３１例经阴道分
娩，占比３８８％；有１６例胎吸助产，占比２００％；有７例产钳助

产，占比８８％；有３４例剖宫产，占比４２５％。两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７０７１、４１１３、４７３７、１４７６７，均 Ｐ＜００５）。
观察组产妇的会阴裂伤率为２２５％，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的
６３８％，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７７５，Ｐ＜０００１）。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分娩方式及会阴裂伤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自然分娩 胎吸助产 产钳助产 剖宫产 会阴裂伤

观察组 ８０ ５７（７１３） ７（８８） １（１３） １２（１５０） １８（２２５）

对照组 ８０ ３１（３８８） １６（２００） ７（８８） ３４（４２５） ５１（６３８）

χ２值 １７０７１ ４１１３ ４７３７ １４７６７ ２７７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产妇产程时间比较
观察组产妇第一产程时间（３５５４２±７２２８）ｍｉｎ和第二产

程时间（５３６４±８１９）ｍｉｎ，分别短于对照组产妇第一产程时间

（４９４６±９４１）ｍｉｎ和第二产程时间（１２５４６±１３３２）ｍｉｎ，两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０４９１、４１０８２，均 Ｐ＜０００１）。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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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产妇产程时间比较（ｍｉｎ，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观察组 ８０ ３５５４２±７２２８ ５３６４±８１９

对照组 ８０ ４９４６０±９４１０ １２５４６±１３３２

ｔ值 １０４９１ ４１０８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讨论
随着产科医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采用最为妥当的分娩体

位改善妊娠结局、提高分娩质量是产科医学所关注的问题。在

第一产程取半卧式能够提高分娩质量。有关研究表明，因为力

学的原因，使产妇耻骨弓上移、骨盆倾斜度降低，防止产轴向下

转变与胎轴成角，即将产轴成角的胎头与产轴一致，以帮助胎

头仰伸娩出［４５］；同时，在完成分娩机转后，助产人员能够更好

地保护产妇会阴，最大程度上避免会阴裂伤。国内外相关研究

结果表示，在产妇第一产程时选取传统仰卧位，骶尾关节活动

度有限，难以提供宽大的骨盆空间，以至于在胎头下降过程中

遇有较大阻力，进而诱发难产［６９］。第二产程取膀胱截石位，使

腰骶角缩小和耻骨弓上移，有助于改善骨盆径线，使骨盆空间

相对变宽。产妇尽可能含胸屈膝，两腿充分外展，可以尽量纠正

骨盆倾斜度。产妇分娩时加上子宫收缩力、腹肌收缩力相互作

用，使胎头下降、俯曲及内旋转，经阴道顺利分娩［１０１２］。

本研究针对以上原理改变观察组产妇体位，纠正骨盆倾斜

度，提高自然分娩成功率。结果显示，在分娩方式上，观察组中

有７１３％的产妇经阴道分娩，明显高于对照组产妇的３８８％，
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观察组产妇在胎吸助产、产钳

助产、剖宫产上的占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两者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改变产妇体位、纠正骨盆倾斜度能够提

高自然分娩率，降低阴道助产率和剖宫产率；观察组产妇的会

阴裂伤率（２２５％）明显低于对照组产妇（６３８％），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在产程时间上，观察组产妇的第一产程时间和

第二产程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产妇，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提示改变产妇体位纠正骨盆倾斜度能够减少对会阴的损伤，

完成分娩机转，减少分娩阻力，降低难产发生率，进而缩短产程

时间，减轻产妇疲劳，有助于产后子宫的收缩［１３１５］。在新生儿

情况上，包括新生儿轻度窒息、重度窒息、颅内出血、头颅血肿，

缺氧缺血性脑病的比重，观察组产妇均低于对照组产妇。因为

改变产妇体位可以有宽大的分娩空间，避免胎头受压，提高新

生儿质量［１６１７］。本研究中，此项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可能是与纳入组别的样本量偏小有关。关于改变产妇体位纠

正骨盆倾斜度对新生儿的影响，仍然需要大量产妇例数加以进

一步证实。其他学者也探讨了不同产妇体位对妊娠结局的影

响，陈美芳等人［１８］以２５例单胎头位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
分为两组，分别采用半卧位屈大腿抱膝法和仰卧屈膝法，以探

讨不同体位对产妇自身的影响。结果显示，半卧抱膝位组产妇

的自然分娩率比仰卧屈膝位组的产妇更高；在仰卧屈膝位组产

妇产后出血、产后尿潴留以及会阴裂伤上的几率更低，但在阴

道壁血肿的发生率上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半卧位可

以提高自然分娩率，有助于提高分娩质量。本研究是将半卧位

屈大腿抱膝法应用于第一产程以纠正骨盆倾斜度，改善妊娠结

局，也有学者将该体位应用于第二产程［１９２０］，如黄海燕等人则

将半卧位屈大腿抱膝法应用于第二产程，并与仰卧屈膝位分娩

体位进行比较，以了解不同体位分娩对母婴的影响。结果显示，

半卧抱膝位组产妇在第二产程时间、会阴伤口的愈合情况、盆底

功能和新生儿窒息率上表现更优，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这说明半卧位屈大腿抱膝法能够有效缩短第二
产程，减轻产妇疲劳，亦减少了母婴并发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分娩过程中指导产妇通过改变体位的办法，以纠

正骨盆倾斜度，能够改善妊娠结局，提高了阴道分娩率和缩短了

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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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动脉栓塞术对子宫瘢痕妊娠患者治疗价值的
新探讨
王瑾１　姬中庆２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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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子宫动脉栓塞术 （ＵＡＥ）对子宫瘢痕妊娠患者的治疗价值，进一步证实Ｉ型子宫
瘢痕妊娠可直接行彩超引导下清宫术。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 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收治的子宫瘢痕妊娠患者５８例，依据随机自愿原则将这些患者分为子宫动脉栓塞术组（３１例）和直接行清
宫术组（２７例），对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囊直径、距离子宫前壁肌层厚度、术前血ＨＣＧ值、术后血ＨＣＧ值降至
正常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月经量的改变、术后卵巢功能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术后月经量占正

常经量的比例分为４级：１级为术后月经量占正常经量１／４，以此类推。采用秩和检验：直接行清宫术组平均
秩次３８５０，秩次之和１０３９５０；ＵＡＥ组平均秩次２１６６，秩次之和６７１５０，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后再行彩超引导下清宫组术后月经量较前明显减少，其中宫腔镜检查发现
４例重度宫腔粘连。两组患者的年龄、孕囊大小、子宫切口瘢痕处前壁肌层厚度、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两
组患者的术前βｈＣＧ水平、转阴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的血清Ｅ２、ＬＨ、ＦＳＨ水平
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结论：ＵＡＥ导致术后月经量严重减少，甚至宫腔粘连，影响患者生
育功能。进一步证实Ｉ型子宫瘢痕妊娠（根据剖宫产术后子宫瘢痕妊娠诊治专家共识（２０１６））患者可不行
子宫动脉栓塞术。虽然ＵＡＥ在子宫疤痕妊娠的治疗中能显著降低大出血的风险，是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
根据分型标准，正确分型，根据患者年龄及生育要求，慎重选择终止妊娠方式。

【关键词】　子宫动脉栓塞术；子宫瘢痕妊娠；月经量；宫腔粘连；彩超引导下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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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ｓ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βｈＣＧ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ｉｍｅ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ｅｒｕｍＥ２，ＬＨａｎｄＦＳＨｌｅｖｅ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ＡＥ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ｍａｓｓｉｖ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Ｂｕ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ｉｓｓｅ
ｒｉｏｕｓ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ｍａｙｏｃｃｕｒ，ｗｈｉｃｈ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ｕｓ，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ｔｙｐｅＩ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ａｙｂｅ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ｃａｒｅｆｕｌｌｙｃｈｏｓｅｎ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ｓ
ａｎｄ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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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ｄｈｅ
ｓｉｏｎ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子宫瘢痕妊娠属于一种特殊的异位妊娠，主要指受精卵或
胚胎在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患者的子宫瘢痕处着床［１］。近年

来，子宫瘢痕妊娠的发生率在不断提升的剖宫产率的影响下日

益提升，其早期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被误诊为早孕、先兆

流产等，如果没有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或缺乏恰当的终

止妊娠方式，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２５］。近年来，

在子宫瘢痕妊娠的治疗中，由于子宫动脉栓塞术（ＵＡＥ）具有较
为简便的操作、较为迅速的止血速度、较好的疗效、能够将子宫

保留下来等，因此在临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而其引发的

并发症也受到了临床日益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子宫内膜损伤

是国外较早提及的ＵＡＥ术后并发症。相关医学研究表明，即便
女性具有正常的卵巢功能，其在 ＵＡＥ术后仍然可能闭经，发生
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为宫腔粘连，这就将潜在的问题带给了有

生育要求的妇女。本研究对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资料进行了

统计总结，并将其和相关医学文献有机结合起来，对 ＵＡＥ治疗
有生育要求的子宫疤痕妊娠患者的价值进行了探讨，现报道如

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
５月收治的６１例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患者（按我国中华医学会
２０１６年制定的剖宫产子宫切口瘢痕妊娠诊治指南分型标准，此
６１例患者均属于Ｉ型），纳入标准：入院前均经过彩超检查确诊
为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妊娠囊与膀胱间子宫肌层变薄，厚度

均≥３ｍｍ，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合并严重肝肾疾病、缺乏
清晰的意识、有精神疾病、心理疾患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随机

自愿原则将患者分为子宫动脉栓塞术组（３１例）和直接行清宫
术组（２７例）。子宫动脉栓塞组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４１岁，年龄
（３２０±５０）岁，停经时间范围５周 ～８周，停经时间（８８±
２１）周，孕囊直径范围１ｃｍ～３ｃｍ，孕囊直径（２５６±０７３）ｃｍ，
血 ＨＣＧ 值范围 ６０００ＩＵ／ｍｌ～２００００ｍ ＩＵ／ｍｌ，血 ＨＣＧ 值
（１３２１７３４±６４５３１２）ｍＩＵ／ｍｌ；第二组年龄范围２３岁 ～４０岁，
年龄（３０１２±４７８）岁，停经时间范围 ６周 ～８周，停经时间
（４８７４±４８３）ｄ，孕囊直径范围１ｃｍ～３ｃｍ，孕囊直径（２８４±
０５５）ｃｍ，血 ＨＣＧ值范围６０００ＩＵ／ｍｌ～２００００ｍＩＵ／ｍｌ，血 ＨＣＧ

值（１４１１８９３±５５７６０４）ｍＩＵ／ｍｌ；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彩超引导下清宫术组　患者取膀胱结石位，清宫过程中
彩超引导下首先将子宫中上段及下段后壁脱膜组织吸除，然后

再尽可能地将妊娠囊吸去，之后将压力设定为２００ｍｍＨｇ～３００
ｍｍＨｇ，对较小的压力进行有效的保持，清理前次剖宫产子宫瘢
痕处的蜕膜和残余的绒毛组织；尽量避免搔刮。手术顺利，术后

无大出血及其他并发症发生。

１２２　子宫动脉栓塞术组　子宫动脉栓塞术组患者接受子宫
动脉栓塞术治疗，帮助患者取平卧位，消毒其双侧腹股沟区，

将无菌巾铺上。应用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对右侧股动脉进行穿刺，
将动脉鞘置入。用４Ｆ子宫导管分别对双侧子宫动脉进行超
选。首先进行动脉造影，将病变位置及血运情况确定下来，然

后将稀释的ＭＴＸ分别注入双侧子宫动脉，之后将明胶海绵条
注入，以对子宫动脉进行栓塞。进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将栓

塞达到满意状态确定下来。完成手术后拔管，加压包扎，同时

督促患者对穿刺侧下肢进行２４ｈ的制动，２４ｈ后行彩超引导下
清宫术，两组清宫操作者均为技术水平相同的副主任医师，操

作程序相同。

１３　观察指标
将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血 ＨＣＧ值降至

正常时间、术后月经量的改变详细记录下来。此外，为了对患者

的卵巢功能进行评定，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血清雌二醇

（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水平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
时间、术后βｈＣＧ水平降至正常时间、卵巢功能等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用ｔ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患者术后月经量较
术前的改变情况用秩和检验。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子宫动脉栓塞术组（ｎ＝３１） 直接行清宫术组（ｎ＝２７）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２０１±５０２　 ３０１２±４７８　 １８８６ ＞００５

停经时间（周） ６８３±１１４ ７７４±１８３ １６３８ ＞００５

术前血ＨＣＧ（ｍＩｕ／ｍｌ） １３２１７３４±６４５３１２　 １４１１８９３±５５７６０４　 １５３３ ＞００５

孕囊直径（ｃｍ） ２５６±０７３ ２８４±０５５ １４７６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血 ＨＣＧ恢复正常

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院费用比较：子宫

动脉栓塞术组住院费用明显高于直接行清宫术组。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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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住院费用（元） 术后血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ｄ）

子宫动脉栓塞术组 ５～４０ｍｌ ３～５天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５０１±６８

直接行清宫术组　 ５～４０ｍｌ ３～５天 ２０００～４０００ ５１０±１０７

ｔ值 １３６５ ０７５１ ４３０３ ０５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患者月经变化
月经量根据患者卫生巾使用数量及每片卫生巾渗湿面积估

计。术后月经量占正常经量的比例分为４级：１级为术后月经量
占正常经量１／４，２级为术后月经量占正常经量２／４，３级为术后
月经量占正常经量３／４，４级为术后月经量占正常经量４／４（正

常）。数据采用有序变量的两独立样本比较的秩和检验比较术后

月经量改变，结果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子宫动脉栓

塞组月经减少量显著多于直接行彩超引导下清宫术组。其中子

宫动脉栓塞组月经明显减少患者中行宫腔镜检查发现２例中度
宫腔粘连，１例重度宫腔粘连。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月经量改变情况比较

项目
术后月经量较术前正常经量的比例

１／４ ２／４ ３／４ ４／４
Ｚ值 Ｐ值

子宫动脉栓塞术组 ４ ８ ８ ９ －４１３２ ０００

直接行清宫术组　 １ ２ ６ ２１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卵巢功能变化情况比较
组间比较，治疗前及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 Ｅ２、ＬＨ、ＦＳＨ

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组内比较，子
宫动脉栓塞术组患者治疗治疗前后的血清 Ｅ２、ＬＨ、ＦＳＨ水平之
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彩超引导下清宫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血清Ｅ２、ＬＨ、ＦＳＨ水平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卵巢功能变化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Ｅ２（μｇ／Ｌ） ＬＨ（Ｕ／Ｌ） ＦＳＨ（Ｕ／Ｌ）

子宫动脉栓塞术组 治疗前 ５９７±３７ ９２±２８ ６７±１２

治疗后 ５８４±３０ ９６±２５ ６７±１０

彩超引导下清宫组 治疗前 ５９７±３７ ９２±２８ ６７±１２

治疗后 ５８５±３０ ９６±２０ ６８±１０

#

　讨论
早孕期子宫瘢痕妊娠属于一种异位妊娠，具有特殊性，早

诊断、早终止、早清除是其诊治原则。尽量依据并选取终止早孕

的基本原则及方法终止妊娠，从而促进损伤的减小，将患者的

生育能力尽量保留下来。现阶段，药物治疗、手术治疗或二者联

合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治疗方法。目前，临床已经广泛接受了子

宫瘢痕妊娠治疗中ＵＡＥ的有效性，但是近年来，临床也日益广
泛地关注了其安全性，特别是对子宫内膜功能及卵巢功能的影

响。已经有相关医学学者 研究了 ＵＡＥ术后闭经发生率。Ｐｅｌ
ａｇｅ等［６］报道，７２例患者接受 ＵＡＥ治疗，闭经６例，占总数的
８％，其中暂时性闭经２例，永久性闭经４例。Ｗａｌｋｅｒ等［７］研究

表明，４００例患者接受了ＵＡＥ治疗，永久性闭经２６例，占总数的
７％，ＵＡＥ术后宫腔粘连达到了１０２％１４％的发生率。卵巢功

能损伤、子宫内膜萎缩或宫腔粘连形成会引发闭经［８１０］。子宫

动脉的卵巢支是一部分卵巢血供的来源，在对子宫动脉进行栓

塞的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栓塞剂向卵巢支进入，对卵巢血供造

成不良影响，从而降低卵巢功能，减少月经量。当然，栓塞术中

通过将子宫动脉卵巢支充分暴露出来，将正确的血管选取出来，

对栓塞剂的颗粒大小进行严格控制，能够对误栓卵巢支对卵巢

功能造成不良影响的现象进行尽量的避免，从而对月经量少进

行积极有效的预防［１１］。

国内研究发现［１２］行 ＵＡＥ治疗的２６例患者术后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月经减少，宫腔镜检查提示不同程度的宫腔粘连，２６
例患者均进行了 ＦＳＨ测定（１次～３次），结果正常，故此 ２６例
患者的月经量减少以及闭经原因不考虑卵巢因素。本研究结果

表明，子宫动脉栓塞术后行彩超引导下清宫与直接行彩超引导

下清宫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术后血 ＨＣＧ恢复至正常
时间均无显著差异。而子宫动脉栓塞组住院费用明显高于直接

行清宫术组；子宫动脉栓塞组月经减少量显著多于直接行彩超

引导下清宫术组，其中子宫动脉栓塞组月经明显减少患者中行

宫腔镜检查发现２例中度宫腔粘连，１例重度宫腔粘连；治疗前
及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Ｅ２、ＬＨ、ＦＳＨ水平之间的差异均不显
著。说明ＵＡＥ在子宫疤痕妊娠患者的治疗中影响术后月经量，
导致宫腔粘连，甚至闭经，影响患者生育功能。本研究选取病例

按我国中华医学会２０１６年制定的《剖宫产子宫切口瘢痕妊娠
诊治指南分型标准》［１３１８］，均属于 Ｉ型子宫瘢痕妊娠，进一步证
实Ｉ型子宫瘢痕妊娠患者可直接行彩超引导下清宫术。子宫瘢
痕妊娠按照分型标准，正确分型，根据患者年龄及生育要求，慎

重选择终止妊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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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吴东辉（１９８４—），女，主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妇产科临床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观察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期妊娠的
临床疗效
吴东辉１　赵雅萍２

１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昆山 ２１５３４１
２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昆山 ２１５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究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期妊娠的临床疗效。方法：将２０１５年８月
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在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自愿要求终止妊娠的１２０例早孕妇女作为研究对象，并根据入院先后
实施分组，对照组６０例，餐前２ｈ空腹给予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观察组６０例，清晨空腹
给予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药物流产，对两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间、出血量、出血时间等临床指

标、流产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观察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间、流产后２４ｈ出
血量及出血时间均较对照组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用药后完全流产率、不全流产
率及清宫率分别为８６７％（５２／６０）、１００％（６／６０）、１３３％（８／６０），与对照组呈现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且两组孕妇用药后均伴随轻微腹泻、发热、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未给予特殊处理均自行消失，
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期妊娠，操作
简单，能够促进孕囊排出，减少出血量，安全性高，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复方米非司酮；伍米索前列醇；早期妊娠；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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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ｃｕｒｅｔ
ｔａｇ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６７％ （５２／６０），１００％ （６／６０）ａｎｄ１３３％ （８／６０）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ｉｌｄ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ｆｅｖｅｒ，ａｄ
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ｎａｕｓｅａａｎｄｖｏｍｉｔ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ｎｏｔｇｉｖｅ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ｗｉｔｈ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ｉｎｔｈ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ｉｓｓｉｍｐｌｅ，ｅａｓ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ｆｏ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ｅｘ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ａｃ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ａ
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ｍｉｆｅｐｒｉｓｔｏｎｅ；Ｍｉｓｏｐｒｏｓｔｏｌ；Ｅａｒｌ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目前，临床中常用的终止早孕药物主要有米非司酮、米索
前列醇，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操作，药物流产操作简单，成本低，能

够减轻患者痛苦，基本无创伤，患者接受度高［１］。然而研究报

道，该药物服用方法较为繁琐，且需要较高的药物剂量，用药后

伴随较多的出血量，出血时间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２］。近

年来，复方米非司酮片问世，其作为一种新型孕酮受体拮抗剂，

与双炔失碳酯联合作用，能够发挥协同功效，产生抗早孕作用，

流产率高达９８０％以上，不仅能够避免人工流产手术给女性带
来的身体创伤，而且能够改善流产女性的恐慌、焦虑、抑郁情绪，

提升流产后生活质量［３］。研究收集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 １２０
例自愿接受药物流产孕妇的临床资料予以分析，对研究结果予

以总结。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昆山市千灯人民医院收治
的１２０例自愿接受药物流产的妇女，根据入院先后顺序对患者
实施分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６０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３岁，年龄（２６５±４６）岁，孕周范围７周 ～１２周，孕周（９２±
１４）周；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２岁，年龄（２６４±４５）岁，
孕周范围６周～１２周，孕周（９１±１３）周。纳入标准：①对所
有入选孕妇给予妇科检查及Ｂ超诊断，诊断结果与宫内妊娠临
床诊断标准相符［４］；②该研究得到医学伦理会的认可，并征得
了临床科室的支持，入组孕妇均对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

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③孕周≤１２周；④月经周期规律，一般
为２８～３２ｄ，经期３～７ｄ。排除标准：①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及
伴随心、肝、肾功能疾病者；②意识模糊及精神紊乱者；③合并严
重器质性病变者；④存在宫颈炎、阴道炎及妇科炎症者；⑤存在
药物过敏史或禁忌征者；⑥临床资料不全者［５７］。两组患者一

般资料比较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比较的可行性。

１２　观察方法
对照组：餐前２ｈ空腹给予米非司酮（湖北葛店人福药业有

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３５５１）口服，起始剂量以５０ｍｇ为
宜，之后控制在２５ｍｇ，２次／ｄ。第３ｄ接受米非司酮治疗后服用
６００ｕｇ米索前列醇。观察组：清晨空腹给予复方米非司酮（湖北
葛店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３６５）口服，１片／
次，１次／ｄ，用药后禁食１ｈ，连续用药２ｄ。第３ｄ给予６００ｕｇ米索
前列醇用药。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间、出血量、出血时间等临床

指标、流产效果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８］。流产

完全成功：服药后孕囊完全排出，超声显示子宫腔无任何暗区及

回声，月经正常；流产不全：服药后孕囊排出，超声显示子宫腔存

在暗区及强光团回声，需进一步清宫处理；流产失败：服药后８ｈ
仍未排出孕囊，超声显示子宫腔存在孕囊，需采取人工流产术终

止妊娠［９１２］。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所有的计数资料均用％表示，进行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选择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取 ｔ检验，数据计算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ＰＳＳ１８０上进行处理。Ｐ＜００５表示数据之间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间、流产后２４ｈ出
血量及出血时间比较

　　观察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间及出血时间分别为（４２５
±１２４）ｄ、（９３４±１３２）ｄ，均较对照组短（Ｐ＜００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流产后２４ｈ出血量为（４６３３±３５２）ｍｌ，显著少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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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间、流产后２４ｈ出血量及出血时间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孕囊排出时间（ｄ） 流产后２４ｈ出血量（ｍｌ） 流产后出血天数（ｄ）

观察组 ６０ ４２５±１２４ ４６３３±３５２ ９３４±１３２

对照组 ６０ ６４９±１５３ ５８８９±２６３ １４６９±２２４

ｔ值 — ５７９３ ４７８０ ７９３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流产效果比较
观察组孕妇用药后完全流产率、不全流产率及清宫率分别

为８６７％（５２／６０）、１００％（６／６０）、１３３％（８／６０），总有效率为

９６７％，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流产效果比较 （％）

组别 例数 完全流产 不全流产 流产失败 总有效率（％） 清宫率（％）

观察组 ６０ ５２（８６７） ６（１００） ２（３３） ５８（９６７） ８（１３３）

对照组 ６０ ４１（６８３） ７（１１７） １２（２００） ４８（８００） １９（３１７）

χ２值 — ７８０３ ０２５２ ４３０６ １２４９６ １６７０３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用药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两组孕妇用药后均伴随轻微腹泻、发热、恶心呕吐等不良

反应，未给予特殊处理均自行消失，两组不良反应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用药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腹泻 发热 头昏乏力 手指端麻木

观察组 ６０ １１（１８３） ９（１５０） ２（３３） ２（３３） ５（８３）

对照组 ６０ １２（２００） １０（１６７） ３（５０） ４（６７） ５（８３）

χ２值 — ０３９５ ０２０７ １３９６ １４９１ ０１２８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终止早期妊娠的方式主要有人工流产手术及药物流

产，与人工流产手术相比，药物流产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且痛苦

小，在临床中有着广泛地应用。目前，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

终止早期妊娠在我国已广泛应用［１３］，其作为人工流产术的替

代，不仅大大降低了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强度与压力，而且减少

了人工流产手术风险，与此同时也缓解了意外妊娠妇女的心理

恐慌与身心痛苦，具有较高的接受度。作为常用的流产药物，米

非司酮对糖皮质激素及孕激素受体具有一定的抵抗作用，能够

通过对孕酮的阻断作用，起到消除胚胎的效果，实现流产目的。

与此同时米非司酮能够软化宫颈，其与米索前列醇联合应用，

能够促进子宫收缩，使胎盘组织尽快排出体外［１４］。

为提升药物流产的安全性，临床中研制一种新型复方米非司

酮药物，其是米非司酮与双炔失碳酯的组合物，双炔失碳酯具备

极强的抗雌激素活性，能够对黄体起到溶解作用，促进血浆孕酮

水平的提升，对蜕膜及层细胞起到直接的滋养作用［１５］，使滋养层

细胞及蜕膜能够变性坏死，延缓受精卵的运行速度，难以跟上内

膜发育速度，抑制着床，其与米非司酮联合作用，能够兼具抗着床

与抗早孕的作用。与此同时还能够对人体早孕蜕膜及绒毛组织

结构变性起到促进作用，促进孕激素水平的降低，使雌、孕激素受

体比例能够发生变化［１６］，使内源性前列腺素顺利合成，加快孕囊

的排出。通常在确定药物流产后，前两天用的是米非司酮，作用

是抑制孕激素。子宫内膜得不到孕激素的滋养，胚胎便会因为子

宫内膜的贫瘠而凋亡、坏死并从子宫壁上脱落［１７］。第三天使用

的是米索前列醇，主要作用是引起子宫收缩，促使坏死脱落的胚

胎排出。作为一种抗酸及抗溃疡药物，米索前列醇以往多用于紧

急避孕，能够对孕酮活性起到抵抗作用，促进黄体溶解以及子宫

内膜早衰，会对绒毛及蜕膜细胞产生损伤，而当其与复方米非司

酮结合时，将会发挥协同作用，共同抵抗早孕，软化、扩张宫颈，促

进妊娠子宫的收缩，从而加快孕囊排出。

该研究中观察组早期妊娠孕妇接受的是复方米非司酮配

伍米索前列醇终止妊娠，结果显示该组孕妇用药后孕囊排出时

间及出血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流产后２４ｈ出血量少于对照组，提
示其用药效果及安全性。从流产有效率方面看，观察组总有效

率达到９６７％，清宫率为１３３％，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其终止早期妊娠成功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从用药
不良反应看，两组孕妇用药后均伴随有轻微的恶心呕吐、发热、

腹泻等不适，无需实施特殊处理，自行缓解。国外学者 ＬｉＣ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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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ｅｎＤＪ，ＤｅｎｇＹＦ等人在研究中对５３例早期妊娠孕妇给予复
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妊娠，结果显示完全流产率达

到８８７％，清宫率为１１３％［１８］，与本次研究结果相似。综上所

述，对早期妊娠孕妇给予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妊

娠，完全流产率高，能够降低出血量，促进孕囊的排出，用药后出

血时间短，能够减轻孕妇身心痛苦，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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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对卵巢功能恢复
效果的影响
张雪刚１　陈美霞２Δ

１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妇科，江苏 昆山 ２１５３００
２昆山市第三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昆山 ２１５３１６

【摘　要】　目的：综合分析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对卵巢功能的恢复效果。方法：选取昆山市
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的１５０例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随机表法
随机分为实验组（应用腹腔镜手术方法）和对照组（应用传统开腹手术方法），每组均为７５例。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两组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平均手术操作时间、平均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平均

排气时间、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天数、复发率、手术前后卵巢功能［黄体生成激素（ＬＨ）、促卵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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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水平。结果：实验组患者平均手术操作时间、平均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平均排气
时间、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天数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
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
熟激素以及雌二醇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
激素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雌二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对卵巢功能的恢复效果显著。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卵巢巧克力囊肿；卵巢功能；恢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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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ｏｌｌｅｖｅｌ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ｃｙｓｔｓ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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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巧克力囊肿是一种临床常见的妇科病，好发于中年女
性人群。卵巢巧克力囊肿的临床主要症状为痛经，月经不调，不

孕［１］。随着微创技术的逐渐完善和发展，腹腔镜技术在卵巢巧

克力囊肿患者治疗过程中取得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获得临床

医师的广泛认可。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一般

采用剥除囊肿和创面电凝止血等方式，被广大患者所青睐［２］。

本文将综合分析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对卵巢功能

的恢复效果，为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提供科学的数据参

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０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收治
的１５０例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数字随机表
法随机分为实验组（应用腹腔镜手术方法）和对照组（应用传统

开腹手术方法），每组均为７５例。纳入标准：①经过妇科检查以
及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卵巢巧克力囊肿者；②均在患者知情下
参与本次研究且签署同意书；③经过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排
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凝血障碍者；②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者；③
合并精神障碍者。实验组患者年龄（２７９５±６３６）岁，体重

（６０３３±１２１４）ｋｇ，病程（１７４±０２６）年。临床表现：１５例月
经异常、２０例不育、３２例痛经、８例盆腔附件包块。病灶部位：
３０例左侧、３１例右侧、１４例双侧。对照组患者年龄（２８０２±
６３１）岁，体重（６０３０±１２１８）ｋｇ，病程（１７７±０２３）年；临床
表现：１６例月经异常、２１例不育、３１例痛经、７例盆腔附件包块。
病灶部位：３２例左侧、３０例右侧、１３例双侧。两组患者在平均
年龄、平均体重、平均病程时间、临床表现比例、病灶部位比例等

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应用传统开腹手术，取患者平卧位，常规提供腰硬联

合麻醉，按照常规操作取下腹正中纵向切口（约为１０ｃｍ），切开
卵巢，剥离囊肿，冲洗腹腔后使用可吸收缝合线切开缝合切口，

再在术后留置导尿管，提供抗生素进行感染处理。实验组应用

腹腔镜手术治疗方法，全麻，取肚脐部１０ｍｍ开口，将套针穿入
到腹腔中进行人工气腹处理，再在左右麦氏点做好穿刺孔处理，

使用腹腔镜观察患者病损处，分离病灶和周围组织的粘连，切开

囊肿表面没有血管的卵巢皮质，暴露囊肿之后，抽出液体，使用

生理盐水来冲洗囊腔，等液体变清澈之后，使用钳夹抓住一边卵

巢皮质，再剥离囊壁。取出囊肿后，使用电刀止血，术后使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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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盐水清洗盆腔，置放引流管。

１３　观察指标
分析两组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平均手术操作时间、平均

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平均排气时间、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时间、

平均住院天数、复发率、手术前后卵巢功能［采用免疫化学发光

法检测黄体生成激素（ＬＨ）、促卵泡成熟激素（ＦＳＨ）、雌二醇
（Ｅ２）］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珋ｘ±ｓ）表示，组间差异、组内差异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时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各项有关数据比较

实验组患者平均手术操作时间、平均术中出血量、术后肛

门平均排气时间、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天数显著

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平均手术操作时间、平均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平均排气时间、术后肠道功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天数比较

项目 例数
平均手术操作

时间（ｍｉｎ）
平均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肛门平均排气

时间（ｈ）
术后肠道功能

恢复时间（ｈ）
平均住院天数

（ｄ）

实验组 ７５ ７２０１±７７５ ７４３６±１０９８ ２２３８±５２１ １３４２±３７５ ４５０±１３３

对照组 ７５ ８４３６±１０７７ １３０６５±２６００ ４０２６±６９５ １７５５±５４０ ７３０±１５４

χ２值 １２２３５６ １５９９８２ １６３３３２ １８８７９６ １０１５９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复发率比较
实验组复发例数为２例，占２６７％（２／７５），对照组复发例

数为２例，占１３３３％（１０／７５），实验组患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激素以及
雌二醇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激素以及
雌二醇水平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
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激素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实验组患者雌二醇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Ｐ ＜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复发率比较（ｎ／％）

项目 例数 复发例数 复发率

实验组 ７５ ２ ２６７

对照组 ７５ １０ １３３３

χ２ 值 ２１４９６５２ ２９２６５２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激素以及雌二醇水平比较

项目 例数
黄体生成激素（ｍ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促卵泡成熟激素（ｍＵ／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雌二醇 （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７５ ７０６±０８５ ７６６±１１２ ６６２±１９９ ９７７±２５６ １００９８±２１０２ ８９４０±１８８５

对照组 ７５ ７１０±０９２ ８５０±１３６ ６６３±２００ １６４４±３７４ １０１０１±２１０３ ７４５８±１５７７

χ２值 ２５４７９８ ８４６５４２ ２３３３２２ ４１５９８７ ２３３６２５ １８９６３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卵巢巧克力囊肿分布在盆腔内的卵巢和乙状结肠腹膜层

之中，其中侵犯卵巢者最为常见［３］。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 病变

早期在卵巢表面上皮组织中可见紫褐色斑点，随着病变的发

展，卵巢异位内膜会因为反复出血而形成单个囊肿或者多个囊

肿［４］。卵巢巧克力囊肿内含有褐色黏糊状陈旧血，类似于巧克

力液体，因此也被称之为卵巢巧克力囊肿。卵巢巧克力囊肿的

囊腔压力显著增高，囊壁出现小裂缝且伴有少量血液渗漏，最

终导致卵巢与邻近子宫紧密粘连。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主

要临床特征之一是：粘连。经过 Ｂ超检查显示，确定卵巢巧克
力囊肿患者的具体囊肿位置和囊肿大小等，及时发现盆腔包

块，继而显示卵巢内膜异位囊肿壁是否与周围子宫是否粘

连［５］。卵巢巧克力囊肿内容物中以囊性为主，混合性和实性为

辅。由于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回声图像并未有显著特异性，

因此无法单纯根据Ｂ超图像加以确诊，术者应该充分结合好腹
腔镜检查［６］。

卵巢是女性机体中较为重要的性腺器官，不仅仅能够提供

卵子，还能够调节女性性激素代谢［７］。现阶段，临床对卵巢囊

肿患者主要采取手术方式，传统开腹手术虽然能够取得一定治

疗效果，但是存在术后复发率高、平均住院时间长、术后出血量

多、平均手术操作时间长、术后肛门排气时间长、术后肠道功能

恢复时间长等缺陷。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患者平均手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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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时间、平均术中出血量、术后肛门平均排气时间、术后肠道功

能恢复时间、平均住院天数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传统开腹手术给患者的机体带来一定负
面影响，与此同时显著降低患者的预后效果［８］。腹腔镜手术所

取切口较小，在患者机体中置入摄像头或者手术器械等，通过

摄像头将患者腹腔中的各个脏器图像传送到电视屏幕之中，再

加以手术微创治疗［９］。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

的主要优势在于手术创伤小，术中出血量少，形态美观［１０］。本

文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复发例数为２例，占２６７％（２／７５），对
照组复发例数为２例，占１３３３％（１０／７５），实验组患者复发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
镜术式通过构建气腹，在摄像直视下能够直接剥除卵巢巧克力

囊肿患者囊肿，有效减少患者的总体手术操作时间，降低对卵

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正常组织损伤［１１］。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激素以及雌二醇

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
黄体生成激素、促卵泡成熟激素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患者雌二醇水平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促卵泡成熟激素
是一种脑垂体分泌激素，对卵泡成熟具有一定刺激作用，与黄

体生成激素协同促进排卵，受到雌二醇水平方向调控，促卵泡

成熟激素水平也显著上升，此时表明卵巢功能也逐步下降。腹

腔镜手术能够积极促进卵巢功能加以恢复，与手术过程中的微

创原理密切相关［１２］。从上述研究数据不难看出，腹腔镜在诊断

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中具有积极性和有效性，但是手术过程中

需要注意操作方式，减少创伤状况，为积极恢复卵巢功能提供

相应条件。

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术后复发是影响预后的主要因素，有

学者表明，术中是否有囊液渗出和病灶是否被彻底清除等是影

响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主要因素［１３］。腹腔镜操作时，能够针

对诱发因素制定针对性地解决对策，在剥离囊肿之前抽取囊液

和彻底剥除囊肿等能够起到控制术后复发的作用［１４］。卵巢巧

克力囊肿病灶大多与肠管和阔韧带等组织互为粘连，手术股过

程中无需使用抓钳钳囊壁，紧贴囊壁后加以剥离处理能够以最

小创伤来清除病灶［１５］。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

时，术者应该尽量保留好卵巢皮质，不断恢复卵巢的组织结构，

卵巢损伤严重时，需要加以修复处理［１６］。卵巢对损伤敏感性比

较高，电切凝止血之后会导致残余组织坏死，远期效果恢复较

差。此时，进行创面止血时，需要尽量缝合止血。研究资料表

明，在剥离囊肿之前，术者应先穿刺囊肿，抽取囊液之后，再剥离

囊肿，避免囊液进入到盆腔组织之中，产生内膜异位反应［１７］。

在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时，需要根据患者的基本年龄

和基本症状和病变部位等情况加以综合考虑［１８］。对轻微卵巢

巧克力囊肿患者，可以采用期待疗法，对于有生育要求者可以

先进行药物治疗，对病变较重者需要采用保守治疗方法，对年

轻无生育的重度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可以采用保留卵巢 功能

手术辅以激素治疗。对合并卵巢子宫内膜囊肿的不孕者，腹腔

镜手术治疗一方面能够积极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另外一方面

还能够积极缓解患者的临床基本症状。随着医学观念的不断

更新和手术器械的进一步改进，人们对卵巢巧克力囊肿患者的

治疗方式也延伸出更多选择。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对卵巢功能的

恢复效果显著，具有创伤小和术后恢复快以及对患者的卵巢功

能影响较小等优势，具有重要的临床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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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ＧＦ和 ＭＭＰ９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余文婷１　李代龙２

１十堰市太和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心功能室，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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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研究分析正常晚孕妇女与子痫前期妇女胎盘组织中基质金属蛋白酶９（ＭＭＰ９）和肝
细胞生长因子（ＨＧＦ）在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中的意义与作用。方法：在同一时期选择８６例子痫前期孕妇作
为病例组（其中轻度子痫前期孕妇４４例，重度子痫前期孕妇４２例），选择４５例正常晚孕期妇女作为对照组，
对照组与病例组均在临产前进行剖宫产手术，并在胎盘娩出后去除钙化区和坏死区。在３０ｍｉｎ内取１ｃｍ３大
小用生理盐水充分清洗后的胎盘绒毛组织，用福尔马林溶液固定，酒精浸洗脱水，最后将胎盘组织用石蜡包

埋及切片备用。两组孕妇胎盘组织中ＭＭＰ９与ＨＧＦ的阳性表达结果用免疫组织法染色测定，测定结果根
据切片中细胞染色的深浅和阳性细胞的数目进行分级计分并作统计学分析。结果：①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
孕妇的ＨＧＦ、ＭＭＰ９的表达水平存在正相关性（ｒ＝０６７３３，Ｐ＜００５）。②对照组孕妇胎盘组织中ＨＧＦ的总
阳性数为３２（７１１％）、ＭＭＰ９的总阳性数为３６（８００％），均呈强阳性；病例组轻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组织
中ＨＧＦ的总阳性数为２９（６５９％）、ＭＭＰ９的总阳性数为３３（７５０％），阳性表达率较低；病例组重度子痫前
期孕妇胎盘组织中ＨＧＦ的总阳性数为１６（３９１％）、ＭＭＰ９的总阳性数为１４（３３３％），阳性表达率明显降
低。③对照组与病例组（包括轻度与重度子痫前期）的ＨＧＦ、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对照组与病例组轻度子痫前期孕妇的 ＨＧＦ、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

"

００５）；对照组与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的 ＨＧＦ、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轻度子痫前期孕妇的ＨＧＦ、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病例组孕妇胎盘中ＭＭＰ９与ＨＧＦ的表达比对照组明显减少，ＭＭＰ９与ＨＧＦ
的表达愈低，病情愈重，子痫前期病情严重程度和妊娠过程中胎盘绒毛表达的ＨＧＦ和ＭＭＰ９密切相关。

【关键词】　子痫前期；妊娠期高血压；基质金属蛋白酶９；肝细胞生长因子；胎盘；阳性表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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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ＧＦａｎｄＭＭＰ９ｉｎｍｉｌｄ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ｓｍａｌｌ，２９（６５９％）
ａｎｄ３３（７５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ＨＧＦａｎｄＭＭＰ９ｉｎ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ｈｅｓｍａｌｌｅｓｔ，
１６（３９１％）ａｎｄ１４（３３３％）．③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ＧＦａｎｄＭＭＰ９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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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ｇｒｏｕ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ｐｌａ
ｃｅｎｔ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ｌｄ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ｂｕｔ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ｉｌｄ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ａｎｄｎｏｒｍａｌ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ＧＦａｎｄＭＭＰ９ｉｎ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ｔｉｃ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ｎｏｒｍａｌ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ＧＦａｎｄＭＭＰ９ｉｓ，ｔｈｅｍｏｒｅｓｅｒｉｏｕｓｉｌｌｎｅｓｓｍａｙｂｅ．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ｐｒｅ
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ｉ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ｖｉｌｌｉＨＧＦａｎｄＭＭＰ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９
（ＭＭＰ９）；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Ｇ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妊娠期高血压是指妊娠期首次出现高血压症状，尿蛋白呈
阴性，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和（或）舒张压
≥９０ｍｍＨｇ，可以于产后１２周恢复正常［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ＨＤＣＰ）可以成为胎
儿生长受限、胎儿窘迫、围生儿死亡和产妇死亡的原因［２］，是妇

产科最常见的并发症。ＨＤＣＰ可以影响机体各器官系统，根据
血压和尿蛋白升高情况分为轻度子痫前期与重度子痫前期，可

能发生母体脏器功能不全或胎儿并发症，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的５种状况之一［２］。ＨＤＣＰ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关
研究显示可能与母婴免疫失衡、基因的遗传背景、血管内皮的

广泛损伤、胎盘缺氧、胎盘浅着床等因素有关［３］。其中，“胎盘

浅着床”学说认为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障碍可以引发ＨＤＣＰ，子
宫胎盘血管床的发育和重构受到影响可以导致胎盘发育不良、

胎盘植入过浅和胎盘缺血缺氧。主要由内皮细胞、结缔组织细

胞、滋养细胞以及某些肿瘤细胞合成分泌的基质金属蛋白酶９
（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９，ＭＭＰ９）是决定滋养细胞侵袭能力
的一种关键水解酶［４］。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ＨＧＦ）对胎盘滋养细胞和内皮细胞均有重要的调节作用［５］，

ＨＧＦ是一种可以促进生理性血管重铸形，胎盘发生、成熟和绒
毛血管网建立并刺激细胞分裂、增殖、迁徙的多功能间质源性

的细胞因子［６７］。本文通过分析 ＭＭＰ９、ＨＧＦ与 ＨＤＣＰ的相关
性及相互间的关系，比较正常晚孕妇女胎盘与轻度子痫前期、

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组织中 ＭＭＰ９和 ＨＧＦ的差异，研究
ＨＧＦ、ＭＭＰ９在ＨＤＣＰ中的作用与意义，旨在为母婴预后和改
善提供理论依据及指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我院妇产科收治的８６例
ＨＤＣＰ患者和４５例正常晚孕期妇女为研究对象，将８６例ＨＤＣＰ
患者设为病例组，其中轻度子痫前期孕妇４４例，重度子痫前期
孕妇４２例。轻度子痫前期妇女年龄（２７３５±１９８）岁，孕期
（２６７２１±６５９）日；重度子痫前期孕妇年龄（２６８６±２３７）岁，
孕期（２６６９３±７０５）日。将４５例正常晚孕期妇女设为对照组，
年龄（２７２９±２３６）岁，孕期（２６７１８±６７３）日。两组孕妇怀
孕均为第１胎，其孕次、孕周、年龄、基础血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

#

００５），两组孕妇临产前需要进行剖宫产手术且不
患有其他疾病。两组孕妇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孕妇胎盘组织的留取制备　两组孕妇均在临产前进行
剖宫产手术，并在胎盘娩出后去除钙化区和坏死区。在３０ｍｉｎ
内取１ｃｍ３大小用生理盐水充分清洗后的胎盘绒毛组织，采用福
尔马林溶液固定，酒精浸洗脱水，最后将胎盘组织用石蜡包埋

及切片备用。

１２２　仪器设备　ＹＭＹ—７８１Ｂ微波仪；海尔 ＳＣ２７８Ｌ冰箱；
２５μＬ型加样器；ＹＴ—６Ｂ型烤片机；２６×７６ｍｍ载玻片；Ｎｉｋｏｎ光
镜照相机；０ＬＹＭＰｕｓ—ＢＸ５１研究用生物显微镜；Ｃｉｔａｄｅｌ２０００型
脱水机；Ｈｉｓｔｏｃｅｎｔｒｅｚ包埋机；ＡＳ３２５切片机；同禧 ５１８ＰⅢ／８６６
联想微型计算机。

１２３　主要试剂及其来源　ＳＰ９０００通用型试剂盒，粘合剂
（ＡＰＥＳ），二氨基联苯胺（ＤＡＢ），试剂一抗（鼠抗人 ＭＭＰ９单克
隆抗体、鼠抗人ＨＧＦ单克隆抗体）；磷酸氢二钠、磷酸二氢钾、氯
化钠、氯化钾等化学试剂均为分析纯。

１２４　免疫组化测定　免疫组化是利用抗原与抗体特异性结
合的原理，通过化学反应使标记抗体的显色剂（荧光素、酶、金

属离子、同位素）显色来确定组织细胞内抗原（多肽和蛋白质）

的研究［８］。用已知阳性标本做阳性对照，用１％ＢＳＡ代替一抗
做阴性对照。免疫组化是一个多步骤、多条件的复杂过程，每一

步骤都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因为每一步骤都有其特定的条件，应

当严格按照特定的条件进行实验操作［９］。

１３　实验结果的判定
免疫染色可以使滋养细胞产生棕黄色颗粒沉着，此为

ＭＭＰ９和 ＨＧＦ染色的阳性反应，可以由此观察切片中的滋养
细胞在显微镜下的免疫染色情况。结果判定：应用免疫组化法

检测胎盘组织中ＭＭＰ９和 ＨＧＦ的表达强度，在显微镜下观察
切片中的细胞核或细胞浆内是否有棕黄色颗粒，测定结果可以

根据切片中细胞染色的深浅和阳性细胞的数目进行分级计分

和统计学分析。取染色深浅评分与阳性细胞数目评分的乘积：

积分０分～１分为阴性（－）；２分 ～３分为阳性１级（＋）；４分
～５分为阳性２级（＋＋）；

#

５分为阳性３级（＋＋＋）。①根
据阳性细胞百分率分级（按级计分）：０级：无阳性细胞；１级：＜
２５％；２级：２５％ ～５０％；３级：

#

５０％。②根据染色强度分为４
级（按级计分）：０级：胎盘细胞内无明显染色；１级：浆内或细胞
核中可见少量淡黄色颗粒，与背景颜色略有区别；２级：浆内或
细胞核中可见较多深棕色颗粒，与背景颜色有区别；３级：浆内
或细胞核中可见大量深棕色或褐色颗粒，与背景颜色有明显区

别。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学软件对调查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录入

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同时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软件进行
等级相关性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ａ
＝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ＭＭＰ９和ＨＧＦ的关系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对两组孕妇胎盘组织免疫染色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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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进行分析，病例组轻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的 ＭＭＰ９
和ＨＧＦ的阳性表达均无相关性（ｒ＝００６１２，Ｐ＞００５；ｒ＝
００８６５，Ｐ

#

００５）。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
的ＭＭＰ９和ＨＧＦ的阳性表达呈正相关（ｒ＝０６７３３，Ｐ＜００５）。
子痫前期的病情愈重，ＨＧＦ、ＭＭＰ９的表达愈少。
２２　孕妇胎盘组织中ＨＧＦ的阳性表达率及其定位

经过免疫染色后，病例组与对照组孕妇胎盘切片中的 ＨＧＦ
均呈褐色或棕色（阳性染色）。统计结果显示，病例组轻度子痫

前期孕妇胎盘组织中 ＨＧＦ的总阳性数为２９（６５９％），阳性表
达率较低；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组织中ＨＧＦ的总阳性
数为１６（３９１％），阳性表达率明显降低；对照组孕妇胎盘组织

中ＨＧＦ的总阳性数为３２（７１１％），呈强阳性。①病例组（包括
轻度与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正常晚孕妇女的ＨＧＦ阳性
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病例组轻度子
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的ＨＧＦ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

００５）；③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
的ＨＧＦ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
病例组轻度子痫前期与重度子痫前期孕妇的 ＨＧＦ阳性表达率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孕妇 ＨＧＦ的定位
相同，主要分布于绒毛间质细胞的胞浆，滋养细胞无表达，蜕膜

细胞有少量表达。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胎盘组织切片中ＨＧＦ的阳性表达率［ｎ（％）］

组别 总例数 －    总阳性

病例组　　　

　轻度子痫前期 ４４ １５（３４１） １４（３１８） ８（１８２） ７（１５９） ２９（６５９）

　重度子痫前期 ４２ ２６（６１９） １１（２６２） ５（１１９） ０（０）　 １６（３８１）

对照组　　　 ４５ １３（２８９） １０（２２２） １２（２６７） １０（２２２） ３２（７１１）

２３　孕妇胎盘组织中ＭＭＰ９的定位及阳性表达率比较
经过免疫染色后，病例组与对照组孕妇胎盘切片中 ＭＭＰ９

均呈褐色或棕色（阳性染色）。统计结果显示，病例组轻度子痫

前期孕妇胎盘组织中 ＭＭＰ９的总阳性数为３３（７５０％），阳性
表达率较低；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胎盘组织中ＭＭＰ９的总
阳性数为１４（３３３％），阳性表达率明显降低；对照组孕妇胎盘
组织中ＭＭＰ９的总阳性数为３６（８００％），呈强阳性。①病例
组（包括轻度与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的 ＭＭＰ９阳

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病例组轻度
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的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③病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
孕妇的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④病例组轻度子痫前期与重度子痫前期孕妇的 ＭＭＰ９
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病例组孕
妇ＭＭＰ９的定位与对照组孕妇相同，主要分布于绒毛滋养细胞
中。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胎盘组织切片中ＭＭＰ９的阳性表达率［ｎ（％）］

组别 总例数 －    总阳性

病例组　　　

　轻度子痫前期 ４４ １１（２５０） １４（３１８） １３（２９５） ６（１３６） ３３（７５０）

　重度子痫前期 ４２ ２８（６６７） １０（２３８） ４（９５） ０（０）　 １４（３３３）

对照组　　　 ４５ ９（２００） ９（２００） １６（３５６） １１（２４４） ３６（８００）

#

　讨论
３１　ＭＭＰ９与ＨＤＣＰ的关系

孕妇的种族、营养、生活方式、精神状态、母体免疫反应、基

因突变、感染、内皮细胞功能障碍等多种因素均可能引起子痫

前期妊娠综合征［１０］。ＭＭＰ１、ＭＭＰ２、ＭＭＰ９等均属于ＭＭＰ基
因，ＭＭＰ基因由滋养层细胞分泌并表达且需要经过胎盘植入活
化，其中主要由内皮细胞、结缔组织细胞、滋养细胞和某些肿瘤

细胞合成分泌的ＭＭＰ９（又称明胶酶［１１］，可以水解细胞外基质

的多种成分）在滋养细胞植入中起重要作用。有关研究结果显

示，纯化的多克隆抗ＭＭＰ９抗体可以阻断滋养细胞对基质的侵
润并降低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由此可见，ＭＭＰ９的低表达可
以导致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下降。胚胎滋养层细胞可以通过

建立母婴的交互循环为胚胎发育提供营养，能够侵入到母体蜕

膜的螺旋动脉替代血管内皮细胞，与胚胎的植入、组织发生、伤

口愈合等生理功能及肿瘤的侵润和转移等病理过程紧密相关。

研究结果显示，病例组（包括轻度与重度子痫前期）孕妇比对照

组孕妇的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ＭＭＰ９表达愈低，病情愈重，因此 ＭＭＰ９表达的
高低与子痫前期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３２　ＨＧＦ与ＨＤＣＰ的关系
在胎盘间质细胞中表达的滋养细胞调节蛋白称为肝细胞

生长因子（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ＧＦ）。ＨＧＦ是母婴预后、改
善新生儿预后的重要保护因素，是一种可以促进生理性血管重

铸形，胎盘发生、成熟及绒毛血管网的建立并刺激细胞分裂、增

殖和迁徙的多功能间质源性的细胞因子。ＨＧＦ通过抑制滋养
细胞和内皮细胞凋亡、减少氧自由基聚集来改善胎盘环境，并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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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肺泡Ⅱ型上皮细胞的 ＤＮＡ合成而减少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的发生率。由此可以推测，ＨＧＦ的升高可以降低母婴并发
症［１２］。ＨＧＦ可以作用于多种细胞，其作用也因细胞不同而呈
现多样性，其在胎盘组织中分离纯化量约为血浆的 １００～２００
倍。ＨＧＦ的受体被称为ｃｍｅｔ受体，是ｃｍｅｔ原癌基因的编码产
物［１３］。ＨＧＦ可以通过３种途径发生作用：①诱导淋巴细胞的凋
亡，使滋养细胞更容易侵入胎盘蜕膜。②增加一氧化氮（ＮＯ）合
成促进滋养细胞在基质中的迁移［１４］。③ＨＧＦ与 ｃｍｅｔ受体结
合进而提高滋养细胞的胎盘侵袭能力。因此，ＨＧＦ对于生理性
血管重铸的形成和胎盘的发生、成熟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研

究表明，ＨＧＦ的阳性表达降低可以引起 ＨＤＣＰ的病理学变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病例组子痫前期（包括轻度与重度）孕妇比对

照组孕妇的ＨＧＦ阳性表达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ＨＧＦ表达愈低，病情愈重，因此 ＨＧＦ表达的高低
与子痫前期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３３　ＨＤＣＰ与滋养细胞
胎盘在ＨＤＣＰ的发病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ＨＤＣＰ与胎儿

生长受限、胎儿窘迫、围生儿死亡和产妇死亡等原因有关，是妇

产科中最常见的并发症［１５］。ＨＤＣＰ有轻度、重度之分，妊娠终
止后其病理变化可以发生逆转。本研究结果显示，ＨＤＣＰ可能
与母婴免疫失衡、基因遗传背景、血管内皮广泛损伤、胎盘缺氧、

胎盘浅着床等多种因素有关。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障碍可以

引发ＨＤＣＰ，子宫胎盘血管床的发育和重构受到影响可以导致
胎盘发育不良、胎盘植入过浅和胎盘缺血缺氧。滋养层细胞对

子宫螺旋动脉侵蚀不足致使胎盘植入过浅，导致胎盘血流灌注

不足引起胎盘缺陷，最终引发母体系统性血管内皮损伤，出现

ＨＤＣＰ的临床症状，此类现象称为“胎盘浅着床”［１６］。其中，“螺
旋小动脉生理重铸”过程是滋养细胞黏附于蜕膜化的子宫内膜

进而形成人类胎盘，进一步分化并替换血管内皮细胞，促进血

管高流低阻的形态变化，从而大幅增加供向胎儿的血流以保证

胎儿所需的营养物质。子痫前期（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的多基因遗传
背景使其易感性增加。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子痫前期与多基因

有关［１７］。胎母免疫平衡和免疫耐受失调，Ｔｈ１介导的细胞免疫
反应增强，胎母界面生理性免疫抑制反应减弱均可以使滋养细

胞侵袭胎盘能力降低而导致胎盘浅着床，造成胎盘缺血缺氧而

使胎盘局部出现氧化应激，最终引发子痫前期。

综上所述，通过研究分析可知，ＨＧＦ、ＭＭＰ９的表达与 ＨＤ
ＣＰ有关联。病例组孕妇胎盘中 ＭＭＰ９与 ＨＧＦ的表达比对照
组孕妇明显减少，ＭＭＰ９与 ＨＧＦ的表达愈低，病情愈重，子痫
前期病情严重程度和妊娠过程中胎盘绒毛表达的 ＨＧＦ、ＭＭＰ９
密切相关。ＨＧＦ和（或）ＭＭＰ９因某些原因不表达或阳性表达
减少，可以导致滋养细胞的侵袭能力出现障碍引发 ＨＤＣＰ。病
例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与对照组孕妇的ＭＭＰ９和ＨＧＦ的表达
呈正相关，可以推测ＭＭＰ９与ＨＧＦ中存在相互促进作用，两者
联合共同成为妊娠的重要因子，从而起到提高滋养细胞侵袭能

