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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联合内分泌去势疗法治疗晚期
前列腺癌临床疗效
杨欣帼　卢绩　李红飞　张海峰Δ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泌尿外科，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观察晚期前列腺癌合并尿潴留的患者在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并结合内分泌
去势疗法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的３０例晚期前列腺癌合并尿潴留的患者，其
中采取ＴＵＲＰ结合内分泌去势治疗的患者１３例，单纯行内分泌治疗的患者１７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的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ＳＡ）、最大尿流率、剩余尿量、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以及 ５年生存率。
结果　两组患者血清ＰＳＡ水平、剩余尿量、ＩＰＳＳ评分与最大尿流率等指标在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是在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水平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ＴＵＲＰ＋
内分泌组的５年生存率、血清ＰＳＡ与内分泌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用ＴＵＲＰ＋内分泌
疗法治疗晚期前列腺癌能够明显缓解患者的尿潴留症状，在不影响患者生存率的前提下能显著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疗效很确切，安全性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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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男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如今我国已经进
入老龄化社会，老年男性的血清 ＰＳＡ筛查也很普及，因此在我
国，该病的病死率与发病率在不断上升，由于该病的病情比较

隐蔽，不容易被发现，导致大多数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已经处于

晚期，从而延误了最佳手术治疗时机。一般来说，患者在发现前

列腺癌时的年龄较大，合并多种基础病，因此临床上对于晚期

前列腺癌患者多以内分泌治疗为主。但晚期前列腺癌的患者

常常合并有尿潴留的症状，导致患者的生活质量下降。基于这

些情况，近些年有很多学者认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可以

显著缓解患者的尿潴留症状，但是，这种治疗方法的长期疗效需

要长期的随访观察，相关资料报道的比较少。虽然晚期前列腺

癌患者更关注的是术后排尿是否通畅，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ＴＵＲＰ术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发生，所以术中还需要注意不
要损伤尿道括约肌。因此，现本实验选取我院２００８年３月 ～
２０１２年３月的晚期前列腺癌合并尿潴留患者３０例，１７例患者
行单纯内分泌治疗，我们简称为内分泌组，１３例行 ＴＵＲＰ联合
内分泌治疗我们简称为 ＴＵＲＰ＋内分泌组，现将两组的疗效对
比结果陈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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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泌尿外科 ２００８年 ３月至
２０１２年３月收治的３０例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
龄范围６１岁～８４岁，平均７５４岁。所有患者均行经直肠前列
腺穿刺活检，在病理检查中，所有患者均确诊。其中 Ｔ３期的有
１３例，Ｔ４期１７例。临床症状：所有患者都合并一定程度的尿路
刺激症状以及排尿困难，其中有６例患者合并急性尿潴留，５例
合并血尿，另外有４例患者行全身骨扫描（ＥＣＴ）合并骨转移，其
中有１例患者出现骨痛症状。合并症中，合并心血管病的有１０
例，合并肾功能障碍的有７例。内分泌组患者在血清前列腺特
异抗原中检查，在１５１００ｎｇ／ｍｌ～１００ｎｇ／ｍｌ之间，平均为４２３ｎｇ／
ｍｌ。在ＴＵＲＰ合并内分泌组中，为１６ｎｇ／ｍｌ～１００ｎｇ／ｍｌ，平均为
３９４ｎｇ／ｍｌ。３０例前列腺患者在 ＭＲＩ检查中显示：外周带存在
异常信号，６例患者出现侵犯精囊，３例患者合并盆腔淋巴结转
移。

１２　治疗方法
内分泌组采用持续内分泌（ＣＨＴ）治疗，采取最大限度的雄

激素阻断，采用康士得及诺雷得药物去势治疗：（康士得厂家：

阿斯利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２０４５５）５０ｍｇ／次，１次／天，（诺雷得厂
家：阿斯利康，国药准字 Ｘ１９９９０２３１）３６ｍｇ／次，１次／月。用药
期间每月复查血清 ＰＳＡ，若转变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ｃａｓｔｒａ
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ＲＰＣ），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治
疗方法。如若存在尿潴留现象，需要采用经彩超下膀胱穿刺造

瘘术或导尿治疗，ＴＵＲＰ＋内分泌组在全麻下行 ＴＵＲＰ术，不以
治愈疾病为目的，其能够对尿路梗阻症状进行有效缓解，并在

可以在３天～５天后拔除尿管，在术后１周可以进行内分泌治
疗，其治疗方法与内分泌组患者相同。

１３　评价指标
术前，所有患者需要对血清ＰＳＡ进行检查，最大尿流率，剩

余尿量，评估 ＩＰＳＳ。术后随访５年，每月定期复查血清 ＰＳＡ，剩
余尿量，最大尿流率及ＩＰＳＳ评分。随访期内患者的死亡计算为
生存率终点。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

示计量资料。组内比较中，通常进行配对资料ｔ检验，采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生存率比较采用ＫＭ法。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图１　累计生存函数图

表１　ＴＵＲＰ＋内分泌组各参数治疗前后变化

　 时间 ＰＳＡ／ｎｇ·Ｌ－１　 剩余尿量／ｍｌ　 最大尿流率／ｍ·ｓ－１ ＩＰＳＳ／分

术前 ３９３±１０４ １４５８±４０３ ４４±１２ ２１２±４３

术后３个月 ５２±１３ａ １８０±３８ａ １２４±２４ａ ９２±１６ａ

术后１２个月 ２５±０７ａ ３３６±１４７ａ ９９±１９ａ １２７±２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３个月各参数比较

　　 分组 ＰＳＡ／ｎｇ·Ｌ１ 剩余尿量／ｍｌ 最大尿流率／ｍ·ｓ１ ＩＰＳＳ／分

内分泌组 ５４±１４ １３８０±３４１ ４９±１２ ２２１±４３

ＴＵＲＰ＋内分泌组 ５１±１３ １８０±３８ａ １２４±２４ａ ９２±１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在００１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

　结果
３０例患者经治疗后随访时间范围３个月 ～６０个月，时间

（４７３±３２）个月。内分泌组中 ７例死亡，５年生存率为
５８８％。ＴＵＲＰ＋内分泌组５例死亡，５年生存率为６１５％。在
总体生存率比较中，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累计生
存函数见图１。内分泌组治疗３个月后，其血清 ＰＳＡ与治疗前
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但是剩余尿量、最大尿
流率、ＩＰＳＳ评分等指标中，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ＵＲＰ＋内分泌组术后３个月血清ＰＳＡ、剩余尿量、最大
尿流率、ＩＰＳＳ评分等指标与术前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ＴＵＲＰ＋内分泌组患者术后均能自
主排尿，剩余尿量减少，最大尿流率显著升高，ＩＰＳＳ显著下降，
排尿困难症状得到极大缓解。按照既定治疗方案治疗３个月
后，两组患者在最大尿流率、剩余尿量和ＩＰＳＳ评分方面，差异比
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但是，两组
的血清ＰＳＡ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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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由于前列腺癌疾病的发病比较隐蔽，早期症状不典型，从

而导致大多数患者在确诊的时候均处于晚期。前列腺癌发生

于前列腺腺体外周带，晚期时容易侵及包膜，再加上患者年龄

较差，通常会合并心血管疾病，使得大多数患者无法耐受手术

治疗，只能选择保守治疗。前列腺癌的一般临床表现是下尿

路梗阻［１］，ＴＵＲＰ虽然不能对前列腺癌进行根除，但是可以有
效的缓解尿路梗阻症状，能够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本

实验采用了ＴＵＲＰ＋内分泌的治疗方法，并与单纯内分泌治疗
比较。结果发现ＴＵＲＰ＋内分泌组中，最大尿流率与剩余尿量
以及ＩＰＳＳ评分均优于内分泌组。剩余尿量和最大尿流率的结
果是衡量患者梗阻程度的重要指标，ＴＵＲＰ＋内分泌组的患者
术后的排尿情况依赖于 ＴＵＲＰ的直接作用。关于前列腺的内
分泌治疗，Ｃｏｎｔｉ［２］等报道了一篇使用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和持
续性内分泌治疗前列腺癌患者的文章，结果表明：在前列腺癌

患者总体生存率、肿瘤特异性生存率以及疾病进展方面，持续

性内分泌治疗与间歇性内分泌治疗相比并无明显优势，但是

因为本实验的病例数较少，观察时间较短，未能对长期服药后

的副作用及远期疗效做进一步的评价，因此没有采用间歇内

分泌治疗。

Ｍｏｒａ［３］等学者在对ＴＵＲＰ治疗前列腺办尿潴留的相关研究
中发现，术后有７２５％的患者拔除尿管后均恢复正常。汪自
力［４］等学者认为在采用内分泌联合ＴＵＲＰ治疗该病合并尿潴留
的时候，文章中对于最大尿流率及剩余尿量的结果与本实验相

同。Ｆｏｒｍａｎ［５］等实验表明：在将其结果与穿刺病理活检的比较
中，采用ＴＵＲＰ治疗的患者，其肿瘤转移概率较高，差不多是病
理活检的２倍，并且５年生存率较低。Ｍａｒｚａｌｅｋ［６］等实验表明，
患者在术后１／２／５年的生存率分别为８３％、７０％与６１％，表明，
在前列腺癌合并尿潴留中采用 ＴＵＲＰ治疗，其具有较好的治疗
效果，且安全有效。Ｋｕｂａｎ［７］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患者是否采
用ＴＵＲＰ治疗，其骨转移的发生率差异比较明显，但是从肿瘤分
期与分级角度进行分析，是否采用ＴＵＲＰ治疗，与肿瘤转移的相
关性较小。在本实验的术后随访中，尚未发现由 ＴＵＲＰ导致的
前列腺癌血行转移。从原理上讲，ＴＵＲＰ使前列腺的静脉窦开
放，在冲洗液的灌注压力下可能使前列腺癌细胞进入血液循

环，从而导致血行转移。

但 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８］等认为导致癌细胞转移的关键在于具有特
征性的前列腺癌症细胞，在进行 ＴＵＲＰ手术治疗的时候不会引
起癌细胞转移［９１４］。在本次研究中，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清

ＰＳＡ水平无明显差异，在５年生存率方面差异不显著。表明前
列腺癌晚期患者在进行 ＴＵＲＰ治疗的时候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并且对患者的生存率不会影响［１５１７］。

总之，前列腺癌晚期伴尿潴留患者采用 ＴＵＲＰ联合内分泌
治疗，可以取得较好的效果，明显改善尿潴留症状，促使患者生

活质量的提高，具有较高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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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腹腔镜与开放手术疗效分析
陈舜琦△　王小利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重庆 ４０５４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并探讨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腹腔镜和开放手术之间的疗效对比。方法　回顾性研
究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收治且随访成功的１００例高危前列腺癌手术患
者的临床资料，按照患者的手术方式将其分为腹腔镜组、开放手术组，开放手术组患者接受开放式耻骨后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腹腔镜组患者接受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远期生存率、勃起功能恢复率以及控尿率。

结果　两者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远期生存率、控尿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恢
复率为６１２２％，明显高于对开放的３９２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根治性前列
腺切除术，可以有效缩短手术时间，促进术后恢复，同时可以有效恢复患者的术后勃起功能。

【关键词】　高危前列腺癌；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腹腔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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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属于临床常见的男性恶性肿瘤，是导致男性癌因
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发病率较高，且随着近年来饮食习

惯和结构的改变而出现增高［１２］。高危前列腺癌是指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超过２０μｇ／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达到８分以上、临床分期发
展至Ｔ２ｃ期以上的前列腺癌，其恶性程度较高，死亡风险较高，以
往临床上多采取保守治疗对高危前列腺癌患者进行治疗，但其

疗效并不理想，有学者指出，采用根治性手术治疗前列腺癌后患

者的远期生存率较高［３４］。根治性手术可以分为开放手术和腹

腔镜手术两种，本次研究对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重庆市
开州区人民医院收治且随访成功的１００例高危前列腺癌手术患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对两种方法的效果进行比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研究分析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重庆市开州
区人民医院收治且随访成功的１００例高危前列腺癌手术患者的
临床资料，所有患者均由术后病理证实为前列腺癌，符合高危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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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癌的诊断标准（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超过２０μｇ／Ｌ、Ｇｌｅａｓｏｎ评
分达到８分以上、临床分期发展至Ｔ２ｃ期以上），所有研究对象了
解研究过程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按照患者的手术方式将其分为开放组（开放式耻骨后根治

性前列腺切除术）、腔镜组（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其

中，开放组共有 ５１例，年龄范围 ５２岁 ～７６岁，年龄（６４１７±
１０６２）岁，包括２５例 Ｔ３ａ期、１４例 Ｔ３ｂ期、１２例 Ｔ３ｃ期；腔镜组共
有４９例患者，年龄范围５０岁～７７岁，年龄（６３８９±１０８６）岁，
包括２４例Ｔ３ａ期、１４例 Ｔ３ｂ期、１１例 Ｔ３ｃ期。两组患者的临床资
料均保存完整，未出现缺失，就其年龄等基本资料进行比较，Ｐ
＞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以进行对比研究，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此次研究实施。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切除范围相同，具体方法如下：开放组患者接受

开放式耻骨后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麻醉方式为气管插管全

麻，体位采取头低脚高平卧位，于下腹正中位置作切口，将腹直

肌牵开，对盆腔淋巴结进行清扫，上下分别至髂总动脉分叉点、

闭孔神经，对前列腺耻骨韧带和盆底筋膜予以保留，对肛提肌、

膀胱颈进行离断；于输尿管口对膀胱三角进行切断，对输精管

壶腹部进行结扎，并游离精囊，使前列腺后外侧韧带充分显露；

对前列腺进行夹闭，将耻骨前列腺韧带切断，对前列腺尖部与

尿道接合处予以保留，取出切除的前列腺，并对膜部尿道予以

离断；对膀胱颈完成重建，并对膀胱颈、尿道进行吻合；充分冲洗

膀胱，依次关闭切口。腔镜组患者接受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

除术，麻醉方式为气管插管全麻，体位采取平卧位，分别于左右

侧麦氏点、左侧麦氏点与脐连线中点、右侧麦氏点与脐连线中

点、脐下缘作５个穿刺孔，建立压力为１３ｍｍＨｇ～１４ｍｍＨｇ的气
腹，并置入套管，将腹腔镜置入，对盆腔进行扫查，对淋巴结进行

清扫，上下分别至髂总动脉分叉点、闭孔神经；对前列腺尖部进

行分离、结扎，对膀胱颈与前列腺连接处进行离断，游离精囊、输

精管，对前列腺后间歇予以分离，将直肠前列腺间隙充分游离

至前列腺尖部，对前列腺尖部与尿道接合处进行游离，再对前

列腺两侧韧带、血管蒂予以离断，对膀胱颈、尿道进行吻合，留置

引流管。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

院时间、术后远期生存率（术后１年、２年）、勃起功能恢复率（术
后１年）以及控尿率（术后１年、２年）；其中，控尿率取未发生尿
失禁病例计算，根据尿垫试验（１ｈ）进行评估，如尿垫重量增加
不足２ｇ，即未发生尿失禁，表示控尿良好［５］；勃起功能恢复率取

勃起功能恢复正常病例计算，如术后可自行或借助药物完成性

生活即为勃起功能恢复正常［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ｎ，％）进行 χ２检

验，计量资料（Ｍｅａｎ±ＳＤ）进行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及术后情况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

时间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及术后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胃肠功能恢复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开放组（ｎ＝５１） １９５４３±２８６４ １１６８５±３７５４ ４３５±１１８ ２１７９±３２５

腔镜组（ｎ＝４９） １６４７５±２２７６ａ ３５４７±１０６９ａ ３２４±１０５ａ １７５２±２８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两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尿失禁 尿道狭窄 吻合口漏 淋巴漏 总发生率

开放组 ５１ ２ １ ２ １ １１７６％

腔镜组 ４９ １ １ ２ ０ ８１６％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远期生存情况以及控尿情况
两组患者的术后远期生存率、控尿率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比较两组患者的术后勃起功能恢复情况

腔镜组患者在术后共有３０例患者的勃起功能恢复正常，其
勃起功能恢复率为６１２２％，开放组患者在术后共有２０例患者

的勃起功能恢复正常，其勃起功能恢复率为３９２２％，提示腔镜
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恢复效果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远期生存情况以及控尿情况［ｎ（％）］

组别 例数 １年生存率 ２年生存率 １年控尿率 ２年控尿率

开放组 ５１ ３７（７２５５％）２９（５６８６％）４３（８４３１％）４９（９６０８％）

腔镜组 ４９ ３６（７３４７％）２７（５５１０％）４４（８９８０％）４７（９５９２％）

#

　讨论
前列腺癌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男性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

率较高，且近年来其发病率出现增高，多发生于中老年人群。前

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上皮细胞中，其发生与遗传因素、饮食习

惯、性生活密切相关，早期并不具有明显的症状，随着肿瘤的发

展，患者往往会出现压迫症状（如排尿困难、大便困难、肠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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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精缺乏、坐骨神经疼痛等）、转移症状（血尿、血精、勃起功能

障碍、骨痛等），对患者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影响［７８］。高危前列

腺癌是指肿瘤发展至Ｔ２ｃ期的前列腺癌，其恶性程度高，患者的
死亡率较高，因此，临床上应对前列腺癌患者实施积极有效的

治疗。

以往，高危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法以保守治疗为主，临床上

多认为高危前列腺癌患者的肿瘤恶性程度较高，不适合进行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但近年来临床研究报道指出，如癌细胞未

出现弥漫性扩散转移，高危前列腺癌也可进行根治性前列腺切

除手术治疗［９１１］。现阶段，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已经成为高危

前列腺癌的主要治疗方法，可对肿瘤予以有效控制，并促进患

者生理功能的恢复［１２１３］。

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主要可分为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

其中，开腹手术即开放性耻骨后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而腹腔

镜手术则主要是指在腹腔镜下进行前列腺根治术［１４１６］。由于

腹腔镜手术属于微创手术的范围内，腹腔镜设备的出现使得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的治疗效果和安全性得到提升，腹腔镜根治

性前列腺切除术已成为前列腺癌的手术治疗金标准，腹腔镜根

治性前列腺切除术不仅具有创伤小、术中出血量等优点，还可

有效减少前列腺癌患者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提高患者的存活

率，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１７１８］。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实施腹腔

镜手术的观察组患者其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胃肠功能恢复

时间、住院时间均低于实施开腹手术的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
且其术后勃起功能恢复效果更好，而两组患者的术后远期生存

率、控尿率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充分说明了两种根治
性前列腺切除术均具有显著的远期疗效，可有效延长患者的生

存时间，改善患者的排尿功能，其中腹腔镜手术还可促进患者

术后机体及勃起功能的恢复。

综上所述，与开放手术相比，腹腔镜根治性前列腺切除术

可有效保护高危前列腺癌患者术后的勃起功能，减少尿失禁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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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腹及经直肠超声在检查前列腺增生症中的应用价
值
方海峰１　张冬勇１　王莹莹１　孙海婷１　陆敏莉１　吴红波２　汪宁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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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经腹壁超声检查以及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症中临床检查中的应用
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浙江省宁波市第四医院接受检查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８０
例，分别对患者实施经腹壁超声检查以及经直肠超声检查，观察患者的前列腺增生检出率与前列腺长度与

厚度、重量测量结果，以及左右径、前后径与上下径测量结果等实验数据。结果　对１８０例患者经腹壁超声
与经直肠超声检出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可得经直肠超声的检出率为８６６７％，显著高于经腹壁超声检查的
５８３３％（Ｐ＜００５）。经腹壁超声检查与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症患者前列腺长度与厚度、重量测量
结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经直肠超声检查的前列腺长度和厚度、重量检测结果均显著低于经腹壁超声检查

（均Ｐ＜００５）。在前列腺增生检查中，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左右径、前后径与上下径测量结果方面均
存在明显差异，经直肠超声检查的检测结果均显著低于经腹壁超声检查（均Ｐ＜００５）。结论　较之经腹壁
超声检查，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症临床检查中具有更好的检查效果，具备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症；超声检查；经腹壁超声；经直肠超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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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ａ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ＰＨ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ｉｔｈ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前列腺增生是一种常见的男性疾病类型，患者以尿频、尿
急、尿失禁以及夜尿增多为主要表现，并会对患者的性功能与

生殖系统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引发性功能障碍、早泄、小腹坠

痛、睾丸疼痛等，给患者带来极大的身心痛苦［１］。且前列腺增

生极易导致多种并发症的出现，包括膀胱结石和血尿以及尿潴

留等［２］。临床早诊断、早治疗，以提高预后意义重大。目前，超

声检查是常用的检查方式［３］。本次研究对比分析经腹壁超声

检查以及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症中临床检查中的应

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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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在浙江省宁波市第四医院
接受检查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１８０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分布
范围２３岁～７５岁，中位年龄为４６岁。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
会许可。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病理证实为前列腺增生；②均符合手术指

证；③签订知情同意书；④均为本院收治的住院患者；⑤随访资
料完整并建立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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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恶性肿瘤
者。

１３　方法
分别对患者实施经腹壁超声检查以及经直肠超声检查，首

先实施经腹壁超声检查。指导患者适当饮水，保持膀胧适度充

盈状态。利用经腹探头初步对患者的前列腺情况进行检查，包

括前列腺的形态和大小以及内部回声图像情况，并对前列腺横

径等指标进行测量。之后嘱患者排空膀胱，取直肠探头，套避孕

套后放入患者直肠内。观察图像显示情况，至观察到清晰的回

声图像为止。对探头进行调整，测量前列腺的长度、厚度等指

标。计算并记录各项指标的测量结果［４５］。观察患者的前列腺

增生检出率与前列腺长度与厚度、重量测量结果，以及左右径、

前后径与上下径测量结果等实验数据［６７］。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统一使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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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１８０例患者经腹壁超声与经直肠超声检出情况统计比较

与临床病理情况进行比较，对１８０例患者经腹壁超声与经
直肠超声检出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可得经直肠超声的检出率显

著高于经腹壁超声检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８０例患者经腹壁超声与经直肠超声检出情况统计比较

检查方式 例数 前列腺增生症检出率［ｎ（％）］

经腹壁超声检查 １８０ １０５（５８３３）

经直肠超声检查 １８０ １５６（８６６７）

统计值 — ６２３８

Ｐ值 — ＜００５

２２　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对前列腺长度与厚度、重量的测量结
果统计比较

　　经腹壁超声检查与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症患者
前列腺长度与厚度、重量测量结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经直肠

超声检查的前列腺长度和厚度、重量检测结果均显著低于经腹

壁超声检查，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对前列腺长度与厚度、
重量的测量结果统计比较

检查方式 例数 长度 （ｃｍ） 厚度（ｃｍ） 重量（ｇ）

经腹壁超声检查 １８０ ３８５±０５４３６７±０７４ ４８４５±１２０５

经直肠超声检查 １８０ ３５１±０４５３１２±０５４ ４１０２±１１０６

统计值 — ５３３７ ６１２５ ８０２４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对正常前列腺与前列腺增生相关指
标测量情况统计比较

　　在前列腺增生检查中，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左右径、
前后径与上下径测量结果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经直肠超声检

查的检测结果均显著低于经腹壁超声检查，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对前列腺增生相关指标
测量情况统计比较

检查方式 例数 前后径 上下径 左右径

经腹壁超声检查 １８０ ３５６±０３５３８５±０５７ ５１２±０３５

经直肠超声检查 １８０ ３１２±０４５３３５±０３５ ４６１±０４１

统计值 — ６０３４ ５６８７ ６００１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前列腺增生在男性群体中十分常见，给患者的日常生

活和工作等带来极大的影响［８］。同时，前列腺增生还极易导致

膀胱结石等多种并发症的出现，严重危害到男性健康。临床检

查中，超声检查是常用的方式。具体的检查过程中，可选择对患

者实施经腹壁超声检查或者经直肠超声检查［９１１］。本次研究结

果显示，对１８０例患者经腹壁超声与经直肠超声检出情况进行
统计比较，可得经直肠超声的检出率为８６６７％，显著高于经腹
壁超声检查的５８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
结果还显示，经腹壁超声检查与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

症患者前列腺长度与厚度、重量测量结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经

直肠超声检查的前列腺长度和厚度、重量检测结果均显著低于

经腹壁超声检查，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这是
因为，经直肠腔内探头检查前列腺的过程中，探头频率位置与前

列腺较为接近［１２］。常规经腹壁检查过程中，检查结果容易受到

患者膀胱充盈情况的影响。经直肠检查则有效避免上述干扰，

因此可获得更为清晰的前列腺轮廓线图像，帮助医师更好的对

患者前列腺内部组织细微结构图像等进行观察和分析［１３１４］。

进而测得准确的前列腺长度及厚度，相应的测量结果更为准确，

与不同患者前列腺的真实值较为接近［１５１６］。研究中，在前列腺

增生检查中，经腹壁与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左右径、前后径与上下

径测量结果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经直肠超声检查的检测结果

均显著低于经腹壁超声检查，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１３　　　·

００５）。即提示，较之经腹壁超声检查，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
腺增生症临床检查中具有更好的检查效果。分析相关原因，是

因为在经直肠检查过程中使用的是双平面探头，因此可以对患

者前列腺的３个径线予以更为全面的测量，因此是一种理想的
测量手段［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较之经腹壁超声检查，

经直肠超声检查在前列腺增生症临床检查中具有更好的检查

效果，具备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效果确切，故值得临床广泛应

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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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术对性功能的影响
王雪松△　刘珍　安康　刘鹏　姚雷
辽宁省人民医院，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　探究和分析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术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９月１
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辽宁省人民医院收治的性功能正常的９６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
组，治疗组５０例，对照组 ４６例。治疗组行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术，对照组行常规前列腺电切术
（ＴＵＲＰ），比较两组患者术后的性功能、前列腺症状评分。结果　治疗组患者逆行射精发生率显著少于对照
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前列腺症状评分与对照组患者
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术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前列腺症状评
分，减少手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减少逆行射精的发生。

【关键词】　前列腺电切术；性功能；前列腺症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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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临床上多发于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是治疗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术后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下尿路症

状，但存在不同程度的逆行射精（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１］。

尽管前列腺剜除术能够有效保护膀胱颈，减少逆行射精的发

生，但因该技术的掌握有一定难度，且学习曲线较长，难以全面

推广［２］。因此，为了减少前列腺电切术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本研究对性功能正常的前列腺增生患者行保留膀胱颈的前列

腺电切术和常规前列腺电切术对性功能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

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９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９月１日本院收治的９６例
性功能正常的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９６例患者均被充
分告知相关风险及获益，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９６例患者分为两组，治疗组

５０例，对照组４６例。治疗组５０例患者，年龄范围 ４５岁 ～７６
岁，年龄为（６８７３±８３９）岁，病程范围１～１０年，病程（４５２±
１３８）年；对照组 ４６例患者，年龄范围 ４３岁 ～７５岁，年龄
（６６７８±８３２）岁，病程范围１～１０年，病程（４３９±１２８）年。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等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１　治疗组　治疗组５０例患者行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
术，具体操作方法为：对患者行持续硬膜外麻醉后，使用等离子电切

系统，顺行由膀胱颈部至精阜，但与常规电切不同，膀胱颈部前列腺

组织只做去粘膜化的薄层切除，依次切除中叶及左右叶后，最后处

理膀胱颈部前列腺组织，膀胱颈部一般切到可见轻微环形纤维即

可，为充分保留膀胱颈的内括约肌，此处切除原则为可残留宁少勿

多［３］。术后排尿实验正常，留置导尿，冲洗膀胱。

１２２　对照组　对照组４６例患者行常规 ＴＵＲＰ术，具体操作
方法为：给予患者持续硬膜外麻醉后，使用等离子电切系统，顺

行由膀胱颈部至精阜，依次切除中叶及左右叶，术后排尿实验

正常。术后留置导尿，冲洗膀胱。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后随访１年，在此期间，要求患者每个月到本院的泌尿科

进行１次随诊检查，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３个月的前
列腺症状评分、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逆行射精情况；其中，
前列腺症状评分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表（ＩＰＳＳ）进行评
估［４］。

以患者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和逆行射精作为评价两组患

者术后的性功能的标准［５］。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达，并进行 ｔ值检验，计
数资料采用［ｎ（％）］表示，并进行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和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基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治疗组 ５０ ６８７３±８３９ ４５２±１３８

对照组 ４６ ６６７８±８３２ ４３９±１２８

χ２值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症状评分，组内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Ｅ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逆行
射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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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前列腺症状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前评分 手术后评分 χ２值 Ｐ值

治疗组 ５０ ２６５１±７６８ ５２７±１９５ ９３４６ ＜００５

对照组 ４６ ２６７３±７９２ ５３４±２０３ ９３３１ ＜００５

χ２值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ＥＤ 逆行射精

治疗组 ５０ ４（８００） ９（１８００）

对照组 ４６ ３（６５２） ２５（５４３５）

χ２值 ００１２ ９４２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又被称之为良性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

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全球前列腺增生的

发病率逐渐增多。对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目前尚无明确的说

法，可能与上皮和间质细胞增殖、细胞凋亡的平衡被破坏有关；

此外，可能与雄激素和雌激素的相互作用，前列腺间质和腺上

皮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生长因子、炎症细胞、神经递质等有一

定的关系。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前列腺增生疾病的发生必须具

备有功能的睾丸以及年龄增长２个条件［６７］。

从前列腺增生的临床表现和症状来看，早期的前列腺增生

并没有典型的症状，随着病情的发展和下尿路梗阻的不断加

重，下尿路症状越来越明显，包括储尿期症状、排尿期症状和排

尿后症状［８］。对于症状评分较低或耐受性较好者，多采用等待

观察、药物治疗等手段。但当药物治疗无效或出现严重并发症，

如血尿、泌尿系统感染、膀胱结石、尿潴留、肾积水、肾功能损害

等，临床上多采用外科手术干预［９］。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治疗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金标准，

但术后存在较高的逆行射精发生率，影响患者的性生活［１０］。大

量研究结果显示，正常射精时，膀胱颈部的内括约肌收缩，使精液

不能进入膀胱，同时前列腺窝的压力大于远端尿道压力，使精液

顺行射出。逆行射精与电切过程中膀胱颈部切除过多、尿道内括

约肌受损有关。临床医师因为担心膀胱颈部前列腺切除不彻底，

影响梗阻的解除，难以改善术后症状评分，往往在电切时大量切

除膀胱颈部组织，甚至切平，使尿道内括约肌严重受损，导致术后

逆行射精发生率较高［１１］。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术强调了膀

胱颈部的保留，重点在于最后处理膀胱颈部的前列腺组织，这样

既可以减少膀胱颈部穿孔的可能，又可以有效保护内括约肌［１２］。

此外，膀胱颈部前列腺组织的电切应当点到为止，一般切到可见

轻微环形纤维即可，残留少量膀胱颈部前列腺组织并不影响术后

排尿症状的改善。在行前列腺增生的手术切除过程中，一旦患者

的前列腺包膜被电切穿，反复电烧灼、外液冲洗时的外渗、局部过

高的热量等在传递到前列腺包膜后，将会导致阴茎的勃起神经血

管束受到损伤［１３］。但是，随着电切技术的完善和等离子电切系

统的出现，穿孔和热损伤明显减少，因此考虑术后出现的勃起功

能障碍多为心理性因素引起，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４］。

从上述结果中可以看出，术后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评分均大

幅下降，临床症状明显改善，而治疗组患者术后评分与对照组患

者评分大体相当，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对照
组患者的ＥＤ为６５２％，逆行射精为５４３５％；在同类研究中，ＥＤ
为７６９％，逆行射精为５１２８％，与本研究结果较为接近［１５］。而

治疗组患者的ＥＤ为８００％，逆行射精为１８００％，逆行射精发生
率比对照组明显减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保留膀胱颈的前列腺电切术与常规前列腺电切

术一样，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前列腺症状评分，但因其有效保留

了内括约肌，更能够显著减少术后逆行射精的发生率，改善患者

的性功能，值得临床中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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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
尿流动力学及术后血清ＰＳＡ、Ｎａ水平变化影响
拓志勇△　魏秀丽　夏勇　汪洋
汉中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ＴＵＰＫＰ）对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患者尿流动力
学、生活质量、性功能及术后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血清钠（Ｎａ）水平变化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
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汉中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确诊为ＢＰＨ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从中选取符合条件的患者，
按照手术方式不同分为ＴＵＰＫＰ组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组各５７例。观察两组临床指标、症状评分
和生活质量，检测精浆 α葡萄糖苷酶（αＧｌｕ）、酸性磷酸酶（ＡＣＰ）、精浆果糖（Ｆｒｕ）、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
（ＩＩＥＦ５）、最大尿道闭合压（ＭＵＣＰ）、残余尿量（ＲＵＶ）、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以及血清ＰＳＡ、Ｎａ水平，统计并发
症发生率情况。结果　ＴＵＰＫＰ组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显著低
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腺体切除量显著高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周
两组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显著低于术前（Ｐ＜００５），且 ＴＵＰＫＰ组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１２周两组α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ＩＩＥＦ５显著高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ＴＵＰＫＰ组
显著高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周两组Ｑｍａｘ显著高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且ＴＵＰＫＰ组显著高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ＲＵＶ显著低于术前，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ＴＵＰＫＰ组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ＭＵＣＰ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２周 两组ＰＳＡ、Ｎａ水平显著低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ＰＳＡ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Ｎａ显著高
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０２％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２１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ＴＵＰＫＰ可以有效改善ＢＰＨ患者尿流动力学和术后血清ＰＳＡ、Ｎａ水
平，降低并发症，提高性功能。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增生症；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血清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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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ＵＣＰ），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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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ｔ１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α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ａｎｄ
ＩＩＥＦ５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ＵＰＫＰ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ｔａ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Ｑｍａｘ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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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ＵＰＫＰ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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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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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属于临床
常见良性疾病，主要临床表现为前列腺增大、膀胱出口梗阻等，

该病具有临床进展性，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有资料显示［１］，６０
岁以上患者ＢＰＨ发病率高达５０％以上，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
量。ＢＰＨ随着病情发展引发膀胱出口梗阻、射精障碍、射精疼
痛等症状，使患者健康状况和性生活质量明显下降［２］。目前，

临床多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ＴＵＲＰ）治疗该病，但手术时间较长，容易引起继发性出血、
尿失禁等并发症［３］。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ｂｉｐｏｌａｒ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ＴＵＰＫＰ）是由ＴＵＲＰ发展
而来，其可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４］。但目前

两者在并发症、预后等方面均存在争议。基于此，本研究拟选取

汉中市中心医院收治的１１４例ＢＰＨ患者进行对照组试验，以期
为此类患者临床手术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汉中市中心医院收治的确
诊为ＢＰＨ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从中选取符合条件的患者１１４
例，按照手术方式不同分为 ＴＵＰＫＰ组和 ＴＵＲＰ组，每组５７例。
具体如下：ＴＵＰＫＰ组年龄范围 ６１岁 ～７６岁，年龄（６８２９±
３２１）岁；病程范围１年～５年，病程（３５４±１１２）年；前列腺体
积范围３０ｃｍ３～５１ｃｍ３，前列腺体积（３８５９±５２２）ｃｍ３；Ｒｏｕｓ
标准：前列腺增大Ⅰ度、Ⅱ度、Ⅲ度分别为２４例、１９例、１４例。
ＴＵＲＰ组年龄范围６０岁～７４岁，年龄（６８３８±３２６）岁；病程范
围１年～６年，病程（３６５±１１１）年；前列腺体积范围３２ｃｍ３～
５０ｃｍ３，前列腺体积（３７６２±５２７）ｃｍ３；Ｒｏｕｓ标准：前列腺增大
Ⅰ度、Ⅱ度、Ⅲ度分别为２５例、１７例、１５例。两组年龄、病程、前
列腺体积、Ｒｏｕｓ标准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术前ＰＳＡ＜４ｎｇ／ｍｌ可疑肿瘤患者穿刺活检排
除肿瘤；②年龄≥６０岁；③均符合ＴＵＰＫＰ术和ＴＵＲＰ术适应症；
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严重

泌尿系统感染、神经源性膀胱、尿道狭窄者；②前列腺癌；③严重
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④凝血功能障碍或全身出血性疾病；⑤
既往有尿道外伤史；⑥精神或神经功能异常者。
１３　手术方法

两组均由同一组医生完成手术。医生理论知识、实际操作

能力较丰富，术中所使用器械方式、对患者病灶处理等均根据具

体病情进行。ＴＵＰＫＰ组：使用 ＳｃａｎＭｅｄ双极等离子电切镜，其
电切、电凝功率分别是 １６０Ｗ、１００Ｗ，冲洗液为 ５％甘露醇。
ＴＵＲＰ组：使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电切镜，其电切、电凝功率分别是 １４０
Ｗ、４０Ｗ，将５％甘露醇作为冲洗液。

两组手术方法如下：对患者实施连续硬膜外麻醉，取截石

位，常规消毒、铺巾，于电视监视镜下将电切镜置入，依次对尿

道、前列腺、膀胱等进行观察，明确双侧输尿管口位置，了解尿道

与膀胱是否存在病变，同时观察膀胱颈与精阜距离。合并膀胱

结石者，先给予碎石术，再行电切术。由内向外依次切除中叶，

两侧叶至精阜近端位置。对前列腺尖部和创面实施修整，电凝

止血，冲洗出膀胱内前列腺组织，充盈膀胱后将电切镜拔出。常

规留置三腔气囊导尿管，将２５～３０ｍＬ水注入气囊，同时进行加
压牵引，使用生理盐水冲洗膀胱，保持引流通畅。术后常规给予

抗感染、止血等对症治疗。

１４　观察指标
①临床指标：观察并统计患者手术时间、腺体切除量、膀胱

冲洗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②症状评
分：分别于术前、术后１周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５］

进行评估，内容包含间断性排尿、尿线变细、尿不尽感等７项，每
项均为０分 ～５分，分值越高，则症状越严重。③生活质量：分
别于术前、术后１周采用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进行评估，根据对
现在排尿症状的感觉，按照非常好、满意、一般、不满意、痛苦一

次记为０分～５分，患者生活质量随分值升高而越低。④性功
能指标：分别于术前、术后１２周检测精浆 α葡萄糖苷酶（Ａｌｐｈａ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ａｓｅ，αＧｌｕ）、酸性磷酸酶（ａｃｉｄ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ＣＰ）、精浆果
糖（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Ｆｒｕ），采集精液，均使用放射免疫沉淀法进行检测，
同时统计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５（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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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ｄｅｘ（５），ＩＩＥＦ５），当其≤２１时，则表示患者存在勃起功能障
碍。⑤尿流动力学：分别于术前、术后１周使用多通道尿动力仪
检测检测患者最大尿道闭合压（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ｃｌｏｓｕｒｅ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ＭＵＣＰ）、残余尿量（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最大尿流
率（ｍａｘｉｍｕｍ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⑥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血清钠（Ｎａ）水平分别于术前、术后２
周检测患者血清 ＰＳＡ、Ｎａ水平，采集患者空腹时外周静脉血５
ｍＬ，离心后分离血清，使用免疫发光法检测。血清Ｎａ采用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⑦并发症发生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经尿
道电切综合征、尿道口损伤、尿失禁、膀胱痉挛、继发性出血等并

发症。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描述，ｔ

检验；计数资料用“率”描述，用χ２检验，非参数分布使用秩和检
验，当Ｐ＜００５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临床指标比较

ＴＵＰＫＰ组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术中出血量、留置导尿
管时间、住院时间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腺体切除量显著高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腺体切除量（ｇ） 膀胱冲洗时间（ｈ） 术中出血量（ｍＬ） 留置导尿管时间（ｄ） 住院时间（ｄ）

ＴＵＰＫＰ组 ５７ ４３３１±５２４ １１３６５±１５２４ １６９５±３２８ ５９５８±１２４９ ４３６±１２１ ８６４±２１２

ＴＵＲＰ组　 ５７ ６２４８±７１６ ９８７３±１５１９ １８９４±３１６ ８４２７±１３２２ ５１５±１５６ １０２３±２１５

ｔ／Ｚ值 — １６３１２ ５２３５ ３２９９ １０２４９ ３０２１ ３９７６

Ｐ值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４

２２　症状评分和生活质量比较
术前两组 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１周两组 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显著低于术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ＴＵＰＫＰ组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症状评分和生活质量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

术前 术后１周
ｔ值 Ｐ值

ＱＯＬ

术前 术后１周
ｔ值 Ｐ值

ＴＵＰＫＰ组 ５７ ２１３８±５２６ ８２４±２１２ １７４９３ ００００ ３６４±１２１ １２６±０３４ １４２９６ ００００

ＴＵＲＰ组　 ５７ ２２１７±５３４ １０６９±２２６ １４９４７ ００００ ３７２±１０９ １５９±０３５ １４０４７ ００００

ｔ值 — ０７９６ ５９６９ — — ０３７１ ５１０６ — —

Ｐ值 — ０４２８ ００１４ — — ０７１１ ００１７ — —

２３　性功能指标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α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ＩＩＥＦ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２周两组患者α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ＩＩＥＦ５显

著高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ＴＵＰＫＰ组显
著高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性功能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αＧｌｕ（Ｕ／ｍＬ）

术前 术后１２周

ＡＣＰ（Ｕ／ｍＬ）

术前 术后１２周

Ｆｒｕ（ｇ／Ｌ）

术前 术后１２周

ＩＩＥＦ５（分）

术前 术后１２周

ＴＵＰＫＰ组 ５７ ４１３６±５２１ ５７８４±６３５ａ １２１５４±１５２８１４６３５±１８３４ａ ２４１±０３２ ３２８±０４５ａ １７２２±３４０ ２４６８±３２５ａ

ＴＵＲＰ组　 ５７ ４１４３±５２７ ５２４７±６１９ａ １２２１６±１５３１１３７６５±１８２０ａ ２３９±０３１ ２９７±０４２ａ １７３９±３３４ ２１４６±３１９ａ

ｔ值 — ００７１ ４５７２ ０２１６ ２５４２ ０３３９ ３８０２ ０２６９ ５３３８

Ｐ值 — ０９４３ ００１４ ０８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７３５ ００１３ ０７８８ ０００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ＭＵＣＰ、ＲＵＶ、Ｑｍａ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术后１周两组 Ｑｍａｘ显著高于术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ＴＵＰＫＰ组显著高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ＲＵＶ显著低于术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ＴＵＰＫＰ组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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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ＭＵＣＰ与术前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ＭＵＣＰ（ｃｍＨ２Ｏ）

术前 术后１周

ＲＵＶ（ｍＬ）

术前 术后１周

Ｑｍａｘ（ｍＬ／ｓ）

术前 术后１周

ＴＵＰＫＰ组 ５７ ２４３９±４２５ ２５４８±５２２ ７２６５±１８３４ １２３８±２２７ａ ４２９±１１３ １３６８±２２９ａ

ＴＵＲＰ组　 ５７ ２５１２±４３７ ２５５４±５３８ ７１９６±１８２９ １５４９±２３１ａ ４３６±１２５ １１７５±２１８ａ

ｔ值 — ０９０４ ００６０ ０２０１ ７２５０ ０３１４ ４６０９

Ｐ值 — ０３６８ ０９５２ ０８４１ ０００３ ０７５４ ００１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血清ＰＳＡ、Ｎａ水平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 ＰＳＡ、Ｎａ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２周两组患者 ＰＳＡ、Ｎａ水平显著低于术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ＰＳＡ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Ｐ组 Ｎａ显著高于 ＴＵＲＰ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血清ＰＳＡ、Ｎａ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ＳＡ（ｎｇ／ｍＬ）

术前 术后２周
ｔ值 Ｐ值

Ｎａ（ｍｍｏｌ／Ｌ）

术前 术后２周
ｔ值 Ｐ值

ＴＵＰＫＰ组 ５７ ４３５±１１２ ２４３±０５７ １１５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２６±２３４ １３７５４±２１６ ６４４９ ００１０

ＴＵＲＰ组　 ５７ ４４６±１１７ ３３８±１０１ ５２７５ ００１９ １４０３９±２１８ １３４１２±２１０ １５６３９ ００００

ｔ值 — ０５１３ ６１８４ — — ０３０７ ８５７１ — —

Ｐ值 — ０６０９ ００１３ — — ０７５９ ０００６ — —

２６　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ＴＵＰＫＰ组出现尿道口损伤、尿失禁、继发性出血分别为１

例、２例、１例，并发症发生率为７０２％；ＴＵＲＰ组出现经尿道电
切综合征、尿道口损伤、尿失禁、膀胱痉挛、继发性出血分别为２
例、３例、４例、１例、２例，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１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４６５３，Ｐ＝００３１）。
#

　讨论
ＢＰＨ是泌尿外科常见疾病，多发生于中老年男性，可造成

排尿障碍，如不能及时有效治疗，可引起急性尿潴留、肾功能不

全等，严重时危及患者生命安全［６７］。目前，ＴＵＲＰ是治疗该病
经典方式，具有伤口小，恢复快等特点，但术后并发症较多，且该

手术采用单极电切，容易造成镜鞘短路，烧伤尿道，导致术后尿

道狭窄［８］。ＴＵＰＫＰ是在ＴＵＲＰ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微创手术，切
割前列腺时，组织表面温度相对较低，多维持在４０℃ ～７０℃，热
穿透较浅，通过高聚焦可以进行准确切割，可以降低对周围组

织的损伤，同时避免穿透包膜［９］。实施双极电切时，深层组织

可产生凝固层，可以减少术中出血，并能缩短手术时间［１０１１］。

将生理盐水作为冲洗液，可避免组织吸收大量冲洗液而导致水

中毒，并能降低电切综合征发生率［１２］。

有关研究表明［１３］，通过对比ＴＵＰＫＰ、ＴＵＲＰ治疗ＢＰＨ，发现
前者能够有效缩短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增加腺体切除量。本

研究结果显示：ＴＵＰＫＰ组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术中出血
量、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腺体切除量优于ＴＵＲＰ组，与上
述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是ＴＵＰＫＰ切割过程中形成的凝固
层具有止血作用，可提高术野清晰度，在保证腺体充分切除同

时缩短手术时间。以生理盐水为灌注液，实施低温切割，可避免

粘刀，减轻切割难度。有研究对 ＴＵＰＫＰ、ＴＵＲＰ治疗 ＢＰＨ后的
症状和生活质量进行评估，结果发现，前者可有效改善临床症

状，提高生活质量［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ＴＵＰＫＰ组 ＩＰＳＳ、ＱＯＬ
评分优于ＴＵＲＰ组，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尿流动力学是评价
手术治疗 ＢＰＨ的重要指标，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发现，ＴＵＰＫＰ
组ＲＵＶ、Ｑｍａｘ优于ＴＵＲＰ组，两组 ＭＵＣＰ术前与术后无明显差
异，推测两组患者膀胱收缩能力无变化，而 ＴＵＰＫＰ采用低温切
割，热穿透较浅，切割准确、迅速，可以减轻对靶组织损伤，从而

解除下尿路梗阻症状，改善尿流动力学。本研究进一步对手术

安全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ＴＵＰＫＰ组并发症发生率优于ＴＵＲＰ
组，分析原因，是ＴＵＰＫＰ组能够准确切割前列腺，且对组织损伤
较轻有关。此外ＴＵＰＫＰ对前列腺包膜具有较强识别功能，再加
上使用生理盐水作为灌注液，可进一步避免损伤靶组织，降低并

发症。

大量研究证实［１５］，前列腺手术可以损伤患者性功能。性功

能与阴茎解剖结构存在密切联系，手术可损伤阴茎血管和勃起

神经，造成性功能障碍。交感神经、前列腺尖部、尿道球部等形

成的血管束可支配阴茎勃起，手术损伤神经血管束，可影响局部

血供，同时影响调节阴茎勃起。目前，评价前列腺功能的指标有

α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ＩＩＥＦ５。有关研究表明［１６１７］，ＢＰＨ患者的 α
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ＩＩＥＦ５低于健康人群。本研究对患者进行为期３
个月随访，结果显示：ＴＵＰＫＰ组 αＧｌｕ、ＡＣＰ、Ｆｒｕ、ＩＩＥＦ５优于
ＴＵＲＰ组，提示ＴＵＰＫＰ对患者前列腺损伤较小，术后性功能恢
复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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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ＳＡ属于特异性糖蛋白，存在于前列腺腺泡和淋巴系统之间
的屏障，前列腺受到破坏后，腺泡内容物经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循

环，通过炎症作用，毛细血管和淋巴管的通透性增强，致使 ＰＳＡ
进入血液循环，并提高其在血液中水平［１８］。有关资料显示［１９］，

ＰＳＡ与前列腺体积呈正相关，其可作为预测ＢＰＨ进展的指标，同
时可以预测复发情况。Ｎａ是前列腺液中电解质成分，其浓度过
低可引起低纳血症。本研究对患者血清ＰＳＡ、Ｎａ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ＴＵＰＫＰ组ＰＳＡ、Ｎａ优于ＴＵＲＰ组，ＴＵＰＫＰ可有效抑制 ＳＰＡ
释放。虽然两组 Ｎａ水平均在正常范围内，但 ＴＵＰＫＰ组水平更
高，推测采用ＴＵＰＫＰ术可降低术后低钠血症发生率。

综上所述，采用ＴＵＰＫＰ治疗ＢＰＨ患者，能够有效缩短手术
和住院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改善临床症状，提高尿流动力学

指标，改善性功能，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同时改善血清 ＰＳＡ、Ｎａ
水平，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作为回顾性分析。但由于样本数

量限制，结果可能存在偏差，今后将重视扩大样本数量进一步

研究，同时改进研究方法，增加随机化和双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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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评价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的
临床研究
邓李文　罗开玲△　邓志华　丘映　黄茜　邹彦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南宁 ５３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探讨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在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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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自愿到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接受治疗的无精子症患者２３５例，入院后患者均
行经皮附睾睾丸穿刺术及睾丸活检术，根据睾丸内有无精子分为少精组（ｎ＝１２８）和无精组（ｎ＝１０７）。采用
Ｐｒａｄｅｒ椭圆型睾丸测量模型完成患者睾丸体积测量；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各组血清促卵泡激素（ＦＳＨ）水
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方法测定各组抑制素Ｂ（ＩｎｈＢ）水平；采用多重ＰＣＲ技术测定各组 Ｙ染色体无精
子基因（ＡＺＦ）基因微缺失情况。结果　少精组睾丸大小＞５ｍＬ、５ｍｌ～８ｍｌ、８ｍｌ～１２ｍｌ人数，均少于无精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睾丸大小≥１２ｍｌ例数，多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少精组＜正常值下限例数，高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正常值上限≤正
常值２倍、≥正常值２倍例数，均低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Ａ区缺失、Ｂ区缺失、
Ｃ区缺失及联合缺失率，均低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无缺失率，高于少精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 ＩｎｈＢ≥正常值下限例数，多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少精组ＩｎｈＢ≥正常值下限１／２＜正常值下限、＜正常值下限１／２例数，少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显示：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与睾丸体积、ＩｎｈＢ呈正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与ＦＳＨ及ＡＺＦ基因缺失呈负相关性。结论　将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
用于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患者中能发挥不同检测方法优势，能评估患者睾丸生精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无精子症；生精功能；抑制素Ｂ；血清促卵泡激素；Ｙ染色体无精子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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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ｈＢ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ｈＢｎｏ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
ｈＢ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ｈａｌｆ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ｉｎ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ＩｎｈＢ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ａ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ｐｅｒ
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ＳＨａｎｄＡＺＦｇｅｎｅｌｏｓ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ｔｏ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ｎｏｎ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ｎＢ；
Ｓｅｒｕｍ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ｅｎ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 【文献标识码】　Ａ

　　不孕不育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且随着人们生活方式、居
住环境的改变，导致疾病发生率呈上升趋势［１］。数据报道显

示［２］：世界范围内不孕不育人口占育龄夫妇的１／７，而男性因素
占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且在男性因素中无精子症占１０００％ ～

２０００％，成为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临床上，根据睾丸生精功
能可以分为梗阻性无精子症（ＯＡ）和非梗阻性性无精子症
（ＮＯＡ）［３］。而ＮＯＡ又可以分为唯支持细胞综合征（ＳＣＯＳ）和
生精功能阻滞（ＳＡ），均会对男性不育产生严重的影响。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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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睾丸大小、血清促卵泡激素（ＦＳＨ）水平、抑制素 Ｂ（ＩｎｈＢ）及
Ｙ染色体无精子基因（ＡＺＦ）基因微缺失与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
能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但是不同学者试验结果存在争

议［４５］。因此，本课题以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自愿到南宁
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接受治疗的无精子症患者２３５例，探
讨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在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中的应用效

果。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生殖
中心接受治疗的无精子症患者２３５例，根据睾丸内有无精子分
为少精组（ｎ＝１２８例）和无精组（ｎ＝１０７例）；少精组年龄范围
２１岁～４９）岁，年龄（３８５７±５７１）岁，不孕年限范围１年 ～１１
年，不孕年限（５６３±１０９）年。无精组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１岁，
年龄（３９０６±５７３）岁，不孕年限范围１年 ～１０年，不孕年限
（５５９±１０２）年。纳入标准：①均符合无精子症临床诊断标
准［６］；②入选者婚后能均正常性生活，且同居未避孕未育至少１
年；③均能遵循医嘱完成相关检查及诊断者。排除标准：①合并
近期进行内分泌治疗者；②合并染色体核型异常者。本课题均
得到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患者及家属对检测方案具备知情

权。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数据测量和标本采集　①睾丸体积测量：由男科医生根
据Ｐｒａｄｅｒ椭圆型睾丸测量模型完成患者睾丸体积测量［７］。②
提取血清标本：患者入院后次日早晨空腹采集３ｍＬ静脉血，注
入血清分离管，２０ｍｉｎ离心，速度３０００ｒｐｍ，完成血清分离。③生
化指标测定：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定各

组血清促卵泡激素（ＦＳＨ）水平。第二，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方法测定各组抑制素Ｂ（ＩｎｈＢ）水平，有关操作严格遵循仪器操
作说明完成［８］。第三，采用多重ＰＣＲ技术测定各组Ｙ染色体无
精子基因（ＡＺＦ）基因微缺失情况。
１２２　ＡＺＦ基因测定　取上述采集的标本，采用 ＱＩＡＧＥＮＱＩ
Ａｃｕｂｅ全自动核酸纯化系统从血液中完成ＤＮＡ的提取，向试管
中加入１０ｕＬＰＣＲ反应液、４ｕＬＤＮＡ模板及２ｕＬＰＣＲ引物、４ｕＬ
无菌水。根据标本情况及测定内容设置相关参数：ＰＣＲ反应程
度：５０℃为１０ｍｉｎ、９５℃为５ｍｉｎ、９４℃为３０ｓ、５７℃为３０ｓ、７２℃为
１ｍｉｎ，连续进行３５个循环；７２℃进行１０ｍｉｎ，４℃下进行１０ｍｉｎ，
将上述获得 ＰＣＲ产物加入浓度为４００％琼脂糖凝胶完成电泳
试验，将全自动凝胶成像系统完成 ＡＺＦ基因测定，有关操作严
格遵循仪器操作说明书进行［９１０］。

１３　观察指标
①睾丸大小：观察少精组与无精组患者睾丸大小情况。②

ＦＳＨ正常率：观察少精组与无精组＜正常值下限、≥正常值上限
≤正常值２倍、≥正常值２倍构成比。③ＡＺＦ基因缺失率：观察
少精组与无精组Ａ区缺失、Ｂ区缺失、Ｃ区缺失及联合缺失及无
缺失率情况。④ＩｎｈＢ正常率：观察少精组与无精组≥正常值下
限、≥正常值下限１／２＜正常值下限、＜正常值下限 １／２构成
比。⑤相关性：变量之间的相关的程度用相关系数ｒ表征。当ｒ
大于给定显著性水平 ａ和一定自由度 ｆ下的相关系数临界值
时，表示变量之间在统计上存在相关关系。否则，则不存在相关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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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计量资料行ｔ检验，采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睾丸大小比较

少精组患者睾丸大小 ＞５ｍＬ、５ｍｌ～８ｍｌ、８ｍｌ～１２ｍｌ人数，
均少于无精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患
者睾丸大小≥１２ｍｌ例数，多于无精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睾丸大小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５ｍｌ ５ｍｌ～８ｍｌ ８ｍｌ～１２ｍｌ ≥１２ｍｌ

少精子组 １２８ １（０７８） ３（２３４） １２（９３８） １１４（８９０６）

无精子组 １０７ ３４（３１７８） １９（１７７６） ２９（２７１０） ２５（２３３６）

χ２值 ８８１６ ５７７３ ４５９１ ６９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ＦＳＨ正常率比较
少精组患者＜正常值下限例数，高于无精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患者≥正常值上限≤正常值２
倍、≥正常值２倍例数，低于无精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ＦＳＨ正常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正常值上限
≥正常值上限
≤正常值２倍

≥正常值２倍

少精子组 １２８ １２５（９７６６） ２（１５６） １（０８０）

无精子组 １０７ ３３（３０８４） ２２（２３３６） ５２（４８６０）

χ２值 ６８９１ ５７７２ ７０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ＡＺＦ基因缺失率比较
少精组患者Ａ区缺失、Ｂ区缺失、Ｃ区缺失及联合缺失率，

均低于无精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患
者无缺失率，高于少精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ＡＺＦ基因缺失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Ａ区缺失 Ｂ区缺失 Ｃ区缺失 联合缺失 无缺失

少精子组 １２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１５６） ０（０００）１２６（９８４４）

无精子组 １０７ ３（２８０） ７（６５４）２０（１８６９）８（７４８） ６９（６４４９）

χ２值 ５４３５ ７８３５ ６３８１ ５９９３ ６５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ＩｎｈＢ正常率比较
少精组患者ＩｎｈＢ≥正常值下限例数，多于无精组患者，差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２３　　　·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患者 ＩｎｈＢ≥正常值下限
１／２＜正常值下限、＜正常值下限１／２例数，少于无精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少精组患者与无精组患者ＩｎｈＢ正常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正常值
下限

≥正常值下限１／２
＜正常值下限

＜正常值
下限１／２

少精子组 １２８ １１９（９２９７） ８（７４８） １（０７８）

无精子组 １０７ ２１（１９６３） ３０（２８０４） ５６（５２３４）

χ２值 ７８９３ ５９６１ ５８４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不同检测方法与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的相关性
相关性分析显示：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与睾丸体积、ＩｎｈＢ

呈正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精子症患者生
精功能与ＦＳＨ及ＡＺＦ基因缺失呈负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不同检测方法与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的相关性

相关性 睾丸体积 ＦＳＨ ＩｎｈＢ ＡＺＦ基因缺失

ｒ值 ０４３９ －０１８５ ０５８２ －０６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不育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是指夫妇同居未采取任何措施

１年以上女性未怀孕者经检查女性异常，男性检查异常，是引起
男性不育的重要原因［１１］。数据报道显示［１２１３］：不孕不育人群占

１０００％，单纯女性因素占５０００％，男性占３０００％，男女双方
因素占２０００％，严重影响我国居民夫妻健康。

近年来，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在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患

者中得到应用，且效果理想。本研究中，少精组睾丸大小

＞５ｍＬ、５～８ｍｌ、８～１２ｍｌ人数，均少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睾丸大小≥１２ｍｌ例数，多于无精组（Ｐ
＜００５）；少精组ＦＳＨ＜正常值下限例数，高于无精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 ＦＳＨ≥正常值上限≤正常值２
倍、≥正常值２倍例数，低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少精组Ａ区缺失、Ｂ区缺失、Ｃ区缺失及联合缺失率，均
低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无缺失
率，高于少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少精组 ＩｎｈＢ
≥正常值下限例数，多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少精组ＩｎｈＢ≥正常值下限１／２＜正常值下限、＜正常值
下限１／２例数，少于无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由此看出，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在睾丸不同体积下表达水平存

在差异，加强睾丸体积测定能作为无精子症患者初筛方法，下

列指标组合基本能准确判断睾丸内有无精子生成：如睾丸体积

≥１２ｍｌ、ＦＳＨ＜正常值下限、ＩｎｈＢ≥正常值下限、ＡＺＦ基因无缺
失多因素联合可基本准确评估睾丸内有精子生成，高达

９０９１％，患者可进一步行附睾睾丸穿刺术或者睾丸活检术评估
睾丸生精功能；相反，如睾丸体积 ＜５ｍｌ、ＦＳＨ值大于正常值 ２

倍、抑制素Ｂ＜正常值１／２或者 ＡＺＦ基因缺失等单一因素出现
者，可基本准确评估睾丸内无精子生成，准确率高达９５６２％，
从而避免临床上再次行睾丸附睾穿刺术或者睾丸活检术确定

睾丸内有无精子生成，应直接行显微取精术获取精子后再行试

管婴儿助孕。

ＦＳＨ是由于下丘脑脉冲性释放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作用
下由大脑垂体合成、分泌获得，而在男性中 ＦＳＨ能刺激曲细精
管，促进精母细胞发育形成精子，能刺激支持细胞发育，促进其

产生雄性素结合蛋白，能提高雄激素刺激水平，促进生殖细胞发

育；而 ＩｎｈＢ能调节机体生育功能，能与 ＦＳＨ发挥协同作
用［１４１５］。文献报道显示［１６］：抑制素由睾丸生精小管支持细胞直

接分泌，该指标不会受到雌激素、雄激素水平的影响，能反应睾

丸内生精能力。目前，临床上普遍认为Ｙ染色体中包含精子生
成相关基因当Ｙｑ１１同源染色体中大的重复序列发生重组后会
引起Ａ、Ｂ、Ｃ及联合基因的缺失，引起无精子症或严重少精症，
最终引起不育［１７］。本研究中，２３５例无精子症患者中ＡＺＦ基因
无缺失率为８２９８％，ＡＺＦ基因缺失排在前２位分别为：Ｃ型和
联合缺失，分别占９３６％和３４０％。临床上，将多种无创性检
测方法用于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患者中效果理想，能发挥不

同检测方法优势，能更好的反应睾丸的生精功能，发挥不同检测

方法的协同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依据和参考，促进患者早期恢

复［１８］。本研究中，相关性分析显示，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与

睾丸体积、ＩｎｈＢ呈正相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无精子症患者生精功能与ＦＳＨ及ＡＺＦ基因缺失呈负相关性，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综上所述，将多种无创性检测方法用于无精子症患者生精

功能患者中效果理想，能发挥不同检测方法优势，能评估患者睾

丸生精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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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及抗氧化剂治疗白细胞精子症的系统性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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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孕不育症已成为日益严峻的社会性问题。据统计，因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不育大约占到总
数的２０％～５０％。大约１５％的男性不育症是由于泌尿生殖道感染引起的，白细胞精子症是男性性腺和泌尿
生殖道感染或炎症过程中出现的精液中白细胞数量异常。目前广谱抗生素和抗氧化剂已被广泛用于治疗

因白细胞精症而引起的男性不育，用以抗感染和消除因感染引起的精液中氧自由基的增多。但是直到现

在，在治疗白细胞精子症方面，国内外学术界尚无确切的、统一的治疗方案。目前，一些研究显示，抗生素治

疗可能会对精子参数改善带来益处，有助于提高白细胞精子症的治愈率，甚至达到细菌学治愈，并提高妊娠

率。但是，在抗生素治疗的疗效上，有关研究彼此间的分歧仍然非常大。另外，体外实验研究表明，抗氧化

剂也可能对精子功能改善带来益处。但是，目前的数据尚不足以断定抗生素和抗氧化剂治疗因白细胞精子

症引起的男性不育症是有效的。对此，还需要做更好的试验设计，以及大样本的调查研究。

【关键词】　男性不育；白细胞；精液分析；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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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Ａ

　　不育症，被定义为夫妇同居一年以上，未采取避孕措施，由
于男方因素造成的女方不育者，称为男性不育。据ＷＨＯ调查，
大约１５％的夫妇存在生育问题。在这其中，男性因素大约占
２０％～５０％［１］。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可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因感染因素引起的男性不育可能高达１５％左右［２］。白细胞精

子症是男性性腺和（或）泌尿生殖道感染或炎症过程中出现的

精液指标异常，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规定：白细胞精子症为精
液中白细胞数目超过１０×１０６／ｍｌ［３］。目前，一些前瞻性研究
表明白细胞精子症可能会对男性精子的功能及精子形态的完

整性产生负面影响［４６］。Ａｚｉｚ等［４］的研究结果显示，白细胞精

子症与精子畸形指数、顶体破坏、中段缺失和尾部畸形存在高

度的相关性。

目前普遍认为，白细胞精子症可能在男性性腺和泌尿生殖

道感染或炎症过程中出现［２７］。因此，直到现在广谱抗生素被

一直常规用于治疗因白细胞精子症导致的男性不育症。此外，

抗氧化剂可以降低由白细胞作用而产生的活性氧，也被广泛用

于白细胞精子症的治疗［２７］。但是，上述药物在治疗白细胞精

子症时对病人产生的影响，以及是否所有白细胞精子症的治疗

都需要应用上述药物，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个普遍的共

识。目前仅发表于２００３年的一例研究回答了上述的疑问［８］。

因此，我们针对因白细胞精子症引起男性不育治疗中常用

的方案，比如广谱抗生素和抗氧化剂，以及两者对病人带来的

效果和不良事件进行系统性综述。借此，用以提高大家对白细

胞精子症治疗的系统性认识。

!

