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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不仅影响患者及
其伴侣的生活质量，也是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症状和危险指标。ＲｉｇｉＳｃａｎ问世以来，夜间阴茎勃起硬度检测和
视听性性刺激检测在泌尿外科及男科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临床上仍存在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使用适
应证不明确、使用方法不规范、判断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需要更权威的指导性文件来规范其在 ＥＤ诊
治领域及司法鉴定中的应用，以使更多的ＥＤ患者受益。因此，中国性学会组织相关临床专家根据现有的循
证医学证据共同研究并制定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规范的ＥＤ诊治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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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１，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ａｏ２，Ｗ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３，ＺＨＯＵＨｕｉｌｉａｎｇ４，ＪＩＡＮＧＴａｏ５，ＰＥＮＧＪｉｎｇ６，ＹＡＯ
Ｈａｉｊｕｎ３，ＷＡＮＧＴａｏ７，ＺＨＡＮＧＬｉｙｕａｎ８，ＺＨＡＮＧＹａｄｏｎｇ９，ＷＡＮＧＦｅｉｘｉａｎｇ１０，ＺＯＵＺｉｊｕｎ１，ＬＩＮＨａｏｃｈｅｎｇ２，ＤＡＩ
Ｙｕｔｉａｎ１１△，ＪＩＡＮＧＨｕｉ２△，ＷＡＮＧＲｕｎ１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ｈｅＴｈｉｒｄ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３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ｉｒ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１９１，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ｉｎ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１１，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ｓｏｆＦｕｊ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ｕｚｈｏｕ３５０００５，Ｆｕ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１１，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６ＭａｌｅＣｅｎｔｅｒ，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３４，Ｃｈｉｎａ；７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ｏｎｇｊｉ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３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８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Ｌａｎ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ＳｕｎＹａｔｓ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０８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１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Ｆｏｒｅｎｓ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Ｍｉｎｉｓｔｒｙｏｆ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６３，Ｃｈｉｎａ；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ＤｒｕｍＴｏｗ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Ｎａｎｊ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Ｎａｎｊｉｎｇ２１０００８，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
ｎａ；１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ｒｇｅ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ｘａｓＭｃ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ａｔＨｏｕｓｔｏｎ，Ｈｏｕｓｔｏｎ７７０３０，Ｔｅｘａｓ，
ＵＳ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ｉｓａ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ｄ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ａｄｕｌｔｍｅｎ，
ｗｈｉｃｈ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ｓａｎｅａｒｌｙ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ｏｆ



·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ｉｎｃ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ｎｔｏｆ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
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ｗｉｄｅｌｙｕｓｅｄｉｎｕｒ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ｓｏ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ｓｕｃｈａｓｕｎｃｌｅａ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ｕｓｅｍｅｔｈｏ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ｅｒｅ
ｆｏｒｅ，ｍｏｒｅ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ｔｉｖｅ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ｒｅｎｅｅｄｅｄｔ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Ｅ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ａｎｄ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ｂｅｎｅｆｉｔｍｏｒｅ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ｅｘｏｌｏｇ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ｏｊｏｉｎｔｌｙ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ｔｅｓｔ；Ａｕｄｉｏ
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指男性不能
持续获得和／或维持足够的阴茎勃起以完成满意的性生活［１２］。

根据病因可分为心理性ＥＤ、器质性ＥＤ和混合性 ＥＤ。其中，器
质性ＥＤ又具体分为血管性、神经性、创伤性和内分泌性ＥＤ等。
ＥＤ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不仅影响患者及其伴侣的
生活质量［３］，也是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症状和危险指标［４］。以往

对于阴茎勃起功能的评价较多采用主观量表评分（如国际勃起

功能指数ＩＩＥＦ，男性性健康量表ＳＨＩＭ，勃起质量问卷ＱＥＱ等），
虽然有较高的诊断价值，但其客观性受到质疑，也无法区分器

质性与心理性病因。因此，阴茎勃起功能的客观、定量检测迫在

眉睫。自１９８５年Ｂｒａｄｌｅｙ和 Ｔｉｍｍ发明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阴茎硬度测量
仪［５］以来，夜间阴茎勃起硬度（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ＮＰＴＲ）检测和视听性性刺激（ａｕｄｉｏｖｉｓｕ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ＡＶＳＳ）检测在泌尿外科及男科学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
用。

目前医学界多采用美国 ＧＯＴＯＰ公司生产的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阴茎
硬度测量仪评价ＥＤ患者的病因和严重程度，能够客观有效地
鉴别心理性和器质性 ＥＤ［６］，已被美国及欧洲泌尿外科协会写
入官方的ＥＤ诊疗指南。在 ＥＤ的临床研究方面，约９０％的临
床研究采用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临床检测数据作为阴茎勃起功能的客观
指标。同时，ＲｉｇｉＳｃａｎ评估勃起功能也是男性性功能障碍司法
鉴定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国内外多采用欧洲２０１５年提出来
的诊断标准。近期，基于我国成年男性的勃起硬度及膨胀度大

数据的勃起功能评价标准即将发表，相信该标准可进一步提高

我国ＥＤ病人诊断的准确性。然而，临床上仍存在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
使用适应证不明确、使用方法不规范、判断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因此，需要更权威的指导性文件来规范其在 ＥＤ诊治领域及司
法鉴定中的应用，以使更多的ＥＤ患者受益。据此，中国性学会
组织相关临床专家根据现有的循证医学证据共同研究并制定

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规范的 ＥＤ诊治指导和参考。本
共识内容包括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阴茎硬度测量仪的简介及其在心理
性ＥＤ、器质性ＥＤ、临床研究、围手术期和司法鉴定中的临床应
用等６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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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１１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工作机理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Ｈａｌｖｅｒｓｏｎ和 Ｏｈｌｍｅｙｅｒ相继描述了婴儿与

成人在睡眠状态下可发生阴茎勃起的现象，认为该现象是人体

潜意识的阴茎活动的客观表现，受主观因素影响相对较小。

在睡眠状态下，除非勃起生理结构（包括血管、神经和海绵

体组织等）出现病患，否则阴茎均会间断性地自发勃起。通常

每晚会发生 ４次，累计勃起时间近 １个多小时。这就是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ＮＰＴＲ（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ａｎｄｒｉｇｉｄｉｔｙ，夜间
阴茎硬度和膨胀度）检测的生理学基础。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阴茎硬度测量仪主要通过检测并记录阴茎的径向
硬度和胀大程度以评估阴茎的勃起功能。主要的工作部件包括

根部和头部阴茎套圈内的伸缩钢丝和控制钢丝伸缩的微型电

动马达。阴茎套圈每１５ｓ测试１次。检测时，阴茎套圈以４盎
司（１１４ｇ）的线性拉力轻柔地绕住阴茎，然后突然放松，恢复到
无负载状态，以实现胀大程度测试。胀大程度测试值与之前的

基线比较，当胀大程度较基线增加６ｍｍ及以上时，表示能够勃
起。胀大程度测试后，通过控制器每隔３０ｓ阴茎套圈以１０盎司
（２８３５ｇ）的线性拉力围住阴茎１ｓ，此时拉力能够记录特定的反
应，实现硬度测试。

１２　ＮＰＴＲ正常参考标准
目前国内多数医院参考国外的相关标准来指导日常临床

工作，其中２０１５年欧洲泌尿外科协会男性性功能障碍诊疗指南
（欧洲标准）［７］最为推崇，也被应用最多和最广，而判定 ＮＰＴ检
查结果缺乏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 ＮＰＴ正常值，所以一直参
照欧美的正常值标准。

正常勃起功能 ＮＰＴ标准有以下几种：①２０１５年 ＥＡＵ性功
能障碍诊疗指南（欧洲标准）［７］：ＮＰＴ检测至少２晚，在至少１
次勃起事件中，阴茎头部硬度≥６０％，且持续时间≥１０ｍｉｎ。②
Ｌｅｖｉｎｅ（１９９５年）ＮＰＴ诊断标准（北美标准）［８］：ＮＰＴ检测显示，
至少１次勃起事件阴茎头部和根部硬度≥７０％，且持续时间≥
１０ｍｉｎ。③《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２０１３版）［９］：正常人
夜间８ｈ睡眠过程中，阴茎勃起３次 ～６次，每次持续１５ｍｉｎ以
上，勃起硬度＞７０％为正常勃起。④《男性性功能障碍法医学
鉴定》（ＧＡ／Ｔ１１８８２０１４）阴茎勃起正常判定标准［１０１１］：阴茎硬

度监测（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示阴茎最大勃起时平均硬度大于或等于
６０％，且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１０ｍｉｎ。此标准中，阴茎勃起时平
均硬度是指用便携式阴茎硬度测量仪（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对受试者连续
监测３个夜晚所记录到的阴茎勃起最大时头部和根部的平均硬
度。⑤国内 ８家多家中心数据：由于以往我们在工作中判定
ＮＰＴ检查结果缺乏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的 ＮＰＴ正常值，所以
一直参照欧美的正常值标准。为了了解中国男性性功能正常的

成年人ＮＰＴ状态，制定中国人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查正常标准，２０１５年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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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组织国内８家三甲医院男科中心，由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牵头开展了“中国男性夜间勃起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测正常值的多中心研究”。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共有４８２例性功能正常的中国男性人群接受了至少２次以
上的ＮＰＴ检测。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０岁之间。有效勃起的判定
标准按照《男性性功能障碍法医学鉴定》（ＧＡ／Ｔ１１８８２０１４）阴
茎勃起正常判定标准［１０１１］：阴茎硬度监测（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示阴茎最
大勃起时平均硬度大于或等于６０％，且持续时间大于或等于
１０ｍｉｎ。根据４８２例研究检测结果，得出中国男性夜间勃起
（ＮＰＴ）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查正常值：正常中国人夜间８ｈ睡眠过程中，阴
茎发生有效勃起２次以上，每次持续１０ｍｉｎ以上，勃起硬度 ＞
６０％为正常勃起。
１３　ＮＰＴＲ和ＡＶＳＳ相关介绍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阴茎硬度测量仪有２种检测模式，分别为夜间模
式（ＮＰＴＲ）和日间刺激模式（ＡＶＳＳ）。前者主要用于夜间睡眠
状态下连续监测，检测患者睡眠状态下快速动眼期时的阴茎勃

起状况。一般需要受试者有连续６ｈ以上睡眠（建议保持８ｈ睡
眠），且应避免饮酒和服用药物（如安眠药和苯二氮卓类）以排

除可能的干扰因素。后者主要用于清醒状态下患者在视听性

刺激下的勃起功能检测。视听性刺激可诱发受试者大脑的性

兴奋从而产生意识性勃起。ＡＶＳＳ检查方法要求患者接受性的
视听刺激时产生性兴奋，也就是 ＡＶＳＳ检测不仅反映阴茎的勃
起状况，而且受性欲程度，环境和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ＮＰＴＲ和ＡＶＳＳ两种检查方法所反映的阴茎勃起生理过程
不完全相同，因此，其结果显示不同类型的勃起功能。对于正常

人而言，勃起相关的神经、血管以及阴茎局部结构健全的情况

下通常可以ＮＰＴＲ模式检测到受试者阴茎的夜间勃起。但是，
当其中某一环节出现器质性损害时，阴茎夜间勃起会受到影

响。因此，ＮＰＴＲ异常提示可能存在器质性 ＥＤ。因睡眠状态下
可排除心理因素的干扰，ＮＰＴＲ检测可用于器质性和心理性 ＥＤ
的鉴别诊断。ＡＶＳＳ检测则受制于性刺激程度、性欲程度、环境
和心理等因素，因此可能会受到相关因素干扰。２００３年，Ｍｉｚｕ
ｎｏ等［１２］研究表明ＡＶＳＳ监测诊断ＥＤ的准确性与ＮＰＴ相当，是
ＥＤ病因诊断的基础筛查手段。虽然 ＡＶＳＳ的阳性结果可以确
诊受试者有正常的性欲和阴茎勃起功能，但 ＡＶＳＳ检测阴性并
不能确诊受试者存在ＥＤ，除非同时检测受试者脑活动状况，证
实大脑处于性兴奋状态而无勃起时才能诊断为器质性 ＥＤ。综
上所述，ＡＶＳＳ结果正常提示勃起功能正常，但是 ＡＶＳＳ结果异
常不能诊断患者为ＥＤ，此结果需向患者及性伴侣做充分解释和
说明，必要时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１４　与其他阴茎硬度测量设备的比较
鉴于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可以同时记录阴茎头部及根部的硬度及周径

变化值，持续时间和勃起次数等参数，评估比较全面；而 ＮＥＶＡ
（夜间生物电阻抗容积测定）仅能反应阴茎容积变化（即胀大），

而无法评估阴茎硬度，且影响因素多，误差较大，因此司法鉴定

标准中推荐使用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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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性
*+

诊治中的应用

心理性勃起功能障碍（ｐｓｙｃｈｏｇｅｎｉｃ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ＥＤ）又称为原发性心因性 ＥＤ，指因心理问题导致的持续不能
获得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完成满意的性生活。因诊断标准的

不同，不同文献报道的心理性 ＥＤ的发病率相差较大。国内学

者Ｌｉ等研究发现 ＥＤ患者中最常见的类型是心理性 ＥＤ，占
５６１％，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理性 ＥＤ患者数量逐渐减少［１４］。

心理性ＥＤ主要被分为两型，分别为一般型和境遇型［１５］。前者

表现为性唤起能力和性亲密障碍；后者表现为性伴侣、性表现或

环境相关的勃起功能障碍。其诊断除了依据病史、体格检查、勃

起评分量表外，精神病学评估和勃起功能的客观测定至关重要。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Ｐｌｕｓ可连续监测视听性刺激下阴茎勃起和夜间自
发性勃起的膨胀度和径向硬度，是现今最为常用的客观评估阴

茎勃起功能的检测设备。临床上主要通过 ＡＶＳＳ和 ＮＰＴＲ检测
对心理性和器质性ＥＤ进行鉴别诊断。ＡＶＳＳ检测具有耗时短、
效率高等优势，如果结果显示勃起功能正常，则提示临床确诊具

有ＥＤ症状的患者为心理性 ＥＤ。因此 ＡＶＳＳ可以作为心理性
ＥＤ的初筛检查。然而，陌生的检查环境、对视频内容的接受度
及自身的心理问题（如焦虑、紧张等）均会影响患者在检查时的

心理生理状态，从而造成假阴性结果。因此，如果 ＡＶＳＳ检测未
见正常勃起，假如要明确诊断，则还需要进一步的ＮＰＴＲ检查。

夜间阴茎勃起是男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每晚发生３次 ～６
次，与快速动眼睡眠相关。虽然仍有争议，但是较多学者认为，

夜间勃起不受患者心理因素的影响，可以用来鉴别诊断心理性

ＥＤ和器质性ＥＤ。如果ＮＰＴＲ检测结果正常，则提示阴茎的局
部组织，血管和神经功能均正常，其为心理性 ＥＤ的可能性大；
如果ＮＰＴＲ检测结果异常，则提示为器质性 ＥＤ。然而，心理性
ＥＤ和器质性ＥＤ的夜间勃起功能间有广泛的重叠，因此有学者
认为不能单凭 ＮＰＴＲ检测结果来区分心理性 ＥＤ与器质性
ＥＤ［１６］。相比于联合多学科诊断，ＮＰＴＲ检测诊断心理性 ＥＤ的
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和准确性分别为

８１％，８２％，８９％，６９％和８１％［９］，明确诊断有利于改善ＥＤ治疗
效果［１７１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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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器质性
*+

诊治中的应用

根据ＥＤ病因可将器质性ＥＤ分为血管性、神经性、创伤性、
解剖性、内分泌、药物诱导性 ＥＤ等［１５］，这节我们重点介绍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血管性和创伤性ＥＤ诊治中的应用价值。
３１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血管性ＥＤ诊治中的应用

血管性 ＥＤ是病因分类中最常见类型，具体又可分为动脉
供血不足和／或静脉漏。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测的硬度值与阴茎海绵体
动脉的收缩期峰速度（ＰＳＶ）和阻力指数（ＲＩ）密切相关［１９］。严

重的阴茎血管病变可造成 ＡＶＳＳ和 ＮＰＴＲ检测结果的异常，可
与心因性ＥＤ相鉴别。但是正常的ＮＰＴＲ检测结果并不能完全
排除血管内皮功能的损伤［２０］。Ｈｕａｎｇ等［２０］发现７３１％的心因
性ＥＤ病人伴有血管内皮功能障碍。ＭｃＭａｈｏｎ等也认为正常的
ＮＰＴ和正常的阴茎海绵体动脉的 ＰＳＶ、ＲＩ和维持流速密切相
关，但是并不能排除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２１］。

除用于鉴别器质性和心因性 ＥＤ外，有学者探索使用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监测ＮＰＴＲ以鉴别血管性ＥＤ的具体病因，然而研究结
果尚有争议。Ｂａｓａｒ等［２２］的研究提示动脉性 ＥＤ和静脉关闭功
能障碍性ＥＤ患者的阴茎顶部和基底 ＴＡＵ、ＲＡＵ和勃起时间在
统计学上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０１），而前者的勃起次数显著少
于后者（Ｐ＜０００１）。Ｗｙｌｉｅ等［２３］的研究数据提示：当以夜间勃

起时间超过３分钟为标准时，夜间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测和超声海绵体
血管检测在排除动脉性 ＥＤ的准确性上是相当的（８８％，９５％
ＣＩ：７６％～９５％ ｖｓ．７４％，ＣＩ：６０％ ～８５％），但是在排除静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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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的诊断上则有不足。ＤＪａｍｉｌｉａｎ等则认为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实时监测
和海绵体造影等检测在临床上无显著的相关性，因此其在预测

特定病因的准确性上并不能令人满意［２４］。最近的研究发现，当

ＮＰＴＲ检测的最好勃起事件的持续时间短于１１５分钟时，其预
测静脉关闭障碍性ＥＤ的准确性可以达到８３７％，但是不能排
除同时存在的动脉异常［２５］

３２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创伤性ＥＤ诊治中的应用
创伤性ＥＤ定义为由于外伤或手术损伤与阴茎勃起相关的

神经及血管，导致阴茎勃起功能障碍。常见的导致 ＥＤ的创伤
包括盆腔手术或放射治疗（如前列腺癌根治术、膀胱癌根治术、

结直肠癌根治术及术后放疗），脑外伤、脊髓外伤、骨盆外伤和

阴茎外伤等。

创伤导致阴茎勃起调控通路中的神经损伤，可分为中枢水

平、脊髓水平、盆神经水平及海绵体神经水平神经损伤。勃起相

关神经通路的损伤可导致阴茎勃起功能受损，同时或继发地引

起局部血管功能的降低（包括动脉供血减少和静脉闭塞功能下

降）。神经性、动脉性和静脉性因素可交互作用，互为因果，从

而进一步损害阴茎勃起功能，最终导致创伤性 ＥＤ［２６２７］。此外，
心理创伤也是外伤后ＥＤ发生的原因之一。骨盆骨折患者由于
恢复期较长，常常出现心理问题。１０％以上的机动车辆交通事
故的伤者，可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２８］。８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患者可出现性功能障碍［２９］。创伤后焦虑症在药物治疗停止后，

也常常出现ＥＤ症状。
创伤性ＥＤ的诊断主要依靠病史、体检、神经系统检查确定

脊髓损伤的平面，实验室检查除外其他原因造成的勃起功能障

碍。如患者脊髓损伤无法恢复，患者不能完成阴道性交可确立

诊断。多数创伤性 ＥＤ属于器质性 ＥＤ，ＰＤＥ５抑制剂的治疗效
果差。研究发现 ＮＰＴＲ的检测结果可以指导治疗方案的选
择［６］。因此，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可用于创伤性 ＥＤ的病因诊断，并对严重
程度进行分级，有助于治疗方案的制定及疗效的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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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床研究中的应用

目前，临床上针对 ＥＤ患者的病因和严重程度评估主要应
用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阴茎硬度及膨胀度检测。在ＥＤ相关的临床研究
中，９０％的勃起功能评估都是以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测试数据为主要依
据之一，表明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可为阴茎勃起功能相关的临床研究提供
客观且有说服力的测试数据。

４１　区分心理性ＥＤ和器质性ＥＤ，指导治疗方式
对于ＮＰＴＲ检查正常的患者，基本可以排除器质性原因或

器质性原因只占次要地位，通过心理辅导和／或口服药物治疗
可以获得满意疗效。对于ＮＰＴＲ检查异常的患者，则可口服药
物治疗一个疗程后再复查ＮＰＴＲ，观察勃起反应的变化。
４２　客观评估药物疗效

ＫｉｍＪ等学者［３０］用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和ＩＩＥＦ量表评估ＰＤＥ５抑制剂
在前列腺癌根治术后阴茎康复的作用。研究结果提示，实验组

和安慰剂对照组均有４０％的前列腺癌病人术后１年可检测到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正常勃起值（头部硬度大于６０％、勃起持续大于等于
１０分钟），两组间ＩＩＥＦ评分也无统计学差异。依据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
ＮＰＴＲ评估数据表明每晚服用西地那非无明显治疗作用。
４３　指导用药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等学者［３１］通过对固定小剂量 ＰＤＥ５抑制剂方案

和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测结果指导下的ＰＤＥ５抑制剂个体化治疗方案进
行比较研究发现，应用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指导用药剂量治疗 ＥＤ的效果
更佳（有效率为３５％ ｖｓ．６２％，Ｐ＜００５）。此外，Ｗｅｒｎｅｒ教授在
阴茎海绵体注射治疗中，用ＮＰＴＲ实时监测硬度值变化，从而找
出个体化适用药量，避免异常勃起［３２］。

４４　预测疗效
ＳａｍｉｒＭ等学者回顾性研究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参数预测 ＥＤ患者对

西地那非治疗的反应性。研究结果提示，西地那非有反应者与

无反应者相比，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ＮＰＴＲ参数最大的差别在于根部硬度
（ＡＵＣ为０８６０），其次为头部硬度（ＡＵＣ为０８３１）。根部和头
部硬度最准确的诊断ｃｕｔｏｆｆ值为４２５％，当患者根部或头部的
硬度小于４２％时，其对西地那非反应可能较差［３３］。ＰｅｎｇＪ等学
者［３４］对３８名盆腔骨折伴尿道损伤且无夜间勃起的 ＥＤ患者进
行研究发现，西地那非诱导的夜间勃起可以作为每日口服西地

那非治疗有反应的预测因子，ＮＰＴＲ＞４０％的患者予每晚西地那
非５０ｍｇ治疗的有效率为７６％，ＮＰＴＲ＜２０％的有效率为２２％
（Ｐ＜００５）。该研究提示 ＮＰＴＲ可用于评估尿道损伤性 ＥＤ术
后的勃起潜能，并预测药物疗效。

这些研究分别对ＮＰＴＲ在ＥＤ中的鉴别诊断、评估药效、评
估手术方式、指导用药和预测疗效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了探索，为

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未来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临床研究的应用可能还包
括阴茎手术前后的勃起功能的评估（阴茎硬结症矫形术，阴茎

背神经选择性切断术等），药物治疗阶段性评估、物理治疗的阶

段性评估、根据夜间勃起程度指导治疗策略的制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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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手术期的应用

目前，围手术期对阴茎勃起功能的评价尚无统一的方法。

以往较多采用主观量表评分法进行评价。虽然该方法有较高的

诊断价值，但其客观性受到质疑。随着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阴茎硬度测量
仪在泌尿外科、男科学领域中的应用，ＮＰＴＲ和 ＡＶＳＳ是目前临
床上评估围手术期阴茎勃起功能的重要方法。现已有大量研究

探索了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手术前后勃起功能评估［３５３８］等方面中的应

用价值。

ＥＤ是腹盆腔手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盆腔恶性肿瘤（前
列腺癌、膀胱癌、直肠癌等）根治手术、血管手术及经尿道前列

腺手术等均可能造成 ＥＤ。造成这类 ＥＤ的原因主要是神经血
管性损伤，但也不能排除心理性因素。结合以往的评价手段，目

前更多的研究将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应用于临床，主要用于心理性和器质
性ＥＤ鉴别诊断［３９４０］、术前排除心理性 ＥＤ［３５３６，４１］、术后勃起功
能评价（主要包括前列腺增生 ＴＵＲＰ术后［４２］、前列腺癌根治术

后［４３］）、ＥＤ疗效预测及评价［３６，４４４８］、骨盆骨折尿道损伤后勃起

功能康复效果等［３８，４９］。

因此，在围手术期评价阴茎勃起功能的推荐流程［３３，５０］中，

可根据需要在手术或治疗方案变更前后考虑按照以下流程进

行检测：首先进行相应主观量表评价［５１］、相关实验室检查等项

目［５２］，随后酌情进行 ＡＶＳＳ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以及医患
对结果的判定来选择是否进行连续两夜的ＮＰＴＲ检测［５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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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在司法鉴定领域，损伤程度、伤残等级、强奸、离婚等案件均

涉及男性性功能鉴定［５５］。鉴定意见作为一种法律证据，务求比

一般的临床诊断更为严谨，因此，实验室检测结果是支撑鉴定意

见的重要依据。ＥＤ司法鉴定主要解决是否存在器质性 Ｅ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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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ＥＤ的严重程度问题，并进一步判断损伤或疾病与ＥＤ之间的
因果关系。而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鉴别心理性 ＥＤ和
器质性ＥＤ的金标准。因此，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性功能司法鉴定中起到
了关键性作用，同时推动了性功能司法鉴定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ＲｉｇｉＳｃａｎ也是目前开展性功能司法鉴定的必备仪器［３９］。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可提高ＥＤ诊断的准确性，在法医
鉴定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１９９０年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原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研究
所）引入了第一台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并结合阴部神经诱发电位、阴茎多
普勒血流等检查开始 ＥＤ司法鉴定应用研究，并主持制定了性
功能司法鉴定的首个部颁技术规范（ＳＦ／ＺＪＤ０１０３００２—２０１０）、
行业标准（ＧＡ１１８８２０１４）和国家标准（ＧＢ／Ｔ３７２３７２０１８）。

司法鉴定中，ＡＶＳＳ监测只能作为筛查试验，一旦记录到正
常勃起反应则充分说明其勃起功能完全正常。由于受试者的

害羞、紧张和焦虑等，正常人在视听性性刺激条件下也可能不

能出现勃起反应，故ＡＶＳＳ测试结果没有记录到受试者阴茎勃
起反应时，并不能说明受试者存在ＥＤ，此时应采用 ＮＰＴ模式监
测。司法鉴定要求连续监测３晚，每晚记录１０小时，并建议联
合动态睡眠同期监测，同时排除药物等对睡眠及勃起功能的影

响，以确保检测结果的可靠性［３９］。

0

　结语
临床上明确ＥＤ的分类、病因及严重程度分级对ＥＤ治疗至

关重要，国内外普遍认可 ＲｉｇｉＳｃａｎ在 ＥＤ诊断及疗效评估中的
价值，但只有正确掌握ＲｉｇｉＳｃａｎ的适用人群、使用方法和结果解
读等，才能更好地指导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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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中提出睾丸结扎
引带静脉与否的临床疗效比较
刘鲁城　王晓彬　殷波△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泌尿外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ＳＶ）
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的必要性。方法　采用前瞻性研究，从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中国医科大
学附属盛京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因精索静脉曲张导致不育的２８６例患者中，选取仅患有左侧精索静脉曲张
的１３５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６４例患者，ＭＳＶ术中未提出睾丸结扎引
带静脉；对照组７１例患者，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
痛评分、切口长度、手术前后精子质量指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住
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和切口长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术后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活动率与术前相比均有显著改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其中两组Ⅲ度曲张患者术后的上述精子质量指标相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观
察组患者术后无任何并发症发生，对照组８例患者术后伴有阴囊水肿，１例患者伴有睾丸鞘膜积液。观察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０％）低于对照组患者（１２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
术后均无复发情况出现。结论　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与不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相比并不能
更好地提高精液质量，不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也没有增加精索静脉曲张的复发率，而且提出睾丸结扎引

带静脉延长了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扩大了手术切口的长度，增加了患者的病痛以及引起阴囊水肿等术后

并发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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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ＶＣ）是指由于精索静脉回流受阻
或瓣膜功能丧失等各种因素导致的精索内蔓状静脉丛伸长、扩

张和迂曲［１］，发病率占青春后期男性的 １５％ ～２０％，在原发性
男性不育中占比达３０％ ～４０％，在继发性男性不育中占比达
６９％～８１％［２３］，是导致男性不育和精液质量异常的主要原因

之一，也是男性不育症中最宜手术矫正的病因［４］。精索静脉结

扎术可以显著提高患者的精液质量，从而提高患者配偶的怀孕

率。但是，传统开放式手术创伤大，术后复发率高，对精子质量

的改善效果不佳，已经逐渐被临床所淘汰［５７］。近年来，随着显

微镜技术在男科的应用，显微镜下外环下精索静脉结扎术（ｍｉ
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ＭＳＶ）逐渐体现出了治疗
精索静脉曲张的优势，并逐渐成为治疗此病的首选术式［２，８９］。

长期以来，ＶＣ复发是困扰泌尿外科医师的一个难题，有关研究
指出，这可能与术中未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有关［１０］，然而该

做法目前仍然存在争议。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前瞻

性地评估ＭＳＶ术中睾丸提出结扎引带静脉的必要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
院泌尿外科诊治的因精索静脉曲张导致不育的２８６例患者中，
选取仅患有左侧精索静脉曲张的１３５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入选
标准：①经过Ｖａｌｓａｌｖａ试验和阴囊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精索静
脉管径＞２ｍｍ）明确存在ＩＩ度及以上的ＶＣ；②均为左侧且均为
原发性ＶＣ；③妇产科评估其配偶无不孕疾病；④术前做精液一
般检查，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而生殖激素 ６项检测均未见异
常；⑤无严重的心、脑、肺部等疾病，可以耐受手术。排除标准：
①继发性ＶＣ；②性腺激素异常者；③患有泌尿生殖畸形、感染、
创伤等其他可能导致精液异常的疾病；④患者不能耐受手术或
存在手术禁忌证；⑤不同意参加本研究者。本研究所有程序经
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在患者及家属知情、签署手术

同意书的情况下实施。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设计方法。将患有左侧静脉曲

张的１３５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６４例患者
（Ⅲ度３６例），ＭＳＶ术中未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对照组７１
例患者（Ⅲ度３９例），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观察
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６岁，年龄（２７９５±２９６）岁；对照组
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８岁，年龄（２８８２±３６８）岁。两组患者
术前的一般资料（年龄、患病时间、性激素水平、精液参数及精

索静脉曲张分度等）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观察组

（ｎ＝６４）
对照组

（ｎ＝７１）
ｔ／χ２值 Ｐ值

平均年龄（岁） ２７９５±２９６２８８２±３６８ －１４９ ０１４

患病时间（月 ） １３８８±３５１１４５６±３４９ －１１４ ０２６

雌二醇（ｐｇ／ｍＬ） １８１１±５３６１８３８±５４９ －０２９ ０７７

卵泡刺激素 （ｍＩＵ／ｍＬ） ９４２±２７８ ９４４±３１４ －００３ ０９８

黄体生成素 （ｍＩＵ／ｍＬ） ４５８±１１５ ５０１±１４３ －１９０ ００６

催乳素（ｎｇ／ｍＬ） ７３５±１６７ ６８７±１９０ 　１５５ ０１２

孕激素 （ｎｇ／ｍＬ） ０４７±０１１ ０４５±０１５ 　０９１ ０３７

睾酮 （ｎｇ／ｍＬ） ５３３±１３９ ５０６±１４２ 　１１４ ０２６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２６０５±３７８２４６７±４９９ 　１８０ ００７

精子活力（ａ＋ｂ，％） ２５１１±４６０２３８６±４２６ 　１６４ ０１０

精子活动率（％） ２３２３±３４７２２２０±４０８ 　１５８ ０１２

ＩＩ度精索静脉曲张 （个） ２８ ３２
　００２ ０８８

Ⅲ度精索静脉曲张（个） ３６ ３９

　　注：精子活力是判断精子质量的一项重要的指标，通常可以将精子
的活力分为ａ、ｂ、ｃ、ｄ４个等级。ａ级的精子通常在显微镜下呈快速的前
进运动，是活性比较强的精子；ｂ级的精子呈缓慢的前进运动，活动力相
对较弱，本次研究精子活力只统计ａ级和ｂ级

１３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不同手术方式均由同一位具有１０余年资深临床

经验的医师熟练完成。

１３１　观察组手术方式　 观察组患者于 ＭＳＶ术中未提出睾
丸，其手术步骤是：在腹股沟外环口下方 １ｃｍ处垂直精索方向
做一长约２ｃｍ的斜切口，逐层切开皮肤、皮下，分离浅筋膜，打
开腹外斜肌腱膜，拉钩牵拉切口，显露术野，寻找精索并用阑尾

钳提出切口，在下面垫一橡胶管固定，钝性分离提睾肌，显露精

索，置入显微镜进行操作，余手术步骤同对照组。

１３２　对照组手术方式　对照组患者于 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
其手术步骤：①静吸复合全麻后，患者取平卧位，常规消毒铺巾。
②在腹股沟外环口下方１ｃｍ处做一长约３ｃｍ～４ｃｍ的横切口，
依次切开相应各层，拉钩牵拉切口，显露术野，寻找精索并提出

切口，同时将睾丸挤出，辨认引带静脉以及精索外静脉穿支，结

扎并切断［９］，之后将睾丸还纳入阴囊。在精索下面垫一橡胶管

固定，钝性分离提睾肌，显露精索。③在放大倍数为 １０倍的手
术显微镜下打开精索的外筋膜和内筋膜，调整放大倍率至 １０
倍～１５倍，辨认睾丸动脉并牵开保护。如睾丸动脉辨别困难，
可以在血管丛表面滴加１％罂粟碱注射液［８］，使其搏动更加明

显。④用３０丝线结扎并切断精索内所有静脉属支，注意保护
淋巴管，在同一平面检查２次 ～３次以防漏扎静脉。手术完成
后精索仅保留睾丸动脉、提睾肌动脉、提睾肌、淋巴管、输精管及

其动静脉，伴随的输精管静脉如曲张超过 ３ｍｍ，可以予以游离
结扎并切断，但一般要求保留一支以保证充分静脉回流。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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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检查无出血后，逐层关闭切口。

１４　评价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手术

前后精子质量指标、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观察过程中

注意以下几点：①住院时间以手术日为第１天，不足１天按照１
天计算；②切口疼痛的程度用 ０～１０共１１个数字表示，让病人
根据自身疼痛程度在这 １１个数字中挑选１个数字代表疼痛程
度；③切口长度为切口愈合后的最终长度，精确到“ｍｍ”；④精
液相关参数参照《世界卫生组织男性不育标准化检查与诊疗手

册》标准［１１］。所有患者分别在术前、术后 ３个月行精液常规检
查，且每次取精前都必须禁欲 ≥３ｄ；⑤术后 ６个月行彩色多普
勒超声测量其睾丸体积，体积较术前 ＜３ｍＬ则为萎缩；⑥复发
标准：术后 ６个月行彩色多普勒超声复查，平静呼吸时精索静
脉最大内经≥０１８ｃｍ，或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时精索静脉最大内径≥
０２０ｃｍ，返流信号持续时间＞１ｓ视为复发。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和切口长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和切口

长度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和
切口长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观察组

（ｎ＝６４）
对照组

（ｎ＝７１）
ｔ值 Ｐ值

手术时间（分） ３５０２±３２７ ４５５８±３５９ －１７８０ ００００

住院时间（天） ２０２±０６７ ３８２±１０３ －１１５１ ００００

切口疼痛评分 １０２±０３３ ２６５±０８７ －１０２７ ００００

切口长度（毫米） ２００３±１４６ ３３９４±２８３ －３５３４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相关参数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３个月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活动率与

术前相比均有显著改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其中，两组间Ⅲ度曲张患者术后的
上述精子质量指标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无任何并发症发生，对照组患者术后８例
伴有阴囊水肿，１例伴有睾丸鞘膜积液；两组患者均无睾丸炎、
附睾炎、睾丸萎缩、伤口感染等其他并发症发生。术后随访 ６
个月，两组患者均无复发病例。总体来看，观察组患者的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精液相关参数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术前 术后

精子活力（ａ＋ｂ，％）

术前 术后

精子活动率（％）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６４ ２６０５±３７８ ５５２５±５５６ａ ２５１１±４６０ ５８８２±５６７ａ ２３２３±３４７ ５５１９±６２３ａ

对照组 ７１ ２４６７±４９９ ５３５５±８９８ａ ２３８６±４２６ ５６６５±８１７ａ ２２２０±４０８ ５５３２±９２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Ⅲ度曲张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精液质量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术前 术后

精子活力（ａ＋ｂ，％）

术前 术后

精子活动率 （％）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３６ ２４４６±３７８ ５４０４±４９２ａｂ ２３５３±３７６ ５２９５±４６１ａｂ ２２５４±３８０ ５３４４±４６４ａｂ

对照组 ３９ ２５０１±４３６ ５４４７±５１８ａ ２４２９±４２０ ５３４５±５０４ａ ２３１５±４５０ ５４１２±５３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术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ｎ（％）］

并发症
观察组

（ｎ＝６４）
对照组

（ｎ＝７１）
χ２值 Ｐ值

阴囊水肿 ０（０） ８（１１３） ５７７８ ０００７

鞘膜积液 ０（０） 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睾丸炎　 ０（０） ０（０） — —

附睾炎　 ０（０） ０（０） — —

睾丸萎缩 ０（０） ０（０） — —

伤口感染 ０（０） ０（０） — —

复发　　 ０（０） ０（０） — —

合计 ０（０） ９（１２６８） ６７７４ ０００３

,

　讨论
ＶＣ是指精索静脉血液回流受阻或静脉瓣膜功能失效，血

液反流导致精索蔓状静脉丛的伸长、扩张和迂曲，可以导致患者

疼痛不适及进行性睾丸功能减退，是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之

一［１２］。在ＶＣ造成睾丸损伤的众多理论中，较为盛行的是睾丸
高温理论。该理论认为，精索静脉血液瘀滞影响睾丸局部温度，

静脉反流导致肾脏、肾上腺局部代谢废物集聚影响睾丸生殖细

胞代谢，造成具有睾丸保护功能的热休克蛋白基因表达下调，最

终导致睾丸生精障碍，从而导致不育症［１３１６］。有关研究表

明［１７］，ＭＳＶ可以改善患者的精液质量，包括精子浓度、精子活
力和精子活动率，甚至可以逆转精子 ＤＮＡ损伤。术中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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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放大 １０倍，很容易结扎精索内除输精管静脉外的所有引流
静脉，保留动脉、神经、淋巴管，有利于降低阴囊水肿或鞘膜积液

的发生，且可以在局部浸润麻醉下完成手术，手术效果优于其

他术式而受到泌尿外科医师和患者的青睐［１７１９］。但是，ＭＳＶ术
中是否有必要提出睾丸仍然存在争议。一些观点认为，通过术

中提出睾丸能够结扎睾丸引带静脉，从而降低精索静脉曲张复

发率，提高术后精液质量［１０］；同时也有研究指出，ＭＳＶ术中提
出睾丸对术后复发并无影响，且不能提高术后精液质量［２０］。

为了探讨何种手术方式效果更优，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

验设计方法，前瞻性地评估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的
必要性。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术后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

活动率与各自术前相比均有显著改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术后的上述精子质量指标相互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Ｐ＞００５），且两组患者术后也
无１例复发，这说明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并不能更
好地提高精液质量，不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也没有增加 ＶＣ
的复发率。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中术后有８例伴有阴囊水肿、
１例伴有睾丸鞘膜积液，而观察组患者术后无任何并发症发生，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０％）低于对照组患者
（１２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进一步说明
ＭＳＶ术中没有必要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况且观察组患者
的手术时间、住院时间、切口疼痛评分和切口长度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笔者认
为，ＭＳＶ术中不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的效果更优，其理由如
下：①ＭＳＶ术中不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是在保证疗效的大前
提下对手术进行的改进，没有违反手术原则；②术中若将睾丸
挤出会引起术后短暂的阴囊水肿和睾丸充血等不良表现，虽然

这些表现可能是一过性的，但也增加了患者的担忧和不适感；

③手术时间短、住院时间短、疼痛小、切口小既符合微创手术的
要求，也符合广大患者的愿望。

综上所述，ＭＳＶ术中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与不提出睾丸
结扎引带静脉相比并不能更好地提高精液质量，不提出睾丸结

扎引带静脉也没有增加 ＶＣ复发率，而且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
脉延长了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扩大了手术切口的长度，增加

了患者的病痛以及引起阴囊水肿等术后并发症的发生。权衡

利弊，本研究认为ＭＳＶ术中没有必要提出睾丸结扎引带静脉。

参 考 文 献

［１］　张溪，侯垒，崔功静，等．腹腔镜下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对精液质
量影响的临床观察［Ｊ］．国际外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４３（３）：１８１１８５．

［２］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精索静脉曲张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
识》编写组．精索静脉曲张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Ｊ］．中华男
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１１）：１０３５１０４２．

［３］　牛吉瑞，严肃，李宏军，等．男性不育伴精索静脉曲张患者的心理

状况调查［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２）：１３２１３６．
［４］　吴阶平．泌尿外科学［Ｍ］．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９５１１９５３．
［５］　ＭｅｃｈｌｉｎＣＷ，ＦｒａｎｋｅｌＪ，ＭｃｃｕｌｌｏｕｇｈＡ，ｅｔａｌ．Ｃｏ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ａｎａｓｔｒｏｚｏｌ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ａｌ
ｍｅ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ｐｅｌｌｅｔ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ｘｕ
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５４２６１．

［６］　朱喜平，于世超，何惠斌，等．保留精索内动脉的精索血管集束结
扎术对精索静脉曲张患者性功能及精液质量的影响［Ｊ］．中国性
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５）：３６３９．

［７］　刘伟军，於佶．显微镜下精索内静脉低位结扎与传统 Ｐａｌｏｍｏ术式
治疗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７）：
３５３７．

［８］　叶章群，周利群，吴斌，等．外科学·泌尿外科学分册［Ｍ］．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６：３５９．

［９］　那彦群，叶章群，孙颖浩，等．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２０１４版）［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３：５９６５９７．

［１０］　ＮｏｕｒｐａｒｖａｒＰ，ＨｅｒｒｅｌＬ，ＨｓｉａｏＷ．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ｓｕｂ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
ｌｅｃｔｏｍｙ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３，１００（６）：ｅ４２．

［１１］　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ＦｒａｎｋＨ，ＴｉｍｏｔｈｙＢ，等著．世界卫生组织男性不育标准
化检查与诊疗手册［Ｍ］．李铮，张忠平，黄翼然，等译．北京：人民
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９．

［１２］　梁遷，张海波，赵善超．抑制素 Ｂ与精索静脉曲张关系的研究进
展［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４（２）：１６８１７１．

［１３］　ＰａｓｔｕｓｚａｋＡＷ，ＷａｎｇＲ．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Ａｓｉａｎ
Ｊ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１５，１７（４）：６５９６６７．

［１４］　朱少明，程帆．精索静脉曲张致男性不育的研究进展［Ｊ］．疑难病
杂志，２０１７，１６（６）：６３４６３９．

［１５］　ＳｈｅｅｈａｎＭＭ，ＲａｍａｓａｍｙＲ，ＬａｍｂＤ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ｓ，２０１４，３１（５）：５２１５２６．

［１６］　ＯｚｔｕｒｋＭＩ，ＫｏｃａＯ，ＫｅｌｅｓＭＯ，ｅｔａｌ．Ｔｈｅｉｍｐｅｃｔｏｆ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ｒａｔ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ｎ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Ｌｅｙｄｉｇｃｅｌｌ
ｃｏｕｎ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ｂｏｔｈｔｅｓｔｅｓ［Ｊ］．Ｕｒｏｌ
Ｊ，２０１３，１０（３）：９７３９８０．

［１７］　ＣｈｏｉＷＳ，ＫｉｍＳＷ．Ｃｕｒｒｅ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ｒｅ
ｖｉｅｗ［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ｅ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３，３１（１）：１２２０．

［１８］　李虎，文艳玲，董超雄，等．精索静脉曲张４种手术方式临床疗效
比较［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４）：３１１３１４．

［１９］　ＳｏｆｉｋｉｔｉｓＮ，ＳｔａｖｒｏｕＳ，Ｓｋｏｕ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Ｍｙｓｔｅｒｉｅｓ，ｆａｃｔｓａｎｄｆｉｃｔｉｏｎｉｎ
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ｐａｔｈｏ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Ｊ］．ＥｕｒＵｒｏｌ，２０１４，１３
（４）：８９９９．

［２０］　ＲａｍａｓａｍｙＲ，ＳｃｈｌｅｇｅｌＰＮ．Ｍｉｃ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ｉｎｇｕｉｎａｌ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ｃｔｏｍｙ
ｗｉｔｈ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ｕｔ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Ｊ］．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６８（６）：１３２３
１３２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８）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１５　　　·

△【通讯作者】王瑞，Ｅｍａｉｌ：ｈｕｚｉ９１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３ ·男科与性医学·

精囊腺炎患者临床症状汇总与诊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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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郑州 ４５００５２

【摘要】　目的　探讨精囊腺炎的临床表现、发病机理与治疗方法。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
５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１５０例精囊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症状、经直肠超声下
腺体大小和不同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疾病类型，将１５０例患者分为单纯精囊腺炎
组（１组）和精囊腺炎合并前列腺炎组（２组），每组均为７５例患者。结果　单纯精囊腺炎组患者主要临床症
状：单纯血精９例（１２０％）；单纯精液不液化７例（９３％），频繁遗精６例（８０％）。阴囊潮湿６例（８０％）；
合并前列腺炎组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会阴部疼痛不适１５例（２００％），血精１１例（１４７％），睾丸疼痛１０例
（１３３％）。两组患者之间精囊和前列腺的大小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合并前列腺
炎组患者腺体扩张更为明显；进行精囊液细菌培养的单纯精囊腺炎组３８例患者均为阴性结果；６４例患者进
行核酸检测，仅有３例合并前列腺炎患者（４７％）呈现阳性结果；应用抗生素药物治疗精囊腺炎耗时长，症
状容易反复；精囊腺引流术术后恢复快，症状缓解明显。结论　单纯性精囊腺炎组患者多因血精就诊，合并
前列腺炎组患者则倾向于疼痛症状；两组患者精囊腺和前列腺大小存在差异，合并前列腺炎组患者腺体扩

张更为明显；相对抗生素药物治疗精囊腺炎，精囊镜手术效果明显，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精囊腺炎；前列腺炎；经直肠超声；临床症状；精囊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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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囊腺是一对长椭圆形的囊状腺体，位于前列腺底的后上
方，输精管壶腹的后外侧，前贴膀胱，后临直肠。由于精囊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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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学位置较深，其发生炎性病变时经常合并慢性前列腺炎，临

床上容易漏诊和误诊。本研究收集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
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精囊腺炎患者，通过对就诊时

的临床症状的询问和不同治疗方案的随访，就精囊腺炎的临床

症状、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进行总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
治的１５０例精囊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为１６岁～６４
岁，平均年龄３０６岁，病史范围２月～９年；询问患者就诊时的
临床表现，统计主诉症状；所有患者均行经直肠超声、精液和前

列腺液常规检查，部分患者进行了精囊液和前列腺液的细菌培

养。纳入标准：①精囊腺炎患者：经直肠超声精囊腺壁增厚伴回
声不均匀，前列腺形态、回声均正常，前列腺液常规正常；②合并
前列腺炎患者：超声提示前列腺、精囊腺均有回声不均，前列腺

液提示白细胞异常。排除标准：精囊淀粉样变性、精囊恶性肿

瘤、副中肾管囊肿、移位前列腺组织引起的血精；全身性疾病如

肝硬化、血吸虫病、高血压、肾结核等引起的血精；精囊腺结石、

精囊腺结核、单纯前列腺增生等其他附属性腺疾病。所有患者

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本研究已经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疾病类型，将１５０例患者

分为单纯精囊腺炎组（１组７５例），年龄范围１６岁～５４岁，年龄
（３１２８±９４３）岁；精囊腺炎合并前列腺炎组（２组７５例），年龄
范围１７岁～６４岁，年龄（３２６０±９２３）岁。两组患者年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７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检查方法

两组患者超声检查采用ＰＲＥＩＬＵＳ超声诊断仪，应用凸弧形
经直肠探头，频率８０ＭＨＺ；检查由同１位医师完成。检查前禁

欲３～５天，排空大便并清洗肛门和会阴；受检者取左侧卧位体
位，使髋、膝关节半屈曲，适度充盈膀胱，查看前列腺、精囊腺壶

腹，仔细观察其形态和内部回声及其邻近器官组织的图像，并

测量大小（不同径线）。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２０建立数据库，由于两组数据不满足正

态分布和方差齐性，数据描述应用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Ｍ
（Ｐ２５，Ｐ７５）］表示，采用两组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方法，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比较

１组７５例患者就诊原因中，疼痛症状２７例（３６０％），精液
异常２２例（２９３％），频繁遗精、阴囊潮湿各 ６例（８０％），尿
频、射精无力各１例（１３％），合并２种者症状１１例（１４７％），
合并３种症状者１例（１３％）。２组７５例患者就诊原因中，疼
痛症状４０例（５３３％），精液异常１４例（１８７％），尿频、频繁遗
精各５例（６７％），阴囊潮湿４例（５３％），性生活后症状２例
（２７％），射精无力 １例（１３％），合并 ２种症状者 ８例
（１０７％），合并３种症状者１例（１３％）。１组７５例患者主要
临床症状：单纯血精 ９例（１２０％）；单纯精液不液化 ７例
（９３％），频繁遗精６例（８０％），阴囊潮湿６例（８０％）。２组
７５例患者主要临床症状：会阴部疼痛不适１５例（２００％），血精
１１例（１４７％），睾丸疼痛１０例（１３３％）。
２２　两组患者腺体大小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７５）；精囊腺大小
（左侧精囊腺长径Ｐ＝０００３、横径Ｐ＝０００４；右侧精囊腺长径Ｐ
＝００１０、横径 Ｐ＝００２７）和前列腺大小比较（左右经 Ｐ＝
００２４、前后径Ｐ＝０００５和上下径Ｐ＝００３２），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精囊腺和前列腺大小比较 ［Ｍ（Ｐ２５，Ｐ７５）］

组别 年龄（岁）
前列腺（ｍｍ）

左右径 前后径 上下径

左侧精囊腺（ｍｍ）

长径 横径

右侧精囊腺（ｍｍ）

长径 横径

１组 ２９（２５，３６） ４１（３８，４４） ２８（２６，３２） ２４（２２，２６） ３４（３２，３８） １４（１１，１５） ３４（３２，３８） １４（１１，１５）

２组 ３２（２７，３９） ４２（４０，４５） ３０（２８，３３） ２６（２３，２７） ３６（３４，３９） １５（１３，１６） ３７（３４，４１） １５（１３，１６）

Ｚ值
Ｐ值

－１７８１
　００７５

－２２６２
　００２４

－２７９６
　０００５

－２１４４
　００３２

－２９４９
　０００３

－２８６０
　０００４

－２５８３
　００１０

－２２１８
　００２７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本研究中，１组３８例患者进行了精囊腺液的细菌培养，结

果均为阴性，常规培养基中未发现细菌生长；６４例患者（其中１
组２８例、２组３６例）进行了支原体、衣原体ＲＮＡ检测，其中３例
合并前列腺炎患者呈现阳性结果（２例解脲脲原体阳性，１例沙
眼衣原体阳性）。不同分组患者中，１３４例患者（１组６８例，２组
６６例）采用了左氧氟沙星针剂（０６ｇ，ｉｖｇｔｔ，ＱＤ）治疗２周，然后
换用不同的喹诺酮类抗生素治疗，疗程为３～６月，平均治疗时
间４６月，随访发现持续用药４～６月后患者病情有所缓解，停
药后症状容易反复；有４９例精囊腺炎患者最终采用精囊镜治
疗，术中精囊灌注抗生素（左旋氧氟沙星）冲洗，后期配合规律

口服药物治疗，１个月后有３９例（７９６％）患者达到临床治愈。
,

　讨论
精囊腺为男性生殖器的附属腺。精囊液是精浆的主要组成

部分，为精子提供载体和营养物质，有利于精子的运输和贮藏。

发生精囊腺炎时，炎症因子的存在会影响精子存活的环境，致使

精子活力下降或数量减少，严重时可以导致男性不育。

早期识别诊断精囊腺炎尤为重要。无创性的超声显像以其

公认的优点成为精囊腺形态学观察的主要方法，正常健康男性

经前列腺上横断面精囊腺长径不超过 ３９ｍｍ，横径不超过
３０ｍｍ［１］。精囊腺炎经直肠超声（ＴＵＲＳ）下的特征性图像是精囊
腺扩张和囊性改变，同时在穿刺抽出的精囊腺液中发现大量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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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细胞［２］；既往与健康人群的对比中发现，精囊腺体前后径具

有统计学意义，当测量值大于１００ｃｍ时，可以考虑精囊腺炎诊
断［３］。本研究观察了单纯精囊腺炎患者与合并前列腺炎患者

之间精囊腺的大小，发现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合并前列

腺炎患者腺体扩张更为明显。冯银波等［４］通过对１５３例中老
年男性进行ＣＴ检查，认为男性精囊腺大小与年龄、精囊腺形态
和前列腺增生程度有一定关系；另外一项５２例正常人的研究
中，不同年龄组精囊腺横径和磁共振检查 Ｔ２ＷＩ信号强度下各
组间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５］；而本次１５０例患者中未进行年龄
分组比较，且仅有１３例超声报告为单侧精囊腺炎，不能区分单
侧和双侧精囊腺炎的组内影响，因此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观

测。

目前，精囊腺炎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普遍认为其炎性病

变继发于其他附属腺，为尿道炎或前列腺炎直接蔓延所致；致

病菌以大肠埃希菌、葡萄球菌多见。先前报道精囊腺炎的发生

与急性衣原体附睾炎密切相关，沙眼衣原体经常从精囊中分离

出来［６］；ＸｕＢ等［７］对２６例精囊腺炎患者的精液进行了细菌培
养和药物敏感分析，全部呈现阳性结果（１５例大肠杆菌，７例表
皮葡球菌，２例假单胞菌，１例淋病奈瑟菌，１例沙门氏菌）。另
一项研究中发现，６０例精囊腺炎患者精液细菌培养阳性者７例
（１例粪肠球菌，３例表皮葡萄球菌，２例人葡萄球菌，１例沃氏
葡萄球菌），前列腺液细菌培养阳性者３例（１例粪肠球菌，１例
表皮葡萄球菌，１例头葡萄球菌），ＵＵ、ＭＨ、ＣＴ培养均为阴
性［８］。本研究中，３８例精囊腺液的培养中均未发现细菌生长，３
例核酸检测呈现阳性结果（２例解脲脲原体阳性，１例沙眼衣原
体阳性）。多项研究发现，男性沙眼衣原体的潜伏或未识别感

染率与女性几乎相同，该生物可以作为精囊腺炎潜在感染的来

源［９１０］。由于术中标本常规培养细菌阳性率较低，而既往研究

并未有明确的定论，所以对于引起精囊腺炎的细菌微生物仍然

需要更多的研究探索。

慢性精囊腺炎患者多有血精或表现为射精时疼痛，疼痛可

以放射至下腹部、腹股沟和会阴部，合并其他附属腺炎症时可

以出现尿频、尿急、尿痛、排尿困难、血尿和尿道异常分泌物等症

状；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症状多为排尿异常和局部疼痛。本研

究发现，单纯精囊腺炎患者偏向于血精问题，合并前列腺炎患

者则倾向于疼痛症状；而前者疼痛症状主要为腹股沟疼痛

（５３％）、睾丸疼痛（５３％）、会阴部疼痛（４０％）和腹部疼痛
（４０％），后者则为会阴部疼痛不适（２００％）、血精（１４７％）和
睾丸疼痛（１３３％）。前列腺和精囊腺均由盆腔神经支配，目前
认为疼痛属于牵涉性，由腰、骶部后根神经节（ｄｏｒｓａｌｒｏｏｔｇａｎｇｌｉ
ａ，ＤＲＧ）细胞周围突分支中的“轴突”发射所引起［１１１２］。值得注

意的是，单纯精囊腺炎患者并无性生活后疼痛不适症状，合并

前列腺炎患者中则有２例（２７％）出现了性生活后疼痛不适症
状。既往研究发现，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交疼痛等症状的数量

和比例高于健康人群，其原因可能与腺体支配的具体神经节有

关［１３］。男性生殖器官的炎症反应可以引起精液参数的异常，与

单纯前列腺炎相比，所有性附属腺炎症会导致精液参数的更多

变化［１４］，双侧炎症的存在对生育影响更为严重［１５］。

传统精囊腺炎的治疗方式为中药、抗生素和物理治疗，抗

生素治疗为首选治疗。有关研究表明，应用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克拉霉素）与前列舒通胶囊联合治疗精囊腺炎，临床疗效显

著，副作用小［１６］。本研究中应用喹诺酮类药物治疗，随访中发

现，应用药物治疗存在疗程较长、病情容易反复等问题。我们认

为，其难于治愈的原因可能是：①部分组织炎症反应纤维化，使
其引流不畅；②腺体血供来自膀胱下动脉的细小分支，血液循环
较差，全身用药在精囊局部的药物浓度偏低。随着内腔镜技术

的不断发展，精囊疾病的腔内诊疗技术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赵军等［１７］报道输尿管镜下处理血精和射精管梗阻疾病；王

进等［１８］总结精囊镜技术对精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是安全和可

行的。精囊镜手术主要有２种方式：经精阜小囊内开窗引流术
和经自然腔道（射精管开口）引流术。本研究中采用第二种手

术方式，经尿道进镜观察后尿道精阜，在精阜列腺小囊开口两侧

仔细寻找射精管开口，缓慢经射精管开口进入精囊腺内，取样、

冲洗、套取结石或钬激光碎石，精囊腺内留置抗生素；操作符合

生理，创伤小，术后疗效显著，进一步证实了精囊镜临床的可靠

性；同时，我们也发现，精囊镜对于部分精囊腺炎的治疗也是无

效的，这可能与灌注药物、感染机制不明有关。

综上所述，单纯性精囊腺炎患者多因血精就诊，而合并前列

腺炎时则倾向于疼痛症状；两组患者经直肠超声下精囊腺和前

列腺大小存在差异，合并前列腺炎患者腺体扩张更为明显；抗生

素联合中药改善精囊腺炎病情容易反复、效果欠佳；经自然腔道

精囊腺引流术符合生理，创伤小，术后疗效明显，适于临床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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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原体和解脲脲原体感染临床分析［Ｊ］．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２０１４，１５（４）：３２２３２５．

［１０］　ＦｏｒｄＧＡ，ＨａｎｄｃｏｃｋＭＳ，ＳｃｈｍｉｔｚＭＷＪＬ，ｅｔａｌ．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ｏｆ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ｌａｎｄｇｏｎｏｃｏｃｃ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ａｄｕｌ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
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Ｊ］．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２９１（１８）：２２２９２２３６．

［１１］　罗建辉，熊恩庆，宋波，等．慢性前列腺炎膀胱功能异常神经机制



·１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的初步探讨［Ｊ］．临床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７，２２（１２）：９３５９３６．
［１２］　王大川．精囊的神经生理学效应［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４

（４）：３６０３６３．
［１３］　叶铿，沈利杨，高岑，等．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性功能及性生活质量

影响研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８，２７（２）：１９２１．
［１４］　Ｖｉｃａｒｉ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ｓｏｆ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ｎｓｅｍｉ

ｎａｌｌｅｕｋｏｃｙｔ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ａｌｅ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ｇｌａｎ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Ｊ］．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１５（１２）：２５３６２５４４．

［１５］　ＶｉｃａｒｉＥ，ＶｉｇｎｅｒａＳＬ，Ｃａ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Ｒ，ｅｔａｌ．Ｓｐｅｒｍ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ｔｉｅｓ，ｌｏｗｓｅｍｉｎａｌ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ａｎｄ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ｏｖｅ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ｏｎｏｔ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ｒ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ｐｏｓ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ｐｒｏｓｔａｔｏｖｅｓｉｃｕｌｏ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ｔ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６，２９（１）：１８２５．

［１６］　覃吉高．克拉霉素前列舒通联合治疗慢性非淋菌性前列腺炎、精
囊炎８９例临床疗效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２，２１（４）：２８３０．

［１７］　赵军，翟小强，李和程，等．精囊镜治疗顽固性血精及射精管梗阻
的经验初探［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２（７）：６３０６３４．

［１８］　王进，曾汉青，范民，等．经尿道精囊镜技术在精囊疾病诊断治疗
中的临床应用（附５２例报告）［Ｊ］．临床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２９
（１１）：９６０９６２，９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８）

【基金项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项目（ＦＹＺＸＺＤ０００６）；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１６０６ＲＪＺＡ１６７）；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
（１７ＪＲ５ＲＡ０２７）
△【通讯作者】陕文生，Ｅｍａｉｌ：ｓｗｓｇｓｆ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４ ·男科与性医学·

携带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男性对精液参数和血清
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影响
王志强１　曾广启２　刘春辉１　杨杰３　陕文生１△

１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男科，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２青海省妇幼保健中心，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３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要】　目的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ＭＴＨＦＲ）基因是叶酸代谢中的重要酶。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
对男性生育能力的影响尚不明确，且存在争议。我们评估携带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的男性，对精液参数和血
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水平的影响。方法　检测２８０例生精障碍（分为弱精子症组，少精子症组，严重少精
子症组和无精子症组，各组均为７０例）男性，与７０例精子正常的对照组男性 ＭＴＨＦＲ基因型频率和 Ｈｃｙ浓
度进行对比。结果　研究发现，在少精子症、严重少精子症和无精子症男性患者中，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的ＣＴ
或ＴＴ基因型频率显著增高。Ａ１２９８Ｃ基因多态性的ＣＣ基因型频率仅在无精子症男性患者中显著增高。研
究还发现，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ＴＴ和ＣＴ基因型样本的 Ｈｃｙ水平显著高于 ＣＣ基因型样本。此外，在 Ａ１２９８Ｃ
的不同基因型中，ＡＣ和ＣＣ基因型样本的 Ｈｃｙ含量显著高于 ＡＡ基因型样本。在合并基因型中，ＣＴ／ＡＣ、
ＣＴ／ＣＣ和ＴＴ／ＡＣ基因型样本的Ｈｃｙ水平高于ＣＣ／ＡＡ基因型样本。结论　存在ＭＴＨＦＲＣ６７７Ｔ的Ｔ等位基
因时，最易发生不育，且Ｈｃｙ水平升高。

【关键词】　男性不育；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同型半胱氨酸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ＭＴＨＦＲ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ｒｕｍ 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ｓ　ＷＡＮＧ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１，ＺＥＮＧＧｕａｎｇｑｉ２，ＬＩＵＣｈｕｎｈｕｉ１，ＹＡＮＧＪｉｅ３，ＳＨＡＮＷｅｎｓｈｅｎｇ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５０，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ａ
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０，Ｑｉ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３．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ｅｎｔｅｒ，Ｇａｎ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５０，Ｇａｎ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ｔｅｔｒａｈｙｄｒｏｆｏｌａｔｅｒｅｄｕｃｔａｓｅ（ＭＴＨＦＲ）ｇｅｎｅｃｏｄｅｓａｃｒｕｃｉａｌｅｎｚｙｍｅ
ｗｈｉｃｈｉｎｖｏｌｖｅｉｎｆｏｌａｔ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ＭＴＨＦＲ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ｎｍａ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ｓ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ｓ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ＴＨＦＲｇｅｎｅ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ｏｎｓｅｍｅｎ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ｈｏｍｏ
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ｌｅｖｅｌ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ＭＴＨＦＲ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ｈｏ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ｍｅａｓ
ｕｒｅｄａｍｏｎｇ２８０ｍｅｎｗｉｔｈｉｍｐａｉｒｅｄ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ｏｌｉ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ｇｒｏｕｐ，ｓｅｖｅｒｅｏｌｉｇｏｚ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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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７ 【文献标识码】　Ａ

　　男性不育症是由多种疾病或因素造成的结果，在涉及的不
同因素中，其中遗传因素，特别是 Ｙ染色体微缺失和染色体畸
变，是导致生精障碍的重要病因［１］。除了上述因素，关键基因

的基因多态性也参与了生精障碍的发生。

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酶（ＭＴＨＦＲ）基因是参与男性不育的候选
基因之一。该基因编码的蛋白质为酶性质，参与叶酸代谢。ＭＴＨ
ＦＲ可催化５，１０亚甲基四氢叶酸还原为５甲基四氢叶酸，而５甲基
四氢叶酸是甲硫氨酸合成中同型半胱氨酸的甲基供体。甲硫氨酸

的活化型（Ｓ腺苷甲硫氨酸）是多种底物的甲基供体，如 ＤＮＡ、
ＲＮＡ、蛋白质和脂质［２］。降低酶活性可引起ＤＮＡ甲基化异常和一
些疾病的发生，如不同类型的癌症［３］、神经管缺陷［４］、认知障碍［５］、

心血管疾病［６］和男性不育［７］。研究表明，内外因素如饮食以及酶

和蛋白质发挥正确功能，在甲基化过程中非常重要［７］。ＭＴＨＦＲ基
因多态性的发生是酶活性下降的原因之一。Ｃ６７７Ｔ和Ａ１２９８Ｃ是该
基因常见的两种多态性。这些基因多态性与男性不育风险具有相

关性［８９］，而其他研究发现风险的增加并不显著［１０］。

许多研究表明，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的 ＴＴ和 ＣＴ基因型以及
Ｃ６７７Ｔ和Ａ１２９８Ｃ基因多态性ＣＴ／ＡＣ基因型的双杂合子是精子
数量、精子活力重要的影响因素［８９］。血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ｏ
ｍｏｃｙｓｔｅｉｎｅ，Ｈｃｙ）是人体内一种含硫氨基酸，由于 ＭＴＨＦＲ存在
基因突变，其突变降低酶的活性，使同型半胱氨酸的转硫基过

程和甲基化过程均出现异常，使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浓度升高，

继而出现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而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进

一步影响精子的正常功能，使精子活力降低，降低其受精能力，

最终导致生育力的下降［１１］。本研究以存在不同程度精子异常

的甘肃男性不育为研究对象，评估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的不同
基因型、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与男性不育之间的关系。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男科和生殖中心

诊治的２８０例生精障碍患者精液样本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将这 ２８０患者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处理检查与实验室手
册》第五版标准，分为精子活力低（＜３２％）的弱精子症男性组、
精子浓度低（＜１５×１０６／ｍＬ）的少精子症男性组、精子浓度低于
５×１０６／ｍＬ的严重少精子症男性组以及精液中无精子的非梗阻
性无精子症男性组共四组，每组各７０例；另选取因配偶不孕问
题在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男科和生殖中心就诊且精子正常的７０
例男性为对照组。排除标准：内分泌疾病、生殖道感染、患有隐

睾史、睾丸炎、染色体异常、精索静脉曲张、Ｙ染色体微缺失等或
其他已知男性不育症的病因，此外，我们排除了吸烟和饮酒的男

性。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甘肃省妇幼保

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研究对象均在禁欲２ｄ～７ｄ后用无菌容器通过手淫采

集精液样本，射精后立即将样本送入实验室检查。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评估：收集患者的口腔黏膜上皮细胞，
通过柱式抽提试剂盒抽提样本 ＤＮＡ。利用 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技
术，检测ＭＴＨＦＲＣ６７７Ｔ、Ａ１２９８Ｃ和ＭＴＲＲＡ６６Ｇ的基因多态性。
相关仪器、试剂均购自美国ＡＢＩ公司。对３个位点分别进行荧
光定量 ＰＣＲ反应。每个反应体系总体积 １０μｌ，包含浓度为
２０ｎｇ／μｌ的ＤＮＡ模板１μｌ，２×Ｔａｑｍ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ＭａｓｔｅｒＭｉｘ５μｌ，
２０×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０５μｌ，去离子水 ３５μｌ。反应条件为
９５℃１０ｍｉｎ，随后进行２０个循环的扩增（９２℃ １５ｓ，６０℃ １ｍｉｎ），
再进行３０个循环的扩增（８９℃ １５ｓ，６０℃ ９０ｓ）。反应结束后在
ＡＢＩ７９００型荧光定量ＰＣＲ仪上读取样品孔中的终点荧光，利用
分析软件确定各个样本的基因分型结果。所用 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
探针信息详见表１。

表１　Ｔａｑｍａｎ—ＭＧＢ探针所在位置

基因多态位点 检测探针所在的位置

ＭＴＨＦＲＣ６７７Ｔ ＧＡＡＡＡＧＣＴＧＣＧＴＧＡＴＧＡＴＧＡＡＡＴＣＧ［Ｇ／Ａ］ＣＴＣＣＣＧＣＡＧＡＣＡＣＣＴＴＣＴＣＣＴＴＣＡＡ

ＭＴＨＦＲＡ１２９８Ｃ ＡＡＧＡＡＣＧＡＡＧＡＣＴＴＣＡＡＡＧＡＣＡＣＴＴ［Ｇ／Ｔ］ＣＴＴＣＡＣＴＧＧＴＣＡＧＣＴＣＣＴＣＣＣＣＣＣＡ

ＭＴＲＲＡ６６Ｇ ＡＧＧＣＡＡＡＧＧＣＣＡＴＣＧＣＡＧＡＡＧＡＡＡＴ［Ａ／Ｇ］ＴＧＴＧＡＧＣＡＡＧＣＴＧＴＧＧＴＡＣＡＴＧＧＡＴ

１３　观察指标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评估：患者空腹，采集血液样本，评估血

清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使用血清分离胶管（ＳＳＴ）进行３０ｍｉｎ
离心，分离细胞和血清。检测仪器为山东博迈达生物科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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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同型半胱氨酸 ＰＯＣＴ检测仪，试剂为山东博迈达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同型半胱氨酸定量试剂盒测定患者血清样本中

的Ｈｃｙ。该试剂盒测定成年男性血清 Ｈｃｙ的正常范围为
０μｍｏｌ／Ｌ～１５μｍｏｌ／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五组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生精障碍的精液参数比较

在年龄、禁欲时间、射精量及精子浓度、前进运动精子数相

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五组研究对象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的基因型频率比较

本研究评估了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的携带率。这些基因多

态性为 ｒｓ１８０１１３３Ｃ＞Ｔ和 ｒｓ８０６９５３１Ａ＞Ｃ。二者均发生了氨基
酸的改变：ｒｓ１８０１１３３Ｃ＞Ｔ中甘氨酸（Ｇｌｙ）变为缬氨酸（Ｖａｌ），
ｒｓ８０６９５３１Ａ＞Ｃ中脯氨酸（Ｐｒｏ）被丝氨酸（Ｓｅｒ）替代。研究结
果，我们发现，严重少精子症和无精子症男性中的 ＣＴ基因型频
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５，Ｐ＝００１３）。
少精子症（Ｐ＝００１９）、严重少精子症（Ｐ＝００２６）和无精子症
（Ｐ＝００２６）男性中的ＴＴ基因型频率与对照组相比差异亦具有
统计学意义。Ａ１２９８Ｃ基因多态性仅 ＣＣ基因型频率在无精子
症男性和正常男性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６）。ＣＴ
基因型频率在其他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等位基因
频率分析显示，少精子症（Ｐ＝００４）、严重少精子症（Ｐ＝００３６）
和无精子症（Ｐ＝００３６）男性中 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的 Ｔ等位基
因频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表２　五组研究对象不同程度生精障碍男性的精液参数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禁欲时间（ｄ） 射精量（ｍＬ）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前进运动精子数

弱精症　　 ７０ ２８１±３２ ３８±０５ ３７±０９ ９２±３７ ２１＋３２
少精症　　 ７０ ３２±４４ ４±０３５ ２７±１２ １３２±２３ ３３±２７
严重少精症 ７０ ３３２±２７ ３１±０３ ２５±１２ ２６±１２ ２６±１５
无精症　　 ７０ ３１４±４６ ４２±０６ ２３±１３ ００ ００
对照组　　 ７０ ３１±３４ ４１±０６ ３６±１１ １０８±４４ ４０±３５
ｔ值 １１３３ ０９６５ １０２ １１２ ０９８０
Ｐ值 ００５８ ００８４ ０１３３ ００６２ ００７３

表３　五组研究对象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的基因型频率［ｎ（％）］

组别
ＭＴＨＦＲ

ＣＣ ＣＴ ＴＴ Ｃ等位基因 Ｔ等位基因

Ａ１２９８Ｃ

ＡＡ ＡＣ ＣＣ Ａ等位基因 Ｃ等位基因

弱精症 ３４（４９１） ２８（２９２） ８（１１７） ４８（６８５） ２２（３１５） ３４（４９２） ２９（４０８） ７（１００） ４８（６９２） ２２（３０８）

对照组 ３８（５４２） ２６（３７１） ６（８６） ５１（７２８） １９（２７１） ３３（４７７） ２９（４１２） ７（１００） ４８（６８３） ２２（３１７）

χ２值 １２０９ １１２２ １３３１ ０９４５ １０３４ １４２１ ０９７７ １５２１ ０９３８ １２３２

Ｐ值 ００７１ ０４０２ ０４０５ ０１２５ ００６３ ０１７２ ０３１３ ００８８ ００６４ ０４１２

少精症 ２９（４１７） ２７（３９１） １４（１９３） ４３（６１２） ２７（３９１） ３５（５０２） ２８（４００） ７（１００） ４９（７００） ２１（３００）

对照组 ３８（５４２） ２６（３７１） ６（８６） ５１（７２８） １９（２７１） ３３（４７７） ２９（４１２） ７（１００） ４８（６８３） ２２（３１７）

χ２值 １４３３ １２６４ ０９５１ ０９９１ １０１３ １２７４ １３４１ １２８５ １１２８ ０９５８

Ｐ值 ００５８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９ ０２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４２９ ００７３ ００５３ ０２２３ ０４６７

严重少精症 ２５（３６１） ３４（４８２） １１（１５８） ４８（６８５） ２８（４００） ３３（４７１） ２９（４１２） ８（１１９） ４７（６８１） ２２（３２２）

对照组 ３８（５４２） ２６（３７１） ６（８６） ５１（７２８） １９（２７１） ３３（４７１） ２９（４１２） ７（１００） ４８（６８３） ２２（３１７）

χ２值 １１３１ １４６２ １３３２ １２９８ １０７３ １０３６ ０９６４ １１３１ １２０１ ０９６

Ｐ值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１７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６ ０２３２ ０１９５ ００５８ ０４０６

无精症 ２５（３６１） ３４（４７９） １１（１５８） ４８（６８５） ２８（４００） ２７（３８５） ３０（４２２） １３（１９８） ４８（６８５） ２８（４００）

对照组 ３８（５４２） ２６（３７１） ６（８６） ５１（７２８） １９（２７１） ３３（４７１） ２９（４１２） ７（１００） ４８（６８３） ２２（３１７）

χ２值 ０９６１ １０２７ １１４１ １１８５ １３３８ １４８１ １３９４ ０９２７ １０７８ １２５３

Ｐ值 ０２５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９ ００３６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１ ０１５７ ００５２ ０４１５

２３　五组研究对象ＭＴＨＦＲ６７７ＣＴ与１２９８ＡＣ合并基因型频率
对比

　　在２８０例不育组中随机抽取７０例患者与对照组７０例精子
正常男性比较，研究评估两组之间ＭＴＨＦＲＣ６７７Ｔ／Ａ１２９８Ｃ基因
多态性合并基因型的分布，并以６７７ＣＣ／１２９８ＡＡ作为参照基因

型。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的基因型组合中，ＣＴ／ＡＣ（Ｐ＝
００２）和ＴＴ／ＡＣ（Ｐ＝００１）与不育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尽管
不育组的ＣＴ／ＣＣ基因型频率较高，但是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此外，在研究的各组中均未发现 ＴＴ／ＣＣ合并基因
型。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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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五组研究对象ＭＴＨＦＲ６７７ＣＴ与１２９８ＡＣ合并基因型频率［ｎ（％）］

基因型 不育组（ｎ＝７０） 对照组（ｎ＝７０） χ２值 Ｐ值

ＣＣ／ＡＡ １７（２４２） ２３（３２８） １１２７ ０１７５

ＣＣ／ＡＣ １３（１８５） ８（１１４） １０４７ ０４２１

ＣＣ／ＣＣ ２８（４０）　 ７（１００） １３２１ ０２７３

ＣＴ／ＡＡ １０（１４２） １６（２３５） ０９９４ ０４４１

ＣＴ／ＡＣ １５（２１５） ７（１００） １０９５ ００２

ＣＴ／ＣＣ ５（７８） ２（２５） １２４３ ００６４

ＴＴ／ＡＡ ４（６７） ４（６７） １１９４ ０３２７

ＴＴ／ＡＣ ９（１２８） ３（４２） １２２５ ００１

ＴＴ／ＣＣ ０（０）　 ０（０）　 — —

　　注：在研究的各组中均未发现ＴＴ／ＣＣ合并基因型，故ＴＴ／ＣＣ型没有
统计值

２４　五组研究对象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不同基因型的各组之
间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比较