力的作用，也为改善母婴预后提供了重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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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激素治疗流产的效果观察及对血清因子 Ｐ、
βＨＣＧ水平的分析
梅军华　张志安　龙梅　魏春清△

湖北省黄冈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黄冈 ４３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孕酮激素治疗流产的效果及对患者血清孕酮（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Ｐ）、β人绒毛膜促性
腺激素（β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βＨＣＧ）水平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黄冈市
中心医院妇产科诊治的１０４例流产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同时，选取在黄冈
市中心医院体检中心体检的５０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给予实验１组患者服用地屈孕酮治疗，实验２组患
者服用孕酮激素治疗，５ｄ为一个疗程，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３个疗程。其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症状
缓解、消失的时间以及不良反应。采取患者血清，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的水平。
结果：治疗前，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均高于治疗前，实验２组患者
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高于实验１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差异（均Ｐ＜００５）。实验２组患者不良反
应率、症状缓解时间、症状消失时间均显著低于实验１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实验
１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低于实验２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孕酮激素治疗流
产的效果显著，安全性较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关键词】　孕酮激素；治疗效果；不良反应；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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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ｏｎ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Ｐ），ｂｅｔａ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βＨＣＧ）．Ｍｅｔｈｏｄｓ：１０４ｃａｓｅｓｏｆ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ｏｆＨｕａｎｇｇ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Ａｎｏｔｈｅｒ５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ｉｎｔｈｅ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２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ｄｙｄ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ｏｔｈｆｏｒｔｈｒｅ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
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ｒｅｌｉｅｆａｎｄ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ＰａｎｄβＨＣ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ＰａｎｄβＨＣＧ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２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ＰａｎｄβＨＣ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２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ｔｈ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ｒｅｌｉｅｆｔｉｍｅａｎｄ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ｔｉｍ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２，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ｏｎ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流产是妇产科最普遍的疾病，也是妊娠期妇女经常担心的 问题之一，严重威胁着孕妇的身心健康。血清因子 Ｐ作为妊娠
过程中必需的激素，是由黄体分泌，主要作用是影响形态学上的

子宫内膜。βＨＣＧ因子是一种糖蛋白，妊娠期妇女体内的 β
ＨＣＧ因子水平会急剧增高，而异常妊娠或流产孕妇该因子水平
会低于正常妊娠。刘晓静［１］指出，Ｐ、βＨＣＧ因子可以有效反映
胚胎在妊娠期的健康状况，可以作为判断早期流产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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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治疗流产的药物越来越多，疗效也

越来越显著。孕酮激素又名黄体酮，是治疗流产最常见的药

物［２］。本研究选取在我院就诊的１０４例流产患者和５０例健康
孕妇，旨在研究孕酮激素治疗流产的效果及对患者血清因子Ｐ、
βＨＣＧ水平的影响。现将有关研究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在我院妇产科就诊的１０４
例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５岁，年龄
（３０６５±４２３）岁，孕周范围５～９周，其中无生育史５０例，有生
育史５４例，所以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对流产的诊
断标准。将其随机分为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每组５２例患者。
实验１组患者孕周（７２５±０６５）周，无生育史２６例，有生育史
２６例；实验２组患者孕周（７３３±０２３）周，无生育史２４例，有
生育史２８例。同时，选取在我院体检中心体检的５０例健康孕
妇作为对照组。比较实验１组、实验２组、对照组年龄、孕周和
有无生育史，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排除标准：异位妊娠（宫外孕）患者；精神障碍患者；糖尿

病、先天性心脏病患者；习惯性流产患者；提前３ｄ服用孕酮激素
等治疗流产药物的患者。纳入患者对本研究内容均已知情同

意，并签署知情通知书。本研究已经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的水平检测　抽取患者当天或第二
天清晨空腹静脉血５ｍｌ，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处理２０ｍｉｎ，分离上层血
清，８０℃保存，避免反复凝固融解。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
按照化学发光分析仪说明书严格操作，将待测标本与抗原抗体

结合，加入化学发光剂，之后再与催化剂和氧化剂进行反应，形

成中间介质，达到稳定时会发出光信号，根据发光信号测量仪

测量光子数量，检测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的水平。
１２２　治疗操作　给予实验１组患者口服地屈孕酮，初次服用
剂量为４０ｍｇ／次，之后每隔８ｈ服用１０ｍｇ；实验２组服用孕酮激
素，初次剂量为 ２０ｍｇ／ｄ，一天一次，第二天剂量变为 １０ｍｇ／ｄ。
两组患者服药５ｄ为一个疗程，均连续治疗３个疗程。观察两组
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症状和症状缓解、消失时间。

治疗中根据患者恢复状况及时控制药量或停止用药，３个疗程
之后患者症状没有减轻，要结合手术及时进行治疗。

１２３　判断标准　患者治疗过程中恢复状况可以分为痊愈、显
效、有效和无效。（１）痊愈：患者腰酸和腹痛等临床表现全部消
失，阴道不再出血，Ｂ超检查胎儿发育符合孕周时间，血清因子
Ｐ、βＨＣＧ水平恢复正常。（２）显效：患者腰酸和腹痛等临床表
现消失，阴道出血减少，Ｂ超检查胎儿发育基本符合孕周时间，
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明显改善。（３）有效：患者腰酸和腹痛
等临床表现减轻，血清因子 Ｐ、βＨＣＧ水平有所改善。（４）无
效：患者腰酸和腹痛等临床表现没有减轻甚至更加严重，胎儿

发育不良或停止。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描述，组间计量资料比较采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例数和百分比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成员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比较

治疗前，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２个实验组患者血清因子
Ｐ、βＨＣＧ的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孕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２个实验组患者血清因子Ｐ水平均高
于治疗前，实验２组患者血清因子Ｐ水平高于实验１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差异（均Ｐ＜００５）；２个实验组患者βＨＣＧ水
平高于治疗前，实验２组患者βＨＣＧ水平高于实验１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成员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的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血清因子Ｐ（ｎｇ／ｍｌ） βＨＣＧ（ｍＩＵ／Ｌ）

实验１组 治疗前 ２６２５±７９３ ４８５０６２５±３０９６７０４

治疗后 ３０５１±８６２ １００２５３５３±６４１１３５２

实验２组 治疗前 ２６７８±７２３ ４８４２６１３±３１００７１２

治疗后 ３６６６±８９２ １４３５４８７５±７７９５０３０

对照组 ４５４８±１４０２ １５１４１０４７±７８９０８３２

２２　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实验１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７８９％）显著低于实验２组

治疗总有效率（９０３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２个实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总有效

实验１组 ５２ １１（２１２）１５（２８８）１２（２３１）１４（２６９）４１（７８８）

实验２组 ５２ ５（９６） １０（１９２）１５（２８８）２２（４２３）４７（９０４）

２３　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症状缓解和消失时间比较
实验２组患者症状缓解时间和症状消失时间均显著低于实

验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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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个实验组患者症状缓解和消失时间比较（ｈ，珋ｘ±ｓ）

组别 临床症状缓解时间 临床症状消失时间

实验１组 ３８３１±５９６ ８９３０±８３６

实验２组 １９４５±３９８ ４２３５±５３０

２４　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比较
治疗后，实验１组患者不良反应率为５１９％，实验２组患

者不良反应率为３２７％，实验 ２组患者显著低于实验 １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２个实验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肠胃反应
肝功能

损伤
头疼 瘙痒 不良反应

实验１组 ５２ １３（２５０） ３（５８） ５（９６） ６（１１５）２７（５１９）

实验２组 ５２ ９（１７３） ２（３８） ３（５８） ３（５８）　１７（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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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流产是指胚胎重量小于１千克，妊娠期不超过２８周结束妊

娠。流产根据妊娠时间不同可以分为早期流产和晚期流产，也

可以分为自然流产和人工流产，在妊娠期发生自然流产的概率

占总流产的１／７，严重威胁着孕妇的身心健康［３］。流产的发病

原因包括遗传因素、胚胎染色体数目异常或结构异常等，其中

染色体异常的胚胎占比在一半以上；同时也存在个别情况，染

色体异常的胚胎继续发育，但发育成的胎儿出生后往往是畸形

儿或者存在某些功能缺陷。此外，环境因素、生活中接触有害的

化学物质或物理辐射等，都会对胚胎有直接或间接的伤害，导

致流产；母体因素，如孕妇本身患有生殖器官疾病、外伤、内分泌

失调、免疫系统损害等，均会造成流产［４］。

血清因子Ｐ属于一种孕激素，主要的分泌场所是卵巢黄
体，它是妊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激素，主要作用是促进子宫内

膜从增殖期完成向分泌期的转变，在形态学上影响子宫内

膜［５］。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属于一种糖蛋白，包括α和
β２种糖蛋白，完整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的产生全部是在胎
盘绒毛膜的合体滋养层上，分泌的场所是胎盘滋养细胞层中的

过渡性细胞和合体细胞［６］。ＨＣＧ的功能具有卵泡生成激素
（ＦＳＨ）和黄体生成激素（ＬＨ）共同的作用，维持或延长月经黄体
的生命，促进月经黄体变大转变为妊娠黄体；促进雌激素的转

化，孕酮刺激形成。ＨＣＧ可以依附于合体滋养细胞层表面，保
护胚胎不被母体的淋巴细胞破坏；还可以与母体中甲状腺细胞

ＴＳＨ受体结合，提高甲状腺活性［７］。ＨＣＧ分泌生成的时间一般
是怀孕１０～１４ｄ之后，当受精卵进入母体血液中第８周时，ＨＣＧ
会迅速增加达到最大值，第１８～２０周时浓度会逐渐降低，之后
保持稳定。朱学菁［８］的研究指出，一般情况下，正常怀孕之后

βＨＣＧ每２ｄ会有大于６０％的增加量，如果增加量小于６０％，就
可能是宫内胚胎发育不良以致引起流产。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逐渐成熟，专家学者总结了大

量的临床经验，在治疗流产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目前，治

疗流产的药物主要有米非司酮片、前列腺素、孕酮激素、地屈孕

酮等，其中孕酮激素是治疗流产最常用的药物。孕酮激素又名

黄体酮，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子宫内膜上的腺体生长、膜壁增厚，

使子宫充血，为孕卵进入子宫创造发育环境；受精卵在进入子

宫后会形成胎盘，抑制妊娠子宫兴奋和活动，对子宫起到镇静

作用；促进胚胎安全生长发育；孕酮激素和雌性激素有协同作

用，孕酮激素在雌激素的基础上会促进乳房的成熟发育［９１０］。

地屈孕酮有效地促进子宫内膜恢复，预防子宫内膜发生增生和

癌变。

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是妊娠过程中胎盘形成的主要物质，任
何原因造成的流产都会减少其分泌，降低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
平［１１］。本研究中可见，治疗前，实验１组和实验２组患者血清
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因
子Ｐ、βＨＣＧ水平均高于治疗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血清因子Ｐ主要是由卵巢黄体产生，高水平血清因
子Ｐ可以抑制子宫的兴奋，减轻子宫活动，妊娠初期血清因子Ｐ
激素对胎儿具有保护作用，可以减少流产发生。βＨＣＧ可以促
进黄体转变，βＨＣＧ水平降低会抑制黄体的转变，从而减少血

清因子Ｐ分泌，降低血清因子Ｐ的水平。这说明血清因子Ｐ、β
ＨＣＧ因子可以有效反映胚胎在妊娠期的健康状况，可以作为判
断早期流产的重要指标，这与白雪梅等［１２］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治疗后，２个实验组患者血清因子 Ｐ、βＨＣＧ水平高于治疗前，
实验２组患者因子 Ｐ、βＨＣＧ水平高于实验１组患者。这说明
经过孕酮激素治疗流产的效果高于地屈孕酮，且２种药物均对
患者血清因子 Ｐ、βＨＣＧ水平有促进作用，可以改善患者状
况［１３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２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
于实验１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显著低于实验１组。这说明孕酮
激素治疗流产效果显著，安全性高。同时，实验２组患者症状缓
解时间和症状消失时间显著低于实验１组患者。这说明孕酮激
素与地屈孕酮相比，可以缩短治疗时间，减轻对患者造成的身心

伤害［２］。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比较分析采用不同药物治疗流产效

果，得出孕酮激素对患者血清因子 Ｐ、βＨＣＧ水平有促进作用，
治疗效果显著，安全性较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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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妊娠相关蛋白 Ａ的表达
与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分析
陈汉华

湖北省黄石市第二医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与妊娠相关蛋白 Ａ（ＰＡＰＰＡ）的表达与复发性流产
（ＲＳＡ）的相关性。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湖北省黄石市第二医院妇产科门诊部和住院部就
诊的１４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流产情况分为正常早孕组６０例（正常组）、稽留流产组２０例（稽留租）
和复发性流产组６０例（复发组），取三组产妇的血清与绒毛组织样本，检测ＶＥＧＦ与ＰＡＰＰＡ表达情况，并进
行相关性与诊断价值判定分析。结果：复发组与稽留组的血清ＶＥＧＦ水平高于正常组，ＰＡＰＰＡ水平低于正
常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复发组与稽留组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
常组、稽留组、复发组产妇的绒毛组织ＶＥＧＦ阳性率分别为２３３％、７５０％和５００％，ＰＡＰＰＡ阳性率分别为
７５０％、３００％和５００％，两两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复发组产妇的血清和绒毛组织中，
ＶＥＧＦ与ＰＡＰＰＡ的表达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性（ｒ＝－０５３３，－０３９８，Ｐ＜００５）。１４０例产妇中，血清ＶＥＧＦ、
ＰＡＰＰＡ联合检测诊断ＲＳＡ的敏感性、阴性预测值显著高于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的单一检测敏感性（Ｐ＜
００５）。结论：ＰＡＰＰＡ表达减少能够对ＶＥＧＦ促血管生成起到阻碍作用，从而对孕早期胎盘的发育产生影
响，最终诱发ＲＳＡ的发生，检测ＰＡＰＰＡ和ＶＥＧＦ的表达情况可以有效鉴别与诊断ＲＳＡ。

【关键词】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妊娠相关蛋白Ａ；复发性流产；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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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ＶＥＧＦａｎｄＰＡＰＰＡ（ｒ＝－０５３３，－０３９８，Ｐ＜００５）．Ｉｎ
ｔｈｅ１４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ａｎｄ
ＰＡＰＰＡ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ＲＳＡ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ｓｅｒｕｍＶＥＧＦａｎｄＰＡＰＰＡ（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ＰＡＰＰ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ｎｈｉｎｄｅｒｔｈｅ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ＶＥＧＦ，ｓｏｉｔｃａｎｆｕｒｔｈｅｒ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ｖｉｌｌｉ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ｓｏｉｎｄｕｃｅ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ＲＳＡ．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ＰＰＡａｎｄＶＥＧ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ｎａｌｓｏ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ＲＳ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
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自然流产，指的是妊娠小于 ２８周且胎儿的体重低于 １０００ｇ，此时妊娠终止。若连续出现３次或３次以上自然流产，
则称为复发性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ｓ，ＲＳＡ）［１２］。
调查结果显示，ＲＳＡ的发生率一般约占生育年龄层妇女的１％
～５％，占流产总数的１５％ ～２０％［３］。特别是随着流产次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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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ＲＳＡ的发生率也会逐渐增加［４］。ＲＳＡ的病因比较复杂，
涉及到感染性疾病、内分泌因素、免疫功能异常、解剖因素、染色

体因素等，也可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５６］。有关研究

表明，正常妊娠依赖于充足的胎盘循环和胎儿脉管系统，特别

是功能血管网络在发育过程中，非常依赖各个生长因子之间的

协调作用，而胎盘脉管系统发生异常就可能引发 ＲＳＡ［７８］。在
早期妊娠中，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
ｔｏｒ，ＶＥＧＦ）基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血管生成重要的调节
因子之一，包括刺激胚胎血管发育、滋养层细胞的增殖、母体和

子宫中胎儿的血细胞生长［９］。妊娠相关蛋白 Ａ（ＰＡＰＰＡ）与妊
娠的关系极为密切，它是一种大分子糖蛋白，其表达水平高低

可以准确反映滋养细胞的活性状态［１０１１］。本研究探讨了ＶＥＧＦ
和ＰＡＰＰＡ与ＲＳＡ的相关性，论述了两者在鉴别诊断ＲＳＡ的价
值。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在
我院妇产科门诊部和住院部就诊的１４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流产情况将其分为正常早孕组６０例（正常组）、稽留流产
组２０例（稽留租）与复发性流产组 ６０例（复发组）。

正常组纳入标准：无服药、病毒感染史，无其他内科疾病；此

次妊娠期间没有任何流产的先兆及特征；进行 Ｂ超检查未发现
胚胎异常；７周≤孕周＜２７周；此次妊娠之前妊娠正常且有分娩
史，没有死产、死胎等。

稽留租纳入标准：符合稽留流产的诊断标准；孕周范围４周
～１２周之间，包括４周；过去有明确的停经史，符合月经规律，
未发生任何症状；经过Ｂ超检查，发现胚胎的发育已经停止；有
染色体、免疫、内分泌等因素的异常；妇科检查排除宫颈病变引

起的阴道流血。

复发组纳入标准：符合复发性流产的诊断标准；７周≤孕周
＜２７周；既往月经规律；无心脑血管、甲状腺、免疫系统等疾病
史；妇科检查和Ｂ超检查无异常，血常规、凝血功能正常；近期
无用药、手术、重大疾病史；妇科检查排除宫颈病变引起的阴道

流血。

三组排除标准：参与其他药物临床试验产妇；有口服过避

孕药；患过血液系统相关疾病。

三组产妇均知情且签署相关同意书，此次研究获得医院伦

理委员会审批通过。三组产妇的年龄、孕周、孕次、产次等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周） 产次（次） 孕次（次）

正常组 ６０ ２６７０±３４８ ８７５±０９８ １４５±０４５ ０６０±０３１

稽留组 ２０ ２７４７±３３８ ８３７±Ｏ７０ １５０±０７２ ０５５±０２８

复发组 ６０ ２５５９±３４９ ８６４±１１１ １３９±０４４ ０５５±０３０

Ｆ值 — ０７８２ ０４２２ ０２１９ ０３３３

Ｐ值 — ０１８９ ０５１３ ０７１３ ０６２２

１２　血清指标检测
三组产妇早晨空腹时抽取２ｍｌ肘静脉血，放置１ｈ，然后以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的速度离心 １５ｍｉｎ，提取上层血清，并将其保存在
－７０℃的冰箱中。以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表达水
平，由检验科人员按照试剂盒说明书步骤进行操作，试剂盒购

自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绒毛组织检测
将三组产妇采集的绒毛组织用０９％生理盐水进行冲洗，

接着放置在４％甲醛液中，放置２４ｈ到４８ｈ，以石蜡进行包埋，将
其切成厚度４～５μｍ的切片。使用大连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的免疫
组化试剂盒检测切片，ＶＥＧＦ以棕黄色来表述阳性信号，存在胞
浆中。ＰＡＰＰＡ以棕黄色颗粒状表述阳性信号，存在胞浆中。
随机选择 ５个高倍视野观察切片，阳性细胞 ＜２０％为阴性
（－），阳性细胞为２１％～６０％为弱阳性（＋），阳性细胞为６１％
～９０％为中阳性（＋＋），阳性细胞９０％以上为强阳性（＋＋＋），
弱阳性＋中阳性＋强阳性／组内总样本数 ×１０００％ ＝阳性率。
由２位病理科医师进行盲法阅片与判定。采用即用型 Ｅｎｖｉ
ｓｉｏＴＭ试剂盒作为鼠抗人ＶＥＧＦ单克隆抗体工作液，从Ｕｓｂｉ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公司购买兔抗人ＰＡＰＰＡ单克隆抗体工作液。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以均数±标准

差来描述实验数据，对于计数资料则以频数及百分比表示，比较

方法为ｔ检验与χ２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ｏｎ相关分析，进
行双侧检验，以α＝００５为检验水准。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血清指标比较

复发组与稽留组产妇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高于正常组，
ＰＡＰＰＡ水平低于正常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复发组与稽留组相应比较，其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产妇血清指标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ＶＥＧＦ（ｐｇ／ｍｌ） ＰＡＰＰＡ（ｎｇ／ｍｌ）

正常组 ６０ ２２６４９±７８９１ ９８７±２１８

稽留组 ２０ ３０９１９±１２４８２ ５８９±２９２

复发组 ６０ ２４２９４±１１５２９ ７８２±１４９

Ｆ值 — ６８５５ ８１９３

Ｐ值 —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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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三组患者绒毛组织指标比较
正常组、稽留组、复发组产妇的绒毛组织ＶＥＧＦ阳性率分别

为２３３％、７５０％和 ５００％，ＰＡＰＰＡ阳性率分别为 ７５０％、
３００％和５００％，两两对比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产妇绒毛组织指标比较结果［ｎ（％）］

组别 例数 ＶＥＧＦ阳性率 ＰＡＰＰＡ阳性率

正常组 ６０ １４（２３３） ４５（７５０）

稽留组 ２０ １５（７５０）ａ ６（３００）ａ

复发组 ６０ ３０（５００）ａｂ ３０（５００）ａｂ

Ｆ值 — １９０８１ １５１１６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稽
留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产妇相关性分析
在复发组产妇的血清与绒毛组织中，ＶＥＧＦ与ＰＡＰＰＡ的表

达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性（ｒ＝－０５３３，－０３９８，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　三组产妇诊断价值对比

在１４０例产妇中，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联合检测诊断 ＲＳＡ
的敏感性、阴性预测值显著高于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的单一检
测敏感性（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１４０例产妇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联合及单一检测
诊断ＲＳＡ的价值比较结果（％）

　 检测指标 敏感性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ＶＥＧＦ ７２４ ８７９ ８２８ ７７２

ＰＡＰＰＡ ６８９ ８２９ ７７９ ７３０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 ９８６ａｂ ９２８ ９０８ ９８９ａｂ

　　Ｆ值 ６２８４ ０５６３ １３３４ ５９１１

　　Ｐ值 ００１７ ０３４４ ０１９４ ００２１

　　注：标有“ａ”相表示，与正常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稽
留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妊娠发生流产１次的概率为１５％左右，其中有１％～５％的

产妇可以出现ＲＳＡ。现阶段，医学界还没有明确ＲＳＡ的具体发
病机制，也缺乏确切指标对ＲＳＡ进行预测，因此，难以有效提高
保胎率，给产妇的身心状态带来极大的痛苦和伤害［１２１３］。

有关研究表明，胎盘膜、胎儿体内和子宫内膜的血管生长

是胚胎发育的主要特征，建构胚胎着床及侵入的主要基础就是

血管化与血管发生，丰富、完善的血管网能够为胎儿发育成长

提供保障［１４］。其中，细胞滋养、细胞分化能够生成间质滋养细

胞与合体滋养细胞，而间质滋养细胞浸润螺旋小动脉，取代血

管内皮细胞，合体滋养细胞主要负责与母血进行营养物质和气

体交换［１５］。ＶＥＧＦ是一种细胞生长因子，其在胚胎组织种植、

发育等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ＶＥＧＦ的结构是二硫键
交联而形成糖蛋白二聚体，能够极大地促进内皮细胞的分化、迁

移以及浸润和增生，使血管的通透性增加。ＰＡＰＰＡ作为大分
子糖蛋白，与妊娠存在一定关联，在妊娠维持、胎儿发育等过程

中起到关键作用。从孕期４周起，其血清浓度的提升速度大大
超过βＨＣＧ，为此可以用于检测早孕情况［１６１７］。本研究结果显

示，复发组与稽留组产妇的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高于正常组产妇，
ＰＡＰＰＡ水平低于正常组产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复发组产妇的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水平与稽留组比
较，其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组、稽留组、复发组
产妇的绒毛组织 ＶＥＧＦ阳性率分别为 ２３３％、７５０％和
５００％，ＰＡＰＰＡ阳性率分别为７５０％、３００％和５００％，两两
比较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这提示流产的发生
可能与ＶＥＧＦ增高与 ＰＡＰＰＡ降低有关，具体机制可能是低浓
度的ＰＡＰＰＡ通过抑制 ＶＥＧＦ的促血管生成，对胎盘生成绒毛
血管产生影响，进而引发流产。有关研究发现，在胚胎停育初，

绒毛当中ＰＡＰＰＡ蛋白、ＶＥＧＦ与血清中具有相同的检测结果，
这表明两者变化就是引起胚胎停育的重要原因［１８１９］。

ＲＳＡ与稽留流产早期症状具有相似性，为此在临床上需要
加强鉴别诊断。目前，临床上经常应用血清 βＨＣＧ测定、阴道
Ｂ超等对妊娠进行早期诊断，但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ＶＥＧＦ
是针对内皮细胞的促细胞分裂剂和存活因子，在胎儿和胎盘的

血管生成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临床研究显示，ＲＳＡ产妇胎盘滋
养层的ＶＥＧＦ免疫反应性减弱，这表明 ＶＥＧＦ在妊娠早期血管
发育中起到关键作用，特别是 ＶＥＧＦ与壁层蜕膜当中血管密度
的增加与早期流产存在一定关系［２０］。有关研究发现，动物模型

若不具备ＶＥＧＦ，经常会在胚胎发育的１１ｄ至１２ｄ死亡，而胚胎
停育的原因是在形成早期血管时存在障碍［２１］。ＰＡＰＰＡ在配子
早期发育、受精卵着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是由胎盘合体滋养

细胞和蜕膜细胞合成及分泌的大分子糖蛋白；同时，ＰＡＰＰＡ还
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ＧＦｓ）的蛋白酶，而ＩＧＦｓ可以显著促进细
胞的有丝分裂过程，具有调节胎盘生长速度、胚胎组织形成等生

理学作用［２２］。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复发组产妇的血清和绒毛组

织中，ＶＥＧＦ和 ＰＡＰＰＡ的表达都呈现显著负相关性（Ｐ＜
００５）；在１４０例产妇中，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联合检测诊断
ＲＳＡ的敏感性、阴性预测值显著高于血清 ＶＥＧＦ、ＰＡＰＰＡ的单
一检测敏感性（Ｐ＜００５）。不过，血管生成尽管是妊娠维持的
基本条件，然而，ＲＳＡ产妇母胎血管发育和生长异常与 ＶＥＧＦ、
ＰＡＰＰＡ的相关性还有待分析［２３］。有关研究表明，ＶＥＧＦ／
（ＰＡＰＰＡ×Ｐ）对稽留流产、异位妊娠有着良好的鉴别和诊断价
值［２４］，其为ＲＳＡ的病因和治疗提供了方向。

总之，ＰＡＰＰＡ表达减少能够对ＶＥＧＦ具有的促血管生成产
生阻碍，从而对孕早期胎盘的发育产生影响，最终诱发 ＲＳＡ的
发生，检测ＰＡＰＰＡ和 ＶＥＧＦ的表达情况可以有效鉴别与诊断
Ｒ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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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陈徐（１９７２—），女，副主任医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不同治疗方式在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中的效果
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比较
陈徐１　龚阳１　谢兰２

１崇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２３０
２四川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　目的：观察与比较不同治疗方式在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中的效果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
方法：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崇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５１例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
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分为Ａ组（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组）、Ｂ组（宫腔球囊填塞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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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组（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组），每组均为１７例患者。统计与比较三组患者止血效果、止血时间、
术中出血量、术后２４ｈ出血量及手术后不同时间的卵巢血流参数和性激素表达水平。结果：Ｂ组和Ｃ组患者
的止血总有效率高于Ａ组患者（Ｐ＜００５），止血时间短于Ａ组患者（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和术后２４ｈ出血
量均小于Ａ组患者（均Ｐ＜００５），术后不同时间的卵巢血流参数和性激素表达水平显著优于Ａ组患者（Ｐ＜
００５），而Ｂ组和Ｃ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宫腔球囊填塞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
血和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在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中的疗效优于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且对患者

性激素表达的不良影响较小，因此适用于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

【关键词】　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宫颈缝扎止血；难治性产后出血；性激素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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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是严重危及产妇生命安全的一类产后并发症，是
导致产妇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难治性产后出血是产后出

血经保守治疗无效的类型，临床危害更大，是产科治疗中的难

点与重点。近年来，有关临床中采用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治

疗的研究不断增多［１］，然而效果仍有欠缺，提升的空间依然存

在，因此，联合宫颈缝扎或Ｂｌｙｎｃｈ缝合的研究逐步增多［２］。但

是，有关上述治疗方式的综合效果差异的研究仍然相对不足，

尤其是对患者术后机体状态，如生殖系统，包括性激素等相关

方面影响的研究极为少见。本研究就上述不同治疗方式在难

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中的效果及其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进行观

察与比较，以为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治疗方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崇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５１例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将
其分为Ａ组（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组）、Ｂ组（宫腔球囊填塞
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组）和Ｃ组（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

组），每组均为 １７例患者。Ａ组患者中，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４０
岁，年龄（２８５±７９）岁，孕周范围３６５～４２０周，孕周（３９９±
０８）周，其中经产妇４例、初产妇１３例。Ｂ组患者中，年龄范围
２１岁～４０岁，年龄（２８９±７６）岁，孕周范围３６０～４２５周，孕
周（４０１±０７）周，其中经产妇５例、初产妇１２例。Ｃ组患者
中，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１岁，年龄（２８１±７７）岁，孕周范围３６０
～４２０周，孕周（４０２±０８）周，其中经产妇 ５例、初产妇 １２
例。三组患者的年龄、孕周和分娩史等数据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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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０岁及以上；积极配合治疗及相关检查
者；常规出血治疗无效者。

排除标准：年龄在２０岁以下者；凝血异常相关疾病者；精神
异常不能有效配合治疗检查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常规按摩子宫及应用缩宫
素等药物。Ａ组患者进行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将球囊置入，
确保穿过整个宫颈和内口并到达宫底，同时以无菌溶液充入，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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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入边观察出血情况，直至出血停止，最大充入量不超过

５００ｍｌ，采用纱布填入阴道后穹窿，球囊留置时间在２４ｈ之内。Ｂ
组患者则进行宫腔球囊填塞与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宫腔球囊填
塞治疗与Ａ组一致，采用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术进行治疗，首先将
子宫从腹腔取出，双手用力握子宫，出血减少后，探查子宫出血

点，然后进行缝合，穿针点分别为子宫右侧下缘且距离切口约

３０ｃｍ处、切口的上缘、距离边缘部位大约４０ｃｍ处及子宫底与
右宫角部位、后壁等，并将右侧骶韧带进行缝合处理，出针点则

位于右侧后壁。Ｃ组患者采用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
宫腔球囊填塞治疗与 Ａ组一致，然后进行宫颈缝扎术，常规外
阴、宫颈及阴道消毒处理后，将宫颈充分暴露，于宫颈和阴道穹

隆下进行宫颈缝扎，进针要穿透宫颈黏膜，注意缝针位置。统计

与比较三组患者止血效果、止血时间、术中出血量（浸润纱布，

进行称重计算）、术后２４ｈ出血量和手术后不同时间的卵巢血
流参数及性激素表达水平。

１２２　检测方法　手术后６周和１２周时分别检测三组产妇的卵
巢血流参数及性激素表达水平，其中卵巢血流参数检测指标为ＲＩ、
ＰＩ和ＰＳＶ，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进行检测；性激素检测指标为ＦＳＨ、
ＬＨ和Ｅ２，主要为采集患者的空腹静脉血送检，离心后取血清进行
检测（酶联免疫法定量检测），然后统计不同时间点的检测结果。

检测过程均由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进行操作检查和检测。

１３　评价标准
以患者治疗后出血得到迅速控制，相关临床症状体征恢复

为显效；以患者治疗后出血显著减少，相关临床症状体征也有

所改善为有效；以患者治疗后出血未见明显减少或出血量增

多，相关临床症状体征未见改善或进一步加重为无效［３］。显效

率＋有效率＝总有效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珋ｘ±ｓ）的
检验方式为ｔ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
料［ｎ（％）］的检验方式为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的止血效果比较

Ｂ组和Ｃ组患者的止血总有效率高于Ａ组患者，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组与 Ｃ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止血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Ａ组 １７ ５（２９４） ５（２９４） ７（４１２） １０（５８８）

Ｂ组 １７ ８（４７１） ８（４７１） １（５９）　 １６（９４１）

Ｃ组 １７ ９（５２９） ７（４１２） １（５９）　 １６（９４１）

χ２值 — — — ９７１４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的止血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２４ｈ出血量比较
Ｂ组和Ｃ组患者的止血时间短于 Ａ组患者（Ｐ＜００５），术

中出血量和术后２４ｈ出血量均小于Ａ组患者（均 Ｐ＜００５），而
Ｂ组和Ｃ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的止血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２４ｈ
出血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止血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２４ｈ
出血量（ｍｌ）

Ａ组 １７ ４５６８±５７９ ４５６３７±４２６８ ４９９０４±５４１６

Ｂ组 １７ ２１２９±３０２ ３２０１５±３５４６ ４８２７２±５２５６

Ｃ组 １７ ２０３５±２４５ ３１６２５±３４７３ ３３４６９±４１３５

Ｆ值 ６７７３ ８１２１ ７６５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卵巢血流参数比较
手术后６周和１２周，Ｂ组和Ｃ组患者的卵巢血流参数ＰＳＶ、

ＰＩ和ＲＩ均优于Ａ组患者（均Ｐ＜００５），而Ｂ组和Ｃ组患者的上
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卵巢血流参数比较（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ＰＩ ＲＩ

术后６周

Ａ组 １７ ８１２±０９５ ０８０±０１１ ０５０±００４

Ｂ组 １７ １１３２±１５３ １０５±０１８ ０６２±００７

Ｃ组 １７ １１４５±１６２ １０７±１２０ ０６５±００８

Ｆ值 ７１２０ ６６７３ ８０５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１２周

Ａ组 １７ １００７±１２２ １０１±０１５ ０５５±００６

Ｂ组 １７ １３９８±１６９ ０９９±０１４ ０７０±００９

Ｃ组 １７ １４０４±１７３ １２２±０２８ ０７２±０１０

Ｆ值 ８０７５ ７７８１ ７０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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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三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性激素表达水平比较
手术后６周和１２周，Ｂ组和Ｃ组患者的性激素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表达水平均优于Ａ组患者（均Ｐ＜００５），而Ｂ组和Ｃ组患者
的上述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的性激素表达水平比较（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术后６周

Ａ组 １７ ３２３５±４６３ ４５４５±５６７ １３８４５±１６７３

Ｂ组 １７ １３９５±２３７ ３０１２±４０３ １８５１２±２０６８

Ｃ组 １７ １３５６±２２３ ３１３５±４１０ １８６７６±２１３３

Ｆ值 ８７５１ ７７３６ １０３８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术后１２周

Ａ组 １７ ２２４３±２８７ ４０３５±４８８ １６３３７±１８９５

Ｂ组 １７ １１２９±２０２ ２４７５±３６３ ２０６０１±２３７３

Ｃ组 １７ １０９５±１８４ ２３４５±３８６ ２０８１４±２３６８

Ｆ值 ９４２１ ８７８６ １１３８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产后出血作为产科严重并发症，可以由宫缩乏力、产道损

伤等多种因素导致，是产后危及产妇生命安全的一类严重情

况，因此临床对产后出血的重视程度极高，且本类情况的时效

性要求较高［４］。难治性产后出血是产后出血中极为严重的一

类，对于时效性要求更高。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大量出血对机体

多系统器官，尤其是生殖系统造成较大危害，而卵巢功能是生

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５６］，因此性激素的表达水平也是产后

出血尤其是严重产后出血患者受影响较为明显的方面［７］。此

外，对于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的治疗方式的研究结果显示，较

多治疗方式可以引起卵巢血供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卵巢功能状

态，导致与卵巢相关的性激素表达水平进一步受到影响［８９］。

近年来，有关临床中采用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方式治疗的研

究不断增多，在取得较好效果的同时，疗效提升的空间仍然较

大［１０１３］，因此采用联合治疗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宫腔球囊

填塞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均是
临床应用较多的治疗方式［１４１５］，在对其疗效给予肯定的同时，

发现有关上述治疗方式对患者性激素表达水平影响的研究十

分不足，因此，开展上述治疗方式对患者生殖系统较长时间的

不良影响的研究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中，我们就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宫腔球囊填塞

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在难治性
产后出血患者中的效果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

析。结果显示，宫腔球囊填塞与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血、宫腔球囊填
塞与宫颈缝扎止血在难治性产后出血的临床总有效率显著高

于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同时，止血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

２４ｈ出血量也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患者手术后的卵巢血流参
数和性激素表达水平也相对更好。这说明上述２类联合治疗的
应用价值更高，不仅具有更好的治疗效果，而且对生殖系统的

不良影响也相对更小，主要表现为对卵巢功能等方面的不良影

响更小。这可能与上述２类方式对卵巢血供的尽早有效降低与
控制了卵巢损伤有关，因此与之相关的性激素也相对表达更

好［１６１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宫腔球囊填塞与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止
血和宫腔球囊填塞与宫颈缝扎止血在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中

的疗效优于宫腔球囊填塞压迫止血，且对患者性激素表达的不

良影响较小，因此更为适用于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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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冯敏清（１９８５—），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妇科疾病的高强度聚焦超声诊治
△【通讯作者】陈向东（１９７０—），女，主任医师、硕士，Ｅｍａｉｌ：３８２１６７５５＠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ＨＩＦＵ治疗子宫肌瘤对卵巢功能的影响
冯敏清　张汝坚　陈向东△　郑玉华　陈莉婷　王浩　陆红梅　徐智立
佛山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高强度聚焦超声（ＨＩＦＵ）治疗子宫肌瘤对卵巢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择２０１５年７
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于佛山市妇幼保健院行ＨＩＦＵ治疗的６０例子宫肌壁间肌瘤患者进行研究，根据年龄不同分
为三组，Ａ组（２０岁～３０岁）２０例；Ｂ组（３０岁～４０岁）２０例；Ｃ组（４０岁 ～５０岁）２０例。三组均行 ＨＩＦＵ治
疗，通过１年随访，比较三组术前、术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１２个月时抗苗勒管激素（ＡＭＨ）、促卵泡生成数
（ＦＳＨ）、抑制素Ｂ（ＩＮＨＢ）、窦状卵泡数（ＡＦＣ）的变化，并比较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和受孕率。结果：三组不
同时间点ＡＭＨ、ＦＨＳ、ＩＮＨＢ、ＡＦＣ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三组术后３个月时ＡＭＨ、ＩＮＨＢ、
ＡＦＣ较术前比较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时，三组 ＡＭＨ、ＩＮ
ＨＢ、ＡＦＣ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术后３个月时ＦＳＨ较术前比较均显著升高，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Ａ组、Ｂ组在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２个月时，ＦＳＨ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Ｃ组术后６个月ＦＳＨ仍明显高于术前（Ｐ＜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时 ＦＳＨ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术后均未出现神经损伤等严重不良反应，三组阴道流血、皮肤烫、下腹胀痛、腰骶
部疼痛发生率分别为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随访１年内显示，Ａ组受孕率为２５００％（５／
２０）、Ｂ组为１５％（３／２０）、Ｃ组为５００％（１／２０），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不同年龄
段子宫肌瘤患者中使用ＨＩＦＵ治疗对卵巢功能的影响均较小，且术后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

【关键词】　高强度聚焦超声；不同年龄段；子宫肌瘤；卵巢功能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ＦＵｏｎ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　ＦＥＮＧＭｉｎｑ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Ｒｕｊｉａｎ，
ＣＨＥＮＸｉ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Ｙｕｈｕａ，ＣＨＥＮＬｉｔｉｎｇ，ＷＡＮＧＨａｏ，ＬＵＨｏｎｇｍｅｉ，ＸＵＺｈｉｌ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
ｇｙ，Ｆｏｓｈａ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ｏｓｈａｎ５２８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ＦＵｏｎ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
ｂｒｏｉｄ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ｎｔｒａｍｕｒａｌｍｙｏｍａｏｆｕｔｅｒｕ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ｌ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３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ａｇｅ，２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２０～３０
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２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３０～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ｎｄ２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４０～５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ＦＵ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ｐｆｏｒａｙｅａｒ．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ｎｔｉＭｕ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ＭＨ），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ｉｎｈｉｂｉｎＢ（ＩＮＨＢ）ａｎｄａｎｔｒ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ｎｕｍｂｅｒ（ＡＦＣ）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３，６ａｎｄ
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ＭＨ，ＦＳＨ，ＩＮＨＢａｎｄＡＦＣ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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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ｉｍｅｐｏｉｎｔｓ（Ｐ＜００５）．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ＭＨ，ＩＮＨＢａｎｄＡＦＣ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ＡＭＨ，ＩＮＨＢａｎｄＡＦＣｏｆ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ｂｅ
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ＳＨｏｆ
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ＦＨ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ａｔ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
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ＦＨ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１２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
＞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ｅｒ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ｎｅｒｖｅｉｎｊｕｒｙ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ｓｋｉｎｐｅｒｍ，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ｄｉｓ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ｉｎ，ｌｕｍｂｏｓａｃｒａｌｐａｉｎａｍ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１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Ｃｗａｓ２５００％ （５／
２０），１５００％ （３／２０）ａｎｄ５％ （１／２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ＨＩＦＵ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ｉｔｔｌ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ｉｇｈ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ｏｃｕｓ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Ｕｔｅｒｉｎｅｆｉｂｒｏｉｄｓ；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子宫肌瘤是妇科中较为常见的良性肿瘤，手术是该病中的
一种重要治疗手段，随着近年来微创技术的不断发展，高强度

聚焦超声（ＨＩＦＵ）已广泛应用于该病的治疗，并有较多研究指
出，该方式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且可保留盆底生殖功能器官

的完整及卵巢血供，术后３个月则可恢复备孕，是种相对安全、
有效的术式［１２］。但有研究指出，ＨＩＦＵ属于一种机械波，虽然
不会有电离辐射，但若辐照到卵巢组织也可能会对其产生一定

影响，继而影响到卵巢功能［３］。随着晚婚晚育观念的改变和二

胎政策的实施，高龄孕产妇的逐年增加，高龄子宫肌瘤患者对

生育的要求也极为迫切。目前临床上对于 ＨＩＦＵ是否会对子宫
肌瘤患者（尤其高龄患者）远期卵巢功能及生育需求产生影响

的报道仍较少，而学术界普遍认为抗苗勒管激素（ＡＭＨ）、促卵
泡生成数（ＦＳＨ）、抑制素 Ｂ（ＩＮＨＢ）、窦状卵泡数（ＡＦＣ）在评价
卵巢储备功能中作用关键［４５］。因此，本研究通过对 ＡＭＨ、
ＦＳＨ、ＩＮＨＢ、ＡＦＣ等指标的观察，分析 ＨＩＦＵ对不同年龄行子宫
肌瘤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７月于佛山市妇幼保健院行
ＨＩＦＵ治疗的６０例子宫肌瘤患者进行研究，研究已获得佛山市
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纳入标准：①确诊为子宫肌
壁间肌瘤［６］，肿瘤直径≥２ｃｍ，符合手术适应证；②非月经期；③
合并盆腔炎者在炎症控制后实施手术；④佩戴节育环者在节育
环取除３ｄ后实施手术；⑤近３个月内未有激素类药物服用；⑥
未绝经，有生育要求；⑦对此研究知情同意，并完成随访。排除
标准：①合并宫颈恶性病变、子宫肉瘤样变等；②合并严重器官
器质性病变，难以控制的高血压等；③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史；
④胶原结缔组织５病史、下腹部放疗史；⑤合并生殖道、盆腔急
性炎症；⑥超声通道有异物置入；⑦难以俯卧１小时者。根据年
龄不同分为三组，Ａ组（２０岁 ～３０岁）２０例，年龄（２５８６±
１９６）岁；病程范围１年～８年，病程（４２９±１８５）年；肿瘤直径
范围２ｃｍ～７ｃｍ，肿瘤直径（３８９±１０５）ｃｍ；单发１４例，多发６
例。Ｂ组（３０岁 ～４０岁）２０例，年龄（３５１７±２０６）岁；病程范
围１年～９年，病程（４４８±１７４）年；肿瘤直径范围３ｃｍ～８ｃｍ，
肿瘤直径（４０６±０９４）ｃｍ；单发１５例，多发５例。Ｃ组（４０岁

～５０岁）２０例，年龄（４６０９±１７４）岁；病程范围２年～９年，病
程（４３７±１８０）年；肿瘤直径范围２ｃｍ～８ｃｍ，肿瘤直径（３７９
±１２８）ｃｍ；单发１３例，多发７例。三组病程、肿瘤直径范围及
肿瘤个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术前皮肤准备：备皮、超声通道皮肤的脱脂脱气；肠道准备：

术前２ｄ给予半流质饮食，术前１ｄ给予全流饮食，并导泻，防止
术中图像干扰和肠道损伤。手术过程：患者采取俯卧位，注射给

予咪达唑仑、芬太尼等镇痛药物，留置导管，使用 ＪＣ２００型高强
度聚焦超声肿瘤治疗仪（重庆海扶技术有限公司）进行治疗，在

超声监控下，向膀胱内注水，令病变部位暴露并推开肠道，确定

治疗层面和范围；治疗仪参数频率设置为０８５Ｈｚ，定点１～２ｓ，
间隔２ｓ～４ｓ，定点可持续２０ｓ～４０ｓ，功率为３００ｗ～４００ｗ；手术过
程中根据患者反应对功率、间隔休息时间等进行调整。治疗结

束判定：①治疗区有扩散性团块状灰度增加表现；②治疗区有整
体灰度改变，并进行即刻彩超检查病灶内部未出现明显血流信

号。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术前、术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１２个月时，采集月经期３ｄ～

５ｄ时３ｍｌ空腹静脉血，使用化学发光法对 ＡＭＨ、ＦＳＨ、ＩＮＨＢ的
进行检查，试剂盒购于上海西门子医学诊断产品有限公司；并在

月经周期第２ｄ～４ｄ之间，使用Ｂ超对ＡＦＣ进行检测，直径２ｍｍ
～１０ｍｍ的卵泡为窦卵泡，两侧卵巢的卵泡数减去＞１０ｍｍ的卵
泡则为ＡＦＣ；记录术后不良反应；记录随访１年内受孕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以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不同时间点比较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使

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ＡＭＨ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时ＡＭＨ较术前比较均显著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但在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时，ＡＭＨ和
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不同时间点ＡＨＭ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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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ＡＭＨ比较（珋ｘ±ｓ，ｎｇ／ｍｌ）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Ａ组 ２０ ３６８±０７９ ２９６±０６２ａ ３６１±０８３ ３６９±０８１

Ｂ组 ２０ ２４５±０４０＃ １８９±０４１ａｂ ２４９±０３７ｂ ２４３±０４５ｂ

Ｃ组 ２０ １６６±０２６＃△ １０５±０２３ａｂｃ １５９±０３３ｂｃ １６８±０２５ｂｃ

组间 　　　　　 Ｆ＝２６９４５，Ｐ＝００００

不同时间点 　　 Ｆ＝２１８５３，Ｐ＝００００

组间，不同时间点 Ｆ＝３９５６１，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ＦＳＨ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时ＦＳＨ较术前比较均显著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Ａ组、Ｂ组在术后６个月、术后
１２个月时，ＦＳＨ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

组术后６个月ＦＳＨ仍明显高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１２个月时ＦＳＨ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三组不同时间点 ＦＳＨ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ａｌ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ＦＳＨ比较（珋ｘ±ｓ，ＩＵ／Ｌ）

组别 例数 χ２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Ａ组 ２０ ７１８±１２７ ８９４±１４０ａ ７２５±１２２ ７３０±１１７

Ｂ组 ２０ ８４５±１３６ｂ ９４２±１５２ａｂ ８３９±１５７ｂ ８４０±１３２ｂ

Ｃ组 ２０ ８９８±１４４ｂｃ １１９７±１７７ａｂｃ １０２１±１５６ａｂｃ ９１４±１２０ｂｃ

组间 　　　　　 Ｆ＝６６８４１，Ｐ＝００００

不同时间点 　　 Ｆ＝８５９４１，Ｐ＝００００

组间，不同时间点 Ｆ＝５３７５５，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ＩＮＨＢ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时 ＩＮＨＢ较术前比较均显著降低，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但在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

时，ＩＮＨＢ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不同
时间点ＩＮＨＢ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３　三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ＩＮＨＢ比较（珋ｘ±ｓ，ｐｇ／ｍｌ）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Ａ组 ２０ ４９９５±７８４ ４５１７±５２０ａ ４７８５±７４３ ５０１７±７７４

Ｂ组 ２０ ４５１８±５１８ｂ ４０１２±４７７ａｂ ４３８９±５８５ｂ ４４９７±５２９ｂ

Ｃ组 ２０ ４０３８±４５０ｂｃ ３４８６±４１６ａｂｃ ３９２０±４３３ｂｃ ４０４０±４１５ｂｃ

组间 　　　　　 Ｆ＝４８７６５，Ｐ＝００００

不同时间点 　　 Ｆ＝３９６５１，Ｐ＝００００

组间，不同时间点 Ｆ＝６３８１６，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ＡＦＣ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时ＡＦＣ较术前比较均显著降低，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但在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时，
ＡＦＣ和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不同时间
点ＡＦＣ比较均具有显著差异，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三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均未出现神经损伤等严重不良反应，三组阴

道流血、皮肤烫、下腹胀痛、腰骶部疼痛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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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ＡＦＣ比较（珋ｘ±ｓ，个）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Ａ组 ２０ ８１２±１４８ ７３９±１５７ａ ８２９±１６３ ８３３±１５４

Ｂ组 ２０ ７２２±１４２ｂ ６５９±１４６ａｂ ７１２±１７０ｂ ７３５±１４７ｂ

Ｃ组 ２０ ５１９±１１０ｂｃ ４１８±１６０ａｂｃ ４９９±１０６ｂｃ ５２５±１０６ｂｃ

组间 　　　　　 Ｆ＝３０９５６，Ｐ＝００００

不同时间点 　　 Ｆ＝５６１２８，Ｐ＝００００

组间，不同时间点 Ｆ＝３８１９３，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三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阴道流血 皮肤烫 下腹胀痛 腰骶部疼痛

Ａ组 ２０ ２（１０００） ４（２０００） ８（４０００） ６（３０００）

Ｂ组 ２０ ３（１５００） ６（３０００） ９（４５００） ５（２５００）

Ｃ组 ２０ ２（１０００） ５（２５００） ７（３５００） ７（３５００）

χ２值 ０３２３ ０５３３ ０４１７ ２３７２

Ｐ值 ０８５１ ０７６６ ０８１２ ０３０５

２６　三组患者受孕率比较
在随访１年内显示，Ａ组受孕率为２５００％（５／２０）、Ｂ组为

１５％（３／２０）、Ｃ组为５００％（１／２０），三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３１３７，Ｐ＝２０８）。
#

　讨论
子宫肌瘤是一种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良性肿瘤，可致患者

出现经期延长、经量增加、继发盆腔疼痛、贫血等症状，也常由于

肌瘤改变子宫解剖结构，引发子宫收缩障碍，降低子宫容受性

等，造成排卵功能障碍，导致不孕，且还可增加早产、流产、胎膜

早破、胎位异常、产后出血等发生率。对于子宫肌瘤患者的外科

治疗手术主要包括肌瘤剔除术、子宫动脉栓塞术、ＨＩＦＵ等。但
肌瘤剔除术对子宫创伤较大，患者在治疗１年后卵巢功能才可
逐渐恢复开始备孕，且术后子宫破裂发生率较高，增加了瘢痕

妊娠的风险［７］。且有较多报道指出，子宫动脉栓塞术术后可明

显增加妊娠流产率、胎盘异常率，目前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已

不将该方式用于有生育需求的子宫肌瘤患者中［８９］。

ＨＩＦＵ作为一种新型的非侵入术式，主要原理是利用超声波
良好的可聚焦性和组织穿透性，令低能量的超声聚集于体内，

并在焦点处产生６０℃ ～１００℃的瞬时高温，促使病灶组织凝固
坏死，坏死组织可被纤维化吸收，继而消融病灶。国内外均有报

道显示，该术式对于子宫肌瘤具有定位准确、创伤小、安全、术后

恢复快等优势，且临床症状改善程度可妇科手术效果相

当［１０１１］。

ＡＭＨ是转化生长因子 Ｂ超家族的成员，主要定位于１９号
染色体短臂上，仅在性腺表达。相关研究指出，在出生时，血清

中仅有少量ＡＭＨ可被检测出，在青春期表达最高，之后随着年
龄的增加而逐步降低，在绝经期几乎无表达，并认为其在预测

卵巢储备及生殖钱潜能中作用关键［１２１３］。基础 ＦＳＨ是临床上
较为常用的反映卵巢储备功能的指标，具有较高的特异性，其

表达升高可提示卵巢储备功能降低，但其敏感性较低，需合并

其他指标进行评估［１４１５］。ＩＮＨＢ主要分泌来自卵巢颗粒，和卵
泡募集、发育、成熟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李莹等［１６］研究也指

出，在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时，ＩＮＨＢ表达便开始降低，可早期预
测卵巢衰退，且敏感度高于ＦＳＨ。而ＡＦＣ也是临床上常用的评
价卵巢功能的可靠指标，ＡＦＣ和未生长卵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
系，若双侧卵巢ＡＦＣ总数少于４～６个则提示卵巢储备功能降
低［１７１８］。因此，本研究通过对三组不同时间点 ＡＭＨ、ＦＳＨ、ＩＮ
ＨＢ、ＡＦＣ的变化以综合评价患者实施 ＨＩＦＵ后卵巢功能的变
化。

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组在术后 ３个月时 ＡＭＨ、ＩＮＨＢ、ＡＦＣ
较术前比较均显著降低，但在术后 ６个月、１２个月时，三组
ＡＭＨ、ＩＮＨＢ、ＡＦＣ和术前比较无显著差异，且三组术后３个月时
ＦＳＨ较术前比较均显著升高，Ａ组、Ｂ组在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２
个月时，ＦＳＨ恢复正常，Ｃ组在术后１２个月时ＦＳＨ也恢复正常，
故而从长期看来，ＨＩＦＵ对不同年龄患者卵巢功能影响不大，分
析是由于 ＨＩＦＵ不影响患者整体生殖系统解剖及卵巢血供，因
此对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较少。ＫｉｍＹＳ等［１９］研究也显

示，将ＨＩＦＵ用于子宫肌瘤患者后，患者术后３个月经期、经量
均得到正常恢复，卵巢内分泌功能正常。且三组术后阴道流血、

皮肤烫、下腹胀痛、腰骶部疼痛发生率无显著差异，也显示出该

方式安全性高。

此外，三组随访 １年的受孕率分别为 ２５００％、１５００％、
５００％，比较无显著差异，但有研究也指出，在 ＞４５岁的女性
中，卵泡数量逐渐减少，不孕率是３０岁 ～３５岁女性的２倍［２０］。

本研究也显示，４０岁 ～５０岁的子宫肌瘤患者在不同时间点
ＡＭＨ、ＩＮＨＢ、ＡＦＣ的表达均明显低于其余两组，且 ＦＳＨ明显较
高，笔者认为对于有生育需求的高龄子宫肌瘤患者可配合促排

卵药物、人工受孕等方式提高受孕率。

综上所述，在不同年龄段子宫肌瘤患者中使用 ＨＩＦＵ治疗
对卵巢功能的影响均较小，且术后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但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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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年龄的增加，卵巢功能的衰退，患者受孕率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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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卵巢缝合止血方式对卵巢囊肿剥离术后患者
卵巢功能的影响分析
唐秀萍　刘良英　杨萍
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遂宁 ６２９３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不同的卵巢缝合止血方式对卵巢囊肿剥离术后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四川省遂宁市大英县人民医院收治的拟行卵巢囊肿剥离术治疗的９０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根据止血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Ａ组、Ｂ组和Ｃ组，每组均为３０例患者。其中，Ａ组患者采用双极电凝
进行止血，Ｂ组患者采用超声刀进行止血，Ｃ组患者则配合缝合止血。分别对三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的相
关指标、手术相关指标和血流动力学变化进行客观测定。结果：手术前，三组患者的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
体生成素（ＬＨ）和雌二醇（Ｅ２）等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手术后，三组
患者的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呈现不同的变化，其中Ａ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明显高于其他两组患者，而Ｂ组和Ｃ组
患者的Ｅ２水平更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Ｂ组和Ｃ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三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手术相关并发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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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此外，Ａ组和Ｂ组患者术后心输出量（ＣＯ）、每搏量（ＳＶ）和平均动脉压（ＭＡＰ）均比术前
明显上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Ｃ组患者的ＣＯ、ＳＶ和ＭＡＰ与术前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三组患者间，比较不同止血方式在卵巢囊肿剥离术后卵巢的功能，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３种不同止血方式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卵巢囊肿剥离术中出血量，且可以有效保
护患者卵巢功能，但缝合止血的效果相对更为明显，且有利于稳定患者术中血流动力学。