　方式方法
１１　数据收集

我们使用ＭＥＤＬＩＮＥ（１９７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
和ＰｕｂＭｅｄ（１９７６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进行相关文献
检索，检索的关键词包括：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ａｌｅ，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ｚｏａ，ａｎｔｉｂａｃｔｅ
ｒｉａｌａｇｅｎｔｓ，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同时检索具有药理学活性的抗氧化剂，比
如：ａｓｃｏｒｂｉｃａｃｉｄ；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ｃａｒｏｔｅｎｅ；ｚｉｎｃ；ｓｅｌｅｎｉｕｍ；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ｆｉｓｈ
ｏｉｌｓ；ｐｌａｎｔｏｉｌｓ等。
１２　检索结果的筛选

我们排除了那些非随机对照试验及临床观察性研究。选

择了那些设计成随机对照试验的相关研究，用以评估抗生素和

抗氧化剂的疗效和安全性，减少因试验设计因素产生的干扰。

所有试验的受试者纳入本研究的条件为：选择因白细胞精子症

引起男性不育患者，患者身体健康，排除有其他疾病病人的试

验。

１３　数据提取和分析
我们根据文献提供的作者判断，所有纳入本研究的数据都

是彼此独立的。所有检索出来的文献我们通过两个过程进行

筛选：在第一阶段，我们主要通过筛选文献的标题和摘要来确

定入选的研究对象。在第二阶段，我们阅读全文，以确保该文献

中的数据符合我们设计的标准，并同时进行数据的提取。提取

的数据包括：文献作者的信息、该试验受试者的总数、该实验白

细胞精症的判定方法、所使用药物每天的治疗剂量、该实验得出

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发生的不良事件。

１４　随机对照研究偏倚风险评估结果
每个研究的方法学质量由两名评价者独立使用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Ｂｉａ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Ｇｒｏｕｐ［９］开发的７项偏倚风险评分进行评估。分别
是随机序列生成、分配隐藏、受试者及研究人员的盲法、结局评

估者的盲法、结果数据不完整、选择性报告结果及其他问题。以

上７项质量标准均满足者，则所带来的偏倚的可能性最低，评价
为高质量的研究；如其中任意一条或多条质量评价标准仅部分

满足（或不清楚），则该研究存在相应偏倚的可能性为中等，评

为合格的研究；如其中任意一条或多条完全不满足（未使用或

不正确），则该研究存在相应偏倚的高度可能性，评为低质量研

究。

"

　结果
２１　抗生素在白细胞精子症中的治疗
２１１　纳入研究在数据库中共检索出１５４６篇目的文献。在经
过阅读摘要和标题后，共排除了其中的１０８３项研究。共有３０
篇文献最终被筛选出来，并进行全文阅读和评估，１９篇被再次
排除（９篇文献因缺少随机对照设计、７篇之间存在交叉重复、３
篇不满足受试者资格）。最后共有１１篇文献因符合设计标准
而被选用［１０２０］。这１１项研究中，有７项是无症状白细胞精子症
不育的男性，４项是伴有生殖腺体感染且不育的男性。这１１项
研究中使用了多种白细胞检测方法，比如：单克隆抗体检测、

Ｅｎｄｔｚ试验、过氧化物酶染色和显微镜下圆形细胞鉴定等。然
而，这其中有４项研究没有具体给出白细胞的检测方法［２１］。在

这１１项研究中共使用了包括四环素、喹诺酮、磺胺类、大环内酯
类和青霉素类在内的多种抗生素。同种药物之间的治疗剂量和

疗程在不同研究中也不尽相同。表１中，ＮＲ：文献没有具体报
道；ＷＨＯ：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Ｍ：ｉｎｔｒａｍｕｓｃｕｌａｒ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Ｂ、Ｃ、Ｄ：研究分组；ａ：交叉研究，７８例病人随机分组（３５人先
使用红霉素，然后使用安慰剂，５人只使用红霉素，３０人先使用
安慰剂后使用红霉素，８人只使用安慰剂）；ｂ：引用自 ＥｎｄｔｚＡＷ
（ＡｃｔａＣｙｔｏｌ１９７４；１８：２７）［２１］；ｃ：每月四十天，为期３个月。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２１２　治疗效果和不良事件①精液分析：在１１项研究中共有
９例报道了治疗后精液分析的结果变化。其中３项研究的结果
显示治疗组比非治疗组在精子浓度和／或精子活动力上有显著
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提高。然而在精子的其他参数上，３项
研究并没有发现明显的统计学意义上的改善［１５，１７，２０］。值得一

提的是，Ｍｅｒｉｎｏ和Ｃａｒｒａｎｚａｌｉｒａ［１３］的研究发现，接受磺胺类药物
治疗的小组与安慰剂组相比较，治疗组的精液 ｐＨ出现了较明
显的改善。此外，Ｃａｒｒａｎｚａｌｉｒａ等［１３］还发现接受喹诺酮类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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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的患者正常精子数量要比接受磺胺类药物治疗的患者低。

ＬｅｗｉｓＪｏｎｅｓ［１６］的试验未能具体指出某一种抗生素治疗后产生
的具体疗效，他综合了所有参与抗生素治疗的受试者（受试者

所用的抗生素包括：复方新诺明、四环素类、甲氧苄氨嘧啶），在

他的研究中发现治疗组的精子活动力和精子形态较安慰剂组

出现了显著改善。具体结果详见表２。②白细胞精子症的治疗
效果：有８项试验报道了白细胞精子症治疗后的效果。其中有
５项研究的结果显示，使用抗生素治疗后，白细胞精子症出现了
好转［１１１２，１４，１６］。相比较，另外３项研究则发现应用抗生素治疗
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改善［１５，１７，２０］。ＬｅｗｉｓＪｏｎｅｓ等［１６］的研究虽然

出现了显著的改善，但是他使用的数据是来自于所有接受抗生

素治疗的患者，且患者使用的抗生素也是多样的。值得注意的

是，Ｂｒａｎｉｇａｎ和Ｍｕｌｌｅｒ［１２］的研究表明，在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受试
者中，有频繁射精的组（至少次／３天）比单纯接受抗生素治疗的
组，白细胞精子症的治疗效果更加明显。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③精液细菌培养：在１１项研究中，共有３项研究进行了精液细
菌培养，并报道了精液的细菌学治愈率。结果显示，这３项研究
均达到了细菌学治愈。具体结果详见表２［１１，１９２０］。④妊娠率：
１１项研究中共有４项研究报道了治疗后的妊娠率。虽然整体而
言治疗组的妊娠率高于非治疗组，但只有１项试验的结果显示
治疗组的妊娠率与非治疗组相比出现了统计学意义的提高（显

着改善［１９］／非显着的改善［１１１２，１４］）。具体结果详见表２。⑤不
良事件：只有４项随机对照试验报道了研究中出现的的不良事
件。Ｙａｎｕｓｈｐｏｌｓｋｙ等［１５］指出有５例治疗组患者由于轻度胃肠道
不适和超敏反应不能完成研究。Ｖｉｃａｒｉ等［１９］也报道了１０例治
疗组患者出现了轻度和短暂的不良事件。此外，两项研究均报

告无论是治疗组或未治疗组均未发生明显的不良事件［１３，２０］。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表 ２中，Ａ、Ｂ、Ｃ、Ｄ：研究分组参考表 １；
ＲＯＳ：活性氧产物；ＮＳ：无显著变化；ＮＲ：文献没有具体报道。

表１　抗生素治疗不育男性白细胞精子症随机对照实验相关属性

　　第一作者 研究对象例数 白细胞检测方式 治疗方式 每日剂量（ｍｇ，疗程：天）

Ｂａｋｅｒ（１９８４）［１０］ 无精症男性 ７８例ａ ＮＲ Ａ．红霉素ａ
Ｂ．安慰剂ａ

Ａ．２５０（３０）

Ｃｏｍｈａｉｒｅ（１９８６）［１１］ 附属性腺感染的不育症男性 ３３
例

过氧化物酶染色 Ａ．强力霉素（２０）
Ｂ．安慰剂（１３）

Ａ．１００（３０）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１９９４）［１２］ 伴有前列腺炎的不育症男性

１０２例
ＨＬｅ１单克隆抗体
染色

Ａ．强力霉素（２５）
Ｂ．频繁射精（２５）
Ｃ．强力霉素＋频繁射精（２５）
Ｄ．无任何治疗 （２７）

Ａ．２００（７）＋１００（２１）
Ｂ．至少每３天一次
Ｃ．Ａ＋Ｂ

Ｍｅｒｉｎｏ（１９９５）［１３］ 无症状不育症男性６０例 巴氏染色 Ａ．复方新诺明（２０）
Ｂ．安环丙沙星（２０）
Ｃ．安慰剂（２０）

Ａ．３２０／１６００（３０）
Ｂ．５００（３０）

Ｙａｎｕｓｈｐｏｌｓｋｙ

（１９９５）［１５］
无症状低生育力男性４４例 Ｅｎｄｔｚｔｅｓｔｂ Ａ．强力霉素（１８）

Ｂ．复方新诺明（１８）
Ｃ．无任何治疗（１８）

Ａ．２００（１４）
Ｂ．１６００（１４）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１９９５）［１４］ 伴有前列腺炎的不育症男性 ４８
例

ＮＲ Ａ．复方新诺明（１６）
Ｂ．复方新诺明＋频繁射精（１７）
Ｃ．无任何治疗（１５）

Ａ．１６０／８００（３０）
Ｂ．１６０／８００（３０）＋至少每
３天一次排精

Ｌｅｗｉｓ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６）［１６］ 无症状低生育力男性７８例 鉴定圆形细胞 Ａ．复方新诺明（３１）
Ｂ．四环素（１９）
Ｃ．甲氧苄氨嘧啶（２８）

Ａ．１９２０（９０）
Ｂ．５００（９０）
Ｃ．４００（９０）

Ｅｒｅｌ（１９９７）［１７］ 不育男性 ７０例 过氧化物酶染色 Ａ．强力霉素（２５）
Ｂ．强力霉素＋头孢曲松（２１）
Ｃ．安慰剂（２４）

Ａ．２００（１０）
Ｂ．２００（１０）＋１ｇＩＭ（治疗
周期的第一天）

ＣａｒｒａｎｚａＬｉｒａ

（１９９８）［１８］
弱精症男性 １３例 ＮＲ Ａ．环丙沙星（７）

Ｂ．复方新诺明 （６）
Ａ．５００（１４）
Ｂ．３２０／１６００（１４）

Ｖｉｃａｒｉ（２０００）［１９］ 附属性腺感染的不育症男性

１２２例
免疫细胞化学染色

（ＷＨＯ指南１９９２）
Ａ．氧氟沙星或多西环素（８５）
Ｂ．无任何治疗（３７）

Ａ．４００（４２）ｃ或１００（４２）ｃ

Ｋｒｉｓｐ（２００３）［２０］ 无症状不育症男性３６例 ＮＲ Ａ．左氧氟沙星（１８）
Ｂ．无任何治疗（１８）

Ａ．２５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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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抗生素治疗不育男性白细胞精子症随机对照实验中主要试验结果及出现的不良反应

　　第一作者 随访项目（随访时间：天） 主要结论 不良事件

Ｂａｋｅｒ（１９８４）［１０］ １）精子参数（３０） １）精子活动力出现显著提高 ＮＲ

Ｃｏｍｈａｉｒｅ（１９８６）［１１］ １）精子参数（３０，６０，１８０）
２）精液白细胞（３０，６０，１８０）
３）精液培养（３０，６０，１８０）
４）妊娠率

１）精子活动力出现显著提高
２）白细胞精子症得到显著改善
３）精液细菌显著减少
４）Ａ组２／２０（１例出现在干预后第５个月，１
例出现在干预后第７个月）：Ｂ组 １／１３（出现
在干预后第５个月）

ＮＲ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１９９４）［１２］ １）精液白细胞（３０，９０）
２）妊娠率（９０）

１）第１个月时所有的治疗组都出现较明显的
改善，只有Ｃ组在干预后第３个月仍然有明显
的改善。

２）１０例出现妊娠（Ａ组２例，Ｂ组３例，Ｃ组４
例，Ｄ组１例）

ＮＲ

Ｍｅｒｉｎｏ（１９９５）［１３］ １）精子参数（３０） Ａ组与其他组相比，精液ｐＨ出现明显的不同 ＮＯＮＥ

Ｙａｎｕｓｈｐｏｌｓｋｙ（１９９５）［１５］ １）精子参数（３０）
２）精液白细胞（３０）

１）ＮＳ
２）ＮＳ

Ａ．恶心／腹泻（２）
Ｂ．过敏（２）
胃肠道不适（１）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１９９５）［１４］ １）精液白细胞（３０，６０，９０）
２）妊娠率（９０）

１）与非治疗组相比，治疗组精液白细胞出现了
明显的改善

２）５／３３（治疗组）：１／１５（非治疗组）

ＮＲ

Ｌｅｗｉｓ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６）［１６］ １）精子参数（９０）
２）精液白细胞（９０）

１）精子的形态和活动力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２）精液中白细胞出现显著减少

ＮＲ

Ｅｒｅｌ（１９９７）［１７］ １）精子参数（３０）
２）精液白细胞（３０）

１）精子参数未见有明显改善
２）精液白细胞未见明显减少

ＮＲ

ＣａｒｒａｎｚａＬｉｒａ（１９９８）［１８］ １）精子参数（７４） 精子形态学：Ａ组正常形态的精子出现减少 ＮＲ

Ｖｉｃａｒｉ（２０００）［１９］ １）精子参数（３０，９０，１８０）
２）精液白细胞（３０，９０，１８０）
３）ＲＯＳ产物（３０，９０，１８０）
４）精液培养（３０，９０，１８０）
５）妊娠率（１８０）

１）精子浓度和活动力均出现明显的提高
２）精液白细胞得到了较明显的改善
３）ＲＯＳ产物在治疗组出现显著下降
４）达到了细菌学上的治愈
５）出现明显的提高，治疗组 （２４／８５）：非治疗
组 （２／３７）

Ａ组共出现的不良反应有眩
晕、头痛、恶心、呕吐、腹痛或腹

泻（１０）

Ｋｒｉｓｐ（２００３）［２０］ １）精子参数（３０）
２）精液白细胞（３０）
３）精液培养（３０）

１）ＮＳ
２）ＮＳ
３）精液中细菌出现显著的减少

ＮＯＮＥ

２２　抗氧化剂白细胞精子症导致男性不育症中的治疗
通过检索数据库发现，共有９７篇与之相关的论文，但是通

过阅读文章摘要和标题后发现没有一篇符合随机对照试验的

设计和（或）人体实验研究。

２３　随机对照研究偏倚风险评估结果
只有两项试验在随机序列生成具有较低的偏倚风险。并

且发现在任何试验中都没有进行分配隐藏。除１项试验外，所
有试验均未达到受试者及研究人员的盲法。结局评估者的盲

法也只有一项试验进行。由于随访丢失，在３项试验中发现不
完整结果数据域，存在高度偏倚风险。此外，选择性报告和其他

偏见域的描述均相对较好。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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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研究偏倚风险评估结果

　　 Ａｕｔｈｏｒ
Ｒａｎｄｏｍ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
ｃｅａｌｍｅｎｔ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Ｂｌｉｎｄｉｎｇｏｆｏｕｔ
ｃｏｍｅ 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ｄａｔ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ｐｏｒ
ｔｉｎｇ

Ｏｔｈｅｒｂｉａｓ

Ｂａｋｅｒ（１９８４）［１０］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Ｃｏｍｈａｉｒｅ（１９８６）［１１］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Ｂｒａｎｉｇａｎ（１９９４）［１２］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Ｍｅｒｉｎｏ（１９９５）［１３］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Ｙａｎｕｓｈｐｏｌｓｋｙ（１９９５）［１５］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１９９５）［１４］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ｅｗｉｓ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６）［１６］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Ｅｒｅｌ（１９９７）［１７］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ＣａｒｒａｎｚａＬｉｒａ（１９９８）［１８］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Ｖｉｃａｒｉ（２０００）［１９］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Ｋｒｉｓｐ（２００３）［２０］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Ｕｎｃｌｅａｒ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Ｌｏｗｒｉｓｋ

#

　讨论
尽管临床上都在努力去寻找白细胞精症的治疗方法，但

是，直到目前为止学术上还未能就该疾病的治疗方案达成统一

的共识。目前临床上的治疗着重于消除感染以及由于炎症引

起的活性氧自由基，进一步保护生殖腺体和精子的生理功

能［２，７］。基于目前应用抗生素和抗氧化剂治疗所带来的效果，两

者已成为目前治疗白细胞精子症的主流方法［７］。

在２００３年，一个对１２项研究进行的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广谱
抗生素治疗白细胞精子症可能会提高精子浓度、活力和形态。

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报道妊娠率或不良事件，然而这两者正是

我们最重要的研究目的［８］。对于妊娠率的改善，虽然在我们的

研究结果中显示，无论是精子参数还是白细胞精子症的改善，

治疗组都显著好于非治疗组。此外，在治疗组中，精液细菌培养

的结果也同样显著的好于非治疗组。但是，在我们提取的４个
研究中，仅仅只有１项研究的治疗组妊娠率出现了统计学意义
上的改善［１９］。另有一篇发表于 ２００３年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显
示，抗生素治疗白细胞精子症对精子参数或白细胞精子症的治

疗上并没有产生好的临床效果［２０］。在不良事件的报道方面，我

们可以看到，所有报道的不良事件均发生在治疗组，而且这些

不良反应也是轻微的、一过性的［１５，１９］。

有一些体外实验研究了抗氧化剂治疗白细胞精子症［２２２４］。

研究发现，各种抗氧化剂，诸如：维生素 Ｅ，辅酶 Ｑ１０和 Ｎ乙酰
Ｌ半胱氨酸都能够显著降低人类精液中的活性氧自由基，从而
防止精子受损，进一步改善精子的功能［２２２４］。但是，由于这些

研究缺乏随机对照和（或）缺乏人体的研究，故我们没有在本篇

进行论述。

虽然这些学者的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抗生素和抗氧化剂治

疗白细胞精子症有效的证据，但是本篇在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方面上还存在诸多局限性。首先，本篇收集了一些精心设计的

随机对照试验，但是数量较少，因此存在夸大效应，可能导致错

误的结论。其次，这些研究中存在大量的临床异质性。大约一

半以上的研究没有描述具体诊断白细胞精子症的方法。许多学

者对精液中白细胞使用了不同的计数方法，如显微镜下直接计

数、氧化酶染色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由于精液中存在未成熟

的生殖细胞，而在直接计数时这些细胞与白细胞无法明确区分，

从而影响计数的准确性。正如大家所了解的，免疫组化染色是

诊断白细胞精子症的金标准，但其成本太高，限制了其在临床中

的应用［２］。因此，ＷＨＯ推荐使用过氧化物酶染色作为诊断白
细胞精子症的方法，但是它也不能对非富含过氧化物酶的淋巴

细胞进行区分［３］。再次，在本研究所收集的文献中，一些文献

发表的时间过早，由于当时可选择的药物和检验方法与今天相

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也将能进一步影响本研究结果的可信

性。另外，本篇中各个研究中使用了种类繁多的不同剂量的抗

生素，且疗程也不尽相同，同样增加了结论的不稳定性。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由 ＢａｒｒａｕｄＬａｎｇｅ等［２５］带领的研究

发现，当精液中的白细胞＜１０６／毫升时，这时的精液并没有改变
精子在辅助生殖中的受精能力和临床妊娠率。此外，有动物研

究表明，抗生素可能会透过血睾屏障，对生精细胞产生影响，导
致生精障碍，从而对精子发生或精子参数产生负面影响［２６］。所

以临床医生应该知道的是，虽然抗生素在治疗白细胞精子症方

面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使用抗生素同样也有可能会对男性生

育能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研究发现，抗生素的治疗的确有可能改善精子参数，提高白

细胞精子症的治愈率，提高精液的细菌学治愈率，甚至有利于提

高我们最期待的妊娠率。抗氧化剂在体外的研究中同样显示出

其对精子的功能有改善的作用。但是，由于我们所使用的数据

尚不足以得出坚定的结论，所以还需设计更加完善的、大样本的

试验来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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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苏州市卫生计生委科技项目（ＬＣＺＸ２０１５０２）
△【通讯作者】侯高峰，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ｆｅｎｇ＿ｈｏｕ＠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８ ·男科与性医学·

无精子症患者血清 ＦＳＨ、ＩＮＨＢ、染色体核型对睾丸
穿刺取精术成功率的影响
侯高峰１△　吕金星２

１苏州永鼎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２００
２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２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无精子症患者血清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抑制素Ｂ（ＩＮＨＢ）及染色体核型对睾丸穿
刺取精术成功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本院１０８例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育龄期无精子症患者，其中４１例血清
ＦＳＨ水平异常为Ｍ组，６７例血清ＦＳＨ水平正常为Ｎ组。比较两组 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及外周血染
色体核型的情况。结果　Ｍ组 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均明显低于 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３８９、４２４，均Ｐ＜００５）；Ｍ组性染色体异常、其他染色体异常及性染色体多态性发生率明显高于Ｎ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９６，Ｐ＜００１）；Ｍ组睾丸穿刺取精术成功率（２１９５％）明显低于Ｎ组（６７１６％），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８９，Ｐ＜００１）。结论　结合血清 ＦＳＨ、ＩＮＨＢ及染色体核型检查可综合评估无精
子症患者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成功率，对血清 ＦＳＨ、ＩＮＨＢ及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患者，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
成功率较低。

【关键词】　卵泡刺激素；无精子症；抑制素Ｂ；睾丸穿刺取精术；染色体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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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评估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精子的出现状态的常用方法
是基于睾丸活检术的病理学评价［１］。其中，睾丸活检术的主要

适应证包括血清促卵泡刺激素含量（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与正常的睾丸体积，而因其术式为有创性检查，多数患者

难以接受［２３］。如何减轻患者损伤的检查手段以更为有效地评

估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精子的发生状态是目前临床研究的重要

课题。近几年来，随着单精子卵泡浆内注射技术的不断进步，其

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已逐渐应用于临床研究中。其中，睾丸穿刺

取精术作为单精子卵泡浆内注射技术的方法之一［４］，为无精子

症患者取得精子提供新的希望。此外，抑制素 Ｂ（ｉｎｈｉｂｉｎＢ，ＩＮ
ＨＢ）亦是评估无精子症患者睾丸精子出现状态的常用手段，并
且染色体核型分析亦作为评估无精子症病因的重要方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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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研究将本院１０８例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育龄期无精子
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血清 ＦＳＨ、ＩＮＨＢ及染色体核型对
睾丸穿刺取精术成功率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将苏州永鼎医院泌尿外科以及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

尿外科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收治的１０８例行睾丸穿刺
取精术的育龄期无精子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行精液常规检

查后诊断为无精子症。其中，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６岁，年龄
（３００７±４８７）岁。纳入标准：①≥３次精液离心镜下未发现精
子；②无手术禁忌症；③不育年限超过１年；④具备完整的睾丸
活检病理报告等相关临床资料；⑤无全身性系统疾病；⑥无感
染、不良环境暴露史。排除标准：①伴有全身性系统疾病；②伴
有严重感染；③伴有先天性遗传病或家族遗传史；④临床资料
不全；⑤女性因素致不孕、不育的患者。本次研究内容已通过本
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１０８例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血清ＦＳＨ、ＩＮＨＢ水平的测定　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
５ｍｌ，用于血清ＦＳＨ、ＩＮＨＢ水平的检测。其中，通过全自动化学
发光免疫分析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型号为 ＵｎｉＣｅｌ
ＤｘＩ８００）对患者血清 ＦＳＨ水平进行检测，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指
示进行检测操作，其正常水平为 １４０～１８１０ｍＩＵ／ｍｌ。通过
ＥＬＩＳＡ法对患者血清ＩＮＨＢ水平进行检测，试剂购自美国 Ｂｅｃｋ
ｍａｎ公司，并严格按照说明书指示进行检测操作，其检测水平为
０～６００ｐｇ／ｍｌ，正常水平为 ＞２８５５ｐｇ／ｍｌ［７］。获取血样后即刻
进行血清分离，并于－１８℃下对血清进行留存。
１２２　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　采集患者全血，即刻行外周血
淋巴细胞培养操作，检测方法采取细胞染色体 Ｇ带染色技术。
细胞染色体Ｇ带染色液与外周血淋巴细胞培养液均由杭州都
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并按照国际通用细胞基因学命名标

准对结果进行判读。

１３　分组情况
按照血清ＦＳＨ水平对１０８例患者进行分组，其中４１例血

清ＦＳＨ水平异常为Ｍ组，６７例血清ＦＳＨ水平正常为Ｎ组。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两组患者的临床相关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分析，其中计量资料如 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
等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并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而计数资料如睾
丸穿刺取精术成功率等用百分率（％）表示，则用 χ２检验，检验
水准为α＝００５，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年龄、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上的比较，并无明显差异（均 Ｐ＞００５），
而Ｍ组患者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均明显低于Ｎ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比较

两组患者外周血染色体核型 Ｍ组患者性染色体异常（４６，
ＸＸＹ）、其他染色体异常（染色体倒位、易位、缺失及嵌合体）及

性染色体多态性发生率明显高于Ｎ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年龄、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

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ＩＮＨＢ

（ｐｇ／ｍｌ）

ＩＮＨＢ／ＦＳＨ

（ｐｇ／ｍＩＵ）

Ｎ组 ６７ ２９８５±５０２ １１７８３±４７８２ ２８９４±３２９５

Ｍ组 ４１ ３１０８±５７３ １４９４±１７９５ ０６２±０７９

ｔ值 ０４７ ３８９ ４２４

Ｐ值 ０５８ ＜００１ ＜００１

表２　两组患者外周血染色体核型［ｎ（％）］

组别 例数 ４６，ＸＹ ４６，ＸＸＹ
其他

染色体异常

性染色体

多态性

Ｎ组 ６７ ６２（９２５４） ０ ２（２９９） ３（４４８）

Ｍ组 ４１ ２６（６３４１） ９（２１９５） ２（４８８） ４（９７６）

χ２值 １３９６

Ｐ值 ＜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情况比较
依据临床取精结果显示，Ｎ组患者有４５例患者取得精子，

而Ｍ组患者仅有９例患者获得精子，Ｍ组患者睾丸穿刺取精术
成功率（２１９５％）明显低于Ｎ组患者（６７１６％），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成功 失败

Ｎ组 ６７ ４５（６７１６） ２２（３２８４）

Ｍ组 ４１ ９（２１９５） ３２（７８０５）

χ２值 ７８９

Ｐ值 ＜００１

#

　讨论
ＦＳＨ作为性激素之一，是经垂体分泌且仅作用于睾丸支持

细胞，其在男性成年期与ＩＮＨＢ分泌产生负反馈调节机制。ＦＳＨ
在外周血中的含量能够提示睾丸内支持细胞的功能与成熟状

态的情况，若其水平明显升高时，可反映睾丸内支持细胞功能发

生异常，此时睾丸体积较正常者小［８９］。而ＩＮＨＢ作为异质二聚
体多肽激素之一，是经精曲小管内生精细胞及睾丸内支持细胞

协同分泌而成，其在外周血中的含量能够提示精曲小管内生精

细胞的数量情况［１０］。ＩＮＨＢ水平明显上升时，提示精曲小管内
生精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多，但无法说明成熟精子的数量增

加［１１］。本次研究发现，Ｍ组ＩＮＨＢ含量、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均明显
低于Ｎ组。结果表明，无精子症患者血清 ＦＳＨ水平升高时，可
能引起ＩＮＨＢ水平下降；ＩＮＨＢ／ＦＳＨ比值下降，亦可引起ＦＳ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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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发生异常。

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异常，特别是性染色体核型异常，是引

起睾丸生精功能障异常的主要影响因素［１２］。其中，Ｙ染色体上
Ｂ作为缺失可引起睾丸精子成熟受阻，Ｃ、Ｄ作为缺失可引起睾
丸精子出现低下，甚至引起唯支持细胞综合征［１３１４］。克兰费尔

特综合征作为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异常风险较高的无精子症，其

临床表现主要为血清ＦＳＨ水平明显上升及小睾丸，少数患者可
出现ＦＳＨ水平正常的情况，其通过病理学组织学检查可发现透
明变性精曲小管、唯支持细胞的精曲小管、间质细胞增生及少

数正常精子出现精曲小管［１５１６］。无论患者血清 ＦＳＨ水平有无
异常，若其染色体核型出现４７，ＸＸＹ，即可诊断为克兰费尔特综
合征［１７１８］。本研究发现，Ｍ组性染色体异常（４６，ＸＸＹ）、其他染
色体异常（染色体倒位、易位、缺失及嵌合体）及性染色体多态

性发生率明显高于 Ｎ组。其中，Ｎ组性染色体异常（４６，ＸＸＹ）
发生率为０％，而Ｍ组发生率高达２１９５％。结果提示，无精子
症患者血清ＦＳＨ水平异常时，其发生染色体异常的风险较高，
同时结果亦反映出性染色体异常（４６，ＸＸＹ）是引起无精子症患
者睾丸生精功能异常的影响因素。

此外，依据临床取精结果显示，Ｎ组有４５例患者取得精子，
而Ｍ组仅有９例患者获得精子，Ｍ组睾丸穿刺取精术成功率
（２１９５％）明显低于Ｎ组（６７１６％）。结果表明，睾丸穿刺取精
术与无精子症患者血清 ＦＳＨ水平有无异常可能存在一定的联
系，但血清ＦＳＨ水平异常引起的无精子症可能伴有其他因素。

目前，国内外对无精子症的发病机制尚未形成确切看法，

通过无创性的检查手段以有效评估无精子症患者行睾丸穿刺

取精术的成功率，可预防睾丸穿刺损伤及其免疫反应的影响。

此外，需联合多种指标对无创伤性睾丸生精功能进行综合评

估，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综上所述，结合血清 ＦＳＨ、ＩＮＨＢ及染色体核型检查可综合
评估无精子症患者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成功率，对血清 ＦＳＨ、
ＩＮＨＢ及染色体核型异常的患者，行睾丸穿刺取精术的成功率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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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茎夜间勃起功能检测与小剂量他达拉非规律治疗
方案的选择
刘子明△　白培明　朱文平　沈瑞雄　苏汉忠
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４

【摘要】　目的　根据阴茎夜间勃起功能检测结果，优化他达拉非小剂量治疗方案。方法　选取男科门
诊就诊的１１８例勃起功能障碍患者，根据阴茎夜间勃起功能检测（ＮＰＴ）结果分为两组，ＮＰＴ正常者分入阶梯
治疗组，共８１例，ＮＰＴ异常者分入每日治疗组，共３７例。两组患者均每日口服他达拉非５ｍｇ，６周后阶梯治
疗组患者改为隔日口服他达拉非５ｍｇ。两组疗程均达１２周。于治疗前、治疗结束时完成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和记录阴茎插入成功率（ＳＥＰ２）、完成性交成功率（ＳＥＰ３）。观察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结果　共有９５例患者（８０５％）完成治疗。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结束时 ＩＩＥＦ５评分、ＳＥＰ２和 ＳＥＰ３
均明显升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结束时两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ＳＥＰ２、ＳＥＰ３均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均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结论　根据 ＮＰＴ检查结果对 ＥＤ患者进行分类，并优化应
用不同的小剂量他达拉非规律治疗方案，能有效改善患者勃起功能，临床疗效相近，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阴茎夜间勃起功能检测；他达拉非；降阶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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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是泌尿男科门诊最常见的疾病之一。
目前临床已广泛采用各种 ＰＤＥ５抑制剂治疗。他达拉非小剂
量规律治疗于２００８年被 ＦＤＡ批准用于治疗男性 ＥＤ。本研究
根据ＥＤ患者ＮＰＴ检测结果进行分类治疗，分析不同小剂量规
律治疗方案的疗效及可能原因，以期优化治疗方案。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厦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男科门

诊收治的符合入选标准的１１８例ＥＤ患者，患者年龄２１岁 ～６７
岁，平均３５８岁；ＥＤ发病时间３个月 ～１５年，平均１６年。采
用北京松上有限公司ＮＸＩＩＩＡ型男性功能动态诊断仪行ＮＰＴ监
测，根据ＮＰＴ检查结果分为两组，ＮＰＴ正常者分入阶梯治疗组，
共８１例，ＮＰＴ异常者分入每日治疗组，共３７例。ＮＰＴ异常者需
重复检查，连续两次 ＮＰＴ检测均异常者入组。ＮＰＴ正常标准：
勃起硬度≥７０％；勃起次数 ２次 ～５次／夜；平均勃起时间≥
１０ｍｉｎ；所有指标均在正常值范围内视为 ＮＰＴ正常。所有患者
均行阴茎背动脉血流指数（ＰＦＩ）测定、性激素５项、空腹血糖、
肝肾功能等，异常者进行相关基础治疗。ＥＤ患者入选标准：①
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ＥＤ诊断标准，且症状持续３个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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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②成年男性，目前有稳定的性伴侣及规律的性生活；③治疗
前４周未服用治疗ＥＤ药物。排除标准：合并射精功能障碍、性
欲低下、严重神经系统损伤、生殖系统畸形、严重心脑血管疾患

服用硝酸酯类药物者。

１２　治疗方案及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每日口服他达拉非５ｍｇ（美国礼来制药公司，进

口药品注册证号Ｈ２０１３０３６１），６周后阶梯治疗组患者改为隔日
口服他达拉非５ｍｇ。两组疗程均达１２周。于治疗前、治疗结束
时分别指导患者完成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和记录阴
茎插入成功率（ＳＥＰ２）、完成性交成功率（ＳＥＰ３）。观察患者治
疗期间不良反应。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均数 ±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对计量资料进行描述，采用成组设计 ｔ检验；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完成情况

共有９５例患者完成治疗，其中阶梯治疗组患者６４例，每日
治疗组患者３１例。治疗期间，有６例患者服药后出现面部潮红

或鼻塞，８例患者报告头痛或背痛，２例患者报告轻度腹泻，但均
完成治疗。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对比
阶梯治疗组患者治疗前 ＳＥＰ２较每日治疗组患者高，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与治疗前相比，两组患者治疗结
束时ＩＩＥＦ５评分、ＳＥＰ２和 ＳＥＰ３均明显升高，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组间比较，治疗结束时两组 ＩＩＥＦ５评分、
ＳＥＰ２、ＳＥＰ３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
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结束时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治疗前 治疗结束时
ｔ值 Ｐ值

阶梯治疗组 ６４ １３２７±２４５ ２１１６±３５３ ４．６２ ＜００１

每日治疗组 ３１ １１８４±２３３ ２０６５±３９２ ５．１８ ＜００１

ｔ值 ０．８６ ０．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结束时ＳＥＰ２（％）、ＳＥＰ３（％）比较

组别 例数
ＳＥＰ２　例数（％）

治疗前 治疗结束时
χ２值 Ｐ值

ＳＥＰ３　例数（％）

治疗前 治疗结束时
χ２值 Ｐ值

阶梯治疗组 ６４ ３５（５４７） ６０（９３８） ２５．５２ ＜００１ １１（１７２） ５４（８８５） ５７．８０ ＜００１

每日治疗组 ３１ ８（２５８） ２７（８７１） ２３．６８ ＜００１ ２（６５） ２４（７７４） ３２．０６ ＜００１

χ２值 ７．０３ １．２０ ２．０４ ０．６９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ＮＰＴ和ＩＩＥＦ５评分是针对 ＥＤ常用的临床检查和评价方

法［１］。ＮＰＴ正常的患者精神心理因素导致 ＥＤ的可能性较大；
ＮＰＴ异常的患者则可能由于器质性因素所致，同时也可能存在
精神心理因素的干扰［２］。因此在治疗目标方面，ＮＰＴ正常患者
强调在改善其勃起功能基础上，解除患者性精神心理障碍，恢
复其性自信心和自尊心；ＮＰＴ异常患者则应重点解决／缓解 ＥＤ
的器质性病因，尽可能长时间维持其勃起功能。故而在临床工

作中有必要进行相应的分类诊疗，以便针对不同类型 ＥＤ患者
采用不同治疗方案。

需要指出的是，ＮＰＴ检查结果只是有助于了解 ＥＤ患者的
病因学分类，而并不能证明其病情轻重程度。临床常发现部分

精神心理性ＥＤ患者由于病程较长或在初期未获得有效治疗，
常自觉“症状严重”，即使 ＮＰＴ检查完全正常，其治疗难度依然
很大，且依从性不佳，纠正其性心理障碍殊为不易。在症状勉强

改善后也容易形成对药物的心理依赖。相反，某些器质性 ＥＤ
（如糖尿病）患者，虽然 ＮＰＴ测试结果异常，但其既往已完全接
受药物规律治疗模式（如糖尿病降糖药每日治疗），治疗依从性

良好，可长时间维持满意疗效。因此，以 ＮＰＴ检查结果进行相
应的分类诊疗，实际上是针对患者群体的不同病因进行的个体

化治疗。有意思的是，本研究中ＮＰＴ正常的患者，其ＳＥＰ２回答

“是”百分率更高，但其治疗前ＩＩＥＦ５评分、ＳＥＰ３与ＮＰＴ异常的
患者并无差异，表明ＮＰＴ正常的患者可能存在症状过度评估倾
向，即将症状严重化。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这种过度评估倾向恰

恰是患者存在性心理障碍的佐证。ＩＩＥＦ５评分是一项患者主观
评分，不可避免存在主观偏差，因此必须和 ＮＰＴ这种客观检查
相结合才能准确反映患者的实际情况。

采用ＮＰＴ筛选 ＥＤ患者并分类治疗，这一方法已逐渐为临
床医师所采纳。彭靖等［３］应用 ＮＰＴ将骨盆骨折尿道断裂后的
ＥＤ患者分为夜间勃起异常组和无夜间勃起组，给予他达拉非
小剂量规律治疗 ３个月，结果发现夜间勃起异常组 ＩＩＥＦ５评
分、ＳＥＰ２与ＳＥＰ３均较无夜间勃起组改善更明显。肖飞等［４］将

ＥＤ患者分为ＮＰＴ正常组和ＮＰＴ异常组，给予他达拉非２０ｍｇ每
周３次口服治疗，疗程１月，结果发现 ＮＰＴ正常组患者行他达
拉非治疗疗效更佳。这些研究表明，确有根据 ＮＰＴ检测结果对
ＥＤ患者分类治疗的必要，且对治疗转归有明确的预估。

他达拉非为长效ＰＤＥ５抑制剂，药物半衰期为１７５ｈ，连续
服药５天后，血药浓度达到稳态（约５５ｎｇ／ｍｌ）并维持在按需服
用的１６倍，这一浓度可使９０％ＰＤＥ５酶受抑制［５］。这为其小

剂量规律治疗提供了重要的药代学基础。

本研究显示经过１２周他达拉非小剂量规律治疗后，两组患
者勃起功能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ＮＰＴ正常的阶梯治疗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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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ＰＴ异常的每日治疗组疗效并无显著差异。对于这一结果需要
从多方面分析：首先，对于ＮＰＴ正常的患者，治疗的核心在于如
何重建性自信心，使其能正常发挥性功能。他达拉非长半衰期、

血药浓度稳定的药代学特性使得患者能够自然、自由的安排性

生活而非“计划性生活”，这是规律治疗的优势所在；前６周足
量治疗能够使得患者获得满意的性生活，患者已充分建立治疗

信心以及对医生的信任，有利于患者心理障碍的解除［６７］；在此

基础上，后６周采用阶梯治疗方案，鼓励患者 “非服药日”性生
活（实际上患者常会自发的尝试），持续的性生活成功将会进一

步改善其性心理状态，最终重建性自信心，并逐步切断其对药

物的心理依赖。这已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获得印证［８９］，也是此

方案设计的初衷。阶梯治疗方案能较为彻底的解除 ＮＰＴ正常
患者的心理障碍，是其在治疗结束时与ＮＰＴ异常患者每日规律
治疗效果一致的重要原因。其次，对于 ＮＰＴ异常患者，如何改
善阴茎血管功能是治疗的核心。ＥＤ实际上是血管内皮损伤的
一种表现［１０］，因此对血管内皮损伤的修复对于治疗 ＥＤ具有重
要意义。他达拉非每日规律治疗对血管内皮损伤具有良好的

修复作用。ＬａＶｉｇｎｅｒａ等［１１］发现动脉性ＥＤ患者血清内皮微粒
（ＥＭＰａ，一种内皮损伤的标志物）明显高于健康人群；在给予他
达拉非每日５ｍｇ治疗９０天后，ＥＭＰａ水平明显降低；而治疗中
止６个月后，这种积极治疗效应才会消失。他达拉非每日规律
治疗的实际意义在于修复患者血管内皮功能，从而改善了患者

的性生理基础［１２］。最后，两种方案均能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从而坚持完成治疗。治疗过程中，患者能更自由选择性生活时

间（阶梯治疗方案更明显）；对于性活跃人群而言，患者能自信

的面对各种状况（包括伴侣所发起的性生活），伴侣双方性满意

度更高［１３］，这是他们坚持１２周治疗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ＥＤ
患者（出于更自然的性生活）更愿意选择他达拉非小剂量规律

治疗［１４１５］。此外，规律治疗由于给药剂量更小，其头痛、面部潮

红、背痛等副作用相对较少，对患者而言更具吸引力［１６］。

ＮＰＴ检查虽然是一项客观检测，但也存在局限性。检查过
程必须由医生为患者佩戴传感器套件后回家自行操作，少数患

者可能因紧张、佩戴套件不习惯、袖带松紧度不合适等影响睡

眠质量，导致出现假阳性结果。重复检测和专人操作可一定程

度减少此类情况发生。但临床实践发现仍有少数严重心理障

碍患者ＮＰＴ检测异常，在治疗过程中患者常出现疗效起伏，远
期效果不肯定，需临床医生注意心理引导，强调其与性伴侣沟

通，共同解除患者的性心理障碍［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利用ＮＰＴ检测将ＥＤ患者分类治疗，可以优化他
达拉非小剂量规律治疗方案，其临床疗效肯定。ＮＰＴ正常的患
者采用阶梯治疗不仅能降低医疗费用，更重要的是其更有助于

改善患者的性心理状态，其疗效与ＮＰＴ异常的每日规律治疗并
无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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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联合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老年性 ＥＤ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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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发病率与年龄相关，随着老龄人口的增加，老年 ＥＤ
患者也不断增多。目前仍未找到最适当的治疗方法治愈或阻止 ＥＤ的发生发展。虽然老年性 ＥＤ的基因治
疗是一个新兴的热点，但是联合间充质干细胞（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ＭＳＣｓ）移植更是对运用基因治疗 ＥＤ
的升华，本文将对各种基因联合间充质干细胞移植治疗老年性ＥＤ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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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Ｄ是指男性阴茎持续、反复不能达到和／或维持足够的勃
起以获得满意的性生活［１］。阴茎的勃起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

程，首先正常的生理结构（阴茎内皮和平滑肌等）作为基础、另

外正常的神经内分泌和血管功能也是必不可少的［２］。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人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必将不断增多。ＥＤ
的发病率随年龄的老化而增高。著名的美国马萨诸塞州男性

老龄化研究（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ｍａｌｅａｇｉｎｇｓｔｕｄｙ，ＭＭＡＳ）发现，４０％
的男性在４０岁时有ＥＤ，而且以每１０年１０％的速度增长，６０岁
以上的发病人数更是明显加速［３］。因此，老年性 ＥＤ的治疗任
重而道远。目前，老年性ＥＤ的治疗方法有：①口服药物磷酸二
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ｔｅｒａｓｅｔｙｐｅ５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ＰＤＥ５）如西地那
非等；②海绵体内注射疗法；③外科治疗如血管神经手术或假
体植入手术；④真空缩窄装；⑤中医治疗；⑥心理治疗等。上述
方法在治疗ＥＤ上虽然取得了较好疗效，但是由于存在较多的
不良反应和并发症，仍然不能满足 ＥＤ患者治疗的需求。当单
独运用ＭＳＣｓ和某基因进行注射治疗时都有一些限制。为了克
服这些局限性，基因与 ＭＳＣｓ的联合治疗应运而生。这种新方
法主要通过在体外对间充质干细胞使用不同的基因进行离体

联合并修饰，重新移植入ＥＤ患者阴茎海绵体内。首先，主要来

源于骨髓的ＭＳＣｓ能够转化成各种细胞类型，从而能够进行组
织修复和再生，而且它们不诱导局部免疫反应并且是稳定的。

由于阴茎的可再生性和内皮空腔的普遍性，使得其是基因治疗

的潜在靶组织，此外，联合的方法不仅可以防止转基因的随机分

布，还能降低炎症反应的可能性［４］。目前，通常使用腺病毒或

质粒作为载体，将间充质干细胞（ＭＳＣｓ）联合内皮一氧化氮合酶
（ｅＮＯＳ）或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等基因移植注射入阴茎
海绵体治疗ＥＤ的疗法。因此，基因联合 ＭＳＣｓ的方法是治疗
ＥＤ的可靠的方法。
!

　
$%&'

的性能

目前，已经证实ＭＳＣｓ可以从大量成体组织（包括骨髓，脂
肪组织和骨骼肌）分离出来［５］。由于ＭＳＣｓ获取方法容易、制备
容易，给治疗ＥＤ奠定了种子细胞。另外，其低免疫原性和对炎
症的趋化特性，不仅使感染的病毒能有效地逃离免疫系统的攻

击而运送到特定部位，而且克服了伦理要求及免疫排斥的局限

性，从而成为良好的细胞运载载体［６］。有关研究［７］发现，ＢＭ
ＭＳＣｓ移植入海绵体组织后，不仅可以向多种组织细胞分化，还
表达平滑肌和内皮特异性标志物，如αＳＭＡ，ｃａｌｐｏｎｉｎ，ｖｏｎＷｉｌｌｅ
ｂｒａｎｄ因子和ＣＤ３１。ＭＳＣｓ可以自我更新和分化成各种表型，主
要通过生物活性营养因子的分泌产生特征性免疫调节，促血管

生成，抗凋亡，抗纤维化和抗炎作用；另外，ＭＳＣｓ分化成多系谱
细胞，可以在自体移植后长时间存活而不诱导免疫响应。ＭＳ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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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低水平的ＭＨＣＩ类分子，不表达ＭＨＣＩＩ类分子，表明它们
是免疫原性最小的［８］。老年ＥＤ患者病因主要可能集中于阴茎
海绵体神经血管的老化、平滑肌及海绵窦内皮细胞退变等因

素，ＢＭＭＳＣｓ可向多种细胞分化的能力恰恰为干细胞移植治疗
老年性ＥＤ奠定了理论基础。Ｓｏｎｇ等已经证实移植注射进阴茎
海绵体的 ＢＭＭＳＣｓ在其微环境的刺激下向内皮细胞、平滑肌
细胞及神经细胞分化，通过修复受损的组织改善勃起功能［９］。

ＭＳＣｓ还可以分泌各种有利于修复受损血管、组织的可溶性因
子，如ＶＥＧＦ等，促进海绵体受损神经组织的修复，同时还能帮
助免疫调节，抑制纤维蛋白和凋亡基因表达。总之，间充质干细

胞的移植治疗老年性ＥＤ的作用有：①向阴茎海绵体中的多种
细胞的分化；②旁分泌多种生长因子；③桥接作用。因此，ＭＳＣｓ
具有治疗老年性ＥＤ的良好理论基础。
"

　基因联合间充质干细胞治疗
()

的机制

具有或不具有基因治疗的基于 ＭＳＣ的细胞疗法在恢复男
性勃起功能方面具有相似的机制。ＥＤ恢复的主要机制在于功
能和组织学成分的改善。Ｚｈａｎｇ等［１０］发现，体外由培养的干细

胞大量分泌的细胞因子ＣＸＣＬ５，表现出强有力的血管生成和神
经营养活性。阴茎勃起由神经元一氧化氮合酶（ｎｅｕｒｏｎａｌｎｉｔｒｉｃ
ｏｘｉｄｅ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ｓ，ｎＮＯＳ）引发，并通过ｅＮＯＳ维持平滑肌松弛对正
常勃起活动至关重要。大量研究［１１］支持 ＮＯ作为体外平滑肌
松弛和阴茎勃起的主要调节因子，从内皮释放 ＮＯ和支配阴茎
脉管系统的硝酸神经用于激活ＮＯ敏感的鸟苷酸环化酶并增加
阴茎组织循环鸟苷酸（ｃＧＭＰ）水平。ｃＧＭＰ激活 ｃＧＭＰ依赖性
蛋白激酶（ＰＫＧ），下游蛋白磷酸化导致细胞内钙浓度和血管扩
张减少，超氧阴离子与 ＮＯ的相互作用与降低 ＮＯ生物利用度
有关［１２］。应用ｅＮＯＳ转导ＭＳＣｓ通过增强内皮衍生的 ＮＯ释放
来改善海绵体神经刺激的勃起反应，内皮细胞和神经元来源的

ＮＯ在阴茎脉管系统勃起生理调节中具有关键作用。有研究［１３］

已经提出了海绵体中ｅＮＯＳ表达上调和 ＮＯ释放的机制。第一
个解释是，缺乏ｎＮＯＳ基因的小鼠中 ＮＯ依赖性勃起反应的维
持是ｅＮＯＳ对含量不足的 ｎＮＯＳ表达的补偿性上调。对这些小
鼠中完整的ＮＯ依赖性勃起反应的更新解释是由外显子１中
ｎＮＯＳβ和ｎＮＯＳγ替代翻译的替代ｍＲＮＡ剪接产生的ｎＮＯＳ基
因变体的存在。然而，旁分泌作用，可能是ＭＳＣｓ分泌生长因子
促进ＮＯ信号传导，可能在ＭＳＣ移植后发生［１４］。

#

　不同基因联合
$%&'

治疗老年性
()

３１　ＩＧＦ１和ＩＧＦＢＰ３基因
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ｈｕｍａ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１，

ＨＩＧＦ１）既能促进新生血管的形成，又能在血管损伤修复中起
重要作用，同时参与ＮＯ／ｓＧＣ／ｃＧＭＰ信号传导通路，导致血管扩
张［１５］。ＩＧＦ１能够调节 ＮＯ介导的血管床的舒张，这种内皮依
赖性的血管舒张能够由一氧化氮合酶（ＮＯｓｙｎｔｈａｓｅ，ＮＯＳ）抑制
剂ＮＧ一甲基Ｌ精氨酸抑制［１６］。ＩＧＦ１同时能够促进细胞的增
值、迁移以及抑制凋亡而保持细胞的完整性［１７］。在前期的研究

结果中已经发现ＩＧＦ１基因能够提高老龄大鼠和糖尿病大鼠的
勃起功能［１８］。同时研究发现，老龄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３（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
ｔｅｉｎ３，ＩＧＦＢＰ３）明显增加［１９］，ＩＧＦＢＰ３在老龄大鼠阴茎海绵体
组织中明显增高，是老年性 ＥＤ发生的机制之一。ＩＧＦ１能够通
过ＮＯ／ｓＧＣ／ｃＧＭＰ信号传导通路介导血管舒张，而 ＩＧＦＢＰ３能

够通过限制ＩＧＦ１进入靶细胞而调节ＩＧＦ１的功能［２０］。

３２　ＶＥＧＦ基因
ＶＥＧＦ是体外和体内具有显着血管生成活性的几种多肽之

一。大鼠和人类阴茎中都表达了许多 ＶＥＧＦｍＲＮＡ同种型，最
丰富的形式是编码１６４个氨基酸的蛋白质的变体。ＶＥＧＦ是具
有强血管生成特性的细胞因子，它可以刺激增殖，延缓衰老，抑

制细胞凋亡并促进各种细胞类型的分化。Ｒｏｇｅｒｓ等［２１］显示

ＶＥＧＦ治疗可逆转静脉型ＥＤ中的海绵体膜渗漏，表明海绵体内
注射ＶＥＧＦ基因可能有助于保持患者的勃起功能。ＶＥＧＦ可能
对海绵体海绵体中的内皮和平滑肌提供保护作用。Ｙａｍａｎａｋａ
等［２２］证实，海绵体内ＶＥＧＦ注射通过抑制老年大鼠海绵体细胞
凋亡来恢复勃起功能。此外，ＶＥＧＦ基因治疗已被证明在衰老
模型中有效，ＶＥＧＦ显示增加内皮细胞产生的 ＮＯ活性，这在调
节海绵状平滑肌松弛中起重要作用，但低转染、染色质整合变

异、潜在的恶性转化和未严格调控的基因表达可能会引起不良

反应［２３］。

３３　ＢＤＮＦ基因
在各种神经营养因子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ｂｒａｉｎｄｅ

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ｒｏｔｒｏｐｈ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ＢＤＮＦ）在海绵状神经损伤模型中的 ＥＤ
恢复中具有重要作用。外源 ＢＤＮＦ可以通过 Ｊａｎｕｓ激酶（ｊａｎｕ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ｋｉｎａｓｅ，ＪＡＫ）／信号转导和转录（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激活因子的分子通路产生神经元的显著生
长，对于海绵神经横断，ＢＤＮＦ的 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通过激活
ＪＡＫ／ＳＴＡＴ通路在时间依赖性方面表现为骨盆神经节显着升
高［２４］。Ｂｏｃｈｉｎｓｋｉ等［２５］报道用增强的绿色荧光蛋白 ＢＤＮＦ转导
的神经元胚胎干细胞可改善老年大鼠模型的勃起功能。最近，

Ｋｉｍ等［２６］报道说，在用海绵状神经损伤引起的 ＥＤ的大鼠注射
用表达人ＢＤＮＦ的重组腺病毒的 ＭＳＣｓ注射后，勃起功能得到
更大程度的保存。

３４　ＥＮＯＳ基因
许多基因治疗策略都集中在 ＮＯ／ｃＧＭＰ通路上。所有３

种ＮＯＳ异构体，内皮 ＮＯＳ（ｅＮＯＳ），神经元 ＮＯＳ（ｎＮＯＳ）和诱导
型ＮＯＳ（ｉＮＯＳ）已被用于基因治疗以改善勃起功能。已经使用
不同的病毒和非病毒载体将遗传物质转移到靶细胞或组织，结

果不同。据报道，ｅＮＯＳ基因治疗可以改善衰老大鼠模型中的神
经源性或内皮依赖性勃起反应。Ｄｅｎｇ［２７］等人进行了一系列实
验，显示了成功转移 ｅＮＯＳ基因的可行性。将该基因插入腺病
毒中，在不干扰ＭＳＣｓ的全能性的情况下，将 ＭＳＣｓ离体转导以
诱导随后的蛋白质产生。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基因也以相似的方

式表达。将表达特异性 ＮＯＳ基因的腺病毒载体感染的这些
ＭＳＣｓ移植到老鼠的阴茎海绵体中，移植ＭＳＣｓ后７天，ＥＤ改善
和炎症反应减少。２１天后，海绵体注射野生型 ＭＳＣｓ和基因修
饰的ＭＳＣｓ组都增加了ｅＮＯＳ的表达和改善了ＥＤ。对于转基因
的反应和随机表达可能会限制移植后的临床效果。Ｂｉｖａｌａｃｑｕａ
等［２８］将ｅＮＯＳ基因转染的 ＢＭＭＳＣｓ移植到老龄大鼠阴茎海绵
体组织内，发现ＢＭＭＳＣｓ在阴茎组织内至少能够存活 ２１ｄ，且
没有引起明显的炎症反应，移植组大鼠阴茎海绵体内压明显提

高。ＢＭＭＳＣｓ移植组大鼠阴茎海绵体ｅＮＯＳ含量、ｅＮＯＳ活性及
ｃＧＭＰ水平明显增高。推定的机制衰老的阴茎血管床中 ｅＮＯＳ
活性和内皮ＮＯ生物利用度的降低是老龄性 ＥＤ的原因。通过
改善内皮衍生的ＮＯ／ｃＧＭＰ信号传导以及ＭＳＣｓ分化为表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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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和平滑肌标志物来提高勃起功能。单独给予 ＭＳＣｓ或 ｅＮＯＳ
转导的ＭＳＣｓ与老年阴茎海绵体组织中的ｅＮＯＳ蛋白表达、钙离
子依赖ＮＯＳ活性和 ｃＧＭＰ水平的提高有关，内皮功能障碍是
ｅＮＯＳ磷酸化减少的结果。
３５　ＦＧＦ基因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ＦＧＦ）是具有
多种功能的多功能蛋白质。它们是最常见的有丝分裂原，但也

具有调节，形态和内分泌效应。ＦＧＦ也被称为“多能”生长因
子，因为其与多种细胞类型的不同相互作用。ＦＧＦ１和 ＦＧＦ２的
一个重要功能是在体外促进内皮细胞的增殖和内皮细胞向管

状组织的改造。ＯｕｙａｎｇＢ等［２９］报道，用ＦＧＦ２基因修饰的尿源
性干细胞（ＵＳＣｓ）可以增强２型糖尿病ＥＤ大鼠内皮细胞标志物
的表达，平滑肌含量和改善神经源性介导的勃起反应。在分别

给予ＵＳＣｓ或ＵＳＣｓＦＧＦ２后，啮齿动物模型中糖尿病ＥＤ的改善
与使用其他类型的 ＭＳＣｓ的细胞治疗效果相似。ＵＳＣｓ的旁分
泌作用可能在诱导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参与海绵体组织修

复中起重要作用。它们诱导血管发生并增强新血管从预先存

在的脉管系统的生长。ＦＧＦ１和 ＦＧＦ２都比 ＶＥＧＦ或血小板衍
生生长因子更有效的血管生成因子。ＦＧＦ１表达主要定位于中
枢神经系统，而 ＦＧＦ２在所有成体组织中表达。此外，有研
究［３０］报道 ＦＧＦ２比 ＶＥＧＦ，表皮生长因子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更本质，像 ＭＳＣｓ、内皮细胞分化的生长因子，因为在缺乏
ＶＥＧ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或表皮生长因子的情况下，ＭＳＣｓ也可
以在ＦＧＦ２增补的培养基中生长并显示出内皮的功能。所以
ＦＧＦ基因联合ＭＳＣｓ的研究也必将适应于老年性ＥＤ的治疗。
３６　其他基因治疗

细胞外超氧化物歧化酶（ｅｘｔｒａ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
ＥＣＳＯＤ）、ＲｈｏＡ／Ｒｈｏ激酶、离子通道（Ｋ＋／Ｃａ＋）、降钙素基因
相关肽（ｃａｌｃ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ＧＲＰ）等基因也是治疗
老年性ＥＤ的研究热点，联合ＭＳＣｓ移植治疗老年性 ＥＤ的大量
研究数据表示，此方法对ＥＤ治疗的好处大可开拓，可以继续进
一步深入研究。

*

　结论
ＭＳＣｓ具有表现出干细胞全部特征的优点，包括自我更新能

力，全能性和体内组织再生能力。尽管 ｅＮＯＳ，ｎＮＯＳ，ＶＥＧＦ，ＢＤ
ＮＦ或超氧化物歧化酶或显性阴性 ＲｈｏＡ突变体的腺病毒等载
体介导的基因修饰可以增加老年或糖尿病大鼠模型中的勃起

反应，但是可能发生炎症反应和随机转基因的表达可能会限制

其临床效用。目前联合基因和 ＭＳＣｓ治疗 ＥＤ仍主要着重在动
物实验上，在通过临床试验需要考虑之前需要重新评估不良影

响，比如载体的安全性或致病性、目的基因表达的时效性、人体

的炎症免疫反应等都是需要慎重考虑的。ＭＳＣｓ与基因治疗相
关联，包括ｅＮＯＳ，ＶＥＧＦ和ＢＤＮＦ等基因治疗目前在ＥＤ的血管
再生治疗领域是一个有希望的治疗方案。相信在基因工程技

术和分子生物遗传的不断发展，广大男科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ＥＤ的基因联合ＭＳＣｓ的治疗方案将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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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蛋白在大鼠睾丸发育过程中的表达
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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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检测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 １（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ｋｉｎａｓｅ１，Ｃｈｋ１）和细胞周期检测点激酶 ２
（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ｋｉｎａｓｅ２，Ｃｈｋ２）蛋白在大鼠睾丸不同发育阶段的表达与定位，探讨２种蛋白在大鼠精子发生过
程中的功能。方法　选择４日龄、２８日龄、５６日龄、８４日龄的大鼠睾丸和附睾组织为实验材料，采用免疫组
化方法检测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蛋白在大鼠睾丸中的表达与定位。结果　在精原细胞中，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都仅有微
弱的表达；Ｃｈｋ２在细线期初级精母细胞中出现了强表达，而在粗线期初级精母细胞、早期精子细胞中未见表
达，但在晚期精子细胞中再次出现强表达；Ｃｈｋ１蛋白在细线期初级精母细胞中未见表达，而在粗线期初级精
母细胞中出现强表达，在早期精子细胞中表达不明显，在晚期精子细胞中出现强表达。Ｃｈｋ１在 Ｌｅｙｄｉｇ细胞
中始终保持较强的表达，Ｃｈｋ２则是大鼠进入成年期后在Ｌｅｙｄｉｇ细胞中表达出现增强。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在Ｓｅｒ
ｔｏｌｉ细胞中始终维持微弱表达或不表达。结论　通过对不同发育阶段大鼠睾丸细胞上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的表达
与定位的研究发现，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可能分别在精子发生的不同阶段参于精子发育的调节，并共同在精子发生
过程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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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全球约有１５％的已婚夫妇受到不育的困扰，男方因
素约占一半，其中少、弱精子症是主要原因，但详细致病机制却

尚不明确［１］。已有研究认为，造成精子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生精细胞增殖减少而凋亡增加从而造成增殖与凋亡平衡失调。

细胞周期点检测蛋白（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ｋｉｎａｓｅ，Ｃｈｋ）１、２是 ＤＮＡ损伤
后修复的关键作用激酶［２］。既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细胞周期

检测点蛋白与肿瘤发生、发展的关系［３５］，而细胞周期检测点蛋

白与精子的发生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关研究认为，Ｃｈｋ１表达的
减少会导致精子 ＤＮＡ损伤修复功能的下降和精子凋亡的增
加［６］。ＧＦｌａｇｇｓ，ＡＷＰｌｕｇ［７］等人的研究表明，人类和鼠类上
存在酵母Ｃｈｋ１基因的同源结构基因，并具有蛋白激酶活性，且
在睾丸细胞上均有表达；同时，Ｃｈｋ１在偶线期晚期和粗线期中
精母细胞表达增加。该研究认为，Ｃｈｋ１参与精子发生过程中的
减数分裂并与精子发生密切相关。本研究中，我们采用免疫组

化方法检测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在大鼠睾丸发育过程中不同阶段的
表达和差异，进一步揭示２种蛋白在大鼠精子发生过程中的功
能。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Ⅰ抗为兔抗大鼠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多克隆抗体，购自英国ａｂ
ｃａｍ公司，Ⅱ抗为山羊抗兔，ＳＰ免疫组化试剂盒及３，３２氨基联
苯胺（ＤＡＢ）显色剂，胃蛋白酶，ＰＢＳ购自北京中山金桥公司，切
片机为ＬｅｉｃａＲＭ２２５５，显微镜为ＮｉｋｏｎｅｃｌｉｐｓｅＥ６００。
１２　组织处理与固定

实验动物为４日龄、２８日龄、５６日龄和８４日龄的ＳＤ（ｓｐｒａ
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大鼠，由北京大学医学部动物房提供。本实验得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实验及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将处死大鼠后，

为避免生精小管的损伤，尽量采用轻柔的方法获取其睾丸和附

睾组织。为了获得更好的固定效果，在固定之前用细针在睾丸

的两极穿透白膜几次，之后将睾丸、附睾组织迅速放入固定液

中固定４８ｈ，固定液为 ｍＤ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ｓｆｌｕｉｄ），其配方
将甲醛溶液（３７％ ～４０％）、无水乙醇、冰醋酸和蒸馏水分别按
照３０∶１５∶５∶５０的体积比例配制。固定后梯度乙醇脱水，石蜡
包埋切片以备免疫组化染色时使用。

１３　免疫组化染色
用于免疫组化染色的睾丸和附睾组织切片厚度为５μｍ，将

组织切片放入３７℃恒温培养箱中过夜。ＨＥ染色后光镜下观
察，选择组织形态保持良好的睾丸和附睾组织做免疫组化染色。

Ｃｈｋ１与Ｃｈｋ２的免疫组化染色方法参照ＳＰ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具体步骤如下：①在二甲苯替代物中脱蜡、经梯度乙醇水化；②
ＰＢＳ洗涤３次，每次５ｍｉｎ；③将３％ Ｈ２Ｏ２滴加在组织上，室温放
置１０ｍｉｎ，用以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④ＰＢＳ洗涤３次，每次
５ｍｉｎ；⑤采用胃蛋白酶进行抗原修复，时间８ｍｉｎ；⑥ＰＢＳ洗３次，
每次５ｍｉｎ；⑦按照组织块大小滴加适量Ⅰ抗（Ｃｈｋ１抗体浓度为
１∶１５０，Ｃｈｋ２抗体浓度为 １∶５０），４℃过夜。⑧４℃过夜后在
３７℃复温４５ｍｉｎ。⑨ＰＢＳ洗涤３次，每次５ｍｉｎ；（１０）滴加适量Ⅱ
抗，室温放置３０ｍｉｎ；（１１）ＰＢＳ洗涤３次，每次５ｍｉｎ；（１２）ＤＡＢ
显色５～１０ｍｉｎ配制方法：１ｍＬＢ液加２０μｌＣ液，混匀后即用，
显微镜下掌握染色程度；（１３）显色完毕后用蒸馏水冲洗；（１４）
苏木精复染１ｍｉｎ，盐酸酒精分化，氨水返兰；（１５）逐级酒精脱
水，二甲苯替代物透明，中性树胶封片。细胞质和（或）细胞核

中含棕黄色颗粒者为Ｃｈｋ１或Ｃｈｋ２阳性表达细胞，以人乳腺癌
切片作为Ｃｈｋ１或Ｃｈｋ２阳性表达的对照，使用 ＰＢＳ替代Ⅰ抗作
为染色的阴性对照。

"

　结果
２１　４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 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蛋白在不
同细胞中的表达

　　在４日龄的大鼠睾丸中，精原细胞散在分布于生精上皮中，
部分精原细胞与支持细胞紧贴生精上皮基膜，精原细胞胞浆中

可见微弱Ｃｈｋ１蛋白和 Ｃｈｋ２蛋白的表达，Ｌｅｙｄｉｇ细胞核和细胞
中Ｃｈｋ１蛋白表达明显。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图１中 Ａ、Ｂ、Ｃ分
别表示４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 Ｃｈｋ１、Ｃｈｋ２在不同细
胞中的表达。

２２　２８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蛋白在不
同细胞中的表达

　　在２８日龄的大鼠睾丸中，精原细胞和支持细胞靠近生精上
皮基膜，以上依次为初级精母细胞细线期细胞和初级精母细胞

粗线期细胞并逐渐向管腔靠近。这个时期的精原细胞已经开始

减数分裂；精原细胞、支持细胞上有 Ｃｈｋ１蛋白的微弱表达；少
部分初级精母细线期细胞可见有 Ｃｈｋ１蛋白表达；ＣｈＫ１蛋白在
粗线期初级精母细胞和Ｌｅｙｄｉｇ细胞的胞核与胞浆中有强表达；
大部分细线期初级精母细胞的胞核中 Ｃｈｋ２表达明显；而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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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上皮其他类型的细胞中未见表达。具体结果详见图１。图１
中Ｄ、Ｅ、Ｆ分别表示 ２８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 Ｃｈｋ１、
Ｃｈｋ２在不同细胞中的表达。
２３　５６日龄和８４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
蛋白在不同细胞中的表达

　　在５６日龄和８４日龄的大鼠睾丸中，随着减数分裂的进
行，生精上皮中的细胞类型进一步丰富，不同类型的生精细

胞组成特定的细胞组合。从生精上皮基膜到管腔，依次为精

原细胞、支持细胞、细线期初级精母细胞、粗线期初级精母细

胞、早期精子细胞和晚期精子细胞。Ｃｈｋ１蛋白在精原细胞

和支持细胞中依然维持着微弱表达，早期精子细胞中同样有

微弱的 Ｃｈｋ１蛋白表达，而在粗线期初级精母细胞、晚期精子
细胞和 Ｌｅｄｉｇ中 Ｃｈｋ１蛋白的表达强烈。在此时期，Ｃｈｋ２蛋
白在细线期初级精母细胞、晚期精子细胞和 Ｌｅｙｄｉｇ细胞中有
强烈表达，而在其他类型细胞中表达微弱或没有表达。具体

结果详见图１。图１中 Ｇ、Ｈ、Ｉ分别表示２８日龄大鼠睾丸中
的细胞分布及 Ｃｈｋ１、Ｃｈｋ２在不同细胞中的表达，Ｄ、Ｅ、Ｆ分
别表示２８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Ｃｈｋ１、Ｃｈｋ２在不同
细胞中的表达。

图１　４日龄、２８日龄、５６日龄和８４日龄大鼠睾丸中的细胞分布及Ｃｈｋ１、Ｃｈｋ２在不同细胞中的表达

#

　讨论
在真核细胞分裂的过程中，为保持遗传物质的完整性与

稳定性，发生 ＤＮＡ损伤后的真核细胞会激活细胞周期点信
号网络使细胞周期停滞并调节 ＤＮＡ修复。细胞周期检测点
调控主要包括２条信号通路。ＤＮＡ双链损伤后，ＡＴＭ／ＣＨＫ２

细胞周期通路被激活，而 ＡＴＲ／ＣＨＫ１细胞周期通路主要负
责调控 ＤＮＡ单链的损伤。最后，２条通路共同作用于 Ｃｄｃ２５
引起相关的细胞效应［８］。目前，关于细胞周期检测点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肿瘤的诊断与治疗。一方面，通过检测肿瘤组

织上细胞周期检测点蛋白的表达水平研究其与肿瘤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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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性；另一方面，通过阻断细胞周期检测点信号通路，增强

化疗的敏感性。其机制是：抗肿瘤药物可以使肿瘤细胞的

ＤＮＡ断裂，通过 ＲＮＡ干扰封闭肿瘤细胞 Ｃｈｋ１基因，使其表
达减少，抑制对肿瘤细胞 ＤＮＡ进行修复，使其死亡增多，从
而提高抗肿瘤药物的敏感性［９］。

精子发生经过精原细胞、初级精母细胞、次级精母细胞、

精子细胞最终发育成为成熟的精子。本研究发现，在精原细

胞中和早期精子细胞中，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的表达微弱或没有表
达。但随着减数分裂的开始，Ｃｈｋ１在粗线期初级精母细胞和
晚期精子细胞中表达增强。而 Ｃｈｋ２的表达则主要在细线期
初级精母细胞和晚期精子，虽然由于免疫组化技术的限制，我

们无法推知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的具体时期，但
可以明确的是Ｃｈｋ１和Ｃｈｋ２是在精子发生的不同阶段参与减
数分裂的调节。Ｃｈｋ１主要作用时期是在第一次减数分裂的晚
期和第二次减数分裂的晚期，而 Ｃｈｋ２主要是在第一次减数分
裂的早期和第二次减数分裂的晚期发挥作用。在大鼠睾丸发

育过程中，支持细胞中的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的表达均不明显，这可
能与支持细胞的相对稳定且较少参与细胞分裂有关。Ｃｈｋ１在
Ｌｅｄｙｉｇ细胞中始终保持强表达，而在大鼠进入青春期后，Ｃｈｋ２
的表达明显增强，这可能与Ｌｅｄｙｉｇ细胞分泌雄激素增多、细胞
分裂增多有关。

通过对不同发育阶段大鼠睾丸细胞上 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的表
达与定位的研究发现，Ｃｈｋ１和 Ｃｈｋ２可能分别在在精子发生的
不同阶段参于精子发育的调节，并共同在精子发生过程中发挥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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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内置生物套技术对原发性早泄患者性生活质量
改善的效果观察
王海１　曾昂２　张新宇３　张晓威４　白明２△

１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２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３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
４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　目的　观察应用内置生物套技术对原发性早泄（ＰＰＥ）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的效果。方法　选
取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经手术治疗的ＰＰＥ患者６０例纳入研究，按照患者自愿
手术方式分为内置生物套组３２例，包皮环切术包皮环切组２８例，同时选取５０例性功能正常志愿者作为健
康对照组。比较三组早泄诊断工具（ＰＥＤＴ）、自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
（ＣＩＰＥ）评分情况。结果　在术后第６个月以及术后第１２个月，所有患者 ＰＥＤＴ评分、阴道内 ＩＥＬＴ、ＣＩＰＥ评
分均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ＥＤＴ评分内置生物套组（９３６±２４８，７２５±１９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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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低于包皮环切术组（１０５２±１７６，Ｐ＜００５；８７７±１０５，Ｐ＜００５），阴道内ＩＥＬＴ内置生物套组（２８８±
１４５，４２０±２０３）要显著长于包皮环切术组（１９２±１０６，Ｐ＜００５；３１５±１５８，Ｐ＜００５），ＣＩＰＥ评分内置
生物套组（３３５２±３０６，３５５５±２１６）要显著高于包皮环切术组（２８７７±３４１，Ｐ＜００５；３０１８±１４３，Ｐ＜
００５）。分析术后第１２月随访资料，内置生物套组以及包皮环切术组ＣＩＰＥ量表各问题评分除Ｑ１外均明显
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除Ｑ１外各问题评分内置生物套组均明显高于包皮环
切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内置生物套治疗ＰＰＥ效果较好，能够改善患者性功能，提
高患者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内置生物套；原发性早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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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ＰＥ）是困扰成年男性性生活的常见性功能障碍，要远
远高于勃起功能障碍（ＥＤ）的发病率，根据临床调查研究，ＰＥ发
病率约为 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１］，但主动就医的只有 ９００％左
右，不仅给患者心理带来较大负担，也给家庭幸福生活埋下隐