　　在２８０例不育组中随机抽取７０例患者与对照组７０例精子
正常男性比较，对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不同基因型的两组进行
血清样本Ｈｃｙ含量的测定。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ＴＴ（Ｐ＝０００）和
ＣＴ（Ｐ＝０００）基因型样本的 Ｈｃｙ水平显著高于 ＣＣ基因型样
本。此外，在Ａ１２９８Ｃ的不同基因型中，ＡＣ（Ｐ＝０００）和 ＣＣ（Ｐ
＝０００）基因型样本的Ｈｃｙ含量显著高于ＡＡ基因型样本，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在合并基因型中，ＣＴ／ＡＣ（Ｐ＝０００）、ＣＴ／ＣＣ
（Ｐ＝０００）和 ＴＴ／ＡＣ（Ｐ＝０００）基因型样本的 Ｈｃｙ水平高于
ＣＣ／ＡＡ基因型样本，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在所有研究的基因
型中，有相同基因型的不育男性和对照男性在 Ｈｃｙ水平上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五组研究对象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不同基因型之间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ＭＴＨＦＲ基因型
同型半胱氨酸（μｍｏｌ／Ｌ）

不育组（ｎ＝７０） 对照组（ｎ＝７０）
ｔ值 Ｐ值

Ｃ６７７Ｔ

ＣＣ ７２±１８ ７８９±２２１ １３４３ ＞００５

ＣＴ １０４±１３ａ １０８±１１ １４２４ ＞００５

ＴＴ １３２±２２ｂ １３８±１２ ０９６６ ＞００５

Ａ１２９８Ｃ

ＡＡ ７７±２１ ７２±１７ １０８２ ＞００５

ＡＣ １０８±１４ｃ １０３±２１ １１６９ ＞００５

ＣＣ １０９±１６ｄ １１１±１１４ １０３９ ＞００５

合并基因型

ＣＣ／ＡＡ ８８±１９ ８８±１６ １２２６ ＞００５

ＣＴ／ＡＡ ６１±１３４ ７８±２３ ０９９４ ＞００５

ＣＴ／ＡＣ １３６±２１ｅ １３９±１２ １１４８ ＞００５

ＣＴ／ＣＣ １１９±１３ｆ １２８±２１ １００３ ＞００５

ＴＴ／ＡＡ ９４±１４ ９２±１９ １２６４ ＞００５

ＴＴ／ＡＣ １３９±１４ｇ １４２±２１ ０９７６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６７７ＣＴ与６７７ＣＣ相比，Ｐ＝０００；标有“ｂ”项表
示，６７７ＴＴ与６７７ＣＣ相比，Ｐ＝０００；标有“ｃ”项表示，１２９８ＡＣ与１２９８
ＡＡ相比，Ｐ＝０００；标有“ｄ”项表示，１２９８ＣＣ与 １２９８ＡＡ相比，Ｐ＝
０００；标有“ｅ”项表示，ＣＴ／ＡＣ与 ＣＣ／ＡＡ相比，Ｐ＝０００；标有“ｆ”项表
示，ＣＴ／ＣＣ与ＣＣ／ＡＡ相比，Ｐ＝０００；标有“ｇ”项表示，ＴＴ／ＡＣ与 ＣＣ／ＡＡ
相比，Ｐ＝０００

,

　讨论
对甘肃地区的不育男性进行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分析的结

果显示，含Ｔ等位基因的 Ｃ６７７Ｔ以及 Ｃ６７７Ｔ和 Ａ１２９８Ｃ的部分
合并基因型对男性不育的影响最大。亚洲人群的不同研究显

示，Ｔ等位基因和不同类型的男性不育具有相关性［１２１３］。其他

欧洲人群的研究，两项研究［１４１５］显示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的Ｔ等
位基因与男性不育具有相关性，其他研究均未发现男性不育与

ＭＴＨＦＲ单核苷酸多态性（ＳＮＰｓ）具有相关性［１６１７］。

我国宁夏地区研究显示［１８］，对汉族人群Ｃ６７７Ｔ多态性与男
性不育患者无精和严重少弱精的相关性研究，发现 ＭＴＨＦＲ
Ｃ６７７Ｔ多态性可能是宁夏汉族男性不育的易感性风险因素。

与上述研究一致的是，本研究发现 Ｃ６７７Ｔ基因多态性与严
重少精子症和无精子症具有显著相关性，但是 Ａ１２９８Ｃ基因多
态性仅与无精子症具有相关性。此外，我们研究发现，在合并基

因型中，Ｔ等位基因与男性不育具有相关性。
有研究表明，同型半胱氨酸增加可引起氧化应激和精子

ＤＮＡ损伤［１９］。本研究对携带不同类型 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的
男性进行了Ｈｃｙ浓度评估，与 Ｓａｆａｒｉｎｅｊａｄ等［２０］的研究一致，我

们发现，在携带一些基因型（ＣＴ，ＴＴ，ＡＣ，ＣＣ，ＣＴ／ＡＣ，ＣＴ／ＣＣ，
ＴＴ／ＡＣ）的男性中，血清样本 Ｈｃｙ水平显著高于野生基因型，但
是有相同基因型的不育男性和对照男性在 Ｈｃｙ水平上无显著
差异。ＭＴＨＦＲＣ６７７Ｔ突变影响生育力可能的机制为，ＭＴＨＦＲ
Ｃ６７７Ｔ突变使同型半胱氨酸的转硫基过程和甲基化过程均出现
异常，使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浓度升高，从而出现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同型半胱氨酸增加能使大量氧自由基在细胞内聚集，影响

精子线粒体正常的功能，同时引起精子核 ＤＮＡ损伤，破坏细胞
膜的稳定性，进一步影响精子的正常功能，降低其受精能力。同

时，还有研究发现［２１］，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增加会影响人体血流

动力学。人体睾丸组织的血流供应极其丰富，高同型半胱氨酸

血症会影响睾丸组织的血流，进而使睾丸组织的能量代谢受到

影响，使精子活力降低，最终影响男性的生育能力。戈一峰

等［２２］观察少精子症或弱精子症患者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发

现血浆Ｈｃｙ水平升高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精子发生，与少
弱精子症密切相关。同时建议，通过对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的补
充可以显著降低高Ｈｃｙ血症患者的Ｈｃｙ水平，也为少弱精子症
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本研究评估了在甘肃地区两种ＭＴＨＦＲ基因多态性对男性
不育和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的影响。由于ＭＴＨＦＲ基因在不
同地区和不同种族人群中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与男性不育的关

系及相互作用的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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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蛋白泛素化修饰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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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作为真核生物中的一条重要的蛋白降解途径，在精子发生过程中起到重
要的调控作用。组蛋白的泛素化与甲基化、乙酰化等翻译后修饰组成组蛋白密码，参与了在精子发生过程

中精原干细胞的维持和分化、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体重组和联会、减数分裂性染色体失活以及组蛋白
鱼精蛋白转换等重要过程。泛素化通路中关键酶的缺失会导致精子发生过程停滞在不同时期。本文中综

述了近年来组蛋白泛素化修饰方向的研究进展及其在精子发生各阶段的作用。

【关键词】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组蛋白；翻译后修饰；精子发生；减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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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与组蛋白的翻译后修饰
泛素蛋白酶体系统（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ａｓｏｍｅｓｙｓｔｅｍ，ＵＰＳ）

是真核生物中一条重要的蛋白质降解途径，该系统主要由泛素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Ｕｂ），泛素激活酶（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ｓ，Ｅ１），
泛素结合酶（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ｎｇｅｎｚｙｍｅｓ，Ｅ２），泛素连接酶
（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ｐｒｏｔｅｉｎｌｉｇａｓｅｓ，Ｅ３），去泛素化酶（ｄｅｕｂｉｑｕｉｔｉｎａｔｉｎｇｅｎ
ｚｙｍｅｓ，ＤＵＢｓ）和２６Ｓ蛋白酶体组成。泛素首先通过其Ｃ端的甘
氨酸残基与Ｅ１形成高能硫酯键，随后通过硫酯键与Ｅ２结合生
成Ｅ２泛素中间体；Ｅ３招募靶蛋白并与 Ｅ２泛素中间体相互作
用，最终将泛素转移到靶蛋白的赖氨酸残基上，使靶蛋白泛素

化。ＵＰＳ不仅是一条重要的蛋白降解途径，而且广泛参与细胞
凋亡，ＤＮＡ损伤应答，细胞周期调控，细胞分裂等众多生命过
程。

组蛋白包括Ｈ１、Ｈ２Ａ、Ｈ２Ｂ、Ｈ３和 Ｈ４共５种类型，与 ＤＮＡ
一起组成了染色体的基本单元———核小体。每一个核小体包

含一个组蛋白八聚体，包括核心的两个 Ｈ３Ｈ４二聚体和外围的
两个Ｈ２ＡＨ２Ｂ二聚体。组蛋白的 Ｎ端从核小体中伸展出来，
成为各种翻译后修饰的作用位点。组蛋白的泛素化修饰作用

大致可以分为三种：①改变染色体的构象；②招募并活化下游
蛋白；③作为降解信号降解蛋白。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Ｈ２Ａ和
Ｈ２Ｂ的泛素化上。一般来说，泛素化的Ｈ２Ａ多出现于沉默的染
色质中，而泛素化的Ｈ２Ｂ多存在于活化的染色质中。泛素化的
组蛋白一方面改变染色质的结构，促进或抑制下游蛋白与染色

质的结合，另一方面与甲基化／、乙酰化等翻译后修饰发生交互
作用（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一起作为表观遗传密码，协同调控着各种生命
活动［１２］。

精子发生过程起源于胚胎时期原始生殖细胞（ｐｒｉｍｏｒｄｉａｌ
ｇｅｒｍｃｅｌｌｓ，ＰＧＣｓ）的迁移，经历精原干细胞（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ａｌ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ＳＳＣｓ）分化、精母细胞减数分裂及精子细胞的变形三个阶
段，最终发育为成熟的精子。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组蛋白的泛素

化参与了精原干细胞的维持和分化、减数分裂过程中同源染色

体重组和联会、减数分裂性染色体失活（ｍｅｉｏｔｉｃｓｅｘ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ＳＣＩ）以及组蛋白鱼精蛋白转换等重要过程，泛素
化通路中关键酶的缺失会导致相应的生命活动无法完成，从而

使精子发生过程停滞在不同时期，导致雄性不育［３］。

)

　组蛋白泛素化与精原干细胞分化
原始生殖细胞迁移后，逐渐在基底膜发育为精原干细胞。

一方面，精原干细胞通过有丝分裂维持精原干细胞群体的更新

和稳定；另一方面，精原干细胞分化为精母细胞进入减数分裂过

程，完成精子发生。精原干细胞通过这种有丝分裂与分化的平

衡，使生精过程得以延续，精原干细胞库的破坏会导致生精过程

无法维持而造成唯支持细胞综合征（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ｓｏｎｌ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ＣＯＳ）。Ｈｕｗｅ１已被发现具有体内泛素化组蛋白功能，并在细
胞增殖、细胞分化及ＤＮＡ损伤应答等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４］。

Ｈｕｗｅ１基因敲除小鼠的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与分化的平衡被打
破，其第一波生精过程便受到严重影响并表现出ＳＣＯＳ的表型。
Ｈｕｗｅ１基因敲除后，小鼠精原干细胞的自我更新受到阻碍，原始
生殖细胞向精原干细胞的分化减少以及精原干细胞的有丝分

裂过程停滞造成精原干细胞总数减少，精原干细胞向精母细胞

的分化过程同样受到阻滞。此外，Ｈｕｗｅ１基因敲除小鼠精原细
胞ＤＮＡ损伤应答水平上调并导致细胞凋亡增加，而抑制 Ｈ２ＡＸ
的增加则可以挽救这种表型，提示 Ｈｕｗｅ１可能通过抑制 ＤＮＡ
损伤应答通路而发挥作用［５６］。

,

　组蛋白泛素化与减数分裂
３１　组蛋白泛素化与同源染色体重组

染色体的重组起始于程序性的 ＤＮＡ双链断裂（ｄｏｕｂｌｅ
ｓｔｒａｎｄｂｒｅａｋｓ，ＤＳＢｓ），随着ＤＳＢｓ的加工和修复，部分同源染色
体之间形成物理连接并交换遗传信息，即同源染色体的交叉

（ｃｈｉａｓｍａｔａ）。同源染色体的重组过程是有性生殖产生遗传多
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重组过程中，组蛋白的泛素化修饰一

方面作为ＤＳＢｓ修复蛋白招募和活化的信号，另一方面与甲基
化、乙酰化等修饰一起协同调控重组过程［７］。ＤＳＢｓ发生后，
Ｈ２Ａ的Ｓ１３９首先发生磷酸化，形成 γＨ２ＡＸ并标记到损伤位
点，随后泛素连接酶ＲＮＦ８识别γＨ２ＡＸ，使Ｈ１发生多泛素化并
招募ＲＮＦ１６８。ＲＮＦ１６８首先使Ｈ２Ａ／Ｈ２ＡＸ的Ｋ１３／１５发生单泛
素化，ＲＮＦ８延申并最终在 Ｋ１３／１５位点形成 Ｋ６３链接的泛素
链［８９］。损伤位点的 Ｋ６３链接的泛素链是招募下游蛋白如
ＢＲＣＡ１和５３ＢＰ１的重要信号，通过同源重组（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ｒｅｃｏｍ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ＨＲ）方式修复 ＤＳＢｓ［１０］。ＲＮＦ８与ＲＮＦ１６８基因敲除小
鼠均表现为雄性不育，不同的是 ＲＮＦ１６８基因敲除小鼠随着年
龄的增长生育力不断丧失，而 ＲＮＦ８基因敲除小鼠可以完成减
数分裂，但因为成熟精子缺失而导致不育［１１１２］。

泛素化的Ｈ２Ｂ（ｕＨ２Ｂ）可能是ＤＳＢｓ的起始信号之一，ｕＨ２Ｂ
多在基因活化区域的启动子附近富集，ｕＨ２Ｂ的形成促进 ＤＳＢ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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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点组蛋白的去除，这种作用可能与诱导其它组蛋白修饰的协

同作用有关。Ｈ２ＢＫ１２０的泛素化可以诱导 Ｈ３Ｋ４和 Ｈ３Ｋ７９的
三甲基化以及Ｈ４Ｋ１６的乙酰化，这些修饰使组蛋白与 ＤＮＡ的
结合变的松散，继而促进下游蛋白如５３ＢＰ１的招募［１３１５］。对酵

母的研究表明，泛素结合酶 Ｒａｄ６与泛素连接酶 Ｂｒｅ１一起介导
Ｈ２Ｂ的泛素化，Ｒａｄ６或者Ｂｒｅ１的突变导致ｕＨ２Ｂ的水平下调及
ＤＳＢｓ形成的频率减少，导致减数分裂停滞［１６１７］。ＨＲ６Ｂ是Ｒａｄ６
在哺乳动物中的同源基因，ＨＲ６Ｂ基因敲除小鼠重组过程及联
会复合体的形成受到影响，从而导致雄性不育［１８］。ＨＲ６Ｂ与众
多的Ｅ３一起参与了重组过程，尤其是在蛋白的 Ｎ端规则信号
通路（Ｎｅｎｄｒｕｌｅｐａｔｈｗａｙ）起到重要作用的ＵＢＲ家族。ＵＢＲ２基
因敲除小鼠，联会复合体的形成受到抑制，减数分裂停滞在粗

线期并被诱导细胞凋亡，这种表型提示了 ＵＢＲ２在维持基因组
稳定以及ＤＳＢｓ修复中的作用，但其具体机制尚不清楚［１９］。在

临床上，ＵＢＲ２也被认为与生精阻滞导致的非梗阻性无精子症
（ｎｏｎ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ＮＯＡ）有关［２０］。

３２　组蛋白泛素化减数分裂性染色体失活
在精原细胞减数分裂过程中，Ｘ染色体和 Ｙ染色体在拟常

染色体区联会形成ＸＹ小体，ＸＹ小体具有转录沉默现象，称为
减数分裂性染色体失活（ｍｅｉｏｔｉｃｓｅｘ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ＭＳ
ＣＩ）。富含单泛素化的 Ｈ２Ａ是 ＸＹ小体的重要标志，哺乳动物
中约有５％～１５％的Ｈ２Ａ处于单泛素化修饰状态，其水平在减
数分裂粗线期达到峰值［２１］。泛素化的 Ｈ２Ａ（ｕＨ２Ａ）是重要的
基因沉默信号，ｕＨ２Ａ抑制ＲＮＡ聚合酶ＩＩ的延申并造成转录中
止，从而造成性染色体拟常染色体区域基因转录沉默［２２］。性染

色体沉默伴随着二甲基化的 Ｈ３Ｋ４（Ｈ３Ｋ４ｍｅ２）水平下调，
Ｈ３Ｋ４ｍｅ２主要在精子的后期塑型期间发挥基因沉默的作用，其
水平同样依赖于Ｈ２Ａ的泛素化［２２２３］。泛素化过程中关键酶的

缺失会造成Ｈ２Ａ的泛素化受到干扰，导致性染色体基因活化，
从而激活粗线期的细胞周期检查点，最终引起减数分裂过程停

滞。泛素连接酶ＲＡＤ１８诱导了 Ｈ２Ａ的泛素化，对小鼠的研究
表明，ＲＡＤ１８功能的缺失造成 ｕＨ２Ａ水平下调，继而导致
Ｈ３Ｋ４ｍｅ２水平上调造成性染色体不联会，最终引起雄性小鼠生
育力受损［２４］。但近年来有观点认为，ｕＨ２Ａ对 ＭＳＣＩ并不是不
可或缺的，如ＲＮＦ８基因敲除的小鼠尽管粗线期 ＸＹ小体上的
ｕＨ２Ａ水平下调，但性染色体可以正常完成联会过程并完成减
数分裂，故 ｕＨ２Ａ在 ＭＳＣＩ中的作用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
究［１１，２５］。

-

　组蛋白泛素化与精子形成
减数分裂结束后，圆形的单倍体精子细胞将经历一系列的

变形过程，最终形成成熟精子。精子形成过程中，组蛋白先被过

渡核蛋白替代，然后又被鱼精蛋白所取代。组蛋白的翻译后修

饰通过调节组蛋白的构象进而影响染色质的结构，调节精子形

成的过程。在精子细胞延长的过程中，Ｈ２Ａ，Ｈ２Ｂ，Ｈ３及其变体
ＴＨ３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单泛素化及多聚泛素化，组蛋白的这
种修饰使染色质的构象变得松散，有利于组蛋白从染色质中去

除及随后的降解［２６２７］。泛素连接酶ＲＮＦ８在精子的后期塑形中
发挥重要作用，ＲＮＦ８基因缺失的小鼠尽管能完成减数分裂过
程，但大量经典的组蛋白滞留在异常的精子细胞中，造成鱼精

蛋白的装入失败，正常的成熟精子缺失而导致不育。此外，

ＲＮＦ８敲除小鼠精子细胞组蛋白泛素化修饰和乙酰化修饰水平

均有下降，表明组蛋白的泛素化和乙酰化修饰在组蛋白鱼精蛋
白替代过程中具有协同作用［２８２９］。Ｈ４的高度乙酰化是精子细
胞变形的起始事件之一，乙酰化改变了组蛋白的带电状态，降低

了组蛋白与ＤＮＡ的亲和程度，有利于组蛋白的装出及鱼精蛋白
的装入［３０］。ｕＨ２Ａ和ｕＨ２Ｂ是启动Ｈ４乙酰化的关键上游信号，
与组蛋白乙酰化酶 ＭＯＦ（ｍａｌｅｓａｂｓ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协同诱导
Ｈ４Ｋ１６的乙酰化［２８］。ＲＮＦ８的活性同样受到上游蛋白的调节，
这些调节蛋白的突变会影响组蛋白的泛素化过程，从而导致雄

性不育。ＰＩＷＩ基因是近年来新发现的不育症基因之一，ＰＩＷＩ
蛋白的Ｄｂｏｘ结构域突变会导致该蛋白无法正常通过泛素化途
径降解，在精子细胞变形期ＰＩＷＩ与ＲＮＦ８结合成蛋白复合体并
将其留滞在胞质中，使其无法入核发挥泛素化功能，导致精子成

熟缺陷，而使用人工合成的 ＲＮＦ８类似物多肽可以竞争性结合
ＰＩＷＩ蛋白并部分挽救精子成熟缺陷的表型［３１３２］。

.

　结语与展望
组蛋白的泛素化修饰是表观遗传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人们对于组蛋白泛素化修饰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组蛋白的泛素化修饰本身作为活化或者抑制信号

招募下游的蛋白，并串扰甲基化、乙酰化等修饰共同组成调节网

络，在精子发生过程中发挥作用。目前，对组蛋白泛素化修饰的

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解决：组蛋白的泛素化修饰如何影响甲

基化、乙酰化等修饰的水平；下游蛋白如何识别并结合组蛋白的

泛素化位点；去泛素化酶在精子发生中的作用以及如何保持组

蛋白泛素化去泛素化平衡。此外，如何利用基因敲除动物模型
筛选新的不育症候选基因并明确其机制，也是从基础研究到临

床应用急需解决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索，一方面为阐

明组蛋白密码在表观遗传中的作用奠定基础，另一方面可以为

临床上男性不育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靶点。

志谢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６０１２７２）和北京
大学临床医学＋Ｘ青年专项基金（２１０２０１８２３７）资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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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０７）

【基金项目】深圳市医疗卫生三名工程项目“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乔杰教授女性生殖健康团队”（深卫计科教［２０１７］２８号）
△【通讯作者】钱卫平，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ｎｗｅｉｐｉｎｇｓｚ＠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６ ·男科与性医学·

十一酸睾酮他莫西芬卵磷脂维生素 Ａ联合治疗
顶体功能低下的临床报告
宋博　侯震晖　刘群龙　孙洪梅　钱卫平△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３６

【摘要】　目的　评估顶体功能低下的药物治疗方案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
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诊治的顶体功能低下的７８例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２３岁 ～



·２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４９岁，不育时间范围２年～４年。采用改良ｋｅｎｅｄｙ法检测顶体酶活性。使用十一酸睾酮他莫西芬维生素
Ａ卵磷脂联合药物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治疗时间１个月～４个月。结果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患者精子密
度增加（ｔ＝５０５，Ｐ＝００００），前向运动精子比例（ｔ＝２１４，Ｐ＝００３６）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精液体积
（ｔ＝１９３，Ｐ＝００５７）、正常精子形态（ｔ＝０２４，Ｐ＝０８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前顶体酶活性为
［（４０３（３１１，４４２）］μＩＵ／１０６精子，治疗后增加至［４９９（４３４，６２０）］μＩＵ／１０６精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ｔ＝－８１８，Ｐ＝０００）。７８例患者中，７例（９０％）顶体活性下降，７１例（９１０％）顶体活性上升，１８例
（２３１％）顶体活性未达到正常。治疗后，１０例（１２８％）自然受孕，２例（２６％）流产。结论　十一酸睾酮
他莫西芬维生素Ａ卵磷脂联合药物治疗方案可以有效改善顶体功能。

【关键词】　顶体酶；睾酮；他莫西芬；不育症；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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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体酶是受精过程中最重要的蛋白水解酶。顶体酶通常
以无活性的顶体酶原存在，当精子进入卵子的透明带，顶体酶

原被活化，使得精子得以穿过透明带与卵子结合［１］。顶体功能

低下会影响受精且引起不育。目前，对于顶体功能低下的患者

多采用试管婴儿助孕［２４］，尚无理想的药物治疗方案［５］。本研

究对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学
中心治疗的７８例顶体功能低下患者进行分析，探讨药物对于顶
体活性改善的治疗方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５年５月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诊治的顶体功能低下的７８例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
龄范围２３岁 ～４９岁，不育时间范围２～４年，其中继发不育１
例。入选标准：精液体积≥１５ｍｌ，精液密度≥１０×１０６／ｍｌ。顶
体酶检测低于正常范围（正常范围：４８２～２１８７μＩＵ／１０６精
子）。患者中５例超声检查证实单侧或者双侧精索静脉曲张，
且拒绝手术治疗。排除标准：所有患者无生殖道感染等因素。

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采用十一酸睾酮（４０ｍｇ，ｂｉｄ，美国默沙东）、他莫西芬

（１０ｍｇ，ｂｉｄ，浙江扬子药业有限公司）、维生素 Ａ（２５万 ｕ，ｂｉｄ，
广州珠江制药厂）、卵磷脂（１００ｍｇ，ｂｉｄ，酒泉大得利制药有限公
司）进行联合治疗，治疗时间１个月 ～４个月，每月检测精液。
本研究已经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１３　检测方法
根据《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测与处理实验手册》第５版（人民

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１年），采用手工法检测精液常规参数。
采用改良ｋｅｎｅｄｙ法检测顶体酶活性（精子顶体酶活性定量

检测试剂盒，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患者禁欲３～
７ｄ，采集新鲜精液完全液化后，测定精子密度，根据精子密度计
算检测所需精液量。将精液加入测定管后，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２０ｍｉｎ，弃去精浆，加入抑制剂 １００ｕｌ、反应液 １０００ｕｌ，混匀后于
２４℃孵育１ｈ，倒入０５ｃｍ比色皿，分光光度计波长４１０ｎｍ下读
取数值，计算顶体酶活性数值。

１４　检查参数
每月检测精液。精液检测参数包括：精液体积、精子密度、

向前移动精子比例、正常精子比例、顶体酶活性。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测量数据

均为计量资料，对于非正态分布参数采用中位数和四分位数

［Ｍｄ（Ｐ２５，Ｐ７５）］表示整体情况；配对样本采用配对 ｔ检验，对治
疗前后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因为患者每月检测精液，检测参

数取首次检测数据和末次检测数据。

)

　结果
７８例患者中，１０例（１２８％）性伴侣自然受孕，２例（２６％）

流产；２２例（２８２％）因各种原因转行ＡＲＴ助孕，４６例（５９０％）
失访。

７８例患者中，治疗后１个月，６５例（８３３％）顶体酶活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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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改善；治疗后２个月，复有５例（６４％）顶体酶改善；治疗后３
个月，复有１例（１３％）顶体酶活性提高。所有患者治疗后，７
例（９０％）顶体酶活性下降；７１例（９１０％）顶体酶活性上升，其
中１８例（２３１％）顶体酶活性改善，但是未达到正常值范围。
具体结果详见图１。治疗前顶体酶活性为［４０３（３１１，４４２）］
μＩＵ／１０６精子，治疗后顶体酶活性提高为［４９９（４３４，６２０）］
μＩＵ／１０６精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１８，Ｐ＝００００）。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精子密度增加，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ｔ＝－５０５，Ｐ＝００００）；前向精子运动比例略有提高，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１４，Ｐ＝００３６）；精液体积（ｔ＝
－１９３，Ｐ＝００５７）、正常精子形态（ｔ＝０２４，Ｐ＝０８１１）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图２。

图１　７８例患者治疗前后顶体酶活性变化曲线

表１　７８例患者治疗前后精液参数变化［Ｍ（Ｐ２５，Ｐ７５）］

时间
精液体积

（ｍｌ）
精子密度

（×１０６／ｍｌ）
前向精子运动比例

（％）
顶体酶活性

（ｕＩＵ／１０６ｓｐｅｒｍ）
正常精子形态

（％）

治疗前 ３５（２５，５．０） ３０８（２１０，４００） ４１．０（３２５，５３．０） ４０３（３１１，４４２） １９（１０，３３）

治疗后 ３８（３．０，５．０） ４３５（３１８，６０３） ４７５（３８１，５９７） ４９９（４３４，６２０） １８（０８，３２）

ｔ值 －１９３ －５０５ －２１４ －８１８ ０２４

Ｐ值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１

图２　７８例患者治疗前后精子密度曲线

,

　讨论
本研究目的在于讨论他莫西芬睾酮等药物联合治疗顶体

功能低下的临床效果。

从实验结果来看，治疗前顶体酶活性为［（４０３（３１１，
４４２）］μＩＵ／１０６精子，治疗后增加至［４９９（４３４，６２０）］μＩＵ／
１０６精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１８，Ｐ＝０００）。

从其他检测结果来看，治疗后精子密度较治疗前提高（ｔ＝
－５０５，Ｐ＝００００），前向精子运动比例比治疗前有所提高（ｔ＝
－２１４，Ｐ＝００３６）；精液体积（ｔ＝－１９３，Ｐ＝００５７）、正常精子
形态（ｔ＝０２４，Ｐ＝０８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与既往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６８］。

从治疗结局上看，７８例患者治疗后，临床妊娠 １０例
（１２８％）；妊娠人群中流产２例（２６％）；２２例因各种原因转行
ＡＲＴ助孕（２８２％）；其余４６例（５９０％）患者失访。因患者均
为门诊病人，随访调查不够完善，治疗结果均依靠患者复诊得

知，推测实际妊娠率应该高于本次统计。

顶体是精子与卵子结合的重要工具，但是查询文献发现对

于顶体酶的研究并不多见，对于顶体功能低下治疗的报道更是

少有。１９９７年，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ＤＡ等［６］研究采用十一酸睾酮他
莫西芬联合治疗少（弱）精子症，相关数据提示，治疗组患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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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功能有所改善。２０１３年，彭宇洪等［９］研究克罗米芬对顶体酶

的作用，用药后发现观察组患者精子顶体酶（５９２±２８３）μＩＵ／
１０６，对照组患者精子顶体酶（３６２±１６９）μＩＵ／１０６，两者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推测其作用途径可能是通过调节性激素或者钙离

子内流介导，认为克罗米芬通过改变雌激素和雄激素的合成分

泌，影响精子顶体酶的活性。相关研究提示，克罗米芬可以增加

钙离子内流［１０］；而钙离子可以诱发和促进顶体反应［１１］，有人推

测克罗米芬可能通过增加细胞钙离子浓度改善顶体酶活性［１２］。

克罗米芬与他莫西芬作用机制类似。加用十一酸睾酮的原因

在于，单纯采用克罗米芬类药物，精液质量虽然得到改善，但是

受孕率变化不大，推测原因可能与前向运动精子没有改变有

关［６］。加用雄激素类药物可以提高附睾功能，提高患者受孕

率［６，１２１３］。加用维生素 Ａ原因在于，维生素 Ａ缺乏是引起生精
阻滞的原因之一［１４］。基础研究显示，维生素 Ａ在体内转化成
活性产物视黄醇，进而诱导精原细胞分化并进入减数分

裂［１５１６］。

本研究中，患者中低渗膨胀试验（ｈｙｐｏｏｓｍｏｔｉｃｓ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ｅｓｔ，
ＨＯＳＴ）异常比例较高。７８例患者中，３０例（３８５％）ＨＯＳＴ降低
［（４４１±９３）％］。目前，尚未见到治疗 ＨＯＳＴ降低的报道。
在临床中，我们采用卵磷脂和磷酯酰胆碱治疗ＨＯＳＴ降低，效果
明显。但是，考虑到磷酯酰胆碱费用较高，目前主要采用卵磷脂

治疗ＨＯＳＴ异常患者，效果比较理想。鉴于顶体酶异常患者中，
ＨＯＳＴ异常的发生率比较高，因此针对顶体酶异常的治疗方案
中，加入了卵磷脂。从治疗效果来看，用药后１个月 ～２个月，
ＨＯＳＴ均可以达到正常范围。从相关文献来看，基础研究和体
外实验均提示卵磷脂促发顶体反应［１７１９］。

本研究中并没有对激素水平进行分析。从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ＤＡ等［１７］和我们以往的研究报道［１８］，采用他莫西芬十一酸睾
酮可以提高血清ＦＳＨ浓度，推测其可能是通过激素水平的改变
影响精子发生［１２］。至于药物是否通过钙通道改善顶体功能，还

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治疗周期上看，７８例患者中，治疗后 １个月，６５例
（８３３％）顶体酶活性出现改善；治疗后 ２个月，复有 ５例
（６４％）顶体酶改善；治疗后３个月，复有１例（１３％）顶体酶
活性出现改善。顶体酶活性改善的高峰出现在治疗后２个月～
３个月；用药４个月后，患者顶体酶活性变化趋于平台期，不再
出现明显改变，其原因尚不清楚，推测可能与长期用药后，药物

生物利用度达到饱和所致。正常从精子发生到精子成熟一般

需要９０天时间。治疗后第１个月，多数患者顶体酶已经有所改
变，从侧面反映出该类患者精子发生障碍并非停留在精原干细

胞阶段，可能是精子细胞阶段出现调控障碍。所以，在药物治疗

早期，顶体酶活性已经有所改善。

顶体在精卵结合中起到主要作用，顶体功能缺乏会引起男

性生育障碍。采用十一酸睾酮他莫西芬卵磷脂维生素 Ａ联
合药物治疗方案，可以有效提高患者顶体功能，治疗因精子数

量、顶体功能低下引起的男性不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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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疗效观察［Ｊ］．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３，３（１）：８９，１３８．

［１０］　ＪｉａｎｎＢＰ，ＬｕＹＣ，ＣｈａｎｇＨＴ，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ｏｉｌＣａ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ｈｕｍａ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Ｊ］．ＬｉｆｅＳｃｉ，２００２，７０
（２６）：３１６７３１７８．

［１１］　ＩｋａｗａＭ，ＩｎｏｕｅＮ，ＢｅｎｈａｍＡ，ｅｔａｌ．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ｐｅ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ｏｅｙｔｅ［Ｊ］．ＪＣｌｉｎＩｎｖｅｓｔ，２０１２，１２０（４）：
９８４９９４．

［１２］　宋博，蔡志明．雄激素与精子发生关系的分析与讨论［Ｊ］．临床泌
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８，２３（７）：５５３５５５．

［１３］　宋博，朱辉，龙云，等．小剂量十一酸睾酮治疗弱精子症４１例报告
［Ｊ］．临床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０９，２４（６）：４０８４１０．

［１４］　ＭｅｉｓｔｒｉｃｈＭＬ，ＳｈｅｔｔｙＧ．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ｏｎｉ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ｂｙ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Ｊ］．Ｊ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０３，２４（２）：１３５１４８．

［１５］　王珂，吴应积．视黄酸在精子发生过程中引发减数分裂的信号通
路［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９（２）：１７３１７７．

［１６］　金波，刘洋，岳占碰，等．精原干细胞自我更新和分化的调控［Ｊ］．
生命科学，２０１１，２９（３）：２４４２４８．

［１７］　刘德玉，王英群，何复明，等．饲料中溶血卵磷脂对河流型种公牛
精液品质和生产性能的影响研究［Ｊ］．广西畜牧兽医，２０１３，２９
（２）：７８８２．

［１８］　陆今春，张福泉．精子获能的研究进展［Ｊ］．中华男科学杂志，
２００２，８（４）：２９５２９６．

［１９］　贺亚南，朱化彬，陈晓丽，等．哺乳动物精子获能前后的理化变化及
获能机制研究进展［Ｊ］．畜牧兽医学报，２０１３，４４（１２）：１８６７１８７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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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洛若愚，Ｅｍａｉｌ：ｌｕｏｒｙ１０１８＠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联合 ＲＯＭＡ指数在早期卵巢癌
及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包媛媛　洛若愚△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血清人附睾分泌蛋白４（ＨＥ４）、卵巢癌风险预测模型（ＲＯ
ＭＡ）在卵巢癌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疾病中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　测定１２３例卵巢癌患者、１２１例卵
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以及同期１２０例体检健康患者的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值。依据绝经状态分层，计算
ＲＯＭＡ指数、灵敏度、特异度等指标，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ＯＣ）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ＡＵＣ），分析比较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及三者联合检测时的诊断效能。结果　①三组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
水平比较，卵巢癌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组 ＞体检健康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②依
据ＲＯＣ曲线中最大约登指数确定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及联合指标的临界值，此时对应卵巢癌诊断灵敏
度为６１７％、８５５％、６５２％、８６２％，特异度为８７７％、９３９％、９５７％、９５９％。③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
及联合指标对卵巢癌诊断的ＲＯＣＡＵＣ分别为０７９２、０９３１、０８４７、０９４８。结论　不同指标预测卵巢癌患病风
险的灵敏度比较：联合指标＞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ＣＡ１２５；特异度比较：联合指标＞ＲＯＭＡ指数＞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在诊断效能评价中比较各指标相应曲线下面积（ＲＯＣＡＵＣ）可得：联合指标＞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ＣＡ１２５。综
上所述，联合指标比单项指标在鉴别诊断早期卵巢癌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疾病中的应用价值更高。

【关键词】　癌胚抗原１２５；人附睾蛋白４；ＲＯＭＡ指数；卵巢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ＯＭＡ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ｔｉｃｃｙｓｔ　ＢＡＯＹｕａｎｙｕａｎ，ＬＵＯＲｕｏｙｕ△．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ｎｍｉｎ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ｏｆＷｕｈ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ｕｈａｎ４３００６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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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ｕｍ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ａｎｄＲＯＭＡｉｎｄｅｘｉｎ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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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ＲＯＣｃｕｒｖｅｗａｓｄｒａｗｎａｎｄ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ＡＵＣ）ｗａｓｃａｌ
ｃｕｌａｔ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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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ｏｖａｒｉａ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ｃｙｓ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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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ｃｉｎｏ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ＲＯＭ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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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卵巢癌基于卵巢组织解剖、内分泌功能等方面的复杂特 性，早期症状不典型，发现时多为晚期，治疗后复发和转移率极

高［１］。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慢性盆腔

痛、不孕、盆腔包块等，具有广泛种植、多处转移等类恶性肿瘤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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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早期卵巢癌鉴别存在一定困难。近年来，寻找针对卵巢癌

疾病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是临床的研究热点［２］。癌抗原 １２５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的卵巢
癌相关肿瘤标志物，但在早期诊断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

低，存在一定的假阳性率。人附睾蛋白 ４（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４，ＨＥ４）在正常卵巢和卵巢良性肿瘤组织中不表达或低
表达，但在卵巢癌组织中高表达，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

卵巢癌风险预测模型（ＲＯＭＡｉｎｄｅｘ，ＲＯＭＡ）是由 Ｍｏｏｒｅ等［３］于

２００９年首次提出，联合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依据绝经情况分层建模计
算预测指数，评估女性罹患卵巢癌的风险。本研究通过检测卵

巢癌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和 ＨＥ４水平，
计算ＲＯＭＡ指数，综合评估上述指标单独及联合检测在早期卵
巢癌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疾病中的鉴别诊断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
科初次手术确诊的１２３例卵巢癌患者、１２１例卵巢子宫内膜异
位囊肿患者和同期进行健康体检的１２０例女性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手术患者均经术后病理结果证实；②无心、肝、肺、肾
等重要脏器疾病；③经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手术患者和健康体检妇女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本次

研究。排除标准：①非首发病例，有药物治疗和放化疗病史；②
有肿瘤家族史或其他恶性肿瘤病史；③合并其他严重系统疾
病；④处于妊娠或生理期者。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１２３例卵巢癌患者设为卵巢
癌组，其年龄范围２３岁～６５岁，年龄（４５４３±１３７）岁；其中，
浆液性囊腺癌７６例，黏液性囊腺癌１７例，子宫内膜样癌１５例，
透明细胞癌１２例，卵巢生殖细胞肿瘤３例。将１２１例卵巢子宫
内膜异位囊肿患者设为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组，其年龄范围

１９岁～５２岁，年龄（４１３１±１６２）岁。将１２０例健康体检女性

设为体检健康组，其年龄范围 ２１岁 ～５５岁，年龄 （４３１２±
１５４）岁。三组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样本采集与测定

清晨同一时间，采取三组患者空腹血５ｍＬ／人。罗氏 Ｅ６０１
免疫分析仪和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正常值范围为
＜３５Ｕ／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ＥＬＩＳＡ）测量血清标本中 ＨＥ４
水平，绝经前正常值范围为 ＜７０ｐｍｏｌ／Ｌ，绝经后正常值范围 ＜
１４０ｐｍｏｌ／Ｌ。ＲＯＭＡ预测指数（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ＰＩ）用于评估绝
经前后妇女患卵巢上皮性癌的风险。计算公式［３］：绝经前预测

指数（ＰＩ） ＝－１２０＋２３８×ＬＮ（ＨＥ４） ＋００６２６×ＬＮ
（ＣＡ１２５）；绝经后预测指数（ＰＩ）＝－８０９＋１０４×ＬＮ（ＨＥ４）
＋０７３２×ＬＮ（ＣＡ１２５）。ＲＯＭＡ预测概率％（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ｐｒｏｂａ
ｂｉｌｉｔｙ，ＰＰ）＝［ｅｘｐ（ＰＩ）×１００］／［１＋ｅｘｐ（ＰＩ）］。绝经前 ＰＰ≥
１１４％或绝经后ＰＰ≥２９９％提示疾病高风险。

绝经标准：①年龄≥６０岁；②年龄＜６０岁，闭经≥１年且雌
激素水平处于绝经期范畴。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符

合正态分布者，以均值±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样本均数比较
采用ｔ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以中位数和四分位间距［Ｍｄ（Ｐ２５，
Ｐ７５）］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
［ｎ（％）］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依据绝经状态进行分层，绘
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计
算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并确立最佳诊断临界值，
得出灵敏度、特异度等指标。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ＲＯＭＡ指数水平比较

三组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ＲＯＭＡ指数水平比较，卵巢
癌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组 ＞体检健康组，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ＲＯＭＡ指数水平比较［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Ｕ／ｍｌ）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ＲＯＭＡ

卵巢癌组　　　　　　　 １２３ １６７５０（４４５，４４０８） １９４０６（８９７９，５０２８） ７４８８（４００５，９３６６）

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组 １２１ ２９２０（２０２，５７５） ４８０６（４１９８，５５９６） ７７７（５４３，１１１３）

体检健康组　　　　　　 １２０ １８２７（１３２，２２５） ４５２５（３８２５，４９１８） ６９１（４５０，１０５０）

Ｚ１值 ７８７３ １１６３１ １２２７５ —

Ｚ２值 ７４７６ ３４７５ ２０３５ —

Ｚ３值 １１５５３ １２２７８ １２７５２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注：Ｚ１值表示卵巢癌组与卵巢内膜异位囊肿组比较；Ｚ２值表示卵巢内膜异位囊肿组与体检健康组比较；Ｚ３值表示卵巢癌组与体检健康组比较

２２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单独及三者联合检测对卵
巢癌的预测价值

　　采用ＲＯＣ曲线分析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单独及联合
检测在鉴别卵巢癌及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疾病的灵敏度、特

异度、约登指数、诊断临界值（ｃｕｔｏｆｆ值）以及曲线下面积
（ＡＵＣ）。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及联合指标诊断卵巢癌的
ＲＯＣ曲线分析
　　以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组为参照时，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
指数及联合指标对卵巢癌诊断的 ＲＯＣＡＵＣ分别为 ０７９２、
０９３１、０８４７、０９４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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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指数及联合指标
对卵巢癌的检测效能评价

　指标 灵敏度 特异度 约登指数 ｃｕｔｏｆｆ值 ＡＵＣ

ＣＡ１２５ ６１７％ ８７７％ ４９４％ １０２３５ ０７９２

ＨＥ４ ８５５％ ９３９％ ７９４％ １２２７５ ０９３１

ＲＯＭＡ ６５２％ ９５７％ ６０９％ ４４６５ ０８４７

联合指标 ８６２％ ９５９％ ８２１％ －０６５ ０９４８

图１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ＲＯＭＡ指数及联合指标判断
卵巢癌风险性的ＲＯＣ曲线

,

　讨论
卵巢癌现居妇科恶性肿瘤死亡率之首［１］，５年生存率仅有

３０％左右，发展为Ⅲ期和Ⅳ期者直降为１０％～３０％［４］。但若能

早期发现、及时治疗，则可以大幅提高生存率至９２７％［５］。卵

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常见类型，因功能性子

宫内膜异位于卵巢组织周期性出血形成包块，具有广泛的种植

性和高复发性，严重危害患者健康和生活。有关研究表明，子宫

内膜异位性疾病可以增加罹患某些卵巢癌亚型的风险，即子宫

内膜异位相关性卵巢癌，如子宫内膜样和透明细胞癌［６］。据

ＳａｔｏＮ等［７］报道，有４０％的子宫内膜样卵巢癌和５０％的透明细
胞性卵巢癌与子宫内膜异位症相关联，其恶性转化总频率估计

在０３％～０８％之间，在以不孕症妇女为主的人群中，相对风
险增加至２７％［８］。

目前临床多采用阴道超声筛查早期盆腔病变，但由于卵巢

位置较深、肿瘤性卵巢囊肿与子宫内膜异位囊肿超声表达相似

等特点，测定受到限制；同时，组织活检亦不同于宫颈活检或子

宫内膜诊刮等方便易行。因此，一种无创性的体外检测即血清

肿瘤标志物检测越来越受到关注，部分标志物在影像学或临床

症状前数周甚至数月就有显著升高［９］。

ＣＡ１２５作为妇科疾病经典肿瘤标志物，不仅在子宫内膜异
位症、部分卵巢囊肿、盆腔炎性疾病等良性疾病中水平升高，而

且在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等恶性肿瘤中更是处于高表达状态，

同时还会受到月经周期的影响，敏感度和特异度均较低。卵巢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异位子宫内膜植入盆腔产生大量

ＣＡ１２５，进入血液循环后可以造成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的升高，但升
高程度不及卵巢癌。ＦＩＧＯ分期法将ＣＡ１２５异常临界值设定为
３５Ｕ／Ｌ，该值对 ＩＩＩ／ＩＶ期卵巢癌诊断敏感度可达１００％，但对 Ｉ
期卵巢癌敏感度仅有６６％［１０］。因此，ＣＡ１２５单独检测在早期
卵巢癌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鉴别诊断中应用受限，多用

于评估治疗效果及预后［１１］。

近年来，一些新的标志物被提出并研究用于卵巢癌的早期

检测。ＨＥ４基因于人附睾上皮细胞中发现，作为附睾蛋白前体
可以编码ＨＥ４蛋白。ＨＥ４在正常卵巢组织、子宫内膜异位症等
多数良性病变中呈低表达水平，在卵巢癌中常过度表达，对卵巢

癌诊断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优于ＣＡ１２５［１２］，尤其适用于 Ｉ期卵
巢癌［１３］。但其在某些类型肺、子宫内膜和乳腺癌中也可以出现

表达水平的升高［１４］，诊断时需要排除上述因素。２０１１年，美国
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指南推荐，将ＨＥ４作为卵巢癌诊断的
辅助手段［１５］。同时，有关研究建议，将 ＨＥ４结合症状指数联合
ＣＡ１２５作为卵巢癌年度一线筛查方法［１６］。

Ｍｏｏｒｅ等［３］于２００９年提出ＲＯＭＡ，是依据患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
水平和绝经情况分层计算卵巢癌风险的预测指数。通过大量研

究，将绝经前和绝经后 ＲＯＭＡ阈值设定为１１４％和２９９％，超
过则为疾病高风险［１７］。ＲＯＭＡ指数在保持 ＨＥ４高特异性的同
时加入了ＣＡ１２５［１８］，基于ＨＥ４在绝经前女性中特异性更高，因
此在绝经前计算公式中 ＨＥ４权重更高，而绝经后两者权重相
当，对卵巢包块疾病的风险分层更为科学和理想［３］。据Ｗｉｎａｒｔｏ
Ｈ等［１９］的研究报道，ＲＯＭＡ指数对早期及中晚期卵巢癌的敏感
度分别可达７６７％、９７２％。

本研究比较三组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ＲＯＭＡ指数水平，结
果显示，卵巢癌组 ＞卵巢内膜异位囊肿组 ＞体检健康组（Ｐ＜
００５）。依据ＲＯＣ曲线最大约登指数确定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ＲＯＭＡ
指数及联合指标的临界值，计算诊断卵巢癌时相应的灵敏度和

特异度，可以得出在灵敏度方面：联合指标（８６２％）＞ＨＥ４
（８５５％）＞ＲＯＭＡ指数（６５２％）＞ＣＡ１２５（６１７％），其中 ＨＥ４
在单项指标中整体敏感度最佳，与 ＡｎｔｏｎＣ等［２０］研究结果一

致；在特异度方面：联合指标（９５９％）＞ＲＯＭＡ指数（９５７％）
＞ＨＥ４（９３９％）＞ＣＡ１２５（８７７％）。诊断效能评价比较相应曲
线下面积得出，联合指标（０９４８）＞ＨＥ４（０９３１）＞ＲＯＭＡ指数
（０８４７）＞ＣＡ１２５（０７９２）。联合指标在鉴别诊断中更具优势。

既往国内外大量临床研究提示，在卵巢癌诊断效能方面，

ＲＯＭＡ指数优于单测 ＨＥ４或 ＣＡ１２５［１２］，但多是与良性卵巢囊
肿疾病的组间研究，不伴有ＣＡ１２５水平的升高。本研究纳入本
身会影响ＣＡ１２５水平的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疾病。结果显
示，ＨＥ４诊断效能优于 ＲＯＭＡ指数，推测可能由于 ＣＡ１２５指标
参与了ＲＯＭＡ指数的计算，影响了最终结果。ＡｎｉｔａＣｈｕｄｅｃｋａ
Ｇａｚ等［２１］报道，ＲＯＭＡ指数在诊断年轻患者卵巢子宫内膜变化
时可能有用，但用于鉴别诊断早期卵巢癌和卵巢子宫内膜异位

囊肿方面研究尚少；同时，ＲＯＭＡ模型为国外学者以当地患者资
料为基础建立，对我国而言尚需要结合实际研究其适用性。

综上所述，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ＲＯＭＡ指数检测可以
协助鉴别卵巢癌与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疾病，提高早期卵巢

癌检出率、改善预后。但是，临床肿瘤标志物出现早晚和血清浓

度高低同时与肿瘤病理特征、组织分化特点、临床分期等诸多因

素相关，诊断时应当全面、综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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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ｃｈｅｍｉｌｕｍｉ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ｉｍｍｕｎｏａｓｓａｙ ｆｏｒ ＨＥ４ ａｎ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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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０４）

△【通讯作者】虎永兰，Ｅｍａｉｌ：４６９９６４９１２＠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向调控 ＥＲＢＢ４基因参与子宫内膜癌
细胞凋亡
高金利１　虎永兰２△　瓦迎芳３

１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护理系，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２青海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病原生物与免疫学教研室，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３青海省妇幼保健院功能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７

【摘要】　目的　探究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０３５ｐ（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向调控Ｈ编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４的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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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４，ＥＲＢＢ４）对子宫内膜癌小鼠细胞凋亡的影响和作
用机制。方法　随机选取１８只ＳＰＦ级雄性Ｃ５７／ＢＬ６小鼠，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常规组和模型组，构
建子宫内膜癌小鼠模型；ＴａｒｇｅｔＳｃａｎ预测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基因；构建ＥＲＢＢ４的ｓｉＲＮＡ表达载体；免疫组化检测
ＥＲＢＢ４表达情况；将传代培养后取对数期细胞用于实验，将细胞分为Ｂｌａｎｋ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Ｃ）组、ｍｉＲ
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ｓｉＥＲＢＢ４组、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采用ＭＴＴ法测定各
组细胞的增殖情况；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凋亡情况；采用ＲＴＰＣＲ法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法测定相关ｍＲ
ＮＡ和蛋白表达量。结果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向 ＥＲＢＢ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子宫内膜癌小鼠子宫内膜组织中为低表
达，ＥＲＢＢ４为高表达；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细胞凋亡率上升且增殖明显抑制，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结果相反；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和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中上升，在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中结果相反；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在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组中ｂｃｌ２表达上升而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下降，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ｓｉＥＲＢＢ４组和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
ＥＲＢＢ４组中结果相反；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ＥＲＢＢ４ｍＲＮＡ及蛋白表达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ｓｉＥＲＢＢ４组和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下降。结论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子宫内膜癌小鼠子宫内膜组织中低表达，
ＥＲＢＢ４高表达。诱导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可以通过靶向下调ＥＲＢＢ４基因，上调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并下调ｂｃｌ
２表达，从而抑制其细胞侵袭，诱导其发生凋亡。

【关键词】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０３５ｐ；Ｈ编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４的癌基因；增殖；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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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人群中最常见的生殖道恶性病变之
一［１］，该病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且年轻化趋势［２］，其致病机理

复杂。随着微小ＲＮＡ的深入研究发现，其可以通过调节生物体

不同基因表达，参与生物进程，为肿瘤靶向治疗提供新途径［３］。

ｍｉＲ２０３是一种上皮特异性微小 ＲＮＡ，且被报道在宫颈癌细胞
侵袭和凋亡中作用显著［４］。Ｈ编码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４的



·３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癌基因 （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ｅｎｃｏｄ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ｅｐｉｄｅｒｍ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
ｔｏｒ，ＥＲＢＢ４）是一种癌基因，在乳腺癌组织中存在过度表达［５］。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可以靶向调控 ＥＲＢＢ４影响子
宫内膜癌小鼠细胞凋亡。本研究期望通过小鼠子宫内膜癌模

型构建和细胞培养质粒转染，探究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子宫内膜癌发
生发展的病因学机制和靶向治疗潜能。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与试剂

本研究所选用的材料与试剂是ＳＰＦ级雄性小鼠（省医学实
验动物中心提供）；子宫内膜癌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细胞（购于中国科学院
细胞库）；兔抗人 ＥＲＢＢ４一抗、山羊抗兔酶标二抗及其他抗体
（Ａｂｃａｍ，ＵＫ）；逆转录试剂盒（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ｓ公司，ＵＳＡ）；酶标仪
（Ｔｈｅｒｍｏ公司，ＵＳＡ）；流式细胞仪（ＢＤ公司，ＵＳＡ）；ＢＣＡ试剂盒
（碧云天，中国）。

１２　研究方法
随机选取１８只ＳＰＦ级雄性 Ｃ５７／ＢＬ６小鼠为研究对象，其

状态良好，饲养环境无特殊病原，自由进食水。本项研究青海省

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后实施。

１．２．１　模型构建　子宫内膜癌小鼠模型构建与ＨＥ染色：培养
子宫内膜癌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细胞于 ＭＥＭ培养基中，行常规传代培养。
将小鼠分为常规组和模型组。正常组小鼠不建模（ｎ＝６）；模型
组小鼠皮下注射子宫内膜癌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细胞建模（ｎ＝６）。第５８
天处死。取子宫内膜组织，部分组织立刻冰冻用于制备４μｍ厚
的冰冻切片，其他部分迅速置于２ｍＬ冻存管中经液氮处理后，
－７０℃冻存。通过ＨＥ染色观察各组小鼠子宫内膜组织病理学
改变。

１２．２　免疫组化　对两组小鼠进行常规免疫组化步骤后，滴加
兔抗人ＥＲＢＢ４一抗，４℃孵育过夜。次日滴加山羊抗兔酶标二
抗，室温孵育。计数阳性细胞数。

１２．３　ＥＲＢＢ４ｓｉＲＮＡ表达载体构建及生物信息学预测靶基因
　根据ＥＲＢＢ４基因，在美国国立生物技术信息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ｅｒｆｏｒ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ＣＢＩ）寻找 ＥＲＢＢ４编码序
列，获得重组质粒。采用在线预测软件 Ｔａｒｇｅｔｓｃａｎ预测 ｍｉＲ
２０３５ｐ的潜在靶向基因，提示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基因为ＥＲＢＢ４。
１２．４　细胞分组　常规培养，取对数生长期细胞，分为如下６
组：Ｂｌａｎｋ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Ｃ）组、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ｓｉＥＲＢＢ４组、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
ＥＲＢＢ４组。其中：①空白组（Ｂｌａｎｋ组）：基础培养液（０４％血清
浓度ＤＭＥＭ）孵育细胞；②阻性对照组（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Ｃ）组：
基础培养条件下，转染阴性对照物；③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基
础培养条件下，转染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模拟物；④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组：基础培养条件下，转染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抑制剂；⑤ｓｉＥＲＢＢ４组：
基础培养条件下，转染 ｓｉＥＲＢＢ４；⑥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
ＥＲＢＢ４组：基础培养条件下，共转染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抑制剂和 ｓｉ
ＥＲＢＢ４。

１２．５　实时定量 ＰＣＲ（ｑＲＴＰＣＲ）　取冻存小鼠子宫内膜组织
样本行液氮预冷处理及匀浆处理，离心（１２０００ｒｐｍ，２０ｍｉｎ）、清
洗、并重复前一步骤。取总 ＲＮＡ，按照逆转录试剂盒方法合成
ｃＤＮＡ，行ＰＣＲ反应。采用 ΔＣｔ值法，以 Ｕ６为内参照定量 ｍｉＲ
２０３５ｐ表达水平；以 βａｃｔｉｎ为内参照定量 ＥＲＢＢ４ｍＲＮＡ的表
达水平。

１２．６　３（４，５二甲基噻唑２）２，５二苯基四氮唑溴盐（ＭＴＴ）
　取对数生长期细胞，接种于９６孔板中，检测加入ＭＴＴ，３７℃孵
育４ｈ，弃液加ＤＭＳＯ，室温孵育。在酶标仪上４９２ｎｍ波长处测
定每空吸光值（ＯＤ）。实验重复３次。
１２．７　流式细胞术　按照 ＡｎｎｅｉｘｉｎＶＦＩＴＣ／ＰＩ凋亡检测试剂
盒操作步骤进行。用流式细胞仪进行检测。

１２．８　蛋白质免疫印迹（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对两组小鼠进行常规
操作后，吸上清液采用ＢＣＡ试剂盒测定总蛋白含量。凝胶电泳
后，转膜、室温封闭，加入 ＥＲＢＢ４、ｂｃｌ２、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βａｃｔｉｎ
相应抗体并孵育过夜。加二抗，洗膜，显影。应用凝胶图像分析

系统处理吸光度值扫描。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

料以均数±标准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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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Ｅ染色结果

常规组小鼠子宫内膜组织正常组织外观，未出现明显的病

理变化。模型组小鼠于造模第７天表现为明显的肿瘤生长、瘤
体界限清晰、切面灰白似鱼肉状。由此可见，实验建模成功。具

体结果详见图１。
２２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两组小鼠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通过荧光实时定量 ＰＣＲ检测模型组小鼠子宫内膜癌形成
过程中，第７、１４、２８天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水平持续下降（０５８±
００３；０４９±００４；０２７±００２），第５６天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水平
（０４１±００４）较第２８天显著上升，与常规组（０７６±００７）相
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第３天 ｍｉＲ２０３
５ｐ表达水平（０７４±００６）与常规组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第２８天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水平明显低于其他时间
点（Ｐ＜００５）。
２３　ＥＲＢＢ４在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情况

模型组小鼠第３天子宫内膜组织中ＥＲＢＢ４免疫染色（阳性
率）与常规组小鼠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４００±０２４ｖｓ
４０８±０１８，Ｐ＞００５）；模型组小鼠第 ２８天子宫内膜组织中
ＥＲＢＢ４的免疫染色（２７３３±３５４）显着高于常规组小鼠，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模型组小鼠第７、１４、５６天
免疫染色（１１６０±２００；１５４１±２７４；２１８８±２６５）与常规组
相比显著提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由此
可见，ＥＲＢＢ４在子宫内膜癌小鼠子宫内膜组织中高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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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两组小鼠ＨＥ染色结果（×２００）

２４　各组细胞增殖测定结果
ＭＴＴ增殖测定结果显示，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ＮＣ组细胞增殖

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和 ｓｉＥＲＢＢ４组细
胞增殖减少，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明显减少（Ｐ＜
００５），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细胞增殖明显增多（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５　各组细胞凋亡率测定结果

由凋亡测定结果可知，ＮＣ组与 Ｂｌａｎｋ组细胞凋亡率比较，

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ｍｉｍｉｃ组和 ｓｉＥＲＢＢ４组细胞凋亡率增加，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
ｓｉＥＲＢＢ４组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细胞凋
亡率显著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１　６组ＭＴＴ检测细胞增殖检测结果（４９２ｎｍ，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ＯＤ值

１ｄ ３ｄ ７ｄ １４ｄ

Ｂｌａｎｋ组 ０３５±００８ ０３９±０１０ ０６１±０１１ ０８７±０１２

ＮＣ组 ０４０±００９ ０４２±００７ ０６０±００７ ０８４±０１３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 ０２８±００４ａ ０３４±００８ａ ０４７±０１０ａ ０６０±０１５ａ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 ０６７±０１４ａ ０８９±０１５ａ １２３±０１２ａ １７７±０１２ａ

ｓｉＥＲＢＢ４组 ０２６±００５ａ ０３８±０１２ａ ０５０±００９ａ ０６４±００９ａ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 ０１４±００３ａ ０２６±００６ａ ０３８±０１０ａ ０４９±０１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２　６组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凋亡率

１ｄ ３ｄ ７ｄ １４ｄ

Ｂｌａｎｋ组 ２４５±０２０ ５３３±０３７ ９６２±０４９ １５２５±０６１

ＮＣ组 ２４９±０３１ ５４１±０２９ ９７０±０４２ １５７１±０５８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 ６２０±０４２ａ １１５２±０５０ａ １９２８±０７７ａ ２４０２±０６２ａ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 ４１６±０３４ａ ８２０±０３８ａ １２３６±０５０ａ １７００±０４７ａ

ｓｉＥＲＢＢ４组 ６１７±０３６ａ １２００±０４２ａ ２１０３±０５６ａ ２５２２±０７１ａ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 ８９１±０４８ａ １７９４±０５５ａ ２７００±０８０ａ ３１８８±０８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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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各组细胞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和ＥＲＢＢ４表达结果
通过荧光实时定量 ＰＣＲ鉴定各组细胞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和

ＥＲＢＢ４的表达水平发现：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水平
在ＮＣ组和 ｓｉＥＲＢＢ４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０５０±００９ｖｓ．
０５６±０１３和 ０６１±０１４，均 Ｐ＞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
组和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中均明显上升，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８９±０１７和０９３±０１４，均 Ｐ＜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中明显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０６７±０１２，Ｐ＜００５）。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ＥＲＢＢ４ｍＲＮＡ表达
水平在ＮＣ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０３５±００４ｖｓ０３７±００３，Ｐ
＞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中明显上升，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０８０±０１６，Ｐ＜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ｓｉ
ＥＲＢＢ４组和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中均明显下降，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０５２±０１０、０４９±００８和０４４±
０１２，均Ｐ＜００５）。
２７　各组细胞细胞凋亡相关蛋白表达结果

结果显示，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ｂｃｌ２、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蛋白表达
在ＮＣ组中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中ｂｃｌ２表达上升而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下降，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在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ｓｉＥＲＢＢ４
组中ｂｃｌ２表达下降而 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上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与 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ＥＲＢＢ４蛋白表达在中
ＮＣ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
中明显上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ｍｉｍｉｃ组和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中均明显下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图２　各组细胞蛋白表达电泳条带（由上至下：ｂｃｌ２、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ＥＲＢＢ４、βａｃｔｉｎ）

,

　讨论
随着生物学功能检测技术的发展，我们对微小ＲＮＡ的研究

逐步深入并日益清晰。微小ＲＮＡ作用方式特殊，以其为目标的
靶向治疗可以为今后肿瘤的生物治疗提供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肿瘤研究中报道较少，与妇科肿瘤相关研究
中多集中于宫颈癌的报道，与子宫内膜癌发展进程的研究罕

见［６］。因此，本文主要探究ｍｉＲ２０３５ｐ的靶向治疗潜力。通过
生物学在线预测软件发现，ＥＲＢＢ４基因是其靶基因之一。其是
编码人第４个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的癌基因［７］。ＥＲＢＢ４在正常
的人体乳腺组织中有不同的表达，在乳腺癌组织中呈高表

达［８］。因此，本文假设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向调控 ＥＲＢＢ４，参与子宫
内膜癌细胞凋亡机制。

本研究首先构建子宫内膜癌小鼠模型，以正常小鼠为参照。

研究发现，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向ＥＲＢＢ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子宫内膜癌小
鼠子宫内膜组织中为低表达，ＥＲＢＢ４为高表达。ｍｉＲ２０３位列染
色体不稳定区域（１４ｑ３２３３），在多种肿瘤细胞中异常表达，如宫
颈癌［９］、食道癌［１０］等。本研究进一步确认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可以在子
宫内膜癌中低表达。而作为癌基因的 ＥＲＢＢ４［１１］为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靶基因之一，呈高表达。为验证本文前述假设确认两者关联及相

关机制，进一步进行质粒转染后的细胞实验提示：与Ｂｌａｎｋ组相

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ｓｉＥＲＢＢ４组细胞凋亡率上升且增殖受
到抑制，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尤为显著，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细胞增殖促进、凋亡率下降，这提示诱导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表达靶向抑制ＥＲＢＢ４可以抑制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进一
步ＰＣＲ和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试验均提示，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在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组和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中上
升（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尤为显著），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组中下降，ＥＲＢＢ４表达与其相反。此外，凋亡相关蛋白
的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提示：与Ｂｌａｎｋ组相比，在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组中ｂｃｌ２表达上升而 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下降，在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
组、ｓｉＥＲＢＢ４组和ｍｉＲ２０３５ｐｍｉｍｉｃ＋ｓｉＥＲＢＢ４组中ｂｃｌ２表达
下降而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上升。因此，本文推测，诱导ｍｉＲ２０３５ｐ靶
向ＥＲＢＢ４，影响癌基因 ＥＲＢＢ４的翻译和表达，上调促凋亡 ｂａｘ、
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下调抑凋亡 ｂｃｌ２表达，从而影响子宫内膜癌细
胞的生物学行为。本研究ＭＴＴ增殖测定和流式细胞凋亡测定进
一步佐证了这一猜想。

综上所述，ｍｉＲ２０３５ｐ在子宫内膜癌小鼠子宫内膜组织中
呈低表达，ＥＲＢＢ４呈高表达。诱导 ｍｉＲ２０３５ｐ表达，可以通过
靶向下调ＥＲＢＢ４基因，上调ｂａｘ、Ｃａｓｐａｓｅ３表达并下调 ｂｃｌ２表
达，从而抑制其细胞侵袭，诱导其发生凋亡。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３７　　　·

参 考 文 献

［１］　ＭｏｔａＡ，ＣｏｌáｓＥ，ＧａｒｃíａｓａｎｚＰ，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ｓｐｉｒａｔ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ｔｕｍｏ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Ｊ］．Ｍｏｄ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１７，３０（１）：１３４１４５．

［２］　李小毛，叶辉霞，叶敏娟，等．广东省部分医院１００８１例子宫内膜
癌流行趋势分析［Ｊ］．中国医师杂志，２０１８，２０（３）：３６７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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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Ｒ３７５ｄｕｒｉｎｇ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Ｊ］．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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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ＳａｈｕＡ，ＰａｔｒａＰＫ，ＹａｄａｖＭＫ，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ＥｒｂＢ４ｋｉｎ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ｆｏｒ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ｒａｐ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Ｔｒａｎｓ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３７（５）：
４７０４８０．

［６］　杨春兰，申娴娟，鞠少卿，等．荧光定量ＰＣＲ检测宫颈癌患者血清
中ｍｉＲ２０３表达水平及意义［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６
（２４）：３５５２３５５３．

［７］　孙艳花，潘悦，杨雅洁，等．雄激素受体和胚胎干细胞相关转录因
子４在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２过表达型乳腺癌中的表达及其临
床意义［Ｊ］．肿瘤研究与临床，２０１７，２９（６）：３８２３８５，３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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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１３８．

［９］　ＭａｏＬ，ＺｈａｎｇＹ，ＭｏＷ，ｅｔａｌ．ＢＡＮＦ１ｉｓ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ｂｙＩＲＦ１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０３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２）：ｅ０１１７０３５．

［１０］　ＺｈａｎｇＫ，ＤａｉＬ，ＺｈａｎｇＢ，ｅｔａｌ．ｍｉＲ２０３ｉｓａ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ｏｆＥ２Ｆ１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Ｇ１ａｒｒｅｓｔｉｎ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２３０（４）：９０３９１０．

［１１］　谭永辉，吕品，聂威丹，等．肝内胆管癌中ＥｒｂＢ４的表达及临床意
义［Ｊ］．中国普通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２）：１８０１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５）

△【通讯作者】董涛，Ｅｍａｉｌ：１３８３３５３５６０６＠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０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ＨＰＶ、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对宫颈癌的诊断
价值
印海娟　胡金　张林光　张荣业　董涛△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体检中心，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癌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用于诊断
宫颈癌的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诊治的５０例经手术病理诊断确
诊为宫颈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回顾性分析的方法，抽取本院经病理诊断确诊为宫颈

癌患者为宫颈癌组，宫颈良性肿瘤患者为良性肿瘤组，抽取同期在本院接受常规体检的健康女性为健康对

照组，每组各５０例。检测并对比各组血清肿瘤标志物表达及阳性检出率，对比各组 ＨＰＶ各亚型阳性检出
率，分析各标志物单独与联合检测用于诊断宫颈癌的价值。结果　三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宫颈癌组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联合检测阳性检出率最高，其次为良性肿瘤组、健康对照组，组间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５８阳性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宫颈癌组患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表达最高，其次为良性肿瘤组、健康对照组，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癌组各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率最高，其次为良性肿瘤组、健康对照组，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１６与各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诊断宫颈癌、良性肿瘤的阳性
率分别为９４００％、１８００％；特异度方面，联合检测低于ＣＡ１９９；灵敏度与准确度方面，联合检测明显高于各
指标单独检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指标单独检测与联合检测阳性预测值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ＨＰＶ与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用于宫颈癌诊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联合检
测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优势，较单独检测灵敏度、准确性更好，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宫颈癌；灵敏度；准确性；诊断价值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ｆｏｒ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ＹＩＮＨａｉ
ｊｕａｎ，ＨＵＪｉｎｊｉｎ，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ＡＮＧＲｏｎｇｙｅ，ＤＯＮＧＴａ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ｅｒ，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ｏｆ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０６６１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ｃａ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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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ａｓ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ｂｙ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ｓ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ｏ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ｄ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ｅｐｅｒｉｏｄ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ｈｅａｌｔｈ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５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ｗｅｒｅ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ｓｕｂ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ａｎｄ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ｍａｒｋ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ＨＰＶ３１ａｎｄＨＰＶ５８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ａｎｄＣＡ１９９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ｓｅｒｕｍｔｕｍｏ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ｇｒｏｕｐ，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ＨＰＶ１６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
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ｔｕｍｏｒｗｅｒｅ９４００％ ａｎｄ１８０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ａｒｋｅｒｓ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Ａ１９９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ｍａｒｋ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ｍａｒｋｅｒ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ＰＶ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
ｕｍｔｕｍｏｒ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ｖａｌｕｅ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ｔｈａｎ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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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的演变常经历宫颈糜烂、上皮内瘤变、早期宫颈癌、浸
润癌等阶段，因疾病早期缺乏典型症状与表现，误诊漏诊率极

高［１］。现有的研究已证实，宫颈癌的发生与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ｕ
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持续感染密切相关，故早期诊断宫颈癌
常给予患者ＨＰＶ检测，现已被发现的ＨＰＶ分型多样，不同分型
导致的感染引起的病情结果有着很大差异，因此早期检测 ＨＰＶ
对诊断与鉴别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意义重大［２３］。随着临床检验医

学的不断发展，大量研究指出，在为宫颈癌患者检测 ＨＰＶ的同
时，联合检测其他肿瘤标志物表达，对提高早期宫颈癌筛查及癌

前病变鉴别有着重要价值［４５］。基于此背景，本研究回顾分析了

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近２年接受 ＨＰＶ及肿瘤标志物检测的宫颈
癌、癌前病变及健康患者的临床资料，旨在探讨ＨＰＶ、癌抗原１２５
（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ｔｉｇｅｎ１２５，ＣＡ１２５）、癌抗原 １５３（ＣＡ１５３）、癌抗原 １９９
（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用于宫颈癌的诊断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回顾性分析的方法，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
２０１８年２月秦皇岛市第一医院诊治的５０例经手术病理诊断确
诊为宫颈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这５０例患者设为宫颈癌组，
抽取同期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接受治疗的宫颈良性肿瘤疾病

患者５０例作为良性肿瘤组，再抽取同期在秦皇岛市第一医院接
受常规体检的５０例健康女性作为健康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全
部入组女性临床资料均完整；②宫颈癌组患者均经宫颈活检及
病理诊断结果确诊；③全部入组女性年龄均 ＞１８岁。排除标
准：①近期内阴道用药治疗对研究结果有影响者；②妊娠期或

哺乳期女性；③合并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不全者；④下生殖
道等其他部位的癌变或癌前病变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并获秦皇岛市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全部入组女性均接受 ＨＰＶ亚型检查及血清学肿瘤标志物

表达检测，包括以下２方面内容：
１２１　ＨＰＶ亚型　取入组女性宫颈组织进行活检，使用中国
广东凯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 ＤＮＡ试剂盒提取基因
组的ＤＮＡ样本，并参照相关标准设计 ＨＰＶ各亚型特异性 ＤＮＡ
引物，使用德国Ｂｉｏｍｅｔｒａ公司提供的聚合酶链式反应仪实施聚
合酶链式反应扩增，扩增后取样本进行凝胶电泳，进行紫外线显

影并对不同分型 ＨＰＶ阳性检查情况给予详细记录。高危的
ＨＰＶ亚型包括１６、１８、３１、５８，若测定 ＨＰＶＤＮＡ≥１ｐｇ／ｍＬ则判
定为阳性。

１２２　血清肿瘤标志物　全部入组女性均在晨起后早餐前抽
取外周静脉血 ５ｍＬ，静置 ３０ｍｉｎ后经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离心
１５ｍｉｎ，使用贝克曼公司提供的 ＤＸＩ８００型全自动电化学免疫分
析仪及其配套试剂盒，利用电化学发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患者

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等肿瘤标志物表达。其中血清
ＣＡ１２５表达＞３５Ｕ／ｍＬ则定义为阳性，ＣＡ１５３表达 ＞３１３Ｕ／ｍＬ
则定义为阳性，血清ＣＡ１９９＞３５Ｕ／ｍＬ则定义为阳性。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间比较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检验；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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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比较

三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三组研究对象ＨＰＶ阳性结果

宫颈癌组患者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联合检测阳性检出率最高，

其次为良性肿瘤组患者、健康对照组健康女性，组间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研究对象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５８阳性
检出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３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肿瘤标志物表达

宫颈癌组患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表达最高，其次为良
性肿瘤组患者、健康对照组健康女性。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三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体重（ｋｇ）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
孕次（次） 产次（次）

宫颈癌组　 ５０ ３７０２±５２４ ６２１４±１０１１ ２１（４２００） ２９（５８００） ３４５±１２１ ２０２±０４５

良性肿瘤组 ５０ ３７１７±６１２ ６２３５±１０２１ ２４（４８００） ２６（５２００） ３５１±１３２ ２１１±０４７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３６６８±６０９ ６２２１±９９６ ２２（４４００） ２８（５６００） ３４９±１２８ １９６±０５１

Ｆ／χ２值 ０９０９ ０００５ ０３７８ ００２７ １０４２

Ｐ值 ０９１４ ０９９５ ０８２８ ０９７４ ０３５５

表２　三组研究对象ＨＰＶ阳性结果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ＨＰＶ１６ ＨＰＶ１８ ＨＰＶ３１ ＨＰＶ５８ 联合

宫颈癌组　 ５０ ３６（７２００） ２２（４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７２００）

良性肿瘤组 ５０ ２１（４２００）ａ １２（２４００）ａ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１４００）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３（６００）ｂ ２（４００）ｂ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４（８００）

χ２值 ４５４７８ ２１９３０ ０２８９ ０４８５ １５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８６６ ０７８５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宫颈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良性肿瘤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肿瘤标志物表达比较（Ｕ／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５３ ＣＡ１９９

宫颈癌组　 ５０ ３１３０２±４５１７ ３２０１２±６０１１ ９６０２±２０４５

良性肿瘤组 ５０ ６５４９±１４１２ａ ２０７９±１５１２ａ ２３５６±１１４５ａ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１７１４±４５８ｂ 　９６５±５１１ｂ １２３７±５５９ｂ

Ｆ值 １２１４７４ １６１２４１ ７８４６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宫颈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良性肿瘤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率
三组研究对象中，宫颈癌组患者各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检

出率最高，其次为良性肿瘤组患者、健康对照组健康女性，组间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三组研究对象联合检测阳性率

三组研究对象ＨＰＶ１６、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诊断
宫颈癌、良性肿瘤的阳性率分别为 ９４００％（４７／５０）、１８００％
（９／５０）。
２６　三组研究对象诊断价值

特异度方面，联合检测低于 ＣＡ１９９；灵敏度与准确度方面，
联合检测明显高于各指标单独检测。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４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检出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５３ ＣＡ１９９

宫颈癌组　 ５０ ３３（６６００） ２１（４２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良性肿瘤组 ５０ ７（１４００）ａ ５（１０００）ａ ２（４００）ａ

健康对照组 ５０ ２（４００）ｂ ２（４００）ｂ １（２００）ｂ

χ２值 ５４９６０ ２７４８８ ２５４３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宫颈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宫颈癌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在全部女性恶性肿瘤中患病率居第三位，但其病死

率在全部妇科恶性肿瘤中居首位［６］。在我国每年大约有８万
名女性被诊断为宫颈癌，主要集中在４０岁 ～６０岁的围绝经期
中年女性，因宫颈癌早期无典型表现与症状，多数患者多在常规

体检中发现疑似病变后确诊，此时肿瘤已经发展至较恶性阶段，

治疗难度增加［７８］。由此可见，对年龄≥３０岁的已生育女性尽
早展开宫颈癌筛查、诊断与治疗，对降低疾病患病率、死亡率有

着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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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三组研究对象各指标单独检测及联合检测诊断价值分析