【关键词】　缝合止血；超声刀；电凝；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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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Ｅ２ｌｅｖｅｌｏｆ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ｌｌＰ＜００５），
ｔｈｅ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ｇｒｏｕｐＦＳＨ，ＬＨａｎｄＥ２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ｓｎｏｔ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ｌｌＰ＞
００５）；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ｏｕｔｐｕｔ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Ｂｇｒｏｕｐ（ＣＯ），ｓｔｒｏｋ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ｒ
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
００５）ＣｇｒｏｕｐＣＯ，ＳＶａｎｄＭＡ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ｓ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ｒｅ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ｍｅｔｈ
ｏｄｓ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ｓｉｎ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ｏｖａｒｉａ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ｕｔｕｒｅ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ｉｓｍｏ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ｎｄ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ｉｎｇ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ｄｕｒｉｎｇ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ｕｔｕｒｅ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ｉｃｋｎｉｆ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卵巢肿瘤是妇科常见疾病，可以发生于各年龄段女性，且
于近年来呈增长趋势。此类疾病早期症状不显著，而一旦确诊

即需要通过手术治疗［１２］。卵巢肿瘤剥离术是目前临床中治疗

卵巢肿瘤的最佳方式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患者因疾病

产生的月经不调、痛经等症状，且有助于防止疾病的进一步恶

化［３４］。值得注意的是，卵巢肿瘤剥离术本身亦为有创操作，术

中出血的问题难以杜绝，其可以导致患者在术后出现程度不一

的损伤，影响到患者的卵巢功能，出现卵巢功能下降或早衰的

情况。因此，对卵巢肿瘤剥离术患者实施及时的止血处理就显

得尤为重要［５６］。目前，在卵巢肿瘤剥离术止血方式的选择上

仍然存在争议。本研究对我院收治的卵巢囊肿剥离术患者在

手术治疗中分别实施的缝合止血、超声刀和双极电凝３种不同
止血方式进行了比较分析，旨在为患者在合理止血的同时更好

地保留卵巢功能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我院实施卵巢囊肿剥离
术治疗的９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１）经相关诊断和
病理检测证实为良性卵巢囊肿；（２）尚无手术禁忌症；（３）至少

在术前６个月内未服用激素类药物等。同时，排除合并其他严
重疾病及对本研究持不配合态度者等。根据止血方式的不同，

将纳入研究的９０例患者分为Ａ组、Ｂ组和Ｃ组，每组均为３０例
患者。其中，Ａ组患者的年龄为（５５３４±５８２）岁，病程为（１１２
±０２０）年，单侧囊肿２４例，双侧囊肿６例；Ｂ组患者的年龄为
（４９７２±４７７）岁，病程为（１２６±０３７）年，单侧囊肿２１例，双
侧囊肿９例；Ｃ组患者的年龄为（５１６５±６２１）岁，病程为（１３５
±０６６）年，单侧囊肿２２例，双侧囊肿８例。经过比较，三组患
者的配对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９０
例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且已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

１２　治疗方法
三组患者均实施全麻，腹腔镜探查腹腔内情况，确定囊肿位

置，并由同一术者操作卵巢囊肿剥离术。其中，Ａ组患者取单极
电凝针电极置于血管较少区域，对剥离面渗血处予电凝止血，每

处止血约１～２ｓ；Ｂ组患者将超声刀作用于出血创面，止血充分
后恢复卵巢形态；Ｃ组患者予以缝合止血，即采用２０薇乔线缝
合卵巢创面组织。止血完毕即将透明质酸钠凝胶喷于创面，缝

合切口，手术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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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对三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的相关指标、手术相关

指标和血流动力学变化进行客观测定。卵巢功能检测：抽取晨

起空腹静脉血５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后收集血清样本，采用
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
表示，采用 Ｆ值、Ｚ值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的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手术前，三组患者的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
（ＬＨ）和雌二醇（Ｅ２）等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手术后，三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
平呈现不同的变化，其中，Ａ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明显高于其他两
组，Ｂ组和Ｃ组患者的 Ｅ２水平更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而 Ｂ组与 Ｃ组患者间的 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水平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的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ＦＳＨ（Ｕ／Ｌ）

手术前 手术后

ＬＨ（Ｕ／Ｌ）

手术前 手术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手术前 手术后

Ａ组 ６５８±１２０ ９９８±２３９ ５７２±１１２ ９１７±２０４ ３３５５８±９５９ ３０２３８±８５５

Ｂ组 ６７７±１８５ ７４８±１８８ ５７６±１２８ ６６０±２１４ ３２９６８±７７８ ３２８３０±８１０

Ｃ组 ６３０±１０５ ６６３±０７７ａｂ ５５９±１５８ ６０４±１２３ａｂ ３３５９１±９４９ ３３１．４２±９２９ａｂ

Ｆ值 １０４９ ２９４２ ０５５７ ２１４０ １２９４ ４４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三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手术相关并发症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

Ａ组和Ｂ组患者术后心输出量（ＣＯ）、每搏量（ＳＶ）和平均动
脉压（ＭＡＰ）均比术前明显上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Ｃ组患者的ＣＯ、ＳＶ和ＭＡＰ与术前相比，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三组患者间术后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患者的手术相关指标比较结果［珋ｘ±ｓ／ｎ（％）］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并发症（％）

Ａ组 ４９５９±５１０ ５４２０±３４７ １（３３）

Ｂ组 ４６５０±５５２ ５２４９±３００ ０（０）　

Ｃ组 ４５２３±５０４ ５０５８±２７５ ０（０）　

Ｆ／Ｚ值 ０５９２ １５８２ ０２７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流动力学变化比较结果（珋ｘ±ｓ）

组别
ＣＯ（Ｌ／ｍｉｎ）

手术前 手术后

ＳＶ（ｍＬ）

手术前 手术后

ＭＡＰ／ｍｍＨｇ

手术前 手术后

Ａ组 ４４１±１１６ ７５８±１５５ ６１３４±５９２ ７２６２±７３４ ８８５９±５５８ ９９５６±８５２

Ｂ组 ４３９±１０６ ６６９±１１２ ６０７９±５２７ ６８５２±７７２ ８７６２±７０２ ９５６９±７７７

Ｃ组 ４４４±１２９ ４５３±０３７ａｂ ６１３６±６７２ ６０９６±６８８ａｂ ８９０５±５９９ ８９５９±５９２ａｂ

Ｆ值 ０５８２ ２５８０ １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１０５８ ３３２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卵巢是女性重要的器官之一，可以在机体类固醇激素代谢

和产卵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卵巢功能的好坏亦关系到女性

的生活质量［７］。卵巢组织成分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属于各脏器

中极易发生肿瘤的部位。其中，卵巢囊肿是常见的良性肿瘤，多

见子宫内膜卵巢异位症、卵巢瘤样病变、浆液性囊腺瘤等，尤以

子宫内膜卵巢异位症的发病率最高，达８０％的患者病变累及一

侧卵巢，约有５０％的患者还出现了累及双侧卵巢的情况［８９］。

临床认为，此类疾病由于盆腔微循环改变、免疫功能和卵巢功能

异常等，可能导致患者出现不孕的症状，给其生活质量造成了严

重影响［１０１１］。目前，临床中针对有生育要求的患者以保留部分

卵巢组织为主，与传统手术相比，因其在完全封闭的腹腔内开

展，减少了卵巢组织因脏器暴露而受纱布和手套接触的不良影

响，避免了术后发生粘连，促进了伤口的迅速愈合［１２１３］。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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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属于微创手术，可以在保证损伤相对较小的情况下，较大

程度地保留患者的卵巢组织的生理功能［１４］。多项国内外研

究［１５１６］通过比较传统开腹剥离术与腹腔镜下卵巢剥离术的临

床疗效发现，腹腔镜下卵巢剥离术的疗效不仅确切，而且经期

延长、排卵异常等临床症状均有更为明显的改善。

国外相关研究发现［１７］，在５０％左右的囊壁中有卵巢组织，
其中约８０％未发现卵泡或少量原始卵泡，而在卵巢门部位中，
７０％左右的囊壁中含有卵巢组织，其中８５％含有大量初级卵泡
和次级卵泡。因此，该学者认为卵巢囊肿剥离术后患者卵巢功

能低下，可能与术中电灼止血有关，其容易导致卵巢组织和卵

泡受损，进而出现卵巢功能下降。通过临床实践和查阅文献发

现，卵巢囊肿剥离术后出血会影响到卵巢功能的恢复，因此加

强有效的术中止血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比较了双极电凝、超

声刀和缝合止血在卵巢剥离术中的应用效果，结果发现，缝合

止血和超声刀止血后，患者的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变化显著高于
双极电凝组，这提示缝合止血和超声刀止血均对患者卵巢功能

影响较小，从景芳婷等人的研究结果中亦可见一斑［１８］。其中，

卵巢缝合止血是用可吸收线内翻缝合卵巢残端，不仅可以发挥

止血效果，而且有助于卵巢恢复成形，减少卵巢组织损伤和卵

泡丢失。此外，超声刀止血的原理是将电能转化为机械能，可以

使创面组织氢键断裂和蛋白变形凝固，与电凝止血相比，其热

灼伤风险更小，仅伤及创面周围浅表组织，进而在止血的同时

亦能保护止血功能。本研究还发现，三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

出血量和手术相关并发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缝合止血组患者手术前后的血流动力学比较，其差异亦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其他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提示缝合止血除了能够发挥有效的止血
效果外，亦不会影响患者的血流动力学稳定。笔者认为，缝合止

血对卵巢残留组织损伤极小，不仅可以保护卵巢功能，亦充分

保留了卵巢血供。而超声刀止血虽然可以发挥保留卵巢功能

的效果，但在术后短期内对卵巢功能损伤可能高于缝合止血，

分析其原因亦可能为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所致。值得注意的

是，由于解剖剥离和止血缝合需要避免损伤过多卵巢组织，因

而卵巢缝合止血难度较高、对术者的要求亦较高。在行操作时，

应当对缝合深度和密度进行评估，不能过深或过密等，这样才

能减少血供，降低卵巢缝合手术难度，减小术后对卵巢功能的

影响。

综上所述，３种不同的止血方式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
卵巢囊肿剥离术中出血量，且可以有效保护患者卵巢功能，但

缝合止血的效果相对更为明显，且有利于稳定患者术中血流动

力学，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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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工作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２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腔镜治疗子宫异常出血后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
影响分析
符吉芬　王爱丽　李丽娟　邢娉婷
海口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宫腔镜治疗子宫异常出血后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海口市中医医院收治的子宫异常出血患者１５８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７９例。对照组
患者给予常规的诊断性刮宫治疗，观察组实施宫腔镜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满意度、住院时间、性生活质

量，以及１年后的妊娠率及复发率。结果：观察组的满意度高于对照组，且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观察组和对照组的性生活指标无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观察组的性欲、性唤起、
性高潮和性交疼痛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妊娠率高于对照组，且异位妊娠
率和复发率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宫腔镜治疗子宫异常出血后，可改善患者性
生活质量，减少住院时间和复发率，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妊娠率，值得临床上推广和使用。

【关键词】　宫腔镜；子宫异常出血；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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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子宫异常出血是妇科常见的一种疾病，其发病率高达２５％
左右［１］，子宫异常出血主要表现为子宫肌瘤、子宫恶性肿瘤以

及子宫内膜息肉等，严重影响着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２］。引

发子宫出血的原因有很多，如紧张、疲劳、环境、营养不良以及代

谢性疾病等，均会诱发各种子宫出血，长期失血会导致患者衰

弱、抵抗力下降和贫血，使患者的身心健康受到影响［３］。目前，

临床主要以手术治疗子宫出血，根据患者的年龄、有无生育的

要求，以及子宫出血的位置、大小等因素，采用微创技术治疗。

本研究采用诊断性刮宫术和宫腔镜分别治疗子宫出血患者，观

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性生活质量和妊娠率的应用效果。

现报告如下：

!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海口市中医医院收治的
子宫异常出血患者１５８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化列表将患
者分为对照组（７９例）和观察组（７９例）。对照组７９例患者中，
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５岁，年龄（３０１±６５）岁，其中子宫肌瘤２３
例，子宫内膜息肉３８例，子宫功能性出血１８例；观察组７９例患
者中，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４岁，年龄（３１２±５８）岁，其中子宫肌
瘤２４例，子宫内膜息肉３９例，子宫功能性出血１６例。比较两
组患者的年龄及出血类型等基本资料，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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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证实此次研究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子宫异常出血的临床特征；术

前有正常的性生活，且月经正常；具有不同程度的经血过多、子

宫出血等症状；患者可正确交流，自愿配合、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有盆腔性疾病；哺乳期和妊娠期患者；有宫腔镜手术

禁忌证患者；近期使用过激素类药物。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对照组７９例患者，根据患者的Ｂ超检查，采用
诊断性刮宫治疗：按照 Ｂ超检查结果显示，判断患者子宫出血
位置、大小及数目，选择合适型号的刮匙对宫内进行刮取。

１２２　观察组　观察组７９例患者给予宫腔镜治疗，具体操作
包括：在患者月经结束后３ｄ～７ｄ后方可进行手术，出血期间用
抗生素后治疗，术前 ２ｈ进行静脉麻醉，患者摆正膀胱截石位，
常规消毒外阴、阴道及宫颈，采用 ５％ 的葡萄糖溶液用作膨宫
处理，膨宫压力为１０ｋＰａ～２０ｋＰａ。在宫腔镜的直视下按其宫颈
管缓缓插入子宫腔，扩展子宫腔，明确子宫出血的位置、数目、大

小及厚度，冲洗子宫腔，采用宫腔镜（生产厂家：青岛路博有限

公司；规格型号：１１４５ＷＳ１）对子宫内膜进行活检、直视下刮宫后
再镜检，对未能刮到的部分再次重刮，切至功能层，功率为８０～
１００Ｗ，采用负压对宫腔进行吸引，再应用宫腔镜将息肉刮净，刮
出组织全部送病理检查。

两组患者在术后给予口服黄体酮（生产厂家：浙江医药股

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９８２），每天２
次，每次 ２５ｍｇ，连续使用３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和住院时间；比较两组患者的性生

活质量指标（包括性欲望、性唤起、性交疼痛和性高潮）；比较两

组患者１年后随访患者的妊娠结局（妊娠率、异位妊娠率、复发
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

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对比两组患者满意度和住院时间

对照组满意度６０７％（４８／７９），不满意３９３％（３１／７９），住
院时间（５３±１１）ｄ，观察组满意度 ８２３％（６５／７９），不满意
１７７％（１４／７９），住院时间（２９±０５）ｄ。观察组的满意度高于
对照组，且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满意度和住院时间

组别 例数
满意度

（ｎ，％）
不满意度

（ｎ，％）
平均住院时间

（ｄ）

对照组 ７９ ４８（６０７％） ３１（３９３％） ５３±１１

观察组 ７９ ６５（８２３％） １４（１７７％） ２９±０５

χ２值或ｔ值 ５１３６ ６１５９ ５２５８

Ｐ值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９

２２　对比两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指标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性欲（ｔ＝０２５９，Ｐ＝０１５８）、性唤起（ｔ

＝０３８１，Ｐ＝０４２７）、性高潮（ｔ＝０３６９，Ｐ＝０５１６）和性交疼痛
（ｔ＝０４１８，Ｐ＝０３７２）均无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对照组
的性欲（ｔ＝３１５９，Ｐ＝００３６）、性唤起（ｔ＝３５８１，Ｐ＝００３５）、性
高潮（ｔ＝２１５８，Ｐ＝００３９）和性交疼痛（ｔ＝４１１７，Ｐ＝００３２）均
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性欲（ｔ＝
５１１６，Ｐ＝００２５）、性唤起（ｔ＝４１８１，Ｐ＝００２６）、性高潮（ｔ＝
４９１６，Ｐ＝００２３）和性交疼痛（ｔ＝４２３６，Ｐ＝００２５）均改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术后３个月，观察组的性欲、
性唤起、性高潮和性交疼痛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阶段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交疼痛

对照组（ｎ＝７９） 术前 ５６８±０９１ １３４５±２５８ １０１２±１２３ １０１１±１２６

术后３个月 ６５２±１２３ １５２３±１８６ １２５２±１１５ １２２８±０８５

观察组（ｎ＝７９） 术前 ５５６±０８８ １３４２±２１１ １０１６±１１２ １０１２±１３５

术后３个月 ８３４±１１５ １７１６±１５５ １４６９±１８５ １３６９±３６５

ｔ值 ４２６９ ４１２５ ４２５３ ３１６３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１

２３　对比两组患者妊娠率和复发率
对照组妊娠率 ５８２％（４６／７９），异位妊娠率 １５２％（１２／

７９），复发率１２７％（１０／７９）；观察组妊娠率７８５％（６２／７９），异
位妊娠率６３％（５／７９），复发率５１％（４／７９）。观察组的妊娠
率高于对照组，且异位妊娠率和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比较两组患者妊娠率和复发率（ｎ，％）

组别 例数 妊娠率 异位妊娠率 复发率

对照组 ７９ ４６（５８２％） １２（１５２％） １０（１２７％）

观察组 ７９ ６２（７８５％） ５（６３％） ４（５１％）

χ２值 ５１８９ ６５６８ ５３５７

Ｐ值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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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是女性的孕育器官，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子宫是妇科

疾病的多发器官［４］。子宫异常出血是妇产科常见症状之一，多发

于３０岁～５９岁女性患者，发病率约占临床妇科疾病的２１３％，
发病原因较多，目前尚无明确统一的定论［５］，常见发病因素包括

宫腔内病变导致的子宫异常出血，主要包括子宫内膜息肉、子宫

内膜增生、子宫粘膜下肌瘤和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造成月经量异

常、不规则阴道出血及绝经后子宫出血等症状，严重影响着患者

的生活和健康［６］。由于子宫出血的发病率高、发病机制多样性、

病因错综复杂，在诊断和治疗上就存在一定的难度，分析发病原

因并制定针对性治疗才能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目前临床上诊

断方法有很多，如 Ｂ超、诊断性刮宫、宫腔镜检查等［７］。本研究

中对照组采用诊断性刮宫，其满意度有６０７％，实施宫腔镜治疗
的观察组满意度有８２３％，且住院时间少于对照组，差异明显，证
实宫腔镜治疗的患者术后康复较快，住院时间较短，能提高患者

的满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１　子宫异常出血的不同治疗方法

传统的Ｂ超及诊断性刮宫是按照 Ｂ超检查结果，仅凭借着
手术者的直觉和临床经验进行治疗，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局限

性［８］，而质地柔软的息肉常常刮不到，极易发生误诊和漏诊，漏

诊率约有２５％ ～３０％，且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９］，降低了治

疗的效果。而Ｂ超检查是初步检查阶段，但缺乏特异性，小于
０５ｃｍ的内膜病变及息肉超声检查时异常不明显，难以正确定
位微小的内膜息肉和黏膜下肌瘤，以及无异常回声的子宫内膜

炎性病变情况，降低治疗效果［１０］。临床上广泛采用宫腔镜治疗

子宫异常出血患者，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宫腔镜治疗是一种微

创技术治疗，能够在直视下检查子宫内膜病变情况，能够更直

观了解患者的病变部位和不同程度，从而做出更准确更有效的

判断，从病理组织检查结果可以发现异常出血的原因［１１］，减少

患者的痛苦，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宫腔镜检查对子宫异常出

血具有较高的诊断价值，能够明确诊断宫内病变情况。

３２　不同治疗方法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宫腔镜直视下活组织检查更为敏感和特异性，给予患者子

宫内准确定位，能正确诊断子宫异常出血部位和病理，避免对

子宫内膜造成损坏，降低误诊率［１２］。子宫是女性的生殖器官，

能分泌表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血小板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

长因子、血管活性物质和血管生成因子［１３］，患者行诊断性刮宫

和宫腔镜治疗，患者的心理和性生活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

响［１４］，因此在解决子宫异常出血的同时，还应尽可能减少因手

术治疗给患者带来性生活质量下降的不良影响。女性体内由

卵巢分泌雌激素，雌激素能增加性交时阴道的润滑性［１５］，宫腔

镜治疗能尽可能的维持患者体内激素水平和宫颈组织处于正

常状态，尽可能的保证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因子宫异常出血

导致患者出现性欲低下、性高潮功能障碍、性兴奋障碍等情况，

且子宫肌瘤导致月经量过多、月经紊乱等症状致使女性性欲下

降、性唤起丧失等［１６］。本研究中，观察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

和性交疼痛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证实宫腔镜

治疗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３３　不同治疗方法对患者妊娠率和复发率的影响
与传统的治疗方式相比较，宫腔镜治疗具有较高的检出率

和诊断准确性等明显的优势，减少漏诊和误诊率。宫腔镜不损

伤子宫肌层或浅肌层，甚至不损伤基底层，直视下操作大大程

度上减少对子宫内膜的损害，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且复发率

小、伤害小、并发症减少［１７］。有效控制患者的性欲低下、性交疼

痛、不孕症等并发症，可尽量避免对卵巢功能造成影响，最大程

度保留生育功能［１８］。研究中，对照组的妊娠率有５８２％，观察
组的妊娠率有７８５％，且观察组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宫腔镜治疗子宫异常出血后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

应用效果显著，可以有效的指导临床使用。在子宫异常出血后，

宫腔镜治疗能有效地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提高患者的满意度和

妊娠率，减少患者的住院时间和复发率，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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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诊断输卵管
通畅性的价值研究
施唯１　莫凌莉１　毕磊磊１　洪丹１　张晓燕１　赵婷婷１　江晓婧２　邹丽３

１襄阳市中医医院功能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００
２襄阳市中医医院妇产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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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诊断输卵管通畅性的价值研究。方法：选
自襄阳市中医医院于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期间收治的女性不孕症患者６９例。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
诊断输卵管通畅性。结果：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检查分析共９６条输卵管，其中通畅２９条、通而不畅２７条、
阻塞４０条；腹腔镜通染液检查分析共９６条输卵管，其中通畅３１条、通而不畅２６条、阻塞３９条；经阴道实时
三维超声与腹腔镜通染液检查通畅符合率为８９６６％、通而不畅符合率为７４０７％、阻塞符合率为９２５０％。
结论：输卵管通畅性应用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诊断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能够反映输卵管形

态结构、空间走行，且安全有效。

【关键词】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输卵管通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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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常见的一种疾病，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１］。

不孕症主要以女性因素为主，其中输卵管不畅是造成不孕的主

要原因之一，因此临床上诊断输卵管通畅情况具有重要临床意

义［２３］。近年来随着输卵管造影技术的不断发展，经阴道实时

三维超声是发展重要的一种超声技术，且已逐渐应用于诊断输

卵管通畅性［４６］。故而，本文探讨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

卵管造影诊断输卵管通畅性的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自襄阳市中医医院于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期间收

治的女性不孕症患者６９例。入组标准：①在月经干净后３～７ｄ
内进行检查；②年龄２０岁至３８岁；③签订知情同意书者。排除
标准：①阴道出血、内外生殖器炎症、输卵管积水及输卵管受占
位性病变压迫者；②精神疾病者；③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
常者。６９例患者中，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３８岁，年龄（２８１３±
３８９）岁；不孕时间范围２年～６年，不孕时间（４３６±０７８）年。
其中原发性不孕１４例、继发性不孕５５例。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　取患者膀胱截
石位，给予常规消毒铺巾，将１２号 Ｆｏｌｅｙ′ｓ管放置于宫腔，注入
１５ｍＬ至２０ｍＬ生理盐水于气囊内，调整气囊位置堵塞宫颈
内口。常规经阴道超声（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型超声诊断仪，探头频
率４０ＭＨｚ至９０ＭＨｚ）观察子宫情况。首选经导管注入混合
液（庆大霉素８万Ｕ、利多卡因５０ｍｇ、阿托品０２５ｍｇ、地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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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２５ｍｇ、生理盐水１０ｍＬ配置而成）观察有无宫腔占位或者
黏连，判断宫腔压力。超声造影前三维预扫描空间定位后启动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条件，设置采集角度、采集范围及容积框。然后于患者
宫腔内缓慢匀速注入造影剂（ＳｏｎｏＶｕｅ，每瓶注入生理盐水 ５
ｍＬ配制震荡混匀），适时连续采集容积数据３个至５个且储存。
再于造影状态下二维动态观察肌层逆流情况、盆腔造影剂弥

散、卵巢周围情况、伞端造影剂溢出及输卵管走行情况且存储。

同时记录患者造影剂推注压力、反流量及疼痛感。评判输卵管

阻塞、通而不畅以及通畅情况。

１２２　腹腔镜通染液诊断　入组６９例女性不孕症患者均行腹
腔镜手术对输卵管通畅性进行检查。术中推注美兰（海口市制

药厂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３０４５），并且观察美兰溢出
伞端情况。按照美兰溢出情况分为输卵管阻塞、通而不畅以及

通畅。①输卵管阻塞：推注中压力过大，且充盈膨胀输卵管而伞
部无液体流出，或者未充盈于输卵管内部；②输卵管通而不畅：
推注中压力较大，局部膨隆时间超过１ｍｉｎ，并且充盈于输卵管
内部；③输卵管通畅：推注中午明显阻力，同时充盈于输卵管内

部且经伞部流出。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表示。

"

　结果
２１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输卵管通畅性

输卵管阻塞：推注时阻力较大，且宫腔形态饱满，同时输卵

管伞端无造影剂溢出，输卵管不显影或者增粗迂曲呈囊状膨

大，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ａ。输卵管通而不畅：注入造影剂有少量
反流且有阻力，宫腔内造影剂流动缓慢，同时输卵管呈结节状

增粗或者局部纤细，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ｂ。图３输卵管通畅：注
入造影剂时无反流、无阻力，输卵管全程走行柔顺自然，造影剂

可到达伞端。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ｃ。
２２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检查结果

因部分患者行单／双侧输卵管切除，还有部分患者资料不
全，共分析９６条输卵管，其中通畅２９条、通而不畅２７条、阻塞
４０条。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图１　不同输卵管通畅性下三维超声图像

表１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检查结果（ｎ＝９６）

输卵管通畅情况 例数 比例（％）

通畅　　 ２９ ３０２１

通而不畅 ２７ ２１８８

阻塞　　 ４０ ４１６７

２３　腹腔镜通染液检查结果
经分析共９６条输卵管，其中通畅３１条、通而不畅２６条、阻

塞３９条。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腹腔镜通染液检查结果

输卵管通畅情况 例数 比例（％）

通畅 ３１ ３２２９

通而不畅 ２６ ２７０８

阻塞 ３９ ４０６３

２４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与腹腔镜通染液检查符合率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与腹腔镜通染液检查通畅符合率为

８９６６％、通而不畅符合率为７４０７％、阻塞符合率为９２５０％。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与腹腔镜通染液检查符合率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
腹腔镜通染液

通畅 通而不畅 阻塞 合计
符合率

通畅　　 ２６ ３ ０ ２９ ８９６６

通而不畅 ５ ２０ ２ ２７ ７４０７

阻塞　　 ０ ３ ３７ ４０ ９２５０

合计　　 ３１ ２６ ３９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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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输卵管在自然受孕中具有重要作用，若出现阻塞势必会影

响受孕。目前，输卵管通畅性临床上检查方法主要为腹腔镜通

染液检查与Ｘ线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７］。其中腹腔镜通染液

是用于输卵管通畅性判断的金标准，Ｘ线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
是临床上最常用方法［８］。但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具有放射性，

并且术后需避孕３个月，可由于输卵管痉挛导致梗阻的假象，故
而需常规做碘过敏试验以防止出现过敏反应［９］。若进入血管

可形成油栓，并且可能会诱发急性盆腔炎。而腹腔镜检测有创、

费用相对较高，且相对费时［１０］。既往临床上采用双氧水、生理

盐水等超声造影技术，但显像效果较差、对黏膜刺激大，因此在

临床上未能得到推广。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是在超声造影技术、经阴道超声技术

及计算机三维技术基础上结合发展的新兴的一项检查技

术［１１１２］。该方法完美融合了三项技术的特点，可立体、直观地

显示输卵管全貌的基础上，能够准确再现输卵管走行方向与扭

曲程度，从而为临床判断提供全面参考。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

能够实施获取三维图像，既可能够对造影剂自导管进入输卵管

与宫腔中走行弥散到盆腔的全过程进行三维立体成像［１３１４］。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既能够清楚显示输卵管的断续、膨大及纤

细部分，同时还能够显示剧透走行如扭曲的方向和程度［１５１６］。

所使用的新一代造影剂ＳｏｎｏＶｕｅ主要为六氟化硫气体，显像时
间长，稳定性好，微泡直径小。ＳｏｎｏＶｕｅ超声造影可重复操作性
强、直观、安全且准确［１７１８］。ＳｏｎｏＶｕｅ近年来在非血管腔病变
诊断越来越受到重视。本研究结果表明，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

子宫输卵管造影９６条输卵管，其中通畅２９条、通而不畅２７条、
阻塞４０条。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与腹腔镜通染液检查通畅符
合率为 ８９６６％、通而不畅符合率为 ７４０７％、阻塞符合率为
９２５０％。

综上所述，输卵管通畅性应用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

卵管造影诊断具有重要价值，能够反映输卵管形态结构、空间

走行，可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输卵管通畅评价方法，具有重要

临床研究价值，值得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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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诊断价值
任丽１　刘癑１　王凌翔１　王卉１　陈芳２Δ　龙丽３

１崇州市人民医院超声科，成都 ６１１２３０
２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妇产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０
３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００７２

【摘　要】　目的：探讨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价值。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
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崇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４０例，所有患者均接受经腹和经阴道超声
检查及病理检查，对经腹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经阴道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进行分析，然

后对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的诊断价值比较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显示，经腹超声检

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８９３％（２５／２８）、７５０％（９／１２）、８５０％
（３４／４０）、８９３％（２５／２８）、７５０％（９／１２）；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显示，经阴道超声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
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９２９％（２６／２８）、８３３％（１０／１２）、９００％（３６／４０）、９２９％（２６／
２８）、８３３％（１０／１２）；经阴道超声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
经腹超声检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价值较经
腹超声检查高，更能有效提升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值得推广。

【关键词】　经腹超声检查；经阴道超声检查；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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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妇女的多发病，在临床较为常见，
近年来，其发病率日益提升，具有恶性肿瘤的增生、复发等生物

学特性，临床很难对其进行有效治疗，因此临床医师日益广泛

地关注和重视了对其早期确诊的工作［１］。超声检查属于一种

医学影像学检查，具有无创性，不会引发任何风险，同时具有较

为低廉的价格、较好的重复性，此外还能够进行动态观察，因此

临床普遍认为［２］，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中，其可以作为必

要的辅助检查方法。本研究对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崇州
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４０例的临床资料进行
了统计分析，比较了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

的诊断价值。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崇州市人民医院收治
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４０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接受经腹
和经阴道超声检查及病理检查，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腹壁

宫内膜异位症、不愿配合研究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范围

１８岁～５６岁，年龄（３５６±５６）岁；病程范围１周～１０年，病程
（５３±０７）年。在就诊原因方面，２８例为痛经，２４例为月经不
调，１８例为月经量增多，１４例为原发不孕，８例为肛门坠胀感，８
例为性交痛，７例为肛检触及痛性结节；在既往史方面，妊娠分
娩史２３例，人工流产史１９例，放置宫内节育器史１２例，剖宫产
史９例，诊断性刮宫５例。
１２　方法

采用韩国三星麦迪逊Ａ３０彩色多普勒超声仪，督促其将膀
胱适度充盈，让患者取仰卧位，将腹部超声探头频率设置为

３５ＭＨｚ，在耻骨联合上方放置探头进行多切面扫查，经腹盆腔
常规扫查；将阴道超声探头频率、扫描角度分别设置为

６５ＭＨｚ、１２０°，督促患者将膀胱排空，让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对其
进行扫查。术后对所有患者进行病理检查。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将其诊断的

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计算出来。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的诊断

价值等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经腹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

４０例疑似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中，病理学确诊为子宫内膜
异位症２８例，其中２０例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７例为子宫

腺肌症，１例为盆腔内异位。经腹部超声检查诊断为子宫内膜
异位症２５例，其中２０例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３例为子宫
腺肌症，１例为盆腔内异位。经手术及病理检查证实２８例，误
诊７例，漏诊５例，其中２例为卵巢囊肿，１例为畸胎瘤，１例为
子宫肌瘤，１例为卵巢囊腺瘤。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显示，经腹
超声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分别为 ８９３％（２５／２８）、７５０％（９／１２）、８５０％（３４／４０）、
８９３％（２５／２８）、７５０％（９／１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经腹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例）

经腹超声检查
病理检查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２５ ３ ２８

阴性 ３ ９ １２

合计 ２８ １２ ４０

２２　经阴道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
经阴道超声检查诊断为子宫内膜异位症２６例，其中２０例

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５例为子宫腺肌症，１例为盆腔内异
位。手术及病理证实２８例，误诊７例，漏诊５例，其中２例为卵
巢囊肿，１例为卵巢囊腺瘤，１例为畸胎瘤，１例为卵巢癌。与病
理检查结果对比显示，经阴道超声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

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 ９２９％（２６／２８）、
８３３％（１０／１２）、９００％ （３６／４０）、９２９％ （２６／２８）、８３３％
（１０／１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经阴道超声检查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例）

经阴道超声检查
病理检查

阳性 阴性 合计

阳性 ２６ ２ ２８

阴性 ２ １０ １２

合计 ２８ １２ ４０

２３　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的诊断价值比较
经阴道超声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

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经腹超声检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的诊断价值比较（％）

　 检查方法 例数 敏感度 特异度 准确率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经腹超声检查 ４０ ８９３ ７５０ ８５０ ８９３ ７５０

经阴道超声检查 ４０ ９２９ａ ８３３ａ ９００ａ ９２９ａ ８３３ａ

　　 χ２值 ５０２ ７３８ ９３５ ５０２ ７３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经腹超声检查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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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最易在卵巢发生，如果病变在卵巢表面发

生，则可见囊肿，大小不等，有陈旧血液存在于囊肿中，呈糊状，

颜色为暗褐色，因此通常情况下被称为巧克力囊肿，而如果在

子宫肌层中生长，则会有子宫腺肌症或腺肌瘤形成［３］。此外，

还会在手术瘢痕、盆腔内其他部位等处发生，将良好的前提条

件提供给内膜异位囊肿的形成［４］。近年来，子宫内膜异位症的

发病率日益提升，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为：①痛经者有高
浓度前列腺素存在于脱落的内膜及经血中，会造成子宫平滑肌

收缩强烈，从而促进痛经的发生，并为经血倒流提供良好的前

提条件，痛经后发生该类异位症；②盆腔内异位症患者具有偏
小的初潮年龄、较短的月经周期、较长的行经时间，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提升发病率；③宫腔手术过程中对宫缩剂进行应用，在
经前期、经期、经后期１ｄ～２ｄ内对患者进行内诊检查会为子宫
收缩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④感染、刮宫等因素均对子宫内膜
异位症的发生造成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５８］。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中，超声检查的声像图表现为：

①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大部分为单侧，通常情况下为圆形，大
小中等，具有较厚的囊壁。由于囊内具有多变的结构，因此一些

情况下会继发瘢痕、粘连等，具有多样性的超声图像，分为囊内

均质光点型、多囊型、囊液分层型等六种。彩色多普勒显示囊肿

周边部是血流信号的主要分布位置，有线状或点状血流信号出

现在其内部；②子宫直肠窝异位。有异位包块出现在子宫直肠
窝或盆腔内其他部位，缺乏规则的形态，具有模糊的边缘，缺乏

均匀的内部回声；③子宫腺肌症。子宫具有较大的均匀性、饱满
的外形，后壁增厚是宫壁的主要特征，宫体具有较强的回声、较

粗的颗粒，且缺乏均匀性，和正常肌壁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没

有包膜，有不规则小囊区散发其间，大部分宫腔线前移。如果是

腺肌瘤，那么子宫会增大，且无规则性。超声对其动态变化进行

监测发现子宫在经期进一步增大，同时具有不同的内部回声，

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的诊断工作［９１２］。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中，经阴道超声检查过程中直接

在阴道中放置探头，从而促进了诊断准确率的极大程度提

升［１３］。同时，经阴道超声检查不需要患者对膀胱进行充盈，促

进了患者痛苦的减轻，尤其是中老年妇女［１４］。相关医学研究表

明［１５１７］，和经腹部超声检查相比，经阴道超声检查具有显著较

高的确诊率。但是，临床应该紧密结合二者，从而促进诊断准确

率的进一步提升，将更为可靠的依据提供给临床的准确诊断工

作［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显示，经腹超声

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

别为 ８９３％（２５／２８）、７５０％（９／１２）、８５０％（３４／４０）、８９３％
（２５／２８）、７５０％（９／１２）；与病理检查结果对比显示，经阴道超
声检查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

分别为 ９２９％（２６／２８）、８３３％（１０／１２）、９００％（３６／４０）、
９２９％（２６／２８）、８３３％（１０／１２）；经阴道超声检查诊断的敏感
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经腹超

声检查（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价值

较经腹超声检查高，更能有效提升诊断的敏感度、特异度、准确

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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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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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手术与手术治疗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中的安全性、
近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张操１　蔡建军１　丁青２

１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４１９
２浙江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对比分析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中的安全性、近远期疗效及性
生活质量。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于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４６例女性尿失禁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日期不同（奇偶数）分为 Ａ组和 Ｂ组，分别为６８例和７８例，其中 Ａ组给予非手术治
疗，Ｂ组给予手术治疗，除此之外，其他治疗基本一致。出院后随访１年，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和近
远期疗效。结果：Ａ组安全性高于Ｂ组，但Ｂ组治疗时间、临床有效率、复发率、生命质量评分及性功能评分
均优于Ａ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在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中，非手术治疗以安全为
主，但手术治疗则在提高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非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并发症；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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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Ｎｏｎ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尿失禁在女性患者中多见，以压力性尿失禁为主，在各国
均有报道，大约在８％５４％不等［１２］。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
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ＵＩ）是指患者因大笑、咳嗽、打喷嚏、跳跃或搬
重物等行为引起腹压突然升高最终导致尿液不自主从尿道口

流出。此现象在正常人中偶见，但频繁发作时则为病理状态，严

重时可影响其工作与生活，其中性生活质量影响最大；有调查

显示，２５％患者在性交过程中存在漏尿，性欲减退；而 ２６％ ～
４７％患者则直接存在性功能障碍。此外，还有报道显示 ＳＵＩ与

抑郁常伴随存在［３５］。目前，压力性尿失禁的方式仍包括非手

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其中非手术治疗包括生活方式干

预、行为疗法、盆底肌肉锻炼、中医治疗、药物治疗及心理干预

等，其治愈率低［６］。手术治疗包括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带

术、耻骨后膀胱颈悬吊术、尿道周围注射法和人工尿道括约肌法

等，与非手术治疗比较，其治愈率有所提高，但手术所导致的并

发症也相应增加［７］。但至今为止，关于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

在压力性尿失禁中对比研究报道仍较少。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４年
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于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４６例女性尿
失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她们分别被给予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

疗，拟探讨非手术治疗与手术治疗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中的不

同并发症、近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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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入选标准，纳入标准：①临床表现、体查、尿动力学检查、膀
胱镜及造影等客观检查均符合 ＳＵＩ的诊断［８］；②经 Ｉｎｇｅｌｍａｎ
Ｓｕｎｄｂｅｇ分度法［９］评估为中重度型尿失禁者；③入组前未进行
任何治疗；④均发生过性关系；⑤依从性良好；⑥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肿瘤相关ＳＵＩ；②精神病史或家族史。

在遵循以上入选标准的基础上，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６
年３月于海宁市第二人民医院治诊治的１４６例女性尿失禁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日期不同（奇偶数）分为 Ａ组和 Ｂ组，
分别为 ６８例和 ７８例。Ａ组：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４５岁，年龄
（２８８７±５３４）岁；体重指数（２８３４±４７８）ｋｇ／ｍ２；严重程度：
中度４２例，重度 ２６例；生产次数范围 ０次 ～３次，生产次数
（１６７±０３５）次；病程范围２年 ～６年，病程（３８７±０６６）年；
分型：Ⅰ型２４例，Ⅱ型２８例，Ⅲ型１６例；生活质量评分（３６７±
１１４）；性功能评分（３４５５±５０５）；Ｂ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６
岁，年龄（２９０５±５１２）岁；体重指数（２９０８±３９５）ｋｇ／ｍ２；严
重程度：中度５０例，重度２８例；生产次数范围０次 ～３次，生产
次数（１７２±０４１）次；病程范围２年～６年，病程（３６８±０５４）
年；分型：Ⅰ型 ２７例，Ⅱ型 ３２例，Ⅲ型 １９例；生活质量评分
（３７１±１１２）；性功能评分（３４４８±５１２）。两组在年龄、体重
指数、严重程度、生产次数、分型、生活质量评分及性功能评分等

临床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Ａ组给予所有非手术治疗，Ｂ组给予手术治疗。在本研究
中，非手术治疗主要包括生活方式干预、行为疗法、盆底肌肉锻

炼三种形式。第一种，生活方式干预：嘱患者（体重指数＞２５ｋｇ／
ｍ２）通过控制饮食和锻炼进行减肥；此外还须戒烟、减少咖啡因
的摄入；同时须注意长期咳嗽、便秘患者的治疗。第二种，行为

疗法：嘱患者有意识地练习延长排尿间隔时间，最好每次间隔

２３ｈ；同时在排尿过程中可反复练习随时中断排尿，以练习尿道
括约肌收缩，从而提高控尿能力。第三种，盆底肌肉锻炼（本研

究选择生物反馈联合功能性电刺激治疗，仪器为美国Ｌａｂｏｒｉｅ公
司生产的Ｕｒｏｓｔｙｍ生物电反馈刺激仪），嘱患者排空大小便后取
截石位，将消毒且生理盐冲洗后的电极轻轻插入阴道内，调节

电流强度使患者可感受到盆地肌肉强烈收缩但无疼痛感（具体

操作为：调节电流强度在 ８２０ｍＡ进行电刺激，每次刺激保持
８ｓ，每次间隔８ｓ。其中低频电刺激可唤醒神经，同时增强阴道及
其附近肌肉；而高频电刺激可增强阴道远处肌肉），从而增强盆

底感觉、肌肉弹性及肌力，以帮助患者恢复盆底功能；之后进行

反馈治疗—指导患者学习电脑反馈屏上的可视信号，并根据信

号正确有效地控制自身盆底肌肉群，最终可达到脱离反馈仪而

进行自我控制；每次维持２０ｍｉｎ，每周至少３次，１０次为１个疗
程。

在本研究中手术治疗包括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带术、

耻骨后膀胱颈悬吊术。第一种，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带术

又分为经耻骨后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术和经闭孔阴道无

张力尿道中段悬吊带术；第二种，耻骨阴道吊带术，在本研究中

主要为ｃｏｏｐｅｒ′ｓ韧带悬吊的 Ｂｕｒｃｈ手术，即经耻骨后将膀胱颈
及近端尿道两侧的阴道壁缝合悬吊于Ｃｏｏｐｅｒ′ｓ韧带。出院后随
访１年，随访方式包括电话随访、上门随访和门诊复查。
１３　观察指标

收集并比较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和近远期疗效。其中术后

并发症主要包括近期并发症（排尿困难、尿潴留、脏器损伤及感

染等）和远期并发症（吊带侵蚀、性功能障碍及尿瘘等）。近期

疗效包括两组治疗时间及治愈情况；远期疗效主要为复发情况

和生活质量评价（采用２００５年国际尿失禁专家咨询委员会提
出的尿失禁影响问卷简表 ＩＩＱ７）；性生活质量评价（采用２００５
年国际尿失禁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的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性
生活问卷表ＰＩＳＱ１２）［１０］。
１４　疗效评判

在本研究中，采用１ｈ尿垫实验进行评价，主要分为三种类
型：①治愈：１ｈ尿垫实验＜２ｇ或尿失禁症状消失；②有效：１ｈ尿
垫实验减轻或尿失禁次数 ＜５０％；③无效：尿失禁次数 ＞５０％。
有效率＝（治愈 ＋有效）／总数 ×１００％。生活质量评价表和性
生活质量评价表评分越低则说明功能越好。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用珋ｘ±ｓ描述，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进行分析；计数资料
用率及构成比描述，用卡方检验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Ａ组患者未出现明显并发症，Ｂ组出现２例排尿困难、１例
尿潴留、２例脏器损伤和３例感染，经对症治疗后均有所缓解，
无严重不适；此外在随访期间Ｂ组还有２例吊带侵蚀、２例大腿
疼痛和１例尿瘘。
２２　两组近期疗效比较

与Ａ组比较，Ｂ组治疗时间更短，而有效率更高，且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时间（ｄ）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Ａ组 ６８ １４２３±３７８ ８ ２０ ４０ ４１１８

Ｂ组 ７８ ６６２±１１３ １２ ４４ ２２ ７０５１

ｔ值 — １６９４１ — — — —

χ２值 — — — — — １２７４５

Ｐ值 — ００００ — — — 　０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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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远期及及性生活质量比较
与Ａ组比较，Ｂ组复发率、生活质量和性功能评分均明显降

低，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复发 未复发 生活质量评分 性功能评分

Ａ组 ６８ ２２ ４６ １８４±０２１ ３２２１±４１２

Ｂ组 ７８ １４ ６４ １５５±０１９ ３０８８±３７９

ｔ值 — — — ８７５９ ２０１６

χ２值 — ４０５７ — — —

Ｐ值 — ００４４ —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５

#

　讨论
有数据显示，压力性尿失禁的发生率逐年增加，但其病因

尚不十分清楚，常与一个或多个因素相关，包括分娩及分娩损

伤、阴道／尿道手术史、绝经后妇女、盆腔内结缔组织或筋膜和盆
底肌肉先天不足及慢性疾病等［１１１２］。正因如此，其治疗方式亦

十分丰富，其中生物反馈联合电刺激是目前盆底功能障碍性疾

病（ＳＵＩ是其常见症状之一）最常用的保守治疗方式，其近期有
效率高达５０％，且性生活质量明显提高，这是因为其可增强会
阴和腹部收缩力，从而在性生活时达到反射性收缩盆底肌，最

终达到性高潮；但远期疗效有待继续观察［１３］。就其治愈率而

言，手术治疗仍具有明显的优势，且阴道无张力尿道中段悬吊

带术和耻骨后膀胱颈悬吊术日渐成熟，其术后近远期并发症发

生率大大降低，而治愈率及术后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明显增高，

为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带来了“春天”［１４１６］。

在本研究中，Ａ组无明显并发症发生，但 Ｂ组在近期术后
出现了２例排尿困难、１例尿潴留、２例脏器损伤、３例感染，经
对症治疗后均有所缓解，无严重不适；此外在随访期间 Ｂ组还
有２例吊带侵蚀、２例大腿疼痛和１例尿瘘；提示Ａ组安全性明
显高于Ｂ组。但Ｂ组治疗时间、临床有效率、复发率、生命质量
评分及性功能评分均优于Ａ组。这与陈玉清［１７］和王宏［１８］等学

者部分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在压力性尿失禁的治疗中，非手术治疗以安全

为主，但手术治疗则在提高临床疗效及性生活质量上具有一定

的意义，具体根据患者要求及病情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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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市不同人口学特征流动育龄妇女的内源性
生殖道感染情况
张君娴１　李玉艳２　周颖２　徐双飞２　曹莉３　武俊青２Δ

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１
２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重
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３乌鲁木齐市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所，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０２

【摘　要】　目的：了解乌鲁木齐市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流动育龄妇女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情况，为今后
开展干预和预防提供策略。方法：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选择新疆乌鲁木齐市两个区的工厂、建筑工

地、企事业单位、服务场所的流动人口（１８岁～５０岁）进行结构式问卷调查，采集标本进行内源性生殖道感
染病原菌的检测。结果：共调查６２３名流动育龄妇女，细菌性阴道病的患病率为１７３４％，霉菌性阴道炎和
滴虫性阴道炎的患病率分别为３６９％、３０５％，总的患病率为２９５３％。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城镇户口的流动
育龄妇女患生殖道感染的风险高于农村户口的对象（ＯＲ＝１８２，９５％ＣＩ：１１６～２８６），此外，在现居住地时间、
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对流动育龄妇女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也有影响。结论：应加强对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的流动育龄妇女内源性生殖道感染相关的宣教和筛查，以降低她们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患病率。

【关键词】　流动育龄妇女；人口学特征；内源性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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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多，２０１２年
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２３６亿人，流动已婚育龄妇女占到全国已

婚育龄妇女的１／４，生育数量占到全国出生数量的１／３［１］。而生
殖道感染是影响流动育龄妇女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会严重影

响妇女的健康和生活质量，可以引起继发不孕、异位妊娠、自然

流产、宫颈癌及早产等不良结局［２３］。本文调查和分析了新疆

乌鲁木齐市不同人口学特征的流动育龄妇女的内源性生殖道

感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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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入选标准：人户分离；年龄范围１８周岁～５０周岁的育龄妇
女；知情同意自愿参加本课题。排除标准：孕妇、月经期妇女、患

有生殖系统肿瘤等严重疾病的患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抽样方法　本研究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展，第一阶段在乌
鲁木齐选择两个区，第二阶段为整群抽样。在每个区选择工厂、

建筑工地、企事业单位、服务场所（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流
动人口集中的场所，纳入所选场所内全部符合条件的流动人

口。

１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和实验室检测相结合的
方法，较为客观地调查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并探索可能的影

响因素。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调查员在场所内开展问卷调

查，内容主要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个人卫生习惯、生殖道感染

情况等。由妇科医生对研究对象进行阴道分泌物的采集；由实

验室人员进行生殖道感染病原体的检测。

１２３　统计分析方法　应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双录
入，并进行一致性检验。采用 ＳＡＳ９２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
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进行描述，采用 χ２检验进行单因素分
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进行影响因素的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共调查６２３名１８岁～５０岁的流动育龄妇女，以２５岁
～３５岁的对象比例较高，农村户口的比例占７０９５％，大部分对
象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２年以上，初中和高中的比例较高，职业
分布较为广泛，家庭人均月收入以３０００元 ～５０００元的比例较
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

本研究显示，流动育龄妇女的细菌性阴道病的患病率为

１７３４％，霉菌性阴道炎和滴虫性阴道炎的患病率分别为
３６９％、３０５％，还有５４６％的对象有混合感染，总的患病率为
２９５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象的患病情况

采用卡方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法分析不同人口学特征对
象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患病情况。结果显示，城镇户口的流动

人口患病风险高于农村户口的对象，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长的

对象，患病风险较高，这可能与居住时间长的对象年龄也较大

有一定的关系。此外，不同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的对象，其内源

性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也有所不同。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有研究［４］显示在流动人口妇女中，有５２８％的人自我报告

在最近１年中有过１种或１种以上生殖道感染症状。本研究显
示流动育龄妇女的细菌性阴道病的患病率为１７３４％，滴虫性
阴道炎为３０５％，假丝酵母菌性阴道炎为 ３６９％，其中还有
５４６％的对象有混合感染；与本课题组另一项在乌鲁木齐市的
研究结果类似［５］。此外，其他研究显示宁夏银川地区流动育龄

妇女的 ＲＴＩｓ患病率为３６９７％，以细菌性阴道病（１６３６％）居
多［６］。这些研究结果提示流动育龄妇女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

疾病以细菌性阴道病为主，细菌性阴道病不仅与泌尿系感染、

盆腔炎、附件炎等妇科疾病有关，而且可能产生宫外孕、不孕症、

流产等并发症，且因无自觉症状而被忽视［７］。因此，应加强对

细菌性阴道病的筛查和防治。

本研究和以往研究［５，８９］均显示学历、职业、收入等对妇女

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有影响，年龄大、文化程度低、收入低、职业

为商业服务业人员或者农民等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经期性行为、

混洗内外衣以及流产史等均是育龄妇女是患内源性生殖道感

染的危险因素，而性生活中使用避孕套可以降低生殖道感染的

患病风险［１０］。流动育龄妇女由于其流动性和生活居住条件较

差，健康知识和保健意识较低，普遍缺乏生殖道感染相关知识，

获得医疗服务的能力较弱，是罹患此类疾病的脆弱人群［１１１２］。

此外，本研究发现在现居住地居住时间长的对象，其内源性生殖

道感染的患病风险较高，这可能与居住时间长的对象年龄也较

大有一定的关系。由于一些生殖道感染的临床症状不明显，或

表现为轻微的白带异常，或分泌物增多等症状，患者自觉异常就

诊时可能感染程度已经较重，这样不仅会增加治疗的难度，而且

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和经济负担［１３］。

表１　调查对象一般的人口学特征

　　　变量 例数 百分比

年龄（岁） ＜２５ ８２ １３１６

２５～ ２４５ ３９３３

３０～ １８５ ２９７０

３５～ ８９ １４２９

４０～ ２２ ３５３

户口性质 农村 ４４２ ７０９５

城镇 １８１ ２９０５

在现居住地时间 ３２４个月 ６１ ９７９

２年及以上 ３０４ ４８８０

常住 ２５８ ４１４１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７ ７５４

初中 ２１４ ３４３５

高中／职校／中专 ２１１ ３３８７

大学及以上 １５１ ２４２４

职业 无业或待业 １３０ ２０８７

工人 ６８ １０９１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１２３ １９７４

个体从业者 １４８ ２３７６

行政／技术／文教卫 ２６ ４１７

其他 １２８ ２０５５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３０００ ９３ １４９３

３０００～ ３５０ ５６１８

５０００～ １６５ ２６４８

≥８０００ １５ ２４１

表２　调查对象不同病原菌感染情况

例数 百分比

细菌性阴道病 １０８ １７３４

霉菌性阴道炎 ２３ ３６９

滴虫性阴道炎 １９ ３０５

混合感染 ３４ ５４６

总的患病率 １８４ ２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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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不同人口学特征对象的患病情况

否

例数 百分比

是

例数 百分比
χ２值，Ｐ值 ＯＲ（９５％ＣＩ）

年龄（岁） ＜２５ ６４ ７８０５ １８ ２１９５ ８９９，００６１ １００

２５～ １７９ ７３０６ ６６ ２６９４ １５４（０８１～２９４）

３０～ １２９ ６９７３ ５６ ３０２７ １３９（０７１～２７１）

３５～ ５５ ６１８０ ３４ ３８２０ １７７（０８２～３８３）

４０～ １２ ５４５５ １０ ４５４５ １８１（０５９～５５６）

户口性质 农村 ３２１ ７２６２ １２１ ２７３８ ３４１，００６５ １００

城镇 １１８ ６５１９ ６３ ３４８１ １８２（１１６～２８６）

在现居住地时间 ３～２４个月 ５５ ９０１６ ６ ９８４ １８６８，＜００００１ １００

２年及以上 ２２１ ７２７０ ８３ ２７３０ ３２０（１２９～７９９）

常住 １６３ ６３１８ ９５ ３６８２ ４５０（１７６～１１５０）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６ ５５３２ ２１ ４４６８ ７１３，００６８ １００

初中 １４９ ６９６３ ６５ ３０３７ ０５４（０２６～１１２）

高中／职校／中专 １５０ ７１０９ ６１ ２８９１ ０４２（０２０～０９０）

大学及以上 １１４ ７５５０ ３７ ２４５０ ０４２（０１８～０９９）

职业 无业或待业 ９９ ７６１５ ３１ ２３８５ １６９２，０００５ １００

工人 ５５ ８０８８ １３ １９１２ ０６７（０３１～１４７）

商业／服务业人员 ７３ ５９３５ ５０ ４０６５ ２０１（１１３～３５８）

个体从业者 ９６ ６４８６ ５２ ３５１４ １５９（０８２～３０８）

行政／技术／文教卫生 １９ ７３０８ ７ ２６９２ ０９４（０３３～２６８）

其他 ９７ ７５７８ ３１ ２４２２ ０７６（０４１～１４１）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３０００ ５９ ６３４４ ３４ ３６５６ ７７４，００５２ １００

３０００～ ２５５ ７２８６ ９５ ２７１４ ０６４（０３７～１１３）

５０００～ １１１ ６７２７ ５４ ３２７３ ０６０（０３０～１２２）

≥８０００ １４ ９３３３ １ ６６７ ００７（００８～０６０）

　　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妇女特别是年龄较大的妇
女，应加强生殖道感染的宣教、筛查和治疗等一系列有效的干