患［２］。根据早泄发病时间，临床可分为原发性早泄（ＰＰＥ）和继
发性早泄（ＡＰＥ），其中主要是以原发性早泄为主［３］。早泄发病

原因和准确定义，临床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基本上均认

为早泄是在性交时插入前或插入后短时间内射精，并且射精非

患者可控制，使患者、性伴侣对性交满意度较差，而原发性早泄

是指患者在第一次性生活开始时就出现早泄症状［４５］。早泄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但是许多研究报道［６７］药物治疗存在诸

多不良反应，而此前曾进行的阴茎背神经阻断术包皮环切术存

在疗效不确切、受患者自身因素影响大的缺点。近年来，临床探

索出一种新型的手术治疗方式———内置生物套治疗技术，该术

式基于早泄发生过程中阴茎感觉过敏以及阈值降低的机制，降

低阴茎本体感觉，通过在阴茎背侧内置异体真皮降低阴茎敏感

度［８］。笔者通过该术式在临床治疗ＰＰＥ中取得良好治疗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符合ＰＰＥ诊断标准［９］；②手术意愿强烈，要求
手术治疗；③已婚，性伴侣固定。排除标准：①性生活不规律；②
合并生殖器疱疹、尖锐湿疣等性传播疾病；③阴茎发育异常。按
照纳入排除标准，选取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２０１５年８月至
２０１６年８月经手术治疗的ＰＰＥ患者６０例纳入研究，按照患者自
愿手术方式分为内置生物套组３２例，包皮环切术组２８例，同时
选取５０例性功能正常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１２　方法

内置生物套：患者在２％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后，在冠状
沟近端１０ｃｍ处横向切开皮肤至 Ｂｕｃｋ筋膜，前至冠状沟后至
阴茎根部，两侧达阴茎９点与２点方向，分离Ｂｕｃｋ筋膜，打开深
浅筋膜间的腔隙，将裁剪好的脱细胞异体真皮（Ｊ１型，北京桀
亚莱福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缝合固定至 Ｂｕｃｋ筋膜上，缝合，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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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绷带包扎，术后７天去除包扎。
包皮环切术：患者在２％利多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后，在距离

冠状沟２０ｃｍ处做包皮环形切口，切除多余包皮组织。分层缝
合，弹力绷带包扎，术后７天去除包扎。

所有患者术后口服抗生素７天，加强营养支持，保持局部干

燥清洁，前３ｄ口服已烯雌酚片，３ｍｇ，１次／ｄ。术后１０ｄ拆线，６
周后可恢复性生活。所有患者包括健康对照组均随访１２个月。
比较内置生物套组、包皮环切术组与健康对照组早泄诊断工具

（ＰＥＤＴ）［１０］、自评阴道内射精潜伏期（ＩＥＬＴ）、中国早泄患者性
功能评价表（ＣＩＰＥ）［１１］评分情况。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吸烟 饮酒 ＢＭＩ（ｋｇ／ｍ２）
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中 专科及以上

内置生物套组 ３２ ３３５１±６３２ １２ １６ ２３６３±３１５ １ ７ ２４

包皮环切术组 ２８ ３３４５±５７７ １３ １５ ２４７２±２７６ １ ５ ２２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３２９４±５８７ １７ ２３ ２４０６±３３７ ２ １２ ３６

ｔ／χ２值 ０．０３８ ０．６４１ １．２０８ １．４９２ １．５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得数据整理后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各

量表以及ＩＥＬＴ等计量数据使用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
示，入试者学历等计数数据使用例数、百分比［ｎ（％）］表示。根
据具体数据类型使用ｔ检验、χ２检验、秩和检验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当Ｐ＜００５时，认为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随访结果

各组在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均有失访情况发生，在术后第６
个月时，内置生物套组失访１例，随访率９６８８％，健康对照组
失访４例，随访率９２００％；术后第１２月时，内置生物套组共失
访２例，随访率９３７５％，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共失访２例，随访
率９２８６％，健康对照组共失访８例，随访率８４００％。
２２　内置生物套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后患者 ＰＥＤＴ评分与
同期对照组比较分析

　　术前内置生物套组、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 ＰＥＤＴ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第６个月以及术后第１２个月，
所有患者ＰＥＤＴ评分均有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Ｐ＜
００５），并且内置生物套组（９３６±２４８，７２５±１９７）要显著低
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１０５２±１７６，Ｐ＜００５；８７７±１０５，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内置生物套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后患者阴道内ＩＥＬＴ与
同期对照组比较分析

　　术前内置生物套组、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阴道内ＩＥＬ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均明显短于健康对照组（Ｐ＜
００５）。在术后第６个月以及术后第１２个月，所有患者阴道内
ＩＥＬＴ均有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且内置
生物套组（２８８±１４５，４２０±２０３）要显著长于阴茎背神经切
断术组（１９２±１０６，Ｐ＜００５；３１５±１５８，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２　内置生物套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后患者ＰＥＤＴ评分与同期对照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术前

例数 ＰＥＤＴ评分

术后６个月

例数 ＰＥＤＴ评分

术后１２个月

例数 ＰＥＤＴ评分

内置生物套组　　　 ３２ １３３１±３１８ｂ ３１ ９３６±２４８ａｂｃ ３０ ７２５±１９７ａｂｃ

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 ２８ １２９５±２７０ｂ ２８ １０５２±１７６ｂｃ ２６ ８７７±１０５ｂｃ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５１２±２５０ ４６ ５３３±２２１ ４２ ５４０±２１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内置生物套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后患者阴道内ＩＥＬＴ与同期对照组比较分析（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术前

例数 阴道内ＩＥＬＴ

术后６个月

例数 阴道内ＩＥＬＴ

术后１２个月

例数 阴道内ＩＥＬＴ

内置生物套组　　　 ３２ ０６８±０２３ｂ ３１ ２８８±１４５ａｂｃ ３０ ４２０±２０３ａｂｃ

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 ２８ ０７２±０３１ｂ ２８ １９２±１０６ｂｃ ２６ ３１５±１５８ｂｃ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７４３±１６０ ４６ ７２８±１４５ ４２ ７５９±１３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４５　　　·

２４　内置生物套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后患者 ＣＩＰＥ评分与
同期对照组比较分析

　　术前内置生物套组、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 ＣＩＰＥ评分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并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第６个月以及术后第１２个月，

所有患者ＣＩＰＥ评分均有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并且内置生物套组（３３５２±３０６，３５５５±２１６）要显著
高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２８７７±３４１，Ｐ＜００５；３０１８±
１４３，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内置生物套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后患者ＣＩＰＥ评分与同期对照组比较分析（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术前

例数 ＣＩＰＥ

术后６个月

例数 ＣＩＰＥ

术后１２个月

例数 ＣＩＰＥ

内置生物套组　　　 ３２ ２６５２±４１２ｂ ３１ ３３５２±３０６ａｂｃ ３０ ３５５５±２１６ａｂｃ

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 ２８ ２５９７±３８０ｂ ２８ ２８７７±３４１ｂ ２６ ３０１８±１４３ｂ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４０９６±３７５ ４６ ４１７８±３４０ ４２ ４１３０±３４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５　各组ＣＩＰＥ量表各项问题评分情况分析
分析术后第１２月随访资料，内置生物套组以及阴茎背神经

切断术组 ＣＩＰＥ量表各问题评分除 Ｑ１外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除Ｑ１外各问题评分内
置生物套组均明显高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随访１２个月各组ＣＩＰＥ量表各项问题评分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Ｑ１０

内置生物套组

（ｎ＝３０）
３２５±０２８４２１±０５６ｂ３１３±０２２ａｂ ３２７±０３０ａｂ ３０１±０２０ａｂ ３００±０３７ａｂ ３２６±０１４ａｂ ３５６±０７５ａｂ ３０１±０２３ａｂ ３７４±０５０ａｂ

阴茎背神经切断

术组（ｎ＝２６）
３３４±０３０４３５±０４１ｂ２３９±０８７ｂ ２０３±０４６ｂ ２２８±０７０ｂ ２３５±０５５ｂ ２６１±０４７ｂ ２３０±０３２ｂ ２４５±０４８ｂ ２３３±０６０ｂ

健康对照组

（ｎ＝４２）
３５７±０６１４４８±０５３ ４７６±０４０ ４８９±０３７ ４１８±０９１ ３９６±０５２ ４０１±０６１ ４３３±０９０ ３７１±０９４ ３９５±０７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过去临床把ＰＥ认为是心理因素造成的，但是随着研究不

断深入，发现ＰＥ有可能是神经生物学异常所致，但目前还没有
对ＰＥ病因形成统一认识［１２］。对于ＰＥ的治疗临床通常采取治
疗措施包括［１３１４］：①外用药物治疗，如用以降低敏感的涂抹于
阴茎表皮的麻醉喷雾剂、软膏；②口服药物治疗，如三环类抗抑
郁药氯丙咪嗪、三唑呲啶类抗抑郁药曲唑酮、选择性５ＨＴ再摄
取抑制剂帕罗西汀等、肾上腺素能 α受体阻滞剂特拉唑嗪等；
③外科治疗，如阴茎背神经切除术、包皮环切术等；④行为心理
治疗。ＰＰＥ在ＰＥ中占主要部分，这类患者可能存在遗传因素
影响，在李兴华［１５］研究中，通过原发性早泄患者与尸体标本阴

茎背神经数量对比发现，原发性早泄患者阴茎背神经数量

（７６９±１７７）要高于尸体标本（３４９±１２３），但不能明确是否
尸体标本中含有早泄患者，但依旧可以提示原发性早泄可能与

阴茎背神经数量过多有关。因此，在药物治疗 ＰＥ存在较多不
良反应时，最早１９９３年Ｙｕｌｌｉｉ等［１６］提出通过切断部分阴茎背神

经来降低阴茎兴奋性，以提高阴道内ＩＥＬＴ，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国内最开始是在２００３年由张春影［１７］使用阴茎背神经切断术治

疗ＰＰＥ，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但是随着该术式逐渐应用于临床
治疗 ＰＰＥ，许多研究报道［１８１９］，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存在治疗效

果差异性较大，并且存在阴茎远端麻木等并发症。

临床研究发现［２０］，ＰＥ患者阴茎背神经的感觉阈值要明显低
于正常人，神经兴奋性要更高，因此临床可以采取药物或者手术

提高感觉阈值或降低神经兴奋性。内置生物套技术是最新应用

于临床的治疗ＰＰＥ的术式，通过在阴茎背部植入异体真皮达到
治疗目的，但是该术式临床应用较少，缺乏相应临床资料。因此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比内置生物套技术和阴茎背神经切断术治疗

ＰＰＥ效果，并选取了５０名正常志愿者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在术
后第６个月以及术后第１２个月，所有患者 ＰＥＤＴ评分、阴道内
ＩＥＬＴ、ＣＩＰＥ评分均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ＥＤＴ评分内置生物套组（９３６±２４８，７２５±１９７）要显著低于
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１０５２±１７６，Ｐ＜００５；８７７±１０５，Ｐ＜
００５），阴道内ＩＥＬＴ内置生物套组（２８８±１４５，４２０±２０３）要
显著长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１９２±１０６，Ｐ＜００５；３１５±
１５８，Ｐ＜００５），ＣＩＰＥ评分内置生物套组（３３５２±３０６，３５５５±
２１６）要显著高于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２８７７±３４１，Ｐ＜００５；
３０１８±１４３，Ｐ＜００５）。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内置生物套技术是
具有较高治疗效果的，患者在ＰＥＤＴ、ＣＩＰＥ量表得分的改善具有
一致性。ＰＰＥ患者对射精控制能力差，由于性生活质量差不能满
足双方需求，还会导致患者沮丧情绪和性伴侣情感不和等影

响［２１］，在本研究中，三组研究对象在ＰＥＤＴ量表得分上的表现可
以看出，ＰＰＥ患者经过治疗能得到比较好的改善，但是还不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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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正常人水平。为了更加仔细观察患者术后治疗效果，本研究

分析术后第１２个月随访ＣＩＰＥ量表中各问题得分情况，发现内置
生物套组以及阴茎背神经切断术组ＣＩＰＥ量表各问题评分除Ｑ１
外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在除Ｑ１外各问题评分内置生物套组均明显高于阴茎背神经切
断术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术后患者性欲程
度与正常人基本一致，不受治疗方法影响，但是在阴茎勃起坚硬

程度、维持时间、ＩＥＬＴ、射精控制能力、患者性生活满意度、性伴侣
性生活满意度、性伴侣高潮频率、患者性生活自信度、性生活焦虑

程度等９个方面，所有患者经过治疗还是离正常人存在差距，但是
对比内置生物套技术和阴茎背神经切断术发现前者在上述９项问
题得分要更高，说明了内置生物套技术具有更好的的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内置生物套技术治疗 ＰＰＥ效果较好，但是还缺
乏大规模的临床研究验证，尤其是在并发症、远期预后等方面

还存在遗憾。因此，内置生物套可以在进一步临床验证后推广

适用于ＰＰ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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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Ｄ与男性生育力关系的研究进展
庞湘力　杨菁△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要】　近年来，维生素Ｄ已经被证实为具有多种自分泌功能的多效分子，而且研究表明维生素 Ｄ受
体的表达以及其代谢酶广泛存在于男性生殖系统，尤其广泛存在于睾丸组织当中。国内外关于维生素Ｄ与
睾丸功能、男性生育力的研究日渐增多，但研究结果各异，因此本文就近年来关于维生素Ｄ与男性生育力的
研究做一综述。

【关键词】　维生素Ｄ；男性生育力；精子质量；睾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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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生素Ｄ作为一种具有多种自分泌功能的多效分子已被
深入研究，其受体以及代谢酶在人体中广泛表达，尤其在睾丸

组织当中表达更为显著。有研究证明在睾丸功能的调节当中，

维生素Ｄ作为重要的角色，影响着生殖激素正常的合成分泌以
及正常的生精过程，对男性生育力有着较大影响。现如今，随着

研究的增多，关于维生素 Ｄ与睾丸功能、男性生育力之间关系
的结论各异，本文就近年来关于维生素Ｄ与男性生育力以及睾
丸功能的研究做一系统综述。

!

　维生素
)

的合成、代谢与调节

已有基础研究证实，维生素Ｄ３是维生素 Ｄ的主要活性形
式，在人体中起主要作用。维生素 Ｄ３主要是皮肤在紫外线照
射下由脱氢胆固醇转换而来［１］。其活化需要经过两步酶促反

应的催化，胆钙化醇从皮肤释放并与维生素 Ｄ结合蛋白（ＤＢＰ）
结合，然后被输送至肝脏，在肝细胞中被内化，再由微粒体酶

２５羟化酶的催化作用，产生中间产物，即２５羟基胆钙化甾醇
（２５羟基维生素Ｄ３）。而这种化合物正是维生素 Ｄ３的主要循
环形式［１］。另外，从肝脏释放的２５羟基胆钙化甾醇与ＤＢＰ一
起转运到肾脏，在近端小管的上皮细胞中被内化，之后由１α羟
化酶催化，产生１α２５二羟基维生素 Ｄ３［２］。维生素 Ｄ代谢的
主要调节因子是由甲状旁腺所产生的甲状旁腺激素（ＰＴＨ）和由
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产生的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２３（ＦＧＦ２３）
来调节的［２］。这些调节因子主要作用对象为肾脏１α羟化酶，
尤其对２４羟化酶的调节作用更甚，更表明１α羟基化是维生素
Ｄ３活化或维生素Ｄ合成的关键步骤［１］。体内与体外研究已经

证明，在维生素Ｄ的调节中，肾脏１α羟化酶和２４羟化酶的反
馈调节占主要地位，特别是１α羟化酶的下调作用和２４羟化酶
的上调作用［３］。维生素 Ｄ代谢的调节对维持适当的钙磷稳态
是必要的，维生素 Ｄ促进肠内钙和磷的吸收，促进肾中的钙重
吸收和磷排泄，并且维持骨形成和吸收之间的平衡［４］。维生素

Ｄ代谢酶不仅表达在肝脏和肾脏，而且还广泛分布于不同的器
官和系统，包括男性生殖系统［４］。研究证明，在动物和人类雄

性生殖系统中存在着维生素 Ｄ受体与维生素 Ｄ代谢酶。维生
素 Ｄ代谢酶在整个生殖系统中，尤其是在睾丸组织中广泛表
达。证据表明，维生素Ｄ通过维生素Ｄ受体的表达来发挥其多
种生物学功能，这种维生素Ｄ受体的表达由基因水平和非基因
水平调节完成，基因水平上是对靶基因表达的直接修饰，在非

基因水平上则是细胞内信号转导途径的激活，通过上述途径调

节其生理功能。维生素Ｄ受体主要分为两种，经典型核维生素
Ｄ受体和非经典型膜维生素Ｄ受体，分别介导基因水平和非基
因水平上维生素Ｄ的调节作用［５］。经典型核维生素 Ｄ受体属

于核受体超家族，是 ＤＮＡ结合转录因子。在靶细胞中，该维生
素Ｄ受体位于细胞质中，配体结合后，转位到细胞核并与游离
的视黄醇Ｘ受体（ＲＸＲ）形成异源二聚体。在调节过程中，每个
杂合子的ＤＮＡ结合域会识别靶基因启动子区域中的维生素 Ｄ
反应元件（ＶＤＲＥ），之后进行转录的调节［６］。维生素 Ｄ基因水
平的调节通过转录和靶基因的表达后通常需要数小时至数天

才能的完全激活；而在维生素Ｄ非基因水平上则由细胞内信号
通路的相互作用介导后１ｍｉｎ～２ｍｉｎ至１５ｍｉｎ～４５ｍｉｎ内即能激
活［７］。维生素Ｄ靶基因的ＶＤＲＥ序列的不同决定了 ＶＤＲＲＸＲ
异二聚体不同的亲和力，因此对维生素Ｄ转录活性的敏感性也
有所不同［５］。而非经典型膜维生素 Ｄ受体则是在非基因水平
上进行介导调节的。主要通过蛋白激酶Ａ、蛋白激酶Ｃ、丝裂原
活化蛋白激酶以及氯离子和钙通道等细胞内信号通路来进行

调节［７］。

"

　维生素
)

与男性生殖

维生素Ｄ在男性生殖功能中的相关作用主要由维生素 Ｄ
受体的表达与维生素Ｄ代谢酶共同完成。研究已经证明，维生
素Ｄ代谢酶广泛分布于人体生殖系统中，尤其在睾丸组织中表
达更为显著。在睾丸组织中，维生素 Ｄ被局部合成与降解，其
代谢过程也是在睾丸局部受到调节。一系列研究表明，当行睾

丸切除术后或者睾丸功能衰退后，生殖系统中维生素Ｄ３的水平

明显降低［８］。研究结果显示对晚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的病人进

行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规范治疗后，其睾丸组织中维生
素Ｄ的水平明显增高［９］。另外一项研究显示生殖细胞也有助

于睾丸组织局部维生素Ｄ的合成，研究者指出当生精过程严重
受损或者患有唯支持细胞综合征时，维生素Ｄ的水平亦显著降
低［９］。关于维生素Ｄ在睾丸组织中的调节机制，一些证据表明
其类似于肾脏对维生素Ｄ代谢的调节，这些调节机制主要包括
ＦＧＦ２３和ＰＴＨ相关分子途径［１０］。此外，维生素 Ｄ受体在睾丸
组织中的表达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睾丸组织局部产生的维生

素Ｄ具有自分泌和旁分泌的功能，对睾丸功能的调节起着一定
作用，最终对男性生育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

　维生素
)

与睾丸功能

在人体中睾丸的功能多样，但其主要功能为如下两点：支持

细胞与间质细胞共同介导的生殖激素的合成分泌；支持细胞为

主要介导的精子的生成［１１］。上述睾丸功能相互关联、相互影

响，并与辅助性腺相协调，确保男性正常的生育力。前期研究表

明，睾丸正常的功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与调节，其中较为突出

的为性激素、微量元素以及维生素等［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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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维生素Ｄ与生殖激素
近年来，关于维生素Ｄ对睾丸生殖激素分泌影响的研究主

要分为如下三方面：①维生素Ｄ对睾丸生殖激素产生影响的分
子机制；②维生素Ｄ体内含量与睾丸生殖激素水平之间的关系
研究；③维生素Ｄ补充对睾酮和雌二醇生产的影响。早期动物
研究显示，与体内维生素 Ｄ正常水平大鼠相比，维生素 Ｄ缺乏
的大鼠体内睾酮水平显著降低［１３］。有关研究者通过对参与细

胞内钙稳态调节的 ｃ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Ｄ２８Ｋ（细胞溶质钙结合蛋白）在睾
丸组织中表达的测定，提出了维生素 Ｄ在基因水平上通过对
ｃａｌｂｉｎｄｉｎＤ２８Ｋ的调节参与了大鼠睾酮激素的生成

［１３］。此外，有

证据证明在Ｌｅｙｄｉｇ细胞中广泛表达，可在小鼠的体内中直接诱
导睾酮产生，参与构成骨钙蛋白Ｇ蛋白偶联受体 ＧＰＲＣ６Ａ的骨
钙素即维生素Ｄ在基因水平表达的产物［１４］。在骨钙素缺乏的

小鼠体内睾酮水平明显降低，而骨钙素含量增加的小鼠体内睾

酮水平明显升高［１４］，这种由骨钙素受体介导，骨钙素诱导产生

睾酮的过程正是通过 Ｌｅｙｄｉｇ细胞促进类固醇生成酶的表达来
完成的。因而维生素 Ｄ促进骨钙素的表达在睾酮激素产生中
具有间接的相关作用［１５］。此外，关于维生素 Ｄ补充对人体睾
丸激素水平影响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各异。队列研究表明，在

不同年龄段男性或年轻男性中，维生素Ｄ３水平的高低与总体或
游离睾酮激素水平无关［１６２１］，但是，一些研究表明维生素 Ｄ３和
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维生
素Ｄ可能影响ＳＨＢＧ在体内的表达水平，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
节睾酮的生物利用度［２２］。最近关于年轻不育男性的研究表明，

维生素 Ｄ３虽然与 ＳＨＢＧ呈正相关，且与游离睾酮呈负相关关
系，但人体中维生素 Ｄ３水平与总睾丸酮之间没有显着的相关
性［２３］。此外，有关研究报道，２５羟基维生素Ｄ３与总睾酮或游离
睾酮或ＳＨＢＧ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关联，然而另有研究报道
２５羟基维生素Ｄ３与总睾酮或游离睾酮呈正相关关系

［２４２７］。对

于年轻男性与老年男性之间维生素 Ｄ水平与睾酮之间的差异
性而言，其部分明确的影响因素为年龄相关并发症，如代谢疾

病和心血管疾病以及生活方式或运动情况，都可能会成为影响

维生素Ｄ状态和睾酮水平的独立因素［２６］。总体来说，目前研

究的结论仍不足以证明维生素Ｄ水平和睾酮之间的因果关系。
同时，由于不同研究中动物模型有差异，统计学方法也各异，因

而关于维生素Ｄ对睾酮分泌的影响也仍存争议。综上，维生素
Ｄ对睾酮分泌的影响可能是由维生素 Ｄ诱导产生的骨钙素来
介导间接刺激睾酮的分泌以及由维生素 Ｄ诱导产生的 ｃａｌｂｉ
ｎｄｉｎＤ２８Ｋ来介导直接刺激睾酮分泌综合影响的。

除此之外，也有较多学者将维生素Ｄ对雌二醇分泌的影响
进行了研究。与野生型小鼠相比，在维生素Ｄ受体缺失的小鼠
体内，虽然血清雌二醇水平仅显示有轻微减少，但睾丸组织中

的芳香化酶表达及活性却显著降低［１８］，表明雌二醇合成可能受

到维生素Ｄ信号消融的影响。另外，对大鼠睾丸支持细胞的研
究表明，维生素Ｄ在基因水平和非基因水平共同显著诱导芳香
酶的表达［７，２８］。在观察性研究中，结果表明维生素 Ｄ与雌二醇
之间并无显著性相关关系［２１，２６，２９］。一项干预性研究表明，对实

验组男性进行２４个月的维生素 Ｄ补充后发现，体内的雌二醇
水平无明显改变［３０］。

现今，关于维生素 Ｄ与抗苗勒管激素（ＡＭＨ）及抑制素 Ｂ

（ＩＮＨＢ）、ＩＮＳＬ３关系的研究较少，证据分散。一项中老年男性
的研究表明，维生素 Ｄ３的水平与 ＡＭＨ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３１］，

有学者提出，在调控ＡＭＨ表达基因的启动子中存在着维生素Ｄ
受体，因而可能的机制为通过直接的基因调节维生素Ｄ促进了
ＡＭＨ基因的表达，同时前列腺癌细胞的体外实验也证实维生素
Ｄ水平的增高促进了 ＡＭＨ的分泌［３２］。但对于而言，目前的研

究结果显示维生素Ｄ３与ＩＮＨＢ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
［２０］。

３２　维生素Ｄ与精子质量
维生素Ｄ与精液质量关系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以下３方面：

①维生素Ｄ水平与精液质量之间的关系；②维生素Ｄ补充对精
液质量的影响；③维生素Ｄ对精液质量影响的分子机制。动物
研究表明，维生素Ｄ缺乏的雄性大鼠交配成功的概率与对照组
相比显著降低，且缺乏维生素 Ｄ雄性大鼠的精子活力、妊娠率
与对照组相比亦显著降低［３３］。此外，一项基础研究证明，通过

谷氨酰转肽酶活性评估，与对照组相比，缺乏维生素 Ｄ的雄性
大鼠睾丸组织中Ｓｅｒｔｏｌｉ细胞的功能明显受损，而且睾丸组织与
附睾组织中精子数量明显降低，同时伴有生发上皮退行性改

变［３４］。研究结果显示，当雄性小鼠睾丸组织中维生素Ｄ受体缺
失时，将会导致维生素 Ｄ的缺乏，此种小鼠与正常野生型小鼠
相比，其睾丸组织的异常变性增加，生殖细胞增殖减少，凋亡增

多，生精过程异常，精子数量与精子活动力明显降低［３５］。

最近一项临床研究表明，维生素Ｄ缺乏症的男性与正常男
性相比，其精子数量、活动力明显低于正常［２２］。有学者在接受

促排卵指导同房治疗的不孕夫妇当中，对男方体内的维生素Ｄ３
水平进行了测定，并统计了治疗后的妊娠率，排除相关影响因素

后结果表明，维生素 Ｄ３缺乏男性组妊娠率明显低于维生素 Ｄ３
正常男性组。对于维生素Ｄ与精子各参数之间的关系，近年来
不少研究显示维生素 Ｄ缺乏时，精子活动力受到更大的影
响［３６４１］。然而，目前关于维生素 Ｄ与精子浓度、精子形态率之
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各异且具有争议性。因此有学者提出维生

素Ｄ在一定程度上对精子活动力有调节作用，对精子质量的影
响亦主要在于精子活动力。

对于补充维生素Ｄ后对精子活动力的影响，有学者将符合
研究条件的弱精子症患者分为两组：３个月的维生素 Ｄ补充治
疗组与空白对照组，结果发现经过维生素 Ｄ规范补充治疗后，
治疗组患者的精子活动力明显提高，最终妊娠率也较对照组明

显提高［４０］。目前，相关研究较少，因此需进一步扩大样本深入

研究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

近年来，关于维生素Ｄ影响精液质量分子机制的研究也日
趋增多。有关学者提出这种机制与非基因水平的细胞调节通路

有关。基础研究表明，首先维生素Ｄ能激活位于精子体部的肌
醇三磷酸受体门控性胞内钙离子储库，使精子细胞内钙离子浓

度增多；其次维生素 Ｄ使胆固醇外排进一步增加，并提高酪氨
酸／苏氨酸蛋白磷酸化；再次，维生素Ｄ能够提高细胞内脂质代
谢，为精子细胞提供不可缺少的能量。多种调节通路共同作用，

提高精子活动力［４１］。此外，上述调节途径对于精子获能、顶体

反应等精子功能的正常运行也同样重要［４１］。目前的研究结果

表明，维生素Ｄ在一定程度上对精子质量产生有益影响，尤其
对于精子活动力而言，维生素 Ｄ通过不同的细胞分子调节通
路，提高精子活动能力，增强精子功能，最终提高男性生育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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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维生素Ｄ与睾丸肿瘤
睾丸肿瘤大部分来源于生殖细胞［４２］，此类肿瘤称为生殖细

胞肿瘤，常常发生在年轻男性群体，并对男性生育力产生严重

影响。前期研究表明，维生素Ｄ可能参与多种肿瘤相关分子通
路的调节，其中包括干扰肿瘤细胞增殖、分化和凋亡，以及干扰

肿瘤组织血管的形成和上皮间质的转化［４３］。基础研究显示，

与正常睾丸组织相比，睾丸肿瘤组织中维生素Ｄ受体及维生素
Ｄ代谢酶的表达显著降低，因而有学者指出维生素 Ｄ在一定程
度上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４４］。另一项研究指出，维生素Ｄ
通过下调全能性基因和上调抑癌基因共同来增强顺铂对肿瘤

细胞的抗增殖作用，最终提高睾丸肿瘤的治疗效果［４５］。综上所

述，在有生育需求的睾丸肿瘤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尤其在化疗

方面，维生素 Ｄ的补充可以作为与化疗结合的辅助治疗，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化疗药物的使用，保存和提高生育力。

*

　总结与展望
男性生育力与精子质量、睾丸功能等密切相关。一方面，现

有的动物研究与临床研究表明，维生素 Ｄ对精子质量，尤其对
精子活动力，产生有益的影响。临床上对于维生素Ｄ缺乏的弱
精子症患者，专科医生可以辅助进行规范的维生素 Ｄ补充，此
外，对于接受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治疗的男性亦可进行规范的维

生素Ｄ补充，不仅提高精子活动力，更能增强精子的功能，改善
生育能力。另一方面，虽然关于维生素 Ｄ对睾酮、ＡＭＨ等激素
分泌影响的研究结论仍存在争议，但多数研究显示，人体中维

生素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睾酮的分泌，而且维生素Ｄ可以
增加性激素结合球蛋白的表达水平，进一步提高睾酮的生物利

用度，改善睾丸功能，提高生育力。虽然现如今维生素 Ｄ对精
子质量、睾丸功能的影响有争议，而且对其调节机制也未完全

明了，但不可否认，维生素 Ｄ与男性生育力的确存在着密切联
系。因此，为深入明确维生素Ｄ对男性生育力的影响以及确切
机制，为男性不育症的诊治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需要更多、更

科学的基础与临床研究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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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王艳朋，Ｅｍａｉｌ：１４８０６０５７２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诊断宫颈癌中的价值
王艳朋１△　司彩凤１　闫艳１　范宏艳１　刘江华１　方菲２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功能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２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要】　目的　探究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宫颈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保定市第
二中心医院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收治的５０例宫颈正常女性作为对照组（ｎ＝５０），５０例宫颈癌患者作
为研究组（ｎ＝５０），５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作为 ＣＩＮ组（ｎ＝５０）。对三组均实施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检查，记录三组宫颈大小检测结果（宫颈前后径、左右径）、超声血流参数（彩色像素密度、收缩期峰值血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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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显、阻力指数）并进行比较。结果　对三组的宫颈大小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比较，可得研究组的宫颈前后径
以及左右径均显著大于对照组与ＣＩ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ＩＮ组的宫颈前后径以及左右
径均大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三组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统计结果进行
比较，可得研究组的彩色像素密度以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显著大于对照组与 ＣＩ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ＣＩＮ组的彩色像素密度以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三组阻力指数检测结果基本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应
用于宫颈癌的临床诊断之中可以较为准确的评价患者的宫颈大小以及血流动力学情况，具有一定的临床应

用价值。

【关键词】　宫颈癌；宫颈上皮内瘤变；超声；诊断；经阴道；彩色多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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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目前，宫颈癌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类型［１］。

为提高预后效果，需要做好相应的临床诊断和检测工作。临床诊

断中，超声检查具有安全、无创等特点，在临床得到十分广泛的应

用［２］。经阴道超声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种腔内超声检查方法，

克服了以往常规经腹部超声检查的不足之处［３］。本次研究探究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在宫颈癌临床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收治
的５０例宫颈正常女性作为对照组（ｎ＝５０），５０例宫颈癌患者作
为研究组（ｎ＝５０），５０例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作为 ＣＩＮ组（ｎ＝
５０）。纳入标准：所有人员均具有清晰的意识、完整的临床资
料，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将合并严重器质

性疾病、有意识障碍、精神疾病、无法有效配合研究等患者排除

在外。对三组患者的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与组间对

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三组均实施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对入组患者均

利用彩色超声诊断仪（由北京飞利浦公司提供）进行超声诊断，

对各组患者实施经阴道超声检查。指导患者排空膀胱，检查过

程取截石位，实施经阴道超声检查，探头频率设置为 ５～
１０ＭＨｚ［４］。记录三组宫颈大小检测结果（宫颈前后径、左右径）、
超声血流参数（彩色像素密度、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显、阻力指

数）并进行比较［５６］。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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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检验处理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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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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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患者基本情况统计比较

对三组患者的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与组间对应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备临床研究可比性。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５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与组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孕次

（次）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对照组 ５０ ４１１２±３１５ ２１２±０３１ ２３８１±１２１

研究组 ５０ ４０３５±２７５ ２０５±０２５ ２３３５±１０６

ＣＩＮ组 ５０ ４０１２±５１４ ２０２±０１５ ２３７２±１１４

２２　三组患者宫颈大小检测结果统计比较
对三组患者的宫颈大小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比较，可得研究

组患者的宫颈前后径以及左右径均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与ＣＩＮ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ＩＮ组患者的宫颈
前后径以及左右径均大于对照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宫颈大小检测结果统计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前后径（ｃｍ） 左右径（ｃｍ）

对照组 ５０ ２９４±０４１ ３７８±０１４

研究组 ５０ ３８５±０５９ ４６５±１０３

ＣＩＮ组 ５０ ３１５±０３９ ３９８±０２１

２３　三组患者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统计比较
对三组患者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统计结果进

行比较，可得研究组患者的彩色像素密度以及收缩期峰值血流

速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与ＣＩＮ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ＣＩＮ组患者的彩色像素密度以及收缩期峰值血流
速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
组患者阻力指数检测结果基本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统计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彩色像素密度 阻力指数
收缩期峰值

血流速度（ｃｍ／ｓ）

对照组 ５０ ００９±００２ ０８７±０１６ ８９１±１０２

研究组 ５０ ０４７±０１２ ０５８±０１４ ２０３３±２０３

ＣＩＮ组 ５０ ０３２±０１２ ０５９±０１１ １３２５±１１９

#

　讨论
目前，宫颈癌在女性群体中十分普遍，具有很高的发病率，

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类型之一［７］。但是，宫颈癌

具有病因明确的特点，通过积极的进行诊断和早期预防、及时

治疗，可以获得十分理想的临床效果。为此，如何更好的进行宫

颈癌临床检测和诊断，成为近年来临床研究的重要内容［８９］。

诊断主要依赖与病史及临床表现、影像学检查、实验室检

查、病理学检查等，其中Ｂ超、三维彩色多普勒超声、阴道彩超
等是诊断的主要的简便方法［１０１１］。超声诊断中，可选择经腹

部或者经阴道检查等不同的方式［１２］。其中，经腹部检查具有

无禁忌证、方便快捷等特点。但检查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膀胱

充盈情况不佳等因素的影响，无法获得理想的诊断效果。经

阴道超声则可以很好的观察患者宫颈局部的血流情况等［１３］。

Ｚｈａｎｇ通过研究发现［１４］，依据经阴道彩色多普勒声像图及血

流动力学改变进行的各期宫颈癌的分期准确率及总的分期准

确率均高于临床分期，采用 ＴＶ—ＣＤＵＳ可为早期宫颈癌诊断
提供更多的依据。早期宫颈癌时血流改变特异性差，利用 ＲＩ
值变化不能准确反应。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三组患者的宫

颈大小检测结果进行统计比较，可得研究组患者的宫颈前后

径以及左右径均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与 ＣＩＮ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ＩＮ组患者的宫颈前后径以及左
右径均大于对照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
三组患者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统计结果进行比

较，可得研究组患者的彩色像素密度以及收缩期峰值血流速

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与 ＣＩＮ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ＣＩＮ组患者的彩色像素密度以及收缩期峰值血流
速度显著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三组患者阻力指数检测结果基本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即提示，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应用于宫颈癌的临
床诊断之中可以较为准确的评价患者的宫颈大小以及血流动

力学情况。妇科常用的超声检查方法有 Ｂ型超声检查、彩色
多普勒超声检查和三维超声检查，途径有经腹及经阴道两

种［１５］。经腹部超声检查便于观察腹部、盆腔脏器；经阴道超声

检查操作简单，对急诊、肥胖或盆腔深部器官观察效果更

佳［１６］。彩色多普勒技术可以识别血管的血流状态［１７］。超声

检查对常见的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病变有良好的

识别作用，还可以借助造影剂或彩色多普勒血流信号，判断子

宫肿块的性质及诊断妊娠相关疾病［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

应用于宫颈癌的临床诊断之中可以较为准确的评价患者的宫

颈大小以及血流动力学情况，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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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地区女性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王恬１　张福林１△　赵越１　薛爱琴２

１延安市人民医院肿瘤血液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２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延安地区女性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０年
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延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的延安地区１７０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
资料，总结患者的临床特征并对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　鳞癌和腺癌患者在
临床分期、肿瘤分型和淋巴结转移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手术与否、
肿瘤大小、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肿瘤分型和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多因素分析结

果显示病理类型和治疗方案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影响延安地区女性宫颈癌患
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较多，主要是病理类型和治疗方案，临床上应当注意及时发现、诊断和治疗，提高患者生

存率。

【关键词】　宫颈癌；临床特征；相关因素；预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Ｙａｎ′ａｎ　ＷＡＮＧ
Ｔｉ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Ｆｕｌｉｎ１△，ＺＨＡＯＹｕｅ１，ＸＵＥＡｉｑｉｎ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Ｈｅ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Ｙａ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Ｙａｎ′ａｎ７１６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Ｙａｎ′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Ｙａｎ′
ａｎ７１６０００，Ｓｈａａｎ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Ｙａｎ′ａ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７０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
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ｐｒｏｇ
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ｔｕｍｏｒｔｙｐ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ｎｄ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００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ｕｍｏｒｓｉｚ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ｔｕｍｏｒｔｙｐ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ｗｅ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



·５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ｍａｎ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
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Ｙａｎ′ａｎ，ｍａｉｎｌｙ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ｔｔｅｎ
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ｉｍｅｌ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宫颈癌（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作为女性中常见的恶性肿瘤，严重
危害着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加重患者经济负担。宫颈

癌包括腺癌和鳞癌两种组织学类型，其中约有 ９０００％ ～
９５００％为鳞癌，５００％ ～１０００％为腺癌。宫颈癌的发病与遗
传和宫颈ＨＰＶ感染等因素有关，其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在所
有女性恶性肿瘤中居第二位，且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高于发达

国家［１３］。目前，浸润癌的发病年龄以４５岁 ～５５岁为主，而原
发癌的发病年龄以３０岁 ～３５岁为主。近年来，由于饮食结构
变化、环境污染等原因，其发病人群呈年轻化趋势。有关报道显

示，尽早治疗宫颈癌患者，可以改善临床疗效，提高患者的生存

率。随着宫颈癌早期诊断和早期筛查技术的不断提升，治疗手

段的不断优化，该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逐渐下降，预后效果

得以改善，但仍有宫颈癌患者治疗后出现转移和复发，严重者

甚至引发病死［４５］。因此，观察宫颈癌患者的病理特征，分析影

响预后的相关影响因素对宫颈癌的预防和控制工作具有重要

意义［６７］。本研究探讨探讨延安地区女性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

及影响预后的相关因素，旨在为该病的治疗和预后提供帮助。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０年６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延安市人民医院收治的长
期定居于延安地区的１７０例女性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
有入选患者的随访资料及病历完整，均经病理检查确诊为原发

性宫颈癌，无其他合并症。排除资料不完整、认知障碍、有精神

疾病及其他合并症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７９岁，年龄（４７２±
１１３）岁，＜４０岁患者３９例 ，＞４０岁患者１３１例；临床分期：Ｉ
期４９例，ＩＩ期９１例，ＩＩＩ期１８例；ＩＶ期１２例，组织学类型：鳞癌
１５２例（８９４１％），腺癌１８例（１０５９％）；淋巴结转移：出现淋巴
结转移４８例，未出现淋巴结转移１２２例。本研究试验方案经医
院伦理委员会讨论通过，患者或家属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收集整理并记录所有入选患者的病历和临床资料，包括年

龄、病程、症状、体征等，并对临床病理特征进行分析，如病理分

型、组织学分级、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有无淋巴结转移等。最后

对影响预后的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所有

患者的治疗方式包括两种：手术治疗和放化疗治疗。

１３　随访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所有出院患者进行生存时间回访。

收集患者完整信息填写调查表，具体包括年龄、肿瘤分型、病理

诊断、临床分期、是否手术、肿瘤大小、是否出现淋巴结转移、脉

管癌栓、淋巴管癌栓、生存时间及结局等等。术后首月随访１
次，后每３个月随访１次，第２年开始每０５年随访１次，第４
年开始每年１次。所有患者随访时间均为５年或至死亡日期，
计算患者５年生存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文中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并作

比较分析，计数资料及率的比较采用配对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内及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
Ｃｏｘ回归比例风险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病理类型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比较鳞癌和腺癌患者的临床特征，两者在临床分期、肿瘤分

型和淋巴结转移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肿
瘤大小、脉管癌栓、淋巴管癌栓构成比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病理类型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比较

　临床特征 鳞癌 腺癌
总计

例数 构成比（％）
Ｐ值

肿瘤大小（ｃｍ） ０３７８

　≥４ ８５ １１ ９６ ５６５

　＜４ ６７ ７ ７４ ４３５

临床分期 ００２７

　Ｉ期 ４６ ３ ４９ ２８８

　ＩＩ期 ７８ １３ ９１ ５３５

　ＩＩＩ～ＩＶ期 ２８ ２ ３０ １７６

肿瘤分型 ０００５

　糜烂型 ３５ ４ ３９ ２２９

　结节型 ５１ １０ ６１ ３５９

　结节空洞型 ７ ０ ７ ４１

　菜花型 ５９ ４ ６３ ３７１

淋巴结转移 ００３１

　有 ２４ ６ ３０ １７６

　无 １２８ １２ １４０ ８２４

脉管癌栓 １２６７

　阳性 ５ １ ６ ３５

　阴性 １４７ １７ １６４ ９６５

淋巴管癌栓 ０１４２

　阳性 ９ ２ １１ ６５

　阴性 １４３ １６ １５９ ９３５

２２　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手术与否、肿瘤大小、病理类型、临床

分期、肿瘤分型和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

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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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因素 例数 ５年生存率（％） Ｐ值

手术 ０００１

　是 １１７ ６８４

　否 ５３ ３７７

肿瘤大小（ｃｍ） ００１３

　≥４ ９６ ３９６

　＜４ ７４ ５９５

病理类型 ００３８

　鳞癌 １２６ ５９５

　腺癌 ４４ ３２５

临床分期 ０００１

　Ｉ期 ４９ ６１２

　ＩＩ期 ９１ ４４

　ＩＩＩＩＶ期 ３０ ２３３

肿瘤分型 ０

　糜烂型 ３９ ５９

　结节型 ６１ ３９３

　结节空洞型 ７ ２８６

　菜花型 ６３ ４９２

淋巴结转移 ００３２

　有 ３０ ２３３

　无 １４０ ４０

２３　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对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影响因素采用Ｃｏｘ回归比例风险

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病理类型和治疗方案是影响宫颈癌患者

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宫颈癌作为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率和致死率均较

高，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其发病率在所有女性生殖器恶性肿

瘤中居首位，具有较高危险性［８９］。近年来，宫颈癌的发病人群

呈现年轻化趋势，其原因可能为年轻患者正处于性活跃期，性

行为混乱、性病的传播、吸烟等行为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感染风

险提高［１０１１］。需要注意的是，年轻患者的漏诊率较高，发生淋

巴结转移的概率也较高，一旦确诊需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

施，一般多为手术治疗，提高效果，改善预后。以往研究显示，导

致宫颈癌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如下：①分娩次数过多导致机体
免疫能力下降；②男性精液内含有致癌物精胺，若女性初次性
行为过早，由于免疫机制不完善而对该物质敏感［１２１３］；③随着
健康意识、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对宫颈癌的认知水平

上升，诊断率也随之上升；④ＨＰＶ感染。ＨＰＶ可通过性行为进
行传播，从而导致女性感染［１４］。

本研究探讨延安地区女性宫颈癌患者临床特征及预后相

关因素。Ｂｉｅｌｓｋａ等［１５］研究显示，影响宫颈癌预后的独立危险因

素主要是组织学类型和临床分期。廖震华等［１６］对１９０例宫颈
癌患者的病历和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单因素分析结果显

示患者的预后与术后、临床分期和病理类型有关；多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淋巴结转移及病理类型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

因素。本研究对可能影响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手术与否、肿瘤大小、病理类型、临床分期、肿瘤分型

和淋巴结转移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对临床分

期、病理类型及治疗方案采用Ｃｏｘ回归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
病理类型和治疗方案是影响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宫颈癌的病理类型包括鳞癌和腺癌两种，表１结果显示鳞癌和
腺癌患者在临床分期、肿瘤分型和淋巴结转移方面差异显著，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中显示病理
类型均有统计学意义，ＯＲ值为３８８，说明腺癌死亡率更高，其
危险性是鳞癌的３８８倍。其原因可能为：腺癌患者常伴有肥
胖、易出现转移、向腹膜内传播倾向高、确诊时临床分期较晚、对

放射治疗不敏感等问题，确诊时往往已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有研究表明，腺癌大部分呈内生型，病变部位处于宫颈间质深

处，极易向组织深部浸润，从而进入血管和淋巴管间隙，发生淋

巴结或远处转移。而鳞癌则多为局部的浸润性生长，发生远处

转移的概率较低，因此腺癌的预后往往比鳞癌差。目前临床上

多采用手术或放化疗的方式治疗宫颈癌。其中单纯采取放疗

和／或化疗患者的死亡危险性是采取手术＋放疗和／或化疗患者
的３４２５倍，且单因素分析中显示，采取手术治疗的５年生存率
为６８４０％，明显高于无手术治疗的３７７０％。说明采取手术＋
放疗和／或化疗的治疗方式能明显提高宫颈癌患者的术后生存
质量，可见手术对宫颈癌患者来说非常重要。

表３　宫颈癌患者预后相关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因素 ＳＥ β 　 ＯＲ（９５％ＣＩ） χ２值 Ｐ值

临床分期ａ １８３４ ０４１７

　Ｉ期 ０５３６ －０１６４ ０８５４（０３１５`２３８４） ００９８ ０７９３

　ＩＩ期 ０３７８ －０４５３ ０６３２（０３０９～１６７１） １４６５ ０２２７

病理类型ｂ ０４５３ １３５１ ３８８１（１６４５～８２５７） １０３６２ ０００１

治疗方案ｃ

　手术 ３５１１６３ －１３２７６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７１２３） ０００３ ０９６３

　放疗和／或化疗 ０３８９ １２２６ ３４２５（１５８２～７３７２） ９６７２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以ＩＩＩ～ＩＶ期为对照；标有“ｂ”项表示，以鳞癌为对照；标有“ｃ”项表示，以手术＋放疗和／或化疗为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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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需注意淋巴结转移对患者预后生存质量的影响。
许多国内外文献均表明未发生淋巴结转移的宫颈癌患者的生

存率低于发生淋巴结转移的患者。本研究结果显示，发生淋巴

结转移的患者 ５年生存率仅为 ２３３０％，而未发生的为
４０００％，说明淋巴结转移是宫颈癌患者预后的重要相关影响因
素。由于淋巴管大量存在于宫颈间质内，癌细胞易通过淋巴结

途径发生浸润扩散，宫颈癌的主要转移途径就是淋巴结转移。

因此，在充分考虑和评估患者自身情况的前提下，临床治疗应

更注重发生淋巴结转移患者的手术治疗的彻底性，对已经转移

的淋巴结实行彻底切除，并联合放化疗等手段，抑制癌细胞由

淋巴途径的传播，改善治疗效果，降低死亡率。

通过加强对宫颈癌的早期筛查和诊断可有效预防恶性肿

瘤的发生发展。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医疗水平直接影响其恶性

肿瘤的发病率，发达国家由于重视恶性肿瘤的预防和治疗，女

性宫颈癌筛查工作到位，从而使宫颈癌的发病率得到了有效降

低。宫颈癌的发病主要与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有关，早期多
表现为阴道排液和出血，晚期肿瘤组织会挤压周围正常组织从

而出现尿频、便秘、尿急、下腹痛等［１７］。中老年人的免疫功能低

下，感染ＨＰＶ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因此，应加强对妇女的普
查，推广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和筛查，尽早预防、尽早发现、尽早治

疗，从而降低患者死亡率，改善预后。目前，三合诊和双合诊是

诊断宫颈癌患者临床分期的主要手段，该手段无法得到肿瘤的

淋巴结转移情况，且主观性较强，缺少客观依据［１８］。与其他妇

科检查手段相比，磁共振成像（ＭＲＩ）的准确率更高，对癌细胞的
淋巴结转移及浸润情况的判断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准确度，有

效弥补了其他检查手段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应适度推广 ＭＲＩ
检查在宫颈癌患者中的应用，提高分期诊断准确性，制定合理

有效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影响延安地区女性宫颈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

较多，主要是淋巴结转移、临床分期及病理类型，临床上应注意

采取有效的诊断措施，及时发现、诊断和治疗，提高患者生存率，

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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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珠海市医疗卫生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６１０２７Ｅ０３００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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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在经腹宫颈癌根治术中的应用
价值分析
冯小丽△

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妇科，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２０

【摘要】　目的　评价在经腹宫颈癌根治术中应用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的疗效与安全性。方法　选
择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间于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经腹宫颈癌根治术的Ｉａ～ＩＩａ期患者４８例，随机
分为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２４例）和常规组（２４例），在经腹广泛子宫切除术的基础上，分别使用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
统和常规钳夹／结扎进行手术止血，术后随访１８０天，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输血率、术前和术
后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盆腔淋巴结清扫情况、术后疼痛程度、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出血、感染、尿潴

留和淋巴囊肿）。结果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与常规组的手术时间分别为（２４９６±４３２）ｍｉｎ和（３４０４±８１７）ｍｉｎ，
术中失血量分别为（５８８２±２８６６）ｍＬ和（９７８２±３２４２）ｍＬ，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的输血率、术后疼痛程度、手术时
间和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常规组，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术后血红蛋白、红细胞压积和盆腔淋巴结清扫数目显著高于
常规组，以上差异间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与传统结扎止血方式相比，在经腹宫颈癌根治术
中应用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可以显著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程度，降低发生
术后并发症的风险。

【关键词】　宫颈癌；根治手术；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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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ｄｉｓｓｅｃｔｅｄｉｎＬｉ
ｇａＳ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ｄａｙｓ，ｂｌｏｏｄ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ｅｄ
ｒａｔ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ｉｎＬｉｇａＳｕｒｅ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ｈ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ＬｉｇａＳｕｒ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ｅａ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ｒａｎｓ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ｎ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ｒｅｄｕｃ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Ｒａｄｉｃａｌ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ｉｇａＳｕｒｅｖｅｓｓｅｌｓｅａ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宫颈癌是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肿瘤，随着性开放和社会发
展，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较以往明显升高。早期宫颈癌常表现

为不典型的接触性阴道出血，血性白带或白带增多，以及绝经

后阴道出血，患者常未给予足够重视，就诊和确诊是多已失去

手术指征，因而具有较高的病死率（每年全世界有２６万人死于
宫颈癌［１］）；对于早期发现的宫颈癌，其术后生存率较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较好［２］。经腹宫颈癌根治术是最常用和最广泛的

宫颈癌术式，但也存在手术时间长、出血量大和后遗症多的特

点。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是一种电脑反馈控制双极电刀系
统，在普通外科手术［３］、头颈外科手术［４］得到了大量应用，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而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用于宫颈癌根治术的
效果尚不明确，为此，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对４８例宫颈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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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间于珠海市第二人民医院
进行经腹宫颈癌根治术的国际妇产科联合会分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ＦＩＧＯ［５］）为Ｉａ～ＩＩａ期患者
４８例，随机分为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和常规组。其中，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患者２４
例，年龄范围４３岁～５８岁，年龄（５０５±６７）岁，ＢＭＩ（２２５８±
２６２）Ｋｇ／ｍ２，ＦＩＧＯ分期Ｉａ６例，Ｉｂ１２例，ＩＩａ６例；常规组患者２４
例，年龄范围４４岁～６０岁，年龄（５１７±６９）岁，ＢＭＩ（２３１６±
２７７）Ｋｇ／ｍ２，ＦＩＧＯ分期Ｉａ５例，Ｉｂ１３例，ＩＩａ６例。所有患者均
无生育要求，经阴道镜镜检、腹部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６］等明
确诊断并准确分期，排除妊娠、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和其他系统

严重疾患的患者。研究方案报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通过，

与患者／家属签订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一般资料间不存在统
计学差异，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案
常规术前准备，静脉麻醉后，开腹后观察有无腹腔转移和

盆腔转移。而后采用广泛子宫切除术即切除范围还包括靠盆

壁切除骶、主韧带和上１／３阴道：①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应用 ＬＳ１０２０型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美国Ｖａｌｌｅｙｌａｂ）分别于子宫角外侧５ｃｍ
切割子宫圆韧带，于骨盆入口处游离并切割卵巢动脉和卵巢静

脉，由腹膜后沿髂总动脉及其分支依次对周围的淋巴组织和脂

肪组织进行切割。沿髂内动脉分离子宫动脉，打开直肠子宫反
折和子宫膀胱反折，分离输尿管与膀胱后切割宫骶韧带、子宫
主韧带和阴道的前后壁，缝合阴道残端并预留引流管。②常规
组，手术过程与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类似，术中切割以及止血方法使用传
统方式进行。

１３　评价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输血率、术前和术后

血红蛋白及红细胞压积、盆腔淋巴结清扫情况、术后疼痛程度、

住院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出血、感染、尿潴留和淋巴囊肿）。疼

痛评价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ｓｃａｌｅ，ＶＡＳ），分值０～
１０，分值越大疼痛越剧烈。
１４　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的形式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构成比）表示，采用χ２检验比较
组间差异。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数据，所有检验均为双侧假设
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当 Ｐ＜００５时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率和淋巴结清扫数
的对比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输血率均显著低于常
规组，淋巴结清扫数显著高于常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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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血率和淋巴结清扫数的对比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输血率ｎ（％） 淋巴结清扫数（ｎ）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 ２４ ２４９６３±４３７１ ５８８６４±２８６１６ １（４１７） １９６３±５５６

常规组 ２４ ３４０４５±８１６７ ９７８２８±３２４８２ １１（４５８３） １５１６±５８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术前及术后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的
对比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术后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均显著高于常规
组，住院时间显著低于常规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对比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术后疼痛程度和相关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均显著

低于常规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住院时间，术前及术后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的对比

　 组别
血红蛋白（ｇ／Ｌ）

术前 术后

红细胞压积（％）

术前 术后
住院时间（ｄ）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 １３５５６±８１７ １２２１４±７１０ａｂ ４２３８±２１５ ３９９１±３２３ａｂ １０１２±３２３ｂ

常规组 １３３９８±８６６ １１４６９±６５５ａ ４３７２±２４７ ３７６２±３４４ａ １５０１±４３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常规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以及术后并发症的对比

　 组别
ＶＡＳ

术后１日 术后１周

并发症ｎ（％）

出血 感染 尿潴留 淋巴囊肿

总发生率

ｎ（％）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 ６３３±１２８ ２１６±１０２ ０（０） １（４１７） １（４１７） １（４１７） ３（１２５０）

常规组 ７２６±１５２ ３８３±１２７ ４（１６６７） ３（１２５０） ２（８３３） ３（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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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随着宫颈癌诊治的相关知识在人群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普

及，以及如多种高效宫颈癌筛查手段的大量临床应用，宫颈癌

的早期发现和诊断率都得到了明显提高［７］。对于ＦＩＧＯ分期Ｉａ
～ＩＩａ期患者，经腹根治手术治疗是首选的治疗方式，但是由于
该术式在完全切除子宫的基础上切除范围还包括骶、主韧带、

上１／３阴道以及对周围淋巴组织的清扫，涉及众多的血管和淋
巴管道，手术创伤大，患者术中失血量大，术后疼痛和后遗症常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８］。

上文结果显示，与传统的剪刀剪切和钳夹结扎相比，应用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后手术时间得到大幅缩短，而术中的出
血量明显减少（分别为 ５８８６４ ±２８６１６ｍＬ和 ９７８２８ ±
３２４８２ｍＬ），得益于较少的术中出血量，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患者仅有１
例进行了输血，其余仅依靠输注胶体液和晶体液就保证了血流

动力学的稳定。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红蛋白和红细胞压积水

平，术后两组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而ＬｉｇａＳｕｒｅ组下降幅度明显低
于常规组。

由于解剖位置的原因，经腹宫颈癌根除术中的操作位置较

深，传统通过剪刀剪切离断血管组织和钳夹结扎止血时较为困

难，打结过程较长，不仅增加了手术时间，还存在效果不佳而出

现术后再出血的风险［９］；此外，由于操作空间和位置关系，剪切

时的力度不易控制，容易伤及周围组织器官（如输尿管、膀胱和

直肠），造成尿潴留、直肠阴道瘘和膀胱阴道瘘，并增加术后感
染率［１０］。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是综合应用实时反馈技术（Ｉｎ
ｓｔａｎｔ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和智能主机技（Ｓｍａｒ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于双极电刀的一套系统［１１］，通过向双极电刀输出高频电

能，与血管钳口施加的压力相配合，使钳夹的人体组织内胶原

蛋白和纤维蛋白发生熔解变性，熔合血管壁形成个较为坚固的
透明带（可承受超过三倍正常人体组织的收缩力），使管腔永久

性闭合［１２］。在以上的基础上，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在闭合包
含在组织中的血管时，省去了传统方式中对血管进行分离的过

程，大大节省了手术时间［１３］；其在闭合时向周围传导热能的距

离非常短（不足２ｍｍ）对临近组织、器官损伤较小［１４］；闭合时也

不产生残渣，避免了术后感染和吸收热［１５］。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
系统的智能主机技术还可以较好的分辨钳夹组织及器械的特

性，智能地选择合适的能量和时间进行闭合和切除，减少了因

人为因素引起的误伤［１６］。多项研究显示，得益于 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
闭合系统的上述优势，患者术后的疼痛程度较低［１７］，术后相关

并发症的发生风险明显降低，从而有效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

间，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１８］。

综上所述，与传统结扎止血方式相比，在经腹宫颈癌根治

术中应用ＬｉｇａＳｕｒｅ血管闭合系统可以显著缩短手术时间，减少
术中出血量，减轻患者术后疼痛程度，降低发生术后并发症的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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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南京总医院立项课题项目（２０１７０５１）
△【通讯作者】周含，Ｅｍａｉｌ：２４７５２８２９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宫颈癌患者调强适形放疗摆位重复性及误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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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究降低宫颈癌患者调强适形放疗摆位误差与重复性的有效措施。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
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总医院收治的宫颈癌患者７０例，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两组实施对比研究，每组３５例。两组患者均接受调强适形放疗，对照组给予常规摆位，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联合给予真空垫固定摆位。观察两组患者的放疗不同轴向（ｘ、ｙ、ｚ轴）误差情况、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等实验数据。结果　对两组患者不同放疗不同轴向（ｘ、ｙ、ｚ轴）误差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可得观察组在各轴
向上的误差均显著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５７１％，显
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５７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接受调强适形放疗的宫颈癌患者，在
对其进行摆位的时候，联合应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效果确切，可以更好地减少放疗不同轴向上的误差，提高放

疗的精确度。

【关键词】　宫颈癌；调强适形放疗；放疗摆位；真空垫固定；重复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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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ｄ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ｅｆｆｅｃ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ｅｒｒｏｒ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ｘｉ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Ｖａｃｕｕｍｐａｄ
ｆｉｘ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ｅ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ｒｒ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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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宫颈癌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类型，其
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早婚、早育、多产及性生活紊乱的妇女

有较高的患病率［１］。临床治疗中，放射治疗是常用的方法，在

宫颈癌的术后预防和晚期病人的治疗都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

果。通过对患者实施调强适形放疗，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改善预后［２］。具体的治疗过程中，为提高放射治疗增益比，需

要对患者予以合理的摆位技术。要通过合理的方式，尽可能的

减少摆位误差，提高整个放射治疗过程中患者体位的重复性，保

证治疗的顺利实施［３］。本次研究选择７０例宫颈癌患者进行研
究，分析对其实施调强适形放疗过程中有效降低摆位误差的相

关措施。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南京总医院收治的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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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７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５９岁，中位年龄为４５岁。试
验严格遵循《渥太华工作组关于临床试验注册的声明》相关内

容。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进行了临床专业诊断和检查，均符合宫颈癌

诊断标准［４］；②均符合放疗相关指证；③签订知情同意书；④均
为本院收治的住院患者；⑤随访资料完整并建立患者临床病历
资料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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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女性；④无法获得随访者；⑤哺乳期女
性；⑥依从性差。

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实施对比研究，每

组３５例，两组患者均接受调强适形放疗，对照组给予常规摆位，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予真空垫固定摆位。对两组患

者的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与组间对应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备临床研究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调强适形放疗，所有入组患者均接受大孔

径ＣＴ扫描，获得扫描图像，并将所得图像传输至三维治疗计划
系统予以处理，制定针对性的返料计划。获取患者不同方向上

的误差，包括ｘ（左右）、ｙ（头脚）、ｚ（前后）［５］。对照组给予常规
摆位。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给予真空垫固定摆位。由２
名技师共同合作，对真空负压垫进行处理，将其抽为半真空状

态。处理完毕后将真空负压垫置于 ＣＴ模拟定位机诊疗床上，

帮助患者保持双手相互交叉的姿势仰卧于垫内，嘱患者保持放

松状态［６］。１名技师负责对真空垫的两侧折起，使其与患者身
体紧密贴合。另１名技师对负压垫进行抽气、硬化。于真空垫
两侧分别贴１条纸胶布，在胶布中间进行勾画，并延伸至患者身
体上，作为重复摆位的标记。治疗过程中，指导患者按照标记仰

卧在垫内，对肿瘤中心在体表的位置进行确定。使用三维激光

技术，并在患者皮肤进行准确的投影标记［７］。将 ３个铅粒分别
贴在身体左右两侧及前侧的投影处，并实施ＣＴ扫描定位，制定
针对性的放疗方案。

观察两组患者的放疗不同轴向（ｘ、ｙ、ｚ轴）误差情况［８］、总

不良反应发生率［９］等实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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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
即为数据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与组间比较

入组患者按照入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两组实施对

比研究，每组例。对两组患者的平均年龄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

与组间对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备临床研究
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与组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岁）

临床病理类型（例）

中分化鳞癌 中低分化鳞癌

平均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对照组 ３５ ４６１２±３１５ ２０ １５ ２３８１±１２１

观察组 ３５ ４５１２±５１４ １９ １６ ２３７２±１１４

ｔ值 １０２１ ０９８８ １０１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不同放疗不同轴向误差情况统计比较
对两组患者不同放疗不同轴向（ｘ、ｙ、ｚ轴）误差情况进行统

计比较，可得观察组在各轴向上的误差均显著小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不同放疗不同轴向误差情况统计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ｍｍ）

组别 例数 ｘ轴 ｙ轴 Ｚ轴

对照组 ３５ ３３１±２０２ ２１５±０３５ ２９８±１０３

观察组 ３５ １８５±１０２ １６４±０３９ １７１±０３９

ｔ值 ６２５１ ５７７９ ６１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统计
统计两组放疗相关不良反应，观察组有１例出现急性放射

性肠炎，１例出现腹痛，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５７１％，显著低于

对照组的２５７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统计

组别 例数 急性放射性肠炎 腹痛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照组 ３５ ５ ４ ２５７１

观察组 ３５ １ １ ５７１

ｔ值 — — ７０２１

Ｐ值 — —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对宫颈癌患者实施调强适形治疗的过程中，对治疗体

位的要求较高［１０］。放射治疗体位的准确性又是保证放射治疗

效果的重要步骤，通过进行准确的体位摆放，可以有效减少患者

在放射治疗中不必要的伤害，提高摆位的重复性，减少各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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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不良反应的出现，并为治疗提供便利［１１］。同时，也能更准

确地照射治疗靶区，提高治疗效果。治疗中，在进行摆位的时候

可能会导致多种误差的出现［１２］。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对两组患

者不同放疗不同轴向（ｘ、ｙ、ｚ轴）误差情况进行统计比较，可得
观察组在各轴向上的误差均显著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ａｌｌＰ＜００５）。即提示，对接受调强适形放疗的宫颈癌患
者在对其进行摆位的时候，联合应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效果确

切，可以更好的减少放疗不同轴向上的误差。联合使用真空垫，

对患者的体位予以良好的固定。并能够在患者身体上进行相

应的重复摆位的标，进而有效提高摆位的精度。以保证正中矢

状面、体侧激光“十”字线投影的准确性，便于进行相应的治疗

计划制订［１３］。于是，通过联合应用，摆位误差显著下降，很好地

保证了摆位的重复性和精确性［１４］。摆位效果与最终的效果之

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也与各种放疗相关损伤紧密相关［１５］。通过

提高摆位精度，可以有效减少治疗中膀胱、直肠以及脊髓等部

位的受照剂量，进而减轻放疗中及放疗后的相关不良反应。以

往张润华等学者的研究也证实［１６］，通过使用真空垫固定技术，

可以有效降低宫颈癌放疗中的摆位误差，是一种简便、可行的

固定技术。本次研究结果还显示，统计两组放疗相关不良反应，

观察组有１例出现急性放射性肠炎，１例出现腹痛，总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５７１％，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５７１％，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即提示，联合应用真空垫固定摆位效果确切，
可以提高放疗的精确度，减少各种放疗相关损伤的出现。这是

因为，通过应用真空垫，很好的提高了摆位精度［１７］。进而保证

在治疗过程中可以显著提高靶区以及周围正常组织器官照射

剂量分布准确性，提高治疗的精度，减少对各种正常组织、器官

的损伤［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对接受调强适形放疗

的宫颈癌患者，在对其进行摆位的时候，联合应用真空垫固定

摆位效果确切，可以更好地减少放疗不同轴向上的误差，提高

放疗的精确度。然而，本次纳入研究的样本数量偏少，且未对所

有患者实施长期跟踪随访。故关于该方案的长期效果与安全

性，还有待在今后予以大样本、长时间随机对照研究，以验证其

科学性。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发伟，王小特，冯蕾，等．重组人干扰素对提高宫颈癌术后放疗
患者性生活质量的价值初探［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５９
６２．

［２］　赖勇，罗志刚，陈炀，等．不同放射治疗技术对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宫颈癌患者的临床效果对比研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４）：
６２６４．

［３］　鲍慧，孙晓东，王明，等．术后调强放疗对宫颈癌患者卵巢功能的
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９）：８０８３．

［４］　西永忠，祁英，孟万斌，等．宫颈癌调强放疗模拟定位机和彩色多
普勒位置验证对比探讨［Ｊ］．甘肃医药，２０１２，３１（９）：６９２６９４．

［５］　李鑫，陈云．不同体位方式在宫颈癌调强适形放疗中采用热塑膜
固定的效果比较［Ｊ］．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２０１７，４（２７）：
５２１３５２１４．

［６］　林原，周莉均，徐志勇，等．宫颈癌术后盆腔三维适形与调强放疗
剂量学与技术的研究［Ｊ］．中华放射肿瘤学杂志，２００８，１７（５）：
３７２３７６．

［７］　宋慧胜，陈龙华，冯正富等．宫颈癌三维适形放射治疗与常规放
射治疗临床观察［Ｊ］．西部医学，２０１１，２３（５）：８３８８４１．

［８］　苏善宁，曾自力．宫颈癌三维适形放疗摆位的质量保证与质量控
制［Ｊ］．中国辐射卫生，２０１５，２４（１）：９３９６．

［９］　ＹｉｎＹ，ＬｉＨ，ＳｈｅｎｇＸ，ｅｔａｌ．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ｌｏｃ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ｒ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ｉｔｈ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
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ｅｔｒｏ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ＪＧｙｎｅｃ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５，２５（６）：１０５８１０６５．

［１０］　杨晓梅，邱云芳，储开岳，等．宫颈癌调强放疗中应用专用腹板治
疗的摆位及护理体会［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４（１４）：１２９８１２９９，
１３００．