指标 特异度 灵敏度 准确度 阳性预测值

ＨＰＶ ８６００（４３／５０） ７２００（３６／５０） ７９００（７９／１００） ８３７２（３６／４３）

ＣＡ１２５ ８６００（４３／５０） ６６００（３３／５０） ７６００（７６／１００） ８２５０（３３／４０）

ＣＡ１５３ ９０００（４５／５０） ４２００（２１／５０） ６６００（６６／１００） ８０７７（２１／２６）

ＣＡ１９９ ９６００（４８／５０） ３２００（１６／５０） ６４００（６４／１００） ８８８９（１６／１８）

联合 ８２００（４１／５０） ９４００（４７／５０） ８８００（８８／１００） ８３９３（４７／５６）

　　目前，主要认为宫颈癌的发病与 ＨＰＶ感染有关，已被发现
的ＨＰＶ亚型共有１００多种，其中有超过３０种与生殖道感染相
关，超过２０种与生殖道肿瘤疾病相关［９］。我国主要的 ＨＰＶ感
染亚型分布主要包括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５８等，因这几
类亚型属于高危ＨＰＶ，故本研究仅对其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三
组入组者中宫颈癌组 ＨＰＶ各亚型单独检测及联合检测阳性率
最高，其次为良性肿瘤组、健康对照组，但组间比较仅有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有统计学差异，这可能与 ＨＰＶ１６与 ＨＰＶ１８是宫
颈癌及癌前病变独立危险因素有关，因其具有的致病力极强，

故随着患者病变程度加重，其感染情况加剧，阳性检出率随之

升高［１０１１］。在宫颈癌的早期诊断方面，除 ＨＰＶ各亚型外，血清
肿瘤标志物阳性表达也是重要判定指标，近几年来，血清肿瘤

标志物的生成与释放被临床作为恶性肿瘤诊断标志，是判断患

者患病情况及预后的主要参考指标［１２］。如血清 ＣＡ１２５、
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等，其中ＣＡ１２５是主要用于生殖系统恶性肿瘤血
清学标志物，在宫颈癌患者血清内可发现 ＣＡ１２５表达显著升
高，但该指标特异性较差，在其他良性生殖系统肿瘤疾病中也

有很大程度升高，故单独检测可能会造成误诊漏诊等情况，还

应联合其他标志物诊断［１３１４］。ＣＡ１５３主要用于乳腺癌的诊断，
但该指标在结肠癌、宫颈癌及卵巢癌等恶性肿瘤中表达也有一

定程度升高；ＣＡ１９９则是由消化道肿瘤细胞合成分泌的糖链抗
原，其在卵巢癌中也有高表达，且该标志物特异性高，若将其与

ＣＡ１２５联合用于诊断宫颈癌，可弥补 ＣＡ１２５的表达范围，提高
诊断准确率［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三组受检者中，宫颈癌组

各血清肿瘤标志物表达及阳性检出了最高，其次为良性肿瘤

组，健康对照组最低，提示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等血清肿瘤标
志物在宫颈癌中均较高表达，均可作为宫颈癌辅助诊断标志

物。为进一步提高宫颈癌诊断准确率，本研究对比分析了 ＨＰＶ
与各肿瘤标志物表达诊断宫颈癌的价值发现，联合检测的特异

性虽不及 ＣＡ１９９，各检测结果间阳性预测值比较虽无统计学差
异，但联合检测诊断灵敏度与准确率明显高于各指标单独检

测，表明ＨＰＶ、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５３、ＣＡ１９９联合诊断宫颈癌可提高诊
断的灵敏度与准确性，有一定临床应用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

本研究因样本量较少，故对于联合检测是否会降低宫颈癌早期

诊断特异度，还应在未来开展大样本量的研究加以证实。

综上所述，ＨＰＶ与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用于宫颈癌诊
断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较单独检测灵敏度、准确性更好，值得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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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 ＹＫＬ４０、
Ｉｒｉｓｉｎ、胎盘钙化、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分娩结局影响
杨瑞霞　杜喜维△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药剂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对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患者血清
人软骨糖蛋白３９（ＹＫＬ４０）、鸢尾素（Ｉｒｉｓｉｎ）、胎盘钙化、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分娩结局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治的１０６例ＧＭ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表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３例。观察组给予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对照组给予胰岛素治疗，观察两组患者
治疗前后血糖情况、血清 ＹＫＬ４０和 Ｉｒｉｓｉｎ水平变化、胎盘钙化情况、脐动脉血流动力学水平及分娩结局。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血糖水平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ＹＫＬ４０水平低于对
照组、Ｉｒｉｓｉｎ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胎盘钙化率 ７５５％低于对照组
２２６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脐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孕周（３９２７±１０１）周高于对照组（３８５１±０５３）周，观察组早产率５６６％低于
对照组２０７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血糖低于对照组新生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　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 ＧＭＤ患者可有效改善血糖和脐带血流动力学水平，提高
Ｉｒｉｓｉｎ水平，降低ＹＫＬ４０水平、胎盘钙化率、早产率和降低新生儿血糖水平，改善分娩结局。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二甲双胍；胰岛素；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分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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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ｒａｔｅ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ｈｕ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Ｉｎｓｕｌｉｎ；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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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是指在产
妇妊娠过程中首次出现的耐糖量异常疾病，是妊娠期常见并发

症之一，我国发病率约１０％ ～１５％且有升高趋势，严重威胁产
妇和胎儿的健康［１］。ＧＤＭ首选饮食运动疗法，达不到临床预期
效果的患者，给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首选胰岛素，然而，随着

孕周的增加，孕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而过量使用胰岛素

易致产妇低血糖［２］。二甲双胍是当前较为成熟的治疗 ＧＤＭ的
降糖药物，对胎儿影响小且安全性高［３］，但单独服用降糖药效

果并不显著。据报道，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 ＧＤＭ在降低
产妇血糖的同时改善分娩结局［４］。本文分析了二甲双胍联合

胰岛素对ＧＤＭ患者血清人软骨糖蛋白３９（ＹＫＬ４０）、鸢尾素
（Ｉｒｉｓｉｎ）、胎盘钙化、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分娩结局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诊治的１０６例ＧＭ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数表法分为
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５３例，纳入标准：①符合《妇产科学》第八版
ＧＭＤ诊断标准［５］；②孕前无糖尿病史；③单胎；④本研究经西安
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书。排除标准：①非初次妊娠者；②合并高血压、心脏病者；③
合并肝肾功能代谢障碍者；④对本研究用药过敏者；⑤合并自
身免疫性疾病者；⑥患高血压、高血脂者；⑦合并甲状腺功能异
常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孕妇治疗期间均进行饮食控制和运动指导：少食多

餐，每日控制在５餐～６餐，食物应以高纤维为主，减少摄入淀
粉和蛋白质，禁食生冷刺激食物；坚持晚餐后运动，每次 ４５
ｍｉｎ，每周＞３次，主要以散步、慢跑、上下楼梯等运动为主，以微
汗、略乏、不引起宫缩为宜。两组患者均于２８孕周进行治疗，对
照组患者注射胰岛素治疗，晚餐前皮下注射，初始剂量为

０２ＩＵ／ｋｇ，１次／ｄ，此后根据血糖控制水平加减剂量，胎儿出生
后停药；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口服二甲双胍，０５ｇ／次，２次／
ｄ，胎儿出生后停药。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情况　采集两组患者入组时和
治疗后肘静脉血，采用拜尔糖化血红蛋白仪对糖化血红蛋白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ｌｃ，Ｈｂａｌｃ）进行测定，包括空腹血糖（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ＰＧ）、餐后１ｈ血糖（１ｈ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１ｈ
ＰＰＧ）、餐后２ｈ血糖（２ｈ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ｇｌｕｃｏｓｅ，２ｈＰＰＧ）水
平。

１３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ＹＫＬ４０、Ｉｒｉｓｉｎ水平　两组患者
均于产前隔夜禁食１０ｈ，抽血前１２ｈ否认使用任何药物，次日清
晨采肘静脉血１５ｍＬ，离心机分离后取上层血清，－８０℃保存，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对血清 ＹＫＬ４０、Ｉｒｉｓｉｎ测定，ＹＫＬ４０
试剂盒由武汉默沙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Ｉｒｉｓｉｎ试剂盒由美
国Ｐｈｏｅｎｉｘ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Ｉｎｃ公司提供，实验步骤严格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操作。

１３３　两组患者胎盘钙化情况　采用飞利浦多普勒彩色超声
于３２孕周检测，超声检查，观察到胎盘绒毛板呈起伏亮线、出现
切迹，实质颗粒变粗，回声增强甚至内部出现无回声小池和钙化

灶即为胎盘钙化［６］。

１３４　两组治疗前后脐动脉血流动力学水平　采用多普勒超
声检测脐动血流，产妇取仰卧位，由脐动脉胎儿端与脐静脉胎盘

端取样，获取连续去峰值一致且稳定的波形与舒张末期最大血

流速频图谱，自动测量脐动脉收缩末期和舒张末期血流速度峰

值的比值（ｐｅａｋ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ａ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ｏｆ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Ｓ／Ｄ）、搏动指数（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Ｉ）与阻力指
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Ｉ）。
１３５　两组产妇孕周和妊娠并发症情况　对产妇随访至分娩
结束，记录产妇孕周以及胎膜早破、产程延长、羊水过多的妊娠

并发症情况。

１３６　两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记录新生儿体重、１分钟及５分
钟的Ａｐｇａｒ评分、血糖情况。出生后１分钟 Ａｐｇａｒ评分：８分 ～
１０分为正常，４分～７分为轻度窒息，０分～３分为重度窒息。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６岁，年龄（２８９４±２３６）岁；体
重指数（ＢＭＩ）范围 ２０５４ｋｇ／ｍ２～２３２７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１６２±
０５３）ｋｇ／ｍ２；孕周范围２４周～３８周，孕周（３２５８±２６５）周；对
照组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７岁，年龄（２９２５±２２８）岁；ＢＭＩ范围
２０６７ｋｇ／ｍ２～２３８５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１７５±０５１）ｋｇ／ｍ２；孕周范
围２４周～３８周，孕周（３１６４±２８３）周，两组患者年龄、ＢＭＩ、孕
周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比较。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ＦＰＧ、１ｈＰＰＧ、２ｈＰＰＧ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 ＦＰＧ、１ｈＰＰＧ、２ｈＰＰＧ
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上述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ＹＫＬ４０、Ｉｒｉｓｉｎ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ＹＫＬ４０、Ｉｒｉｓｉｎ水平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ＹＫＬ４０水平低于治
疗前、Ｉｒｉｓｉｎ水平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ＹＫＬ４０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Ｉｒｉｓｉ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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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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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糖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１ｈＰＰ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２ｈＰＰ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３ ７１４±０６５ ４７９±０３７ａ １０３１±１６３ ６２３±０８３ａ ８３１±１６３ ６３１±０６７ａ

对照组 ５３ ７１０±０６２ ５３８±０３２ａ １０２４±１５８ ８５９±０７６ａ ８２４±１５８ ７０７±０６１ａ

ｔ值 ０３２４ ８７８０ ０２２４ １５２６７ ０２２４ ６１０６

Ｐ值 ０７４７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８２３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ＹＫＬ４０、Ｉｒｉｓｉｎ水平（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ＹＫＬ４０（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Ｉｒｉｓｉｎ（ｎ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５３ ７９１３±１１０７ ６０３６±５８１ １０９３０ ００００ ５７３±１５５ ７２９±１６２ ５０６５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３ ８１６５±１１２８ ７０４２±６８５ ６１４５ ００００ ５７８±１５２ ６５４±１７５ ２３８７ ００１９

ｔ值 １１１９ １０９３０ ０１６８ ５０６５

Ｐ值 ０２６６ ００００ ０８６７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胎盘钙化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胎盘钙化率７５５％（５／５３）；对照组患

者胎盘钙化率２２６４％（１２／５３）例，观察组患者胎盘钙化率低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７１１，Ｐ＝００３０）。
２５　两组治疗前后脐动脉血流动力学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Ｓ／Ｄ、ＰＩ、Ｒ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Ｓ／Ｄ、ＰＩ、ＲＩ值均低于治疗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Ｓ／Ｄ、ＰＩ、ＲＩ水平
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Ｄ、ＰＩ、ＲＩ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Ｓ／Ｄ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Ｉ

治疗前 治疗后

ＲＩ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５３ ２６１±０３７ ２２１±０３０ａ １３０±０４２ １０３±０２６ａ ０６８±０２２ ０５３±０１５ａ

对照组 ５３ ２５９±０３５ ２３７±０３２ａ １２９±０３７ １１５±０３１ａ ０６９±０２１ ０６０±０１７ａ

ｔ值 ０２８６ ２６５６ ０１３０ ２１５９ ０２３９ ２２４８

Ｐ值 ０７７６ ０００９ ０８９７ ００３３ ０８１１ ００２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孕周和妊娠并发症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孕周长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发生包括胎膜早破、产程延长、羊水过多的

概率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的早产率５６６％低于对照组患者２０７５％，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产妇孕周和妊娠并发症情况 ［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孕周
妊娠并发症

胎膜早破 产程延长 羊水异常 早产

观察组 ５３ ３９２７±１０１ １（１８９） ２（３７７） ２（３７７） ３（５６６）

对照组 ５３ ３８５１±０５３ ２（３７７） ３（５６６） ４（７５４） １１（２０７５）

χ２／ｔ值 ４８５１ ０３４３ ０２１０ ０７０７ ５０１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５５８ ０６４７ ０４００ ００２５

２７　两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新生儿体重、１分钟及５分钟的Ａｐｇａｒ评分与对照

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血糖低于

对照组新生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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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新生儿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新生儿体重（ｇ）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新生儿血糖（ｍｍｏｌ／Ｌ）

对照组 ５３ ３１７８２３±２８６５５ ８５１±０５３ ９４４±０６８ ３１７±０１８

观察组 ５３ ３１１７２４±２６０５６ ８４８±０４８ ９３５±０５３ ３６２±０３６

ｔ值 １１４６ ０３０５ ０７６０ ８１３９

Ｐ值 ０２５４ ０７６１ ０４４９ ００００

,

　讨论
ＧＭＤ是临床常见产科疾病，常发生于妊娠中、晚期，近年来

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ＧＭＤ其典型症状为高糖血成长发
育［７］。因此，寻找合理有效的 ＧＭＤ治疗方案极其重要。治疗
ＧＤＭ首选饮食运动疗法，无法达到临床预期效果的患者，需给
予药物治疗［８］。

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首选药物，随着孕期增加，产妇对胰

岛素敏感度降低，胰岛素的过量使用会造成产妇低血糖［９］。因

此，联合口服降糖药物加以治疗成为 ＧＭＤ新的治疗趋势。二
甲双胍属于双胍类降糖药，也是胰岛素增敏剂，有效改善患者

胰岛素抵抗［１０］。张书梅等［１１］研究说明了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

治疗ＧＤＭ患者的疗效。
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糖水平明显低于治疗前，其

中观察组治疗后的血糖水平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说明二
甲双胍联合胰岛素可有效降低 ＧＤＭ患者血糖，且降血糖效果
优于胰岛素，与陆静波等［１２］研究相似。Ｇｙｂｅｌｂｒａｓｋ等［１３］指出

ＹＫＬ４０在ＧＭＤ患者血清中的过表达，与胰岛素抵抗有一定关
联。Ｉｒｉｓｉｎ能诱导白色脂肪棕色化，增加机体氧耗、能耗，减轻体
重，改善糖脂代谢及饮食，降低胰岛素抵抗［１４］。本研究显示，治

疗后，观察组ＹＫＬ４０水平低于对照组，Ｉｒｉｓｉｎ水平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提示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 ＧＤＭ患者可降低
ＹＫＬ４０水平、提高Ｉｒｉｓｉｎ水平，推测与二甲双胍可以降低胰岛素
抵抗的功效有关，与张琳等［１５］研究相似。

胎盘和脐带均为母婴间物质交换的重要纽带，而 ＧＭＤ患
者由于胎盘血流过度充盈，血流阻力增加，胎盘组织细胞因缺

氧坏死，导致胎盘钙化［１６］。脐动脉血流改变和胎盘钙化情况常

用于评估胎盘功能及胎儿宫内状况［１７］。本研究中，观察组胎盘

钙化率７５５％低于对照组胎盘钙化率２２６４％，观察组治疗后
脐动脉血流动力指数均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提示二甲双胍
联合胰岛素治疗 ＧＤＭ患者可降低胎盘钙化率、脐带血流动力
学水平，与宋鸿碧等［１８］研究相似。本研究中，观察组发生包括

胎膜早破、产程延长、羊水过多的概率与对照组比较无差异（Ｐ
＞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孕周长于对照组，早产率５６６％低于对照
组２０７５％，观察组新生儿血糖低于对照组新生儿（Ｐ＜００５），
说明与单纯胰岛素治疗的对照组产妇相比，利用二甲双胍联合

胰岛素治疗可以延长产妇孕周时间、降低早产率和新生儿血糖

水平，与李海燕等［１９］研究一致。

综上所述，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治疗 ＧＭＤ患者可有效降
低血糖、血流动力学和ＹＫＬ４０水平，提高Ｉｒｉｓｉｎ水平，降低胎盘
钙化率和早产率，降低新生儿血糖水平，从而改善分娩结局。

参 考 文 献

［１］　ＷａｎｇＣ，ＷｅｉＹ，Ｚｈ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ｏｆ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ｉｎ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ｏｂｅ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Ｊ］．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２１６（４）：３４０３４５．

［２］　ＬｅｋｖａＴ，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ｎＡＥ，ＡｕｋｒｕｓｔＰ，ｅｔａｌ．Ｌｅｐｔｉｎａｎｄ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ｒｉｓｋａｆｔｅｒ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１６（１）：５８．

［３］　ＷａｎｇＺ，ＺｏｕＺ，Ｙ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ｅｔａｌｓｔａｇｅｅｘ
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ｆ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ｒｉｓｋ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ｉｎａｄｕｌｔｈｏ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ｈ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Ｊ］．
ＢＭＣ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８，１８（１）：１２０５１２０９．

［４］　ＩｊｓＨ，ＶｒｓｍｋｉＭ，ＳａａｒｅｌａＴ，ｅｔａｌ．Ａ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ｏｆｍｅｔｆｏｒｍｉｎａｎｄ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ｔ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１８ｍｏｎｔｈｓ［Ｊ］．Ｂｊｏｇ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ａ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２２（７）：
９９４１０００．

［５］　谢幸，苟文丽．妇产科学．第８版［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３：３７４３３９２８．

［６］　李富元，佟爱华，刘少德，等．不同血糖控制水平的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胎盘钙化、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分娩结局比较［Ｊ］．山东医
药，２０１８，５８（２６）：８７８９．

［７］　ＲｏｄｒｉｇｏＮ，ＧｌａｓｔｒａｓＳＪ．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ｏｆ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８，７（６）：１２０１２５．

［８］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ＪＭ，ＫｅｌｌｅｔｔＪＥ，ＢａｌｓｅｌｌｓＭ，ｅｔａｌ．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
ｌｉｔｕｓａｎｄｄｉｅｔ：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ａｎｄ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ｄｉｅｔａｒｙ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ｉｒｔｈｗｅｉｇｈｔ．［Ｊ］．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２０１８，４１（７）：１３４６１３６１．

［９］　王?，张倩，黎曼侬，等．血清ＳＨＢＧ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胰岛素
抵抗的关系研究［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７，１７（２）：１５８１６０．

［１０］　冯静，王新玲，李红艳，等．胰岛素两种给药方式对高龄妊娠期糖
尿病患者相关指标的影响比较［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７，２８（１５）：
２０３２２０３５．

［１１］　张书梅，王云飞，李学全，等．胰岛素联合二甲双胍对妊娠期糖尿
病孕妇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的影响［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
（１２）：２５４５２５４７．

［１２］　陆静波，程海东．二甲双胍治疗妊娠期糖尿病的研究进展［Ｊ］．中
华围产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０（１１）：８０１８０４．

［１３］　ＧｙｂｅｌｂｒａｓｋＤ，ＪｏｈａｎｓｅｎＪＳ，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ｅｎＩＪ，ｅｔａｌ．ＳｅｒｕｍＹＫＬ４０ａｎｄ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ｙ［Ｊ］．Ａｐｍｉｓ，２０１６，
１２４（９）：７７０７７５．

［１４］　宋盼，柯丽娜，李斌，等．血清 Ｉｒｉｓｉｎ水平与妊娠期糖尿病的相关
性研究［Ｊ］．中国糖尿病杂志，２０１７，２５（４）：３１２３１５．

［１５］　张琳，郑丽，戴晖，等．二甲双胍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新生儿安全
性影响的系统评价［Ｊ］．医药导报，２０１８，３２３（９）：９２９９．

［１６］　李富元，佟爱华，刘少德，等．不同血糖控制水平的妊娠期糖尿病
患者胎盘钙化、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及分娩结局比较［Ｊ］．山东医
药，２０１８，５８（２６）：８７８９．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４５　　　·

［１７］　李玲．葛根素联合门冬胰岛素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生化指标及
胎儿相关动脉血流参数的影响［Ｊ］．世界中医药，２０１８，１３（５）：
１１０１１４．

［１８］　宋鸿碧，徐，曹婷，王颖，杨晓武．二甲双胍联合胰岛素泵治疗
妊娠期糖尿病及对血清ＹＫＬ４０、Ｉｒｉｓｉｎ水平的影响［Ｊ］．中国现代

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８（３４）：５４５９．
［１９］　李海燕，郁金芬，赵莹琰，等．妊娠期糖尿病血浆Ｈｃｙ水平与脐动

脉血流的相关性［Ｊ］．热带医学杂志，２０１８，１８（１２）：３８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５２３）

△【通讯作者】陈美毅，Ｅｍａｉｌ：２１５０４０７６５＠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孕期 ＨＰＶ感染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检查及其不良
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分析
赵云霞１　保妮娜１　李渊渊１　李辉１　魏向群１　陈美毅２△

１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妇科，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２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

【摘要】　目的　探讨孕期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ＴＣＴ）检查及其不良妊娠
结局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产检的且经ＨＣ
ＩＩ检测及ＨＰＶ分型检测为ＨＰＶ感染的１７５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１７５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另根据配对
原则随机抽取１７５例无ＨＰＶ感染孕妇作为对照组。均进行ＴＣＴ检测，并统计检测结果，另随访至分娩，观察
妊娠结局及不同孕期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差异，并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不良妊娠结局
的危险因素。结果　随访至分娩，观察组母体及围产儿不良结局发生率分别为１２００％（２１／１７５）、６４７％
（１１／１７０），对照组母体及围产儿不良结局发生率分别为２８６％（５／１７５）、１１４％（２／１７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孕妇在ＨＰＶ检测孕早、中、晚期的构成比差异对比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中 ＴＣＴ检测为 ＮＩＬＭ／正常范围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中
ＴＣＴ检测为ＡＳＣ／ＡＧＣ、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ＳＣＣ／ＡＣＡ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中
ＴＣＴ检测均未发现ＡＥＣＦＮ与 ＡＣＩＳ；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孕妇年龄 ＞３５岁、流产史、ＴＣＴ检测为 ＨＳＩＬ或
ＨＣＣ／ＡＣＡ、ＨＰＶ感染高危型、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尿病均是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
素（ＯＲ＝３０７７、３０４３、３０１０、３１１１、２７２１、３０３４、２９５１、２７２１、２４９９、２６４１、２７５４、２７２４、２９６５、２９３０，均
Ｐ＜００５）。结论　对孕期ＨＰＶ感染者行ＴＣＴ检测可有效筛查宫颈病变，且ＴＣＴ检测为宫颈高度病变及癌
变、ＨＰＶ感染高危型、高龄产妇、流产史、妊娠合并症均可诱导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临床工作者可据此对孕
妇及早给予预防处理，以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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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为嗜上皮性病毒，易感染人类表皮
及粘膜鳞状上皮，在育龄期妇女中发病率较高［１］。ＨＰＶ感染可
分为高危型、低危型及混合型，其危险程度不一，ＨＰＶ感染低危
者可引发生殖器尖锐湿疣，高危者可导致宫颈癌，尤其在妊娠

期发生ＨＰＶ感染，其可通过母婴垂直传播传给胎儿，严重影响
母婴健康［２］。液基薄层细胞制片术（ＴＣＴ）是目前临床筛查宫颈
病变的常用方法，其通过对宫颈细胞进行分类检测，可早期发

现异常病变，而孕期宫颈病变可影响妊娠结局［３４］。但目前关

于ＴＣＴ检测对ＨＰＶ感染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评估研
究尚少，鉴于此，本研究特对确诊为 ＨＰＶ感染的１２３例孕妇进
行ＴＣＴ检测，并随访至分娩，观察妊娠结局发生情况，并分析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风险的相关危险因素，旨在为临床防护提供参

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在云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进
行产检且经ＨＣＩＩ检测及ＨＰＶ分型检测为 ＨＰＶ感染的１７５例
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１７５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另根据配对
原则随机抽取１７５例无 ＨＰＶ感染的孕妇作为对照组。纳入标
准：①产检妊娠期妇女；②孕妇均知情同意；③方便随访。排除
标准：①有心脑血管疾病、血液系统疾病、肝肾功能障碍、肿瘤等
其他内科疾病者；②有习惯性流产、前置胎盘、瘢痕子宫等孕妇；
③伴有其他细菌或病毒感染者。本研究获云南省第二人民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ＨＣＩＩ检测、ＨＰＶ分型检测和 ＴＣＴ检测分析孕

期ＨＰＶ感染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ＨＣＩＩ检测：产检时首先用棉签拭去宫颈与宫颈周围粘液，

然后将取样器放置于宫颈外口１ｃｍ～１５ｃｍ处，顺时针旋转３

圈收集样本，将样本转移至专用试管中，采用ＨＣＩＩ检测试剂盒
（上海将来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操作，加样（标准品、样本），

洗板，加酶标试剂，孵育，洗板，加显色液，孵育，加终止液，读数。

ＨＰＶ分型检测：产检时采用宫颈管刷收集宫颈脱落细胞，
转移细胞并清洗，离心，收集目的细胞，提取细胞 ＤＮＡ，然后进
行ＰＣＲ扩增，将扩增物放置于 ＨｙｂｒｉＭａｘ杂交仪行 ＨＰＶ分型检
测，采用ＨＰＶ分型检测试剂盒（广东凯普生物科技公司提供）。

ＴＣＴ检测：产检时采用宫颈刷收集宫颈外口和宫颈管脱落
细胞，并将细胞转移到装有细胞保存液的玻璃瓶中，振荡、离心，

除去细胞碎屑、粘液、红细胞及炎细胞等，将试管底部凝集细胞

重新悬浮并混匀，然后置于薄层细胞制片机上，细胞单层均匀分

布在玻片上，行巴氏染色，光镜下观察结果。

１３　观察指标
妊娠结局：随访至分娩，观察母体及围产儿妊娠结局，并统

计良好妊娠结局与不良妊娠结局（自然流产、早产、过期产、死

胎、死产、宫内发育迟缓、巨大儿、低出生体重儿、新生儿窒息、出

生缺陷等）发生情况。观察组与对照组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孕妇

在不同孕期（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的差异对比。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 ＴＣＴ检测结果：根据 ＴＢＳ２００１标准分
级，与鳞状上皮有关分为未见上皮内病变细胞或恶性细胞

（ＮＩＬＭ）、不典型鳞状细胞（ＡＳＣ）、鳞状上皮内低度病变（ＬＳＩＬ）、
鳞状上皮内高度病变（ＨＳＩＬ）、鳞状细胞癌（ＳＣＣ），而与腺上皮
有关分为正常范围、不典型腺细胞（ＡＧＣ）、非典型颈管腺细胞
倾向瘤变（ＡＥＣＦＮ）、原位腺癌（ＡＣＩＳ）、腺癌（ＡＣＡ）。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将年龄、生产史、流产史、ＴＣＴ检
测结果、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结果、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尿病
设为自变量，其中孕妇年龄≥２０岁且≤３５岁、无生产史、无流产
史、ＴＣＴ检测为ＮＩＬＭ／正常范围或ＡＳＣ／ＡＧＣ或ＬＳＩＬ、ＨＰＶ感染
低危型、无妊娠期高血压及无妊娠期糖尿病均赋值为０，孕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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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３５岁、有生产史、有流产史、ＴＣＴ检测为 ＨＳＩＬ、ＨＰＶ感染高
危型、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尿病均赋值为１，年龄 ＜２０岁、
ＴＣＴ检测为ＨＣＣ／ＡＣＡ、ＨＰＶ感染混合型赋值为２；另将母体及
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设为因变量，发生赋值为１，未发生赋值为
０，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样本计
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理论频数
≤５且≥１的组间计数资料采用校正检验；等级计数资料采用秩
和检验；多因素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分析；Ｐ＜００５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基线资料对比

观察组年龄范围１９岁 ～３９岁，年龄（２８９５±３６３）岁，孕
早期４７例，孕中期７６例，孕晚期５２例，孕次范围１次～４次，孕
次（２４３±０３９）次，产次范围０次 ～２次，产次（１５９±０３１）
次，单胎１７２例，双胎３例，伴妊娠期高血压２０例，伴妊娠期糖
尿病１４例；ＨＰＶ分型检测结果显示：高危型９８例（ＨＰＶ１６亚型
３０例、ＨＰＶ１８亚型２２例、ＨＰＶ５２亚型１９例、ＨＰＶ５８亚型１７例、
其他１０例）、低危型 ６９例（ＨＰＶ６亚型 ３７例、ＨＰＶ１１亚型 ２４
例、其他８例）及混合型８例（ＨＰＶ１６／６亚型３例、ＨＰＶ５２／１１亚
型２例，其他 ３例）。对照组年龄范围 １９岁 ～４０岁，年龄
（２９０６±３７１）岁，孕早期５１例，孕中期８０例，孕晚期４４例，孕
次范围１次～４次，孕次（２３９±０３８）次，产次范围０次～２次，
产次（１６１±０３５）次，单胎１７３例，双胎２例，伴妊娠期高血压
８例，伴妊娠期糖尿病５例。两组孕妇年龄、孕周、孕次等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孕妇妊娠结局对比

对１７５例ＨＰＶ感染孕妇随访至分娩，其中母体：流产５例
（双胎均流产１例、单胎流产４例）、早产５例、死胎２例（均为
单胎）、产褥感染６例、产后出血３例，母体总不良结局共计２１
例，发生率为１２００％（２１／１７５）；围产儿：胎膜早破６例（均为单
胎）、胎儿窘迫３例（均为单胎）、新生儿窒息２例（１例为单胎、

１例为双胎中的１个），围产儿总不良结局共计１１例，发生率为
６４７％（１１／１７０）；另１７５例未感染孕妇随访至分娩，其中母体：
流产１例（单胎）、早产２例、产褥感染１例、产后出血１例，母体
总不良结局共计５例，发生率为２８６％（５／１７５）；围产儿：胎膜
早破１例（单胎）、胎儿窘迫１例（单胎），围产儿总不良结局共
计２例，发生率为１１４％（２／１７６）；观察组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
娠结局发生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χ２ ＝１０６３６、６８０４，Ｐ＝
０００１、０００９）。
２３　两组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情况在孕妇ＨＰＶ检测孕周的
差异对比

　　观察组共有２４例孕妇出现不良妊娠结局。其中：５例流产
孕妇中：１例产后出血；５例早产孕妇中：有２例产褥感染、３例
因胎膜早破、１例胎儿窘迫、１例新生儿窒息。对照组共有５例
孕妇出现不良妊娠结局。其中：２例早产孕妇中：有１例产褥感
染、１例胎儿窘迫。两组发生不良妊娠结局孕妇在 ＨＰＶ检测孕
早、中、晚期的构成比差异对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情况在孕妇
ＨＰＶ检测孕周的差异对比［ｎ（％）］

组别 例数 孕早期 孕中期 孕晚期

观察组 ２４ ６（２５００） １１（４５８３） ７（２９１４）

对照组 ５ １（２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Ｚ值 ０１９８

Ｐ值 ０６５２

２４　两组孕妇的ＴＣＴ检测结果比较
观察组孕妇中ＴＣＴ检测为ＮＩＬＭ／正常范围阳性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中ＴＣＴ
检测为ＡＳＣ／ＡＧＣ、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ＳＣＣ／ＡＣＡ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未对照
组中ＴＣＴ检测均未发现ＡＥＣＦＮ与ＡＣＩ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的ＴＣＴ检测结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ＴＣＴ检测结果

ＮＩＬＭ／正常范围 ＡＳＣ／ＡＧＣ ＬＳＩＬ ＨＳＩＬ ＡＥＣＦＮ ＡＣＩＳ ＳＣＣ／ＡＣＡ

观察组 １７５ ３０（１７１４） ４７（２６８６） ４０（２２８６） ４９（２８００） ０（０） ０（０） ９（５１４）

对照组 １７５ １４７（８４００） ２５（１４２９） ３（１７１） １（０５７） ０（０） ０（０） ０（０）　

χ２值 １５６４６６ ８４６３ ３６２９６ ５３７６０ — — ９２３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０００２

２５　母体不良妊娠结局相关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孕妇年龄 ＞３５岁、流产史、ＣＴ检测为

ＨＳＩＬ或ＨＣＣ／ＡＣＡ、ＨＰＶ感染高危型、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
糖尿病均是母体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３０７７、
３０４３、３０１０、３１１１、２７２１、３０３４、２９５１，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６　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相关危险因素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孕妇年龄 ＞３５岁、流产史、ＣＴ检测为

ＨＳＩＬ或ＨＣＣ／ＡＣＡ、ＨＰＶ感染高危型、妊娠期高血压及妊娠期糖
尿病均是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ＯＲ＝２７２１、
２４９９、２６４１、２７５４、２７２４、２９６５、２９３０，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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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危险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β值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孕妇年龄＞３５岁ｖｓ年龄≥２０岁且≤３５岁 １１２４ ０４３９ ６５５５ ００１６ ３０７７ ２６３７～３４１２

孕妇年龄＜２０岁ｖｓ年龄≥２０岁且≤３５岁 ０６３１ ０３８５ ２６８６ ０１０８ １８７９ １６０１～２２１３

有生产史ｖｓ无生产史 ０８８９ ０４８６ ３３４６ ００８６ ２４３３ ２１５３～２７４６

流产史ｖｓ无流产史 １１１３ ０４５９ ５８７９ ００２１ ３０４３ ２８０６～３３９７

ＴＣＴ检测为ＨＳＩＬｖｓＮＩＬＭ／正常范围或ＡＳＣ／ＡＧＣ或ＬＳＩＬ １１０２ ０４６２ ５６９０ ００２２ ３０１０ ２７２５～３４１５

ＴＣＴ检测为ＳＣＣ／ＡＣＡｖｓＮＩＬＭ／正常范围或ＡＳＣ／ＡＧＣ或ＬＳＩＬ １１３５ ０４３６ ６７７７ ００１４ ３１１１ ２８５６～３４６５

ＨＰＶ感染高危型ｖｓ低危型 １００１ ０４３５ ５２９５ ００２９ ２７２１ ２４６８～３０６５

ＨＰＶ感染混合型ｖｓ低危型 ０８０９ ０４０６ ３９７０ ００６９ ２２４６ ２０１６～２５２４

有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ｖｓ无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 １１１０ ０４５１ ６０５７ ００１９ ３０３４ ２７１５～３３２９

妊娠期糖尿病ｖｓ无妊娠期糖尿病 １０８２ ０４４４ ５９３９ ００２０ ２９５１ ２７１３～３２８５

表４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危险因素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 β值 ＳＥ Ｗａｌｄχ２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孕妇年龄＞３５岁ｖｓ年龄≥２０岁且≤３５岁 １００１ ０４２３ ５５６０ ００３１ ２７２１ ２４９６～３０４５

孕妇年龄＜２０岁ｖｓ年龄≥２０岁且≤３５岁 ０６２８ ０４１４ ２３０１ ０１２６ １８７４ １６０８～２１１３

有生产史ｖｓ无生产史 ０７１９ ０４５２ ２５３０ ０１０５ ２０５２ １７６４～２３６２

流产史ｖｓ无流产史 ０９１６ ０４１３ ４９１９ ００４３ ２４９９ ２２０１～２７８６

ＴＣＴ检测为ＨＳＩＬｖｓＮＩＬＭ／正常范围或ＡＳＣ／ＡＧＣ或ＬＳＩＬ ０９７１ ０４３２ ５０５２ ００４１ ２６４１ ２３５６～２９３２

ＴＣＴ检测为ＨＣＣ／ＡＣＡｖｓＮＩＬＭ／正常范围或ＡＳＣ／ＡＧＣ或ＬＳＩＬ １０１３ ０４１５ ５９５８ ００２０ ２７５４ ２５４３～３０７５

ＨＰＶ感染高危型ｖｓ低危型 １００２ ０４４９ ４９８０ ００４２ ２７２４ ２４３８～３０３４

ＨＰＶ感染混合型ｖｓ低危型 ０９３６ ０４４７ ４３８５ ００５４ ２５５０ ２３０９～２７９５

有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ｖｓ无妊娠期高血压综合征 １０８７ ０４３６ ６２４６ ００１５ ２９６５ ２６８２～３２９４

妊娠期糖尿病ｖｓ无妊娠期糖尿病 １０７５ ０４４３ ５８８９ ００２２ ２９３０ ２６７１～３２８２

,

　讨论
ＨＰＶ感染是常见性传播疾病，根据不同型别ＨＰＶ（高危型、

低危型、混合型）同肿瘤发生危险性的高低情况可将 ＨＰＶ分为
高危感染和低危感染，其中高危感染可诱发全身多部位癌变，

尤以宫颈癌最为常见［５６］。且近年来有研究报道［７８］，孕期 ＨＰＶ
感染可增加产后出血、产褥感染、胎膜早破、胎儿窘迫等不良妊

娠结局的发生，对母体及围产儿构成严重危害。因此，需积极探

讨有效的预测方案，以提高临床预警，加强对 ＨＰＶ感染孕妇的
管理。

１７５例ＨＰＶ感染孕妇随访至分娩，其中母体发生不良妊娠
结局的共计２１例，发生率为１２００％，另１７０例胎儿（除去流产
及死胎）中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共计１１例，发生率为６４７％，
而未感染ＨＰＶ孕妇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分别为
２８６％、１１４％，感染组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明
显高于未感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 ＨＰＶ
感染可增加孕妇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此与雷钊环［９］研究结果

相符合。另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与对照组发生不良妊娠结

局孕妇在ＨＰＶ检测孕早、中、晚孕期的构成比差异对比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与 ＨＰＶ感染检测
孕周无明显相关性。本研究结果还发现，观察组中ＴＣＴ检测为
ＮＩＬＭ／正常范围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观察组中 ＴＣＴ检测为 ＡＳＣ／ＡＧＣ、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
ＳＣＣ／ＡＣＡ的阳性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提示ＨＰＶ感染可诱发宫颈病变。ＴＣＴ检测在操作

过程中去除了血液、粘液及炎性细胞，另通过薄层细胞制片机而

将细胞单层且均匀的涂在玻片上，可明显提高细胞制片质量，从

而极大地提高了细胞学检测结果的准确度［１０］。ＨＰＶ是宫颈癌
主要病原体，对ＨＰＶ感染孕妇进行 ＴＣＴ检测，可及早发现宫颈
病变，以便于临床工作者及早给予对应处理，预防宫颈癌发

生［１１１２］。

此外，本研究结果发现，孕妇年龄 ＞３５岁、流产史、ＴＣＴ检
测为ＨＳＩＬ或ＨＣＣ／ＡＣＡ、ＨＰＶ感染高危型、妊娠期高血压及妊
娠期糖尿病均是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高龄孕妇因坐骨、耻骨等相互结合部已基本骨化，形成固定盆

腔，自然生产较困难，大多采取剖宫产，另生产时易导致胎儿滞

留宫内而引起胎儿窘迫症发生，则明显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发生

率［１３］；既往有流产史孕妇，其子宫内膜可遭受损害，导致内分泌

机制失调，可影响受精卵着床等，增加再次流产发生几率［１４］；

ＴＣＴ检测为ＨＳＩＬ或ＨＣＣ／ＡＣＡ，则宫颈高度病变或宫颈癌，其恶
病质严重影响母体健康，孕妇治疗时可增加流产的发生，且若经

阴道分娩，可引起宫颈撕裂、大出血或感染等，增加母儿不良妊

娠结局的发生［１５１６］；ＨＰＶ是一类ＤＮＡ病毒，其感染能力与类型
密切相关［１３］。高危亚型感染能力强，持续感染极易导致孕妇发

生癌前病变或宫颈癌，不利于母儿健康，则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孕
妇发生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增加［１７１８］；伴妊娠期高血压孕妇，

因小血管痉挛导致脏器血流灌注降低，器官缺血缺氧可引发母

体子痫，且孕妇胎盘受损，可导致胎儿营养障碍、窘迫或胎盘早

剥等［１９］；伴妊娠期糖尿病孕妇，机体血糖代谢紊乱，增加先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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痫发生风险，且可使胎儿体重过大，导致新生儿窒息等发生，另

高血糖高渗状态可造成羊水增多及胎膜早破［２０］。因此，ＴＣＴ检
测为ＨＳＩＬ、ＨＣＣ／ＡＣＡ及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孕妇不良妊娠结局
风险明显增加，且高龄、妊娠期高血压及糖尿病亦可增加不良

妊娠结局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对 ＨＰＶ感染孕妇行 ＴＣＴ检测可及早发现宫颈
病变，且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经 ＴＣＴ检测为高度病变或癌变、高
龄及妊娠期合并症等均可增加 ＨＰＶ感染孕妇不良妊娠结局发
生风险，临床工作者可据此及早给予防治处理，以促进妊娠结

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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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高位宫骶韧带悬吊术联合子宫颈截除术治疗
生育期子宫脱垂的疗效及术后性功能状况研究
郭红１　沈志娟１　覃小敏１　李琳１　周敏１　王丽２　张慧君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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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生育期子宫脱垂患者进行子宫颈截除术联合腹腔镜高位宫骶韧带悬吊术（ＨＵＳ）
治疗后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１０４例生育期子宫脱
垂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治疗方式随机分成治疗１组与治疗２组，每组各５２例。治疗１组采用ＨＵＳ＋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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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截除术治疗，治疗２组采用ＨＵＳ治疗。比较两组患者实施不同治疗对治疗效果、并发症、生活质量及性功
能的影响。结果　治疗１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６１５％）相比治疗２组（８８４６％）治疗效果显著较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１６３，Ｐ＜００５），而在并发症发生率上，显著（１９２％）比治疗２组（９６２％）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４５２，Ｐ＜００５）；除此以外，在日常生活能力量表（ＡＤＬ）评分上，差异显著较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ｔ＝２４００７，Ｐ＜００５），治疗１组在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及性功能评分（ＰＩＳＱ１２）上，显著较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４７９２、１４２４９，Ｐ＜００５）。结论　将ＨＵＳ＋子宫颈截除术治疗应用于生育期子宫
脱垂患者时，不仅能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增强治疗效果，还能提升生活质量及性功能，此方法值得应用与推

广。

【关键词】　腹腔镜高位宫骶韧带悬吊术；子宫颈截除术；生育期子宫脱垂；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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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在正常情况下不会下垂，而当韧带、肌肉发生张力降
低或者因损伤撕裂时，子宫及其相邻的直肠、膀胱均会发生相

应的位置改变［１２］。临床将子宫从正常位置沿阴道下降，子宫

颈达坐骨棘水平以下，甚至脱出于阴道口外定义为子宫脱垂。

临床表现为阴道口有物脱出，且小腹下坠隐痛，脱出物会在严

重时不能回纳；除此以外，还有白带异常，有秽臭甚或出血表现，

常伴有尿频、失禁或排尿困难等表现［３４］。子宫脱垂还可表现

出疼痛症状，主要是由于患者在合并感染时发生红肿溃烂疼

痛。引起子宫脱垂的原因主要与分娩损伤、长时间腹压增加、盆

底组织发育不良或退行性变等有关。临床在治疗时多以 ＨＵＳ
治疗为主，但越来越的医疗工作者正研究更高效的治疗手

段［５］。本研究采用ＨＵＳ＋子宫颈截除术治疗，为临床治疗方案
提供借鉴。

!

　对象与方法
１１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

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０４例生育期子宫脱垂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６］：①资料健全者；②无其他脏器系统
病变者；③所有患者均经过临床诊断及检查确诊为子宫脱垂。
排除标准［７８］：①急性生殖道炎症者；②严重肝肾功能异常者；
③宫颈恶性病变者。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经过湖北文理
学院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以住院号尾数单双号将其分成治疗１组与治疗２组，每组

各５２例。进行ＰＯＰＱ评分及分期，治疗１组中Ⅱ期有２８人，Ⅲ
期有２４人；年龄范围２８岁 ～３９岁，年龄（３１８２±３３８）岁；治
疗２组中Ⅱ期有２７人，Ⅲ期有２５人，年龄范围２７岁～３８岁，年
龄（３１５７±３３３）岁。两组患者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治疗１组：在全麻插管后帮助患者取膀胱截石位，举宫器在

外阴、阴道、宫颈采取常规消毒后放置，于脐部作一约１ｃｍ的横
行切口，腹腔内随后插入１０ｍｍ套管行ＣＯ２气腹，将腹腔镜置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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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再对子宫、附件情况展开观察，着重注意盆腹腔有无粘粘，

行１０ｍｍ、５ｍｍ切口于两侧下腹处，并置入相应规格套管，对双
侧输尿管走形进行观察后，将１：２０万肾上腺素的生理盐水注射
其中。待水分离间隙后，对腹膜进行电切开，游离宫骶韧带，使

用１０可吸收线对双侧宫骶韧带进行折叠缝合。取出举宫器，
检查子宫颈位置，使宫颈距阴道外口约３ｃｍ。联合子宫颈截除
术，在坐骨棘中点处，缝合宫骶韧带，将宫骶韧带悬吊至宫颈周

围环后侧，随后修复其他盆底部位特异性缺陷。治疗２组：采用
ＨＵＳ治疗，手术方法与治疗１组一致。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术后对其进行 ＰＯＰＱ评分，以评分来判断治疗效果。０
度为显效，Ⅰ度有有效，Ⅱ度及Ⅲ度均视为无效，计算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５２×１００％。②观察并记录两组并发症发生情
况，包括出血、排尿困难、尿路感染及下腹坠胀等。③观察并记
录两组性功能问卷（ＰＩＳＱ１２）评分，此评分包括情感、生理及性
伴侣三个方面，总分为１８分，分数越高代表性功能越好。④评
估患者ＡＤＬ、ＱＯＬ评分。ＡＤＬ：最高分为５６分，＞１４分为有不
同程度的功能低下，分数与生活质量呈反比，分数越高表示生

活质量越低。ＱＯＬ：满分为６０分，分数与生活质量呈正比，分数
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ＩＢＭ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２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在总有效率上，治疗１组患者（９６１５％）与治疗２组患者相
比（８８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１组 ５２ ２８（５３８５） ２２（４２３１） ２（３８５）　 ５０（９６１５）

治疗２组 ５２ １６（３０７７） ３０（５７６９） ６（１１５４） ４６（８８４６）

ｘ２值 — — — ４１６３

Ｐ值 — — — ００４１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
治疗１组患者（１９２％）在并发症发生率上显著比治疗２

组患者（９６２％）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出血 排尿困难 尿路感染 下腹坠胀 发生率

治疗１组 ５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１９２）

治疗２组 ５２ １（１９２） ２（３８５） １（１９２） １（１９２）５（９６２）

χ２值 — — — — ５４５２

Ｐ值 — — — — ００２０

２３　两组患者ＡＤＬ、ＱＯＬ评分对比
两组治患者疗前的ＡＤＬ、ＱＯ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在ＱＯＬ评分上治疗１组显著较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ＡＤＬ评分上显著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ＰＩＳＱ１２评分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ＰＩＳＱ１２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在ＰＩＳＱ１２评分上治疗１组患者显著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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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Ｌ、ＱＯＬ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ＡＤ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ＱＯ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１组 ５２ ４１７７±４２６ １５８５±１９４ ２２３１±２５３ ５２５３±５６１

治疗２组 ５２ ４１６４±４４５ ２６７３±２６３ ２２４８±２４２ ３８４８±３９３

ｔ值 ０１５２ ２４００７ ０３５０ １４７９２

Ｐ值 ０４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６３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ＰＩＳＱ１２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ＩＳＱ１２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１组 ５２ ４２５±０４６ １６８９±１５３

治疗２组 ５２ ４１６±０４１ １２６７±１４９

ｔ值 １０５３ １４２４９

Ｐ值 ０１４７ ００００

,

　讨论
子宫脱垂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５０％以上的经产妇均

可遭受此病困扰，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９１０］。其病因是多方

面的，但确切的患病率及发病因素尚不明确，其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可由多种因素共同形成，其中阴道分娩是导致该病最主要的

因素［１１］。

子宫脱垂患者在日常活动时，腹压上升，阴道会有肿物排

出，不仅会使阴道壁长期摩擦引起溃疡，易出现继发感染及尿潴

留，严重者可发生张力性尿失禁［１２１３］。随着年龄的增大，ＰＯＰ
发病率逐年升高，可引起一系列心理问题、社会和卫生问题，但

常临床被低估，既往重视少［１４］。ＨＵＳ治疗是临床针对生育期子
宫脱垂患者采取的常用治疗方案，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随后临床

发现，该术术后部分患者会有持续性的坠胀感，并发症较多，治

疗效果不佳。张娅、张娴、李爱华等人研究表示［１５］，在常规ＨＵ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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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采用子宫颈截除术能有效并发症发生率较多情况，尤

其是避免患者出现持续性的坠胀感，能显著提升治疗效果，可

将并发症发生率降低至２００％。本次研究结果表明，治疗１组
在治疗总有效率上显著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在ＡＤＬ评分上显著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并发症发生率上显著较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ＰＩＳＱ１２、ＱＯＬ评分上显著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高位宫骶韧带悬吊术是目前临床常用手术，具有创伤
小、恢复快、视野清晰等特点，可以保持正常阴道生理位置，重新

达到坐骨棘水平，在配合子宫颈截除术，不仅能改善临床症状，

减少持续性的坠胀感，还能提升性生活。从常规高位宫骶韧带

悬吊术术后常出现坠胀感的原因我们发现，引起患者术后发生

此情况的原因在于生育期的患者普遍存在子宫颈较长的情况，

临床可配合子宫颈截除术，即可减少此情况发生，改善性功能，

提升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生育期子宫脱垂患者在使用 ＨＵＳ＋子宫颈截除
术治疗时，不仅治疗效果显著，改善性功能，还可减少并发症的

产生，提升生活质量，此方法值得临床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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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麻醉方式治疗高危剖宫产妇的疗效观察
丰陈△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麻醉科，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要】　目的　为了提高高危剖宫产产妇的麻醉效果，探讨和研究应用不同麻醉方式的价值和意义。
方法　根据随机数字表方法的要求从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接收的１２０例剖宫
产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接受腰硬膜外联合麻醉方式的设为观察组（ｎ＝６０），接受硬膜外麻醉方式的设
为对照组（ｎ＝６０），比较不同的麻醉方式疗效差异。结果　研究数据表明，观察组和对照组均能取得一定的
麻醉效果，但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各评估指标（阻滞起效时间、最大感觉阻滞时间、最大感觉阻滞平面、

感觉阻滞持续时间）以及麻醉效果明显占据优势，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高危
产妇的剖宫产术中选择硬膜外麻醉方式，既能够提高麻醉效果，又能够减少术中疼痛，效果显著，值得推广。

【关键词】　剖宫产术：高危产妇；麻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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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手术目前已经在临床得到推广和普及，其较高的安
全性和较短的手术时间得到广大医患的普遍认可，在临床的应

用率越来越高，其对麻醉的要求也随之提高［１２］。剖宫产术不

仅要求有较快的麻醉诱导，而且要能够让患者在术中保持较好

的肌肉松弛，最大限度的保证术中母婴安全［３］。高危剖宫产产

妇是现阶段我国产妇或围产儿死亡的主要原因，适时终止妊娠

是常用的治疗手段，而适宜的麻醉方式则是保证产妇病情稳

定，手术成功的关键［４］。为了提高高危剖宫产产妇的麻醉效

果，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对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接诊
的１２０例高危剖宫产产妇分别采取不同的麻醉方式，取得了一
定的研究结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根据随机数字表方法对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来我院
行剖宫产产妇中挑选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分组。
其中接受腰硬膜外联合麻醉方式的设为观察组（ｎ＝６０），接受
硬膜外麻醉方式的设为对照组（ｎ＝６０），入组产妇均满足中华
医学会产科分会最新拟定的高危剖宫产诊断标准且并需行剖

宫产手术。研究通过南京市溧水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讨论

且患者及家属对此次研究表示理解并签订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产妇在术中麻醉方式选择硬膜外麻醉，具体为：体

位选择侧卧位，应用１８号硬膜外穿刺针从腰脊间隙进行穿刺，
向头方向置管３ｃｍ～４ｃｍ，从硬膜外注射２％利多卡因注射液
（５ｍＬ／支国药准字Ｈ１４０２３５５９晋城海斯制药有限公司）３ｍＬ，观
察５分钟内是否出现脊麻表现，如果无则继续给予２％利多卡
因注射液６ｍＬ～１０ｍＬ注射，直至出现脊麻表现。调整患者术
中体位，保持麻醉平面在Ｔ６平面以下，对于术中平均动脉压低
于常规１５％的患者要及时给予盐酸麻黄碱注射液（３０ｍｇ／支　
国药准字 Ｈ２１０２２１４２东北制药集团沈阳第一制药有限公司）
１５ｍｇ静脉推注。而观察组患者术中则选择腰硬膜外联合麻醉
方式，具体为：术前０５小时给予硫酸阿托品注射液（１ｍｇ／支 国
药准字Ｈ４１０２１２５６　遂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０５ｍｇ＋咪达唑

仑注射液（５ｍｇ／支 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８００２５　江苏恩华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１０ｍｇ肌肉注射，进入到手术室后给予乳酸格林液静脉
滴注。体位选择侧卧位并保持头高脚低状态，穿刺间隙选择腰

２３间隙或者腰３４间隙，穿刺针选择２６Ｇ／１６Ｇ，当硬膜外穿刺
针进至硬膜外腔并有脑脊液流出时将腰麻针刺入至蛛网膜下

腔并给予麻醉药物注入，注入 ０７５％盐酸布比卡因注射用
（５ｍＬ／支　国药准字 Ｈ３７０２２１０７　山东华鲁制药有限公司）
０８ｍＬ～１８ｍＬ，且每间隔５０分钟从硬膜外给予０７５％盐酸罗
哌卡因注射液（１０ｍＬ／支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０３２５广东华润顺峰
药业有限公司）５ｍＬ注射。手术完成后取出穿刺针，同时将直
接为３０ｃｍ左右的导管留置于头侧，将麻醉平面控制在 Ｔ６平
面以下。

１３　观察指标［５］

详细记录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各评估指标（阻滞滞起效时

间、最大感觉阻滞时间、最大感觉阻滞平面、感觉阻滞持续时

间）并应用统计学软件比较其差异。

麻醉效果分为３个级别，其中优是指肌肉松弛效果好，术中
配合度高；良是指术中肌肉较紧，能够保证手术进行；差是指患

者肌肉处于紧张状态，无法开展手术。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产妇和对照组产妇各评估指标对比

观察组产妇年龄范围 ２１岁 ～３５岁，年龄（３４６±６５）岁；
怀孕时间范围３５周～４１周，怀孕时间（３７５±２５）周；首次和
再次分娩产妇分别为３２例和２８例。对照组产妇年龄范围 ２０
岁～３６岁，年龄（３４５±６４）岁；怀孕时间范围３６周～４０周，怀
孕时间（３７４±２４）周；其中首次和再次分娩产妇分别为３１例
和２９例。对照组和试验产妇一般资料（年龄、怀孕时间、分娩
次数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具有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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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研究数据表明，观察组产妇和对照组产妇均能取得一定的

麻醉效果，但和对照组产妇相比观察组产妇患者各评估指标

（阻滞滞起效时间、最大感觉阻滞时间、最大感觉阻滞平面、感

觉阻滞持续时间）明显占据优势，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观察组和对照组产妇麻醉效果对比分析

研究表明，观察观察组组和对照组均能取得一定的麻醉效

果，但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麻醉效果明显占据优势，两组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产妇各评估指标对比 （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阻滞滞起效时间（ｍｉｎ） 最大感觉阻滞时间（ｍｉｎ） 最大感觉阻滞平面（Ｔ） 感觉阻滞持续时间（ｍｉｎ）

观察组 ６０ １４２２±４１６ ２１６５±１７２ ９５２±３１３ ２８１５６±１４３５

对照组 ６０ １７２４±４７６ ２６９６±１９６ ６７３±３８７ ２３７８９±１４７５

ｔ值 ２６６０ １１３３８ ３１２１ １１８１５

Ｐ值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产妇麻醉效果对比分析［ｎ（％）］

组别 例数 优 良 差 总优良率

观察组 ６０ ４８（８０００） １０（１６６７） ２（３３３） ５８（９６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２４（４０００） １２（２０００） ４８（８０００）

χ２值 — — — ８０８６

Ｐ值 — — — ０００４

,

　讨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产科中剖宫产手术

的临床应用水平逐年提高，目前已成为挽救高危产妇、围产儿

生命的重要手段［６７］。虽然剖宫产手术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

值，但是其在临床的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包括术中

出血、术后血栓形成、再次妊娠形成前置胎盘、再次妊娠子宫破

裂等，同时临床研究发现，剖宫产新生儿的抵抗力和阴道产新

生儿相比其抵抗力有所降低，容易出现呼吸系统疾病和弱

势［８９］。这就要求在术前必须正确评估产妇病情并完善相关辅

助检查，明确产妇是否能够耐受手术，既往是否有药物过敏史，

胎儿发育情况等［１０］。

剖宫产是近年来临床常用的手术方式，其麻醉方式很多，

但各有利弊［１１］。全身麻醉虽然能够取得一定的麻醉效果，但是

术中麻醉药用量较大，容易引发新生儿神经系统毒性，限制了

其在剖宫产中的应用［１２］。硬膜外麻醉和腰硬膜外联合麻醉是
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剖宫产麻醉方法。硬膜外麻醉是指硬膜外

间隙的阻滞麻醉，麻醉师将局麻药注入硬膜外腔，起到阻滞脊

神经根的作用，暂时导致其所支配区域麻痹。根据手术的需要，

可选择高位、中位、低位以及脊管进行阻滞麻醉。硬膜外麻醉是

临床公认的安全有效的麻醉方法，其阵痛效果可靠，分娩时产

妇可以参与全程，可进食水，有助于分娩过程的进行。但是由于

产妇的个体差异等原因，部分患者的阵痛效果不理想，而且其

存在麻醉诱导时间和有效镇痛时间较长、阻滞效果差的缺点，

导致产妇在术中容易出现自觉疼痛，影响手术顺利进行。腰硬

联合麻醉师硬膜外麻醉和蛛网膜下腔麻醉联合应用的一种麻

醉方法，具有起效快，效果确切的优势，此外，联合麻醉的麻醉时

间不受限制，局麻药用量小，药物中毒发生率低，便于术后硬膜

外阵痛，因此在临床工作中具有明显的优势。黄金波等对１８０

例长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联合麻醉的产妇宫缩时疼痛ＶＡＳ评分
明显降低。

此次研究显示，观察组和对照组均能取得一定的麻醉效果，

但和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各评估指标（阻滞滞起效时间、最

大感觉阻滞时间、最大感觉阻滞平面、感觉阻滞持续时间）以及

麻醉效果明显占据优势（Ｐ＜００５），这说明腰硬联合麻醉在高
危产妇剖宫产术中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也和绝大多数研究报

道相一致［１３］。腰硬联合麻醉具有硬膜外麻醉和腰麻的优点，术

中神经阻滞效果完全，能够明显减轻术中产妇的疼痛，而且由于

放置了硬膜外导致，方便术中临时增加局麻药，和其他麻醉方式

相比其蛛网膜下腔用药量明显减少，有利于减少各种不良事件

的发生［１４１５］。

总之，将硬膜外麻醉方式应用于高危产妇的剖宫产术中，能

够起到较好的麻醉效果，减少产妇术中疼痛，效果显著，值得推

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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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祛瘀汤联合孕三烯酮对子宫内膜异位症
伴不孕症患者腹腔镜术后疗效及妊娠率的影响
王秀贤１△　王素贤２　许永芳１　孟红霞１　吕淑娴１　王胜敬１

１邢台县中心医院妇产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１
２邢台县中心医院超声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１

【摘要】　目的　研究补肾祛瘀汤联合孕三烯酮对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腹腔镜术后的疗效及
妊娠率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邢台县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２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伴
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６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
的基础上联合补肾祛瘀汤，治疗６个月经周期。对照组患者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术后予以孕三烯酮治疗，治
疗６个月经周期。检测两组患者血清促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观察记
录症状缓解情况、复发情况、妊娠情况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９８３％）显
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８３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复发率（１７％）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１５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２年妊娠率（６８３％）高于对照组患者
（４３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均有所降低，观察组患
者各项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３３３％）高于观察组患者（１５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
症患者实施腹腔镜手术，术后给予补肾祛瘀汤联合孕三烯酮治疗，能够有效调节患者性激素水平，缓解各种

症状，降低复发率，提高２年妊娠率，并且不良反应较少。
【关键词】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症；补肾祛瘀汤；孕三烯酮；腹腔镜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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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妇科常见疾病，患者由于雌激素水平明
显变化，引起月经异常、痛经等表现［１］；同时，由于异位的内膜

组织容易侵犯卵巢组织，这不仅影响卵巢功能，还会影响子宫、

输卵管位置，使生殖系统粘连，故患者经常伴有不孕症。这不仅

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也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２］。有关文献

报道［３］，３０％ ～５０％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伴有不孕症，而
３５％的不孕症患者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两者相互影响、密切相
关。近年来，腹腔镜手术已经成为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金标

准，而且术后结合药物加强治疗也逐渐成为共识。中医治疗不

孕经验丰富，认为肾虚血瘀是其主要病机，治疗以补肾化瘀为

主。本研究对我院诊治的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采用腹腔镜手

术结合补肾祛瘀汤与孕三烯酮进行治疗，观察疗效及对妊娠率

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邢台县中心医院诊治的
１２０例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
２２岁～４１岁，年龄（２８６５±６２３）岁。纳入标准：①符合子宫内
膜异位症的诊断标准［４］。有痛经、月经紊乱、盆腔包块等症状

或体征；血清 ＣＡ１２５＞３５Ｕ／ｍｌ；腹腔镜手术后病理确诊为子宫
内膜异位症。②符合不孕症的诊断标准［５］。正常性生活１年
以上，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输卵管畅通而未怀孕，且配偶精液

相关检查无异常。③中医辨证为肾虚血瘀证［６］。主证：经期不

定，经来腹痛；次证：月经量少，血稀色暗，阴部空坠，头晕失眠，

性欲减退，形体消瘦，潮热盗汗，腰膝酸软，口干舌燥；舌脉象：舌

黯淡，舌苔薄白，脉沉细。④无腹腔镜手术禁忌证。排除标准：
①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②合并输卵管、卵巢器质病变。③既
往有腹部手术史。④合并恶性肿瘤者。⑤近４周内有激素类药
物应用史。⑥因配偶原因所致的不孕症。本研究报经邢台县中
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所有患者及家属均已签署研

究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观察组６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１岁，年龄（２８７４±６２２）岁，不孕年限（３２５±０９０）年；美
国生育协会修正分期［５］（ｒＡＦＳ）：Ⅰ期１７例，Ⅱ期２３例，Ⅲ期
１１例，Ⅳ期９例；盆腔腹膜异位症１７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
肿２２例，输卵管伞端黏连２１例，体质量指数（２２４９±２５５）ｋｇ／
ｍ２。对照组６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４０岁，年龄（２８２５±
６３０）岁，不孕年限（３２２±０８７）年；美国生育协会修正分期［５］

（ｒＡＦＳ）：Ⅰ期１８例，Ⅱ期２１例，Ⅲ期１３例，Ⅳ期８例；盆腔腹
膜异位症１８例，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２２例，输卵管伞端黏连
２０例，体质量指数（２２６０±２５９）ｋｇ／ｍ２。比较两组患者年龄、
不孕时间、分期、病型等一般病历资料，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月经结束后７ｄ行腹腔镜手术治疗，消除病
灶，松懈盆腔黏连，恢复正常解剖关系。盆腔腹膜异位症患者，

予以烧灼及切除术；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患者，给予囊肿剔除

术，输卵管伞端粘连患者，给予粘连松懈术，术中检查输卵管畅

通情况，术后注射透明质酸７５ｍＬ防止黏连，并常规抗感染处
理。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基础上联合补肾祛瘀汤治

疗，药方：黄精 １５ｇ，何首乌 １５ｇ，山药 １２ｇ，淫羊藿 １２ｇ，熟地黄
１０ｇ，川芎１０ｇ，菟丝子１０ｇ，陈皮１０ｇ，牡丹皮１０ｇ，紫河车１０ｇ，鹿
角片１０ｇ。补肾祛瘀汤由邢台县中心医院煎药室煎制，４００ｍＬ／
剂，１剂／ｄ，分早、晚餐后服用，月经期停药，连续治疗６个月经
周期。对照组患者给予孕三烯酮片（华润紫竹药化有限公司，

生产批号：２０１５０１２３２）２５ｍｇ／次，口服，２次／周，术后月经来潮
第１天开始服药，每次服用均在相同时间点，连续治疗６个月经
周期。两组患者治疗结束后，定期复查并开始试孕，随访至

２０１７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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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共有３项：①治疗后症状改善情况、复发情况、妊

娠情况，计算复发率和妊娠率。②治疗前后性激素变化，包括促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雌二醇（Ｅ２）、促黄体生成素（ＬＨ）。③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５　疗效评定标准

根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评定治疗效果：①完
全缓解：患者痛经、月经不调等临床症状消失，囊肿及包块消失，

或成功受孕；②缓解：患者症状消失，囊肿或包块明显缩小；③无
效：患者随访期间复发，包块增大，囊肿存在超过２个月。总有
效率＝（完全缓解＋部分缓解）／例数×１００％。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症状缓解和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症状缓解总有效率（９８３％）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８３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复发率（１７％）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１５０％），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２年妊娠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 ２年妊娠率（６８３％）高于对照组患者
（４３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症状缓解有效率和复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无效 总有效率 复发率

观察组 ６０ ４５（７５０）１４（２３３） １（１７） ５９（９８３）１（１７）　

对照组 ６０ ２９（４８３）２１（３５０） １０（６７） ５０（８３３）９（１５０）

χ２值 — — — ８１０７ ６９８２

Ｐ值 — — —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２３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水平
均有所降低，观察组患者型激素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２年妊娠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受孕 流产 未孕 妊娠率

观察组 ６０ ４１（６８３） １（１７） １８（３００） ４１（６８３）

对照组 ６０ ２６（４３３） ４（６７） ３０（５００） ２６（４３３）

χ２值 — — — ７６０４

Ｐ值 — — — ０００６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３３３％）高于观察组患者

（１５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ＦＳＨ（Ｕ／Ｌ） ＬＨ（Ｕ／Ｌ） Ｅ２（ｎｇ／Ｌ）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５７１±１４７ ６７７±１５５ １８５２６±４２６５

治疗后 ３９２±１４２ａ ４２６±１３３ａ １２２５４±３５２６ａ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５６６±１５２ ６７５±１５３ １８２６３±４１３３

治疗后 ２４７±１２２ｂ ２５５±１１３ｂ ９８４５±２０１９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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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阴道出血 转氨酶升高 潮热 痤疮 其他 不良反应发生

观察组 ６０ １（１７） ７（１１７） １（１７） ０（０）　 ０（０）　 ９（１５０）

对照组 ６０ ５（８３） ６（１００） ３（５０） ４（６７） ２（３３） ２０（３３３）

χ２值 — — — — — ５５０２

Ｐ值 — — — — — ００１９

,

　讨论
近年来，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国内临床研

究显示［８］，３０％～５０％的患者伴发不孕症。目前，子宫内膜异
位症导致不孕的发病机制还不明确，认为其可能与卵巢功能异

常、盆腔结构改变、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变等因素有关［９］。子宫

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的首选治疗方案是腹腔镜手术治疗，其

目的是切除病灶并恢复正常的解剖结构。ＳｕｒｒｅｙＥＳ［１０］的 ｍｅｔａ
分析结果显示，腹腔镜手术能够提高患者术后妊娠率和活产率，

但无法完全恢复患者的生育能力，患者尽早手术并给予足够的

时间（１２个月以上）有利于术后自然妊娠。孕三烯酮是睾酮类
衍生物［１１］，不仅具有雌孕激素功效，还具有抗性激素功效，能够

有效抑制患者体内性激素的产生与分泌，应用于腹腔镜术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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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够抑制消除手术未清除的微小病灶，从而预防复发和提

高妊娠率［１２］。

中医认为，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不孕症的主要病机是肾虚

血瘀［１３］，患者冲任受损，胞宫藏泻失调，经血外溢成为离经之

血，蓄积于胞宫外，形成淤血，长此以往血瘀不通，引发盆腔痛、

痛经、结节等症状［１４］。淤血的发生与肾虚、寒凝、气滞和痰湿等

因素密切相关，其中肾虚最为常见。肾在女性正常生殖活动中

起主导作用，主要是控制肾天葵冲任胞宫轴的功能稳定［１５］。

当患者肾阳不足时，则导致阴寒内盛，而冲任虚寒，血失温煦；且

胞宫瘀血凝滞，加重肾虚，肾虚血瘀是本病的病因病机，其中肾

虚是本，血瘀是标［１６］，治法以补肾活血、调经助孕为主，本次采

用补肾祛瘀汤。方中黄精健脾益肾、补气养阴。何首乌有养血

滋阴、补肝肾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显示［１７］：何首乌会引起肝功

能损害，本研究中患者转氨酶升高较为多见，停药后可以自行

缓解；山药健脾益肾，含有丰富的黏蛋白、皂苷，有很强的滋补作

用；淫羊藿是补肾益精之要药；熟地黄补血滋阴、益精填髓，与川

芎活血止痛、行气开郁搭配，可以治疗月经不调［１８］；陈皮理气健

脾；菟丝子、牡丹皮补肝益肾、活血化瘀；紫河车补气益精；鹿角

片可以补肾阳、益精血、行血消肿［１９］。

本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后两组患者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水平均有
所降低，观察组患者各项指标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００５），这说明中西医联合治疗降低性激素水平的作用更为明
显。观察组患者症状缓解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复发率低于

对照组患者，此与文献报道［２０］结果一致。这说明采用本方案治

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效果值得肯定，这是因为补肾祛瘀汤能够从

根本上纠正患者病理状态，从而提高了疗效。观察组患者２年
妊娠率也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术后时间的

增长，患者卵巢功能逐渐降低，增加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的

风险，也降低了妊娠率。通过中药治疗，调节患者气血状态，提

高了患者妊娠率。也有研究［２１］称，中药治疗可能与调节患者免

疫功能有关，这为今后研究提供了方向。

综上所述，对子宫内膜异位症伴不孕症患者实施腹腔镜手

术，术后给予补肾祛瘀汤联合孕三烯酮治疗，能够有效调节患

者性激素水平，缓解各种症状，降低疾病复发率，提高２年妊娠
率，并且不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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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促排卵汤联合克罗米芬治疗多囊综合征
不孕症的临床疗效研究
赵敏英１△　何茹２　何韦川２　刘盼１　吴伟红３

１石家庄市第一医院生殖医学科，石家庄 ０５００１１
２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产二科，河北 定州 ０７３０００
３定州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河北 定州 ０７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补肾促排卵汤联合克罗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
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诊治的１３０例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１３０例患者
分为两组，每组６５例。对照组为克罗米芬单纯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服补肾促排卵汤。３个
月经周期为１个疗程，共１个疗程。观察临床治疗效果及对性激素和卵巢血流动力学的影响。结果　观察
组妊娠率和排卵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基础激素水平比较，
观察组 ＬＨ／ＦＳＨ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Ｔ水平及Ｅ２水平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优势卵泡直径、子宫内膜厚度和ＰＳＶ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而 ＰＩ和ＲＩ明显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７５３％，高于对照组的４６１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的不良反应。结论　补肾促排卵汤联合克罗米芬治疗多囊
卵巢综合征不孕症临床疗效理想，不良反应轻微，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补肾促排卵汤；克罗米芬；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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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妇产科工作中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其中因排卵障
碍导致不孕占不孕症的２０％～４０％［１２］。在排卵性障碍疾病中，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最常见的
原因之一，目前，ＰＣＯＳ导致的排卵功能障碍西医治疗多采用化
学药物进行促排卵治疗［３４］。然而西医治疗 ＰＣＯＳ患者妊娠成
功率并没有明显提升，还会造成副作用如卵巢过度刺激综合

征，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应用［５］。祖国传统医学认为肾虚血瘀

型是ＰＣＯＳ不孕症的主要症型，采用辨证施治，且疗效肯定［６］。

但中医治疗起效缓慢，不少临床研究结合中西医各自优势用于

治疗ＰＣＯＳ不孕症，且疗效明显增加，不良反应减少［７］。国医大

师夏植成教授提出了补肾调周法，其中补肾促排卵汤在临床上

广泛运用，该方通过补肾，进而促使排卵，重建月经周期［８］。本

研究采用克罗米芬联合补肾促排卵汤治疗 ＰＣＯＳ不孕症６５例，
临床效果较好。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诊治
的１３０例 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对象意
愿，将研究对象按照数字表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６５例。西医诊断标准：目前全球推荐的“鹿特丹专家会议”所制
定的标准［９］。中医诊断符合《中医妇科学》中有关闭经、不孕症

的诊断标准［１０］。纳入标准：①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②配偶外
生殖器正常，勃起功能正常，精液常规正常，免疫指标正常；③夫
妻性生活正常。排除标准：①其他原因导致的不孕症，②不符合
研究纳入标准，未按要求进行治疗的。本研究经石家庄市第一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于月经或黄体酮撤退性出血的第５天开始口服

克罗米芬５０ｍｇ／ｄ～１００ｍｇ／ｄ，连服５ｄ，第１０天开始阴道 Ｂ超
监测子宫内膜和卵泡发育，当 ＰＣＯＳ不孕症患者最大卵泡的平
均直径≥１４ｍｍ时对尿黄体生成素（ＬＨ）进行监测，当出现尿
ＬＨ峰或至少有１个卵泡直径≥１８ｍｍ时，肌肉注射人绒毛膜促
性腺激素（ｈＣＧ）５０００Ｕ～１００００Ｕ，指导患者同房。观察组在对
照组基础上加服用补肾促排卵汤，组成为山萸肉 ６ｇ，鹿角片
１０ｇ，川断、熟地黄、菟丝子、炒当归、山药、赤白芍、丹皮、红花各
６ｇ，五灵脂１２ｇ，于月经第五日开始服原方去五灵脂、红花、鹿
角片，加枸杞子１５ｇ、女贞子１０ｇ，优势卵泡直径长至１８ｍｍ时服
原方加三棱１５ｇ、义术１５ｇ，每日１剂，早晚各煎服１次，３个月
经周期为１个疗程，进行为期１个疗程的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相关指标观测　月经周期第 １１天 ～第１２天行经阴道
Ｂ型超声监测优势卵泡大小、数目、子宫内膜厚度及卵巢血流动
力学，其中卵巢血流动力学包括搏动指数（ＰＩ）、阻力指数（ＲＩ）、

最大血流速度（ＰＳＶ）。
１３２　放射免疫法测定　雌二醇（Ｅ２）、ＬＨ、ＦＳＨ水平采用放
射免疫法进行测定 。血 ＨＣＧ测定在排卵２周后进行，阳性者
为妊娠；排卵后３０ｄ后再行彩超检测，成功妊娠的判定标准为：
彩超显示孕囊和胎心搏动 。计算排卵率、妊娠率，记录治疗期

间不良反应。

１４　疗效判定
以《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诊断专家共识》［１１］和《新编中医妇

科学》［１２］中相关标准，临床疗效判断如下：治愈：患者月经周期、

经期规律，并且月经色和量无异常，或者 自然怀孕；有效：治疗

后患者虽未妊娠，月经周期经期不稳定，但月经色质、量较治疗

前有所改善；无效：患者月经周期经期不规律，月经色质、量无明

显改善。总有效率＝（治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５岁，年龄（２５４８±３５４）岁，
病程范围１年～７年，病程（３４４±１９４）年。其中观察组年龄
（２４４８±３２４），病程（３４２±１４６）年，对照组年龄（２６４４±
３６６）岁，病程（（３４６±１９６）年，两组病程和年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妊娠情况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妊娠率和排卵率，结果表明观察组患

者妊娠率和排卵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早期流产和多胎妊娠发生率，两组患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妊娠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排卵 妊娠 早期流产 多胎妊娠

观察组 ６５ ５８（８９２３） ２５（３８４６） ２（８００） ３（１２００）

对照组 ６５ ４１（６３０７） １４（２１５３） １（７１４） ２（１４２８）

χ２值 １２２４１８ ４４３２２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４１９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５３ ０９２３２ ０８３７７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性激素水平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后基础激素水平比较，观察组患者 ＬＨ／ＦＳＨ

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ＬＨ、Ｔ
水平及Ｅ２水平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治疗后基础性激素水平（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ＦＳＨ（倍） Ｔ（ｎｇ／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观察组 ６５ ６４６±１１９３ ８４６±２９３ ０７６±０１２ ０８９±０１３ ５２６２±３４０５