预，以降低她们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的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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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徐翠翠　李龙珠　徐海耿
舟山市妇幼保健院妇保科，浙江 舟山 ３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情况，为制定相应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
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法，抽取４个社区（街道）有性生活史的女性流动人口
５２７人，进行妇科检查和问卷调查，数据以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本次调查女性流动人口
生殖道感染发生率为４８０１％（２４１／５０２），主要生殖道感染种类为宫颈炎、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霉
菌性阴道炎、盆腔炎和其他感染。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
素为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流产史和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结论：不同分类特征的女性生殖道感染发病

率不同，应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加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防治的重视程度。

【关键词】　女性；生殖道感染；流行病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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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道感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ＲＴＩ）是指由病原
微生物和寄生虫引起的人类生殖道感染，女性以阴道炎、宫颈

炎、盆腔炎等为主要临床表现［１］，ＲＴＩ对女性的危害很严重，不
仅关系到女性自身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２］，同时也会对家庭

及下一代的健康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与 ＲＴＩ关系密切的不孕
症、异位妊娠、产后感染等［３］。生殖健康是我国社会健康的重

要组成部分，女性生殖道感染也是生殖健康的重要评价指标之

一。流动人口的出现是我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个重要

现象，女性占有一定比例，她们大多从农村流向城市，是社会建

设和发展的重要力量［４］，由于社会环境、卫生资源获得难易程

度以及女性流动人口自身的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多方面因素

的影响，在生殖健康方面可能面临一些特殊问题。本次研究旨

在通过了解和掌握女性流动人口 ＲＴＩ的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其
可能危险因素，为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措施提供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笔者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应用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法，首先按照行政区划分成若干个层，应用随机数字表方

法从每一层抽取被调查调查社区，共选择调查对象５２７名。调
查对象年龄范围１８岁～５０岁、非本地户籍、调查之前在本地连
续居住超过３个月及以上的女性。排除调查时处于经期和产期
的妇女。

１２　调查方法
本次调查包括女性 ＲＴＩ相关问卷调查、妇科检查（妇科检

查应避开月经期）和实验室检查三个部分。ＲＴＩ相关问卷调查
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收入以及生

殖健康状况如安全套使用情况、流产情况和既往生殖道感染史

等。妇科检查由专业医生进行，包括询问病史、临床妇检等，实

验室检查主要包括阴道分泌物显微镜检查和宫颈刮片检查，取

阴道分泌物显微镜下检查细菌形态、数量及阴道清洁度，阴道分

泌物用悬滴法显微镜下查找滴虫，用１０％ＮａＯＨ制片显微镜下
查找孢子和假菌丝。对诊断出患有疾病的调查对象给予规范的

治疗（严重者建议转诊），并要求复诊。凡调查涉及敏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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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前申明本研究不会给受调者带来任何负面影响。本调

查获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并通过，被调查对象自愿参加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集的数据分别由２人２台电脑单独以 ＥＸＣＥＬ表格形式

录入建立数据库，数据经一致性和逻辑检查后，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按不同因素分类统计的 ＲＴＩ感染
情况采用卡方检验，分析 ＲＴＩ情况时先进行单因素分析，再以
筛选出的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
析，自变量分别进行赋值，以是否发生 ＲＴＩ情况为因变量，筛选
危险因素，对取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的５２７名对象中，有完整ＲＴＩ相关问卷调查、妇科
检查和实验室检查资料的共 ５０２名，有效率 ９５２６％（５０２／
５２７），５０２名女性流动人口中，平均年龄 ３３７±１１５岁；共有
２４１名患有生殖道感染，ＲＴＩ发生率为４８０１％（２４１／５０２），主要
生殖道感染率分别为：宫颈炎２６８９％（１３５／５０２），细菌性阴道
病１５１４％（７６／５０２），滴虫性阴道炎６１８％（３１／５０２），霉菌性
阴道炎４３８％（２２／５０２），盆腔炎２９９％（１５／５０２），其他感染
２１９％（１１／５０２）。２４１名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对象中，有１８５名
（３６８５％）患有一种ＲＴＩ，有４１名（８１７％）患有两种 ＲＴＩ，有
１５名（２９９％）患有３种 ＲＴＩ。分调查对象同时患有两种及以
上生殖道感染，分别统计。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情况（ｎ＝５０２）

　疾病名称 感染例数 感染比例（％）

慢性宫颈炎 １３５ ２６８９

细菌性阴道病 ７６ １５１４

滴虫性阴道炎 ３１ ６１８

霉菌性阴道炎 ２２ ４３８

盆腔炎 １５ ２９９

其他 １１ ２１９

２２　不同分类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比较
按照不同分类方法，不同年龄（χ２＝１３８５，Ｐ＝０５００）、婚

姻状况（χ２＝４５５５，Ｐ＝０１０３）及产次（χ２＝５３４２，Ｐ＝００６９）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不同户籍（χ２＝６４５８，Ｐ＝００１１）、文化程度）（χ２＝８４２０，Ｐ＝
００１５）、家庭人均月收入（χ２＝１９１７９，Ｐ＜０００１）、流产史（χ２＝
１４２２７，Ｐ＜０００１）、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χ２＝１０３８２，Ｐ＝
０００１）、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χ２＝５０２１，Ｐ＝００２６）女性流动
人口生殖道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３　不同因素对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影响的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首先经过单因素分析，筛选出有意义的变量包括不同户
籍、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流产史、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

以及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之后将其纳入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以是否有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为二分类因变量（有女性流

动人口生殖道感染＝１，无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 ＝２），不同
户籍（农村＝１，城镇＝２），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１，初中 ＝２，
高中及以上 ＝３），家庭人均月收入（＜１０００元 ＝１，１０００元 ～
３０００元＝２，＞３０００元 ＝３）、流产史（是 ＝１，否 ＝２）、性交时是
否使用安全套（是＝１，否 ＝２）以及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是 ＝
１，否＝２）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流动人口生殖
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流产史和既

往有生殖道感染史（Ｐ＜００５），其中受教育程度高和家庭年收
入高是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的保护因素，而流产史和既往

有生殖道感染史是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不同分类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比较（ｎ＝５０２）

　　　　 分类
有生殖道

感染

无生殖道

感染
χ２值 Ｐ值

户籍

城镇 ３１ ５６

农村 ２１０ ２０５ ６４５８ ００１１

年龄

＜３０岁 １１４ １１１

３０～４０岁 ７６ ９４

＞４０岁 ５１ ５６ １３８５ ０５０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５９ １５６

未婚 ７８ ９３

离异或丧偶 ４ １２ ４５５５ ０１０３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４４ ２９

初中 １７８ １９６

高中及以上 １９ ３６ ８４２０ ００１５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１０００元 ５８ ２７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元 １５４ １５６

＞３０００元 ３９ ６８ １９１７９＜０００１

流产史

有 ９７ ６４

无 １４４ １９７ １４２２７＜０００１

产次

１次 ６８ ８８

２次 １２４ １３９

≥３次 ４９ ３４ ５３４２ ００６９

性交时是否使用安全套

是 ６５ １０６

否 １７６ １５５ １０３８２ ０００１

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

是 ８６ ６９

否 １５５ １９２ ５０２１ ００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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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自变量对是否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的影响（ｎ＝５０２）

变量 偏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ＯＲ值 Ｐ值 ９５％ ＣＩ

受教育程度 －００５６ ００２０ ６．３７５ ０９２８ ００３２ ０８５１～０９８９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１ ５８２１ ０９１４ ０００２ ０８１３～０９９１

流产史 ０４１１ ００４９ １１３７５ １５１６ ＜０００１ １１０８～１７３９

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 ０２６５ ００５１ ９３４２ １３３７ ＜０００１ １１６２～１８０３

#

　讨论

女性生殖道感染（ＲＴＩ）对患者身心健康产生诸多危害［５］，

各种急慢性ＲＴＩ临床症状反复困扰女性，降低生活质量，因ＲＴＩ
导致的不孕症可能使女性易受家庭歧视，影响家庭关系和

谐［６］，另一方面，ＲＴＩ有可能增加 ＨＩＶ等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
的危险性［７］。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快速转

型，人口流动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在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女性流动人口大多从农村流向城市，从

中西部流向东部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她们在为社会贡献自身

力量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特殊的困难，由于自身学历偏低，在社

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职业种类选择受限，收入相对偏低，生

活环境不良，卫生保健意识有待提高，医疗资源获得相对困

难［８］。因此，对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次调查发现，５０２名女性流动人口中，ＲＴＩ发生率为
４８０１％（２４１／５０２），与贺艳等［９］调查的结果类似，但高于梁华

等［１０］调查的ＲＴＩ发生率。目前国内外对生殖健康的研究比较
重视，有关女性ＲＴＩ的文献较多，不同文献报道的ＲＴＩ发生率不
同，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不同地区的社会和自然环境、经济发

展水平、生活习惯等差异，一个地区的调查结果难以外推至其

他地区，不同人群的调查结果也各不相同，另一方面，也可能与

不同调查的判定标准、统计方法的不同有关。本次调查 ＲＴＩ患
病种类由高到低依次为宫颈炎、细菌性阴道病、滴虫性阴道炎、

霉菌性阴道炎、盆腔炎和其他感染，宫颈是阻止下生殖道病原

微生物进入上生殖道的重要防线，由于特殊组织结构，宫颈管

单层柱状上皮抗感染能力弱，因性行为、分娩等机械性刺激而

使完整性受损，易发生感染，产生宫颈炎，慢性宫颈炎与宫颈癌

有一定关系［１１］，因此应做好预防工作。细菌性阴道病为阴道内

正常菌群失调所致的一种混合感染，是阴道内有大量的细菌、

伴有阴道分泌物性状及气味等改变的炎症。滴虫性阴道炎是

由毛滴虫引起，主要通过性交传播，具有较强的传染性。霉菌性

阴道炎是由念珠菌引起的症状，一般是患者全身及局部免疫能

力下降时引发。盆腔炎包括子宫炎、输卵管卵巢炎、盆腔结缔组

织炎及盆腔腹膜炎，常见症状为阴道分泌物增多，下腹疼痛及

全身畏寒发热等症状，急性盆腔炎迁延不愈可转为慢性危害性

更大，不良卫生习惯及过度冲洗下生殖道均使盆腔炎发病几率

增加。本次２４１名患有生殖道感染的对象中，有１８５名（３６８５
％）患有一种 ＲＴＩ，有 ４１名（８１７％）患有两种 ＲＴＩ，有 １５名
（２９９％）患有三种 ＲＴＩ，两种或三种生殖道混合感染，必须引
起高度重视，女性生殖道混合感染的治疗时间及难度远大于单

纯感染，同时，混合感染复发率显著高于单纯感染［１２］。

本调查结果显示，按照不同分类方法，文化程度、家庭人均

月收入、流产史及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的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

感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的独立影响因素为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

入、流产史和既往有生殖道感染史。分析原因，受教育的程度越

高，可能对生殖健康卫生保健知识的了解与掌握越多，自我保护

意识越强，越易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从而减少了生殖道感染的

发生；经济状况良好，预示生活水平相对较好，有更多的物质条

件来降低感染性疾病的发生；因各种主客观原因导致的流产，对

女性都将产生不可避免的损伤，由于致病菌的感染而出现ＲＴＩ。
文献报道过多的流产性手术如无痛清宫术等可通过多次机械

性损伤增加宫腔感染风险，造成宫腔粘连［１３］，与本研究有类似

之处。ＲＴＩ具有反复发作，迁延不愈的特征，既往有生殖道感染
史的女性，再次感染的可能性较大。

本调查以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初步分析了女性流动人口

ＲＴＩ的流行病学特征，为女性流动人口 ＲＴＩ的防控提供参考。
调查的不足之处体现在以下２点：①调查及分析的指标有限；②
由于是描述性研究，无法就各种因素与患病进行因果关系推断；

本研究的优势体现在以下２点：①调查对象主要为女性流动人
口这一特殊群体，其他研究较少设计这类人群；②调查对象的信
息相对完整详细。未来的研究可以采用分析性流行病学调查方

法，扩大研究对象及指标的选择范围，对各种因素进行进一步深

入分析，在调查的基础上加大干预措施的实践力度，以减轻ＲＴＩ
的社会危害程度，提高我国居民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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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的临床调查分析
李海波　刘曦Δ

宝鸡市中心医院妇产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８

【摘　要】　目的：对辅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出生缺陷情况进行临床调查分析。方法：本研究选择的研
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于宝鸡市中心医院产科借助辅助助产技术出生的２９９１例出生儿，其
中采用ＩＶＦＥＴ辅助助产技术的出生儿１２５０例，ＩＣＳＩＥＴ辅助技术的出生儿 ９７６例，ＦＥＴ的出生儿７６５例，
本研究观察的指标包括：新生儿出生缺陷类型的分布情况，应用不同辅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

比较，产母不同年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结果：从辅助助产技术新生儿的缺陷类型分布来看，心血管

循环系统缺陷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胃肠消化系统以及唇腭裂；应用ＩＶＦ
ＥＴ、ＩＣＳＩＥＴ、ＦＥＴ辅助助产技术的新生儿缺陷率分别为２０％、１３３％、０３９％，３种辅助助产技术的新生
儿缺陷率进行比较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从产母不同年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来看，随着产母年龄的不断
增加，应用辅助助产技术试管婴儿后后新生儿的出生缺陷率不断增加，缺陷率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应用试管婴儿辅助助产技术治疗不孕不育时，必须意识到应用辅助助产技术后子代发
生出生缺陷的风险，因此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医师应该将试管婴儿发生出生儿缺陷的概率告知患者，提前发

现胎儿在子宫内发育异常及染色体异常，尽可能降低子代出生缺陷情况的发生。

【关键词】　辅助助产技术；新生儿；出生缺陷；临床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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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ｒｎ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ａｉｄｏｆＩＶＦＥＴ，ＩＣＳＩＥＴａｎｄＦＥ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ｅｒｅ２０％，１３３％ ａｎｄ０３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Ｐ＜００５）．
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ｓａｇｅ，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ｒ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Ｖ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
ｉｔｙｈａ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ｓｈｏｕｌｄｉｎｆｏｒｍ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ｅｓｔｔｕｂｅｂａ
ｂｉｅ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ｔ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ｃａｎｍｉｎｉｍｉｚｅ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ｅｗｂｏｒｎ；Ｂｉｒｔｈｄｅｆｅｃ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近年来，不孕不育的发病率有逐年升高的趋势，辅助助产
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１］，最初的体外辅助助产技术为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卵胞浆内单精子注
射胚胎移植（ＩＣＳＩＥＴ）以及冻融胚胎移植（ＦＥＴ）等技术逐渐应
用到试管婴儿的辅助助产技术中［２］，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随着试管婴儿数量的不断增加，应用辅助助产技术给不孕不育

的家庭带来了希望，且辅助助产对产妇子宫、阴道等生殖健康

影响较小，但应用辅助助产技术出生后代的健康问题逐渐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出生儿的缺陷问题一直备受人们的争

议［３］。出生缺陷是一种先天性异常，是由于先天性胚胎发育异

常引起的形态、功能、代谢、精神行为的异常，存在先天性的身体

畸形和智力障碍。因此在临床上合理应用辅助助产技术，降低

出生儿的缺陷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４］。本研究选择的对象

为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０１５年４月在我院的产科借助辅助助产技术出
生的２９９１例出生儿，分别采取不同的辅助助产技术，对新生儿
出生缺陷进行临床调查分析，具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宝鸡市
中心医院的产科借助辅助助产技术出生的２９９１例出生儿，其中
采用ＩＶＦＥＴ辅助助产技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该技术是从母
体中取出卵子置于培养皿中，加入精子，使得精子与卵子发生

体外受精，发育成胚胎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经妊娠分娩婴儿）

１２５０例，ＩＣＳＩＥＴ（卵泡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该技术是使用注
射针挤压精子尾部，诱导精子激活卵细胞，吸精子进入注射针，

通过显微操作将精子注入卵胞浆内，完成受精）９７６例，ＦＥＴ
（冻融胚胎移植，该技术是目前保存生育功能的一种成熟的方

法，通过试管培育技术得到胚胎，在液氮的环境中进行保存，可

以在以后的自然周期中解冻胚胎并进行移植）７６５例，所有新生
儿父母均不存在染色体异常情况。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通过。

１２　调查方法
试管婴儿出生缺陷的标准按照《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

际统计分类》进行划分，由妇产科和医生共同进行临床确诊，对

于部分难以确诊的新生儿还应进行超声心动、染色体的检查。

１３　观察指标
本研究观察的指标包括：新生儿出生缺陷类型的分布情

况，应用不同辅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产母

不同年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

１４　统计学处理
统计学数据的处理应用ＳＰＳＳ１６０数据处理软件包，计量的

比较采用Ｔ值检验，计数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Ｐ＜００５时，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新生儿出生缺陷类型的分布

从辅助助产技术新生儿的缺陷类型分布来看，心血管循环

系统缺陷的发生率最高，其次为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中枢神经

系统、胃肠消化系统以及唇腭裂。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新生儿出生缺陷类型的分布

　　 缺陷类型 ＩＶＦＥＴ ＩＣＳＩＥＴ ＦＥＴ 合计

　呼吸系统 ４ ２ ０ ６

　泌尿系统 ２ ３ １ ６

　胃肠消化系统 ２ １ ０ ３

　心血管循环系统 １２ ６ １ １９

　中枢神经系统 ３ ０ １ ４

　唇腭裂 ２ １ ０ ３

２２　应用辅助助产技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
应用ＩＶＦＥＴ辅助助产技术的新生儿缺陷率为２０％，ＩＣＳＩ

ＥＴ助产技术的新生儿缺陷率为１３３％，ＦＥＴ的缺陷率为０３９
％，３种辅助助产技术的新生儿缺陷率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应用辅助助产技术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

技术类型 ＩＶＦＥＴ ＩＣＳＩＥＴ ＦＥＴ

例数（Ｎ） １２５０ ９７６ ７６５

缺陷例数 ２５ １３ ３

缺陷率（％） ２０ １３３ ０３９

　χ２值 ７７６

　Ｐ值 Ｐ＜００５

２３　产母不同年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
随着产母年龄的不断增加，其应用辅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

的出生缺陷率不断增加，各组年龄段产母新生儿出生缺陷率进

行比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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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母不同年龄新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

年龄 缺陷例数 缺陷率（％） χ２值 Ｐ值

２０～２５ １１０９ ８（０７２） ６８７ Ｐ＜００５

２５～３０ ９７６ １２（１２３）

３０～３５ ７６４ １７（２２３）

＞３５ １４２ ４（２８２）

#

　讨论
辅助助产技术给不孕不育患者带来了希望，但同时应用辅

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的健康问题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出生缺陷是指正常胎儿在不良环境的影响下，在发育过程中出

现的先天性形态结构畸形或者出现的生理功能紊乱，出现缺陷

不仅包括出生的婴儿也包括死胎以及流产的胎儿。近年来，辅

助助产技术及试管婴儿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研究发

现通过辅助助产技术的婴儿出生缺陷的几率比正常分娩的婴

儿要高，出生缺陷给家庭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打

击［５６］。目前造成新生儿出生后缺陷的原因主要有环境和遗传

因素两种，在辅助生殖过程中，从取卵、取精直至胚胎移植的整

个过程中，外界因素比如氧气、二氧化碳浓度、温度、光照强度以

及气味等都会对导致胚胎的遗传物质发生改变［７８］。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宝鸡市中心医院产科借助辅助助产

技术出生的 ２９９１例出生儿，其中采用 ＩＶＦＥＴ助产技术 １２５０
例，ＩＣＳＩＥＴ９７６例，ＦＥＴ７６５例，应用不同的辅助助产技术后出
生儿的缺陷率不同，其中 ＩＶＦＥＴ的缺陷率最高２％，ＦＥＴ的缺
陷率最低０３９％，说明随着辅助助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出生儿
的缺陷率不断降低，提高了试管婴儿在临床中的使用率。从新

生儿的缺陷类型分布来看，心血管循环系统缺陷的发生率最

高，其它类型的缺陷还有呼吸系统、泌尿系统、中枢神经系统、胃

肠消化系统以及唇腭裂等，发生缺陷的原因可能与辅助生殖过

程中使用了大量的促性腺激素有一定的关系［９１１］，由于受精过

程和早期胚胎的培育都在体外进行，都会造成出生的缺陷，另

外在采用显微单精子注入技术辅助生殖的过程中很可能会干

扰细胞的正常周期［１２１４］，导致胎儿的畸形；从产母不同年龄新

生儿出生缺陷率的比较情况来看，随着产妇年龄的增加，新生

儿发生缺陷的几率明显升高，产妇年龄的增加导致卵子发生异

常的几率增加［１５１８］，高龄产妇发生缺陷的几率高于年轻产妇，

当然这其中也存在就诊患者年龄普遍偏高有关。

综上所述，应用试管婴儿辅助助产技术可以用于对不孕不

育的治疗，并且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同时也必须意

识到应用辅助助产技术后子代发生出生缺陷的概率增加，并且

应用不同的辅助助产技术后缺陷率有所不同，因此在临床应用

过程中，医师应该及时将试管婴儿发生出生儿缺陷的概率告知

患者，尽可能降低子代出生缺陷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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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延安市科技惠民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ＨＭ０８０２）
【第一作者简介】穆丹（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从事儿科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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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和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与血中瘦素和性激素
水平间的关系
穆丹１　冯孝强１Δ　卢笛２　贾鲲鹏１

１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２延安大学附属医院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肥胖和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与血中瘦素和性激素水平间的关系。方法：随机选取
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接收的健康体检儿童１５０例，依据体重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轻中度单
纯性肥胖组（肥胖组，ｎ＝７５）和体重正常组（正常组，ｎ＝７５）两组，对两组儿童的瘦素和性激素水平及其相关性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不同年龄肥胖男童血中瘦素和睾酮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男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肥胖女童血中瘦素和雌二醇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女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同年龄肥胖女童血中
瘦素水平均显著高于肥胖男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女童血中瘦素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男童，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男童、正常男童血中瘦素和睾酮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肥胖女童、正常女童血中瘦素和雌二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肥胖和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与血中瘦素和性激素水平间显著相关，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关键词】　肥胖儿童；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瘦素；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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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医学学者在１９９４年将肥胖基因从小鼠及人的脂肪组
织中分离并克隆了出来，将新的领域开辟给了肥胖的研究［１］。

瘦素属于肥胖基因的表达产物，因此受到了相关医学学者的广

泛关注和充分重视［２］。瘦素是一种蛋白质，分泌主体为白色脂

肪组织，分子量为１６０００。动物实验证实，瘦素能够对体重进行
控制，途径为对能量消耗或食欲进行调节［３］。同时，相关医学

研究表明［４］，瘦素能够对青春期的开始进行诱导，提早人与动

物的性成熟时间。但是，目前，临床还没有明确儿童青春期发育

中瘦素的作用。此外，体内性激素在儿童青春期发育中也占有

极为重要的地位［５］。现阶段，临床还没有弄清楚瘦素的具体作

用及其和性激素在肥胖和正常儿童性发育动态过程中的相互

关系及变化规律。本研究对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延安大
学附属医院接收的健康体检儿童１８０例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
分析，探讨了肥胖和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与血中瘦素和性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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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间的关系。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接
收的健康体检儿童１８０例，纳入标准：所有儿童的年龄、身高相
差均分别在３个月、２ｃｍ以内；排除标准：将有染色体异常、脑外
伤等既往病史等儿童排除在外。依据体重标准（体重 －标准体
重×１００％，在２０％～３０％为轻度肥胖，标准体重３０％～５０％为
中度肥胖，＞５０％为重度肥胖）将这些患者分为轻中度单纯性
肥胖组（肥胖组，ｎ＝９０）和体重正常组（正常组，ｎ＝９０）两组。
肥胖组儿童中男性４５例，女性４５例，年龄范围１０岁～１５岁，年
龄（１２６±２４）岁。在年龄分布方面，１５例为１０岁，１５例为１１
岁，１５例为１２岁，１５例为１３岁，１５例为１４岁，２５例为１５岁。
正常组儿童中男性４５例，女性４５例，年龄范围１０岁～１５岁，年
龄（１２８±２２）岁。在年龄分布方面，１５例为１０岁，１５例为１１
岁，１５例为１２岁，１５例为１３岁，１５例为１４岁，２５例为１５岁。
两组儿童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

１２　方法
督促两组儿童禁食１２ｈ，清晨将其５ｍｌ空腹静脉血采集下

来，在一次性塑料试管中放置，对其进行离心，速率、时长分别为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ｍｉｎ，在两个Ａｐｒｏｔｉｍｉｎ管中分装每一血样的血清，
标号后在 －８５℃的冰箱中放置保存待测。采用美国 ＬＩＮＣ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公司生产的ＨｕｍａｎｌｅｐｔｉｎＲＩＡｋｉｔ．ＨＬ８ＩＬ试剂盒，运用
放射免疫法测定两组儿童的瘦素水平；采用北京北方生物制品

研究所提供的试剂盒，运用放射免疫法对两组儿童的睾酮、雌

二醇等性激素水平进行测定。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两组儿童的瘦素和性激素水平

等计量资料用（珋ｘ±ｓ）表示，用 ｔ检验；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或 Ｐｅａｒｓｏｎ分
析相关性，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儿童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儿童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儿童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肥胖组

（ｎ＝９０）
正常组

（ｎ＝９０）
ｔ／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性 ４５（５００） ４５（５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

女性 ４５（５００） ４５（５００）

年龄（岁） １２６±２４ １２８±２２ １８８６ ＞００５

年龄分布 １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１１ １５（２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２ １５（２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３ １５（２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４ １５（２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１５ １５（２００） １５（２００）

２２　两组儿童的瘦素和性激素水平比较
不同年龄肥胖男童血中瘦素和睾酮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男

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女童血中瘦素和雌二醇水
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女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同年
龄肥胖女童血中瘦素水平均显著高于肥胖男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正常女童血中瘦素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男童，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１和表２－２。

表２－１　两组男童的瘦素和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年龄（岁） 例数
瘦素（ｎｇ／ｍｌ）

肥胖男童 正常男童

睾酮（ｎｇ／ｍｌ）

肥胖男童 正常男童

１０ １５ １６７±３３ ５０±１０ ４８±１０ ６５１±１６２

１１ １５ １７１±３７ ５６±１２ ２８２±５１　 ７８２±１９８

１２ １５ １９２±４２ ６３±１６ ７６８２±１８３７ １０４２２±２４０７

１３ １５ １２０±２５ ７１±１６ ２３０７７±４１１６　 ２３３８６±５９８３

１４ １５ １０７±２０ ３９±０８ ３０９３２±５７２６ ３１８８７±５９８３

１５ １５ １０６±１７ ３０±０６ ５０５４６±９５１１ ４４１４０±７７１０

表２－２　两组女童的瘦素和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年龄（岁） 例数
瘦素（ｎｇ／ｍｌ）

肥胖女童 正常女童

雌二醇（ｐｇ／ｍｌ）

肥胖女童 正常女童

１０ １５ １７２±２４ ７３±１４ ２８９±４８ ２１１±４７

１１ １５ １８２±３０ ８１±１５ ３２６±５９ ３１７±５２

１２ １５ １８３±３０ １１１±１９ ３４８±６５ ３８９±６８

１３ １５ １９７±３１ １２６±２６ ４２５±７９ ３９０±７０

１４ １５ ２１３±４３ １４０±２９ ４２５±７８ ５０３±９５

１５ １５ ２２３±３６ １４１±２９ ４２９±８３ ５３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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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儿童血中瘦素和性激素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肥胖男童、正常男童血中瘦素和睾酮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

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女童、正常女童血中
瘦素和雌二醇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儿童血中瘦素和性激素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性激素 肥胖男童 正常男童 肥胖女童 正常女童

睾酮　 －０８２ －０９２ — —

雌二醇 — — ０８３ ０９４

#

　讨论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６８］，在儿童青春期，瘦素水平就开始在

极大程度上提升。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９１２］，１２～１３岁是肥胖男
童青春期开始时间，１３岁 ～１４岁是正常男童青春期开始时间，
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为该时期男童具有最高的瘦素水平，

以此认为瘦素可能能够为青春期启动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

瘦素的分泌主体为脂肪细胞，其水平提升为睾丸间质细胞对睾

酮分泌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将男童青春期启动，但是，瘦素

分泌随着睾酮水平的提升反而受到了抑制，进而对青春期发育

中瘦素的作用进行了抑制。同时，瘦素也可能会抑制睾酮，瘦素

和睾酮的相互抑制可能使男孩的青春期开始时间延迟［１３］。相

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４１７］，１１岁 ～１２岁是肥胖女童青春期开始时
间，１２岁 ～１３岁是正常女童青春期开始时间，发生这一现象的
原因可能为该时期女童具有最高的瘦素水平，以此认为瘦素可

能能够为青春期启动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瘦素分泌增加为

雌二醇分泌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将女童的青春期启动，同

时，瘦素分泌随着雌二醇水平的提升而增加，两种激素相互促

进促进正反馈的形成，共同为青春期发育提供良好的前提条

件［１８］。

本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年龄肥胖男童血中瘦素和睾酮水平

均显著高于正常男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女
童血中瘦素和雌二醇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女童，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同年龄肥胖女童血中瘦素水平均显著
高于肥胖男童（Ｐ＜００５），正常女童血中瘦素水平均显著高于
正常男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肥胖男童、正常男
童血中瘦素和睾酮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肥胖女童、正常女童血中瘦素和雌二醇均呈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在男童青
春期启动中，瘦素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睾酮随着青春

期发育进程对其作用进行抑制，而在女童青春期启动和发育

中，瘦素均可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瘦素和睾酮相互抑制、

瘦素和雌二醇相互促进，这一两性差异可能导致和女童相比，

男童具有较晚的性成熟时间。

总之，肥胖和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与血中瘦素和性激素水

平间显著相关，瘦素可能将儿童青春期启动并受性激素调节，

同时可能在女童青春期发育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从而导

致和女童相比，男童具有较晚的性成熟时间，值得临床充分重

视。

参 考 文 献

［１］　陈文秀．高血糖ＳＤ大鼠父系和母系对子代糖脂代谢影响差异的
研究．合肥：安徽医科大学，２０１５．

［２］　王娜．肥胖通过激活 ｍＴＯＲ信号和抑制 ＳＩＲＴ１信号加速卵巢卵
泡的发育与消耗．汕头：汕头大学，２０１３．

［３］　赵逸民．青少年双生子全血脂肪酸组成与空腹血脂水平关系的
横断面研究．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１５．

［４］　段世博，闫华，刘暌，等．瘦素与创伤．中华创伤杂志，２０１１，２７
（２）：１８７１８９．

［５］　周凌云，左笑丛，张毕奎，等．长期服用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对患者
体重指数、血浆瘦素和胰岛素低抗的影响．中国药学杂志，２０１２，
４７（１２）：９９７１０００．

［６］　宋媛，朱庆庆，汪宪平，等．学龄前单纯性肥胖儿童血清瘦素、胰
岛素及性激素水平．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０，２５（６）：７６５７６７．

［７］　谭庆玲，陈碧玲，张惠．氯沙坦与氨氯地平对肥胖高血压患者瘦
素、脂联素及胰岛素敏感性比较．中国医院药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４
（７）：５６８５７１．

［８］　马新瑜，李瑞珍．单纯性肥胖儿童骨龄与体质量指数及性激素水
平的相关性．实用儿科临床杂志，２０１１，２６（７）：４８７４８８．

［９］　刘国栋，徐同道，周艳，等．肥胖与结合珠蛋白及瘦素相关性研
究．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４５（５）：４４５４４７．

［１０］　翟玲玲，白霞，赵剑，等．膳食诱导肥胖小鼠血清瘦素及性激素水
平．环境与健康杂志，２０１３，３０（１１）：９５０９５２．

［１１］　李颖，夏天，李荣．单纯性肥胖患者血清瘦素水平与尿微量白蛋
白关系的研究．天津医药，２０１２，４０（５）：４４６４４８．

［１２］　张兰华，刘清，马翠玲．兰州市３１２岁儿童ＢＭＩ肥胖标准参考值．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２９）：４５５７４５６０．

［１３］　陈雪．４６例男性青春期肥胖患者干预前后血清瘦素、胰岛素及性
激素水平的研究．重庆医学，２０１２，４１（１４）：１４２２１４２３．

［１４］　陈春林，张玉梅，温志超，等．性健康教育在青春期妊娠患者中的
应用．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０，１９（８）：３５３６．

［１５］　庞智东，宁旦．儿童肿瘤相关性早熟的病因和临床特征分析．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８）：１１１３．

［１６］　ＳｅｒｇｅｙｅｖＯ，ＢｕｒｎｓＪ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ｉｐｕ
ｂｅｒ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ｒｇａｎｏｃｈｌｏｒｉｎ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ａｎｄｂｌｏｏｄ
ｌｅａｄｗｉｔｈ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ｐｕｂｅｒ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ｏｆ
ｂｏｙ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Ｓｔｕｄ
ｙ．ＲｅｖＥｎｖｉｒ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７，３２（１２）：８３９２．

［１７］　ＣｏｓｔａＥＳＬ，ＦｒａｇｏｓｏＭＩ，ＴｅｌｅｓＪ．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ｊｕｒｙ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ｒａｇｅ，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ｒｔｓ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７，９（２）：１１８１２５．

［１８］　ＢｕｒｎｓＪＳ，ＬｅｅＭ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Ｌ，ｅｔ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ｅｒｉｐｕｂｅｒｔａｌｓｅ
ｒｕｍｄｉｏｘｉｎａｎｄｐｏｌｙｃｈｌｏｒｉｎａｔｅｄｂｉｐｈｅｎｙ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ｔｉｍｉｎｇａｍｏｎｇｒｕｓｓｉａｎｂｏｙ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２０１６，１２４（１１）：
１８０１１８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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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吉林省中医药科技项目（２０１６０６９）
【第一作者简介】王小龙（１９７８—），男，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
要从事中医治疗男性病的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通讯作者】郑连文（１９６８—），男，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Ｅｍａｉｌ：
ｄａｖｅｚｈｅｎｇ＠ｓｏｈｕ．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３６ ·中医性学·

“大补元气、破血逐瘀”之法治疗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
临床研究
王小龙１　臧大伟１　郑连文２Δ

１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长春 １３００６１
２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生殖医学中心，长春 １３００４１

【摘　要】　目的：观察以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为治疗原则，运用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治疗慢性精囊炎
性血精症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尝试比较中药在不同剂型下，临床疗效的差异。方法：选择符合诊断标准

的受试者９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中药汤剂组）３０例，对照１组（中药散剂组）３０例和对照２组（西药组）３０
例。治疗组给予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１５０ｍｌ／次，２次／ｄ口服。对照１组，给予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散剂，
２２５ｇ／次，３次／ｄ口服。对照２组，给予盐酸莫西沙星片４００ｍｇ／次，１次／ｄ口服。治疗组与对照２组连续服
用２ｗ，对照１组连续服用４ｗ。结果：治疗４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８３３３％，对照１组总有效率９６６６％，对
照２组总有效率６３３３％。治疗组、对照１组总有效率优于对照２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Ｐ＜
００１），对照１组总有效率优于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治疗
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效果显著，安全性好。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散剂疗效优于汤剂组，是更适合针对慢性

精囊炎性血精症的治疗方案。

【关键词】　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中药散剂；中药汤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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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囊炎性血精症是泌尿外科及男科领域常见疾病之一。由
于精囊的特殊生理结构，以及检查手段的局限性，如何明确精囊

炎性血精症的诊断以及怎样解决反复发作的问题，仍然是本病

的诊治难点。本课题组经多年临床探索，确立慢性精囊炎性血

精症病因病机是以正气亏损，瘀血阻于精室，血不循经而致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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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症，病属本虚标实。治以大补元气、破血逐瘀为法，拟以补阳

还五汤合抵当汤作为治疗处方，治疗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为

该病的治疗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方案方法，能为更多专家、学

者了解、深入研究该病提供新的参考。

!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到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吉林省妇幼保健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就诊的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患者９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中
药汤剂组）３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９岁，年龄（３３５±７２）岁，
对照１组（中药散剂组）３０例，年龄范围 ２８岁 ～５３岁，年龄
（３１３±５８）岁和对照２组（西药对照组）３０例，年龄范围２５岁
～５１岁，年龄（３０８±６２）岁。三组患者病程、年龄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诊断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１９９４年颁布的《中医病证诊
断疗效标准》［１］与《中西医临床性病学》［２］拟定。①射精时排出
血精，可伴射精痛、性功能减退或下腹会阴和两侧腹股沟胀痛

不适或尿急、尿频，或血尿，呈慢性经过，反复发作。②肛门指诊
前列腺上缘两侧有触痛，精囊肿大。③实验室检查：精液中有大
量红细胞及白细胞。④Ｂ超检查：精囊肿大或囊壁毛糙，囊内透
声差。⑤精液病原体培养可找到细菌或微生物。⑥排除精囊肿
瘤、精囊结核及前列腺癌的血精。具备①③和其他一项以上者，
病程超过６个月，即可确诊为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
１３　纳入标准

凡符合诊断标准的１８岁～６０岁的男性患者自愿参加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者均纳入临床观察。

"

　治疗方法
选择符合诊断标准的受试者９０例，随机分为治疗组（中药

汤剂组）３０例，对照１组（中药散剂组）３０例和对照２组（西药
组）３０例。治疗组给予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处方：黄芪、当归、
川芎、桃仁、红花、赤芍、地龙、水蛭、虻虫、酒大黄。）１５０ｍｌ／次，２
次／ｄ口服。对照１组，给予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散剂，２２５ｇ／
次，３次／ｄ口服（治疗组、对照１组中药材由吉林省龙康药业提
供，两组服用药物总数量及质量相同。）。对照２组，给予盐酸
莫西沙星片（商品名：拜复乐，北京拜尔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Ｊ２０１００１５８）４００ｍｇ／次，１次／ｄ口服。治疗组与对照２组
连续服用２ｗ，对照１组连续服用４ｗ。
#

　疗效观察
３１　疗效判定

疗效标准［３］临床治愈：连续 １０次排精均未见肉眼血精，体
征消失，至少反复 ２次查精液常规未发现红细胞及白细胞；显
效：连续 １０次排精偶见肉眼血精（＜２次），体征基本消失，精
液常规检查红细胞及白细胞较治疗前明显减少至每个高倍镜

下少于 １０个；有效：连续 １０次排精时见肉眼血精（＜５次），体
征有所减轻，精液常规检查红细胞及白细胞较治疗前减少至少

１个等级；无效：连续 １０次排精常见肉眼血精（＞５次），体征
较治疗前改善不明显，精液常规检查红细胞及白细胞较治疗前

无明显变化或反而增多。临床治愈、显效及有效三者之和为总

有效。

３２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提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３３　治疗结果
治疗４ｗ后，治疗组（中药汤剂组）总有效率８３３３％，对照１

组（中药散剂组）总有效率９６６６％，对照２组（西药组）总有效率
６３３３％。治疗组（中药汤剂组）、对照１组（中药散剂组）总有效
率优于对照２组（西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Ｐ＜
００１），对照１组（中药散剂组）总有效率优于治疗组（中药汤剂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疗效比较

项目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１２ ７ ６ ５ ８３３３％ａ

对照组１ ２１ ７ １ １ ９６６６％ｂ

对照组２ １ ７ １１ １１ ６３３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ｂ与对照组２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
与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４　安全性分析
三组患者治疗期间均未见不良反应或不适症。

$

　讨论
血精症是指以射出血性精液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类病

证，有镜下血精和肉眼血精之分。部分血精症可自愈或给予

敏感抗菌素后病症消失，但少部分患者血精易反复发作，迁延

难愈，演变为慢性、顽固性血精，常规治疗方法往往难以奏效，

比较棘手［４５］。现代医学认为精道耐药菌的反复感染、射精管

的梗阻扩张、精囊慢性炎症的继发性结石形成、精囊囊肿以及

精囊和前列腺特殊的解剖和生理特点是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

难治的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显微技术的水平不断提高，国

内相继开展了经尿道输尿管镜技术、精囊穿刺冲洗、精囊镜等

治疗，使慢性、顽固性血精的疗效明显提高［６１０］。显微外科技

术优势在于精囊镜经解剖学路径，对射精管及精囊内部直接

检查、诊断，并针对病灶直接治疗，且术后恢复较快。但其较

高的费用以及侵入性治疗后可能产生的一系列并发症也让许

多患者望而止步。

祖国传统医学对血精症较早阐述，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

候论》中首次论述血精的病因病机，提出“肾虚不能藏精”“房劳

过度”是根本病因。明代后期医家，认为本病有虚实、轻重之

分，理论及临床实践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清以后，唐容川在《血

证论》中，提出久病、劳倦，强力行房等是血精主要原因。近几

十年来，随着中医男科学蓬勃发展，众多医家对本病的研究日趋

深入，使本病的病因病机、治疗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１１１６］。笔

者临床诊治所见慢性、顽固性、反复发作性血精症患者，多为气

虚血瘀之证，临床表现多为倦怠乏力、少气懒言，伴有下腹、会

阴、腹股沟、睾丸疼痛坠胀不适，精液呈暗红色、黑色、或带有血

丝、血块等舌淡暗或紫暗有瘀斑，苔薄白，脉沉涩。气足则血行，

气虚则运血无力，滞而为瘀，阻于脉道，脉络失养，筋脉不荣。瘀

滞日久，其气愈虚，若冒然攻下逐瘀，则正气愈损；反之若专司补

气，则使瘀血积滞，血不归经。依证论治，法当大补元气、破血逐



·１２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瘀，可使瘀去新生，沉疴尽去。

补阳还五汤出自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治疗气虚血瘀证

的代表方剂，由黄芪、川芎、赤芍、当归尾、地龙、桃仁及红花组

成。抵当汤出自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由大黄、虻虫、水

蛭、桃仁组成，具有破下逐瘀、下血活络之功，是治疗蓄血实证的

经典方剂。两方合之以黄芪为君，重用生黄芪（四两）取其大补

元气之用，以气旺则血行，瘀去则脉络通；当归尾甘辛温，为补血

良药，兼具活血通络而不伤血作用，川芎具有活血行气，赤芍活

血散瘀、行血中瘀滞，当归尾、川芎、赤芍辅助君药发挥其大补元

气之力，使补而不滞，共为臣药。地龙通经活络，虻虫破血逐瘀、

消散结，桃仁活血祛瘀，红花活血通经，水蛭破血通经、逐瘀消

，辅助臣药发挥其破血逐瘀之功，共为佐药。酒大黄具有逐瘀

通经之力，引药下行，为佐使药。补阳还五汤、抵当汤两方合用，

以达补而不滞，行而不散，攻下逐瘀而正气不损，补益元气而沉

疴积滞尽去之功；诸药并用，共奏大补元气，破血逐瘀之效。标

本兼顾，诸症得愈。

通过本研究初步证明以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为基本治疗

原则，运用补阳还五汤合抵当汤能显著改善慢性精囊炎血精症

气虚血瘀患者病症，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本次研究发现补

阳还五汤合抵当汤汤剂组与散剂组疗效均明显优于西药组，中

药散剂组疗效优于汤剂组。中药散剂组疗效优于汤剂组的原

因有：①中药总剂量尽管同等，但不同的剂型导致中药成份摄
入差别；每次用量、总疗程不同，均是影响疗效主要因素。②慢
性精囊炎性血精症，病情迁延，中药汤剂在短时间内很难完全

改善病症。小剂量中药散剂优势在于可长时间服用，有效成份

能够逐渐到达并修复病灶。

此外，由于该病发病机制复杂，而且中医药本身也具有多

途径、多靶点的特点，本研究作为小样本探索性研究不足以提

供所有循证医学证据。在以后的科研当中，我们将作大样本、多

方位试验，进一步验证大补元气、破血逐瘀的治疗方法，为慢性

精囊炎性血精症的治疗提供一种疗效更好、安全性更高的中医

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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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近年支原体耐药情况分析
柯明辉　陆兴　张培伦　王传航△

中日友好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　要】　目的：了解北京地区近年来支原体的耐药情况，为临床合理使用抗生素提供依据。方法：
对１０２０例支原体感染病例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其对１２种常见抗生素的耐药情况。结果：对美满霉素、交
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很低，均小于３％；对环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巴沙星的耐药
率较高，分别达到８４５１％、５１１８％、４４５１％、３９１２％；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产生了一
定的耐药，分别为２１６７％、１９３１％、１８６３％、１８７３％。但根据支原体类型分组分析却发现，Ｕｕ感染组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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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率均小于９％，而Ｕｕ合并Ｍｈ感染组、Ｍｈ感染组对这４种抗生素
的耐药率基本大于８０％；对其他８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各组差异不大。根据标本来源部位分析，各部位的支
原体耐药率无明显差异。结论：北京地区支原体耐药率相对较低，感染部位的不同可能不会影响耐药情况，

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可以考虑作为首选药物，而单纯 Ｕｕ感染患者也可以选用红霉素、阿
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

【关键词】　支原体；耐药；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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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ｒｙｔｈｒｏｃｉｎ，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ｉｎ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
９％．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ｆｏｕｒ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ｉｎＵｕ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Ｍｈ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８０％．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ｏｔｈｅｒ８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ａｒｔｓｏｆｂｏｄｙ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ａｍｐｌ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ｅｉ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ｌｏｗ．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ｍａｙｎｏｔｈａ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Ｍｉｎｏｃｙｃｌｉｎｅ，ｊｏｓａｍｙｃｉｎｅ，ｔｅｔｒａｃｙ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ｓ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ｄｒｕｇｓａｎｄ
ｆｏｒＵｕ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ｎｄ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ｃａｎａｌｓｏｂｅｕ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能独立生长的原核微
生物，主要寄居在人体和动物的腔道黏膜上。对人体有致病性

的主要是解脲支原体（Ｕｕ）和人型支原体（Ｍｈ），多寄居于人体
泌尿生殖道及生殖腺体中，可引起这些部位的感染［１２］。近年

来支原体感染现象在男科临床中越来越常见，其主要危害包括

影响精子质量［３］、诱发慢性前列腺炎［４］及导致尿路感染［５］。而

随着抗生素的滥用，支原体的耐药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为

了指导临床对支原体感染进行合理的抗生素治疗，笔者分析了

北京地区近年来的支原体感染耐药情况，具体结果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资料来源

调查时间段为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资料为中日友
好医院男科实验室的１０２０份支原体阳性病例报告，对其耐药性
进行统计分析。

１２　标本采集
采集前均先消毒尿道外口或整个外生殖器。取尿道口２～

４ｃｍ处柱状上皮细胞或取前列腺液、精液标本，然后置入无菌
玻璃管中，立即送检。

１３　检测方法
用支原体培养鉴定药敏诊断试剂盒（众爱生河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１６０８１０５）进行检测，操作方法和结果判断标准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对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环

丙沙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巴沙星、红霉素、阿奇霉素、罗

红霉素、克拉霉素等１２种抗生素的耐药性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ｘｃｅｌ录入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病原体阳性率及耐药率采用百分率进行描述分析，采用卡方检

验，检验水准为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１０２０例支原体耐药分析

其中Ｕｕ感染 ８４９例（８３２４％），Ｕｕ合并 Ｍｈ感染 １３６例
（１３３３％），Ｍｈ感染３５例（３４３％）。总体分析，对美满霉素、
交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很低，均小于３％；对环丙
沙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巴沙星的耐药率较高，分别达到

８４５１％、５１１８％、４４５１％、３９１２％；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
霉素、克拉霉素，产生了一定的耐药，分别为２１６７％、１９３１％、
１８６３％、１８７３％。但根据支原体类型分组分析却发现，Ｕｕ感
染组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性却均小

于９％，而Ｕｕ合并Ｍｈ感染组、Ｍｈ感染组对这４种抗生素的耐
药率基本大于８０％；对其他８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各组差异不
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８５７例来源于精液的支原体耐药分析

其中Ｕｕ感染 ７２３例（８４３６％），Ｕｕ合并 Ｍｈ感染 １０６例
（１２３７％），Ｍｈ感染２８例（３２７％）。总体分析，对美满霉素、
交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很低，均小于５％；对环丙
沙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巴沙星的耐药率较高，分别达到

８３７８％、４９２４％、４３２９％、３７３４％；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
霉素、克拉霉素，产生了一定的耐药，分别为２０３０％、１８５５％、
１７８５％、１７７４％。但根据支原体类型分组分析却发现，Ｕｕ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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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组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性却均仅

在５％左右，而Ｕｕ合并Ｍｈ感染组、Ｍｈ感染组对这４种抗生素
的耐药率基本大于８０％；对其他８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各组差
异不大。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１０２０例支原体耐药情况（％）

抗生素
Ｕｕ

（ｎ＝８４９）
Ｕｕ＋Ｍｈ
（ｎ＝１３６）

Ｍｈ
（ｎ＝３５）

合计

（ｎ＝１０２０）

四环素　　 ８（０９４） ７（５１５） ３（８５７） １８（１７６）

左氧氟沙星 ３９７（４６７６） ９８（７２０６） ２７（７７１４） ５２２（５１１８）

红霉素　　 ７０（８２５） １２５（９１９１） ２６（７４２９） ２２１（２１６７）

交沙霉素　 ２（０２４） ７（５１５） ０（０）　 ９（０８８）

强力霉素　 ２５（２９４） ４（２９４） １（２８６） ３０（２９４）

环丙沙星　 ７０９（８３５１） １２６（９２６５） ２７（７７１４） ８６２（８４５１）

氧氟沙星　 ３５１（４１３４） ８０（５８８２） ２３（６５７１） ４５４（４４５１）

美满霉素　 ４（０４７） １（０７４） １（２８６） ６（０５９）

罗红霉素　 ４１（４８３） １２０（８８２４） ２９（８２８６） １９０（１８６３）

阿奇霉素　 ４５（５３０） １２１（８８９７） ３１（８８５７） １９７（１９３１）

克拉霉素　 ４１（４８３） １２０（８８２４） ３０（８５７１） １９１（１８７３）

司巴沙星　 ２９１（３４２８） ８８（６４７１） ２０（５７１４） ３９９（３９１２）

表２　来源于精液的支原体耐药情况（％）

抗生素
Ｕｕ

（ｎ＝７２３）
Ｕｕ＋Ｍｈ
（ｎ＝１０６）

Ｍｈ
（ｎ＝２８）

合计

（ｎ＝８５７）

四环素　　 ７（０９７） ５（４７２） ２（７１４） １４（１６３）

左氧氟沙星 ３２６（４５０９） ７６（７１７０） ２０（７１４３） ４２２（４９２４）

红霉素　　 ５７（７８８） ９５（８９９２） ２２（７８５７） １７４（２０３０）

交沙霉素　 ２（０２８） ２（１８９） ０（０）　 ４（０４７）

强力霉素　 ２１（２９０） ３（２８３） １（３５７） ２５（２９２）

环丙沙星　 ５９８（８２７１） ９９（９３４０） ２１（７５００） ７１８（８３７８）

氧氟沙星　 ２８８（３９８３） ６５（６１３２） １８（６４２９） ３７１（４３２９）

美满霉素　 ３（０４１） ０（０）　 １（３５７） ４（０４７）

罗红霉素　 ３９（５３９） ９１（８５８５） ２３（８２１４） １５３（１７８５）

阿奇霉素　 ４２（５８１） ９１（８５８５） ２６（９２８６） １５９（１８５５）

克拉霉素　 ３８（５２６） ９０（８４９１） ２４（８５７１） １５２（１７７４）

司巴沙星　 ２３６（３２６４） ６８（６４１５） １６（５７１４） ３２０（３７３４）

２３　７１例来源于前列腺液的支原体耐药分析
其中 Ｕｕ感染 ５６例（７８８７％）；Ｕｕ合并 Ｍｈ感染 １２例

（１６９０％）；Ｍｈ感染３例（４２３％）。总体分析，对美满霉素、交
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很低，均小于５％；对环丙沙
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巴沙星的耐药性很高，分别达到

７７４６％、５６３４％、４７８９％、４２２５％；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
霉素、克拉霉素产生了一定的耐药，略大于２０％。但根据支原
体类型分组分析却发现，Ｕｕ感染组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
素、克拉霉素的耐药率却均小于８％，而Ｕｕ合并Ｍｈ感染组、Ｍｈ

感染组对这４种抗生素耐药率均偏高；对其他８种抗生素的耐
药率，各组差异不大。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来源于前列腺的支原体耐药情况（％）

抗生素
Ｕｕ

（ｎ＝５６）
Ｕｕ＋Ｍｈ　
（ｎ＝１２）　

Ｍｈ　
（ｎ＝３）　

合计

（ｎ＝７１）

四环素　　 ０（０）　 １（８３３） １（３３３３） ２（２８２）

左氧氟沙星 ３０（５３５７） ７（５８３３） ３（１００００） ４０（５６３４）

红霉素　　 ４（７１４）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６７） １８（２５３５）

交沙霉素　 ０（０）　 ２（１６６７） ０（０）　 ２（２８２）

强力霉素　 ０（０）　 １（８３３） ０（０）　 １（１４１）

环丙沙星　 ４４（７８５７） ９（７５００） ２（６６６７） ５５（７７４６）

氧氟沙星　 ２４（４２８６） ８（６６６７） ２（６６６７） ３４（４７８９）

美满霉素　 ０（０）　 １（８３３） ０（０）　 １（１４１）

罗红霉素　 ２（３５７）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６７） １６（２２５４）

阿奇霉素　 ３（５３６）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１（３３３３） １６（２２５４）

克拉霉素　 ２（３５７） １２（１００００） ２（６６６７） １６（２２５４）

司巴沙星　 ２４（４２８６） ５（４１６７） １（３３３３） ３０（４２２５）

２４　９２例来自尿道的支原体耐药分析
其中 Ｕｕ感染 ７０例（７６０９％），Ｕｕ合并 Ｍｈ感染 １８例

（１９５７％），Ｍｈ感染４例（４３８％）。总体分析，对美满霉素、交
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的耐药率很低，均小于５％；对环丙沙
星、左氧氟沙星、氧氟沙星、司巴沙星耐药率很高，分别达到

９６７４％、６５２１％、５３２６％、５３２６％；对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
霉素、克拉霉素产生了一定的耐药，分布为３１５２％、２３９１％、
２２８３％、２５００％。但根据支原体类型分组分析却发现，Ｕｕ感
染组对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的耐药性却极低，对红霉

素的耐药性也较低，而Ｕｕ合并Ｍｈ感染组、Ｍｈ感染组对这４种
抗生素的耐药率均很高；对其他８种抗生素的耐药性，各组差异
不大。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来源于尿道的支原体耐药情况 （％）

抗生素
Ｕｕ

（ｎ＝７０）
Ｕｕ＋Ｍｈ　
（ｎ＝１８）　

Ｍｈ
　（ｎ＝４）　

合计

（ｎ＝９２）

四环素　　 １（１４３） １（５５６） ０（０） ２（２１７）

左氧氟沙星 ４１（５８５７） １５（８３３３） ４（１００００） ６０（６５２１）

红霉素　　 ９（１２８６）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９（３１５２）

交沙霉素　 ０（０） ３（１６６７） ０（０） ３（３２６）

强力霉素　 ４（５７１） ０（０） ０（０） ４（４３５）

环丙沙星　 ６７（９５７１）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８９（９６７４）

氧氟沙星　 ３９（５５７１） ７（３８８９） ３（７５００） ４９（５３２６）

美满霉素　 １（１４３） ０（０） ０（０） １（１０９）

罗红霉素　 ０（０） １７（９４４４） ４（１００００） ２１（２２８３）

阿奇霉素　 ０（０）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２２（２３９１）

克拉霉素　 １（１４） １８（１００００） ４（１００００） ２３（２５００）
司巴沙星　 ３１（４４２９） １５（８３３３） ３（７５００） ４９（５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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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由于性观念及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等原因，近年来支原体

感染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６］，男科临床中越来越重视支原体感

染造成的影响，在不育和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中支原体检查已经

被推荐作为常规检查［７］。支原体可以附着于精子膜，损害精子

结构、降低精子运动能力，从而影响精子的活动力和正常形

态［８］，研究已经证实支原体感染是引发不孕不育的原因之

一［９１０］。临床上主要使用抗生素治疗支原体感染，但也存在抗

生素应用不规范的问题，有些医疗机构的支原体检查报告并没

有药敏结果，有些临床医生仅凭经验进行抗生素治疗，不仅临

床疗效不明显，还导致支原体对一些抗生素产生了较高的耐药

率。为了提高临床疗效并减少支原体耐药菌株的产生，临床医

生应该及时动态的掌握支原体耐药的变迁情况，严格依据药敏

结果使用抗菌药物。

本研究显示支原体感染以 Ｕｕ感染为主，明显高于 Ｕｕ、Ｍｈ
混合感染以及Ｍｈ感染，与国内众多报道的结果相同［１１１３］。由

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临床治疗一般使用四环素类、大环内酯

类等阻止蛋白质合成的抗生素，或阻止 ＤＮＡ复制的喹诺酮类。
由于试剂盒的不同，各医疗机构的支原体药敏报告中选用的抗

生素虽然名称数量不尽相同，但大体都在以上范围内，因此具

有可比性。笔者查阅了近年的类似报道，按地域代表性筛选其

中数项与本研究的结果进行比较。安骏腾等［１４］报道了河北石

家庄地区支原体感染的耐药情况，发现 Ｕｕ的耐药率由低到高
依次是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加替沙星、克拉霉素、红