［１１］　ＳｈａｒｍａＤＮ，ＧａｎｄｈｉＡＫ，ＳｈａｒｍａＳ，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
ｖ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
ｃｉｎｏｍａｎｏｔｓｕｉ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ｉｎｔｒａｃａｖｉｔａｒｙ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Ｂｒａｃｈｙｔｈｅｒ
ａｐｙ，２０１３，１２（４）：３１１３１６．

［１２］　林赛云，王根桃．宫颈癌调强适形放疗３６例摆位误差分析［Ｊ］．
福建医药杂志，２０１２，３４（１）：１２３１２４．

［１３］　陈砲，郭和锋，林浩，等．利用锥形束 ＣＴ分析宫颈癌调强适形放
疗摆位误差［Ｊ］．医学信息，２０１３（２１）：７８７９．

［１４］　ＧａｎｄｈｉＡＫ，ＳｈａｒｍａＤＮ，ＲａｔｈＧＫ，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ｏｆ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ｖｅｒｓｕｓ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ｌｖｉｃ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ｌｙ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ｅｒｖｉｘ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ｓｔｕｄｙ［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Ｂｉｏｌｏｇｙ
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３，８７（３）：５４２５４８．

［１５］　Ｌｉ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Ｓ．ＨｕｎｇＹ，ｅｔａｌ．Ｌｏｗｄｏｓ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ｃｔｉｃ，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ｆｉｅｌ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ｍｏｄｕｌａｔｅｄ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ｌｕｓ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ｗｅｅｋｌｙｃｉｓｐｌａ
ｔｉｎｆｏ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ｇｅＩＢ２ＩＩＩＢ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ｅｌｖｉｃ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ａｎ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ａｒａａｏｒｔｉｃ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４，２４（５）：９０１９０７．

［１６］　张润华，罗明香，王贤和，等．使用真空垫在宫颈癌普通放疗摆位
减小误差的作用［Ｊ］．大家健康（中旬版），２０１４，（２）：７５７５．

［１７］　米热古丽·阿克木江，苏莱娅·胡赛音．放疗同步化疗对宫颈癌
患者临床疗效的初步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１１）：３９
４２．

［１８］　王兰荣，曹，王刚，等．宫颈癌调强适形放疗中有孔泡沫板两种
摆放位置对小肠受照射体积的影响研究［Ｊ］．中国继续医学教
育，２０１５（２４）：１３３１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９）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６３　　　·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计划（Ｂ２０１０２１０６）
△【通讯作者】柯丽娜，Ｅｍａｉｌ：ｋｅｌｉｎａｃｙｋ＠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单纯经阴道超声与联合宫腔镜检查对子宫内膜癌
诊断价值分析
戴河柳１　李昌盛２　黄亚雄１　董耘１　柯丽娜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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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十堰市太和医院急诊医学科（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单纯经阴道超声与联合宫腔镜检查对子宫内膜癌诊断价值。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
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进行检查诊断的２０９例子宫出血患者，分别在明确诊断前
行阴道超声和宫腔镜检查，并在宫腔镜直视下进行了病理活检或术后活检，其中８４例确诊为子宫内膜癌。
将单纯经阴道超声检查的结果作为对照组，联合宫腔镜检查的结果作为观察组，进行研究分析。按诊断方

法分析阴道超声和电子宫腔镜在诊断子宫内膜癌上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假阴性率、

假阳性率。结果　２０９例患者中确诊８４例患者为子宫内膜癌，其中对照组诊断准确率为８０９５％，观察组诊
断准确率为９１６７％。观察组诊断准确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诊断子宫内
膜癌灵敏度为 ９３１４％，特异性为 ８０７６％，阳性预测值为 ８２７６％，阴性预测值为 ７７３２％，假阴性率为
６８６％，假阳性率为１９２４％；观察组灵敏度为９１０２％，特异性为９２２６％，阳性预测值为９３１５％，阴性预测
值为９０８３％，假阴性率为６９８％，假阳性率为７７４％。结论　经阴道超声联合宫腔镜检查能够明显提高子
宫内膜癌的诊断灵敏度和准确率。

【关键词】　经阴道超声；宫腔镜检查；子宫内膜癌；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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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又称宫体癌，发生于子宫内膜，是女性生殖道
常见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内膜癌的发病率居高不下，死亡率

也呈明显上升趋势［１］。因此，提高早期诊断的准确率也是有效

治疗该病的重点。研究发现子宫内膜厚度与肿瘤分期明显相

关，通过阴道超声测量子宫内膜厚度，可间接评估肿瘤的预

后［２］。而宫腔镜检查也在子宫内膜癌的诊断价值已经被许多

临床研究所证实，具有直观性、准确性和安全性等优点［３］。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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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对２０９例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进行单纯经阴道超声
和宫腔镜检查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

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
医院进行检查诊断的２０９例子宫出血患者，分别在明确诊断前
进行阴道超声检查，之后再在宫腔镜直视下进行病理活检和术

后活检，其中８４例确诊为子宫内膜癌。将单纯经阴道超声检查
２０９例患者的检查结果作为对照组，联合宫腔镜检查的２０９例
结果作为观察组，进行研究分析。本研究中，确诊为子宫内膜癌

的患者８４例，年龄范围４６岁 ～６６岁，年龄（５１２７±５２１）岁，
绝经前７例，绝经后７７例。其中５３例子宫内膜样腺癌，１７例腺
鳞癌，１４例未分化癌；２７例高分化癌，４５例中分化，１２例低分
化；３４例Ⅰ期，１９例Ⅱ期，１７例Ⅲ期，１４例Ⅳ期。排除具有其他
子宫内膜病变，合并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有精神

疾病的患者。本研究经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同意，所有患者及家属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检查方案
宫腔镜检查：采用静脉麻醉和宫腔镜（德国ＳＴＯＲＺ公司，型

号：２６００８ＢＡＣ）检查系统，采用５％葡萄糖液对膨宫进行加压至
８０ｍｍＨｇ～１００ｍｍＨｇ，探头经宫颈管进入子宫内，在电视宫腔镜
下观察宫腔及宫颈情况，在可疑病灶处多点取材，据患者情况

刮出部分病理组织，进行病理活检。宫颈扩张器扩至７号。
经阴道超声：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美国 ＧＥＶ７３０

型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ｕ２２）检测。患者于检测前排空膀胱，检查时取截
石位，检测探头缓慢倾斜推入阴道内，对子宫形态、大小、基层组

织以及血流量以及子宫内膜的厚度、形态及回声进行检测，观

察有无异常病灶存在。检测过程中适当按压患者腹部来减少

肠气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取患者病理组织，于显微镜下观察并

确定病理类型，以组织病理学结果为确诊依据。入组患者均根

据检查结果进行适宜的手术治疗。

１３　观察项目
对患者检查诊断，按诊断方法分析阴道超声和电子宫腔镜

在诊断子宫内膜癌上的灵敏度、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

值、假阴性率、假阳性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统计，采用均数±

标准差来表示，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ｔ检验，治疗效果作为等级
资料进行秩和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当 Ｐ＜００５时，表示数据间
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诊断准确率比较

２０９例患者中确诊８４例患者为子宫内膜癌，其中对照组诊
断准确率为８０９５％，观察组患者诊断准确率为９１６７％。观察
组患者诊断准确率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超声诊断准确率比较［ｎ（％）］

组别 明确诊断 漏诊 诊断准确率（％）

观察组 ７７（９１６７） ７（８３３） ９１６７

对照组 ６８（８０９５） １６（１９０５） ８０９５

χ２值 ４０８０４

Ｐ值 ００４３４

２２　两组患者诊断灵敏度、特异性等指标比较
对照组患者诊断子宫内膜癌灵敏度为９３１４％，特异性为

８０７６％，阳性预测值为８２７６％，阴性预测值为７７３２％，假阴
性率为 ６８６％，假阳性率为 １９２４％；观察组患者灵敏度为
９１０２％，特异性为９２２６％，阳性预测值为９３１５％，阴性预测
值为９０８３％，假阴性率为６９８％，假阳性率为７７４％。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血流指标比较（％）

组别 灵敏度 特异性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假阳性率 假阴性率

观察组 ９１０２ ９２２６ ９３１５ ９０８３ ７７４ ６９８

对照组 ９３１４ ８０７６ ８２７６ ７７３２ １９２４ ６８６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生与患

者体内长期的雌激素刺激、内膜复杂型及不典型增生、遗传因

素等有关［４５］。患者临床会发生如月经不规律、经期延长等月

经相关症状，阴道不规则流血和排液等阴道症状，以及绝经后

子宫出血等症状，对女性的日常生活及生命健康造成了极大地

的威胁［６］。研究指出，一般绝经后子发生宫出血的患者，１０％
～１５％会发生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癌的确诊以往只能依靠腹
部超声和诊刮检查，但临床上大部分出现绝经后阴道出血的患

者，其诊断性刮宫的结果为良性［７８］。且对于早期患病者，以及

宫角部病灶情况等进行诊刮病检，会具有一定盲目性；而对于晚

期病灶，诊刮引起的创伤则容易导致子宫发生穿孔。因此诊断

性刮宫在临床子宫内膜癌的检测确诊中仍是最为有效和准确

的手段，但该手段所附带的创伤性除了给患者带来痛苦和心理

负担外，还会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如出血、感染及癌细胞扩散等

的发生，不利于患者的治疗及预后［９１０］。研究也显示。若诊刮

时刮取的内膜少于宫腔内膜的１／２，还有极大可能造成漏诊。
经阴道超声检查，因其具有较高的探头频率，分辨力较高，

探头更为接近患者子宫，能够较为清晰地显示患者子宫内膜情

况［１１］。经阴道超声检查简单、安全、结果可靠，不仅能清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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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内膜回声，有利于检查者观察内膜结构，并对其进行准确

测量；还能较为直观的提供宫腔内病灶部位，清晰显示肌层浸

润深度。对于子宫内膜癌的早期发现和临床诊断及治疗提供

了有价值的信息［１２］。经阴道超声的声像图因子宫内膜癌的部

位、大小、浸润范围不同而具有差异。若患者病灶较小，则成像

内膜并无明显变化，有的仅表现为内膜局部增厚，此种情况与

正常内膜和内膜局限性增生在进行鉴别时较为不易［１３１５］。而

当患者因病情发展、内膜增厚时，此时经阴道超声能较清晰的

提供内膜癌的范围，帮助判断对肌层的侵犯范围及深度，但此

时对于远处转移的癌细胞，经阴道超声由于其距离的限制而又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近年来，宫腔镜在异常子宫出血的检查及诊断中得到了越

来越多的运用，其价值已经被逐渐证实。宫腔镜下进行检查不

仅视野清晰，观察全面，而且还可以对病灶进行直视下定点活

检，由此可以使术者能够充分观察患者子宫形态、子宫内病变

的范围和程度，从而有效提高取材的准确性，并明显降低子宫

内膜癌的漏检率［１６１７］。也尽可能地避免了传统刮宫检查导致

的疼痛、宫腔内出血及子宫穿孔等并发症，减缓了患者早检查

时受到的痛苦。宫腔镜检查的优势在于可以在直视条件下进

行选择性的多点取材，同时还可以对患者早期局灶病变进行较

为准确的定位，为评估手术患者的术前分期和手术方式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依据［１８］。

对于早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来说，其声像图多不会呈现典

型的表现，且阴道超声检查，对于部分正常的内膜和异常内膜

难以区分，因此阴道超声检测对上述情况的检出率较低，可能

造成较小子宫内膜病变的漏诊。而宫腔镜可通过直接观察宫

腔来判断是否存在早期子宫内膜癌，因此宫腔镜对早起子宫内

膜癌、较小病变及未见异常的子宫内膜诊断率明显高于阴道超

声［１９］。文献指出，患者子宫内膜厚度与其肿瘤分期呈明显相关

性，内膜越厚，则患者发生肌层侵及可能性越大。因此，经阴道

超声对患者内膜厚度进行测量，可以间接估测肿瘤预后［２０］。本

次研究中，联合宫腔镜检查组对于子宫内膜癌的敏感性、特异

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要高于单纯阴道超声，且假阳性

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低，准确性较高。结果显示，早期子宫内膜癌

和正常内膜的诊断中，联合宫腔镜检查与病理诊断符合率明显

高于单纯经阴道超声检查。因此，行阴道超声检查后，再进行宫

腔镜检查，能够明显提高子宫内膜癌的诊断灵敏度和准确率。

参 考 文 献

［１］　杨曦，马珂，吴成，等．子宫内膜癌的流行病学及高危因素［Ｊ］．实

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７）：４８５４８８．

［２］　吴争勇，刘丽群．Ｂ型超声联合宫腔镜在子宫内膜癌诊断中临床

价值［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７，１０（２２）：１５５１５６．

［３］　艾永航．宫腔镜在子宫内膜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Ｊ］．中华妇幼

临床医学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５，１１（１）：６９７１．

［４］　赵琪，邓泽文，郄明蓉，等．２２６例晚期子宫内膜癌的临床病理

特征及治疗与其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Ｊ］．实用妇产科杂志，

２０１７，３３（７）：５０６５１１．

［５］　程丹．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联合血浆肿瘤标志物在子宫内膜

癌诊断中的应用［Ｊ］．河南医学研究，２０１７，２６（９）：１６６６１６６７．

［６］　罗业琳，雷嘉，黄卓华，等．子宫内膜癌预后因素的 Ｃｏｘ回归分析

［Ｊ］．现代肿瘤医学，２０１５，２３（１４）：２０５０２０５３．

［７］　段华，孙馥箐．宫腔镜在早期子宫内膜癌诊断中的应用［Ｊ］．中国

医师杂志，２０１５，１７（８）：１１３５１１３９．

［８］　张艳荣，赵志军，吴俊，等．四维超声在诊断子宫内膜癌中的应用

［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２，３３（６）：７９６７９７．

［９］　廖秦平，杨曦．子宫内膜癌筛查及早期诊断的现状及展望［Ｊ］．实

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７）：４８１４８４．

［１０］　彭娟．经阴道超声改变与 ｔｗｉｓｔ表达在早期子宫内膜癌诊断和转

移中的应用价值［Ｊ］．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６，２６（８）：６５６７．

［１１］　刘颖蔚，黄琳娟，代雪林，等．磁共振扩散加权成像联合宫腔镜在

子宫内膜癌诊断分期中的价值［Ｊ］．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７，３３（７）：

１０５２１０５４．

［１２］　ＮｉｃｏｌｅｔｔａＣ，ＣａｒｉｅｎＣ，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Ａ．ＥＳＭＯＥＳＧＯＥＳＴＲＯ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Ｊ］．ＩｎｔＪＧｙｎｅｃｏｌＣａｎｃｅｒ，２０１６，２６（１）：２３０．

［１３］　李武，胡仙珍，刘松君，等．宫腔镜诊断早期子宫内膜癌的价值及

安全性研究［Ｊ］．中华腔镜外科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７，１０（３）：１６０

１６２．

［１４］　刘剑．子宫内膜癌的诊断与治疗体会［Ｊ］．大家健康（上旬版），

２０１７，１１（５）：１９２１９３．

［１５］　赵冬梅．子宫内膜癌诊断中四维超声的应用剖析［Ｊ］．医学信息，

２０１５，２８（４７）：３７９３８０．

［１６］　董燕，柳建华．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对子宫内膜息肉及子宫内膜

癌的诊断价值［Ｊ］．广州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４５（２）：２９３１．

［１７］　ＧｕｎＹ，ＣｈａｎｇＷＫ，ＮａｒａＹ，Ｓｔｒｏｍａｌｐ１６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Ｊ］．Ｏｎｃｏｔａｒｇｅｔ．２０１７，８（３）：４８２６

４８３６．

［１８］　苏小锋，邸媛媛，李苗，等．宫腔镜对子宫内膜癌的诊断及癌细胞

播散影响的研究［Ｊ］．广东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５（１）：９０９２．

［１９］　伦淑玲，马利亚，李丽娟，等．比较经阴道彩色多普勒与三维能量

多普勒超声在早期子宫内膜癌诊断中的价值［Ｊ］．中国实用医

刊，２０１５，４２（６）：８５８６．

［２０］　张志梅．宫腔镜联合Ｂ超检查在子宫内膜癌诊断中的价值［Ｊ］．

医学信息，２０１５，２８（４）：３３８３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０２６）



·６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１６ＰＪ２３２）
△【通讯作者】周聪，Ｅｍａｉｌ：５７９２９７８３＠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１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观察子宫内膜癌介入治疗前后的病理学改变
周聪１△　熊英２　王平３

１成都肛肠专科医院病理科，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２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３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妇产科，成都，６１００１５

【摘要】　目的　探究子宫内膜癌患者在介入治疗前后的临床病理学变化情况。方法　选择２０１４年４
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成都肛肠专科医院院收治的子宫内膜癌患者１８例，均接受介入治疗，行盆腔动脉灌注化疗
栓塞治疗。治疗前后，对患者的癌组织病理学变化情况进行观察记录。结果　１８例入组患者一共接受２２
例次术前化疗，其中１４例患者在术后２周～３周的时间内接受子宫内膜癌根治术治疗，术中出血少。２例Ⅳ
期患者在完成２次介入治疗之后，失去手术机会；其余２例Ⅳ期患者在阴道出血成功止血之后４５ｄ死亡，死
亡原因为脑转移。１８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１４例患者在完成１个 ～２个疗程的介入治疗之后接受手术治
疗，术中获得病理标本。术后对病理标本送检，进行详细的病理学检查。可得其中１０例患者的术后标本病
理切片中存在大量坏死组织以及淋巴细胞浸润现象，未观察到癌细胞，提示组织学完全缓解。另外有２例患
者病理检查结果显示癌细胞绝大部分坏死，仅观察到存在极少数残存变异的癌细胞，其余２例癌组织部分
坏死。结论　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介入治疗可以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临床病理学会出现一定的改变，
部分患者可实现组织学完全缓解。

【关键词】　子宫内膜癌；介入治疗；癌组织；病理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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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临床治疗中，手术治 疗是常用的方式［１２］。手术疗法包括传统开腹手术、腹腔镜手

术、介入手术等。近年来，介入治疗开始被逐渐广泛的应用子宫

内膜癌的治疗之中［３］。通过介入治疗，在肿瘤各级血管、淋巴

管未被损伤前给药，可以直接向肿瘤供血动脉灌注化疗药物，以

提高肿瘤局部药物浓度，并降低静脉给药的药物首过效应，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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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获得较为理想的疗效。本次研究探究子宫内膜癌患者在介

入治疗前后的临床病理学变化情况。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成都肛肠专科医院病理科
收治的１８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均接受介入治疗，
行盆腔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治疗。患者年龄分布范围为２３岁 ～
７５岁，中位年龄为４５岁。试验严格遵循《渥太华工作组关于临
床试验注册的声明》相关内容。患者基本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８例患者基本情况统计

　　　项目 例数 百分比

年龄（岁）

　２３～３０
　３１～４０
　４１～５０
　５１～６０
　＞６０
临床分期（例）

　Ⅰｂ期
　Ⅱａ期
　Ⅱｂ期
　Ⅳ期
细胞分化情况（例）

　内膜样腺癌Ⅰ级
　内膜样腺癌Ⅱ级
　内膜样腺癌Ⅲ级
　透明细胞癌
　腺鳞癌

１
２
９
３
３

８
４
２
４

４
４
４
２
４

５５６
１１１２
５０００
１６６６
１６６６

４４４４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０
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
２２２２
１１１２
２２２２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进行了临床专业诊断和检查，均符合子宫内

膜癌诊断标准［４］；②均符合手术指证；③签订知情同意书；④均
为成都肛肠专科医院收治的住院患者；⑤随访资料完整并建立
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数据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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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女性；④合并恶性肿瘤
者；⑤凝血障碍患者；⑥依从性差的患者；⑦无法获得随访者。
１３　方法

入组患者均接受介入治疗方法，利用数字减影机（Ｉｎｎｏｖａ
３１００ＩＱ，美国ＧＥ）的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穿刺术技术，对患者实施股动脉
穿刺［５］。于双侧髂总动脉分叉处进行造影，观察造影结果，在

供血动脉显示后选择插管，经导管将化疗药物向患者两侧髂内

动脉和子宫动脉进行灌注，结合不同患者的实际情况对药物剂

量进行调整［６］。术后２周 ～３周的时间内，视患者实际情况实
施子宫内膜癌根治术治疗［７］。子宫内膜癌根治术时，收集患者

子宫内膜癌组织送检，均实施ＨＥ染色，在光镜下观察癌细胞变
化情况。如果经肉眼观察及镜下观察，均未发现肿瘤组织或肿

瘤全部消失，且可观察到存在纤维组织增生现象，则视为组织

学完全缓解［８］。

"

　结果
２１　１８例患者介入治疗后再处理情况

１８例入组患者一共接受２２例次术前化疗，其中１４例患者
在术后２周～３周的时间内接受子宫内膜癌根治术治疗，术中
出血少。２例Ⅳ期患者在完成２次介入治疗之后，失去手术机
会。患者均为冰冻骨盆状，在接受１个疗程的双髂内动脉灌注
化疗栓塞治疗后盆腔临床症状与体征得到显著改善，满足手术

切除条件。但为获得更好的手术，接受了第二次介入治疗，但未

能获得理想的肿瘤控制效果，失去手术机会。遂接受全量放疗

治疗，随访６个月后死亡。２例Ⅳ期患者出现持续阴道流血，遂
行双侧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治疗。但在阴道出血成功止血之

后４５ｄ死亡，死亡原因为脑转移。
２２　介入治疗前后入组患者病理组织学变化情况

１８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１４例患者在完成１个 ～２个疗程
的介入治疗之后接受手术治疗，术中获得病理标本。术后对病

理标本送检，进行详细的病理学检查。可得其中１０例患者的术
后标本病理切片中存在大量坏死组织以及淋巴细胞浸润现象，

未观察到癌细胞，提示组织学完全缓解。另外有２例患者病理
检查结果显示癌细胞绝大部分坏死，仅观察到存在极少数残存

变异的癌细胞，其余２例癌组织部分坏死。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介入治疗前后入组患者病理组织学变化情况

疾病情况　　　　　 例数 手术方式　　　 病理学情况

子宫内膜样腺癌Ⅱ级

子宫内膜样腺癌Ⅲ级
透明细胞癌

腺鳞癌

子宫内膜样腺癌Ⅰ级

子宫内膜腺鳞癌

４

２
２
２
２

２

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

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

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

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

子宫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

双髂内动脉灌注化疗栓塞术

癌细胞全部消失，经光镜下观察未发现存活癌细胞。部分可观察

到存在完整腺体结构，部分腺体出现破裂，切片中可观察到存在大

量坏死组织，并存在淋巴细胞浸润现象。同时，存在间质纤维化以

及异物性肉芽肿形成现象；

同上

同上

同上

经宫腔镜活检可观察到存在极少残存的癌细胞，术中采集标本中

未观察到残存癌；

部分癌细胞出现坏死现象，残存癌细胞形态均出现变异，细胞周围

出现纤维组织分割现象，且存在大量淋巴细胞、巨嗜细胞浸润。

　　　合计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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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对女性健康的危

害极大，近年来的患病率不断提升［９］。临床治疗中，手术以及

放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１０］。具体的治疗过程中，可结合患者实

际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根据治疗目的的不同，采用不同

的术式组合［１１１２］。本组１８例患者中，入组患者一共接受２２例
次术前化疗，其中１４例患者在术后２～３周的时间内接受子宫
内膜癌根治术治疗，术中出血少。在病理学情况方面，本组１８
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１４例患者在完成１个～个２疗程的介入
治疗之后接受手术治疗，术中获得病理标本。术后对病理标本

送检，进行详细的病理学检查。可得其中１０例患者的术后标本
病理切片中存在大量坏死组织以及淋巴细胞浸润现象，未观察

到癌细胞，提示组织学完全缓解。此外，有２例患者病理检查结
果显示癌细胞绝大部分坏死，仅观察到存在极少数残存变异的

癌细胞，其余２例癌组织部分坏死。上述结果表明，对子宫内膜
癌患者实施介入治疗可以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临床病理学会

出现一定的改变，部分患者可实现组织学完全缓解。分析相关

原因，是因为通过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一定的术前介入治

疗，可以对术前已存在的一些微小转移以及亚临床灶等予以治

疗，进而有效减少术中、术后转移现象［１３１４］。而且，介入治疗

中，可以在肿瘤各级血管、淋巴管未受损伤之前实施局部给药，

达到较高的局部药物浓度，有效杀灭癌细胞。进而缩小病灶，减

少各种手术并发症的出现［１５１６］；同时，也可以为后期各种抗癌

药物的选用给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１７］。对于一些因身体状况

无法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也可以通过介入治疗改善患者的盆

腔临床症状与体征，以获得手术机会［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对子宫内膜癌患者实

施介入治疗可以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临床病理学会出现一定

的改变，部分患者可实现组织学完全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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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绝经前子宫内膜癌患者免疫组化及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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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绝经前子宫内膜癌患者免疫组化及病理特征。方法　对佛山市顺德区北蟯医院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８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绝经前组患者
病理分期ⅠＡ期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Ｂ期比例显著低于绝经后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腺癌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ＥＲ＋（０５０％）比例显著低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Ｒ＋（＞５０％）比例显
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ＰＲ＋（０５０％）比例均显著低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Ｒ、ＰＲ＋
（＞５０％）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病理分期ⅠⅡ期患者的免疫组化
Ｅ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比例显著低于ⅢⅣ期患者
（Ｐ＜００５），＋（＞５０％）比例显著高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绝经前子宫内
膜癌患者免疫组化ＥＲ、ＰＲ具有较高的阳性率，病理类型主要为子宫内膜样腺癌，癌细胞具有较高的分化程度。

【关键词】　绝经前；子宫内膜癌；免疫组化；病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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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ｎｔｈｅ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ＥＲ＋（＞５０％）ｒａｔｉｏｏｆ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ｇｅⅠＩＩ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Ｐ＜０．０５），ｔｈｅ＋
（＞５０％）ｒａｔｉｏ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ｇｅＩＩＩＩ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ｍｅｎｏ
ｐａｕｓ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ｈａｖｅｈｉｇｈ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ＲａｎｄＰ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ａｉｎ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ｙｐｅ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ｉｄａｄｅｎｏ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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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妇科极为常见，近年来，
其发病率日益提升，发病年龄日益减小［１］。子宫内膜癌（Ｅｎｄｏ
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是发生于子宫内膜的一组上皮性恶性肿瘤，
好发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子宫内膜癌是最常见的女性

生殖系统肿瘤之一，每年有接近２０万的新发病例，并是导致死
亡的第三位常见妇科恶性肿瘤（仅次于卵巢癌和宫颈癌）。其

发病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发病率在各地区有差异，在北美和欧

洲其发生率仅次于乳腺癌、肺癌、结直肠肿瘤，高居女性生殖系

统癌症的首位。在我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子

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亦逐年升高，目前仅次于宫颈癌，居女性生殖

系统恶性肿瘤的第二位。本研究对佛山市顺德区北蟯医院

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的８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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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进行了回顾性分析，探讨了绝经前子宫内膜癌患者免疫组

化及病理特征，现报道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对佛山市顺德区北蟯医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收治
的８０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均符合子宫内膜癌的诊断标准［２］，均接受诊断性

刮宫及手术治疗；排除标准：将术前接受过内分泌治疗、化学治

疗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绝经情况将这些患者分为绝经前组

（ｎ＝４０）和绝经后组（ｎ＝４０）两组。绝经前组患者年龄２８５６
岁，平均（４４１±８３）岁。在年龄分布方面，１例 ＜３０岁，７例
３０４０岁，２０例４１５０岁，１２例 ＞５０岁；在临床表现方面，２２例
为阴道不规则异常流血，１８例为高血压，１７例为子宫肌瘤，１３
例为糖尿病，１２例为肥胖，１０例为子宫腺肌症，８例为阴道大出
血，７例为不孕不育，５例为卵巢良性肿瘤，１例为阴道异常流
液。绝经后组患者年龄２９５６岁，平均（４５３±８４）岁。在年龄
分布方面，２例＜３０岁，８例３０４０岁，１９例４１５０岁，１１例 ＞５０
岁；在临床表现方面，２１例为阴道不规则异常流血，１９例为高血
压，１６例为子宫肌瘤，１４例为糖尿病，１１例为肥胖，１１例为子宫
腺肌症，９例为阴道大出血，６例为不孕不育，４例为卵巢良性肿
瘤，２例为阴道异常流液。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诊断方法　术前对两组患者进行诊断性刮宫，绝经前组
４０例患者中，３０例行宫腔镜下刮宫，１４例术前病理为不典型增
生；绝经后组４０例患者中，１８例行宫腔镜刮宫，８例术前病理为
不典型增生。

１２２　治疗方法　给予两组患者手术治疗，绝经前组４０例患
者中，宫腔镜下病灶切除术１例，全子宫切除术４例，全子宫、双
侧附件切除术５例，全子宫、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
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术１７例，广泛或次广泛双侧附件切除、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术８例，肿瘤细胞减
灭术５例；绝经后组４０例患者中，全子宫、双侧附件切除术４
例，全子宫、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腹主动脉旁淋巴

结取样术２２例，广泛或次广泛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
术、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取样术８例，肿瘤细胞减灭术６例。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数据，采用率（％）表示两组患者
的病理特征、免疫组化 ＥＲ、ＰＲ分布及两者的相关性等计数资
料，用χ２检验组间比较，检验标准ａ＝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病理特征比较

绝经前组患者病理分期ⅠＡ期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Ｂ期比例显著低于绝经后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Ⅱ期、Ⅲ期、Ⅳ期
比例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绝经前
组患者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腺癌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浆液性腺癌、透明细胞
癌、其他比例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免疫组化ＥＲ、ＰＲ分布情况比较
绝经前组患者的ＥＲ＋（０５０％）比例显著低于绝经后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绝
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 ＥＲ比
例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绝经前组患者的 ＰＲ、
ＰＲ＋（０５０％）比例均显著低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Ｐ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绝经前组患者的 ＥＲ、ＰＲ＋（＞５０％）
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的病理特征比较（例／％）

项目 　　 分类
绝经前组

（ｎ＝４０）
绝经后组

（ｎ＝４０）
χ２值 Ｐ值

病理分期 ⅠＡ期 ２５（６２５）１８（４５０） ５０２ ＜００５

ⅠＢ期 ３（７５） １０（２５０） ７３８ ＜００５

Ⅱ期 ６（１５０） ７（１７５） １３２ ＞００５

Ⅲ期 ５（１２５） ４（１００） ２７７ ＞００５

Ⅳ期 １（２５） １（２５） ４１１ ＞００５

病理类型 子宫内膜样腺癌 ３５（８７５）２８（７００） ９３５ ＜００５

浆液性腺癌 ２（５０） ４（１００） ２７１ ＞００５

透明细胞癌 １（２５） ３（７５） ４６１ ＞００５

其他 ２（５０） ４（１００） ０４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的免疫组化ＥＲ、ＰＲ分布情况比较（例／％）

项目 分类
绝经前组

（ｎ＝４０）
绝经后组

（ｎ＝４０）
χ２值 Ｐ值

ＥＲ － ４（１００） ５（１２５） ３５５ ＞００５

＋（０～５０％） ３（７５） １３（３２５） ６４３ ＜００５

＋（＞５０％） ３３（８２５）２２（５５０） １１６０ ＜００５

ＰＲ － ３（７５） ９（２２５） ６２４ ＜００５

＋（０～５０％） ４（１００）１４（３５０） ９１０ ＜００５

＋（＞５０％） ３３（８２５）１７（４２５） ２０２１ ＜００５

ＥＲ、ＰＲ ＋（＞５０％） ２２（５５０）１１（２７５） １００３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病理特征与免疫组化的相关性分析
两组患者病理分期ⅠⅡ期患者的免疫组化ＥＲ＋（＞５０％）

比例显著高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两者的ＥＲ、＋（０～５０％）比例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病理分期ⅠⅡ期患者的免疫组化 ＰＲ比例
显著低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５０％）比例显著高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两者的ＰＲ＋（０～５０％）比例之间的差异不显著，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者的 ＥＲ、ＰＲ＋（＞５０％）比例之间的差
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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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的病理特征与免疫组化的相关性分析［ｎ（％）］

免疫组化 分类
ⅠⅡ期
（ｎ＝６９）

ⅢⅣ期
（ｎ＝１１）

χ２值 Ｐ值

ＥＲ － ８（１１６） ２（１８２）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５０％） １５（２１７） ３（２７３） ００６ ＞００５

＋（＞５０％） ４６（６６７） ５（４５５） ６３２ ＜００５

ＰＲ － ９（１３０） ４（３６４） ５５９ ＜００５

＋（０～５０％） １８（２６１） ２（１８２） ２８２ ＞００５

＋（＞５０％） ４２（６０９） ５（４５５） ５０２ ＜００５

ＥＲ、ＰＲ ＋（＞５０％） ２８（４０６） ４（３６４） １３２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日益提升。子宫

内膜样腺癌是绝经前子宫内膜癌患者的主要病理类型，通常

情况下合并不孕不育、多囊卵巢、高血压等［３］。现阶段，临床

还没有统一和绝经后子宫内膜癌患者相比，绝经前子宫内膜

癌患者是否具有较好的预后［４］。临床普遍认为［５８］，合并子宫

内膜增生的子宫内膜癌患者具有较高的预后，其中绝经前子

宫内膜癌患者占较大比例［９］。但是多因素分析却认为［１０１４］，

独立预后因素并不包括年龄、内膜增生，绝经前内膜癌患者可

能由于具有较少的高危因素，因此具有较高的预后。特别是

如果患者的年龄在３５岁以下，几乎没有高危因素，那么其就
具有较好的预后［１５］。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６１８］，子宫内膜癌组

织类型及分级等预后因素对组织 ＥＲ、ＰＲ表达造成了直接而
深刻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表明，绝经前组患者病理分期ⅠＡ期比例显著
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ⅠＢ期比例显
著低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病理类型子
宫内膜样腺癌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ＥＲ＋（０～５０％）比例显著低于绝经后组（Ｐ＜００５），
Ｅ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ＰＲ、ＰＲ＋（０～５０％）比例均显著低于绝经后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绝
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Ｒ、ＰＲ＋（＞５０％）比
例显著高于绝经后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病理分期ⅠⅡ期患者的免疫组化ＥＲ＋（＞５０％）比例显著高于
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Ｒ比例显著低
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０％）
比例显著高于ⅢⅣ期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绝经前子宫内膜癌患者免疫组化ＥＲ、ＰＲ具有较高的
阳性率，病理类型主要为子宫内膜样腺癌，癌细胞具有较高的

分化程度，值得临床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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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紫杉醇联合顺铂两种给药方法用于治疗晚期
卵巢癌的疗效
鲍慧　刘敏　康婷 　年亮△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比紫杉醇联合顺铂两种给药方法用于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晚期卵巢癌患者６０例，依据紫杉醇联合顺铂给药方法
将这些患者分为腹腔给药组（ｎ＝３０）和静脉给药组（ｎ＝３０）两组，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结果　腹腔给药组患者的总缓解率６３３％（１９／３０）显著高于静脉给药组３００％（９／３０），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乏力、脱发、贫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肌
肉关节疼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４６７％（１４／３０）、４００％（１２／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４６７％
（１４／３０）、４３３％（１３／３０）、７００％（２１／３０）、３００％（９／３０）ｖｓ５３３％（１６／３０）、４６７％（１４／３０）、３３３％（１０／
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５３３％（１６／３０）、４６７％（１４／３０）、７００％（２１／３０）、３３３％（１０／３０）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给药用于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疗效较静脉给药显著。

【关键词】　紫杉醇联合顺铂；两种给药方法；晚期卵巢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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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之一［１］，在妇女恶性肿瘤中具

有很高的死亡率。由于大部分患者确诊时已经处于晚期，因此

临床通常采用化疗方法治疗患者，而紫杉醇联合顺铂静脉给药

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方法。近年来，临床日益广泛地关注了腹腔

给药。本研究对比了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给药与静脉给药用

于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疗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１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收
治的６０例晚期卵巢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

经细胞学或病理活检证实为晚期卵巢癌，均接受过最大肿瘤细

胞减灭术治疗，均具有正常的肝肾功能及血象，预计生存时间均

在３个月以上，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近４周内接受放射治
疗或服用抗肿瘤药物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紫杉醇联合顺铂给

药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腹腔给药组（ｎ＝３０）和静脉给药组（ｎ＝
３０）两组。腹腔给药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９岁 ～６３岁，年龄（５２３
±８４）岁。在病理类型方面，１７例为粘液性囊腺癌，７例为子宫
内膜样癌，４例为透明细胞癌，２例为未分化癌；在病理分期方
面，１３例为Ⅲ期，１７例为Ⅳ期；在治疗次数方面，２０例为初治，
１０例为复治。静脉给药组患者范围４０岁～６３岁，年龄（５３５±
８６）岁。在病理类型方面，１６例为粘液性囊腺癌，８例为子宫内
膜样癌，３例为透明细胞癌，３例为未分化癌；在病理分期方面，
１４例为Ⅲ期，１６例为Ⅳ期；在治疗次数方面，２１例为初治，９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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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治。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治疗前让两组患者服用７５ｍｇ地塞米松（生产厂家：海南
美大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４６０２０１３５），并给予患
者肌内注射２５ｍｇ苯海拉明（生产厂家：吉林金恒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２０２４８３４），给予患者静脉注射
３００ｍｇ西咪替丁（生产厂家：江西聚尔美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Ｈ３６０２０９８６），给予患者抗过敏治疗。然后腹腔给
药组患者接受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给药治疗，如果患者有腹

水，则在腹腔给药前将其腹腔内的腹水抽吸出来。第一天给予

患者静脉滴注１３０ｍｇ／ｍ２紫杉醇（生产厂家：宁波绿之健药业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３６２２），第二天给予患者腹腔
灌注１００ｍｇ／ｍ２顺铂（生产厂家：广东岭南制药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４３１２４）。定时为患者变换体位，每３０ｍｉｎ１
次，以混合均匀药物。３周应为２１天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３个疗
程；静脉给药组患者接受紫杉醇联合顺铂静脉给药治疗，第一天

给予患者静脉滴注１３０ｍｇ／ｍ２紫杉醇，第二天予患者静脉滴注
７０Ｍｇ／ｍ２顺铂。３周应为２１天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３个疗程。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实体瘤疗效统一标准，如果治疗
后患者的病变完全消失，至少维持四周，则评定为完全缓解；如

果治疗后患者的肿块缩小一半以上，至少维持４周，则评定为部
分缓解；如果治疗后患者的肿块缩小不足一半或增大不到１／４，
则评定为稳定；如果治疗后患者的至少一个病变增大超过１／４
或有新病变发生，则评定为进展［２］。

１４　观察指标
依据ＷＨＯ标准评定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分为０级 ～Ⅳ

级［３］。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２检验，

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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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分类
腹腔给药组

（ｎ＝３０）
静脉给药组

（ｎ＝３０）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２３±８４ ５３５±８６ １８８６ ＞００５

病理类型 粘液性囊腺癌 １７（５６７） １６（５３３） １３２ ＞００５

子宫内膜样癌 ７（２３３） ８（２６７）

透明细胞癌 ４（１３３） ３（１００）

未分化癌 ２（６７） ３（１００）

病理分期 Ⅲ期 １３（４３３） １４（４６７） ２７１ ＞００５

Ⅳ期 １７（５６７） １６（５３３）

治疗次数 初治 ２０（６６７） ２１（７００） ２７７ ＞００５

复治 １０（３３３） ９（３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腹腔给药组患者的总缓解率６３３％（１９／３０）显著高于静脉

给药组３００％（９／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乏力、脱发、贫血、血小板减

少、白细胞减少、肌肉关节疼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４６７％（１４／
３０）、４００％（１２／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４６７％
（１４／３０）、４３３％ （１３／３０）、７００％ （２１／３０）、３００％ （９／３０）
ｖｓ５３３％（１６／３０）、４６７％（１４／３０）、３３３％（１０／３０）、３６７％（１１／
３０）、５３３％（１６／３０）、４６７％（１４／３０）、７００％（２１／３０）、３３３％
（１０／３０）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进展 总缓解

腹腔给药组 ３０ ６（２００） １３（４３３） １０（３３３） １（３３） １９（６３３）ａ

静脉给药组 ３０ ２（６７） ７（２３３） １４（４６７） ７（２３３） ９（３００）

χ２值 １４４５

Ｐ值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静脉给药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一些卵巢癌肿瘤细胞会种植性转移到腹腔，而腹腔给药具

有极高的局部药物浓度、极长的维持时间，药物能够直接接触

肿瘤［４］。手术治疗是临床治疗晚期卵巢癌过程中的首选方案，

但是其只有３００％以下的存活率［５］。紫杉醇从红豆杉中来源，

能够在细胞有丝分裂的Ｍ期及Ｇ期作用，阻止肿瘤细胞增殖及
分裂，在晚期卵巢癌的治疗中将特异性作用充分发挥出来［６］。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７１２］，铂类药物联合化疗治疗卵巢上皮性癌

细胞的临床疗效达到了７００％ ～８００％。美国 ＧＯＧ调查结果

显示［１３］，和单一药物化疗相比，方案具有多方面的优越性。顺

铂的性质类似于烷化剂，能够聚合 ＤＮＡ，抑制 ＤＮＡ合成及复
制，在一定程度上杀伤各期肿瘤细胞，非特异性作用充分发挥出

来［１４］。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５１８］，在晚期卵巢癌的治疗中，紫杉

醇联合顺铂腹腔给药疗效良好，能够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的

进一步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腹腔给药组患者的总缓解率

６３３％（１９／３０）显著高于静脉给药组３００％（９／３０），差异具有
统计你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
乏力、脱发、贫血、血小板减少、白细胞减少、肌肉关节疼痛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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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反应发生率 ４６７％（１４／３０）、４００％（１２／３０）、３６７％（１１／
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４６７％（１４／３０）、４３３％（１３／３０）、７００％
（２１／３０）、３００％（９／３０）ｖｓ５３３％（１６／３０）、４６７％（１４／３０）、
３３３％（１０／３０）、３６７％（１１／３０）、５３３％（１６／３０）、４６７％（１４／

３０）、７００％（２１／３０）、３３３％（１０／３０）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Ｐ＞
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紫杉醇联合顺铂腹腔给药用于治疗晚期卵巢癌的疗

效较静脉给药显著，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表３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不良反应 ０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总发生

腹腔给药组 恶心呕吐 １６（５３３） ９（３００） ５（１６７） ０（０） ０（０） １４（４６７）

腹痛腹泻 １８（６００） ８（２６７） ３（１００） １（３３） ０（０） １２（４００）

乏力 １９（６３３） ６（２００） ４（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１１（３６７）

脱发 １９（６３３） ９（３００） ２（６７） ０（０） ０（０） １１（３６７）

贫血 １６（５３３） ４（１３３） ６（２００） ４（１３３） ０（０） １４（４６７）

血小板减少 １７（５６７） ５（１６７） ６（２００） ２（６７） ０（０） １３（４３３）

白细胞减少 ９（３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３（１００） ６（２００） ０（０） ２１（７００）

肌肉关节疼痛 ２１（７００） ６（２００） ３（１００） ０（０） ０（０） ９（３００）

静脉给药组 恶心呕吐 １４（４６７） ９（３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３３） ０（０） １６（５３３）

腹痛腹泻 １６（５３３） １０（３３３） ２（６７） ２（６７） ０（０） １４（４６７）

乏力 ２０（６６７） ６（２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３３） ０（０） １０（３３３）

脱发 １９（６３３） ９（３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１１（３６７）

贫血 １４（４６７） １１（３６７） ４（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１６（５３３）

血小板减少 １６（５３３） ６（２００） ４（１３３） ４（１３３） ０（０） １４（４６７）

白细胞减少 ９（３００） ８（２６７） １０（３３３） ３（１００） １（３３） ２１（７００）

肌肉关节疼痛 ２０（６６７） ５（１６７） ４（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１０（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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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动脉栓塞技术在妇产科大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余景志１　郭静２

１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放射介入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２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州 ４３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子宫动脉栓塞技术在妇产科大出血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
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妇产科大出血患者８０例，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髂内动
脉栓塞技术组（ｎ＝４０）和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ｎ＝４０）两组，对两组患者的插管成功情况、止血有效情况、子
宫保留情况、手术时间、出血量、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内无血液时间、体温、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的插管成功率、止血有效率、子宫保留率１０００％（４０／４０）、６２５％
（２５／４０）、６５０％（２６／４０）均显著高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８５０％（３４／４０）、３７５％（１５／４０）、４００％（１６／４０）
（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手术时间、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内无血液时间均显著短于髂内动脉栓
塞技术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出血量显著少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２２５％（９／４０）显著低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４２５％（１７／４０）（Ｐ＜００５），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在妇产科大出血中的应用价值较髂内动脉栓塞技术高。

【关键词】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妇产科大出血；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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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情况下，妇产科大出血指各种妇科疾病诱发的阴道出
血≥１０００ｍｌ或产妇产后出血量≥１５００ｍｌ，创伤、恶性肿瘤浸润
等是其主要病因。由于其具有较大的出血量，患者会在短时间

内有全身凝血功能障碍发生，因此如果没有及时止血，那么患

者的循环血量就会急剧下降，从而引发患者全身组织缺血缺氧，

严重的情况下还会造成患者死亡［１］。因此，要想使患者预后得

到切实有效的保证，就应该及早诊断与治疗妇产科大出血。本

研究对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收治的
妇产科大出血患者８０例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髂
内动脉栓塞技术与子宫动脉栓塞技术在妇产科大出血中的应

用价值。



·７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荆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收治的妇产科大出血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
者均有手术指征，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有手术禁忌症、缺乏

清晰的意识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ｎ＝４０）和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ｎ＝４０）
两组。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３２岁，年龄
（２５２±４４）岁；身高范围１５８ｃｍ～１６５ｃｍ，身高（１６１３±２３）
ｃｍ；体重范围 ５０ｋｇ～６２ｋｇ，体重（５６２±４３）ｋｇ；出血量范围
１２００ｍｌ～１２００２７００ｍｌ，出血量（１９５０２±２１０６）ｍｌ。在来源方
面，妇科２６例，产科１４例；在大出血类型方面，子宫肌瘤出血
１５例，流产术后大出血１３例，产后大出血１２例。髂内动脉栓
塞技术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２岁，年龄（２６６±４２）岁；身
高范围１５９ｃｍ～１６５ｃｍ，身高（１６２２±２４）ｃｍ；体重范围５１ｋｇ
～６２ｋｇ，体重（５６６±４４）ｋｇ；出血量范围１３００ｍｌ～１２７００ｍｌ，出
血量（２０００３±２１０５）ｍｌ。在来源方面，妇科２５例，产科１５例；
在大出血类型方面，子宫肌瘤出血１６例，流产术后大出血 １４
例，产后大出血１０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接受髂内动脉栓塞技术治疗，对

右股动脉进行穿刺，在此过程中将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充分利用起
来，将双侧髂内动脉开口处插入Ｙａｓｉｒｏ导管造影，在没有显著出

血动脉的情况下将导管插入双侧髂内动脉，采用１ｍｍ×１０ｍｍ
的明胶海绵条作为栓塞材料对髂内动脉主干进行直接栓塞；子

宫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接受子宫动脉栓塞技术治疗，数字减影

血管造影（ＤＳＡ）监视下向患者双侧子宫动脉插入导管，将合适
的插管选取出来，匀速向相应动脉，根据血管情况，注入适量直

径为３５０μｍ～１０００μｍ不等的明胶海绵颗粒进行栓塞，然后将
导管连接起来进行造影，之后取出导管，加压包扎穿刺部位，以

对出血的发生进行有效的预防。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插管成功情况、止血有效情况、子宫保留情

况进行观察。同时，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阴道出血

持续时间、阴道内无血液时间、体温进行记录。此外，统计两组

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

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内无血液时间、体温等计量资料用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用ｔ检验；两组患者的插管成功情况、止血有
效情况、子宫保留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用率

表示，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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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分类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ｎ＝４０）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ｎ＝４０）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２５２±４４ ２６６±４２ １８８６ ＞００５

身高（ｃｍ） １６１３±２３　 １６２２±２４　 １６３８ ＞００５

体重（ｋｇ） ５６２±４３ ５６６±４４ １５３３ ＞００５

出血量（ｍｌ） １９５０２±２１０６ ２０００３±２１０５ １４７６ ＞００５

来源 妇科　　　　　 ２６（６５０） ２５（６２５） １３２０ ＞００５

产科　　　　　 １４（３５０） １５（３７５）

大出血类型 子宫肌瘤出血　 １５（３７５） １６（４００） ２７７０ ＞００５

流产术后大出血 １３（３２５） １４（３５０）

产后大出血　　 １２（３００） １０（２５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插管成功情况、止血有效情况、子宫保留情况
比较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的插管成功率、止血有效率、子
宫保留率１０００％（４０／４０）、６２５％（２５／４０）、６５０％（２６／４０）均
显著高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 ８５０％（３４／４０）、３７５％（１５／
４０）、４００％（１６／４０）（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内
无血液时间、体温比较

　　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相比，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的
手术时间、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内无血液时间均显著较短

（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出血量显著较少（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患者的体温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插管成功情况、止血有效情况、
子宫保留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插管成功 止血有效 子宫保留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 ４０ ４０（１０００） ２５（６２５） ２６（６５０）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 ４０ ３４（８５０） １５（３７５） １６（４００）

χ２值 ５０２ ７３８ ９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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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出血量、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道内无血液时间、体温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出血量

（ｍｌ）
阴道出血持续时间

（ｍｉｎ）
阴道内无血液时间

（ｄ）
体温

（℃）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 ４１７±７０ａ ９８３７±２２５６ａ １２０±２２ａ ４３±１２ａ ３７８±０２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 ７１７±１０１ １４８３７±２４６６ １７３±２０ ７５±１８ ３７７±０４

ｔ值 ４３０３ ３１８２ ２７７６ ２５７１ ０８８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２２５％（９／

４０）显著低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４２５％（１７／４０），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疼痛 发热 下腹部不适 总发生

子宫动脉栓塞技术组 ４０ ３（７５） １（２５） ５（１２５） ９（２２５）ａ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 ４０ ６（１５０） ２（５０） ９（２２５） １７（４２５）

χ２值 １１１４

Ｐ值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切除术、双侧髂内动脉结扎术是临床治疗妇产科大出

血过程中通常采用的传统方法，子宫切除术虽然能够有效止

血，但是却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２］。双侧

髂内动脉结扎术具有较大的操作难度、较长的持续时间，缺乏

令人满意的效果，同时无法促进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的减少，

很多患者最终由于无法有效止血而必须接受子宫切除术，将巨

大的阴影带给了患者［３］。尤其是随着生育政策的变化，国民生

育愿望正逐渐增加，子宫切除给患者及家属带来的影响是不可

估量并无法逆转的。近年来，子宫动脉栓塞术在日益成熟的介

入治疗术的作用下在临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其主要原理

为子宫平滑肌会在子宫动脉栓塞的情况下急性缺血，从而促进

强烈收缩的发生，减小子宫内膜创面并使其闭合，从而有效止

血［４６］。同时，子宫动脉栓塞术能够对出血部位及范围进行准

确定位，在此过程中将血管造影技术充分利用起来［７］。此外，

子宫动脉栓塞术具有较小的创口，极易愈合，对将腹腔打开对

动脉结扎引发的切口感染、肠粘连等并发症的发生进行了有效

预防，通过有效止血促进患者子宫保留率的显著提升，从而使

患者的生命安全及生活质量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８１２］。相关医

学研究表明［１３１８］，在妇产科大出血的治疗中，和髂内动脉栓塞

技术相比，子宫动脉栓塞技术更能促进患者子宫保留率的提

升，将患者的生命挽救过来。本研究结果表明，子宫动脉栓塞技

术组患者的插管成功率、止血有效率、子宫保留率１０００％（４０／
４０）、６２５％（２５／４０）、６５０％（２６／４０）均显著高于髂内动脉栓塞
技术组８５０％（３４／４０）、３７５％（１５／４０）、４００％（１６／４０）（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手术时间、阴道出血持续时间、阴
道内无血液时间均显著短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出血量显著少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２２５％（９／
４０）显著低于髂内动脉栓塞技术组４２５％（１７／４０）（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同时，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栓塞双侧髂内动脉的患者术

后子宫缺血性疼痛的症状明显好于双侧子宫动脉栓塞的患者，

但是由于盆腔血管分布的特点，术后再次出现的概率远大于双

侧子宫动脉栓塞的患者，而且由于双侧髂内动脉已经栓塞，给再

次超选择性栓塞止血带来了极大的难度。而双侧子宫动脉栓塞

的患者止血效果明显优于双侧髂内动脉栓塞的患者，但是术后

子宫缺血性疼痛的症状较重，给术后护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于那些超选择性插管仍然无法避开卵巢动脉的患者，对其卵巢

功能的影响还需要更多病例及更长时间的观察研究才能得出

相对准确的结论。

总之，子宫动脉栓塞技术在妇产科大出血中的应用价值较

髂内动脉栓塞技术高，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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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杀胚煎剂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的疗效
及对产妇卵巢功能、生育结局的影响
江芳　金卉△

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湖北 荆门 ４４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消杀胚煎剂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的疗效及对产妇卵巢功能、生育结局的影
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接诊的７４例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患
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各３７。对照组使用抑那通进行 治疗，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加用消
杀胚煎剂进行治疗。比较两组的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生成素（ＬＨ）、抗子宫内膜抗体
（ＥＭＡｂ）。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ＦＳＨ、ＬＨ水平低于对照组［（２０４４±１７４）Ｕ／Ｌｖｓ（２８５５±１９３）Ｕ／Ｌ，
（２１２８±２１３）Ｕ／Ｌｖｓ（２５２５±２１８）Ｕ／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Ｅ２水平高于对照组
［（２５０１２±７７７）ｐｍｏｌ／Ｌｖｓ（１７４７８±８１６）ｐｍｏｌ／Ｌ］（Ｐ＜００５）；观察组血清 ＥＭＡｂ阳性率低于对照组［１０
（２７０３％）ｖｓ２２（５９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治疗２周后，观察组的血清βＨＣＧ、孕酮水
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消杀胚煎剂联合抑那通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可有效改善内异症患者卵巢功能，
疗效安全可靠，值得应用推广。

【关键词】　消杀胚煎剂；抑那通；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卵巢功能；抗子宫内膜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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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是由于子宫内膜组织在子宫内
膜以外的部位形成的一种临床上常见的妇科疾病［１］。内异症

主要临床表现为盆腔疼痛、月经过多、大便坠胀、痛经、不孕、性

交疼痛等症状，严重地影响了患者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２］。

在内异症的治疗过程中，患者的卵巢功能会受到较大影响，而

其他的血清指标也会产生一定的波动。目前临床上治疗内异

症尚没有特定的治疗方案，治疗方式多种，但大多治愈率较低，

且复发率较高，特别是手术治疗后仍然存在复发情况［３］。有关

报道指出，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内异症效果较为理想［４］。抑那

通是治疗内异症的常用药物，有降低雌激素水平的作用，且效

果较好［５］。为进一步探究消杀胚煎剂联合抑那通对未破裂

型输卵管异位妊娠术后卵巢功能，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选取了

７４例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分别采用抑那通治疗和消
杀胚煎剂联合抑那通治疗得到了不同的结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将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荆门市第二人民医院接诊的
７４例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选作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６］：①治疗前３个月内未接受过激素药物治疗；②６个月内无
血栓栓塞疾病；③无免疫系统疾病；④患者及家属同意。排除标
准［７］：①存在精神疾病；②心肝肾等脏器不全；③合并伴有高血
压、糖尿病。随机均分作观察组及对照组各３７例。观察组患者
年龄范围３１岁 ～４７岁，年龄（３６２２±２３６）岁，内异症分期为
Ⅲ期２１例，Ⅳ期１６例，月经周期范围 ２９ｄ～４１ｄ，月经周期
（３３４２±１５６）ｄ，经期天数范围６ｄ～１１ｄ，月经天数（８２８±
０３４））ｄ；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 ３２岁 ～４５岁，年龄（３７０３±
２２３）岁，内异症分期为Ⅲ期２０例，Ⅳ期１７例，月经周期范围
２８ｄ～４２ｄ，月经周期（３３７７±１５２）ｄ，经期天数范围５ｄ～１１
ｄ，月经天数（８４１±０３０）ｄ。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同时，本次研究已获得荆门市第二人
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使用抑那通进行治疗：于月经第１ｄ～５ｄ皮下注

射３７５ｍｇ抑那通（生产厂商：天津武田药品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３０１０９）一次，注射时用２ｍｇ匹配稀释液溶解，
而后每２８ｄ注射１次，持续６次为一个疗程。观察组患者在此
基础上加用消杀胚煎剂进行治疗。处方：黄芪１５ｇ、三棱７ｇ、
牛膝１２ｇ、丹参１２ｇ、水蛭２ｇ、甘草６ｇ、续断１２ｇ、当归１２ｇ、九香虫
５ｇ、香附７ｇ。将诸药以４００ｍＬ开水煎服，１次／ｄ，持续至疗程结
束。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所有患者分别于治疗前后取晨起空腹静脉血５ｍＬ，使用

对应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对ＦＳＨ、Ｅ２、ＬＨ及Ｆｎ水平进行检测；②使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对所有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ＥＭＡｂ水平进行检
测，并测定阳性率（所有 ＥＬＩＳＡ检测试剂盒均由上海纪宁实业
有限公司生产提供，并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检测操作）。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数据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包处理，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表

示，并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βＨＣＧ、孕酮及正常妊娠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血清βＨＣＧ、孕酮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βＨＣＧ、孕酮均显著下
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血清
βＨＣＧ、孕酮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正常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βＨＣＧ、孕酮及正常妊娠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血清βＨＣＧ（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孕酮（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正常妊娠率

（％）

观察组 ３７ ４７７６８±３５４８ ４３２７８±３９７８ １３４８±１８９ ５３５±１４７ ６７（８９３３）

对照组 ３７ ４７８２３±３６３８ ４６１４３±２９５６ １３５６±１５１ ６３５±１８６ ４４（５８６７）

ｔ／χ２值 ００９３７ ５００６３ ０２８６４ ３６５２９ １８３２９９

Ｐ值 ０９２５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５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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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卵巢功能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卵巢功能 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均无明显差

异。治疗后，两组患者 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有所上升，观察组患者
ＦＳＨ及 ＬＨ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Ｅ２水平有所下降，观察组患者Ｅ２水平高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卵巢功能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３７ １８０２±１５３ ２０４４±１７４ａ ２９０２８±８５２ ２５０１２±７７７ａ １８１６±２０３ ２１２８±２１３ａ

对照组 ３７ １８００±１５７ ２８５５±１９３ａ ２９１３１±８４８ １７４７８±８１６ａ １８３７±１９８ ２５２５±２１８ａ

ｔ值 ００５５５ １８９８４１ ０５２１２ ４０６７２０ ０４５０５ ７９２３２

Ｐ值 ０９５５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０３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５３７ 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ＥＭＡｂ阳性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ＥＭＡｂ阳性率无明显差异。治疗后，

两组患者血清ＥＭＡｂ阳性率均有所下降，且观察组患者较对照
组患者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ＥＭＡｂ阳性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ＥＭＡｂ阳性率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３７ ３４（９１８９） １０（２７０３）

对照组 ３７ ３３（８９１９） ２２（５９４６）

χ２值 ０１５７８ ９３５１７

Ｐ值 ０６９１２ ０００２２

#

　讨论
目前，医学上对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的发病机制存在

多种说法，但其中子宫内膜种植学是被普遍认可的一种说法，

即月经期经血由阴道、宫口顺流而下排出体外，但由于其他因

素夹杂脱落的子宫内膜碎片或少量经血从输卵管道流进腹腔，

种植在盆腔脏器表层从而形成子宫内膜异位病灶［８］。该病症

多发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且绝经后异位病灶会逐渐退化萎缩。

因部分患者需要进行手术治疗，又需要保留卵巢和子宫，故临

床上治疗内异症多使用保守手术［９］。但保守手术存在易复发、

难以完全清除病灶等不足，因此术后需要使用药物进行辅助治

疗，以达到治疗目的，故本研究采用消杀胚煎剂联合抑那通

对未破裂型输卵管异位妊娠患者术后进行辅助治疗［１０］。

抑那通属ＧｎＲＨａ类药物，其药理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垂
体促性腺激素分泌，使雌激素维持在低水平状态，从而减轻雌

激素对病灶的刺激和支持作用，阻止病灶的继续发展；同时还

能使病灶吸收、局部循环得以改善［１１］。但长期使用抑那通治疗

易使患者出现盗汗、潮热、月经不调等症状，且术后损伤、粘连和

复发也不可避免。有关研究表明，使用中药进行联合治疗效果

更为理想［１２］。

内异症无中医学名，但根据内异症的月经不调、性交痛、不

孕等症候，可将内异症归为中医“瘢瘕”“崩漏”“不孕”等范

畴［１３］。在女性激素周期作用下，子宫内膜出现局部的异位病灶

发生坏死、出血，子宫内膜碎屑脱落，中医称之为“离经之血”。

中医认为，离经之血淤积于下焦能致病，而气滞、邪热、气虚、手

术等可使淤血产生，从而造成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合、经脉不

通，进而引起的经期小腹疼痛，即为痛经；淤血久滞不散形成瘢

瘕；瘀滞内停造成子宫不能摄精成孕即为不孕［１４］。因此，中医

治疗内异症需以活血化瘀、益气补脾为治疗原则。本研究中所

采用的消杀胚煎剂，处方中黄芪能托毒生肌，补中健脾；三棱

可止痛消积，行气破血；牛膝有引火下行，补益肝肾，通经活血之

效；丹参能止痛祛瘀，调经活血；水蛭可逐瘀消，通经破血；甘

草有止咳祛痰，益气补脾，调和诸药之效；续断能疗伤止血，强筋

健骨，补肝益肾；当归可止痛活血，调经补血；九香虫能止痛理

气，温肾助阳；香附有理气解郁，调经止痛之效［１５］。诸味药材共

用，可起到消、化瘀活血、益气补脾的作用，针对未破裂型输卵

管异位妊娠患者的气滞、邪热、气虚以及功能失调、气血不合、经

脉不通之证均具有显著的对症治疗作用。

卵泡刺激素（ＦＨＳ）属糖基化蛋白质激素，对发育、生长和生
殖等一系列的生理过程都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１６］。雌二醇

（Ｅ２）由卵巢的卵泡分泌，主要作用是促进女性的第二性征发育
和促使子宫内膜转变为增殖期。促黄体生成素（ＬＨ）是脑垂体
分泌的促性腺激素，可使卵巢血流加快，在 ＦＨＳ作用的基础上
引起排卵并促进黄体形成。本研究中，使用消杀胚煎剂联合

抑那通治疗的患者，其ＦＳＨ及 ＬＨ水平低于使用抑那通治疗的
患者，Ｅ２水平高于使用抑那通治疗的患者，表明消杀胚煎剂
联合抑那通治疗内异症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卵巢功能。

抗子宫内膜抗体（ＥＭＡｂ）是一种以子宫内膜作为靶抗原，
且能引发一系列免疫病理效应的抗体。ＥＭＡｂ形成免疫复合物
沉积在异位病灶中，从而引发炎症介质释放，导致局部免疫病理

损伤，引起强烈痛经［１７２０］。本研究中，使用消杀胚煎剂联合

抑那通治疗的患者，ＥＭＡｂ阳性率明显低于使用抑那通治疗的
患者，表明消杀胚煎剂联合抑那通治疗内异症还能促进患者

血清ＥＭＡｂ转阴。
综上所述，消杀胚煎剂联合抑那通治疗未破裂型输卵管

异位妊娠可有效改善内异症患者卵巢功能，促进血清 ＥＭＡｂ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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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疗效安全可靠，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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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敏 Ｃ反应蛋白，维生素 Ｄ、Ａ、Ｅ与妊娠期高血压
疾病的相关性研究
高海燕　冯文△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产科，江苏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维生素Ｄ，Ａ，Ｅ以及超敏Ｃ反应蛋白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相关性。方法　从徐
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期间进行产检的孕早期单胎初孕妇中，随机抽取９７
名孕妇，根据妊娠结局分为正常妊娠组２６例，妊娠期高血压组３７例，子痫前期组２２例，重度子痫前期组１２
例。所有研究对象均进行维生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及超敏Ｃ反应蛋白水平检测。结果　重度子痫前期
组、子痫前期组、妊娠期高血压组患者体内维生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含量均低于正常妊娠组患者，且重
度子痫前期组各水平含量低于子痫前期组与妊娠高血压组，妊娠期高血压组各水平含量与子痫前期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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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重度子痫前期组比较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正常孕妇、妊娠期高血压孕妇、轻度子痫前期
孕妇及重度子痫前期孕妇超敏Ｃ反应蛋白水平呈依次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维生
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及超敏Ｃ反应蛋白对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有很好的预测作用，孕期一旦发现可以
及早处理，防止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关键词】　维生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妊娠期高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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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ｅｌ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ａ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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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ｈｓＣＲＰ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
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ｈｓＣＲＰａｒｅｏｆｇｏｏ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ｆｏｒ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ｗｈｉｃｈ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ａｒｌｙｔｒｅａｔｅｄ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Ａ；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妊娠期高血压是我国产妇常见的一种疾病，常表现出高蛋
白尿、高血压、下肢水肿等症状，妊娠期高血压病情复杂，且病情

发展较快，会孕妇的多个脏器造成影响，同时容易导致胎盘早

剥、产后出血、子痫、脑血管意外等，严重者甚至可能导致产妇死

亡、胎儿生长受限、胎死宫内等，严重影响母婴健康［１］。相关文

献报道，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与子宫螺旋动脉重铸不足有

关，使得孕妇营养缺乏，包括多种维生素的缺乏。基于此，本研

究主要选取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
年１月期间进行产检的９７名孕早期单胎初孕妇，进行回顾性分
析，探讨维生素 Ｄ、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Ｅ与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相
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期间前来徐州医科大学附属
连云港医院进行产检的孕早期单胎初孕妇中，随机抽取９７名孕
妇为研究对象。根据妊娠结局将其分为正常妊娠组２６例，妊娠
期高血压组３７例，子痫前期组２２例，重度子痫前期组１２例。
本研究所选对象排除慢性代谢性疾病患者、内科合并症患者。

正常妊娠组中，年龄范围２３岁～３０岁，年龄（２６５±３５）岁；妊
娠期高血压组中，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１岁，年龄（２６５±４５）岁；
子痫前期组中，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２岁，年龄（２８５±３５）岁；重
度子痫前期组中，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４岁，年龄（２７５±６５）岁。
四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结果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本研究所选对象均在孕１２周 ～２８周、孕２８周 ～４０周，于
清晨空腹抽取１０ｍｌ静脉血，采用串联质谱法分析患者体内维生

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的含量水平，仪器品牌：ＡＢＳＣＩＥＸ，型
号：３２００，计算质荷比。

血清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检测：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血清，应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购进的日本原装试剂

盒，使用奥林巴斯ＡＵ５４０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进行分析测定；采
集空腹肘静脉血３ｍｌ，静置１０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分离血清进
行测试。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分析四组患者维生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的含量水

平。同时观察随着妊娠高血压疾病病情的进展，各组维生素Ｄ，
维生素Ａ及维生素Ｅ的水平变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将本研究所得数据纳入 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中进行统计与分
析。计量资料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多因素相关性分析采用多
元线性逐步回归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孕妇维生素Ｄ、维生素Ａ和维生素Ｅ含量水平对比

将下表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重度子痫前期组、子痫

前期组、妊娠期高血压组患者体内维生素Ｄ、维生素Ａ和维生素
Ｅ含量均低于正常妊娠组患者，且重度子痫前期组各水平含量
低于子痫前期组与妊娠高血压组，妊娠期高血压组各水平含量

与子痫前期组患者、重度子痫前期组比较结果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可见，随着维生素Ｄ、维生素Ａ和维生素Ｅ含量
水平的降低，妊娠期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波动较大。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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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四组患者维生素Ｄ、维生素Ａ和维生素Ｅ含量水平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维生素Ｄ（ｎｇ／ｍｌ） 维生素Ａ（ｎｇ／ｍｌ） 维生素Ｅ（ｎｇ／ｍｌ）

正常妊娠组 ２６ ２０４９±７１３ ６２７１±１３２６ ２９２９±１７２１

妊娠期高血压组 ３７ ９４９±６０２ａ ３５２２±１０９８ａ ２３４７±１１０２ａ

子痫前期组 ２２ ８１２±５４３ａｂ ３３４９±１１２５ａｂ ２２０６±１０１９ａｂ

重度子痫前期组 １２ ６０１±４４２ａｂ ３１１６±１０４８ａｂ ２０１８±１００６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正常妊娠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妊娠期高血压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四组孕妇同型半胱氨酸及超敏Ｃ反应蛋白水平检测结果
观察检测结果发现，妊娠期高血压组、子痫前期组、重度子

痫前期组同型半胱氨酸、超敏Ｃ反应蛋白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呈依次升高趋势。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四组孕妇同型半胱氨酸和超敏Ｃ反应蛋白水平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同型半胱氨酸