对照组 ６５ ９５６±１２４７ ６５６±２４７ １４６±０６５ ０８８±０２５ ６２８７±２８４７

ｔ值 １４４８２ ３９９７３ ８５３８１ ０２８６１ １８６１９

Ｐ值 ０１５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５２ ００６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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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优势卵泡直径、子宫内膜厚度及血流动力学
观察组患者优势卵泡直径 、子宫内膜厚度和ＰＳＶ水平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者，而 ＰＩ和ＲＩ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优势卵泡直径、子宫内膜厚度及血流动力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优势卵泡直径（ｍｍ）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ＰＩ ＲＩ ＰＳＶ（ｃｍ／ｓ）

观察组 ６５ ２０７４±４５２ １３８３±１８３ ２０２±０７８ ０８５±０１６ １３７５±６４５

对照组 ６５ １６３６±２９５ ９７２±１６８ ２６２±０９４ ０６９±０１４ １０５６±４７４

ｔ值 ６５４２４ １３３３８６ ４９６０３ ６０６７５ ３２１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７

２５　两组患者临床疗程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７５３％，高于对照组的４６１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６５ （２６１５） （４９２３） （２４６２） ４９（７５３８）

对照组 ６５ （１２３１） （３３８５） （５３８５） ３０（４６１５）

Ｚ?χ２值 ２２９１４ １１６４８１

Ｐ值　 ０３４５３ ００００６

２６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两组患者均未发生明显的不良反应。

,

　讨论
ＰＣＯＳ主要病因为内分泌失调导致排卵障碍，但具体发病

机制目前尚未清楚，诸多研究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诱发因素包

括生活方式混乱和饮食结构不合理等［１３］。西药克罗米芬是目

前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的常用药物，用于促排卵治疗，

但该药物可使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变薄，于胚胎着床不利，使受

孕率降低［１４］。在祖国传统医学中，虽无 ＰＣＯＳ的相关专门记
载，但是多将ＰＣＯＳ归属于“闭经”“崩漏”“不孕”等疾病范畴，
中医理论认为 ＰＣＯＳ的发生与肾、肝、脾脏的功能失常密切相
关，肾为先天之本，且是五脏六腑之本，机体五脏功能失调终责

之于肾，无论是脾虚，或是肝郁气滞，瘦疲等病证形成多与肾虚

有着密切关系，虽疾病症候兼夹多见，疾病证型亦时常演变，但

ＰＣＯＳ发病机制仍以脾肾阳虚、痰湿阻滞胞宫等证为主［１５１６］。

故对该病的治疗应以补肾健脾治其本，化痰祛瘀利湿治其标。

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补肾促排卵的观察组排卵率、妊娠率明

显高于单纯西药治疗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基础激素水

平比较，观察组 ＬＨ／ＦＳＨ低于对照组，改善了 ＰＣＯＳ内分泌状
态。两组治疗后优势卵泡直径、子宫内膜厚度和子宫卵巢血流

动力学均有明显改善，其中观察组治疗后改善更为明显，本研

究提示补肾促排卵汤联合克罗米芬治疗ＰＣＯＳ不孕效果更加明
显，克罗米芬促进排卵，再结合中药通过改善患者体质和调节

机体内环境，有利于提高患者妊娠率。研究显示［１７］，患者内分

泌环境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密切相关，故本研究通过性激素

水平反映病情改善情况，补肾促排卵汤有助于改善患者性激素

水平及子宫卵巢供血，从而有利于子宫内膜的生长发育，为患

者受孕提供良好的宫内环境。补肾促排卵汤，来源于“中药人

工周期”法，相关的研究显示，作用于患者的下丘脑可能是补肾

促排卵汤的作用机制，现代药理学研究结果证实补肾促排卵汤

中药物，具有类激素样的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下丘脑垂
体卵巢轴分泌功能，降低ＬＨ?ＦＳＨ比值及血清 Ｔ的水平，从而
促进排卵［１８１９］。补肾促排卵汤中山萸肉、鹿角片、川断、熟地

黄、菟丝子滋阴补肾阳，以补肾阳为主，以适应疾病这一时期重

阴必阳的动态变化和阳长的需要，其中鹿角片一药，既能助阳，

又能提高或促进患者基础体温高温相变化，当归、赤白芍、红花、

五灵脂活血化瘀，可促进以气血活动为基础的排卵、且促进血分

中重阴必阳的转化，山药则具有健脾补肾、温阳祛湿之功效，当

优势卵泡直径长至１８ｍｍ时在原方基础上加三棱、义术能够加
强破血行气、活血化瘀之功，因此诸药合用，共同体现了对本病

补肾健脾，化痰祛瘀利湿的治疗原则。同时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方案并未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表明联合应用可保证安全的前

提下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克罗米芬联合补肾促排卵汤物治疗 ＰＣＯＳ不孕
症疗效确切，诱导排卵，改善性激素水平，促进卵泡生长发育，无

明显不良反应，具有潜在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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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对中年子宫肌瘤
患者术后康复及性功能的影响
廖丽川　聂小芬△

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妇科 ４０５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治疗中年子宫肌瘤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２２例中年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手术
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１例患者。观察组患者行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对照组患
者行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比较两组患者的手术指标、术后康复情况、术后不同时间段疼痛（ＶＡＳ评分）情
况、并发症发生率，随访至术后３个月，比较两组患者性功能（ＢＩＳＦＷ评分）。结果　①手术指标：两组患者
肌瘤清除数目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用时均优于对照组患者
（均Ｐ＜００５）。②术后康复：观察组患者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患者
（均Ｐ＜００５）。③疼痛：术后两组患者ＶＡＳ评分均呈下降趋势，且观察组患者下降幅度大于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④并发症：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３３％，２／６１）低于对照
组患者（１４８％，９／６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⑤性功能：手术前，两组患者 ＢＩＳＦＷ各维度评
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手术后３个月，观察组患者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更具有微创
优势，且术后疼痛轻、并发症少，有利于患者早期康复，对改善中年患者性功能亦有积极作用。

【关键词】　中年子宫肌瘤；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术后康复；疼痛；并发症；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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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常见的良性肿瘤疾病，近年来发
病率有明显增长趋势，严重影响广大女性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

量。目前，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是临床治疗子宫肌瘤的重要术

式之一，但是，经过长期临床实践发现，该术式手术视野狭窄且

不清晰，术者需要极其熟悉会阴部各解剖结构毗邻关系和变异

情况，对其操作技术要求相对较高，进而限制了其在临床中的

广泛应用［１２］。随着腔镜外科技术的发展和完善，腹腔镜辅助

下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逐渐应用于临床，且研究结果显示，经

腹腔镜探查盆腹腔，可以确保手术视野清晰、开阔，便于术者辨

认解剖结构，有利于手术操作和减少不必要损伤，手术效果得

到临床普遍认可与支持［３４］。同时，临床发现，全子宫切除术可

以对患者性功能产生一定影响，而中年女性患者对性生活质量

尚有较高要求，故改善中年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功能，已经成

为妇科和性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５］。相关研究进一步显

示，次全子宫切除术不切除宫颈，不仅可以保留子宫部分生理

功能，亦可以对患者心理起到一定安慰作用，故是子宫肌瘤患

者术后性功能的独立保护因素，对改善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具

有积极意义［６］。因此，本研究选取我院１２２例中年子宫肌瘤患
者，分组探讨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的临床效果，现

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
诊治的１２２例中年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
合子宫肌瘤诊断标准［７］，经手术病理确诊；②年龄范围３０岁 ～
５９岁；③无手术禁忌证；④已婚妇女且无生育要求；⑤认知和沟
通能力正常，无精神疾病；⑥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子宫肌瘤生长于宫颈位置；②存在生殖系统其他病变；③肝、
肾功能不全，或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疾病；④合并严重免疫系统
或血液系统疾病；⑤合并子宫颈或子宫内膜恶性病变。年龄范
围３２岁 ～５８岁，年龄（４４７６±４１７）岁；病程范围９个月 ～４

年，病程（２００±０４１）年；肌瘤生长位置：浆膜下２７例，阔韧带
２９例，肌壁间３１例，黏膜下３０例，其他５例；肌瘤直径范围３ｃｍ
～７ｃｍ，肌瘤直径（５１０±０２５）ｃｍ；分娩次数：１次４１例，２次４４
例；３次及以上３７例。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不同手术方式，将１２２例
中年子宫肌瘤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１例患者。观察
组患者行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对照组患者行经阴

道全子宫切除术。本研究已经重庆市开州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实施。

１３　手术方法
１３１　观察组手术方法　观察组患者行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
子宫切除术：气管插管全麻，取膀胱截石位，以气腹针穿刺腹腔，

建立ＣＯ２人工气腹，压力维持在１０～１５ｍｍＨｇ；脐上缘做一１ｃｍ
小切口，插入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后放置腹腔镜，建立观察孔，再于双侧
髂前上棘内约４ｃｍ位置分别做０５ｃｍ小切口，插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
后放置手术操作器械，建立操作孔；经阴道将子宫推向腹腔，双极

电凝离断可能对手术产生干扰的组织，如输卵管峡部、子宫圆韧

带和卵巢固有韧带等，采用金属钛夹阻断双侧子宫动静脉血流，

转阴道手术；将阴道前穹隆处黏膜横行剪开，膀胱上推入盆腔，缓

慢牵出子宫体，对于子宫肌瘤较大无法牵出者，可先剔除肌瘤再

牵出宫体；缝扎子宫两侧动静脉，切除宫体后缝扎止血，确认止血

完善，复位宫颈，缝合盆腔腹膜、阴道黏膜和手术创口，术毕。

１３２　对照组手术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
取平卧位，行硬膜外联合蛛网膜下腔麻醉联合麻醉，改膀胱截石

位，两侧小阴唇固定于外侧皮肤；将阴道前后壁缓慢牵开，宫颈

以钳夹持，充分暴露子宫颈；阴道黏膜注入比例为１：１的肾上腺
素生理盐水，扩张阴道；宫颈予以环形切开，分离膀胱宫颈间隙

和直肠宫颈间隙；将膀胱宫颈韧带、宫骶韧带和主韧带离断，膀

胱子宫反折腹膜予以钝性分离，并对膜中血管予以细致处理，切

断圆韧带、卵巢和输卵管固有韧带；完整剥离子宫后取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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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出血及残留，缝合切口，术毕。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基线资料
观察组

（ｎ＝６１）
对照组

（ｎ＝６１）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４３６±４０７ ４５１５±４２６ １０４７ ０２９７

病程（年） １９８±０４３ ２０２±０３９ ０５３８ ０５９２

肌瘤生长位置 ０４３７ ０９７９

　浆膜下 １３（２１３） １４（２３０）

　阔韧带 １５（２４６） １４（２３０）

　肌壁间 １６（２６２） １５（２４６）

　黏膜下 １４（２３０） １６（２６２）

　其他 ３（４９） ２（３３）

肌瘤直径（ｃｍ） ５１１±０２４ ５０８±０２６ ０６６２ ０５０９

分娩次数 ０００５ ０９９６

　１次 ２１（３４４） ２０（３２８）

　２次 ２１（３４４） ２３（３７７）

　３次及以上 １９（３１１） １８（２９５）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包括以下５项：①手术指标。记录比较两组患者

肌瘤清除数目、术中出血量和手术用时。②术后康复。记录比
较两组患者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和住院时间。③
并发症。统计比较两组患者术后膀胱损伤、输尿管损伤、尿潴留

等发生率。④疼痛。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评估两组患者术后６ｈ、术后１２ｈ和术后２４ｈ疼痛
情况，分值０～１０分，评分越高表示疼痛越明显［８］。⑤性功能。
于术前和术后３个月，采用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ＢＩＳＦＷ）
从性欲、性心理、性高潮、性行为异常４个维度评估两组患者性
功能，评分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９］。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术后不同时间点
ＶＡＳ评分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比）［ｎ
（％）］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肌瘤清除数目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用时均少于对照组患者，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肌瘤清除

数目（个）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用时

（ｍｉｎ）

观察组 ６１ ４３６±１０２ ８５７４±２２３５ ５９３２±１０４５

对照组 ６１ ４４１±１０４ １１７６３±３１７７ ７８６１±１４５８

ｔ值 ０２６８ 　６４１２ 　８３９９

Ｐ值 ０７８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首次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

短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康复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首次排气时间（ｈ）下床活动时间（ｈ）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６１ １７５１±２３３ ２１６２±３４２ ４８４±１２１

对照组 ６１ ２３１４±３５７ ２９３６±５２９ ６０２±１４８

ｔ值 １０３１５ 　９５９７ 　４２８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疼痛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ＶＡＳ评分均呈下降趋势，且观察组下降幅度

大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ＶＡＳ
评分组间、不同时间点、组间·不同时间点交互作用相比，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　两组患者并发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３３％）低于对照组患者
（１４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５。
２５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ＢＩＳＦＷ各维度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观察组患者各维度评分均
高于对照组患者（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不同时间段ＶＡＳ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６ｈ 术后１２ｈ 术后２４ｈ

观察组 ６１ ６１０±１６４ ２１２±０６３ １６４±０２５ １５９±０１９

对照组 ６１ ６０３±１７１ ２９８±０８９ ２０３±０３１ １８３±０２１

组间 Ｆ＝１０１８１，Ｐ＜０００１

不同时间段 Ｆ＝１２４０６，Ｐ＜０００１

组间·不同时间段 Ｆ＝９１８８，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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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膀胱损伤 输尿管损伤 尿潴留 其他 总发生

观察组 ６１ ０（０）　 ０（０）　 ２（３３） ０（０）　 ２（３３）　

对照组 ６１ ２（３３） １（１６） ４（６６） ２（３３） ９（１４８）

χ２值 — — — — ４８９６

Ｐ值 — — — — ００２７

表６　两组患者手术前和术后３个月ＢＩＳＦＷ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欲

手术前 术后３个月

性心理

手术前 术后３个月

性高潮

手术前 术后３个月

性行为异常

手术前 术后３个月

观察组 ６１　 １３２２５±１４２２１６３２９±１８３４１４１５９±１１４７１５８９３±１７６２１２９５８±１１４３１５８２３±１７２６１４５３２±１５２１ １６７２５±１９３６

对照组 ６１　 １３３４８±１３６７１５２３３±１６５８１４０６２±１２６１１５１２４±１５４５１３１４４±１０５６１５０４２±１６８４１４４８５±１６３７ １５９６４±１４５２

ｔ值 ０４８７ ３４６２ ０４４４ ２５６３ ０９３４ ２５３０ ０１６４ ２４５６

Ｐ值 ０６２７ ０００１ ０６５８ ００１２ ０３５２ ００１３ ０８７０ ００１６

,

　讨论
子宫肌瘤是妇科常见病与多发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

示，２０１１年我国子宫肌瘤患病率已达１１２１％，且近年来受饮
食、环境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发病率仍呈不断上升趋势，并

以中年女性为高发群体，成为威胁女性身心健康的重要疾病之

一［１０１１］。目前，子宫全切术是临床治疗无生育要求中年子宫肌

瘤患者的重要手段，但传统开腹手术创伤大、并发症多，且术后

恢复慢，逐渐被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等微创术式所代替［１２］。

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不侵入腹部，

经阴道以最小切口打开腹膜，对机体损伤小，且无瘢痕遗留，在

子宫肌瘤外科治疗中得以广泛应用。但该术式亦存在局限性，

如手术操作空间有限，术中处理子宫附件难度相对较大，对术

者操作技术要求亦相对较高，导致其临床应用受到一定限

制［１３］。近年来，随着国内医疗水平的提升和腔镜技术的迅速发

展，腹腔镜辅助下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已经应用于子宫肌瘤治

疗［１４］。临床发现，腹腔镜辅助下进行手术，可以获得开阔视野，

便于辨认解剖结构，有利于降低手术难度，且可以清晰观察盆

腹腔重要组织及宫角组织、腹膜中血管，有利于减少手术损伤，

提高手术安全性［１５１６］。同时，腹腔镜辅助下能够尽可能保护韧

带及其周围组织免受损伤，有利于减轻术后疼痛，对早期下床

活动、促进康复亦有积极作用。

对于子宫切除范围的选择，目前仍然存在较大争议，虽然

临床普遍认为全子宫切除术可以彻底根治子宫肌瘤，但也有研

究指出，次全子宫切除术亦可以达到与全子宫切除术相当的手

术效果，且其保留了子宫颈，对机体损伤相对更小［１７１８］。本研

究试对此进行比较，结果显示，两组患者肌瘤清除数目相同，但

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疼痛、并发症发生率和术后

康复情况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００５）。可见，腹腔镜辅助
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在治疗效果方面，与经阴道全子宫切除术

相当，但该术式更具有微创优势，有利于减少术中出血，缩短手

术时间，且可以进一步减少手术对机体造成的损伤，有利于减

轻术后疼痛、降低相关并发症发生风险，故术后机体功能恢复

更快。

性功能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有关研究

指出，全子宫切除术对盆腔血管、韧带和神经均有不同程度损

伤，术后恢复相对较慢，且可能导致术后激素分泌异常，进而影

响性欲和性生活质量［１９２０］。而次全子宫切除术对机体损伤更

小，有利于术后各项指标早期恢复，且宫颈保留对患者心理起到

一定安慰作用，避免了子宫全切引发的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和

心境障碍，对改善其性过程主观感受具有积极意义。此外，也有

研究显示，宫颈在性过程中具有一定生理意义，具体表现为宫颈

反复摩擦、挤压可以增加局部神经兴奋性，促进宫颈黏液分泌，

有利于增加阴道湿滑度，同时可以促进子宫反射性收缩，刺激盆

腔产生快感［２１］。本研究中，随访至术后 ３个月，观察组患者
ＢＩＳＦＷ各维度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均Ｐ＜００５），这提示腹
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有利于改善中年子宫肌瘤患者

术后性功能，分析其原因可能在于，宫颈保留使手术对患者生

理、心理影响有所降低，进而有利于从主客观方面改善术后性功

能。

综上所述，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

更具有微创优势，且术后疼痛轻、并发症少，有利于患者早期康

复，对改善中年患者性功能亦有积极作用。但是，本研究未进行

大样本量分析探讨，且观察随访时间相对较短，可能会造成研究

结果具有一定偏倚性。未来仍然需要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

间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以期为腹腔镜辅助阴式次全子宫切

除术治疗中年患者子宫肌瘤可行性提供更多的临床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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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侯卿．阴式与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的临床比较［Ｊ］．
安徽医药，２０１６，２０（１１）：２１１４２１１６．

［１７］　涂皎，肖雁冰，曹丽，等．全子宫与次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
对女性卵巢功能的影响［Ｊ］．实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４）：２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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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蔡丽坤，周丽梅，魏翠英．全子宫切除术后女性性生活质量及性
功能指数分析［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５，３６（５）：７７５７７７．

［２０］　刘华云，周莲清，谌永毅，等．子宫切除术后患者性功能与生命质量的
相关性分析［Ｊ］．中华现代护理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２１）：２４９９２５０１．

［２１］　张丽丽，步仰高，高静，等．腹腔镜辅助下阴式全子宫切除术与经
阴道全子宫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的临床疗效观察［Ｊ］．中国妇幼
保健，２０１８，３３（１１）：２５８１２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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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计生委重点支撑项目（ＷＪ２０１７Ｚ００２）
△【通讯作者】郭红，Ｅｍａｉｌ：３５３４０７６４９２＠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部分切除术
联合屈螺酮决雌醇长期维持治疗的效果观察
张慧君１　沈志娟１　覃小敏１　李琳１　周敏１　徐敏２　何敏２　张伟３　王丽３　郭红１△　张燕４

１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 襄阳 ４３００００
２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手术室，湖北 襄阳 ４３００００
３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湖北 襄阳 ４３００００
４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４１０５３

【摘要】　目的　探析屈螺酮决雌醇长期维持和病灶部分切除术治疗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
症的临床效果观察。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诊治
的１１０例经阴道直肠隔子宫内膜异位症（ＲＶ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１１０例患者均予以病灶部分切除术，根
据随机对照法分组，分为观察组（ｎ＝５６）和对照组（ｎ＝５４），观察组服用屈螺酮决雌醇治疗，对照组术后放置
左诀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治疗，两组均治疗０５年。另选取同期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部
分切除术但不愿接受药物治疗的５０例患者作为空白组。应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评估内异症相关疼
痛程度；应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评估性功能指标；应用健康调查简表（ＳＦ３６）评估健康相关生命质量，
比较三组术前、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比较三组术前、术后
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比较三组术前、术后半年、术后１年健康调查简表评分。结果　
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模拟评分均低于术前，但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
年的大便困难、性交痛、慢性盆腔痛、痛经等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模拟评分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

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女性性功能指数各项评分均高于术
前，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疼痛、满意度、性高潮、阴道润滑、性唤起、性欲等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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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评分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
健康调查简表评分（ＳＦ３６）各项评分均高于术前，但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精神健康、躯体健康、生
命活力、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总体健康等健康调查简表评分（ＳＦ３６）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增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屈螺酮决雌醇长期维持治疗与经阴道ＲＶＥ病灶部分切除术联合治疗，
手术并发症风险低，可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创伤小，可提高生命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临床观察；子宫内膜异位症；屈螺酮决雌醇；ＳＦ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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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ｆｏ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ＶＡＳ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ｄｙｓｃｈｅｚｉａ，ｄｙｓｐａｒｅｕｎ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ａｎｄｄｙｓ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Ａｔ６ｍａｎｄ１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
ｇｅｒ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ｐａｉ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ｓｍ，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ｔ６ｍａｎｄ１ｙ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
ｔｈｅＳＦ３６ｓｃｏ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ｄｒｕｇ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ｌｕ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ｐａｉｎｄｅｇｒｅｅ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ｉｆ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ＤｒｏｓｐｉｒｅｎｏｎｅａｎｄＥｔｈｉｎｙｌ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Ｔａｂｌｅｔｓ；ＳＦ３６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子宫内膜异位症主要包括深部浸润型内异症、卵巢子宫内
膜异位囊肿、腹膜型内异症，约有 １０％ ～１５％的育龄女性发
病［１］。深部浸润型内异症是指浸润深度超过５ｍｍ的内异症病
灶，大部分位于后盆腔，可侵及直肠阴道隔、直肠子宫陷凹、阴

道、输尿管、膀胱、直肠、宫骶韧带等部位。深部浸润型内异症临

床可出现大便痛、肛门坠胀、性交痛、慢性盆腔痛、痛经等特征，

单纯药物治疗复发率较高，临床效果较差，手术切除病灶则极

易出现尿潴留、输尿管穿孔、直肠阴道瘘、吻合口瘘、肠管狭窄及

损伤、盆腔脓肿、腹腔内出血等风险［２］。对于深部浸润型内异

症的治疗方式选择对临床效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本

研究探析屈螺酮决雌醇长期维持与病灶部分切除术联合治疗

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临床效果。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临床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

院（襄阳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１０例经阴道直肠隔子宫内膜异
位症（ＲＶ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９岁，年龄
（３５８±２３）岁；病程范围１年 ～５年，病程（２５±０４）年。体
质量指数（２０５±１２）ｋｇ／ｃｍ２，经期（６５±２１）日，月经周期
（２８３±１４）日；孕次（２２±１１）次，产次（１２±０４）次。另选
取同期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病灶部分切除术但

不愿接受药物治疗的５０例患者作为空白组。纳入标准：①符合
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

断标准［３］；②暂无生育要求；肠镜检查直肠黏膜未侵及；③ＭＲＩ
或超声检查发现病变向直肠壁、阴道穹隆侵袭，未发现盆腔包块

及子宫腺肌病；④三合诊扪及直肠阴道隔触痛结节，阴道后穹隆
蓝紫色结节；⑤临床发现大便痛、性交痛、盆腔痛、痛经等特征。
排除标准：①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或附件包块直径超过３ｃｍ；
②肠管狭窄、尿路梗阻、严重的盆腔内异症；子宫切除术史、内异
症手术史。全部研究对象均自愿参加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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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襄阳市中心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审核通过（编号：ＺＳ８７６）。根据随机对照法分为观察组（ｎ＝
５６）和对照组（ｎ＝５４），观察组年龄范围 ２５岁 ～３９岁，年龄
（３５８±２２）岁；病程范围１年 ～５年，病程（２５±０５）年。体
质量指数（２０５±１１）ｋｇ／ｃｍ２，经期（６５±２０）日，月经周期
（２８３±１３）日；孕次（２２±１０）次，产次（１２±０５）次。对照
组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９岁，年龄（３５７±２３）岁；病程范围１年
～５年，病程（２６±０４）年。体质量指数（２０４±１２）ｋｇ／ｃｍ２，
经期（６６±２１）日，月经周期（２８２±１４）日；孕次（２１±１１）
次，产次（１３±０４）次。空白组年龄范围２４岁 ～３８岁，年龄
（３５２±２１）岁；病程范围１年 ～５年，病程（２４±０３）年。体
质量指数（２０８±１２）ｋｇ／ｃｍ２，经期（６４±１８）日，月经周期
（２８４±１５）日；孕次（２１±１１）次，产次（１１±０４）次。三组
的产次、孕次、月经周期、经期、体质量指数、病程、年龄、手术方

式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全部研究对象术前３个月均予以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
剂（ＧｎＲＨａ），病人体位取膀胱截石位，予以常规消毒铺巾，金属
导尿管导尿，阴道后穹隆予以阴道拉钩暴露充分，在结节邻近

部位注射稀释后的肾上腺素盐水，在直肠内予以左手食指指

示，结节予以Ａｌｌｉｓ钳钳夹，将结节切除，尽可能保持直肠的完整
性，防止切入肠道，观察无受损，将阴道创面连续缝合，络合碘水

稀释后冲洗，当无渗血时，将１根碘仿纱条置于阴道后穹隆，阴
道予以油砂卷填塞，２４小时后取出。术后予以抗菌药物预防性
应用。观察组：术后服用屈螺酮决雌醇，服用方法为自然月经周

期第五日开始口服药物，１片／日，连续服用２１日，停药７日后
再服用下一盒药物。对照组：术后放置左诀诺孕酮宫内缓释系

统治疗，两组均治疗０５年，全部研究对象根据门诊规律随访，
术后０５年每３个月随访，随访时间１２个月 ～８０个月，临床评
估暴露药物的不良反应、影像学检查、阴道直肠查体、填写相关

量表、临床症状询问。空白组术后不服用药物，经针对临床症状

进行抗炎、抗感染等相应治疗。应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
评估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应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评估性
功能指标；应用健康调查简表（ＳＦ３６）评估健康相关生命质量，
比较三组术前、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
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比较三组术前、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
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比较三组术前、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
健康调查简表评分。

１３　使用药物
屈螺酮炔雌醇（商品名：优思明；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８００８５；厂

家：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ＧｍｂＨ＆Ｃｏ．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Ｇ）。左诀诺孕酮片（国药
准字：Ｈ１９９８３０７２；厂家：北京利龄恒泰药业有限公司）。
１５　评估标准［４］

视觉模拟评分量表（ＶＡＳ）为对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进行评
估，包括大便困难、性交痛、慢性盆腔痛、痛经等。女性性功能指

数（ＦＳＦＩ）包括疼痛、满意度、性高潮、阴道润滑、性唤起、性欲等
方面的内容，分数为２分 ～３６分，性功能随着分数的增高而增
高。健康调查量表（ＳＦ３６）主要由３６个条目组成，分为心理健

康（ＭＨ）、社会功能（ＳＦ）、生命活力（ＶＴ）、总体健康（ＧＨ）等维
度。分数０１００分，分数越高说明生命质量越高。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多组间对比采
用方差分析，以Ｆ值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不同治疗阶段的视觉模拟评分评估比较

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
模拟评分均低于术前，但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大便困
难、性交痛、慢性盆腔痛、痛经等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模

拟评分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病人不同治疗阶段的视觉模拟评分的
评估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临床指标
观察组

（ｎ＝５６）
对照组

（ｎ＝５４）
空白组

（ｎ＝５０）
Ｆ值 Ｐ值

大便困难

　术前 ７２±２３ ７３±２４ ７２±２４ ００３ ０９７

　术后０５年 ４３±１０ ６４±１９ ６６±１８ ３４２２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３１±０４ ５９±１１ ６３±１５１４１４５ ＜００１

性交痛

　术前 ７１±２０ ７２±２１ ７１±２１ ００４ ０９６

　术后０５年 ４６±１１ ６５±１８ ６８±１９ ２７６２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２９±０５ ６０±１２ ６５±１５１６１７１ ＜００１

慢性盆腔痛

　术前 ６９±２４ ６８±２３ ６９±２２ ００３ ０９６７

　术后０５年 ４２±１３ ６３±１８ ６５±１４ ３８４３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２６±０５ ３６±１３ ４８±１５ ４７０１ ＜００１

痛经

　术前 ７０±２６ ６９±２５ ７０±２４ ００３ ０９７

　术后０５年 ４３±１４ ６４±１９ ６６±１８ ３０２８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２４±０７ ３８±１４ ４３±１３ ３８３７ ＜００１

２２　三组不同治疗阶段ＦＳＦＩ评分指标的评估比较
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女性性功能指数各项评分均

高于术前，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疼痛、满意度、性高
潮、阴道润滑、性唤起、性欲等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各项评分
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不同治疗阶段健康调查量表的评估比较

三组术后半年、术后１年的健康调查简表评分（ＳＦ３６）各项
评分均高于术前，但观察组术后半年、术后１年的精神健康、躯
体健康、生命活力、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总体健康等健康调查简

表评分（ＳＦ３６）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增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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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不同治疗阶段ＦＳＦＩ评分指标的
评估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临床指标
观察组

（ｎ＝５６）
对照组

（ｎ＝５４）
空白组

（ｎ＝５０）
Ｆ值 Ｐ值

疼痛

　术前 ２６±０３ ２５±０４ ２６±０４ １３２ ０２７

　术后０５年 ４３±１４ ３４±０７ ３１±０５ ２２５９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５１±２４ ３９±１１ ３５±０８ １４２３ ＜００１

满意度

　术前 ２９±１０ ３０±１１ ２９±１２ ０１５ ０８６

　术后０５年 ４８±１９ ３５±１４ ３２±１３ １８４４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５９±２５ ４０±１９ ３６±１５ １９８９ ＜００１

性高潮

　术前 ２５±１４ ２６±１３ ２５±１５ ００９ ０９１

　术后０５年 ４２±１８ ３０±１５ ２８±１６ １１５４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６６±２５ ４７±１８ ３９±１９ ２３４２ ＜００１

阴道顺滑

　术前 ２７±１６ ２５±１５ ２６±１５ ０２３ ０７９

　术后０５年 ４３±２４ ３４±１８ ２９±１６ ６８８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６４±３７ ４８±２３ ４２±２１ ８７４ ＜００１

性唤起

　术前 ２７±１４ ２８±１３ ２８±１４ ０１０ ０９１

　术后０５年 ５２±２３ ３３±１５ ３１±１５ ２２０３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６６±２８ ５６±２３ ４６±２１ ８９５ ＜００１

性欲

　术前 ２０±０６ ２１±０５ ２０±０４ ０６９ ０５０

　术后０５年 ４３±１９ ３４±１４ ３１±１５ ７９９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６４±２１ ４８±１７ ４２±１６ ２０９６ ＜００１

表３　三组治疗不同阶段的健康调查量表的
评估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临床指标
观察组

（ｎ＝５６）
对照组

（ｎ＝５４）
空白组

（ｎ＝５０）
Ｆ值 Ｐ值

精神健康

　术前 ４０６±５７ ４１５±５５ ４０８±５８ ０３８ ０６９

　术后０５年 ６２７±１０７ ５３８±６７ ４８９±６４ ３８４７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８５３±１３６ ７０３±９６ ６３２±８３ ５８１３ ＜００１

躯体健康

　术前 ６６７±４５ ６６８±４６ ６６７±４８ ００１ ０９９

　术后０５年 ８３３±５７ ７２３±６６ ６８２±６１ ８７０１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８６８±７５ ７８５±８１ ７４３±７９ ３５３３ ＜００１

生命活力术前 ５０７±４７ ５０６±４８ ５０６±４９ ００１ ０９９

　术后０５年 ６２５±５５ ５３７±４９ ５１４±４６ ７３２８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９３３±６６ ８２５±５７ ７２１±５２１７１５６ ＜００１

续表３　三组治疗不同阶段的健康调查量表的
评估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临床指标
观察组

（ｎ＝５６）
对照组

（ｎ＝５４）
空白组

（ｎ＝５０）
Ｆ值 Ｐ值

心理健康

　术前 ５７８±３５ ５７６±３６ ５７６±３８ ００６ ０９５

　术后０５年 ６５３±４６ ６０５±３９ ５９１±３９ ３２９９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８６８±７５ ７０３±４１ ６４４±４３２３２９６ ＜００１

社会功能

　术前 ９３±３２ ５９２±３３ ５９４±３１ ００５ ０９５

　术后０５年 ６８３±４５ ６０６±３８ ６０２±３４ ７２９１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８０３±５４ ７２８±４５ ６５６±４３１２５３１ ＜００１

总体健康

　术前 ４６８±３５ ４６７±３４ ４６５±３６ ０１０ ０９１

　术后０５年 ６２５±５７ ４９４±４１ ４８３±３９１５５７７ ＜００１

　术后１年 ８４７±６５ ７６８±５３ ６７１±５５１２１４０ ＜００１

,

　讨论
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病灶部位为直肠阴

道隔深部，常向直肠壁肌阴道壁生长，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深部内

异症［５６］。患者常常出现肛门坠痛、性交痛、盆腔痛等，在经期

加重。阴道检查可观察到后穹隆息肉状结节，呈蓝紫色，三合诊

可发现直肠阴道隔内多发或单发触痛结节，边界不清晰，表面不

光滑，质地较硬，和邻近组织粘连，可向肠壁侵袭。核磁共振或

超声检查显示直肠阴道隔内出现病变包括，经结肠镜检查排除

直肠病变。因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范围较广，

病灶位置较深，可向阴道和肠壁侵袭，邻近腹膜及韧带增厚，解

剖结构不清晰，增加了手术难度［７８］。手术出血较多，且极易出

现直肠阴道瘘、吻合口瘘、肠管狭窄及损伤等并发症情况。目

前，对于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手术及长期药

物维持治疗的效果已成为热点医学研究课题。

本研究探析经阴道直肠阴道隔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行手术

及屈螺酮决雌醇长期维持治疗的临床效果观察，结果显示：三组

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模拟评分
均低于术前，但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大便困难、性交
痛、慢性盆腔痛、痛经等内异症相关疼痛程度的视觉模拟评分与

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女性性功能指数各项评分
均高于术前，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疼痛、满意度、性高
潮、阴道润滑、性唤起、性欲等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各项评分
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三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健康调查简表评分（ＳＦ３６）
各项评分均高于术前，但观察组术后０５年、术后１年的精神健
康、躯体健康、生命活力、心理健康、社会功能、总体健康等健康

调查简表评分（ＳＦ３６）与对照组、空白组相比，显著增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王秀菊等［９］的研究结果大体一

致，内异症主要为疼痛为主的非肿瘤性疾病，可对病人的生命健

康产生严重影响，但单纯应用手术治疗无法完全治愈，因手术时

对于腹腔镜下肉眼观察的正常腹膜病灶会有遗漏，同时无法阻

止内异症的病情进展，术后极易出现复发［１０］。

术后予以屈螺酮炔雌醇，可降低产生前列腺素及月经量，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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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子宫内膜的生长及排卵，抑制在位内膜的细胞增殖且促进其凋

亡，同时可调节月经周期、避孕，对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的复发

性减低，有效缓解痛经。综上所述，屈螺酮决雌醇长期维持治疗

与经阴道ＲＶＥ病灶部分切除术联合治疗，手术并发症风险低，可
降低患者的疼痛程度，创伤小，可提高生命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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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产对母婴双方的多器官功能、免疫水平及血糖
变化的影响
龙青云△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剖腹产对母婴双方的多器官功能、免疫水平及血糖变化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
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诊治１２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剖宫产产妇和自然分娩产妇
各６０例，分为自然分娩组和剖宫产组两组。分别对两组产妇以及新生儿的产后肝功能、肾功能、心功能相关
血液指标进行比较，同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静脉血 Ｔ细胞亚群分布（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比例及
ＣＤ４＋／ＣＤ８＋），比较不同组别脐血免疫球蛋白ＩｇＧ、ＩｇＭ、ＩｇＡ水平以及血糖情况。结果　两组产妇以及新生
儿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心功能指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自然分娩产妇的ＩｇＧ水平显著高
于剖宫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指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自然分
娩产妇的静脉血、母亲指血以及新生儿不同时期血糖均显著高于剖宫产组产妇。结论　剖宫产产妇的新生
儿免疫功能以及血糖水平均显著低于自然分娩产妇，在临床工作中建议合理把握剖宫产指征，同时对新生

儿血糖情况加强监测，避免不良神经系统损伤的发生。

【关键词】　新生儿；自然分娩；剖宫分娩；血糖；免疫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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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ｇＧ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
ｎａｌｓ，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ｏｔｈ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ｃｏｒｄｂｌｏｏｄ，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ｆｉｎｇｅｒｂｌｏｏｄ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ｂｌｏｏｄ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ｎｅｏ
ｎａ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Ｉｔｉ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ｗｏｒｋ，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ｓｕｇａｒ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ｔｏ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ｎｅｒｖｏｕｓ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ｊ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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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身高以及社会综合因素的影响，目前
妇产科剖宫产率逐年上升趋势。有研究报道认为［１］，孕妇行剖

宫产生产，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提高，具有较大的危害。新生儿

的长时间低血糖可能会造成脑细胞坏死［２］，最终造成产妇神经

系统发育以及免疫功能下降，严重影响产妇的生活和工作。而

对于母亲而言［３］，剖宫产可能会造成产妇术后感染、应激反应

升高以及瘢痕妊娠，对于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安全造成极大的

影响。有研究认为［４］，孕妇在自然分娩过程中，由于母亲泌乳

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生产过程中较多的催产素，均会对产妇

的泌乳能力产生积极的影响，本研究将通过剖腹产对母婴双方

的多器官功能、免疫水平及血糖变化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

科学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诊治
１２０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剖宫产产妇和自然分娩产妇各
６０例，分为自然分娩组和剖宫产组两组。纳入标准①所有产妇
均为足月生产；②所有产妇均为初产；③所有产妇及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脏、肝、肾功能障碍的产妇；②入
院前三个月内服用过糖皮质激素或受体拮抗剂类药物；③中途
停止治疗或者转院产妇。本研究已获产妇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并获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分别对两组产妇以及新生儿的产后肝功能、肾功能、新功

能相关血液指标进行比较，同时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静脉血 Ｔ
细胞亚群分布（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比例及 ＣＤ４＋／
ＣＤ８＋），比较不同组别脐血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ＩｇＭ、ＩｇＡ水平以及
血糖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两组产妇以及新生儿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心功能指标
比较　分别对两组产妇生产后２４小时以及新生儿生产后采集
静脉血 ４ｍｌ，使用全自动生化仪（迈瑞）对产妇的谷丙转氨酶
ＡＬＴ、谷草转氨酶 ＡＳＴ和总胆红素 ＴＢＩＬ、血肌酐 Ｃｒ、血尿素氮
ＢＵＮ、肌酸激酶ＣＫ、肌酸激酶同工酶ＣＫＭＢ水平进行比较。
１３２　两组产妇的静脉血Ｔ细胞亚群及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分别对产妇样品进行贝克曼 ＣｙｔｏＦＬＥＸ流式细胞仪检测其 ＣＤ３
＋、ＣＤ４＋及ＣＤ８＋细胞水平以及ＩｇＡ、ＩｇＭ、ＩｇＧ水平。
１３３　母亲和新生儿血糖比较　分别对新生儿的静脉血血糖，

即刻分娩母亲的末梢血糖以及新生儿出生后０５ｈ、２ｈ、６ｈ、１２ｈ、
２４ｈ的血糖情况进行比较。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６岁 ～４０岁，年龄（３９７２±２３７）岁；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产妇２１例，中学学历２８例，大专学历及
以上７１例；孕周（３６１８±２１３）周；所有产妇均为初产妇；选择
剖宫产手术产妇中，应急剖宫产产妇３９例，其中剖宫产产妇２１
例，剖宫产产妇和自然分娩产妇的年龄、文化程度、分娩孕周之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
见表１。
２２　两组产妇以及新生儿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心功能指标比
较

　　两组产妇以及新生儿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心功能指标之
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产妇的静脉血Ｔ细胞亚群及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

分别对两组产妇的静脉血 Ｔ细胞亚群及免疫球蛋白水平
比较，自然分娩产妇的ＩｇＧ水平显著高于剖宫产组产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指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产妇基础资料对比 ［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剖宫产组

（ｎ＝６０）
自然分娩组

（ｎ＝６０）
χ２／ｔ值 Ｐ值

分娩孕周 ３６２３±２２１３６１３±２６５ ０２２４ ０８２３

年龄（岁）

　２２～２５ １９（３１６７） １８（３０００） ０１４３ ０９３３

　２６～３０ １８（３０００） １７（２８３３）

　３１～３５ ２３（３８３３） ２５（４１６７）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１１（１８３３） １０（１６６７） ０２００ ０９０３

　中学 １３（２１６７） １５（２５００）

　大专及以上 ３６（６０００） ３５（５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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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产妇以及新生儿的肝功能、肾功能以及

心功能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自然分娩组

（ｎ＝６０）
剖宫产组

（ｎ＝６０）
ｔ值 Ｐ值

母亲

　ＡＬＴ（Ｕ／Ｌ） ３５０２±４４５ ３５１７±４４６ ０１８４ ０８５４

　ＡＳＴ（Ｕ／Ｌ） ２４４７±２２４ ２４６１±２２２ ０３４４ ０７３２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１５８８±４１７ １５５６±４３７ ０４１０ ０６８２

　Ｃｒ（μｍｏｌ／Ｌ） ８２２７±１０７２ ８２１７±１０３４ ００５２ ０９５９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５３２±１５６ 　５２９±１８７ ００９５ ０９２４

　ＣＫ（Ｕ／Ｌ） １１８２４±１３３４１２０８７±１１４７ １１５８ ０２４９

　ＣＫＭＢ（μｇ／Ｌ） 　３８１±１２７ 　３６９±１５５ ０４６４ ０６４４

新生儿

　ＡＬＴ（Ｕ／Ｌ） ３５０２±１２７ ３５８９±４３６ １４８４ ０１４２

　ＡＳＴ（Ｕ／Ｌ） ２４２５±１０３ ２４９０±４３５ １１２６ ０２６４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１５３６±４５２ １５２９±４３７ ００８６ ０９３１

　Ｃｒ（μｍｏｌ／Ｌ） ７６３９±４３３ ７７５１±４２１ １４３７ ０１５４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４８９±１２１ 　４６１±１４６ １１４４ ０２５５

　ＣＫ（Ｕ／Ｌ） ４２６４９±１１２２４３０１５±１１４４ １７６９ ００７９

　ＣＫＭＢ（μｇ／Ｌ） 　３３２±１５６ 　３３３±１８７ ００３２ ０９７５

表３　两组产妇静脉血Ｔ细胞亚群及

免疫球蛋白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自然分娩组

（ｎ＝６０）
剖宫产组

（ｎ＝６０）
ｔ值 Ｐ值

ＣＤ３＋（％） ７４３５±１０２４ ７４３８±１２１３ ００５１ ０９８８

ＣＤ４＋（％） ４６１５±１０２１ ４９３４±１２２１ １５２２ ０１２３

ＣＤ８＋（％） ２４３７±５２５　 ２３４４±５１６　 ０９７９ ０３３０

ＣＤ４＋／ＣＤ８＋ １９０±０１４ １８３±０２５ １８９２ ００６２

ＩｇＡ（μｍｏｌ／Ｌ） ０７０±０２４ ０６９±０１３ ０２８４ ０７７７

ＩｇＧ（μｍｏｌ／Ｌ） ９８５±１２１ ９０４±１３０ ３５３３ ０００１

ＩｇＭ（μｍｏｌ／Ｌ） ０８７±０２５ ０８４±０１６ ０７８３ ０４３６

２４　两组产妇母亲和新生儿血糖比较
自然分娩组产妇的静脉血、母亲指血以及新生儿不同时期

血糖均显著高于剖宫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产妇母亲和新生儿血糖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自然分娩组

（ｎ＝６０）
剖宫产组

（ｎ＝６０）
ｔ值 Ｐ值

静脉血 ４８４±０５７ ４０３±０３９ ９０８５ ００００

指血 ６０４±０５６ ５６７±０４０ ４１６５ ００００

新生儿

　０５ｈ ３６０±０７５ ２８５±０２０ ７４８４ ００００

　２ｈ ２９５±０６８ ２５６±０３４ ３９７４ ００００

　６ｈ ３３２±０５７ ３０６±０３９ ２９１６ ０００４

　１２ｈ ３６３±０５６ ３３８±０４０ ２８１４ ０００６

　２４ｈ ３９８±０７５ ３６７±０２０ ３０９４ ０００３

,

　讨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二胎政策的不断改革，目前妇产

科的剖宫产率逐年上升。但是随着剖宫产率的不断上升，新生

儿低血糖以及免疫功能的缺陷问题的已经成为目前研究的热

点。

本研究中通过对新生儿免疫系统的分析显示，自然分娩产

妇的ＩｇＧ水平显著高于剖宫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余指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析
认为，免疫系统是人体胚胎早期发育的器官之一，其发育过程较

为漫长，在胎儿娩出之前尚未发育完全［５］。新生儿不成熟的免

疫系统对机体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６］。对于降低机体的感染

性疾病以及防止早产具有积极的作用［７］。而人体最为重要的

免疫调节以及效应细胞即为 ｔ淋巴细胞，根据其功能可以将其
分之为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细胞，三者的平衡状态对于产妇的
免疫调节功能的维持具有积极的意义［８］。其次，人体最为重要

的免疫调节物质为免疫球蛋白。很多免疫球蛋白都可以通过胎

盘进入机体，但是在新生儿中。由于ＩｇＧ分子含量较小，可以通
过胎盘屏障，而其他的免疫物质例如 ＩｇＡ，ＩｇＭ则不能通过胎盘
屏障，因此在胎儿的静脉血中检测到的 ＩｇＡ，ＩｇＭ均为新生儿自
身分泌。所以研究显示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计学意义。而

ＩｇＧ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把母亲对于新生儿的保护作用。
有研究报道指出，在胎儿的１０到１２周龄即可自身合成，但是其
合成量极低［９］，所以主要依赖于母体的供给。本文通过对产妇

的免疫性抗体水平ＩｇＧ检测，虽然婴儿的ＩｇＧ均来自与母体，但
是自然分娩组产妇的ＩｇＧ水平显著高于剖宫产产妇，提示，剖宫
产手术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母体 ＩｇＧ水平，进而影响胎儿的
ＩｇＧ水平，影响婴儿的免疫功能。当胎儿的胎龄为８个月时，其
水平已经达到成人的 ５６％，９个月时可以达到成人水平的
８８％，足月产的新生儿静脉血水平则可超过母亲。而在出生后，
由于自身合成能力尚不完全，所以其水平逐渐成显著的消耗水

平［１０］，所以到１到３岁的时候，其含量又下降为成人的６０％左
右，而随着免疫功能的逐渐完善，在１０岁～１２岁时基本达到成
人的基本水平［１１］。而本研究中，相比剖宫产而言，其新生儿静

脉血中的水平显著升高，分析认为剖宫产母亲具有一定的应激

性的反应，其内皮细胞严重受损，肾上腺素分泌较高，对于免疫

系统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而通过对两组产妇静脉血、母亲指头血以及新生儿不同时

间点的血糖水平的分析显示，剖宫产产妇的血糖水平均显著低

于自然分娩产妇。分析认为，在剖宫产手术产妇中，由于其具有

较高的咽下综合征发生风险，致使剖宫产新生儿处于饥饿状

态［１２］，所以其血糖水平均显著低于自然分娩产妇儿，在剖宫产

手术过程中需要对产妇进行多次输注非糖性扩容液体，在对产

妇进行输入过程中，均可以导致母体的血糖水平下降［１３］，而当

母亲的血糖水平下降到３３６ｍｍｏｌ／Ｌ时，胎儿几乎无法在母亲
身上获得葡萄糖，同时由于在母婴同室过程中，由于剖宫产产妇

的乳汁分泌量较小，而新生儿在产后又不能及时有效获得奶粉

和糖水，也会导致新生儿低血糖。同时在部分自然分娩孕妇中

常常给予产妇催产素以及葡萄糖等进行宫缩的调整［１４］。同时

在分娩整个过程当中，不需要对产妇进行禁食，禁水，产妇也没

有相应的精神紧张情况产生，所以其血糖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新生儿长期处于较低的血糖状态，对于新生儿脑细胞的生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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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研究报告指出，新生儿的低血糖持续

３０分钟以上，则可能造成新生儿脑细胞的坏死。同时有国外资
料显示［１５］，新生儿的血糖水平在２２到２６ｍｍｏｌ／Ｌ时，对于神
经系统的损伤高于其他产妇。所以，在新生儿出生后，尤其是未

开奶的３小时内，及时对新生儿进行血糖监测，对于新生儿脑细
胞以及神经系统的发育具有积极的意义。

另外，通过本研究对新生儿以及母亲肝功能，肾功能和心

功能各项指标的分析显示，自然分娩产妇以及剖宫产产妇，母

体以及新生儿心功能，肝功能以及肾功能之间的差异不存在统

计学意义，提示，不同的分娩方式对于产妇的器官发育功能的

影响较小，但是从本研究来看，剖宫产产妇的新生儿免疫功能

以及血糖水平均显著低于自然分娩产妇，所以在对产妇进行妇

产科手术之前，应当积极向产妇进行自然分娩教育，严格落实

剖宫产指征，对于新生儿的安全具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剖宫产产妇的新生儿免疫功能以及血糖水平均

显著低于自然分娩产妇，在临床工作中建议合理把握剖宫产指

征，同时对新生儿血糖情况加强监测，避免不良神经系统损伤

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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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腹产手术史不增加输卵管因素不孕症风险
姜群英△

费县中医医院生殖医学科，山东 临沂 ２７３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既往剖腹产手术（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ＣＳ）病史与引起输卵管因素不孕
症的风险之间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费县中医医院诊治的１７１６例不孕不育妇
女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判断在此不孕人群中子宫输卵管造影（ｈｙｓ
ｔｅｒ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ｇｒａｐｈｙ，ＨＳＧ）所确定的输卵管异常的产妇是否具有既往手术史。结果　在所研究的不孕症人群
中，有１５８％没有腹部手术史和１６３％具有既往ＣＳ的患者通过ＨＳＧ发现输卵管阻塞。这些比率明显低于
先前妇科手术（３４７％）或其他腹部手术（２７％）的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结论　研究结
果显示，在不孕症人群中，既往剖腹产分娩不会增加输卵管因素不孕症的风险，而其他腹部或妇科手术的历

史会使这一风险增加１倍。今后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进一步评估两者的关系及其临床意义。
【关键词】　子宫输卵管造影；剖腹产手术；输卵管阻塞；不孕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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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３４７％）ｏｒ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ｓｕｒｇｅｒｙ（２７％），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ｄｏ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ｔｕｂａｌ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ｗｈｅｒｅａ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ｏｔｈｅｒａｂ
ｄｏｍｉｎａｌｏｒ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ｄｏｕｂｌ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ｎｅｅｄｅｄｆｏｒｆｕｒｔｈｅ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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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导致输卵管因素不孕症的危险因素包括盆腔炎性
疾病、异位妊娠、子宫内膜异位症和高龄［１］。腹部手术大体分为

３类：一般型、妇科型和ＣＳ，其对输卵管因素不孕症的确切影响尚
不清楚。但这个分类非常重要，因为在育龄女性人群中，ＣＳ是最
常见的手术

［２３］
，而且要求 ＣＳ的女性越来越多［２，４］。 然而，尽管

有充足的关于腹部手术的数据（主要是长期的产科并发症［５］或

与腹腔粘连形成的相关性［６］，但它与在不孕人群中出现的输卵管

损伤的关系几乎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目的

是确定既往腹部手术、妇科手术及剖腹产手术史在经ＨＳＧ证实
的输卵管异常的不孕人群中的发生率同时分析其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费县中医医院诊
治的１７１６例不孕不育妇女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于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７日获得费县中医医院医学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并获得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所有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参与本研究的１７１６名女性患者的背景和临床资料通过费
县中医医院门诊或住院数据库中获得。所有患者皆行不孕症

基本检查，即ＨＳＧ，并纳入分析。纳入标准：输卵管通畅性的初
步诊断由高年资经验丰富的妇产科医生操作 ＨＳＧ完成。排除
标准：若发现双侧近端输卵管阻塞，则需进一步评估（选择性 Ｘ
线下输卵管介入术），以避免假阳性结果出现而过度治疗（ｉ．ｅ．，
试管婴儿）。怀疑子宫内膜息肉或宫腔粘连，可通过宫腔镜检

查进一步评估，必要时可行手术治疗。排除标准：夫妻双方染色

体核型异常、子宫先天或后天发育异常、严重慢性疾病或癌症。

最终，根据手术方式将患者分为五组：非腹部手术组（对照组），

妇科手术组（包括卵巢囊肿剥除术、子宫肌瘤剔除术），腹部手术

组（包括阑尾切除术、胆囊切除术、胃绕道术），剖腹产手术组和

异位妊娠组，每组分别是１３５２例、９２例、１３７例、１０４例和３１例。
１２　ＨＳＧ操作及阅片

患者检查前在放射科进行阴道内插管，做到有效保护患者

隐私，房间温度适宜。患者术前排空膀胱，取截石位，无菌条件

下将一次性双腔子宫造影管插入宫腔内合适位置后向气囊内

注气固定，使气囊封住子宫颈内口，防治造影剂溢出。造影管固

定后，１０ｍＬ注射器抽入水溶性造影剂１０ｍＬ，经子宫导管缓慢匀
速注入宫腔内，在Ｘ线下观察造影剂进入宫腔、输卵管情况，随
着造影剂先后充盈宫腔、输卵管各部，择机采图，反应子宫和输

卵管的位置、形态，输卵管的显影、充盈及造影剂通过情况。结

果由执行ＨＳＧ的放射科医生和患者的妇科主治医生共同分析。
若二者意见相左，Ｘ线摄片则由第三位妇科医生检查。输卵管
病理分级由受影响一侧（单侧或双侧）和梗阻部位（近端阻塞、

中远端阻塞或积水）组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数据通过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０录入，并使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ｆｏｒＷｉｎｄｏｗｓ（Ｉｎｃ．，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或中位数表示；计数
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ｔ
ｔｅｓｔ与ＡＮＯＶＡ分析是针对连续性数据进行的。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检验
用于分类变量。以ＨＳＧ输卵管异常为因变量，年龄、婚姻状况、
吸烟（伴侣）、原发性与继发性不孕、不孕年限、盆腔炎性疾病、

异位妊娠和不孕原因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逐步（前向似然

比）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各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搜集１７１６例患者临床资料。患者年龄（２９７±
５７）岁，不孕年限（１６±０３５）年。其中原发与继发不孕所占
比例分别为５４４％（９３４／１７１６）、４５６％（７８２／１７１６）。所有患者
皆由笔者作为其主治医师。各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输卵管因素与非输卵管因素不孕症基础资料比较

ＨＳＧ阅片后产生以下结果：双侧输卵管通畅且盆腔造影剂
溢出正常（８０８％）；单侧输卵管异常（１３３％）；双侧输卵管异
常（５９％）。结果表明输卵管异常与高龄、更长的不孕年限、继
发性不孕及既往手术史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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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输卵管因素与非输卵管因素不孕症基础资料 ［Ｍｅａｎ±ＳＤ／ｍｅｄｉａｎ／ｎ（％）］

　　　参数 所有病例（ｎ＝１７１６） 输卵管因素（ｎ＝３３０） 非输卵管因素（ｎ＝１３８６）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年） ２９７±５７ ３０６±５９ ２９５±５６ ３１７ ０００２ａ

不孕年限（年） ２（１２５，４５） ３（２５，５７５） ２（１５，４７５） ２０３１ ＜０００１ａ

原发不孕 ８４５（４９２） １４５（４３９） ７００（５０５） ４５９ ００３ａ

既往手术史ｂ ３６４（２１２） １１７（３５４） ２４７（１７８） ４９５９ ＜０００１ａ

吸烟史Ｓｍｏｋｉｎｇ ４０８（２３） ９０（２７２） ３１８（２２９） ２７６ ０１０
ｂＦＳＨ（ＩＵ／Ｌ） ６６（５２，９３） ６８（５４，１０３） ６５（４５，８９） １５８ ０１１
盆腔炎性疾病 ５８（３４） １６（４８） ４２（３０） ２７０ ０１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输卵管因素与非输卵因素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意为腹部手术、妇科手术、剖腹产术、异位妊娠；ｂＦＳＨ意为 ｂａｓａｌ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２３　按手术种类分类的不孕患者临床特征
根据既往手术方式分成五组，当前所研究的不孕人群，有

１５８％没有腹部手术史和１６３％具有既往 ＣＳ的患者通过 ＨＳＧ
发现输卵管阻塞。这些比率明显低于先前妇科手术（３４７％）或

其他腹部手术（２７％）的女性（所有的比较Ｐ＜０００１）。对照组与
同期其他组的比较结果显示，具有既往手术史的患者有明显的高

龄、更长的不孕年限、更多的孕次和产次、较高的基础ＦＳＨ水平、
较高的吸烟率以及较高的ＰＩＤ发生率。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按手术种类分类的不孕患者临床特征［Ｍｅａｎ±ＳＤ／ｍｅｄｉａｎ／ｎ（％）］

　　参数 非手术组（ｎ＝１３５２）妇科手术（ｎ＝９２） 腹部手术（ｎ＝１３７）剖腹产术（ｎ＝１０４） 异位妊娠（ｎ＝３１） χ２／Ｆ值 Ｐ值
输卵管阻 ２１３（１５８） ３２（３４８） ３７（２７） １７（１６３） ３１（１００） ６３１２ ＜０００１
年龄（年） ２９２±５６ ３１３±５０ ３０５±６１ ３２５±４９ ３２６±４５ １４７３ ＜０００１
不孕年限（年） １（１，２５） １（１，３５） ２（１２５，３７５） ２（１５，２７５） ３（２，４２５） ６２２ ０００５
孕次 １（１２５，１７５） １（１５，２） １（１２５，１７５） ２（１７５，２２５） ２（２２５，３５） ２５４４ ＜０００１
产次 １（０２５，０９５） １（０２５，０８） １（０５，０９５） ２（０７５，２２５） ２（０７５，２） １５２１ ＜０００１
基础ＦＳＨ（ＩＵ／Ｌ） ６５（４２，７２５） ７３（４４５，９５） ７１（４２５，８５５） ６５（４１５，７５） ６９（４３５，８５） ２０８ ００４６
吸烟史 ３００（２２２） ２３（２５） ５６（４０９） １９（１８３） ９（２９） ６５４４ ＜０００１
原发不孕 ７５８（５６１） ２９（３１５） ５７（４１６） ０（０） １（３２） ５８９５ ＜０００１
既往盆腔炎 ３５（２６） ７（７６） １０（７３） ６（５８） ０（０） ２５４５ ０００２

２４　以输卵管阻塞为因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在排除有异位妊娠史的女性后，表３示以输卵管阻塞为因

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Ｒ２＝０１１３，Ｐ＜０００１）。单因素 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不孕年限、既往盆腔炎病史、既往异位妊娠
史、既往手术史（剖腹产除外）与输卵管异常风险升高显著相

关。逐步回归似然比分析结果表明，不孕人群输卵管异常的独

立预测因素包括不孕年限（ＯＲ＝１１３，９５％ ＣＩ１０５
#

１２２，Ｐ
＝０００１）、既往妇科手术史（ＯＲ＝２８８，９５％ ＣＩ１７３

#

４６６，
Ｐ＜０００１）和既往腹部手术史（ＯＲ＝１８，９５％ ＣＩ１１８

#

２７３，Ｐ＝０００６）。并未发现既往剖腹产史与升高的输卵管异
常风险间的相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以输卵管阻塞为因变量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变量 Ｐ值 ＯＲ值 ９５％ ＣＩ
既往盆腔炎病史 ０１４９ １５６ ０８５

#

２８８
吸烟史 ０２９８ １１６ ０８７

#

１５７
年龄 ００６８ １０２ ０９９

#

１０５
不孕年限 ０００２ １１２ １０４

#

１２１
原发不孕 ０８０７ １０４ ０７３

#

１４７
孕次 ０６４ ０９７ ０８７

#

１０８
基础疾病 ０７８ ０９５ ０６６

#

１３６
既往妇科手术史 ａ ＜０００１ ２６６ １６０

#

４３９
既往腹部手术史 ａ ００１５ １６９ １１０

#

２５８
既往剖腹产史 ａ ０９４５ ０９８ ０５５

#

１７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以非手术组为参照

,

　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论证了ＨＳＧ诊断的输卵管异常与具有既

往手术史的不孕患者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剖腹

产史的不孕患者输卵管异常的发生率与非手术者相似（１６３％
ａｎｄ１５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而有腹部手术史或妇科手术史的患
者更高（３４８％ ａｎｄ２７０％，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Ｓ术后感染、黏连以及瘢痕形成可能导致女性生育力受
损［７１０］。因此，研究表明，首次 ＣＳ分娩的妇女比阴道分娩后续
生育孩子减少［７］，不孕的比例高达１３％［８］，这表明ＣＳ可能与下
次妊娠等待时间延长和随后妊娠可能性显著降低有关。此结论

得到了后续 Ｍｕｒｐｈｙ［９］和 Ｔｈｏｍｓｏｎ等人［１０］的研究证实，他们认

为既往ＣＳ的妇女自备孕起，往往会花费超过１年的时间成功妊
娠。此外，不孕人群中初产妇ＣＳ的相对风险较高，这就增加了
以下可能性，即认为 ＣＳ使之后受孕困难可能与此前不孕的状
态有关，而不是ＣＳ病史本身［９］。然而，这些研究都没有评估自

愿性和非自愿性不孕之间的关系，以及 ＣＳ与一般或输卵管因
素不孕症的相关性［１１］。

少数几个针对ＣＳ和经ＨＳＧ证实的输卵管因素不孕症的研究
并未发现之间有关联，这与我们的发现相似。Ｌａｓｈ等［１２］报道了要

求二次生育的女性继发性输卵管阻塞的可能性更大，而非ＣＳ妇
女。Ｓａｒａｓｗａｔ等人［１３］在对１４６４名患有继发性不孕的妇女进行了
ＨＳＧ或腹腔镜检查后发现，输卵管因素不孕（２１４％）和其他原因
致不孕的妇女（２１６％）相比，ＣＳ的发生率相似。调整后ＯＲ＝１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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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ＣＩ０７３１５２）。此外，继发性输卵管因素不孕的妇女与正常
育龄妇女相比，不太可能有ＣＳ病史（调整ＯＲ＝１２，９５％ ＣＩ０９
１７）。Ｂｉｄｅｒ等［１４］也未能发现ＣＳ和输卵管异常之间的关系。因
此，ＣＳ并不是导致输卵管因素不孕的诱发危险因素。

目前文献支持我们目前有关妇科或普通外科手术病史的

输卵管因素不孕症发病率较高的发现。Ｌａｌｏｓ报道［１］，在１２０名
输卵管因素不孕的女性中，５９％有既往腹部手术史，特别是盆腔
手术史，而只有２３％没有。根据腹部手术类型分析，相比阑尾
切除，卵巢切除是输卵管损伤更重要的危险因素。Ｓａｒａｓｗａｔ
等［１３］研究发现，在不孕人群中，与无盆腔手术史的患者相比，盆

腔手术史使输卵管因素不孕的风险增加了 ２７倍。Ｌｕｔｔｊｅｂｏｅｒ
等［４］进行了一项系统评价和Ｍｅｔａ分析，探讨既往病史与输卵管
病变的关系。他们报道阑尾炎使输卵管因素不孕的风险增加

了２倍，盆腔手术则使此风险增加了３６倍。与正常育龄妇女
相比，输卵管因素不孕患者更可能有卵巢或盆腔手术史。

综上所述，与其他腹部或妇科手术不同，剖腹产史对增加

输卵管性不孕症的风险，只有很小的影响，因此不应该影响医

生对产妇阴道分娩或剖腹产的临床决策。而且生育对于女性

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事件，它是一个多维的涉及身体、

情感、生理、文化和精神等的过程。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育

龄期妇女开始更加关注生活质量的变化，即使剖腹产史不会增

加输卵管性不孕症的风险，但我们仍不鼓励没有医学指征的剖

腹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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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四川省卫生计生委科研课题项目（１７ＰＪ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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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针穴位联合盆底肌肉训练治疗难治性产后
尿潴留的疗效分析
李超１△　李芷茹２　钟家芳３　刘颖１　彭晓梅１　李兰１

１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２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肿瘤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３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康复科，成都 ６１１１３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电针穴位联合盆底肌肉训练对产后尿潴留治疗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
至２０１８年２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３８例分娩后尿潴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是否行电针及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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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训练，分为电针＋盆底肌肉训练组（４６例）、盆底肌肉训练组（４５例）和对照组（４７例），对照组仅保留尿
管。比较三组患者产后尿潴留治疗效果差异。结果　治疗３天后比较，电针及盆底肌肉训练组自主排尿率
为９７８％，高于盆底肌肉训练组（９３３％）及对照组（８０９％），三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８０４１，Ｐ
＜００５）；三组治愈率（Ｆ＝２９５１１）、有效率（Ｆ＝６２０２）及治疗后膀胱残余尿量（Ｆ＝４３７７）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电针穴位联合盆底肌肉训练可有效治疗ＰＰＵＲ，有利于产后膀胱功能恢复。

【关键词】　电针穴位；盆底肌肉训练；产后尿潴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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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ｎ＝４７），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ｏｎｌｙｒｅ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ｕｒｉｎａｒｙ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３ｄａｙ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ｕｒｉｎ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９７８％，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９３３％）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８０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
（χ２＝１８０４１，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ｕｒｅｒａｔｅ（Ｆ＝２９５１１，Ｐ＜
００５），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Ｆ＝６２０２，Ｐ＜００５）ａｎｄｂｌａｄｄｅｒ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Ｆ＝４３７７，Ｐ＜００５）ａｍｏｎｇ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ＰＰＵＲ，ｗｈｉｃｈ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ｂｌａｄｄ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Ｐｅｌｖｉｃ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ＰＵ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产后尿潴留（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ＰＰＵＲ），临床常
见，发病率可高达１７％以上，指产后排尿困难或膀胱残余尿增
加。其分类包括为急性与慢性两种，国外文献也分为显性尿潴

留（ｏｖｅｒｔ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ＰＵＲ）及隐性尿潴留（ｃｏｖ
ｅｒｔ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ｃＰＵＲ）。显性尿潴留指阴道分娩
或剖宫产拔除尿管后４小时～６小时不能自主排尿；ｃＰＵＲ指自
主排尿后膀胱残余尿≥１５０ｍＬ［１３］。ＰＰＵＲ可影响产后膀胱功能
恢复，可导致尿路感染、膀胱麻痹，甚至严重的盆腹腔积液及肾

功能不全，且可影响子宫复旧，造成产后出血等［２３］。临床上通

常采用水声诱导、热敷及按摩会阴、按压膀胱和注射新斯的明

治疗ＰＰＵＲ，如上述方法无效，则需进行导尿或残余尿量测定。
残余尿量大于１００ｍＬ，则会出现膀胱失平衡，往往需要导尿或保
留尿管［４５］。目前对ＰＰＵＲ，尤其是 ｃＰＵＲ的认识及治疗存在不
足，国内尚无ｃＰＵＲ的确切定义。本文就电针穴位联合盆底肌
肉训练治疗ＰＰＵＲ的疗效进行报道。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诊治
的１３８例产后尿潴留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患者产后
６小时或剖宫产拔除尿管后６小时不能自主排尿，通过水声诱
导、热敷及按摩会阴、按压膀胱和注射新斯的明治疗后仍不能

自主排尿，或自主排尿后膀胱残余尿量 ＞１００ｍＬ的需保留尿管
的患者（ｎ＝１７）。排除标准：由尿道梗阻、损伤等其他原因导致

的尿潴留病例。按患者是否愿意行电针穴位治疗分为三组，电

针＋盆底肌肉训练组、盆底肌肉训练和对照组，对照组仅保留尿
管。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成都市第五人

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①电针穴位：电针近端中极、水道（双）、水分、关元４穴，远

端阳陵泉（双）、三阴交２穴。操作方法：排空膀胱，取仰卧位，
７５％酒精消毒穴位，以适宜型号直刺相关穴位进行辨证可行提
插、捻转的补泻手法行针得气后留针，接Ｇ６８０５Ｉ型电针治疗仪
（青岛鑫升实业有限公司生产）采用连续波治疗，强度以患者能

够耐受、针柄轻微颤动为度，治疗时间３０ｍｉｎ，１次／ｄ。电针仪
参数：频率８０Ｈｚ。②盆底肌肉训练：产妇取平卧位，双髋屈曲，
吸气并收缩肛门８ｓ～１０ｓ，在呼气并放松肛门，重复上述动作，
持续１０ｍｉｎ～１５ｍｉｎ，每日至少３次～５次。③膀胱残余尿量测
定：通过超声测定。④尿管拔除时间：电针及盆底肌肉训练后３
天拔除尿管，并评估膀胱恢复情况及排尿情况；如拔除尿管失

败，则再次留置尿管。拔除尿管失败标准：拔除尿管后６小时不
能自主排尿、通过水声诱导、热敷及按摩会阴、按压膀胱和注射

新斯的明治疗后仍不能自主排尿，或自主排尿后膀胱残余尿量

＞１００ｍＬ。
１３　观察指标

拔除尿管后比较三组自主排尿情况、残余尿及膀胱功能恢

复情况。治疗后进行疗效评价：①治愈：能自主排尿，无排尿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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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的症状及体征；②有效：能自主排尿，存在排尿不适，但症状
及体征明显缓解，膀胱残余尿量 ＜１００ｍＬ；③无效：不能自主排
尿，症状、体征改善不明显，膀胱残余尿量测定＞１００ｍ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符合正态分布，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组间采用ＡＮＯＶＡ方差分析进行比较；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频数（百分数）［ｎ（％）］表示；如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非

参数秩和检验进行两两比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三组患者在年龄、孕周、体重指数、剖宫产、新生儿出生体重

及膀胱残余尿量比较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孕周（周） 新生儿出生体重（ｋｇ） 剖宫产（例） 残余尿量（ｍＬ）

电针＋肌肉训练组 ４６ ２５５±３７ ２４３±１２ ３８５±１４ ３７±０２ １６（３４８） ５７５２±２１９１

肌肉训练组 ４５ ２５６±３６ ２４８±１４ ３８９±１０ ３７±０３ １４（３１１） ５５４９±２３３５

对照组 ４７ ２５８±４１ ２４７±１３ ３８４±１１ ３７±０１ １３（２７７） ５５７６±２１６６

　　Ｆ／χ２值 ００７７ １３４７ ２１４２ ０１３９ １１４６ ０１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３天后效果比较
三组患者治疗３天后比较，电针及盆底肌肉训练组患者自

主排尿率为９７８％，高于盆底肌肉训练组患者（９３３％）及对照
组患者（８０９％），三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８０４１，Ｐ＜００５）；三组患者治愈率（Ｆ＝２９５１１，Ｐ＜００５）、有

效率（Ｆ＝６２０２，Ｐ＜００５）及治疗后膀胱残余尿量（Ｆ＝４３７７，
Ｐ＜００５）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电针＋肌肉训练组患者及
肌肉训练治疗产后尿潴留的疗效均好于单纯保留尿管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３天后效果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尿管拔除情况（例） 膀胱残余尿量（ｍＬ） 自主排尿（例）
疗效（例）

治愈 有效 无效

电针＋肌肉训练组 ４６ ４４（９５７） ６７３±３８２ ４５（９７８） ２９（６３０） １５（３２６） ２（４４）

肌肉训练组 ４５ ４０（８８９） ８８６±５８１ ４２（９３３） １９（４２２） ２１（４６７） ５（１１１）

对照组 ４７ ３５（７４５） ９８６±５７２ ３８（８０９） １２（２５５） ２３（４９０） １２（２５５）

　　Ｆ／χ２值 ２１０６４ ４３７７ １８０４１ ２９５１１ ６２０２ １９７８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关于ｃＰＵＲ的定义

国外文献报道 ｃＰＵＲ的发生率高可达 ５２％。其定义于
１９６１被首次提出，指产后自主排尿后膀胱残余尿≥１５０ｍＬ；国内
尚无ｃＰＵＲ确切定义。目前关于 ｃＰＵＲ定义具有一定的争议。
因为残余尿量是作为膀胱功能评估的重要指标。膀胱残余尿

量增加是上尿量损害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已证实当膀胱压大

于４０ｃｍＨ２Ｏ时，将阻碍输尿管输送尿液，产生上尿路扩张和肾
功能损害，当残余尿量大于膀胱生理容量的２０％（上运动神经
元损伤）或１０％（下运动神经元损伤）时，则认为膀胱失平衡，故
临床上在残余尿量大于１００ｍＬ时进行留置尿管［４５］。国外文献

将ｃＰＵＲ定于为残余尿≥１５０ｍＬ，但在量上仍不能区分生理性和
病理性［６７］。Ｍａｔｈｉａｓ等［７］对膀胱残余尿大于１５０ｍＬ组与小于
１５０ｍＬ组比较的结果表明，９２％的 ｃＰＵＲ第一次排空膀胱４天
后可排空膀胱（残余尿小于１５０ｍＬ），且两组分娩后１年排尿问
题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Ｍｕｌｄｅｒ等的研究结果建议将 ｃＰＵＲ
定义为残余尿≥５００ｍＬ［３，８］。Ｍｕｌｄｅｒ等［３］对 ２４个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结果表明，ｃＰＵＲ可能造成患者尿失禁、膀胱过度充
盈等长期的、潜在的、严重的排尿困难。ｃＰＵＲ临床上如拔除尿
管前未测定膀胱残余尿量，则容易被忽视。本研究为非前瞻性

研究，故未采用国外 ｃＰＵＲ标准（膀胱残余尿≥１５０ｍＬ）进行研
究，其中存在１７例（１２３％）能自主排尿，但膀胱残余尿量大于
１００ｍＬ的患者。通过电针穴位、盆底肌肉训练及留置尿管３天
后，仍有６例（４３％）患者膀胱残余尿量大于１００ｍＬ，故临床工
作中应提高对ｃＰＵＲ的认识，拔除尿管前建议提高超声或导尿
测定膀胱残余尿，有条件的可进行膀胱压力测定，避免ｃＰＵＲ被
忽视，以致对患者造成严重的影响。关于膀胱残余尿量大于多

少应留置导尿这一问题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的、基础的研究。

３２　ＰＰＵＲ的发生及治疗
研究表明分娩镇痛（药物剂量、时间长短）、产程延长、急

产、阴道助产、胎儿过大及心理、精神因素的是 ＰＰＵＲ的高危因
素，这些因素可导致产后膀胱肌麻痹、尿道括约肌痉挛、膀胱黏

膜发生充血及水肿、神经功能障碍对膀胱内压的敏感性下降，产

后不习惯卧床排尿等；同时剖宫产手术时行硬膜外麻醉、腰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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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等可抑制腰骶部脊髓神经增加膀胱内括约肌张力等原因

引起产后尿潴留的发生［２３，７，９］。目前对 ＰＰＵＲ的治疗，临床上
通常采用水声诱导、热敷及按摩会阴、按压膀胱和注射新斯的

明的方法治疗 ＰＰＵＲ，如无效则只能进行导尿或留置尿管。多
个ＭＥＴＡ分析结果表明针灸是治疗 ｃＰＵＲ的有效方法，且对
ｏＰＵＲ的治疗效果优于新斯的明，针灸治疗后ＰＰＵＲ患者１小时
内排尿率可高达９２％［１］。本研究结果表明针灸联合盆底肌肉

训练治疗产后尿潴留有效率高达９５７％，优于盆底肌肉训练、
留置导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自主排尿更高达
９７８％。盆底肌肉训练对产后尿潴留的治疗有效率和自主排尿
率均高于单纯保留尿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如
无条件行电针穴位治疗，可早期盆底肌肉训练干预治疗ＰＰＵＲ。
３３　ＰＰＵＲ的预防

产程中排尿及避免手术、麻醉对膀胱的影响，是预防 ＰＰＵＲ
的有效手段。重视产程中膀胱管理，特别是分娩镇痛的患者，当

出现小便困难时，进行间歇性导尿，避免膀胱过度充盈，可有效

预防ＰＰＵＲ［２，１０］。研究表明，即使只有１次膀胱过度充盈就可能
造成排尿困难、甚至肾衰竭［８］。对存ＰＰＵＲ高危因素：硬膜外麻
醉时间过长（大于７００分钟）、巨大儿、阴道助产等因素的患者，
应警惕ＰＰＵＲ，特别是ｃＰＵＲ的发生，进行针对性的早期干预，避
免出现膀胱过度充盈，提高对 ｃＰＵＲ认识、筛查，加强产程及麻
醉管理，做好产时膀胱管理，才能有效预防ＰＰＵＲ，避免ＰＰＵＲ对
患者造成长期的、潜在的、严重的后果［２３，１１］。

综述所述，电针穴位联合盆底肌肉训练是治疗 ＰＰＵＲ的有
效方法，临床上应重视提高对ＰＰＵＲ，特别是ｃＰＵＲ的认识，做好
产、产后时膀胱管理，才能有效预防 ＰＰＵＲ的发生，避免对患者
造成严重的后果，目前对留置导尿的时间及尿管拔除的指征仍