霉素、阿奇霉素、左氧氟沙星、罗红霉素、司帕沙星、甲砜霉索、克

林霉素，其中前４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小于３０％，而Ｍｈ的耐药率
由低到高依次是美满霉素、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加替沙星、左氧

氟沙星、克林霉素、司帕沙星、红霉素、甲砜霉素、阿奇霉素、克拉

霉素、罗红霉素，其中前２种抗菌药物耐药率小于３０％。陈美
君等［１５］报道了浙江绍兴地区支原体感染的耐药情况，发现 Ｕｕ
的耐药率由低到高依次是交沙霉素、环酯红霉素、强力霉素、美

满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红霉素、甲砜霉素、阿奇霉素、左氧

氟沙星、加谱沙星和环丙沙星；而Ｍｈ的耐药率由低到高依次是
甲砜霉素、强力霉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环丙沙星和加谱霉

素、左氧氟沙星、红霉素、环酯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罗

红霉素；Ｕｕ、Ｍｈ合并感染耐药率最低的为强力霉素、美满霉素，
最高的为环酯红霉素、克拉霉素、罗红霉素和红霉素。刘敏

等［１６］报道了黑龙江大庆地区支原体感染的耐药情况，发现 Ｕｕ
对克拉霉素、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耐药率较低，均小于

１５％；对阿奇霉素、司帕沙星、氧氟沙星呈中等耐药；而对罗红霉
素、环丙沙星耐药率很高，约为８０％。Ｍｈ对交沙霉素、美满霉
素、强力霉素、司帕沙星耐药率较低；对克拉霉素、阿奇霉素、氧

氟沙星呈中等耐药；而对罗红霉素、环丙沙星耐药率很高；Ｕｕ、
Ｍｈ合并感染仅对交沙霉素、美满霉素、强力霉素耐药率低。章
国平等［１７］报道了甘肃兰州地区支原体感染的耐药情况，发现

Ｕｕ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克拉霉素、美满霉素、阿奇霉素的耐
药率较低，均小于１５％；对罗红霉素、司帕沙星呈中度耐药；对
氧氟沙星、环丙沙星、壮观霉素耐药率高。Ｍｈ对交沙霉素、强
力霉素、美满霉素的耐药率较低；对司帕沙星、壮观霉素呈中度

耐药；对克拉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氧氟沙星、环丙沙星耐

药率均较高；Ｕｕ、Ｍｈ合并感染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美满霉素

的耐药率较低，高耐药性品种和单纯Ｍｈ感染类似。
北京地区的支原体耐药率总体上低于以上这几个地区，可

能因为该地区医疗水平高、用药相对规范。这些地区互相比较，

支原体的具体耐药情况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性，这与各地区

的用药习惯不同有关系。但综合评价，这些地区支原体的大体

耐药趋势却是一致的，即对四环素类耐药率低，对喹诺酮类耐药

率高，对大环内酯类产生了一定的耐药率。分析原因，可能是四

环素类药物的胃肠道反应比较大，临床医生一般较少选用，因此

产生的耐药菌株比较少；而喹诺酮类因为副作用相对小，且各级

医疗机构均有使用权限，因此被广泛用于支原体感染的治疗，久

之支原体对其产生了很高的耐药率；而以往被认为对支原体较

敏感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可能因为近年来使用越来越多，也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耐药。进一步根据支原体感染的类型进行分组

比较却发现，各组之间对各种抗生素的耐药率虽然有一定的差

异，但总体上相差不大，提示支原体的耐药情况可能与具体感染

类型关系不大。但也有例外，本研究和兰州地区的研究结果却

显示对于部分抗生素，不同类型的支原体之间的耐药率差异很

大，本研究发现对于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素，Ｕｕ
的耐药率很低，而 Ｍｈ以及 Ｕｕ合并 Ｍｈ的耐药率却很高；兰州
地区的报道发现对于克拉霉素和阿奇霉素，Ｕｕ的耐药率很低，
但Ｍｈ以及Ｕｕ合并Ｍｈ的耐药率却很高，提示不同类型支原体
对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的耐药率可能有显著差异。虽然关于支原

体耐药问题的文献报道很多，但各地区的耐药差异、各类型支原

体的耐药差异及某个地区的耐药变迁问题仍需要更深入的研

究。

本研究按照采集标本部位来分组分析支原体的耐药问题，

既往文献很少使用这种方法，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创新点。但结

果显示支原体的耐药率与标本来源部位可能无明显关系，感染

部位的不同可能不会影响耐药情况。本研究结果对临床用药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对于北京地区的支原体感染患者，美满霉素、

交沙霉素、四环素、强力霉素可以考虑作为首选药物，而针对单

纯Ｕｕ感染患者也可以选用红霉素、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
霉素，这也与近期指南的推荐用药方案类似［１８］。

综上所述，男科门诊患者支原体感染率较高，四环素类、大

环内酯类抗菌药物对支原体疗效好。治疗支原体感染应该在药

敏试验指导下进行用药，避免耐药株的产生；而且应该连续监

测，及时掌握药敏变化，为临床用药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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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临床疗效
及免疫功能影响
刘小莹１　郑宏波１△　王一龙１　刘颖２

１咸阳市中心医院感染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２咸阳市中心医院皮肤科，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研究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 ＨＩ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ＡＩＤ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
合症）患者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咸阳市中心医院于２０１５年６
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收治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８０例作为观察组，均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另选取同期来院
参加体检的健康体检者４０例作为对照组。对比观察组治疗前后免疫指标变化，并评估临床疗效。结果：治
疗前观察组患者ＩｇＡ、ＩｇＧ、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指数、ＩｇＭ免疫球蛋白水平、吞噬率、黏附率、ＮＫ细胞数、杀菌率
等免疫学指标明显差于对照组，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显效４５例，有效
３２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为９５％。结论：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改
善患者免疫功能，值得临床参考。

【关键词】　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临床疗效；免疫功能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ＬＩＵＸｉａｏｙｉｎｇ１，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ｂｏ１△，ＷＡＮＧＹｉｌｏｎｇ１，ＬＩＵＹｉ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７１２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ｙａｎｇ７１２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８０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ｏｕｒ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５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ｒｓｏｎｓａｔｔｅｎｄ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１２７　　·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ｉｍｍｕｎ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ｗａｓ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ｇＡ，ＩｇＧ，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ｃｈｅｍｏｔａｃｔｉｃｉｎｄｅｘ，ＩｇＭｉｍｍｕｎ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ｌｅｖｅｌｓ，ｐｈａｇｏｃｙｔｉｃｒａｔｅ，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ＮＫ
ｃｅｌｌｎｕｍｂｅｒ，ｔｈｅｓｔｅｒ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ｗｏｒｓｅ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ｌｌ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ｕ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５ｃａｓｅｓｍａｒｋｅｄｌ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３２ｃａｓｅ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
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ＩＶ／ＡＩＤ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动及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艾滋病的
发病率及发病人数呈在部分地区呈现不断升高的趋势［１］。艾

滋病主要是由ＨＩＶ所致的一种慢性传染疾病，且特征主要为免
疫缺陷的慢性综合征，且其临床表现特异性不强，需与其他病

因造成的类似症状的疾病相鉴别。为避免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
被误诊、漏诊，认为实验室诊断必须严格根据全国艾滋病检测

技术规范操作，尤其感染、血液、呼吸、消化及皮肤性病等作为

ＨＩＶ重点筛查对象。其作为一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可导
致患者感染免疫类缺陷病毒，损害 ＣＤ４＋Ｔ细胞，从而使患者
发生较为严重的免疫类抑制，导致患者机体发生多发性及严重

性感染，最终出现多系统性器官功能紊乱或恶性肿瘤等相关疾

病［２３］。目前，对于艾滋病的诊断及治疗已较为明确，临床上常

用的治疗方案主要为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 （ＨＡＡＲＴ），但报
道主要集中于对ＣＤ４＋Ｔ细胞的影响，而对其他免疫指标研究
较少［４５］。因此，我们特研究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 ＨＩＶ／
ＡＩＤＳ患者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回顾性分析咸阳市中心医院于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收治的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８０例作为观察组，均行高效抗反转录病
毒治疗。另选取同期来院参加体检的健康体检者４０例作为对照
组。所有艾滋病患者符合我国颁布的《艾滋病治疗指南２０１１版》
中的诊断标准，即ＨＩＶＩ均为阳性，且患者处于艾滋病无症状期，
ＣＤ４＋Ｔ细胞数低于２００／ｍｍ３。其中观察组中男４９例，女３１例；
年龄２１～７８岁，平均（４５６±１２５）岁；病程５～１１年，平（７４±
２８）年。两组在性别、年龄等一般情况资料上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授权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治疗方法：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即使用非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

剂（ＮＮＲＴＩｓ）、蛋白酶抑制剂（ＰＩｓ）以及核苷类逆转录酶抑制剂
（ＮＲＴＩｓ）联合治疗。治疗方案及指征依据第三版艾滋病治疗手
册，具体药物为依非韦伦（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５７９生产厂家：昆山龙
灯瑞迪制药有限公司）、奈韦拉平（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０６７３生产企
业：北京星昊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齐多夫定（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１３５１３，生产厂家：安徽贝克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治疗时依
据患者的不良反应，采取个性化治疗方案，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观察指标：检测所有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中的中性粒细胞

趋化指数（采用琼脂糖胶板法）、黏附率（采用尼龙纤维粘附

法）、吞噬率（采用白色念珠菌法）、杀菌率（采用白色念珠菌

法）、ＮＫ细胞数（采用流式细胞分析仪）。并采用免疫比浊透射
法检测外周静脉血血清中的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临床疗
效，主要依据自行设计量表进行判断：其中显效：３个月后患者
的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计数比治疗前增加３０％，或患者的临床症
状消失，机会性感染减少，或血浆中的病毒载量下降，３个月 ～６
个月以后检测不出。有效：３个月后患者的 ＣＤ４＋Ｔ淋巴细胞
计数比治疗前增加１５％，或患者的临床症状缓解，机会性感染
减少，或血浆中的病毒载量下降，但仍能检出。无效：上述指标

或症状未改变。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研究数据以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珋ｘ±ｓ）表示，其中采用配对ｔ检验组内计量资料，其中采用样本
ｔ检验组间计量资料；采用 Ｘ２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显效４５例，有效３２例，无效２例，总

有效率为９５％。治疗前观察组患者 ＩｇＡ、ＩｇＧ、中性粒细胞的趋
化指数、ＩｇＭ免疫球蛋白水平、吞噬率、黏附率、ＮＫ细胞数、杀菌
率等免疫学指标明显差于对照组，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
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Ｐ＜００５），但与对照组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患者免疫功能指标变化对比（珋ｘ±ｓ）

　　　 指标 对照组
观察组

治疗前 治疗后

中性粒细胞吞噬率（％） ６５３±６８ ８７４±６２ａ ７３５±６２ｂ

中性粒细胞杀菌率（％） ２２５±４３ ３０３±４０ａ ２６４±４５ｂ

ＮＫ细胞百分比（％） ２２３±３４ ３６７±３２ａ ２７５±３７ｂ

中性粒细胞趋化指数 ２０±０２ ２８±０３ａ ２４±０２ｂ

中性粒细胞黏附率（％） ４０５±５２ ５６３±５９ａ ４５７±５７ｂ

ＩｇＡ（ｇ／Ｌ） １６±０４ ２２±０３ａ １９±０４ｂ

ＩｇＭ（ｇ／Ｌ） ０４±０１ ０７±０１ａ ０６±０２ｂ

ＩｇＧ（ｇ／Ｌ） ６１±２３ ７１±２２ａ ６７±２４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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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作为一种危害极大的传染性疾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ＡＩＤＳ）常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导致［６］。ＡＩＤＳ可导致人
体免疫系统受破坏，从而使患者易患各种恶性肿瘤及感染性疾

病，死亡率较高［７］。目前，高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联合几种抗

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可最大程度对ＨＩＶ复制产生抑制作用，从
而重建患者免疫系统，使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改善［８］。但值得注

意的是，部分患者ＨＡＡＲＴ治疗不良反应较严重，从而严重影响
其预后，且不同的服用组合及方法亦可产生不同的临床作用，

甚至产生耐药性，临床上建议针对个体化差异性治疗［９１０］。本

研究中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显效４５例，有效３２例，无效２例，
总有效率为９５％。有效率较高。同样有研究认为，免费抗病毒
治疗的 ５年累积生存率为 ９５８％，而国内的平均水平约为
８００％左右［１１］。

不同地区ＡＩＤＳ患者的生存时间、临床疗效不尽相同，可能
与其社会经济情况、人群特点等密切相关［１２］。本研究中治疗前

观察组患者ＩｇＡ、ＩｇＧ、中性粒细胞的趋化指数、ＩｇＭ免疫球蛋白
水平、吞噬率、黏附率、ＮＫ细胞数、杀菌率等免疫学指标明显差
于对照组，治疗６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上述指标均较治疗前明
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研究认为，随着不断升高的免费
抗病毒治疗率，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的年死亡率亦逐渐降低，其已由
２００７年的 １６６７／１００人年下降至 ２０１５年 ０３３／１００人年［１３］。

也有同样文献报道，ＨＡＡＲＴ治疗能可使患者死亡率得到有效降
低，生存时间延长，从而改善预后［１４］。本研究中，治疗前观察组

患者免疫学指标均明显高于正常人群，但经过有效治疗后，病

情相对稳定，免疫重建良好，但均值仍然高于对照组。有研究认

为，这说明观察组患者仍然存在炎性反应，免疫系统损伤一直

存在，即即ＨＡＡＲＴ治疗虽然可有效改善患者ＣＤ４＋Ｔ细胞计数
及ＣＤ４＋Ｔ／ＣＤ８＋Ｔ等部分免疫指标，但始终不能完全终止机
体持续炎性反应［１５１６］。也有研究认为，ＨＩＶ感染者免疫指标均
升高，其可调节 ＣＲＰ生成，但具体机制尚有待于进一步研
究［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可有效
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免疫功能，值得临床参考。

参 考 文 献

［１］　贾海英，陈莉霞，马慧霞，等．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 Ｔ淋巴细胞计数与
外周血组份间关系的研究．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１３０４
１３０６．

［２］　ＥｂｅｌｉｎｇＪＭ，ＷｅｌｓｈＣＦ，ＲｉｓｈｅｌＫＬｅ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
ｉｎｃｌｉｎｅｄｂｅｌｔｆｉｌｔｅｒｕｓｉｎｇ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ｍｏｖａｌ
ｏｆ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ｕｓｆｒｏｍｍｉｃｒｏｓｃｒｅｅｎｂａｃｋｗａｓｈｅｆｆｌｕ
ｅｎｔ．Ａｑｕａ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３５
（１）：６１７７．

［３］　ＡｙｇｕｎＡ，ＹｉｌｍａｚＴ．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ｃ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ｔｅｒｇｅｎｔ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ｓｕｓｉｎｇ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Ａｉ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１，１
（２）：１２１４．

［４］　代建霞，贾海英，王玲玲，等．ＨＩＶ／ＨＣＶ共感染对外周血Ｔ淋巴细
胞亚群及白细胞的影响．中国热带医学，２０１５，１５（９）：１１１６１１１８，

１１２３．
［５］　Ｍ．Ｉ．Ａｇｕｉｌａｒ，Ｊ．Ｓａｅｚ，Ｍ．Ｌｌｏｒｅｎｓ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ｓｌａｕｇｈｔｅｒｈｏｕｓｅ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ｂｙ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ｌｏｃ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ｆｅｒｒｉｃｓｕｌｐｈａｔｅａｓ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ａｉｄｓ．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３，３７（９）：２２３３２２４１．

［６］　ＹｕＪ，ＷａｎｇＤ，ＹａｎＭ，ｅｔａｌ．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ａｌｋａｌｉｎｉｔｙ，
ｌｏｗ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ｗａｔｅｒ：ｐＨ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ｙｅｌｅｃｔｒｏ
ｌｙｔｅｓａｓ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Ａｉｄｓ．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２０１１，１３１（３）：３７７３８６．

［７］　ｄｅＳｅｎａＲＦ，ＭｏｒｅｉｒａＲＦ，ＪｏｓéＨ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ｔｓａｎｄ
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ｉｄｓ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ｅａ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ｂｙｃｏｌ
ｕｍｎｆｌｏｔａｔｉｏｎ．Ｂｉ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９９（１７）：８２２１８２２５．

［８］　王利伟，任伟宏．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 ＣＤ２８、ＣＤ３８
分子表达及其与疾病的相关性研究．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６，１３
（３）：４０４４０６．

［９］　ＬｉｏｔｔａＧ，ＭａｒａｚｚｉＭＣ，ＭｏｔｈｉｂｉＫＥ，ｅｔａｌ．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ｔｈｅｒｔｏ
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ＩＤＳａｎｄ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５，１２（１０）：１３２２４１３２３９．

［１０］　吕飞，张明明，郑莉，等．２０１２—２０１５年成都市公共卫生临床医疗
中心ＨＩＶ感染者Ⅰ类切口手术抗菌药物的使用情况分析．现代
药物与临床，２０１７，３２（４）：７３３７３６．

［１１］　ＰｒａｓａｄＳ，ＴｙａｇｉＡＫ．Ｃｕｒｃｕｍ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ＤＳ．Ｆｏｏ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６
（１１）：３４１２３４１９．

［１２］　周雯婧，任智晶，叶震璇，等．贵州地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ＨＩＶ抗体
筛查及确证结果分析．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６，１３（１５）：２１４１
２１４３．

［１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ｅＶ，ＭａｒｔｙＬ，ＬａｃｏｍｂｅＪＭ，ｅｔａｌ．Ｌｏｏｋｉｎｇｂｅｙｏｎｄｔｈｅｃａｓｃａｄｅ
ｏｆＨＩＶｃａｒｅｔｏｅｎｄｔｈｅＡＩＤ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ｃ：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ｆｒｏｍ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ｖｉｒａｌ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２０１６，７３（３）：３４８３４８．

［１４］　ＹｏｓｈｉｋｕｒａＨ．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ＨＩＶ／ＡＩＤ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ｉｎＪａｐａｎｆｒｏｍ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ａｔｔｅｒｎｆｏｒｍａｌｅ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ｔｈａｔｆｏｒｍａｌｅｈｅｔｅｒ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ｂｕｔｓｉｍｉｌａｒｔｏｔｈａｔｆｏｒｆｅｍａｌｅｓ．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５，６８（２）：９８１０５．

［１５］　ＪｏｔｗａｎｉＶ，ＳｃｈｅｒｚｅｒＲ，ＥｓｔｒｅｌｌａＭＭ，ｅｔａｌ．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ｎｏｆｏｖｉｒｄｉ
ｓｏｐｒｏｘｉｌｆｕｍａｒａｔｅ，ａｎｄＵｒｉｎｅ１Ｍｉｃｒｏｇｌｏｂｕｌ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ＡＩＤＳ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ｉｄｎｅｙ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２０１６，６８（４）：５７１５８１．

［１６］　ＥｎｏｗＯＧ，ＡｇｙｉｎｇｉＬ，ＮｎａｐＬ，ｅｔａｌ．ＦｒｏｍＨＩＶ／ＡＩＤＳｔｏＨＩＶｃａｎｃｅｒ：
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ｏ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ｏｎｇｓｔ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ａｍｅｒｏ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ｕｒｇｅｏｎ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４）：５６０５６４．

［１７］　ＳｃｏｔｔＳＳ，ＭａｇａｇｎｏｌｉＪ，ＨａｒｄｉｎＪＷ．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ｉｌｌｂｕｒｄｅｎｏｎａｄｈｅｒ
ｅｎｃｅ，ｒｉｓｋｏｆ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ｒａｌ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ＩＤＳ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ｏ
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６，３６（４）：３８５４０１．

［１８］　ＬｅｓｃｏｕｔｒａＥｔｃｈｅｇａｒａｙＮ，ＳｕｍｉａｎＣ，ＣｕｌｅｕｘＡ，ｅｔａｌ．Ｒｅｍｏｖａｌｏｆｅｘｏｇ
ｅｎｏｕｓｐｒ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ｌｅｕｋｏｒｅｄｕｃｅｄｒｅｄ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ｓｕｎｉｔｂｙａ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ｆｉｌｔｅｒ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２０１４，５４（４）：
１０３７１０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２）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１２９　　·

【基金项目】浙江省温州市公益性科技计划项目（Ｙ２０１５０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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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期梅毒者行母婴阻断干预对围产结局的影响
胡晓雯１△　尤愈珍１　苏小安２　张雷３

１温州市鹿城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２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温州市儿童医院）妇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３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苍南医院妇产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８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母婴阻断干预对孕期梅毒患者围产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１１８例孕期
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患者是否采取母婴阻断干预将其分为未干预组（ｎ＝４８）与干预组（ｎ＝７０），比较
两组的一般资料、不良妊娠结局与新生儿不良预后发生率。根据干预时机将干预组分为早期干预组（孕２８
周内予母婴阻断干预，ｎ＝３７）及晚期干预组（孕２８周～３５周予母婴阻断干预，ｎ＝３３），比较两组不良妊娠结
局与新生儿不良预后发生率。记录新生儿随访１８个月的血清学检测及转归。结果：干预组与未干预组的年
龄、分娩孕周、生产经历、梅毒分期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２８６％，低于未干预组的１７５０％；新生儿预后不良发生率为７１４％，低于未干预组的２０８３％，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干预组与晚期干预组的早产、低体重儿、先天梅毒、妊娠结局与新生儿预后不良
总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１８例新生儿中，８７例新生儿的血清 ＴＰＨＡ阳性、ＲＰＲ阴性，
随访６个月内均转阴；３１例患者的血清ＴＰＨＡ与ＲＰＲ均阳性，２０例在随访１２个月内转阴，１１例未转阴（母
亲治疗前ＲＰＲ滴度均≥１∶１６）。结论：妊娠梅毒患者采取母婴阻断干预有利于减少流产、早产，降低先天梅
毒发生风险，对于妊娠晚期梅毒患者，规范干预可取得满意效果，值得推广。

【关键词】　孕期；梅毒；母婴阻断干预；围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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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为性传播疾病，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引起，传播途径包
括血液和性接触。据报道［１］梅毒可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而危害

人体骨骼、心脑血管系统，严重者可因全身多脏器衰竭死亡。

ＷＨＯ的报告指出［２］，全球每年有超过２００万的孕产妇感染梅
毒，其中有６０％传播给了下一代。近年有国内研究发现［３］，妊

娠期梅毒感染的发病率有所升高，而梅毒可经胎盘传播而造成

围生儿流产、早产、死亡及新生儿先天梅毒等不良妊娠结局。专

家提出［４］，妊娠期梅毒患者采取规范化抗梅毒母婴阻断治疗可

降低梅毒经胎盘传播的风险，减少不良妊娠结局，改善新生儿

预后。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１１８例孕期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分
析母婴阻断干预对围产结局的影响。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温州市鹿城区妇
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入录的１１８例孕期梅毒患者的临床资
料。纳入标准：①符合《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与防治指南》［５］中
梅毒诊断标准，经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ＴＰＨＡ）及快速血浆
反应素（ＲＰＲ）检测明确诊断；②本人或配偶有婚外性伴侣或有
梅毒感染史；③全程随访，每月复查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次，直至临
产。排除标准：①携带乙肝病毒、艾滋病毒者；②配偶不配合者
或失访者；③未遵医嘱者；④合并妊高症、妊娠期糖尿病等可能
引起死胎、早产、新生儿死亡等不良结局的妊娠期疾病者。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妊娠期梅毒治疗　查阅病例可知妊娠期梅毒治疗均采

用肌肉注射长效青霉素２４０万 Ｕ，１次／周，连续３次为１个疗
程；妊娠后３个月再注射１个疗程。
１２２　新生儿治疗　查阅病例可知新生儿治疗均采用出生后
所有新生儿均予预防性治疗：双臀肌肉注射５万 Ｕ／（ｋｇ·ｄ）的
苄星青霉素；分别于出生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时
复查ＴＰＨＡ和ＲＰＲ，血清学检测转阴且未见先天梅毒临床症状
者停止观察，血清滴度持续不变或升高者予以先天梅毒治疗。

新生儿先天梅毒诊断标准：母亲为梅毒患者，同时满足以下任

何１项：①有各期梅毒典型症状及体征；②新生儿 ＲＰＲ滴度高
出母亲高出４倍以上；③存在斑疹、斑丘疹、低体质量、黏膜损
害、呼吸困难、肝脾肿大、水肿、贫血、血小板减少、病理性黄疸、

梅毒假性麻痹、肢端掌趾脱皮等症状中的２项。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处理数据，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
ｓ）表示，采取ｔ检验；计数资料用ｎ（％）表示，比较行 χ２检验，理
论频数＜５时采取连续矫正卡方，＜１时采取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根据患者是否采取母婴阻断干预将其分为未干预组（ｎ＝
４８）与干预组（ｎ＝７０）。两组年龄、分娩孕周、生产经历、梅毒分
期等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的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分娩孕周

（周）

生产经历

（初产妇／经产妇）
梅毒分期

（一期／二期／潜伏期）

未干预组 ４８ ２６９８±２８８ ３７１４±２７４ ３７／１１ ２／７／３９

干预组　 ７０ ２７３４±３３９ ３７８０±３００ ５６／２４ ４／１２／５４

ｔ／χ２值 ０６０２ １２１５ ０７９８ ０３１１

Ｐ值 ０５４９ ０２２７ ０３７２ ０８５６

２２　总体阻断效果
干预组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２８６％，低于未干预组的

１７５０％；新生儿预后不良发生率为 ７１４％，低于未干预组的
２０８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干预时机对阻断效果的影响

７０例采取母婴阻断干预患者根据干预时机分为早期干预
组（孕２８周内予母婴阻断干预，ｎ＝３７）及晚期干预组（孕２８～
３５周予母婴阻断干预，ｎ＝３３）。两组早产、低体重儿、先天梅

毒、妊娠结局与新生儿预后不良总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新生儿血清学检测及转归

干预组与未干预组于新生儿娩出后均立即行新生儿 ＴＰＨＡ
与ＲＰＲ血清学检测，其中 ８７例新生儿的血清 ＴＰＨＡ为阳性、
ＲＰＲ为阴性，随访６个月内均转阴，母亲治疗前的 ＲＰＲ滴度均
≤１∶８。３１例新生儿的血清ＴＰＨＡ与ＲＰＲ均为阳性，母亲治疗
前的ＲＰＲ滴度≥１∶８，其中２０例在随访１２个月内转阴，１１例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１３１　　·

未转阴，未转阴患儿的母亲治疗前ＲＰＲ滴度均≥１：１６。

表２　两组患者不良妊娠结局与新生儿不良预后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不良妊娠结局

流产 早产 死胎 总发生率

新生儿不良预后

低体重儿 新生儿死亡 先天梅毒 总发生率

未干预组 ４８ ３（６２５） ２（４１７） ２（４１７） ７（１７５０） １（２０８） ２（４１７） ７（１４５８） １０（２０８３）

干预组　 ７０ ０ ２（２８６） ０ ２（２８６） １（１４３） ０ ４（５７１） ５（７１４）

χ２值 ２３２１ａ ００１７ａ ０９１３ａ ４０１８ａ ０２０７ａ ０９１３ａ １７０４ａ ４８１０

Ｐ值 ０１２８ ０８９５ ０３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６４９ ０３３９ ０１９２ ００２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矫正卡方

表３　干预时机对阻断效果的影响ｎ（％）

组别 例数 早产 低体重儿 先天梅毒 妊娠结局与新生儿预后不良总发生率

早期干预组 ３７ １（２７０） ０ ２（５４１） ３（８１１）

晚期干预组 ３３ １（３０３） １（３０３） ２（６０６） ４（１２１２）

χ２值 — — ０１５８ａ ０２５５ａ

Ｐ值 ０９３４ｂ ０９５４ｂ ０６９１ ０６１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矫正卡方；标有“ｂ”项表示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

　讨论
妊娠梅毒对出生人口质量、家庭及社会的严重危害使得其

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目前，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感染途

径［６］，随着近年来性观念愈加开放，艾滋病及梅毒等性传播疾

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有流行病学报告指出［７］，梅毒高发人群

以２０～３０岁为主，且具有文化程度低、流动性大的特点。已有
研究显示［８］，男男性接触传播也成为梅毒感染的主要途径之

一，需引起重视。

本研究对１１８例妊娠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
析，结果显示，未采取母婴阻断干预的４８例患者中出现３例流
产、２例早产、２例死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１７５０％；新生
儿中１例低体重儿、２例死亡、７例先天梅毒，新生儿不良结局的
总发生率为２０８３％。郝丽［９］等人的研究显示，不采取母婴阻

断干预的妊娠梅毒患者其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高达７０００％左
右，新生儿预后不良率达６０００％左右，远高于本研究未干预组
的结果，推测与产妇的梅毒分期不同有关，也不能与其研究的

样本量较小有关。相关文献显示［１０］，Ⅰ期和Ⅱ期梅毒对妊娠结
局的影响远大于潜伏期妊娠梅毒。干预组孕妇采取母婴阻断

干预后，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２８６％，新生儿预后不良发生
率为７１４％，均低于未干预组，证实采取母婴阻断干预有益于
改善妊娠结局与新生儿预后。苄星青霉素是目前临床治疗梅

毒的首选药物［１１１２］，该药物可有效抑制梅毒螺旋体活性，且在

血液中的有效浓度维持时间较长，吸收慢，利于持续抵抗病毒

感染，降低流产、早产、死胎率。有研究指出［１３１５］，苄星青霉素

不仅可预防梅毒传播，还可治疗胚胎期梅毒，早期规范化治疗

可将先天梅毒发生风险降至１００％。本研究中干预组经干预
后的先天梅毒发生率为５７１％，略高于相关报道，原因尚不明，
推测与配偶因素有关，有待证实。

有研究发现［１６１７］，妊娠梅毒早期干预的阻断效果优于晚期

干预，但本研究中早期干预组与晚期干预组早产、低体重儿、先

天梅毒、妊娠结局与新生儿预后不良总发生率的差异均未见统

计学意义，与以往部分研究的结论存在差异，推测与样本量不足

有关，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并报道。鉴于此，本人或性伴有婚

外性行为史、梅毒感染史的孕妇应重视孕期梅毒筛查［１８１９］，尽

早确诊并予以母婴阻断干预。相关医疗机构也应加强对该类人

群的随访和追踪，即便发现时已处于孕２８周～３５周，接受规范
治疗仍可获得理想阻断效果。治疗过程中应加强对患者体温、

心率、尿量、睡眠、精神状况的观察，留意注射部位是否出现硬

块，有异常时及时告知医生处理。另外，新生儿的血清学随访结

果显示，１１例最终确诊先天梅毒患儿的母亲的治疗前 ＲＰＲ滴
度均在１：１６以上，提示妊娠梅毒患者的 ＲＰＲ滴度对新生儿预
后也有一定影响，妊娠产妇的ＲＰＲ滴度越高，阻断效果越差，新
生儿先天梅毒发生风险越大。

综上所述，妊娠梅毒患者采取母婴阻断干预有利于减少流

产、早产，降低先天梅毒发生风险，应用价值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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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计生委科研立项项目（ＷＪ２０１５ＭＢ２２０）
【第一作者简介】刘云（１９７３—），男，副主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泌尿外科疾病的临床诊治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８．１２．０４０ ·皮肤性病学·

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
疗效观察及对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刘云　甘为　李云飞　张正龙　陈胜　王天宝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并探讨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以及
对患者性生活的改善情况，从而更好的提高治疗效果。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湖北医药学
院附属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患者１６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察组采用ＣＯ２
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对照组仅采用ＣＯ２激光术治疗。观察两组治疗效果，调查两组复发情况以及
性生活满意率。结果：观察组治愈率为８８７５％。对照组治愈率为６１２５％。观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复发率为１１２５％。对照组复发率为３８７５％。观察组复发率
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５０％。对照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为５００％。两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性生活满意率为７７５０％。对照组性
生活满意率为５２５０％。观察组性生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检验，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结论：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的降低术后
复发率，提高患者性生活的满意率，临床上值得推广。

【关键词】　ＣＯ２激光术；消疣灵；尖锐湿疣；性生活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ａｏｙｏｕｌ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
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ＬＩＵＹｕｎ，ＧＡＮＷｅｉ，ＬＩＹｕｎ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ＣＨＥＮ
Ｓｈｅｎｇ，ＷＡＮＧＴｉａｎｂａｏ．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ｉｙａｎ
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ａｏｙｏｕｌｉｎｇｉｎ
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ｏａｓｔｏ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６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５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ａｏｙｏｕｌ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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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ｏｎｌｙ．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８８７５％）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６１２５％），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１１２５％）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８７５％），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５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００％）ｈａｄ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７７５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５２５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Ｏ２ｌａｓｅ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Ｘｉａｏｙｏｕｌ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ｈ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Ｘｉａｏｙｏｕｌｉｎｇ；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尖锐湿疣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感染所引起的一种性传播
疾病，中医学将尖锐湿疣化为“千日疮”范畴，认为其发病机理

与气血失和、房事不洁、腠理不密等相关［１］。近年来，其发病人

数逐渐攀升，临床目前主要采用激光、电刀、冷冻等外科治疗方

式联合外部涂抹药物进行治疗［２］。但临床发现，该方法虽然可

缩小甚至消除疣体，但复发率及隐性感染问题依旧是目前治疗

的难题［３］。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湖北医
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的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患者１６０
例，分析并探讨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泌尿生殖器尖
锐湿疣的临床效果，以及对患者性生活的改善情况，从而更好

的提高治疗效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的男性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患者１６０例。年龄范
围１８岁 ～５３岁，年龄（３４５６±６２１）岁。纳入标准［４］：①符合
尖锐湿疣的诊断标准；②年龄１８周岁及以上；③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①治疗前服用抗生素药物者；②药物过敏者；③
依从性差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研究。随机将

患者分为两组，每组各８０例。两组患者在年龄等方面无统计学
差异。两组患者一般资料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值

总数（例）　　 ８０ ８０ — —

平均年龄（岁） ３４４７±６１９ ３４６２±６２２ ０２５ ＞００５

平均病程（天） ７３３４±１３１２ ７５２３±１４１５ ０９３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 ＣＯ２激光术治疗。术前采用利多卡因

（２％）对患处进行局部麻醉，麻醉起效后采用 ＣＯ２激光去除疣
体。在此基础上，观察组肌注消疣灵（陕西麒麟制药，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８０１１７），６ｍｇ／次，２次／日。观察两组治疗效果。随访调查
复发情况以及性生活满意率。

１３　评价标准
治疗后疣体消失，无新发病灶，３月内无复发，黏膜外观恢

复正常［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对结果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观察组治愈率为８８７５％。对照组治愈率为６１２５％。观
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值

总数（例）　 ８０ ８０ — —

治愈（例）　 ７１ ４９ — —

未治愈（例） ９ ３１ — —

治愈率（％） ８８７５ ６１２５ １６１３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复发率对比
观察组复发率为１１２５％。对照组复发率为３８７５％。观

察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复发率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值

复发１次（例） ２ １１ — —

复发２次（例） ４ １４ — —

复发３次（例） ３ ６ — —

复发率（％） １１２５ ３８７５ １６１３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５０％。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

率为５００％。两组不良反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　两组性生活满意率对比

观察组性生活满意率为７７５０％。对照组性生活满意率为
５２５０％。观察组性生活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经统计学检
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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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值

发热（例） ０ １ — —

肿痛（例） ２ ２ — —

感染（例） ０ １ — —

发生率（％） ２５０ ５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值

十分满意（例） ２２ １１ — —

一般满意（例） ４０ ３１ — —

不满意（例） １８ ３８ — —

满意率（％） ７７５０ ５２５０ １０９９ ＜００５

#

　讨论
尖锐湿疣的好发部位为肛门及外生殖器部位，性接触传播

是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

一［６８］。中医理论认为房事不洁、接触外邪、正虚邪恋是主要的

病因病机，内外相搏、内兼湿热，蕴伏至肌肤下而阴，最终表现于

皮肤粘膜［９］。目前中医辨证将该病主要分为三型，分别为肝经

湿热证、气滞血瘀证和脾虚湿盛证［１０１２］。上述分型主要通过外

在疣体颜色、状态及患者其他临床表现加以区分。目前针对尖

锐湿疣，中医治疗存在以下主要几种治疗方式，包括外治法、针

灸及内服中药方［１３］。其中外治法包括软膏／糊剂或中药方外
洗。联合上述中医治疗方法，加以外科去除如激光、微波、电刀

等方式，更可明显达到去除疣体的效果。

目前，ＣＯ２激光术是临床常用治疗尖锐湿疣的有效方法，可明
显改善患者疣体表面增生型皮损伤，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临床症

状，缓解患者痛苦［１４］。李晓川等人［１５］在研究中发现，运用ＣＯ２激光
首先治疗外阴尖锐湿疣，其治疗效果明显且安全，并发现单次疗效

预测模型对临床决策有指导意义。但研究发现，该方法并不能对局

部病毒的复制、增殖进行抑制，更无法有效控制疣体的复发，很容易

再次引起疣体产生［１６］。因此，选择对病毒抑制效果明显的药物共

同治疗，可能对抑制疾病复发更有效果。消疣灵是由天然植物成分

提取而来，主要有效成分为大环三萜皂甙，其具有明显的抗病毒活

性，同时兼具提高患者免疫力的效果［１７１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愈率为８８７５％。对照组治
愈率为６１２５％。两组比较发现，观察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该结果说明运用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的治疗效果要
明显优于单独应用ＣＯ２激光术。从复发率结果来看，观察组复
发率为１１２５％。对照组复发率为３８７５％。比较发现，观察组
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这说明加入消疣灵肌注确实可以明显

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更有助于疾病的彻底根治。同时在调查

不良反应发生率时发现，两组无明显差异，说明加入消疣灵肌

注并未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治疗方法安全有效。患者疾病问

题得到改善，其性生活满意率也得到明显提高，治疗后观察组

性生活满意率为７７５０％。对照组性生活满意率为５２５０％。
综上所述，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泌尿生殖器尖

锐湿疣的临床效果显著，可以有效的降低术后复发率，提高患

者性生活的满意率，临床上值得推广。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ａｔｓｕｋｉＳ，ＫｕｓａｔａｋｅＫ，ＨｅｉｎＫＺ，ｅ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ｉｎｔｈｅ
ｎｅｏｖａｇｉｎａａｆｔｅｒｍａｌｅｔｏｆｅｍａｌｅｒｅ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ｔｄ＆Ａｉｄｓ，２０１５，２６（７）：
５０９５１１．

［２］　ＤｕＪ，ＬｕＸ，ＬｉＦ，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ｔｏｐ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
ｐ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ｄ
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８（７）：１１３１４２１１３１４２．

［３］　王希晶，王谦可，梁凤仪，等．ＡＬＡＰＤＴ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
疣疗效观察及治疗前后外周血 ＴＮＦα和 ＩＬ６变化．中国皮肤性
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６（３）：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７．

［４］　ＯｍｉＴ，ＮｕｍａｎｏＫ．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２ｌａｓｅｒ
ｉｎ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Ｌａｓ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２０１４，２３（１）：４９６０．

［５］　王娟，张际，杨玉亭，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ＣＯ２激光
治疗尖锐湿疣疗效的系统评价．激光杂志，２０１２，３３（２）：５９６１．

［６］　ＡｓａｄｉＮ，ＨｅｍｍａｔｉＥ，ＮａｍａｚｉＧ，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ｏｔａｓｓｉ
ｕｍｈｙｄｒｏｘｉｄｅ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ｅ
ｍａｌｅ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ＩｎｔＪ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Ｂａｓｅｄ
Ｎｕｒｓｉｎｇ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２０１６，４（３）：２７４２７４．

［７］　李志锋，李小静，李立红，等．咪喹莫特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预防
ＣＯ２激光术后复发性尖锐湿疣的效果分析．中华皮肤科杂志，
２０１４，４７（９）：６６３６６４．

［８］　ＫｏｆｏｅｄＫ，ＮｏｒｒｂｏｍＣ，ＦｏｒｓｌｕｎｄＯ，ｅｔａｌ．Ｌｏｗ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ｏｒａｌａｎｄ
ｎａｓａｌ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ｅｖａｐ
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ｗａｒｔｓｏｒ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ｅ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ｄｙｓｐｌａｓｉａ．Ａｃｔａｄｅｒｍａｔｏｖｅｎｅｒ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２０１５，９５（２）：１７３１７６．

［９］　薛琨，杨艳萍．５氟尿嘧啶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及
对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医学综述，２０１７，２３（８）：１６４８１６５１．

［１０］　贾四友，张静，张云风，等．ＣＯ２激光联合半枝莲膏、ＩＬ２治疗尖锐
湿疣复发的疗效观察．山东医药，２０１４，５４（１）：９０９１．

［１１］　杨靖，王宗明，封海涛，等．ＣＯ２激光联合胸腺五肽局部注射治疗
肛管内尖锐湿疣的临床观察．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４３（２６）：３４４１
３４４２．

［１２］　沈艳，吴成，汪方玲，等．卡介苗多糖核酸联合他卡西醇软膏对尖
锐湿疣患者 ＣＯ２激光术后免疫功能及血清 Ｐ物质的影响．中国
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５）：８４８７．

［１３］　常欣，代志彬，张国锋，等．ＣＯ２激光联合α２ｂ干扰素外阴部皮下
或黏膜下注射治疗尖锐湿疣４３例．中国药业，２０１４，２３（９）：６３
６５．

［１４］　李敏，易恒安，邱宇芬，等．艾拉光动力联合 ＣＯ２激光治疗尖锐湿
疣后的免疫功能及病灶组织中病情分子的表达情况．海南医学
院学报，２０１６，２２（１５）：１６６６１６６９．

［１５］　李晓川，朱兰，顾宇，等．ＣＯ２激光初治外阴尖锐湿疣的评价与单
次疗效预测．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９２（２５）：１７５９１７６２

［１６］　汪瀚瀛，杨秀敏．异维Ａ酸口服联合ＣＯ２激光或光动力疗法治疗
尖锐湿疣临床观察．实用皮肤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７（２）：８９９１．

［１７］　李玮．复方消疣灵洗剂外洗预防尖锐湿疣复发的临床分析．现代
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３，２４（２）：３２０３２１．

［１８］　ＣａｌｄｅｒóｎＣａｓｔｒａｔＸ，ＢｌａｎｃｏＳ，ＳａｎｔｏｓＤｕｒáｎＪＣ，ｅ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ｐｅｒｉｕｒｅ
ｔｈｒ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ｉｎａ２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ｉｒｌ：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ｌａｓｅｒ．Ａｃｔａｓｄｅｒｍｏｓｉｆｉｌｉｏｇｒａｆｉｃａｓ，２０１７，１０８（４）：
３８５３８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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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朱自荣（１９８２—），女，主治医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染性皮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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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多糖通过抑制角蛋白 １７表达抑制角质形成细胞
的增殖活性
朱自荣１　王飞苗２△　潘萍３　赵生魁１　金小雅１　雷德军４

１西安市第八医院皮肤病与性病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４
２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宁夏 银川 ７５００００
３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皮肤病与性病学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４陕西省友谊医院皮肤科，西安 ７１００６８

【摘　要】　目的：探讨当归多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ＡＳＰ）对角蛋白１７（Ｋ１７）介导的人角
质形成细胞生长和增殖影响。方法：用不同浓度（１，０５，０１，００５ｍｇ／ｍＬ）ＡＳＰ处理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
１１型基因组的ＨａＣａＴ细胞（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２４ｈ，ｑＲＴＰＣＲ与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Ｋ１７水平变化，１ｍｇ／ｍＬＡＳＰ
处理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 ｋｉ６７和 ＰＮＣＡ的表达；ＭＭＴ试剂盒检测１ｍｇ／ｍＬＡＳＰ处理下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增殖活性变化。构建Ｋ１７过表达（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载体并转染 ＫＣ细胞４８ｈ继续
用ＡＳＰ（１ｍｇ／ｍＬ）处理２４ｈ；检测 Ｋ１７的水平变化及细胞增殖活性变化。结果：使用１ｍｇ／ｍＬＡＳＰ抑制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中Ｋ１７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呈浓度依赖趋势。ｑＲＴＰＣＲ及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发现１ｍｇ／ｍＬＡＳＰ使Ｋ１７、Ｋｉ６７及ＰＮＣＡ的表达显著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ＳＰ
作用下，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增殖率均下调（Ｐ＜００１）。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对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增殖率
的促进作用被ＡＳＰ阻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结论：ＡＳＰ通过抑制 Ｋ１７抑制角质形成细胞增
殖，为银屑病和尖锐湿疣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提供前期研究基础。

【关键词】　当归多糖；角蛋白１７；角质细胞；增殖活性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ｉｍｐｅｄｉｎｇｔｈ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ｌｐｉｇｈｉａｎｃｅｌｌｓｖ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ｋｅｒａｔｉｎ１７　ＺＨＵＺｉｒｏｎｇ１，ＷＡＮＧＦｅｉｍｉａｏ２△，ＰＡＮＰｉｎｇ３，ＺＨＡＯＳｈｅｎｇｋｕｉ１，ＪＩＮＸｉａｏｙａ１，ＬＥＩＤｅｊｕｎ４．１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ＶｅｎｅｒｅｏｌｏｇｙｏｆＸｉ′ａｎ，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０４，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Ｃｅｎｔｅｒｏｆ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ｉｎｇｘｉ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Ｙｉｎｃｈｕａｎ，７５００００，Ｎｉｎｇｘｉａ，Ｃｈｉｎａ；３Ｔｈｅ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ｏｆＳｋ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ｎｄＶｅｎｅｒｅａｌ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ｆＸｉ′ａｎ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００，
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ａｎｘ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ａｎ７１００６８，Ｓｈａａｎｘｉ，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ＡＳＰ）ｏｎｔｈ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ｋｅｒａｔｉｎ１７（Ｋ１７）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ｈｕｍａｎｋｅｒａｔｉｎｏｃｙｔ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ＡＳＰｗｅｒｅｕｓｅｄｔｏｔｒｅａｔ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ｆｏｒ２４ｈ．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Ｋ１７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ｑＲＴＰＣＲ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ｗａ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１ｍｇ／ｍＬｏｆＡＳＰ，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ｋｉ６７ａｎｄＰＮＣＡｗａｓ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ｈｅ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ｍｇ／ｍＬｏｆＡＳＰ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ＭＭＴｋｉｔ．Ｋ１７ｏｖ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ｅｃｔｏｒｓ（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ｗ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ｖｅ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ｃｔｅｄｉｎＨａＣａＴｆｏｒ４８ｈ，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Ｐ（１ｍｇ／ｍＬ）ｆｏｒ１２ｈ．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Ｋ１７ａｎｄ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ｅｒｅ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Ｋ１７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ｂｙＡＳＰ（１ｍｇ／ｍ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００５）ｗｉｔｈａ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ｔｒｅ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Ｋ１７，Ｋｉ６７ａｎｄＰＮＣＡｗｅｒｅａｌｓｏ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１ｍｇ／ｍＬｏｆ
ＡＳ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ＳＰ，ｔｈ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ｗａｓ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Ｐ＜００５）．ＡＳＰ
ａｌｓｏ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ｏｎｃｅｌｌ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ＫＣ，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ＳＰｉｍｐｅｄｅｓｋｅｒａｔｉｎｏｃｙｔ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Ｋ１７，ｗｈｉｃｈ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ａ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ａｎｄ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ＡＳＰ）；Ｋｅｒａｔｉｎ１７；Ｋｅｒａｔｉｎｏｃｙｔｅ；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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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归多糖（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ＡＳＰ）是千年以
来中华医学中的“补血”重要药物当归的有效成分［１］。ＡＳＰ已
被多方证实在免疫系统以及造血系统中发挥重要促进作

用［１３］。ＡＳＰ在肿瘤环境下以及辐射损伤环境下已被发现具有
良好的治疗作用［４］。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为
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的性传播疾病，近年来其发病率在
迅速增加。银屑病（Ｐｓｏｒｉａｓｉｓ）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红斑鳞屑性
皮肤病，给患者的身心带来极大的痛苦，笔者发现寻常型银屑

病和尖锐湿疣在镜下具有相似的改变，并发现同为增生角化性

疾病［５］。研究发现，研究发现ＡＳＰ对普萘洛尔诱发的豚鼠耳背
银屑病样模型有治疗作用，且ＡＳＰ可能参与促进角质形成细胞
的凋亡［６］。然而，少见ＡＳＰ对银屑病和尖锐湿疣中角质形成细
胞的增殖相关报道。

角质形成细胞有很强的增殖和分化能力，在皮肤代谢和免

疫保护中起重要作用［７］。不少研究发现，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失

调在银屑病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８］。角蛋白（ｋｅｒａｔｉｎ，Ｋ）作为
一种上皮分化不同阶段的分子标志物和表皮细胞增生异常的

标志分子之一，已被本实验室前期证实在尖锐湿疣和银屑病中

均存在表达，且正常人角质细胞中Ｋ１７无表达［５］。多方研究研

究认为，当归多糖对豚鼠耳背银屑病养模型有治疗作用，其作

用机理可能与其促进角质形成细胞的凋亡有关［９］。但是对尖

锐湿疣的研究以及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研究较少。因此本研

究构建ＨＰＶ感染角质形成细胞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在体外水平探
讨ＡＳＰ对于人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和 Ｋ１７的表达的影响以及
机制。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细胞培养

人正常角质形成细胞ＫＣ与人永生化表皮细胞ＨａＣａＴ由西
安交通大学医学院实验室提供，细胞复苏后使用常规培养方法

（３７℃，５％ ＣＯ２，１０％ ＦＢＳ与１％ 的青链霉素的 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
养基），３ｄ换液一次，并且将细胞浓度调整为 １０×１０６／ｍＬ用
于后续实验。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构建：环化 ＨＰＶ１１全长 ＤＮＡ
后，将环化质粒经脂质体转染至 ＨａＣａＴ角质形成细胞构建而
成［１０１１］。

１２　载体构建与转染
具有稳定转染效率的 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质粒购于 Ｂｉｏ

ｖｅｃｔｏｒ。对人源Ｋ１７的ｃＤＮＡ（ＮＭ＿０００４２２２）使用ＲＴＰＣＲ进行
扩增，并且将产物插入ｐｃＤＮＡ３１（＋）质粒，进行转染效率优化
筛选。将浓度为１０×１０６／ｍＬ的ＫＣ细胞转入２４孔板中培养，
使用ｐｃＤＮＡ３１（＋）空载体质粒或者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对细
胞进行转染。４８ｈ后使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ｑＲＴＰＣＲ）法检
测Ｋ１７过表达效率。
１３　细胞药物处理与分组

对浓度为１０×１０６／ｍＬ的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用（１，０５，
０１，００５）ｍｇ／ｍＬＡＳＰ处理２４ｈ。构建Ｋ１７过表达载体（ｐｃＤ
ＮＡ３１（＋）／Ｋ１７）并转染ＫＣ４８ｈ继续使用 ＡＳＰ（１ｍｇ／ｍＬ）处
理２４ｈ。细胞分组：①Ｃｏｎｔｒｏｌ，不做任何处理的细胞（０ｍｇ／ｍＬ
ＡＳＰ）；②ＡＳＰ组，１，０５，０１，００５ｍｇ／ｍＬ的ＡＳＰ处理细胞２４
ｈ；③ ｐｃＫ１７组，０５μＭ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转染细胞４８ｈ；④
ｐｃＫ１７ＮＣ组，０５μＭｐｃＤＮＡ３１（＋）空载体转染细胞４８ｈ；⑤

ＡＳＰ＋ｐｃＫ１７组：Ｋ１７过表达（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载体并转
染ＫＣ４８ｈ继续使用ＡＳＰ（１ｍｇ／ｍＬ）处理２４ｈ。
１４　ＭＴＴ检测细胞活力

实验组与对照组细胞均接种于９６孔板，使用常规条件培养
细胞，检测细胞的融合率达到８０％左右。调整转染好的细胞并
控制细胞密度为５×１０３细胞／孔。使用含有 ＭＴＴ（在 ＰＢＳ中含
量为５ｍｇ／ｍｌ）的新鲜培养基换液，并且于３７摄氏度培养４个
小时。接着在每孔中加入１５０

!