（μｍｏｌ／Ｌ）
超敏Ｃ反应蛋白
（ｍｇ／Ｌ）

正常妊娠组

妊娠期高血压组

子痫前期组

重度子痫前期组

２６
３７
２２
１２

５８０±０６６

１４５２±１６２ａ

１８９２±２８８ａｂ

２９３３±２８９ａｂ

６２１±１３２

２１３６±１５５ａ

２９６４±１８０ａｂ

４２５０±３８０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正常妊娠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妊娠期高血压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社会发展了，物质生活改善了，健康观念却没有跟上时代

的变化。一部分人养成了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及不良生活方式；

加之生活节奏的高速运转，使人们心理压力增加。这一切都导

致高血压患者逐年呈上升的趋势，高血压疾病是当今世界引人

瞩目的一种流行病，属于慢性疾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威胁到

患者的生命。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特有的疾病，即产妇在妊

娠期间出现高血压、水肿、蛋白尿、子痫等。我国妊娠期高血压

的发病率约为１０％左右，严重的影响了母婴健康，是孕妇产妇
和新生儿发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妊娠期高血压会伴随不

同程度的凝血障碍，进一步加重产后出血，加大了止血的难度。

相关研究认为，妊娠期高血压发病可能是由于孕妇体内维

生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水平异常所导致，维生素 Ｄ是一种
脂溶性类固醇激素原，维生素Ｄ影响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发生
常被认为是与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免疫调节能力、钙离子吸收

程度等有关，其中，维生素Ｄ能够促进血管的再生，当孕妇体内
维生素Ｄ水平低于５０ｎｍｏｌ／Ｌ时，胎盘生长因子的浓度也降低，
使得血管内皮细胞的稳定性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维生素Ｄ可以
调节免疫细胞的活性，抑制巨噬细胞、单核细胞等细胞因子的

表达途径，妊娠期高血压孕妇体内炎症因子含量较高，维生素Ｄ
会增强抗炎因子的产生，若孕妇缺乏，则会导致炎症反应的加

剧，引发疾病；相关研究表明，维生素Ｄ能够降低影响钙离子的
吸收，从而导致子痫前期样改变［２］。而维生素 Ａ则是一种具备
强大生物学的活性物质，能够调节多种免疫反应，妊娠期高血

压孕妇体内的异常氧化过激反应导致过氧化物持续产生，引起

血管内皮损伤，引起血管舒缩功能紊乱，继而引起高血压［３］。

维生素Ｅ是一种天然氧化剂，能够抑制磷脂过氧化作用，减轻
内皮细胞的损伤［４］。内皮细胞损伤是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病

的重要环节，抗氧化防御机制的下降，体内氧化产物过多无法清

除，会导致内皮损伤，从而引起妊娠期高血压，子痫前期等。李

欣，李楠等将收治的的９５例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孕妇分为妊娠期
高血压组、轻度子痫前期组、重度子痫前期组，同期选取３５例正
常妊娠孕妇作为对照组，使用免疫比浊法检测 ＣｙｓＣ及 ｈｓＣＲＰ
水平，使用循环酶法测定 Ｈｃｙ水平，使用乳胶免疫比浊法测定
ＤＤ水平，结果显示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 Ｈｃｙ、ＣｙｓＣ、ＤＤ及
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并依次增高，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患者Ｈｃｙ与ＣｙｓＣ、ＤＤ、ｈｓＣＲＰ水平呈正相关，得出结论：妊娠期
高血压疾病孕妇Ｈｃｙ与ＣｙｓＣ、ＤＤ、ｈｓＣＲＰ水平明显高于正常孕
妇，且随病情进展而增加，积极监测以上数据可为临床诊治妊娠

期高血压提供参考，与本次研究结论基本一致［５６］。

本研究结果显示，重度子痫前期组、子痫前期组、妊娠期高

血压组患者体内维生素Ｄ、维生素Ａ、维生素Ｅ含量均低于正常
妊娠组患者，且重度子痫前期组各水平含量低于子痫前期组与

妊娠高血压组。综上所述，维生素 Ｄ、维生素 Ａ、维生素 Ｅ水平
的变化会导致妊娠期孕妇血压水平的波动，维生素 Ｄ、维生素
Ａ、维生素Ｅ能够预防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可以作为主要监测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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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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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效果。方法　选择重庆市巴南区
人民医院在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收治的１００例巨大子宫肌瘤患者精心观察，随机将患者而分为对照组５０例
及治疗组５０例。为对照组患者实施传统开腹子宫切除术，治疗组患者使用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对比两
组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及一般情况。结果　治疗组患者的手术、住院、下床活动、术后排气的时间及术中出血量、
抗生素使用时间分别为（１１７２±２１２５）ｍｉｎ、（５２３±１０２）ｄ、（１７１±０５８）ｄ、（２３５４±９５２）ｈ、（１１８２５±６５２３）ｍｌ、
（１５１±０１１）ｄ，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下床活动时间、术后排气时间、术中出血量、抗生素时间分别为
（１３１２３±２０１２）ｍｉｎ、（７５２±１０２）ｄ、（２２５±０７０）ｄ、（４５１６±１０２５）ｈ、（１４５３６±７２３６）ｍｌ、（３６２±１５２）ｄ，以此
表示治疗组患者手术一般情况、抗生素使用及手术排气时间都短与对照组，并且治疗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比对照组

少，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切口感染和皮下气肿的发生情况为５（１０％）、４（８％），治疗
组患者切口感染和皮下气肿的发生情况为１（２％）、１（２％），明显治疗组患者并发症比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对巨大子宫肌瘤治疗的过程中，使用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能够缩短手术时间，
使患者尽早出院，降低患者出血量，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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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殖器官中的子宫肌瘤属于一种良性的肿瘤，其在妇科 疾病中是一种临床常见和多发疾病，具有较高的发病几率，中老年

女性属于巨大子宫肌瘤的主要发病群体。假如肿瘤物体积较大，那

么其就是巨大子宫肿瘤［１］。红细胞提高、白带增加、子宫出血都是

巨大子宫肿瘤疾病的主要病症。可以通过触摸患者的腹部感受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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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病灶，针对此种病症，如果不对患者进行及时的治疗，就会导致患

者流产、排尿障碍及早产等情况，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２］。

巨大子宫肌瘤传统的治疗方法中一般都是使用传统开腹手术，其效

果良好，但是此种治疗方式具备一定的局限性，容易导致在手术之

后出现相应的并发症。在现代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对

于自身的生活质量有了较高的要求，并且也对治疗妇科疾病的方式

提出了一定的要求［３］。在现代医疗技术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腹腔镜

在临床治疗中被广泛使用，腹腔镜的创伤比较小，并且患者的恢复

比较快，住院时间较短，所以备受临床医师和患者的喜爱。相关研

究表示，对于多种疾病导致的巨大子宫肌瘤患者使用腹腔镜辅助阴

式全子宫切除术在对巨大子宫肌瘤使用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效果［４］。

基于此，本文就对腹腔镜辅助阴式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

效果进行观察。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在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
接受治疗的１００例巨大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
为经产妇，并且具有阴道异常出血、腹痛的症状，通过诊断为子

宫肌瘤。排除心血管病症患者、排除败血症患者、排除子宫恶性

病变及心率市场患者。随机将患者分为对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５０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盆腔手术史 子宫体积／ｍｌ 子宫重量／ｇ 孕周／周 体重（ｋｇ／ｍ２）

治疗组 ５０ ４５１２±１１２５ ２０ ２８３３６±１５２３１ ３４９２６±１５８３６ １４６５±４８５ ２７９５±１４２５

对照组 ５０ ４５７１±１２６２ ２３ ２９４２５±１６３３２ ３５５２５±１６０２５ １４６１±３８５ ２７５２±１４８２

ｔ值 ０２１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１５ ０２３６ ０１５７ ０１５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要求患者在手术之前的１周内入院检查，包括凝血功能、三

大常规、术前四项、肝肾功能、白底常规等，并且进行心电图、胸

片、阴道Ｂ超等检查。如果患者超过６０岁，对患者实施肺功能
及心脏Ｂ超检查，对高龄患者手术耐受程度进行评估［５］。如果

患者检查没有异常，才能够拟定方案接受手术治疗。所有患者

在手术过程中切除的标本要送到本院病理科进行石蜡切片，纳

入到本次研究恶性病变报告中。要求患者在手术前３天使用稀
释之后的碘伏溶液对阴道进行擦洗，１次／ｄ。在手术之前使用
肥皂水清洁灌肠，从手术之前一晚到手术最小禁食８ｈ，并且做
好手术之前的皮肤准备及清洁肚脐［６］。

１２１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通过传统开腹子宫切除术进行治
疗，所有患者均使用连续硬膜外麻醉，常规铺巾、消毒，经腹壁切

开腹腔逐层分离直到子宫暴漏，结扎动脉，子宫切除。之后进行

清理，清理完成之后缝合关闭切口［７］。

１２２　治疗组　治疗组患者实施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
术进行治疗，使患者为平卧位，通过气管插管的方式对患者进

行全身麻醉，行膀胱截石位，并且对患者进行常规消毒，在患者

肚脐上做４ｃｍ切口，之后将腹腔镜缓慢的放置到切口中［８］。在

患者下腹的两侧行２个５ｃｍ的穿刺孔，在下腹与耻骨交接地方
创建操作孔，进行 ＣＯ２设置气腹，压力的控制范围为 １２
１４ｍｍＨｇ。使用腹腔镜全面观察患者盆腔内部的情况，通过电
凝刀将患者体内部分韧带进行切除，包括子宫两侧、输卵管峡

部和卵巢峡部［９］。将子宫膀胱腹膜反射的部位打开，向下推开

膀胱，充分暴漏子宫阴道的位置，在患者宫颈旁注射肾上腺素，

之后将患者静脉血管和动脉血管进行缝合，利用粉碎机粉碎子

宫组织，之后取出粉碎子宫组织，器械师对辅料、纱布、切斜进行

清点，然后全部清理并缝合［１０］。

１３　评价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和一般情况，其中手术情况包括手

术过程中的时间、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一般情况指的是下

床活动时间、使用抗生素时间、术后排气时间和并发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文数据均使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使

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通过ｔ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使用％表示，通
过χ２进行检验，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示为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

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可见，治疗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

院时间、术中出血量分别为（１１７２±２１２５）ｍｉｎ、（５２３±１０２）
ｄ、（１１８２５±６５２３）ｍｌ，对照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术中
出血量分别为（１３１２３±２０１２）ｍｉｎ、（７５２±１０２）ｄ、（１４５３６
±７２３６）ｍｌ，以此表示治疗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均比对
照组短，并且治疗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比对照组少，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住院时间／ｄ 术中出血量／ｍｌ

对照组 ５０ １３１２３±２０１２ ７５２±１０２ １４５３６±７２３６

治疗组 ５０ １１７２±２１２５ ５２３±１０２ １１８２５±６５２３

ｔ值 ６３６２ ５２６８ ８３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对比
比较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可见，治疗组患者的下床活动时

间、术后排气时间、抗生素时间分别为（１７１±０５８）ｄ、（２３５４
±９５２）ｈ、（１５１±０１１）ｄ，对照组患者的下床活动时间、术后
排气时间、抗生素时间分别为（２２５±０７０）ｄ、（４５１６±１０２５）
ｈ、（３６２±１５２）ｄ，以此表示治疗组患者的下床活动时间、抗生
素使用时间和术后排气时间均比对照组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８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表３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对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下床活动

时间／ｄ
术后排气

时间／ｈ
抗生素时间

时间／ｄ

对照组 ５０ ２２５±０７０ ４５１６±１０２５ ３６２±１５２

治疗组 ５０ １７１±０５８ ２３５４±９５２ １５１±０１１

ｔ值 ４２６３ ８２６５ ５６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对比
表４为两组患者并发症的对比，通过表４可以看出来，对照

组患者切口感染和皮下气肿的发生情况为５（１０％）、４（８％），
治疗组患者切口感染和皮下气肿的发生情况为 １（２％）、１
（２％），明显治疗组患者并发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情况（ｎ／％）

组别 例数 切口感染 皮下气肿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５０ ５（１０） ４（８） ９（１８）

治疗组 ５０ １（２） １（２） ２（４）

χ２值 ６２５４ ５１６５ ９３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肌瘤属于临床中的常见多发病症，其发病率较高，据相

关调查统计表示，我国子宫肌瘤发病率为２５％左右，高发群 体为
中年女性患者，子宫肌瘤的临床症状为白带增加、月经不调和腹

痛等，严重危害了患者的身心健康［１１］。因为巨大子宫肌瘤患者

的肿瘤病灶体积比较大，为了能够降低患者的疾病和痛苦，而且

还降低肿瘤剥离的难度，在对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手术进行治

疗。传统对巨大子宫肌瘤手术治疗中一般都是开腹手术，使用传

统手术器械，学习曲线较短，容易掌握，也是最基本的子宫全切

术［１２］。此方法的效果良好，能够改善患者的病情，但是其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并且还会导致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在手术过程中要

充分暴漏手术视野，便于对大包块进行处理，必要的时候要将手

术视野扩大。此种手术的恢复时间也较长，对术后的皮肤美观造

成了影响，从而降低了患者的接受程度［１３］。通过本文研究也可

以看出，对照组患者并发症明显比治疗组要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目前，在阴式全子宫切术中广泛使用腹腔镜，
不需要开腹，而且对于腹壁损伤比较小，还能够降低对患者的损

伤。在腹腔镜辅助阴式切除术处理子宫韧带及颈动脉的时候，能

够避免受到损伤［１４］。通过以上研究显示，对照组患者在手术过

程中的出血量明显比对照组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腹腔镜下阴式全子宫切术出指的是基于腹腔镜实现切除
子宫的全部步骤［１５］。通过腹腔镜切除宫颈和子宫体，子宫通过

盆腔游离之后经阴道去除，阴道残端缝合也通过腹腔镜实现，也

可以通过阴道实现。此种手术方法的切口较小，比传统子宫期切

除术要小［１６］。术后的切口疼痛较低，恢复较快，不需要拆线，并

且并发症较小，还能够缩短住院时间［１７］。通过本文研究，治疗组

患者的下床活动时间、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比对照组少（Ｐ＜
００５）。而且基于腹腔镜手术，不需要打开腹腔，根据摄像系统也
能够清楚的进行手术。手术操作对于正常器官的损伤比较小，不

需要缝扎，降低了手术过程中组织残留的线头反应。并且患者的

肠胃功能进食比较快，下床活动比较早［１８］。

综上所述，在对巨大子宫肌瘤治疗的过程中，使用腹腔镜辅

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能够缩短手术时间，使患者尽早出院，降低

患者出血量，还能够避免患者出现并发症，使患者早日康复，值

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 考 文 献

［１］　徐旗隅．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效
果观察［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２０１４，２１（６）：６４６５．

［２］　王楠，章根琴．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
的临床效果观察［Ｊ］．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７，２４（１１）：５８５９．

［３］　朱琴，陈丹．子宫肌瘤患者不同腹腔镜手术方式子宫切除的疗
效、卵巢功能及患者性功能状况的临床研究［Ｊ］．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２６（８）：４２４５．

［４］　韩雪，金玲，孙鸿．不同方式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的疗效对
比及对性功能的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９）：６８７０．

［５］　甄文明，谭燕玲，邹岚．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
子宫肌瘤临床研究［Ｊ］．当代医学，２０１１，１７（１８）：６９７０．

［６］　罗小丹．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疗
效观察［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３（２１）：４２７４２８．

［７］　谢家滨．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疗效
观察［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２，２３（１１）：３１３２．

［８］　刘贯生．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临床
研究［Ｊ］．吉林医学，２０１４（１９）：４２６１４２６２．

［９］　刘艳．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临床研
究［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３，８（２６）：１０８１０９．

［１０］　ＬｕｏＢ．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ｐａｔｈｗａｙ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Ｑｉｑｉｈａ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５（５）：８５８６．

［１１］　佟宝莉．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临床
观察［Ｊ］．中国保健营养旬刊，２０１４（５）：２８４２２８４３．

［１２］　ＹａｎｇＢ．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ｉｇｕｔｅｒｕ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ｉｎ
ｉｍａｌｌｙＩｎｖａｓ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７（９）：１９２０．

［１３］　陈海青．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的临
床疗效［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５，１５（７３）：１１１２．

［１４］　王清平，张慧．阴式子宫切除术在子宫肌瘤中的应用及术后生活
质量分析［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６）：３２３４．

［１５］　郑蕊．腹腔镜辅助阴式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巨大子宫肌瘤临床分
析［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４（３２）：２５２６．

［１６］　ＫｕａｎｇＨ，ＺｈｕＬ，ＰｅｎｇＸ．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
ｅｃｔｏｍｙｏ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ｄａｇｅｄａｎｄｙｏｕｎｇｗｏｍｅ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３，２５（１５）：８７８８．

［１７］　何莎，刘灵霞，王亚宁，等．腹腔镜辅助阴式手术在早期子宫内膜
样腺癌中的应用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３）：４３４６．

［１８］　ＹｕａｎＧ，ＬｉＢ，ＫｅＬ，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ｅ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２０１２，１２（１１）：５２５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２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月　第２８卷第１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８７　　　·

△【通讯作者】吉颖莉，Ｅｍａｉｌ：ｊｙｌ６６２２＠ｓｉｎａ．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２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围术期补钙联合地塞米松在剖宫产宫缩乏力性
大出血中的价值
吉颖莉△　乔艳妮　田玉玉　周腊
渭南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陕西 渭南 ７１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探讨术中补钙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剖宫产宫围术期缩乏力性大出血的临床效果，并
分析其对新生儿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剖宫产围术期宫
缩乏力产后大出血患者８０例，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两组（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０例，对照组静脉给予
１０％葡萄糖酸钙２０ｍｌ，静脉推注，５ｍｉｎ内给完，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静脉滴注地塞米松１０ｍｇ，给药
时间超过１０ｍｉｎ，比较两组治疗对患者凝血功能，统计两组干预后２ｈ、２４ｈ出血情况及不同时间新生儿Ａｐｇａｒ
评分，最后统计两组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得分。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凝血功能中各项指标均显著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干预后２ｈ及２４ｈ出血均显著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１ｍｉｎ及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术后１年时随访发现，
观察组干预后ＦＳＦＩ评分各指标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剖宫产
术中补钙联合地塞米松，能显著减少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并提高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改善患者术后性
功能。

【关键词】　葡萄糖酸钙；地塞米松；剖宫产；宫缩乏力；大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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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羊水过多、多胎、巨大儿、前置胎盘、胎盘早剥、妊娠
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等均为产后出血的高危因素，

针对高危产妇其极易出现产后出血［１］，且止血困难［２］，严重者

引起失血性休克甚至需要行子宫切除挽救患者生命，但切除子

宫对于育龄期妇女身心健康，影响极大，故临床上需要尽量避

免［３］。其中剖宫产术后宫缩乏力是导致产后出血最常见的原

因。血清钙离子水平对肌肉收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当细胞内

外钙离子通道未被有效激活，则将出现子宫肌细胞中钙离子水

平的下降，导致子宫收缩乏力［４］。

临床上针对剖宫产术后宫缩乏力，有研究称通过静脉补充

钙剂而改善宫缩，进而减少术后出血［５］。此外，对于产妇或新

生儿使用糖皮质激素药物治疗，一直属于临床较为敏感话题。

但研究称［６］，围产期使用地塞米松可有效的减少产后出血量，

加强宫缩能力，同时还可以改善子宫毛细血管微循环，继而提高

收缩子宫药物作用效果，增强钙离子活力并提高组织对钙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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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性，进一步提高止血效果［７］。本研究则主要探讨术中补钙

联合地塞米松治疗剖宫产宫围术期缩乏力性大出血的临床效

果，并分析其对新生儿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渭南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力产后大出血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所有
患者均符合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会产科学分会剖宫产术后大出血
诊断，并于入组前签署知情同意书同时获取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排除术前合并凝血功能障碍者、血小板减少者、精神疾病

者、巨大儿者、双胎妊娠者、胎儿宫内窘迫者、确诊的胎儿畸形

者，签字拒绝入组者。按照数字随机法分为两组（观察组与对

照组），每组４０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５０岁 ～３８岁，年龄（３１４
±１５）岁，孕周范围３６周～４２周，孕周（３９９±１０）周，新生儿
体重范围２５００ｇ～４０００ｇ，体重（３１５５０±２５０）ｇ，初次剖宫产者
１５例，二次及以上次数剖宫产者２５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９岁，年龄（３１６±１６）岁，孕周范围 ３６周 ～４２周，孕周
（３９８±１１）周，新生儿体重范围２５００ｇ～４０００ｇ，体重（３１５０５
±２５５）ｇ，初次剖宫产者１６例，二次及以上次数剖宫产者 ２４
例，两组年龄、孕周、新生儿体重及剖宫产史等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所有患者均经术中手术所见明确合并宫缩乏力且出血量

超过４００ｍｌ，此时手术医师对患者子宫进行按摩、纱布填塞等处
理，药物治疗上使用缩宫素静脉滴注及子宫体注射等处理，对

照组静脉给予１０％葡萄糖酸钙２０ｍｌ，静脉推注，５ｍｉｎ内给完，
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静脉滴注地塞米松（大同市利群

制药厂 国药准字Ｈ１４０２３２６８）１０ｍｇ，给药时间超过１０ｍｉｎ。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对患者凝血功能，统计两组干预后２ｈ、２４ｈ出
血情况及不同时间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最后统计两组女性性生
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得分。

１４　评定标准
凝血功能检查通过ＳｙｓｍｅｘＣＡ１５００型全自动血凝仪，测定

值中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参考范围１１ｓ～１３ｓ，活化部分凝血活
酶时间（ＡＰＴＴ）参考范围男性：３１５ｓ～４３５ｓ，女性３２ｓ～４３ｓ，凝
血酶时间（ＴＴ）参考范围１６ｓ～１８ｓ，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参考范围
１７５ｇ／Ｌ～５５４ｇ／Ｌ；Ａｐｇａｒ评分，根据心率、肌张力、皮肤颜色、
神经反射、呼吸，总分１０分，７分以上正常；性生活质量评级通
过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ＦＳＦＩ）进行，数据获得为门诊
登记，评价指标共包含６个项目，各项得分０分 ～６分，总分最
高３６分，分值越高提示被检者性生活质量越好。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两组间均数的比较使用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干预治疗对两组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

干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凝血功能中各项指标均显著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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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预治疗对两组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ＰＴ（ｓ） ＴＴ（ｓ） ＡＰＴＴ（ｓ） Ｆｉｂ（ｇ／Ｌ）

观察组 １３１±１１ １０５±２４ ２３６±１１ １８±０２

对照组 ３０１±２１ ２０５±２５ ４４７±３０ ０９±０１

ｔ值 ４５３５３ １８２５０ ４１７６４ ２５４５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干预治疗后两组患者２ｈ及２４ｈ出血情况对比
干预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２ｈ及２４ｈ出血均显著少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
图１。

表２　干预治疗后两组患者２ｈ及２４ｈ出血情况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２小时失血量（ｍｌ） ２４小时失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３１６５±６１ ３９５１±１０１

对照组 ３９６９±１０２ ７８９０±１３５

ｔ值 １６０９２３ １４７７６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图１　干预治疗后两组患者２ｈ及２４ｈ出血情况对比

２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１ｍｉｎ及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

观察组 ７３±０２ ８８±０３

对照组 ６３±０１ ７９±０２

ｔ值 ２８２８４ １５７８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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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总分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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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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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干预后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性欲望 性兴奋 性高潮 阴道润滑度 疼痛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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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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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值 １５７８７ １７５４１ ２８２８４ １８０００ ２６３１２ ２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产后出血为剖宫产围术期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主要原

因是宫缩乏力，一旦出现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大出血［８］，其危

害极大，严重者需要切除子宫甚至导致患者临床死亡，作为一

种严重影响孕产妇身体健康及生命安全的并发症［９］，目前已经

引起临床重视。如何有效的预防和减少宫缩乏力导致的产后

出血是妇产科医师及麻醉医师均需面对的重要课题［１０］。以往

研究证实［１１］，钙剂补充对于提高子宫收缩能力，减少因产后宫

缩乏力导致的大出血有一定价值，但部分患者单纯使用钙离子

治疗无效或效果甚微。

本研究观察组在静脉使用钙离子同时，静脉使用小剂量糖

皮质激素地塞米松，针对两组治疗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对比

发现，干预后观察组凝血功能中各项指标均显著优于对照组，

提示联合使用地塞米松后显著减少对患者凝血功能影响，更好

的保护患者凝血功能。可能与使用地塞米松后，有效提高临床

止血效果，进而减少出血量，减少对患者凝血功能的影响。另外

针对两组干预后２ｈ及２４ｈ出血情况对比发现，观察组干预后
２ｈ及２４ｈ出血均显著少于对照组。进一步证实联合使用地塞
米松后，有效提高临床止血效果。同时，针对两组不同时间 Ａｐ
ｇａｒ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１ｍｉｎ及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均显著优于对
照组。这说明使用地塞米松并不增加新生儿窒息比例，反而能有

效提高新生儿出生Ａｐｇａｒ评分。最后针对干预后两组ＦＳＦＩ评分
对比发现，术后１年时随访发现，观察组干预后ＦＳＦＩ评分各指标
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这说明围产期使用地塞米松对于保

留患者术后性功能，并提高其性功能质量有重要意义。

剖宫产围术期宫缩乏力大出血，在使用钙剂基础上联合使用

地塞米松，与钙离子联用具有一定协同效应，有效的改善机体毛

细血管血液循环，提高缩宫素等药物对血管平滑肌的作用效果，

而且有效的保持了血管平滑肌张力，故临床止血效果更为理想，

且２ｈ及２４ｈ出血量减少［１２］。同时地塞米松还能增加钙离子活

性，提高子宫平滑肌对钙离子敏感性，促进钙离子细胞内流能力，

促进子宫平滑肌内质网及肌浆网中钙离子释放，继而提高子宫平

滑肌收缩力能力，促进开放血窦关闭，达到临床止血目的［１３］。同

时，针对新生儿１ｍｉｎ及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观察组优于对照组方
面，可能与使用小剂量地塞米松更好的促进胎儿或新生儿肺组织

成熟，并加速胎儿肺内表面活性物质生成，促进肺组织成熟，同时

还能提高肺毛细血管通透性，减少肺组织水肿［１４］，改善肺泡通气

功能。对于性功能影响方面，可能与使用地塞米松后有效的达到

止血效果，减少子宫切除、子宫动脉栓塞等创伤较大的治疗手段，进

而促进患者术后恢复，减少对生殖系统的影响有关［１５１８］。

综上所述，剖宫产术中补钙联合地塞米松，能显著减少宫

缩乏力导致的产后出血，并提高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改善患者术
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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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保定市科技计划项目（１７ＺＦ２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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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式病灶切除术与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治疗子宫
瘢痕妊娠的效果观察及对性功能的影响
方菲１△　刘秋颖１　赵春梅１　马志刚２　李洋２　刘江华３　王艳朋３

１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２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导管介入室，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３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妇科彩超室，河北 保定 ０７２７５０

【摘要】　目的　比较切口妊娠患者应用经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与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
的临床效果，并观察其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收集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间收治的６０例切口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Ａ组与Ｂ组，各３０例。Ａ组给予经
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Ｂ组给予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治疗，对两组的临床效果与性功能进
行观察。结果　Ａ组患者在住院时间、治疗费用、月经恢复时间、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方面的数值均低于 Ｂ
组，而Ａ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和术后性功能评分均高于 Ｂ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临床中对于子宫切口妊娠患者应用经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应用效果优于子宫动脉灌
注栓塞术，促进月经的快速恢复，治疗费用低，住院时间短，对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影响较小，值得临床中应

用。

【关键词】　瘢痕妊娠；切口妊娠；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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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ｓｏｆ
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ｅｃｔｔｈａ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ｒａｐｉ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ｅｓ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Ｌｅｓｉｏｎ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ｒ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ｉｎｆｕ
ｓｉｏｎ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切口妊娠是临床中常见的一种异位妊娠，在临床中的发病
率也在逐年增加。由于胚囊的周围披覆子宫的肌层与纤维瘢

痕组织，相对比较薄弱，很容易破裂，增加大出血的可能，严重的

危及女性患者的生命安全［１］。临床中若不正确的处理，很容易

导致女性的生育功能和性功能受到影响［２］。临床中对于该病

的治疗尚无统一的治疗标准，且存在一定的争议。因此，本次研

究重点对经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与子宫动脉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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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栓塞术的两种处理方式进行对比分析，并观察患者术后性功

能变化，为临床提供有效的参考依据，具体分析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收集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间
收治的６０例切口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且均经过 Ｂ超诊断
确诊，患者均知情同意愿意参加此次研究。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０岁，年龄（３１６７±４２１）岁。产次范围 １次 ～３次，产次
（１０３±００２）次。孕次范围１次～７次，孕次（３２６±０４５）次。
瘢痕妊娠类型：Ⅰ型３２例，Ⅱ型２８例。将其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Ａ组与Ｂ组，各３０例。且两组患者在临床一般资料的比
较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Ａ组患者与Ｂ组患者临床一般资料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分组
瘢痕妊娠类型

Ⅰ型 Ⅱ型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Ａ组 １７ １３ ３２０９±３６７３３３±０５１ １０４±００２

Ｂ组 １５ １５ ３１７８±４０２３２８±０４２ １０３±００２

χ２／ｔ值 ０３４８ ０７０５ ０１２９ ０６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停经时间再４０天 ～７０天，且血清 ＨＣＧ值在

１３５００００ｍＩＵ／ｍＬ～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ｍＩＵ／ｍＬ之间；②经过阴道彩超和
ＭＲＩ检查均诊断为切口妊娠，而子宫切口肌层的厚度≤３０ｍｍ；
③均是初治患者。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临床中切口妊娠的诊断
标准；②之前接受过其他的药物或者手术治疗；③手术前肝肾
功能以及血尿常规出现异常；④伴有其他的脏器内部疾病患
者；⑤不同意此次临床研究对象。
１３　手术方法

Ａ组患者给予经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治疗，
Ｂ组患者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治疗，具体方法如下：
１３１　经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术　患者采取全麻
处理，膀胱截石位，排空膀胱。给予２０Ｕ缩宫素 ＋３Ｕ垂体后叶

素＋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进行注入宫颈前唇，之后采取水压分离患
者膀胱宫颈的间隙。术者在患者宫颈外口的上方２０ｃｍ位置
进行横切口处理，之后进行钝性分离膀胱，打开其腹膜并置入

阴道拉钩。紧接着在其峡部局部隆起的位置可见紫蓝色妊娠

组织，并详细的探查病灶，需要沿着包块进行切开妊娠组织，需

要钳夹切口的边缘采取刮宫处理。最后，术者切除原来薄弱的

瘢痕组织，间断的缝合子宫切口和阴道黏膜切口，术毕［３］。

１３２　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　采取飞利浦 Ｖ５０００型的数字血
管造影机，之后局部麻醉，应用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进行右侧动脉的穿
刺处理，紧接着置入５Ｆ动脉导管鞘，并在导丝引导下进行双侧
子宫动脉选择性的插管处理。其次，确认靶血管之后进行注入

５００ｍｇ的 ＭＴＸ，并应用胶海绵颗粒进行栓塞患者左侧的子宫
动脉。同时，术者需要在骼内骼外的动脉开口位置进行高压造

影处理，直到其左侧子宫动脉分支和主干未见显影之后应用成

攀技术进行右侧骼内动脉的造影处理患者其右侧的子宫动脉。

最后，术后进行常规的穿刺点加压包扎处理［４］。

１４　观察指标
①手术治疗情况（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治疗

费用、月经恢复时间、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②性功能情况（依据
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由医院定制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进行

评估患者手术前和术后３个月的性功能，包括性欲、性交频率、
性高潮性交舒适度和性交流以及性关系几个方面，每一项分值

为１分 ～４分，总分为６分 ～２４分，分值越高则表示性功能越
好［５］）。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数据处理，计量数据应用（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以ｔ检验，计数资料以（％）表示，以 χ２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情况观察

经过数据对比分析，Ａ组患者在住院时间、治疗费用、月经
恢复时间、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方面的数值均低于 Ｂ组，而手术
时间、术中出血量均高于 Ｂ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情况对比观察（Ｍｅａｎ±ＳＤ）

分组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住院时间

（ｄ）

治疗费用

（万元）

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

（天）

月经恢复时间

（天）

Ａ组 ３０ ５６２１±４９３ ８８３１±８２５ ５３５±０７６ ０８９±０１３ １３８８±３０７ ３１８５±３７１

Ｂ组 ３０ １７４５±３２４ １８５６±２４７ ８９５±１３４ １４５±０７７ ２１６７±７４２ ４９６２±６１３

ｔ值 — １３２９５ １２６１８ ５３４１ ４２０８ ９０５２ １１６７２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性功能情况对比观察
经过数据对比分析，术前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均较术前明

显的提高，且 Ａ组高于 Ｂ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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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手术治疗前后性功能评分对比观察（Ｍｅａｎ±ＳＤ）

分组 例数 术前性功能评分 术后性功能评分

Ａ组 ３０ ８３４±１０７ １９３３±２８６

Ｂ组 ３０ ８６１±１０１ １１０９±１３７

ｔ值 — ０５１３ ８４０７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切口妊娠是剖宫产术后常见的一种并发症疾病，且发

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对女性的身体健康及日常性功能质量有

严重的影响［６７］。临床中对于该病的治疗应保留患者的生育功

能，并恢复其性功能，切除病灶为治疗原则［８］。临床中对于该

病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与保守治疗为主，而常规的保守治疗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手术治疗方法相对比较多，采取何种手

术方法临床中尚无统一的标准［９］。

经过此次的临床研究分析，临床中对于子宫瘢痕妊娠患者

应用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与经阴式子宫病灶切除术均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但是子宫切口瘢痕患者采取经阴式子宫病灶切除

术的治疗效果优于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临床数据也显示，应

用经阴式子宫病灶切除术治疗患者的住院时间、治疗费用、月

经恢复时间和ＨＣＧ恢复正常时间均显著的低于子宫动脉灌注
栓塞术的治疗情况，而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高于子宫动脉灌

注栓塞术。临床中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的创伤性相对比较小，

且手术的操作时间相对比较短，从而在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

方面降低［１０１１］。但是，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的手术治疗对医疗

设备和医务工作者的要求比较高，使得整个治疗费用相对比较

高［１２１３］。而经阴式子宫病灶切除术对病灶的清除能力相对比

较高，能够迅速的在最短时间内使得患者 ＨＣＧ的指标值降低，
从而减轻对月经的影响，促进术后月经更快的恢复［１４］。同时，

由于经阴式子宫病灶切除术对患者的月经恢复具有促进的作

用，使得患者的身体机能更快的恢复，促进其快速出院［１５１６］。

另外，临床数据还显示，经阴式子宫病灶切除术治疗后患者的

性功能评分高于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治疗后患者的性功能评

分，组间数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主要是由于子宫
动脉灌注栓塞术治疗中的造影剂很容易对患者身体机能造成

一定的影响，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很容易导致患者性功能

方面减弱，导致整体术后性功能恢复状况弱于经阴式子宫病灶

切除术的效果［１７］。此外，临床相关研究也显示，临床中经阴式

子宫病灶切除术处理子宫切口妊娠后患者在性功能生活方面

改善明显，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１８］。

综上所述，临床中应用经阴式子宫切口瘢痕妊娠病灶切除

术治疗子宫切口妊娠患者在缩短患者住院时间和促进术后月

经恢复等方面优于子宫动脉灌注栓塞术，且经阴式子宫切口瘢

痕妊娠病灶切除术对患者的术后性功能影响相对较小，更值得

临床中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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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联合使用
ＧｎＲＨａ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
杨敏　李艳　高成英　王媛△

!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妇科二病区，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并探讨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联合使用ＧｎＲＨａ对卵巢储备功能的
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
１０２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５１例。两组患者均采用腹腔镜手术进行治疗。观察组围术期联
合应用ＧｎＲＨａ进行治疗。结果　观察组双侧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指标明显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ＭＨ为（１５６±１２１）ｎｇ／ｍｌ，ＦＳＨ为（８０３±
０９８）ＩＵ／Ｌ。对照组双侧囊肿患者ＡＭＨ为（１０９±１０４）ｎｇ／ｍｌ，ＦＳＨ为（９８７±１３５）ＩＵ／Ｌ。两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双侧囊肿患者ＡＦＣ为（５５６±０６２）个，ＰＳＶ为（７９５±１７８）ｃｍ／ｓ。对照组
双侧囊肿患者ＡＦＣ为（４０６±０５６）个，ＰＳＶ为（５０３±１９８）ｃｍ／ｓ。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联合使用ＧｎＲＨａ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小，临床上值得推广。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ＧｎＲＨａ；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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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妇女多发病，其主要临床症状为痛经、
性交痛、慢性盆腔痛，是不孕的主要原因之一，对女性生活健康及正

常生活有极大影响［１］。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也称巧克力囊肿，

是临床最常见的类型之一，而腹腔镜治疗更是兼具诊断及治疗该疾

病的首选方法［２］。研究发现，单纯的手术治疗难以彻底清除病灶，

术后复发率相对较高，联合应用药物在术后治疗，可对抑制复发率

及提高卵巢储备功能有一定作用［３］。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到
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接受治疗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

肿患者１０２例，分析并探讨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联
合使用ＧｎＲＨａ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延安大学附属医院接受
治疗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１０２例为研究对象。年龄
（３１２１±４１７）岁。纳入标准［４］：①卵巢内膜异位囊肿；②囊肿
直径５ｃｍ以上；③符合手术治疗指征。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
恶性肿瘤者；②治疗禁忌者；③其他系统严重功能障碍者。④未
签署知情同意者。现将１０２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情等方面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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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观察组（ｎ＝５１） 对照组（ｎ＝５１） ｔ值 Ｐ值

平均年龄（岁） ３１０８±４１６ ３１７８±４２１ ０８４５ ＞００５

囊肿直径（ｍｍ） ６５２１±１２３５ ６３２４±１２９８ ０７８５ ＞００５

患侧（例）

单侧 ２８ ２６ ０１５７ ＞００５

双侧 ２３ ２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均采用腹腔镜手术进行治疗。麻醉起效后，建立气腹。

后灌注腹腔。于患者脐处穿入Ｔｒｏｃａｒ，放置腹腔镜。最后于左右麦
氏点处置入Ｔｒｏｃａｒ。镜下分离盆腔粘连，清理干净后剥除囊肿。此
过程要小心细致，尽量不破坏原有的正常组织，同时注意将破裂的

囊肿囊液吸净。观察组于手术前应用 ＧｎＲＨａ（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３８０９；生产单位：北京博恩特药业有限公司）治疗，皮下注射
３７５ｍｇ／次，注射时间为月经前１日～３日。１次／４周，连续治疗２
个周期。术后月经复潮１日～３日继续皮下注射，方法周期同上。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术中及术后相关手术指标；观察对比两组术

后卵泡刺激素（ＦＳＨ）水平；雌二醇（Ｅ２）水平；抗苗勒试管激素
（ＡＭＨ）；卵巢基础窦卵泡数量（ＡＦＣ）；卵巢基质动脉血流收缩
期峰值（ＰＳＶ）。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本次研究得到的临床数据全部输入ＳＰＳＳ１９０系统进行了统

计学分析，经ｔ检验和卡方检验，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手术相关指标对比

观察组双侧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引流量指标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观察组（ｎ＝５１）对照组（ｎ＝５１） ｔ值 Ｐ值

手术时间 单侧 ３１４２±９１６ ３２７１±１０２１ ０７２４ ＞００５

（ｍｉｎ） 双侧 ６７２１±１２４６ ８５２４±１２９２ ７１７４ ＜００５

术中出血量 单侧 ４５６５±４９６ ４６６５±５１２ １００１ ＞００５

（ｍｌ） 双侧 ８０３６±７０２ １１２３５±９３６ １９５２６ ＜００５

术后引流液 单侧 ５１２１±１２３５ ５３２４±１３２１ ０８１２ ＞００５

（ｍｌ） 双侧 ６９３６±１３６５ ８９３２±１４２１ ７２３４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各时期ＡＭＨ、ＦＳＨ及Ｅ２指标对比
观察组双侧囊肿患者ＡＭＨ为（１５６±１２１）ｎｇ／ｍｌ，ＦＳＨ为

（８０３±０９８）ＩＵ／Ｌ。对照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ＭＨ为（１０９±
１０４）ｎｇ／ｍｌ，ＦＳＨ为（９８７±１３５）ＩＵ／Ｌ。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ＡＦＣ和ＰＳＶ对比

观察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ＦＣ为（５５６±０６２）个，ＰＳＶ为
（７９５±１７８）ｃｍ／ｓ。对照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ＦＣ为（４０６±
０５６）个，ＰＳＶ为（５０３±１９８）ｃｍ／ｓ。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各时期ＡＭＨ、ＦＳＨ及Ｅ２指标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期
观察组（ｎ＝５１）

单侧 双侧

对照组（ｎ＝５１）

单侧 双侧

ＡＭＨ 治疗前 ２２３±１２３ ２４５±１６３ ２２９±１２６ ２４６±１６１

（ｎｇ／ｍｌ） 术后６月 ２２２±２０１ １５６±１２１ａｂ ２１３±１８９ １０９±１０４ａ

ＦＳＨ 治疗前 ６２３±１３１ ６３３±１４１ ６２５±１３２ ６３０±１４２

（ＩＵ／Ｌ） 术后６月 ６６４±１１２ ８０３±０９８ａｂ ６５１±１３６ ９８７±１３５ａ

Ｅ２ 治疗前 ６８３２±６３２ ６７１５±６２７ ６８１５±６４５ ６６２１±６７１

（ｐｇ／ｍｌ） 术后６月 ７０１１±５２３ ６０２１±５２８ａ ６２８５±３９９ ５８９５±４０６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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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部位
观察组（ｎ＝５１）

单侧 双侧

对照组（ｎ＝５１）

单侧 双侧

ＡＦＣ 囊肿侧 ６１１±０９５ ５５６±０６２ａ ６０９±１０３ ４０６±０５６

（个） 正常侧 ８２１±１５２ — ８１２±１７４ —

ＰＳＶ 囊肿侧 ８０１±１５２ ７９５±１７８ａ ７５１±２０１ ５０３±１９８

（ｃｍ／ｓ） 正常侧 １０３６±２０１ — ９５６±１８５ —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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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病理学检

查为良性，但却具有如恶性肿瘤的侵袭性及易复发的特点［５８］。

卵巢储备能力是指卵巢皮质区内可以受精的卵母细胞的数量

及质量，可以衡量女性的生育能力［９１２］。目前，临床通过激素水

平测定、卵巢超声检查等可以对该指标有一定判断［１３］。在腹腔

镜手术过程中易导致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与囊肿及

周围组织粘连相关，手术难以精确分割界线不明显的卵巢皮质

部位，滤泡丢失伴随局部出血均可能影响卵巢的储备功

能［１４１５］。患者生育能力受到影响，甚至发展为卵巢功能早衰。

那么如何降低手术中对卵巢储备功能的破坏，提高手术质量效

果，是目前针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最大难题。

戈舍瑞林（ＧｎＲＨａ）是一种激素类药物，作用等同于人体自
身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可加强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从

而影响卵泡刺激素及黄体生成素的生成［１６］。当人体内通过认

为注射ＧｎＲＨａ时，可模拟绝经状态，内膜萎缩。研究发现，Ｇｎ
ＲＨａ可通过加速病灶组织局部萎缩，盆腔粘连现象得到明显改
善，术中分离组织的难度明显降低，可大大提高手术效果［１７］。

目前有文章证实，在术前予以ＧｎＲＨａ质量，可在一定程度上控
制疾病的进展，同时降低疾病的复发率［１８］。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双侧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及术后引流量指标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该结果说明联合使用ＧｎＲＨａ后，可明显降低手术
困难程度，这可能与局部粘连组织情况得到一定改善有关。观

察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ＭＨ为（１５６±１２１）ｎｇ／ｍｌ，ＦＳＨ为（８０３
±０９８）ＩＵ／Ｌ。对照组双侧囊肿患者ＡＭＨ为（１０９±１０４）ｎｇ／
ｍｌ，ＦＳＨ为（９８７±１３５）ＩＵ／Ｌ。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该结果提示，当然，无论是否应用ＧｎＲＨａ进行粘连，术
后卵巢功能均有一定影响，但联合后影响相对降低。为了避免

通过单一激素水平判断有限，同时进行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观

察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ＦＣ为（５５６±０６２）个，ＰＳＶ为（７９５±
１７８）ｃｍ／ｓ。对照组双侧囊肿患者 ＡＦＣ为（４０６±０５６）个，
ＰＳＶ为（５０３±１９８）ｃｍ／ｓ。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该结果提示，对病灶粘连情况严重、广泛且疾病程度更
重的患者，提前应用ＧｎＲＨａ更有利于手术难度的降低，对卵泡
数及血流供应影响更小，患者卵巢储备功能相对更完善。

综上所述，腹腔镜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剥除术联合使用

ＧｎＲＨａ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小，临床上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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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７，１３（１）：９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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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近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的
相关因素分析
蔡建军１△　张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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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影响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近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的相关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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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其疗效分为
有效组和无效组，分别为８４例和６２例，出院时自制调查问卷了解可能影响患者近期疗效的因素并进行分
析；对８４例有效组患者随访１年，根据患者是否完全复原分为完全恢复组和其他组，分别为５０例和３４例，
自制问卷了解可能影响患者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的因素并进行分析。结果　经单因素分析得知，影响压
力性尿失禁近期疗效的因素主要为年龄、体重指数、慢性病情况、是否产妇、分娩方式、分娩次数及治疗方

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影响压力性尿失禁远期疗效的因素主要是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度、治
疗方式、手术具体方案、手术时间、是否存在近期并发症及出院后心理状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影响压力性尿失禁性生活质量改善的主要因素为文化程度、心理因素（是否伴发抑郁）、配偶的态度
和认知及临床近期疗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多因素分析得知，分娩次数和治疗方式是影响
压力性尿失禁近期疗效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式和出院后心理状态则是影响压力
性尿失禁远期疗效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心理因素及临床近期疗效是影响压力性尿
失禁性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分娩次数、治疗方式、术式和出院后
心理状态分别是影响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近远期疗效的关键因素，而心理因素及临床近期疗效是影响压力性

尿失禁性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可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关键词】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近远期疗效；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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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症状不同，尿失禁可分为压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
禁、充溢性尿失禁、无阻力性尿失禁、反射性尿失禁５类，其中压
力性尿失禁最为常见，大约占３８００％ ～５４００％［１２］。压力性

尿失禁又称张力性尿失禁，是指腹压突然升高时尿液不自主从

尿道口流出的一种疾病（但此前患者却并未感觉存在尿意），在

中老年女性中多见。由于涉及隐私部位，常被有意搁置，最终导

致症状越来越严重，对身体及心理均有一定的伤害，其中性生

活障碍最为常见，影响家庭和谐，不利于社会的发展［３４］。到目

前为止，压力性尿失禁包括手术治疗和非手术保守治疗２种方
式，但关于其主要治疗方式仍不十分明确；手术治疗比非手术

治疗治愈率高，但非手术治疗比手术治疗安全性高。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因素可影响压力性尿失禁的疗效，但报道较少［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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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制两份调查问卷
了解其近远期疗效、性生活质量及其相关情况，探索其可能影响

因素，为患者提出可能的干预措施，现将结果汇报如下。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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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②经ＩｎｇｅｌｍａｎＳｕｎｄｂｅｇ分度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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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可独立完成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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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医院诊治的１４６例女性尿失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其近期疗效评估情况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分别为８４
例和６２例，出院时自制调查问卷了解可能影响患者近期疗效的
因素并进行分析；对８４例有效组患者随访１年，根据患者是否完
全复原分为完全恢复组和其他组（指复发或伴有吊带侵蚀、性功

能障碍及尿瘘等的患者），分别为５０例和３４例，自制问卷了解可
能影响患者远期疗效的因素并进行分析；根据比较治疗前后性生

活质量评分分为有效组和无效组，分别为１０２例和４４例，自制问
卷了解可能影响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因素并进行分析。

１２　方法
根据研究的目的、临床经验及相关文献检索结果，本研究

共制定两份调查问卷，即近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和远期疗

效及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１２１　近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近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
调查内容包括年龄（＜３５岁／≥３５岁）、体重指数（＜２５ｋｇ／ｍ２或
２５ｋｇ／ｍ２～３０ｋｇ／ｍ２或＞３０ｋｇ／ｍ２）、劳动强度（轻／中／重）、是否

吸烟、是否饮酒、是否产妇、产妇分娩情况（方式：剖腹／顺产；次
数：＜２次／≥２次）、慢性病情况（＜２个／≥２个）、病程（＜３年／
≥３年）、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度（中度／重度）和治疗方式（非
手术治疗／手术治疗、手术治疗具体方式和手术时间）。
１２２　远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远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
调查包括近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内容、治疗时间、是否存在

近期并发症、出院后情况心理健康评分（ＳＣＬ９０自评量表［９］）。

１２３　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问卷调查　性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心理因素（是否伴发抑郁）、配

偶的态度和认知及临床近期疗效情况。

１３　问卷调查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现场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参与本研究１４６例

女性压力性尿失禁患者进行调查。为确保问卷的准确性和隐私

性，首先，本研究对所有患者进行指导，使其明白问卷内容及作

答方式，强调患者应当保证问卷的真实性；然后，再采取一对一

形式对患者进行调查，期间调查成员不可参与患者任何答卷内

容；最后，问卷回答完毕，立即收回。近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１４６份，收回问卷１４６份，不存在无效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１０００％；远期疗效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共发放８４份，
收回问卷８４份，不存在无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１０００％；性生
活质量影响因素问卷调查共发放１４６份，不存在无效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１０００％。
１４　质量控制

严格按同一标准筛选回收的调查问卷，排除无效问卷后，应

用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录入数据，保证双人双机独立录入，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和真实性。

１５　疗效评判
在本研究中，采用１ｈ尿垫实验进行评价，主要分为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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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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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ａｎ±Ｓ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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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差别有统计学意

义的单因素变量引入并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以Ｐ＜００５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影响近期疗效的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得知，有效组和无效组在年龄、体重指数、慢

性病情况、是否产妇、分娩方式、分娩次数、治疗方式上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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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其他相关因素中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影响近期疗效的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例数 有效组（ｎ＝８４） 无效组（ｎ＝６２）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５
　≥３５

４２
１０４

３０
５４

１２
５０

４６５９ ００３１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

３０
７３
４３

２０
４８
１６

１０
２５
２７

４０３７ ００４４

劳动强度

　轻
　中
　重

２２
６５
５９

１６
４５
２３

６
２０
３６

２４４７ ０１１８

是否吸烟

　是
　否

７６
７０

４３
４１

３３
２９

００５９ ０８０８

是否饮酒

　是
　否

７４
７２

４０
４４

３４
２８

０７４４ ０３８８

慢性病情况（个）

　＜２
　≥２

６２
８４

４５
３９

１７
４５

９９８５ ０００２

病程（年）

　＜３
　≥３

８０
６６

４２
４２

３８
２４

１８３６ ０１７５

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度

　中度
　重度

９２
５４

５２
３２

４０
２２

０４４１ ０５０７

是否产妇

　是
　否

９２
５４

４６
３８

４６
１６

５７７９ ００１６

相关因素 有效组（ｎ＝４６） 无效组（ｎ＝４６） — —

分娩方式

　剖腹
　顺产

３２
６０

２１
２５

１１
３５

４７９２ ００２９

分娩次数（次）

　＜２
　≥２

４４
４８

２８
１８

１６
３０

６２７３ ００１２

治疗方式

　非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６８
７８

２８
５６

４０
２２

１２７４５ ００００

相关因素 有效组（ｎ＝５６） 无效组（ｎ＝２２） — —

　手术时间（ｍｉｎ） — １２３２５±２５０９ １２４３３±１４８８ ０８５１ ０１８９
　手术具体方案
　尿道中段悬吊带术
　耻骨后膀胱颈悬吊术

４２
３６

３０
２６

１２
１０

０００６ ０９３８

２２　影响近期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的差异因素“年龄、体重指数、慢性病情况、

是否产妇、分娩方式、分娩次数及治疗方式”纳入多因素分析得

知，分娩次数和治疗方式是影响压力性尿失禁近期疗效的关键因

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影响远期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得知，完全恢复组和其他组在压力性尿失禁严

重程度、治疗方式、手术具体方案、手术时间、是否存在近期并发症

及出院后心理状态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其他相
关因素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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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影响近期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００４４ ０３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８９８ ０９６２ ０５２４～１７７６
体重指数　 ０５４０ ０５２５ ０９２３ ０３３６ ０６５５ ０３０６～１７５８
慢性病情况 ０８６２ ０５２６ ３０３２ ００８３ ０９６６ ０５０７～１２３３
是否产妇　 ０３３３ ０３２１ １１５３ ０２８４ ０７２３ ０３９３～０９２２
分娩方式　 ０７６８ ０５４８ １１０７ ００６５ １０２３ ０７６５～１８７６
分娩次数　 ０５９５ ０２８３ ４５５７ ００３３ １８１５ １０３５～３１１７
治疗方式　 １１７７ ０２７４ １４１７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３ ０１３８～１７５３

表３　影响远期疗效的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例数 完全恢复组（ｎ＝５０） 其他组（ｎ＝３４）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５
　≥３５

２６
５８

１４
３６

１２
２２

０５０４ ０４７８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
　２５～３０
　＞３０

１４
４０
３０

５
２８
１７

９
１２
１３

３４７９ ００６２

劳动强度

　轻
　中
　重

１２
４０
３２

７
３０
１３

５
１０
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９２８

是否吸烟

　是
　否

４５
２９

２８
２２

１７
１７

０２９３ ０５８９

是否饮酒

　是
　否

４５
３９

２３
２７

２２
１２

２８４７ ００９２

慢性病情况（个）

　＜２
　≥２

３９
４５

２５
２５

１４
２０

０６３３ ０４２６

病程（年）

　＜３
　≥３

４２
４２

２３
２７

１９
１５

０７９１ ０３７３

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度

　中度
　重度

５４
３０

３３
１７

１７
１３

５０７７ ００２４

是否产妇

　是
　否

５０
３４

２６
２４

２４
１０

２９０２ ００８８

相关因素 有效组（ｎ＝２６） 无效组（ｎ＝２４） — —

分娩方式

　剖腹
　顺产

３２
１８

２０
６

１２
１２

３９２６ ００４８

分娩次数（次）

　＜２
　≥２

２８
２２

１９
７

９
１５

６４１１ ００１１

治疗方式

　非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
相关因素

　手术具体方案
　尿道中段悬吊带术
　耻骨后膀胱颈悬吊术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３６
４８

２９
１９
—

１５
３５

有效组（ｎ＝３５）

２５
１０

１０３４６±２０４５

２１
１３

无效组（ｎ＝１３）

４
９

１２０５３±１９７８

８３３８
—

—

６５５３

２５９２

０００４
—

—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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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关因素 例数 完全恢复组（ｎ＝５０） 其他组（ｎ＝３４） ｔ／χ２值 Ｐ值
是否存在近期并发症

　是
　否

２０
６４

６
４４

１４
２０

９４９７ ０００２

出院后心理健康评分

（ＳＣＬ９０自评量表）
— １４４±０４３ １９２±０６４ ３８２２ ００００

２４　影响远期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的差异因素“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度、治

疗方式、手术具体方案、手术时间、是否存在近期并发症及出院

后心理状态”纳入多因素分析得知，手术具体方案和出院后心

理状态是影响压力性尿失禁远期疗效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影响远期疗效的多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度 ０３５４ ０９３２ １９２３ ０８２５ ０６６２ ０４４４～０９５４

治疗方式 ０５９７ ０８４３ ０６９２ ０６３３ ０４８６ ０６３３～１５８７

手术具体方案 ０６８５ ０７３９ ８３１０ ００２２ １１３５ ０５３５～１９８７

手术时间 ０６３９ ０８３２ １０４５ ０８３４ ０４７６ ０２９３～０９０７

是否存在近期并发症 ０４２６ ０３６５ １０７６ ０２３４ ０５４４ ０３９３～１２５８

出院后心理状态 ０２６５ ０２３２ ４０４５ ００４３ １０２２ ０５６５～２３３５

２５　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经单因素分析得知，性生活质量改善有效组和无效组在文

化程度、心理因素（是否伴发抑郁）、配偶的态度和认知及临床

近期疗效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其他相关因
素中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例数 有效组（ｎ＝７６） 无效组（ｎ＝７０）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５
　≥３５

８６
６０

４８
２８

３８
３２

１１８５ ０２７６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初中及高中
　大学及以上

４２
５２
５４

１２
３０
３４

３０
２２
１８

５７５０ ００１６

婚姻状况

　单身（包括离异）
　再婚

７８
６８

４３
３３

３５
３５

０６３４ ０４２６

心理因素（是否抑郁）

　是
　否

７３
７３

２０
５６

５３
１７

３５５６７ ００００

配偶的态度和认知

　理解与关心
　非理解与关心

８０
６６

６０
１６

２０
５０

３７３３２ ００００

临床近期疗效

　有效
　无效

８４
６２

７０
６

１４
５６

７７５４０ ００００

２６　影响压力性尿失禁性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的差异因素“文化程度、心理因素（是否伴

发抑郁）、配偶的态度和认知及临床近期疗效”纳入多因素分析

得知，心理因素（是否伴发抑郁）及临床近期疗效是影响压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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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失禁性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影响性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β ＳＥ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文化程度 ０２３１ ０５７８ ３１０９ ０２４５ ０５８７ ０３０４～０８６５

心理因素 ０４２１ ０４８２ ６６９２ ００１４ １３７８ ０６９２～２２６８

配偶的态度和认知 ０３４５ ０５２１ ２０３４ ０５２４ ０５０３ ０２２４～０７４２

临床近期疗效 ０３１６ ０６０２ ８３７２ ０００７ １６８９ １０２３～２６９７

#

　结论
有统计显示，我国人口老龄化迅速加剧，压力性尿失禁的

发生率也逐年升高，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困扰，引起了

更多学者的关注［１０］。大部分学者认为，寻找疾病的发病机制是

治疗疾病的关键，经过不断探索发现压力性尿失禁主要与以下

内容密切相关：①分娩后尿道括约肌麻痹；②尿道括约肌纤维
化；③尿道被覆黏膜萎缩，密封功能受损；④神经损伤；⑤胶原蛋
白类型；⑥雌激素含量［１１１２］。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做了关于造

成女性压力性尿失禁影响因素的分析，认为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分娩方式、年龄、盆腔手术及绝

经情况等［１３１４］。以上研究对其治疗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仍缺少关于影响压力性尿失禁疗效因素的直接分析［１５１６］。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分析得知，影响压力性尿失禁近期疗效

的因素主要为年龄、体重指数、慢性病情况、是否产妇、分娩方

式、分娩次数及治疗方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影
响压力性尿失禁远期疗效的因素主要是压力性尿失禁严重程

度、治疗方式、手术具体方案、手术时间、是否存在近期并发症及

出院后心理状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影响压力性
尿失禁性生活质量改善的主要因素为文化程度、心理因素（是

否伴发抑郁）、配偶的态度和认知及临床近期疗效上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多因素分析得知，分娩次数和治疗
方式是影响压力性尿失禁近期疗效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具体方案和出院后心理状态则是影响
压力性尿失禁远期疗效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心理因素及临床近期疗效是影响压力性尿失禁性生活
质量的关键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陈文
均［１７］和程红［１８］的部分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建议临床医生入院

时清楚患者的分娩次数，建议患者优先选择尿道中断悬吊带

术，同时嘱患者家属关注患者术后心理状况，做到多陪伴、多鼓

励。

综上所述，分娩次数、治疗方式、术式和出院后心理状态分

别是影响女性压力性尿失禁近远期疗效的关键因素，而心理因

素及临床近期疗效是影响压力性尿失禁性生活质量的关键因

素，可以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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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与阴道微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研究
苑晓微△　张雯　何平　杨菊芬
昆明市妇幼保健院，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探讨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与阴道微生态环境之间的关
系。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进行健康体检宫颈癌筛查者
３０６４例为研究对象，将宫颈ＨＰＶ分型检测阳性者１６１４例设为观察组，将同期在妇科门诊进行健康体检和孕
前常规宫颈 ＨＰＶ分型检测阴性者１４５０例设为对照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结果　在
３０６４例就诊者中，检出 ＨＰＶ感染者１６１４例 （２４００％），其中，高危型别 ＨＰＶ感染者占比６７９７％（１０９７／
１６１４），低危型别ＨＰＶ感染者占比１５９９％（２５８／１６１４），高低危混合型感染者占比１６０５％（２５９／１６１４）；同
时，单一型别感染者占比８３０２％（１３４０／１６１４），多重型别感染者占比１６９８％（２７４／１６１４）。高危型别感染前
５位的型别分别为 ＨＰＶ５２（２２００％）、ＨＰＶ１６（１４００％）、ＨＰＶ５８（９９８％）、ＨＰＶ５１（８９８％）、ＨＰＶ１８
（８００％）。ＨＰＶ感染者中，阴道微生态正常者占比１８９０％（３０５／１６１４），ＨＰＶ检测阴性者１４５０例中，阴道
微生态正常者占比３６０７％（５２３／１４５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者阴道微生态失调
发生率较ＨＰＶ阴性者增高。ＨＰＶ检测阳性者细菌性阴道病（ＢＶ）感染者占比６５７％（１０６／１６１４），需氧菌性
阴道炎（ＡＶ）感染者占比１８３４％（２９６／１６１４），ＨＰＶ检测阴性者ＢＶ感染者占比３４５％（５０／１４５０），ＡＶ感染
者占比６６９％（９７／１４５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ＨＰＶ感染增加了 ＡＶ、ＢＶ的感染率。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低危型ＨＰＶ感染人群中，阴道微生态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结论　ＨＰＶ感染对阴道微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ＨＰＶ感染增加了 ＢＶ和 ＡＶ的感染率。阴道微生态状
态与ＨＰＶ高低型别感染无关。

【关键词】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高危型感染；阴道微生态环境；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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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３０６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１６１４ｃａｓｅｓ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２４．００％．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ａ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６７．９７％ （１０９７／１６１４）；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５．９８％
（２５８／１６１４），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ｎｄｌｏｗ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ａｓ１６．０５％ （２５９／１６１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１３４０（８３．０２％）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ｓｉｎｇｌ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ａｎｄ２７４（１６．９８％）ｗｉｔｈ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ｕｂｔｙｐ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ｆｉｖｅｔｙｐｅ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ｗｅｒｅＨＰＶ５２（２２．００％），ＨＰＶ１６（１４．００％），ＨＰＶ５８（９．９８％），ＨＰＶ５１
（８．９８％），ＨＰＶ１８（８．００％）．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ｗａｓ１８．９０％ （３０５／
１６１４），ａｎｄ３６．０７％ （５２３／１４５０）Ａｍｏｎｇ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ＰＶ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ｉ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ＨＰＶｕｎ
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６．５７％ （１０６／１６１４），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Ｖ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ｗａｓ１８．３４％ （２９６／１６１４）；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ＨＰＶ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３．４５％ （５０／
１４５０），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Ａ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６．７０％ （９７／１４５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ｂｏｕｔ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ＨＰＶｕｎ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ｓｏｍ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ＢＶａｎｄＡＶ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ｂｕｔ
ｔｈｅ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ｒｅｎｏ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ｔｙｐｅ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ｒｌｏｗｒｉｓ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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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阴道微生态系统是人体微生态系统的组成之一，当患者的
抵抗力下降、内分泌发生变化、不当的阴道灌洗和免疫功能受

损等，都会破坏动态平衡而影响阴道微生态［１］。现有研究发

现，阴道菌群与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
染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２］，国内外关于ＨＰＶ感染与阴道微生
态环境的相关研究较少，尤其是国内缺乏大样本量的研究［３］。

为了探讨ＨＰＶ感染对阴道微生态的影响以及不同类型ＨＰＶ感
染者阴道微生态状况，本研究对ＨＰＶ感染者阴道微生态环境进
行了比较分析，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妇
科门诊进行健康体检和孕前常规检查宫颈癌筛查者６７２５例为
研究对象。将宫颈ＨＰＶ分型检测阳性者１６１４例设为观察组，
其年龄范围２５岁～４５岁，平均年龄 ３１５岁；将同期在本院妇
科门诊进行健康体检及孕前常规宫颈 ＨＰＶ分型检测阴性者
１４５０例设为对照组，其年龄范围２３岁 ～４５岁，平均年龄 ３０３
岁，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成员同时常规进
行阴道微生态检测。所有患者均要满足以下条件：①无明显阴
道炎症状；②７２ｈ内无阴道冲洗和阴道内置药；③２４ｈ内无性生
活。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试剂与仪器　阴道炎联合检测试剂盒（江苏硕世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ＨＰＶ分型检测试剂盒［亚能生物技术（深圳）
有限公司］，采用 ＰＣＲ反向点杂交法，检测包括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
４３、８１、８３共６种低危型别和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
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７３、８２共１７种高危型别。
１２２　标本采集　①ＨＰＶ检测标本取样：棉拭子擦去子宫颈
口过多的分泌物，采取专用子宫颈刷置于子宫颈管内，顺时针

旋转３～５周，然后抽出子宫颈刷放入装有保存液的标本瓶中；
② 阴道微生态检测标本取样：ＨＰＶ取样的同时，以２个干棉签
从阴道上１／３侧壁及后穹隆处旋转取阴道分泌物。１根棉签在
清洁载玻片上均匀涂抹，用于常规显微镜镜检；另１根棉签置于
试管内，用于生化６项指标检测。
１２３　ＨＰＶ感染的诊断标准　任何一种 ＨＰＶ亚型阳性即为
ＨＰＶ阳性，提示ＨＰＶ感染，２种及以上亚型同时阳性，即为多重
感染。ＨＰＶ６、１１、４２、４３、８１、８３共６种低危型别中的任一型别阳
性，即为低危型ＨＰＶ感染；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４５、５１、５２、
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７３、８２共１７种高危型别中任一型别阳性，
即为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同时，感染上述低危型和高危型ＨＰＶ为
高低危混合型感染。

１２４　阴道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标准　参照中华医学会妇产科
学分会感染性疾病协作组制定的《阴道微生态评价的临床应用

专家共识》和第八版《妇产科学》（谢幸，苟文丽主编，人民卫生

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出版）［４５］确定阴道感染性疾病的诊断标

准。①滴虫性阴道炎（ＴＶ）：典型的临床表现为阴道分泌物增
多，呈稀薄脓性、黄绿色、泡沫状、有臭味，外阴瘙痒，或有灼热、

疼痛、性交痛等，在分泌物中发现滴虫即可确诊。②外阴阴道假
丝酵母菌病（ＶＶＣ）：主要表现为阴道分泌物增多，白色稠厚呈
凝乳或豆腐渣样，外阴瘙痒、灼痛、性交痛及尿频急等泌尿系症

状，镜检发现假丝酵母菌的芽生袍子或假丝菌即可确诊。③细
菌性阴道病（ＢＶ）：依据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标准，评分≥７分诊断为
ＢＶ。④需氧菌性阴道炎（ＡＶ）：目前缺乏公认的诊断标准，主要
根据临床特征和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阴道分泌物评分≥３分即可诊断
为ＡＶ。
１２５　阴道微生态功能　Ｈ２Ｏ２阴性提示微生态正常，阳性提
示乳杆菌功能下降或者数量下降，微生态破坏，ＰＨ值的正常范
围为３８～５４。白细胞酯酶阴性：正常，无炎症；阳性：炎症。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ＨＰＶ感染情况分析

参与本研究的６７２５例就诊者中，检出ＨＰＶ感染者１６１４例
（２４００％），ＨＰＶ感染者中，高危型别ＨＰＶ感染者占比６７９７％
（１０９７／１６１４），低危型别ＨＰＶ感染者占比１５９９％（２５８／１６１４），
高低危混合型感染者占比１６０５％（２５９／１６１４）；同时，单一型别
感染者占比 ８３０２％（１３４０／１６１４），多重型别感染者占比
１６９８％（２７４／１６１４）。高危型别感染者前５位的型别为 ＨＰＶ５２
（２２００％）、ＨＰＶ１６（１４００％）、ＨＰＶ５８（９９８％）、ＨＰＶ５１
（８９８％）和ＨＰＶ１８（８００％）。
２２　ＨＰＶ感染对阴道微生态状态的影响

将ＨＰＶ阳性者与 ＨＰＶ阴性者进行阴道微生态的比较，
１６１４例ＨＰＶ阳性者中，阴道微生态正常者占比１８９０％（３０５／
１６１４），１４５０例ＨＰＶ阴性者中，阴道微生态正常者占比３６０７％
（５２３／１４５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感染
者阴道微生态失调发生率较 ＨＰＶ阴性者增高；ＨＰＶ感染者中
ＢＶ感染者占比 ６５７％（１０６／１６１４），ＡＶ感染者占比 １８３４％
（２９６／１６１４），ＨＰＶ检测阴性者 ＢＶ感染者占比 ３４５％（５０／
１４５０），ＡＶ感染者占比６６９％（９７／１４５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ＨＰＶ感染增加了 ＡＶ、ＢＶ的感染率。其
余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２３　ＨＰＶ感染组不同型别患者阴道微生态状态比较