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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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围绝经期及绝经女性血浆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Ｃ反应蛋白（ＣＲＰ）、脂质水平与
睡眠质量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于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幼
保健院）妇科内分泌门诊就诊的２１７例（围）绝经期患者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对其进行匹兹堡睡眠质
量问卷调查，根据ＰＳＱＩ≥８分作为判断睡眠质量的好与差，测定血浆 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比较分析 Ｈ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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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Ｐ、脂质水平与睡眠质量的关系。结果　睡眠质量差组患者 ＨＣＹ、ＣＲＰ、甘油三酯（ＴＣ）、总胆固醇（ＴＧ）、
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水平显著高于睡眠质量好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水
平显著低于睡眠质量好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年龄、文化程度、职业、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
（ＴＣ、ＴＧ、ＬＤＬ、ＨＤＬ）等为影响绝经女性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校正年
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ＨＣＹ、脂质水平是影响绝经女性睡眠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结论　围绝经期及绝经女性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与睡眠质量显著相关，ＨＣＹ、脂质水平是影
响女性绝经过渡期睡眠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为临床改善睡眠质量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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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估计世界范围内大约有４７亿５０岁以上的女性，每年约
有２５００万女性进入绝经过渡期［１］。绝经过渡期被认为是女性

睡眠紊乱的高风险期，４０６０％的女性以睡眠紊乱和失眠为主要
症状，是围绝经期和绝经女性的主要健康问题之一，严重影响

着女性的生活质量［２］。同型半胱氨酸（ＨＣＹ）是肝脏合成的一
种含硫氨基酸半胱氨酸，可参与蛋氨酸的代谢。近年有研究证

实了同型半胱氨酸与许多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绝经后女性

血清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高于年轻女性［３］。既往研究［１，４］表明Ｃ
反应蛋白（ＣＲＰ）是急性炎症反应的敏感标志物，被认为是心血
管疾病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绝经女性缺少雌激素对心血管

的保护作用，ＣＲＰ水平会高于年轻女性。既往研究［５６］发现绝

经过渡期睡眠障碍与肥胖、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情绪紊乱等

疾病有关。然而，对于女性绝经过渡期睡眠障碍与 ＨＣＹ、ＣＲＰ、
脂质水平变化的相关性鲜有研究，本研究拟探讨围绝经期及绝

经女性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与睡眠质量的相关性，为改善绝经
过渡期女性睡眠质量睡眠障碍问题，降低代谢综合征、心血管

疾病的发生风险提供临床干预和健康指导策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

市妇幼保健院）妇科内分泌门诊就诊的（围）绝经期女性 ６５７
例，剔除不合格（基本信息和实验室检查结果采集不完整、ＰＳＱＩ
评分表填写完成率 ＜９０％，判定为不合格）４４０例，共有２１７例
进入统计分析。纳入标准：①自愿参加调查，并能自行填写问
卷；②年龄范围４０岁 ～６０岁；③有子宫及一侧或双侧卵巢；④
有月经改变或有围绝经期症状或已绝经（绝经后早期即绝经时

间范围１年～５年，绝经后晚期即绝经时间 ＞５年）；⑤无严重
的器质性疾病。排除标准：①年龄范围４０岁～６０岁；②妊娠或
哺乳状态；③已使用绝经激素治疗；④患有精神疾病服用抗精神
类药物；⑤近期有外科手术史、外伤史、严重感染史；⑥夜班和不
规律的睡眠时间；⑦结节性、活动性恶性肿瘤等。本研究经患者
知情同意，研究方案通过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幼保健

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审查。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由专人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①被调查对象一般情况及可能影响睡眠的相关因素；②睡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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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测量工具［７８］。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ｓｌｅｅｐ
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ＰＳＱＩ），内容包括睡眠质量、入睡时间、睡眠效率、睡
眠障碍、催眠药物及日间功能７项，每个成份按０分、１分、２分
和３分共４级评定，累积各成分得分即为ＰＳＱｌ总分，将总分≥８
分作为划分睡眠质量好与差的标准，总分越高，表示睡眠质量

越差。分为睡眠质量好组（ＰＳＱＩ＜８，ｎ＝１１２）和睡眠质量差组
（ＰＳＱＩ＞８，ｎ＝１０５）。
１２２　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诊断标准和严重程度按照改良 Ｋｕｐ
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标准进行量化［９］：总分≤６分为正常，６分 ＜总分≤
１５分为轻度，１５分＜总分≤３０分为中度，＞３０分为重度。
１２３　ＨＣＹ、ＣＲＰ检测方法清晨空腹抽肘正中静脉血３ｍＬ，置
于非抗凝管中，１ｈ内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上清液置于
－２０℃冰箱保存待测。ＨＣＹ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深圳迈
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ＣＲＰ、脂质指标采用化学发光
免疫分析法测定（美国 Ｓｉｇｍａ公司）。严格按照说明书操作步
骤进行检测。

１２４　体重指数（ＢＭＩ）［１０］参照 ＷＨＯ定义，＜１８５ｋｇ／ｍ２为体
重偏低，１８５ｋｇ／ｍ２～２４９ｋｇ／ｍ２为正常，２５ｋｇ／ｍ２～２９９ｋｇ／ｍ２

为超重，≥３０ｋｇ／ｍ２为肥胖。
１２５　问卷及质量控制调查问卷均由经过统一培训的门诊医
生面对面指导研究对象自行完成（征得被调查人员同意，文化

程度低者采取询问方法填写调查问卷）。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多组间比较采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二
项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婚姻状况和绝经状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睡眠质量好（ＰＳＱＩ＜８）组年龄（４７０２±５０４）岁，睡眠质
量差（ＰＳＱＩ＞８）组平均年龄为（４９８７±５４８）岁，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显示在不同年龄组中睡眠质量发生概
率不同。４０～４５岁组和４６～５０岁组睡眠质量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５１岁～５５岁组和５６岁 ～６０岁组睡眠质量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结果比较

结果显示，睡眠质量差组患者中，ＨＣＹ、ＣＲＰ、甘油三酯
（ＴＧ）、总胆固醇（ＴＣ）、低密度脂蛋白（ＬＤＬ）、空腹胰岛素水平
显著高于睡眠质量好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高密度脂蛋白（ＨＤＬ）显著低于睡眠质量好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ＢＭＩ、腰臀比（ＷＨＲ）、空腹血糖、收缩
压、舒张压等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ＰＳＱＩ＜８组
（ｎ＝１１２）

ＰＳＱＩ＞８组
（ｎ＝１０５）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０～４５ ４１１２±３６３ ４２６９±２６０ １８６ ００６８

　４６～５０ ４７７８±１３７ ４８３０±１４９ １６２ ０１０８

　５１～５５ ５２２７±１２０ ５３０６±１４８ ２１７ ００３

　５６～６０ ５９６７±０５８ ５７７５±１６１ １９９ ００６

文化程度

　初中或以下 ２９（２６） ４１（３９） ７７５７ ００２１

　高中或中专 ４３（３８） ４３（４１）

　大学或以上 ４０（３６） ２１（２０）

职业

　工作 ８７（７８） ６３（６０） １０９９５ ０００４

　无业 ８（７） ２３（２２）

　退休 １７（１５） １９（１８）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１０（９８） １０１（９６） ０２４４ ０６２１

　离异或丧偶 ２（２） ４（４）

绝经状态

　围绝经期 ５５（４９） ３９（３７） ３４８５ ０１７５

　绝经早期 ５１（４６） ６１（６１）

　绝经晚期 ６（５） ５（５）

表２　两组患者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ＰＳＱＩ＜８
（ｎ＝１１２）

ＰＳＱＩ＞８
（ｎ＝１０５）

ｔ值 Ｐ值

体重指数 ２１８９±２６３　 ２２４６±２２１ １７２ ００８７

腰臀比 ０８４±００６ ０８５±００６ １２５ ０２１３

总胆固醇 ４８６±０９１ ５３９±０９８ ４１３ ＜０００１

甘油三酯 １０８±０７４ １３６±０５８ ３０９ ＜０００１

高密度脂蛋白 １７６±０４０ １４４±０２９ ６５２ ０００１

低密度脂蛋白 ２６８±０６３ ３１５±０９０ ４４２ ＜０００１

空腹血糖 ４９５±０４８ ５００±０４５ ０７４ ０４６３

空腹胰岛素 ６４３±５２６ １００２±８２６ ３８０ ＜０００１

同型半胱氨酸 ９７０±２４２ １１４９±２８４ ５０３ ＜０００１

Ｃ反应蛋白 ２３１±１６１ ３４１±２０８ ４３４ ＜０００１

收缩压 １１７７２±１１７４　１１６９９±９５５ ０５０ ０６１６

舒张压 ７３５９±７５８　 ７４０５±７１１ ０４６ ０６４７

２３　（围）绝经期女性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睡眠质量差为应变量，年龄、文化程度、经济收入、职业、

绝经状态、ＨＣＹ、ＣＲＰ、ＬＤＬ、ＨＤＬ、ＴＣ、ＴＧ、ＦＢＧ、ＢＭＩ、空腹胰岛
素、ＷＨＲ水平为自变量进行二项分类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单因
素分析显示，ＨＣＹ、ＣＲＰ、ＴＧ、ＴＣ、ＬＤＬ、空腹胰岛素、年龄、文化程
度、职业等是女性发生睡眠障碍的影响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在校正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因素影响后，
ＨＣＹ、脂质水平仍是女性睡眠障碍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ＣＲＰ不是影响女性睡眠障碍的独
立危险因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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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围）绝经其女性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因素
单因素分析

ＯＲ（９５％ ＣＩ）　 Ｐ值

多因素分析

ＯＲ（９５％ ＣＩ）　 Ｐ值

年龄 １１１１（１０５１１１７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２５（１０７６１３９４） ０００２

文化程度 ０６１３（０４３０８７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０２８） ０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２１７８（０３９１１２１４９） ０３７５ ０２６９（０００８９４８７） ０４７０

职业 １４３１（１００２２０４５） ００４９ １００６１（２９２７３４５７９） ００００

绝经状态 １４０３（０８８３２２２９） ０１５１ ７２４２３（１０８７６４８２２５４） ００００

同型半胱氨酸 １３５７（１１８５１５５３） ００００ １４９４（１１９１８７６） ０００１

Ｃ反应蛋白 １３９８（１１８５１６４８）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１（０９３３１７６） ０１２６

甘油三酯 ２１０７（１２８９３４４５） ０００３ ０８９５（０３５６２２５３） ０８１５

总胆固醇 １８０２（１３３７２４２７） ００００ ３０３７（１０１１９１２５） ００４８

高密度脂蛋白 ００６９（００２６０１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０００１００５３） ００００

低密度脂蛋白 ２１５５（１４９２３１１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９５（０１７５２７６８） ０６０６

空腹血糖 １２４１（０６９９２２０３） ０４６１ １１６６（０３５５３８３） ０８０１

空腹胰岛素 １０８５（１０３６１１３５）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８（１０８９１３１８） ００００

收缩压 ０９９４（０９６９１０１９） ０６１４ ０９４３（０８８１０１１） ００９８

舒张压 １００９（０９７３１０４６） ０６４５ ０９２７（０８３８１０２６） ０１４３

ＢＭＩ体重指数 １１０４（０９８４１２３９） ００９２ １０５９（０８３６１３４２） ０６３３

腰臀比 ２１１２９（０１７６２５４３４２９） ０２１２ ９５７４（０００１９００６１９７） ０６５５

,

　讨论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１１］越来越多的中年女性在历经绝经过

渡期时，睡眠质量逐渐恶化，睡眠障碍的发生率逐渐增高。既往

研究表明［１２］ＨＣＹ是较强的炎症诱导因子，能造成内皮细胞损
伤，是心血管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ＳａｎｃｈｅｚＥｓｐｉｎｏｓａ等［１３］研

究首次证明了ＨＣＹ水平升高与轻度认知障碍患者睡眠障碍之
间存在相关性。ＣＲＰ是炎症过程的重要标志，是心脑血管疾病
的重要危险因子，被越来越多的实验所证实［６］。但关于绝经过

渡期女性ＨＣＹ、ＣＲＰ水平变化与睡眠障碍进展之间的相关性研
究甚少。

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绝经过渡期女性ＨＣＹ、ＣＲＰ、脂
质代谢与睡眠障碍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睡眠质量好组与睡

眠质量差组相比，其绝经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等水平有统计学

差异。睡眠质量差组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如 ＬＤＬ、ＴＧ、ＴＣ等显
著高于睡眠质量好组，提示绝经过渡期女性随着睡眠障碍的发

生，其ＨＣＹ、ＣＲＰ以及脂质水平显著升高。Ｂａｓｏｇｌｕ等［１４］研究曾

发现，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ＯＳＡＳ）的患者中，肥胖
ＯＳＡＳ患者代谢综合征发生率增加，血脂、空腹血糖、空腹胰岛
素、瘦素、纤维蛋白原和ＣＲＰ水平显著升高。Ｌｉ等［３］Ｍｅｔａ分析
中发现，ＯＳＡ患者血ＣＲＰ水平高于对照组，体重指数和呼吸暂
停低通气指数较高的患者 ＣＲＰ水平差异较大，支持 ＣＲＰ作为
ＯＳＡ的生物标志物。

既往研究［１５］指出绝经女性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水平高

于年轻妇女。Ｉｒｗｉｎ等［１６］队列研究和荟萃分析表明，睡眠障碍

与两种全身炎症标志物的增加有关：白细胞介素（ＩＬ）６和
ＣＲＰ。睡眠障碍女性的 ＣＲＰ显著高于男性。ＳＷＡＮ睡眠研
究［１７］发现睡眠质量与 ＣＲＰ和纤维蛋白原之间存在相关性，睡
眠时间越短，非裔美国人 ＣＲＰ和纤维蛋白原水平越高，而中国
人主要表现为 ＰＡＩ１水平越高。Ｎｏｗａｋｏｗｓｋｉ等［１８］调查研究中

年妇女在绝经过渡期间的睡眠连续性、睡眠时间与炎症生物标

志物之间的关系。结果指出绝经过渡期女性睡眠质量、睡眠持

续时间与炎症生物标志物独立相关。然而 Ｔａｈｅｒｉ等［１９］大型队

列研究指出睡眠时间主／客观因素和 ＣＲＰ之间没有显著相关
性。关于绝经过渡期女性睡眠质量和炎症标志物之间关系的调

查研究很少，其相关性仍然存在争议。本研究结果指出睡眠障

碍的发生受诸多因素影响。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
程度、ＨＣＹ、ＣＲＰ、脂质水平、空腹胰岛素等为影响绝经过渡期女
性睡眠质量的主要因素，与国内外部分研究基本一致［１３，２０］。本

研究发现校正年龄、文化程度、绝经状态的影响后，ＨＣＹ、脂质水
平是影响其睡眠质量的独立危险因素。然而，ＣＲＰ与绝经过渡
期女性睡眠障碍相关，但不是影响睡眠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睡眠障碍作为影响绝经过渡期女性健康的主要因素得到

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认可。本研究证实绝经过渡期女性 ＨＣＹ、
ＣＲＰ、脂质代谢与睡眠障碍显著相关，同时 ＨＣＹ、脂质水平是影
响其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本调查研究属横断面的研究，尚不

能推论证明绝经过渡期睡眠质量与 ＨＣＹ、ＣＲＰ及脂质代谢的因
果关系，因此，本研究需扩大样本量进一步探索其具体影响途

径，为改善围绝经期及绝经女性睡眠障碍，降低代谢综合征、心

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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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采用分类树模型分析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ＦＳＤ）的影响因素，探讨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对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影响，为临床医师有效识别女性性功能障碍提供科学依据，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方法　选择甘肃省６个地区２０岁及其以上的５０７３名女性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
方法，收集其人口学特征等信息；采用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ＣＶＦＳＦＩ）对研究对象进行 ＦＳＤ评估，总分小
于２３４５分表明存在ＦＳＤ。根据是否诊断为女性性功能障碍，将５０７３名女性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采用病
例对照研究，应用分类树模型的卡方自动交互检测方法，探讨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结果　分类树
模型共有３层、２４个节点、５个终末节点，共筛选出年龄、分娩次数、职业、文化程度、高血压、ＵＩ类型６个解
释变量，发现高龄、低文化程度、高血压疾病、压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多次分娩和不同职业与 ＦＳＤ发
生相关。分类树模型Ｒｉｓｋ统计量０３５８，拟合效果尚可。结论　分类树模型不仅可以拟合女性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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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风险预测模型，针对不同特点人群明确不同影响因素。临床医师应当主动评估高龄、文化程度低、高血

压和患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的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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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生活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影响患者的生活
质量、情绪及与伴侣之间的关系，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女性

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来越受到女性的关注。女性性功能障碍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所带来的相关生理、心理和社会
问题，同样越来越受到医务工作者的重视［１］。但是，受制于传

统观念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多数患者羞于就医或主动咨询、寻

求治疗［２］。本研究以甘肃省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现状调

查为基础，分析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探究女性性功能障碍

是否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有关，从而为识别女性性功能障碍

的高危人群提供科学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源自《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防治研究》的国家“十二

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由北京协和医院牵头实施。采取整群

随机抽样方法，选取５０７３名女性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来
自甘肃辖区内金昌、永昌、天水、静宁、兰州、白银平川６个地区；
②长期居住当地≥５年；③年龄≥２０岁；④认知能力正常并愿意
配合调查的女性。排除标准：①处于孕期和哺乳期者；②有生殖
道畸形等特殊疾病者；③因神经系统疾病导致泌尿生殖道疾患
者。符合以上其中１项者即排除。所有研究对象均已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和问卷调查方法。根据是否诊断为

女性性功能障碍，将５０７３名女性分为病例组和对照组。病例
组２４９１名女性，对照组２５８２名女性。

问卷调查方法具体采用基本人口学信息登记和中文版女
性性功能量表（ＣＶＦＳＦＩ）。克利夫兰诊所粪便评分（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通过患者自我报告的客观症状评估粪
失禁的严重程度，通常认为无需进行人群验证。ＣＶＦＳＦＩ的效
度、信度已经在中国人群中得到验证［３］。

现场调查结合妇科查体和妇科 ＰＯＰ量化分期系统（ｐｅｌｖｉｃ
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ＰＱ）分度测量，主诉盆底不适症
状者由调查员行妇科查体，并填写ＰＯＰＱ分期表格。由接受过
统一培训且经过考核的调查员进行问卷调查，并向受访者解释

调查目的和问卷中包含的调查内容。问卷由双人录入，发现不

一致时，及时与原始问卷核对后纠正。剔除信息缺失的问卷。

本研究应用分类树模型中的卡方自动交互检测（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ａｕｔｏ
ｍａｔｉｃ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ＩＤ），ＣＨＡＩＤ是以列联表卡方计
算为基础，常用于分类变量的处理，探讨影响因素。本研究已经

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于 ２０１４年 ２月 ～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实施。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８５　　　·

１３　诊断方法
女性盆底障碍性疾病包括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粪失禁。

本研究采用 ＰＯＰＱ评分，大于等于２级者诊断为盆腔器官脱
垂，其中２级者诊断为轻度脱垂，３级和４级者分别诊断为中度
和重度脱垂。回答问题“您是否有咳嗽／打喷嚏／提重物漏尿”
为“有”者，诊断为压力性尿失禁；回答问题“您是否有尿急／有
尿意后来不及上厕所漏尿”为“有”者，诊断为急迫性尿失禁；同

时，存在有压力性尿失禁和急迫性尿失禁者，诊断为混合型尿

失禁；有任意一型尿失禁者，诊断为尿失禁。回答问题“您是否

有不能控制的排便，有便意后来不及上厕所就有大便溢出的经

历”为“有”者，诊断为粪失禁，所有粪失禁患者填写克利夫兰诊

所大便失禁评分系统，评分０～５分为轻度失禁、６～１５分为中
度失禁、１６分及以上为重度失禁［４］。

采用中文版女性性功能量表（ＣＶＦＳＦＩ）评估女性性功能。
此量表通过６个维度评估女性性功能，每个维度得分相加，与系
数相乘后的总分为总得分。参考 ＭａＪ等［５］针对中国人群设定

的界限，总分小于２３４５分诊断为女性性功能障碍。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ｐａ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应用ＳＰＳＳ２４软件对相关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分
类树模型的卡方自动交互检测探讨相关影响因素。设置模型

拆分及合并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最大生长深度为３层。为了
有效筛选影响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影响因素，经过前期多次试验

分析，发现在父节点最小样本量为３００、子节点最小样本量为５０
时，模型检验错分概率最小，因此最终设置父节点最小样本量

为３００，子节点最小样本量为５０。通过收益图、索引图对分类结
果进行评价，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ＲＯＣ）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ＡＵＣ）评价分类
树模型的拟合效果。

)

　结果
２１　两组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比较

研究纳入年龄、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职
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元）、分娩次数、分娩方式、胎儿

最大体重、月经状态、绝经年龄、盆腔手术史（不包括剖宫产

史）、慢性咳嗽（大于３周）、吸烟、高血压、糖尿病、癌症、妇科炎
症、慢性盆腔痛、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肌瘤、盆腔器官脱垂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尿失禁（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ＵＩ）类
型、克利夫兰诊所粪便评分（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ｓｃｏｒｅ）。
单因素分析发现，年龄、ＢＭＩ、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
（元）、分娩次数、分娩方式、胎儿最大体重、月经状态、盆腔手术

史、吸烟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在病例组

和对照组组间分布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分类树模型
２２１　分类树模型　研究共纳入上述单因素研究中有意义和
文献中报道的共１７项影响因素。根据所设定的生长和修建规
则，分类树共有３层、２４个节点、５个终末节点，共筛选出年龄、
分娩次数、职业、文化程度、高血压、ＵＩ类型６个解释变量，具体
结果详见图１。从分类树模型可见，年龄对 ＦＳＤ发病风险影响

最大，随着年龄增加，ＦＳＤ发病风险增加，小于等于３９岁女性
ＦＳＤ患病比率为３５４％，４０岁 ～４７岁为４６３％，４８岁 ～５１岁
为５９９％，５２岁～５５岁为６８７％，５６岁及以上为８４０％，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年龄段筛选出不同影响因素，即

模型第二层。５６岁以上人群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者，ＦＳＤ
发病风险高（９０９％比７７０％）；４８岁～５１岁和５２岁～５５岁女
性中，文化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ＦＳＤ发病风险高（６７８％比
４９２％；７８１％比５５９％）；４０岁 ～４７岁女性人群中，高血压为
ＦＳＤ的危险因素（４５４％比６４８％）；年龄为３９岁以下者中分
娩次数为１次者，ＦＳＤ发生风险高于未生育女性及分娩次数为
２次及以上者（３８６％比２８９％比３１１％）。模型第三层：在３９
岁以下且未生育女性中，农民和教师人群中ＦＳＤ发生风险高于
其他职业（４０１％比２１９％）；在３９岁以下且分娩１次女性人
群中，初中及高中文化程度为 ＦＳＤ危险因素（４３３％比２６２％
比３３５％）；年龄为４０岁～４７岁且无高血压疾病人群中，压力
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患者发病风险高于无尿失禁和混合型
尿失禁者（５８３％比４３１％）。

表１　甘肃省６个地区两组女性性功能障碍单因素分析
结果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ｎ（％）］

指标和选项
病例组

（ｎ＝２４９１）
对照组

（ｎ＝２５８２）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５５１±１０５７ ３９５５±８２６ －２２３４ ０００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２３４±２７８ ２１８５±２６３ －６４２ ０００
职业

　工人 　４９１（１９７） 　５２４（２０３） ５８０２ ０００
　农民 １０８７（４３６） 　９２９（３６０）
　教师 　９２（３７） 　９０（３５）
　医护人员 　１４３（５７） 　２６４（１０２）
　行政人员 　１４２（５７） 　１７２（６７）
　服务人员 　１６７（６７） 　２１９（８５）
　其他 　３５６（１４３） 　３７２（１４４）
　缺失 　１３（０５） 　１２（０５）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６９８（２８０） 　３９１（１５１） １５１３２ ０００
　初中 　７１４（２８７） 　７７２（２９９）
　高中 　５５４（２２２） 　６０１（２３３）
　大学及以上 　５２１（２０９） 　８０８（３１３）
　缺失 　 ４（０２） 　１０（０４）
分娩次数

　０ 　１２４（５０） 　２９６（１１５） １８６１７ ０００
　１ １３６９（５５０） １５６３（６０５）
　２ 　６２０（２４９） 　５７４（２２２）
　≥３ 　３６７（１４７） 　１３９（５４）
　缺失 　１１（０４） 　１０（０４）
分娩方式

　自然分娩 １９３４（７７６） １７６５（６８４） １６６９ ０００
　阴道助产（产钳／胎吸） 　３９（１６） 　３９（１５）
　剖宫分娩 　３７７（１５１） 　４７０（１８２）

　缺失 　１４１（５７） 　３０８（１１９）
胎儿最大体重（克） ３２５３５３±４２１７６３２６３１７±４６００６０７４ ０４６
月经状态

　未绝经 １９９５（８０１） ２４２３（９３８） ２５１８２０００
　绝经 　４４５（１７９） 　１０４（４０）
　缺失 　５１（２０） 　５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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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甘肃省６个地区两组女性性功能障碍单因素分析
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指标和选项
病例组

（ｎ＝２４９１）
对照组

（ｎ＝２５８２）
χ２／ｔ值 Ｐ值

绝经年龄 ４８０８±６５５ ４６９８±７００ －１５００１４
盆腔手术史

　无 ２２３０（８９５） ２４３５（９４３） ３８６０ ０００
　有 　２６１（１０５） 　１４７（５７）
慢性咳嗽大于３周
　无 ２１７８（８７４） ２２９１（８８７） ２２５ ０１３
　有 　３１３（１２６） 　２８９（１１２）
　缺失 　 ０（０） 　 ２（０１）
吸烟

　无 ２３５９（９４７） ２４９３（９６６） ９８２ ０００
　有 　１２８（５１） 　８７（３４）
　缺失 　 ４（０２） 　 ２（０１）
高血压

　无 ２３３１（９３６） ２４９８（９６７） ２７８２ ０００
　有 　１６０（６４） 　８４（３３）
糖尿病

　无 ２３１３（９２９） ２５２９（９７９） ７４０２ ０００
　有 　１７６（７１） 　５３（２１）
　缺失 　 ２（０１） 　 ０（０）
癌症

　无 ２４１１（９６８） ２５３６（９８２） １０２１ ０００
　有 　７９（３２） 　４６（１８）
　缺失 　 １（００） 　 ０（０）
妇科炎症

　无 １４４６（５８０） １５６９（６０８） ３６９ ００６
　有 １０４０（４１８） １０１１（３９２）
　缺失 　 ５（０２） 　 ２（０１）
ＰＯＰ
　０／Ｉ度 １９５０（７８３） ２２１３（８５７） ４８０９ ０００
　ＩＩ度 　５１３（２０６） 　３５４（１３７）
　ＩＩＩ度 　２８（１１） 　１５（０６）
尿失禁

　无 １８９５（７６１） ２２０２（８５３） ６８８５ ０００
　ＳＵＩ 　３１１（１２５） 　１９０（７４）
　ＵＵＩ 　９５（３８） 　６５（２５）
　ＭＵＩ 　１８８（７５） 　１２５（４８）
　缺失 　 ２（０１） 　 ０（０）
粪失禁

　无 ２４６７（９９０） ２５６９（９９５） ４７１ ００９５
　轻度 　２０（０８） 　 ９（０３）
　中度 　 ４（０２） 　 ４（０２）
　粪失禁者可以延迟排便 　１０（０４） 　 ７（０３） ０５０ ０４８
　粪失禁者不能延迟排便 　１４（０６） 　 ６（０２）
　　　合计 ２４９１（４９１） ２５８２（５０９）

２２２　模型的终末节点增益分析　节点增益表提供分类树模
型中各节点汇总信息。响应百分比是各节点目标分类百分数，

索引值为目标分类在该节点响应百分比除以总样本根节点响

应百分比。本次研究的目标变量为病例组，索引值＞１００％表示
各个终末节点目标变量百分比大于根节点目标变量百分比。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应当注重年龄、文化程度、高血压及压力性
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对ＦＳＤ的影响。

２２３　模型评价　①增益图。从一端到另一端，累计收益图始
终以 ０％ 开始且以 １００％ 结束。良好模型收益图表应当先向
１００％突增，然后趋于平稳。具体结果详见图２。②索引图。累
积索引图趋向于从１００％以上开始，然后逐渐降到１００％。良好
模型索引值应正好从高于１００％开始，移动过程保持较高稳定
水平，然后骤降至１００％。具体结果详见图３。③分类树模型
Ｒｉｓｋ统计量。分类树模型 Ｒｉｓｋ统计量０３５８，表示运用该模型
对ＦＳＤ发病风险预测正确率为６４２０％。④ＲＯＣ曲线评价分类
树模型。绘制 ＲＯＣ曲线，ＡＵＣ为 ０６８６（９５％ＣＩ０６７１～
０７００），标准误为０００７。

图１　甘肃省６个地区５０７３例女性性功能障碍分类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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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甘肃省６个地区５０７３例女性性功能障碍分类树模型的终末节点增益情况［ｎ（％）］

　　　　　节点名称 节点 增益 响应百分比 索引值

５年龄大于５５岁 ２３１（４６） ２１０（８４） ９０９％ １８５１％

１３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２８８（５７） ２２５（９０） ７８１％ １５９１％

１６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上 ２２６（４５） １７４（７０） ７７０％ １５６８％

１１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３４２（６７） ２３２（９３） ６７８％ １３８２％

１０有高血压 ７１（１４） ４６（１８） ６４８％ １３１９％

２３压力性尿失禁或急迫性尿失禁 ２０６（４１） １２０（４８） ５８３％ １１８６％

１４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 ２１３（４２） １１９（４８） ５５９％ １１３８％

１２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 ２５２（５０） １２４（５０） ４９２％ １００２％

图２　ＦＳＤ影响因素分类树模型增益图 图３　ＦＳＤ影响因素分类树模型索引图

,

　讨论
本研究采用分类树模型探讨女性性功能障碍影响因素。

近年来，分类树逐渐在多因素疾病的危险因素分析中得到应

用，也可以揭示各变量对模型的重要性。树形第一层按照年龄

进行拆分，所以年龄为性功能障碍的最大影响因素；亦发现不

同年龄段女性性功能障碍与文化程度较低、高血压、压力性尿

失禁／急迫性尿失禁有关。
既往研究多表明，年龄［６１０］和低文化程度［６，９１０］是ＦＳＤ的危

险因素。本研究认为，女性性功能障碍受到患者的文化程度影

响。ＬｏｕＷＪ等［６］认为，低文化程度会影响女性对“性”的态度

和收入，这也使得患者有更多权力表达不满和寻求帮助。本研

究认为，受教育程度影响患者的生活水平、幸福感、健康关注程

度、社会地位和性观念，从而影响 ＦＳＤ的发病。本研究在不同
年龄段发现，低文化程度界定不同，考虑与社会发展经济水平

和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相关。因此，临床医师在接诊此类患者时

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患者的特点，识别高危患者。

本研究发现，尿失禁为ＦＳＤ的影响因素。尿失禁属于盆底
功能障碍性疾病的一种，其他还包括盆腔器官脱垂及粪失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重，ＰＦＤ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女性
的生活质量和自我评价，并造成患者沮丧等不良情绪，通过不

同方面影响女性性功能。因为本研究实施时间为２０１４年２月
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故仍然采用 ＦＳＦＩ评估患者性功能，未能采用
２０１５年修订的中文版盆腔器官脱垂———尿失禁性生活问卷国
际妇科泌尿学会修正版问卷（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
ｓｅｘｕａｌ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ｒｅ
ｖｉｓｅｄ，ＰＩＳＱＩＲ）［１１１２］。多数研究表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患

者ＦＳＤ发病率高于普通人群［１３１４］，其可能与感觉受损有关；ｄｅ
ＭｅｎｅｚｅｓＦｒａｎｃｏＭ等［１３］认为，盆底肌肉强度弱与 ＦＳＤ发生有
关。通常认为，尿失禁显著影响患者的性功能［１５］。ＨａｎｄａＶＬ
等［１６］研究发现，尿失禁与低性欲、阴道干涩和性交痛显著相关，

而盆腔器官脱垂与其无关。ＭｅｎｄｅｚＭＨ等［１７］认为，性交过程中

的尿失禁与盆腔及阴部神经受损、盆底及外括约肌功能不全、逼

尿肌过度活动有关。多数研究认为，盆腔器官脱垂显著影响患

者性功能，ＡｔｈａｎａｓｉｏｕＳ等［１８］认为，ＰＯＰ和绝经时间会影响女性
性功能，但是与ＰＯＰ的程度无关。?ｚｅｎｇｉｎＮ等［１９］认为，ＰＯＰ患
者ＦＳＤ患病率高可能与由 ＰＯＰ引起的低自我评价及对性的态
度有关。ＩｍｈｏｆｆＬＲ等［２０］研究发现，与无粪失禁患者相比，粪失

禁患者更多报告低性欲、低满意度和因健康状况限制性行为；在

性活跃女性中，粪失禁患者更多报道润滑困难、疼痛和高潮困

难，排气失禁患者的性功能与无失禁女性相似。亦有研究认为，

纠正混杂因素之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与女性性功能障碍无

显著相关［２１２２］。本研究中未发现盆腔器官脱垂和粪失禁与

ＦＳＤ之间的关系，此与受制于篇幅所限（ＦＳＤ共分为６个维度，
本研究仅针对 ＦＳＤ与其他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关系进行分
析，若分别针对６个维度行分析则篇幅过长）未能行盆腔器官
脱垂、粪失禁与女性性功能障碍各个维度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关。

通常认为，绝经对女性性功能障碍为危险因素［６，１０，２３］。但

是，亦有文献报道绝经与 ＦＳＤ患病率无关［２４］。ＣｕｅｒｖａＭＪ等［２］

研究发现，接诊绝经期患者主动询问其性功能时，ＦＳＤ患病率由
１２１％ 升至４８０％ （Ｐ＜００００１），其认为妇科医师在接诊绝经
期患者时应当主动关注患者是否同时存在女性性功能障碍。本

研究尚未发现绝经与ＦＳＤ之间的关系。本研究认为，受到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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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影响，部分女性心理受到“绝经”的影响，同一时期可能因

内分泌原因出现“更年期综合症”，此均可能影响女性性功能，

因此对于绝经女性性功能应当综合进行生理和心理评价。

本研究发现，高血压与 ＦＳＤ发生相关，未发现糖尿病与
ＦＳＤ有关。楼青青［２５］研究认为 ＩＩ型糖尿病患者 ＦＳＤ患病率
高。ＬｕｎｅｌｌｉＲＰ等［２６］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的女性性功能量表

得分更低（２２４±７４ＶＳ２６８±５４，Ｐ＜０００１），且ＦＳＤ患病率
高于血压正常人群（６３％比３９％，Ｐ＝００２）。ＴｕｎｃｅｌＥ等［７］研

究纳入 ＩＩ型糖尿病患者发现，ＦＳＤ患病率为５５９％，且与患病
时间、胰岛素治疗和抗抑郁治疗有关，与未合并高血压者相比，

合并高血压者女性性功能量表得分更低。ＰｏｎｔｉｒｏｌｉＡＥ等［２７］针

对糖尿病患者进行女性性功能评价，共纳入２６篇原始研究的荟
萃分析表明，Ｉ型糖尿病（ＯＲ＝２２７，９５％ＣＩ＝１２３，４１６）、ＩＩ型
糖尿病（ＯＲ＝２４９，９５％ＣＩ＝１５５，３９９）和任意型糖尿病（ＯＲ
＝２０２，９５％ＣＩ＝１４９，２７２）患者 ＦＳＤ患病率更高；ＦＳＦＩ得分
在Ｉ型糖尿病（ＯＲ＝－０２７，９５％ＣＩ＝－０４１，－０１２）、ＩＩ型糖
尿病（ＯＲ＝－０６５，９５％ＣＩ＝－０７５，－０５４）和任意型糖尿病
（ＯＲ＝－０８，９５％ＣＩ＝－０８８，－０７１）中均低于对照组；且与
对照组相比，抑郁情绪更常见。黄青会等［２８］研究认为，糖尿病

患者ＦＳＤ发生率较高，且与正常人群相比，糖尿病患者卵泡刺
激素、黄体生成素、睾酮升高，雌二醇降低，但是，在 ＦＳＤ患者和
性功能正常的糖尿病患者中未见显著性差异。研究认为，糖尿

病影响ＦＳＤ的发生是因为糖尿病影响微小血管及神经；亦有研
究认为，糖尿病对腺垂体和性腺有影响，间接影响患者体内雌

激素水平，影响阴道功能。

既往研究认为，对伴侣的态度和婚姻关系均显著影响患者

的性功能［６，２９］，本研究中未能纳入针对患者的社会关系和家庭

关系的影响因素，此亦为目前多数研究的共同不足之处。目前，

多数研究未能综合考虑患者的社会关系、家庭因素等社会学因

素对患者进行综合评判，若研究者本身为心理学者或者精神科

医生，多数仅考虑患者情绪，如沮丧、对自身健康状况不满等因

素，而未能纳入生理因素，造成此类研究的限制和局限性。现有

研究表明，心理、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３０］、多动症／注意缺
陷［３１］、酒精依赖［３２］和睡眠障碍［３３］均与 ＦＳＤ发生相关；童年曾
经遭受性侵犯者［３４］亦与 ＦＳＤ相关，不孕患者群体［３５］和癌症患

者［３６］ＦＳＤ发病率高，且与不同术后内分泌治疗［３７］有关。因此，

未来应当丰富研究者的专业背景，共同设计研究，兼顾心理和

生理两方面可能的影响因素。

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ＦＳＤ发生与年龄、分娩次数、职业、
文化程度、高血压、压力性尿失禁／急迫性尿失禁相关，泌尿妇科
医师接诊尿失禁患者时，应当主动评估患者性功能，避免因患

者羞于就诊而有所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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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６１９）

【基金项目】无锡市卫生计生委科技成果和适宜技术推广项目（Ｔ２０１８１２）
△【通讯作者】堵晓英，Ｅｍａｉｌ：ｄｙｈｇｃｒｍ＠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金刚藤片联合头孢西丁钠注射液对盆腔炎性疾病
后遗症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
孙宏１　堵晓英１△　王昊珏２

１无锡市惠山区第二人民医院妇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２无锡市锡山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金刚藤片联合头孢西丁钠注射液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临床效果，观察其对
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氧化应激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无锡市惠山区第二人
民医院诊治的１４０例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各７０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头孢西丁钠注射液静脉滴注，观察组患者则加用金刚藤片治疗，连续治疗４周。
通过盆腔积液量、妇科检查评分变化评价其临床效果，观察症状的恢复时间，测定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氧

化应激指标变化，评价用药安全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对照组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 ９１４３％（６４／７０）、
７８５７％（５５／７０），观察组疗效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盆腔积液量较治疗
前明显减少，妇科检查评分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以观察组患者的盆腔积液
量更少，妇科检查评分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白带、下腹痛、体温恢复
正常的时间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明显，其 ＲＩ、ＰＩ
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ＰＳＶ水平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氧化应激指标改善明显，其血清
中ＳＯＤ、ＴＡｏｃ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ＭＡＤ水平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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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不良反应率１８５７％高于观察组的４２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金刚藤片联合头孢
西丁钠注射液利于促进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患者临床症状的消退，改善子宫血流动力，减轻氧化应激反应

程度，用药安全性高，值得临床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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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盆腔炎性疾病是病变部位在输卵管、卵巢等女性上生殖道
的一组常见感染性疾病，好发于性活跃期女性，主要包括盆腔

腹膜炎、子宫内膜炎、输卵管和卵巢脓肿、输卵管炎等，若诊治不

及时易诱发后遗症，即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ＳｅｑｕｅｌａｅｏｆＰｅｌｖｉｃ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ＰＩＤ）［１］。近年来，随着盆腔手术的增多、
性观念的开放，ＳＰＩＤ的发病率明显上升，伴随而来的是不孕症、
异位妊娠、慢性盆腔痛等并发症发生率的上升及炎症反复发作

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２３］。目前，普遍认为 ＳＰＩＤ的发
生、发展与病原体入侵、氧化应激损伤、炎性细胞的过度浸润增

殖等免疫相关的因素密切相关［４］。因此，如何在实践中采取有

效治疗方案以改善机体氧化应激状态、减轻局部炎症反应是我

院临床诊治的关键着眼点。西医临床上多采用以抗生素治疗

为基础，辅以手术治疗，疗效不甚满意［５］。近年来，部分中药被

证实具有良好的抗炎、镇痛、改善子宫血液微循环等活性，在促

进ＳＰＩＤ患者盆腔积液吸收、减轻盆腔疼痛等方面效果突出［６］。

有关研究表明，以金刚藤为主要成分精制而成的中成药对ＳＰＩＤ
患者治疗可起到明显的抗菌消炎作用，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达到治疗的目的［７］。因此，本研究采用金刚藤片联合头孢西丁

钠注射液治疗ＳＰＩＤ患者，观察其临床效果及可能的起效机制。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无锡市惠山区第二人民医
院诊治的１４０例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０岁，病程≥６个月；②符合上述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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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标准，中医辨证为湿热蕴结证；③患者无严重的重要脏器功
能障碍；④近１个月未有抗生素等药物治疗史；⑤签订知情同意
书，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消化道出血
者；②盆腔结核、子宫腺肌症、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其他疾病引起
的下腹疼痛者；③合并心肺、肝肾功能严重异常者；④妊娠期或
哺乳期妇女；⑤过敏体质或药物禁忌症者；⑥不符合上述诊断
标准者；⑦慢性阑尾炎、卵巢肿瘤破裂或扭转、脏器破裂、异位妊
娠等急腹症者；⑧目前接受其他实验研究治疗者。

西医参照《妇产科学》［８］中有关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诊断标

准确诊。妇科检查可见宫骶韧带增粗及压痛，大量脓性分泌物，穹

窿有明显触痛，附件区压痛；Ｂ超检查可探及一侧或双侧附件炎性
包块，子宫直肠凹陷积液。中医诊断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９］中有关湿热蕴结证的诊断标准确诊，主症：①腰骶胀痛；②
带下量多，色黄味臭；③下腹胀痛。次症：①低热；②易感疲乏；③经
期延长，月经量多；④小便黄。舌质红，苔黄腻，脉弦滑或滑数。诊
断须具备主症３项＋次症至少２项，并参考舌象、脉象确诊。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头孢西丁钠注射液（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５７６５０，
上海新亚药业有限公司）２０ｇ／次静脉注射，每６小时１次。观
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金刚藤片（国药准字Ｚ２００３００３２，
四川金辉药业有限公司，规格：０５２ｇ）温开水送服，４片／次，３
次／ｄ，两组均连续治疗４周为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①盆腔积液量：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通过超声检查观察的盆
腔积液的最大深径，比较盆腔积液量变化。②妇科检查评分：两
组患者均于治疗前后行常规妇科检查，根据宫骶韧带增粗及压

痛、分泌物的量色气味、子宫活动度、附件区压痛的轻重程度分

别记以０分、２分、４分和６分，分值越低，症状越轻。③症状恢
复时间：记录用药治疗后两组患者白带、下腹痛、体温恢复正常

的时间。④子宫血流动力学：分别于治疗前后非月经期采用彩
色多普勒超声检测仪测定患者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阻力指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Ｉ）、搏动指数（ｐｕｌ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ＰＩ）、子宫动脉
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ｅａｋ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ＳＶ）。⑤氧化应激指
标：治疗前后抽取肘静脉血５ｍＬ，离心后留取血浆于－２０℃冰箱
保存待验，用化学比色法监测治疗前后血清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ｕｐｅｒｏｘｉｄｅｄｉｓｍｕｔａｓｅ，ＳＯＤ）、丙二醛（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ＭＤＡ）、
总抗氧化能力（Ｔｏ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ＡＯＣ）水平。⑥用药

安全性评价：观察治疗过程中患者恶心、腹泻、血栓性静脉炎、皮

疹、食欲下降、胃部不适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４　疗效标准［９］

痊愈：症状、体征消失，超声显示盆腔无积液，妇科检查评分

下降≥９０％。显效：症状、体征及实验室指标明显改善，盆腔积
液量减少≥２／３，妇科检查评分下降７５％ ～９０％；有效：各方面
观察指标有所好转，盆腔积液量减少≥１／２，妇科检查评分下降
３０％～７５％；无效：达不到有效标准。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组间对比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以均数±标
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
［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对比

将１４０例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
照组患者７０例，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５０岁，年龄（３２３７±３０５）
岁，病程范围６个月

!

１３年，病程（３２６±１７４）年；子宫内膜炎
２２例，输卵管炎２０例，盆腔腹膜炎９例，输卵管卵巢囊肿１９例；
伴继发不孕者４６例，伴性交痛者３７例，伴月经不调者４０例；包
块大小（５３５±０５１）ｍｍ。观察组患者７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岁，年龄（３３６３±２８９）岁，病程范围６个月

!

１５年，病程
（３４５±１６２）年；子宫内膜炎２６例，输卵管炎２１例，盆腔腹膜
炎７例，输卵管卵巢囊肿１６例；伴继发不孕者５０例，伴性交痛
者３５例，伴月经不调者４２例；包块大小（５２７±０４８）ｍｍ；两组
患者一般资料经 ＳＰＳＳ２００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有效率对比

观察组患者、对照组患者的有效率分别为 ９１４３％（６４／
７０）、７８５７％（５５／７０）。观察组患者疗效更好，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两组患者盆腔积液量、妇科检查评分对比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盆腔积液量较治疗前明显减少，妇科检查

评分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比较，以观察
组患者的盆腔积液量更少，妇科检查评分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有效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７０ ３７（５２８６） １６（２２８６） １１（１５７１） ６（１０００） ９１４３ａ

对照组 ７０ ２０（２８５７） １１（１５７１） ２４（３４２９） １５（２１４３） ７８５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χ２＝４５３８，Ｐ＝００３３＜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盆腔积液量、妇科检查评分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盆腔积液量（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妇科检查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７０ ２７１２±３２４ ８９３±１０２ １１３７２ ＜００５ ２２０６±１９３ ３７０±０８１ ９０３１ ＜００５

对照组 ７０ ２６４０±３３１ １９６５±１７６ ４２５０ ＜００５ ２１４２±２３７ １６５４±１７５ ３１７２ ＜００５

ｔ值 －０７７２ ７２３８ －０８０２ １０１１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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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主要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白带、下腹痛、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

较对照组明显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２５　两组患者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明显，其

ＲＩ、ＰＩ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ＰＳＶ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６　两组患者血清氧化应激水平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氧化应激指标改善明显，其血清中

ＳＯＤ、ＴＡｏｃ水平较对照组明显升高，ＭＡＤ水平明显降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两组患者主要症状消失时间比较（ｄ，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白带正常 下腹痛消失 体温降至正常

观察组 ７０ ３４８±１０６ ４１１±０２５ ３６２±０２８

对照组 ７０ ６５７±１２４ ６２０±０３７ ７３５±０７４

ｔ值 ２００４ １７３９ ３１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子宫血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ＲＩ ＰＩ ＰＳＶ（ｃｍ／ｓ）

观察组 ７０ 治疗前 ０９６±０２７ １９２±０４１ １１６０±２６８

治疗后 ０４２±０１１ａｂ １３３±００７ａｂ １８９２±３５６ａｂ

ｔ值

Ｐ值

２０３６ ０６１０ －４０７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７０ 治疗前 ０９４±０２３ １８９±０３６ １１６５±２７４

治疗后 ０８０±０１５ａ １７４±０２０ａ １３８５±３４２ａ

ｔ值

Ｐ值

１２７５ ０３７８ －１８５１

００３４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两组患者血清氧化应激水平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时间 ＳＯＤ（Ｕ／Ｌ） ＭＡＤ（μｍｏｌ／Ｌ） ＴＡｏｃ（Ｕ／ｍｇ）

观察组 ７０ 治疗前 ５５９２±１１０５ ９３２±１６０ ０９０±０２２

治疗后 ９３７８±１４２９ａｂ ５０７±１１４ａｂ １８４±０４５ａｂ

ｔ值

Ｐ值

－２００１５ ２００９ ０１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

对照组 ７０ 治疗前 ５６８３±１０４７ ９３４±１６５ ０９２±０２７

治疗后 ８７１５±１１７６ａ ７２０±１３７ａ １５３±０３０ａ

ｔ值

Ｐ值

－１７０３４ １０５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同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比较，Ｐ＜００５

２７　药物安全性评价
对照组患者服药后出现恶心５例，腹泻４例，血栓性静脉炎

３例，皮疹１例，不良反应率１８５７％；观察组患者出现２例食欲
下降，１例恶心，１例胃部不适，不良反应率４２９％；患者症状均
轻微，未经处理自行缓解，观察组患者用药安全性更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ＳＰＩＤ是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感染性疾病，多因急性盆腔炎性

疾病治疗不彻底迁延而成，患者多是病原菌由会阴进入阴道，沿粘

膜间上行，通过子宫颈、输卵管蔓延至卵巢、腹腔，导致感染的上行

播散，妇检时可触及盆腔肿块［１０］。西医在临床多采取广谱抗生素

治疗。头孢西丁钠是一种头霉素类的新型抗生素药物，杀菌作用极

强，虽能一定程度上清除病原体，但长期治疗容易产生耐药性，甚至

诱发二重感染，且容易导致恶心、腹泻、血栓性静脉炎、皮疹等多种

不良反应［１１］。不仅如此，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因炎症引起的大量渗

出液吸收缓慢，导致疾病反复发作，极易引起盆腔内粘连，输卵管卵

巢炎，甚至发生积水积脓可能，症状反复、迁延不愈［１２］。无锡市惠

山区第二人民医院临床研究认为，在抗生素基础上加用中药协同治

疗在减轻疼痛症状、促进炎性介质的吸收、减少组织充血等方面效

果良好。

中医学认为，ＳＰＩＤ属于“妇人腹痛””“带下病”“瘕”
“热入血室”等范畴。患者多为经行产后或宫腔手术处置后，正

气未复，胞门未闭，或伤及冲任，邪毒乘虚侵袭，化生湿热，与气

血、冲任相搏，蕴积于胞宫，缠绵难愈［１３］。湿热蕴结是 ＳＰＩＤ的
关键病机，治之须以清热利湿、化瘀消为要。金刚藤片是从百

合科植物金刚藤根茎中提取主要原料而制成的天然中成药，功

在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现代药理研究认为，金刚藤对于革兰阳

性球菌、革兰阴性杆菌、白色念珠菌等均有较好的抗菌活性，具

有良好的抗感染效果［１４］。本文中，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

效更好，盆腔积液量更少，妇科检查评分、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

且白带、下腹痛、体温恢复正常的时间更快，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这说明，加用金刚藤片治疗 ＳＰＩＤ更利于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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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ＩＤ患者盆腔积液的吸收，利于临床症状的消退，其效果优于
单纯头孢西丁钠治疗，且具有良好的用药安全性，效果满意。现

代药效学的研究表明，金刚藤具有较好的抗炎、镇痛、修复子宫

炎症性损伤等功能［１５］。金刚藤具有显著的抗炎及免疫调节活

性，可通过抑制炎症介质的合成与释放起到抗炎镇痛作用［１６］；

莫培晖等［１７］最新报道证实，金刚藤治疗慢性盆腔炎可以有效改

善患者体内微炎症环境，降低血清中炎性介质因子水平，进而

改善整体整理效果。齐进等［１８］研究报道证实，金刚藤多糖能够

抑制炎症介质分泌及细胞凋亡、调节免疫细胞功能。

诸多临床研究证实，盆腔炎的主要病理生理机制是慢性持

续炎症刺激局部炎症形成，而且反复慢性炎症可以刺激可影响

患者的凝血系统与纤溶系统的平衡，进而引发血液黏度的增

大，局部血液循环障碍，最终导致组织粘连的发生，又进一步加

重患者病情进展［１９］。结合文中影像学数据来分析，治疗前

ＳＰＩＤ患者 ＰＩ、ＲＩ值处于较高水平，ＰＳＶ则处于较低水平，说明
湿热蕴结证ＳＰＩＤ患者血液黏度增大，处于“黏”的状态，存在一
定程度的子宫血液微循环障碍，与中医的“血瘀”理论相符。而

进一步分析可知，观察组患者治疗后ＰＩ、ＲＩ值处于较低水平，ＰＳＶ
则处于较高水平，提示加用金刚藤片治疗ＳＰＩＤ在改善子宫血流
动力学方面效果更为突出，可缓解局部血液微循环障碍，致子宫

局部血流阻力减小，促进子宫组织的充血。考虑原因与金刚藤可

“活血”的功效密不可分。向燕等［２０］报道证实，金刚藤可有效改

善盆腔炎性疾病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改善微循环；顾莹

等［２１］最新研究证实，金刚藤片能通过改善血液流变学指标以利

于血液微循环及调控因子水平以提高宫颈黏膜对病原微生物反

复上行感染的防御能力、减轻免疫损伤而达到治疗湿热瘀结证慢

性盆腔炎性包块的效果，与本文研究结果一致。

现代医学认为，氧化应激损伤是ＳＰＩＤ重要的病理生理机制
之一。ＳＯＤ是人体内清除氧自由基的主要抗氧化酶之一，反映
了机体清除氧自由基的能力，当氧化应激反应发生时其可于体

内被大量消耗［２２］；而当ＳＰＩＤ患者局部炎症瀑布形成时可以产
生大量氧化应激产物 ＭＤＡ，进而诱发氧化应激损伤［２３］；本文

中，治疗前ＳＰＩＤ患者血清中ＳＯＤ消耗量明显增加，其水平呈低
表达，ＭＤＡ则大量生成，更加证实 ＳＰＩＤ患者长期炎症状态，氧
自由基生成过多，脂质过氧化物出现过量堆积。而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血清中ＳＯＤ水平明显升高，ＭＡＤ水平则明显降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金刚藤片具有抗氧化能力，能
增加血清ＳＯＤ含量，减少脂质类物质的堆积，促进机体清除氧
自由基能力，从而减轻盆腔内炎症损伤程度，推断这可能是观

察组起效的机制之一。

综上所述，金刚藤片联合头孢西丁钠注射液方案能够促进

ＳＰＩＤ患者的盆腔积液的吸收，促进临床症状的消退，缩短病程，
促进盆腔局部血液循环，且具有良好的抗氧化能力，协同效果

明显，且用药安全性高，可放心服用。但有关金刚藤有效物质抗

氧化活性的临床报道较少，后期研究可以此为切入点深化金刚

藤的药理研究效果，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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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养困难早产儿行抚触和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的
应用效果观察
吴春花△　孙晶晶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广东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喂养困难早产儿行抚触和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对喂养改善、并发症的发生和早
产儿家属护理满意度的影响。方法　依据纳入与排除标准，随机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深圳市龙华
区中心医院产科出生的１１０例喂养困难早产儿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５５例患儿。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给予非营养性吮吸和抚触干预方案，对照组患儿行常规护
理干预方案。比较两组患儿喂养困难干预效果、治疗相关指标变化、并发症发生情况和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喂养困难护理干预总有效率分别为９４５％和７８２％，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儿治疗相关指标优于对照组患儿，观察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儿，组间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家属护理干预满意度分别为９２７％和７８２％，组间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喂养困难早产儿行抚触、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可以改善患儿喂养困难
相关表现，提高干预效果和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高，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喂养困难；早产儿；抚触；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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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９４５％ ａｎｄ７８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
ｂ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９２７％ ａｎｄ７８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ｎ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ｓｕｃｋ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ｗｉｔｈ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ｏｆ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ｉｓｈｉｇｈ，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ｅｄｉｎｇ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ｉｎｆａｎｔｓ；Ｔｏｕｃｈｉｎｇ；Ｎ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ｓｕｃｋｉｎｇ；Ｎｕｒ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早产儿是指胎龄不足３７周出生的新生儿，近年来随着我国
二胎政策的实施，早产儿的发生率逐年提升，目前早产儿的出

生比例接近１０％［１］。早产儿由于各组织脏器发育尚不成熟，各

系统功能较足月儿差，容易出现感染、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低血糖、喂养困难、病理性黄疸等并发症［２］。早产儿胃肠道功

能发育不完善、胃肠动力不足，容易出现腹胀、呕吐、便秘、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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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增等喂养不耐受和喂养困难表现。新生儿科对于早产儿喂

养困难的治疗以对症治疗为主，如何更好地满足患儿喂养需求

是目前新生儿科研究的重点［３］。为了进一步探讨喂养困难早

产儿行抚触、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对喂养改善、并发症的发

生和早产儿家属护理满意度的影响，选取１１０例相关早产儿进
行干预研究，现将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
产科出生的１１０例喂养困难早产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患儿符合《实用新生儿学》［４］中有关早产儿相关诊断标准，生后

２４ｈ内即收治入新生儿科。②喂养困难诊断成立：患儿每日呕
吐超过３次；患儿存在腹胀，腹围每日增加超过１５ｃｍ；患儿存
在胃潴留，潴留量超过前次奶量的１／３；患儿超过３天奶量无增
加甚至减少。③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儿家属对入
组治疗知情，理解干预方案。④患儿无其他先天性疾病，不影响
治疗的进行。排除标准：①患儿合并胃肠道畸形等先天性疾病，
影响治疗的进行。②患儿合并颅内出血、呼吸窘迫综合征等严
重早产儿并发症。③患儿入组干预前接受过益生菌或促胃肠
动力药治疗。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实验研究方法。按照随机数字法，将

１１０例患儿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５例患儿。两组患
儿一般情况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儿一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观察组（ｎ＝５５） 对照组（ｎ＝５５）

性别 男２２例，女３３例 男２３例，女３２例

胎龄（周） ３３７２±１５９ ３３６１±１１２

体质量（ｇ） ２０９５８２±３６８７１ ２１３５６０±３７３３３

５分钟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８６０±０５９ ８５１±０６３

１３　干预方案
１３１　观察组　在对照组干预基础上，对观察组患儿给予非营
养性吮吸和抚触治疗。利用安抚奶嘴进行非营养性吮吸，每隔

３ｈ将消毒过的安抚奶嘴放入患儿口中，锻炼患儿的吸吮与吞咽
功能，注意该过程需要保证患儿意识清醒，避免窒息等意外情况

的发生。喂养后３０ｍｉｎ进行抚触治疗，抚触前需要于双手涂抹按
摩膏，并首先搓热双手，治疗持续约１５ｍｉｎ。在治疗过程中箱温
控制在３２℃左右，首先按摩头部，利用双手拇指先后按压眉头、
眼窝、人中、下巴；然后双手置于肋缘进行胸部按摩，双手滑向肩

部；然后用指腹顺时针按摩患儿腹部；然后对患儿胳膊、脚踝、脚

掌、手背、手掌进行按摩；最后按摩后背，指腹轻轻揉捏脊柱两侧

肌肉。抚触治疗过程中注意力度，各部位可以重复按摩。

１３２　对照组　给予对照组患儿常规护理干预。依据新生儿
营养支持临床指南进行喂养，在患儿生命体征许可的情况下，

尽快解除禁食并进行微量喂养。喂养需要循序渐进，从每次

１ｍｌ，每３ｈ一次开始，逐渐增加奶量。在暖箱内要模拟胎儿宫内
环境，增加患儿安全感。喂养时患儿保持右侧卧位，头肩部抬高

３０°，喂养后头部抬高１５°斜卧位，注意拍背以促进患儿奶量吸
收。喂奶过程中和喂奶后需要注意患儿吞咽及有无呕吐、腹胀，

必要时可以改为鼻饲喂养。注意患儿排便情况，若患儿超过２
天未排便，可以进行通便处理。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两组患儿喂养困难干预效果比较　评估标准，显效：经
过５ｄ的治疗，患儿鼻饲喂养每２～３ｈ一次，且无胃潴留、无腹
胀、无呕吐，肠鸣音正常；有效：经过７ｄ的治疗，患儿鼻饲喂养每
２～３ｈ一次，胃潴留不超过前次奶量的１／３，且腹胀、呕吐等症状
减轻，肠鸣音稍弱；无效：经过７ｄ的治疗，患儿鼻饲喂养仍然有
胃潴留超过前次奶量１／３，其余相关症状体征无改善甚至加重。
依据显效和有效患儿数计算治疗总有效率。

１４２　两组患儿治疗相关指标比较　具体包括恢复出生体质
量时间、达到胃肠道喂养时间（完全经口喂养）、平均奶量、腹胀

消失时间、呕吐消失时间、胎粪消失时间。

１４３　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具体包括有无便秘、黄
疸、低血糖等并发症，计算并发症发生率。

１４４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　利用新生儿护理
满意度评估表对患儿家属满意度进行调查，包括非常满意、满

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５个级别，依据非常满意和满意
患儿家属数计算总满意度。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
分数）［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喂养困难干预效果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喂养困难干预总有效率分别为

９４５％和７８２％，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儿喂养困难干预效果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疗效分级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５５ ３２（５８２） ２０（３６４） ３（５５） ５２（９４５）ａ

对照组 ５５ ２５（４５５） １８（３２７） １２（２１８） ４３（７８２）

χ２值 — — — ５０２

Ｐ值 — — — ００２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儿治疗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患儿治疗相关指标均优于对照组患儿，组间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儿中，４例发生病理性黄疸，６例发生便秘，并发症
发生率为１８２％；对照组患儿中，６例发生病理性黄疸，１３例发
生便秘，２例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３例发生低血糖，并发症发
生率为４３６％。观察组患儿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儿，组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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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儿治疗相关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观察组（ｎ＝５５） 对照组（ｎ＝５５） ｔ值 Ｐ值

恢复出生体质量时间（ｄ） １４４９±３６４ａ １１８９±２９６ １０３１ ００３０

达到胃肠道喂养时间（ｄ） ２５７２±６１１ａ １７６１±３１２ ８８５ ００３５

平均奶量（ｍｌ／ｋｇ·ｄ） ９０７２±１５２３ａ １４０６０±２０３３ １３８１ ００２３

腹胀消失时间（ｄ） ４８０±０５２ａ ３５１±０６７ ９０２ ００３５

呕吐消失时间（ｄ） ５２９±０５９ａ ３２２±０５０ ７８３ ００４０

胎粪消失时间（ｄ） ７８３±１６９ａ ５６１±１４３ ８１９ ００３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家属护理干预满意度分别为９２７％

和７８２％，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儿家属护理干预满意度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疗效分级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总有效

观察组 ５５ ３９（７０９） １２（２１８） ４（７３） ０（０）　 ０（０） ５１（９２７）ａ

对照组 ５５ ３０（５４５） １３（２３６） １２（２１８） １（１８） ０（０） ４３（７８２）

χ２值 — — — — — ６８３

Ｐ值 — — — — — ０００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早产儿喂养困难的发生与其植物神经调节功能不完善、胃肠

动力弱、胃肠分泌不足、贲门括约肌松弛、胃肠耐受能力差等诸多

因素相关。有关流行病学统计显示，早产儿喂养困难的发病率已

经超过８％［５］。早产儿喂养困难与患儿出生胎龄和出生体质量

密切相关，将会大大增加患儿发生病理学黄疸、坏死性肠炎等并

发症的几率，严重影响患儿的生长发育与生命安全［６］。喂养困难

早产儿一般通过全静脉营养或鼻饲喂养满足患儿营养需求，但这

对患儿的肝功能影响较大，如果长期不能进行经口喂养就会增加

患儿住院时间甚至提高病死率［７］。如何改善患儿喂养困难，尽快

达到全胃肠道喂养是医学界关注的重点。

在对症治疗的基础上，进行抚触干预可以改善患儿皮肤血液

循环，通过触觉和压力感受器影响副交感神经和迷走神经的兴奋

性，增加胃肠液的分泌，有助于胃肠道消化功能的改进并促进粪

便排泄［８］。腹部的抚触干预可以加快患儿胃肠蠕动，有效改善腹

胀、呕吐等喂养困难症状，可以促进尿胆原形成并改善胆红素的

不良循环［９］。而非营养性吸吮则通过患儿口腔黏膜感觉神经末

梢对迷走神经产生兴奋作用，进而促进胃肠液的分泌，同时可以

促进胃肠黏膜的生长发育，有利于胃动力的增加和胃排空的进

行［１０１２］。抚触和非营养性吸吮干预可以提高患儿喂养耐受性，有

利于尽快达到全胃肠道喂养，本研究结果证明了喂养困难早产儿

行抚触、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的应用效果。

综上所述，喂养困难早产儿行抚触、非营养性吸吮护理干预，

可以改善患儿喂养困难相关表现，提高干预效果和减少并发症的

发生，患儿家属护理满意度高，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 考 文 献

［１］　陶亚琴，马兰，蒋盘华，等．个性化半需求喂养法改善早产儿经口

喂养效果的评价［Ｊ］．中华护理杂志，２０１６，５１（１）：４９５２．
［２］　杨凤娥，佃东春，唐凤姣，等．强化母乳喂养对早产儿出院后追赶

性生长的影响随访［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６，３７（７）：１０２６１０２７．
［３］　ＬｉｎｇＨｉｕＴｕｎｇＢｏｎｎｉｅ，ＳｕｍＦｕｎｇＨｏｕＫｕｍｏｉＭｉｎｅａｋｉＨｏｗａｒｄ，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ｋｕ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ｎ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ｓｕｃｋｉｎｇ
ｈａｂｉｔ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ｄｅｎｔａｌ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Ｊ］．ＢｍｃＯｒａｌ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１８，１８
（１）：１４５．

［４］　金汉珍，黄德珉．实用新生儿学［Ｍ］．３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
社，２００６：７３．

［５］　向希盈，李颖，李卓颖，等．中国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中实施家长
参与早产儿住院期间综合管理与常规护理平行对照研究［Ｊ］．中
国循证儿科杂志，２０１６，１１（３）：１７７１８１．

［６］　ＧｉｂｂｉｎｓＳ，ＳｔｅｖｅｎｓＢ．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ｓｕｃｒｏｓｅａｎｄｎ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ｓｕｃｋ
ｉｎｇｉ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ｐａ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ｎｆａｎｔｓ［Ｊ］．Ｐ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６（１）：２１２８．

［７］　杨园园．住院早产儿母乳喂养的促进与阻碍因素研究进展［Ｊ］．
临床儿科杂志，２０１７，３５（９）：７０８７１２．

［８］　傅春红．抚触、非营养性吸吮治疗早产儿喂养困难的效果［Ｊ］．中
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８，３３（４）：８２５８２８．

［９］　王正新，孙娟，董梅花，等．口腔运动干预对促进早产儿经口喂养
的作用研究［Ｊ］．护士进修杂志，２０１７，３２（１３）：１１６８１１７０．

［１０］　王丹华．规范早产儿喂养 提高营养管理水平［Ｊ］．中华儿科杂志，
２０１６，５４（１）：１２．

［１１］　ＧｒａｓｓｉＡ，ＣｅｃｃｈｉＦ，ＳｇｈｅｒｒｉＧ，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ｉｚｅｄｐａｃｉｆｉｅｒ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ｎｏ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ｖｅｓｕｃｋｉｎｇｉｎ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Ｊ］．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１６，３８（４）：３９８４０２．

［１２］　周优树，齐文辉，黄生才，等．非营养性吸允干预对低体质量新生
儿的效果观察［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７，４６（３４）：４７９６４７９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１０）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９７　　　·

△【通讯作者】高选，Ｅｍａｉｌ：ｇａｏｘｕａｎ＠ｓｄｕｉｖｆ．ｃｏｍ
田琳琳和陈砼对本文有同等贡献，为并列第一作者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２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助孕后的妊娠结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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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临床资料和助孕结局，提高对此类患者的临床认识。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８年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诊治的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这１０例
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助孕结局。结果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中，７例患者出现性功能障
碍，９例患者有胡须，８例患者喉结不明显，６例患者阴毛稀疏。８例患者ＦＳＨ与ＬＨ水平均高于正常，５例患者长期
行睾酮替代治疗。１０例患者均行供精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其中８人成功获得子代。结论　女性易性症患者在婚后
可通过供精辅助生殖技术获得子代，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家庭和睦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女性易性症；辅助生殖技术；助孕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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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易性症又称作易性癖或变性人，患者虽能明确地知道自己
的生物学性别，但在心理上认为自己为异性，并希望通过手术

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性别。易性症是一种相对罕见的性身份

识别障碍疾病，发病率为１∶１０００００～２∶１０００００［１］男女比例约
为３∶１。在国外，易性症在古罗马与古希腊的文献中就已经有
明确记载，在我国古代的正史史籍亦有记述。追溯到奴隶社会

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性别变更者的称谓，并且在甲骨文中保

留有相关记载［２］与欧洲国家“男性变女性比女性变男性多”的

情况［３４］不同，国内报道女性变男性多于男性变女性［５６］，这可

能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有关。目前认为，该疾病的病因主要包

括了以下几种：遗传因素、家庭及社会因素、精神心理因素［７］。

在胚胎分化时期，性激素的缺乏或者过度分泌可能影响大脑中

与性别分化相关的区域，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性别认同障

碍［８９］。易性症患者在儿童时期即表现出明显的性别认同障

碍，青春期进展逆变，强烈希望成为异性，并希望被看作异性。

在我国，１９９２年７月成功完成了第一例女变男手术［１０］。目前，

对已有明确诊断的易性症患者绝大多数专家已达成共识，药物

和精神治疗并无持久帮助，整形外科手术是最好的治疗手段［１０］

女性易性症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亦有组建家庭和寻求生

育帮助的需求。伴随着辅助生殖技术（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的快速发展，法律允许男方作为女性易性症患
者的夫妻通过供精人工受精（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ｙｄｏｎｏｒ，
ＡＩＤ）或供精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ｎｖｉｔｒｏ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ＶＦ）等方
式获得其女方（普通正常女性）的生物学子代，与领养相比具有

明显的优势。在本次研究中，我们选取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

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８年诊治的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作



·９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为研究对象。收集并分析了这些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

验室检查结果及助孕结局，以期提高大家对女性易性症患者的

临床认识，从而理性、宽容、务实、平等地对待易性症患者，推崇

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多元化社会价值观。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在本次研究中，选取２０１０年至２０１８年山东大学附属生殖
医院诊治的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这１０例患者的一般资料、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助
孕结局。这些患者均已结婚，并有助孕需求。我们收集了这些

患者的入院时间（年）、年龄（岁）、配偶年龄（岁）、学历、职业、

婚后时间等一般资料，查阅了这些患者的身高（ｃｍ）、体重（ｋｇ）、
胡须、喉结、阴毛、阴茎长度等查体资料，搜集了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ＩＵ／Ｌ）、黄体生成素（ＬＨ，ＩＵ／Ｌ）、睾酮（Ｔ，ｎｇ／ｄＬ）、泌乳
素（ＰＲＬ，ｎｇ／ｍＬ）、ＡＢＯ血型和 ＲＨ血型的实验室检查结果，记
录了ＡＲＴ治疗方式和助孕结局，并对助孕成功获取子代的新生
儿出生体重、身高、性别、是否足月产等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已

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１２　观察指标
本次研究中涉及变量的参考值范围：ＦＳＨ１５ＩＵ／Ｌ～

１２４ＩＵ／Ｌ，ＬＨ１７ＩＵ／Ｌ～８６ＩＵ／Ｌ，Ｔ２４９ｎｇ／ｄＬ～８３６ｎｇ／ｄＬ，
ＰＲＬ４０４ｎｇ／ｍＬ～１５２ｎｇ／ｍＬ［１１］，收缩压 ＜１４０ｍｍＨｇ，舒张压
＜９０ｍｍＨｇ。
)

　结果
２１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基本临床资料

１０例易性症患者男方年龄范围２８岁 ～４０岁，女方年龄范
围２３岁～３８岁。１０例患者均维持１年以上稳定婚姻状态后来
院寻求生育帮助（８号病例为再婚，其余患者皆为初婚）。具体
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基本资料

病例

序号

入院时间

（年）

男方年龄

（岁）

女方年龄

（岁）
学历 职业

婚后时间

（年）

１ ２０１０ ３３ ２７ 大专 待业 ２

２ ２０１１ ３６ ３８ 高中 个体 ４

３ ２０１１ ３５ ２９ 本科 公司职员 ６

４ ２０１１ ３０ ３６ 大专 个体 ２

５ ２０１１ ４０ ３５ 大专 个体 ２

６ ２０１３ ３８ ３１ 中专 公司职员 １

７ ２０１３ ３８ ２３ 大专 司机 １

８ ２０１４ ３２ ２５ 中专 公司职员 １

９ ２０１５ ３３ ３２ 大专 个体 １

１０ ２０１６ ２８ ２４ 高中 待业 ３

２２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查体情况
１０例易性症患者体格检查结果较正常男性存在差异。其

中，１例患者无胡须；７例患者喉结不明显，１例患者喉结小；２例
患者无阴毛，６例患者阴毛稀疏。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表２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查体情况

病例

序号

身高

（ｃｍ）
体重

（ｋｇ）
胡须 喉结 阴毛

阴茎

长度

１ １６７ ６０ 有 小 稀疏 ８

２ １６３ ７０ 无 不明显 稀疏 ８

３ １７６ ８０ 有 不明显 无阴毛 —

４ １７２ ７５ 有 不明显 无阴毛 —

５ １６８ ６８ 有 正常 正常 —

６ １６５ ６５ 有 不明显 稀疏 ５

７ １６０ ５５ 有 不明显 稀疏 —

８ １７２ ７０ 有 不明显 稀疏 —

９ １６８ ６５ 有 不明显 稀疏 —

１０ １６７ ６０ 有 正常 正常 ８

２３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血液检查结果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血液检查结果，８例患者ＦＳＨ与ＬＨ

水平均高于正常，５例患者（１号患者、４号患者、７号患者、８号患
者和１０号患者）长期行睾酮替代治疗。具体情况详见表３。

表３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血液检查结果

病例

序号

ＦＳＨ
（ＩＵ／Ｌ）

ＬＨ
（ＩＵ／Ｌ）

Ｔ
（ｎｇ／ｄＬ）

ＰＲＬ
（ｎｇ／ｍＬ）

ＡＢＯ
血型

１ １０１９ ２７３ ８８８２０ ５８５ Ｏ

２ ６８０６ ３３８４ ４０２２ １１５３ Ｏ

３ ７７２１ ３０６７ １１３８０ １１５５ Ａ

４ ４６９５ ２０３５ ４７５１０ ７１５ Ｏ

５ ７２８３ ３６０７ ２４２０ ４８８ Ｏ

６ ５３９９ ２９１９ ２１２４ ７９７ Ｂ

７ １７１ ０４５ ６００３０ ４０５６ Ｂ

８ ４４２３ ２２０３ ４８１５０ １４４７ Ｏ

９ ７２６３ ４２４３ １１７３０ — Ｂ

１０ ８１７５ ４４１８ ４５４００ — Ａ

２４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供精治疗方式
１０例易性症患者采用ＡＩＤ（供精人工受精）或 ＩＶＦ（供精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的助孕方式。具体情况详见表４。

表４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供精治疗方式

病例

序号

ＡＩＤ

实际周期数 成功周期数

供精ＩＶＦ

实际周期数 成功周期数

１ ２ １ — —

２ — — ２ １

３ ３ １ — —

４ ３ １ — —

５ ５ １ — —

６ ５ １ — —

７ １ １ — —

８ １ ０ — —

９ —  １ １

１０ １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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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的ＡＲＴ结局
ＡＲＴ即辅助生殖技术。１号病例夫妇获得足月产女婴 １

个，２号病例和９号病例夫妇均获得早产儿男婴、女婴各一个，３
号病例夫妇获得足月产男婴、女婴各一个，４号病例、５号病例和
７号病例夫妇各获得足月产男婴一个，６号病例夫妇获得早产儿
女婴一个，８号病例和１０号病例夫妇未能成功获得后代。具体
情况详见表５。

表５　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ＡＲＴ结局

病例序号 活产数 新生儿性别 新生儿体重 新生儿身长 出生胎龄

１ １ 女 ３６２ ５０ 足月产

２ ２ 男／女 ２５５／２１５  早产

３ ２ 男／女 ３２５ ５０ 足月产

４ １ 男 ３７ ５５ 足月产

５ １ 男 ４５ ５０ 足月产

６ １ 女 ２９５ ４８ 早产

７ １ 男 ３４ ５０ 足月产

８ ０ — — — —

９ ２ 男／女 １９９／１６６ — 早产

１０ ０ — — — —

,

　讨论
１９４９年，Ｃａｕｌｄｗｅｌｌ首次报道了易性症患者［１２］。我国法律

规定，变性人同样享有结婚的权利和自由，变性人在更改了身

份证和户籍的性别后，达到结婚的相关实质要件，允许与异性

结婚［１３］。多数易性症患者均有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愿望，渴望

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由于女性变性者在术后的精神稳定性及

与伴侣的关系上要好于男性变性者［１４］，加上我国禁止代孕与胚

胎捐赠的伦理要求［１５］，现有的助孕技术仅限于帮助女性易性

症。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女性易性症患者

很少主动求医，很多女性易性症患者并不知道婚后可以通过

ＡＲＴ方式助孕，目前也尚无女性易性症患者婚后行ＡＲＴ治疗的
报道。自２０１０年以来，山东大学附属生殖医院共计有１０例女
性易性症患者婚后行助孕治疗，共有８例患者获得子代。因此，
让接触到易性症的医务工作者了解到易性症患者行 ＡＲＴ助孕
的成功案例，对于他们向患者科普助孕知识，为易性症患者提