ｌ的 ＤＭＳＯ（Ｓｉｇｍａ公司）并轻
轻摇动１０ｍｉｎ使 ＭＴＴ充分溶解。使用酶联免疫吸附仪检测
５７０ｎｍ下的样品的吸光值，每个细胞活力测定四组以及实验重
复三次，细胞存活率以百分比表示年龄的正常细胞的价值。细

胞存活率的表示方法为，实验组细胞与正常细胞的吸光值百分

比值来表示。

１５　ｑＲＴＰＣＲ检测Ｋ１７的ｍＲＮＡ的表达
１００ｎｇ总 ＲＮＡ用 ｍｉＳｃｒｉｐｔ逆转录试剂盒逆转录得到 ｃＤ

ＮＡ，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试剂盒检测检测 Ｋ１７的表达，Ｋ１７和
ＧＡＰＤＨ的引物序列如下：Ｋ１７（ｓｅｎｓｅ５′ＴＴＧＧＡＡＣＣＴＴＣＣＴＴＧ
ＧＡＣＴＧＣＡＴＧＣ３′， 及 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 ５′ＧＣＣＡＴＧＧＣＧＧＣＣＴＴＴＧ
ＧＡＡＣＴＣ３′）；ＧＡＰＤＨ（ＧＡＰＤＨｓｅｎｓｅ，５′ＣＴＣＡＧＡＣＧＧＣＡＧＧＴ
ＣＡＧＧＴＣＣＡＣＣ３′ 及 ＧＡＰＤＨａｎｔｉｓｅｎｓｅ， ５′ＣＣＡＣＣＣＡＴＧ
ＧＣＡＡＡＴＴＣＣＡＴＧＧＣＡ３′）．ＧＡＰＤＨ用于内参蛋白．相对表达水
平换算使用２ΔΔＣｔ法．
１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Ｋ１７、Ｋｉ６７和ＰＮＣＡ的蛋白表达

各组细胞经ＲＩＰＡ裂解液裂解后，用ＢＣＡ法测定蛋白浓度，
等量蛋白样本上样，经 ＳＤＳＰＡＧＥ分离后转至 ＰＶＤＦ膜，５０ｇ／Ｌ
脱脂奶粉封闭２ｈ后，加兔抗人Ｋ１７抗体（１∶５００），兔抗人Ｋｉ６７
抗体（１∶６００），兔抗人 ＰＮＣＡ抗体（１∶８００）４℃孵育过夜；用
ＴＢＳＴ洗膜后，加入ＨＲＰ标记的山羊抗兔ＩｇＧ（１∶２０００），室温孵
育１ｈ，洗膜后，ＥＣＬ化学发光显色。
１７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２软件进行分析。结果表示为均数±标准
差（Ｍ±Ｓ），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或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ＡＳＰ抑制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中Ｋ１７表达

我们建立尖锐湿疣模型细胞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后，使用（１，
０５，０１，００５）ｍｇ／ｍＬＡＳＰ处理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２４ｈ，结
果发 现，与 对 照 组 （０ ｍｇ／ｍＬ）相 比，ＡＳＰ显 著 抑 制
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中 Ｋ１７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且呈浓度依赖趋势。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当使用高浓度
１ｍｇ／ｍＬ的ＡＳＰ作用下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增殖率下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２。以上研究表
明，ＡＳＰ对角质形成细胞具有抗增殖的作用，并暗示 Ｋ１７可能
参与ＡＳＰ的抗细胞增殖过程。
２２　ＡＳＰ阻滞角质形成细胞ＰＮＣＡ、Ｋｉ６７的表达

我们进一步研究 ＡＳＰ是角质形成细胞增殖的分子水平变
化。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发现增殖标志基因 ＰＮＣＡ与 Ｋｉ６７的表达
均下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３。
表明ＡＳＰ对角质形成细胞增殖的抑制与 ＰＮＣＡ与 Ｋｉ６７的低水
平表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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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浓度ＡＳＰ处理下，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中Ｋ１７的表达变化

（Ａ）ｍＲＮＡ水平 （Ｂ）蛋白质水平 Ｐ＜００５

图２　ＡＳＰ（１ｍｇ／ｍＬ）处理下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的增殖率变化

（Ａ）ＯＤ值５７０ｎｍ（Ｂ）相对活性变化 Ｐ＜００５

图３　ＡＳＰ处理下，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中ＰＮＣＡ与Ｋｉ６７的表达变化

（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的蛋白条带 （Ｂ）ＰＮＣＡ蛋白质水平变化（Ｃ）Ｋｉ６７蛋白水平变化 Ｐ＜００５

２３　ＡＳＰ通过抑制Ｋ１７抗ＫＣ、ＨａＣａＴ的增殖
基于以上研究，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稳定转染入 ＫＣ细胞，

且显著增加Ｋ１７表达。具体结果详见图４Ａ。同时，ＫＣ细胞增
殖率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
４Ｂ。为了进一步证实ＡＳＰ抗人角质形成细胞增殖与Ｋ１７有关，
对ＫＣ细胞转染 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４８ｈ的基础上继续使用

ＡＳＰ处理２４ｈ，发现，与单独转染 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相比，过
表达Ｋ１７与ＡＳＰ共处理扔可抑制细胞增殖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４Ｂ。结果表明 ＡＳＰ可显著
阻碍Ｋ１７从而抑制 ＫＣ细胞增殖。以上结果均表明，ＡＳＰ通过
抑制Ｋ１７从而抑制角质细胞的增殖。



·１３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图４　Ａ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和ＡＳＰ　（１ｍｇ／ｍＬ）共处理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的增殖率变化
（Ａ）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的蛋白条带以及Ｋ１７的ｍＲＮＡ与蛋白质水平变化（Ｂ）ｐｃＤＮＡ３１（＋）／Ｋ１７和ＡＳＰ　（１ｍｇ／ｍＬ）共

处理下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的增殖率变化，Ｐ＜００１ｖｓ．Ｃｔｒｌ；Ｐ＜００５ｖｓ．Ｃｔｒｌ；＃Ｐ＜００５ｖｓ．ｐｃＫ１７

#

　讨论
尖锐湿疣以及银屑病中角质形成细胞增殖失调的内在机

制仍不清楚。本研究发现角蛋白 Ｋ１７不仅在尖锐湿疣和银屑
病病理表皮组织中表达上调［５］，且在构建的ＨＰＶ感染角质形成
细胞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中表达亦显著增高，且同时组织中细胞增
殖关键基因 Ｋｉ６７和 ＰＮＣＡ表达上调，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的增
值率高于正常角质形成细胞，这些研究均表明，Ｋ１７可能与角质
形成细胞的增殖具有密切关系。

角蛋白Ｋ１７在上皮组织细胞的增殖研究中被学者们广泛
关注。首先Ｋ１７在肿瘤、银屑病、尖锐湿疣、扁平苔藓等皮肤疾
病中都有表达，且这些疾病的共同点是病理改变为增殖性表

现［５，１２］。其次，研究显示，银屑病的病理过程主要是Ｔ细胞分泌
细胞因子ＩＦＮγ并诱导Ｋ１７表达，而 Ｋ１７借助链球菌 Ｍ蛋白同
源序列ＡＬＥＥＡＮ增加对 Ｔ细胞活化和诱导增殖的刺激，导致
ＫＣ细胞异常增殖，并增加Ｋ１７表达，并且形成对Ｋ１７的自身免
疫疾病［１３］。本研究通过相关性分析发现银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
中Ｋ１７表达上调与Ｋｉ６７和 ＰＮＣＡ正相关。以上研究进一步表
明Ｋ１７参与调控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

当归作为应用历史悠久的传统中药，是中医临床的“补血、

活血”要药［１］。我们进一步的体外研究发现，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细胞
增值率的增加可被ＡＳＰ抑制。因此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ＡＳＰ对
角质形成细胞的生长具有抑作用。由于ＡＳＰ可抑制人角质形成
细胞增殖促进凋亡［９］，并抑制角质形成细胞中的Ｋ１７。因此我们
猜测，Ｋ１７可能在ＡＳＰ的角质形成细胞增殖抑制过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通过在人角质形成细胞中稳定高表达Ｋ１７，证实了ＡＳＰ可
通过抑制Ｋ１７从而抑制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首先，ＨＰＶ感染
角质形成细胞ＨＰＶ１１ＨａＣａＴ中，Ｋ１７表达显著上调，ＡＳＰ处理后
Ｋ１７水平降低。其次，ＫＣ细胞过表达Ｋ１７后继续使用ＡＳＰ处理
发现，过表达Ｋ１７与ＡＳＰ共处理可抑制引过表达Ｋ１７导致的细
胞增殖率增加。以上结果表明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可被ＡＳＰ显
著抑制，且该过程的机制之一是通过抑制Ｋ１７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银屑病和尖锐湿疣患者上皮组织中 Ｋ１７水平均
显著高于正常组，ＨＰＶ．ＨａＣａＴ细胞同样验证这一发现，ＡＳＰ可
在细胞水平抑制Ｋ１７的表达。另外，Ｋ１７过表达促进角质形成
细胞增殖率；且ＡＳＰ可部分逆转Ｋ１７对角质形成细胞增殖抑制
作用。ＡＳＰ通过抑制Ｋ１７抑制角质形成细胞增殖，为银屑病和
尖锐湿疣基础研究与临床治疗提供前期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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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定量 ＰＣＲ检测生殖道病原体的分子流行病学
调查
刘玉林　黄晓楠　赵琪林　赵明才
四川省遂宁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四川 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摘　要】　目的：分析遂宁地区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生殖道解脲脲原体（ＵＵ）、沙眼衣原体（ＣＴ）和淋球菌
（ＮＧ）感染状况及变化趋势，为地区的疾病防控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ＲＴＰＣＲ）技术对３
年生殖道标本进行ＣＴ、ＮＧ、ＵＵ病原体ＤＮＡ检测，并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结果：ＵＵ标本３２７６例 （男１２０９
例，女２０６７例），总阳性率５４２％ （１７７６／３２７６）。其中，男性患者阳性标本 ４５１例，男性患者阳性检出率
３７３％（４５１／１２０９），女性患者阳性标本１３２５例，女性患者阳性检出率６４１％ （１３２５／２０６７），两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女患者皆在２１岁 ～３０岁年龄段感染率最高。ＣＴ标本２１３１例（男９８７例，女１１４４
例），总阳性率１４７％（３１３／２１３１）。其中，男性患者阳性标本 １８７例，男性患者阳性检出率 １８９％（１８７／
９８７），女性阳性标本１２６例，女性患者阳性检出率１１０％（１２６／１１４４），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男女患者分别在３１岁～４０和２１岁～３０岁年龄段感染率最高。ＮＧ标本９１７例（男６０５例，女３１２例），总阳
性率１６２％（１４９／９１７）。其中，男性患者阳性标本１２１例，男性患者阳性检出率２００％（１２１／６０５），女性患者
阳性标本２８例，女性患者阳性检出率９０％（２８／３１２），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女患者皆在
２１岁～３０岁年龄段感染率最高。结论：ＵＵ是该地区生殖道感染的主要病原体，并以２１岁～３０岁生殖道感
染者阳性率最高，应该重视该群体ＵＵ的检测以指导临床医师对患者的诊断和治疗。

【关键词】　沙眼衣原体；淋球菌；解脲脲原体；荧光定量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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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ｏｆＮＧ（ｍａｌｅ６０５，ｆｅｍａｌｅ３１２）ｗａｓ１６２％ （１４９／９１７）；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ｉｓ２００％
（１２１／６０５）；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９０％ （２８／３１２）；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Ｂｏｔｈｍａｌｅａｎｄｆｅｍａｌｅ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２１３０ａｇｅｓｉ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ＵＵｉｓ
ａｍａｊｏ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２１３０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ｓｈｉｇｈｅｓｔ．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ＵＵｔｅｓｔｉｎｇｔｏｇｕｉｄ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ｏｃｔｏｒ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
ｔａｔｉｖｅ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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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病，全名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Ｄ），
是以性接触为主要传播方式的一组疾病，主要病原体包括解脲

脲原体（ＵＵ）、沙眼衣原体（ＣＴ）和淋球菌（ＮＧ），其感染不仅可
以引起引起尿道炎、附睾炎、子宫内膜炎、盆腔炎和输卵管炎等，

严重的还可以导致育龄妇女不孕、流产、早产等不良孕产史，严

重危害两性健康［１３］。但是，由于人口流动情况、地理环境、检

测方法和地区流行性的不同，生殖道感染研究报告结果存在较

大差异。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技术，对 ２０１５年至
２０１７年间在本院进行检查的生殖道分泌物标本进行 ＵＵ、ＣＴ、
ＮＧ病原体检测，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结论，为本地区生殖道感染
者的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实验室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在本院进行检测的６３２４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其中，ＵＵ患者３２７６例，男性１２０９例，女性２０６７例；
ＮＧ患者９１７例，男性６０５例，女性３１２例；ＣＴ患者２１３１例，男
性９８７例，女性 １１４４例。患者年龄范围 １３岁 ～７５岁，年龄
（３４７±１０１）岁。本研究经过遂宁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审查
委员会审查通过。

１２　标本采集
按照试剂说明书进行取样。男性取尿道分泌物或细小棉

拭子伸入尿道约２～４厘米，略捻棉拭子取出分泌物，将分泌物
或棉拭子置入无菌管，用无菌棉签将试管塞紧后，密闭送检。女

性阴道用无菌生理盐水洗去宫颈分泌物，再用无菌拭子插入宫

颈内，停５秒后旋动棉拭子采取宫颈分泌物，将棉拭子置入无菌
管，用无菌棉球将试管塞紧后，密闭送检。尿道用无菌生理盐水

棉球洗尽尿道口，再用无菌棉拭子插入尿道约２厘米，略捻棉拭
子取出分泌物，将分泌物或棉拭子置入无菌管，用无菌棉签将

试管塞紧后，密闭送检。标本可以立即检测，或置于 －２０℃保
存，标本不宜反复冻融，应当采用低温运输。

１３　检测方法
检测采用荧光ＰＣＲ法。严格按照试剂盒和仪器说明书进

行操作：３７℃ ×２ｍｉｎ；９４℃ ×２ｍｉｎ；然后９３℃ ×１５ｓ→６０℃ ×
６０ｓ，共４０个循环；退火和延伸温度皆为６０℃；单点荧光检测在
６０℃。反应体系为４０μｌ。
１４　仪器与试剂

采用ＲｏｔｏｒＧｅｎｅＱ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分析仪；ＵＵ、ＣＴ、ＮＧ
荧光定量试剂盒购自上海之江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有效期内使

用，操作和结果判断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进行相关数据处理，使用ＳＰＳＳ１９软件进行

χ２检验分析，以Ｐ＜Ｏ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生殖道病原体ＵＵ、ＣＴ、ＮＧ的感染情况

３２７６例患者ＵＵ标本中，总阳性率为５４２％；女性患者 ＵＵ
感染率明显高于男性，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１３１例患者ＣＴ标本中，总阳性率为１４７％；ＣＴ感染率男性高
于女性，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９１７例 ＮＧ标本
中，总阳性率为１６２％；男性 ＮＧ感染率明显高于女性，性别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生殖道病原体ＵＵ、ＣＴ、ＮＧ感染情况［ｎ（％）］

项目
例数

总数 男 女

阳性

男 女
总阳性 χ２值 Ｐ值

ＵＵ ３２７６ １２０９ ２０６７ ４５１（３７３） １３２５（６４１） １７７６（５４２） ２２０７ ＜００５

ＣＴ ２１３１ ９８７ １１４４ １８７（１８９） １２６（１１０） ３１３（１４７） ２６６ ＜００５

ＮＧ ９１７ ６０５ ３１２ １２１（２００） ２８（９０） １４９（１６２） １８４ ＜００５

２２　各种感染情况与年龄和性别分布
在３２７６例ＵＵ的检测中，女性患者总体阳性率高于男性患

者，男女性患者均为２１岁 ～３０岁感染率最高，感染率分别为
１３９％（１６８／１２０９）和２８５％（５８７／２０６７）。除了＞５０岁组之外，
其余各年龄段男女性患者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在２１３１例ＣＴ的检测中，男性患者
总体阳性率高于女性，男性患者３１岁～４０岁阳性率最高，女性
患者２１岁～３０岁阳性率最高，其阳性率分别为７３％（７２／９８７）
和５２％（６０／１１４４）。≤２０岁组、４１岁 ～５０岁组和 ＞５０岁组男
女性患者阳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２１岁 ～３０
岁组和３１岁～４０岁组男女性患者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在９１７例ＮＧ的检测中，男
性患者总体阳性率高于女性患者，男女性患者均为２１岁 ～３０

岁感染率最高，其阳性率分别为７３％（４４／６０５）和４５％（１４／
３１２）。４１岁～５０岁组和＞５０岁组男女性患者阳性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２０岁组、２１岁 ～３０岁组和３１岁
～４０岁组男女性患者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Ｏ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

　讨论
ＳＴＤ是当今世界流行较广的一类传染性疾病，在我国，ＵＵ、

ＮＧ和ＣＴ是各地区泌尿生殖系感染的主要病原体，也是性传播
疾病的重要病原体［４］。常规的检测方法敏感性差、可靠性低、

检测时间长，不能很好地满足于临床、服务于患者。荧光定量

ＰＣＲ技术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具有灵敏度高、操作简便、
反应时间短、重复性好、结果准确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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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３２７６例ＵＵ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ｎ（％）］

年龄组
男

例数　 阳性　

女

例数　 阳性　
χ２值 Ｐ值

≤２０ ２４ 　６（０５） ３２ 　１９（０９） ６５５ ＜００５

２１～３０ ４１６ １６８（１３９） ８９８ ５８７（２８５） ７２５９ ＜００５

３１～４０ ４１０ １３４（１１１） ６９１ ４４９（２１８） ７８４８ ＜００５

４１～５０ ２５８ １０５（８７） ３８６ ２４６（１１９） ３３０８ ＜００５

＞５０ ９７ ３８（３１） ５３ 　２４（１２） ０５６ ＞００５

合计 １２０９ ４５１（３７３） ２０６０ １３２５（６４３） ２２０７０ ＜００５

表３　２１３１例ＣＴ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ｎ（％）］

年龄组
男

例数　 阳性　

女

例数　 阳性　
χ２值 Ｐ值

≤２０ ２４ 　４（０４） ２３ 　５（０４） ０１９ ＞００５

２１～３０ ３２６ ６７（６８） ４７５ ６０（５２） ９０９ ＜００５

３１～４０ ３３３ ７２（７３） ３７４ ３３（２９） ２２８１ ＜００５

４１～５０ ２２４ ３４（３４） ２３６ ２６（２３） １７５ ＞００５

＞５０ ８０ １０（１０） ３６ 　２（０２） １２９ ＞００５

合计 ９８７ １８７（１８９） １１４４ １２６（１１０） ２６６０ ＜００５

表４　９１７例ＮＧ患者的年龄与性别分布［ｎ（％）］

年龄组
男

例数　 阳性　

女

例数　 阳性　
χ２值 Ｐ值

≤２０ ２２ 　９（１５） ９ 　０（０） ５１９ ＜００５

２１～３０ １８０ ４４（７３） １２１ １４（４５） ７７１ ＜００５

３１～４０ ２１０ ３０（５０） ９０ 　５（１６） ４６５ ＜００５

４１～５０ １３２ ２４（４０） ７６ 　７（２２） ３０６ ＞００５

＞５０ ６１ １４（２３） １６ 　２（０６） ０８４ ＞００５

合计 ６０５ １２１（２００） ３１２ ２８（９０） １８４０ ＜００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３２７６例 ＵＵ患者中总感染率为５４２％，
其中男性阳性率为３７３％，与张欠欠等［５］报道的结果相近，女

性阳性率为６４１％，与彭瑛等［６］报道的结果相近。结果显示，

ＵＵ始终是女性生殖道感染防治的重要病原菌。究其原因，ＵＵ
可能是女性生殖道的正常居住微生物，与其他菌群共生，在感

染人体后无明显临床症状，机体免疫力低下或黏膜受损的情况

下可以大量繁殖而致病［７］，且与女性生殖道内环境和 ＰＨ值更
适合ＵＵ生长，部分女性感染后症状轻微经常被忽视而不能及
时治疗也有一定关系［８］。２１３１例 ＣＴ患者中总感染率为
１４７％，其中男性阳性率为１８９％，女性阳性率为１１０％，男性
ＣＴ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 ＣＴ检出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这与国内相关报道一致［９］。其可能是因为女性

生殖系统生理特点造成感染后症状不明显、无特异性，经常被

忽视而不能及时就诊导致检出率偏低。９１７例 ＮＧ患者中总感
染率１６３％，其中男性阳性率为２００％，女性阳性率为９０％，
男性ＣＴ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女性ＣＴ检出率，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Ｏ０５），男女性均高于贺望娇［１０］报道的１３３％和
１８％，这说明不同地区性传播疾病的流行存在一定的差异，可
能与标本取样、保存和检测方法存在一定的关系。

通过对不同年龄段感染率统计分析显示，ＵＵ、ＮＧ、ＣＴ感染
率均以２１岁～４０岁年龄段最高，这与国内报道的 ＵＵ、ＮＧ和
ＣＴ感染人群主要集中在青壮年一致［１１］。这说明青壮年感染泌

尿生殖道病原体阳性率高，可能的原因是该年龄段人群正处于

性活跃期、流动性大，是重要传染源和高危人群，可以增加混合

感染的机率，因此应当作为性传播疾病防治工作中的重点对象。

通过本次研究揭示了本地区生殖道炎症 ＵＵ、ＮＧ、ＣＴ的感染状
况，为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实验室依据。由于 ＵＵ、ＮＧ、ＣＴ
感染是导致男女不孕不育的重要原因，而生殖道的混合感染比

单一感染危害更大，建议临床医师在诊治泌尿生殖系疾病过程

中，应当对３种病原体同时检测，力求早发现、早治疗，提高治愈
率。由于患者检测项目不一定都包含以上３个项目，故本研究
未统计混合感染人群，有关工作有待进一步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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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治疗巨大乳腺外派杰氏病附病例报告５例与文献
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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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探讨阴囊巨大的乳腺外派杰氏病（ｅｘｔｒａｍａｍｍａｒｙＰａｇｅｔ′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ＭＰＤ）手术治疗及预
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 ２００４年至 ２０１７年潞河医院诊治的乳房外派杰氏病 ５例，并文献复习。
结果：１例巨大ＥＭＰＤ患者，男性，６５岁，有糖尿病病史，阴囊左侧出现浸润性红色斑块，大小约１１ｃｍ×９ｃｍ，
累及阴茎、阴阜及同侧腹股沟，表面潮红，附着黄色痂皮。同侧腹股沟可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组织病理检

查诊断为ＥＭＰＤ。免疫组化结果：细胞角蛋白（ＣＫ）７、细胞角蛋白（ＣＫ）１８、癌胚抗原（ＣＥＡ）、上皮膜抗原
（ＥＭＡ）、ｃｅｒｂＢ２均为阳性，巨囊性病的液状蛋白（ＧＣＤＦＰ）１５、细胞角蛋白（ＣＫ）５／６、Ｐ６３、细胞角蛋白（ＣＫ）
２０均为阴性。外科手术扩大切除，并行同侧腹股沟区肿大淋巴结清扫，手术切除范围较大，行皮瓣结合局部
植皮整形修复，效果良好。其余４例患者，年龄范围７３岁～８８岁，皮损长径５～６ｃｍ，活检及免疫组化结果诊
断ＥＭＰＤ，患者放弃手术治疗，失访。结论：巨大阴囊ＥＭＰＤ手术并整形修复治疗效果满意，预后较好，影响
预后的主要因素为皮损浸润的深度和淋巴结转移情况。

【关键词】　派杰氏病；乳房外；手术治疗；免疫组化；预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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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外派杰氏病（ｅｘｔｒａｍａｍｍａｒｙＰａｇｅｔ′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ＥＭＰＤ）又称乳
房外湿疹样癌，是一种少见的皮肤恶性肿瘤，可以分为原发性和继

发性。继发性ＥＭＰＤ常由深部直肠癌，子宫颈内膜癌，尿道、前列腺
或膀胱癌向表皮转移而来。原发性ＥＭＰＤ发生在大汗腺分布丰富
的区域，如腋窝、腹股沟、脐部、外阴、阴囊。ＥＭＰＤ多发生于老年男
性，阴囊是常见的受累部位，发病隐匿，常误诊为湿疹，延误治疗，严

重危及患者的生命和健康。手术是ＥＭＰＤ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本
文报道５例原发于阴囊的ＥＭＰＤ，其中１例手术成功治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患者男，６５岁。左侧阴囊浸润性红色斑块伴轻微瘙痒１０年。
近２年，皮疹出现增厚、破溃，渗液、有异味，影响生活。自患病以来
无其他不适，无体重减轻。既往有糖尿病病史１０年，血糖控制较为
满意。皮肤科检查：左侧阴囊、部分阴茎阴阜以及左侧腹股沟区可

见浸润性红色斑块，表面潮红，有黄色结痂，点状破溃，并伴有脓性

分泌物，部分增厚，皮损边界模糊不清（图１）。皮损大小约１１ｃｍ×
９ｃｍ。同侧腹股沟可触及多个肿大淋巴结。实验室及辅助检查：血
常规、尿常规、血脂、肝肾功能未见异常。术前血糖控制在正常范

围。心电图检查：正常。超声检查：双侧腹股沟多个淋巴结肿大，左

侧大者１６ｃｍ×１ｃｍ，右侧大者１７ｃｍ×０８ｃｍ。ＣＴ显示脾脏增大，
其内未见异常密度，十二指肠憩室。腹腔未见积液及增大淋巴结。

皮损组织病理检查：表皮角化过度，棘层增生肥厚，表皮全层见单个

或成巢的Ｐａｇｅｔ样细胞，侵犯真皮深部，真皮浅层见大量淋巴细胞
浸润（图２）。病理诊断：乳房外Ｐａｇｅｔ病（图２）。免疫组化结果：细
胞角蛋白（ＣＫ）７（＋＋＋），细胞角蛋白（ＣＫ）１８（＋＋＋），癌胚抗原
（ＣＥＡ）（＋），上皮膜抗原（ＥＭＡ）（＋），ｃｅｒｂＢ２（＋）；巨囊性病的液
状蛋白（ＧＣＤＦＰ）１５（－），细胞角蛋白（ＣＫ）５／６（－），Ｐ６３（－），细胞
角蛋白（ＣＫ）２０（－）。

图１　位于阴囊的巨大的乳腺外派杰氏病皮损 图２　乳腺外派杰氏病的病理表现

　　其余４例均为老年男性患者，发病部位均为阴囊，其中１例
累及阴茎。患者年龄范围７３岁 ～８８岁，皮损长径５～６ｃｍ。免
疫组化结果：ＣＫ７（＋），ＣＫ８／１８（＋），ＣＥＡ（＋），ＣＫ２０（－）。病
理诊断ＥＭＰＤ后患者放弃手术治疗，失访。
１２　治疗方法

在连续硬膜外麻醉下，患者取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后，用

美蓝沿肿瘤边缘外１５～２ｃｍ划线标记，沿标记线切开皮肤至
真皮层，然后再用电刀切开皮肤全层至脂肪层，从深筋膜处边

切除边止血，完整地将病变组织切除干净，注意勿损伤阴茎深

筋膜下血管。清洗创面后，彻底止血，标记病变组织并送组织

病理检查。虽然切除范围较大，但利用所剩阴囊皮肤，结合右侧

阴囊内侧转移过来的局部皮瓣修复阴囊，并把裸露的阴茎体部

埋藏于皮瓣与阴囊皮肤之间，阴茎剩余皮肤与皮瓣和残余阴囊

皮肤缝合，暴露龟头。阴阜区的缺损，采用右侧小腹区供皮，切

取全厚皮肤植皮用以修复阴阜部位的缺损，经过局部皮瓣结合

全厚植皮的方法成功地修复了外阴部巨大缺损（图 ３、图 ４）。
术中采用电刀止血，减少了出血量。患侧腹股沟皮下脂肪内分

离出淋巴结１０枚。术后所有切除组织送病理检查。
"

　结果
手术治疗并皮瓣修复可以成功治疗巨大 ＥＭＰＤ，本例患者

术后３月随访健在，伤口愈合良好。包括巨大 ＥＭＰＤ在内的５
例ＥＭＰＤ均为高龄老年男性患者，发病部位均在阴囊。免疫组
化有助于诊断 ＥＭＰＤ并鉴别其他疾病。其中，ＣＫ７＋、ＣＥＡ＋、
ＣＫ２０是特征性表达，ｃｅｒｂＢ２和 ＧＣＤＦＰ与预后有关。ＥＭＰＤ预
后大多良好，预后不好的因素主要与肿瘤浸润深度和淋巴结转

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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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乳腺外派杰氏病手术切缘范围标记 图４　扩大切除肿瘤并利用皮瓣旋转和植皮修复

#

　讨论
３１　ＥＭＰＤ特征与诊断

ＥＭＰＤ是一种少见的、发生在大汗腺分布的部位，侵袭性生
长，并可以转移皮肤的恶性肿瘤。该肿瘤可能起源于大汗腺导

管开口部细胞，或是表皮内向大汗腺分化的多潜能细胞［１］。好

发部位多为男女性生殖器、肛门及其周围，也可以发生在腋窝、

脐部、头皮等部位［２３］。我国及东南亚人与高加索人相比有种

族性差别，我国ＥＭＰＤ以男性多见，后者以女性多见。ＥＭＰＤ好
发于 ５０岁以上的老年人。近 １０年来，我院共诊断有 ５例
ＥＭＰＤ患者，１例皮损巨大，年龄为６５岁，其余４例，均为７０岁
～８０岁的老年男性，但皮损范围较小。虽然病例不多，但仍然
可以看出老年男性易患此病。一般而言，乳腺外 Ｐａｇｅｔ病的病
程发展较慢，开始时不易诊断，仅是局部的浸润性红斑，伴或不

伴有轻度的瘙痒疼痛，容易被误诊为外阴湿疹、真菌感染、银屑

病或接触性皮炎等。如经临床治疗皮损依然无好转时，则要考

虑本病的可能性，需要及时进行组织病理学检查。免疫组化可

以帮助鉴别鲍温氏病、黑素瘤、基底细胞癌、其他皮肤附属器肿

瘤。原发性ＥＭＰＤ免疫组化ＣＫ２０、ＣＫ７＋、ＣＥＡ＋，而ＭｅｌａｎＡ、
ＢｅｒＥＰ４、ＣＫ５／６，有助于排除鲍温氏病、黑素瘤和基底细胞癌。
３２　ＥＭＰＤ手术治疗

ＥＭＰＤ治疗以手术为主，切除范围原则上要外扩达肿瘤外
２～３ｃｍ左右［４５］。由于乳房外 Ｐａｇｅｔ病转移的方式比较特殊，
可以直接转移、向内浸润或跳跃式转移，术后复发仍然是治疗

的难点，术后复发率可达３１％～６１％［６］。术中冰冻切片检查可

以准确判断切缘是否切净，但即使进行了术中冰冻切片检查，

ＥＭＰＤ的复发率仍然很高［７］，这可能与其跳跃式转移有关。目

前，较多采用Ｍｏｈｓ显微外科手术（ＭＭＳ）切除病变部位，术中对
全部边缘及底部的组织行切线冰冻切片检查，这种手术方式能

够确保完全切除且又尽可能多地保留没有受累的皮肤。但是，

ＭＭＳ特别费时费力，而且术后复发率仍达１６％ ～２３％，虽然低
于常规手术切除的复发率，但仍然达不到最满意的临床疗

效［８］。有关学者尝试术前光动力检查配合多点活检以判定肿

瘤侵袭的范围，配合术中冰冻切片确定手术范围，收到了良好的

效果，这可能是今后治疗ＥＭＰＤ的经济可靠的选择［９］。本例患

者皮损范围较大，累及大部分阴囊、阴阜、阴茎、左侧腹股沟，手

术难度较大。术中利用阴囊皮肤具有的良好的延展性，将对侧

剩余的阴囊皮肤旋转后修复创面，再取右侧小腹全厚皮瓣修复

阴阜部分的缺损，从而成功地恢复了阴囊外观与功能。尽管患

者有糖尿病，皮损愈合存在很大的皮瓣失活和感染的风险，但控

制好血糖水平，注意换药，患者仅有阴阜部分皮瓣延迟愈合，其

余部分均为Ｉ期愈合。笔者认为，如果患者早期发现，皮损面积
较小，切缘在病损外３ｃｍ以上，手术效果应当更好，可以降低复
发率。

复习既往面积较大 ＥＭＰＤ病例，无法单纯缝合，均行皮肤
移植，ＶＹ孤岛皮瓣效果较好。陈勇军等［１０］对６例位于阴囊的
ＥＭＰＤ进行常规切除后，分别采用邻位旋转皮瓣或游离皮片植
皮进行创面修复。皮瓣转移时张力小，容易成活，且色泽和感觉

功能与病灶处相近，既达到了皮损修复的目的，又恢复了局部的

形态和功能，显著地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关文献报道，肛

门及肛周的ＥＭＰＤ的患者进行常规局部大范围切除，后行分层
全厚皮片移植，这种修复方式可以使患者的局部外观和功能得

以保存。利用下腹部带动脉皮瓣或臀大肌ＶＹ推进筋膜皮瓣，
可以修复女性外阴部 ＥＭＰＤ手术后的皮肤缺损并重建女性外
阴，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１１］。

对于ＥＭＰＤ来说，目前淋巴结清扫尚无定论。有关学者［１２］

认为，患者在手术前进行哨兵淋巴结活检有助于全面考虑术中

具体的淋巴结清扫范围。Ｔｓｕｔｓｕｍｉｄａ等［１３］通过研究发现，肿瘤

侵袭水平和ＥＭＰＤ的预后有着重要的联系。他认为扩大切除
肿瘤和进行淋巴结清扫是非常重要的，并提出了 ＥＭＰＤ患者进
行淋巴结清扫应当根据肿瘤的侵袭水平而定。笔者赞同这一观

点，如果发现患侧引流区淋巴结肿大，应当进行同侧淋巴结清扫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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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ＥＭＰＤ预后
肿瘤浸润深度和肿瘤厚度是影响 ＥＭＰＤ预后的重要因素。

ＥＭＰＤ局限于上皮和皮肤附件或微灶浸润者（浸润不超过表皮
基底膜１ｍｍ），预后良好。虽然术后也有复发，但复发常局限于
上皮和附件，再次手术仍然可以治愈。若为浸润性或伴有下方

肿瘤，则预后较差［１３］。日本学者的一项研究显示，肿瘤厚度超

过３ｍｍ预后不佳［１４］。

淋巴结转移是影响预后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有关研究显

示，深部浸润容易出现腹股沟淋巴结转移，但浅表的真皮浸润

也存在转移的风险［１５］。一篇国内学者的大样本研究发现，中国

男性ＥＭＰＤ淋巴结活检率仅为７％，在该研究中淋巴结转移仅
局限在腹股沟区，且淋巴结转移存在不均衡性，既可以是患侧

转移，也可以是健侧转移或者双侧转移［１６］。有关研究结果显

示，３个或３个以上淋巴结转移是影响生存曲线的节点［１４］。细

胞周期素依赖激酶４（ＣＤＫ４）、ＣＤ４４ｖ６和骨桥蛋白 ＯＰＮ阳性表
达与淋巴结转移有关［１７］。

影响预后的其他因素，包括发病年龄早、肛周位置、结节存

在、血清癌胚抗原水平［１４］，某些基因和蛋白的表达也是影响预

后的因素。ＨＥＲ２基因表达更容易出现在侵袭性 ＥＭＰＤ患者
中，并且也是ＥＭＰＤ靶向治疗相关基因［１５］。Ｐ５３表达也与肿瘤
侵袭性有关。

本例巨大ＥＭＰＤ患者肿瘤浸润深达皮下脂肪，肿瘤厚度也超
过３ｍｍ，ＨＥＲ２蛋白（ｃｅｒｂＢ２）也是阳性，幸运的是，患侧腹股沟淋
巴结清扫发现１０个肿大的淋巴结但尚未见到转移癌。术后３个
月复查亦未见ＥＭＰＤ转移证据，目前仍然在继续随访中。ＥＭＰＤ
是少见的侵袭性皮肤肿瘤，手术切除仍然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术式的选择以及是否进行淋巴结清扫与多方面因素有关并影响

到预后。诊断越早，治疗效果和预后越好。由于ＥＭＰＤ好发于老
年人，容易伴发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如果基础性疾病控制较好，

手术仍然是首选治疗方式。对于皮损较大的病例，可以通过扩大

切除配合皮瓣转移及植皮修复达到满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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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阴扁平苔藓的临床病理分析
冯海华

临朐人民医院病理科，山东 临朐 ２６２６００

【摘　要】　目的：探讨外阴扁平苔藓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对２０１７年收治的１例外阴扁平苔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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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组织学观察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扁平苔藓是一种皮肤和粘膜的炎症性疾病，当发生在外阴时，病理分

型可以分为皮肤型、粘膜性、混合型，粘膜型扁平苔藓又分为网状型和糜烂型。结论：扁平苔藓的准确诊断

十分重要，因为糜烂型扁平苔藓可能需要免疫抑制治疗。此外，外阴出现慢性扁平苔藓是容易发生鳞状细

胞癌的公认因素。

【关键词】　外阴扁平苔藓；临床诊断；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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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皮肤型扁平苔藓皮肤病变由淡紫红色的斑丘疹组成，
而糜烂型粘膜的扁平苔藓则表现为鲜红色糜烂，伴白色边缘。

扁平苔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关，临床诊断比较困难。本文报

道１例扁平苔藓并复习相关文献，对其临床表现和病理镜下特
点进行探讨。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患者女，４３岁，因外阴疼痛，排尿时疼痛加剧和不能性交于
２０１７年６月来院就诊。妇科检查发现，外阴前庭皮肤潮红、糜烂，
边缘部分皮肤颜色略浅，阴道上皮受累狭窄。患者自述同年２月
因外阴瘙痒抓破皮肤就诊，曾诊断为外阴白斑伴湿疹并涂抹激素

类药物（具体药名不详），一度好转后今病情加重再次就诊。

１２　治疗方法
用活检钳从患者外阴病变区取豆粒大组织３块，其中糜烂

区２块、边缘区１块，用４％中性甲醛固定，经自动脱水机脱水
进蜡，包埋制成蜡块，常规石蜡切片，苏木精伊红（ＨＥ）染色，光
学显微镜观察。

"

　结果
２１　显微镜检查

活检组织表皮显示角化过度，基底层广泛破坏，真皮表皮

交界处致密的淋巴细胞带样浸润，颗粒层呈局灶性楔形增厚，

棘细胞不规则增厚，真皮乳头层可见胶样小体和嗜黑素细胞。

病理诊断为外阴扁平苔藓。

２２　远程会诊
病理切片经省级２家三级医院专家会诊，结果诊断为外阴

扁平苔藓。

#

　讨论
３１　临床特征

扁平苔藓实际上不是藓，而是一种皮肤和粘膜的炎症性疾

病。当发生于外阴时，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依据形态和严重程

度的不同分为皮肤型、粘膜型、混合型扁平苔藓，而粘膜型又分为

网状型和糜烂型，其中主要是糜烂型［１］。这种类型表现为片状透

明的红斑间有Ｗｉｃｈａｎｉｓ斑纹［２］，可以累及小阴唇和前庭部位，有

时甚至造成外阴、阴道结构的破坏，包括小阴唇丧失、阴道口狭窄

和阴道闭锁等。经常因为剧烈的瘙痒感、灼痛、性交困难或者性

交后流血就诊。由于强烈持续瘙痒刺激，患者抓挠致使皮肤破

溃，形成皮肤慢性溃疡，不易愈合，因而容易发生癌变［３］。

３２　病理学特点
扁平苔藓早期，真皮浅层扩张血管的周围有以淋巴细胞为

主的浸润，继而淋巴细胞向上侵入真皮与表皮交界处和表皮内，

并引起角化复层扁平上皮细胞坏死，后者呈圆或卵圆形嗜伊红

性透明小体。此后，淋巴细胞和噬黑色素细胞充满增厚的真皮

乳头及其毗邻的表皮内。表皮可以显示不规则性增生，假棘层

肥厚，颗粒层楔形增厚，角化过度，表皮突常向真皮内不规则浸

润［４］，其间有不等量噬黑色素细胞，胶原纤维增粗、排列紊乱，

表皮基底细胞液化变性，真皮乳头纤维化，表皮变薄，表现为萎

缩型。瘙痒过度刺激表现为肥厚型，表皮内明显增厚，角化过

度，乳头层亦明显增厚，胶原纤维增粗。综上所述，病理学诊断

扁平苔藓时需要具备以下 ３点：（１）基底层水肿变性伴有
Ｃｉｖａｔｔｅ小体形成；（２）真皮上部出现不同程度且明显的炎细胞
带样浸润；（３）真皮上部出现色素失调。

当扁平苔藓发生在外阴时，妇产科医师往往并不认识，多数

将其诊断为外阴炎症性皮肤病：湿疹、银屑病、神经性皮炎、盘状

红斑狼疮、皮肤淀粉样变等。误诊的主要原因是扁平苔藓临床

表现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无典型的有蜡样光泽的多角形扁平

丘疹［５］。而对于病理医师来说，外阴部位的扁平苔藓很少具有

和皮肤扁平苔藓同样的组织学特点。所以，必须多部位寻找这

些特点，做出正确诊断，减少病人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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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典则相关法探究家长对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
态度的影响
张庭浩　余小鸣Δ　石琰琴　王嘉
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　要】　目的：采用典则相关分析的方法探讨家长因素对于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影响，以期
为决策者制订有针对性的性教育策略提供帮助。方法：采用自编学生问卷、学生家长问卷对北京市、重庆市

两地２３３４名小学高年级、初一、初二学生及其家长进行现场调查，并使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Ｐａｃｋａｇｅｆｏｒ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统计软件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典则相关分析。结果：第一对典则变量
的相关系数是０２１５，主要反映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与学生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学生性知识
水平的正相关关系。第二对典则变量的相关系数是０１３１，主要反映家长教育水平对学生性知识水平的正
相关关系。结论：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是影响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重要家长因素。建议

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性教育相关政策前考虑到广大学生家长的意见与需求，各学校也应建立起有效的

家校沟通机制，在对学生进行性教育前，做好告知与沟通等工作，提高家长对学校性教育问题的积极性。

【关键词】　性教育；家长；学生；典则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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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ｏｆｓｃｈｏｏｌｂａｓｅ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ｐａｉｒ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ｉｓ０１３１，ｗｈｉｃｈｍａｉｎｌｙ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ａｒｅｎｔ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ｉｎｔｏａｃｃｏｕｎｔ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ａｎｄｎｅｅｄ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ｏｆ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ｏｆ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ｏｍａｋｅ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ｏｍｅｓｃｈｏｏ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ｄｏａｇｏｏｄｊｏｂ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ｒｅｎｔｓ；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性教育为一个人提供了探索自身价值观和态度的机会，有
助于培养其就有关性的诸多问题做出决策、进行交流和减少风

险的能力，这对于正经历着情感和生理等多方面巨大变化的青

少年来说尤为重要［１］。学校环境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让我们

可以在大量年轻人进入性活跃期之前对他们实施性教育，同

时，学校环境也为我们开展性教育方面的的工作提供了适当的

结构框架（例如正规课程设置）。因此，学校性教育是性教育工

作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

依据社会生态学理论，如果以学生作为接受性教育的个体，

家庭和学校同时作为微系统，对学生接受教育的行为产生着影

响，是除学生个体因素外的最近端因素［２］。同时，家庭和学校

作为同一层次的两个影响因素，其之间产生的联系作为同样会

对学生产生影响［３］。换言之，家庭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

在性教育问题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研究着眼于研究家庭在性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探讨家长因素

对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影响。并发现了包括父母文化

程度、对开展教育的态度、与子女交流性教育相关话题在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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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父母因素对学生的影响［４８］。

既往研究多关注于家长某单一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并未将多

个因素综合起来探讨，且研究对象多为学生或家长中的一个群体，

所获得的学生及学生家长信息多无法同时保证客观真实性。本研

究采用１：１配对的方式同时以学生和学生家长两个群体作为研究
对象，并通过文献回顾，提出个体基本特征、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

度、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水平这一组变量作为家长因素，采用典则

相关分析的方法探讨其对于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影响，克

服了各变量间存在的多重相关性，得到更为真实、客观的结果，从而

为决策者制订有针对性的性教育策略提供帮助。

!

　资料来源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在校小学高年级（５年级、６年级）、初中一年级、
初中二年级学生及其家长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不同地区环

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的差异对该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产生

的影响，为使本次研究抽取的样本更具代表性，研究组成员经

过与专家的共同商议，最终选取了北京、重庆两个直辖市作为

本次研究的调查地区。

考虑样本代表性，在每个城市按照学校类型（试点、非试

点）、学段（小学高年级、初中）和城乡分层抽样，共分８层（２×２
×２＝８），并根据现况研究单样本的率指标的样本量计算公式
计算样本量。研究拟对学生及其家长进行１：１匹配分析，考虑
学生家长的综合有效应答率约为６０％，最终算得北京、重庆两
市各需学生及学生家长样本各约１６００人。按照地区、城乡、试
点非试点、学段分层，每层各抽取两所学校，共抽取３２所学校，
每所学校抽取两个年级共１００人。
１２　研究工具

结合２００８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和
２００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的《国际性教育指南》选取评价
中小学生性相关知识、态度的具体指标；在追溯性教育领域有

关父母的国内外研究文献、工具及政策指南并结合中国实际情

况及专家论证后最终确定调查问卷。

１２１　家长问卷第一部分　个体基本特征。此部分包括学生
家长的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旨在获得被调查学生家长

的个人基本特征。第二部分：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态度量表。

此量表由Ｍａｒｉａ．Ｈ［９］等人设计的量表翻译改编而来，通过家长
对１０个有关学校性教育说法的平均态度得分获得家长对学校
开展性教育的态度，得分范围为１分～５分，分数越高则表明家
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越积极，分数越低则表现为越消极

的态度。第三部分：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水平。此部分旨在获

得家长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水平。研究者在对《国际性教育指

南》进行充分解读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共总结出６大性教
育概念下２５条适用于我国初中生、小学高年级生的性教育知识
点，其中小学高年级生２１个知识点，初中生在此基础上增加４
个知识点。通过家长过去一年内与孩子曾交流过的知识点的

数量及舒适程度综合计算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水平的得分，并

换算为百分制得分。

１２２　学生问卷第一部分　性知识水平。研究者对现有义务
教育阶段健康教育相关教材进行分析，从中提取出性教育相关

知识点编制题目，其中小学高年级阶段８个题目，初中阶段１３
个题目，根据学生回答正确的数目计算百分制得分以获得学生

性相关知识水平得分。第二部分：学生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

度量表。此部分与家长问卷第二部分的题目设置和计分方法完

全相同，旨在获得学生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

１３　研究过程
研究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北京市、重庆市两地以现场调查的

形式进行，研究小组人员实际发放学生和学生家长问卷各２８１１
份，回收有效学生、家长问卷各２３３４份，回收率为８３０３％。使
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２对问卷数据进行录入，并使用ＳＰＳＳ２０统计软件对
数据进行整理、转换、计算和分析。

１４　统计方法
典则相关分析是分析两组变量之间相关性的一种统计分

析方法，它将一组变量与另一组变量之间单变量的多重线性相

关性研究转化为对少数几对综合变量之间的简单线性相关性

的研究，并且这少数几对变量所包含的线性相关性的信息几乎

覆盖了原变量组所包含的全部相应信息［１０］本研究中父母因素

这一组变量与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这一组变量间就存在

着多重线性相关性，使用典则相关的方法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

们在探讨两组变量间的关系时，降低对这一复杂相关性结果解

读的难度，通过典则变量对呈现出的典则结构，从中找出影响学

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主要因素，并判断其影响强度。

"

　结果
２１　家长因素与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典则相关分析

典则相关分析相关变量及赋值详见表１。将家长因素（个
体基本特征、对学校开展性教育态度、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水

平）这一组变量与学生性知识水平、学生对学校开展性教育态

度这一组变量进行典则相关分析。结果共得到两对典则变量

Ｕ１、Ｖ１，Ｕ２、Ｖ２，第一对典则变量的相关系数为０２１５，第二对典
则变量的相关系数为０１３１，通过ｗｉｌｋ′ｓ检验两对典则变量的相
关系数均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研究变量及赋值

　　　　　　变量名 　　　　　　　赋值

家长年龄（Ｘ１） １＝≤２９；２＝３０～３９；３＝４０～４９；４＝≥５０

家长教育程度（Ｘ２） １＝初中及以下；２＝高中及中专；３＝大专及以上

家长职业（Ｘ３） ０１＝体力劳动者；１０＝脑力劳动者；００＝其他

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Ｘ４） 连续变量（１～５）

家长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得分（Ｘ５） 连续变量（０～１００）

学生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Ｙ１） 连续变量（１～５）

学生性知识水平（Ｙ２） 连续变量（０～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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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典则相关分析结果与假设检验

典则变量对 典则相关系数 ｗｉｌｋ′ｓ统计量 卡方值 Ｐ值

１ ０２１４ ０９３８ １３３２４８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７５ ０９８３ ３５６７０ ＜０００１

２２　典则变量与原变量的相关系数
典则变量与原变量的相关系数详见表３。由表３可看出，第

一对典则变量中，典则变量Ｕ１主要由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
态度（Ｘ４）决定（Ｕ１与Ｘ４的相关系数为０８２６），Ｖ１主要由学生对
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Ｙ１）决定（Ｖ１与 Ｙ１的相关系数为
０９９９），第二对典则变量中，Ｕ２主要由家长教育程度（Ｘ２）决定
（Ｕ２与Ｘ２的相关系数为０７５０），Ｖ２主要由学生性知识水平（Ｙ２）
决定（Ｖ２与Ｙ２的相关系数为０９３７）。根据表２可分别作出两对
典则变量的典型结构示意图，详见图１至图２。

表３　典则变量与原变量的相关系数

　　　　　原变量 Ｕ１ Ｕ２ Ｖ１ Ｖ２
家长年龄（Ｘ１） －０１０３ ０４８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６４
家长教育程度（Ｘ２） －０２５２ ０７５０ －００５４ ００９８
家长脑力劳动者（Ｘ３１） －００９６ ０２２２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９
家长体力劳动者（Ｘ３２） ０１９０ －０２４６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２
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Ｘ４） ０８２６ ０４６９ ０１７７ ００６１
家长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得分（Ｘ５） ０１８０ ０２８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７
学生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Ｙ１） ０２１４ －０００４ ０９９９ －００３４
学生性知识水平（Ｙ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２２ ０３５０ ０９３７

图１　第一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结构示意图

#

　讨论
本研究采用１：１配对的方式同时以学生和学生家长两个群

体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典则相关的方法探究了个体基本特征、

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亲子性教育相关交流水平这一组家

长因素对于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

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与典型变量Ｕ１呈较强相关，学生
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与典型变量Ｖ１呈强相关，因而可说明

本研究中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的态度是影响学生性教育相

关知识、态度的最重要家长因素，其主要影响学生对学校开展性

教育的态度，其次是对学生性知识水平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均

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除此之外，典则相关的结果还显示家长的

教育程度可以影响学生的性知识水平，具体表现为家长的教育

程度越高，学生的性知识水平也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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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第二对典型变量的典型结构示意图

　　余小鸣等人关于我国２６省中小学生健康教育效果的研究
中发现，父母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健康知识的得分相应较高，同

时，父母对学校开展健康教育的态度，也可影响其子女在健康

知识的得分。学校性教育作为学校健康教育的一部分，此研究

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研究结果［４６］。刘宁等人的研究发现，父

母与子女谈论与交流过性教育相关问题，子女的生殖健康知识

得分高于未交流者近１５分（Ｐ＜００５）［７］。Ｃｒｏｓｂｙ等发现，父母
与子女交流过性教育相关话题，其子女避孕套协商技能高的比

例是未沟通过子女的３５倍［８］。本研究结果显示，亲子性教育

相关交流水平对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并未产生明显的影

响，与以上研究结果有所出入，分析发现，本次研究学生群体为

小学高年级生及初一、初二学生，相较于既往研究，研究对象年

龄跨度较大且总体年龄偏低，进一步分析认为，家长与子女进

行性教育相关交流对子女产生的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年龄差

异，在本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小学生家长与学生交流部分性教育

相关内容会提高学生对此内容的羞耻感，而初中生家长与学生

交流部分性教育相关内容则会降低学生的羞耻感受。此类差

异是否直接导致本研究与既往研究的结果有所差异，仍待进一

步探讨，同时也为未来的研究给予了提示，即父母与子女交流

性教育相关话题，是否存在最适时间及最合里的内容涵盖。

既往多项国内外研究表明，家长参与学校教育会对学生产

生正向的影响。Ｅｍｅｒｓｏｎ等人的研究和 Ｗｉｌｄｅｒ等人的研究均发
现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有益于子女的学业成就［１１］，且这种影响被

Ｄｅａｒｉｎｇ等人的研究证明是与家长的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无关
的［１２］。Ｄａｎｉｅｌ等人在澳洲进行的纵向研究发现，家长参与学校
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１３］，黄亮的研究发现家长参

与学校教育能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１４］、韦唯的研究发现家长参

与学校教育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１５］，而秦淑平的研究则发现

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有助于学生塑造自我概念和提高学校生活

满意度［１６］，这些研究都从侧面支持了本研究的结果，家长对学

校开展学校性教育的积极态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长对于学

校的信任以及其参与配合或参与学校性教育的信念，而这种信

念会驱使家长更加积极的关注并参与到孩子的性教育工作中

去，给学生带来正面的影响。

综合以上研究结果，建议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性教育

相关政策前，应考虑到广大学生家长的意见与需求，各学校也应

建立起有效的家校沟通机制，在对学生进行性教育前，做好告知

与沟通等工作，并与家长共同探讨教育的具体内容、形式等，集

思广益，得到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提高家长对学校性教育问题的

积极性，从而提高学生对性教育的积极性和接受度，以获得更好

的教育效果。

（志谢：北京市教委、重庆市教委对大力协助本研究的开

展。北京市西城区、石景山区、大兴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重庆

市中小学卫生保健所，重庆市巴南区、大足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

配合本研究做了现场协调、组织工作。各调查学校领导、教师、

学生及学生家长对本研究大力支持。所有现场调查、问卷回收、

录入人员为本研究做了很多工作。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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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了解９５后医学院校学生性观念情况，探讨医学院校学生性行为，为高校性健康教育
及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方法：自行设计性观念问卷，对江苏省２所高校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进行
匿名问卷调查。结果：医学生对生殖系统构造和功能较为了解；男女生对与异性发生性行为的态度存在显

著差异；８７３％的医学生认为同性恋是一种正常的情感抉择；７６３％的医学生认为开展性健康教育很有必
要。结论：９５后医学生性观念开放，但性行为发生率低于非医学生；医学专业知识并未解决他们的性烦恼，
为医学生开设性教育课程非常必要；性教育要综合运用性道德、性心理学等学科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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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ｏｒｎａｆｔｅｒ１９９５；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当今的大学生大多数是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期间出生（简称９５
后大学生）。处在信息时代的 ９５后大学生思想开放、追求个
性、更加跟进时代潮流，能够通过各种途径获取信息。随着西方

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我国青年一代的性观念日

益开放，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呈现增多的趋势，性行为发生率较

高［１２］。大学生相对薄弱的自我防范意识、相对缺乏的性健康

知识，导致性传播疾病发病率升高。医学类专业学生虽然接受

了较为系统的性生理等相关知识教育，同样也面临着与性相关

的困惑与健康危险。为了解９５后医学生的性态度、性知识和性
行为的现状，本课题组对全日制在校医学生进行了自拟问卷调

查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选取南京医科大学和苏州大学不

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４８０名医学生为本研究对象。其中，男生
２１４人（４４６％），女生 ２６６人（５５４％）；农村生源 ２０７人
（４３１％），城市生源２７３人（５６９％）；一年级２０５人（４２７％），
二年级１５７人（３２７％），三年级及以上１１８人（２４６％）。所有
医学生同意参与本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方法。调查问卷内容包

括：性知识（１２个问题）、性态度（６个问题）、性行为（４个问题）
和性教育（４个问题）等方面。所有问题包括单选题和复选题，
每个问题涉及３个～８个选项。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ｎ（％）］表示，进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性生理知识了解情况

调查结果表明，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中，４９８％的学生表示
对生殖系统的构造非常了解，并能说出相应解剖学的名称，

４６５％的学生表示知道一点，３８％的学生表示不是很了解；
２８３％的学生表示对生殖系统的功能非常了解，６９２％的学生
表示知道一点，２５％的学生表示不是很了解。
２２　恋爱次数

调查结果表明，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中，４４２％的学生表示
没有谈过恋爱，５５８％的学生有恋爱经历。其中，男生占比
３６４５％，女生占比５０４％；农村生源学生占比４５９％；城市生
源学生占比４２９％。谈恋爱次数１～３次的男生占比５３３％，
女生占比４４４％；农村生源学生占比５２２％，城市生源学生占
比４５４％。
２３　性行为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中，在１８岁之前发生性

交行为的学生占比为７５％，１９岁～２２岁发生性交行为的学生
占比为７１％，未发生性交行为的学生占比８５４％。其中，发生
性交行为的男生占比１０４％，女生占比４２％，没有发生性交行
为的男生占比３４２％，女生占比５１３％。
２４　性活动态度
２４１　对爱情与性交关系的看法　本条目包含５个问题。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对爱情与性交关系的看法［ｎ（％）］

　　　问题
男生

（ｎ＝２１４）
女生

（ｎ＝２６６）
χ２值 Ｐ值

１先有爱后有性 １００（４６７） １５８（５９４） ７６５７ ０００６

２先有性才有爱 　９（４２） 　０（０） １１４０１ ０００１

３只能有爱无性 　０（０） 　２（０８） １６１６ ０２０４

４可以有性无爱 １７（７９） ２５（９４） ０３１４ ０５７５

５爱和性能同时产生 ８８（４１１） ８１（３０５） ５９１９ ００１５

２４２　对恋爱期间性行为的看法　本条目包含４个问题。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对恋爱期间性行为的看法［ｎ（％）］

　　　　　问题
男生

（ｎ＝２１４）
女生

（ｎ＝２６６）
χ２值 Ｐ值

１不可取，败坏道德 １０（４７） １２（４５）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３

２很正常，时代变了 ７９（３６９） ４０（１５０）３０４４５ ００００

３以结婚为前提的可以 ２５（１１７） ７０（２６３）１５９９７ ００００

４看发展情况，发展深可以考虑 １００（４６７）１４４（５４１）２６０３ ０１０７

２４３　与异性发生性行为以何为道德标准的选择　调查结果
显示，９８％的男生认为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应该以结婚为道德标
准，１８４％的女生有同样认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７０５４，Ｐ＝０００８）；２０１％的男生认为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应该以
感情为道德标准，２５２％的女生有同样认识；２４８％的男生认为
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应该以责任为道德标准，２０７％的女生有同
样认识；４５３％的男生认为与异性发生性行为应该以双方自愿
为道德标准，３５７％的女生有同样认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４５６６，Ｐ＝００３３）。
２５　处女情结看法

本条目包含３个问题。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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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对处女情结问题的看法［ｎ（％）］

　　　　问题
男生

（ｎ＝２１４）
女生

（ｎ＝２６６）
χ２值 Ｐ值

１有，很在乎 ５０（２３４） ６６（２４８） ０１３６ ０７１３

２有，但是可以接受 １１６（５４２） １２０（４５１） ３９２３ ００４８

３没有，感觉无所谓 ４８（２２４） ８０（３０１） ３５４５ ００６０

２６　同性恋看法
通过调查发现，４８０名 ９５后医学生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

上，８７３％的学生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抉择，只是性取向不同；
４０％的学生认为这是另类时尚潮流；６７％的学生认为这是一
种变态的心理扭曲；２１％的学生认为这是一种危害社会的罪恶
行为。

２７　开展性健康教育的必要性
调查结果表明，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在开展性教育必要性的

问题上，７６３％的学生认为很有必要，２１９％的学生认为有必
要，１０％的学生表示无所谓，０２％的学生认为没有多大必要，
０６％的学生认为完全没有必要。有关学生最希望接受性教育
内容（多选）的排列顺序为，性生理／性心理（８６９％），性价值观
（７１０％），性病预防（７０８％），异性交往（６１０％），性技巧
（３８３％）。有关以什么形式开展性教育（多选）的调查结果显
示，７００％的学生希望以举办讲座的形式开展，希望开设必修课
程和选修课程的学生占比分别为５０６％和４９８％。
#

　讨论
改革开放的４０年间，外来文化的冲击对我国当代大学生性

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大学生中特殊群体的医学类专

业学生，他们接受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医学教育，对生殖系统

的构造和功能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掌握程度高于非医学

生［３］。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５５８％的９５后医学生有恋爱经历，说
明恋爱是高校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４６％，我国大陆地区大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１５１％［４］，这与