１６１４例 ＨＰＶ感染者中，高危型别 ＨＰＶ感染者占比
６７９７％（１０９７／１６１４），低危型别ＨＰＶ感染者占比１５９９％（２５８／
１６１４），两者阴道微生态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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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成员阴道微生态状态比较

　　类别

ＨＰＶ阳性组
（ｎ＝１６１４）

例数 百分比

ＨＰＶ阴性组
（ｎ＝１４５０）

例数 百分比

Ｐ值

正常 ２０５ １２７０ ４２３ ２９１７ ＜００５

ＴＶ ２１ １３０ １８ １２４ ＞００５

ＶＶＣ １６４ １０１６ １２２ ８４１ ＞００５

ＢＶ １０６ ６５７ ５０ ３４５ ＜００５

ＡＶ ２９６ １８３４ ９７ ６６９ ＜００５

白细胞酯酶（＋） １００５ ６２２７ １００３ ６９１７ ＞００５

Ｈ２Ｏ（＋） １１８０ ７３１１ ９２７ ６３９３ ＞００５

ＰＨ值（正常） ９６５ ５９７９ ８８２ ６０８３ ＞００５

　　注：ＢＶ表示细菌性阴道病；ＴＶ表示滴虫性阴道炎；ＶＶＣ表示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表２　ＨＰＶ感染组不同型别患者阴道微生态状态比较

　　类别 例数
高危型

例数 百分比

低危型

例数 百分比
Ｐ值

正常 ３０５ １５６ ５１１５ １４９ ４８８５ ＞００５

ＴＶ ２１ ９ ４２８６ １２ ５７１４ ＞００５

ＶＶＣ １６４ ８８ ５３６６ ７６ ４６３４ ＞００５

ＢＶ １０６ ５８ ５４７２ ４８ ４５２８ ＞００５

ＡＶ ２９６ １４９ ５０３４ １４７ ４９６６ ＞００５

白细胞酯酶（＋） １００５ ４８９ ４８６６ ５１６ ５１３４ ＞００５

Ｈ２Ｏ（＋） １１８０ ５６５ ４７８８ ６１５ ５２１２ ＞００５

ＰＨ值（正常） ９６５ ４５２ ４６８４ ５１３ ５３１６ ＞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ＨＰＶ感染情况分析

ＨＰＶ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病毒，根据其致癌性的高低分为高
危型和低危型，低危型ＨＰＶ会导致良性病变，高危型ＨＰＶ的致
癌性较高，宫颈癌及宫颈癌前病变均与持续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相
关，在已经发现的１００多种亚型中，至少有１３种高危亚型与子
宫颈浸润癌相关［６］。ＨＰＶ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ＷＨＯ估计全
球范围内高达７５％的女性在一生中可能感染ＨＰＶ，但大多数都
会自动清除，多为一过性感染。本研究汇总自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来昆明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进行健康体检和孕
前常规宫颈癌筛查的２５岁～４５岁患者６７２５例，其中ＨＰＶ感染
者占比２４００％（１６１４／６７２５），ＨＰＶ感染患者中高危型别 ＨＰＶ
感染者占比６７９７％（１０９７／１６１４），低危型别 ＨＰＶ感染者占比
１５９９％（２５８／１６１４），高低危混合型感染者占比１６０５％（２５９／
１６１４）；同时，单一型别感染者占比８３０２％（１３４０／１６１４），多重
型别感染者占比１６９８％（２７４／１６１４）。据研究资料显示，不同
种族、不同地区 ＨＰＶ感染率和感染亚型不尽相同。ＨＰＶ１６、１８
是在世界范围内常见的 ＨＰＶ感染型别，中国的宫颈癌患者中，
ＨＰＶ１６、１８、５２、５８阳性率高于其他型别，尤其是 ＨＰＶ５２、５８在
中国南方地区较为常见。杭州地区高危型 ＨＰＶ阳性率前 ３位

的型别分别为ＨＰＶ１６、５８、５２型［７］。徐州地区最常见的病毒亚

型为ＨＰＶ１６、３１、３３、５８［８］。在一项包含了欧洲、美洲、非洲、亚
洲、太平洋地区的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ＨＰＶ感染亚型前５位
的型别依次为 ＨＰＶｌ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９］。本研究结果提示，高危
型别感染前 ５位的型别分别为 ＨＰＶ５２（２２００％）、ＨＰＶ１６
（１４００％）、ＨＰＶ５８（９９８％）、ＨＰＶ５１（８９８％）和 ＨＰＶ１８
（８００％），与上述地区稍有不同。
３２　阴道微生态状况分析

阴道微生态平衡是指阴道内微生物群与宿主、环境之间保

持着协调的动态平衡，阴道内存在革兰氏阳性需氧菌、革兰氏阴

性需氧菌、专性厌氧菌、菌质体（支原体）和假丝酵母菌等多种

病原体寄居，形成阴道正常微生物群，相互制约，其中，乳酸杆菌

为优势菌，对维持阴道正常菌群起着关键作用。本研究通过形

态学与功能学检测，可以系统评价阴道正常优势菌乳酸杆菌的

数量和功能，致病菌增殖水平和阴道黏膜受损情况，全面评价阴

道微生态状况［１０］。在功能学检测指标中，我们选择观察过氧化

氢、ＰＨ值和白细胞酯酶３项指标。过氧化氢是乳酸杆菌的代谢
产物之一，可以了解乳酸杆菌的活性。白细胞酯酶为机体炎性

反应标志物，通过检测分泌物中的白细胞酯酶活性可以间接反

映白细胞的多少。

３３　ＨＰＶ感染对阴道微生态的影响
宫颈病变可以影响阴道的微生态环境，造成阴道内乳酸杆

菌的大量减少、异常需氧菌群增加。也有研究发现，生殖道微

生物感染可以造成生殖道黏膜损伤，增加了ＨＰＶ病毒侵袭的机
会，阴道内环境动态平衡的破坏可能会对 ＨＰＶ感染者宫颈病变
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１１１３］。本研究结果提示，

ＨＰＶ阳性者阴道微生态失调发生率比ＨＰＶ阴性者增高。有关
研究结果显示，ＶＶＣ与ＨＰＶ感染不存在相关性［１４］，本研究结果

与其具有一致性。在Ｌｕ等的研究中，以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７分作为
ＢＶ的诊断标准，在３５０２例患者中，ＢＶ在 ＨＰＶ阳性组和 ＨＰＶ
阴性组的检出率分别为 １５５％、３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提示ＨＰＶ感染与 ＢＶ可能存在相关性［１５］。本研究１６１４例
ＨＰＶ阳性者中，ＢＶ感染者占比６５７％（１０６／１６１４），ＨＰＶ检测
阴性者１４５０例中，ＢＶ感染者占比３４５％（５０／１４５０），两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关于 ＡＶ与 ＨＰＶ感染的研究较
少，两者是否存在相关性尚不明确［１６］。但在本研究中，ＨＰＶ阳
性组ＡＶ的感染率明显高于ＨＰＶ阴性组，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ＨＰＶ感染与 ＡＶ具有相关性。周丹等的
研究发现，ＨＰＶｌ６／１８感染可能与阴道黏膜乳酸杆菌减少、阴道
菌群失调相关［１７］。本研究虽然未进行具体型别 ＨＰＶ感染的微
生态状况的分析比较，但通过对高危型别感染和低危型别感染

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和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人
群中，阴道微生态的状况无明显变化。

综上所述，ＨＰＶ感染对阴道微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
其中，ＢＶ和ＡＶ感染与 ＨＰＶ具有相关性，ＨＰＶ感染增加了 ＢＶ
和ＡＶ的感染率。阴道微生态状态与 ＨＰＶ高低危型别感染无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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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课题普及应用项目（１７ＰＪ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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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产、剖宫产及产钳助产对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
及性功能的影响比较
吴晓兰△　郑高明　潘华　帅旭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要】　目的　观察与比较顺产、剖宫产及产钳助产对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的影响程度。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接收的５２例顺产初产妇为 Ａ组，同期的５２例
剖宫产产妇为Ｂ组，５２例产钳助产产妇为Ｃ组。比较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盆底肌力、尿流动
力学及ＢＩＳＦＷ量表结果。结果　产后８周及１６周Ｂ组的盆底肌力、尿流动力学及 ＢＩＳＦＷ量表结果均好
于Ａ组及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２４周三组的盆底肌力、尿流动力学及ＢＩＳＦＷ量表结
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８周及１６周Ａ组与Ｃ组的盆底肌力、尿流动力学及ＢＩＳＦＷ量
表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顺产、剖宫产及产钳助产对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
能的影响较大，剖宫产早期评估状态较好，后期与顺产及产钳助产的差异不明显。

【关键词】　顺产；剖宫产；产钳助产；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性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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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产妇是临床中产妇的主要人群，在产妇中占比极高，产
妇产后的相关经验不足，面临的问题也较多，而盆底损伤是盆

底功能变差的主要原因，因此产后盆底状态的临床评估与改善

需求较高；同时，产后性功能状态的问题也是产妇疑问较多且

亟需改善的方面［１］。鉴于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的临床重要

性，对初产妇进行影响因素及变化情况的研究极为必要［２］。临

床中关于产妇上述方面的研究多见，但细致程度不足。本文中

我们就顺产、剖宫产及产钳助产对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

能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与比较，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接收
的５２例顺产初产妇为Ａ组，同期的５２例剖宫产产妇为Ｂ组，５２
例产钳助产产妇为Ｃ组。Ａ组中，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５岁，年龄
（２７９±５５）岁，孕周范围３７０周～４２０周，孕周（４０３±０８）
周，新生儿体重范围２２０５ｇ～４４０２ｇ，体重（３１３５７±２２６７）ｇ；有
流产史者６例，无流产史者４６例。Ｂ组中，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６
岁，年龄（２８１±５３）岁，孕周范围 ３７０周 ～４２２周，孕周
（４０１±１０）周，新生儿体重范围２２１０ｇ～４３９８ｇ，体重（３１３６７
±２１８９）ｇ；有流产史者７例，无流产史者４５例。Ｃ组中，年龄
范围２１岁～３６岁，年龄（２８０±５２）岁，孕周范围 ３７５周 ～
４２１周，孕周（４０２±０９）周，新生儿体重范围２２０８ｇ～４４０８ｇ，
体重（３１３８９±２２０５）ｇ；有流产史者６例，无流产史者４６例。
三组初产妇的年龄、孕周、新生儿体重及流产史等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具有可比性。同时，本研究经
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核通过。

纳入标准：单胎者；足月者；年龄在２０岁及以上者；对本研
究知情与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有分娩史者；双胎者；文盲

及小学文化程度者；不能全程配合检查者。

１２　方法
检测Ａ组、Ｂ组及 Ｃ组三组的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状

态，盆底状态包括盆底肌力及尿流动力学指标，其中盆底肌力

包括盆底Ⅰ类、Ⅱ类肌纤维肌力及疲劳度，尿流动力学指标包
括ＰＭＵＣ、ＶＬＰＰ及 ＢＣ，采用 Ｎｉｄｏｃ９７０尿动力学分析仪进行检

测，分别于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各评估与检测１次。然后统
计与比较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盆底肌力、尿流动
力学及ＢＩＳＦＷ量表结果。
１３　评价标准

ＢＩＳＦＷ量表［３］：是评估女性性功能状态的有效指标，本量

表包括３０个评估问题，分别对性欲、性高潮、性心理及性交困难
四个方面进行评估，上述方面分别包括１０个、６个、５个及９个
评估问题，以患者的评分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差。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方面采用的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９０，计量资料的表示方

式为均数±标准差，进行ｔ检验分析，重复测量资料的计量资料
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百分比，进行 χ２检验分
析，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盆底肌力比较

产后８周及１６周Ｂ组的盆底肌力均好于 Ａ组及 Ｃ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２４周三组的盆底肌力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８周及１６周 Ａ组与 Ｃ
组的盆底肌力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表１。
２２　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尿流动力学比较

产后８周及１６周Ｂ组的尿流动力学指标均好于 Ａ组及 Ｃ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２４周三组的尿流动
力学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８周及１６
周Ａ组与Ｃ组的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 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比
较

　　产后８周及１６周Ｂ组的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均好于Ａ组及Ｃ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２４周三组的 ＢＩＳＦＷ
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８周及１６
周Ａ组与Ｃ组的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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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盆底肌力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Ⅰ类肌纤维

肌力（级） 疲劳度（％）
Ⅱ类肌纤维

肌力（级） 疲劳度（％）

Ａ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１４７±０１５ －３９５±０２０ ０４０±００５ －１６９±０１２

产后１６周 １６１±０１８ －３６６±０１８ ０５０±００７ －１５９±０１０

产后２４周 ２１９±０２５ －３０１±０１６ ０７９±０１３ －１１８±００９

Ｂ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１８７±０１９ａ －３０２±０１５ａ ０５９±００９ａ －１３２±００９ａ

产后１６周 １９９±０２１ａ －２９９±０１３ａ ０７１±０１１ａ －１１５±００７ａ

产后２４周 ２２１±０２７ －２８０±０１０ ０８０±０１５ －１０６±００５

Ｃ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１４５±０１４ －３９７±０２１ ０３８±００４ －１７１±０１３

产后１６周 １６０±０１６ －３６９±０１９ ０４６±００６ －１６２±０１１

产后２４周 ２１６±０２３ －３０２±０１５ ０７８±０１２ －１１９±０１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及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尿流动力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ＰＭＵＣ（ｃｍＨ２Ｏ） ＶＬＰＰ（ｃｍＨ２Ｏ） ＢＣ（ｍｌ／ｃｍＨ２Ｏ）

Ａ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７５６５±６２３ ８６８６±７２０ ４１４５±３９７

产后１６周 ７８９６±６６２ ９３７５±７４６ ４３４２±４１６

产后２４周 ８９３６±８０２ １０７２０±８１１ ５０６６±５２７

Ｂ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８０９５±６９６ａ ９２９６±７３８ａ ４５９５±４３８ａ

产后１６周 ８５８９±７１２ａ ９９９９±７７９ａ ４７８９±５１０ａ

产后２４周 ９０２４±８０１ １０７９７±８１５ ５０７８±５３６

Ｃ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７５５８±６１７ ８６２６±７１５ ４１３９±３８６

产后１６周 ７８８１±６５９ ９３６１±７４２ ４３２８±４０９

产后２４周 ８９１５±７９５ １０６９５±７９６ ５０５１±５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及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三组产妇产后８周、１６周及２４周的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性欲 性高潮 性心理 性交困难

Ａ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２０２５±２３４ １５６５±１８８ １４２４±１６２ １８３２±１９８

产后１６周 １９３１±２２０ １４９６±１７６ １２３８±１５２ １６２４±１８４

产后２４周 １４３９±１６６ １１１２±１２３ ８９７±１０１ １４１７±１４８

Ｂ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１７１７±１９５ａ １３０２±１５４ａ １１１０±１３４ａ １５２０±１５７ａ

产后１６周 １６０２±１８１ａ １２２５±１３６ａ １００８±１１５ａ １４０８±１４０ａ

产后２４周 １４３３±１６５ １１０１±１２５ ８９５±０９５ １３２４±１２５

Ｃ组 ５２ 产后８周 ２０３１±２３６ １５７０±１９１ １４３０±１６５ １８４０±１９９

产后１６周 １９４５±２２５ １５１０±１７８ １２４１±１５５ １６３２±１９０

产后２４周 １４４１±１６８ １１１５±１２８ ９０２±０９７ １４２２±１４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及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产妇作为妇产科的主要人群，其妊娠期及产褥期面临的问

题较多，且涉及的生理及心理问题均较多。其中生理方面的问

题主要包括产后创口恢复、机体其他功能的变化等［４５］，而心理

问题则与产后抑郁、育儿效能感、角色转换及适应等多方面有

关，涉及面较广，且问题多较为严重，另外，产妇产后的众多问题

中，产后性功能是较多产妇疑问较多但是研究却相对不足，甚

至研究差异较大的方面，因此此方面的研究仍十分必要。再者，

产妇的产后盆底状态与产后恢复及产后性功能状态均密切相

关［６７］，且是关系到产妇后期较长时间盆底功能的重要方面，因

此临床对于产妇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的干预研究极为重要。

另外，初产妇作为初次分娩的产妇，其对于妊娠期及产褥期相关

知识的认知度均较低，经验相对匮乏，因此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

及性功能的调控与干预需求相对更高［８９］。有关研究认为，对

于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的影响因素较多，其中分娩方

式是对产妇产后上述功能及状态影响较大的方面［１０１１］，但是相

关的细致研究相对不足。

本文中我们就顺产、剖宫产及产钳助产对初产妇产后盆底

状态及性功能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与比较，结果显示，产后８周
及１６周剖宫产产妇的盆底肌力、尿流动力学及 ＢＩＳＦＷ量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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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均好于顺产及产钳助产者，但顺产及产钳助产者之间无明显

差异，而至产后２４周三类分娩方式者的盆底肌力、尿流动力学
及ＢＩＳＦＷ量表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产后早期剖宫产
产妇的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相对更好，而至产后２４周则差异不明
显，因此认为剖宫产早期的盆底与性功能方面相对较好，可能

与胎儿的娩出不经过阴道，造成的撕裂伤等创伤，加之顺产及

产钳助产等分娩过程对于盆底结构等多方面的影响［１２１４］，因此

产后功能恢复需要时间更长，而剖宫产未产生上述损伤及影

响，因此有助于产后盆底状态的尽快恢复，但是远期的影响优

势并不明显［１５１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顺产、剖宫产及产钳助

产对初产妇产后盆底状态及性功能的影响较大，剖宫产早期评

估状态较好，后期与顺产及产钳助产的差异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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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与双胎早产的
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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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与观察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与双胎早产的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期间在沧州市人民医院入住的６０例双胎早产者为观察组，６０例正常双胎妊娠者为对
照组。比较两组的血清孕酮及基质金属蛋白酶、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及基质金属蛋白酶，同时比

较观察组中不同孕周者的检测结果，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研究指标与双胎早产的关系。结果　观察组
的血清孕酮及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Ｂ低于对照组，血清及胎盘绒毛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胎盘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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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Ａ均高于对照组，且观察组中孕周２８周～３２周、３３周～３４周及３５周～３６周者的表
达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示，上述研究指标均与双胎早产有密切
的关系。结论　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均与双胎早产有密切的关系，可作为双胎早产的重要
评估与监测指标。

【关键词】　孕激素及受体表达；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双胎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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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产在临床并不少见，关于早产的各方面研究也多见，其
中不乏关于早产相关指标的变化研究，其中孕激素及其受体亚

型是研究较热的一个方面，与分娩发动与妊娠的维持等多方面

有密切的关系，但存在研究细致程度不足的情况［１２］。再者，基

质金属蛋白酶作为早产方面研究中占比较高的另一类指标，其

研究的细致程度相对不足的情况。同时，上述方面在双胎早产

中的研究十分匮乏，而双胎妊娠的重要性则提示此方面进一步

研究的重要性［３］。本文中我们就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

酶表达与双胎早产的关系进行研究与观察。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期间沧州市人民医院入
住的６０例双胎早产者为观察组，６０例正常双胎妊娠者为对照
组。对照组的６０例正常双胎妊娠妇女，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３３
岁，年龄（２６３±４６）岁；其中初产妇５０例，经产妇１０例；单卵
双胎者４４例，双卵双胎者１６例。观察组的６０例双胎早产妇
女，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４岁，年龄（２６１±４９）岁，孕周范围２８
周～３２周者２０例，范围３３周 ～３４周者２０例，范围３５周 ～３６
周者２０例；其中初产妇５１例，经产妇９例；单卵双胎者４４例，
双卵双胎者１６例。两组的年龄、分娩史及单双卵双胎构成等情
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两组之间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通过。

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０岁及以上；双胎妊娠；对研究知情及签
署同意书。排除标准：合并妊娠期疾病者；妊娠前合并机体基础

疾病及其他多系统器官功能异常者；合并生殖系统疾病者；单

胎妊娠者；精神及认知异常者。

１２　方法
采集两组妇女的外周空腹静脉血及胎盘绒毛组织进行检

测，其中对照组血标本分别于孕８周～３２周、３３周～３４周及３５
周～３６周各采集１次，其中空腹静脉血标本采集量为５０ｍｌ，将
血标本采用医用离心机离心，离心半径为１５０ｃｍ，离心速度为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时间为５０ｍｉｎ，离心后取血清部分进行血清孕
酮（Ｐ）及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ＭＰ１、ＭＭＰ３、ＭＭＰ８及 ＭＭＰ９），
另将胎盘绒毛组织标本进行总ＲＮＡ的提取并加以处理后，以全
自动荧光定量 ＰＣＲ仪进行检测，检测指标为基质金属蛋白酶
（ＭＭＰ１、ＭＭＰ３、ＭＭＰ８及 ＭＭＰ９）。然后统计与比较两组的
血清孕酮及基质金属蛋白酶、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及

基质金属蛋白酶，同时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孕周者的检测结果，并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研究指标与双胎早产的关系。
１３　统计学检验

本研究中的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ＰＳＳ１９０，计量资料的表示方式
为均数±标准差，进行ｔ检验分析，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进行方差
分析，计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百分比，进行χ２检验分析，研究指标与
双胎早产的关系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血清孕酮及基质金属蛋白酶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血清孕酮低于对照组，血清基质金属蛋白酶

均高于对照组患者，且观察组患者中孕周范围２８周 ～３２周、３３
周～３４周及３５周～３６周者的表达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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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的血清孕酮及基质金属蛋白酶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孕周范围（ｎ） Ｐ（μｇ／Ｌ） ＭＭＰ１（μｇ／Ｌ） ＭＭＰ３（ｎｇ／ｍｌ） ＭＭＰ８（ｎｇ／ｍｌ） ＭＭＰ９（ｎｇ／ｍｌ）

观察组 ６０ ２８～３２（２０）
３５２４２±５１３８
３７８９８±５６９６

１９５２５±２２６８
１６０４１±１８８５

２４１３５±２２６５
１９１２０±１８７８

１１６８±１６４
９１０±１４１

１２４６４±１１３５
８８４８±９２０

３３～３４（２０） ３４９１４±５０２６ １９０４２±２１７８ ２３０４２±２１８４ １１２４±１５９ １１３４３±１１８４

３５～３６（２０） ３０１５４±４５２５ ２２７９７±２４５８ ２６２１８±２５６５ １４１０±１８１ １５１５８±１５５８

对照组 ６０ ５１０２１±７８９８ １４８９８±１７６８ １８２２５±１７６４ ８８６±１３５ ８０４５±７７３

ｔ值 １２９７２ １２４６３ １５９４６ １０２８３ ２４９２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 Ｂ低于对照

组患者，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 Ａ均高于对照组患者，
且观察组患者中孕周范围２８周 ～３２周、３３周 ～３４周及３５周
～３６周者的表达结果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胎盘绒毛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胎盘绒毛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均高于对照

组，且观察组中孕周范围２８周 ～３２周、３３周 ～３４周及３５周 ～
３６周者的表达结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孕周范围

（ｎ）
孕激素受体

亚型Ａ
孕激素受体

亚型Ｂ

观察组 ６０ ２８～３２（２０）
２９８±０４５
１９９±０３２

１１５４±１５１
１５９５±１７２

３３～３４（２０） ２５６±０４０ １２２３±１５６

３５～３６（２０） ２９８±０５４ ９４５±０９５

对照组 ６０ １９５±０２９ １６３６±１８８

ｔ值 １４９０３ １５４８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的胎盘绒毛组织基质金属蛋白酶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孕周范围（ｎ） ＭＭＰ１ ＭＭＰ３ ＭＭＰ８ ＭＭＰ９

观察组 ６０ ２８～３２（２０） ０３０±００８
０１５±００５

３５６±０５９
２９１±０５０

３３４±０５６
２２６±０３２

０７８±０１５
０５８±０１１

３３～３４（２０） ０２８±００９ ３４６±０５３ ３１５±０５２ ０７８±０１６

３５～３６（２０） ０４１±０１２ ４１０±０６６ ４５６±０６１ ０９２±０２１

对照组 ６０ ０１２±００４ ２８２±０４６ ２０５±０２３ ０５６±０１０

ｔ值 １５５８８ ７６６２ １６５０５ ９４５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研究指标与双胎早产的关系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示，血清孕酮及基质金属蛋白酶、胎盘

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及基质金属蛋白酶等研究指标均与

双胎早产有密切的关系。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研究指标与双胎早产的关系分析

　　　研究指标 ＷＡＬＤ Ｐ ＯＲ 　　９５％ＣＩ

血清Ｐ ６９８７ ＜００５ ２４２８１１９５～９２６７

血清ＭＭＰ１ ８４６３ ＜００５ ２９４１１２９６～１１０８４

血清ＭＭＰ３ ７７２８ ＜００５ ２７０３１２４６～１０９５２

血清ＭＭＰ８ ９４５６ ＜００５ ３２５１１３２７～１１８７６

血清ＭＭＰ９ １１２３４ ＜００５ ３９４６１４７８～１４０５７

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Ａ １０５６３ ＜００５ ４０１９１４５１～１３３３９

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Ｂ ７５２０ ＜００５ ２６１０１２２３～１０３４６

组织ＭＭＰ１ ６６４１ ＜００５ ２３１５１１５６～８９７２

组织ＭＭＰ３ ８７７２ ＜００５ ３１１０１３０２～１１４５６

组织ＭＭＰ８ ９８４０ ＜００５ ３３４６１４１５～１２５５０

组织ＭＭＰ９ １０２８１ ＜００５ ３５３７１４３６～１３０９７

#

　讨论
早产孕产妇在妇产科中较为常见，对母体及新生儿均十分

不利，尤其对于新生儿危害明显，可以导致其生存率及致残率显

著升高，因此临床对于早产的重视程度极高［４５］，且相关研究多

见，而双胎早产作为其中较为特殊的类型，临床中多归属于高危

妊娠，且双胎更易于发生早产，因此，对于双胎早产的重视程度

相对更高［６７］。临床中关于早产及相关变化的研究多见，其中

较多指标对于分娩机制的发动有影响作用，其中孕激素及其受

体是与分娩发动密切相关的指标［８１０］，而孕激素的撤退可导致

分娩发动，而孕激素受体中的孕激素受体亚型Ａ及孕激素受体
亚型Ｂ则具有维持妊娠及拮抗其维持作用的功能，因此对其进
行变化探究的意义较高［１１１２］。再者，ＭＭＰ指标中的 ＭＭＰ１、
ＭＭＰ３、ＭＭＰ８及ＭＭＰ９则与组织细胞外基质的降解有密切的
关系，在胎膜早破及宫颈促成熟方面均有较强的作用［１３１５］，因

此对其在早产包括双胎早产中的研究意义较高。

本文就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与双胎早产的

关系进行研究与观察，结果显示，双胎早产者的血清孕酮及基质

金属蛋白酶、胎盘绒毛组织孕激素受体亚型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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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显著异于正常双胎妊娠者，且双胎早产者中孕周范围２８周
～３２周、３３周～３４周及３５周～３６周者的表达结果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处理显示，上述研究指标均与双胎早产有
密切的关系，从而肯定了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

在双胎早产中的检测价值，这与上述指标对于妊娠的维持及宫

颈成熟等方面的变化有关［１６１７］，同时随着孕期的增加，这种表

现日益突出，相关指标的表达也有所增强［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孕激素及受体、基质金属蛋白酶表达

均与双胎早产有密切的关系，可作为双胎早产的重要评估与监

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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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庆琪教授使用沉香治疗男科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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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男科疾病其病位多位于下焦，而沉香味辛、苦，性微温；主行主降，古书记载能补火暖精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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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散寒止痛，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其具备抗菌活性、抗肿瘤活性、镇静抗抑郁、镇痛活性等。曾庆琪教授针

对这些特点将其应用于男科临床，同时根据兼证灵活化裁，疗效显著。

【关键词】　曾庆琪教授；沉香；男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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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香为瑞香科植物沉香或白木香的含有树脂的木材，是十
大广药之一，据史料记载，历代医家使用沉香治病，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如《日华子本草》谓：“调中、实五脏，益精壮阳，暖腰膝，

去邪气，破症癖。”《本草新编》曰：“沉香，温肾而又通心，用黄

连、肉桂以交心肾者，不若用沉香更为省事，一药而两用之也。”

还有《本草求真》（公元１７６９年）以及《珍珠囊》等，都有其独到
的论述。根据现有文献报道，沉香作为中医常用药，临床主要用

于治疗胸腹胀闷疼痛、胃寒呃逆呕吐，肾虚气逆喘急等病症，均

有较好的疗效。现代药理研究报道，沉香具有镇静、解痉、镇痛、

抗菌、抗炎、抗氧化、抗肿瘤、降血糖等广泛药理作用［１３］。纵观

古今医案之记载，鲜有沉香用于男科疾病的论述。曾庆琪教授

为全国著名中医药专家、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男科分会会长、中

华中医药学会男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医术尽得祖岳父，中医世

家扬州名医张朝盈公之薪传，家传与师承相结合，临证３０余载，
论治经验丰富。笔者多年来擅用沉香治疗男科顽疾，疗效显著，

现撷录病案三则以飨同道。

!

　病案举隅
１１　温中暖肾祛阴汗

吴某，男，３９岁，未婚，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６日来南京中医药大学
附属江苏省中医院求诊，诉阴囊潮湿，会阴处湿疹瘙痒０５年。
既往鼓胀（肝硬化腹水）１０余年，近０５年始感下体潮湿、会阴
处皮疹瘙痒，食纳睡眠欠佳。刻诊：精神略显紧张焦虑，面黄体

偏瘦，查体阴囊处少许红色皮疹，伴有异味，无水泡脱屑等，舌淡

紫，脉沉滑。症属肝脾不调、气滞湿阻，治以疏肝健脾、化湿行

气，方以曾师经验方前列腺 ＩＩＩ号方［２］加减，党参 １５ｇ、太子参
１５ｇ、黄芪２０ｇ、鸡血藤 １０ｇ、丹皮 １０ｇ、烫水蛭 ６ｇ、柴胡 ６ｇ、肉桂
６ｇ（后下）、沉香５ｇ（后下）、防己１０ｇ、香附１０ｇ（后下）、葶苈子（包煎）１０ｇ、
陈皮１０ｇ、麸炒苍术６ｇ、炒水红花子６ｇ、红枣１０ｇ、鱼腥草１０ｇ，７
剂水煎服，早晚分服。

２０１７年９月 ２３日二诊，药后下体潮湿好转，湿疹瘙痒依

旧，诉因外出不愿继续煎药，遂改处方：沉香３０ｇ、蝼蛄虫１５ｇ、刺
猬皮４０ｇ、西洋参２０ｇ、砂仁２０ｇ、蜂房３０ｇ、广木香２０ｇ、水蛭３０ｇ
统一打粉、一次服药５ｇ、每日两次温水送服。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１日三诊，阴囊湿疹向愈，守方续服半月巩

固疗效。

按：本案中鼓胀首先在于肝脾肾功能彼此失调，肝气郁遏日

久，势必木郁克土，在病证上可出现气滞湿阻，脾失健运，湿浊不

化，阻滞气机，可化热而出现湿热蕴结下焦、阴部而出现阴汗的

病证，亦可久病湿从寒化而出现寒湿困脾的病证。沉香一药在

《名医别录》中最早记载：“沉香、熏陆香、鸡舌香、藿香、詹糖香、

枫香并微温，悉治风水毒肿，去恶气。”，并在《本草经集注》中补

充云：“此六种香皆合香家要用，不正入药，唯疗恶核毒肿，道方

颇有用处”，而下体潮湿，阴囊及会阴湿疹等为男科疾病常见症

状之一，所以方中加以肉桂、沉香、香附暖脾肾主下行，去恶气治

风水毒肿，助脾运以化水湿；予以炒水红花子、鱼腥草、柴胡清热

利湿；予党参、太子参、黄芪、红枣补脾益气、鼓舞正气，麸炒苍

术、陈皮燥湿健脾，鼓胀继生阴汗，其肝、脾、肾功能相互失调，终

至气滞、血瘀、水停腹中，所以予以鸡血藤、丹皮、烫水蛭、防己、

葶苈子等活血化瘀及清利之品。曾庆琪教授认为阴汗、鼓胀之

病邪以“风水毒肿”为主，治疗当主祛湿辅以行气化瘀。临床中

遵古道重药理，对于久治不愈之阴痒，湿疹一症，尤其重视行气

温化，此处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加用沉香一药堪妙。曾庆琪教

授认为沉香性温、味辛、主归脾、胃、肾经，兼归肺、胆、肝经，主

行，温而不燥，行而不泄，扶脾而运行不倦，气行则水行，且其性

主行主降，易达阴部。且具抗菌活性、抗肿瘤活性、镇静抗抑郁

活性等［３４］，临证时将其与广木香或香附相伍，既可降气温中，

又可暖肾行气开郁，二药相伍，升降结合，又不失温化逐恶气风

水之意。

１２　降气散瘀定痛良
马某，男，５０岁，退休干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来南京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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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大学附属江苏省中医院求诊，主诉夜尿多伴有小便无力、尿

细、腰酸会阴刺痛８月。既往有前列腺增生及慢性前列腺炎病
史。平时生活规律，近来无房事。大便稍腻，饮食入睡可。刻

诊：患者体丰，面色红润，神情焦虑，查体外生殖器无明显异常。

辅助检查：前列腺Ｂ超示：左右直径４３ｍｍ，上下直径４３ｍｍ，前
后直径３８ｍｍ，膀胱残余尿３６５ｍｌ，意见：前列腺增生，前列腺
结石，前列腺内部片状回声减低区符合慢性前列腺炎改变。症

属肝郁脾虚，寒湿瘀阻下焦，治以疏肝健脾、祛瘀温化水湿，方以

前列腺ＩＩＩ号方［２］加减，麸炒白术１０ｇ、党参２５ｇ、丹参２０ｇ、茯苓
１０ｇ、醋柴胡１０ｇ、炙甘草６ｇ、肉桂（后下）６ｇ、丹皮１５ｇ、山药１０ｇ、盐
车前子１０ｇ、石菖蒲１０ｇ、刘寄奴１５ｇ、麸炒苍术１０ｇ、制乳香（包煎）

１０ｇ、炒没药（包煎）１０ｇ、砂仁（后下）１０ｇ、红枣１０ｇ、沉香（后下）８ｇ、荔枝
核１５ｇ、制吴茱萸６ｇ，７剂，水煎服，每日１剂，早晚饭后１ｈ服用。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日二诊，患者腰酸会阴刺痛、夜尿频减轻，

小便无力好转，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６分，原方改盐车前子１５ｇ、
石菖蒲１５ｇ、继服１４剂。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６日三诊：腰酸会阴刺痛、夜尿频明显好转。

原方加冬葵子１０ｇ，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评分２分，再服１４剂告愈。
按：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Ⅲ型前列腺炎）

是泌尿外科、男科常见疑难病之一，约占慢性前列腺炎的９０％
以上，主要表现为骨盆区域疼痛，和／或伴有不同程度的排尿异
常和性功能障碍，或伴有焦虑、抑郁、失眠、记忆力下降等精神神

经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曾庆琪教授将沉香用于治

疗Ⅲ型前列腺炎，取其主行主降之性。《药品化义》云：“沉香有
通天彻地之功，体重而沉，味辛走散，气雄横行，…总之，疏通经

络，血随气行，痰随其气转，凡属痛痒，无不悉愈。”中医学认为

不通则痛，不通则易为瘀、为痰、为湿，其性属实，沉香主行主降，

能佐舒经药、善驱邪气，能散瘀定痛［５，３］。现代药理研究证实沉

香具有镇静、镇痛、抗菌、抗炎等功效，本案中处方予以前列腺

ＩＩＩ号方加减以疏肝健脾、祛瘀温化水湿，加荔枝核、制吴茱萸、
制乳没、沉香、刘寄奴以通行经络，活血化瘀、行气止痛；加肉桂、

沉香鼓舞脾肾阳气，温暖脾胃肾，以助行气化瘀之力。且加冬葵

子清热利湿，砂仁、大枣、顾护脾胃，调和药性，全方寒热并用、补

泻兼施，心身同调。

１３　行气解郁气淋除
仇某，男，５１岁，公司业务员，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来南京中

医药大学附属江苏省中医院求诊，主诉尿道外口红肿并少许分

泌物伴尿频、尿急、尿痛３月。既往有冶游史，曾在多家医院被
确诊为“非淋菌性尿道炎”，并行大量抗生素及中成药治疗（具

体不详），现感龟头不适好转，仍有阴部发痒，小便稍黄，小便灼

热感，尿急尿痛。刻诊：情志焦虑，阴囊皮肤稍红，龟头红，少许

淡白色分泌物，胃脘部饱胀不适，食纳入睡较差，舌淡苔薄腻，脉

细滑。证属：肝脾不调、湿热夹瘀，治以疏肝理脾，清热利湿化

瘀，处方：琥珀２５ｇ、沉香３０ｇ、露蜂房３０ｇ、鼠妇２０ｇ、西洋参３０ｇ、
砂仁２０ｇ、乌梢蛇４０ｇ、打粉、一次服药５ｇ、ｐｏ、ｂｉｄ。汤药处方以
四逆散加味：柴胡 １５ｇ、枳壳 １５ｇ、赤芍 １５ｇ、白芍 １５ｇ、生甘草
１０ｇ、土茯苓２０ｇ、金雀根 ２０ｇ、五抓龙 １５ｇ、片三七 １０ｇ、合欢皮
３０ｇ、沉香５ｇ（后下）、半枝莲１５ｇ、半边莲１５ｇ、大枣２０ｇ、威灵仙３０ｇ、
萆２０ｇ、砂仁（后下）１０ｇ。１４剂，水煎服，早晚分服。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二诊，诉药后效显，胃脘部饱胀不适，遂

原方加乌药１５ｇ、广木香１０ｇ，续服１４剂。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三诊，诸症基本缓解，汤剂停服，守方继
服中药打粉巩固治之，随访一月症状未复发。

按：非淋菌性尿道炎是一种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性传播疾

病，但在尿道分泌物中找不到淋球菌，其主要病原体为沙眼衣原

体和解脲支原体，此外还发现其他一些微生物，如阴道毛滴虫、

白色念珠菌、包皮杆菌等也与本病相关。一般典型症状为尿道

口分泌物，尿道外口红肿、尿频、尿急、尿痛、腹股沟淋巴结肿大

等。曾庆琪教授认为非淋属于中医的“淋病气淋”范畴，与肝
脾关系密切，症有急慢之分，急者湿热下注居多；慢者气滞不宣

为主，总属实多虚少。本案中选方四逆散则柴胡配枳实，升清降

浊，疏肝理脾作用较著。配芍药、甘草以和营缓急止痛，加沉香

行气以止痛。因其枳壳长于行气宽中，故取而用之；因内有郁

热，夹湿夹瘀，故添赤芍、土茯苓、半枝莲、半边莲及萆等清热

利湿及五指毛桃、片三七、金雀根舒筋通络以化瘀；因胃脘部饱

胀不适，及大量清热解毒利湿之品，恐伤中气，予以沉香、广木

香、砂仁等顾护脾胃；沉香亦配合欢皮、大枣开心智，安神解郁，

缓解心身不适。

"

　体会
沉香的临床应用广泛，多以配伍的形式出现，疗效显著，不

良反应少［６］。沉香的临床应用目前在消化系统疾病方面最

多［７］，在呼吸、泌尿系统疾病等方面相对较少［１，３４］。

据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沉香含有倍半萜化合物、三萜类等

３００多种化学成分，具有抗菌活性、抗肿瘤活性、镇静抗抑郁、镇
痛活性、神经保护活性、抗炎活性、解痉止喘、免疫抑制活性等，

可用于治疗胃痛、脘腹胀痛、腰膝虚冷、大肠虚秘、缓解风湿和高

热症状等；也可用于治疗精神疾病，如神经官能症、精神分裂症

和神经衰弱等［３４，８］。古书载沉香辛香走散、主行主降，故能入

脾调中；色黑体阳，古书载能补火、暖精、壮阳。其味辛、苦，性微

温，主归脾、胃、肾经，有行气散瘀定痛，温中纳气归元之功效。

曾庆琪教授认为沉香在男科临床应用中前景广阔，辨证用

之可获良好疗效。临床常见的男科疾病其病位多居下焦，而沉

香体重色黑，主行主降的特性，临床常将其与广木香、香附等相

配用于治疗肝郁、肝脾不和之症；同藿香、香附，治诸虚寒热；与

附子、补骨脂、五味子等配伍治疗下元虚冷之盆腔生殖器疼痛等

疾病。因男科疾病多合并有精神神经方面症状，如抑郁、焦虑症

等，临诊多重心身同调，中医界称沉香为人体调理师［９］，特别是

在慢性前列腺炎／慢性盆腔疼痛综合征方面，应用沉香之镇痛活
性对于缓解患者疼痛症状，应用沉香之镇静抗抑郁活性对于改

善患者精神神经症候群，具有显著的疗效。

此外，曾庆琪教授临床尤其重视辨证论治，指出沉香是中药

中的瑰宝，随着沉香种植产业的蓬勃发展，临床应顺势而为推动

它的开发利用，但临证的具体用量应当根据证情之轻重决定，且

注意后下，尽量兑水服或打粉服用，以最大程度上利用药物成

分，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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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敷贴疗法在妇科疾病上的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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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穴位敷贴疗法作为中医外治法之一，因其安全、组方简单、直接作用于靶点等优点，而日益受
到医学界广泛关注。除了在临床上治疗鼻炎、哮喘等疾病取得了显著效果，通过回顾前人研究资料，对穴位

敷贴在妇科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穴位选择、用药方法、疗效等方面进行总结分析，发现目前现代穴位敷

贴应用于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妇科杂症等病症，取得了肯定的治疗效果。我们从中总结经验，

选择更有效的组方、穴位以及相关的配套仪器，以取得更显著的疗效。

【关键词】　穴位敷贴；妇科；应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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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外治法在人体外在或浅表部位用药，可以敷帖、可以
熏洗、可以浸渍、可以填塞纳药等等，也可以使药物通过皮肤渗

透或粘膜吸收而发挥作用。穴位敷贴治疗的方法是使用祖国

医学的脏腑及经络方法，辨证论治加穴位，使用外治法，将药物

通过穴位、经络而发挥内在的最佳治疗作用的传统疗法［１］。

!

　历史源流
穴位敷贴疗法，是属于中医外治法之一，很早在《黄帝内

经》曾有记录［２］，“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驰纵缓，

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

者”，用马膏、白酒和桂，外敷面部两侧，来治疗口眼歪斜。明陈

实功《外科正宗》载如意金黄散用茶水蜂蜜调外敷，治疗痈疡、

疔肿、乳痈、丹毒等。汉代《五十二病方》记载了熏、熨、敷、洗治

疗妇科病。《金匮要略》记载了多种外治法的具体应用：首次著

录了妇科外治法坐药及阴道冲洗：“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

之”“蛇床子散方，温阴中坐药”。晋及南北朝《肘后备急方》女

子阴疮：雄黄、杏仁外敷；阴中痛：矾石、大黄、甘草外敷；《小品

方》载用附子末、盐等调贴足心下胎，为后世穴位敷贴，进行内

病外治开创了先例。隋唐时期的脐部治疗，是将药物贴或者用

艾灸等方法置于脐部，促进经络，梳理血气，可以治疗和预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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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疾病。明代《证治准绳》中记载用艾草用陈米醋炒热后以包

裹熨脐下，可以用于中风样的妊娠。《本草纲目》曾有提到外治

法治疗难产及产后的相关症状，比如用蓖麻子贴于足心可以催

生；蓖麻子敷于百合穴及足心，可矫正胎位。清代的《理?骈

文》，罗列了多种治疗妇科疾病的膏药，又充实了敷贴治疗妇科

疾病的内容。《理瀹骈文》是我国第一部外治学专著，是吴师机

数十年膏方治验总结，指出“膏可以统治百病”“膏药治病无殊

汤药，用之得法，其响立应”的观点，书中记载清阳膏、散阴膏、

金仙膏、行水膏四大膏药以统治阳热、阴寒、六郁五积、三焦湿热

之症，另有清肺膏、养心安神膏、健脾膏、温胃膏、通经膏等相应

脏腑所宜之膏。

"

　穴位敷贴治疗原理
药物通过刺激腧穴激发经气，发挥经脉对机体的整体调节

作用，这与现代医学经络输穴的理论相一致，经络沟通表里上

下，将中药置于相关的穴位，不但可以刺激穴位，而且可以通过

经络，让中药产生自己的作用［３５］。在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

所著《伤寒杂病论》中对疾病发生机制上讲，外界的邪气可以通

过身体内在的偏颇起作用最终致病，那么在治疗上，穴位敷贴

可以阻止病邪入体的通道，降低脏腑的压力，让身体得以恢复。

#

　穴位敷贴在妇科疾病中的现代研究
现代敷贴治疗在妇科疾病中应用广泛，在治疗月经病方

面：用于治疗原发性痛经、青春期功血、月经量少、闭经等；治疗

带下病方面：治疗带下增多；治疗妊娠病方面：用于先兆流产的

辅助保胎、改善妊娠呕吐症状、在药物流产过程中提高成功率

及减少术后并发症；在治疗产后病方面：可以改善产后盆底功

能障碍及产后身痛等；在治疗妇科杂病方面：用于治疗盆腔炎

后遗症的慢性盆腔痛、治疗不孕不育、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等，另

外，因现代妇科手术的增多，在协同手术过程中敷贴治疗也发

挥了中医优势：术前敷贴可以改善患者睡眠质量、改善患者焦

虑情绪、保障良好的术前状态；术后敷贴可以促进胃肠功能及

气血的恢复、预防下肢静脉栓塞的发生、预防粘连性肠梗阻的

发生、预防术后尿潴留。

３１　痛经
在传统中医中并未提到“痛经”这个名词，先是巢元方提到

“月水来腹痛候”；再有《景岳全书·妇人规》载有“经行腹痛”。

原发性痛经的主要部位在冲任、胞宫，有气血的变化，以“不通

则痛”和“不荣则痛”为病机［６］。

三晋王氏［７］经验方用丁香、肉桂、延胡索、木香各等份研

末，药末２ｇ于月经前或者痛经时，贴于关元穴，如腹痛不减，加
贴三阴交，隔日换药，６次为１个疗程。主治寒气凝滞，气滞血
瘀型痛经。王宇慧［８］认为根据辨证结果选择相应中成药，①痛
经灸：适用于虚寒性痛经，经期或月经前后，取关元穴贴敷，每日

１贴，每贴使用１２ｈ，４次为１个疗程；②温经止痛膏：治疗寒凝
气滞血瘀证痛经，月经前２天开始，敷神阙、关元、归来穴各１
片，１周贴２次 ～３次；③妇科万应膏：治疗宫寒血滞痛经，敷于
关元、气海、肾俞、八

"

等穴位，经前１周，每日换药，经期可用。
周一辰［９］采用艾附暖宫丸联合穴位敷贴，取细辛３ｇ，生附子６ｇ，
延胡索９ｇ，川牛膝９ｇ，上述药物细研为粉，加少许陈醋、麦芽糖
调成糊状，取穴：子宫、气海、天枢，用单头ＴＤＰ神灯置于患者腹
部上方２０ｃｍ～３０ｃｍ处加热，以患者感到温热为宜，敷贴每周２
次，每次２０ｍｉｎ，月经第１天～７天暂停治疗，以１个月经周期为

１个疗程，共观察２个疗程，有效减轻宫寒型原发性痛经患者的
疼痛症状。钱山海等［１０］经验方，药物为延胡索、炒白芥子、细

辛、肉桂、当归等，将药物按一定比例磨成药粉，用生姜汁调和，

制成直径约３ｃｍ的药饼，放冰箱冷藏待用，在夏季三伏天期间，
分别取药饼，置于关元、气海、神阙及双侧子宫５个穴位，再用透
气胶布固定，膏药每次贴敷２３ｈ，并采用 ＴＤＰ照射３０ｍｉｎ，每隔
１０ｄ贴敷１次，共治疗３次，３个月后随访观察疗效，较单纯穴位
敷贴组及单纯口服痛经宝组治疗寒湿凝滞型原发性痛经效果

显著。

３２　青春期功血
青春期功能性子宫出血（ＪＵＢ）属中医学“崩漏”范畴，《傅

青主女科》指出：“经水出诸肾”，肾主生殖，青春期功血的基本

病因是肾气未充，肾阴不足，脾失统血，后天气血生化不足，血海

空虚，以致冲任不固，经血非时而下遂成崩漏［１１］，现代医学研究

也证明，补肾可以调节卵巢内分泌［１２］。

郭志鹏［１３］研究组将药粉用蜂蜜调成膏状，取脾俞、子宫、关

元、神阙，取药膏约５ｇ，涂抹于专用贴敷片，涂抹直径约２ｃｍ，厚
约２ｍｍ，贴穴位，持续１０ｈ，每日换１次，月经第５天开始，先用
固本止崩汤方敷贴１４天，然后用桃红四物方敷贴７天，２１天１
个疗程，３个疗程后，对比人参归脾丸的对照组，可调节激素水
平，调整月经周期。

３３　月经过少
中医学认为月经过少以“亡其津液”为病机，虚者可因素体

虚弱，肝肾不足，或后天损伤，营阴暗耗，或脾虚不运，化血乏源，

以致血海空虚，无血可下，实者因痰湿瘀血阻于冲任，以致经行

不畅，血量涩少而引起［１４］。

孙淑芳［１５］内服中药与穴位敷贴配合治疗，行经之际用一枝

嵩伤湿祛痛膏在血海穴，每天按压３次 ～５次，每次５ｍｉｎ，至月
经来潮的第二天即可，效果满意。

３４　闭经
闭经原因很多，《金匮要略》记载：“妇人之病、因虚、积冷、

结气为诸经水断绝”，总结了闭经分为虚、实，血虚、肾虚、气血、

脾虚，以及不得下行、血瘀、痰阻等［１６］。

王氏［７］用仙鹤草根３０ｇ，香附子３ｇ，加米醋调成糊饼，放入
脐中，用袋固定，适用于气滞血瘀型闭经。

３５　带下病
《素问·骨空论》中说：“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此

处是广义的带下。汉代的《神农本草经》中所说：“女子带下赤

白”“沃，漏下赤白”，当指狭义的女子带下病。本病的基本病机

是湿邪损伤任脉带脉，使任脉不固，带脉失约［１７］。

陈永华［１８］用针刺配合穴位敷贴治疗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

病，敷贴药物为黄柏、苍术、苦参、地肤子、蛇床子、冰片，按照

３∶３∶２∶１∶１∶１比例，成粉，加蜜糖水调成糊，取穴：上
"

、归来、气

海；天枢、中极、子宫，每周２次，每次３４ｈ，连续三个月经周期，
较西药治疗，疗效肯定，可以减少复发。

３６　先兆流产保胎
归属于祖国医学的“胎动不安”“胎漏”“滑胎”等范畴，本

病的病机为批肾亏虚。

黄少雅等［１９］运用寿胎丸加味联合补肾固元膏药，组方：菟

丝子、川断、桑寄生等，取穴肾俞、神阙、足三里，用于先兆流产的

肾虚型。刘啸风［２０］用补肾健脾方配合中药穴位敷贴治疗脾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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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虚型先兆流产，组方：菟丝子、桑寄生、川断各１份，取穴肾俞、
命门，日１次，每次持续４ｈ，同时肌注黄体酮注射液，疗效显著。
３７　妊娠恶阻

妊娠恶阻的主要病机脾胃虚弱，妊娠后血聚胞宫致阴血虚

少，虚热内生，胎热上扰，冲气夹肝火犯胃，胃失和冲气上逆，或

冲脉之气上逆，胃失和降［２１］。

黎美娜［２１］将砂仁５０ｇ、苏叶５０ｇ成粉，用姜汁制药饼，取穴
内关穴、中脘穴，日１次，持续４ｈ，共５天，较空白组常规补液效
果好。王氏［７］经验方：半夏 １５ｇ，砂仁 ３ｇ，肉豆蔻 ３ｇ，生姜汁
２０ｍｌ，调成糊，贴于脐孔上，每日换药１次 ～２次，约１次 ～２次
后可缓解，如未愈可继续使用。刘玉丽［２２］取甘草 ９ｇ、姜半夏
１２ｇ、姜竹茹１２ｇ、杜仲１２ｇ、陈皮１２ｇ、砂仁１２ｇ、怀牛膝１２ｇ、鸡内
金１５ｇ、川续断１５ｇ、山药３０ｇ、旱莲草３０ｇ、桑寄虫３０ｇ成粉，用姜
汁文火熬成膏状，敷于合谷、足三里、太冲及太溪，每天更换１
次，同时给予维生素Ｂ１注射内关穴，７ｄ为１个疗程，持续治疗２
个疗程，与仅给予维生素 Ｂ１注射穴位的对照组相比，效果满
意。

３８　药物流产
柏凤琴［２３］在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加益母草颗粒，同时用

延胡索加桃仁调和的药饼，取穴神阙、中极、三阴交，日１次，持
续４ｈ，２周１个疗程，治疗药物流产阴道出血临床疗效显著。王
妮［２４］米非司酮＋米索前列醇用药的基础上，取当归１００ｇ，三七
５０ｇ，川芎１５０ｇ，炮姜５０ｇ，红花６０ｇ，桃仁６０ｇ，川牛膝５０ｇ粉碎，
磨粉，蜂蜜调匀，制成１５ｃｍ大小药膏置于医用敷贴中央，取穴
神阙、气海、关元、双侧子宫，每次贴敷４～６ｈ，嘱患者自行取下，
能提高药物疗效，能够缩短孕囊排出时间。

３９　产后身痛
产后身痛指产褥期间出现肢体关节酸、痛、麻木、重着感的

临床常见产后病，又称产后风、产后风湿病［２５］。虚、瘀是产后身

痛发病的内在基础，风寒湿邪乘虚而入是产后身痛的发病外在

因素［２６］。

詹明洁［２７］病例报道１例，用玄胡、细辛、麻黄、甘遂、白芥
子、冰片、樟脑以４∶４∶４∶２∶２∶１∶１的比例，以姜汁调和成药，取穴
一组肺腧、至阳、膈腧、肾俞、足三里，另一组外关、气海、关元、血

海、足三里，交替取穴４次，疗效明显。
３１０　产后盆腔功能障碍

妊娠与分娩会导致盆底肌的肌纤维牵拉受损，甚至断裂，

《医宗金鉴》提到：“妇人阴挺，或因胞络伤损，或因分娩用力太

过，或因气虚下陷，湿热下注”。目前，我们认为其病机为气虚

下陷、肾虚不固和湿热下注。

林一禾［２８］以物理康复同时敷贴，组方：白术、黄芪和升麻

等，取穴：气海、关元、脾俞、肾俞、足三里，研磨成粉，调和后置于

穴位，持续４ｈ，每周３次，连续６周，效果比单纯物理治疗效果
好。

３１１　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主要是正气不足、肾虚气弱、六淫外侵等

因素导致脏腑失和、气血乖违，离经之血不循常道，阻滞冲任胞

宫而发生。《证治准绳》：“血瘕之聚……腰痛不可以俯仰……

少腹里急苦痛，背膂疼深……此病令人无子。”其为病机：“离经

之血皆为瘀”瘀血阻滞冲任、胞宫。病位：下焦胞宫。

汪慧敏等［２９］从瘀论治子宫内膜异位症，以活血化瘀为治疗

大法，采用七厘散贴敷于神阙穴，并加用艾条灸对痛经、月经不

调、下腹坠胀感等症状改善明显。张永兴［３０］观察口服孕三烯酮

＋超导＋灌肠治疗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疗效，中药为桂枝茯苓
胶囊，制成药液，０５ｍＬ～１０ｍＬ，将贴片置于子宫、关元处，强
度４档～８档，超导强度４档～８档，输出频率３档 ～６档，治疗
强度值以患者耐受为度，每日１次，每次３０ｍｉｎ，经期停用，１个
月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３个疗程，灌肠也是相同药液保留灌肠，
治疗组囊肿明显变小，临床疗效好。安秀云等［３１］敷贴治疗气滞

血瘀型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组方：川楝子、海藻、橘核等各９ｇ，延
胡索、厚朴、木香等各６ｇ，痛甚者加吴茱萸、半夏各６ｇ；坠胀甚者
加柴胡、升麻各６ｇ，经血量多者加蒲黄、三七各６ｇ，成粉用蜂蜜
成膏状，取穴：神阙、中极、子宫、次

"

，方法：取５ｇ药膏抹于敷贴
片中心，厚约５ｍｍ，直径约２ｃｍ，贴于所选穴位，持续敷贴６ｈ后
去除，１次／ｄ，自月经来潮后第５天开始治疗，连续治疗３个月
经周期，较口服米非司酮组，可改善患者痛经程度。

３１２　盆腔炎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ＳＰＩＤ）病机是湿热毒邪与血搏结，冲

任气血瘀滞失畅［３２］，症状多有反复下腹部或腰骶部酸痛、白带

异常、腹部肿块及低热等［３３］。张亚琴［３４］采用内外同治盆腔炎

后遗症，两组均用化瘀利湿中药内服，观察组加用中药穴位敷

贴，贴敷药方采用延胡索２０ｇ、桂枝１５ｇ、丹参１５ｇ、木香１０ｇ、干姜
１０ｇ，成粉，用黄酒调和，穴位选取神阙、关元，用红外线照射下腹
部３０ｍｉ后敷贴，贴敷６ｈ，日１次，５天为一疗程，共治疗３个疗
程，加敷贴组疗效显著。孙书清［３５］治疗湿热瘀结型盆腔炎性疾

病后遗症，对照组给予头孢呋辛酯片，研究组组方为当归、白术、

泽泻、芍药、茯苓、川芎，腹痛明显用香附、延胡索；蜂蜜调成膏

状，取穴：神阙、天枢、子宫、气海，日１次，持续６ｈ，月经净后开
始治疗２１天，对血液流变学和炎性因子有效。潘晓微［３６］对照

组采取常规抗生素治疗，研究组此基础上，内服利湿化瘀汤，外

用组方：木香、肉桂、透骨草、羌活、乳香、没药各２０ｇ，用姜汁调
成糊状，取穴神阙、关元，贴３ｈ后可取下，每日１次，治疗１周为
１个疗程，持续治疗２个疗程，可以提高疗效、缓解症状。
３１３　卵巢功能障碍

现代对卵巢功能障碍的准确病因尚不明确，可能有多种原

因，祖国医学认为肾虚导致肾天葵冲任胞宫轴紊乱，还包括气
血亏虚、肝郁气滞、瘀阻脉络、痰湿阻滞等［３７］。

姚石安［３８］治疗组组方：肉桂、丁香、炒白芍、莪术等制成膏

贴于脐部，雌二醇、孕酮上升，卵巢卵泡发育明显高于对照组，５２
例出现优势卵泡，且排卵成功，症状明显改善。杨文佳［３９］用人

参、当归、黄芪、五味子、远志、石菖蒲，干燥、粉碎按比例制成贴

剂，睡前３０ｍｉｎ分别贴于神阙、气海、足三里穴，６ｈ～１２ｈ／次，隔
日１次，１０次为１个疗程，共２个疗程，与安慰剂对照组比较，
改善了激素水平，帮助了睡眠。杨毅沁［４０］总结前人经验提出造

成排卵障碍的疾病有高泌乳素血症、多囊卵巢综合征、无排卵月

经等，穴位敷贴主要选取神阙、关元、气海等任脉腧穴，配合温

补肾阳的敷贴药物使孕卵成熟，自然破膜而出，认为“可与内治

并行，而能补内治之不及”。

３１４　现代手术中的应用
王丹芳［４１］提出足底敷贴提高患者妇科术前睡眠，组方：远

志、首乌藤各２０ｇ，香橼、当归、酸枣仁各１０ｇ，甘草５ｇ，调成膏，于
术前３天临睡前，热敷于涌泉穴，持续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最少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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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ｈ。黄灶群［４２］在术后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中药穴位贴敷治疗

帮助术后恢复及减轻疼痛，组方：大黄、芒硝、枳实、陈皮、厚朴、

木香、麻黄、川乌、白芷、当归、苍术、麝香研呈细末，加入温开水、

蜂蜜调成糊状，每次取２ｇ，放置于３ｃｍ×３ｃｍ医用胶块中贴敷于
穴位，穴位选择有中脘、关元、天枢、三阴交、足三里，２４ｈ更换１
次，连续贴敷３ｄ。李美丽［４３］用吴茱萸粉与姜汁混合，贴于内关

穴与足三里穴，患者术后回病房后立即敷贴，４ｈ后取下，每日１
次，共３天，对妇科腹腔镜术后恶心呕吐具有很好的干预效果。
牛生素［４４］用穴位敷贴预防妇科术后下肢静脉血栓，组方：红花

２０ｇ、川芎２０ｇ、丹参２０ｇ、当归２０ｇ、黄芪２０ｇ、鸡血藤 １０ｇ、甘草
５ｇ，加蜂蜜熬制成膏，取穴足底涌泉穴，每次６ｈ，早晚１次，效果
满意。徐如意［４５］经验方，组方生大黄５０ｇ、木香３０ｇ、厚朴３０ｇ、
枳实３０ｇ、小茴３０ｇ、大腹３０ｇ，共研末，用蜂蜜调成糊状，每次６ｇ，
敷于神阙、足三里、中脘、天枢穴处，热水袋外敷，每次３０ｍｉｎ，每
日３次，每２ｄ换１次药，效果良好。黄红媚［４６］提出生姜、葱白

捣碎，炒热取穴关元、肾俞，如超过６０ｍｉｎ未自行排尿，则重新
敷贴，效果优于新斯的明。

总之，穴位敷贴治疗在我国已经传承多年，无论是基础理

论，还是临床应用日趋成熟。穴位敷贴在针对妇科相关疾病的

治疗中，不仅适合冬病夏治，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适合的皆可

以应用，这是它简单、安全、易行的优点，但是关于取穴、组方等

仍有些差别，这需要更多的病例、论证，使穴位敷贴更正规、更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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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安秀云，孙书青，陈琛，等．橘核丸穴位敷贴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

（气滞血瘀证）的临床疗效观察［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６，９
（３０）：１１７１１９．

［３２］　金哲．盆腔炎性疾病的中医药治疗［Ｊ］．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
２９（１０）：７３３７３５．

［３３］　米兰，刘朝晖．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Ｊ］．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３，
２９（１０）：７３１７３３．

［３４］　张亚琴．中药内外合治盆腔炎后遗症临床观察［Ｊ］．实用中医药
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４）：３１１３１２．

［３５］　孙书青，马秀君，陈凤娟．当归芍药散穴位敷贴对湿热瘀结型盆
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患者血液流变学和炎性因子的影响［Ｊ］．临床
合理药杂志，２０１７，１０（１２）：９１９２．

［３６］　潘晓微．中药结合穴位敷贴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疗效观
察［Ｊ］．海峡药学，２０１７，２９（３）：２２８２２９．

［３７］　陈颖异，蔡宇萍．中医治疗卵巢早衰的思路与方法［Ｊ］．中国中医
药科技，２０１６，１９（６）：５２６５２７．

［３８］　姚石安．妇科外治法运用探讨［Ｊ］．中医外治杂志，２００２，１１（６）：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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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杨文佳，于心同，谢晨，等．穴位敷贴治疗围绝经期失眠的临床观
察［Ｊ］．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２７（２）：４０４４．

［４０］　杨毅沁，殷岫绮，曾薇薇，等．穴位敷贴治疗不孕症研究概况［Ｊ］．
湖南中医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１０），１８９１９１．

［４１］　王丹芳．中药足部贴敷护理对妇科手术前患者睡眠质量的影响
［Ｊ］．河北中医，２０１５，３７（１２）：１８８９１８９２．

［４２］　黄灶群．妇科手术患者术后使用穴位帖敷对其术后康复的意义
［Ｊ］．泰山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３）：３５０３５１．

［４３］　李美丽，刘晓峰．吴茱萸贴敷对妇科腹腔镜术后恶心呕吐的效果

［Ｊ］．光明中医，２０１６，３１（１３）：１９２６１９２８．
［４４］　牛生素，王聪丰，郭小君．活血益气方敷贴联合风险预估在预防

妇科术后下肢静脉栓塞中的效果观察［Ｊ］．山西医药杂志，２０１５，
４４（１５）：１８２７１８２９．

［４５］　徐如意，夏玉坤．自拟通肠方穴位敷贴治疗卵巢癌术后粘连性肠
梗阻临床观察［Ｊ］．中西医结合研究，２０１６，８（１）：２６２７．

［４６］　黄红媚．姜葱敷贴解除产后尿潴留的临床观察［Ｊ］．广西医学，
２０１３，３５（１１）：１５５８１５５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３）

【基金项目】内蒙古医科大学青年创新基金项目（ＹＫＤ２０１５ＱＮＣＸ０２９）；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２０１４Ｍ５６１２１３）
△【通讯作者】薛洁，Ｅｍａｉｌ：ｔｍｍｕｘｕｅｊｉｅ＠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３５ ·皮肤性病学·

胶体层析法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在急诊艾滋病病毒
（ＨＩＶ）抗体初次筛查中的比较分析
刘洋１　杨慧娣２　蒋苏３　李鹏１　张蕾１　薛洁１△

１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验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５９
２内蒙古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５９
３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皮肤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５９

【摘要】　目的　分析胶体层析法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在急诊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抗体初次筛查中的应
用。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内蒙古自治区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收治的６０８例高危病例，均采
用胶体层析法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ＨＩＶ抗体检测，以免疫印迹法为金标准，分析比较两种不同检测方
法对低、高值质控血清检出率及ＨＩＶ抗体检测结果、阳性样本带型分布情况。结果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低、高值质控血清检出率为１００００％（１４／１４），高于胶体层析法６４２９％（９／１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诊断准确度（９７５３％）、灵敏度（９６１５％）、特异度（９６１５％）略高于胶体层析法检
测（９５８９％、９５１９％、９６２５％）；假阳性率为１７５％（７／４００）、假阴性率为３８５％（８／２０８），略低于胶体层析
法检测（３７５％、４８１％）；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出阳性例数
２００例，其中以条带 ｇＰ１６０、ｇＰ１２０出现率最高，高达１００００％；其次为 Ｐ２４（９８００％）、ｇＰ４１（９７００％）、Ｐ６６
（９４５０％），Ｐ５５出现率最低为３４５０％。结论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高、低值质控血清检出率高，可显示阳
性样本带型分布，较胶体层析法更适用于急诊艾滋病病毒抗体初次筛查中，具有诊断准确度高、灵敏度高、

特异度高、假阳性及假阴性率低等特点。

【关键词】　艾滋病病毒；抗体；急诊；胶体层析法；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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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是以性接
触传播为其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性疾病，尤其是男男同性性传

播，有数据显示９８００％以上通过性途径传播，其中男男同性性
接触传播占７０００％。在全球范围内具有较高患病率，流行病
学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我国 ＨＩＶ感染者及 ＡＩＤＳ患者高达４３４
万，且疫情呈逐年上升趋势［１３］。该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措施，

病死率较高，居１５岁～５９岁人群疾病所致死亡原因首位，已成
为人类社会及经济发展的阻碍［４］。因此对高危人群进行急诊

筛查，及早确诊是否感染ＨＩＶ，对控制ＡＩＤＳ患者自身病情进展、
防止传染给他人，控制 ＡＩＤＳ流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ＨＩＶ抗
体检测结果为ＡＩＤＳ患者及 ＨＩＶ感染者重要诊断依据，目前临
床多采用胶体层析法、明胶吸附试验等血清学试验检测ＨＩＶ抗
体，其中胶体层析法最为常用，具有操作迅速、简单等优势，尤其

适用于急诊检测中；但有学者指出胶体层析法检测ＨＩＶ抗体特
异度较低，加之环境及人为因素影响，存在一定假阳性率及假

阴性率［５８］。有关学者指出，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应用于 ＨＩＶ抗
体筛查中，特异性强、敏感性高、诊断准确度高，且价格低廉，适

用于大范围的ＨＩＶ抗体筛查中［９］。基于此，本研究将胶体层析

法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应用于急诊ＨＩＶ抗体初次筛查中，探讨
不同检测方法筛查结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分析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内蒙古自治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收治的６０８例高危人群病历资料，男２０８例，女４００
例，年龄范围３４岁 ～５８岁，年龄（４４６０±７４０）岁，文化水平：
大专及以上学历１０８例，高中及初中学历３５０例，小学及以下学
历１５０例。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男男同性恋者、吸毒、性伴
侣较多者、与 ＨＩＶ携带者有性接触者；②均无肺结核等其他传
染性疾患。排除标准：①合并免疫系统疾患或已在进行免疫治
疗者；②已确诊为ＨＩＶ感染者；③合并血液系统疾患者；④存在
严重精神疾患者；⑤肝、脑、心等重要脏器功能衰竭者。
１３　筛查方法