供更多的选择和希望，具有启示和鼓励的作用。供精ＡＲＴ对于
女性易性症患者组建的家庭是一种伦理关怀，给他们带来了福

音，

如表３所示，在我们的研究中，１０例女性易性症患者中，１
号病例和７号病例的 ＦＳＨ和 ＬＨ水平较低，其余８例患者均呈
现出ＦＳＨ和ＬＨ较高的女性绝经期水平，可能与这些患者的子
宫附件切除后无卵巢分泌雌激素有关。２号病例、５号病例和６
号病例的睾酮水平较低，呈现出女性的睾酮水平，３号病例和９
号病例的睾酮水平略低于男性睾酮水平的正常范围下限，可能

与睾酮的不规律治疗有关，而其余５例患者的睾酮水平均处于
男性的睾酮正常范围内，是由于他们长期补充睾酮治疗导致

的。

供精ＡＲＴ治疗主要包括ＡＩＤ和供精ＩＶＦ两种，ＡＩＤ是指将
供精者的精液通过非性交方式注入女性生殖道内，供精 ＩＶＦ是

指将供精者精子与女性的卵子通过在体外完成受精，发育成胚

胎后，再移植回母体子宫内，从而达到受孕目的［１６］。在此次研

究中，１０例患者中有８例患者行ＡＩＤ治疗，累计行２１个周期的
ＡＩＤ治疗，共有６个周期获活产儿，活产率为２８５７％，与以往的
研究结果相似［１７］，３例患者累计行４个周期的供精 ＩＶＦ治疗，
共有２个周期获活产儿。

综上所述，女性易性症患者在婚后可通过供精ＡＲＴ获得子
代，女性易性症患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随着社会的开放和进

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在法律的允许下满足其生育

的需求，对于维系其婚姻稳定和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和谐社会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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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张丽珠．临床生殖内分泌与不育症［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６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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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周期序贯疗法辅助治疗高龄卵巢低反应患者
临床疗效观察
朱萍　何军琴△　李梦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中医科，北京１０００２６

【摘要】　目的　观察拮抗剂方案前借助中药周期序贯疗法辅助治疗对高龄卵巢低反应（ＰＯＲ）患者体外
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ＥＴ）的影响。方法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中医科和生殖中心２０１６年１月
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诊治的１１６例年龄≥３５岁ＰＯ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５８例、对照组５８例。对
照组给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促排，试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借助中药周期序贯疗法辅助
治疗３个月经周期。比较两组拮抗剂促排后，获卵数、促性腺激素（Ｇｎ）天数及用量、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ＨＣＧ）日雌二醇（Ｅ２）及子宫内膜厚度（Ｅｍ）、受精数、可利用胚胎数、优质胚胎数、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和
活产率。结果　中药周期序贯疗法联合拮抗剂方案较单纯拮抗剂方案获卵数、受精数明显增多，ＨＣＧ日Ｅ２水
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增厚，优质胚胎数增多，Ｇｎ用量减少，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Ｇｎ天数、可利用胚胎数、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活产率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前借助中药周期序贯疗法治疗可改善高龄ＰＯＲ患者低反应状态。

【关键词】　高龄卵巢低反应；中药周期序贯疗法；拮抗剂方案；体外受精胚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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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新时代女性婚育观改变，加之工作竞争压
力，精神、环境因素等影响，越来越多女性晚婚晚育，不孕风险增

加［１］，继而求助于ＩＶＦＥＴ的不孕女性增多，超促排卵时常见基

础窦卵泡少、Ｇｎ使用量较多、Ｅ２峰值低、获卵数少、周期取消率
高、临床妊娠率低，严重影响ＩＶＦＥＴ成功率，１９８３年Ｇａｒｃｉａ［２］首
次提出ＰＯＲ的概念。此后２０余年无ＰＯＲ的统一描述，Ｆｅｒｒａｒｅｔ
ｔｉＡＰ，ｅｔａｌ．于２０１１年制定 ＰＯＲ共识［３］，为 ＰＯＲ的研究提供了
诊断依据。近年来，针对 ＰＯＲ提出了多种治疗方案，如多种促
排方案，提前使用Ｇｎ，增加Ｇｎ用量，添加孕激素，生长激素，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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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表雄酮等，但效果仍不理想。ＰＯＲ可参照中医的绝经前后诸
证、闭经、不孕症等，肾虚是致 ＰＯＲ的根本病机，兼有脾虚血瘀
肝郁。本研究所用温肾养血方序贯培育方是北京市名老中医

赵松泉先生研制的经验方，治疗 ＩＶＦＲＴ高龄卵巢低反应疗效
尤为显著。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中医科和生殖中心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诊治的１１６例年龄≥３５岁 ＰＯＲ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试验组、对照组，每组５８例。纳入
标准：①患者知情同意；②符合 ＰＯＲ诊断［３］及肾虚血瘀分型标

准［４５］；③年龄３５岁及以上；④宫腔正常，无子宫病变。排除标
准：①生殖器病变者；②严重全身性疾病者；③过敏体质或已知
对本药组成成分过敏者。④３个月内接受过激素治疗者。本研
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妇产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直接予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促排卵：月经第二天
予重组人促卵泡激素（７５Ｕ／支，瑞士制药厂），每天１５０３００ＩＵ，
肌肉注射，检测卵泡及血清Ｅ２水平，适当调整 Ｇｎ用量，酌情使
用尿促性素（ＨＭＧ，每支 ７５ＩＵ），当主导卵泡直径大于等于
１４ｍｍ或血清Ｅ２大于等于３００ｐｇ／ｍＬ时，予思则凯（ＧｎＲＨ拮抗
剂，每支０２５ｍｇ，瑞士制药厂）每日皮下注射１支；当泡直径大
于等于１８ｍｍ，或有两个卵泡直径大于等于１７ｍｍ，或有三个卵
泡直径大于等于１６ｍｍ时，停用重组人促卵泡激素和 ＧｎＲＨ拮
抗剂，当晚予ＨＣＧ１００００ＩＵ肌内注射，３６ｈ之后在阴超引导下穿
刺取卵，常规ＩＶＦ。取卵后第２～３日胚胎 ＥＴ。ＥＴ后２周检查
尿或者血妊娠试验，ＥＴ后４周，阴超检查，若见孕囊及胎心胎芽
为临床妊娠。

１２２　试验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拮抗剂促排卵前借助中药周
期序贯疗法治疗３个月经周期。温肾养血方：白芍、益母草、香
附、赤芍、鸡血藤、怀牛膝、泽兰、刘寄奴、苏木、生蒲黄、女贞子、

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仙灵脾、肉苁蓉各１０ｇ，鹿角霜１５ｇ，木
香、柴胡各６ｇ，月经周期第５天服药，连续应用１０天。培育方：
杜仲、太子参、川断、椿根皮、石莲肉、山萸肉、熟地、苎麻根各

１０ｇ、芡实、菟丝子、桑寄生各１２ｇ，升麻６ｇ、山药１５ｇ，月经第１５
天开始服药，连续 １０１５天。均由同仁堂药店提供，每剂煎 ２
袋，每袋１５０ｍＬ。
１３　观察指标

ＩＶＦＥＴ周期中相关实验室及临床指标：获卵数、Ｇｎ用量及
天数、ＨＣＧ日Ｅ２及Ｅｍ、受精数、可利用胚胎数、优质胚胎数、周
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活产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符合正态分布，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采用非参数检验，用中位数（四分位
数间距）［Ｍ（ＱＲ）］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
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Ｍ（ＱＲ）］

　　项目 例数 试验组 对照组 Ｐ值

年龄（岁） ５８ ３９５０±３６２ ４０６４±３２８ ０７８０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５８ ２２４７±３１３ ２２８５（３４２） ０２１０

不孕年限（年） ５８ ４００（４００） ４００（５００） ０５９７

ＡＦＣ（个） ５８ ３５０（３００） ４００（４００） ０８０８

ＡＭＨ（ｎｇ／ｍＬ） ５８ １０４（１２９） ０８６（１２４） ０１０２

ｂＦＳＨ（ＩＵ／Ｌ） ５８ １０８７（７４１） １０６９（４５０） ０１８９

ＬＨ（ＩＵ／Ｌ） ５８ ３６８（３２８） ３６３（３３９） ０３４６

Ｅ２（ｐｇ／ｍＬ） ５８ ４３４７（２０４２） ４４２８（２６６１） ０１５２

ＦＳＨ／ＬＨ ５８ ２８７（１２０） ２９４（１５１） ０７７８

２２　两组患者ＩＶＦＥＴ周期中实验室及临床指标比较
中药周期序贯疗法联合拮抗剂方案较单纯拮抗剂方案获

卵数、受精数增多，ＨＣＧ日 Ｅ２水平升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１）；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增厚，优质胚胎数增多，Ｇｎ
用量减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Ｇｎ天数有减
少趋势，可利用胚胎数有增多趋势，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ＩＶＦＥＴ周期中实验室及临床指标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Ｍ（ＱＲ）］

　　项目 例数 试验组 对照组 Ｐ值

Ｇｎ用量 ５８ ２０２５００（１１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０（９３７００） ００１５

Ｇｎ使用天数 ５８ ９００（３００） １０００（３００） ００８４
ＨＣＧ日Ｅ２（ｐｇ／ｍＬ） ５８ １６３７６７（１９４９２５） ９９６２７（１１２７４６） ０００６

ＨＣＧ日Ｅｍ（ｍｍ） ５８ １０１９±２４６ ９１０±２３９ ００１７

获卵数 ５８ ５００（６００） ３００（３００） ０００４

受精数 ５８ ４００（４００） ３００（３００） ０００３

可利用胚胎数 ５８ 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００６０

优质胚胎数 ５８ ２００（３００） ２００（２００） ００４１

２３　两组患者ＩＶＦＥＴ周期中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活产率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试验组患者周期取消率有降低趋势，临床
妊娠率、活产率有升高趋势，但经卡方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活产率比较 ［ｎ（％）］

项目 例数 试验组 对照组 χ２值 Ｐ值

周期取消率 ５８ ８６２（５／５８） １２０７（７／５８） ０３７２ ０５４２

临床妊娠率 ５８ ３０１９（１６／５３） ２１５７（１１／５１） １００５ ０３１６

活胎生产率 ５８ ２８３０（１５／５３） １９６１（１０／５１） １０７６ ０３００

,

　讨论
ＰＯＲ是卵巢对Ｇｎ刺激反应不良的病理状态，主要表现为发

育的卵泡少、血Ｅ２峰值低、Ｇｎ用量多、高周期取消率、低获卵数
和临床妊娠率［６］。女性超过３５岁，卵巢功能往往不可逆降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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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 ＰＯＲ，辅助生殖助孕后９％ ～２４％［７］可发生 ＰＯＲ，其中
１０％～２０％［８］可成功妊娠，成为阻碍辅助生殖助孕成功的热点、

难点问题。众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不同方案促排比较，结论不一。

Ｐａｔｒｉｚｉｏ［９］通过对４５个国家的２７２个ＩＶＦ单位网络调查发现ＰＯＲ
患者应用最多的是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占５２％，其次是ＧｎＲＨ激动
剂短方案占２０％。ＧｎＲＨ拮抗剂可直接与ＧｎＲＨ受体结合，抑制
垂体功能，使黄体生成素（ＬＨ）分泌减少，排卵前无 ＬＨ峰出现，
可人为控制排卵，但ＬＨ过少可能会影响卵泡发育，酌情使用含
有ＬＨ成分的 ＨＭＧ，可促进卵泡发育。ＧｎＲＨ拮抗剂不会使
ＦＳＨ、ＬＨ一过性增高及卵巢去势，另外作用时间短，停药后，垂体
ＧｎＲＨ受体可快速与自身ＧｎＲＨ结合，恢复促性腺激素内分泌功
能。卵泡中晚期肌内注射ＧｎＲＨ拮抗剂，不会过度抑制卵巢，且
能减少Ｇｎ用量，有研究表明，Ｇｎ大量使用，能降低卵泡质量，影
响卵泡发育，增多卵母细胞非整倍体数，增加胚胎形成中单倍体

和嵌合体异常染色体，可能降低子宫内膜容受性，影响胚胎着床

和发育［１０１２］。因此，本研究采用ＧｎＲＨ拮抗剂方案。
此外，生长激素可增加ＬＨ受体及芳香化酶活性；避孕药和雌

激素可抑制ＦＳＨ分泌；雄激素可增多早卵泡期卵泡；芳香化酶抑制
剂可使雄激素增多，上调ＦＳＨ受体，可作为ＰＯＲ的辅助治疗，但尚
无有力证据证明何种方案更有效。这使得众多中医药学者致力于

探索ＰＯＲ的中医特色诊疗方案，为辅助生殖领域中ＰＯＲ患者提供
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因女性特有的月经周期及ＩＶＦＥＴ助孕特
点，尤昭玲［１３］提出进周期求因辨治，进周后补肾健脾为主，胚胎移

植后健脾固肾安胎，取得较好临床疗效。连方［１４］提出根据月经期、

经后初期、经后中期、经后末期、排卵期、经前早期、经前中期、经前

晚期等８期不同生理病理变化论治ＰＯＲ。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

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

堕；……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

无子也。”《素问·金匮真言论》云：“夫精者，生之本也。”《灵枢

·本神》曰：“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决气》

曰：“两精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说明男女生殖之

精能否顺利相合构精成孕，在于肾精、肾气是否充盛。年龄是影

响受孕的主要因素，五七以后，生殖机能随肾精、天癸衰竭而渐

衰退，不能孕育。ＰＯＲ患者窦卵泡少，卵泡不发育，超促排后获
卵数少，正是肾精不足，肾气虚衰，始基卵泡难以启动发育，窦卵

泡难以发育成成熟卵泡顺利排出。卵泡属生殖之精的范畴，精

的本始含义即生殖之精，由先天之精和水谷之精构成。肾藏精，

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化生水谷精微；肝藏血，主疏泄，

与肾共同调节卵子排出。肾为气血之根，肾虚，气血虚，血行受

阻，而至血瘀；胞宫系于肾，胞宫瘀阻，肾精、肾气化生乏源，易可

加重肾虚。且高龄ＰＯＲ患者，大多不孕年限长，ＩＶＥＥＴ多次失
败，常情绪不佳，易肝郁气结，气血运行不畅，致气滞血瘀，ＩＶＦ
ＥＴ术中可能会损伤胞脉、胞络、盆腔组织而留瘀，阻碍卵泡发育
排出。可见高龄 ＰＯＲ患者肾虚为根本病机，兼见血瘀脾虚肝
郁。曾倩等应用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３１６例 ＰＯＲ患者主要证
型及症状分析，结果提示ＰＯＲ患者病机多见肾虚肝郁血瘀［１５］。

北京市名老中医赵松泉先生根据月经四期阴阳气血变化规律

创立中药周期序贯疗法，由温肾养血方和培育方组成。经后期，肾

气渐盛，气血渐调，血海渐充，呈现阴长的动态变化，渐至重阴状态，

阴中有阳，予温肾养血方滋阴养血活血，方中滋补肝肾之阴多用女

贞子、覆盆子、菟丝子等，使肾水、天癸、阴精、血气等渐富至盛，少佐

灵脾、肉苁蓉、鹿角霜温补肾阳，阳中求阴，赤芍、生蒲黄、鸡血藤、益

母草养血活血，促进卵泡成熟；经前期，为阴盛阳生渐至重阳阶段，

予培育方滋补阴阳，方中桑寄生、川断、杜仲、山萸肉、菟丝子滋补阴

阳，石莲子、芡实、山药补任脉之虚，补脾益肾固冲，太子参、熟地益

气养血。以上周期序贯疗法调整脏腑气血阴阳的动态平衡，从而调

控“肾—天癸—冲任—胞宫”功能，恢复月经的周期性节律，调整卵

巢储备功能，更进一步达到助孕的目的。

张晓南、江胜芳、常秀峰等人研究表明［１６２０］，补肾活血药物

可以通过调节卵巢动脉血流，改善卵巢形态，抑制卵巢颗粒细胞

凋亡，上调白血病抑制因子、生长分化因子９ｍＲＮＡ和 ＦＳＨ受
体，治疗卵巢功能低下等问题。课题组动物实验表明［２１２４］，温

肾养血方可使雌鼠的卵细胞及体外受精得到的受精卵线粒体

基因复制增多，有助于胚胎发育；可上调 ＰＩ３ＫｍＲＮＡ、ＡＫＴｍＲ
ＮＡ促进小鼠卵泡发育，改善卵巢功能；还可能通干预 Ｗｎｔ／β
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使宫内膜干细胞 ＣＤ３４／ＣＤ１１７、Ｏｃｔ４、ＡＢＣＧ２
表达下降，调节子宫内膜 ＰＩ３Ｋ、ＨＩＦ１α信号通路，上调 ＶＥＧＦ，
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综合本实验结果，中药序贯周期疗法可

能帮助提高卵巢功能，从而改善卵巢的反应性，减少促性腺激素

的用量，获得更多的卵子，且提高卵子质量，提高 ＨＣＧ日 Ｅ２水
平，增加体外受精数成功率，获得更多优质胚胎，而 Ｇｎ减少本
身又可以使卵巢功能得到改善，增加卵巢反应性。中药周期序

贯疗法可能使子宫内膜增厚，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有利于胚胎

着床。临床妊娠率、活胎率有升高趋势，Ｇｎ天数有下降趋势。
也间接反映了中药周期序贯疗法辅助治疗对 ＩＶＥＥＴ结局的影
响。ＧｎＲＨ拮抗剂促排前借助中药周期序贯治疗可有效增加卵
巢反应性，为中医药诊治ＰＯＲ提供了思路，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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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针联合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
障碍的临床观察
邱少红１　潘碧琦１　郑秋萍１　胡桂英２　王三锋２△

１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广州 ５１１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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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腹针联合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广东省妇幼保健院６２例性功能障碍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照组治
与疗组各３１例。对照组进行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腹针治疗。结果　两组盆
底肌肌力均较前明显改善，治疗组改善较对照组明显；女性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均高于治疗前，且与对照组

比较，治疗组评分提高明显。结论　腹针联合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能增强盆底肌纤维力，促进产后盆底功
能恢复，改善产后性功能，提高患者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产后性功能障碍；腹针；电刺激生物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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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是指产后妇女性生活不适、性快感缺
乏，这与产后盆底肌损伤、阴道松弛以及性激素变化有关［１］。

发病率达４９％～８３％，以产后３６个月发生率最高［２４］，严重影

响女性的心理、夫妻感情、工作和生活质量。产后性健康是妇女

生殖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５］，笔者运用腹针结合盆底肌电刺激

及生物反馈疗法，中西医结合，为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患者提

供有效的临床新疗法，以提高妇女产后性生活质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广东省妇幼保健院６２例
性功能障碍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组，对照组治与疗组

各３１例。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０岁之间，产后４２天
～３个月回医院复诊，足月生产的初产妇；②根据由Ｒｏｓｅｎ．Ｒ等
制定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进行评分，诊断为产后性功能障碍的

妇女；③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引产、早产、妊娠
合并症；②盆腔手术史、妇科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妇科肿瘤
史；③有影响性生活的内科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史等；④手术疤
痕裂开，恶露未尽等影响盆底治疗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

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诊断标准
目前国内没有明确关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诊断标准，根据

由Ｒｏｓｅｎ．Ｒ等，在２０００年根据对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共识分类制
定的女性性功能量表判定，评价指标有６项：包括性欲、性唤起、
阴道润滑度、性高潮、性满意度以及性交痛，每项指标６分［６］，

参考亚洲女性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评分，总分 ＜２５分，则诊为性
功能障碍。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对照组　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应用杉山盆底治疗仪
ＰＨＥＮＩＸＵＳＢ４，选择性功能障碍治疗方案，第一步：连接好治疗
探头，行电刺激，调整电刺激强度，以患者可以耐受，且有比较强

的收缩感，无不适为度。第二步：生物反馈训练，根据治疗仪电

脑屏幕上的曲线图，指导患者掌握锻炼盆底肌的正确方法。２５
分钟１次，每周２次。
１３２　治疗组　在电刺激生物反馈的基础上，予腹针治疗。
针刺取穴：引气归元４穴、中极、天枢（双）、气穴（双）；操作：常
规安尔碘消毒后，选取规格０２２×４０ｍｍ的一次性管针，避开毛
孔、血管，直刺上述穴位，轻捻转，慢提插，针刺深度约０５１寸。
针刺中极穴，宜行针至有针感向会阴部放射。留针３０分钟。每
周治疗２次。

１４　观察指标
两组均治疗２个月后统计疗效。①盆底肌肌力：根据 Ｏｘ

ｆｏｒｄ盆底肌力分级评定［７］，将盆底肌力为０级 ～５级。②性功
能障碍积分评价：根据由 Ｒｏｓｅｎ．Ｒ等于２０００年根据对 ＦＳＤ的
共识分类制定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行总积分评价，并对性欲低下、

阴道湿润度、性唤起、性高潮、满意度和性交痛等单项积分评价。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ＢＭＩ、新生儿体重、流产情况等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ＢＭＩ
（ｋｇ／ｍ２）

新生儿体重

（ｋｇ）
流产次数

治疗组 ３１ ２７４２±４１７２１４８±２０７ ３１８±０４７ １３２±０３４

对照组 ３１ ２８８７±４８１２１９４±１９７ ３２１±０４５ １１６±０２２

ｔ值 －１２７ －０８８９ －０３４４ ０６５２

Ｐ值 　０２０９ 　０３７７ 　０７３２ ０５１７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一个疗程后Ⅰ类、Ⅱ类纤维肌力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一个疗程后，Ⅰ类、Ⅱ类纤维肌力高于治疗

前，而治疗组患者Ⅰ类、Ⅱ类纤维肌力提高幅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患者；两组患者性功能各项评分，及总评分高于治疗前，且治疗

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盆底肌力比较（级，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盆底肌肌力

Ⅰ类盆底肌纤维力 Ⅱ类盆底肌纤维力

治疗组 ３１ 干预前 １０５±０２４６ １２３±０２９３

干预后 ３１７±０９１１ａｂ ３７４±１０２０ａｂ

对照组 ３１ 干预前 １１５±０２７４ １２４±０２４６

干预后 ２１６±０３０８ａ ２４６±０４０３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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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性欲 性唤起 润滑度 性高潮 满意度 性交痛 总分

治疗组 ３１ 干预前 １７８±０２５ １８１±０３４ １７７±０２３ １５９±０５１ １７０±０４５ １９８±０５３ １１６２±２０６

干预后 ３５０±１０６ａｂ ３７４±１０５ａｂ ３１１±１０１ａｂ ２９８±０８６ａｂ ３７４±０６０ａｂ ４００±１２８ａｂ ２１０７±２４８ａｂ

对照组 ３１ 干预前 １８２±０３１ １８９±０３５ １７２±０３２ １５４±０４３ １６９±０２２ ２０１±０５３ １１３８±１５６

干预后 ２５３±０６６ａ ２９７±０８１ａ ２５７±０７５ａ ２０２±０６２ａ ２９８±０８３ａ ２９５±０８１ａ １６０３±２１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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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属中医学“阴痿”“阴冷”“阴病”范

畴。肾藏精，主生殖，泌天癸，司二阴［８］。女性的性功能正常与

否，与天癸的分泌情况相关，天癸至则性功能正常，天癸绝则性

功能下降或消失［９］，天癸由藏于肾的先天之精化生，随着肾气

的盛衰而消长变化，因此肾对女子性功能起着主导作用。《素

问·痿论》［１０］：“脾主身之肌肉。”脾的运化功能正常，水谷精微

物质能很好的运转，化生气血，濡养肌肉筋骨，则人体肌肉丰满

健壮，筋骨强健。“脾有病，则肌肉痿缩不用”［１０］，产后妇女脾

气虚弱，化生气血不足，盆底肌受损，且肌肉力量薄弱，容易导致

性功能障碍。因此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多为脾肾不足所致，治

以补肾益精、健脾益气为法。

现代医学临床研究显示，针灸具有调节下丘脑 垂体性腺
轴功能的作用［１１］。薄氏腹针是在腹部施术的针灸疗法，它以神

阙调控系统为核心理论［１２］。腹针选穴中，引气归元穴：关元、气

海、下脘、中脘，属于任脉，任脉起于胞中，有疏通阴经、调和阴经

气血的作用。中脘，胃之募穴，与下脘穴，可以调理中焦，调节气

机升降，具有调补后天脾胃的功能。气海穴，能鼓动和培补元

气［１３］；关元穴，为阳气要穴，具有振奋元阳、温补元阳、培本固肾

的作用。四穴合用是以后天养先天，进一步培元固本补肾，肾气

充足，则生殖系统功能增强，性功能得以改善。天枢属于胃经

穴，有助于后天养先天。中极穴为任脉与足三阴经的交会穴，内

应胞宫、精室，具有统调经气、通运下焦而温养冲任作用，有效的

调节生殖系统功能。气穴属于肾经穴，有补益肾气的作用。因

此以引气归元穴为主穴配合天枢、中极、气穴，能很好的调冲任，

健脾补肾，激发肾气，从而加强生殖系统的气血运行，改善性功

能。

电刺激生物反馈疗法是比较先进的治疗盆底肌障碍性疾
病的方法，在产后４２天后常规进行电刺激生物反馈治疗，能减
少盆底肌障碍性疾病的发生，改善阴道肌肉的收缩状态，提高

性生活质量［１２］。有研究表明，电刺激生物反馈能通过低频电
刺激，促使盆底肌收缩，从而起到被动锻炼的作用，能改善局部

血液循环，激活相关细胞因子［１４］，促进盆底肌修复；生物反馈训

练模块能通过图像指引，指导患者主动锻炼，增强盆底肌力［１５］。

生物反馈电刺激促使盆底肌被动锻炼与主动锻炼相结合，不但
可促进产后参与性活动的组织、器官及神经损伤的修复，增强

盆底肌的整体肌力和弹性，还可增加性激素分泌［１６］。因此对改

善产后性功能有积极的意义。

综上所述，腹针治疗从整体出发，调冲任，调脏腑，补脾肾，

增强生殖系统功能；而电刺激生物反馈疗法则从局部着手，促
进产后盆底功能恢复，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两者综合治疗，更

能有效改善产后性功能，提高性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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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例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人合并外科疾病的治疗分析
吴金伟１　邓建宁１　吴锋耀２　马杰３　李志强３△

１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外科，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
２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麻醉科，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
３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外科，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

【摘要】　目的　探讨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外科疾病患者的外科手术治疗的分析。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１
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１２例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外科疾病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患者按照ＨＩＶ／ＡＩＤＳ治疗的规范性分为两组，规范性治疗组５６例，未规范性治疗组５６例。观察患者在进
行外科手术后，其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机会性感染情况；观察患者术前的血常规情况，比较各组患者术前术后

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４＋／ＣＤ８＋的变化。结果　①与未规范性治疗组相比，规范治疗组患者的围手术期并
发症的比例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规范性治疗组相比，未规范性治疗组患者手术机
会性感染率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两组患者均在腹部感染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占比
最高，其次是带状疱疹与局部感染的比例较高；②与未规范性治疗组患者相比，规范性治疗组患者术后血常
规结果是显著提升的，更接近正常值，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术前两组的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
细胞计数及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术后，与规范治疗组相比，未规范治疗组
患者术后的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计数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组的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都是下降的，但未规范治疗组其下降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规范性治疗
能减少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外科疾病患者外科手术时围手术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并且可以降低 ＨＩＶ／ＡＩＤＳ患者
外科手术的机会性感染率，而且规范性治疗会改善术后患者的免疫力，提升患者术后的恢复效果。

【关键词】　 ＨＩＶ／ＡＩＤＳ；外科疾病；规范性治疗；机会性感染；ＣＤ４＋；ＣＤ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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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有超过 ４０００万人是艾滋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携带者或艾滋病（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ｅ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患者（卫生防护署２００４年）［１］。目前，ＡＩＤＳ的
患病率正逐年上升，对ＨＩＶ阳性患者的护理及外科手术越来越
多，其从诊断到治疗，外科工作量也将相应增加［２３］。随着艾滋

病抗病毒药物的应用，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ＨＩＶ／ＡＩＤＳ病
人）的生存时间延长，外科医生参与治疗伴有外科疾病的 ＨＩＶ／
ＡＩＤＳ病人及由 ＨＩＶ／ＡＩＤＳ引起的外科疾病的机会不断增
多［４５］。ＨＩＶ抗体检测已成为一项手术前的常规检查，一旦查出
ＨＩＶ感染，很多医院往往会婉拒手术，其原因一是惧怕手术操作
过程中感染ＨＩＶ，二是ＨＩＶ感染者在心、肺、肝肾等功能基本正
常的情况下，免疫功能可能有不同程度受损，手术风险大。国内

有关手术风险的报道很少。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是广西诊治

艾滋病相关疾病的定点医院，本研究分析了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期间，手术治疗 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者患外科相
关疾患的１１２例病人的抗ＨＩＶ治疗状况及手术治疗的情况。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广西南宁市第
四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１２例ＨＩＶ／ＡＩＤＳ合并外科疾病患者的住院
病历分析其临床资料。所有病人均经蛋白免疫印迹试验确证

ＨＩＶ抗体阳性，且符合国家卫生部艾滋病诊断标准［６］。在１１２
例的病人中，男性１０６例，女性３１例；年龄范围２１岁～７５岁，病
人的平均年龄为４８８岁。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并获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将１１２例病人根据其外科手术治疗的规范性分为两组，其中未

规范治疗组有５６例，规范治疗组有５６例。相关性规范治疗的标准
参照文献［７８］。将两组患者在术前进行相关的指标的检测，包括

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绝对计数及血常规检查，包括白细胞
（ＷＢＣ）绝对值、血红蛋白（ＨＧＢ）、血小板（ＰＬＴ）和白蛋白（ＡＬＢ）。
具体方法如下：所有患者均于清晨空腹抽取外周血５ｍＬ，以ＥＤＴＡ
Ｋ２抗凝，２ｈ内检测上述指标，具体操作方法参考文献［９］。

１３　检测指标
将 ２０ μＬａｎｔｉＩＴＣＣＤ３／ａｎｔｉＰＥＣＤ４／ａｎｔｉｐｅｒＣＰＣＤ４５／ａｎｔｉ

ＡＰＣＣＤ８混合抗体加入绝对计数管中，然后加入５０μＬ抗凝全
血，振荡混匀，室温避光孵育２０ｍｉｎ。加入４５０μＬＦＡＣＳ裂解
液，振荡混匀，室温避光孵育１０ｍｉｎ。采用 ＦＡＣＳＣａｎｔｏⅡ流式细
胞仪（ＢＤ公司）进行检测，获得 ＣＤ４＋和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的
绝对计数。当患者的 ＣＤ４＋ ＜２００个／μＬ时，认为会发生机会
性感染，围手术并发症根据患者手术的实际情况进行统计。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将患者按照ＨＩＶ／ＡＩＤＳ治疗的规范性分为两组，规范性治
疗组５６例，未规范性治疗组５６例。两组患者中所有患者外科
疾病情况，在未规范性治疗组（５６例）中，男性患者４８例，女性
患者８例；其中泌尿系统疾病８例，急性阑尾炎及肠道其它疾病
６例，腹股沟斜疝８例，消化道肿瘤５例，腹痛查因４例，骨及软
组织结核６例，甲状腺腺瘤３例，骨折６例，动脉瘤２例，皮肤病
及肛周疾病８例。在规范治疗组（５６例）中，男性患者４５例，女
性患者１１例，其中泌尿系统疾病１０例，急性阑尾炎及肠道其它
疾病８例，腹股沟斜疝７例，消化道肿瘤７例，腹痛查因５例，骨
及软组织结核８例，甲状腺腺瘤５例，骨折７例，动脉瘤２例，皮
肤病及肛周疾病１０例。两组间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之间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机会性感染的情况比较

结果显示，在未规范性治疗组中，有围手术期并发症的患者２５
例，约占４４６４％，在规范性治疗组中，有围手术期并发症的患者１０
例，约占１７８５％，从整体上来看，规范性治疗组的患者，其围手术期
并发症的比例明显较低，两组患者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在未规范治疗组的患者的机会性感染比例为
４６４２％，规范性治疗组的患者的机会性感染率为２３２１％，在未规
范性治疗组感染率远高于规范性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均在腹部感染与肺部感染的发生率占比最高，其
次是带状疱疹与局部感染的比例较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及机会性感染的情况［ｎ（％）］

　　 组别
未规范性治疗组

（ｎ＝５６）
规范性治疗组

（ｎ＝５６）
χ２值 Ｐ值

围手术期并发症

　有并发症 ２５（４４６４） １０（１７８５） ９３５０ ０００２

　败血症 ３（５３５） ０（０）　

　带状疱疹 ２（３５７） １（１７８）

　脓肿感染 ２（３５７） ０（０）　

　坏疽 １（１７８） ０（０）　

机会性感染

　局部感染 ２（３５７） ２（３５７）

　肺部感染 ４（７１４） ２（３５７）

　腹腔感染 ７（１２５） ４（７１４）

　尿路感染 ２（３５７） ２（３５７）

　口腔真菌感染 ３（５３５） １（１７８）

　胆道感染 ０（０）　 １（１７８） ６６４８ ０００９

总计 ２６（４６４３） （２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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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之间的术后血常规的差异比较
结果显示，未规范性治疗组患者的术后血常规指标较低，而

规范性治疗组患者的术后血常规指标更接近正常值，两组之间

有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两组患者术前与术后 ＣＤ４＋、ＣＤ８＋及 ＣＤ４＋／ＣＤ８＋的
变化比较

　　结果显示，在未规范治疗组患者中，与术前相比，ＣＤ４＋和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计数在术后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在术后有降低的趋势，但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规范性治疗组中，与术前相比，ＣＤ４
＋和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计数在术后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虽然ＣＤ４＋／ＣＤ８＋比值在术后也有降低的趋
势，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未规范性治疗组与规范性

治疗组相比，术前 ＣＤ４＋、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计数及 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ＣＤ４＋、ＣＤ８＋
Ｔ淋巴细胞计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ＣＤ４＋／
ＣＤ８＋比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患者术后血常规检测（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未规范性

治疗组（ｎ＝５６）
规范性

治疗组（ｎ＝５６）
ｔ值 Ｐ值

ＷＢＣ绝对值（×１０９／Ｌ） ３３１±０８４ ７５２±１１５ ２２１２２００００
ＨＧＢ（ｇ／ｌ） ８２３６±２６６４１１６０４±２８７４６６９１００００

ＰＬＴ（×１０９／Ｌ） １５６５２±４３３６２１７４６±５３２７６６３９００００
ＡＬＢ白蛋白（ｇ／Ｌ） ３３４４±６８６ ３７７４±６９１ ３３０４０００１

表３　两组患者术前与术后ＣＤ４＋、ＣＤ８＋及ＣＤ４＋／ＣＤ８＋的变化（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未规范性治疗组（ｎ＝５６） 规范性治疗组（ｎ＝５６） ｔ值 Ｐ值
ＣＤ４＋（个／μＬ） 术前 ２６８９３±８４７８ ２５６８６±６５０５ ０８４５ ０３９９

术后 ２３８９６±６３０１ ２０９０４±６２０４ ５０７２ ００００
　　ｔ值 ２１２３ ６４７９
　　Ｐ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０
ＣＤ８＋（个／μＬ） 术前 ６６７６８±１１０６３ ６５８７３±１８６６４ ０２６０ ０７９５

术后 ６３５７８±１０８７２ ６１３４８±１２８２４ ２０１７ ００４６
　　ｔ值 ２０２１ ２１６４
　　Ｐ值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２
ＣＤ４＋／ＣＤ８＋ 术前 ０５３±０１９ ０５５±０１８ ０５７１ ０５６８

术后 ０５０±０１６ ０５１±０１５ ０３４１ ０７３３
　　ｔ值 ０９０３ １２７７
　　Ｐ值 ０３６８ ０２０４

　　注：Ｐ１Ｐ３：分别表示术前与术后相比，ＣＤ４＋、ＣＤ８＋和ＣＤ４＋／ＣＤ８＋的差异性。

,

　讨论
２０１６年全球新发 ＨＩＶ感染人数 １８０万，较 ２０００年的 ３００

万下降了３９％［１０］。然而，中国新发的 ＨＩＶ感染人数在逐年上
升。２０１７年中国新发ＨＩＶ感染人数１３５万，较２０１２年的８２
万上升了６４％。截至２０１７年底，中国报告存活的 ＨＩＶ感染者
总数为７５９万，占全人群比例００５％［１１］。ＨＩＶ感染和 ＡＩＤＳ
主要是由于人体免疫功能下降所致。由于细胞免疫功能低下，

ＨＩＶ感染和ＡＩＤＳ患者可出现多种病原体引起的机会性感染与
肿瘤。这些感染可以侵犯人体的各器官，包括皮肤、口腔、胃肠

道、呼吸、心血管、中枢神经及泌尿生殖器官。这些因各种不同

病原体在各系器官所致病变的临床表现极其复杂，临床上需要

明确诊断、鉴别，甚至有必要作手术探查或治疗。因此，在ＨＩＶ
感染流行地区，ＡＩＤＳ也成了外科医师临床上经常遇到的问题。
为此，１９９０年Ｂａｉｌｔｍｏｒｅ科学会在外科学杂志上特别发表了题为
“外科医生了解病人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状态的重要性”

的述评，以引起外科医生的重视［１２１３］。对于患有外科疾病的

ＨＩＶ感染者患者，若ＣＤ４计数正常，可以耐受各种大手术的打
击，对他们应视为正常人对待，积极地给予手术治疗。近来有报

道，ＡＩＤＳ病人的抗病毒治疗后行心脏移植获得成功［１４］。因此，

我们应该对这部分ＡＩＤＳ病人合并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持积极
的态度。本研究针对 １１２例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人合并外科疾病患
者，进行手术治疗，发现规范性治疗组的机会性感染率显著低

于未规范性治疗组，而且围手术期有并发症的患者在规范性治

疗组中有降低的趋势，说明 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人合并外科疾病患者
在进行外科手术时，一定要进行规范性的治疗。

ＨＩＶ感染可以对机体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其中相当多的变化
与外科密切相关。例如ＨＩＶ所致的免疫功能的低下，使得机会
性感染成为许多ＨＩＶ感染者的主要致死原凶之一，而感染也是
外科手术的主要并发症。很多 ＡＩＤＳ与造血系统疾病有着密切
的关系，有些患者就是在对血液病的治疗过程中因输血感染ＨＩＶ
的，因此ＨＩＶ感染者常常合并有严重的血液病，而ＨＩＶ感染也可
造成如贫血、血小板减少、粒细胞减少等造血系统的异常［１５］。最

能够体现ＨＩＶ阳性患者免疫状态的是末梢血液中的ＣＤ４＋Ｔ淋
巴细胞的绝对数，ＣＤ４＋Ｔ淋巴细胞是ＨＩＶ感染的主要靶细胞，
而其本身又是免疫反应的中心细胞；ＣＤ８＋淋巴细胞是免疫反应
的效应细胞［１６１７］。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进行性减少和免疫系统的
异常激活是ＨＩＶ感染后机体免疫系统出现的特征性病理改变，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在ＨＩＶ抗原刺激和ＣＤ４＋Ｔ淋巴细胞调控下
活化为细胞毒性Ｔ淋巴细胞，杀伤ＨＩＶ感染的ＣＤ４＋细胞，其不
断活化导致的ＣＤ４／ＣＤ８比例倒置是ＨＩＶ感染的重要特征［１８１９］。

本研究也针对患者术前术后的 ＣＤ４＋、ＣＤ８＋及 ＣＤ４＋／
ＣＤ８＋的变化进行分析，发现患者在未规范治疗中 ＣＤ４＋和
ＣＤ８＋Ｔ淋巴细胞计数在术后变化差异显著，但其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的变化并无差异，说明规范治疗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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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ＣＤ４＋与ＣＤ８＋Ｔ淋巴细胞水平，但也存在其他因素影响
机体的免疫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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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２０１７ＺＸ１０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１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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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例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临床特征调查及血清学
指标检测分析
李典　张华△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妇幼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７９

【摘要】　目的　探讨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临床特征及血清学指标水平。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
２０１８年６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收治并确诊的５２例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病历资料作为研究对
象。统计５２例患儿的临床表现，比较早产及母体产前治疗对患儿临床表现的影响。应用快速血浆反应素环
状卡片试验（ＲＰＲ）和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进行血清学筛查。结果　５２例先天性梅毒新生儿
中，男性２８例（５３８５％），女性２４例（４６１５％）。早产儿为２７例（５１９２％）。临床表现发生率位列前５位
的分别为贫血（５５７７％）、肝功损害（５３８５％）、早产（５１９２％）、白细胞升高（５０００％）和皮损（４６１５％）。
足月儿组和早产儿组的多脏器功能损害、肝脾大、肝功损害和贫血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母体治疗组和
母体未治疗组的血尿、皮肤黄染、头ＭＲＩ异常、多脏器功能损害、消化道症状、肝脾大、皮损、白细胞升高、肝
功损害和贫血共１０种临床表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２例患儿的 ＲＰＲ及 ＴＰＰＡ检测均为阳
性，ＲＰＲ滴度范围为１：４～１：５１２，其中ＲＰＲ滴度为１：１６的患儿例数最多，占总数２３０８％。结论　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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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性梅毒的临床特征复杂多样，且无明显特异性，临床筛查中应结合血清学指标进行确诊。早产患儿的

临床表现更为严重，产前母体接受治疗可有效降低新生儿的临床症状。

【关键词】　 新生儿；先天性梅毒；血清学指标；早产；母体治疗；临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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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性传播疾
病，具有传染性强、危害大、发病率高的特点［１］。梅毒主要是由

机体受梅毒螺旋体感染所引起，当感染发生后，病毒可侵犯全

身各个组织和器官，包括皮肤黏膜、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引

起机体发生一系列病变。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近年来，梅毒在我

国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自２００９年开始，梅毒已经成为我国甲乙
类法定传染病的第三位，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共卫生问

题［２４］。根据感染时间的不同，梅毒可分为早期和晚期梅毒，当

感染时间小于等于２年时为早期梅毒，感染时间大于２年时为
晚期梅毒。而根据传染途径的不同，梅毒又可分为先天性梅毒

和后天性梅毒，先天性梅毒也叫胎传性梅毒，后天性梅毒也叫

获得性梅毒。通常而言，先天性梅毒主要是由妊娠４个月时梅
毒螺旋体经母体胎盘传给胎儿所致［５］。先天性梅毒可引起流

产、死胎等严重的不良妊娠结局，并可导致患儿出现水疱、斑丘

疹、肝功能异常、肝脾肿大、血小板减少、贫血、多系统损害

等［６７］。由于先天性梅毒具有多种临床表现，在早期诊断时容

易被误诊或漏诊，本研究通过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

院收治的５２例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特征及血清学指标进
行调查研究，以期为先天性梅毒的诊断和治疗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

安医院收治并确诊的５２例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病历资料作为
研究对象。诊断标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新生儿为梅毒孕妇
生产，出生时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检测为阳
性，且滴度≥４倍母亲。②当滴度 ＜４倍母亲时，随访半年发现
滴度升高且伴有临床症状时确诊。③随访０５年后 ＲＰＲ转阴
则排除先天性梅毒，若未转阴则应继续随访１年。对所有新生
儿及父母的住院病历进行收集，记录胎儿性别、胎龄、母亲梅毒

筛查情况及治疗情况、胎儿出生体重、胎儿血常规检查及其他辅

助检查、胎儿血清学检查、临床症状表现等资料。本研究已获患

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随访内容
所有新生儿的随访时间为１年，每个３个月随访一次，随访

内容包括体重、头围、身长等资料，并应用 Ｂａｙｌｅｙ婴幼儿发育量
表（ＢＳＩＤ）对新生儿的智力发育指数（ＭＤＩ）和心理运动发育指
数（ＰＤＩ）进行评分。分级如下：超优：＞１３０分，优秀：１２０分 ～
１２９分，中上：１１０分 ～１１９分，中等：９０分 ～１０９分，中下：８０分
～８９分，临界：７０分～７９分，发育低下：＜７０分。
１３　研究方法

根据新生儿母亲产前是否接受过治疗来进行分组，比较两

组新生儿的发病情况，以及妊娠期梅毒的治疗是否对新生儿先

天性梅毒具有影响。此外，根据先天性梅毒新生儿是否为早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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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进行分组，比较两组新生儿的临床特征。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３版进行整理及图表绘

制，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检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一般资料

本研究纳入的 ５２例先天性梅毒新生儿中，男性 ２８例
（５３８５％），女性２４例（４６１５％）。早产儿为２７例（５１９２％）。
５１９２％的患儿胎龄不足３７周，其中４例 ＜３２周，９例为３２周
～３４周，１４例为３５周 ～３７周。３１例（５９６２％）患儿出生体重
≤２５ｋｇ。２４例（４６１５％）患儿母亲产前已确诊为梅毒或产前
筛查时诊断为梅毒，且接受常规治疗，主要药物包括苄星青霉

素、水剂青霉素Ｇ、头孢曲松钠等。具体情况详见表１。统计各
患儿的确诊年龄发现，２１例（４０３８％）在年龄不足１个月时确
诊，６例（１１５４％）在１个月 ～２个月确诊，７例（１３４６％）在２
个月～３个月确诊，１８例（３４６２％）确诊年龄＞３个月。具体情
况详见图１。

表１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一般资料［ｎ（％）］

　　资料 例数 构成比

性别

　男 ２８ ５３８５

　女 ２４ ４６１５

是否早产

　足月儿 ２５ ４８０８

　早产儿 ２７ ５１９２

胎龄

　＜３２周 ４ ７６９

　３２周～３４周 ９ １７３１

　３５周～３７周 １４ ２６９２

　＞３７周 ２５ ４８０８

出生体重

　＞２５ｋｇ ２１ ４０３８

　≤２５ｋｇ ３１ ５９６２

母体是否治疗

　治疗 ２４ ４６１５

　未治疗 ２８ ５３８５

分娩方式

　自然分娩 ２９ ５５７７

　剖宫产 ２３ ４４２３

２２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发生率位列前５位的分别为

贫血（５５７７％）、肝功损害（５３８５％）、早产（５１９２％）、白细胞
升高（５０００％）和皮损（４６１５％）。２９例贫血患者中有１３例年
龄不足１个月，其中重度贫血（血红蛋白：６０ｇ／Ｌ～９０ｇ／Ｌ）３
例，中度贫血者（血红蛋白：９０ｇ／Ｌ～１２０ｇ／Ｌ）５例，轻度贫血
（血红蛋白：１２０ｇ／Ｌ～１４５ｇ／Ｌ）５例；年龄超过１个月的患儿共
１６例，其中极重度贫血（血红蛋白：＜３０ｇ／Ｌ）２例，重度贫血（血

红蛋白：３０ｇ／Ｌ～６０ｇ／Ｌ）３例，中度贫血（血红蛋白：６０ｇ／Ｌ～
９０ｇ／Ｌ）５例，轻度贫血（血红蛋白：９０ｇ／Ｌ～１１０ｇ／Ｌ）６例。２８
例肝功损害患儿中，２２例谷草转氨酶增高（５１ｇ／Ｌ～５１８Ｕ／Ｌ），
２６例谷丙转氨酶增高（７３Ｕ／Ｌ～４４２Ｕ／Ｌ），１７例总胆红素增高
（４４１ｍｍｏｌ／Ｌ～３８７６ｍｍｏｌ／Ｌ），１９例直接胆红素增高（９７
ｍｍｏｌ／Ｌ～２７６５ｍｍｏｌ／Ｌ）。２６例白细胞升高的患儿中，极重度
升高（大于４０×１０９／Ｌ）者２例，重度升高（白细胞３０×１０９／Ｌ～
４０×１０９／Ｌ）者６例，中度升高（白细胞２０×１０９／Ｌ～３０×１０９／
Ｌ）者９例，轻度升高（白细胞１０×１０９／Ｌ～２０×１０９／Ｌ）者９例。
２４例皮损患儿的主要症状表现为脓疱、蜕皮、大疱、糜烂性斑块
等。其他临床表现详见图２。

图１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确诊年龄分布

图２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

２３　早产对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的影响
根据患儿是否早产将患儿分为足月儿组（ｎ＝２５）和早产儿

组（ｎ＝２７），比较两组患儿四肢抽搐、脉络膜视网膜炎、宫内生
长受限、滑车上淋巴结肿大、神经系统异常、尿蛋白增高、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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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尿、呼吸系统受累、皮肤黄染、头ＭＲＩ异常、多脏器功能损害、
消化道症状、骨损害、肝脾大、血小板减少、皮损、白细胞升高、肝

功损害和贫血共２１种临床表现的差异性，结果如表２所示，两
组间的多脏器功能损害、肝脾大、肝功损害和贫血具有显著差

异（Ｐ＜００５），提示早产可影响上述临床症状的发生。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早产对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的影响［ｎ（％）］

　　临床表现
足月儿

（ｎ＝２５）
早产儿

（ｎ＝２７）
χ２值 Ｐ值

四肢抽搐 １（４００） １（３７０） ０００３ ０９５６

脉络膜视网膜炎 ２（８００） １（３７０） ０４４１ ０５０７

宫内生长受限 ３ （１２００） ３（１１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９２０

滑车上淋巴结肿大 ３（１２００） ４（１４８１） ００８８ ０７６６

神经系统异常 ４（１６００） ３（１１１１） ０２６６ ０６０６

尿蛋白增高 ５（２０００） ３（１１１１） ０７８８ ０３７５

水肿 ６（２４００） ５（１８５２） ０２３４ ０６２９

血尿 ５（２０００） ６（２２２２） ００３８ ０８５４

呼吸系统受累 ７（２８００） ６（２２２２） ０２３１ ０６３１

皮肤黄染 ５（２０００） ８（２９６３） ０６４２ ０４２３

头ＭＲＩ异常 ７（２８００） ８（２９６３） ００１７ ０８９７

多脏器功能损害 １１（４４００） ５（１８５２） ３９５７ ００４７

消化道症状 ９（３６００） ７（２５９３） ０６１８ ０４２３

骨损害 １３（５２００） ７（２５９３） ３７２９ ００５３

肝脾大 １７（６８００） ４（１４８１） １５２５１ ＜０００１

血小板减少 １１（４４００） １１（４０７４） ００５６ ０８１２

皮损 １３（５２００） １１（４０７４） ０６６２ ０４１６

白细胞升高 １４（５６００） １２（４４４４） ０６９３ ０４０５

肝功损害 １９（７６００） ９（３３３３） ９５０９ ０００２

贫血 １９（７６００） １０（３７０４） ７９８９ ０００５

２４　母体治疗对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的影响
根据患儿母亲是否接受过青霉素等药物治疗，将患儿分为

母体治疗组（ｎ＝２４）和母体未治疗组（ｎ＝２８），比较两组患儿的
２１种临床表现，两组间的血尿、皮肤黄染、头 ＭＲＩ异常、多脏器
功能损害、消化道症状、肝脾大、皮损、白细胞升高、肝功损害和

贫血共１０种临床表现具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提示母亲是否
接受治疗可影响患儿的上述临床症状发生情况。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２５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血清学结果

在本研究中，５２例患儿的 ＲＰＲ及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
验（ＴＰＰＡ）检测均为阳性，ＲＰＲ滴度情况如表４所示。ＲＰＲ滴
度范围为１∶４～１∶５１２，其中 ＲＰＲ滴度为１∶１６的患儿例数最
多，占总数２３０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６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智力发育情况

本研究共统计了１０例患儿１周岁时的 Ｂａｙｌｅｙ婴幼儿发育
量表评分，如表５所示，ＭＤＩ和ＰＤＩ评分主要集中在９０分～１０９
分（中等）。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母体治疗对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的影响［ｎ（％）］

　　临床表现
母体治疗

（ｎ＝２４）
母体未治疗

（ｎ＝２８）

四肢抽搐 ０（０００） ２（７１４） １７８３ ０１８２

脉络膜视网膜炎 ０（０００） ３（１０７１） ２７２９ ００９９

宫内生长受限 ３（１２５０） ３（１０７１） ０４ ０８４１

滑车上淋巴结肿大 ２（８３３） ５（１７８６） １００６ ０３１６

神经系统异常 １（４１７） ６（２１４３） ３３０６ ００６９

尿蛋白增高 ２（８３３） ６（２１４３） １７０２ ０１９２

水肿 ３（１２５０） ８（２８５７） ２００１ ０１５７

血尿 ２（８３３） ９（３２１４） ４３９２ ００３６

呼吸系统受累 ３（１２５０） １０（３５７１） ３７１４ ００５４

皮肤黄染 １（４１７） １２（４２８６） １０３１７ ０００１

头ＭＲＩ异常 ２（８３３） １３（４６４３） ９１３７ ０００３

多脏器功能损害 ４（１６６７） １２（４２８６） ４１６１ ００４１

消化道症状 ５（２０８３） １１（３９２９） ２０６６ ００１５

骨损害 ６（２５００） １４（５０００） ３４１４ ００６５

肝脾大 ４（１６６７） １７（６０７１） １０４１４ ０００１

血小板减少 ７（２９１７） １５（５３５７） ３１５３ ００７６

皮损 ６（２５００） １８（６４２９） ８０２６ ０００５

白细胞升高 ６（２５００） ２０（７１４３） １１１４３ ０００１

肝功损害 ７（２９１７） ２１（７５００） １０９２４ ０００１

贫血 ５（２０８３） ２４（８５７１） ２００５４ ＜０００１

表４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血清学结果［ｎ（％）］

ＲＰＲ滴度 例数 构成比

　１∶４ ５ ９６２

　１∶８ ８ １５３８

　１∶１６ １２ ２３０８

　１∶３２ １０ １９２３

　１∶６４ ８ １５３８

　１∶１２８ ６ １１５４

　１∶２５６ ２ ３８５

　１∶５１２ １ １９２

表５　１０例患儿１周岁时的智力发育情况

Ｂａｙｌｅｙ婴幼儿发育量表 超优 优秀 中上 中等 中下 临界 发育低下

智力发育指数（ＭＤＩ） ０ ０ １ ７ １ １ ０

心理运动发育指数（ＰＤＩ） ０ ０ １ ８ ０ １ ０

,

　讨论
先天性梅毒主要是梅毒螺旋体通过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

循环，从而导致胎儿感染，引起流产、死胎等严重的不良妊娠结

局及新生儿全身性感染的疾病。目前，先天性梅毒已经成为全

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并且其发病率逐年上升。据报道，梅毒螺

旋体可在妊娠各个时期穿越胎盘，可通过胎盘和脐静脉血进入

胎儿体内，或者感染胎盘引起功能障碍，导致不良妊娠结局［８］。

据报道，若母体未经治疗，则早产或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

可达３０％左右。患儿皮损的发病率高于５０％，肝脏和脾脏肿大
的发生率则从４０％至９０％不等［９１０］。本研究共纳入了５２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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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梅毒新生儿，发现先天性梅毒的发病率在性别间无明显差

异（男性５３８５％，女性４６１５％）。然而，早产儿的发生率则高
达５１９２％，５９６２％的患儿出生体重≤２５ｋｇ，与前人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另外，本研究发现，４０３８％的患儿在年龄不足１个
月时确诊，而３４６２％的患儿确诊年龄超过３个月，在年龄为１
个月～３个月确诊比例相对较低，推测其原因可能与新生儿是
否进行早期传染病筛查有关。新生儿出生时如果进行了传染

病筛查，则有助于早期确诊。相反，若患儿出生时无明显症状，

则容易被医生和家庭忽视，另外，部分患者由于隐瞒病史或重

视程度不高，则会导致漏诊，致使梅毒螺旋体病毒不断繁殖并

在数月后变为临床显性表现［１１］。

先天性梅毒在感染早期通常无明显症状，但血清学检查的

ＲＰＲ滴度大于母体４倍［１２］。感染梅毒螺旋体后通常需要几个

月才可发展为显性表现，因此在早期患儿容易被延误治疗［１３］。

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具有多样性和非特异性的特点，

主要包括早产、低出生体重儿、皮损、肝脏损伤及其他脏器损伤、

黄疸等。本研究中，先天性梅毒新生儿的临床表现共包括四肢

抽搐、脉络膜视网膜炎、宫内生长受限、滑车上淋巴结肿大、神经

系统异常、尿蛋白增高、水肿、血尿、呼吸系统受累、皮肤黄染、头

ＭＲＩ异常、多脏器功能损害、消化道症状、骨损害、肝脾大、血小
板减少、皮损、白细胞升高、肝功损害和贫血共２１种，临床表现
发生率位列前 ５位的分别为贫血（５５７７％）、肝功损害
（５３８５％）、早产（５１９２％）、白细胞升高（５０００％）和皮损
（４６１５％），上述５种临床表现也在其他研究中具有较高的发
病率。梅毒螺旋体可通过破坏红细胞和血小板引起贫血和出

血，因而先天性梅毒也非常容易被误诊为新生儿出血症，本研

究中贫血的发生率最高。

本研究还发现，早产和母亲产前是否接受治疗与患儿的临

床表现密切相关。与足月儿相比，早产儿的多脏器功能损害、肝

脾大、肝功损害和贫血的发生率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与母体接受治疗的患儿相比，母体未接受治疗的
患儿的血尿、皮肤黄染、头 ＭＲＩ异常、多脏器功能损害、消化道
症状、肝脾大、皮损、白细胞升高、肝功损害和贫血共１０种临床
症状发生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提示先天性梅毒引起的早
产可影响患儿的身体生长发育，从而导致机体各器官和系统发

育障碍，另外母亲产前接受青霉素等治疗可有效减少先天性梅

毒新生儿的多种临床症状。

临床中，梅毒螺旋体的血清学检测主要通过快速血浆反应

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联合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ＴＰＰＡ）
来用于疾病诊断［１４１７］。ＲＰＲ主要用于疗效、复发、再感染的判
定，而 ＴＰＰＡ主要用于确证试验。在本研究中，５２例患儿的
ＲＰＲ及ＴＰＰＡ检测均为阳性。临床中，用于梅毒筛查的 ＲＰＲ滴
度为１∶４，在本研究中，ＲＰＲ滴度范围为 １∶４～１∶５１２，其中
ＲＰＲ滴度为１∶１６的患儿例数最多，占总数２３０８％，而ＲＰＲ滴
度为１∶４的患儿仅为９６２％。

综上所述，新生儿先天性梅毒的临床特征复杂多样，且无

明显特异性，主要症状为贫血、肝功损害、早产、白细胞升高和皮

损，临床筛查中应结合血清学指标进行确诊。早产患儿的临床

表现更为严重，应引起临床医师的注意，尽早做好预防措施。此

外，产前母体接受治疗可有效降低新生儿的临床症状，孕妇产

前应尽早接受血清学筛查，及时治疗，从而降低新生儿先天性

梅毒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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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症状的临床疗效
及安全性评价
刘春慧１　王凯波２

１辽宁省金秋医院皮肤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０
２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皮肤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３

【摘要】　目的　探究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症状的临床疗效并对治疗的安全性进行评价。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辽宁省金秋医院和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４０例二期梅毒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法，将１４０例患者分为联合治疗组和长效西林组，每组７０例患者。联合治疗
组患者在长效西林组基础上使用头孢曲松注射液进行联合治疗，长效西林组患者使用长效西林进行治疗，

检测两组患者ＴＲＵＳＴ转阴情况、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和皮损消退情况，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统计两组患
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治愈时间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两组患者在治疗第１、２、３个月时间点，联合治
疗组患者ＴＲＵＳＴ检查转阴率均显著高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联
合治疗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水平均高于长效西林组，ＣＤ８＋水平低于长效西林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１周后，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高于长效西林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皮损消退率高于长效西林组患者，血清固定率低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治愈时间均短于长效西林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使用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患者进行治疗，能够加快患者
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痊愈时间，改善患者免疫功能，治疗效果显著且更加安全。

【关键词】　长效西林；头孢曲松；梅毒；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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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造
成严重影响［１２］。梅毒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生殖器皮肤受损、

溃疡，若未能及时对病情进行控制，梅毒一旦在人体内扩散进

入血液，会使患者出现高烧不退、皮肤受损等症状，甚至会对机

体淋巴结造成威胁，出现上述症状即可判定病情进展至二期阶

段。若梅毒患者病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心脑血管系统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使机体内脏组织器官功能出现异常，严重的

甚至会对患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３］。头孢曲松是一种广谱

的抗菌药物，能够对患者体内致病菌细胞壁的合成产生影响，

起到杀菌的作用［４］；长效西林是一种临床较为常用的长效青霉

素，在人体中能够保持有效浓度时间长达１周以上，较长时间的
药效也适用于梅毒的临床治疗。本研究中使用长效西林联合

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患者进行治疗，旨在探究两者联合应用的

临床效果及其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辽宁省金秋医院和沈阳
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４０例二期梅毒患者为研究对像，所有
患者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梅毒诊断标

准》（ＷＳ２７３２０１８）对梅毒症状的诊断标准。排除标准：排除病
历资料不全患者；排除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患者；排除一期、

三期梅毒患者；排除胎传梅毒患者；排除妊娠期妇女；排除精神

疾病患者。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随机数字法，将１４０例患

者平均分为联合治疗组和长效西林组，每组７０例患者。联合治
疗组患者在长效西林组患者治疗基础上使用头孢曲松注射液

进行联合治疗，长效西林组患者使用长效西林进行治疗。联合

治疗组７０例患者中，男性患者３５例，女性患者３５例，年龄范围
２４岁～４８岁，年龄（３５２±５８）岁；长效西林组７０例患者中，男
性患者 ３３例，女性患者 ３７例，年龄范围 ２３岁 ～４５岁，年龄
（３４５±６２）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辽宁省金秋医院
和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３　诊治方法
１３１　治疗方法　药物来源：长效西林［石药集团中诺药业
（石家庄）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３２９１，规格：６０万单位］；头
孢曲松（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８３０３７，规格
１０ｇ）。长效西林组患者使用肌内注射长效西林的方法进行治
疗：治疗前，每６０万Ｕ长效西林内加入２ｍＬ注射用水，相混合
制成长效西林混悬液，使用粗针头对患者进行肌内注射，每次

注射量为１２０Ｕ／次，每２周注射１次。联合治疗组患者在长效
西林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使用头孢曲松注射液进行联合治疗：

使用灭菌注射用水、氯化钠注射液３６ｍＬ、５％葡萄糖注射液配
制成２５０ｍｇ／ｍＬ的头孢曲松溶液，采用肌注的方式，１次／ｄ，１ｇ／
次，长效西林用法用量与长效西林组保持一致。联合治疗组头

孢曲松注射液连用１５ｄ。两组患者均连续使用长效西林６周。
１３２　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实验（ＴＲＵＳＴ）　自患者接受治疗
开始，定期对患者进行随访，在治疗开始后第１、２、３个月时间
点，抽取两组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５ｍＬ／人，在抗凝管中保存，之
后使用转速为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的离心机，离心处理２０ｍｉｎ，放入洁净
的ＥＰ试管中，分离上层血清，在 －８０℃环境中保存和待用。分
别对两组患者进行ＴＲＵＳＴ实验：①定性实验：将５０μＬ的待测标
本均匀涂在圆圈卡片内（直径１８ｍｍ），加入一滴经过震荡摇匀
的ＴＲＵＳＴ抗原（６０滴／ｍＬ），最后将卡片置于水平旋转仪上进行
旋转，时间在８ｍｉｎ左右，之后将卡片取下并立即将其置于亮光
下进行观察。②定量实验：取５０μＬ生理盐水并将其加入圆圈
卡片内，取５０μＬ的待测标本使其与生理盐水进行稀释，并在圈
内进行涂布，加入一滴经过震荡摇匀的 ＴＲＵＳＴ抗原，最后将卡
片置于水平旋转仪上进行旋转，时间在８ｍｉｎ左右，之后将卡片
取下并立即将其放置于亮光下进行观察。

１３３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检测　将待测标本传代到５孔板
中，置于温度为３７℃、浓度为５％的二氧化碳的饱和湿度环境下
培养２４ｈ、４８ｈ和７２ｈ，加入浓度为０２５％的胰蛋白酶进行消
化，用离心机以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离心５ｍｉｎ后收取细胞，然后
使用ＰＢＳ缓冲液洗涤 ３ｍｉｎ，重复洗涤 ２次，再次用离心机以
２０００ｒ／ｍｉｎ的转速分离后收集细胞，加入１ｍＬＰＩ染液，在避光的
常温环境中放置１ｈ后，然后用特异荧光标记后，在鞘液包裹下
高速流动中，流动期间会发射出光子，严格按照流式细胞仪检

测，在绝对计数管内检测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水
平。

１３４　治疗效果观察　将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
和无效３个标准。显效：临床症状完全消退，ＴＲＵＳＴ检查呈阴
性；有效：临床症状明显缓解，ＴＲＵＳＴ检查呈阴性；无效：临床症
状未得到缓解甚至加重，ＴＲＵＳＴ检查呈阳性。总有效率 ＝（显
效数＋有效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５　皮损消退和血清固定情况　皮损消退：患者受损部位的
皮肤红肿、发热等临床症状消失或仅留有色素沉着斑，且并未出

现新的皮肤受损现象，即可以认定为皮损消退。统计两组患者

皮损消退率和血清固定率，并进行组间比较

１３６　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治愈时间统计　定期对患者进行
随访，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治愈时间进行统计，并

进行组间比较。临床症状消退时间：自患者接受治疗开始，至患

者皮肤受损、高烧等临床症状完全消退或皮肤受损部位留有色

素沉着斑，这一时间段记为临床症状消退时间。治愈时间：自患

者接受治疗开始，至患者临床症状完全消退，ＴＲＵＳＴ检查呈阴
性为止，记为治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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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７　不良反应观察　对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头晕、恶
心呕吐和肝功能异常等不良反应进行统计，并进行组间比较。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ＴＲＵＳＴ转阴率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开始后第１、２、３个月时间点，联合治疗组
患者ＴＲＵＳＴ检查转阴率均显著高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变化情况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比较，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水平出现
上升，ＣＤ８＋水平出现下降，且联合治疗组患者ＣＤ３＋、ＣＤ４＋水
平高于长效西林组患者，ＣＤ８＋水平低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点ＴＲＵＳＴ转阴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２个月 ３个月

联合治疗组

长效西林组

７０
７０

３７（５２９）
２５（３５７）

５２（７４３）
４０（５７１）

６３（９００）
５２（７４３）

χ２值 　４１７ 　４５７ 　５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变化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ＣＤ３＋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Ｄ８＋

治疗前 治疗后

联合治疗组

长效西林组

３７４７±３７９
３７５４±３８６

５２７３±４６３
４５３３±４１５

２２２８±３２２
２２３２±３１７

３１２６±３７２
２６１１±３２５

３９７２±４０９
３９６８±４１１

２５３５±３４２
３１２５±３７６

ｔ值 　０１１ 　９９６ 　００７ 　８７２ 　００６ 　９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两组患者接受治疗１周后，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

高达９５７％，显著高于长效西林组患者的８１４％，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治疗组

长效西林组

７０
７０

４２（６００）
３１（４４３）

２５（３５７）
２６（３７１）

３（４３）
１３（１８６）

６７（９５７）
５７（８１４）

χ２值 — — — 　７０６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皮损消退率和血清固定率比较
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皮损消退率高于长效西林组患

者，血清固定率低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患者治疗后皮损消退率和血清固定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皮损消退率 血清固定率

联合治疗组

长效西林组

７０
７０

６０（８５７）
４７（６７１）

２（２９）
１０（１４３）

χ２值 　６７０ 　５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治愈时间比较
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治愈时间均

显著短于长效西林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治愈时间比较（月，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临床症状消退时间 治愈时间

长效西林组 ７０ １４２±０３７ ２７９±０６１

联合治疗组 ７０ ０８５±０２８ ２２５±０３０

ｔ值 １０２８ 　６６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率（４３％）显著

低于长效西林组患者（１７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头晕 恶心呕吐 肝功能异常 不良反应发生

联合治疗组

长效西林组

７０
７０

１（１４）
５（７１）

１（１４）
４（５７）

１（１４）
３（４３）

３（４３）
１２（１７１）

χ２值 — — — 　６０５

Ｐ值 — — — ＜００５

,

　讨论
梅毒是一种人类特有的疾病，主要由苍白螺旋体诱发，是一

种临床较为常见的慢性、系统性传染疾病［５７］。梅毒症状的传

染途径多种多样，包括直接、间接性接触、血液输送、母婴传播

等，其中，临床最为常见的传播途径是性传播［８９］。随着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习惯日益开放，尤其是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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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生活习惯比较开放，直接导致梅毒的发病率不断上升。若梅

毒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在人体内扩散进入血液，病情进展

至二期阶段，则会对患者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威

胁，所以，对梅毒症状应当尽早治疗，寻找一种及时有效的治疗

方法具有重要意义［１０１２］。

头孢曲松是一种广谱的抗菌药物，能够对患者体内致病菌

细胞壁的合成产生影响，抑制病菌分裂，致使致病菌死亡，从而

起到杀菌作用，以此有效缓解患者症状［１３１４］。刘宏业等［１５］的研

究表明，使用头孢曲松对梅毒进行治疗，患者皮损消退率较高，

且皮损消退时间更短，治疗效果较为理想。长效西林（苄星青

霉素）是一种临床较为常用的长效青霉素，临床应用长效西林

对梅毒患者进行治疗后，药物能够在机体中逐渐释放，其在人

体血液中能够保持有效浓度时间长达１周以上，其较长时间的
药效也适用于梅毒患者的治疗［１６１７］。但是，目前关于长效西林

联合头孢曲松对梅毒进行治疗的研究较少。本研究结果发现，

使用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症状进行治疗的患者

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症状痊愈时间相对较短，这说明长效西林

联合头孢曲松能够明显缩短患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症状痊

愈时间，帮助患者迅速恢复，临床治疗效果显著，突出了２种药
物联合应用的临床价值。

有关学者通过临床研究表明，梅毒症状的出现会对患者身

体免疫功能够造成一定的影响，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是评价机
体免疫状态的重要指标［１８］。ＣＤ３＋Ｔ细胞包括所有Ｔ细胞，是
主要的淋巴细胞亚群，参与机体适应性免疫应答过程。ＣＤ４＋
是Ｔ辅助细胞，主要作用是对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起到辅
助作用。ＣＤ８＋是Ｔ抑制细胞或者细胞毒 Ｔ细胞，主要作用是
抑制免疫和细胞毒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长效西林联合

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患者进行治疗，患者 ＣＤ３＋、ＣＤ４＋水平出
现上升，ＣＤ８＋水平出现下降，这说明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能
够通过调控二期梅毒患者血清 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而改善患
者免疫功能，从而发挥治疗效果，帮助患者身体恢复。

ＴＲＵＳＴ实验是临床最为常用的一种梅毒检查和治疗效果
观察手段，皮肤损害消退情况也是临床判断梅毒症状治疗效果

的重要检查指标之一［１９２０］。本研究结果显示，使用长效西林联

合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患者进行治疗，患者ＴＲＵＳＴ检查转阴率
和皮损消退率相对较高，这说明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进行治

疗能够更好地控制病情，治疗效果更加理想。本研究中还对二

期梅毒患者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进行统计，结果显示，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较少，这说明２种药物联
合应用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使用长效西林联合头孢曲松对二期梅毒患者进

行治疗，能够提高患者 ＴＲＵＳＴ转阴率、皮损消退率和血清固定
率，加快患者临床症状消退时间和痊愈时间，调控血清 Ｔ淋巴
细胞亚群水平，改善患者免疫功能，疗效显著且更加安全，具有

一定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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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血清固定的临床疗效研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１０）：７５
７７．

［１４］　陈放，林雪峰，张帅帅，等．头孢曲松联合匹多莫德对梅毒血清固
定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分析［Ｊ］．现代实用医学，２０１６，２８
（９）：１２２５１２２６，１２２８．

［１５］　刘宏业，韩燕，尹跃平，等．头孢曲松治疗梅毒的研究进展［Ｊ］．中
国麻风皮肤病杂志，２０１７，３３（１）：５２５４．

［１６］　闫宁，陈斌，蒋辉丽，等．头孢曲松钠联合苄星青霉素治疗潜伏梅
毒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素的转归［Ｊ］．中国中西医结合皮肤性病学
杂志，２０１４，１３（６）：３４９３５１．

［１７］　张炼，何金，江阳，等．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三嗪治疗梅毒的疗效
及安全性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４）：９９１０２．

［１８］　鞠小玲，杜坤，程丰，等．苄星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钠对早期梅毒
患者皮损及血液免疫指标的影响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
（２）：５３５６．

［１９］　郑颖，任建军，王宁，等．ＲＰＲ和ＴＲＵＳＴ在非特异性梅毒血清学抗
体检测中的应用比较［Ｊ］．检验医学与临床，２０１７，１４（Ｚ１）：６３
６５．

［２０］　湛汇，胡刚．青霉素联合头孢曲松在早期梅毒患者中的治疗效果
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９）：５５５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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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深圳市宝安区科技计划基础研究项目（２０１７ＪＤ０２９）
△【通讯作者】庄洁伟，Ｅｍａｉｌ：５６８８４１６４０＠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３１ ·皮肤性病学·

ＥＬＩＳＡ与 ＴＲＵＳＴ在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筛查中的应用
价值对比
庄洁伟△　郭辉　汪小娟
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０

【摘要】　目的　对比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与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在妊娠合并梅
毒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２０８例接受妊
娠合并梅毒筛查高危因素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均行ＥＬＩＳＡ与 ＴＲＵＳＴ检测，并以梅毒螺旋体抗体明胶颗粒
凝集试验（ＴＰＰＡ）检测为金标准，观察两种方法检测阳性率、检测准确率、检测效能及检测所需费用。结果　
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率为６２５０％，ＴＲＵＳＴ检测阳性率为５２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以 ＴＰＰＡ检
测为金标准，ＥＬＩＳＡ检测准确率为９８４８％，ＴＲＵＳＴ检测准确率为８２５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ＥＬＩＳＡ检测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９０９１％、９８６８％、９９２３％、９６１５％，ＥＬＩＳＡ检
测上述分别为７８０３％、９０７９％、９４５０％、６９７０％，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ＥＬＩＳＡ检测所需费
用与ＴＲＵＳＴ检测所需费用对比，明显较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筛
查中，ＥＬＩＳＡ检测准确度及检测效能均明显优于ＴＲＵＳＴ，且ＥＬＩＳＡ检测经济性更好，更值得推广。

【关键词】　妊娠；梅毒；血清学检测；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ｉ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　
Ｚ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ｗｅｉ△，ＧＵＯＨｕｉ，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ａ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Ｂａｏ′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５１８１００，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
ａｎｄ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ＴＲＵＳＴ）ｉｎ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８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ｆｏｒ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ｅｓｔｅｄｂｙ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ｅｐ
ｏｎｅｍａｐａｌｌｉｄｕｍ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ｇｅｌａｔ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ＴＰＰＡ）ｗａｓｔｈｅｇｏ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ｄｅ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ａｎｄ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ｓｔ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
ｏｆ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６２５０％ ａｎｄ５２４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ＷｉｔｈＴＰＰＡａｓｔｈｅｇｏ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ＥＬＩＳＡａｎｄＴＲＵＳＴｗａｓ９８４８％ ａｎｄ８２５８％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ＥＬＩＳＡ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９０９１％，９８６８％，９９２３％ ａｎｄ９６１５％，ｂｕｔ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ＬＩＳＡ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７８０３％，９０７９％，９４５０％ ａｎｄ６９７０％，ａｌｌ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ＴＲＵ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ＥＬＩＳＡｄｅ
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ＥＬＩＳＡ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
ＴＲＵＳ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ｃｏｓ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Ｓｅ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
Ｔｏｌｕｉｄｉｎｅｒｅｄｕｎｈｅａｔｅｄ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ＴＲＵＳ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梅毒是临床常见传染性疾病，梅毒螺旋体（苍白密螺旋体）
是致病因子，其具有潜伏期长、传染性强特点，患者感染后可出

现复杂临床表现［１］。研究发现，近年来妊娠合并梅毒患者数量

明显增多，对母儿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２］。对于妊娠合并梅

毒，应早发现、早治疗，选择特异性强、敏感性高的检测手段对梅

毒筛查、诊断及治疗指导具有重要意义，其中血清学检测是目前

临床常用方法［３］。梅毒血清学检测方法较多，在妊娠合并病毒

筛查中，何种方法最佳，尚无统一观点。本研究将 ＥＬＩＳＡ与
ＴＲＵＳＴ检测应用于妊娠合并梅毒筛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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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接受妊娠合并梅毒筛查的
高危因素孕妇２０８例作为研究对象。初产妇１３５例，经产妇７３
例；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８岁，年龄（２６８２±４１３）岁；孕周范围９
周～２１周，孕周（１４１５±１８７）周；孕次范围１次 ～５次，孕次
（２６８±０４９）次；产次范围０次 ～２次，产次（１４５±０３１）次；
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５４例，高中１１９例，初中及以下３５例。
纳入标准：①年龄≥１８岁；②意识清楚，无交流障碍；③对本研
究知情且同意。排除标准：①已明确梅毒感染者；②合并其他传
染性疾病患者；③凝血功能障碍者；④病历资料不全者。本研究
已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仪器与试剂
１２１　仪器　ＳＭ８００酶标仪（北京动力环宇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ＳＢＷＨⅣ恒温箱（北京医疗设备厂有限责任公司）、ＳＴ３６Ｗ
洗板机（上海科华实验系统有限公司）、微量加样器（深圳汇松