许多因素有关，大学生正处于性欲旺盛的时期，在性本能的刺

激下许多人会尝试发生性行为。男生发生性行为（１０４％）高
于女生（４２％），女生在性行为方面表现的更加谨慎保守。但
是，医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低于非医学类专业，其原因可能是医

学生课业任务比较繁重，需要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专业学习中；

同时，医学生接受了较为系统的性生理知识教育，对不恰当性

行为造成的后果有着较为透彻的了解，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性行

为的发生［５］。

在对爱情与性交关系和恋爱期间性行为看法的调查中，可

以看出９５后医学生对待性行为的态度比较开放，在处理爱与性

的关系上也持相对开放的态度。对于处女情结的问题，他们同

样面临着如何应对传统性观念与现代性观念的困惑。

在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上，参与调查的４８０名９５后医学生
中，有８７３％的学生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的抉择，只是性取向不
同。此与许丽秀等人的调查结果中有７５２％的人认为那是一
种变态行为相比［６］，９５后医学生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非常宽容
的。同性恋从不被社会接受的旧观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这有

助于更加公正客观地去了解同性恋者的生存情况，提高对这一

群体的了解和关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性生理上已经趋于成熟，但性心理上仍

未脱离幼稚［７］。传统的中国式家庭对性向来闭口不谈，家庭性

教育严重缺乏。我国大学生性教育内容单一、陈旧且枯燥，不能

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性教育也并未被当作正规课程进入课

堂［８９］。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更新，大学生获取的信息多

样且复杂，增加了正确获取性知识的难度，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

影响和诱导。医学生肩负着振兴祖国医疗事业的重任，正确的

性知识、健康的性心理对其成长成才以及培养健全的人格具有

重要的作用，大多数医学生希望得到性相关的教育，因此医学院

校迫切需要开展性健康教育，这对提高医学生性心理健康水平，

预防和控制性传播疾病，防止误入歧途走上犯罪道路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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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大学生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及影响因素调查
卫丽丽

南通市通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医技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３００

【摘　要】　目的：了解未婚大学生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的掌握情况及影响因素，为进一步开展未婚大
学生生殖健康、避孕知识教育和服务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旬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
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用问卷进行调查，数据应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
４９７份，调查对象中，女生在月经周期及怀孕时机等生殖健康知识和发生性行为应采取避孕措施等避孕知识
回答的正确率高于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生在性传播疾病种类等生殖健康知识、安全套
的正确使用等避孕知识回答正确率、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等的认可率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医学生在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等方面回答正确率均高于非医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高年级学生的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回答正确率高于低年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的认可率也高于低年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未婚大学生虽然知晓一定的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但缺乏系统性和准确性，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应根

据大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系统、全面的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教育，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关键词】　大学生；避孕；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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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ｍａｒｒｉ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ｒｖ
ｉｃ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ｍｉｄ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ａｄｏｐｔｅｄｆｏ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ＳＳ２１０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ｗａｒ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９７ｖａｌｉ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ｕｃｈａｓ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ｃｙｃｌ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ｏｆ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ｕｃｈａ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ｕｃｈａ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ｃｔ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ｄｏｍｓ，ａｎｄｒａｔｅ
ｏｆ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ｓｅｘ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ｃｃｕ
ｒａｃ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ｊｕｎ
ｉ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ｎｉ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ｆａｖｏｒｏｆｐｒｅｍａｒｉｔａｌ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ｊｕｎｉｏｒ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ｕｍａｒ
ｒｉｅｄ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ａｗａｒｅ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ｓ，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ｓ
ｎｏ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ｗｈｉｃｈｓｔｉｌｌ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生殖健康是人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与人类的生息
繁衍密切相关，同时也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１］。生殖健康指除

了没有疾病外，还要求与生殖相关的生理心理社会方面均完
好，这一概念于１９９４年被联合国正式确认。青少年时期是人生
的一个关键时期，从生理角度而言，此时身体生长发育逐渐成

熟具备一定生殖能力，从心理角度而言，青少年对婚姻、家庭及

性的观念正逐渐形成但尚不完善，此时生理和心理的矛盾易导

致多种生殖健康问题［２］。中国的大学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

体，一般年龄在１８３０岁左右，绝大多数未婚，随着人们生活方
式和观念的变化，近年来，婚前性行为越来越被大学生群体所接

受［３］，由此产生一系列健康和社会问题，如不安全性行为、婚前

意外妊娠及流产、包括艾滋病在内的多种性传播疾病的流行

等［４］，这些问题的发生不但影响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会对社

会产生负面影响。未婚大学生这一群体的生殖健康与避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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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问题日趋严峻，有针对性的开展适合未婚大学生群体的生

殖健康和避孕知识教育及服务对保护其生殖健康具有重要和

现实意义。为此，本项目以高校未婚大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生殖

健康与避孕知识及影响因素调查，旨在了解掌握其生殖健康和

避孕知识现状及服务需求，为进一步有针对性的开展生殖健

康、避孕知识教育和服务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获取。调查时间为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中旬，首先按学校类型进行分层，每层随机选南通
市和常熟市１所高校，再分别随机选取１个班级，抽中班级全体
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合计有５１２名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纳入标
准：在校就读的大学生；未婚，自愿参与调查。排除标准：调查时

因疾病等原因无法参加及不愿意接受调查者。所有调查对象

同意参加本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调查方法　参考国内外最新文献的基础上咨询相关领
域专家后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先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结

果将问卷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最终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

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年级、来源地、家庭状况等。

此外还包括生殖健康知识、性病知识、避孕知识、性行为态度等。

生殖健康知识等的结果按医学专业知识判定正确与否，性行为

态度统计调查对象的认可情况。考虑到调查内容的敏感性，问

卷采用匿名方式，问卷现场方法，被调查对象自行独立填写，填

写完毕后现场统一回收。

１２２　质量控制　调查前制定详尽的调查方案，问卷组织和调
查人员事前经过培训，统一指导语，避免暗示及诱导，问卷数据

资料由２名课题组成员进行检
&

、核对和输入，利用统计软件检

查２名输入者结果的一致性，确保数据录入准确。数据收集和

分析统计由不同的调查组成员分工独立完成。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问卷回收齐后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ＳＰＳＳ

２１０统计软件对率和构成比等相应指标进行计算，两个率的比
较采用四格表 χ２检验，百分率计算的分母均是有效问卷的数
量，统计学上的显著性水平规定ａ＝００５，取双侧检验。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共收集有效问卷４９７份，有效率９７０７％，调查对象中男生
２３５名（占比４７２８％），女生２６２名（占比５２７２％）。年龄范
围１６岁～２４岁，年龄２０２８±１５７岁。来自医学专业的１０６名
（占比２１３３％），非医学专业的３９１名（占比７８６７％）。一年
级学生１３１名（２６３６％），二年级１６２名（占比３２６０％），三年
级１１９名（占比２３９４％），四年级８５名（占比１７１０％）。
２２　未婚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

从性别比较，女生在男女生殖器官常识、月经周期及怀孕

时机、人类正常受孕条件３个选项的回答正确率高于男生（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生在性传播疾病种类１个选项
回答正确率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女
生在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回答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从专业比较来看，医学生在男女生殖器官常识、月经周
期及怀孕时机、人类正常受孕条件、在性传播疾病种类、艾滋病

的传染途径 ５个选项的回答正确率均高于非医学生（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为方便比较，将一、二年级合并
为低年级，三、四年级合并为高年级，从年级比较来看，高年级学

生在男女生殖器官常识、月经周期及怀孕时机、人类正常受孕条

件、在性传播疾病种类４个选项的回答正确率均高于低年级学
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回
答正确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未婚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回答正确率比较（ｎ＝４９７，％）

项目
性别

男 女

专业

医学 非医学

年级

低年级 高年级

男女生殖器官常识 ２０３７ ２５２１ａ ３５２７ １８９６ｂ １９９４ ４０２１ｃ

了解月经周期及怀孕时机 ４８１７ ５９３２ａ ６７３２ ３４５８ｂ ５１０８ ５５３７ｃ

人类正常受孕的条件 ７０２９ ７４３７ａ ８６３５ ６７１１ｂ ７１３３ ７８９０ｃ

性传播疾病的种类 ５３６９ ５０９０ａ ６１２３ ３９４９ｂ ４８４３ ５２５５ｃ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 ６７１８ ６８２５ ７０２６ ６５１５ｂ ６８９４ ６７０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女生与男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非医学学生与医学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
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未婚大学生避孕知识回答正确率
从性别比较，女生在常用避孕方法的种类、发生性行为应

采取避孕措施和偶尔性行为也可能怀孕３个选项回答正确率高
于男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生在安全套的正
确使用、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紧急避孕的方式和人工流产对

以后妊娠有影响４个选项回答正确率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从专业比较来看，医学生在７个选项的回
答正确率均高于非医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从年级比较来看，高年级学生在７个选项的回答正确率均高于
低年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２４　未婚大学生避孕相关行为认可率比较

从性别比较，男生在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有必要了

解避孕知识２个选项认可率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从专业比较来看，医学生在有必要了解避孕知识１个
选项的认可率高于非医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而在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认可率方面与非医学专业学

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从年级比较来看，高年级学
生在２个选项的认可率高于高于低年级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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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未婚大学生避孕知识回答正确率比较（ｎ＝４９７，％）

　　　　　项目
性别

男 女

专业

医学 非医学

年级

低年级 高年级

常用避孕方法的种类 １４６６ １６８９ａ １７２１ １３０８ｂ １２３５ １８９４ｃ

安全套的正确使用 ５０３６ ３９２１ａ ４８５４ ４１８７ｂ ３５５５ ５２０９ｃ

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 ７０５ ５８８ａ ８２６ ５０３ｂ ５７５ ７２６ｃ

紧急避孕的方式 ８３９ ６５１ａ ８５３ ６１１ｂ ６２６ ８０３ｃ

发生性行为应采取避孕措施 ６５１８ ８６２７ａ ８６３３ ６７４２ｂ ７５３２ ７９１４ｃ

偶尔性行为也可能怀孕 ７５６２ ８６５１ａ ８４３２ ７７６９ｂ ７３５６ ８７４８ｃ

人工流产对以后妊娠有影响 ４８４６ ２７８３ａ ４６６７ ３０５２ｂ ３２５１ ４４７９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女生与男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非医学学生与医学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
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未婚大学生避孕相关行为认可率比较（ｎ＝４９７，％）

　　　　　项目
性别

男 女

专业

医学 非医学

年级

低年级 高年级

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 ８３３３ ５２１７ａ ６１８９ ６２４６ ５９２４ ６８５７ｃ

有必要了解避孕知识 ８７３５ ８１６０ａ ８６５９ ８３３４ｂ ７９５８ ８５４５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女生与男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非医学学生与医学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高年级学生与低年级学生
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无论对其本身还是家庭和社会而言

都很重要［５］，大学生在高校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是国家未来建

设的重要储备人才。随着现代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以及互联网

的普及，信息的传递更加便捷，各种文化相互交织，对人们的观念

产生很大影响。大学生易于接受新鲜事物，未婚大学生性生理发

育与性心理成熟度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有调查显示目前中国大

学生婚前性行为有增多趋势［６］，但这种婚前性行为很多是在缺乏

必要安全措施下进行的，未婚大学生群体对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

的掌握也不尽人意，危险的性行为将对大学生的生理、心理健康

产生显著影响［７］，对其教育成就、社会竞争造成负面效应。

本调查显示，女生在男女生殖器官常识等生殖健康知识和

发生性行为应采取避孕措施等避孕知识回答正确率高于男生，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可能与女性做为怀孕的主
体，对怀孕的条件、过程及性行为导致怀孕的结局认识比较深

刻有关，８６２７％女生认为大学生发生婚前性行为应采取避孕措
施，这是一个比较高的比例，说明女生对未婚怀孕可能造成的

不良后果有一定认识和担忧，但值得注意的是女生避孕知识回

答的正确率方面却不尽人意，提示女生虽意识到意外怀孕对自

身的伤害，但对避孕知识的掌握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男生在性

传播疾病种类等生殖健康知识和安全套的正确使用等避孕知

识回答正确率高于女生，在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可以理解的认可

率也高于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可能与男
生在这个阶段的性冲动更为强烈，获取性知识的方式更为多元

有关。从专业比较来看，医学生在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等方面

回答正确率均高于非医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医学院校的学生，由于专业的影响，对生殖健康知识认知水平

比较高。从年级比较来看，高年级学生的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

回答正确率高，对婚前性行为等避孕相关行为认可率也比较

高，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高年级学生恋爱时间长，彼此感情趋

于稳定，日常接触更容易发生性行为有关。

未婚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８］，针对其实际

特点，高校应加强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系统化、专业化教育。目前

未婚大学生获取相关知识主要来源于网络、报刊杂志等，具有零碎

化甚至误导性特征［９］，因此针对未婚大学生群体，无论什么专业，都

应开展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教育，为他们普及正确、科学的生殖健

康和避孕知识。教育方式应符合大学生的需求，模式多元化，内容

丰富化，课堂教学是生殖健康及避孕知识教育的主要方式，但并非

唯一方式，课堂外专业咨询、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的自我宣传教育活

动、专题讲座等教育形式也可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致谢：参与调查的学校和各班级同学的配合，数据录入人

员付出的辛勤劳动使课题的问卷调查顺利进行。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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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高中生恋爱、性相关态度与性行为的现状调查
研究
黄仙保

佛山市南海区南海中学生物科组，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摘　要】　目的：了解当前佛山市高中生恋爱、性相关态度与性行为的现状，为开展更为有效的青春期性健
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采用线上发放自编问卷调查的方法，对佛山市１０５５名高中学生开展调查。结果：高中生
对于恋爱的接受程度高，男生达到７９０％，女生达到７１３％；高中男生已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９３％，打算发生性
行为的比例为２３１％，女生已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６３％，打算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４４％；男生能正确使用安
全套的占３９５％，女生能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占１４６％；８８２％的高中生认为应当尊重性伴侣，不强制发生性行为。
结论：佛山市高中学生性态度较为开放，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掌握情况不理想，对于恋爱等亲密关系的接受程度很

高，性行为发生率较高，高中生发生性行为时大部分不能正确使用安全套或不用安全套。

【关键词】　高中生；性行为；性态度；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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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一方面身心还在发育
中，生理上的成熟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困扰；另一方面，高中生，尤

其是高三学生，面临高考，有繁重的学业压力，自身情绪易受影

响。在信息网络化环境下，获取信息途径越来越便捷，人际交往

范围变得更为广泛，这对于正值青春年华的高中生而言，既是机

遇，也是挑战。部分研究［１６］表明，青少年性发育成熟日趋提前，

性行为发生率呈上升趋势，初次性行为年龄有所降低。为了了解

当前佛山市高中生的恋爱、性相关态度与性行为的现状，为开展

更为有效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提供依据，笔者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通
过网络发布自编问卷对佛山市１０５５名高中学生开展调查。
!

　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与实施方案

佛山市高中学生１０５５名。采用线下编制问卷，线上发布问卷，
由学生负责将问卷分发到不同学校的班级微信群和ＱＱ群。调查
人员由笔者和笔者学校里的学生社团青艾健康协会部分成员组成，

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通过学生将网络问卷分发出去，进行无记名

网络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年级、性别、性与生殖健

康相关知识知晓情况，对高中生恋爱、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等的认

知情况及相关态度，对高中生发生性行为所需的技能及价值观如安

全套购买及使用情况，可能发生性行为时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做出负

责任的选择以及对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服务的需求状况。

１２　资料处理
经过一个星期的问卷发放、填写和回收，共收到问卷１１４３

份，剔除调查对象不是高中生的问卷 ８８份，有效问卷为 １０５５
份，回收问卷有效率９２３％。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数据处理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共有１０５５名高中生参与，其中男生５２９人，占比
５０１％，女生５２６人，占比４９９％。１０５５名高中生里，高中一年级学
生１７２人（占比１６３％），高中二年级学生８３８人（占比７９４％），高
中三年级学生４５人（占比４３％）。因为高中一年级新生刚入学不
久，班级微信群和ＱＱ群尚未大量使用，故被调查人数较少。而高
中三年级学生面临高考的压力，学业繁重，故被调查人数也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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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次调查的高中生中，高中二年级学生占的比例最高，高中三

年级学生占的比例最低，这与目前高中学校的实际状况是相符的。

２２　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
被调查的高中生中，避孕措施的知晓情况一般，认为“安全

套只要在射精前戴上就能避免怀孕或性病”的男生占到

３７４％，女生占到４０１％，认为“体外射精的方式安全性高，且
可以有效防止怀孕”的男生占到５３５％，女生占到５４０％，且性
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无论男学生还是
女学生，对于有效避孕措施的掌握情况是不容乐观的，相对而

言，女生的掌握情况更差些。被调查的高中生中，认为“发生性

行为后立刻使用验孕棒就能准确知道是否怀孕”的男生占

１５１％，女生占 １０６％，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说明，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对于验孕棒的使用情
况有一定的了解，相对而言，女生的知晓情况更好些。被调查的

高中生中，认为“精子进入女性体内后，能继续生存两至三天”

的男生占５９９％，女生占５０４％，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说明，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对于精子在体内
存活时间的知晓情况较差，相对而言，女生的掌握情况更差些。

这也容易导致高中生在避性交过程中铤而走险，导致意外怀孕

的发生。被调查的高中生中，认为“如果遭到性侵害应立即更

换衣物或洗澡，保持身体清洁”的男生占 ５１２％，女生占
４７７％，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无论
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面对性侵害后如何正确处理缺乏应有的常

识，且女生的知晓情况更差些。被调查的高中生中，认为“艾滋

病能透过被蚊虫叮咬而传染”的男生占２９５％，女生占４１１％，
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无论男学生
还是女学生，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知晓率不高，且女生对艾滋

病传播途径的理解可能存在更多的误区。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被调查高中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知晓情况统计

相关知识判断题

（正确答案：错、错、错、对、错、错）

男（ｎ＝５２９）

知晓数

（ｎ）
知晓率

（％）

女（ｎ＝５２６）

知晓数

（ｎ）
知晓率

（％）

合计（ｎ＝１０５５）

知晓数

（ｎ）
知晓率

（％）

Ｐ值

安全套只要在射精前戴上就能避免怀孕或性病

体外射精的方式安全性高，且可以有效防止怀孕

发生性行为后立刻使用验孕棒，就能准确知道是否怀孕

精子进入女性体内后，能继续生存两至三天

如果遭到性侵害应立即更换衣物或洗澡，保持身体清洁

艾滋病能透过被蚊虫叮咬而传染

３３１
２４６
４４９
３１７
２５８
３７３

６２６
４６５
８４９
５９９
４８８
７０５

３１５
２４２
４７０
２６５
２７５
３１０

５９９
４６０
８９４
５０４
５２３
５８９

６４６
４８８
９１９
５８２
５３３
６８３

６１２
４６３
８７１
５５２
５０５
６４７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高中生交往需求及性行为状况
２３１　对恋爱、性行为、未婚先孕的接受度被调查的高中生中，
无论男学生还是女学生，对于恋爱、发生性行为、未婚先孕的接

受程度依次降低，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男生
对于恋爱、发生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接受程度均比女生的接受

程度高。从表２可以看出，男女生对于恋爱的接受程度最高，男
生达到７９０％，女生达到７１３％，这和高中生的性心理发展特
点是息息相关的，高中生处于青春后期，有建立亲密关系的需

求。对于发生性行为，男生的接受度达到６５２％，女生的接受
度达到４０９％，这说明高中生对于发生性行为的接受程度较
高，且男生的接受度比女生接受度要高许多，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然而，未婚先孕的接受度男生只有１１７％，女
生只有４４％，这也说明，高中生普遍不能够接受未婚先孕，提
示我们在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过程中要详细介绍避孕、怀孕、流

产等相关知识和方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被调查高中生对恋爱、性行为、未婚先孕的接受度统计

相关行为

接受度

男生（ｎ＝５２９）

不能接受

（ｎ／％）
中立

（ｎ／％）
能接受

（ｎ／％）

女生（ｎ＝５２６）

不能接受

（ｎ／％）
中立

（ｎ／％）
能接受

（ｎ／％）

合计（ｎ＝１０５５）

不能接受

（ｎ／％）
中立

（ｎ／％）
能接受

（ｎ／％）

Ｐ值

恋爱　　 １８／３４ ９３／１７６ ４１８／７９０ １３／２５ １３８／２６２ ３７５／７１３ ３３／２９ ２３１／２１９ ７９３／７５１ ＜００５

性行为　 ３１／５９ １５３／２８９ ３４５／６５２ １０９／２０７ ２０２／３８４ ２１５／４０９ １４０／１３２ ３５５／３３６ ５６０／５３１ ＜００５

未婚先孕 ３２７／６１９ １４０／２６５ ６２／１１７ ４１５／７８９ ８８／１６７ ２３／４４ ７４２／７０３ ２２８／２１６ ８５／８１ ＜００５

２３２　恋爱史、性行为史统计　高中生的现在或曾经有男／女
朋友的约占５００％，且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
表明，高中生恋爱是普遍存在的，是客观事实，我们如果只是一

味地威胁和恐吓，不允许高中生恋爱，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另一

方面，高中男生已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９３％，打算发生性行
为的比例为２３１％，女生已经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６３％，打算
发生性行为的比例为４４％，性别在统计学上显著差异，说明高
中生发生性行为还是存在一定比例的，且男生发生性行为的比

例远高于女生的比例。其次，高中生对于同学发生性行为的调

查表明，男生觉得自己同学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达４６９％，女
生觉得自己同学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达４９３％，可能原因是由
于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对于很多学生而言可能是一种炫耀的

资本，发生性行为后被很多人口口相传，导致很多学生误以为身

边的同学发生性行为的比较较高。当然，这也表明，无论是高中

男生还是女生都有一定比例发生性行为是毋庸置疑的。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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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被调查高中生的恋爱史、自己和同学发生性行为与否的统计

　　　　　　性别

项目

男生（ｎ＝５２９）

人数（ｎ） 比例（％）

女生（ｎ＝５２６）

人数（ｎ） 比例（％）

合计（ｎ＝１０５５）

人数（ｎ） 比例（％）
Ｐ值

我有男／女朋友 ＞００５

　现在有 ９５ １８０ １０８ ２０５ ２０３ １９２

　曾经有 １６９ ３１９ １６４ ３１２ ３３３ ３１６

　一直没有 ２６５ ５０１ ２５４ ４８３ ５１９ ４９２

我发生性行为 ＜００５

　已经发生 ４９ ９３ ３３ ６３ ８２ ７８

　打算发生 １２２ ２３１ ２３ ４４ １４５ １３７

　没有打算 ３５８ ６７７ ４７０ ８９４ ８２８ ７８５

同学发生性行为 ＜００５

　有，很多个 ９１ １７２ ６２ １１８ １５３ １４５

　有，一两个 １５７ ２９７ １９７ ３７５ ３５４ ３３６

　应该没有 １９０ ３５９ １８８ ３５７ ３７８ ３５８

　确信没有 ９１ １７２ ７９ １５０ １７０ １６１

２３３　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统计　高中生对于安全套的正确使用
存在较大误区，男生能正确使用安全套的占３９５％，女生能正确使
用安全套的占１４６％，性别在统计学上显著差异，女生对于安全套
的正确使用比例低于男生。安全套是唯一一种既能有效避孕又能

预防性传播疾病的避孕措施，高中生实际掌握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现

状却让人担忧，这些很可能导致高中生发生性行为时不能正确使用

安全套甚至不用安全套，导致高中生意外妊娠或者感染性传播疾病

的风险大大增加。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被调查高中生能否正确使用安全套的统计

　　性别

统计　　
结果　　

男生（ｎ＝５２９）

能正确使用

（％）
应该会使用

（％）
不会使用

（％）

女生（ｎ＝５２６）

能正确使用

（％）
应该会使用

（％）
不会使用

（％）

合计（ｎ＝１０５５）

能正确使用

（％）
应该会使用

（％）
不会使用

（％）

Ｐ值

合计 ３９５ ３７１ ２３５ １４６ ２７２ ５８２ ２７１ ３２１ ４０８ ＜００５

２４　高中生性相关态度及自我保护措施现状
被调查的高中生对于“发生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是负责任

的行为”持同意态度的达到７７６％，且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于“发生性行为时，建议使用安全套其实是不信任性
伴侣的表现”持不同意的达到８３６％，这说明高中生对于使用安
全套是有责任意识的，然而，对于“去购买安全套会觉得不好意

思”持同意的男生达到３６７％，女生更是达到４４１％，这说明虽
然高中生在发生性行为时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识，但是在实际生活

中可能会不好意思去购买而铤而走险不使用安全套。对于“女性

需要男性的保护”、“男性赚钱比女性少，是丢脸的”持同意的男

生远高于女生，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
明，高中生对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存在刻板印象，尤其是男生中还

存在大男子主义倾向，这对于性别平等教育和人际交往教育都是

一种阻碍。对于“恋爱中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有助于两人感情

的提升”“为满足男女双方的生理需求，在青少年时期也可发生

性行为”持同意的男生比例远高于女生，且性别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男生在恋爱关系中更可能提出性要
求，提示我们在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引导学生表同意

和表示拒绝的沟通技能。对于“当伴侣要求发生性行为时，如果

我拒绝，他／她可能会不爱我”“我认为高中生已经成熟，足以承
担性行为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持同意观点的高中生比例均不足

１００％，对于“我有权告诉对方‘不想发生性行为′，让对方尊重

我”持同意观点的高中生比例达到８８２％，这说明，高中生对于
发生性行为态度是明确的，能够做到尊重对方，不委屈自己成全

对方的需要。说明大多数高中生能够勇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

受，有选择的意识，敢于说“不”，较少因为对方不高兴或者其他

原因就委屈自己，本来不想发生性行为也勉强发生，大部分的高

中生知道自己还是没有能力承担性行为之后所产生的结果，这些

提示只要给高中生更充分的知识和防护措施，他们是能够做出负

责任的选择的。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

　讨论
３１　高中生有恋爱的需求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高中生恋爱的比例较高，高中生对于恋

爱持开放、同意的态度占大多数，这说明高中生是有恋爱需求的，

这和很多研究结果一致［７１２］。所以，要求我们在学校管理和课堂

教育引导上面，对于高中生恋爱问题不能堵，只能疏，如果只是一

味的威胁、恐吓他们，不准他们恋爱，一旦发现恋爱就处分，约谈

家长等，而没有对恋爱的利弊进行分析比较，没有教会他们如何

处理实际遇到的问题，那么，肯定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我们

应当充分倾听学生对于恋爱的意见和困惑，与学生一起探讨高中

生恋爱的利弊，讨论如何处理恋爱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恋

爱和学业如何相平衡、恋爱中情绪如何调整等，让学生充分思考

和讨论这些问题，这样的高中生才有面对恋爱中遇到问题时有不

害怕的信心，也有能够做出负责任选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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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被调查高中生性的相关态度、保护措施的统计

　　　　　　　　　　　性别

项目

男生（ｎ＝５２９）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女生（ｎ＝５２６）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合计（ｎ＝１０５５）

不同意

（％）
中立

（％）
同意

（％）

Ｐ值

去购买安全套会觉得不好意思 ３２７ ３０６ ３６７ ２１３ ３４６ ４４１ ２７０ ３２６ ４０４ ＜００５

建议使用安全套其实是不信任性伴侣的表现 ８０２ １３８ ６０ ８７０ １０８ ２１ ８３６ １２３ ４１ ＜００５

性行为时用安全套是负责任的 ８２ １２３ ７９６ ８４ １６２ ７５４ ８３ １４２ ７７６ ＞００５

女性需要男性的保护 ７７ ３５５ ５６７ １１１ ５４９ ３４０ ９３ ４５２ ４５４ ＜００５

男性赚钱比女性少，是丢脸的 ４５０ ３５７ １９３ ６０３ ３３１ ６７ ５２６ ３４４ １３０ ＜００５

恋爱中的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有助于两人感情的提升 ３９１ ３４０ ２６８ ６７２ ２６０ ６９ ５３１ ３００ １６９ ＜００５

为满足男女双方的生理需求，在青少年时期也可发生性行为 ４６８ ３０２ ２２９ ７３６ １８６ ７８ ６０２ ２４５ １５３ ＜００５

当伴侣要求发生性行为时，如果我拒绝，他／她可能会不爱我 ６４８ ２６８ ８３ ７６６ ２００ ３４ ７０７ ２３４ ５８ ＜００５

我认为高中生已经成熟，足以承担性行为之后所产生的结果 ６９０ ２００ １０９ ８１０ １２５ ６５ ７５０ １６３ ８８ ＜００５

我有权告诉对方“不想发生性行为”的想法，让对方尊重我 ５１ １２３ ８２６ ２１ ４２ ９３７ ３６ ８２ ８８２ ＜００５

３２　高中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较高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高中生发生性行为的比例在８０％左

右，认为同学发生性行为的比例高达４８０％，这说明高中生发
生性行为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比例较高，这和很多研究结果是

一致的［１３２０］。另一方面，高中生对于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

情况却不容乐观，避孕知识欠缺较为严重，这些可能导致高中

生在发生性行为时，没有足够的保护措施可以选择而发生无保

护的性行为，这样可能导致意外妊娠或者感染性传播疾病。这

些都要求我们要正视高中生发生性行为这一事实，引起足够的

重视，在平时的管理和教育过程中给予更多的指导和讨论，同

时要让更多的高中生接受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３３　高中生应接受全面性教育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高中生对于性的相关态度大体上是好

的，但也存在部分的性别刻板印象、大男子主义倾向等，另一方

面，高中生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不足，发生无保护的性行为机

率较高等问题较为严重，这些都提醒我们要对高中生开展全面

性教育，给高中生足够的知识和技能，帮助高中生建立理性的

价值观，同时建立起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防护网络，当学

生面临性困惑时，可以私密的及时寻求到家庭、学校或社会任

意一方的有效而积极的帮助。

目前性教育的渠道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家庭性教育、社会

性教育、同伴性教育和学校性教育。由于父母性教育能力普遍

欠缺，依靠家庭性教育肯定不足以满足高中生的实际需求；社

会性教育很广泛，但是鱼龙混杂，难以分辨真伪，很可能会误导

高中生；同伴性教育很有效，但是同伴性教育主持人很多是未

经训练的非专业同伴，难以大规模的实施。所以，在当前形势

下，只有学校才有可能组织大规模专业的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积极的推进学校开展全面的性健康课程、

开展性健康专题讲座等。

同时，我们也应该帮助转变家长和教师的性观念，如果能

够让家长和教师的性观念得到及时更新，那么，当我们实施全

面性教育的时候，阻力就会减少很多，相反，支持的群体会越来

越庞大。所以，我们要倡导学校、政府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多开

展相关的性教育培训，让更多的家长和教师参与其中，更新家

长和教师的性观念和性态度，让每一位家长和教师都可以有条

件终生学习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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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丹凤　成佳景　宋力雯　邵晓雯　秦锦龙　刘君颖　２０１８（３）：３１

'''''''''''''''

'''''''''''''''''''''''''''''''

右美托咪定不同给药方式麻醉在腹腔镜手术治疗子宫肌瘤中的麻醉效果研究

王跃斌　孙广运　何常佑　杜秋　陈家莲　高竟　２０１８（３）：３４

'''''''''''''''''''''''''''

'''''''''''''''''''''''''''''''''

超声刀和血管闭合切割系统与传统手术方式在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中的效果 汪萍萍　姜艳萍　冯晓萍　２０１８（３）：３７
#########

人乳头瘤病毒及行为危险因素与子宫颈癌的临床关系研究 林琳　李冬雷　２０１８（３）：４０
#######################

腹腔镜与开腹手术治疗宫颈癌的临床研究 梁议方　王香华　２０１８（３）：４２
#############################

腹膜阴道延长对宫颈癌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及治疗态度的影响观察 刘智慧　黄罛　宋晓婕　２０１８（３）：４５
###############

ＨＰＶ分型检测对宫颈细胞学阴性ＨＰＶ阳性女性的临床价值 吴寒舒　张蔚　２０１８（３）：４９
######################

宫颈ＨＰＶ持续感染患者应用膦甲酸钠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治疗临床疗效观察 余慧　杜坤　苏江维　柳林　汪洁　２０１８（３）：５３
####

广西地区健康体检人群液基薄层细胞学筛查宫颈病变的价值研究 韦小丹　欧惠萍　周中　２０１８（３）：５７
################

阴道用乳杆菌活菌胶囊联合戊酸雌二醇治疗老年性阴道炎的临床效果分析 于素芳　刘妍　么琦　周剑利　２０１８（３）：６０
#########

桂枝茯苓胶囊对慢性盆腔炎患者炎症因子及临床疗效的影响 刘惠玲　廖冬梅　２０１８（３）：６２
#####################

婴幼儿性早熟的诊断方法和形成的病因 单丽琴　林益琴　金佩丽　胡敏　２０１８（３）：６５
#######################

性传播疾病·

三种不同人群ＨＰＶ检测ＤＮＡ分型结果及其临床意义探讨 唐小勇　钟万芬　孙凯　江华　邢飞　２０１８（１）：４４
#############

２９１９例性病门诊患者临床资料分析 王盛华　刘义庆　李晓莹　陈瑞娥　路麒　２０１８（１）：４７
#####################

天津市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梅毒和淋病病例报告及诊疗情况分析 张天璐　于淑珍　夏建晖　２０１８（１）：５０
#################

ＨＰＶ感染不同分类及其对ＭＳＭ有关不良结局的影响

黄冰雪　阿比旦·艾尼瓦尔　田恬　蔡爱杰　叶·叶克吉尔格力　戴江红　２０１８（２）：６９

''''''''''''''''''''''''''''''''''''''

''''''''''''''''''''''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及性生活满意度调查

周兴雯　赵皓森　周文瑞　彭红霞　２０１８（２）：７３

''''''''''''''''''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年茂名地区无偿献血者梅毒阳性感染状况分析 邓云芳　符雪丽　黄彦　黄晓中　２０１８（２）：７６
###############

不同方法对进展期梅毒诊疗价值的对比分析 张艳梅　李长彬　郭玮　２０１８（３）：６８
#########################

五种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的准确性及在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王飞翔　程兰芳　王维　刘超　２０１８（３）：７２
##############

婚检与孕检医学检查中艾滋病、梅毒、乙型肝炎对比研究 胡桃艳　袁黎晖　章建红　邱飞君　邵桂芳　２０１８（３）：７５
###########

ＣＯ２激光联合ＡＬＡ－ＰＤＴ治疗男性尿道内尖锐湿疣的临床研究 毛辉　叶敏欢　２０１８（３）：７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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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子联合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尖锐湿疣临床效果分析 吴英桂　欧伟洪　２０１８（３）：８１
#########################

尖锐湿疣合并其它性病感染的临床观察 吕君梁　胡晶晶　陈扬敏　张娜　２０１８（３）：８４
#######################

·中医性学·

Ｋａｌｌｍａｎｎ综合征致病基因研究进展 杨毅　孙振高　王晓明　徐凯月　２０１８（１）：５４
#########################

温针灸治疗肾虚血瘀型精索静脉曲张临床观察 周璇　王祚邦　２０１８（１）：５８
############################

施汉章教授学术思想在男科疾病中运用 孙松　王继升　耿金海　王彬　代恒恒　李曰庆　２０１８（１）：６２
################

知柏地黄丸联合大补阴丸在女童性早熟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研究 刘建平　王宏　２０１８（１）：６４
####################

蒋士生老师治疗早泄经验总结 曾钟德　曾紫微　２０１８（１）：６７
##################################

调肝针刺法治疗慢性睾丸疼痛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权义　王祚邦　周璇　２０１８（２）：７９
########################

针刺治疗勃起功能障碍临床有效性的Ｍｅｔａ分析 蒋荣民　曲由　王涛　万云莉　许文斌　２０１８（２）：８２
################

疏肝益肾法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肝郁肾虚型勃起功能障碍疗效观察 陈琦　王万春　黄秀琴　李强　２０１８（２）：８６
##########

郭军运用“治痿独取阳明”治疗阳痿经验 曾银　张继伟　王福　邱俊峰　高庆和　２０１８（２）：８９
####################

孙建明教授运用疏风解毒胶囊治疗慢性前列腺炎验案举隅 韩文均　谢钰帆　董哲　孙建明　２０１８（２）：９１
###############

健脾补肾法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抗氧化机制探讨 曾杰　王杰　许明贺　焦薇薇　王传航　２０１８（２）：９３
#################

阴虚体质不育患者行ＩＣＳＩ结局相关指标的临床观察研究 马春晓　谢雅兰　胡海翔　徐少强　孙哲　２０１８（２）：９５
############

男性勃起功能障碍与牙周病的中医机制探讨 盛文　商建伟　李宪锐　丁劲　张耀圣　２０１８（２）：９８
##################

生精２号治疗弱精子不育症疗效观察 孙建明　董哲　刘鹏　梁国庆　韩文均　２０１８（３）：８６
#####################

前列清瘀汤配合中药保留灌肠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临床观察 陈其华　李博　赵文雪　周欢　羊羡　胡伟　罗星乐　２０１８（３）：８９
######

温针灸关元穴配合前列欣胶囊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观察 宋晓琳　赵吉平　徐少强　２０１８（３）：９２
#############

清肺利水汤与特拉唑嗪治疗ⅢＡ型前列腺炎的疗效对比 轩立华　李兰群　孙松　２０１８（３）：９５
####################

周少虎教授从心肾论治阳痿经验 陆泽楷　周少虎　翁治委　林进福　洪佳辉　２０１８（３）：９８
#####################

胰激肽原酶联合金水宝对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性激素、ＥＴ－１和ＡｎｇⅡ的影响分析 尤传静　吴强　杨晓玉　２０１８（３）：１００
######

浅谈中医男科特色望诊 宫僖浩　王继升　耿金海　代恒恒　李霄　祝雨田　李海松　２０１８（３）：１０３
#################

阴囊潮湿病症的中医辨治 刘泽洲　韩强　王朝阳　王和天　２０１８（３）：１０６
############################

·生殖健康·

印记基因Ｈ１９和ＳＮＲＰＮＣｐＧ位点甲基化状态与精液参数的关联研究

彭红莉　胡海翔　王友信　沈传运　马春晓　张杰　赵飞飞　高晴　刘姣男　宋曼殳　２０１８（１）：７０

'''''''''''''''''''''''''''''''

'''''''''''''''''

输卵管栓塞术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结局的影响 王丽华　陈明高　何健英　汪军峰　邹立波　２０１８（１）：７６
##############

梅毒妊娠孕妇死胎的影响因素分析 肖献花　高翔　２０１８（１）：７９
#################################

禁欲天数对宫腔内人工授精妊娠率的影响 唐妍　何茜冬　郑妍　张婷婷　黄立光　张汉奎　赵晋　２０１８（１）：８２
############

孕妇剖宫产前后凝血四项预测产后出血的检验分析 张婧　陈莉　李小英　２０１８（１）：８５
#######################

剖宫产疤痕妊娠的诊断及介入治疗的研究进展 陈欢　洛若愚　陈晓琦　李梦如　张红　２０１８（１）：８８
#################

经阴道超声监测卵泡发育在不孕患者中应用的价值研究 丁波　袁丽　孙文兵　许莉　肖艳　李秀兰　李小英　２０１８（１）：９２
#######

夫妻咨询与治疗对试管婴儿妊娠结局的影响 董英辉　李慧　郑波　戴芳芳　２０１８（１）：９５
######################

子宫输卵管声学造影和子宫输卵管造影在输卵管堵塞性不孕检测中的相关性分析 李引弟　白东昱　岳红云　２０１８（１）：９７
########

芬吗通不同给药方式对改善子宫内膜厚度及妊娠情况临床研究 刘桂娟　焦守凤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

Ｃｏｏｋ宫颈扩张球囊在妊娠晚期引产中的临床应用 卢章霞　郑建琼　２０１８（１）：１０３
#########################

１７例产前超声筛查对诊断胎儿阴茎前阴囊的声像图特征及临床价值分析 胡仲任　蔡月云　周萍萍　庄红梅　杨政兴　２０１８（１）：１０６
###

＜３５岁卵巢储备好的首次ＩＶＦ－ＥＴ助孕患者应用改良长方案妊娠率的影响因素 耿洁　蔡嘉力　刘兰兰　任建枝　２０１８（１）：１０９
#####

探讨瘢痕子宫孕中期引产的安全方法 俞加正　祁锋　李响芝　２０１８（１）：１１２
###########################

甲氨蝶呤联合米非司酮治疗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部位妊娠的临床效果观察 叶斌斌　谢可　吴敏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
############

新生儿先天性神经梅毒的临床调查分析 许云波　陈文超　石年　２０１８（１）：１１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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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孕期胚胎停止发育与宫颈沙眼衣原体感染的关系 韦晓昱　于晓兰　刘朝晖　２０１８（１）：１２１
####################

剖宫产相关并发症对产妇生殖健康及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樊璐璐　余晓英　王燕　２０１８（１）：１２４
#################

产妇宫内感染对早产儿ＩＬ－１β、ＩＬ－６、ＩＬ－８、ＩＬ－１０和ＴＮＦ－α影响情况研究 郭琳琼　刘俊利　吉婷　刘星　２０１８（１）：１２７
#######

生殖道支原体属及衣原体属感染对女性不孕及性功能的影响分析 陈芳芬　杨泽妹　许爱玲　吴海莉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

不孕女性生殖道支原体属及衣原体属感染与性功能障碍的相关性分析 符映　郑小妹　２０１８（１）：１３３
#################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对男性不育症患者精液常规参数和精子形态的影响 关小川　孙刚　姜力　２０１８（２）：１００
###############

麒麟丸联合维参锌胶囊治疗复发性流产史男性精子ＤＮＡ损伤的临床观察

杨杰　商建伟　唐文豪　毛加明　林浩成　贾英俊　王彬　王旭昀　徐自伟　党进　２０１８（２）：１０４

'''''''''''''''''''''''''''''

''''''''''''''''''

畸形精子症获得性病因及治疗研究进展 陈小均　张志杰　贾玉森　宁鹏　２０１８（２）：１０７
######################

远端输精管冲洗取精术联合ＩＣＳＩ治疗功能性不射精症６例报告

王万荣　谭艳　谢子平　李韬　欧阳海　康照鹏　王金国　谢胜　２０１８（２）：１１２

'''''''''''''''''''''''''''''''''

''''''''''''''''''''''''''

基于卵母细胞质量探讨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不孕的机制 宋景艳　孙振高　张兴兴　王爱娟　２０１８（２）：１１５
##############

四维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诊断不孕的价值研究 肖艳　袁丽　丁波　孙文兵　许莉　李秀兰　熊承良　２０１８（２）：１１８
##########

继发性不孕妇女自身免疫抗体及性心理状态的变化观察 梁栋　李维茹　张四友　２０１８（２）：１２１
###################

甲氨蝶呤、双侧子宫动脉栓塞、经腹行孕囊取出术终止子宫瘢痕妊娠效果对比研究 叶斌斌　谢可　吴敏　２０１８（２）：１２４
#########

卡贝缩宫素联合缩宫素预防人工流产后出血的临床研究 劳力　张映辉　梁娇　张秋霞　２０１８（２）：１２８
################

产后子宫按摩对产妇身心康复的临床价值研究 史欣　杜岚　苏青　田艺　２０１８（２）：１３１
######################

二至丸联合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扈玉婷　王青　２０１８（２）：１３４
###################

湖北黄石地区新生儿梅毒流行病学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陈文超　许云波　石年　２０１８（２）：１３７
###################

口服地屈孕酮辅助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黄勇　胡英　２０１８（２）：１４０
###################

不同年龄卵巢低反应患者应用高孕激素状态下促排卵方案疗效分析 杨菁　王艳丹　孙伟　程丹　２０１８（３）：１０９
############

来曲唑诱导排卵的进展及安全性探究 撒元红　孙振高　宋景艳　２０１８（３）：１１３
##########################

胚胎移植后１０天血清Ｅ２、Ｐ、β－ＨＣＧ水平对不同移植周期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研究 张君探　时枚坤　赵淑芹　２０１８（３）：１１６
######

尿促性腺激素、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结合人工周期疗法在不孕不育患者中的应用及对妊娠率影响的研究

焦守凤　刘桂娟　李娜　李文香　２０１８（３）：１１９

''''''''''''''''

''''''''''''''''''''''''''''''''''''''''

妊娠期生殖道感染的相关因素及妊娠结局分析 刘文静　林秋婵　关咏超　黄钰华　２０１８（３）：１２２
##################

ＩＶＦ－ＥＴ术后１周患者血清β－ＨＣＧ对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分析 黄勇　胡英　２０１８（３）：１２５
####################

子宫内膜异位症性不孕患者性生活心理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王浩　楼建义　陈慧娟　许志华　２０１８（３）：１２８
############

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与精子ＤＮＡ完整性的相关性研究探讨 付晓君　门波　孙自学　付澎丽　冯俊丽　梁卓　２０１８（３）：１３２
#######

子宫下段修补术在瘢痕子宫再次剖宫产中的应用价值 周麦玲　雷燕　２０１８（３）：１３４
########################

人工流产患者术后宫腔粘连风险的知情度调查研究 吴琼　周伟伟　宗旦棣　２０１８（３）：１３７
#####################

妇女产后不同类型性问题的发生率以及产后性生活的变化研究 田瑜　孙召群　孙杏芳　程昌功　２０１８（３）：１３９
############

音乐治疗对多囊卵巢综合征　２０１８（３）：ＰＣＯＳ）患者ＩＶＦ－ＥＴ助孕结局的影响 董英辉　李慧　董英新　戴芳芳　郑波　２０１８（３）：１４２
###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生殖健康状况调查与分析 卞文萍　胡桂风　２０１８（３）：１４５
##########################

·性健康·

大学生性认知和性行为的调查研究 崔政坤　２０１８（１）：１３７
###################################

关于四川高校女大学生性生理卫生认知调查研究———以四川五所高校为例 余丹　２０１８（２）：１４３
###################

高职院校开设《大学生性健康教育》选修课的初探 陆桂花　施建飞　周平　王露　雷红梅　王玲　２０１８（２）：１４８
############

大学生性健康素养研究综述 何源　陈玉　薛海丽　胡宇　２０１８（２）：１５０
#############################

应用微信公众平台在高校进行ＨＩＶ／ＡＩＤＳ健康教育的可行性初探

黄冰雪　张发东　戴江红　阿比旦·艾尼瓦尔　叶·叶克吉尔格力　蔡爱杰　田恬　２０１８（３）：１４９

'''''''''''''''''''''''''''''''''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Ⅴ　　　　·

·性心理学·

卵巢低反应患者焦虑抑郁情况的研究 冯雪花　周茂溪　王丽媛　冯晓军　孙伟　２０１８（１）：１４０
###################

人文关怀对无性伴侣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焦虑与抑郁的影响 刘俊　谭艳　刘鑫　彭琳　孙娟　谢胜　２０１８（１）：１４３
###########

易性癖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 赵文清　李小平　宋立升　张海音　２０１８（１）：１４７
########################

妇科盆腔手术患者术后心理状态对其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观察 陈丰华　吴萍　郑媛　黄晓安　２０１８（１）：１５２
##############

乳腺癌术后乳房缺失对妇女的身体意象及夫妻间性感觉的影响 李云　黄侠　２０１８（１）：１５６
#####################

·性社会学·

残障女性的性：多重禁忌下的伤害 章静　方刚　２０１８（１）：１５８
##################################

性与生殖健康中的男性参与研究综述 孙巧　２０１８（２）：１５３
###################################

双性恋的历史、现实与将来 张杰　２０１８（２）：１５６
########################################

·性学史·

阳痿的医学化与药物化：“万艾可现象” 苏静静　张惺惺　万旭　２０１８（３）：１５３
##########################

男性更年期综合征：概念及其演变 唐文佩　吴苗　２０１８（３）：１５７
#################################

卷首语

《中国性科学》杂志社用稿通知单 《中国性科学》杂志社　《中国性科学》杂志编辑部　２０１８（５）
####################

《中国性科学》杂志社用稿通知单 《中国性科学》杂志社　《中国性科学》杂志编辑部　２０１８（６）
####################

努力推进我国性学的跨学科研究 张大庆　２０１８（７）
######################################

重视和推动我国性人文领域的研究和发展 王　癑　２０１８（８）
##################################

沉痛悼念王效道教授 中国性学会　中国性科学杂志社　２０１８（９）
################################

我国男科及性医学快速发展正当时 姜　辉　２０１８（１０）
#####################################

“命根子”的叩问 王一方　２０１８（１１）
#############################################

中国性学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次理事全体会议胜利召开 童　立　２０１８（１２）
########################

·专　稿·

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７年《中国性科学》１０年文献计量分析 张燕蕾　２０１８（７）：５
#############################

论著

·男科与性医学·

包皮切割缝合器与商环及传统包皮环切术治疗包皮过长或包茎手术疗效及安全性分析

张常银　陈静辉　陶众杰　郭晓　祁小龙　２０１８（４）：５

'''''''''''''''''''''''

''''''''''''''''''''''''''''''''''''

睾丸蒂扭转６０例高频彩超和常规彩超诊断的临床分析 汪旭　王丽　周飞　姚冬梅　２０１８（４）：９
##################

前列舒通胶囊联合非那雄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研究 梁剑梅　赵冠耀　罗健玲　黄勇华　杜婉微　石宇强　２０１８（４）：１３
####

显微镜下不同的手术方式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效果分析 邵为民　斯坎达尔　阿不来提·买买提明　宋光鲁　王玉杰　２０１８（４）：１５
####

外环下显微精索静脉结扎术手术体会 王万荣　谢胜　谭艳　欧阳海　李韬　康照鹏　王金国　谢子平　２０１８（４）：１９
############

３Ｄ打印输精管夹在输精管梗阻性无精子症动物模型中的应用研究

高明　季兴哲　王磊　刘项　孙建华　周梁　杨杰　张洲　师娟子　２０１８（４）：２２

''''''''''''''''''''''''''''''''

'''''''''''''''''''''''''

血浆雌激素及雌激素受体α与男性不育患者精液质量的关系 李洁　陈文成　元辉雄　刘李文韬　韦玉霞　王俊利　２０１８（４）：２４
#####

麒麟丸联合枸橼酸他莫昔芬片治疗特发性少弱畸精子症的临床疗效观察 李韬　谢胜　谭艳　谢子平　王万荣　李恒　２０１８（４）：２８
####

显微镜低位结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有效性和安全性及患者精液质量影响 叶昶　祝存海　刘小兵　宋勇波　２０１８（４）：３０
#######

精囊镜联合体外短波治疗以血精为表现的精囊炎的临床研究 胡月鹏　杨青松　李辰　孙青风　陶春杰　２０１８（４）：３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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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２８３０例男性ＨＰＶ疑似患者感染状况分析

姜玲波　田欣欣　李雅文　王睿　彭德志　张丽冉　王新国　谢风祥　祁德波　２０１８（４）：３７

''''''''''''''''''''''''''''''''''''''''

''''''''''''''''''''

米诺环素对梅毒患者的皮损和免疫功能影响及血清固定观察 陈黎　潘武林　２０１８（４）：４０
######################

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光动力联合二氧化碳激光治疗效果及其对患者外周血中Ｔ细胞亚群和调节性Ｔ细胞的影响

王香春　昌玲　石年　２０１８（４）：４４

''''''''''''

'''''''''''''''''''''''''''''''''''''''''''''

帕罗西汀联合低频脉冲治疗仪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 谭毅　曾祥生　李源　秦家龙　吴景凤　陈靓　彭光玲　２０１８（４）：４７
########

循环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１８ａ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张鹏　谢旖静　李?　祝志臻　钟伟　２０１８（５）：５
#################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联合剜除术在前列腺增生症患者中的应用及对ＭＣＰ１和ＰＤＧＦＢＢ表达的影响研究

王磊　么安亮　曹凤宏　张小军　张立国　张金存　康绍叁　２０１８（５）：９

'''''''''''''

''''''''''''''''''''''''''''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前列舒通胶囊治疗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的疗效评价 肖飞　陈永华　谷现恩　２０１８（５）：１３
################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与绿激光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对比

李剑军　陈统权　党永辉　黄星华　吴上超　朱斌　２０１８（５）：１６

'''''''''''''''''''''''''''

''''''''''''''''''''''''''''''''

四氢叶酸还原酶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分布及频率与男性不育的相关性研究 蔡丽伟　孙文超　２０１８（５）：１８
################

非梗阻性无精症中微小ＲＮＡ的研究进展 邓敏　李玮　２０１８（５）：２１
###############################

精子顶体酶活性对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方案选择的影响 温子娜　卢奋坚　段礼　董梅　贾红军　田二坡　钟影　２０１８（５）：２４
#######

部分型圆头精子症患者精子形态、ＤＮＡ碎片指数和精液常规参数分析 徐立奇　任胜强　梁宇　李春强　２０１８（５）：２６
##########

从古今医学文献探析青年男性阳痿的病因病机 弓明燕　王淼　２０１８（５）：２９
############################

阴茎层次训练法治疗早泄的临床观察 王胜　邱新建　何振宇　王东生　唐涛　李云辉　张春虎　罗杰坤　２０１８（５）：３３
#########

疏肝益阳胶囊改善手淫取精成功率的临床研究 薛瑜　廖明　覃爱平　２０１８（５）：３６
#########################

单孔腹腔镜与显微外科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比较 马宏　邓庶民　吴鹏杰　朱刚　万奔　２０１８（５）：３９
#########

应用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行包皮环切术对性功能的影响 丁一郎　周辉良　唐松喜　杨鹏　２０１８（５）：４２
###############

包皮环切缝合器与包皮环切吻合器治疗包皮过长和包茎的ｍｅｔａ分析

邓吉坤　谢胜　王万荣　谢子平　欧阳海　李韬　康照鹏　王金国　谭艳　２０１８（５）：４５

'''''''''''''''''''''''''''''''

''''''''''''''''''''''

高原短期驻训人员男性性激素水平变化分析 高亮　刘燕　李彬　李年华　阳盛洪　２０１８（５）：５６
###################

ＴＧＦ－β２ｍＲＮＡ及蛋白在睾丸癌癌组织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刘蕾　赵鹏　邢雪梅　张军　杨皓莹 　陈如　王磊　２０１８（６）：５
#####

经尿道１２０Ｗ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腺癌导致膀胱出口梗阻的效果及其对性功能的影响

时俊　何华　许超　邱龙龙　贾我增　杨学东　黄红卫　２０１８（６）：８

'''''''''''

''''''''''''''''''''''''''''''

分区腺剜除术与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效果的比较研究 张常银　陈静辉　陶众杰　祁小龙 　２０１８（６）：１１
######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临床效果 韦炳阳　李生华　２０１８（６）：１４
##################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对患者前列腺功能影响情况研究 魏勇　 钱文晖　徐杨　２０１８（６）：１７
##########

米非司酮在体外对人精子功能的影响 王璐　段彪　黄薇薇　杜海燕　２０１８（６）：２０
#########################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对精液参数及精子ＤＮＡ损伤的影响 赵学英　刘学伟　牛志浩　２０１８（６）：２４
###################

显微取精术对无精子症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陈勇　 刘伟　白文俊　２０１８（６）：２６
##########################

行为干预联合复方玄驹胶囊对不育弱精症患者精液质量的影响 赵红娟　高明 徐洋涛　任君　许跃军　刘晨溪　任雪莲　２０１８（６）：２９
##

复方玄驹胶囊与它莫西酚锌制剂综合治疗少弱精症临床效果观察 王世礼　刘红红　韩爱华　卢少明　２０１８（６）：３２
###########

一次性包皮环切缝合器手术细节改进体会 康照鹏　欧阳海　谭艳　谢子平　李韬　王万荣　王金国　谢胜　２０１８（６）：３５
########

包皮环切术治疗失败的小儿隐匿性阴茎再整形矫治的临床研究 纪福龙　时丕业　孔彦霞　李忠海　梁亚军　２０１８（６）：３８
########

维生素Ｅ在男性不育症治疗中的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孙迪　王楠楠　张科　李焱风　白强民　张春和　２０１８（７）：１２
###########

沙眼衣原体感染不育男性的精液质量与ＩＬ６、ＩＬ８水平的相关性分析 李涛　李朝彬　姜丽丽　王雪艳　韩卫军　２０１８（７）：１４
######

脱细胞异体真皮补片联合阴茎增粗术对早泄的作用与安全性 杨文博　张晓威　兰轲　彭雪　杨健　李清　白文俊　徐涛　２０１８（７）：１８
##

西地那非片与依帕司他片在２型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与安全性评价 陈伟　张于新　刘波　２０１８（７）：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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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ＨＩＶ感染患者性激素代谢、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及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分析

周兴雯　徐蕾 　赵皓森　周文瑞　彭红霞　２０１８（７）：２４

'''''''''''''''''''''''''