①仪器：ＫＰＳＫＭ化学发光仪（北京科美东雅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购自厦门市康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酶标仪（ＲＴ２１００
Ｃ）、洗板机（深圳市雷杜电子有限公司，ＲＴ２６００Ｃ）及配套微量
加样器。所有仪器均经校准，仪器性能处于良好状态。②检测
方法：于清晨空腹状态下采集６ｍｌ肘静脉血，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转
速离心分离５ｍｉｎ（３ｃｍ离心半径），取上层清液进行检测。采
用基因重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１＋２抗原包被的微孔板及辣根
过氧化物酶标记的重组 ＨＩＶ１＋２抗原，酶联免疫吸附法初检
ＨＩＶ抗体，试剂盒购自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采用胶体
层析法测定血样中ＨＩＶ抗体，若样本中含 ＨＩＶ１＋２抗体，则抗
体会同硒胶体抗原结合，并在病人窗口处被重组抗原及背固相
包被的合成肽所捕捉固定，形成一条红线，试剂盒购自美国雅培

公司，所有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均连续测定７次。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采用［ｎ（％）］表示计数资
料（低、高值质控血清检出率及诊断结果），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种不同检测方法检测ＨＩＶ抗体低、高值质控血清比较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低、高值质控血清检出率（１００００％）
高于胶体层析法检出率（６４２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对比两种不同检测方法检测ＨＩＶ抗体低、高值质控血清结果

质控血清 次数
胶体层析法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ＨＩＶ低值质控血清 ７ ４ ３ ７ ０

ＨＩＶ高值质控血清 ７ ５ ２ ７ ０

２２　不同检测方法检测结果比较
以免疫印迹法作为确证检测标准，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诊断

准确度（９７５３％）、灵敏度（９６１５％）、特异度（９６１５％）略高于
胶体层析法检测（９５８９％、９５１９％、９６２５％）。假阳性率为
１７５％（７／４００）、假阴性率为３８５％（８／２０８），略低于胶体层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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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检测（３７５％、４８１％）。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表３。
２３　阳性样本带型分布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出阳性例数 ２００例，其中以条带
ｇＰ１６０、ｇＰ１２０出 现 率 最 高，高 达 １００００％；其 次 为 Ｐ２４
（９８００％）、ｇＰ４１（９７００％）、Ｐ６６（９４５０％），Ｐ５５出现率最低为
３４５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胶体层析法与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诊断四格表

免疫印迹法
胶体层析法

＋ －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 －
总计

＋ １９８ １０ ２００ ８ ２０８

－ １５ ３８５ ７ ３９３ ４００

总计 ２１３ ３９５ ２０７ ４０１ ６０８

表３　对比不同检测方法诊断结果［ｎ（％）］

　　检测方法 准确度 灵敏度 特异度 假阳性 假阴性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９７５３（５９３／６０８） ９６１５（２００／２０８） ９８２５（３９３／４００） １７５（７／４００） ３８５（８／２０８）

胶体层析法 ９５８９（５８３／６０８） ９５１９（１９８／２０８） ９６２５（３８５／４００） ３７５（１５／４００） ４８１（１０／２０８）

　　　χ２值 ９４１８０ ２６２７９ ６８７２７ ６８７２７ ２６２７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阳性样本带型分布显示［ｎ（％）］

带型 阳性例数 出现率

Ｐ１７ １１８ ５９００

Ｐ３９ ９６ ４８００

Ｐ５１ １８５ ９２５０

Ｐ６６ １８９ ９４５０

ｇＰ１６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Ｐ２４ １９６ ９８００

Ｐ３１ １７９ ８９５０

ｇＰ４１ １９４ ９７００

Ｐ５５ ６９ ３４５０

ｇＰ１２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０

#

　讨论
近年来，我国ＡＩＤＳ发病率已进入快速增长期，预防、控制

ＡＩＤＳ已经刻不容缓，及时发现 ＨＩＶ感染并进行针对性干预为
控制疫情发展的主要手段。因此，国家相关卫生部门对 ＨＩＶ监
测越来越重视，而 ＨＩＶ抗体检测为目前实验室诊断 ＨＩＶ、ＡＩＤＳ
的主要手段［１０１２］。ＨＩＶ抗体检测具有特殊性，其检测结果准确
与否直接关系到患者的临床治疗及身心健康，因此选取适宜有

效、ＨＩＶ抗体检出率高的血清学试验检测方法至关重要。世界
卫生组织认为，理想的 ＨＩＶ抗体筛查应当具备判断结果直观、
操作简单、价格低廉、快速、高特异性、高敏感性、可室温保存等

特点［１３］。

免疫印迹法为临床诊断急诊ＨＩＶ抗体及ＡＩＤＳ疫情的金标
准，具有诊断准确度高、灵敏度高等特点，但该检测方法试剂成

本昂贵，难以进行大范围的 ＨＩＶ抗体筛查，存在一定局限
性［１４１５］。胶体层析法检测费用低廉、反应快速且所需设备少，

但该检测方法敏感性较低，本研究采用胶体层析法检测结果发

现诊断灵敏度为７９８１％，假阳性率高达２０００％，导致其临床
应用受限。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是一种将ＨＩＶ抗原包被于固相载体，加

入酶标记ＨＩＶ抗原及待检样品，以底物显色，以酶标仪测定结
果的检测方法，可以通过酶催化底物反应的放大作用，提高抗原

抗体反应的灵敏性，提高 ＨＩＶ抗体阳性检出率；且该检测方法
稳定性好，不受样本中脂血、溶血等影响，无需特殊设备，在室温

下即可操作，一次性可检测多份样本，并经酶标仪读取数据，最

大程度降低温度、标本处理等对检测结果的影响，既可用于少量

标本ＨＩＶ抗体检测中，又可以用于批量样本检测中，试验结果
更加客观、准确、科学［１６２０］。此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窗口

期较短，有助于临床及早发现 ＨＩＶ早期感染，进一步提高 ＨＩＶ
抗体阳性检出率［２１］。

本研究发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相比于胶体层析法诊断准

确度、灵敏度、特异度略高，且对低、高值质控血清检出率高达

１００００％，提示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对 ＨＩＶ抗体进行初次筛
查，诊断准确度、灵敏度、特异度高，可以作为大范围 ＨＩＶ抗体
初次筛查的有效检测方法。但本研究还发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检测 ＨＩＶ抗体存在一定的假阳性率（１７５％）及假阴性率
（３８５％），这可能与该试验操作繁琐、耗时长及类风湿因子、人
为、环境等干扰因素较多有关。因此，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筛

查ＨＩＶ抗体时，检验人员应加强室内质控，并选择特异性好、灵
敏度高的试剂进行检测，以防漏检，提高ＨＩＶ抗体阳性检出率。
同时本研究发现，在ＨＩＶ抗体阳性者中，以条带ｇＰ１６０、ｇＰ１２０出
现率最高，说明ＨＩＶ在该类人群中较为活跃、传染性较强，对此
类人群需加强ＨＩＶ监测。

综上所述，酶联免疫吸附试验应用于急诊艾滋病病毒抗体

初次筛查中，诊断准确度高、灵敏度高、特异度高，假阳性及假阴

性率低，对低、高值质控血清检出率高，可以清晰显示阳性样本

带型分布情况，可以作为临床急诊艾滋病病毒抗体初次筛查的

血清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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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联合光动力对外阴尖锐湿疣
患者的疗效观察
张海燕１△　郑美云１　令狐华２

１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台州 ３１７５００
２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　探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联合光动力对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疗效。方法　１４６例
外阴尖锐湿疣患者随机分为为观察组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进行光动力疗法，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疗程４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球蛋白水平（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和炎症因子水
平（ＴＮＦα、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２、ＩＬ１０、ＩＦＮγ）。并对两组患者的治愈率、６个月内的复发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进
行比较。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ＩＬ２、ＩＬ１２和 ＩＦＮγ较治疗前均明显升高，ＴＮＦα、ＩＬ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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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Ｌ１０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 ＴＮＦα、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２、ＩＬ１０、ＩＦＮγ水平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１９７９，Ｐ＝０００１），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８６，Ｐ＝０００２），而两组间的不良
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χ２＝１０１４，Ｐ＝０４５１）。结论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光动力可明显改善
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和炎症因子水平，提高临床的治愈率，降低复发率，且不增加不良反应

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光动力；外阴尖锐湿疣；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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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尖锐湿疣又称生殖器疣或性病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感染引起的鳞状上皮增生性疣状病变，表现为丘疹样或菜花状

的赘生物，国内外报道外阴尖锐湿疣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已成

为常见的女性性传播疾病［１２］。患尖锐湿疣疾病的病人，如果

治疗不积极、不彻底，尤其是有的带有高危型病毒，传染性强，可

传染给家人或其他人，随着尖锐湿疣长期反复复发，最后可能

导致癌变［３］。光动力疗法是一种联合应用５氨基酮戊酸及相
应光源，通过光动力学反应选择性破坏病变组织的全新技术，

临床上用于外阴尖锐湿疣疗效好，复发少，但光动力疗法对于

不可见的亚临床感染病灶及潜伏感染病灶容易遗漏［４］。鉴于

此，本文将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与光动力疗法联合应用于外
阴尖锐湿疣的治疗。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
的１４６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３０岁～
５３岁，年龄（４２７±８６）岁；病程范围１个 ～１３个月，病程（７４
±１６）个月。病例纳入标准：①符合《性病防治手册》中外阴尖

锐湿疣的诊断标准，即肉眼可见丘疹样或菜花状的赘生物和醋

酸白试验呈阳性；②病灶数目≤３；③患者接受安全性行为建议；
④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干扰素
过敏患者；②对６３２８ｎｍ左右波长范围的皮肤光过敏患者、卟
啉症或已知对卟啉过敏者、对局部用盐酸氨酮戊酸溶液中任何

成分过敏的患者；③服用光敏性药物者；④光敏性疾病患者，如
ＳＬＥ、慢性光敏性皮炎等；⑤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⑥病灶存在继
发感染者；⑦伴发心、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障碍和免疫功能缺
陷者；⑧精神障碍和意识障碍者。根据随机数字表法，１４６例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７３例，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疾
病的严重程度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均给予光动力疗法，具体方法如

下：用灭菌的生理盐水清洗患者外阴，后将含有光敏剂的生理盐

水敷于病灶处，３ｈ后采用光动力治疗仪（型号：Ｃａｒｎａｔｉｏｎ８８型，
产家：深圳普门科技有限公司）对病灶进行照射，波长６３５ｎｍ，能
量密度１００Ｊ／ｃｍ３～１２０Ｊ／ｃｍ３，时间１５ｍｉｎ，１次／周，共治疗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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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在光动力疗法的基础上给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
胶（商品名称：尤靖安；生产企业：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规

格：１０万ＩＵ／克，１０克／支；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７９），使
用一次性推进器经药物送入病灶处，１克／次，２天／次，共治疗４
周。疗程结束后随访６个月。
１３　评价指标

①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和治疗后（疗程结束时）免疫球蛋
白和炎症因子水平。采集两组患者外周静脉血，采用免疫比浊

法测定免疫球蛋白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同时检测血清中肿瘤坏死因
子α（ＴＮＦα）、白介素２（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２、ＩＬ１０、γ干扰素
（ＩＦＮγ）水平。②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复发情况，治愈
标准参照文献［５］，即治疗后１周复查局部病灶完全消退，无肉
眼可见疣体，且随访６个月内在原发病灶处无新疣体出现。复
发评价标准即复诊和随访期间，在原发病灶或周围２ｃｍ处肉眼
可见新疣体，醋酸白试验阳性。③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上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ｎ（％）］表示，比较采用卡方
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球蛋白和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蛋白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
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治疗后观察组 ＩｇＡ、
ＩｇＧ、ＩｇＭ蛋白水平均高于治疗后对照组 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蛋白水
平。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 ＴＮＦα、ＩＬ８、ＩＬ１０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
ＩＬ２、ＩＬ１２和ＩＦＮγ较治疗前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患者 ＴＮＦα、
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２、ＩＬ１０、ＩＦＮγ水平的改善程度均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治疗前后免疫球蛋白水平的比较（ｇ／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ＩｇＡ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Ｇ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ｇＭ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８１±０６３ ３２４±０４７ａ １２９１±２７７ １６０４±３０８ａ １４８±０２９ １７３±０３２ａ

观察组 ２７９±０５５ ４２９±０６８ａ １３０４±３６５ ２０７１±４１９ａ １４９±０１３ ２０５±０４７ａ

ｔ值 ０２０４３ １０８５ ０２４２４ ７６７３ ０２６８８ ４８０８

Ｐ值 ０８３８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０８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７８８６ ＜０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因子水平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ＩＬ２（ｎｇ／ｍｌ） ＩＬ８（ｎｇ／ｍｌ） ＩＬ１２（ｎｇ／ｍｌ） ＩＬ１０（ｐｇ／ｍｌ） ＩＦＮγ（ｐｇ／ｍｌ）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３２７±９８６５ ５８２９±９８９ ５６３１±７２９ ５０５８±９７６ ３３１７±７２９ ９１６±２２３

治疗后 １８３５±６１７６ａ ６５３３±７６５ａ ５０１６±６３７ａ ５９７２±８１２ａ ２６２９±８８５ａ １２２３±２４１ａ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２７９±８１６５ ５９７１±１２３２ ５７２９±８０３ ４９７４±８８８ ３２５８±８７６ ９８３±１９１

治疗后 １０３２±３０９４ａｂ ７４５８±１０５１ａｂ ４２６８±９１７ａｂ ６７２４±１０１５ａｂ ２０１２±６０５ａｂ １６０４±２０８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内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复发情况的比较
疗程结束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１９７９，Ｐ＝０００１）。随访６个月

内，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１０８６，Ｐ＝０００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和复发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复发
治疗后复发

１个月 ２个月 ３个月 ４个月 ５个月 ６个月

对照组 ７３ ５２（７１２３％） ２０（２７３９％） ４ ２ ３ ５ ３ ３

观察组 ７３ ６８（９８１５％） ５（６８５％） ０ １ １ １ ２ ０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
治疗期间，对照组患者发生２例局部红肿、３例疼痛、１例糜

烂，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９５９％。观察组患者发生 １例局部红
肿、２例疼痛、３例糜烂、２例轻度瘙痒、３例下腹坠胀，不良反应

发生率为１５０７％，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
（χ２＝１０１４，Ｐ＝０４５１）。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均在停药后自行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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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所致的以肛门生殖器部

位增生性损害为主要表现的性传播疾病，大多发生于１８岁～５０
岁的中青年人。潜伏期平均为３个月。此病较为常见，主要通
过性接触传播，其次可通过间接接触传染和母婴传播。尖锐湿

疣的治疗必须采用综合治疗，目前临床上的治疗方法包括诱因

治疗、提高机体免疫力、化学治疗、冷冻疗法、电灼治疗、氨基酮

戊酸光动力学疗法、手术治疗等。近年来，氨基酮戊酸光动力学

疗法是治疗尖锐湿疣的主要方法之一，其可以选择性杀伤增生

旺盛细胞，不仅对肉眼可见的尖锐湿疣有破坏作用，还可清除

亚临床损害和潜伏感染组织。具有治愈率高、复发率低、不良反

应少且轻微、患者依从性好等优点［６］。尖锐湿疣的发生不仅与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有关，还与患者免疫力下降有很大的关系，

注射干扰素或生长因子等免疫调节剂可提高患者的免疫

力［７８］。本文主要探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光动力对外
阴尖锐湿疣患者的临床疗效。

据报道，尖锐湿疣的发生和复发涉及到机体的免疫状态和

炎症反应，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可引起机体辅助 Ｔ细胞１（Ｔｈ１）／
Ｔｈ２细胞水平的失衡，Ｔｈ１细胞水平降低，Ｔｈ２细胞水平增加，进
而使得Ｔｈ１细胞因子如ＩＦＮｒ、ＩＬ２、ＩＬ１２表达受阻，Ｔｈ２型细胞
因子如ＩＬ１０、ＩＬ８、ＴＮＦα表达的增加，促进病毒的免疫逃逸，
从而促进病毒在体内的复制和扩散［９１０］。同时，也会引起炎症

反应状态的失衡［１１］。有关研究指出，光动力疗法可改善尖锐湿

疣患者的免疫功能和炎症状态［１２１３］，本文对免疫球蛋白和炎症

因子水平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 ＴＮＦα、ＩＬ８、ＩＬ１０较治疗前均
明显降低，ＩｇＡ、ＩｇＧ、ＩｇＭ、ＩＬ２、ＩＬ１２和 ＩＦＮγ较治疗前明显升
高，提示光动力疗法可调节 Ｔｈ１／Ｔｈ２和机体抗炎反应与促炎反
应的平衡，与研究报道相符［１４１５］。干扰素是一组具有多种功能

的活性蛋白质（主要是糖蛋白），是一种由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

产生的细胞因子。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是干扰素ａ亚型的一种，
被认为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抑制细胞增殖以及提高免疫

功能等作用［１６１７］。本文将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联合光动力疗法
应用于尖锐湿疣，结果显示，两者联合患者 ＴＮＦα、ＩＬ８、ＩＬ１０、
ＩＬ２、ＩＬ１２和ＩＦＮγ水平的改善程度优于单用光动力疗法，提
示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光动力疗法具有协同作用，与研究报
道相符［１８］。

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联合光动力疗
法治疗的治愈率明显高于光动力疗法治疗的治愈率，且患者６
个月内的复发率低于单用光动力疗法，原因可能是随着机体免

疫状态的改善，人乳头瘤病毒可被抑制乃至消失，两者联合对

机体免疫状态和炎症状态的改善程度更优，进而发挥更强的治

疗效果。同时，两者的联合不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光动力可明显改善
外阴尖锐湿疣患者的免疫球蛋白水平和炎症因子水平，提高临

床的治愈率，降低复发率，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率，值得在临

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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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患者
对其 ＲＰＲ阴转率、血清固定率的影响研究
柳文宏△　荣静２　笪苏蓉１

１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皮肤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２
２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急诊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２

【摘要】　目的　探讨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患者对其ＲＰＲ阴转率、血清固定率的影响。
方法　选自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间收治的早期梅毒患者６８例，按照随机表法分为
观察组３４例与对照组３４例。观察组采用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对照组仅采用苄星青霉素治疗。两组疗
程均为３周。比较两组治疗疗效，Ｉ期梅毒和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间，治疗后３个月、６个月和１２个月ＲＰＲ阴转率
及治疗后血清固定率情况。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７０６％）高于对照组（７３５３％），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Ｉ期梅毒和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间快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３个
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ＲＰＲ阴转率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血清固定率
（５８８％）低于对照组（３２３５％），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
毒患者疗效明显，可以提高ＲＰＲ阴转率和降低血清固定率，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　苄星青霉素；头孢曲松；早期梅毒；ＲＰＲ阴转率；血清固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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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主要是苍白密螺旋体所致的慢性性传播疾病，几乎能
够累及全身所有器官，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严重

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１２］。早期梅毒患者临床表现复

杂多变，并且不典型的皮疹很易与其他皮肤病混淆，从而造成

误诊，且会导致多器官损害，甚者会危及患者生命［３５］。因此，

临床上对早期梅毒患者需采取及早诊断和治疗，对控制梅毒传

播具有重要意义［６７］。本文探讨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

早期梅毒患者对其ＲＰＲ阴转率、血清固定率的影响，旨在能够
为临床提供参考意义。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集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于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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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收治的早期梅毒患者６８例，依据《性病防治手册》［８］中相关
诊断标准。入组标准：①符合早期诊断标准，时间小于２年，且
均为初次治疗；②患者特异抗体发光法或者ＴＰＨＡ均为阳性；③
ＲＰＲ试验阳性且滴度≥１∶８；④签订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
准：①先天性梅毒、妊娠梅毒者；②合并肺、肾、肝等功能严重异
常者；③免疫系统疾病者；④哺乳期或者妊娠期妇女；⑤发病前
应用过抗菌药物、免疫抑制剂、激素及免疫调节剂等。６８例患
者按照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３４例与对照组３４例。观察组３４
例中，女性患者１３例、男性患者２１例；患者年龄范围１８岁～６８
岁，年龄（３８９５±４５７）岁；梅毒分期：Ｉ期梅毒１１例、ＩＩ期梅毒
２３例。对照组３４例中，女性患者１２例、男性患者２２例；患者年
龄范围１９岁～７０岁，年龄（３９４６±４８１）岁；梅毒分期：Ｉ期梅
毒１０例、ＩＩ期梅毒２４例。两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肌注苄星苄星青霉素（生产厂家：开封豫港制药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４１０２４１１７）２４０万单位／次，分两
侧臀部肌注，每周１次，共３次。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
头孢曲松（生产厂家：天津药业焦作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

准字Ｈ４１０２００９４）２０ｇ，静脉输液，每日１次，共２周。两组观察
疗程均为三周。

１３　疗效评价标准
治愈：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且患者原有皮损全部消

失，以及患者血清非特异性抗体一年转阴；好转：患者临床症状

和体征改善，且患者血清非特异抗体不能达到６个月降４倍，一
年内没有转阴；无效：皮损不能得到有效干预，恢复缓慢，血清非

特异抗体无下降或上升。总有效率＝（治愈例数＋好转例数）／
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患者Ｉ期梅毒和 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间；②观
察两组患者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ＲＰＲ阴转率；③观察两组患
者治疗后血清固定率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以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针对本研究数据中计量资料以ｔ检

验，针对本研究数据中计数资料以卡方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９７０６％）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３５３％），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４ ２８（８２３５） ５（１４７１） １（２９４） ４５（９７０６）

对照组 ３４ １９（５５８８） ６（１７６５） ９（２６４７） ３７（７３５３）

χ２值 — — — — ７５０３４

Ｐ值 —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Ｉ期梅毒和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Ｉ期梅毒和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间快于对照组

患者，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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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期梅毒和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期梅毒 ＩＩ期梅毒

观察组 ３４ ７０４±１４６ １５８３±２４６

对照组 ３４ ８７９±１８５ １９１６±２８７

ｔ值 — ４３２９８ ５１３６８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ＲＰＲ阴转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ＲＰＲ阴转率高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ＲＰＲ阴转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观察组 ３４ １４（４１１８） ２０（５８８２） ３０（８８２４）

对照组 ３４ ６（１７６５） １１（３２３５） ２１（６１７６）

χ２值 — ４５３３３ ４８０２１ ６３５２９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固定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固定率（５８８％）低于对照组患者

（３２３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固定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血清固定率

观察组 ３４ ２（５８８）

对照组 ３４ １１（３２３５）

χ２值 — ７７０３５

Ｐ值 — ＜００５

#

　讨论
苄星青霉素用在血液中有效浓度能够维持１周作用，且具

有价格低廉、使用方便等特点［９１０］，且在梅毒患者治疗中并未发

现苄星青霉素的耐药菌株［１１１２］。头孢曲松是一种第三代半合

成头孢菌素，该药物具有血浆有效浓度高、组织穿透力强、维持

时间长、不良反应少且能够通过胎盘屏障等特点［１３］。头孢曲松

与血浆蛋白结合较弱，更易进入到患者器官和组织内而达到有

效药物浓度，且其药物能够经患者血脑屏障而进入至脑脊液中，

从而能够更好地杀灭梅毒螺旋体，可提高疗效［１４１７］。本研究结

果表明，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说明苄星青霉素联合

头孢曲松可提高疗效；观察组Ｉ期梅毒和 ＩＩ期梅毒症状消失时
间快于对照组，说明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可改善患者症状；

观察组治疗后血清固定率低于对照组，说明苄星青霉素联合头

孢曲松可明显降低血清固定率。

梅毒感染人体后可导致机体产生两类抗体，其中一类主要

是非特异性的一种非密螺旋体抗体，另一类主要是特异性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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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密螺旋体抗体。临床上采用的 ＲＰＲ试验主要是性病研究实
验室试验抗原改良的一种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类试验，检测的

主要是非特异性的非密螺旋体抗体［１８］。ＲＰＲ试验具有快速、操
作简单等特点，随着病情的变化抗体效价与梅毒的活动性相平

行。本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 ＲＰＲ阴
转率高于对照组，说明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可明显提高患

者ＲＰＲ阴转率。
综上所述，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治疗早期梅毒患者疗

效明显，且可提高ＲＰＲ阴转率和降低血清固定率，具有重要研
究价值，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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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ｆｒｏｍｔｈｒｅｅ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ｃｅｎｔｒｅｓｉｎＰｏｌａｎｄ，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Ｉｒｅｌａｎｄ：ｉｎｉｔｉａｌ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ＯＥＴＳｓｔｕｄｙ［Ｊ］．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５，９１（６）：
３８９３９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８１６）

【基金项目】辽宁省大连市卫生科研基金项目 （２０１５０２４４Ｘ）
△【通讯作者】贺迎霞，Ｅｍａｉｌ：ｚｌｐ．６２８４２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１．０３８ ·皮肤性病学·

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联合 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对尖锐
湿疣患者血清 Ｔ细胞亚群、ＧＭＣＳＦ水平变化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
贺迎霞１△　张庆田１　王冬梅１　杨璐１　赵敏１　宋静２

１辽河油田总医院皮肤科，辽宁 盘锦 １２４０１０
２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病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探究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５氨基酮戊酸（ＡＬＡ）光动力（ＰＤＴ）疗法对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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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血清Ｔ细胞亚群、粒细胞巨噬细胞克隆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水平变化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４月我院８６例尖锐湿疣患者，依据治疗方案不同分组，各４３例。对照组予以 ＡＬＡ
ＰＤＴ疗法治疗，试验组予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联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治疗。统计观察两组治疗效果、不良
反应情况，并对比治疗前、疗程结束后两组血清 Ｔ细胞亚群、ＧＭＣＳＦ水平及生活质量评分变化情况。
结果　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０７０％（３９／４３）远高于对照组７２０９％（３１／４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治疗前血清Ｔ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ＧＭＣＳＦ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相较于对照组，治疗后试验组血清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均较高，ＧＭＣＳＦ水
平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０９３％（９／４３）与对照组１３９５％（６／４３）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治疗前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较于对照
组，治疗后试验组生活质量评分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尖锐湿疣患者联合采用重
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可有效调节血清Ｔ细胞亚群水平，降低血清ＧＭＣＳＦ水平，显著
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效果较为显著，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尖锐湿疣；Ｔ细胞亚群；ＧＭＣＳＦ；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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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又被称为性病疣或生殖器疣，为临床常见性传播
疾病之一，是一种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ＨＰＶ）感染引起的生殖器病变，多发于性活跃人群，临床主要表
现为肛门、生殖器部位增生型损害。近年来，随着性观念的逐渐

开放，尖锐湿疣发病率不断攀高，目前已占我国性传播疾病第

二位，严重威胁患者身体健康及生活质量［１２］。因此，积极采取

安全、有效、可行方案治疗尖锐湿疣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以往，临床上多通过激光、冰冻、电灼等手段治疗尖锐

湿疣，虽可取得一定效果，但其复发率较高，且易引发尿道口狭

窄、感染及组织缺损等并发症，影响治疗效果［３４］。５氨基酮戊
酸（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ＬＡ）光动力（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
ＰＤＴ）为目前临床治疗尖锐湿疣常用疗法，其主要通过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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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杀灭尖锐湿疣细胞，破坏病变组织内血管，同时还可参与

全身或局部特异性、非特异性免疫反应，从而使得尖锐湿疣组

织坏死脱落，效果颇为理想［５］。近年来，随着临床上对尖锐湿

疣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该病发生与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下降密

切相关［６７］。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尖锐湿疣患者免疫

功能尤为重要。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具有提高免疫及抗病
毒作用［８］。本研究选取８６例尖锐湿疣患者，分组探究重组人
干扰素α２ｂ凝胶联合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对尖锐湿疣患者血清Ｔ细
胞亚群、粒细胞巨噬细胞克隆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水平变化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辽河油田总医院与大连
市友谊医院８６例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案不
同分组，各４３例。其中试验组女１８例，男２５例，年龄范围１８
岁～５７岁，年龄（３３４５±６１２）岁；病程范围１个月 ～１３个月，
病程（８５６±２２７）个月；皮损形状：２３例菜花状，１０例乳头状、
１０例鸡冠状；对照组女１７例，男２６例，年龄范围１８岁～５８岁，
年龄（３４１５±６２６）岁；病程范围２个月 ～１５个月，病程（８６４
±２３１）个月；皮损形状：２４例菜花状，９例乳头状、１０例鸡冠
状。对比两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展开
对比研究。本研究经辽河油田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１２　入选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①均符合尖锐湿疣相关临床诊断标准［９］，

并通过临床、实验室检查确诊；②首次发病且未接受相关治疗；
③年龄≥１８岁；④患者均自愿签署本研究知情同意书。
１２２　排除标准　①伴有生殖器炎症或其他性病者；②伴有严
重内脏疾病或自身免疫性疾病者；③长期系统应用免疫抑制剂
或糖皮质激素者；④具有光敏症或对光敏剂过敏者；⑤妊娠期、
哺乳期女性；⑥过敏体质或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⑦伴有
严重精神障碍性疾病，无法配合本研究者。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操作如下：根据皮损面积

以生理盐水将５氨基酮戊酸（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
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配置为１０％ＡＬＡ凝胶备用；常规消
毒皮损位置，将１０％ＡＬＡ凝胶均匀涂抹于患处，并以塑料薄膜

封包，维持５ｈ左右暴露患处，以波长为６３５ｎｍ半导体激光（桂
林市兴达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ＸＤ６３５ＡＢ型）照射，能量密
度维持１２０Ｊ／ｃｍ，２０ｍｉｎ／次，１次／周，连续治疗３周；试验组予
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兆科药业（合
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Ｓ２００１００５４）治疗，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操作步
骤同对照组；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涂抹于疣体及其周围 ２
ｃｍ位置，４次／ｄ，连续治疗３周。
１４　观察指标

统计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不良反应情况，并对比治疗

前、疗程结束后两组血清Ｔ细胞亚群、ＧＭＣＳＦ水平及生活质量
评分变化情况。

１５　判定标准及检测方法
①疗效判定，治疗后，皮损症状完全消失，病区形态恢复正

常，且未发现新疣体为治愈；治疗后，皮损面积或复发疣体数目

较治疗前减少６０％以上为显效；治疗后，皮损面积或复发疣体
较治疗前减少２０％ ～６０％为好转；治疗后，皮损面积或复发疣
体数目较治疗前减少不足２０％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好
转＋治愈）／总例数×１００％［１０］。②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均抽取
５ｍＬ空腹外周静脉血，高速离心处理（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取
上层清夜待检，以Ｂ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型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
仪测定血清Ｔ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以酶
联免疫试验法测定血清ＧＭＣＳＦ水平，应用日立７６００型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盒。③以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
（Ｇｅｎｅｒｉｃ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７４，ＧＱＯＬＩ７４）由物质生活状
态、心理、躯体及社会四个维度评价生活质量，得分越高则生活

质量越高［１１］。

１６　统计学方法
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计量、计数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ｎ（％）表

示，ｔ、χ２检验，等级资料以秩和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效果

经Ｒｉｄｉｔ分析，试验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９０７０％远高
于对照组患者７２０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试验组 ４３ ２０（４６５１） １３（３０２３） ６（１３９５） ４（９３０） ３９（９０７０）

对照组 ４３ １０（２３２６） １４（３２５６） ７（１６２８） １２（２７９１） ３１（７２０９）

Ｚ／χ２值 ２５２４ ４９１４

Ｐ值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７

２２　血清Ｔ细胞亚群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８＋、ＣＤ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较于对照组患
者，治疗后试验组患者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均较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血清ＧＭＣＳＦ水平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 ＧＭＣＳＦ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试验组患者血清 ＧＭＣＳＦ
水平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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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Ｔ细胞亚群变化情况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试验组 ４３ ４８７４±６９５ ２４７４±４１６ ２１１４±４６０ １０８±０１５

对照组 ４３ ４９３２±６７８ ２５０１±４６７ ２０９４±５１３ １０２±０２１

ｔ值 ０３９２ ０２８３ ０１９０ １５２５

Ｐ值 ０６９６ ０７７８ ０８５０ ０１３１

治疗后 试验组 ４３ ７１２１±７５２ ３９５２±５９８ ２７３２±５３８ １６６±０１３

对照组 ４３ ５９７４±７１２ ３０５５±５２１ ２３１０±５５６ １１８±０２０

ｔ值 ７２６３ ７４１６ ３５７７ １３１９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血清ＧＭＣＳＦ水平对比（Ｍｅａｎ±ＳＤ，ｎｇ／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４３ ３２４５６±１０２３７ １４２３５±４６２１

对照组 ４３ ３１９８４±９９８２ １８４３７±３８９２

ｔ值 ０２１７ ４５６１

Ｐ值 ０８２９ ００００

２４　不良反应情况
试验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０９３％与对照组患者１３９５％

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对比［ｎ（％）］

组别 轻度水肿 轻微灼痛 局部红斑 总发生率

试验组（ｎ＝４３） ４（９３０） ３（６９８） ２（４６５） ９（２０９３）

对照组（ｎ＝４３） ３（６９８） ２（４６５） １（２３３） ６（１３９５）

χ２值 — — — ０７２７

Ｐ值 — — — ０３９４

２５　生活质量
两组患者治疗前生活质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相较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试验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较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变化情况对比（Ｍｅａｎ±ＳＤ，分）

时间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状态

治疗前 试验组 ４３ ５６３８±５３５ ５６４５±５１２ ５０６４±４２６ ５８６９±５４７

对照组 ４３ ５７４７±５０２ ５６８７±５４１ ５０７８±４１４ ５８２５±５６８

ｔ值 ０９７４ ０３７０ ０１５５ ０３６６

Ｐ值 ０３３３ ０７１３ ０８７８ ０７１５

治疗后 试验组 ４３ ７２６６±９８７ ７２３６±１０８７ ７０９６±９７８ ７４１３±１１８８

对照组 ４３ ６３２５±８６９ ６３６３±９２６ ５９８１±６６２ ６５５２±９３５

ｔ值 ４６９２ ４００９ ６１９１ ３７３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尖锐湿疣为皮肤性病科常见疾病类型之一，是由ＨＰＶ感染

会阴、肛门、生殖器等部位所致，临床主要表现为生殖器、肛周、

会阴乳头状丘疹，其发病率仅次于淋病，位居我国性传播疾病

第二位［１２］。尖锐湿疣发病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患处病理因

素、患者心理状态、产次、不洁性行为、免疫功能及 ＨＰＶ型号
等［１３］。研究表明，ＨＰＶ病毒包括１００余种，其中９０％左右尖锐
湿疣由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感染所致，少数患者由２８种 ＨＰＶ亚型感
染引发［１４］。据相关调查显示，高危型尖锐湿疣与生殖道肿瘤发

生、发展及预后密切相关［１５１６］。目前，尽管尖锐湿疣治疗方法

及药物多样，但其仍具有较高复发率。因此，如何彻底清除

ＨＰＶ、预防尖锐湿疣感染对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表明，机体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在抑制 ＨＰＶ激

活及消退尖锐湿疣临床表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１７］。细胞免疫

主要效应细胞为Ｔ淋巴细胞，临床上根据其功能及表面标志不
同分为不同亚型，如ＣＤ４＋（辅助性Ｔ淋巴细胞）、ＣＤ８＋（杀伤性
Ｔ淋巴细胞）、ＣＤ３＋（全部外周血Ｔ淋巴细胞），而 ＣＤ４＋／ＣＤ８＋

则反映机体免疫功能是否处于稳定状态。健康人体内，在分泌

细胞因子相互作用下，Ｔ淋巴细胞亚群始终处于一定平衡状态，
确保机体免疫功能正常［１８］。尖锐湿疣发病后，机体Ｔ淋巴细胞
亚群处于失衡状态，表现为 ＣＤ８＋上调，ＣＤ４＋、ＣＤ３＋下降，而
ＣＤ４＋／ＣＤ８＋明显降低。机体Ｔ淋巴细胞亚群失衡致使细胞免
疫反应抑制效应，尖锐湿疣发病后，机体无法建立有效免疫调节

机制，造成ＨＰＶ反复感染、尖锐湿疣迁延不愈［１９］。因此，积极

调节尖锐湿疣患者免疫功能对提高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具有免疫调节、广谱抗菌及抑制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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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增殖等作用，其可通过结合靶细胞膜表面特异性受体，诱导

细胞分泌抗病毒蛋白，从而抑制病灶内ＨＰＶ转录、复制；同时还
可有效调节机体免疫功能，增强吞噬细胞吞噬功能及 ＮＫ细胞
杀伤功能。本研究对尖锐湿疣患者联合采用重组人干扰素 α
２ｂ凝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效果较为显著。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
疗尖锐湿疣机制较为复杂，其中５氨基酮戊酸属于亲水性低分
子光敏剂前体，可于特定光源照射下大量产生单态氧、自由基，

引起细胞毒作用，借助细胞凋亡、坏死杀灭靶细胞［２０］。此外，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尖锐湿疣具有以下优势：（１）对病灶周围组织损
伤较小，治疗靶向选择性良好；（２）只有光照强度及光敏剂浓度
足够情况下，才可促发光敏剂光动力学反应，进而破坏病变组

织，故毒性较低；（３）治疗过程中可以借助光纤于机体深部导入
激光，一定程度上减少治疗带来创伤。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试验组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ＣＤ８＋、ＣＤ３＋均高于对照组，且治疗总有效率９０７０％远高于对
照组７２０９％（Ｐ＜００５）。结果充分说明对尖锐湿疣患者联合
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可显著改善
患者免疫功能，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ＧＭＣＳＦ作为炎症反应
敏感性标志物，参与尖锐湿疣发生、发展［２１］。本研究中治疗后

试验组血清ＧＭＣＳＦ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果提示对尖锐湿疣患者采用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同
时，加用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可有效降低患者血清 ＧＭ
ＣＳＦ水平。治疗后试验组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说明对尖锐湿疣患者联合采用重
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生
活质量。此外，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较低。

综上所述，对尖锐湿疣患者联合采用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
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可有效调节血清Ｔ细胞亚群水平，降低
血清ＧＭＣＳＦ水平，显著改善患者生活质量，效果较为显著，且
安全性较高。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还需临床多中心、多渠道取

样，进一步证实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联合 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对
尖锐湿疣患者血清 Ｔ细胞亚群、ＧＭＣＳＦ水平变化及生活质量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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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对女性尖锐湿疣患者
免疫调节作用的影响
罗浩杰△　杨建强　孙慧　朱文华　连炜炜　郝阳阳　沈云佳
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对女性尖锐湿疣（ＣＡ）患者免疫调节作用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女性ＣＡ患者１００例，随机分为联合组和
乳膏组，每组５０例。乳膏组在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基础上给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联合组在此基础上给予
匹多莫德口服治疗。比较两组治疗疗效、不良反应、复发、免疫功能。结果　联合组治疗后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明显高于乳膏组，联合组治疗后 ＣＤ８＋水平明显低于乳膏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联合组治疗有效率为９６００％，明显高于乳膏组的８４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
和乳膏组不良反应率分别为２２００％、１８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１２个月后，联合组复发
率为６２５％，明显低于乳膏组的２３８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
莫特乳膏可有效调节女性ＣＡ患者的免疫功能，有利于提高治疗疗效和减少复发，且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值
得临床作进一步推广。

【关键词】　匹多莫德；５％咪喹莫特乳膏；女性；尖锐湿疣；免疫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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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６．２５％，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２３８１％），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５％ ｉｍｉ
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Ｃ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ｉｄｏｔｉｍｏｄ；５％ ｉｍｉｑｕｉｍｏｄｃｒｅａｍ；Ｆｅｍａｌｅ；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Ａ）是一种常见的性病，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ＰＶ）感染所致，女性温暖潮湿的外阴皮肤黏膜利于ＨＰＶ的生
长、繁殖，可导致丘疹、异物感、痛、痒感等症状，近年来相关报道

发现，该病的发生呈逐渐增加的趋势，对患者健康造成了巨大

的不良影响［１］。目前，ＣＡ主要的治疗方法为药物治疗，其中

５％咪喹莫特乳膏是常用的药物之一，在去除肉眼可见疣体方面
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仍有部分患者治疗疗效欠佳，且出现复发，

影响患者的预后，其中机体免疫功能低下与ＣＡ的发生、发展和
转归关系密切［２３］。而匹多莫德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免疫调节

剂，已在临床多种感染病中得到广泛使用，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免

疫功能［４］。对此，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
莫特乳膏治疗，探讨其对对女性尖锐湿疣 ＣＡ患者免疫调节作
用的影响，以为女性ＣＡ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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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６月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
的女性ＣＡ患者１００例，纳入标准：①ＨＰＶ免疫法和５％醋酸白
实验阳性确诊为ＣＡ；②年龄＞１８岁、无精神病病史③皮损位于
阴唇、会阴、阴道口、肛周；④患者或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
除标准：①有心、肝、肾等严重性疾病；②就诊前１个月无免疫、
放化疗、抗感染等治疗史；③妊娠期、哺乳期女性或有恶性肿瘤；
④对本组研究药物过敏；⑤拒绝或中途退出本次研究。本次研
究已经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依据随机数表在１∶１下分为联合组和乳膏组，每组５０例，联
合组年龄范围１９岁～５８岁，年龄（３６２８±１０２６）岁；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值范围１８２４ｋｇ／ｍ２～２９１４ｋｇ／ｍ２，ＢＭＩ值（２３５８±４１２）
ｋｇ／ｍ２；疣体数范围３个 ～８个，疣体数（５８６±０７２）个；疣体直
径范围２ｍｍ～１４ｍｍ，疣体直径（７４２±０８１）ｍｍ；阴唇１２例、会
阴１０例、阴道口 １０例、肛周 １８例；病程范围 ２０ｄ～６６ｄ，病程
（４０１６±１０５８）ｄ。乳膏组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９岁，年龄（３６６７±
１０３２）岁；ＢＭＩ值范围１８１３ｋｇ／ｍ２～２９２２ｋｇ／ｍ２，ＢＭＩ值（２３５２
±４０７）ｋｇ／ｍ２；疣体数范围３个～８个，疣体数（５９０±０７５）个；
疣体直径范围２ｍｍ～１５ｍｍ，疣体直径（７４５±０８２）ｍｍ；阴唇１１
例、会阴１１例、阴道口１１例、肛周１７例；病程范围２１ｄ～６８ｄ，病
程（４０６９±１０３０）ｄ。两组在年龄、ＢＭＩ值、疣体数、疣体直径、疣
体位置、病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进行 ＣＯ２激光治疗，于疣体基底部分进行局
麻，局部封闭治疗之后，依据疣体的大小对 ＣＯ２激光输出频率
进行调整。炭化疣体并清除，之后使用龙胆紫统一清洗创面，维

持外阴清洁和伤口干燥。乳膏组患者在 ＣＯ２激光治疗的基础
上，先用中性肥皂和清水清洁患处，将５％咪喹莫特乳膏（珠海
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２８３，２ｇ：
０１ｇ）外涂患处，轻柔片刻，于８ｈ后采用清水清洗干净患处药
物，隔日用药１次，疗程共２个月；联合组患者在乳膏组基础上
给予匹多莫德 （唐山太阳石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００９１，０４ｇ８片）口服治疗，１６ｇ／次，２次／ｄ，２周后改为
０８ｇ／次，疗程共２个月；两组治疗期间指导禁止性生活、盆浴、
增强膳食营养、禁食酸辣等刺激性食物。

１３　指标观察和标准
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随访１２个月，观察比较两组治疗疗

效、不良反应、复发、免疫功能。①疗效标准［５］：ＨＰＶ免疫法和
５％醋酸白实验阴性，疣体完全消失，皮肤黏膜正常，３个月内无
复发为基本治愈；ＨＰＶ免疫法和５％醋酸白实验阴性，疣体消退
＞７０００％，皮肤黏膜基本恢复正常为显效；ＨＰＶ免疫法和５％
醋酸白实验阴性，疣体消退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皮肤黏膜恢复
为有效；ＨＰＶ免疫法和 ５％醋酸白实验阳性，疣体消退 ＜
３０００％，皮肤黏膜无改善为无效。治疗有效率 ＝（基本治愈数
＋显效数＋有效数）／总例数 ×１００００％，治疗３个月后出现新
疣体，ＨＰＶ免疫法和５％醋酸白实验阳性为复发。不良反应包
括瘙痒、刺痛、出汗、红斑等。②免疫功能检测：所有患者均于治
疗前后清晨抽取３ｍＬ静脉血，采用间接免疫荧光法检测Ｔ细胞
亚群（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水平，并计算ＣＤ４＋／ＣＤ８＋水平。
１４　统计学数据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对计数资料比较以
（％）表示采用 χ２检验，对计量资料比较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
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比较

联合组和乳膏组患者治疗前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ＣＤ８＋水平基本相同，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
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两组治疗后
ＣＤ８＋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联合组患者治疗后 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明显高于乳膏组患者，联合组治疗后 ＣＤ８＋水
平明显低于乳膏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联合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乳膏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乳膏组 ５０ ４９２７±５０３ ６００１±６１４ａ ２７２２±２９４ ３２１７±３２８ａ ３６４２±３７７ ２９５１±３０９ａ ０７４±０２２ １３２±０３２ａ

联合组 ５０ ４９１５±５０６ ６７６８±７０２ａ ２７４４±３０８ ３９２１±４１２ａ ３７０６±３８３ ２４２５±２５２ａ ０７２±０２１ １６８±０３８ａ

ｔ值 — ０１１９ ５８１５ ０３６７ ９４５３ ０２６５ ９３２８ ０４６５ ５１２４

Ｐ值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基本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乳膏组 ５０ ２０（４０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１４（２８００） ８（１６００） ４２（８４００）

联合组 ５０ ２６（５２００） １４（２８００） ８（１６００） ２（８００） ４８（９６００）

χ２值 ４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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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联合组患者和乳膏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且所有出现不良反应的患者均可自行缓解。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瘙痒 刺痛 出汗 红斑 发生率（％）

乳膏组 ５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９（１８００）

联合组 ５０ ４（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４（６００） １１（２２００）

χ２值 ０２５０

Ｐ值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复发比较
随访１２个月后，联合组患者复发率为６２５％（３／４８），明显

低于乳膏组患者的２３８１％（１０／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５８９，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

　讨论
ＣＡ是临床上女性常见的皮肤性传播疾病之一，其病原体

ＨＰＶ是一种乳多空病毒科的乳头瘤空泡病毒，具有抵抗力强、
干燥耐受强等特点，可感染黏膜、皮肤等组织并合成和分泌多

种毒性因子诱发组织的炎症病变，常发生在肛门及外生殖器部

位以增生性损害，长期、持续性感染可以引起宫颈上皮内瘤变，

甚至宫颈癌的发生，因此有效的治疗 ＣＡ具有重要的临床价
值［６７］。

目前，５％咪喹莫特乳膏是临床上治疗 ＣＡ的一种特效药
物，属咪唑喹啉类化合物，主要通过诱导外周血单核细胞分泌

多种细胞因子而产生抗病毒活性，对清除病毒有良好的疗

效［８］。但近年来，有研究显示，单独应用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
ＣＡ的疗效仍不理想，无法有效根治深部的ＨＰＶ，因而导致皮损
处仍为亚临床、潜伏感染的状态，加之 ＨＰＶ可使机体内多种细
胞、细胞亚群出现紊乱而使机体免疫力出现异常下降，约

１０００％ ～３０００％的患者治疗后疗效不显著或治疗后复
发［９１０］。

而有研究表明，匹多莫德是一种临床上常用的免疫调节药

物，具有促进细胞而调节、改善免疫力的药效，可提高巨噬细胞

和中性粒细胞的吞噬活性，激活自然杀伤细胞，促进淋巴细胞增

殖，有利于调节并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１１１２］。同时，Ｔ淋巴细胞亚
群水平则是机体免疫系统中重要的免疫细胞，其中 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是临床上常用于检测机体细胞免疫
功能的重要指标，可有效反映机体免疫系统内环境稳定［１３１５］。

而本研究通过给予患者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
疗，发现联合组治疗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明显高于
乳膏组，联合组治疗后ＣＤ８＋水平明显低于乳膏组，联合组治疗
有效率为９６００％，明显高于乳膏组的８４００％，表明该疗法有
效调节了患者的免疫功能，提高了治疗疗效。这可能是由于加

用匹多莫德治疗后，其可通过刺激非特异性自然免疫，体液免疫

和细胞免疫产生效应，使辅助性 Ｔ细胞（如 ＣＤ４＋）与抑制性 Ｔ
细胞（如ＣＤ８＋）的比值恢复正常，有利于促进和维护机体的免
疫监视、免疫防护和免疫自稳功能，增强 Ｔ淋巴细胞亚群的免
疫活性（如ＣＤ３＋），有利于提高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的趋化
性、吞噬活性［１６１８］，促进了患者的免疫功能而调节其相关细胞

参与的免疫应答作用，提高了对 ＨＰＶ的清除作用，从而起提高
了患者治疗疗效的作用。同时，本研究对患者随访１２个月后，
发现联合组复发率为６２５％，明显低于乳膏组的２３８１％，表明
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治疗有效减少了女性 ＣＡ患者
复发的发生。这可能是由于改疗法更有效地调节了患者的免疫

状态，有利于促进和维护机体的免疫监视、免疫防护和免疫自稳

功能，增加和扩大了机体的免疫应答过程，进而有效清除了

ＨＰＶ及其所致的清除亚临床感染及潜伏的病毒感染，使机体可
长期有效抑制ＨＰＶ的病毒的复制，有利于保持正常的阴道清洁
度、稳定内环境，降低了 ＣＡ的复发率。此外，研究中联合组和
乳膏组不良反应率分别为２２００％、１８００％，所有出现不良反
应的患者均可自行缓解，表明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
的治疗方案无显著增加女性 ＣＡ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的风险，这
可能是由于本研究严格遵从了匹多莫德、５％咪喹莫特乳膏的用
法用量有关。

综上所述，匹多莫德联合５％咪喹莫特乳膏提高了女性 ＣＡ
治疗疗效，可有效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减少了 ＣＡ的复发，且
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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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科研课题项目（１２００５２）
△【通讯作者】尹莉，Ｅｍａｉｌ：３３９７８８９９＠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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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三种治疗方案减少生殖器疱疹复发的临床效果
尹莉１△　江吉２　袁烨３　王芳４

１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皮肤科，成都 ６１１５３０
２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儿科，成都 ６１１５３０
３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神经外科，成都 ６１１５３０
４四川省肿瘤医院皮肤科，成都 ６１００４１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不同治疗方案减少生殖器疱疹复发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
２０１７年４月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收治的生殖器疱疹患者１２０例，按照入院顺序分为三组实施对比研究，每
组４０例，设为Ａ、Ｂ、Ｃ组，分别给予阿昔洛韦治疗、膦甲酸钠治疗、阿昔洛韦与膦甲酸钠联用治疗。观察２组
患者的疱疹消失时间、随访平均复发次数、有效率、生活质量等实验数据。结果　Ａ组与 Ｂ组的疱疹消失时
间、随访平均复发次数均显著长于、大于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Ａ组与Ｂ组之间上述指
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与Ｂ组的总有效率均显著低于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Ａ组与Ｂ组之间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后分别实施生活质量
评分，可得３组各项指标得分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得到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且治疗之后的组间评分结果显示，Ａ组与 Ｂ组的的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 Ｃ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 Ａ组与 Ｂ组之间治疗后各项指标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不同治疗方案下，均能够获得理想的生殖器疱疹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与生活质量，减少疾
病的复发。但阿昔洛韦与膦甲酸钠联用治疗的效果最好。

【关键词】　生殖器疱疹；阿昔洛韦；膦甲酸钠；联合用药；复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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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ｉｍｅｏｆｈｅｒ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
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ｉｍｅｏｆｈｅｒｐ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ｒ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ｇｒｏｕｐＣ（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ｉｎ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ｎａｌｌ
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Ｃ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ｇｉｍｅｎｓｃａｎａｌｌｏｂｔａｉｎｉｄｅ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
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ｕｔａｃｙｃｌｏｖｉｒ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ｏｓｃａｒｎｅｔｓｏｄｉｕｍ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ｉｓｏｆｔｈｅｂｅｓ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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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生殖器疱疹在临床具有很高的发病率，是一种发病
率很高的性传播疾病，主要通过性接触传播，还可通过胎盘及

产道传播。发生生殖器疱疹会给患者带来很大的身心痛苦，疾

病会导致各种临床症状的出现，治疗周期长，极易复发，严重影

响到患者的健康和日常生活［１］。临床治疗中，阿昔洛韦治疗、

膦甲酸钠治疗等是常用的治疗方式［２３］。本次研究对比分析不

同治疗方案减少生殖器疱疹复发的临床效果。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收治
的患者１２０例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分布范围为１８岁 ～７５岁，
中位年龄为３８岁，男性、女性患者分别有７５例、４５例。试验严
格遵循《渥太华工作组关于临床试验注册的声明》相关内容。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进行了临床专业诊断和检查，均符合生殖器

疱疹诊断标准［４］；②随访资料完整并建立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数
据库；③签订知情同意书；④均为本院收治的住院患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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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
娠期女性；④合并恶性肿瘤者；⑤哺乳期女性；⑥梅毒或其它生
殖器溃疡性疾病；⑦无法获得随访者。按照入院顺序分为三组
实施对比研究，每组４０例，设为 Ａ、Ｂ、Ｃ组，对３组患者的平均
年龄等一般资料进行统计与组间对应比较，无特别差异，Ｐ＞
００５，具备临床研究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Ａ组：给予患者口服阿昔洛韦（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３０７４，生产单位：湖北华世通潜龙药业有限公司）治疗，每
次２００ｍｇ，每日５次，连续服用７ｄ后改为每次４００ｍｇ，每日２次。
Ｂ组给予患者膦甲酸钠注射液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６６６３，生产单位：青岛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静脉滴注
治疗，每次３０ｇ，每日１次。Ｃ组给予阿昔洛韦与膦甲酸钠联用
治疗，治疗方法均同 Ａ、Ｂ组。三组均连续治疗２个月，治疗后
随访６个月。观察两组患者的疱疹消失时间、随访平均复发次
数、有效率［５］、生活质量等实验数据。利用ＳＦ３６生活质量量表
进行生活质量评分［６］，随访中再次出现典型生殖器疱疹症状为

复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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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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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为数据之间具有显著差异。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疱疹消失时间、随访平均复发次数统计与组间比
较

　　经统计，Ａ组与Ｂ组的疱疹消失时间、随访平均复发次数均
显著长于、大于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Ａ组
与Ｂ组之间上述指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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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疱疹消失时间、随访平均复发次数统计
与组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疱疹消失时间（ｄ） 随访平均复发次数（次）

Ａ组 ４０ ７５１±１０２ａ ２１２±０２３ａ

Ｂ组 ４０ ７４１±１２５ａ ２１１±０１９ａ

Ｃ组 ４０ ５１５±０２６ １０２±０１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Ｃ组进行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判定与总有效率统计与组间对比
Ａ组与Ｂ组的总有效率均显著低于Ｃ组，Ｐ＜００５，但Ａ组

与Ｂ组之间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两组患生活质量评分与比较

治疗前后分别实施生活质量评分，可得３组各项指标得

分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得到明显改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且治疗之后的组间评分
结果显示，Ａ组与 Ｂ组的的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 Ｃ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但 Ａ组与 Ｂ组之间治疗后
各项指标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判定与总有效率统计与组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率（％）

Ａ组 ４０ １８ １４ ８ ８０００ａ

Ｂ组 ４０ １７ １４ ９ ７７５０ａ

Ｃ组 ４０ ２０ １７ ３ ９２５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Ｃ组进行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两组患生活质量评分与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项目
治疗前

Ａ组（ｎ＝４０） Ｂ组（ｎ＝４０） Ｃ组（ｎ＝４０）

治疗前

Ａ组（ｎ＝４０） Ｂ组（ｎ＝４０） Ｃ组（ｎ＝４０）

生理职能

生理功能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活力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精神健康

４１２３±１４３
２０２６±３２１
３５７３±５３２
３１３９±５７２
３５８２±４６６
３４９３±４２２
３３５３±２８４
５６８１±６３２

４２０１±１９１２
２０１２±２８５
３６６１±５０２
３０３２±５３１
３４８５±５０２
３６１２±４０２
３３１２±２１９
５７０２±５０２

４３８９±１８４
１９９４±３７５
３７７２±６０８
２９４７±６９８
３４０７±４８９
３５１３±４５７
３２４７±２５８
５６８９±６７９

５６８０±５０３ａｂ

３０８５±７１７ａｂ

４７４７±３９６ａｂ）

４４０９±３０７ａｂ

４２１７±２９６ａｂ

４７３８±３７１ａｂ

４８９６±５９８ａｂ

６３０９±５９１ａｂ

５５３１±５１２ａｂ

３１０２±６２５ａｂ

４８３２±３１５ａｂ

４５０２±３０１ａｂ

４３０２±２７４ａｂ

４６３３±２１２ａｂ

４７１５±５０２ａｂ

６４１２±３０５ａｂ

６８８９±１４５ａ

４４７５±６１６ａ

５９４６±５０１ａ

５６２６±５８６ａ

５４３７±３５８ａ

６９５１±５６２ａ

６９５４±６７５ａ

８１２３±３２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进行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治疗后Ｃ组进行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三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统计与组间对比
三组患者均未出现与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

#

　讨论
生殖器疱疹是一种性传播疾病，由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引

起，具有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等特点［４］。临床治疗中，消除 ＨＳＶ
感染，提高机体免疫能力是治疗疾病的关键［５］。目前，临床对

生殖器疱疹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阿昔洛韦和膦甲酸钠是常用药

物［６７］。阿昔洛韦是一种广谱抗病毒药物，能对病毒 ＤＮＡ多聚
酶予以选择性抑制和灭活，进而阻断病毒 ＤＮＡ合成［８９］。以往

的众多研究证实，其在生殖器疱疹的临床治疗中具有良好效

果。膦甲酸钠为无机胶磷酸盐抗病毒药物，具有良好的抗病毒

功效［１０１１］。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Ａ组与 Ｂ组的疱疹消失时间、
随访平均复发次数均显著长于、大于 Ｃ组，但 Ａ组与 Ｂ组之间
上述指标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Ａ组与 Ｂ组的总有效
率均显著低于Ｃ组，但Ａ组与Ｂ组之间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后分别实施生活质量评分，可得３
组各项指标得分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得到明

显改善［１２１３］。且治疗之后的组间评分结果显示，Ａ组与 Ｂ组的
的各项评分均显著低于 Ｃ组，，但 Ａ组与 Ｂ组之间治疗后各项
指标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１４］。上述结果可以提示，在不

同治疗方案下，均能够获得理想的生殖器疱疹治疗效果，改善

患者的临床症状与生活质量，减少疾病的复发。但是，实施阿昔

洛韦与膦甲酸钠联用治疗效果最好，可以达到较好的治疗效果。

分析相关原因，是因为在联合治疗模式下，膦甲酸钠的抗病毒作

用不受ＤＮＡ聚合酶浓度的影响，其靶点位于病毒 ＤＮＡ聚合酶
的焦磷酸盐点［１５］。在该位置，药物可以选择性与该位点结合，

发挥强效的抗病毒活性，在针对抗耐阿昔洛韦的ＨＳＶ病毒抑制
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１６１７］。两种药物联合应用，发挥出理想的

协同作用，有效弥补单药治疗的不足之处，进而获得更好的治疗

效果［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不同治疗方案下，均能

够获得理想的生殖器疱疹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与生

活质量，减少疾病的复发。但阿昔洛韦与膦甲酸钠联用治疗的

效果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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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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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樊尚荣，郭雪冬．２０１５年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性传播疾病诊断和治
疗指南（续）———生殖器疱疹的诊断和治疗指南［Ｊ］．中国全科医
学，２０１５，（２７）：３２５７３２５９．

［７］　戴若以，顾小红．生殖器疱疹患者健康相关生命质量及其影响因
素［Ｊ］．中国感染控制杂志，２０１６，１５（１１）：８１３８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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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 ＋集中教育”大学性教育模式研究
夏卉芳１，２△　田景华１　李尚洪１

１贵州师范学院生物科学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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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构建在校大学生“三理”性教育知识体系及集中教育模式，提高教学效果。方法　主要
采用文献研究方法、网络资料法、教育经验总结法、访谈调研法、实践教学法。结果　在对大学生进行性教
育时，使用“三理＋集中教育”创新理念教育模式，能增加教学效果。结论　应该采用“三理 ＋集中教育”教
育模式，以提高教学效果。

【关键词】　大学生；性教育；三理；集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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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
用普及，在校大学生受到的国内外性信息冲击，导致性观念的

思想较开放［１３］。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在１８岁 ～２１岁，正值性器
官生理发育高峰期、性生理迅速发育较成熟，而性心理未完全

成熟的特殊矛盾时期。此外，在校大学生结婚禁令的解除，大学

生在两性交往过程中，遇到的性健康问题、性心理、性道德与法

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而两性问题通常被学生家长定为私密

性，同学间相互交流几乎很少，正确科学的交流更是几乎为零。

这样反而加重大学生因两性问题处理不好而带来的各种性焦

虑，所以必须加强对大学生进行规范系统性知识教育及集中同

伴、师生互动交流起到正确引导作用。

性教育主要关于人体的性生理（包含性生活）、性心理及其

他方面性相关的社会因素教育［４６］。如果两性问题处理不当，

将导致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错误，最后危害个人、家庭、社会的

健康发展。尤其是如果发生不洁性行为感染性病、艾滋病而形

成传染源，女性大学生感染将来甚至可能通过母婴传播方式传

染给胎儿，将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目前，全球半

数以上的性病、性心理异常等性健康相关疾病都集中发生的年

轻人身上，这其中就包括在校大学生，因此必须对在校每一位

大学生进行严格而系统的性知识教育。为了更好地对在校大

学生进行性教育，提高教学效果，节约资源，在全校范围推广

“三理＋集中教育”教育模式。
!