科技有限公司）、Ｂ３２０Ａ离心机（山西华耀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振荡器（上海博讯医疗生物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２　试剂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ＴＲＵＳＴ试剂盒（上海荣盛生物药业有限公司）、ＴＰＰＡ试剂盒（日
本富士瑞必欧株式会社）。

１３　检测方法
所有孕妇均抽取空腹肘静脉晨血５ｍＬ，进行离心处理，离心

半径１０ｃｍ，离心速度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时间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后在
４℃冰箱中保存待检。
１３１　ＥＬＩＳＡ检测　检测时将血清样本放置至室温，分别在预
包被板条孔中加入５０μＬ，于恒温箱中培养１ｈ（温度３７℃）；在阴
性、阳性对照孔中，分别加入酶标记物５０μＬ，混匀振荡后，恒温
箱中培育 ０５ｈ（温度 ３７℃）；洗板后，于每孔加入底物缓冲液
５０μＬ，混匀振荡后，恒温箱中培育０５ｈ（温度３７℃）；于每孔加
入终止液５０μＬ，混匀，在酶标仪上读出数值。
１３２　ＴＲＵＳＴ检测　检测时将血清样本放置至室温，将５０μＬ
血清样本放置于加样卡圈中，并均匀涂布；将抗原液摇匀，以针

头加抗原液１滴；将卡片放于立体脱色摇床，振荡摇匀８ｍｉｎ，速
度１００ｒ／ｍｉｎ，立即于亮光下观察结果。
１３３　ＴＰＰＡ检测　所有样本均做９孔，将标本稀释液加入 Ｕ

型反应板，第１孔１００μＬ，其他各孔均 ２５μＬ；以移液器取血清
２５μＬ至第１孔，混匀后取２５μＬ，加入第２孔，依次稀释，直至第
９孔，第３孔加入未致敏粒子 Ｄ液２５μＬ，第４孔 ～第９孔加入
致敏粒子Ｃ液２５μＬ，将微量反应板置于振荡器，振荡０５ｍｉｎ，
恒温箱中培育２ｈ（温度３７℃），观察结果。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种方法检测阳性情况，以ＴＰＰＡ检测结果为金标准，
观察两种方法检测准确率及检验效能（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

测值、阴性预测值），记录两种检测方法所需费用。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２０８例孕妇检测结果对比

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率为６２５０％（１３０／２０８），ＴＲＵＳＴ检测阳性
率为５２４０％（１０９／２０８）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３３７，Ｐ＝００３７）；以 ＴＰＰＡ检测为金标准，ＥＬＩＳＡ检测准确率
为９８４８％（１３０／１３２），ＴＲＵＳＴ检测准确率为 ８２５８％（１０９／
１３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９４８５，Ｐ＝００００）。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２２　ＥＬＩＳＡ与ＴＲＵＳＴ检测效能对比

ＥＬＩＳＡ检测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
为９０９１％、９８６８％、９９２３％、９６１５％，ＥＬＩＳＡ检测上述分别为
７８０３％、９０７９％、９４５０％、６９７０％，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８例孕妇检测结果对比

检测方法 检测结果
ＴＰＰＡ检测

实际阳性（１３２） 实际阴性（７６）
合计

ＥＬＩＳＡ　 检测阳性 １２９ １ １３０

检测阴性 ３ ７５ ７８

ＴＲＵＳＴ 检测阳性 １０３ ６ １０９

检测阴性 ３０ ６９ ９９

表２　两种检测方法效能对比［ｎ（％）］

检测方法 敏感性（１３２例） 特异性 （７６例）
阳性预测值

ＥＬＩＳＡ（１３０例）
ＴＲＵＳＴ（１０９例）

阴性预测值

ＥＬＩＳＡ（７８例）
ＴＲＵＳＴ（１０９例）

ＥＬＩＳＡ　 １２９（９０９１） ９８６８（７５／７６） １２９（９９２３） ７５（９６１５）

ＴＲＵＳＴ １０３（７８０３） ９０７９（６９／７６） １０３（９４５０） ６９（６９７０）

χ２值 ２４０３９ ４７５０ ４６７６ ２０１３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２３　ＥＬＩＳＡ与ＴＲＵＳＴ检测费用对比
ＥＬＩＳＡ检测孕妇所需费用与 ＴＲＵＳＴ检测孕妇所需费用对

比明显较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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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种检测方法所需费用对比（元，Ｍｅａｎ±ＳＤ）

检测方法 例数 检测所需费用

ＥＬＩＳＡ ２０８ ４１９４±８３２

ＴＲＵＳＴ ２０８ ５３１８±９０１

ｔ值 １３２１８

Ｐ值 ００００

,

　讨论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感染所引发的系统性、慢性疾病，其

主要传染途径为性行为、血液及母婴传播。妊娠合并梅毒不仅

对孕妇自身各脏器组织有严重影响，且可造成胎儿宫内发育迟

缓、宫内死亡及胎儿畸形、早产、流产等不良妊娠结局，同时梅毒

可能通过胎盘传染，造成新生儿先天性梅毒［４５］。妊娠合并梅

毒危险因素较多，包括忽略婚孕前检查、配偶有梅毒感染史、配

偶有吸毒史及配偶有其他性病史等，近年来，由于人们生活观

念、方式改变，妊娠合并梅毒发生率呈上升趋势［６７］。妊娠合并

梅毒应当尽早筛查、诊断，及时治疗，以改善妊娠结局，实现优生

优育［８］。

研究认为，妊娠期女性由于机体免疫系统处于抑制状态，

感染梅毒后无明显体征、症状，以出现漏诊，因此妊娠合并梅毒

筛查方法的选择较为关键［９］。实验室检测是当前筛查、诊断梅

毒主要手段，其中血清学检测最为常见，包括 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
ＴＰＰＡ等检测方法［１０］。

ＴＲＵＳＴ是一种针对梅毒螺旋体进入机体，并刺激免疫系统
产生反应素后，实施的非梅毒螺旋体抗原检验方法，其以二磷

酸酰苷油衍生物为抗原，对抗心磷脂抗体（反应素）予以测定，

从而实现梅毒筛查。ＴＲＵＳＴ检测方法简单，结果检出迅速，但
其对于梅毒潜伏期及晚期梅毒检出率较低，且存在敏感性较差

等缺点，易受系统性红斑狼疮、风湿性关节炎等疾病影响，出现

漏诊、误诊［１１１２］。ＥＬＩＳＡ是检验科常用检验方法，其通过将已获
得抗体、抗原在需检测载体上吸附，利用酶标过程，对目标物质

予以记录，再以洗涤方式，去除其他成分，最后采用光谱分析酶

标记反应过程，并对吸收值予以测定，最终获得量化结果。在

ＥＬＩＳＡ检测中，抗原、抗体结合仅发生于抗原抗体结合位点及抗
原决定簇中，因此具有较高特异性；同时，少量酶可引发明显催

化反应，利于显色观察；另一方面，该检测方法能在亚细胞、细胞

水平上，示踪抗原、抗体位置，使检测敏感性得到显著提

高［１３１４］。有研究还指出，ＥＬＩＳＡ检测具有成本低，操作简便，原
始数据可长期保存，易于进行大批量检测等优势［１５］。ＥＬＩＳＡ对
于潜伏期梅毒检出率较高，有数据显示，ＥＬＩＳＡ对潜伏期梅毒阳
性检出率达到９７７８％［１６］。

本研究对２０８例存在妊娠合并梅毒高危因素孕妇进行血清
学检测，结果显示ＥＬＩＳＡ检测阳性率为６２５０％，明显较ＴＲＵＳＴ
检测高。ＴＰＰＡ法是目前公认的梅毒感染确诊试验，但其检测
步骤较多，操作复杂，价格相对较高，在基层医院筛查中难以推

广，本研究仅以其作为金标准，对 ＥＬＩＳＡ、ＴＲＵＳＴ检测准确性及
效能予以对比。结果显示，ＥＬＩＳＡ检测准确率达９８４８％，仅出
现２例漏诊，可能与具体操作及样本中梅毒抗体浓度过低有关，
而ＴＲＵＳＴ检测准确率为 ８２５８％，两者差异显著，提示 ＥＬＩＳＡ

检测在妊娠合并梅毒筛查中更为客观准确。本研究还发现，

ＥＬＩＳＡ检测敏感性、特异性、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达到
９０９１％、９８６８％、９９２３％、９６１５％，均显著较 ＴＲＵＳＴ检测的
７８０３％、９０７９％、９４５０％、６９７０％高，提示 ＥＬＩＳＡ检测效能明
显优于 ＴＲＵＳＴ。同时，ＥＬＩＳＡ检测费用相较于 ＴＲＵＳＴ检测更
低，经济性更好，更适合在大批量筛查中推广。

综上所述，ＥＬＩＳＡ检测在妊娠合并梅毒患者筛查中，相较于
ＴＲＵＳＴ检测有更高准确性及更良好检测效能，且前者检测费用
较低，具有更高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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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ＨＰＶ感染患者分型检测及母婴传播的关系研究
沈建平１　王晓梅１△　朱建芬２

１如皋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５００
２张家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张家港 ２１５６３１

【摘要】　目的　探讨患者 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及母婴传播的关系研究。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
２０１８年３月如皋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１２０例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将
这１２０例患者设为研究组，均实施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另回顾同时间段在医院妇产科产检的１２０例健康孕
妇，记为对照组。统计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结果，对比疾病组和健康组母体、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分
析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结果　本组患者中共有１０５例
经检测明确有ＨＰＶ感染，其中高危型、低危型和混合型感染的构成比分别为５２３８％、４０９５％、６６７％，其中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中以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５８构成比较高，多重感染中以 ＨＰＶ１６／１８、ＨＰＶ１６／５８、ＨＰＶ１８／５８
构成比较高；低危型ＨＰＶ感染中以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４４构成比较高，多重感染中以ＨＰＶ６／１１构成比较高；
混合感染中以ＨＰＶ６／１６、ＨＰＶ６／１１构成比较高；疾病组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低于健康组（Ｐ
＜００５）；ＣＩＮＩＩＩ级、年龄＞３５岁、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ＨＰＶ混合感染和ＨＰＶ高危感染均是母体不
良妊娠结局发生的危险因素（ＯＲ＝６１１０、６９４５、４２００、５０５３、４７９７、５１２４，Ｐ＜００５）；母体ＣＩＮＩＩＩ级、母体
年龄＞３５岁、母体妊娠期糖尿病、母体妊娠期高血压、分娩孕周 ＜３６周、母体合并阴道炎、ＨＰＶ混合感染和
ＨＰＶ高危感染均是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危险因素（ＯＲ＝４０９６、４３２３、４３６２、４２００、４３６２、４３４１、
４７７８、４８３６，Ｐ＜００５）。结论　妊娠合并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 ＨＰＶ感染率较高，以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最为常
见，均可增加母体和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

【关键词】　妊娠；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人乳头瘤病毒；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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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是常见的宫颈癌前
病变。据统计［１］，低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Ｉ级）发展为宫
颈浸润癌的风险较低，大多数患者的病变可自然消退，而未经

治疗的ＣＩＮＩＩ患者中将有４３％自然消退，３５％持续存在，剩余
２２％将会发展为宫颈原位癌或浸润癌，在未经治疗的ＣＩＮＩＩＩ级
患者中将有３２％自然消退，５６％持续存在，剩余１４％将会发展
为宫颈浸润癌。目前妊娠合并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的临床治疗及预后
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２４］。研究显示［５］，妊娠合并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
患者中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风险较高，而母体与围产儿不良妊娠
结局的发生率也明显高于正常孕产妇。因此探讨妊娠合并ＣＩＮ
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ＨＰＶ感染情况并分析其临床意义迫切紧要。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如皋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收治的１２０例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
级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１２０患者记为疾病组；另选
取同时间段在医院妇产科产检的１２０例健康孕妇的临床资料，记为
健康组。纳入标准：①均实施ＨＰＶ感染及分型检测；②均为单胎妊
娠；③且均接受跟踪随访明确妊娠结局。排除标准：①非自然妊娠
而人工授精或其他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受孕者；②胎儿生长发育畸形
实施人工流产或引产者；③存在其他类型病毒感染者；④营养不良
者；⑤合并梅毒或艾滋病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并获如皋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避免清洗阴道和性生活４８ｈ后采集宫颈细

胞，对外阴进行严格消毒，借助扩阴器暴露宫颈口，分泌物擦掉

后采用宫颈刷取宫颈口内１０ｃｍ～１５ｃｍ部位的宫颈细胞。将
所得样本置于ＥＰ管中，在４℃恒温条件下保存备用，注意在２４ｈ
内进行检测。采用导流杂交基因芯片技术对 ＨＰＶ感染的分型
进行检测，首先采用试剂盒（购自美国 ＢｉｏＲａｄ公司）提取宫颈
细胞的ＤＮＡ，然后利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扩增仪（购自美国
ＡＢＩ公司，ＧｅｎｅＡｍｐ９７００型）进行扩增反应，将扩增产物利用杂
交仪（购自北京嘉源兴业科技有限公司，ＪＹＩ型）进行 ＨＰＶ分
型检测，分型检测结果参照《现代妇产科学》中标准进行判

断［６］。统计母体和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情况，其中母体

不良妊娠结局包括早产、胎膜早破、难产等；围产儿不良妊娠结

局包括胎儿生长受限、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新生儿ＨＰＶ感染、
死胎等。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母体不良妊娠结局的
因素分析：将ＣＩＮ分级、年龄 ＞３５岁、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
血压、ＨＰＶ感染情况等作为自变量，其中 ＣＩＮＩＩＩ级、年龄 ＞３５
岁、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均赋值为１，ＣＩＮＩＩ级、年龄≤
３５岁、无妊娠期糖尿病、无妊娠期高血压均赋值为０，ＨＰＶ未感
染、ＨＰＶ低危型感染、ＨＰＶ混合感染、ＨＰＶ高危型感染分别赋值
为０、１、２、３，将母体不良妊娠结局是否发生作为因变量，进行多
因素分析。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围产儿不良妊娠结
局的因素分析：将母体ＣＩＮ分级、母体年龄＞３５岁、母体妊娠期
糖尿病、母体妊娠期高血压、分娩孕周 ＜３６周、母体合并阴道

炎、ＨＰＶ感染作为自变量［７９］，其中母体 ＣＩＮＩＩＩ级、母体年龄 ＞
３５岁、母体妊娠期糖尿病、母体妊娠期高血压、分娩孕周 ＜３６
周、母体合并阴道炎均赋值为１，母体 ＣＩＮＩＩ级、母体年龄≤３５
岁、母体无妊娠期糖尿病、母体无妊娠期高血压、母体无阴道炎

均赋值为 ０，ＨＰＶ未感染、ＨＰＶ低危型感染、ＨＰＶ混合感染、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分别赋值为０、１、２、３，将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
是否发生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若理论频数≤５，则需要进
行校正；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明确危险因素、ＯＲ及９５％可信
区间（９５％ＣＩ）；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健康孕妇一般资料比较

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１岁，年龄（２９７±２２）岁，
孕周范围１８周 ～３０周，孕周（２２８±２５）周，初产妇９５例、经
产妇２５例，妊娠期高血压２１例、妊娠期糖尿病１６例，孕次：１次
者４３例、２次者３８例、≥３次者３９例，ＣＩＮＩＩ级患者７９例、ＣＩＮ
ＩＩＩ级患者４１例；对照组健康孕妇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０岁，年龄
（２９２±２２）岁，孕周范围２２岁 ～４１岁，年龄（２２７±２４）周，
初产妇８０例、经产妇４０例，孕次：１次者４４例、２次者３１例、≥
３次者４５例。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健康孕妇一般资料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研究组患者感染分型检测结果

研究组患者中共有１０５例经检测明确有ＨＰＶ感染，其中高
危型、低危型和混合型感染的构成比分别为５２３８％、４０９５％
和６６７％，其中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中以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５８
构成比较高，多重感染中以ＨＰＶ１６／１８、ＨＰＶ１６／５８、ＨＰＶ１８／５８构
成比较高；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中以 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４４构成比
较高，多重感染中以 ＨＰＶ６／１１构成比较高；混合感染中以
ＨＰＶ６／１６、ＨＰＶ６／１１构成比较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研究组患者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结果

　　　ＨＰＶ分型 例数 构成比

高危型 ５５ ５２３８
ＨＰＶ１６ １１ １０４８
ＨＰＶ１８ ９ ８５７
ＨＰＶ３３ ４ ３８１
ＨＰＶ４５ ３ ２８６
ＨＰＶ５２ ２ １９０
ＨＰＶ５６ １ ０９５
ＨＰＶ５８ ８ ７６２
其他单一高危感染 ２ １９０
ＨＰＶ１６／１８ ５ ４７６
ＨＰＶ１６／５８ ３ ２８６
ＨＰＶ１８／５８ ３ ２８６
ＨＰＶ１６／１８／５８ ２ １９０
其他多重高危感染 ２ 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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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研究组患者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结果

　　　ＨＰＶ分型 例数 构成比

低危型 ４３ ４０９５
ＨＰＶ６ ９ ８５７
ＨＰＶ１１ ７ ６６７
ＨＰＶ４２ ５ ４７６
ＨＰＶ４４ ５ ４７６
ＨＰＶ５４ ４ ３８１
ＨＰＶ６１ ３ ２８６
其他单一低危感染 ２ １９０
ＨＰＶ６／１１ ２ １９０
ＨＰＶ６／４２ ２ １９０
ＨＰＶ６／１１／４２ ３ ２８６
其他多重低危感染 １ ０９５
混合感染 ７ ６６７
ＨＰＶ６／１６ ２ １９０
ＨＰＶ６／１１ １ ０９５
ＨＰＶ１１／１８ １ ０９５
ＨＰＶ６／１８ １ ０９５
ＨＰＶ６／１６／１８ １ ０９５
其他多重混合感染 １ ０９５

２３　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健康孕妇母体及围产儿不良妊娠结
局对比

　　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健康孕妇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为
９１７％（１１／１２０）、１６７％（２／１２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６５８８，Ｐ＝００１０）。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健康孕妇围产儿不良妊
娠结局发生率分别为６６７％（８／１２０）、０８３％（１／１２０），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χ２ ＝５６５７，Ｐ＝００１７）。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研究组患者与对照组健康孕妇母体及
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对比［ｎ（％）］

　　　 项目
疾病组

（ｎ＝１２０）
健康组

（ｎ＝１２０）
χ２值 Ｐ值

母体不良妊娠 １１（９１７） ２（１６７） ６５８８ ００１０

早产 ６（５００） １（０８３）

胎膜早破 ３（２５０） １（０８３）

难产 ２（１６７） ０（０００）

围产儿不良妊娠 ８（６６７） １（０８３） ５６５７ ００１７

胎儿生长受限 ２（１６７） ０（０００）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 ３（２５０） １（０８３）

新生儿ＨＰＶ感染 ２（１６７） ０（０００）

死胎 １（０８３） ０（０００）

２４　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母体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
因素分析

　　ＣＩＮＩＩＩ级、年龄 ＞３５岁、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
ＨＰＶ混合感染和ＨＰＶ高危感染均是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
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６１１０、６９４５、４２００、
５０５３、４７９７、５１２４，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５　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危
险因素分析

　　母体ＣＩＮＩＩＩ级、母体年龄 ＞３５岁、母体妊娠期糖尿病、母
体妊娠期高血压、分娩孕周＜３６周、母体合并阴道炎、ＨＰＶ混合
感染和ＨＰＶ高危感染均是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危险因
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４０９６、４３２３、４３６２、４２００、
４３６２、４３４１、４７７８、４８３６，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母体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值

ＣＩＮＩＩＩ级 １８１０ ０６５１ ７７３０ ０００６ ６１１０ １７０６～２１８８８

年龄＞３５岁 １９３８ ０８６５ ５０２０ ００２６ ６９４５ １２７５～３７８４１

妊娠期糖尿病 １４３５ ０６８２ ４４２７ ００３６ ４２００ １１０３～１５９８６

妊娠期高血压 １６２０ ０４７７ １１５３４ ０００１ ５０５３ １９８４～１２８７０

ＨＰＶ低危型感染 １０６３ ０８６１ １５２４ ０２１８ ２８９５ ０５３５～１５６５１

ＨＰＶ混合感染 １５６８ ０６８５ ５２４０ ００２２ ４７９７ １２５３～１８３６８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 １６３４ ０４８４ １１３９８ ０００１ ５１２４ １９８４～１３２３２

表４　影响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的危险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值

母体ＣＩＮＩＩＩ级 １４１０ ０４５３ ９６８８ ０００２ ４０９６ １６８６～９９５３

母体年龄＞３５岁 １４６４ ０５２７ ７７１７ ０００６ ４３２３ １５３９～１２１４５

母体妊娠期糖尿病 １４７３ ０５４９ ７１９９ ０００７ ４３６２ １４８７～１２７９５

母体妊娠期高血压 １４３５ ０４６２ ９６４８ ０００２ ４２００ １６９８～１０３８７

分娩孕周＜３６周 １４７３ ０４５５ １０４８１ ０００１ ４３６２ １７８８～１０６４２

母体合并阴道炎 １４６８ ０４３０ １１６５５ ０００１ ４３４１ １８６９～１００８２

ＨＰＶ低危型感染 １０７３ ０９１５ １３７５ ０２４１ ２９２４ ０４８７～１７５７４

ＨＰＶ混合感染 １５６４ ０４７３ １０９３３ ０００１ ４７７８ １８９１～４２８９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 １５７６ ０６３８ ６１０２ ００１４ ４８３６ １３８５～１６８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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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本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显示ＨＰＶ高危型、低危型和混合感染的构成比分别
为５２３８％、４０９５％、６６７％，可知妊娠合并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的构成比最高。ＨＰＶ高危型感染中 ＨＰＶ１６、
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５８，多重感染中 ＨＰＶ１６／１８、ＨＰＶ１６／５８、ＨＰＶ１８／５８，
ＨＰＶ低危型感染中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ＨＰＶ４４，多重感染中ＨＰＶ６／１１，
混合感染中ＨＰＶ６／１６、ＨＰＶ６／１１的构成比均较高，提示应探讨针
对性的控制ＨＰＶ感染的措施。疾病组母体和围产儿不良妊娠结
局发生率均高于健康组，推测ＨＰＶ感染可增加母体及围产儿不
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本研究中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结果表明，ＨＰＶ
混合感染和ＨＰＶ高危感染均是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母体
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危险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
５０７１、６７９６，Ｐ＜００５），且母体ＨＰＶ混合感染和ＨＰＶ高危感染
均是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围产儿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危险
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ＯＲ＝４８７５、５９７７，Ｐ＜００５）。
３２　本研究的意义及重要性

有资料显示［１０］，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的发生率约为７％。
在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高危型 ＨＰＶ持续性感染作为
宫颈癌发生的必要条件。妊娠妇女作为一组特殊人群，大多均

处于性活跃阶段［１１１２］，进行子宫颈细胞 ＨＰＶ分型检测能够了
解ＨＰＶ感染分型的流行病学，可为ＨＰＶ感染的防控、妊娠结局
的改善提供依据。ＨＰＶ混合感染和 ＨＰＶ高危感染均含有高危
型，均可在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直接侵犯胎膜，并且随
着宿主ＤＮＡ复制和增殖过程对胎膜细胞造成损害，且 ＨＰＶ混
合感染和高危感染还可增加炎症反应的风险，为其他类型致病

微生物感染和滋生创造条件，加剧了胎膜早破，并且还会增加

自然流产、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风险［１３１４］；此外，ＨＰＶ混
合感染和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可对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病灶造成一定损
坏，加剧病情的同时也会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１５］；最后，

ＨＰＶ混合感染和ＨＰＶ高危型感染孕妇妊娠期出现母婴传播的
风险较高，也是造成不良妊娠结局的重要原因。

３３　国内外相关研究比较及本研究的创新性
既往有研究显示［１６］，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 ＨＰＶ高危型、低

危型、混合感染的构成比分别为２５００％、６２４５％、１２５５％，可
知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ＨＰＶ高危型感染的构成比明显
较高，而ＨＰＶ低危型感染的构成比明显较低，混合感染的构成
比与未妊娠的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相近。由此说明妊娠合并 ＣＩ
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中 ＨＰＶ高危型感染的风险较高。国外报道发
现［１７］，ＨＰＶ高危感染是母体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的危险因素，与
本研究报道相符，证实ＨＰＶ高危感染的确可增加此类患者的发
生风险。国内外相关报道也证实母体年龄 ＞３５岁、母体妊娠期
糖尿病、母体妊娠期高血压等均可增加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

率［１８１９］，与本研究相一致，分析其中原因为：年龄＞３５岁意味着
患者整体机能较差，抗 ＨＰＶ感染的能力较弱；妊娠期糖尿病和
妊娠期高血压均可增加母体早产、胎膜早破、难产等不良妊娠

结局的风险。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对妊娠合并 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
患者ＨＰＶ感染及分型检测进行针对性的分析，并探讨了不良妊
娠结局的危险因素，为此类患者的临床干预提供了参考。

综上所述，本研究中受工作量、病例失访率高的影响，所选样本

量稍少，可能会导致结果出现一定偏差，且在对其患者不良妊娠结

局的危险因素分析时影响因素可能总结不够全面，患者信息统计不

准确，也可导致结果出现误差。而如何进行改进，避免上述误差，并

针对研究结果对妊娠合并ＣＩＮＩＩ／ＩＩＩ级患者实施规范化的、针对性
的干预以改善妊娠结局应作为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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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甲酸钠联合重组人干扰素用于高级别宫颈上皮
内瘤变伴高危型ＨＰＶ感染患者宫颈环形电切术后
临床研究
弋文娟　蒋洪昆　陈煜祒△　杨岚　张柳红　陈静　兰丽芳
柳州市人民医院妇科，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６

【摘要】　目的　 观察膦甲酸钠联合重组人干扰素用于高级别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伴高危型 ＨＰＶ
（ＨＲＨＰＶ）感染患者宫颈环形电切术（ＬＥＥＰ）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９
月柳州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１３８例高级别ＣＩＮ伴ＨＲＨＰＶ感染ＬＥＥＰ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１３８例高级
别ＣＩＮ伴ＨＲＨＰＶ感染的患者随机为对照组和试验组，每组各６９例。对照组予以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
１ｇ／次，ｑｏｄ，共用１０次；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静滴膦甲酸钠，３ｇ／次，ｑｄ。两组患者均治疗１０ｄ。对比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白介素２（ＩＬ２）、白介素４（ＩＬ４）、白介素１０（ＩＬ１０）、白介素１２（ＩＬ１２）、ＨＲＨＰＶ转
阴率及病毒载量、高级别 ＣＩＮ复发情况及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的总
有效率分别为９２７５％（６４／６９）和７５３６％（５２／６９），ＨＲＨＰＶ转阴率分别为８９８６％（６２／６９）和７６８１％（５３／
６９），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的Ｌ２分别为（４５１９±４０１）和（３７８８
±３７２）ｎｇ·Ｌ－１，ＩＬ４分别为（２６４１±７２５）和（３７４５±１０３３）ｎｇ·Ｌ－１，ＩＬ１０分别为（９７５±１３８）和
（１１２５±２３１）ｎｇ·Ｌ－１，ＩＬ１２分别为（３６８±０６５）和（３１９±０７４）ｎｇ·Ｌ－１，ＨＲＨＰＶ未转阴病毒载量分别
为（１２３９±４５７）和（３１２７±３０１）ＲＬＵ／Ｃ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与对照
组高级别ＣＩＮ复发率分别为为１４５％（１／６９）和１０１４％（７／６９），对照组发生复发风险显著高于试验组（ＨＲ
＝７３５６，９５％ＣＩ［１８３９，２９４３０］，Ｐ＝００２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的药物不良反应主
要有局部瘙痒、局部刺痛，对照组的药物不良反应主要有局部瘙痒，试验组和对照组总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分别为８７０％和５８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膦甲酸钠联合重组人干扰素对于 ＬＥＥＰ后
伴ＨＲＨＰＶ感染的高级别ＣＩＮ患者的疗效确切，可有效改善炎症水平及复发率，且不增加药物不良反应的
发生率。

【关键词】　膦甲酸钠；重组人干扰素；宫颈上皮内瘤变；高危型ＨＰＶ；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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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４１±７２５）ｖｓ．（３７４５±１０３３）］ｎｇ·Ｌ－１，［（９７５±１３８）ｖｓ．（１１２５±２３１）］ｎｇ·Ｌ－１ａｎｄ［（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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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５）ｖｓ．（３１９±０７４）］ｎｇ·Ｌ－１，ａｎｄｔｈｅｖｉｒａｌｌｏａｄｏｆＨＲＨＰ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ｎｏｔ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ｗａｓ（１２３９
±４５７）ａｎｄ（３１２７±３０１）ＲＬＵ／ＣＯ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Ｃ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４５％ （１／６９）ａｎｄ１０１４％
（７／６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ＨＲ＝７３５６，９５％ＣＩ［１８３９，２９４３０］，Ｐ＝００２８），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ａｉｎ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ｃａｌｉｔｃｈｉｎｇ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ｔｉｎｇｌ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ａｔ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ｃａｌｉｔ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８７０％ ａｎｄ５８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ｏｓｃａｒ
ｎｅｔｓｏｄｉｕｍ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ｈ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ＣＩＮａｎｄ
ＨＲ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ＬＥＥＰ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ｒｕｇ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ｓｃａｒｎｅｔｓｏｄｉｕｍ；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ｎｔｈｕ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ｏ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ＨＲＨＰＶ）；Ｓａｆｔ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ｓ，ＣＩＮ）属
于宫颈癌前病变，而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
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ＲＨＰＶ）与ＣＩＮ的发生及发展具有显著联系［１］，研

究显示ＨＲＨＰＶ感染２年后均会出现ＣＩＮ病变，且最终发展为
宫颈癌的比例也高达５０％［２］。目前对于高级别 ＣＩＮ（Ⅱ ～Ⅲ）
度且合并ＨＲＨＰＶ感染的患者首选治疗方案为宫颈环形电切
术（ｌｏｏｐ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３］，其可有效
切除癌前病变组织，但对于 ＨＲＨＰＶ的感染无显著作用，这可
能导致患者术后发生残留与复发，影响患者远期预后。重组人

干扰素是临床常用的 ＬＥＥＰ术后抗 ＨＲＨＰＶ药物［４］，可一定程

度清除ＨＲＨＰＶ，但单药使用的清除效果不够理想，膦甲酸钠［５］

作为新型广谱抗病毒药物，已被用于抗 ＨＰＶ治疗，然而其与重
组人干扰素对于ＣＩＮ伴ＨＲＨＰＶ感染的ＬＥＥＰ术后的效果尚不
明确，本研究主要观察联合治疗的疗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柳州市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３８例
高级别ＣＩＮ伴ＨＲＨＰＶ感染ＬＥＥＰ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
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及试验组，两组均为６９例。纳入标
准：①ＣＩＮ诊断标准符合《宫颈癌及癌前病变规范化诊疗指南》［６］且
术后病理证实为ＣＩＮⅡ～Ⅲ度，ＨＲＨＰＶ阳性；②ＬＥＥＰ手术指征明
确，手术过程顺利；③无明显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④ＬＥＥＰ手术
相关资料完整且年龄＞１８岁。排除标准：①既往存在宫颈疾病或
ＨＰＶ治疗史，合并影响免疫功能或使用影响免疫功能药物；③妊
娠、哺乳；④对本研究使用药物过敏。方案经柳州市人民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药品、试剂与仪器
膦甲酸钠，规格：２５０ｍＬ／３０ｇ，生产批号：１５１０１２１１６，江苏正大天

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规格：５ｇ／支，生产
批号：２０１５０９０７Ａ，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１０、ＩＬ１２
的ＥＬＩＳＡ试剂盒，北京中杉金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人乳头
瘤病毒分型基因芯片，深圳亚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酶标仪，型号：ＳＡＦ６８０Ｔ，上海巴玖实业有限公司。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于ＬＥＥＰ术后予以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凝胶，用
法：睡前置阴道后穹隆宫颈处，１ｇ／次，ｑｏｄ，共用 １０次，经期停

药。试验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予以静滴膦甲酸钠，用法：ＬＥＥＰ
术后立即静滴膦甲酸钠，３ｇ／次，ｑｄ，１０ｄ，鼓励多饮水（补液量 ＞
５０ｍＬ）并监测肾功，治疗期间均避免性生活。两组患者均治疗
１０ｄ。
１４　观察指标与疗效判定

于患者治疗前后搜集患者宫颈灌洗液，收集前使用无菌生

理盐水冲洗宫颈口及宫颈表明，于后穹窿吸出灌洗液４ｍＬ，装于
无菌ＥＰ管中，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取上清液后于－８０℃保存，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其中炎性因子水平，并使用人乳头瘤

病毒分型基因芯片对高危 ＨＰＶ检测，样本 ＲＬＵ／ＣＯ≥１０即为
ＨＰＶ阳性［７］，使用第二代杂交捕获法检测 ＨＲＨＰＶ病毒载量，
具体检测送至上海丹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于治疗结束后３个月、６个月进行疗效评价，疗效判定按文
献《妇科疾病诊断与疗效标准》［８］的方法进行评价，分为治愈、

好转、无效。治愈：６个月内临床症状与病变均消失，高危型
ＨＰＶ及液基薄层细胞学（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ｔｅｓｔ，ＴＣＴ）均为阴性；
好转：６个月内临床症状与病变减轻，ＨＰＶ阴性或 ＴＣＴ级别下
降；无效：６个月内临床症状与病变无变化或加重，ＴＣＴ级别升
高，ＨＰＶ仍为阳性。总有效率＝治愈＋好转。

治疗结束后每３月于门诊对患者进行随访，内容包括：常规
妇科检查，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宫颈灌洗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

（Ｌｉｑｕｉｄｂａｓｅｄｃｙｔｏｌｏｇｙ，ＬＢＣ），若发现肉眼可见病变或 ＬＢＣ结果
阳性，进一步使用阴道镜下宫颈活检或宫颈搔刮术进行病理检

测，复发定义为治疗结束半年后发生的细胞学异常且经组织学

证实［９］，预计随访时间２年，随访截止日期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用频数（百分数）［ｎ（％）］表示，使用 χ２检验进行比较；计量资
料首先进行正态分布检验，不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

位数（取值范围）的形式表示，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比较组间
差异，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
示，使用ｔ检验比较；多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比较使用
ＳＮＫｔ检验。使用 Ｋａｐｌａｎ

#

Ｍｅｉｅｒ法绘制生存曲线，应用 Ｌｏｇ
ｒａｎｋ检验计算风险比（Ｈａｚａｒｄｒａｔｉｏ，ＨＲ）。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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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具有可比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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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组

（ｎ＝６９）
对照组

（ｎ＝６９）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ｙｅａｒ） ２６１９±２８７ ２６９１±２３４ １６１５ ０１０９

体重 （ｋｇ） ６５１９±５３３ ６３８１±４７４ １６０７ ０１１０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０７４±２１９ ２１０７±２３３ ０８５７ ０３９３

心率（次·ｍｉｎ－１） ５９７７±５０１ ６１３３±４３３ １７０６ ００９０

收缩压（ｍｍＨｇ） １１７４２±５７１１１８７４±６３１ １２６９ ０２０７

舒张压（ｍｍＨｇ） ５１８±２１９ ６５３３±２７４－０６８３ ０４９６

ＬＥＥＰ术前ＣＩＮ级别

　Ⅱ ３０（４３４８） ３４（４９２８） ０４６６ ０４９５

　Ⅲ ３９（５６５２） ３５（５０７２）

ＨＰＶ亚型

　１６ ２２（３１８８） ２４（３４７８） １４７７ ０９６６

　１８ ２２（３１８８） １７（２４６４）

　３１ １０（１４４９） １１（１５９４）

　５２ ８（１１５９） ９（１３０４）

　５３ ４（５８０） ３（４３５）

　５８ ３（４３５） ５（７２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ＨＲＨＰＶ转阴率评价
治疗后，试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治愈

率＋好转率）分别为 ９２７５％（６４／６９例）和 ７５３６％（５２／６９
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患者和
对照组患者的 ＨＲＨＰＶ转阴率分别为 ８９８６％（６２／６９例）和
７６８１％（５３／６９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ＨＲＨＰＶ转阴率比较 ［ｎ（％）］

　　　项目
试验组

（ｎ＝６９）
对照组

（ｎ＝６９）
χ２值 Ｐ值

治愈 ３４（４９２８） ２１（３０４３）

好转 ３０（４３７８） ３０（４３７８）

无效 ５（７２５） １７（２４６４）

总有效率 ６４（９２７５） ５２（７５３６） ７７８７ ０００５

ＨＲＨＰＶ转阴率 ６２（８９８６） ５３（７６８１） ４２２６ ００４０

２３　两组患者宫颈灌洗液中炎症因子对比
治疗前与治疗后，两组患者宫颈灌洗液中 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１０

和ＩＬ１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且试验
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ＨＰＶ未转阴患者宫颈灌洗液中病毒载量对比

疗前与治疗后，两组ＨＰＶ未转阴患者宫颈灌洗液中病毒载
量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且试验组患者
与对照组患者的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情况

本研究随访期间共丢失患者９例，其中试验组４例，对照组

５例，平均随访时间１６个月。治疗后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
复发率分别为１４５％（１／６９）和１０１４％（７／６９），对照组患者发
生复发风险显著高于试验组患者［ＨＲ＝７３５６，９５％ＣＩ（１８３９，
２９４３０），Ｐ＝００２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宫颈灌洗液中炎症因子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对照组

（ｎ＝６９）
试验组

（ｎ＝６９）
ｔ值 Ｐ值

ＩＬ２（ｎｇ·Ｌ１） 治疗前 ３３８５±４７８３４０１±６７８ ０１６０　０４４１

治疗后 ３７８８±３７２４５１９±４０１ １１１００ ＜０００１

ｔ值 ４７６４ １３２２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Ｌ４（ｎｇ·Ｌ１） 治疗前 ３９１８±７１１４０１１±９２７ ０６６１ 　０２５７

治疗后 ３７４５±１０３３２６４１±７２５ ５２９２ ＜０００１

ｔ值 ３２３１ ９３５８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ＩＬ１０（ｎｇ·Ｌ１） 治疗前 １６３３±２８７１６９１±２４６ １２７５ 　０１０３

治疗后 １１２５±２３１ ９７５±１３８ ４６３１ ＜０００１

ｔ值 １２８６０ １８１３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ＩＬ１２（ｎｇ·Ｌ１） 治疗前 ２７５±０５９ ２９１±０４７ １３６２ 　００７１

治疗后 ３１９±０７４ ３６８±０６５ ４１３２ ＜０００１

ｔ值 ４１６６ ７２９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４　两组ＨＰＶ未转阴患者宫颈灌洗液中病毒载量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对照组

（ｎ＝７）
试验组

（ｎ＝１６）
ｔ值 Ｐ值

ＨＲＨＰＶ（ＲＬＵ／ＣＯ） 治疗前 ８１５４±９３１７９３３±１０１４０５９７ 　０５６３

治疗后 ３１２７±３０１１２３９±３１９ ９５３５ ＜０００１

ｔ值 ４４３０７ ５９１７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图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情况

２６　治疗安全性评价
试验组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有局部瘙痒４例，局部刺痛２

例；对照组发生的药物不良反应有局部瘙痒４例，两组不良反应
均程度较轻且均未影响治疗，试验组和对照组总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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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率为８７０％（６／６９）和５８０％（４／６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

　讨论
ＣＩＮ是发生宫颈癌的必然阶段，而ＨＰＶ感染是发生ＣＩＮ进

一步发展为宫颈癌的重要原因［１０］。研究［１１］证实，在所有 ＨＰＶ
亚型中，ＨＲＨＰＶ与宫颈上皮病变程度及宫颈癌的发生相关程
度最高。当前治疗共识为，对于合并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高级别
ＣＩＮ患者应尽早进行病变切除，其中 ＬＥＥＰ是最常用的方案，手
术可有效切除病变组织从而避免宫颈癌的发生，但对于 ＨＲ
ＨＰＶ的感染无明显作用，因此其远期复发率不够理想［１２］，目前

多采用重组人干扰素进行局部免疫治疗，由于局部给药途径导

致药物浓度分布不均及耐药性，因此病毒清除效果不够理想，

膦甲酸钠作为新型用于抗ＨＰＶ感染的药物，静脉使用能更好的
提高患者体内组织浓度，然而其与重组人干扰素对于高级别

ＣＩＮ伴ＨＲＨＰＶ感染的ＬＥＥＰ术后的效果尚不明确。
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治疗总有效率及 ＨＲＨＰＶ转阴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表明加用３０ｇ，ｉｖｇｔｔ，ｑｄ，１０ｄ，能有效提高重组
人干扰素对于ＬＥＥＰ术后伴随ＨＲＨＰＶ感染的高级别ＣＩＮ患者
的治疗效果。ＬＥＥＰ由于其具有微创、操作简单、并发症少的特
点，已成为高级别ＣＩＮ临床治疗的首选方案［１３］，但由于切除的

病变有限，因此对于清除 ＨＲＨＰＶ的感染效果有限，甚至可能
由于ＬＥＥＰ刀对组织的损伤作用而降低局部免疫力，加重病毒
的感染；重组人干扰素作为广谱抗病毒药物，可激活人体内多

种抗病毒基因，包括：抗病毒蛋白寡腺苷合成酶、磷酸二酯酶等，

同时还可提升巨噬细胞吞噬功能，进而达到增强免疫及抗病毒

效果［１４］，此外其还具有抑制抑制宫颈上皮瘤变细胞增殖的作

用。但临床研究表明单纯使用重组人干扰素治疗 ＨＲＨＰＶ感
染的效果并不显著，其发生原因与 ＨＲＨＰＶ自身蛋白及高级别
ＣＩＮ分级较高的宫颈细胞对于干扰素的抗性较高有关［１５］。

宫颈灌洗液中ＩＬ２、ＩＬ４、ＩＬ１０、ＩＬ１２已被证实与宫颈疾病
炎症具有显著相关性［１６］，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治疗后 ＩＬ４、
ＩＬ１０均显著下降，ＩＬ２、ＩＬ１２显著提高，其中试验组 ＩＬ４、ＩＬ１０
显著小于对照组，而ＩＬ２、ＩＬ１２显著高于对照组，此外，试验组
ＨＰＶ转阴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未转阴患者病毒载量显著低于对
照组，表明加用膦甲酸钠能更好的控制 ＬＥＥＰ术后伴 ＨＲＨＰＶ
感染的高级别ＣＩＮ患者的宫颈炎症水平。近年来宫颈病变中
“Ｔｈ１／Ｔｈ２漂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１７］，研究显示，肿瘤细胞的

发生过程中可直接促进 Ｔｈ１向 Ｔｈ２转化，而 Ｔｈ２可通过 ＩＬ４、
ＩＬ１０的分泌而进一步抑制Ｔｈ１细胞，导致其分泌的 ＩＬ２、ＩＬ１２
水平下降，最终使原有 Ｔｈ１／Ｔｈ２平衡遭到破坏，免疫功能的失
调诱发多种疾病的发生，洪慧［１８］等研究也发现ＨＲＨＰＶ感染后
宫颈组织中ＩＬ１２水平显著降低而ＩＬ４显著升高。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试验组复发发生率及复发风险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ＬＥＥＰ术后ＨＰＶ持续感染是ＣＩＮ复发及影响患者
远期预后的重要因素，此外研究［１９］显示ＨＰＨＰＶ持续感染率在
所有ＨＰＶ亚型中最高，可达８２４％，因此抗病毒治疗对于ＬＥＥＰ
术后伴ＨＲＨＰＶ感染的高级别 ＣＩＮ患者显得尤为重要。膦甲
酸钠［２０］作为特异性病毒 ＤＮＡ聚合酶的抑制剂，可与聚合酶中
的焦磷酸结合，进而通过阻止焦磷酸盐的分离而抑制病毒的复

制，同时由于其本身不涉及依赖胸腺嘧啶激酶的磷酸化或激活

酶的激活，因此对于无环鸟苷及碘苷等耐药病毒株也具有抑制

作用。膦甲酸钠的代谢主要通过肾脏，其不良反应主要为肾功

能损伤［２１］，由于本研究使用膦甲酸钠的同时鼓励患者大量饮

水，因此未出现严重肾功能损伤，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不良反

应发生率无明显差异，这可能与样本量较小有关。

综上所述，膦甲酸钠联合重组人干扰素对于 ＬＥＥＰ术后伴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高级别ＣＩＮ患者效果显著，可有效降低炎症水
平及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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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激光联合５ＡＬＡ光动力治疗尖锐湿疣及
对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张丽１　张安方１　吴爱萍１　李强２△　魏姝癑３

１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科，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２空军特色医学中心皮肤科，北京１００１４２
３东营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山东 东营 ２５７０９１

【摘要】　目的　采用ＣＯ２激光与氨基乙酸乙酯光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联合治疗尖锐湿疣（ＣＡ），了解
其疗效、复发情况、不良反应等，比较外周血中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
６月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肤性病门诊诊治的２１６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２１６例患者随机分
为联合治疗组和激光治疗组，每组各１０８例。联合治疗组患者应用ＣＯ２激光联合５ＡＬＡ光动力治疗，激光组
患者仅使用ＣＯ２激光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总有效率、复发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并在治疗后６个月测定外
周血细胞因子Ｔｈ１／Ｔｈ２。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和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组患者与激光组患者
相比，联合治疗组患者的痊愈率、显效率、有效率、总有效率均高于激光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低于激光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与激光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ＩＬ２和ＩＦＮγ水平显著
高于激光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联合治疗组患者ＩＬ４、１０水平明显低于激光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Ｏ２激光联合５ＡＬＡ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
率，是安全有效的，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尖锐湿疣；Ｔｈ１／Ｔｈ２；ＣＯ２激光治疗；光动力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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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５ＡＬＡ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Ａ，ｗｈｉｃｈｄｏｅｓｎｏｔ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Ｔｈ１／Ｔｈ２；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皮肤或黏
膜而导致的一种顽固的性传播疾病［１］，可在性交的过程中被传

播，也可通过其他特殊方式被感染。皮损多见于外生殖器、会阴

处、肛门周围、包皮系带等常见部位，少数可发生在口腔、乳头等

不常见部位。基本病变为红、灰白色或浅棕色［２］，通常是软增

生，表面有一些角质化［３］。ＣＡ复发率高、传染性强、危害性极
大，容易导致患者抑郁、自卑，一定程度上影响正常夫妻生活，降

低患者身心健康水平。

目前，治疗方法多集中在电灼术、化学灼烧、冷冻疗法或免

疫介质破坏病变组织［４］。光动力治疗是一种治疗新技术，具有

的显著优势是选择性杀伤靶细胞，对潜在和亚临床皮肤病变有

靶向杀伤作用，对周围正常组织无明显的伤害，具有效率高、伤

害低和高度满意高等特点［５］。本研究通过研究ＣＯ２激光联合５
ＡＬＡ光动力治疗，观察治疗后起效情况，复诊期间是否出现皮
损复发，以及治疗区域是否有红斑、瘙痒、化脓等不适反应发生，

比较两组病人血清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含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皮
肤性病门诊就诊的２１６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
２１６例患者随机分为联合治疗组和激光治疗组，每组各１０８例。
纳入标准：①２０１７年版《尖锐湿疣治疗专家共识》［６］对ＣＡ的诊
断标准；②充分理解并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③１个月内未接受
其他治疗的；④治疗后可随访者；⑤病人资料完善。排除标
准［７］：①同时患有梅毒、生殖器疱疹等其他性传播疾病；②在２
周时间内接受其他治疗；③合并重大心、脑、肾疾病、内分泌疾病
或其他不适宜手术患者；④在孕期或者哺乳期。根据上述标准
最终纳入２１６例尖锐湿疣患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激光组：仅ＣＯ２激光烧灼治疗，在病变部位常规碘伏清洁消

毒和局部利多卡因注射浸润麻醉后，采用ＣＯ２激光烧灼治疗，直
至损害基底部位２ｍｍ左右后即可停止治疗。联合治疗组：在激
光组的基础上使用光动力治疗：先将光敏剂均匀涂抹于患处，封

包３ｈ后，采用ＬＥＤ光动力治疗仪进行治疗（能量密度８０Ｊ／ｃｍ２

～１００Ｊ／ｃｍ２，治疗时间１５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７ｄ～１０ｄ治疗１次，共
３次［７８］。治疗结束后嘱患者如皮损复发需要立即复诊，如无复

发则治疗６个月时再次行门诊复诊。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标准　①疣体完全消失，未复发为痊愈；②疣体完
全消失，复发但复发面积小于１／４为显效；③疣体基本消失，复
发面积为原皮损面积的１／４～１／２为有效；④疣体复发，且面积
＞１／２为无效。前３者相加为总有效率［９］。

１３２　复发率以及不良反应　复发表现为：随访期间无不洁性
生活，但皮损处可见新生疣体，特殊检查醋酸白试验（＋）；治疗
后不良反应表现为：包括皮肤糜烂、严重瘙痒、治疗创面感染、化

脓等不适症状。

１３３　外周血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测定　治疗６个月后收集
外周静脉血６ｍｌ，离心机速度为２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的
血清在冰箱中储存在－７０℃。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
测定ＩＬ２、ＩＦＮＹ、ＩＬ４和ＩＬ１０的水平。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测
量数据；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
采用方差分析检验方差的均匀性；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样本总数为２１６例（１１２例男性，１０４例女性），随机分为联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１３１　　·

合治疗组和激光治疗组，每组各１０８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
和性别，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比较两组患者痊愈、显效、有效等指标，联合治疗组患者明

显高于激光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就无效率
而言，激光组患者无效率为８３３％，联合治疗组患者为２７８％，
前者高于后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联合治疗组

（ｎ＝１０８）
激光组

（ｎ＝１０８）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３５２３±７３０ ３４７４±８１３ －０７２３ ０４７０

性别

男 ５７（５２７８） ５５（５０９３） 　０４５７ ０６５１

女 ５１（４８２２） ５３（４９０７）

表２　治疗后两组整体临床疗效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８ ７８（７２２２） ２１（１９４４） ６（５５５） ３（２７８） １０５（９７２２）

激光组　　 １０８ ４１（３７９６） ３４（３１４８） ２４（２２２２） ９（８３３） ９９（９１６７）

χ２值 １０２１ ９２７ ９４９ ２４１ ２４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０

２３　两组患者疣体复发率和不良反应率
治疗６个月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皮肤病变复发率（２７８％）

明显低于激光治疗组患者（２３１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联合治疗组患者为１３８９％，
激光组患者为１２９６％，前者高于后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血清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含量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后就细胞因子检测结果而言，联合
治疗组患者的ＩＬ２和ＩＦＮγ水平明显高于激光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的 ＩＬ４和 ＩＬ１０水
平明显低于激光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治疗后疣体复发率和治疗后不良反应率比较［ｎ（％）］

组别 例 数 复发率 不良反应率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８ ３（２７８）ａ １５（１３８９）ｂ

激光组　　 １０８ ２５（２３１５） １４（１２９６）

χ２值 ９４６０ ２０６３

Ｐ值 ００２４ ０１５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联合治疗组与激光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
项表示，联合治疗组与激光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细胞因子含量变化对比（ｐｇ／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ｈ１细胞因子

ＩＬ２ ＩＦＮγ

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 ＩＬ１０

联合治疗组 １０８ ８９２１±３９１ａ ２０１±０７２ａ ５０４９±８１５ａ ２９５７±５１２ａ

激光组　　 １０８ ６５３０±４３１ １５９±０１４ ５３２８±６３７ ３３５５±２１９

ｔ２值 ２１２０ １９４２ １７３６ １６８５

Ｐ值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联合治疗组与激光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ＣＡ的传统治疗效率低，复发率高，因此，如何控制 ＣＡ复发

成为临床医师研究的重点及难点。我们知道，一些异常增殖的

组织，如ＨＰＶ感染的生长活跃的组织，在外用光敏剂后使用一
定波长的光照射皮损，可产生具有杀伤细胞作用的毒性物质，

即单线态氧及其他自由基等，这些物质能快速杀灭靶细胞，因

而达到快速治疗疾病的目的，这就是光动力治疗［１０］。与传统疗

法相比，光动力疗法具有以下优点：①病灶周围正常组织未见
明显损伤，选择性杀伤病变组织中的细胞，具有靶向性，安全性

高、复发率极低［１１］；②不易遗留疤痕，可维持机体器官形态和生
理功能不受治疗影响，并且具有良好的美容功能；③能显示隐
性的潜在的感染部位，具有精确定位诊治的功能；④可局部给

药，使用方法简单，易于操作［１２１３］。本研究将传统ＣＯ２激光治疗
与光动力联合治疗ＣＡ，疣体清除情况较好，治疗有效率明显上
升，治疗后６个月复查疣体复发明显减少，这可能与光动力治疗
高选择性有关。

研究发现，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疣体复

发、ＨＰＶ清除、持续感染等病理状况，在尖锐湿疣初次发病、疣
体生长、再次复发的过程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４］。Ｔ淋巴
细胞是人体免疫系统中最重要的免疫活性细胞之一，其作用不

仅可以直接参与介导人体细胞免疫功能，还在调节免疫应答过

程，与巨噬细胞、ＮＫ细胞等一起组成了机体免疫防御的主体。
近年来辅助性 Ｔｈ１／Ｔｈ２亚群失衡现象在尖锐湿疣患者血清学
检查中逐渐被发现。ＣＤ４＋Ｔ细胞有两个重要的亚型 Ｔｈ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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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２［１５］。前者分泌ＩＬ２、ＴＦＮγ等细胞因子，增强机体对微生物
感染的免疫防御功能；后者分泌 ＩＬ４、ＩＬ５、ＩＬ６、ＩＬ１０等，含量
升高表明机体处于持续感染或慢性感染状态［１６］。ＣＡ复发的重
要原因之一可能是辅助 Ｔ细胞 Ｔｈ１／Ｔｈ２亚群平衡打破［１７１８］。

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组的Ｔｈ１细胞因子 ＩＬ２和 ＩＦＮγ水平
高于激光治疗组，而激光治疗组的 Ｔｈ２细胞因子 ＩＬ４和 ＩＬ１０
水平高于联合治疗组，前者的 Ｔｈ１／Ｔｈ２比值高于后组者。这可
能与患者体内存在一定的免疫抑制有关，光动力治疗后患者皮

损减少或消退，间接影响外周血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
综上所述，ＣＯ２激光联合５ＡＬＡ光动力疗法治疗尖锐湿疣

疗效显著，副作用并未明显增加，治疗安全有效，也有助于维持

血清中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水平，值得临床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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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生殖器疱疹应用泛昔洛韦联合胸腺肽治疗效果
及对 Ｔ淋巴细胞亚群和 ｓＩＬ２Ｒ水平的影响
赵洁　刘雪山△　刘霞　马嘉敏
青海省人民医院皮肤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泛昔洛韦联合胸腺肽对生殖器疱疹患者的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ｓｌＬ２Ｒ水平的具体
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青海省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２４例生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分成两组。６２例患者仅予以泛昔洛韦治疗，为对照组；另外６２例患者予以泛昔洛韦
与胸腺肽联合治疗生殖器疱疹，为观察组。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Ｔ淋巴细胞亚群改变、ｓｌＬ２Ｒ水平改变、复
发频次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自觉症状消失时间、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皮损愈合时间及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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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ＣＤ８＋
明显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ｓｌＬ２Ｒ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复发频次显著少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３２３％）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２９０％，Ｐ＜００５）。结论　对生
殖器疱疹患者予以泛昔洛韦、胸腺肽联合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 Ｔ淋巴细胞亚群、ｓｌＬ２Ｒ水平，帮助患者
快速消失临床症状，减少复发频次，临床应用安全性较高，值得生殖器疱疹临床治疗中大力推广。

【关键词】　泛昔洛韦；胸腺肽；生殖器疱疹；Ｔ淋巴细胞亚群；ｓｌＬ２Ｒ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ｙｍｏｓｉ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Ｌｙｍｐｈｏ
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ａｎｄｓＩＬ２Ｒｌｅｖｅｌｓ　ＺＨＡＯＪｉｅ，ＬＩＵＸｕｅｓｈａｎ△，ＬＩＵＸｉａ，ＭＡＪｉａｍ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Ｑｉｎｇｈａｉ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Ｘｉｎｉｎｇ８１００００，Ｑｉｎｇｈａ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ｙｍｏｓｉｎｏｎＴ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ａｎｄｓｌＬ２Ｒ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１２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
ｈｅｒｐｅ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ｔｏＭａｙ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６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ａｌｏｎ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６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ａｎｄｔｈｙｍｏｓｉ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ｓｌＬ２Ｒ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ｔｉｍｅ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ｂｌｉｓｔｅ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ｉｍｅ，ｓｋｉｎｈｅａｌ
ｉ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Ｔｈｅ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Ｄ８＋ｌｅｖｅｌ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ｌＬ２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３２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１２９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ａｎｄｔｈｙｍｏｓｉｎ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ａｎｄｓｌＬ２Ｒ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ａｆｅｔｙ，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ａｍ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Ｔｈｙｍｏｓｉ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Ｔ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ｕｂｓｅｔｓ；ｓｌＬ２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生殖器疱疹主要指一种由单纯疱疹病毒导致的性传播疾
病，包括初发生与复发性殖器疱疹。单纯疱疹病毒主要寄生于

人的体内，病损处的局部渗出液、水疱疱液、皮肤黏膜表面均可

存在的病毒，主要经性行为进行传播［１］。ＨＳＶ２属于生殖器疱
疹最为主要的一种病原体，经传染后可诱发初发生殖器疱疹，

临床表现以生殖器、肛门周围存在小水疱、腹股沟淋巴结存在

重大或压痛感、发热、乏力等症状为主，病程２周 ～３周［２］。而

复发生殖器疱疹临床表现以局部烧灼感、针刺感、外生殖器和

肛门周围存在小水疱为主，病程７天～１０天［３］。生殖器疱疹需

要经细胞学检查、检测病毒抗原、病毒培养、核酸检测等方法进

行确诊，再确定临床诊疗方法［４］。本次研究，主要对生殖器疱

疹患者分别行单纯泛昔洛韦治疗、泛昔洛韦与胸腺肽联合治

疗，旨在探究泛昔洛韦联合胸腺肽治疗的临床效果，并探究该

治疗方案对患者Ｔ淋巴细胞亚群及ｓｌＬ２Ｒ水平的具体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青海省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２４例生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分组法，分成
两组。入选标准：①全部患者均经细胞学检查、检测病毒抗原、
病毒培养等方法确诊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②血清学检查发
现ＨＳＶＩＩＤＮＡ、ＨＳＶＩＩＩＩｇＭ呈阳性；③年龄范围２４岁～４０岁；
④沟通能力正常、意识清晰的患者；⑤存在不良性生活史、不良

性接触史的患者；⑥无长期应用免疫抑制剂、糖皮质激素治疗史
的患者。⑦知晓本研究目的，并同意签订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排除标准：①初发生疱疹患者；②血清学检查发现ＨＳＶＩＩＤＮＡ、
ＨＳＶＩＩＩＩｇＭ呈阴性；③妇女、哺乳期妇女；④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者、患有全身性疾病患者、免疫功能低下者；⑤患有精神障碍、意
识障碍的患者；⑥拒绝签订知情同意书的患者。本研究获青海
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生殖器疱疹患者均口服泛昔洛韦片（厂家：丽珠集团

丽珠制药厂批号：国药准字Ｈ１９９９１０７５规格：０２５ｇ），０２５ｇ／次，
２次／ｄ，持续服用１０ｄ，之后逐渐改为０１２５ｇ／次（厂家：丽珠集
团丽珠制药厂 批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１４５规格：０１２５ｇ），２次／
ｄ，共持续治疗３个月。观察组在以上基础予以胸腺肽肠溶片
（厂家：西安迪赛生物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批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１７８规格：５ｍｇ×１５ｓ）治疗，口服１０ｍｇ／次，３次／ｄ，持续
治疗１４ｄ，持续治疗４个月。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均采取盲态
观察法，均接受随访４个月，观察患者的复发频率，督促患者在
临床治疗期间、随访０５年中戒烟、戒酒，禁食辛辣、生冷等刺激
性食物，避免长期精神紧张、疲劳过度，保持生殖器卫生清洁，尽

可能地减少性生活频次，性生活过程中戴避孕套，做好安全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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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生殖器疱疹患者的临床疗效、外周血 Ｔ细胞

亚群改变、ｓｌＬ２Ｒ水平改变、复发频次及不良反应情况。①临床
疗效主要从自觉症状消失时间、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皮损愈合

时间及痊愈时间４个指标进行评定。②外周血 Ｔ细胞亚群检
测：治疗前、治疗后４个月后分别收集两组患者的清晨空腹６ｍＬ
外周静脉血，其中３ｍＬ抗凝对 Ｔ淋巴细胞亚群进行检测；剩余
３ｍＬ经分离处理后获取血清，保存至－３０℃，备检。应用间接免
疫荧光法对Ｔ淋巴细胞亚群水平（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选择
北京科瑞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Ｔ细胞亚群检测试剂盒进行
检测，同时计算ＣＤ４＋／ＣＤ８＋。③ｓｌＬ２Ｒ水平检测：治疗前、治
疗后４个月后，选择 ｓｔａｒｔ２０００酶标仪，选择深圳市博卡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的ｓｌＬ２Ｒ定量试剂盒进行检测，严格按照试剂
说明书操作，详细记录ｓｌＬ２Ｒ水平。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对照组（６２例）：男３２例（５１６１％）、女３０例（４８３９％）；年
龄范围４０岁～２４岁，年龄（２６１３±５４２）岁；病程范围２年 ～５
个月，病程（１０８±０３５）年。观察组：男３３例（５３２３％）、女２９
例（４６７７％）；年龄范围４０岁 ～２４岁，年龄（２６４３±５４１）岁；
病程范围２年～５个月，病程（１２８±０４５）年。组间基础性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程（年）

观察组 ６２ ３２（５１６１） ３０（４８３９） ２６１３±５４２ １０８±０３５

对照组 ６２ ３３（５３２３） ２９（４６７７） ２６４３±５４１ １１８±０４５

χ２／ｔ值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２ ０３０８ １３８１

Ｐ值 ０８１８ ０８１８ ０７５８ ０１６９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自觉症状消失时间（３２１±１０２）ｄ、止疱时

间（１２２±０８９）ｄ、结痂时间（２１４±０４７）ｄ、皮损愈合时间
（４２１±０５１）ｄ及痊愈时间（４１１±０９５）ｄ均明显短于对照组

（４４８±１１２）ｄ、（１８２±０８３）ｄ、（２８６±０８３）ｄ、（５２３±
０５７）ｄ、（４６２±０５１）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ｄ，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自觉症状消失时间 止疱时间 结痂时间 皮损愈合时间 痊愈时间

观察组 ６２ ３２１±１０２ １２２±０３６ ２１４±０４７ ４２１±０５１ ４１１±０９５

对照组 ６２ ４４８±１１２ １８２±０４３ ２８６±０８３ ５２３±０５７ ４６２±０５１

ｔ值 ６６０１ ８４２４ ５９４３ １０５００ ３７２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ＣＤ３＋（５１４２±５４６）％、ＣＤ４＋

（３２１５±４２５）％、ＣＤ４＋／ＣＤ８＋（１６７±０２４）％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４８１２±４８２）％、（３０５１±３４１）％、（１３１±

０２２）％；观察组患者的ＣＤ８＋（２１５２±３１７）％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２５１６±２７５％，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外周血Ｔ细胞亚群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观察组 ６２ 治疗前 ３８４２±４３２ ２５４３±２５１ ２８３１±２１５ １２２±０１２

治疗后 ５１４２±５４６ ３２１５±４２５ ２１５２±３１７ １６７±０２４

对照组 ６２ 治疗前 ３８４５±４５２ ２５４６±２４８ ２８３２±２２２ １２２±０２３

治疗后 ４８１２±４８２ ３０５１±３４１ ２５１６±２７５ １３１±０２２

ｔ值 ３５６７ ２３６９ ６８２９ ８７０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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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ｓｌＬ２Ｒ水平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ｓｌＬ２Ｒ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ｓｌＬ２Ｒ水平（１８２３２±９８４２）ｕ／
ｍＬ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２２３４１±
９２１５ｕ／ｍＬ，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ｓｌＬ２Ｒ水平对比（ｕ／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２ ２５７４１±１３２４５ １８２３２±９８４２

对照组 ６２ ２５６４５±１３２５２ ２２３４１±９２１５

ｔ值 ００４０ ２３９９

Ｐ值 ０９６７ ００１７

２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复发频次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复发频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复发频次（１２８±０３４）次显著少
于对照组患者（２５３±０３５）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复发频次对比（次，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２ ３７５±０４５ １２８±０３４

对照组 ６２ ３７２±０４６ ２５３±０３５

ｔ值 ０３６７ ２０１７０

Ｐ值 ０７１４ ００００

２６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
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３２３％）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１２９０％，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对比［ｎ（％）］

组别 例数 头晕 乏力 肠胃不适 血压升高 发生率

观察组 ６２ １（１６１） １（１６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３２３

对照组 ６２ ２（３２３） ２（３２３） ２（３２３） ２（３２３） １２９０

ｘ２值 ０５５５ ０５５５ ３２８３ ３２８３ ６３０５

Ｐ值 ０４５６ ０４５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２

,

　讨论
生殖器疱疹是当前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性传播疾病，专

指人单纯疱疹病毒２（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２，ＨＳＶ２）感染所致，
临床表现以生殖器炎性病变为主，具有多样性、反复性的特点，

最终可诱发生殖器癌变，对人体健康威胁极大［５］。ＨＳＶ２经性
接触后可造成机体感染，快速进入机体生长繁殖，经神经轴索

和血行快速传播，造成皮肤表皮产生局灶性炎症与坏死症状，

临床表现以生殖器水疱、皮肤表皮出现轻度糜烂等症状为主。

ＨＳＶ２病毒潜伏于患者的神经节内，需予以抗病毒治疗措施及
时清除病毒，控制感染。若患者处于过度疲劳状态、机体免疫力

低下时，可显著增加临床症状复发风险，甚至发生二次感染现

象［６］。病情复发后，患者需长期接受抗病毒治疗，致使病毒的

耐药性逐渐提升，长期用药可诱发多种不良反应，逐渐提高治

疗难度，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临床研究资料显示，生殖器疱疹患者的外周 Ｔ淋巴细胞亚
群比例失衡是造成生殖器疱疹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即

ＣＤ３＋细胞、ＣＤ４＋细胞减少，ＣＤ４＋细胞明显增多，ＣＤ４＋／ＣＤ８
＋比值明显下降，可增加生殖器疱疹复发的风险［７］。此外，ｓｌＬ
２Ｒ属于活化淋巴细胞膜 ＩＬ２受体 α链成份，需要由细胞膜释
放至循环、培养制成［８］。ｓｌＬ２Ｒ不必借助辅助因子便可与膜白
细胞介素２受体竞争结合成ＩＬ２，还可中和ＩＬ２受体，从而削弱
患者的自分泌效应，可充分发挥其封闭因子的作用，促使活化细

胞快速恢复至休止期的细胞作用，不利于膜白细胞介素２受体
的正常表达。也有学者表示，ｓｌＬ２Ｒ明显增高，表示抑制性Ｔ细
胞明显升高，可抑制细胞免疫。临床上以泛昔洛韦、胸腺肽为主

要治疗药物，均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平衡外周 Ｔ淋巴
细胞亚群比例，降低 ｓｌＬ２Ｒ水平和复发频次。本研究表明，对
照组仅予以泛昔洛韦治疗，观察组予以泛昔洛韦联合胸腺肽治

疗，发现观察组治疗后的自觉症状消失时间、止疱时间、结痂时

间、皮损愈合时间及痊愈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观察组的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均明显高于对照组；观察组的 ＣＤ８＋
明显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 ｓｌＬ２Ｒ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
组的复发频次显著少于对照组。观察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３２３％）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２９０％）。提示泛昔洛韦联合胸腺
肽可显著增强临床治疗效果，可明显缩短患者的自觉症状消失

时间、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皮损愈合时间及痊愈时间，改善 Ｔ
细胞亚群及ｓｌＬ２Ｒ水平，显著降低复发频次，临床治疗效果比
单纯应用泛昔洛韦更佳，临床应用安全性更高，可作为当前治疗

生殖器疱疹的首选治疗方案。泛昔洛韦属于喷昔洛韦的一种二

乙酰酯，生物利用度为７７％左右，是一种新型的抗病毒药物，治
疗生殖器疱疹的效果显著。本品的作用机制为：经口服后可在

肠壁内快速被吸收，逐渐转换为喷昔洛韦，同时喷昔洛韦可在

ＨＳＶ２细胞内转换成单磷酸喷昔洛韦，在细胞激酶作用下形成
三磷酸喷昔洛韦，对ＨＳＶ２的多聚酶产生抑制作用，促进ＨＳＶ２
ＤＮＡ合成、复制活性，但单纯应用本品生殖器疱疹的复发频次
较高。在此基础上应用胸腺肽肠溶片属于一种免疫调节剂，用

于治疗生殖器疱疹患者，可明显促进患者的外周 Ｔ淋巴细胞快
速成熟，增加白介素２、干扰素及其他淋巴因子分泌，逐渐增强
机体的免疫功能［９］。胸腺肽还可在甲状腺素的辅助下激活淋

巴细胞的反应能力，对自然杀伤细胞的前体细胞的趋化性产生

较大的影响。该药物还可有效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充分发挥

其较强的抑制病毒作用和杀灭病毒的作用，其协调治疗效果的

能力较强。胸腺肽与泛昔洛韦联合应用，可显著增强泛昔洛韦

的免疫功能，缩短治疗病程，故联合应用的效果更为显著［１０］。

综上所述，对生殖器疱疹患者予以泛昔洛韦、胸腺肽联合治

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 Ｔ淋巴细胞亚群、ｓｌＬ２Ｒ水平，帮助患者
快速消失临床症状，减少复发频次，临床应用安全性较高，值得

生殖器疱疹临床治疗中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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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巴斯汀联合糠酸莫米松治疗外阴湿疹的效果及
对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的影响
张丽超　杨秀敏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北京 １００７３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依巴斯汀联合糠酸莫米松治疗外阴湿疹（ｅｃｚｅｍａｏｆｖｕｌｖａ）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就诊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皮肤科的１０６例外阴湿疹患者
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治疗组和和对照组，每组５３例患者。两组患者入院后接受常规对症
处理，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采用糠酸莫米松联合依巴斯汀治疗，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糠酸莫米松外

搽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瘙痒程度、皮损面积、皮损颜色和肥厚程度评分结果
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各项指标均比治疗前有明显改善，治疗组患者改
善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６２％）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８６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烧灼感、瘙痒刺痛感、嗜睡、眩晕
等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依巴斯汀联合糠酸莫米松治疗外阴湿
疹效果显著，能够迅速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不良反应少，治疗安全性高，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关键词】　依巴斯汀；糠酸莫米松；外阴湿疹；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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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湿疹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炎症性外阴皮肤病，一般
认为是由第Ⅳ型变态反应引发，患者主要临床特征有：多形性
皮肤损害、反复发作、对称发生、瘙痒剧烈等［１］。外阴湿疹属于

急性或慢性皮肤炎症，致病因素多且复杂，最常见的即过敏，过

敏源可以来自外界或机体内部［２］。外阴湿疹发病时经常伴有

剧烈瘙痒现象，大多数患者无法耐受而随意搔抓，从而导致病

情反复，不仅影响患者心理和精神状态，而且还会导致其工作

和生活效率和质量下降［３］；若发展为慢性湿疹，治疗周期较长

甚至会损伤其生殖健康，因此尽早治疗是治愈的关键［４］。糠酸

莫米松是目前临床治疗慢性皮炎湿疹最常用的药物之一。近

年来，有关研究指出，糠酸莫米松外搽治疗联合依巴斯汀口服

应用于多种急慢性湿疹治疗中均能够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

基于此，本次研究将１０６例外阴湿疹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给
予糠酸莫米松和糠酸莫米松 ＋依巴斯汀治疗，并对两组患者治
疗效果和安全性进行分析评估，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
仁医院皮肤科诊治的１０６例外阴湿疹患者为研究对象。１０６例
患者中，男性 ３４例，年龄范围 １８岁 ～７６岁，年龄（４６６６±
７５５）岁；女性 ７２例，年龄范围 １８岁 ～７９岁，年龄（４５９８±
７６０）岁。诊断标准：参照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１３版《湿疹中西
医诊疗指南》中外阴湿疹相关诊断标准确定［５］。纳入标准：①
经病理等检查确诊为外阴湿疹者；②患者及其家属知情且同意
并在实验授权书上签字者；③肝肾、心肺等实质性脏器功能无
异常；④未伴有其他严重传染性、血液性和恶性肿瘤疾病；⑤免
疫功能、凝血功能无异常；⑥无精神障碍和智力障碍。本研究已
经获得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１２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联合使用糠酸莫米松 ＋依巴斯汀治疗，糠酸莫

米松用法用量同对照组，餐后口服依巴斯汀片（生产厂家：西班

牙艾美罗医用药物工业有限公司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ｓＦ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ｓＡｌｍｉｒ
ａｌｌ，Ｓ，Ｌ，批准文号：Ｈ２０１４０８５５），１０ｍｇ／次，１次／ｄ。

对照组患者采用糠酸莫米松凝胶（生产厂家：华润三九（南

昌）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８００１０）治疗，均匀涂抹于病
灶皮肤，１次／ｄ。

治疗７ｄ为一个疗程，两组患者均治疗２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疗效判定标准　①康复：瘙痒、红肿等临床症状完全消
失，疗效指数比治疗前改善＞９５％；②显效：瘙痒、红肿等临床症
状明显缓解，疗效指数比治疗前改善 ６０％ ～９５％；③有效：瘙
痒、红肿等临床症状有所缓解，疗效指数比治疗前改善２０％ ～
５９％；④无效：瘙痒、红肿等临床症状比治疗前无明显改善甚至
有所加重，疗效指数改善 ＜２０％。治疗总有效率 ＝康复 ＋显效
＋有效。
１３２　临床症状评分　使用症状评分表于治疗前后分别评估
患者症状改善情况，包括：瘙痒程度、皮损面积、皮损颜色和肥厚

程度４项，每项指标总分１０分，评分越高表示症状体征越严重，
０分为完全治愈。
１３３　不良反应　记录两组患者治疗期间烧灼感、瘙痒刺痛
感、嗜睡、眩晕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

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满足正态分布数据组间行独立样本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采用随机数表法将１０６例患者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３例患者。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别

男 女

年龄

（岁）

病程

（年）

ＢＭＩ

（ｋｇ／ｍ２）

治疗组 ５３ １８（３４０） ３５（６６０） ４４２０±５２２ ０４２±０１０ ２０９７±１３３

对照组 ５３ １６（３０２） ３７（６９８） ４４２９±５４６ ０４６±０１２ ２０９３±１３４

χ２／ｔ值 ０３２６ ０３２６ ００８７ １８６４ ０１５４

Ｐ值 ０５６８ ０５６８ ０９３１ ００６５ ０８７８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结果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瘙痒程度、皮损面积、皮损颜色和肥厚程

度评分结果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
后，两组患者各项指标评分结果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比较，治疗组患者各项症状
改善情况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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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类型 时间
治疗组

（ｎ＝５３）
对照组

（ｎ＝５３）
ｔ值 Ｐ值

瘙痒程度 治疗前 ９０１±０５０ ８９４±０６１ ０６４６ ０５２０

治疗后 １２０±０４４ ３１５±０９７ １３３２９ ００００

皮损面积 治疗前 ９１１±０４６ ９０５±０５１ ０６３６ ０５２６

治疗后 １５２±０４０ ３２０±０９５－１１８６５ ００００

皮损颜色 治疗前 ８４９±０９４ ８５３±０８９ ０２２５ ０８２６

治疗后 ０９６±０３１ ３２７±１０２－１５７７５ ００００

肥厚程度 治疗前 ７５０±１１０ ７４８±１１１ ００９３ ０９２６

治疗后 １８９±０３８ ３８９±１１５－１２０２２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治疗组患者明显高于对照组

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康复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５３ ３９（７３６） ８（１５１） ４（７５） ２（３８） ５１（９６２）

对照组 ５３ ２８（５２８）１０（１８９） ８（１５１） ７（１３２）４６（８６８）

χ２值 ９２５７ ０５０７ ２８３２ ５７３５ ５７３５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４７６ ００９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烧灼感、瘙痒刺痛感、嗜睡、眩晕等不良