''''''''''''''''''''''''''''''''''''

中医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研究现状 董德河　段瑞华　张毅　李金奎　周红星　万玲　龚惠珍　何本鸿　曹继刚　２０１８（７）：２６
#####

不同温度和持续时间对体外精子活力的影响 李刚　杨海超　钟继生　高郁森　２０１８（７）：２９
#####################

腹腔镜前列腺癌根治术的疗效观察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沈宏峰　黄尉　刘贤志　李威　何耿　覃振昌　２０１８（８）：５
###########

前列腺癌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影响因素研究 彭伟　桂定文　２０１８（８）：８
############################

前列腺癌根治术中性神经保留对术后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田超　曹正国　张朝胜　黎建欣　蒋茂林　刘治　吴畏　２０１８（８）：１２
####

前列腺癌患者血清ＰＳＡ表达情况及ＰＣＮＡ表达的相关性研究 李绍成　骆本军　罗建蓉　２０１８（８）：１４
#################

前列腺动脉栓塞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能力影响的对比研究

王永富　唐华　林海　陈剑　俞婷　郭昌平　苏珠英　２０１８（８）：１８

''''''''''''''''''''

'''''''''''''''''''''''''''''''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对ＢＰＨ患者术后性功能及血清ＰＳＡ、ＰＧＩ２水平变化的影响

唐亚雄　吕天兵　傅承忠　邓颖　陈雪芹　２０１８（８）：２１

'''''''''''''''''''''

''''''''''''''''''''''''''''''''''''

观察盐酸坦索罗辛与抗感染药物结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疗效 唐硕　李云祥　２０１８（８）：２５
#####################

泻肝补肾法对慢性前列腺炎模型大鼠前列腺组织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８表达的影响

董德河　段瑞华　张毅　李金奎　周红星　万玲　龚惠珍　何本鸿　曹继刚　２０１８（８）：２８

'''''''''''''''''''''''

'''''''''''''''''''''

男性血液透析患者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探讨 张臣丽　李懿　２０１８（８）：３２
#############################

小剂量５磷酸二酯酶抑制剂联合西地那非对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赵宏伟　袁其华　薛宗勇　王松梅　韩星　张辉　２０１８（８）：３５

'''''''''''''''

'''''''''''''''''''''''''''''''''

精囊镜技术在精道远端疾病中的诊治价值 谢华栋　姜涛　王珂楠　郑磊　张鹏　王树人　李志强　２０１８（８）：３８
############

影响供精志愿者精液质量的研究 赵乾程　姜辉　唐文豪　毛加明　张洪亮　高江曼　张海涛　２０１８（８）：４２
##############

ＡＬＡＰＤＴ与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治疗男性尿道口ＣＡ临床效果观察 王今朝　黄朝卫　付曼妮　石年　２０１８（８）：４５
##########

前列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 曾维勇　丘勇超　陈铭　姚睿智　肖扬　２０１８（９）：５
################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显微手术后精液质量、精浆生殖激素水平及氧化应激水平临床研究

谢胜　王金国　谭艳　王万荣　欧阳海　李韬　康照鹏　谢子平　２０１８（９）：８

''''''''''''''''''''''

''''''''''''''''''''''''''

精子ＤＮＡ损伤与精液参数、胚胎发育及早期自然流产相关性分析 王磊　张小玉　孙娟　赵淑芹　刘诗雅　２０１８（９）：１１
#########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拉非对中老年男性继发性ＥＤ的疗效观察 陈肖东　马刚　粱金排　焦艳　２０１８（９）：１５
#############

保留膀胱颈完整性对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后患者性功能及尿流动力学指标的影响 王康扬　王震霆　２０１８（９）：１７
############

非那司提联合坦洛新应用于非细菌性前列腺炎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性功能的影响研究

王磊　么安亮　曹凤宏　张小军　张立国　张金存　康绍叁　２０１８（９）：２０

'''''''''''''''''''''''

''''''''''''''''''''''''''''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实施水蛭蜈蚣栓加入微波治疗的效果 李建　陈爽　王强　李守燕　朱秀波　２０１８（９）：２３
##############

婚姻状态对于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影响：一项基于大样本人群特征的分析 李华福　谢群　聂奇伟　周泽禹　蔡国钢　２０１８（１０）：５
####

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联合血清ＰＳＡ指标对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研究

雷星辉　车兴奎　刘咏松　何涛　马强　张婕　２０１８（１０）：８

'''''''''''''''''''''''''

''''''''''''''''''''''''''''''''''

早泄干预对慢性前列腺炎继发早泄的临床研究 付奇平　 叶雪挺　杨开凡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
######################

常规治疗联合心理行为疗法治疗早泄的临床研究 姜大业　倪颖　２０１８（１０）：１４
##########################

帕罗西汀联合疏肝益阳胶囊治疗早泄疗效观察 李培勇　２０１８（１０）：１７
###############################

西地那非联合曲唑酮治疗早泄并发勃起障碍的疗效观察及可靠性研究 王轩久　王艳玲　杨磊　柳伟　石艳波　２０１８（１０）：２０
#######

α受体阻滞剂联合ＰＫＲＰ术对前列腺增生患者尿道功能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占鳌　李林　吴宏辉　卫廷　叶华　张志阳　２０１８（１０）：２３
##

毫针刺法对Ⅲ型前列腺炎合并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 吴宗传　陈乔　张浩　汪润生　２０１８（１０）：２７
#############

体外短波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ＩＩＩＢ型前列腺炎相关的性功能障碍 王珂　蔺小峰　２０１８（１０）：３１
###################

微创术式与综合药物保守治疗对老年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症状及控尿功能的影响 王涛　王刚　张建勋　刘安　高旭　２０１８（１０）：３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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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坦洛新联合癃闭舒治疗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

邹源　刘峰　王伟峰　郝继东　邓晓俊　万建省　刘四明　杨波　欧阳磊　刘辉　廖国强　２０１８（１０）：３７

'''''''''''''''''''''''''''''''''''

'''''''''''''''

免疫抑制剂对狼疮肾炎患者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影响的临床研究 崔龙　赵艳　２０１８（１０）：４１
#####################

男性不育患者生殖系统感染对其生育能力的影响 张云山　马天仲　董丽娟　彭彩玲　陈碧　宋丽君　韦冰　柳建军　２０１８（１０）：４４
####

采用３级分类方法评估睾丸微石症与精液参数间的关系 许超　张彬　马连军　刘蛟龙　张浩波　马刚　２０１８（１０）：４７
##########

唇黏膜耦合阴茎　２０１８（１０）：阴囊）皮瓣治疗尿道下裂临床研究 李学德　江志勇　何庆鑫　汪中兴　樊胜海　贲晶华　２０１８（１０）：５０
####

现代医学对弱精子症的研究概况 刘绍明　张岳阳　郭军　２０１８（１１）：５
##############################

对于含杂质精液的２种计数精子浓度方法的比较 袁人培　姜辉　杜娇　岳倩　陆影　杨思伟　彭帅歌　张新　２０１８（１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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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娟　刘鹏　倪晨　梁国庆　孙建明　２０１８（１１）：１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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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如　刘莉　陈春燕　刘建国　２０１８（１１）：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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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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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伟合　２０１８（１１）：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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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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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２７
#####################

睾丸结节患者超声弹性成像的诊断分析 裴敏　郭雪　孙晓松　周英　２０１８（１１）：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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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乔红　焦林　谢圣陶　汤尧　刘晓彤　２０１８（１１）：３４
#########

儿童时期克氏综合征筛查的意义 丁旭锋　凌芳　任强　史卿菁　孙大林　金保方　２０１８（１１）：３６
###################

前列腺及尿道分泌物中支原体检测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分析 江锋　吴鹏飞　姚旭东　２０１８（１２）：５
#################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和电切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比较研究 贲亮亮　王健　彭辉　２０１８（１２）：８
################

对比ＭＲＩ与ＣＴ诊断不同病理分期前列腺癌的准确率 陆黎　孙宗琼　李超凡　杨文霞　谭旭艳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
#############

两种不同手术方法治疗老年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陈昆　李云祥　２０１８（１２）：１４
################

ＰＫ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效果及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张绍斌　龚杰　２０１８（１２）：１８
#######################

穴位敷贴对肾阳虚型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的疗效观察 段陈洁　李腾　段文丽　２０１８（１２）：２１
####################

微小剂量西地那非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宋博　刘群龙　孙洪梅　钱卫平　２０１８（１２）：２４
###################

河北省３３７８例男性优生遗传咨询分析研究 韩瑞钰　邓佩佩　张展羽　吴江乾　安苏雅　刘杰　王树松　２０１８（１２）：２７
#########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产后性功能的影响 崔军丽　刘艳清　吴敏　陈少军　２０１８（４）：５０
#######################

３种子宫切除术式对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卵巢功能的影响 刘卫民　鲍友娥　２０１８（４）：５３
#################

阴式全子宫切除及阴道前后壁修补手术对子宫脱垂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韩一栩　刘玉珠　陈琨　２０１８（４）：５６
############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发生情况及其对阴道壁松弛度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陈姝丽　陈晓艳　黄起　黄琼　宁应霞　２０１８（４）：６０
######

阴道前壁粘膜瓣悬吊术治疗前盆腔器官脱垂的临床疗效评价

陈永连　柳晓春　郑玉华　王玉玲　谢庆煌　邓凯贤　林少英　２０１８（４）：６３

''''''''''''''''''''''''''''''''''

'''''''''''''''''''''''''''

小于８岁性早熟女童阴道出血的病因分析 施霞静　魏若菡　金佩丽　２０１８（４）：６７
#########################

妈富隆和米非司酮对围绝经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对比及对性激素的影响

朱燕华　杨一新　孙琰　张弘　唐艳　王家俊　２０１８（４）：７０

'''''''''''''''''''''

''''''''''''''''''''''''''''''''''

单纯阴道超声、宫腔镜和联合诊断子宫异常出血原因的临床价值比较 江燕妮　杨菁菁　汤月可　２０１８（４）：７３
#############

采用经阴道超声评价不孕患者子宫内膜及动脉血流的临床研究 邹丽　袁丽　张珍　张吉之　孙文斌　丁波　陈燕　２０１８（４）：７６
#####

高龄产妇围产期妊娠结局观察 谢芳　张亮　杨隆秋　２０１８（４）：７９
################################

来源未见原核（０ＰＮ）卵裂期胚胎培养至囊胚的临床应用分析 邹林兵　王静雅　戴志俊　张芳芳　汪凌云　洪名云　２０１８（４）：８３
#####

康复干预对宫外孕行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非切口疼痛的影响 林芳毅　耿萍　廖辉雄　陈得胜　罗誉川　王维　２０１８（４）：８５
#######

宫颈ＨＰＶ感染的中西医学防治研究进展 金亦涵　郭桂兰　金保方　２０１８（４）：８８
#########################

宫颈柱状上皮异位与沙眼衣原体、解脲脲原体感染相关性研究 钱后　徐妹　王晓喻　黄伟强　陈超群　２０１８（４）：９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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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性子宫肌瘤与血清维生素Ｄ水平及维生素Ｄ受体表达相关性研究 沈方方　阮爱春　陈喜婷　徐秋霞　２０１８（４）：９４
########

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１２８例分析 吉颖莉　乔艳妮　田玉玉　周腊　２０１８（４）：９７
#############

腹腔镜与宫腔镜手术剔除子宫壁间肌瘤的价值对比 李晶　张春莲　方彩云　２０１８（４）：１００
#####################

提高子宫肌瘤的ＣＴ诊断水平研究 姚世文　蔡亚琴　倪建　马宗丽　刘丽　２０１８（４）：１０３
######################

子宫腺肌病患者应用腹腔镜子宫楔形切除术并术后阴道置放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效果观察 张彩玩　邓森灵　２０１８（４）：１０６
###

放疗同步化疗对宫颈癌患者临床效果分析 杨雷　杜玉坤　刘楠　徐光　吕玲玲　李冬雷　２０１８（４）：１０９
###############

ＣＴ联合ＭＲＩ在宫颈癌患者的诊断效果及影像学特点研究 赵祖红　齐立宁　２０１８（４）：１１１
######################

浸润性宫颈癌运用多层螺旋ＣＴ和ＭＲＩ进行术前分期的临床应用价值分析 马再伦　范盈盈　２０１８（４）：１１４
##############

用右美托咪定对宫颈癌手术患者进行全身麻醉的效果研究 郭会江　王东海　马春梅　刘秋颖　方菲　李冬雷　２０１８（５）：５８
#######

宫腔镜对宫腔积液的病因及恶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 杨翠英　张淑清　黄淑瑜　２０１８（５）：６１
####################

腹腔镜下卵巢良性肿瘤剔除术中的疗效及对卵巢功能的影响研究 杨宁　张春红　范蒙　尚铁燕　２０１８（５）：６４
#############

中重度宫腔粘连术后妊娠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韩双伊　郭冰杰　２０１８（５）：６７
###########################

宫腔声学造影联合经阴道三维超声对宫腔异常不孕症患者宫腔粘连诊断灵敏度及准确性的影响

苟永贤　赵书平　杨秋敏　张永利　邱燕玲　２０１８（５）：７１

'''''''''''''''''''

'''''''''''''''''''''''''''''''''''

宫腹联合输卵管吻合对输卵管绝育术后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妊娠情况的影响 余锦芬　谢芳　孟龙　２０１８（５）：７４
#############

不同时机产后盆底康复治疗对尿失禁和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赵玉芬　董宏英　王丹　２０１８（５）：７７
###################

子宫穿孔后经腹Ｂ超引导下宫腔操作取宫内节育器效果 吴伊娜　潘群艳　丁莉　叶利群　２０１８（５）：８０
################

达必佳短效长方案延长降调时间对ＩＶＦ周期结局影响的研究 赵淑芹　张君探　李会　吕毅　赵明蕊　２０１８（５）：８３
###########

血清炎症指标检测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宫腔内人工授精中的应用价值 何茹　孙君立　吴伟红　赵敏英　２０１８（５）：８６
#########

腹腔镜联合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临床疗效观察 王苗苗　仲纪祥　薛惠英　２０１８（５）：９０
##########

米非司酮联合甲氨蝶呤在异位妊娠治疗中的效果和安全性观察 罗书　黄勇　关红琼　２０１８（５）：９３
##################

不同治疗时机对妊娠期梅毒妊娠结局的影响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秦琴　宁花兰　张艳珍　陈少英　陈小燕　陈大江　２０１８（５）：９６
#####

ＩＶＦ双卵三胎１例报道

王天琪　孙振高　杨毅　王晓明　徐凯月　宋景艳　张兴兴　王爱娟　苑丽华　姜华颖　撒元红　肖继梅　２０１８（５）：１００

'''''''''''''''''''''''''''''''''''''''''''''''''''

''''''''

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对宫颈癌的诊断价值 江唯波　应晟　韩贤达　严海浓　２０１８（６）：４１
######################

传统冷刀锥切术与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宫颈上皮内瘤变对于近远期效果的影响分析 李著艳　黄卉　马亚琳　龚宝兰　２０１８（６）：４３
####

中晚期宫颈癌实施顺铂联合多西他赛同步放化疗效果的临床研究 刘志红　刘楠　徐光　吕玲玲　李冬雷　２０１８（６）：４７
#########

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中１５０例缝合止血联合不同电凝治疗的疗效及预后分析 汪俊　王芳　潘伟　２０１８（６）：５０
######

ＧｎＲＨα预处理对子宫内膜异位手术治疗效果和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 李妞妞　王铁延　张丽萍　２０１８（６）：５３
###########

腹腔镜下垂体后叶素注射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研究 强萍　杨婷婷　邵洋　２０１８（６）：５７
######################

两种微创术式治疗子宫病变的手术学疗效及对机体创伤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徐燕媚　李容芳　黄利川　杨碧静　刘常为 　２０１８（６）：６０
#

不同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术中情况和术后卵巢功能情况对比观察 罗书
!

　黄勇　关红琼　２０１８（６）：６３
###############

子宫直肠陷凹寄生性畸胎瘤１例报告 杨曦　马珂　孟轶婷　廖秦平　２０１８（６）：６７
#########################

宫内节育器放置术后生殖道感染患者局部炎性应激状态的变化观察 刘晓丽　任景芳　２０１８（６）：７１
##################

新式Ｓｈｉｒｏｄｋｏｒ宫颈环扎术的临床分析 宋梅英　赖爱鸾　张李松　陈娜　２０１８（６）：７５
########################

丙泊酚配伍不同阿片类受体激动剂在无痛人流中的麻醉效果 张素芹　沈炳秋　张黎芳　沈志惠　徐群　刘林　２０１８（６）：７７
#######

盆底肌功能锻炼与电刺激联合生物反馈对产后盆底功能障碍的干预效果及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蒋频　付军　２０１８（６）：８１
########

临床不同分娩方式对女性产后性生活质量及盆底结构功能影响分析 梁承蓉　熊焰　焦顺　夏莲　２０１８（６）：８４
#############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产后胰岛素抵抗异常与性激素的关系及其对性活动的影响 闫芳　宋庆雷　李霞　２０１８（６）：８８
############

宫外孕妇女１２０例早期经阴道彩超诊断的临床价值分析 王丽　汪旭　姚冬梅　２０１８（６）：９０
#####################

妇瘤科门诊患者中纤毛菌的检出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王慧妍　赵卫东　马艳　２０１８（６）：９４
######################

卡铂联合不同剂量紫杉醇在治疗局部晚期宫颈癌患者中的价值 肖菊　孟婵　李向红　陈庆　２０１８（７）：３２
###############



·Ⅹ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第２７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２

ＴＰ与ＰＦ化疗方案对宫颈癌患者近期疗效及ＶＥＧＦ和ＭＶＤ的影响研究 吴华　谢旭敏　金晓可　张润利　２０１８（７）：３６
#########

伊立替康与同步放化疗对改善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生活质量的临床对比研究 赵肖丽　周伟慢　王辉　王华　孟丽　２０１８（７）：３９
######

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手术参数、淋巴结切除数量和疾病转归情况观察 陈燕　王玲　居文惠　甘露　２０１８（７）：４２
###

ＦＯＸＡ１、ｐ１６在子宫内膜癌中的表达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孟琳　张蓓　赵爱　李雨纯　杨莹　２０１８（７）：４６
################

上皮性卵巢癌组织中ｍｉＲ２６ｂ、ＣＤ１４６和ＴｆＲ１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刘智慧　黄罛　宋晓婕　２０１８（７）：４９
################

ＣＤＦＩ联合血清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检测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诊断效能的影响 郭萃琴　宋俊杰　朱东林　宋成金　２０１８（７）：５３
#######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营养干预对多囊卵巢患者促排卵过程中ＡＭＨ浓度变化的影响 于艳丽　葛秋迎　刘红岩　梁超　２０１８（７）：５８
###

布托啡诺复合右美托咪定麻醉对剖宫产患者术后镇痛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刘北涛　崔云静　李熊刚　王春秀　刘毅　２０１８（７）：６１
####

宫腔镜下输卵管插管通液治疗不孕不育患者的临床疗效 文海燕　姜艳艳　缪丽琳　２０１８（７）：６５
###################

腹腔镜与开腹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性激素和生活质量的影响 黄俊　魏兆莲　张岩　唐锦莉　２０１８（７）：６７
##############

米非司酮、甲氨蝶呤用于宫外孕保守治疗中的疗效及对患者βＨＣＧ、ＣＡ１２５的影响

吕琼琼　肖慧　王婷　张菊　常子倩　徐佳　２０１８（７）：７０

'''''''''''''''''''''''''

'''''''''''''''''''''''''''''''''''

球囊支撑与宫内节育器预防再次宫腔粘连效果的对比 詹丽丽　杨菁　２０１８（７）：７３
#########################

探析无创接生加会阴部神经阻滞麻醉在阴道自然分娩初产妇中的临床意义 徐小溪　高运合　张志敏　康燕　刘俊国　２０１８（７）：７６
####

ＧｎＲＨａ与子宫腺肌症相关研究进展 李梦如　陈欢　张红　洛若愚　２０１８（７）：７９
##########################

子宫腺肌病合并不孕接受达菲林超长方案超促排卵后行ＩＶＦＥＴ治疗效果回顾性分析 黄伟媚　黄卡立　２０１８（７）：８２
##########

不同妊娠期梅毒治疗对妊娠不良结局以及婴儿先天性梅毒的影响研究 郭莉　钟慧　２０１８（７）：８５
###################

经阴道超声对早孕期孕妇先兆流产的鉴别诊断价值 吴少芬　林娟　黄素静　２０１８（７）：８８
######################

ＳＰ、
#

内啡肽表达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许鹏　斯坎达尔　王玉杰　２０１８（７）：９１
####################

经闭孔途径３种不同类型吊带治疗女性压力性尿失禁疗效比较 蒙学兵　左超　韩阳军　刁英智　２０１８（７）：９４
#############

化脓性链球菌定植后ＩＬ１７Ａ的表达及与生殖道炎症因子的关系 杨红妮　王利娟　２０１８（７）：９７
###################

ＧｎＲＨａ对性早熟女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调控作用 吴丽敏　蔡大芬　张海燕　孙金娥　２０１８（７）：１０１
###############

产后盆底功能障碍防治中肌电刺激加生物反馈盆底技术对性生活质量和盆底功能的影响及临床观察 胡俊　杨欣慰　潘伟　２０１８（７）：１０４
#

产后出血经子宫背带式缝合术对出血量、手术时间及产褥病发生率的影响 袁霞　丁屹　杨扬　２０１８（７）：１０９
##############

外阴癌手术患者病耻感与自我效能和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孙丽敏　王菲　马春洋　２０１８（８）：４９
###################

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检测负荷量与宫颈病变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霍墨杰　霍艳芬　苏俊泽　２０１８（８）：５２
#################

Ⅰ期卵巢交界性肿瘤４８例保留生育功能临床分析 姚焕振　田旭青　２０１８（８）：５６
#########################

不同方法在宫腔粘连分离术后的治疗疗效分析 陈欢　洛若愚　李梦如　张红　２０１８（８）：５８
#####################

常规治疗联合低分子肝素治疗预防宫颈炎孕产妇术后深静脉血栓的效果分析及对炎性因子的影响

蒋蕾　陈铎　李聪　郁瑞平　２０１８（８）：６２

''''''''''''''''''

''''''''''''''''''''''''''''''''''''''''''

子宫肌瘤行米非司酮治疗的剂量选择与效果评估 李华敏　林丽慧　林红满　王爱丽　２０１８（８）：６５
##################

腹腔镜下肌瘤挖除术时两种子宫动脉阻断术式的比较 施建红　石磊　马越　孟瑶　王欢　宋永胜　李大可　２０１８（８）：６８
########

多囊卵巢综合征采用二甲双胍联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疗效对其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刘夏星　孙敏　２０１８（８）：７０
###########

宫腹腔镜手术联合辅助生殖技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患者４３例疗效观察及随访研究 夏烨　童国庆　２０１８（８）：７３
############

妊娠期阴道假丝酵母菌感染与胎膜早破的关系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 张燕　林曼　王秀妹　２０１８（８）：７７
################

ＰＯＲ患者采用拮抗剂方案加用ＧＨ对子宫内膜容受性及妊娠结局的影响

吴晓燕　谭展虹　刘蓓媚　陈如佳　林晓萍　肖剑锋　２０１８（８）：７９

'''''''''''''''''''''''''''''

'''''''''''''''''''''''''''''''

经阴道手术应用于剖宫产后切口妊娠患者的效果与安全性研究 于曼　２０１８（８）：８３
#########################

１２２例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的临床结局分析 赵青玲　何兰娟　２０１８（８）：８７
########################

中药三步治疗对反复移植失败患者再次激素替代冻融胚胎移植妊娠率影响的临床研究 王晨晔　丁彩飞　张伟　鲍严钟　２０１８（８）：９０
###

瘢痕子宫再妊娠分娩时间及分娩方式的选择分析 周丽霞　蒲育栋　李李　王燕　２０１８（８）：９４
####################

会阴侧切对初产妇盆底肌功能和性功能影响的随访观察 吴珊　陈晓辉　２０１８（８）：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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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前列素氨丁三醇注射液用于宫缩乏力性产后出血治疗临床研究 薛爱琴　惠晶　２０１８（８）：９９
####################

盆底肌肉锻炼法联合直接阴道低压低频电刺激治疗对初产妇盆腔神经电生理及组织功能的影响 敖苏　杨霞　张志容　２０１８（８）：１０３
###

孕晚期和产后１周妇女阴道解脲脲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感染情况及抗生素敏感结果 许丹丹　凌艳姣　２０１８（８）：１０７
###########

头孢哌酮舒巴坦治疗剖宫产后产褥感染的有效性以及对患者体内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王秀芹　２０１８（８）：１１０
#############

凶险性前置胎盘相关原因分析及介入治疗应用效果分析 曾雯琼　徐金霞　２０１８（８）：１１３
######################

预测不同胎儿体重与分娩结局的相关性分析 孟静雯　周杰　黄璐　２０１８（８）：１１６
#########################

拉贝洛尔联合音乐疗法对妊娠期高血压产妇焦虑抑郁情绪及分娩结局的影响 郝春雪　２０１８（８）：１１９
#################

瑜伽干预原发性痛经的研究综述 万梨　２０１８（８）：１２２
#####################################

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治疗效果探究 郭晔　杜云　２０１８（９）：２６
#######################

血浆Ｄ二聚体水平与宫颈癌治疗前后指标的变化情况及其临床意义 林琳　葛新苗　李冬雷　２０１８（９）：２９
###############

调强放疗联合腔内近距离放疗对晚期宫颈癌患者肿瘤标志物及雌孕激素的影响 王巧娥　胡小刚　许海　２０１８（９）：３２
############

Ｓｎａｉｌ蛋白表达水平对妇科宫颈癌患者化疗效果预测的价值研究 曹艳　张锦　习永霞　柯玉芳　魏峰　冷小飞　２０１８（９）：３６
#######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ＣＡ１９９在预测卵巢上皮性癌淋巴结转移中的应用 李梦如　陈欢　张红　洛若愚　２０１８（９）：３９
#############

早期动态增强ＣＴ扫描用于诊断卵巢良恶性肿瘤的价值 戴海波　张艳伟　臧燕　谭旭艳　２０１８（９）：４２
################

ＴＶＣＤＳ联合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水平检测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阳性检出率的影响 陈欣　王艳　２０１８（９）：４５
#############

子宫肌瘤剔除术对不孕女性妊娠的影响及影响术后妊娠的相关因素分析 徐珲　杜秀娟　２０１８（９）：４８
#################

电视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术临床分析及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 崔静　靳瑾　林艳　符初料　文琼臖　２０１８（９）：５２
##########

米非司酮联合桂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清ＨＥ４和ＣＡ１２５水平的影响 代小燕　邸石　方敏　２０１８（９）：５５
###

子宫肌瘤术后并发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分析和防治对策 杨文英　何兰娟　２０１８（９）：５８
####################

既往输卵管手术史对ＩＶＦＥＴ不孕症患者卵巢反应性和妊娠结局的影响 李浩
$

　郝佳渊　廖源　２０１８（９）：６１
#############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卵巢血流参数及内分泌指标与高雄激素的关系研究 林杰　赖志文　冉旭　２０１８（９）：６５
##############

三种不同手术方式在输卵管异位妊娠保守性手术中的应用 苑述政　包存芳　２０１８（９）：６８
######################

子宫体双侧动脉缝扎术用于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力性出血临床研究 薛爱琴　惠晶　２０１８（９）：７２
###################

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对老年子宫切除手术患者血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的影响 毕兴华　吴言悟　胡礼宏　张宜群 　２０１８（９）：７５
##

会阴侧切对初产产妇盆底肌功能及性功能影响研究 徐晓琳　付利平　２０１８（９）：７８
#########################

慢性盆腔炎患者辅助使用金刚藤治疗过程中体内微环境的变化及临床意义分析 莫培晖　兰代群　闫志强　２０１８（９）：８２
#########

激素替代联合局部用药在围绝经期萎缩性阴道炎患者中的疗效及对阴道局部环境的影响研究 胡志英　２０１８（９）：８４
#############

齿轮状透明带卵母细胞受精失败分析 张鑫　闫旭　罗清炳　徐鸿毅　张昌军　２０１８（９）：８８
#####################

１２８例Ⅲ期宫颈癌患者的疗效及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包兴　梁亮　金迎迎　康华峰　马红兵　白明华　２０１８（１０）：５３
###########

探讨三氯醋酸和聚甲酚磺醛栓治疗宫颈癌患者术后阴道上皮内瘤变的临床疗效

郑婷华　郑韦　胡晓娜　周钰昆　韩炜　杨小杰　王茜　王雪梅　２０１８（１０）：５８

''''''''''''''''''''''''''

''''''''''''''''''''''''''

经阴道子宫下段妊娠病灶切除术对外生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术后ＶＡＳ评分及康复进程的影响 孙延霞　冯艳　马园园　２０１８（１０）：６０
###

瘢痕子宫再次足月妊娠患者行Ｐｆａｎｎｅｎｓｔｉｅｌ切口式剖宫产术疗效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胡俊　胡萍　潘伟　２０１８（１０）：６５
#########

人冻融胚胎透明带厚度与妊娠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杨文娟　赵树华　速存梅　刘清梅　２０１８（１０）：６８
##################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的彩色多普勒超声子宫动脉血流动力学检测结果观察 黄友平　郑定山　夏洪波　陈燕　２０１８（１０）：７１
#####

经腹部超声诊断宫外孕的价值探析 刘敏　高曼丽　李倩　冯美宁　刘鹏　２０１８（１０）：７５
#######################

全身麻醉剖宫产瑞芬太尼对产妇和新生儿安全性分析及对产妇预后性功能的影响 刘军武　王亚娇　罗佛全　刘仲军　２０１８（１０）：７７
####

不同治疗方式在凶险型前置胎盘患者中的效果、安全性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研究 李佳琦　吴晓兰　李兰　２０１８（１０）：８０
########

飞利浦６４排螺旋ＣＴ血管重建在子宫肌瘤和卵巢肿瘤鉴别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其对患者生殖功能的影响

戴海波　张艳伟　臧燕　谭旭艳　２０１８（１０）：８４

'''''''''''''''

''''''''''''''''''''''''''''''''''''''''

对比ＣＴ扫描与经腹部Ｂ超检查在诊断子宫肌瘤中的应用价值 彭攀　朱亚芹　井艳飞　孙宗琼　２０１８（１０）：８７
#############

外阴、阴道和宫颈尖锐湿疣（ＣＡ）组织中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型别的分布状况以及临床意义分析 陆小琴　未万东　２０１８（１０）：９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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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应用Ｐ１６、Ｋｉ６７免疫组化染色对ＣＩＮ分级诊断的影响及其与宫颈ＨＰＶ感染的相关性分析

马雅茹　阿艳妮　张丽芳　王妍　赵淑萍　２０１８（１０）：９４

''''''''''''''''''''

''''''''''''''''''''''''''''''''''''

ＰＣＲ方法筛查无乳链球菌及预防性治疗的效果分析 李相会　孙玲　吴红丽　孙健　２０１８（１０）：９８
###################

湖北孝感地区育龄期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现状调查及危险因素分析 王巧娥　胡小刚　许海　２０１８（１０）：１０１
###############

康妇炎胶囊联合阿奇霉素对中老年盆腔炎性疾病的临床疗效研究 杨眉　李雪艳　邹余粮　边步荣　２０１８（１０）：１０５
###########

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中羊水栓塞行改良急救方案对产妇死亡率、早产率的影响研究 王秀芹　２０１８（１０）：１０８
################

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应用腹腔镜手术的临床效果分析 周小飞　刘玉珠　陈春妃　胡天琼　２０１８（１１）：３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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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静　王磊　梁楠楠　林琳　崔春柳　２０１８（１１）：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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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春霞　汪敏　２０１８（１１）：４６
############

ＳＣＡＧ、ＣＡ１２５、βＨＣＧ、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在宫颈癌的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董赞妙　２０１８（１１）：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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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桦　黄素静　２０１８（１１）：５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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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娜　王家俊　２０１８（１１）：５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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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５９
####################

超声在Ⅱ型子宫黏膜下肌瘤患者术前评估中的价值 郭雪　裴敏　李琳　周英　２０１８（１１）：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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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６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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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６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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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定山　夏洪波　陈燕　２０１８（１１）：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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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海青　沈秀珍　黄海燕　２０１８（１１）：７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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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７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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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运合　徐小溪　康燕　刘俊国　２０１８（１１）：８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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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８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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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禖宁　吴文萃　黄素静　２０１８（１１）：８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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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
$

　郝佳渊　廖源　李娟　２０１８（１１）：９２
#########

阴道助产对产后盆底功能的影响 彭晓梅　刘颖　２０１８（１１）：９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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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９９
########################

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的可行性、安全性及近远期疗效 孙文妹　张林风　李燕　２０１８（１２）：３０
##############

对比传统巴氏涂片法与液基细胞学法在宫颈癌筛查中的作用 张露丹　张建华　张瑾　白小英　２０１８（１２）：３４
##############

人乳头瘤病毒１６／１８分型在宫颈癌初筛阳性分流中的应用价值 何月　王爱平　陆晓红　孟西娜　顾燕芳　２０１８（１２）：３７
#########

ＥＰＩＤ用于宫颈癌逆向调强放疗的摆位误差与质量控制 苏毅德　周含　冯茜　杨孝伟　２０１８（１２）：４０
#################

探讨女性生殖道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及其与宫颈癌病变的关系 庞亚丹　金丽　叶利群　２０１８（１２）：４２
###############

评价治疗前外周血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在宫颈癌放疗患者中的预测意义

迪丽达尔·斯地克　张蕾　叶建蔚　胡尔西旦·尼牙孜　２０１８（１２）：４５

''''''''''''''''''''''''''

''''''''''''''''''''''''''''''

妊娠晚期性交对分娩发动影响的Ｍｅｔａ分析 李灵　廖碧珍　２０１８（１２）：４９
#############################

解脲脲原体感染对不孕女性ＩＶＦＥＴ治疗后妊娠结局的影响 邹文　杨菁　２０１８（１２）：５４
#######################

盆底肌按摩对行冻融胚胎移植周期薄型子宫内膜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 张斌　焦娇　林晓霞　赵玉　魏本翠　２０１８（１２）：５８
########

改变产妇体位纠正骨盆倾斜度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梁永恒　谭艳丽　邓敏　２０１８（１２）：６１
#######################

子宫动脉栓塞术对子宫瘢痕妊娠患者治疗价值的新探讨 王瑾　姬中庆　２０１８（１２）：６４
########################

观察复方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终止早期妊娠的临床疗效 吴东辉　赵雅萍　２０１８（１２）：６７
#####################

腹腔镜手术治疗卵巢巧克力囊肿对卵巢功能恢复效果的影响 张雪刚　陈美霞　２０１８（１２）：７０
#####################

ＨＧＦ和ＭＭＰ９在妊娠期高血压患者中的临床意义 余文婷　李代龙　２０１８（１２）：７４
#########################

孕酮激素治疗流产的效果观察及对血清因子Ｐ、βＨＣＧ水平的分析 梅军华　张志安　龙梅　魏春清　２０１８（１２）：７８
###########

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和妊娠相关蛋白Ａ的表达与复发性流产的相关性分析 陈汉华　２０１８（１２）：８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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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治疗方式在难治性产后出血患者中的效果及对性激素表达的影响比较 陈徐　龚阳　谢兰　２０１８（１２）：８４
##############

ＨＩＦＵ治疗子宫肌瘤对卵巢功能的影响 冯敏清　张汝坚　陈向东　郑玉华　陈莉婷　王浩　陆红梅　徐智立　２０１８（１２）：８８
#######

不同卵巢缝合止血方式对卵巢囊肿剥离术后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分析 唐秀萍　刘良英　杨萍　２０１８（１２）：９２
##############

宫腔镜治疗子宫异常出血后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分析 符吉芬　王爱丽　李丽娟　邢娉婷　２０１８（１２）：９６
##############

经阴道实时三维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诊断输卵管通畅性的价值研究

施唯　莫凌莉　毕磊磊　洪丹　张晓燕　赵婷婷　江晓婧　邹丽　２０１８（１２）：９９

'''''''''''''''''''''''''''''''

''''''''''''''''''''''''''

探讨经腹和经阴道超声检查对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断价值 任丽　刘癑　王凌翔　王卉　陈芳　龙丽　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２
##########

非手术与手术治疗在女性压力性尿失禁中的安全性、近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对比分析 张操　蔡建军　丁青　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５
#######

乌鲁木齐市不同人口学特征流动育龄妇女的内源性生殖道感染情况 张君娴　李玉艳　周颖　徐双飞　曹莉　武俊青　２０１８（１２）：１０８
###

女性流动人口生殖道感染的流行病学分析 徐翠翠　李龙珠　徐海耿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１
########################

辅助助产技术后新生儿出生缺陷的临床调查分析 李海波　刘曦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４
##########################

肥胖和正常儿童性成熟时间与血中瘦素和性激素水平间的关系 穆丹　冯孝强　卢笛　贾鲲鹏　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７
#############

中医性学·

左归丸治疗男性不育少弱精子症（肾阴亏虚型）临床观察 孙松　李海松　祝雨田　王彬　莫旭威　王继升　２０１８（４）：１１７
########

李曰庆教授应用马钱子治疗男科疾病临床经验 王继升　姚泽宇　代恒恒　李霄　祝雨田　董雷　王彬　２０１８（４）：１１９
#########

刺蒺藜配伍蜈蚣治疗气滞血瘀型阳痿效果———秦国政教授经验谈 邢益涛　李杰　周也　冯青　陈曙辉　秦国政　２０１８（４）：１２２
#####

针刺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系统评价 柴琦琦　郎琰　丁晶　卞廷松　２０１８（４）：１２５
#######################

李海松教授治未病理念在治疗阳痿疾病中的应用 董雷　李海松　王继升　宫僖浩　党进　李霄　王彬　２０１８（５）：１０２
#########

补肾衍精汤联合左卡尼汀治疗少弱精症的临床观察 陈其华　李博　赵文雪　周欢　羊羡　胡伟　罗星乐　２０１８（５）：１０５
########

中西药联合补肾疏肝，活血通络法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粟龙　黄臻　甘志勇　宾彬　２０１８（５）：１０７
###################

穴位按摩联合中药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研究 王克邪　张伟　郁超　温伟隆　应荐　赵玲　２０１８（５）：１１０
#############

益气活血托毒方改善ⅢＢ型前列腺炎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临床观察

沈建武　高瞻　张林　曾凡雄　王桂云　邵魁卿　李奇　秦朋旭　李芋锦　２０１８（６）：９７

'''''''''''''''''''''''''''''''

''''''''''''''''''''''

无症状性弱精子症的中医研究 刘绍明　张岳阳（综述）　郭军 （审校）　２０１８（６）：１０３
########################

中药联合微波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疗效的Ｍｅｔａ分析 马春晓　胡海翔　徐少强　２０１８（６）：１０６
#################

精索静脉曲张中医证型分布及其对睾丸功能影响初探 崔天薇　刘保兴　高云霄　马文静　２０１８（６）：１１０
###############

李海松教授治疗早泄临床经验 耿金海　王继升　王彬　祝雨田　马健雄　李霄　李海松　２０１８（６）：１１４
###############

扶正排毒方联合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治疗艾滋病的临床研究 何志芳　刘媛　吴园琴　韩亚萍　王慧群　武美红　２０１８（６）：１１７
####

乌灵胶囊联合苄星青霉素对妊振合并梅毒患者血清ＲＰＲ滴度变化及母婴结局的影响

黄芳　李维玲　陈媛媛　屈萍　张建芳　２０１８（６）：１２０

''''''''''''''''''''''''

'''''''''''''''''''''''''''''''''''''

缩宫素联合鲜益母草胶囊及缩宫素联合五加生化胶囊治疗产后子宫复旧不良的临床疗效比较

郭静　王建军　童晓文 　郑欢　２０１８（６）：１２４

''''''''''''''''''''

''''''''''''''''''''''''''''''''''''''''

补肾活血疗法对排卵障碍性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观察 张其兰　肖丹　韩珍珍　陈家莲　杨斯皓　２０１８（６）：１２７
############

从五脏论治少弱精子症的理论探析 盛文　李宪锐　丁劲　商建伟　张耀圣　２０１８（７）：１１３
#####################

西地那非与益肾壮阳膏治疗前列腺术后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余芸　黄华松　张庆涟　２０１８（７）：１１５
###############

麒麟丸联合子宫内膜微刺激对薄型子宫内膜治疗疗效分析 王哲　张淑珍　刘玲　李淑玲　２０１８（７）：１１８
###############

艾灸关元穴联合盆底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初产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疗效观察 伍立群　肖凤仪　李波　李兆宝　２０１８（７）：１２１
#####

基于文本挖掘技术分析治疗精液不液化症的中医用药规律 林煦篧　陈曙辉　张明强　陈立　秦国政　２０１８（７）：１２４
##########

蜂花前清方（蜂花前清茶）治疗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随机对照临床研究

李海松　王彬　刘清尧　韩亮　陈朝晖　孙松　赵冰　周洪　莫旭威　党进　２０１８（８）：１２５

'''''''''''''''''''''''''''''

'''''''''''''''''''''

补肾活血法治疗男科疾病浅谈 王旭昀　张宏　商建伟　刘湘　盛文　吴松立　２０１８（８）：１３０
####################

穴位埋线联合泻肝益肾汤治疗肝郁肾虚型阳痿的临床疗效观察 黄从军　支太朝　刘彬　张开翔　肖友平　２０１８（９）：９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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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藤咀嚼片辨证治疗湿热蕴结证慢性盆腔炎性包块的临床效果评价 顾莹　芮宇骋　周芳　沈青青　黄馥郁　王家俊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１
##

克淋通胶囊在上尿路结石术后抗感染疗效观察 张能　苏鹏　李晓光　王得胜　罗江艳　罗旭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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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然　李奇　郑卫军　秦朋旭　李芋锦　柯刘盼　高瞻　２０１８（１１）：１０３

'''''''''''''''''''''''

''''''''''''''''''''''''''

王转红教授治疗不孕症临床经验总结 赵玲玲　王转红　２０１８（１１）：１０６
##############################

“大补元气、破血逐瘀”之法治疗慢性精囊炎性血精症临床研究 王小龙　臧大伟　郑连文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０
################

·皮肤性病学·

２８例梅毒患者的颅脑ＭＲＩ研究 何志芳　陈亚玲　吴园琴　韩亚萍　许传军　张慧　２０１８（４）：１３０
##################

隐性梅毒患者外周血Ｔ淋巴细胞亚群对苄星青霉素Ｇ驱梅疗效的影响 吴满平　杨毅　２０１８（４）：１３３
#################

尖锐湿疣复发患者ＨＰＶ基因分型的分布情况及关系分析 景伟芳　周娜娜　刘雪　尹鸿英　王敬茶　２０１８（５）：１１４
###########

微波联合光动力预防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临床研究 邓勇　蒋亚辉　万焰　杨和荣　于春水　２０１８（５）：１１７
##############

斑蝥素联合ａ２ｂ干扰素治疗尖锐湿疣疗效观察 杨雪松　付　房庆华　李杰　哈达　吕晓红　２０１８（５）：１２０
#############

干扰素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疗效 徐远　洪莉　２０１８（５）：１２３
########################

５％咪喹莫特乳膏联合ＣＯ２激光治疗在女性尖锐湿疣中的应用 杨钧　付锐　潘付堂　２０１８（５）：１２６
##################

头孢哌酮舒巴坦钠对淋病患者淋球菌改变及不良反应的临床观察 夏建宇　刘佳勋　於建鹏　毛俊彪　２０１８（５）：１２９
##########

安徽某三甲综合医院病患梅毒筛查分析 胡春艳　陈晨　戴前梅　２０１８（６）：１３０
##########################

湖州市抗病毒干预对配偶间ＨＩＶ传播的抑制作用研究 朱琴华　李晓峰　钟华杰　张伟娟　２０１８（６）：１３４
###############

中医辨证联合青霉素治疗梅毒血清抵抗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周蜜　徐萍　卢忠明　２０１８（６）：１３７
###################

莫西沙星联合光动力疗法治疗合并尖锐湿疣的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的临床观察 贾淑青　方锐华　莫金雪　２０１８（６）：１４０
#######

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刘波　白雪　２０１８（７）：１２８
#################################

Ｆｏｕｒｎｉｅｒ坏疽的诊疗进展 孙宝澍　邵为民　陈涤平　２０１８（７）：１３０
################################

光动力联合电灼、干扰素治疗对尖锐湿疣患者粘附分子、Ｔｏｌｌ样受体及细胞因子表达的影响

赵军　张静 　丁浩　陈银雪 　尹建凯　２０１８（７）：１３５

''''''''''''''''''''''

'''''''''''''''''''''''''''''''''''''

合并梅毒对妊娠孕妇胎儿纤维连接蛋白、妊娠结局的影响 杨小云　张晶　黄凤霞　２０１８（７）：１３８
###################

三亚市不同人群梅毒感染现状分析 陈伟思　黎华波　张择榕　许玉军　朱考考　２０１８（７）：１４２
###################

８１９４６例住院患者梅毒抗体检测结果分析 刘启胜　杨志花　王鲁文　２０１８（８）：１３２
########################

育龄期女性生殖道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微生物组成关联分析 张恒　袁莉　高艳　王佩　吴晓康　２０１８（８）：１３６
#############

ＣＯ２联合氟尿嘧啶对尖锐湿疣患者疗效的评估 葛锐　王志波　２０１８（８）：１４０
############################

性病就诊者艾滋病和梅毒检测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高西　徐荻茹　２０１８（８）：１４３
########################

Ｔ淋巴细胞亚群在梅毒血清固定患者外周血表达及对患者发病机制影响分析 黄勇　崔雪娇　李双庚　李兆轩　秦雪梅　２０１８（９）：９４
###

梅毒患者采用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对患者体内血清学变化情况的影响 徐亚楠　周晓凤　熊林　２０１８（９）：９８
#########

米诺环素治疗老年梅毒患者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血清抗核抗体的影响 姜黎黎　张玉萍　尚爱民　２０１８（９）：１０１
############

山东省女性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亚型分析

张丽冉　谢风祥　赵东曼　姜玲波　彭德志　王丙维　赵俊艳　王新国　毕春蕊　祁德波　２０１８（９）：１０５

''''''''''''''''''''''''''''''''''''

'''''''''''''''

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术吸入Ｎ２Ｏ的镇痛效果观察 牛彬　石年　张靓　２０１８（９）：１０９
########################

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氩离子束凝固术对女性外阴巨大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探究 杨自荣　陈卫卫　２０１８（９）：１１３
###############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泛昔洛韦在生殖器疱疹合并湿疹患者中的应用及对机体免疫的影响研究

霍佳　张鼎伟　张秦　董颖颖　肖生祥　２０１８（９）：１１６

'''''''''''''''''''

'''''''''''''''''''''''''''''''''''''

ＮＢＵＶＢ照射联合羌月乳膏治疗生殖器（下体）周边慢性湿疹的临床研究 裴宇　董洁　万军　孙云 　２０１８（９）：１１９
###########

产前抗梅毒治疗对妊娠期梅毒患者围产结局及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王晓娟　李冰琳　王聪　２０１８（１０）：１１７
#############

３种不同梅毒血清学实验方法在临床中的应用价值及效能比较 符颖　陈菊香　何瑞英　王声兴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１
#############

咪喹莫特乳膏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

２ｂ在尖锐湿疣患者中的临床效果观察 胡楠　倪通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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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Ａ光动力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对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肛周尖锐湿疣患者的干预效果及其对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景文文　周永安　梁永辉　张瑞娟　２０１８（１０）：１２８

''''''''''''

'''''''''''''''''''''''''''''''''''''''

香菇多糖联合伐昔洛韦片口服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患者Ｔ细胞亚群的影响 杨华锋　黄浩　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１
######

匹多莫德与伐昔洛韦联用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免疫平衡系统及预后影响 杨万军　刘丽华　吴思　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４
##########

间歇性应用免疫调节剂对带毒阳性生殖器疱疹患者机体免疫功能及复发频率的影响 康旭　汪国庆　何飞龙　徐元俊　２０１８（１０）：１３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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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１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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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１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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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庆田　王冬梅　杨璐　赵敏　宋静　２０１８（１１）：１１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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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艳萍　孙雪梅　张玲　２０１８（１１）：１１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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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薏　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２
########

盐酸氨酮戊酸散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分析 李小群　胡立明　陈国菊　郭惠娟　温云鹏　朱斌　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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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佳　李娅　许萌萌　王昕　２０１８（１１）：１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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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２
####

核酸扩增试验在淋病诊断和治疗中的研究进展 陈康宁　高轲　李荣欣　董治龙　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５
###################

高危ＨＰＶ检测在ＡＳＣＨ结果分流中的作用分析

谢风祥　张丽冉　赵东曼　彭德志　姜玲波　王丙维　王新国　赵俊艳　祁德波　２０１８（１１）：１３９

''''''''''''''''''''''''''''''''''''''''

'''''''''''''''''''

北京地区近年支原体耐药情况分析 柯明辉　陆兴　张培伦　王传航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２
########################

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临床疗效及免疫功能影响 刘小莹　郑宏波　王一龙　刘颖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６
###########

孕期梅毒者行母婴阻断干预对围产结局的影响 胡晓雯　尤愈珍　苏小安　张雷　２０１８（１２）：１２９
###################

ＣＯ２激光术联合消疣灵肌注治疗泌尿生殖器尖锐湿疣疗效观察及对患者性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刘云　甘为　李云飞　张正龙　陈胜　王天宝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２

'''''''''''''''''''''

''''''''''''''''''''''''''''''''''

当归多糖通过抑制角蛋白１７表达抑制角质形成细胞的增殖活性 朱自荣　王飞苗　潘萍　赵生魁　金小雅　雷德军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５
####

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生殖道病原体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 刘玉林　黄晓楠　赵琪林　赵明才　２０１８（１２）：１３９
###############

手术治疗巨大乳腺外派杰氏病附病例报告５例与文献复习 许丽娟　刘新海　郑玲玲　２０１８（１２）：１４２
#################

外阴扁平苔藓的临床病理分析 冯海华　２０１８（１２）：１４５
#####################################

性心理学·

探讨城乡中年夫妻的婚姻质量与其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性 郑?　陈诗咏　杨作斌　２０１８（４）：１３６
##################

性康复干预对子宫全切术患者术后性心理与性行为的影响研究 刘晓丽　任景芳　２０１８（５）：１３２
###################

利培酮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心理性唤起的影响 刘典英　谢秀东　刘永华　２０１８（９）：１２２
#####################

上海市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性功能障碍的横断面调查研究 张骋姣　潘令仪　包家林　胡光富　２０１８（１０）：１４１
#############

·性教育与性健康·

国内大学生性状况的网络调查分析与性教育对策研究 郭俊良　２０１８（４）：１４０
###########################

中山市大学生性教育现状调查 何绍芳　陈楚莹　李依潇　何琳惠　曾海江　２０１８（４）：１４３
#####################

高校大学生艾滋病感染频发原因初探 魏士雄　库雄　刘建忠　王蕾　魏然　郑泽顺　张艳佶　２０１８（４）：１４６
#############

高校性教育课程实施效果探析 杨慧　２０１８（５）：１３６
######################################

性骚扰视角下的高校心理咨询中心功能拓展与模式创新探究 李佳源　方苏宁　苗高萌　２０１８（５）：１４１
################

基于医院感染监测系统的某妇幼保健院性传播疾病的调查分析 仓艳琴　冷姝芳　吕焱　２０１８（５）：１４４
################

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在乳腺癌幸存者中应用的信效度评价 吴傅蕾　袁晓玲　袁长蓉　２０１８（５）：１４９
################

基于网络应用程序的中国育龄女性性生活情况调查 陈醒　白文佩　霍禹良　席思思　毛乐乐　周应芳　２０１８（５）：１５２
#########

从贞操文化谈性侵害和性教育 杨秀芬　２０１８（６）：１４３
#####################################

大学生性别角色量表的编制与信效度检验 赵益　张嘉江　２０１８（６）：１４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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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农村已婚妇女性健康现状研究 杨爽　周郁秋　才运江　２０１８（６）：１５１
##########################

产妇性健康自我效能的调查研究 洪迎迎　骆俊宏　２０１８（６）：１５４
################################

转型时代美国的性教育对中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启发 吴波　２０１８（６）：１５７
#############################

英国威尔士小学性教育教材的设计经验对中国小学性教育的启发 吴波　２０１８（７）：１４４
#######################

北京市顺义区高中生艾滋病知晓及性观念现况调查 闫丽　刘云慧　苏金星　２０１８（７）：１４９
#####################

大学生性别差异对待知觉调查研究 贵永霞　２０１８（８）：１４７
###################################

论当代大学生的性别平等教育的基本内容 鲁琳　２０１８（９）：１２５
#################################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与性健康教育调查 陆卫群　杨慧勤　赵列　２０１８（９）：１２７
#########################

全面的性教育课程对对提升澳门初中生性知识的成效 余惠莺　黄翠萍　罗文秀　尹一桥　罗家俊　２０１８（９）：１３２
###########

发挥社区职能开展青春期性健康教育的途径分析 侯薇　２０１８（９）：１３５
##############################

四川省农村小学儿童性侵害防范意识研究 肖蕾　陈巧玲　段桂敏　２０１８（９）：１３８
#########################

妊娠期妇女性生活现状及性健康教育研究进展 庞婉颖　廖碧珍　２０１８（１０）：１４７
##########################

ＧｎＲＨａ对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女童内分泌代谢、骨代谢及脂代谢的影响 曹玲　亢相逢　常蕊　２０１８（１０）：１５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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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１１）：１４４
###################

探讨澳门初中生性知识现状及建议 黄翠萍　余惠莺　罗文秀　尹一桥　罗家俊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０
###################

运用典则相关法探究家长对学生性教育相关知识、态度的影响 张庭浩　余小鸣　石琰琴　王嘉　２０１８（１２）：１４７
#############

９５后医学生性观念调查研究 孙玉龙　宗林　张愉悦　曹茹　曹毅　２０１８（１２）：１５１
#########################

未婚大学生生殖健康和避孕知识及影响因素调查 卫丽丽　２０１８（１２）：１５４
#############################

·性人文社会科学·

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人性观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３数据的分析 邬欣言　林启洋　２０１８（４）：１５１
############

二孩政策下夫妻再生育意愿与婚姻质量的相关性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刘茂竹　杨建华　２０１８（４）：１５７
###############

大学生男男性行为人群首次同性性行为与相关行为调查 樊爱平　杨冬芳　成玲　刘亚军　雷杰　２０１８（５）：１５７
############

规培护士择偶价值取向调查研究 赵建君　席晓莉　吴爵　２０１８（７）：１５２
#############################

从精神分裂症患者到性工作者的内心历程 张淑芳　向东方　申荷永　王继中　徐汉明　尹聪　刘连忠　２０１８（７）：１５４
#########

特殊儿童家长性教育实施情况、需求调查及其启示 卞蓉　唐小红　２０１８（７）：１５７
##########################

母亲教养方式对女大学生非安全性行为倾向的影响：自尊的中介作用 袭开国　２０１８（８）：１５０
#####################

另类媒介：中国“同志”社群发声的特色路径 王亮　２０１８（８）：１５４
#################################

云南省昭通市大营村回族青少年性教育研究 丁娅　和晓蓉　２０１８（８）：１５７
############################

基于应用程序的中国育龄女性遭受性骚扰情况调查 陈醒　白文佩　霍禹良　席思思　毛乐乐　周应芳　２０１８（９）：１４３
#########

乳腺癌生存者性生活质量与生活质量关系研究 冯东霞　陆俊婷　林书球　郝婷婷　周慧　李伟　李朝征　张超　景丽伟　２０１８（９）：１４７
#

青少年常见妇科疾病的诊治进展 苑晓微　邓继红　张雯　２０１８（９）：１５３
#############################

绵阳市男男性行为者交友目的及关联因素分析

王毅　李六林　樊静　赵西和　王晓丽　杜婵娟　刘江　杨干金　李伟　贾秀伟　王洪明　任延飞　廖平　２０１８（９）：１５６

中国艾滋病歧视的挑战及策略 潘超平　黎燕宁　２０１８（１０）：１５５
#################################

关于同性恋成因的系统研究综述 张艳芳　李用国　兰英华　２０１８（１０）：１５８
############################

社会排斥图景下的同性恋群体研究 来帅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３
####################################

女性性工作者社会关系网络分析 刘慧君　赵敏　２０１８（１１）：１５８
#################################

佛山市高中生恋爱、性相关态度与性行为的现状调查研究 黄仙保　２０１８（１２）：１５７
##########################

读者·作者·编者·

中国性科学论文作者署名等规范 　２０１８（５）：１６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