　性教育“三理”知识体系构建
性教育主要包括性教育发展史、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包

含性行为健康）、优生优育等方面［７８］。其中性生理、性心理、性伦

理的知识紧密相连，是在校大学生们正在发生或经历的重要知

识，在校大学生需要学习了解的基础知识，常在性教育中结合连

贯讲解，称为“三理”性教育。“三理”性教育主要内容包括：①性
生理：有正常发育的生殖器官和第二性征、生殖系统功能正常、有

良好的卫生习惯、保持生殖系统健康；②性心理：性心理健康指性
心理的形成是健康的、有健康的性别自认、用正常的心态对待各

种性问题；③性伦理：性伦理是社会道德中最敏感的一个领域，是
指引导人类性意识、性规范、性活动向健康方向发展。

“三理”性教育知识是大学生性教育课程的基础核心知识。

性生理知识是专业基础知识，是前导内容；性心理知识是性生

理的重要辅佐知识内容，只有性心理健康才能保证性生理功能

的正常进行［７，９］。性伦理是性生理功能执行的社会及道德合理

合法性规范的研究范围，在性教育中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维

持社会的稳定性。“三理”教育在性教育中结合在一起，形成性

教育的主导知识体系，相辅相成［１０］。所以，只有在性教育中发

挥好“三理”结合的新理念，才能更加体现性教育的实用性与科

学性以保证正确健康指导在校大学生性行为、性安全、性合法、

防治性病等知识与行为。大学生“三理”性教育的主导知识体

系结构具体见图１。

图１　大学生“三理”性教育知识体系

"

　集中教育在大学性教育中应用优势分析
当今在校大学生一般都是于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出生，他们在

年龄上具有集中性，也就是同龄人。按照群体社会学的观点，他

们通常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相似的生活境遇使他们享有共同的

价值观念、兴趣爱好，具有年龄相近、所关注的问题相同等特

点［１１］。他们在性生理、性心理遇到需要性教育专家指导的问题

几乎都普遍相似。按照行为学的观点，如果信息的传递者和接收

者经历相似、情感相通、关心的事情相同，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接

收者就更容易接受传递者的信息，这也决定着他们的相关态度、

信念和行为方向的一致［１２１５］。尤其２０岁左右的青年人喜欢和同
龄人交流。让在校大学生进入性教育课堂或听讲座这样的集中

教育形式，使得集中教育具有广泛性、高效性。既节约教师教学

资源，又使得每一位学生在轻松自然与教师、同学间形成同伴教

育、同龄人教育同龄人方法面对面交流的状态下高效率学习、讨

论并接受体会性教育知识对学生的指导作用。大学性教育课堂

上师生互相生活案例、讨论指导等互动，使容易知识易于了解、知

道如何应用，并且提高能学习兴趣。其他主要优点如下：①课堂
集中教育有利于学生放松学习状态，增强信心，提高学生性心理

健康水平，提高教学认可度。②有利于师生双向交流，教师及时
将学生欠缺、常遇到的问题相关知识着重讲解，使得教学的针对

性强，提高了课堂教学效果及应用价值［１６］。③有利于提高性教
育指导效果：学生群体集中教育时，教师在现场随时关注学生接

受知识情况以调整进度及知识难易度、简便、突出重点。

分析夏卉芳［７］在２０１５年对在校大学生调查性教育内容需
求及教育模式表明多数学生对课堂、讲座集中教育和性生理、性

心理、性伦理与道德等“三理”性知识的需求。利用这种正确的

教学模式引导每一位在校大学生掌握并应用性生理知识、性健

康的自我保健，异性交往，提高自我性保护意识，维护性道德，学

会洁身自尊，从而使他们健康快乐成长、自强自立、建立守性法

的人生信念，实现自身伟大梦想，促进大学校园的安全和谐、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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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安全和谐和下一代的健康发育。

#

　“三理
+

集中教育”结合教育模式

当今大学生年龄均在１８岁～２１岁，刚刚经历了身心变化很大
的青春期。进入大学后，随着身体的成熟，生殖器官和腺体也进一

步发育，又面临着两性相处问题。这就需要对大学生进行“三理”

性知识教育。同时，采用集中教学方式时，学生可以面对面交流、同

伴教育、案例讨论等学习方式，可以提高学习效果［１７１８］。

尤其是集中考核教育能够加强学习效果的评价监督与管

理，促进学习积极性。大学生“三理”性教育知识采用集中教育

模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采用集中教育模式讲授

“三理”性教育知识时，大学生能够在课堂与学生、教师面对面

进行常见性生理、性心理、性伦理现象的交流，使得学习氛围轻

松，学习效果提高，能够有效缓解大学生两性交往的焦虑，集中

课堂就是大学生学习两性知识并推广到实际应用的合适环境。

*

　“三理
+

集中教育”教学效果的测评与监管

近几年，入校大学生的平均年龄在１７岁～１９岁不等，他们
在大学前接受的教育与信息根据年龄、生源地、家庭背景等不

同，其需要的性教育知识也略有不同。这就需要采用“三理 ＋
集中教育”结合教育模式教学时，要充分利用集中面授的知识

时效性、现场指导性、师生参与性、因材施教教学与个别指导性

等便利条件。这样才能保证集中面授效果的有效性、知识的与

时俱进性，以引导大学生以正确的观念正面地、积极地参加学

习性教育知识。同时，教师要根据教学效果随时调整教学方案，

例如“性生理”上完以后，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对大学生及时进行

集中考核与分析，并反思与调整更加合理教学方法。以保证公

正评价教学效果，并及时反馈到课堂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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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少年踏入青春期，他们无论在生理、心理及行为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往往导致他
们容易作出偏差行为，这些行为对青少年期甚至日后的健康都有深远的影响。澳门性教育越来越受重视，

过往学校多以讲座形式讲授，健康相关社团提供专业技术支持，性教育由各校零散进行到澳门教青局把它

纳入政策和工作重点，并于２００５年澳门教青局成立德育中心，开办课程培训性教育导师，并提供教材教具之
支持，组织推广活动；性教育开始多样化，由传统知识灌输到学习者主动参与，由学校组织到青少年、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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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内容包含青春期性知识、价值观、技能等。尽管如此，目前的性教育仍有改善空间，一套全面的

性教育对青少年是必要的。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指，性教育应根据不同年龄段设定相应具体的学习目

标，全面性教育需包含“关系”“价值观、态度和技能”“文化、社会和人权”“人体发育”“性行为”及“性和生

殖健康”６方面。澳门中小学应推行全面的性教育，以增强初中生对性的知识，建立良好的价值观和态度，作
出合乎自己意愿的抉择，提升沟通技巧和减低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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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人类生命周期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转变期［１］。

当踏入青春期，随着身体的快速生长发育，性方面亦开始变得

成熟［１］。虽然青少年一般被视为健康的群体［２３］，事实上，当他

们踏入青春期，他们无论在生理、心理及行为上都有很大的改

变［１］，尤其初中生在踏入青春期这个重要的阶段，似懂非懂，易

受外界所影响而出现不当的、高风险的行为，例如危险性行

为［１，４７］。而这些行为将增加青少年意外怀孕以及感染性传播

疾病的风险，并使他们更容易受到性胁迫、性虐待和性剥削等

伤害；对青少年期甚至日后的健康都有深远的影响［１，８９］。因

此，在这重要的阶段，透过性教育增强初中生对性的知识，建立

良好的价值观和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

　澳门性教育的现况与趋势
澳门性教育问题一直受到学校、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上世纪８０年代开始，部分学校已把性教育纳入常识课堂、公民
课堂或周会之教育，部分亦邀请专业人士如医护到学校进行青

春期讲座，对象主要为初中一二级学生。

教育暨青年局在１９９９年将性教育加入不同阶段的课程大
纲中，订下初步的青春期及性教育内容，并建议置于相应学科

中［１０］。由各校各自组织开展到逐步由政府主导及支持，同时重

视性教育工作团队之建设。２００５年，教育暨青年局属下的德育
中心成立，推动青少年的品格与性教育，举办性教育导师培训，

培训对象以前线人员为主，包括教师、学生辅导员、学校医护人

员以及社会服务机构社工；设立教育资源中心，与内地及台湾

出版社分别出版了《品德与公民》教材与各教育阶段适用的《性

教育教学辅助资源》，可分别辅导幼儿、小学、初中以至高中生；

教材还包括海报、小册子等，以支持各校教师性教育活动的开

展，同时与专业团体合作，推出青少年性健康之咨询热线，举办

话剧比赛。

与此同时，澳门各社团也更重视性教育，不定期地开展讲

座、展览、生活营等。性教育也由过往较传统的生理知识逐步扩

展到心理、两性沟通技巧、安全性行为等，形式由讲授到多种形

式，由被动到主动，由学习到积极参与及分享。

同时，政府支持与委托学术机构对中学生性知识展开调查，

以促进性教育政策及方向之制定。“澳门性教育课程研究”指

出，性教育应当被纳入正规教育课程中，以教育学生在正确的性

知识及性观念，相关建议由教青局负责跟进［１０］。目前，性教育

已得到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学校开展了相关的性健康教育。

"

　澳门中学生性知识
２０１２年，在澳门的一项名为“澳门青年指标”的针对青年人

的人文知识调查中，亦针对青年人性知识设计了１０题性知识题
目进行调查，发现只有约一成受访者能完全答对，整体平均分不

到７分［１１］。张转澄及黄德麒［１１］（２０１５）调查也指出，澳门中学
生性知识答对率比台湾低。中学生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性教育是

足够的只有３６４％，认为澳门目前性教育足够的只有１８２％；
中学生性知识主要来源首３位依次为老师、朋友及网络［１２］。

#

　在学校推行青少年性教育
虽然不少年青人在成长过程中可以从不同渠道接触到有

关性方面的信息，但这些讯息往往含混不清，甚至相互矛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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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作为绝大部分青少年生活上停留时间最长的其中一个场

所，加上澳门青少年第一次进行性行为的时间亦是在校期间，

这造就了青少年性教育的契机［８］。目前的性教育不能满足学

生的需求，而学校在推行性教育上有其独特的优势。有效的性

教育能减少错误讯息传递，提高正确知识，澄清和加强正向的

价值观和态度，提升年青人知情决策及采取相关行动的能力，

加深对同侪和社会规范的了解，加强他们与父母和其他可信任

的成年人之间的沟通［８］。

３１　学校推行性教育成效
以学校为本性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在进入成人阶段的

年轻人于性健康方面打造良好基础［１３］。学校能规范学习环境，

以确保校园环境能对学生的性教育学习上起支持和保护的作

用，而且学习的协调角色亦能起联系青少年、家长和社会的作

用［８］，以更好连贯青少年对性教育的需要。Ｆｏｎｎｅｒ、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Ｋｅｎｎｅｄｙ等人［１４］针对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进行的以学校

为本的性教育，在改变艾滋病相关知识和危险行为方面较有

效。综合了６４份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并把其中３３份纳
入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以学校为本的性教育能有效降低艾滋病

病毒感染相关风险，学生在了解艾滋病知识方面、在拒绝性行

为或使用避孕套相关的自我效能感方面、在安全套使用知识方

面的认知均有一定提升，而性伴侣数目及在随访期的首次性行

为发生数则相对减少。

但须注意的是，该文章纳入的研究类型广泛，影响结果的

证据充分。Ｐｉｃｏｔ等人［１５］探讨在学校推行的性传播疾病预防行

为干预计划时，发现对预防性传播疾病的成效结果不甚相同。

综合了１２篇的ＲＣＴ进行了系统评价，发现研究在非行为或行
为改变指标上有不同，其中１０个研究在计划完成后学生在知识
上有所提升，但在行为上未有明显差异。文章指出这可能与计

划未符合对象需求，执行的质量参差，跟进时间较短有关。同

时，亦可能由于文章只针对预防感染性传播疾病的技能及知识

方面的干预，其他方面的性教育干预并未纳入，从而影响结果，

在行为上未有显著提升。

３２　以开放思维推行性教育
然而，有些教师作为学生获得讯息重要的渠道，亦常常对

公开讨论与性相关的话题感到尴尬，持保持沉默或坚决反对态

度［８］。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与澳门青年研究协会以问卷调

查的访问了澳门７００名中学生，发现澳门学校对青少年的性教
育表现保守，只约５０％的受访学生表示学校在其需要时能对其
及时进行相关的性教育，而且当论及性相关的问题时，仅约

３０％的学生表示学校没有回避［１６］，虽然该研究以配额抽样及便

利抽样方式进行，对结果有一定影响，但仍提示可能进一步妨

碍了青少年对性知识的获取。因此，澳门有必要透过学校大力

推行全面的性教育。

*

　全面性教育概念
全面的性教育应包含“关系”“价值观、态度和技能”“文化、

社会和人权”“人体发育”、“性行为”和“性和生殖健康”６方面
的内容，而这６个主题下都应根据不同年龄段设定相应具体的
学习目标［８］。

Ｓｉｅｃｕｓ［１３］认为性教育指获取信息、形成态度、信念及价值观
的一个终生过程，它包括性发展、性生殖健康、人际关系、情感、

亲密关系、身体形象和性别角色。Ｓｉｅｃｕｓ［１３］提出，全面的性教育

方案应主要围绕４个目标：提供有关人类性行为的准确信息，提
供年轻人了解和发展价值观、态度和对性理解的机会，帮助年轻

人发展关系和人际关系技巧，帮助年轻人对性关系负责任（其

中包括禁欲、因压力而过早进行性行为、以及使用避孕等性保健

措施的议题）。而Ｅｃｋｅｒ、Ｋｉｒｂｙ、Ｇｏｒｄｏｎ［８］联合了 ＵＮＦＡＰ、ＷＨＯ、
ＵＮＩＣＥＦ、ＵＮＡＩＤＳ秘书处及专家基于相关的研究、文献及经验
为全球的性教育作出了基本的指引，进一步提出全面的性教育

内容上应包含“关系”、“价值观、态度和技能”、“人体发育”、

“性行为”和“性和生殖健康”的内容外，亦建议加入“文化、社会

和人权”方面的主题，而这６个主题下都应根据不同年龄段设
定相应具体的学习目标，学习过程中应提供准确的讯息，提供机

会探讨态度、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提升人际关系方面的技能，并

鼓励学生对自身行为及行为造成的影响负责任［８］。

,

　澳门推行全面性教育
全面性教育之指引建立于实证的基础上，但由于性教育的

设计、实施等亦受着文化、社会等因素影响，因此性教育必须结

合澳门文化及社会情况。Ｅｃｋｅｒ、Ｋｉｒｂｙ、Ｇｏｒｄｏｎ［８］认为有效的性
教育应包含熟悉人类性征及行为改变的相关专业人员的开发

及参与，因此，护理人员加入策划学校对青少年进行全面的性教

育显得尤其重要。

Ｋｅｅｎｅｙ、Ｃａｓｓａｔａ、ＭｃＥｌｍｕｒｒｙ及 ＷＨＯ［１７］指出，基于护士在医
疗体系中占的一定比例，加上护理知识上的优势及护理角色发

展的多元性，他们在青少年的健康发展上扮演着独特的角色。

因此，澳门的护理人员作为前线健康服务提供商中最大的群

体［１８］，在青少年的性健康上担当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虽然暂时

未有针对澳门临床护士的性健康知识水平的研究，但综合澳门

甚至国外的护理课程的设置，青少年及性生殖健康一直是护理

教育中的重点之一，加上在护理的全人照顾理念下，对服务对象

的护理照顾不止是生理层面上的照顾，而且更会考虑心理、社会

及灵性上的需要［１９］，而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在性健康上强调各层

面的健康相符合［２０］。

澳门的性教育由学校独立，机构合作，政府资助项目到政府

开始着手主导。教育内容及形式也逐渐多元，对象由部分学校

到全线学校教师。尽管如此，性教育仍然未能满足青少年需要。

建议参考Ｅｃｋｅｒ、Ｋｉｒｂｙ、Ｇｏｒｄｏｎ［８］的全面性教育内容，再结合澳
门实情设计课程，于澳门各中学推行全面性教育，让青少年建立

正确的性生理知识，树立健康的性态度与价值观，增强面对性征

出现的信心及减少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除参考教科文组织有

关教学内容外，再结合澳门实际情况，建议包含“人的成长与发

育”“健康与行为”“性的定义、人际关系、价值观”“婚姻与家

庭”“社会与文化”等５方面，期望透过全面性教育提升中学生
的性知识，建立健康的性价值观，增强面对性征出现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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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宣言
世界性健康协会

　　编者按语：这是《性权宣言》的官方文本。出于合法和专业准确性的目的，必须参照《性权宣言》的
英文版作为官方的文本：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ｏｒｌｄｓｅｘｏｌｏｇｙ．ｏｒｇ／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世界性健康协会（ｗｏｒｌ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ＷＡ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多学科的科学协会组
织，它是一个促进人生性健康的人类性学（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专业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和专业机构。凭借人
类性学专业领域，发展、促进和支持性学（ｓｅｘｏｌｏｇｙ）以及促进所有人的性权。世界性健康协会基于跨学
科和合乎科学的性研究、性教育和临床性学，通过倡导行动、沟通、促进信息／观点／体验的交流达此目
的。《性权宣言》（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于１９９７年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第十三届性学
大会”首次公告，然后，其修订文本由世界性健康协会理事会于１９９９年在香港批准，之后又在《世界性健
康协会宣言：千年性健康》（２００８）再次被确认。本《性权宣言》修订版于２０１４年３月，由世界性健康协会
顾问委员会批准。

【中图分类号】　Ｒ－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Ｃ

　　世界性健康协会（ＷＡＳ）认识到，性权（ｓｅｘｕａｌｒｉｇｈｔｓ）是最可
能获得性健康的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因此，为了促进性健康，

我们：

声明：性权基于普世人权。人权早已载入世界各地区的人

权法律文本中，在各国和各地区的宪法及其法律中，在其人权准

则中，在其与人的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下同）及其性健康相关的科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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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中，都达成了普遍的共识。

重申：性是指包括“性（ｓｅｘ，下同）”［１］、性别认同及性别角
色、性倾向（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下同）、性爱倾向、快乐、亲密和生
殖的核心方面。性是以思想、幻想、欲望、信仰、态度、价值、行

为、实践、角色和关系予以体验或表达。虽然性能够包括所有的

这些方面，并不是所有这些方面必须都得要去体验或去表达。

性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法律的、历史的、

宗教的和精神的诸因素相互影响的结果。

确认：性是快乐和幸福的基础，它有助于个人实现成就感

和满足感。

重申：性健康是指与性相关的身体健康、情感健康、精神健

康和社会和谐的一种状态；性健康不仅仅是指没有功能障碍、

没有疾病和／或身体无虚弱。性健康需要以正面与尊重的态度
接纳性与性关系，也需要实现快乐及安全的性体验，需要免于

强制、免于歧视和免于暴力。

重申：如果对性没有一个广泛的认知，我们将不可能定义、

理解或实现性健康。

重申：为了获得和维持性健康，必须尊重、保护和满足所有

人的性权。

确认：性权基于所有人与生俱来的自由、尊严与平等的准

则，还包括格守护佑人人平安的承诺。

声明：平等与非歧视是建立在所有人的人权保护和人权促

进的基础之上；平等与非歧视包括：在人种、种族、肤色、性别、语

言、宗教、政治或不同政见、民族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诸如

领养等方面禁止差别对待，禁止排斥或束缚；它们还包括：在身

体残障、年龄、国籍、婚否及家庭状况、性倾向及性别认同、健康

状态、居住地、经济与社会环境等方面禁止差别对待，禁止排斥

与束缚。

确认：个人的性倾向、性别认同、性别表达和身体差异性必

须要得到人权的保护。

确认：所有类型的暴力、骚扰、歧视、排斥和侮辱都违背人

权，并且影响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健康与和谐。

声明：尊重、保护和履行人权的义务适用于所有人的性权

及其性自由。

声明：在尊重他人的权利基础上，为了满足和表达个人的

性和享受性健康，需要保护所有人的性权。

性权是指与性相关的人权，包括以下内容：

!

　平等与非歧视权
人人都无差别地享有本宣言阐述的所有性权，不因诸如人

种、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不同政见、国家或

社群来源、居住地、贫富差距、出生地、残障与否、年龄、国籍、婚

否和家庭状况、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表达、健康状况、经济和社

会地位以及其他地位等因素而有区别对待。

"

　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安全保障权
人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安全保障权，这些权利不能

因与性相关的各种因素而专横地被威胁、被限制和被剥夺。

#

　自主与身体的完整权
在与性和身体相关的事务方面，人人有自主控制权和自由

决定权。在适当考虑他人权益的基础上，此自主控制权和自由

决定权包括性行为、性习惯（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性伴和性关系的
选择权。自主控制权和自由决定权意味着对与性相关的任何

检查、干预、治疗、手术和研究预先做出自由与知情同意的决定。

*

　免于折磨与残害、免于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虐待或惩罚权
人人有权免于受到与性相关的折磨和残害，包括：有害习

俗、强制绝育／避孕或流产；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虐待或惩罚；以
及因性别、性角色、性倾向、性别认同、性表达和身体多样性而受

到其他形式的折磨、残害、非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对待。

,

　免于暴力和免于强制权
人人有权免于与性相关的暴力与强制，包括：免于强奸、免

于性辱虐（ｓｅｘｕａｌａｂｕｓｅ）、免于性骚扰、免于性欺凌（ｓｅｘｕａｌｂｕｌｌ
ｙｉｎｇ）、免于性剥削和性奴役、免于以性剥削为目的的性交易、免
于贞操检查，以及由于真实存在的或被察觉到的性习俗、性倾

向、性别认同及其性表达、身体多样性而免于遭受暴力。

-

　性私权
人人拥有与性和性生活相关的私有权；有与自己身体相关

的知情同意的性关系、性习惯的选择权，无专横的干预和侵扰。

其中还包括向他人披露个人相关的性信息的控制权。

.

　包括性健康在内的最高健康标准权；尽可能的性愉悦、性满
足和安全的性体验权

　　人人在涉及性的关系中有获得最高健康标准和最强幸福
感的权利，包括：尽可能的性愉悦、性满足和安全的性体验的权

利。要实现这一权利，需要有有效的、便利的和合格的高质量健

康保健服务体系。这个体系对包括性健康在内的健康状况产生

影响和起决定性作用。

/

　科技进步与成果运用权
人人享有涉及性与性健康的科技进步与成果运用的权利。

0

　性信息权
人人有通过多种途径利用与性、性健康及性权相关的、在科

学上准确和无可厚非的性信息的权利。这类的性信息不应当武

断地被审查、被截扣或故意地被歪曲。

!1

　受教育权和全面的性教育权
人人有受教育和受性教育的权利。全面的性教育必须是年

龄适宜的、科学上准确的、富于人文的和基于人权、性别平等以

及对性及性愉悦具有积极作用的。

!!

　进入、缔结和离异婚姻以及基于平等与完全自主同意的其
他类似关系权

　　人人有选择是否结婚和自由进入及完全自主同意的婚姻、
合伙关系或其他类似关系的权利。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平等进

入、维系和离异婚姻的权利，也有进入、维系和离异合伙关系和

其他类似关系的权利；无任何形式的歧视和排斥。无论这些关

系是什么类型，这项权利包括对社会福利和其他福利享有平等

的法律权利。

!"

　决定生养孩子、生养数量和生养间隔权，以及养育孩子及其
打算生养孩子的知识信息权

　　人人有权决定是否生养孩子、生养数量和生养间隔的权利。
为了行使这项权利，有权得到影响和决定健康与安乐的健康保

健服务，包括有权享有怀孕、避孕、生育、终止妊娠和流产相关的

性与生殖健康服务。

!#

　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观点和自由表述权
就性的事务方面，人人有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观点和自由表

述的权利；以及在尊重他人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外表、交流和行

为，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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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社与和平集会的自由权
在涵盖人的性、性健康及性权方面，人人都有和平组织、结

交、集会、示威和倡导的权利。

!,

　参与公共与政治事务权
在地区、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对公民事务、经济活动、社

会活动、政治事务以及其他人类生活方面，人人都能够有积极

的、自由的及富于意义的参与权及贡献权。

!-

　诉诸法律、获得补偿和赔偿权
人人有对自身的性权受损诉诸法律、获得补偿和赔偿权。

这项权利需要积极的、充足的、便捷的和适当的教育、立法、审判

和其他措施予以保障。获得补偿包括通过归还、赔偿、复原、赎

罪和不再重犯的承诺予以落实。

（本中文版文本依据世界性健康协会《性权宣言》的英文版

翻译。华中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彭晓辉译，香港大学玛

丽医学院教授吴敏轮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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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某职业学院女生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
及性行为状况调查研究
武俊珍１　陈晶琦１△　马爽１　吕林景１　杨波２　张佳月２

１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医务室，北京 １０１１４９

【摘要】　目的　了解北京某职业学院高职女生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和性行为现状，以及性行为影响因
素，为在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以班级为单位，对在校女生进行自填式不记名问卷
调查。结果　在被调查的８０５名女生中，８条艾滋病知识中能正确回答６条及以上的占８２１０％，能正确回答
所有８条艾滋病基本知识的仅占２２２０％。有２５００％（２０１／８０５）的女生回答有过性交行为。在有性行为的女
生中，首次性行为使用避孕套的占５８７０％有（１１８／８０５）。结论　被调查学生具有一定的预防艾滋病基本知
识，但仍然有待提高。需要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预防危险性行为的发生。

【关键词】　预防艾滋病知识；性行为；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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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范围内，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ＩＤＳ）是青少年的第二大死因［１］。我国艾滋病疫情监测数据显

示，自２００８年以来，１５岁及以上的学生艾滋病感染者人数逐年
稳步快速上升，从２００８年的５２７例，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６９５例。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０１５年６月报告学生艾滋病感染人数比前一年
同期上升了３５００％［２］。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底，中国报告存活
的１５岁～２４岁的青年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数为９１５２
例，其中以专科院校学生为主［３］。高等职业教育是培养高技能

型人才的主力军，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已占高等教育的５０００％
以上［４］。青少年不安全的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的一个主要危

险因素。了解青少年学生预防艾滋病知识水平和性行为状况，

将为更好地在学校开展预防艾滋病教育提供重要依据。为此，

我们在某高职学院对女大学生进行了有关预防艾滋病基本知

识和性行为状况的调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样本，在北京某职业学院，以班级为单位，对１８岁
及以上的女生开展不记名问卷调查，收回有效调查表８０５份，占
班级注册人数的８１１０％，占参加调查人数的９０７０％。在被调
查的８０５名女生中，６４５０％来自独生子女家庭，３９８０％来自农
村，女生的平均年龄（１９２±０８）岁。父亲和母亲文化程度以
初中为主，分别占４６６０％和４９２０％。
１２　调查内容和方法

调查内容包括３个部分：①一般人口学指标：包括性别、年
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家庭经济水平。

②预防ＡＩＤＳ基本知识：８个条目，为国家明确规定大众需要掌
握的艾滋病基本知识（简称“国八条”），调查对象能正确回答问

卷８个条目中的６个及以上题目者，定义为知晓国八条知识。
各知识条目的计分方法是回答正确计“１”分，回答不正确、没有
回答计“０”分。总分得分范围为“０～８”分。③性行为，包括以
下条目：是否有过性交行为；第一次性交行为采取的避孕措施，

包括是否使用了避孕套；与多少人发生过性交行为等。

数据收集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在班级内集中

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以匿名方式独立填写问卷。学生间隔就

坐、完成答卷后由学生自己将问卷放到装有两面胶的信封中装

好、交回。问卷当场发放，完成后当场收回。

１３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进行双录入，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人群基本情况及预防 ＡＩＤＳ基本知识、性交行为发
生情况等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运用 χ２检验探讨不同居住地
（城市与非城市）、不同父母亲文化程度间青少年性交行为发生

率的差异。将性交为作为因变量，将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父

母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预防ＡＩＤＳ基本知识调查结果

学生预防ＡＩＤＳ基本知识８个题目（“国八条”），中位数为７
分（Ｐ２５＝６，Ｐ７５＝７），得６分及以上者有８２１０％（６６１／８０５），得８
分者占２２２０％（１７９／８０５）。回答正确率最高的３个条目由高到
低分别是“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

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正确率分别为 ９９５０％、
９８６０％和９３８０％。然而学生对“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这
一知识，回答正确率却只有４３０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预防ＡＩＤＳ基本知识回答正确人数和比例（ｎ＝８０５）

　　　　　　　　　　　　　知识条目 例数 百分比

１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能从外表上看出来 ６４１ ７９６

２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 ３４６ ４３０

３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吃饭会感染艾滋病 ６３６ ７９０

４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 ７９４ ９８６

５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８０１ ９９５

６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 ７５５ ９３８

７每次性交都正确使用避孕套可以减少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６７９ ８４３

８只与一个没有其他性伴，且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发生性关系可以减少艾滋病感染的风险 ６１９ ７６９

２２　性行为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中，有２５００％（２０１／８０５）的女生回答有过性交行

为。有８９０％（７２／８０５）的女生回答与≥２人有过性交行为。在
回答过性交行为的２０１人中，初次发生性行为为自愿的１８０人
（占８９６０％），有 １５人（７５０％）回答是非自愿的，还有 ６人
（３００％）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初次性行为的对象有１９５人（占
９７００％）回答是恋人或约会的对象。首次性行为中，使用避孕
套的有１１８人（５８７０％），有２３人（占１１４０％）未采取任何避
孕措施。

２３　性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２３１　８０５名女生性行为发生情况与一般人口学指标　卡方

检验结果显示，学生年龄、１６岁之前多数时间是否与父母双亲
一起生活、以及家庭经济状况，其组间性行为发生率的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２　女生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以学
生报告的性行为作为因变量（０＝否，１＝是），以学生年龄（１８岁
＝１，＞１８岁 ＝２）、是否为独生子女（是 ＝１，否 ＝２）、１６岁前居
住地（农村／县城＝１，城市 ＝２）、父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１，高中及以上 ＝２）、母亲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１，高中
及以上＝２）、１６岁前多数时间是否与父母一起生活（是 ＝１，否
＝２）、以及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及以上 ＝１，贫困 ＝２）作为自变
量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采用后退法（纳入标准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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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排除标准β＝０１）进行变量筛选。分析结果显示，１６岁
前多数时间没有与父母一起生活、家庭经济状况差是女生发生

性行为的危险因素，即发生性行为的比例较高。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２　８０５名女生性行为发生情况与一般人口学指标

　　　　　　变量说明 变量定义 回答问题人数
有过性交行为

例数 百分比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１８岁 １５７ ２９ １８５

＞１８岁 ６４８ １７２ ２６５ ４３９５ ００３６

１６周岁前主要生活地ａ 农村或县城 ４３０ １１３ ２６３

城市 ３６９ ８４ ２８８ １３３３ ０２４８

独生子女ａ 是 ５１９ １３１ ２５２

否 ２８４ ６９ ２４３ ００８８ ０７６７

父亲的最高学历ａ 初中及以下 ４３６ １１２ ２５７

高中及以上 ３６６ ８８ ２４０ ０２８７ ０５９２

母亲的最高学历ａ 初中及以下 ４５５ １１０ ２４２

高中及以上 ３４８ ９１ ２６１ ０４０９ ０５２２

１６周岁以前，多数时间与父母一起 是 ６７８ １５２ ２２４

否 １２６ ４９ ３８９ １５３７２ ＜０００１

家庭经济状况ａ 中等及以上 ７２３ １６９ ２３４

贫困 ８２ ３２ ３９０ ９６２８ ０００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变量包含缺失数据，缺失比例在０１０％～０７０％之间

表３　女生性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误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１６岁前多数时间与父母一起生活情况 ０７０５ ０２１１ １１１８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２４ １３３９，３０５９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５７４ ０２５３ ５１５３ ００２３ １７７５ １０８２，２９１４

#

　讨论
３１　预防ＡＩＤＳ基本知识知晓率

本研究表明，该学院女生对预防艾滋病基本知识有一定的

了解，如分别有 ８４３０％和７６９０％的女生知道“每次性交都正
确使用避孕套可以减少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和“只与一个没有

其他性伴，且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发生性关系可以减少艾滋病

感染的风险”。葛子君［５］等在某高校对大学生艾滋病相关知识

的现况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学生上述两个条目回答的正确率

分别为８７２８％和７９１１％，与本调查结果相似。本研究结果显
示，被调查学生缺少有关“蚊虫叮咬并不会传播艾滋病”的知

识，对这一知识的正确回答率只有４３００％，葛子君［５］等的调查

结果是了解这一知识的学生有４５６９％。冯聪等［６］对高职学生

的调查结果显示，了解这一知识的只有３１９０％。提示我们在
今后的预防ＡＩＤＳ宣传教育中，要注意向学生强调这一基本知
识。

３２　青少年学生性交行为发生情况
有关青少年性交行为发生情况，冯聪等［６］对高职大学生的

调查结果显示，有８７０％的被调查学生报告有过性行为；葛子
君［５］等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性行为经历的报告率为１６９９％；
宋逸等［７］的调查报告显示，高中生性行为发生率是９９０％（其
中男生１４８０％，女生５６０％）；程静［８］等有关青少年性行为发

生情况的研究显示，在校学生、参加工作和无业青少年发生性

行为的报告率分别是２３１３％、５２５６％和６５２４％。本研究结
果显示，被调查女生发生性行为的报告率为２５００％。不同的
研究报告，其性行为发生率结果差异较大。其原因可能与下列

因素有关：①调查对象是在校学生，还是校外青少年，校外青少
年工作状态，是参加工作，还是无业。如程静的研究报告，青少

年性行为的发生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无业青少年、参加工作的青

少年和在校的学生。②调查对象的年龄。年龄越大，发生性行
为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③调查现场的质量控制。“性行为”
仍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不排除有因为不愿意披露而低报的可

能性。

本研究还发现，在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首次性行为的对象

１９５人（９７００％）回答是恋人或约会的对象，首次性行为安全套
使用率为５８７０％，虽然高于黄晓光［９］３９２９％的结果，但本研
究仍然有约２／５的有性行为的女生，首次性行为没有采取预防
艾滋病／性病措施，可能有以下原因：①自认为彼此之间熟悉了
解，安全意识下降，忽视安全防护。②部分冲动之后发生的性行
为、追求感官刺激、购买安全套存在尴尬心理［１０］等。提示仍需

关注性教育的内容，尤其是安全套使用的健康教育。

本研究结果显示，１６岁前多数时间没有与父母双亲一些生
活是青少年女生发生性行为的危险因素，说明青少年成长的家

庭环境对性行为发生有影响，但由于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故不

能验证这些因素与性行为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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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和分析，提出以下建议：①学校预防艾滋

病教育和性教育仍待加强，并且必须认识到这是一项长期、综

合措施干预的工作。学校是实施预防艾滋病教育的最佳地

点［１１］。高校青春健康教育应坚持广泛、深入、持久的原则［１２］。

有关教育方式，针对该校为医学院校，且多为女生的特点，建议

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健康教育选修课和专题讲座［１３］。②关注
青少年危险性行为问题。鉴于研究对象中多数学生尚未发生

性行为，在学生中开展科学、系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尤其是

安全套正确使用技能的教育，有助于帮助她们减少不安全性行

为的发生。国内外研究也显示，高质量的性健康教育可以使大

学生的不良行为减少，使安全性行为的比例显著增加［１４１５］。教

师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恋爱观与性价值观。鉴于该

校女生居多，建议多开展针对女生的健康教育，帮助其不断完

善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有研究显示，受过一些有关性健康和

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年轻人，在婚前发生危险性行为的可能性很

小，接受教育的女性更愿意采取避孕措施，这让她们感受到自

身对生活的控制能力，教育还为女性社会地位提高，以及自尊、

自我价值实现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手段［１６］。

（志谢：所有参与本调查研究的学生以及为本调查研究提

供支持和帮助的人员做了大量工作，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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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学生择偶观的实证研究
许加明△

淮阴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１

【摘要】　目的　了解当代大学生择偶观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编“大学生择偶观调查问
卷”对１９３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呈现出时代性、趋同性和差异性等特点；不
同性别、年级、家庭所在地的大学生的择偶观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表现为男大学生更看重
对方的外表，女大学生更看重对方的内涵；年级越高，择偶观就越务实和理性；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比来自城

市的大学生在择偶时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更深。结论　大学生的择偶观既具有一般青年的普遍性，又具有自
身的独特性，高校应加强大学生择偶观引导和教育。

【关键词】　大学生；择偶观；特点；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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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择偶观是性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１］。性观念是人们对性的总的认识和看法，它一旦形成就可

作为对人的性行为进行认识和判断的价值标准，成为支配人们

性活动的行为准则［２］。研究发现，大学生群体的性观念呈现出

多样化的态势，在性观念和性行为上带有一定的矛盾性、盲目

性［３］。因此，认识和了解大学生的择偶观，对于有针对性地加

强大学生的性观念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择偶观的

研究由来已久，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仍然未能对择偶观的

理解达成一致。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６９）认为择偶是择偶双方通过给予
自身的资源来换取对方资源的过程，择偶过程事实上是一种交

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都希望自身能够获得最大的回

报［４］。Ｂｕｓｓ（１９８５）认为择偶是双方从个体生理、心理特征、认
知等层面建立起来的相似性的情感反应［５］。然而，忽视社会、

家庭等因素的择偶定义并不符合传统的中国人对择偶的理解。

即使在以自由择偶著称的文化体中，以父母为首的直系亲属影

响子女择偶的现象同样存在［６］。王水珍（２００８）指出，择偶，就
是选择配偶，是社会成员根据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与个人条件

选择异性生活伴侣的过程［７］。因此，大学生择偶观就是大学生

对择偶的标准及择偶方式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它是大学生们以

何种方式选择什么样的配偶以及确定自己配偶的内在标准和

主观看法［８］。总的来说，国外学者主要把择偶看作是择偶双方

基于彼此之间的相似性或互补性而进行的一种资源交换的心

理过程，而国内研究者则主要倾向于把择偶看作是异性之间依

据一定的择偶标准进行相互选择并建立亲密关系的行为过程。

综合国内外学者对于择偶的理解，可以将择偶观概括为个体在

选择配偶时所依据的一整套价值取向或行为规范。

国内外学者大多是采用单项测试问卷与自编问卷来测量人的

择偶观。例如，Ｈｉｌｌ（１９４５）编制了一个包含１８个测试项目的性别偏
好量表，研究者们采用这一量表对择偶偏好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

究，从而发现了明显的性别差异。李志、彭建国等人（２０００）自编了
问卷，以重庆６所高校７８０名大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择偶调查，发
现大学生“重内在素质轻外在条件”的择偶特点［９］。本文将在国内

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对择偶观内涵的重新诠释，从择偶标准、

择偶方式、择偶动机、择偶角色观念４个方面对当代大学生的择偶
观整体特点以及内在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并从中发现大学生择偶观

的影响因素，从而据此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择偶观教育，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健康的择偶观。这不仅有利于大学生身心状态的自

我调节，也有利于社会价值取向的正常发展。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从江苏省某高校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２００名大学
生作为样本进行择偶观的问卷调查。样本的选择综合考虑到各

种类型的大学生所占的比例，以此来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本次

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２００份，回收问卷 １９９份，回收率为
９９５％，其中有效问卷１９３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６５％。
１２　调查方法

依据前人对择偶观的相关研究，自编“大学生择偶观调查

问卷”作为研究工具，综合考察大学生择偶观的４个维度：择偶
标准、择偶方式、择偶动机、择偶角色观念。择偶标准是指男女

恋爱或组建家庭时选择异性伴侣的主观评价标准，由众多个体

要素组成，如人品、学历、性格、能力、兴趣爱好、身高和相貌等

等；择偶方式是指男女两性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选择伴侣，如自

由恋爱、亲戚朋友介绍、婚姻介绍所、网络途径等等；择偶动机是

指男女两性择偶的原因或目的，如追求精神寄托、找一个知心朋

友、感受恋爱的甜蜜等等；择偶角色观念是指选择伴侣时对自己

所扮演的角色的各种主观看法，如恋爱的消费应该由谁来承担、

和恋爱对象处理问题时产生矛盾时会怎么办、和恋爱对象结婚

后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等等。每道题目都包含了２个以上的选
项，题型主要包括单选题和排序题。

１３　统计学分析
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采集，并录入计算机，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标准
２１１　当代大学生择偶标准的整体状况分析　在１２项有关择
偶对象的条件中，被大学生排在首位最多的是身高、相貌、学历、

能力和家庭背景氛围，有１０％以上的大学生把它们排在了首
位；被大学生排在第二位最多的是性格、兴趣爱好、价值观、经济

条件，有１０％以上的大学生把它们排在了第二位；被大学生排
在第三位最多的是价值观、性格、经济条件、学历、身高和相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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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１０％以上的大学生把它们排在了第三位；它们同时全部包含
在排名第一和第二最多的条件当中。由此可见，大学生择偶看重

的条件以个人条件为主，兼顾家庭条件；以内在条件为主，兼顾外

在条件；以精神条件为主，兼顾物质条件。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大学生对择偶条件的排序

　　排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兴趣爱好 ８３ ２３３ ９３ ０５ ０５ １４５ ４７ ２８５ ６７ ２１ １６ ００

性格 ８３ ２９５ １５０ ３１ ００ ９８ １０４ １３５ ６７ ２１ １０ ０５

价值观 ８３ １７６ ２１２ ２１ １６ ４７ １１４ １５５ １２４ ３６ １０ ０５

经济条件 ９８ １１９ １４５ ５７ ４７ １１９ ９３ １５０ １０４ ５７ １０ ００

学历 １４０ ５７ １１９ ８８ ５２ １２４ １３０ ７８ １３５ ６２ １０ ０５

身高和相貌 １４５ ３６ １１４ ７８ １０９ １１９ ７３ ７８ １７１ ４１ ３６ ００

能力 １０９ ４１ ５２ １０９ １６６ ９８ １０９ ３１ １２４ １４０ ０５ １６

人品 ６２ １０ ６７ １４５ １７１ １０９ ６７ ４１ ７３ １９２ ４７ １６

孝顺长辈 ７３ １６ ２６ １７１ １７６ ５２ ５７ １６ ９８ ２１８ ７８ ２１

家庭背景氛围 １０４ １６ ００ １７１ １７６ ５７ ８３ １０ ３１ １５５ １６１ ３６

处女（男） ２１ ００ ２１ ９８ ７８ ２６ ９３ ２１ ０５ ５２ ３４２ ２３８

民族宗教信仰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６ ０５ ０５ ３１ ００ ００ ０５ ２７５ ６５３

２１２　当代大学生择偶标准的差异状况分析　大学生对择偶
对象各种条件的看重程度在性别、年级和家庭所在地上存在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但在学科和是否独生子女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在性别方面，主要表现在对性格、价值观、身高和
相貌、能力和处女（男）等几个方面的重视程度上，男大学生比女

大学生更重视身高和相貌、性格、价值观、是否处女，而女大学生

比男大学生更重视能力。这与陆峥、刘梦琴（２０１６）的研究结果相
一致，说明“郎才女貌”的传统择偶观仍受到青年追捧［１０］。

在年级方面，主要表现在对能力的重视程度上，高年级的

大学生比低年级的大学生更重视能力。家庭所在地方面的差

异主要表现在能力上，来自城市和乡镇的大学生比来自农村的

大学生更重视能力。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类型大学生择偶条件的假设检验

　　项目
性别

χ２值 Ｐ值

年级

χ２值 Ｐ值

学科

χ２值 Ｐ值

是否独生子女

χ２值 Ｐ值

家庭所在地

χ２值 Ｐ值

兴趣爱好 １５６３９ ０１１０ ２７０５０ ０６２１ １１２０５ ０３４２ ６９６０ ０７２９ ２２９５３ ０２９１

性格 ２２４０４ ０００８ ２７０５２ ０４６１ ９７７８ ０３６９ ５９３５ ０７４６ ９６４４ ０９４３

价值观 ２０２０６ ００１７ ２７８９９ ０４１６ ９６４１ ０３８０ ９９１２ ０３５８ １８６９５ ０４１１

经济条件 ７７２９ ０７３７ ４２７２６ ０１２０ １００３５ ０５２７ ９２３９ ０６００ ２２７５８ ０４１６

学历 １６９７６ ００７５ ２７１９７ ０６１３ １０７５３ ０３７７ ６７９８ ０７４４ ２０３５６ ０４３６

身高和相貌 ２９１５１ ０００２ ３１３０５ ０５５２ ９７５３ ０５５３ １７７９８ ００８６ ２１６２３ ０４８３

能力 ５１３２３ ００００ ５２５４６ ００１７ １５８５９ ０１４６ １１６９６ ０３８７ ３７０９４ ００２３

人品 １５７１９ ０１０８ ２６７０９ ０６３８ ８８５４ ０５４６ １２８７８ ０２３１ ２４３５２ ０２７７

孝顺长辈 ５９９４ ０８１６ ４０９３１ ００８８ ６８１０ ０７４３ ７３４７ ０６９２ １８３９３ ０５６２

家庭背景氛围 ９２５４ ０５９８ ４５８１５ ００６８ １０９９２ ０４４４ ８１５７ ０６９９ ２２０３９ ０４５８

处女（男） ３４９３４ ００００ ３５５６２ ０３４９ ５８０８ ０８８６ ６２５５ ０８５６ ２１０８０ ０５１６

民族宗教信仰 １３２７８ ０１５０ ２６７６９ ０４７６ ９２２５ ０４１７ ８６１２ ０４７４ １２８２８ ０８０２

２２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方式
２２１　当代大学生择偶方式的整体状况分析　在择偶方式方面，
９５３％的大学生希望能够自由恋爱，２６％的大学生希望亲戚朋友
介绍对象，１１％的大学生希望通过婚姻介绍所来择偶，０５％的大
学生希望通过征婚广告来择偶，还有０５％的大学生希望通过网络
途径来择偶。由此可见，大学生的择偶方式高度一致，自由恋爱之

风已经深入人心。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亲所占据的传统意义上的

资源已失去往日的吸引力，青年在恋爱和婚姻上的自主性增强，家

长的影响则日渐弱化［１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当代大学生择偶方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择偶方式 自由恋爱　　 １８４ ９５３

亲戚朋友介绍 ５ ２６

婚姻介绍所　 ２ １１

征婚广告　　 １ ０５

网络途径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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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当代大学生择偶方式的差异状况分析　大学生的择偶渠
道在性别、年级、学科、是否独生子女和家庭所在地上都不存在显

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由此可以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生在择偶方

式的选择方面基本一致，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别，数据呈现出

的差异仅仅是由误差引起的表象。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类型大学生择偶方式的假设检验［ｎ（％）］

项目 自由恋爱 亲戚朋友介绍 婚姻介绍所 征婚广告 网络途径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９８（９６１） ３（２９） ０（００） １（１０） ０（００） ４３７０ ０３５８

女　 ８６（９４５） ２（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１）

年级 大一 ３８（９０５） ２（４８） ０（００） １（２４） ０（００） １４４０１ ０２７６

大二 ５２（９４５） ３（５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大三 ４４（９５７）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２２）

大四 ５０（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学科 文科 １００（９５２） １（１０） ０（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５７３８ ０２２０

理科 ８４（９５５） ４（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１２３（９６９） ２（１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４５６ ０１６８

否　 ６１（９２４） ３（４５） 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１５）

家庭所在地 城市 ５２（９４５） １（１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８９１１ ０３５０

乡镇 ６８（９７１） ２（２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农村 ６４（９４１） ２（２９） ０（００） １（１５） １（１５）

２３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动机
２３１　当代大学生择偶动机的整体状况分析　在择偶动机方
面，大学生的选择从多到少依次为：感受恋爱的甜蜜（５１３％）、
追求精神寄托（４３５％）、寻觅毕业后的结婚对象（３９９％）、找
一个知心朋友（３６３％）、摆脱寂寞（２４９％）、满足自己生理的
需要（２３８％）、寻找学习动力（２０７％）、积累恋爱经验
（１３０％）、随大流（６７％）。概括而言，超过一半的大学生认为
择偶是为了感受恋爱的甜蜜，其他方面的择偶动机也都或多或

少有人选择。这说明大学生的择偶动机体现出共性与个性的

统一，共性方面主要是为了满足精神需要，个性方面则表现为

具体的多样化。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当代大学生择偶动机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择偶动机 追求精神寄托 ８４ ４３５

摆脱寂寞 ４８ ２４９

寻觅毕业后的结婚对象 ７７ ３９９

找一个知心朋友 ７０ ３６３

寻找学习动力 ４０ ２０７

感受恋爱的甜蜜 ９９ ５１３

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 ４６ ２３８

积累恋爱经验 ２５ １３０

随大流 １３ ６７

２３２　当代大学生择偶动机的差异状况分析　大学生的择
偶动机在性别和家庭所在地上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
但在年级、学科、是否独生子女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性别方面，男大学生希望摆脱寂寞和满足生理需
要的比女大学生多，而女大学生希望积累恋爱经验的比男大

学生多。李景华［１２］研究也发现，女大学生谈恋爱主要是为

了寻找人生伴侣，即使谈不成，也会为日后恋爱积累经验。

由此可见，男大学生择偶时更加注重结果，即满足身心方面

的本能需要，女大学生择偶时更加看重过程，即积累有关恋

爱的经历和经验。在家庭所在地方面，来自农村、乡镇和城

市的大学生把择偶原因定为希望寻觅结婚对象的人数依次

减少。由此可以说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择偶观较为传统，

更加倾向于为了结婚而恋爱，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择偶观较为

开放，更加倾向于为了恋爱而恋爱，来自乡镇的大学生则介

于二者之间。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２４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角色观念
２４１　当代大学生择偶角色观念的整体状况分析　在择偶角
色观念方面，５９１％的大学生认为工作和家庭同等重要，２６９％
的大学生不确定视情况而定，６７％的大学生重家庭轻工作，
５７％的大学生重工作轻家庭，１６％的大学生会做全职太太或
全职丈夫。概括而言，绝大多数大学生希望能够兼顾工作和家

庭两种角色。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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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不同类型大学生择偶动机的假设检验

　　 项目
性别

χ２值 Ｐ值

年级

χ２值 Ｐ值

学科

χ２值 Ｐ值

是否独生子女

χ２值 Ｐ值

家庭所在地

χ２值 Ｐ值

追求精神寄托 ２６５９ ０１０３ １２１９ ０７４９ １８７７ ０１７１ ０００７ ０９３３ ２５２２ ０２８３

摆脱寂寞 １２５７９ ０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０４７３ ０５００ ０４８０ ０３１０ ０５７８ ０６３０ ０７３０

寻觅结婚对象 ２８１２ ００９４ ５３８０ ０１４６ ０３８７ ０５３４ １８０２ ０１８０ １３７４３ ０００１

找一个知心朋友 ００９１ ０７６３ １１３４ ０７６９ ０３３２ ０５６４ ００００ ０９８４ １７３４ ０４２０

寻找学习动力 １８８６ ０１７０ ３６３８ ０３０３ ２２８４ ０１３１ ０２４５ ０６２１ ０９８３ ０６１２

感受恋爱的甜蜜 ０５９７ ０４４０ ７６６９ ００５３ ２８７１ ００９０ ２１７２ ０１４１ ３４３３ ０１８０

满足生理需要 ６７７２ ０００９ ２３５１ ０５０３ １８６５ ０１７２ ０３８０ ０５３８ １８３４ ０４００

积累恋爱经验 ５０１０ ００２５ １６３８ ０６５１ ２１４０ ０１４３ ０４９０ ０４８４ ２５３０ ０２８２

随大流 ２７２７ ００９９ ５１６９ ０１６０ ０２８６ ０５９３ ００７３ ０７８７ ３０７２ ０２１５

表７　当代大学生择偶角色观念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维度 　　　 选项 频数 百分比（％）

择偶角色观念 重工作轻家庭 １１ ５７

重家庭轻工作 １３ ６７

工作和家庭同等重要 １１４ ５９１

全职太太或全职丈夫 ３ １６

不确定，视情况而定 ５２ ２６９

２４２　当代大学生择偶角色观念的差异状况分析　大学生
婚后角色在性别、年级、学科、是否独生子女和家庭所在地上

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由此可以认为，不同类型
大学生的婚后角色观念基本一致，相互之间不存在明显差

别，数据呈现出的差异仅仅是由误差引起的表象。具体结果

详见表８。

表８　不同类型大学生择偶角色观念的假设检验［ｎ（％）］

　　项目
重工作

轻家庭

重家庭

轻工作

工作和家庭

同等重要

全职太太

或全职丈夫

不确定，

视情况而定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８（７８） ８（７８） ５９（５７８） ２（２０） ２５（２４５） ２８９８ ０５７５

女　 ３（３３） ５（５５） ５５（６０４） １（１１） ２７（２９７）

年级 大一 １（２４） ２（４８） ３０（７１４） １（２４） ８（１９０） ６６１９ ０８８２

大二 ４（７３） ４（７３） ３３（６００） １（１８） １３（２３６）

大三 ３（６５） ３（６５） ２５（５４３） １（２２） １４（３０４）

大四 ３（６０） ４（８０） ２６（５２０） ０（００） １７（３４０）

学科 文科 ６（５７） ５（４８） ６６（６２９） １（１０） ２７（２５７） ２５５８ ０６３４

理科 ５（５７） ８（９１） ４８（５４５） ２（２３） ２５（２８４）

是否独生子女 是　 ８（６３） ５（３９） ７９（６２２） ２（１６） ３３（２６０） ５３００ ０２５８

否　 ３（４５） ８（１２１） ３５（５３０） １（１５） １９（２８８）

家庭所在地 城市 ６（１０９） ２（３６） ３１（５６４） ０（００） １６（２９１） ８１３５ ０４２０

乡镇 ４（５７） ５（７１） ４３（６１４） １（１４） １７（２４３）

农村 １（１５） ６（８８） ４０（５８８） ２（２９） １９（２７９）

#

　讨论
３１　当代大学生择偶观的特点
３１１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择偶是一种
社会行为，受到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而必然会打上特定时代的印记。在以核心家庭为常态的社

会中，代际间平等关系更容易形成，加上浪漫爱情往往被强调

为婚姻的基础，因此自主择偶也更容易发生［１３］。具体而言，在

择偶标准上，大学生将身高和相貌、能力、学历、家庭背景氛围、

性格、兴趣爱好、价值观、经济条件等具体条件排在前列；在择偶

方式上，大学生倾向于追求自由恋爱，但也会考虑征得家人同意

甚至愿意接受家人的相亲安排；在择偶动机上，大学生重点考虑

到了满足身心需要、寻找人生伴侣、结交知心朋友、积累恋爱经

验等多个方面；在择偶角色观念上，大学生体现出了较强的性别

平等意识和相互尊重态度。以上方面的择偶特点与前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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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郑连斌［１４］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

生择偶的主要标准是事业上的志同道合和精神上的情投意合，

择偶方式显示学生倾向于独立自主地寻找自己的伴侣，家庭对

择偶的影响力减小；李志、彭建国等人［９］发现大学生择偶“重内

在素质轻外在条件”的特点。择偶观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必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在择偶时对

生理、心理、精神、家庭和社会等各方面越来越重视，体现出择偶

观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与当今快速变迁社会中的多元价值取

向相一致。

３１２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具有较高的趋同性　不同类型大
学生在择偶标准、择偶方式、择偶动机、择偶角色观念上都表现

出很多方面、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在择偶标准方面，大学生的

择偶标准非常相似，选择集中于身高和相貌、能力、学历、家庭背

景氛围、性格、兴趣爱好、价值观、经济条件等方面。在择偶方式

方面，绝大多数大学生倾向于自由恋爱，且不受性别、年级、学

科、是否独生子女和家庭所在地等因素的影响。在择偶动机方

面，大学生普遍因为发自本能的身心需要而择偶。在择偶角色

观念方面，不同性别、年级、学科、家庭子女数和家庭所在地的大

学生都比较看重婚后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求得平衡，崇尚性别之

间的平等性。值得注意的是，文科与理科大学生、独生子女与非

独生子女大学生之间的择偶观差异均不显著，独生子女和非独

生子女之间的择偶观并不存在想象中那么大差异［１５］。

３１３　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不同类型的
大学生在择偶标准和择偶动机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

择偶标准方面，不同性别、年级和家庭所在地的大学生存在显

著性差异；在择偶动机方面，不同性别和家庭所在地的大学生

存在显著性差异。

３２　不同类型大学生择偶观的差异
３２１　不同性别大学生择偶观的差异　性别对大学生择偶观
中的择偶标准和择偶动机产生了影响，而不同性别大学生的择

偶方式和择偶角色观念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在择偶标准方面，

男大学生更加重视女生的身高相貌、性格、价值观和是否处女，

女大学生更加重视男生的能力。有关研究发现，女性个体的择

偶标准显著高于男性［１６］。在梯度婚姻模式和父权制影响之下，

男大学生更加成熟自信，比较关注对方的外在条件和精神境

界，而女大学生依赖性比较强，择偶标准更加实用，会选择比自

己成熟且能力强的男生。在择偶动机方面，为了满足身心需要

和摆脱寂寞的男大学生比女大学生多，而认为择偶是人生必然过

程和为了积累恋爱经验的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多。在四年美好

的大学生活中，有快乐也有悲伤、有充实也有寂寞、有满足也有遗

憾。处于这一阶段的男生较为感性，更容易为满足自己的身心需

要去结识伴侣，而谨小慎微的女生的想法则更加理性。

３２２　不同年级大学生择偶观的差异　年级对大学生择偶观
中的择偶标准产生了影响，而不同年级的大学生择偶方式、择

偶动机和择偶角色观念基本一致。具体而言，大一、大二、大三

和大四的大学生在择偶标准中对能力的要求都不相同，随着年

级的升高，大学生对恋爱对象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高年级的

大学生面临着毕业、进入社会的压力，为了适应当下，对恋爱对

象的能力要求随着经历的丰富和压力的增加而提高了。

３２３　不同家庭所在地大学生择偶观的差异　家庭所在地对
大学生的择偶标准、择偶动机都产生了影响，而不同家庭所在

地的大学生的择偶方式和择偶角色观念基本一致。具体而言，

在择偶标准方面，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对恋爱对象的能力要求比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要高。来自城镇的大学生在相对较好的环境

中成长，眼界与追求较高，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受成长环境的影

响，为人朴实，择偶的期望值比较低，因而表现出择偶标准方面

的差异。在择偶动机方面，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为了寻觅结婚对

象而择偶的比来乡镇的大学生多，而来自乡镇的大学生为了寻

觅结婚对象而择偶的比来自城市的大学生多。来自城市、乡镇

和农村的大学生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存环境，从小所接受

的思想观念也不相同，来自城市的大学生思想最为开放，来自乡

镇的大学生次之，而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最深，

因而表现出择偶动机的明显差异。此外，也应该看到，随着城乡

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农村青年的择偶偏好越来越向城市青年

的择偶偏好靠拢和一致［７］。因而，不同家庭所在地大学生的择

偶方式和自我角色观念也在逐渐趋同，这也进一步说明新中国

成立以后形成并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成为导致大学

生择偶自主意愿差异的社会因素［１７］。

综上所述，当代大学生的择偶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较高的

趋同性和一定的差异性，高校应当根据大学生择偶观的特点，既

要采取具有普遍性的措施，又要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强大

学生择偶观的引导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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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理性行为理论的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的
研究
刘琳　周欢△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医学检验教研室，四川 绵阳 ６２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四川省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并根据理性行为理论，从中职医学生自身与
他们周围重要人群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出发，去探索影响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的主要因素，为进一

步制定切实有效的家庭和学校的性健康教育策略和干预措施提供实证依据。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
法对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和南充卫校两所学校中专部的在校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构式问卷主要根

据理性行为理论进行设计。用χ２检验比较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在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下的差异和
他们对周围重要人群依从性的差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的主要因素。结果　
本次调查收回有效问卷５２４分，有效率为９５３３％。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显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发生婚前性行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０４０３，Ｐ＜０００１），高年级同学（ＯＲ＝１５９６，Ｐ＜００１）和月消费水平高的同
学（ＯＲ＝１５１１，Ｐ＜００１）更容易发生婚前性行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学生对父母（χ２＝１６７４６，Ｐ＜
０００１）、同伴（χ２＝１３７６０，Ｐ＜０００１）、教师（χ２＝２２３１７，Ｐ＜０００１）的依从性较强，依从性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结论　本次调查对象中，有１／３的中职医学生表示愿意发生婚前性行为。其中，男生、高年级、月消费
水平高的中职医学生更愿意发生婚前性行为。中职医学生自身的态度及父母、同伴、教师对待婚前性行为

的态度均直接影响着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

【关键词】　中职医学生；理性行为理论；婚前性行为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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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医学生是中等职业教育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理论上他
们比普通中职学生掌握了更多的医学知识和性知识，在婚前性

行为上应该更谨慎、更安全。但是，在媒体常报道的有关青少年

因性无知而引发的一系列不良社会事件中，中职医学生并没有

置身其外［１］。中职医学生是未来的白衣战士，肩负着在我国广

大农村和基层地区传播健康和救死扶伤的重要职责，他们对婚

前性行为的认知可能影响到今后在医疗工作中对病人的各种

性认知的正确引导。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四川省两所医学校中

职学生作为样本，通过对学生实施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关于婚

前性行为的认知、意愿和他们周围重要人群对婚前性行为的态

度等，从而分析中职医学生所存在一系列问题，并可以较为准

确的找出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的影响因素，为如何开展

中职医学生的性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为如何从健康教育角

度更好的关注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的意愿，避免发生婚前性

行为提供一线资料。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样本量计算

样本量的估计采用孙振球［２］《医学统计学》研究生教学用书的

公式ｎ＝
ｕ２ａ／２ｐ（１－ｐ）

δ２
进行计算，目前中职学生婚前性行为发生率

９４％，查得α＝００５，希望容许误差不超过３０％［３］，按照公式计算

最少样本量为３６３人。考虑到一些混杂因素，比如家庭、个人信念
等等，样本量扩大１０％，故得最小样本量为３９９人。
１２　对象

采取分层整群抽样方法。为使研究具有代表性，调查时考虑样

本、性别、年级的均衡性，研究人员抽取两所学校两个专业（检验、药

剂）的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所有在校中职医学生进行调查。

１３　调查方法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４］自行设计调查问卷，模型建立见图１。

图１　研究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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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调查问卷进行编号，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录入原始数据资料，

建立数据库。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χ２检验比较中职医学生婚前
性行为意愿在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下的差异和他们对周围重

要人群依从性的差异；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影响中职医学生婚前性
行为意愿的相关因素。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共发放５５０份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５２４份，有效率为
９５３％。具体结果见表１。

表１　四川省５２４名中职医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社会人口学特征 　　分类 人数（ｎ） 比例 （％）

性别 男 １３３ ２５４

女 ３９１ ７４６

年级 一年级 １７８ ３４０

二年级 １８２ ３４７

三年级 １６４ ３１３

生源地 城市 ８６ １６４

城镇 １３５ ２５８

农村 ３０３ ５７８

家庭结构 单亲 １２７ ２４２

双亲 ３９７ ７５８

月消费水平 ６００元及以下 １１３ ２１６

６００～１０００元 ２９１ ５５５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元 ９８ １８７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元 ２２ ４２

２２　中职医学生对周围重要人群的依从性做比较
分析发现学生对父母、同伴、教师的依从性较强，且各层次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调查对象对周围人群依从性的比较

人群 依从性 人数（ｎ） 构成比（％） χ２值 Ｐ值

家长 不听　 ４６ ８７ １６７４６ ００００

一般听 １９２ ３６７

很听　 ２８６ ５４６

同伴 不听　 ３２ ６１ １３７６０ ００００

一般听 ３１１ ５９４

很听　 １８１ ３４５

教师 不听　 ５０ ９６ ２２３１７ ００００

一般听 ２１８ ４１６

很听　 ２５６ ４８８

２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经似然比检验（χ２＝１８５２４６，Ｐ＜０００１）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经Ｈｏｓｍｅｒａｎｄ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分析，模型拟合良好
（χ２＝８８９２，Ｐ＝０３５１），模型预测准确率为９０８％。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数据

　　　　　　　变量名 逻辑回归系数 Ｐ值
Ｅｘｐ（Ｂ）
相当于ＯＲ

９５％ Ｃ．Ｉ．

下限 上限

性别 －０９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０３ ０２４５ ０６６２

年级 ０４６８ ０００１ １５９６ １１９９ ２１２５

生源地 ００４０ ０７９９ １０４０ ０７６７ １４１１

家庭结构 －０３３８ ０２１７ ０７１３ ０４１８ １２１９

月消费水平 ０４１３ ０００７ １５１１ １１１９ ２０４０

是否赞同婚前性性行为 ０４５８ ０００２ １５８１ １１７９ ２１２１

是否赞同“性解放，性自由” ０３８２ ０００５ １４６５ １１２３ １９１０

是否认为贞操观已过时 ０５８０ ０００２ １７８５ １２３８ ２５７５

是否赞同婚前性行为能增进感情 ０３８３ ０００３ １４６６ １１４３ １８８２

是否认为婚前性行为能促进身心健康 ０３１０ ００２３ １３６３ １０４４ １７７９

与父母交谈过婚前性行为 －０２６３ ００２８ ０７６９ ０６０８ ０９７２

父母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０３５４ ００２７ １４２４ １０４０ １９５０

与同伴交谈过婚前性行为 ０４３９ ０００４ １５５１ １１５２ ２０８８

同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０４３７ ００００ １５４８ １２１４ １９７４

与教师交谈过婚前性行为 －０３２８ ０００４ ０７２０ ０５７６ ０９０１

教师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００８７ ０５８７ １０９０ ０７９８ １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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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及建议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级的增加和月消费水平的增

加，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增强，此结果与齐丹等［５］在

２０１３年对中职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调查对象赞成“我们现在
这个年纪发生性行为是正常的”的态度对婚前性行为意愿有直

接影响，ＯＲ值为１５８１，可以认为，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等
级增进一级，意愿就会增进１５８１倍。态度和认知决定行为，中
职医学生比普通中职学生掌握更多的医学知识和性健康知识，

性思维的多元化给他们带来更包容和开放的性态度。特别是

男生，性需求较女生更强烈，加之在离开父母管束和生活费宽

容的情况下，他们表现出更强烈的婚前性行为意愿。在调查对

象是否认为婚前性行为是正常生理需求和是否认为婚前性行

为能增进双方感情的调查中发现，ＯＲ值分别为 １４６６和
１３６３。由此可以看出，很多中职医学生在学习医学生理知识
后，认为性爱欲求是本能，恋爱时发生婚前性行为是彼此表达

忠诚和爱恋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应当重视中职医学生对婚

前性行为的态度，可通过主题班会、青少年意外怀孕或流产等

临床病例讨论等形式，加强性病及艾滋病的宣传教育，让学生

形成正确的性态度，这也有利于他们今后进入基层医疗单位工

作，对周围人群的婚前性行为意愿的正确引导。

本研究根据理性行为理论［６７］，发现影响中职医学生婚前

性行为意愿的因素不仅来自于调查对象自身的态度，还来自于

调查对象周围重要人群，如父母、同伴、教师等对婚前性行为的

态度。主观规范的影响作用甚至超过了中职医学生自己对婚

前性行为的态度的影响，这也是本次研究发现的新结果。很多

文献仅仅指出了当地中职学生的性知识、性态度和婚前性行为

的现状，以及父母文化程度［８］和各种媒体对学生性知识、性态

度及性行为的影响［９］。而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父母、同伴和

教师的态度在影响调查对象婚前性行为意愿中扮演着重要的

角色。父母对婚前性行为的反对态度越强烈，调查对象发生婚

前性行为的几率就越低；父母和教师与孩子探讨婚前性行为相

关话题频率越高，其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想法就越弱，并且本次

调查中有５４６％的调查对象表示很愿意听从父母的建议。
国外有关研究显示，亲子关系差、家庭交流少等情况会使

青少年第一次性行为年龄提前［１０］。本次调查对象中，有高达

３５９％表示从来没有和父母谈论过婚前性行为及性相关话题，
几乎不谈的达到３４０％。这说明我国父母对子女性教育方面
存在严重的欠缺。因此，父母应该多从思想、人格、道德、情感的

关注，通过听取中职医学生讲解校学习的医学知识为切入点，

共同探讨性生理和心理知识，进行正面的健康的性教育。教师

在医学课堂上课可以提及婚前性行为的危害和一些真实的临

床病例，这会对中职医学生的性认知有一定帮助，从而降低婚

前性行为的意愿。本次研究数据发现，同伴对婚前性行为的态

度对调查对象婚前性行为意愿的影响力最大。调查对象与同

伴偶尔谈论婚前性行为相关话题的比例达到７９５％。与张鹏
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中职医学生更愿意与同伴交流性话

题，且愿意听取他们的意见。对古巴的青少年的研究结果也表

明，同伴性行为的知觉可以影响青少年的性行为意向［１２］。由于

中职医学生的专业特点，他们在课堂和实践学习中了解人体解

剖、生理知识和性知识后，更愿意在课后与同伴探讨性相关话

题。在黎巴嫩对学生的研究也证实青少年构建性健康知识过

程中学校和社区的角色影响比父母角色重［１３］。因此，对中职医

学生开展性健康教育活动时，应该充分考虑同伴作用的重要性，

积极发挥同伴教育在对性态度和婚前性行为做出健康决定的

影响力，以至于整体改变处于青春期的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

的价值取向。

总之，本研究新的结果提示我们，在进一步的改善中职医学

生婚前性行为的教育策略方案中有必要将目标对象扩大到调

查对象的父母、同伴和教师人群中，通过对周围重要人群的影响

来改善中职医学生婚前性行为意愿从而降低婚前性行为的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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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新发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认识
及行为特征研究
马燕△

南京大学医院预防保健科，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　目的　探讨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新发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认识及行为特征。方法　选自南京市
鼓楼区新发ＨＩＶ感染者８１例作为调查对象（观察组），未感染ＨＩＶ的社区居民８１名作为对照组。采用调查
问卷调查对ＨＩＶ感染者和艾滋病认识情况及行为特征，调查内容包括人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配
偶／固定性伴ＨＩＶ感染状况、感染途径、性经历），艾滋病相关知识等情况。比较两组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
情况、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情况、对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总知晓情况，及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感染后行
为特征。结果　观察组对高危易感人群知晓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对可以
治疗或有无疫苗可以预防、可以治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对性乱者容易感染、艾滋病母亲
传染给婴儿、输血或血制品可传播、正确使用安全套不会传播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对与感染者一般生活接触传播不会传播和蚊虫叮咬不会传播知晓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对总知晓率（９２５９％）高于对照组（７６５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得知
感染后偶尔使用和经常使用安全套高于得知感染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南京市鼓楼
区社区新发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认识程度高于社区居民，但仍存在对行为背离情况。故而需加强对新发ＨＩＶ
感染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

【关键词】　南京市鼓楼区；ＨＩＶ感染；艾滋病；行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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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作为一种性传播疾病，严重影响人们身心健康和生
活质量［１］。中国的艾滋病病情目前处于总体低流行、局部地区

高流行及特定人群的趋势，而其中性传播逐渐成为主要的一种

传播途径［２４］。社区居民，特别是高流行地区的社区居民，艾滋

病感染面临着很大的风险。鉴于南京市鼓楼区的 ＨＩＶ感染者
艾滋病疫情形势，为了解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情况，本文研究旨
在探讨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新发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认识及行为
特征。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京市鼓楼区社区８１名
新发ＨＩＶ感染者为调查对象（观察组），从社区居民中随机抽取
未感染ＨＩＶ的社区居民８１人作为对照组。该研究经南京市鼓
楼区社区和南京大学医院预防保健科批准且配合。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新发观察组８１名ＨＩＶ感染者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 例数 比例（％）

性别

　男性 ７５ ９２５９

　女性 ６ ７４１

年龄

　＜２０岁 ２ ２４７

　２０岁～３０岁 ４５ ５５５６

　＞３０岁 ３３ ４０７４

婚姻状况

　在婚 ２０ ２４６９

　未婚 ５５ ６７９０

　其他 ６ ７４１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２ ２４７

　初中及大专 ３３ ４０７４

　大专及以上 ４６ ５６７９

感染途径

　同性传播 ６０ ７４０７

　异性传播 １８ ２２２２

　注射毒品 ２ ２４７

　不详 １ １２３

性经历

　有 ８１ １００００

　无 ０ ０００

１２　方法
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艾滋病认识及行为特征研究，经

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后，采用面对面单独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人

口学资料（性别、年龄、文化程度、配偶／固定性伴 ＨＩＶ感染状
况、感染途径、性经历），艾滋病相关知识等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情况；②观察两组对

ＨＩＶ感染者的态度和性观念知晓情况；③观察 ＨＩＶ感染者感染
后行为特征情况，包括性生活频率、安全套使用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分析，计数资料采用卡方检验，

以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观察组对高危易感人群知晓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对可以治疗或有无疫苗可预防和可
以治愈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情况比较

　　　　　项目
观察组

（ｎ＝８１）
对照组

（ｎ＝８１）
χ２值 Ｐ值

可以治疗或有无疫苗可预防 ６５（８０２５）５８（７１６０） １６５４８ ＞００５

高危易感人群 ６２（７６５４）３８（４６９１）１５０５０３ ＜００５

可以治愈 ６８（８３９５）６０（７４０７） ３３８２４ ＞００５

２２　两组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情况比较
两组对性乱者容易感染、艾滋病母亲传染给婴儿、输血或血

制品可传播、正确使用安全套不会传播知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对与感染者接触传播不会传播和蚊
虫叮咬不会传播知晓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对艾滋病传播途径知晓情况比较［ｎ（％）］

　　　　　项目
观察组

（ｎ＝８１）
对照组

（ｎ＝８１）
χ２值 Ｐ值

性乱者容易感染 ７５（９５２９）７３（９０１２）０３１２７ ＞００５

艾滋病母亲传染给婴儿 ７３（９０１２）６８（８３９５）１３６７８ ＞００５

输血或血制品可传播 ７４（９１３６）７２（８８８９）０２２７４ ＞００５

正确使用安全套不会传播 ７６（９３８３）７１（８７６５）１８３６７ ＞００５

与感染者一般生活接触

　传播不会传播
７３（９０１２）５８（７１６０）８９７５６ ＜００５

蚊虫叮咬不会传播 ７０（８６４２）５６（６９１４）７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３　两组对艾滋病知识的总知晓情况比较
观察组对总知晓率（９２５９％）高于对照组（７６５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对艾滋病知识总知晓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知晓例数 知晓率（％）

观察组 ８１ ７５ ９２５９

对照组 ８１ ６２ ７６５４

χ２值 — ２３１７７

Ｐ值 — ＜００５

２４　ＨＩＶ感染者感染前后行为特征情况
得知感染后偶尔使用和经常使用安全套高于得知感染前（Ｐ＜

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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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ＨＩＶ感染者感染前后行为特征情况［ｎ（％）］

　　 项目
得知感染前

（ｎ＝８１）
得知感染后

（ｎ＝８１）
χ２值 Ｐ值

性生活频率

无性生活 １４（１７２８） ２５（３０８６） ４０８６３ ＜００５

１～３次／月 ４３（５３０８） ４６（５６７９） ０２２４４ ＞００５

安全套使用情况

从不使用 ２０（２４６９） １６（１９７５） ０５７１４ ＞００５

偶尔使用 ７（８６４） ２２（２７１６） ９４５０４ ＜００５

经常使用 ５（６１７） １７（２０９９） ７５７４０ ＜００５

#

　讨论
艾滋病主要是由ＨＩＶ所致的一种慢性传染疾病，主要通过

性接触、母婴和血液传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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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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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１］。

由于艾滋病传播的特殊性与致死性，使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
患者不仅饱受身体上的有疼痛折磨，同时心理上也受到严重影

响，临床上若不能找到治愈方法，大部分 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将
继续遭受疼痛的折磨，且严重影响生存质量［１２１５］。艾滋病认知

及高危行为状况是影响其传播的重要因素。作为传染源的艾

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对艾滋病高危行为和相关知识

的掌握情况将直接决定其是否会导致艾滋病的再次传播［１６１８］。

本文调查表明，观察组对高危易感人群知晓率高于对照组，观

察组对与感染者接触传播不会传播和蚊虫叮咬不会传播知晓

率高于对照组，观察组对艾滋病相关知识总知晓率高于对照

组，认为主要与ＨＩＶ感染者对艾滋病知识有更高的需求，且与
医疗卫生部门有效检测后咨询相关。此外，本文调查显示，得知

感染后偶尔使用和经常使用安全套高于得知感染前，说明 ＨＩＶ
感染者得知感染后，高危性行为发生率下降，且性生活中使用

安全套率增高。目前，安全套使用的推广仍为预防艾滋病经性

传播的一种关键措施，尤其是娱乐场所至关重要。提高安全套

使用率，主要在于健康教育。尽管随着监测显示，通过宣传教

育，静脉注射吸毒、暗娼（会所）等艾滋病知晓率不断提高，但总

体仍不能令人满意，特别是低档暗娼艾滋病预防意识仍然比较

低下。

综上所述，南京市鼓楼区社区新发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认识
程度高于社区居民，但仍存在对行为背离情况。故而需加强对

新发ＨＩＶ感染者艾滋病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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