反应发生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烧灼感 瘙痒刺痛感 嗜睡 眩晕 其他 不良反应

治疗组 ５３ ２（３８） １（１９） １（１９） ０（０） １（１９） ５（９４）

对照组 ５３ ３（５７） ２（３８） ０（０）　 ０（０） １（１９） ６（１１３）

χ２值 — — — — — ０１９２

Ｐ值 — — — — — ０６６１

,

　讨论
外阴湿疹是一种具有明显皮肤损害的疾病，发病初期可能

为单一部位皮损，随着病情的进展甚至会迁徙至多个部位，女

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６］。外阴湿疹最为主要的症状表现为

瘙痒难耐，且具有容易复发、经久不愈的特点，多数患者对该病

认知不足误以为无法根治，导致其出现精神萎靡、烦躁等情绪，

长期的负面情绪会增加抑郁、焦虑症等并发症的风险。因此，应

当提醒患者对该疾病引起重视［７］。

湿疹、皮炎等疾病多由不良生活习惯引起，如不注意日常

卫生、过频使用香皂等会损伤或改变皮肤的保护屏障以及血管

调节功能导致发病［８］。及时接受治疗能够迅速修复皮肤屏障，

恢复血管调节能力，因此临床效果较佳［９］。糠酸莫米松是临床

治疗皮肤炎症较为广泛应用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其具有较强

的抗炎抗变态反应效果［１０１１］。糠酸莫米松属于糖皮质激素中

的甾体激素类，主要由肾上腺皮质中束状带分泌，皮质醇构成，

进入机体后能够调节糖代谢、脂肪和蛋白质的生物合成，还具

有抑制免疫应答、抗炎、抗毒和抗休克的作用［１２］。此外，糠酸莫

米松还会对细菌的蛋白质合成产生阻碍，对多数革兰氏阴性和

某些革兰氏阳性菌，以及沙眼衣原体和立克次体等都具有较为

显著的抗菌作用，用于神经性皮炎、异位性皮炎、湿疹和皮肤瘙

痒症治疗中效果良好［１３］。外阴湿疹患者应用糠酸莫米松治疗

相对于其他强效激素，实际疗效无明显差异，但糠酸莫米松本

身不含氟，因此发生皮肤萎缩、痤疮、血管扩张等不良反应的概

率明显更低，治疗安全性更高［１４］。

依巴斯汀是一种组织胺抑制剂，对组胺 Ｈ１受体的超强亲
和力，可以选择性阻断组胺Ｈ１受体相结合，从而调节人体的痛
痒效应，缓解瘙痒症状。口服给药方式所产生的代谢产物具有

更强的抗组胺作用且不会穿过血脑屏障，又无中枢抑制作用，

临床应用的安全性较高。有关研究发现，联合西咪替丁和依巴

斯汀治疗的观察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单纯行西咪替丁

治疗的对照组患者。由此推测，依巴斯汀与西咪替丁的协同作

用在缓解外因瘙痒、修复皮损方面更具优势，这与本次研究结果

基本一致。在以往的临床研究中发现，依巴斯汀无明显抗胆碱

和抗５羟色胺作用，临床常见不良反应是口干，停药后便可以
自行缓解［１５］。体外受体结合研究证明，本品与其他 Ｈ１受体无
显著的亲和作用。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安全性情况，发现其不良

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进一步说明依巴斯汀安全性较高。

综上所述，依巴斯汀联合糠酸莫米松治疗外阴湿疹效果显

著，能够迅速缓解患者临床症状，不良反应少，治疗安全性高，具

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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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对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
状态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仇玉萍△

江苏省人民医院手术室，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目的　探讨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与其社会支持程度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间江苏省人民医院行前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７８例患者临床资料作
为研究对象。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评估患者的社会支持程
度，分析不同等级下的社会支持度对其术后性功能状态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结果　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
ＳＳＲＳ评分之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射精异常、早泄发生率以及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分结果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６个月高社会支持组勃起功能障
碍、射精异常及早泄发生率明显低于中社会支持与低社会支持组，且高社会支持组 ＳＬＱＱＱＯＬ评分结果明
显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与其社会支持程度密切
相关，即社会支持程度越低，其性生活质量越差。这需要看临床医护人员加以重视，采取积极对策提高患者

的治疗信心，保持乐观心态。

【关键词】　社会支持程度；前列腺增生；手术；性功能状态；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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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是目前临床上十分常见的一种男科疾病，是中
老年男性下尿路症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

成直接影响。目前手术虽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病情症状，但研

究发现术后有部分患者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性功能障碍［１２］。

尽管近年来关于前列腺增生患者性生活方面的研究逐渐增多，

但大多是围绕手术类型以及护理模式的不同对患者性功能的

影响，而关于不同社会支持程度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却极

为少见［３］。因此，这一课题的可研究性较高，值得我们去深入

探讨。本文选取７８名前列腺增生行手术治疗的患者，评估其社
会支持现状，分析不同支持程度与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之间的

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间江苏省人民医院行前
列腺增生手术治疗的７８例患者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根据
社会支持程度（ＳＳＲＳ）将其分为高社会支持组、中等社会支持组
与低社会支持组分别为２６例、２６例、２６例。纳入标准［４］：①相
关临床症状及影像学检查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诊断标准；②激
素检查在正常范围内；③有明确的手术指征，无明显手术禁忌
症；④年龄≥２０岁，均为男性；⑤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
其他心肝肾等脏器功能异常及神经系统病变患者；②精神障
碍、智力异常者；③拒绝配合治疗，听力、智力障碍患者；④受其
他疾病影响性功能者；⑤临床资料不全者。本研究已获江苏省
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调查方法
使用问卷调查方法，研究者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言向合格的

患者当场解释如何填写调查问卷和调查目的。问卷填写完成

后，当场完成，匿名填写，以确保问卷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及时检

查问卷填写完成时的问卷，如果没有填写遗漏和空白，他们会

立即通知他们自己的回报。本次发放７８份，回收７８份，有效回
收率为１００％。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社会支持水平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ｐ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ＳＳＲＳ）［５］进行评测。量表包括：３个社会支持利用
度项目，４个主观支持项目，３个客观支持项目，以及基于第２

个、第６个和第７个分数总和的客观支持分数。主观支持通过
第一条、第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目的得分的总和来计算，并且

社会支持利用度通过第八条、第九条和第十条目的得分的总和

来计算。总社会支持得分基于１０个条目的得分总和。最终得
分与其社会支持度呈正比。该规模已在中国得到广泛应用，具

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１３２　性功能勃起障碍　采用 ＣＩＥＦ量表包括５个问题，分数
为１分～５分共５个等级作为评估标准。该等级的总分为５分
～２５分，其中≥２２分及以上是正常的，１７分 ～２１分为轻度障
碍。８至１６属于中度疾病，７分或更少是严重障碍［６］。

１３３　ＣＩＳＦＰ量表　ＣＩＳＦＰ量表中共１０个问题，每个问题均采
用５级评分制，其中＞１３分为轻度早泄，１０分 ～１３分为中度早
泄，５分～９分为重度早泄［７］。

１３４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共１０个问题，每个问
题采用４级评分制，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与
非常满意，当总分达到＞２０分时，表示其性生活质量良好，反之
则表示质量较差［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对比

根据总分，将社会支持得分≥６６％为高社会支持组，得分
３３％～６６％为中社会支持组，≤３３％为低社会支持组。高社会
支持组患者年龄范围 ４９岁 ～８７岁，中位年龄 ６８０岁，病程
（４２±１３）ａ；中等社会支持组患者年龄范围４７岁 ～８８岁，中
位年龄６７５岁，病程（３９±１５）ａ。低社会支持组患者年龄范
围４６岁～８５岁，中位年龄６７５岁，病程（４３±１２）ａ。两组对
象的一般资料对比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存在可比性。
２２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ＳＳＲＳ评分对比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 ＳＳＲＳ评分之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ＳＳＲＳ评分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社会支持利用度 总分

高社会支持 ２６ ９６７±１３８ ２８１０±１８２ ９８１±１２１ ４７６５±２３２

中社会支持 ２６ ９３８±１３２ ２４６０±２２７ ７６５±１４６ ４０１４±３７８

低社会支持 ２６ ９２１±１３３ １９４１±４３２ ６８１±１３２ ３６５８±５５４

Ｆ值 １０８７ ５６３ ７１１ ６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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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
对比

　　术前三组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６个月高社会支持组患者勃起功
能障碍明显低于中社会支持组患者与低社会支持组患者，差异

具有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患者性功能状态障碍事件
发生率对比

　　术前三组患者的射精异常及早泄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６个月高社会支持组患者的射
精异常及早泄明显低于中社会支持组患者与低社会支持组患

者，差异具有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患者的
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高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３（５０００） ４（１５３８） １（３８５）　

中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２（４６１５） ７（２６９２） ４（１５３８）

低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３（５０００） ８（３０７７） ７（２６９２）

χ２值 ０１２１ ６１６１ ７２１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患者性功能状态障碍事件发生率对比 ［ｎ（％）］

组别 例数
射精异常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早泄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高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５（５７６９） ７（２６９２） ２（７６９）　 １４（５３８５） ６（２３０８） １（３８５）　

中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４（５３８５） ９（３４６２） ６（２３０８） １３（５０００） ８（３０７７） ４（１５３８）

低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５（５７６９） １１（４２３１） ７（２６９２） １３（５０００） ９（３４６２） ７（２６９２）

χ２值 １２７９ ８３４７ ５４７９ １２１５ ６５１０ ８５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价对比
术前三组患者的 ＳＬＱＱＱＯＬ量表评分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 ３个月、６个月时，高社会支持组患者
ＳＬＱＱＱＯＬ评分结果明显更高，差异具有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不同社会支持程度的患者

性生活质量评价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高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５６７±１３８ ２６１０±１４６ ２８８５±１２０

中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４２６±１３９ ２０７０±２８１ ２２６２±２１１

低社会支持 ２６ １４３８±１３１ １６１６±２３１ １８７２±１２５

Ｆ值 ０８３ １０２５ １２６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社会支持程度与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

前列腺增生是临床高发病，据有关研究对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进行前列腺组织学检查得出，９０％以上均伴有前列腺增生的现
象［９］。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环境影响，前列腺增生患者逐年

增加，使得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加剧。同时也因此，临床对前列

腺增生的重视程度加大，相关研究增多。目前手术是治疗这种

疾病的常用有效方法，但无论是基于开放性或微创手术的综合

治疗方法，在缓解患者症状及体征的同时，也会对患者和家属

产生负面影响，如术后并发症、心理焦虑、担忧、家庭关系变化、

家庭经济负担等等，其中亦有多项关于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研

究讨论，尤其是性生活方面也是患者更加关注的方面［１０］。

近年来，临床患者社会支持的价值逐渐受到关注，社会支

持度作为患者心理状态的保护因素，与人类健康密不可分，是

影响患者心理反应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１］。临床研究表明［１２］，良

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减少患者的精神刺激，消除其负面情绪，从而

间接保护人体健康。鉴于此，笔者推测患者的社会支持程度是

影响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生活质量的因素之一。为此本研究分

析了江苏省人民医院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社会支持程度，发现普

遍集中于中低等级，这也反映了我国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社会支

持程度有待提高。我们进一步对比分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支持

度对患者术后性功能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术后３个月及６
个月时的三组不同社会支持程度患者术后性功能差异极大，主

要表现在勃起功能障碍、射精异常以及早泄等方面，高社会支持

组患者的的性功能状态明显最优，上述症状显著降低。换句话

说，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的恢复与其社会支持度密切相

关。分析原因［１３］：患者的社会支持水平受到患者家庭生活和社

会生活的影响。手术后，接收到外来鼓励的频率越高，其治疗信

心越强，使性功能恢复效果更加明显；而社会支持水平相对较低

的术后患者对功能恢复的各个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相关科学和

足够的外部支持。因此，他们的康复疗效和其他基本因素相对

较差；除了患者其他方面的心理因素外，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恢复

得很慢且缓慢，因此表现出相对较差的状态。因此，临床治疗应

了解并重视提高患者的社会支持程度。

３２　提高前列腺增生患者社会支持程度的相关对策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证实社会支持是患者应对疾病、战胜疾

病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改善患者的自我负担，学会调整心理

状态，并在最佳状态下接受治疗，采取积极面对的应对方式，这

也是人们采取的缓解心理压力，消除或减弱压力的行为策

略［１４］。因此，针对前列腺增生患者需要积极采取相应护理对

策，提高其社会支持程度，改善其术后性生活质量，主要措施

有［１５］：①帮助患者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与家人沟通，了解患者
的经济背景以及对疾病的态度，主动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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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患者争取社会保障，建立一套完整

的社会支持系统，取得患者的信任，使其感受到爱和温暖，配合

治疗。②帮助患者建立网络信息平台。该部门的工作计算机为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建立了 ＱＱ群通信平台，并邀请患者及其
家属参加群聊。使患者及其家人更容易，更快地获得有关前列

腺疾病维护的知识，并及时提供有关其现状的反馈。专家和护

士将及时提供反馈和指导。③加强心理干预。前列腺增生患者
的生活质量并不只是取决于病情的严重程度，同时也与患者的

心理反应密切相关，尤其是焦虑（或抑郁）心理严重影响到患者

生活状态。护理人员应根据患者的文化背景给予个体化心理

干预，指导如何自我调节不良情绪，建立健康乐观的态度。④给
予术后性知识指导。由专业泌尿科医生针对前列腺增生患者

术后心理特点及性生活习惯提出正确的泌尿学指导。帮助他

们树立正确的性心理和纠正性生活习惯，逐步提高他们的性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与其社会支持

程度密切相关，即社会支持程度越低，其性生活质量越差。这需

要看临床医护人员对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加以重视，尤其是性

功能方面的干预，采取积极对策提高患者的治疗信心，保持乐

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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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干预对女性不孕症患者负性情绪、希望水平
及应对方式的影响
赵晏△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生殖与遗传医学中心，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３３

【摘要】　目的　探讨共情干预对女性不孕症患者负性情绪、希望水平及应对方式的影响。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诊治的１３２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６６例。对照组给予包括健康宣教、心理干预、用药指导、并发症预防等在
内的常规护理干预，干预组联合应用共情护理。随访３个月，比较两组患者负性情绪、希望水平、应对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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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结果　干预组患者焦虑（ＳＡＳ）（４０１２±６１２）、抑郁（ＳＤＳ）（４１２５±６２０）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６５２，６０７２，Ｐ＜００５）；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１２３２±１５６）、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
（１３１２±１４５）、采用积极行动（１３２４±１５２）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６５４，
７４６８，６７７４，Ｐ＜００５）；解决问题（０８１±０１４）、求助（０７５±０１８）、明显高于对照组，退避评分（０５１±
０１５）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２４９８，３７０２，２６３０，Ｐ＜００５）。结论　共情护理有助于
缓解女性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增强希望水平，促进积极应对行为能力的养成。

【关键词】　女性；不孕症；共情干预；负性情绪；希望水平；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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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ｍｐａ
ｔｈｙｃａｒｅ．Ａｆｔ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ｏｆ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ｈｏｐ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ｃｏｐｉｎｇｓｔｙｌ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ａｎｄ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
（ＳＤ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４０１２±６１２），（４１２５±６２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５６５２，６０７２，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ｒｅ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１２３２±１５６），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１３１２±１４５），ａｎｄｕｓｉｎｇ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ｃｔｉｏｎ（１３２４±１５２）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７６５４，７４６８，６７７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０８１±０１４）ａｎｄｓｅｅｋｉｎｇ
ｈｅｌｐ（０７５±０１８）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ｓｃｏｒｅ（０５１±
０１５）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２４９８，３７０２，２６３０，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ｍｐａｔｈｙｃａｒｅｃａｎｈｅｌｐ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ｅｍｏ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ｅｎｈａｎ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ｏｐ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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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指有正常夫妻性生活、１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而没有成功妊娠者。我国不孕人数超过４０００万，约占育龄人口
的１２５％［１］。不孕症发病原因众多，除了明确的病理与生理因

素外，心理变化、希望水平、应对方式也是影响不孕症发病率及

预后的重要因素［２］。相关研究表明，不孕症患者均伴有严重的

焦虑抑郁情绪，希望水平低下，易产生应对方式偏移［３４］。共情

是一种情绪、情感状态的感知与体验，共情护理是一种基于共

情理论的护理模式，采用耐心倾听、换位思考、信息整理与反馈、

共情体验等方法，站在患者角度实现理解帮助患者目的［５６］。

本文以负性情绪、希望水平、应对方式为切入点，分析共情干预

在不孕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诊治的１３２例女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６６例。其中干预组中途退出
１例，随访脱落１例，对照组中途退出２例，随访脱落３例，最终
实际纳入病例１２５例。纳入标准：①均符合世界卫生组织《不
育夫妇标准检查与诊断手册》［７］不孕症诊断标准；②具有正常
的沟通交流理解能力；③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或家属
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疾病或认知功能障
碍者；②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功能障碍者；③男方不孕者；

④中途退出或随访脱落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并获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调查工具
①负性情绪：采用焦虑自评量表（ＳＡＳ）、抑郁自评量表

（ＳＤＳ）［８］测评焦虑、抑郁程度，两表均由２０个条目组成，每个条
目采用１４分４级评分法，分值越高，焦虑、抑郁程度越强烈。
②希望水平：采用王艳华［９］中文版Ｈｅｒｔｈ希望量表进行测评，包
括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４条目）、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４条
目）、采用积极行动（４条目）等３个维度共１２个条目，每个条目
采用１４分４级评分法，分值越高，希望水平越高。量表经检验
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５６。③应对方式：采
用肖计划等［１０］应付方式问卷进行测评，包括解决问题（１２条
目）、自责（１０条目）、求助（１０条目）、幻想（１０条目）、退避（１０
条目）、合理化（１０条目）等共６维度共６２个条目，每个条目采
用“是”计１分、“否”计０分的方法，每个维度取各条目平均值，
分值越高，对应维度越强烈。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

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４３。
１３　干预方法
１３１　干预方法　对照组给予女性不孕症患者常规护理干预，
包括健康宣教、心理干预、用药指导、并发症预防、出院指导等。

干预组联合应用共情护理干预。

１３２　组建共情护理干预小组　包括主治医师、专科护士、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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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家属等，组织学习女性不孕、共情理论、人性关怀等相关知识，

查寻国内外文献资料，搜寻经循证医学支持的女性不孕症患者

共情护理证据，编制《女性不孕症患者共情护理手册》。

１３３　评估方法　围绕本次研究重点，采用“一对一”交流的
方式，评估患者焦虑／抑郁程度、希望水平、应对方式，分析不同
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患者接受共情护理的能力，制定

个性化、多元化的共情护理方法。

１３４　共情护理　①耐心倾听：与患者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采用面部表情、眼神暗示或鼓励性的放言，鼓励患者诉说自己

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如不孕症给家庭／夫妻双方带来的影响、曾
经为助孕付出的努力、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等等。交流过程

中不轻易打断患者的诉说、不作价值判断，增强对患者情感、希

望、应对等方面的体验程度。②换位思考：站在患者角度，仔细
感知女性不孕症患者内心世界，如不孕症所致情感失落、希望

拥有孩子的迫切、急病乱投医的无奈，与患者形成共情反应。③
信息整理与反馈：及时收集整理患者信息诉求，采用角色置换

的方法，分析患者焦虑抑郁、希望水平与应对方式低下的的内

在原因及外部因素，结合共情悟及专业知识，给予患者建设性

的意见。告知患者排解焦虑抑郁情绪的方法，积极寻求家庭及

社会支持，增强配合治疗与护理干预的信心，提高积极应对不

孕症的能力。④共情检验：分析患者对反馈信息的接受程度，评
估患者是否就不孕症情感变化、希望水平、应对方式对不孕症

治疗及转归影响等产生共情，是否认同护士的建议并愿意付诸

实施。

１３５　多模式干预　包括发放健康教育手册、集中讲座（不少
于３次，６０ｍｉｎ／次 ～９０ｍｉｎ／次）、个体指导、微信支持（组建“不
孕症之友”微信群，开放时间：上午８：００～１０：００，下午１８：００～
２０：００）、随访（门诊随访、电话随访、微信随访、家庭访视）。
１４　观察指标

干预前、随访３个月，比较两组负性情绪、希望水平、应对方
式等。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４４岁，年龄（２９７９±４３０）岁；
不孕时间范围６个月～５年，不孕时间（３２８±０７２）年；不孕症
类型：原发性不孕７９例，继发性不孕４６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
下２５例，高中（含中专）６０例，大专及以上４０例；家庭经济状况
（每月人均）：≥３０００元７７例，＜３０００元４８例。两组女性不孕
症患者年龄、不孕时间、不孕类型、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等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一般资料
干预组

（ｎ＝６４）
对照组

（ｎ＝６１）
ｔ／ｘ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０１２±４２４２９４５±５３６ ０７７７ ０１６４

不孕时间（年） ３３５±０７５ ３２１±０７８ １０９６ ００８４

不孕类型（例） ０８２５ ００９５

　原发性不孕 ３８（５９３８） ４１（６７２１）

　继发性不孕 ２６（４０６２） ２０（３２７９）

文化程度（例） ０９５５ ００８８

　初中及以下 １４（２１８８） １１（１８０３）

　高中（含中专） ３２（５００） ２８（４５９０）

　大专及以上 １８（２８１３） ２２（３６０７）

家庭经济状况（每月人均） ０７９５ ０１４３

　≥３０００元 ３７（５７８１） ４０（６５５７）

　＜３０００元 ２７（４２１９） ２１（３４４３）

２２　两组患者负性情绪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随访３个月，两组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同组干预
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干预组患者
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干预前

干预组（ｎ＝６４） 对照组（ｎ＝６１） ｔ值 Ｐ值

随访３个月

干预组（ｎ＝６４） 对照组（ｎ＝６１） ｔ值 Ｐ值

ＳＡＳ评分 ５２３２±７２４ ５１４５±６７４ ０６９５ ０２４５ ４０１２±６１２ｂ ４６５２±６５４ａ ５６５２ ００１１

ＳＤＳ评分 ５４３２±７３６ ５３６５±７４２ ０５０７ ０４２２ ４１２５±６２０ｂ ４８１２±６４５ａ ６０７２ ００１０

　　注：标有“ａ”表示，对照组干预前、随访３个月比较，ｔ＝４１００，４３９３，Ｐ＜００５；标有“ｂ”表示，干预组干预前、随访３个月比较，ｔ＝１０２９５，
１０８６５，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希望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等希望水平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３个月，两组患者对刺
现实和未来的态度等评分明显高于同组干预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干预组患者对现实和未来的态
度、与他们保持亲密关系、采用积极行动等评分明显高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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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希望水平评分比较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干预前

干预组（ｎ＝６４） 对照组（ｎ＝６１） ｔ值 Ｐ值

随访３个月

干预组（ｎ＝６４） 对照组（ｎ＝６１） ｔ值 Ｐ值

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 ８３５±１２４ ８６２±１３５ １１６５ ００８４ １２３２±１５６ｂ １０２１±１５２ａ ７６５４ ０００２

与他人保持亲密关系 ９１２±１３５ ９３６±１４２ ０９６９ ００８８ １３１２±１４５ｂ １１２４±１３６ａ ７４６８ ０００３

采用积极行动　　　 ８５４±１２６ ８８２±１４４ １１５８ ００８３ １３２４±１５２ｂ １１４５±１４３ｂ ６７７４ ０００５

　　注：标有“ａ”表示，对照组干预前、随访３个月比较，ｔ＝６１０９，７４６８，１０１２２，Ｐ＜００５，；标有“ｂ”表示，干预组干预前、随访３个月比较，ｔ＝
１５９３７，１６１５２，１９０４４，Ｐ＜００１

２４　两组患者应对方式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解决问题等应对方式评分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两组解决问题、求助明显高于
同组干预前，自责、幻想、退避评分明显低于同组干预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００１），干预组解决问题、求助评
分明显高于对照组，退避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女性不孕症患者干预前后希望水平评分比较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干预前

干预组（ｎ＝６４） 对照组（ｎ＝６１） ｔ值 Ｐ值

随访３个月

干预组（ｎ＝６４） 对照组（ｎ＝６１） ｔ值 Ｐ值

解决问题 ０５４±０２１ ０５７±０２４ ０７４５ ０１８６ ０８１±０１４ｂ ０７２±０２５ａ ２４９８ ００３６

自责　　 ０７２±０２４ ０７０±０１８ ０５２５ ０４０２ ０４５±０１６ａ ０４９±０２０ａ １２３８ ００８２

求助　　 ０５２±０２３ ０５６±０２４ ０９５２ ００８８ ０７５±０１８ａ ０６４±０１５ａ ３７０２ ００３２

幻想　　 ０６５±０１８ ０６２±０２１ ０８５９ ００９２ ０５２±０１６ａ ０５５±０２１ａ ０９０１ ００９０

退避　　 ０７５±０１６ ０７２±０１８ ０９８６ ００８５ ０５１±０１５ａ ０６４±０２１ａ ３９９７ ００３０

合理化　 ０６４±０１５ ０６２±０２０ ０６３４ ００８ ０５８±０１２ａ ０６０±０２１　 ０６５８ ００３４

　　注：标有“ａ”表示，干预组干预前、随访３个月比较，ｔ＝８５５８，７４８８，６３００，４３１８，７１７０，２４９９，ａ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对照组干预前、随
访３个月比较，ｔ＝３３８１，６０９６，２２０８，１８４１，２２５９，０５３９，Ｐ＜００１

,

　讨论
生育被视为女性基本社会职能，生育与养育能力也是女性

成功标志之一。随着环境污染、性传播疾病、婚育年龄推迟等因

素的共同影响，我国不孕症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罹患不

孕作为一个重要的负生活事件，不可避免地会对患者心理、生

理造成应激反应，长期的焦虑抑郁情绪也会诱发多种躯体疾

病，造成下丘脑垂体、性腺等神经分泌功能紊乱，影响治疗效果
及生活质量［１１］。如何在实施治疗的同时寻找有效的心理干预

措施，一直是临床医护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女性不孕症患者心理特点非常复杂，焦虑、抑郁、内疚、自

卑、失望混杂其中，更为重要的是，面对社会与家庭的压力，更多

的女性不孕患者不愿意被更多的人知道，即便是诊断、治疗、护

理有良好的私密性，这也是常规护理效果欠佳的原因［１２］。共情

护理作为人本主义心理治疗的核心技术，“穿上病人的鞋子来

感受与观察病人的体验”，这是对共情概念最通俗的诠释。共

情护理包括借助经验理解问题实质、深入对方内心体验情感与

思维、运用技巧传达共情［１３］，这也非常契合现代“生物心理社
会”整体护理模式。董彩霞等［１４］研究认为，共情护理能够化解

不孕症腹腔镜手术治疗患者（４３例）抑郁情绪，本文研究，在准
确评估女性不孕症患者焦虑、抑郁程度的基础上，通过耐心倾

听患者心理诉求、站在患者角度感知患者的内心世界、分析患

者焦虑／抑郁产生的内外部原因、给予患者专业的化解方案。通
过比较两组女性不孕症患者ＳＡＳ、ＳＤＳ评分，所得结论也支持上
述文献观点。

相关研究表明，不孕症患者希望水平整体不高，与社会支

持程度相关［１５］；在应对方式，患者多选择自责、退避、幻想等不

成熟的应对方式，主动寻求解决问题动机与能力不足［１６］。焦

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作为一个中介因子，在个体疾病管理与希望

水平、应对方式之间发挥着消极的作用［１７］。共情护理以评估为

基础、共性护理为手段，在缓解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同时，也从

专业角度给予患者有效应对方式的建议，增强战胜疾病的信

心［１８１９］。本文研究中，随访３个月，干预组对现实和未来的态
度希望水平评分以及解决问题、求助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退避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姚爱英等［２０］将共情护理应用于食管癌手

术患者（５５例）、谢晓颖等［２１］将共情护理应用于抑郁症（５０例）
中也有类似的文献报道。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共情干预应用于女性不孕症患者护理

干预中，能够化解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增强患者希望水

平，促进积极应对行为方式的养成。需要指出是，不孕症心理干

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共情护理只是其中一个有效的方式，并不

能完全缓解不孕症患者负性情绪，如何构建包括共情干预在内

的综合干预模式，仍是一个需要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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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科研课题“基于思维导图的乳腺癌ＰＩＣＣ置管患者健康教育模式的应用研究”（Ｔｆｈ１７１６）
△【通讯作者】李一桔，Ｅｍａｉｌ：ｗｏｗｏ９１１０＠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３９ ·性教育与性健康·

思维导图在乳腺癌 ＰＩＣＣ带管患者早期健康宣教中的
应用价值
胡汉美　李一桔△　陆萍 　陈云霞 　高燕红
南通大学附属医院甲乳外科，江苏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探讨思维导图在乳腺癌ＰＩＣＣ带管患者早期健康宣教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１５８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按入院顺序随机数
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７９例。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辅以
思维导图健康宣教护理干预。对比和评估两组患者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情况、自我管理能力、健康教育满意度
和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发生情况等指标。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ＰＩＣＣ导管知识了解来源及程度（ｔ＝６７１８，Ｐ
＝００００）、ＰＩＣＣ导管使用过程的熟悉程度（ｔ＝２０８９８，Ｐ＝００００）及维护ＰＩＣＣ导管相关要求（ｔ＝１２２０４，Ｐ＝
００００）等方面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上升；观察组患者在导管自我监测（ｔ＝１５８２６，Ｐ＝００００）、日常活动管理
（ｔ＝１０４１９，Ｐ＝００００）、维护依从性（ｔ＝８７６４，Ｐ＝００００）和应急处理（ｔ＝４５５４７，Ｐ＝００００）等方面评分与对
照组显著上调；观察组患者健康教育（ｔ＝７９７１，Ｐ＝００００）、病房环境（ｔ＝６７５３，Ｐ＝００００）、护理人员服务态
度（ｔ＝１５６０８，Ｐ＝００００）及其宣教熟练程度（ｔ＝１６６３６，Ｐ＝００００）和早期宣教效果（ｔ＝７８４６，Ｐ＝００００）等维
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化疗期间，观察组患者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发生率为８８６％，显著低于对照组发生
率２７８５％（χ２＝９５０３，Ｐ＝０００２）。结论　思维导图早期健康宣教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患者ＰＩＣＣ知识掌握
程度，改善患者导管自我管理能力，优化患者满意度，减少并发症发生，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思维导图；早期健康宣教；乳腺癌；ＰＩＣＣ带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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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ｌｙｉｎｓｅｒｔｅｄ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ａｔｈｅ
ｔｅｒ，ＰＩＣＣ）是指从外周静脉血管导入，其尖端置于上腔静脉的用
于输液的导管。ＰＩＣＣ广泛应用于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化疗输液
中，其与传统方法相比，能显著缓解患者因反复穿刺所致的疼

痛，保护静脉血管，避免乳腺癌化疗药物对外周静脉和局部组

织的刺激，进而改善患者治疗效果［１２］，但 ＰＩＣＣ置管化疗并发
症高达３０％～４０％，严重影响化疗效果［３］。思维导图利用文字

和图像把ＰＩＣＣ置管重要性、相关知识、维护及并发症应急处理
等内容直观形象地表现出来，增强患者 ＰＩＣＣ知识掌握和理解
程度［４５］。目前已有临床研究证实思维导图早期宣教的有效

性［６］，但其具体应用于乳腺癌ＰＩＣＣ带管患者研究相对较少，因
而本文探讨思维导图在乳腺癌 ＰＩＣＣ带管患者早期健康宣教中
的应用价值，旨在为临床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间南通大学附属
医院收治的１５８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按入院顺
序，随机数字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７９例。纳入标准：
①经影像学、病理等临床确诊为乳腺癌；②行根治术，术后恢复
良好，能耐受化疗；③首次放置 ＰＩＣＣ带管；④学历小学以上，可
正常沟通交流；⑤患者知情同意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妊
娠期或哺乳期女性；②静脉血栓；③血管破裂；④中途退出或不
配合者；⑤对导管材质过敏。本研究获南通大学附属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宣教方式，参照“ＰＩＣＣ宣教手册”为

首次ＰＩＣＣ置管的患者口头宣教，普及 ＰＩＣＣ管的优势及重要
性。成功留置ＰＩＣＣ导管后强调使用注意事项及简单应急处理
措施，并于出院前发放维护手册，告诫患者保持穿刺部位清洁干

燥、不可拎重物等注意事项，若有异常及时与医护人员沟通。观

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思维导图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首先

由护士长牵头成立专业护理小组，小组成员包括乳腺癌肿瘤专

科高年资护士、精通 ＰＩＣＣ穿刺维护等知识的高年资护士及制
作思维导图的护士等。其次，护理小组以 ＰＩＣＣ宣传手册及相
应文献报道，根据患者实际理解及实际情况，运用 ＭｉｎｄＶＭｉｎｄ
Ｍａｐ软件，设计乳腺癌ＰＩＣＣ思维导图。思维导图主标题为“乳
腺癌ＰＩＣＣ带管自我管理思维导图”，子标题分为“禁忌、查看、
异常返回医院、每周维护、活动范围 ”等６个方向，具体详见图
１。思维导图设计后，将其彩打、塑封。由护士长给全体护理人
员培训ＰＩＣＣ思维导图相关知识［７］，并考察通过，确保护理人员

能熟练掌握相关知识。培训结束后给每名护理人员及观察组患

者派发一张思维导图，便于护理人员及患者翻阅查看，加深各自

印象。在患者置管前和置管后第２天、第７天、第１４天及出院
前分别应用思维导图对患者进行知识普及和宣传教育，实时解

答并处理患者置管期间出现的任何问题。在患者住院期间全面

评估置管状态，适时讲解并示范如何正确解决和处理已出现的

导管并发症。待患者出院时，护理人员给予每名患者一份思维

导图，以方便患者在家中查看使用。同时组建相应的微信群，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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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沟通交流，并适时为患者答疑解惑。ＰＩＣＣ置管重要性、相关
知识、维护及并发症应急处理等内容直观形象地表现出来。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患者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出院时对两组患者进行
ＰＩＣＣ知识掌握情况问卷调查。该问卷由研究人员参照主治医
师建议及文献报道［８］设计而来。问卷涵盖患者年龄、受教育程

度、费用支付方式及病情等一般资料，主要内容为乳腺癌患者

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情况的考察，具体为：①ＰＩＣＣ导管知识了解
来源及程度；②ＰＩＣＣ导管使用过程的熟悉程度；③维护ＰＩＣＣ导
管相关要求。共２２条目，每个条目０分 ～２分，总分４４。分值
越高，患者掌握情况越好。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为０８７３，一致性
较高。

１３２　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于出院时采用“乳腺癌患者 ＰＩＣＣ
导管自我管理研究测试表”评估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本量

表结合文献［９］、医师建议等综合设计，内容涉及导管自我监测、

导管日常活动的管理、导管维护的依从性及导管的应急处理能

力等４个方面。共２０个条目，每个条目０分 ～５分，分值越高，
提示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越强，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０１，一
致性较高。

１３３　患者健康教育满意度　于出院时采用“患者满意度问
卷”测试和评估两组患者早期健康宣教的满意程度。本文结合

文献［１０］、医师建议和医院实际情况设计问卷调查表，问卷内容

包括健康教育、病房环境、护理人员服务态度及其宣教熟练程

度和早期宣教效果等方面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满意度的测评。

共２０个条目，总分值１００，分值越高，提示患者满意程度越好。
该量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为０９６３，一致性较高。
１３４　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发生情况　记录患者化疗期间静脉炎
症、置管外移、导管感染及导管堵塞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图１　乳腺癌ＰＩＣＣ带管自我管理思维导图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对照组患者接受常规健康宣教，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

础上辅以思维导图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婚姻及受教

育程度、费用支付方式、病理分期及患病部位等基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情况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 ＰＩＣＣ导管知识了解来源及程度（ｔ＝
６７１８，Ｐ＝００００）、ＰＩＣＣ导管使用过程的熟悉程度（ｔ＝２０８９８，

Ｐ＝００００）及维护 ＰＩＣＣ导管相关要求（ｔ＝１２２０４，Ｐ＝００００）
等方面评分与对照组相比显著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Ｍｅａｎ±ＳＤ／ｎ（％）］

一般资料
观察组

（ｎ＝７９）
对照组

（ｎ＝７９）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４９２±３４ ４８９±３６ ０５３８ ０５９１

受教育程度

　小学 ８（１０１２） ７（８８６） ０１４７ ０９２９

　中学 ４３（５４４３） ４２（５３１６）

　大专及以上 ２８（３５４４） ３０（３７９７）

婚姻状况

　已婚 ６０（７５９５） ５９（７４６８） ００３４ ０８５４
　离婚 １９（２４０５） ２０（２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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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 ［Ｍｅａｎ±ＳＤ／ｎ（％）］

一般资料
观察组

（ｎ＝７９）
对照组

（ｎ＝７９）
ｔ／χ２值 Ｐ值

病理分期

　Ｉ～ＩＩ ２１（２６５８） ２３（２９１１） ０１２６ ０７２３

　ＩＩＩ～ＩＶ ５８（７３４２） ５６（７０８９）

患病部位

　左侧 ３３（４１７７） ３１（３９２４） ０１０５ ０７４６

　右侧 ４６（５８２３） ４８（６０７６）

费用支付方式

　医保 ３８（４８１０） ３９（４９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９８２

　自费 ２３（２９１１） ２２（２７８５）

　商业保险 １８（２２７８） １８（２２７８）

２３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导管自我监测（ｔ＝１５８２６，Ｐ＝

００００）、日常活动管理（ｔ＝１０４１９，Ｐ＝００００）、维护依从性（ｔ＝
８７６４，Ｐ＝００００）和应急处理（ｔ＝４５５４７，Ｐ＝００００）等方面评
分与对照组显著上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满意度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健康教育（ｔ＝７９７１，Ｐ＝００００）、病房
环境（ｔ＝６７５３，Ｐ＝００００）、护理人员服务态度（ｔ＝１５６０８，Ｐ＝
００００）及其宣教熟练程度（ｔ＝１６６３６，Ｐ＝００００）和早期宣教效
果（ｔ＝７８４６，Ｐ＝００００）等维度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发生情况

治疗期间，观察组患者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发生率为８８６％，
显著低于对照组发生率２７８５％（χ２＝９５０３，Ｐ＝０００２），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２　两组患者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情况（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导管知识了解来源及程度 导管使用过程的熟悉程度 维护ＰＩＣＣ导管相关要求

观察组 ７９ ２５１±０６７ ３１１４±５０９ ５１３±１００

对照组 ７９ １９０±０４５ １７１４±３０９ ３３１±０８７

ｔ值 ６７１８ ２０８９８ １２２０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导管自我管理能力（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导管自我监测 导管日常活动管理 导管维护依从性 导管应急处理

观察组 ７９ １５８８±１０９ １７６６±３０９ １６０５±３００ ６９９±０２９

对照组 ７９ １２６５±１４５ １２７８±２７９ １２０９±２６７ ４７０±０３４

ｔ值 １５８２６ １０４１９ ８７６４ ４５５４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健康教育满意程度（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健康教育 病房环境 服务态度 宣教熟练度 宣教效果

观察组 ７９ １８１９±３０９ １９４５±４０１ １８４３±２１１ １９４５±１９４ １９０１±１７８

对照组 ７９ １４３４±２９８ １５１２±４０５ １３１４±２１５ １４１４±２０７ １５７７±３２１

ｔ值 ７９７１ ６７５３ １５６０８ １６６３６ ７８４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５　两组患者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发生情况［ｎ（％）］

组别 例数 静脉炎 导管外移 导管感染 导管堵塞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７９ ２（２５３） １（１２７） １（１２７） ３（３８０） ７（８８６）

对照组 ７９ ５（６３２） ３（３８０） ５（６３２） ９（１１３９） ２２（２７８５）

χ２值 — — — — ９５０３

Ｐ值 — — — — ０００２

,

　讨论
乳腺癌化疗药物经 ＰＩＣＣ置管直接作用于中心静脉，降低

高浓度药物对血管的损伤，保护患者外周静脉免受药液刺激，

缓解化疗痛苦程度，提高治疗依从性［１１］。而患者因专业知识局

限，对ＰＩＣＣ导管使用知识及注意事项缺乏全面认知，尤其是出

院后维护导管重视程度和自我管理能力低，易出现静脉炎、导管

堵塞和导管外移等并发症［１２］。常规 ＰＩＣＣ宣教模式内容死板、
流程形式化，护理人员参照“ＰＩＣＣ宣教手册”为患者行知识宣
教，并普及ＰＩＣＣ管的优势及重要性等，因其文字枯燥、宣教无
针对性无法达到目标护理效果。思维导图以发散和收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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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ＰＩＣＣ导管相关知识及维护措施等归纳成一张图，突出重点
和层次［４］。本研究思维导图以“查看、禁忌、异常回医院、每周

维护、活动范围”等为６个模块详细介绍ＰＩＣＣ导管维护和应急
措施处理方法，层次清晰、生动形象地加深患者理解和记忆

ＰＩＣＣ知识的能力。韦艳萍等研究证实［７］，思维导图可有效提高

ＰＩＣＣ带管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增加患者 ＰＩＣＣ相关知识的理解
程度。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程度
合早期宣教满意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提示思维导图护理可有

效提高患者ＰＩＣＣ知识掌握程度，优化患者健康宣教满意程度。
分析认为，ＰＩＣＣ置管可为乳腺癌患者建立安全有效的化疗静脉
通路，但因医院资源紧缺，患者对 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掌握水平较
低。思维导图可利用文字和树状图等直观将大脑内容显示出

来，并可将ＰＩＣＣ相关知识点与人的隐性思维建立联系，加深患
者记忆水平［７］。思维导图可将ＰＩＣＣ繁琐知识点清晰明了罗列
成知识点框架，有效纠正传统宣教的随意性和针对性弱等缺

点。一方面，思维导图可通过文字、图像等协助患者发现、梳理

和巩固ＰＩＣＣ相关知识，增强其 ＰＩＣＣ掌握程度；另一方面，护理
人员可根据思维导图有侧重点地宣教 ＰＩＣＣ相关知识，提升护
理人员专业程度，进而改善患者健康宣教满意程度。ＷａｌｋｅｒＤ
等［１３］研究表明，思维导图健康宣教可有效提高患者知识掌握程

度，进而改善患者对医护人员满意度，提高治疗依从性。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在导管自我监测、日常活动管理、维护

依从性和应急处理等方面评分与对照组显著上调。进一步分

析患者化疗期间ＰＩＣＣ导管并发症情况，观察组患者 ＰＩＣＣ导管
并发症发生率为８８６％，显著低于对照组发生率２７８５％。提
示思维导图可显著提升患者 ＰＩＣＣ导管自我管理能力，降低并
发症，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分析认为，乳腺癌患者化疗需要８个
疗程，在化疗间歇期需带管出院，若 ＰＩＣＣ管维护不恰当，会出
现感染、导管脱落及堵塞等不良事件而干扰疗效，因此需提升

ＰＩＣＣ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自我管理能力是指机体为保证生存、
维持健康与安宁水平而创造和实施的措施［１４］。ＰＩＣＣ导管自我
管理能力与化疗进程、预后康复、心理状态及生活质量有紧密

联系，且提高患者 ＰＩＣＣ导管自我管理能力可有效降低相关并
发症发生概率［１５］。而思维导图以ＰＩＣＣ手册为蓝本采用文字和
图像将其关键点描绘出来，将 ＰＩＣＣ导管知识元素按其内在联
系建立成一种可视化、具体化和显性化的框架图形。应用思维

导图进行早期健康宣教，将关键知识要点可视化，便于患者加

强记忆。ＰＩＣＣ置管患者在护理人员的指导下，经过日常生活中
ＰＩＣＣ导管维护、管理、查看及应急处理等事件，将复杂的 ＰＩＣＣ
科学知识进行提炼和总结，激发患者求知欲，充分发挥患者主

观能动性和自我效能，建立ＰＩＣＣ导管自我管理信心，舒缓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减少相关并发症发生，延长导管使用寿命。

综上所述，思维导图早期健康宣教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

患者ＰＩＣＣ知识掌握程度，改善患者导管自我管理能力，优化患

者满意度，减少并发症发生，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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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朱学慧，韩俊莹，于新，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自我 管理水平
与生存质量相关性［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２４９２
２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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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层次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与教学
方法研究
夏卉芳△

贵州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摘要】　目的　为了规范不同层次学生的性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内容与教学技能。方法　根据教育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部门对性教育相关规定，结合资料考证、文献整理、交流法、经验总

结法分析目前学龄前儿童、中小学学生、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需求。结果　将性教育课程体系依据不同年
龄、不同教育层次学生自拟主要分为：学前性健康教育、学龄期性健康教育、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大学生性健

康教育共４门课程。结论　将性健康教育分为４门课程，有利于针对不同层次学生对性知识的学习需求使
用不同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从而提升性教育效果。

【关键词】　不同层次学生；性健康教育；学前性教育；青春期性教育；大学生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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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伴随人的一生，与个人幸福、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和谐都密切
相关。性尤其与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育相关，现代性心理学研究

证明人的性心理学形成从一出生的口腔期就开始，到学前期的男孩阴

茎与女孩外阴、学龄期的生殖器结构与功能、青春期的女性月经或男

性遗精性生理现象等性生理结构（或性生理功能）性教育。尤其是系

统的校园性健康课程教育对人的性健康至关重要。性教育课程对人

的人格发展、身心健康、社会关系建立等全面发展都起着决定性作用。

对于校园性教育，早在１９７９年国家教育部、卫生部《中小学卫
生工作的暂行规定》学校教师 “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近年来，

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先后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预防艾

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中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中等职

业学校体育与健康教学指导纲要》及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２０１８

年１月发布《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对学校要求采
取一系列措施推进预防艾滋病教育，含性教育。明确规定初中、高

中阶段和中等职业学校应开展一定学时的性教育，包含艾滋病性病

专题教育。规定大学开设预防艾滋病教育与性教育方面，开设方式

分定期讲座、性教育课程和防艾宣传等。

本研究依据年龄、受教育阶段不同，并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等性教育文件精神，将性教育分为

针对３岁～６岁儿童的学前性教育、针对６岁～１２岁人群的学龄期
性教育、针对１０岁～１８岁人群的青春期性教育和针对大学生的大
学生性教育共４门课程，以加强我国精准性教育，由于儿童个体及
性别发育的差异，特设置各个年龄阶段中有１岁～２岁交叉［１］。本

论文旨在分析不同年龄层次学生的性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内容建设，

就性健康教育课程合理建设问题加以论证，以探寻性健康教育的教

学目标，主要知识体系结构，教学方法等［２］。

!

　性健康教育课程的层次
目前，根据我国儿童及青少年性相关身心发育现状，将性健

康教育课程体系归纳分为学前性健康教育、学龄期性健康教育、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共４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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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健康教育课程大纲的主要内容知识体系
２１　学前性健康教育

主要内容为从儿童来源于母亲的卵细胞和父亲精子结合，

然后妈妈怀孕到婴儿出生，及其学前性安全教育等知识［３４］。

具体知识体系见表１。

表１　学前性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性与社会
先介绍自然的性，然后讲解爸妈恋爱、结婚到婴儿出生，目的是让儿童知道性与婚姻家庭社会关系。艾滋病人

群同样享有平等公民权利。

第二章 性别教育 介绍男性与女性区别教育，例如能够辨别外部性别生殖结构、男生上男厕、女生上女厕等性别教育。

第三章 儿童发展性心理学教育
幼儿园可以设立不同性别角色的游戏。同时指导教育家长给婴儿穿适合自己性别的衣服；理解并正确看待婴

儿自慰、对异性器官好奇、触摸自己性器官等性蕾欲期儿童行为。

第四章 儿童性安全教育 懂得不暴露和保护自己的性器官；不触摸和不看别人的性器官；要喜欢自己的性别。

２２　学龄期性健康教育
主要内容为从男女生殖器官结构功能、青春期发育女性月

经、男性遗精、健康性心理到性安全、个人卫生指导教育等知识

体系［５６］。具体内容详见表２。

表２　学龄期性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性与婴儿的出生
从生物学角度介绍婴儿的出生由妈妈的卵子细胞和爸爸的精子细胞结合形成受精卵，受精卵在妈妈子宫里发

育成胚胎，胚胎成熟婴儿就降生了等。目的是让学龄期儿童知道性与婚姻家庭社会关系。

第二章 生殖器官教育 介绍男女生殖器官的外部和内部构造。

第三章 学龄期儿童性安全教育
懂得不暴露和保护自己的外生殖器；不触摸和不看别人的外生殖器。性虐待、性骚扰和欺凌（包括网络欺凌）

是错误的，如自己或身边的人遇到，要寻求帮助。

第四章 第二性征 针对９周岁以上的学龄期学生讲解性激素对男孩女孩发育到青春期作用，及会出现遗精、月经等生理现象。

第五章 性与健康行为 指导学龄期学生保持健康的性心理、个人卫生。艾滋病是获得性的，并且可以通过医学检测查出是否患病。

２３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主要内容为从第二性征的出现、青春期逆反心理、经期护

理、异性交往、意外怀孕等到艾滋病性病防治教育等知识内

容［７８］。具体内容详见表３。

表３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青春期常见现象 第二性征的出现、青春期逆反心理。

第二章 月经与护理 月经生理周期，经期护理。

第三章 性欲与遗精 青春期性欲原因、遗精、男性生殖护理。

第四章 性与人际交往 处于青春期性发育的学生如何与父母、老师、异性同学、同性同学交往等。

第五章 意外妊娠
性行为的许可原则教育。性行为可能导致怀孕、避孕、妊娠原理、早孕诊断、早孕处理、怀孕导致女性身体一系

列的变化及其介绍不孕症。

第六章 艾滋病性病防治 艾滋病防治、淋病、尖锐湿疣等性病防治。

２４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主要内容为现阶段国内外大学生性行为现状、异常性心理

的调适、婚恋观教育、意外怀孕处理、艾滋病性病防治教育等性

健康知识体系。具体内容详见表４。

表４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主要内容

　　　　　章节 主要内容

第一章 大学生性行为现状 国内外大学生性行为现状、安全性、防护措施、ＭＳＭ、多伴侣性行为、无套性行为等行为与艾滋病的关系。

第二章 性生理 男、女大学生生殖生理。

第三章 大学生性心理 大学生性心理影响因素、特点与异常性心理的调适。

第四章 大学生婚恋教育 大学生恋爱、婚姻关系。

第五章 非意愿性妊娠处理 早孕表现、早孕诊断与处理。

第六章 艾滋病性病防治 艾滋病防治、淋病、尖锐湿疣等性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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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目标与授课方法
３１　学前性健康教育

开展儿童“性教育”的主要教学目标有以下４点：①让学前
儿童对自己生命来源有正确科学的认识，引导幼儿感受“生命

的诞生”，引导儿童融入家庭、社会生活中。让儿童尊重甚至关

心艾滋病人群。②儿童生来虽有性别之分，但性别意识和性别
平等的观念却并非天生。儿童性别教育对儿童性别角色的发

展起决定作用。帮助幼儿提高性别角色意识，引导学前儿童理

解“男孩女孩的不同之处”。③教育学前儿童对身体进行探索。
④虽然有《最$

人民法院、最
$

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

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对猥褒儿童行为进行

了规定，但由于儿童是弱势群体，加之缺乏性健康教育，甚至有

的儿童都不知道自己被猥褒。近年来，猥亵儿童案件呈增多趋

势，教育儿童如何保护自身性安全显得尤其重要。入园儿童对

上述①和④教学目标均需要在教师及家长教育下学习；其中上
述①和②点入园前儿童也需要在家长引导儿童看性健康教育
相关图、公益儿童性健康教育视频及听家长简单讲述。

授课方法因大多儿童识字数量非常有限，常采用让儿童看

图片和听语音方法。例如用视频、图画法教育儿童出生来历、家

庭社会角色、性安全保护教育。还可用儿童幼儿角色游戏法，引

导幼儿参与符合自己性别的角色行为［９］。同时利用家校共同

教育方法，教师先对家长进行性与社会教育培训，然后家长在

生活中共同帮儿童树立性别、性安全防护意识等学前性教育知

识，促进家校共同教育效果与质量。

３２　学龄期性健康教育
学龄期性健康教育主要目标是：教育学龄期学生自己的生

物基因来源；了解男女生殖器官结构功能、青春期发育女性月

经、男性遗精、健康性心理的生理现象［１０１１］。指导学龄期儿童

懂得保护自己的性安全。了解自己或身边的人遇到性虐待、性

骚扰和欺凌（包括网络欺凌）时，要懂得向亲人或身边人群寻求

帮助。并指导女学生如何处理月经，及指导男生处理遗精时期

的个人卫生。教育学龄期儿童了解艾滋病是获得性的，并且可

以通过医学检测查出是否患病。

授课方法常采用预案演练教学法、视频、图画。例如使用预

案演练教学法教导学生正确处理经期或遗精时的个人卫生、视

频播放一些儿童发育宣传片就可以让学生简单了解发育或第

二性征相关知识。

３３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
青春期性健康教育主要目标是：教育青春期学生了解青春

期现象是人体发育过程的生理现象。当今时代是各种伦理道

德思想交流、交融和交锋的网络时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早早

就接触网络各种平台，致使早恋、与老师家长沟通障碍等的青

春期问题尤为突出［１２１４］。指导青春期学生如何与异性安全相

处、如何调整青春期逆反心理，与老师家长正确沟通；并指导女

学生如何处理月经，及指导男生处理遗精时期的个人卫生。一

定要教育青春期的人群掌握性行为的许可原则。以及性行为

可能导致怀孕、如何避孕、早孕诊断、早孕处理，以及怀孕导致女

性身体一系列的变化及其介绍一定不孕症等相关知识。

授课方法常采用案例教学法、视频、图画。例如使用月经调

理视频、早恋危害案例就可以让学生简单了解相关知识。

３４　大学生性健康教育
大学生性教育主要目标是：由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生恋

爱、婚前性行为、结婚现象已经步入校园。由此带来的校园婚

恋、艾滋病性病预防、意外怀孕等问题近年来越来越严重［１５１７］。

所以教育大学生了解大学校园婚恋现状、当今大学生的常见性

心理状况、早孕与正确处理、艾滋病性病防治等［１８１９］。以及讲

解ＭＳＭ、多伴侣性行为、无套性行为等高危性行为会增加艾滋
病的患病率［２０］。让学生了解艾滋病的母婴、血液和性３大传播
途径及高危行为、检测、艾滋病防治等。

授课方法常采用案例教学法、视频、图画、课堂讨论、同伴教

育法。由于大学生有一定的知识与判断力，所以在对大学生进

行性教育时，让学生自己将经历或熟悉的案例分享或同伴之间

互相交流，起到的教学效果会很好。

不同层次学生性健康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与教学方法均

有所不同。“学前性健康教育、学龄期性健康教育、青春期性健

康教育、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共４门课程内容的设立具有衔接
连贯性，前一个课程是下一个课程的基础，下一个课程是上一个

课程的延伸。每个课程内容主要依据各年龄阶层学生的身体与

心理发育需求，并结合学生自身在家庭、学校、社会不同环境中

遇到两性问题需求而决定。同时，“学前性健康教育、学龄期性

健康教育、青春期性健康教育、大学生性健康教育”共４门课程
教学方法的设立是依据不同阶层学生对两性知识的接受理解

力、学习能力特点差异，采用不同教学方法以提升教学效果。

总之，随着时代、网络传媒的发展，为了促进精神文明和谐、

全民大健康的建设，“性健康教育”也越来越成为校园、社会、家

庭的重视。作为学校，根据学生的各年龄阶层认知发展水平差

异，合理的设置课堂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尽可能选

择适合学生自身层次的、通识易懂的、生动的、形象的教学方式

对学生进行性教育。另外，家庭性健康教育对学生性健康教育

也是不可替代的，学校、社会和家长一起推动“性健康教育”，从

而进一步加强性健康教育而保护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性安全，

向“零艾滋”迈进，从而促进建设和谐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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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对北京高校大学生性行为的影响
丁园　钱罛　姚锦仙△　周昱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摘要】　随着移动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大学生获取性信息的渠道发生了变化，并对自身性行为产生
了影响 。本文通过对北京４所高校在校生以无记名方式在线填写调查问卷的方式，研究网络对在校大学生
性行为的影响，共回收有效问卷４８０１份。结果显示，网络对大学生性行为的发生有重要影响：当代本科生和
研究生上网时间长，上网频率高，网络是获取性信息首要来源，网上性动机行为多样化；看过成人电影（Ａｄｕｌｔ
Ｖｉｄｅｏ）的人寻求性行为更主动，观看成人电影的频率与自慰频率呈正相关关系；不良网络信息更易对青少年
造成负面影响，使性行为年龄提前。因此，在互联网上建立专业的性知识科普平台很有必要。本研究结果

为互联网性教育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关键词】　互联网；大学生；性教育；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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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社会移动端互联网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主要休闲方
式，并在持续改变人们的沟通交流方式。美国最大范围的性研

究项目得出的结论是：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持续互动会对性态度

和性行为产生巨大影响［１］。在中国，随着移动端互联网日益普

及，当代大学生可以从更多渠道接触到“性”相关的内容。他们

的性观念和性行为越来越开放，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发生性行

为前接受过正规性教育的比例却较低［２４］。

!

　调查背景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和其他便携智能设备的发展，中国网

民数量不断增多且总体呈现低龄化趋势。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
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５５８％，手机网民规模达７５３亿，其中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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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２９岁年龄段网民占比最高，达３００％；１０岁～１９岁群体占
比为１９６％。网民中学生群体的规模最大，占比２５４％［５］。

网络上会发生很多性动机相关行为（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包括搜索性知识、寻找用于休闲或自慰的性素材、网购
性生活所需的物品、通过交友寻找潜在性伴侣、寻找治疗性相

关疾病的专家和医疗机构等［６］。大学生网上性行为（ｃｙｂｅｒ
ｓｅｘ），又称电爱（ｐｈｏｎｅｓｅｘ）或文爱（ｔｅｘｔｓｅｘ）［７］增多。网上性行
为指在互不见面且无身体接触的情况下，只依赖声音或文字模

拟性交过程，通过臆想的快感达到精神上性愉悦乃至生理性高

潮的过程。虽然网上性行为的方式安全又不失互动性，受到虚

拟世界的保护，没有意外怀孕或感染疾病的危险，但仍受到社

会争议。对于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尚不清楚。此外考虑

到以性为动机的行为（Ｓｅｘｕａｌｍｏｔｉｖｅ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的发生常常与性
犯罪、网络欺凌等高危行为的发生有强烈的相关性［８］，因此网

上行为的安全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网络发展为性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２００６
年，上海计划生育研究协会联合ＷＨＯ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实
验组的中学生与大学生在定期浏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设计制作

的性教育网站后，相较对照组在生殖、避孕、ＨＩＶ、性传播疾病
（ＳＴＬｓ）等性知识掌握方面能获得更高的分数，性观念与对待性
的态度也更为积极健康，自我保护意识也更强。但实验组和对照

组在过程性性行为与实际性行为的发生率上却未发现有显著差

异［９］。说明互联网性教育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性教育方式，不但不

会提高性行为发生率，而且会帮助提升青年的性知识掌握水平，

树立积极健康的性观念和性态度［１０１２］。本研究通过对北京４所
高校大学生的性行为状况调查，了解移动网络对中国大学生性行

为的影响，为中国青少年性教育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

　调查对象与方法
本次调查对象包括北京４所高校在校生。９９％的调查对象

年龄分布在１４岁～２８岁之间，以本科生为主，也有部分硕士和
博士生。在“问卷星”平台在线发布问卷，内容包括基础人口学

信息、性教育情况、性信息、性行为、性观念和网上性相关行为等

６个方面，重点聚焦互联网对大学生性行为的影响，共回收问卷
４８３２份，有效问卷 ４８０１份，有效率 ９９３６％。在 ４８０１人中有
２４３４名男生（５０７％）和２３６７名女生（４９３％）。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２０和ＧｒａｐｈＰａｄＰｒｉｓｍ５进行。
,

　调查结果
３１　网络是性知识首要来源

调查结果显示，网络是大学生性知识最主要来源，遇到生

理问题７０％的人会上网搜索相关信息。问卷中选出３项性知
识的主要来源并排序。“网络与新媒体”占据当代大学生性知

识来源的首位，其次是同学朋友和学校教育，这表明互联网对

青少年获取性知识的途径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生理问题

（如女性痛经、月经不规律和男生包皮过长、自慰频率过高等问

题）受到困扰时”，７３５％的大学生倾向于上网查找信息，分别
有２８６％、２４８％和１８２％选择“询问父母”“找同龄人了解”
和“找正规医院”。但仅有２１％会选择“网上寻找医疗机构”，
说明大学生虽然倾向于上网查找疾病相关信息，但实际寻求医

疗方案时还是保持谨慎态度。本研究对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要

的性知识来源平均权重进行了统计，计算方法为：选项平均权

重＝（Σ频数×权值）／本题填写人次。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要的性知识来源（２０１７年至２０１８年）

　　　　　选项 平均权重

网络及新媒体 ６６５

学校教育 ４３２

同学朋友 ３６３

家长 １９１

性教育读本 １７３

其他书籍 １３０

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 １０３

其他 ００７

３２　上网时间长、上网频率高，网上性动机行为多样化
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大学生的上网习惯为：９２％大多数时间

用手机上网；上网时间较长（２小时 ～４小时／天为４３５％，４６
小时／天 ２７４％，６小时以上／天为 １７３％ ）；上网频率高

（９９９％每天都要上网，６８％每小时要刷好几次手机）。大学生
的网上性动机行为分析，行为可分为３类：①偏应用的行为：发
生频率最高的一类行为。为获取性知识或解决生理问题，如搜

索性知识或名词（６９３％）、解决生理发育困惑（６１８％）；②偏
娱乐的行为：发生频率较高，为满足欲望、获得内心愉悦，如寻

找／下载／观看成人电影或情色视频（３８１％）、浏览小说／漫画／
动漫／游戏中的性行为描写（５３３％）；③社交行为：如交友寻觅
潜在性伴侣（８０％）、在网上的两性社区互动交流（９１％）。

与网友发生的行为中，９２％与网友线下见面，５６％与网
友建立了恋爱关系，７８％曾与网友线上发送文字或声音以满足
性幻想。仅 ３４％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与网友发生过性行为；
８４２％未发生以上行为。
３３　看过成人电影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寻求性行为更主动

２６３％的大学生第一次接触成人电影是上网时通过弹窗、广告
无意看到的。男女生看过成人电影的人数有显著差异（χ２＝４７０２，
ｄｆ＝１；ｎ＝２８２９），男生看过成人电影的比例（８３％）明显高于女生
（４３％）。看过成人电影与否会影响第一次性行为的主动性统计结
果，看过成人电影的人第一次性行为时更加主动，有显著差异（χ２＝
６１３７，ｄｆ＝３；ｎ＝４０５）。主动寻求比例（６２０％）明显高于没看过成
人电影的人（５４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是否看过成人电影与第一次性行为是否主动的关系

　　　　　选项 是（％） 否（％）

非常好奇，主动寻求 ６２０ ５４０

非主动，但完全自愿 ３０５ ４３４

不情愿，但不好意思拒绝对方 ５５ ２７

被强迫 １０ ００

在观看成人电影的习惯上，约３０％的大学生只看过１次 ～
２次成人电影，其余约７０％有看成人电影的习惯，频率从天天看
到每月１次不等，大多数集中在每月１次到每周１次。观看成
人电影的频率与自慰频率呈正相关，自慰频率随看成人电影频

率升高而升高（ｒ２＝０３８６９）。
大学生第一次看成人电影的年龄段从初中到大学分布不

等，较为分散，但也有７２％的人小学就接触过成人电影，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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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电影的人群中６０８％在未成年阶段就看过成人电影。第
一次看成人电影的场景排首位的是熟人影响（３３０％），主要是
受家中兄长或同学的影响；其次是上网时无意看到的

（２６３％），近３０％看过成人电影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第一次看成
人电影是在网上无意且被动的情境下；之后是自己主动寻找

（２０８％）与在家里无意发现（１１０％）。
第一次看到成人电影时，分别有６９４％、４９５％和 ３１８％

的大学生感到好奇、兴奋刺激和羞涩，比例较高的均为较正面

的情绪，而分别有１６４％、９０％与７０％感到厌恶、惊吓与害怕
等负面情绪。有１５６％的大学生并不知道，成人电影所展示的
性行为过程和真实生活有差异，这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误导。

３４　大学生对互联网的认知
９７８％的大学生在正常浏览信息，遇到过不合时宜跳出的

色情诱导内容，３７２％曾点开这些内容，而４３５％认为目前网
络上“性”相关的内容偏多。７４％认为互联网更易让青少年接
触有害信息，８３％认为互联网使性行为发生提前，９６５％认为有
必要在互联网上建立专业的性知识科普平台。

７５７％的大学生认为在互联网上建立科学的性知识科普平
台非常重要，选择“重要”和“非常重要”的比例超过９５％，说明
绝大部分本科生和研究生认为在互联网上建立性知识科普平

台非常必要。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关于网络上的色情诱导内容

　　　　　　　　　选项 比例（％）

你在网上正常浏览信息时，是否跳出过色情诱导内容

　经常 ４９５

　出现过几次 ４８３

　没有遇到过 ２２

看到上述内容时，你是否会主动点击观看

　几乎每次都点开 ０９

　点开过几次 ３６３

　从来没看过 ６２７

你认为现在网络中有关“性”的内容

　偏多 ４３５

　正常 ３４２

　偏少 ７２

　没有特意关注 １５２

-

　讨论
４１　网络对青少年获取性知识和性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网络对青少年获取性知识、发生性行

为影响很大。网络是青少年主要的性知识来源，超过６０％的大
学生曾经上网搜索性知识或者解决自己的生理发育困扰。行

为上，以单人的性知识获取、娱乐行为为主，互动行为（如寻觅

潜在性伴侣、和网友发生性行为）的发生率目前不高（不足

１０％），但预计还会持续增长。
本研究还显示，７３６％的大学生认为青少年在网上更易接

触到有害信息，而非科学性知识。认同率较高的观点为，当代大

学生认为开放互联的网络使性行为更自由开放，青少年第一次

发生性行为的时间提前，同时危险性行为也会增多，５３８％认为
感染性传播疾病的风险也升高了，这进一步印证了在互联网高

速发展的情况下，为更好适应青少年性行为与性观念变化，普及

性教育势在必行。

４２　色情内容对大学生的影响
在对荷兰１１３２名１１岁 ～１７岁的青少年与性有关的网上

行为研究中发现［１３］，随着网络上色情材料（ｕｓ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ｅｘ
ｐｌｉｃｉ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ＥＩＭ）在男孩中接触的增多，以及随着主
社交网站（ｕｓｅ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ｓｉｔｅｓ，ＳＮＳ）在男孩和女孩中使
用的增多，青少年群体对性行为的认可程度会加深，预计性活跃

的同龄人数量也会增多。青少年性行为经验也会增加。同时研

究表明男性频繁使用社交网站会直接导致性行为经验的增加。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看成人电影的行为在大学生尤其是男

大学生中仍十分普遍。本次研究我们设置了许多与观看成人电

影这一行为相关的十分细致的问题，旨在研究观看成人电影对

大学生的性行为和性认知有怎样的影响。结果表明，至少有

５７６％看过成人电影的人群在未成年阶段就看过成人电影，近
３０％看过成人电影的群体第一次接触成人电影是上网时被动、
无意看到的，足见互联网的影响。而看过成人电影的大学生寻

求性行为会更主动，看成人电影的频率与自慰频率呈现正相关。

有７１％的人群第一次看到成人电影感到好奇，但在好奇心的驱
使下又会做出哪些其他行为，以及未成年接触到成人电影时如

何疏导对不良事物的好奇心，恐怕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今互联网上的内容庞杂，网上正常浏览信息时有９８％的人
遇到过突然跳出的色情诱导内容，如果不对网络上的信息加以控

制，青少年无意间接触到色情内容，就可能会使其产生发生性行为

的动机，而性冲动找不到合理途经释放时就可能引起一系列高危行

为的发生。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的研究同时表明频繁接触情色相关的内容与性
攻击行为（ｓｅｘｕａｌ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ｏｎ）有极高的关联性［１４］，而由于互联网获

取信息（图片与视频）的方便与快捷，性侵、性暴力等行为频发与某

些不良网站上夸张、涉及暴力的情色内容的关联密不可分。在网络

性成瘾（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ｘａｄｄｉｃｔ）人群中会发生性骚扰、性暴力、性犯罪相
关的行为。网上行为安全值得全社会关注。

因此，加强中国互联网信息的监管，尤其是借鉴发达国家的

做法，对视频推行“分级观看”制度（一些含色情、暴力内容的视

频未满１８岁不得观看）是非常必要的。
４３　对网上性信息的认识

本次调查中，８０％的大学生认为相比科学性知识，青少年更
易在互联网上接触到有害信息，７８４％的大学生认为互联网会
使得青少年危险的性行为增多。而互联网的发展趋势不可逆

转，有必要加强以互联网微平台搭建性知识科普平台，让青少年

在遇到生理发育困惑或者对性知识产生好奇时，能够有一个权

威的渠道获取性知识、得到正确的性教育，而不是只能参考互联

网上无从分辨真假的信息［１５］。９５％的大学生认为在互联网上
建立性知识科普平台是重要的。２００６年上海计划生育协会所
做的教育实验证明，利用互联网向青少年普及科学性知识的做

法是有很大可行性的。

互联网的优点在于信息量大、更新频率高，而且获取信息的

速度快。在学校性教育不足，父母和同龄人也不能提供正确性

知识的现状下，利用互联网获取性知识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补充。

我们要理性地看待网络，并且利用网络帮助青少年和大学生

“对抗”不良信息的冲击。

志谢　本项研究得到北京大学本科教改项目 《人类的性、
生育与健康》课程建设（２０１７３０１１）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得到朱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第２８卷第１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１２ ·１５７　　·

子云、张晓川、唐晨晨、陶怡乐、刘铭玉、郭潇、商玉冰等同学的帮

助，谨致谢忱

参 考 文 献

［１］　ＬａｕｍａｎｎＥＯ．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２］　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Ｖ，ＭｃＦａｕｌＳ．Ｔｅｅｎａｇ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ｅｐｏｒｔｈａｓｔｉｎｇ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２０１９０４０６］．ｈｔｔｐ：／／ｈｐｅｐｕｂ
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ｅｅｎａｇ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ｅｐｏｒｔ．

［３］　郑晓瑛，陈功，韩优莉，等．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
数据报告［Ｊ］．人口与发展，２０１０，１６（３）：２１６，６０６２．

［４］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现状调查报告》发布
［Ｊ］．性教育与生殖健康，２０１６（４）：６２６４．

［５］　ＣＮＮＩＣ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４１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ＥＢ／ＯＬ］（２０１８０１３１）［２０１８１２２２］．ｈｔｔｐ：／／
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１８ｚｔ／ｃｎｎｉｃ４１／ｉｎｄｅｘ．ｈｔｍ）．

［６］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Ｍ．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ａｄｄｉｃ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ｏｂｅｔａｋｅｎ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Ｊ］．Ａ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０，８（５）：４１３４１８．

［７］　ＤａｎｅｂａｃｋＫ，ＣｏｏｐｅｒＡ，ＳｖｅｎＡｘｅｌ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ｙｂｅｒｓｅｘ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Ｊ］．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０５，３４（３）：３２１３２８．

［８］　ＨｏｎｇＹ，ＬｉＸ，ＭａｏＲ，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ｕｓｅ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ＩＶ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Ｃｙ

ｂｅ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２００６，１０（２）：１６１１６９．
［９］　ＬｏｕＣ，ＺｈａｏＱ，ＧａｏＥＳ，ｅｔａｌ．Ｃａ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ｂｅｕｓ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ｄｏ
ｌｅｓｃ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２００６，３９（５）：７２０７２８．

［１０］　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Ｍｅｄｉｃａｌｅ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ｕｓｅ［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６０９
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ＥｘＳｕｍｍＭＥＣ５／ｅｎ／．

［１１］　罗刚，当代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情况综述及其教育模式探索［Ｊ］．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７１７４．

［１２］　阿尔弗雷德·Ｃ·金赛．金赛性学报告［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
社，２０１３：６０６２．

［１３］　ＤｏｏｒｎｗａａｒｄＳＭ，ｔｅｒＢｏｇｔＴＦＭ，ＲｅｉｔｚＥ，ｅｔａｌ．Ｓｅｘｒｅｌａｔｅｄｏｎｌｉｎｅ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ｐｅｅｒｎｏｒｍｓ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ｅｓｔｉｎｇ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６）：
ｅ０１２７７８７．

［１４］　ＭａｌａｍｕｔｈＮＭ，ＡｄｄｉｓｏｎＴ，ＫｏｓｓＭ．Ｐｏｒ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ｇ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ｒｅ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ｃａｎｗ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ｍ？［Ｊ］．Ａｎ
ｎｕＲｅｖＳｅｘＲｅｓ，２０００，１１（１）：２６９１．

［１５］　郭俊良，国内大学生性状况的网络调查分析与性教育对策研究
［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８，２７（４）：１４０１４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２２）

△【通讯作者】宗胜蓝，Ｅｍａｉｌ：１５８４９０９２１＠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１２．０４２ ·性人文社会科学·

社交媒体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中的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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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了参与艾滋病研究领域的社交媒体用户特征、应用于艾滋病领域的社交媒体平台、
社交媒体在艾滋病领域中的应用范围及挑战，为利用社交媒体开展艾滋病服务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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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社交媒体是指“允许用户创建和共享内容或参与社交网络
的网站和应用程序”［１］。国外有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等，
我国有微信、ＱＱ等。２０１７年，Ｆａｃｅｂｏｏｋ拥有的月活跃用户突破
２０亿，ＹｏｕＴｕｂｅ约１５亿，Ｔｗｉｔｔｅｒ约３２８亿；２０１６年，微信拥有月
活跃用户８８９亿［２］。随着社交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

社交媒体平台正日益成为艾滋病预防和治疗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２０１７年全球有９４万人死于艾滋病，有３６９０万ＨＩＶ感染
者［３］，艾滋病仍然是世界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社交媒体突

破时空限制，用户可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社交媒体鼓励参与和互

动，为用户提供了接收、生成和分享信息的机会；社交媒体还提

供匿名机会，减少用户的身份暴露［４］。现将社交媒体在艾滋病

研究方面发挥的作用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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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艾滋病研究的社交媒体用户特征
①地理分布：用户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澳

大利亚、秘鲁、巴西、泰国、南非、中国等国家，其中以美国的报道

最多［５４０］。Ｇａｒｅｔｔ等［４１］也发现，７７％的用户来自北美和欧洲等
高收入国家。②用户年龄：用户的年龄跨度自青少年至６０岁及
以上老年人，以１８岁～４０岁的青年人为主［５４０］。③性别和性取
向：用户的性别构成分为３种情况［６４０］：单一的男性用户，多数

为男同性恋或男男性接触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
ＭＳＭ），也包括双性恋男性和异性恋男性；男、女性用户共存；变
性人，主要是男性经变性手术后成为女性。④ＨＩＶ感染情况：用
户的ＨＩＶ感染包括３种情况，即单一的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
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阳性者、ＨＩＶ阳性和阴性者共存以及
未知的ＨＩＶ感染状态［５４０］。

)

　应用于艾滋病领域的社交媒体平台
多数研究是利用现有的一种或多种社交媒体网站或应用

程序，其中一类为服务于大众的社交媒体平台，如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Ｔｗｉｔｔｅｒ、ＹｏｕＴｕｂｅ、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Ｃｒａｉｇｓｌｉｓｔ、Ｔｕｍｂｌｒ、Ｍｙｓｐａｃｅ、Ｂａｄｏｏ、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Ｂｌｏｇ、Ｓｎａｐｃｈａｔ、ＭＸｉｔ、ＱＱ、微信等，其中以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使
用频率最高；另一类为迎合男同性恋的交友平台，如 Ａ４ＡＲａ
ｄａｒ、Ｇｒｉｎｄｒ、Ｊａｃｋ′ｄ、Ｓｃｒｕｆｆ、Ｂｌｕｅｄ等。少数研究在整合现有的社
交媒体平台基础上，另创建独立网站。相对于开发新平台，使用

现有的社交媒体可节约成本，减少用户学习新社交媒体技术的

障碍，用户对平台的熟悉程度和与其他现有用户的联系有助于

更加开放的沟通［１４０］。

,

　社交媒体在艾滋病领域中的应用范围
３１　招募和保留研究样本

社交媒体在招募参与者进行艾滋病研究时，避免了传统的面

对面形式存在的诸多障碍，如地理障碍、交通成本、时间不充足、

污名和歧视等。Ｃａｏ等［４０］为研究我国ＭＳＭ社交媒体平台使用行
为与性行为、ＨＩＶ检测之间的关系，利用男同性恋交友软件Ｂｌｕｅｄ
将包含调查链接的私人信息发送至８个城市的Ｂｌｕｅｄ注册用户，
最终２０１５名ＭＳＭ参与其中。Ａｒａｙａｓｉｒｉｋｕｌ等［１９］采用在线社交网

络和基于调查对象驱动取样（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ｄｒｉｖｅｎ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ＲＤＳ）的
同伴推荐技术招募变性人，在最初采用ＲＤＳ的９个月内，平均每
周招募２名～３名参与者，共产生７９名参与者；实施与ＲＤＳ结合
的在线社交网络策略之后，每周的报名人数增加到了４名 ～５
名，在１２个月内共产生２２１名参与者。Ｙｕａｎ等［１５］为了解美国

ＨＩＶ阳性人群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促进、阻碍因素，通过４
种方法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招募ＨＩＶ阳性参与者，包括付费广告、建立
粉丝专页、向用户发送私人信息和邀请用户加入组群，并结合

Ｔｗｉｔｔｅｒ、ＬｉｎｋｅｄＩｎ、Ｃｒａｉｇｓｌｉｓｔ、Ｔｕｍｂｌｒ平台，最终有２０３４人点击了
调查网站链接，在点击者中１９７７人同意接受调查。

基于社交媒体的艾滋病干预研究可以提高参与者的保留率，

如Ｙｏｕｎｇ等［２１］开展了一项为期１２周、基于社交媒体的艾滋病预
防干预研究，使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法招募ＭＳＭ，参与者被要求
完成一次基线调查和两次随访调查（干预结束时和干预后１年），
结果显示，线上参与者完成所有调查的几率几乎翻了一番。Ｎｅｌｓｏｎ
等［２０］对美国１４岁～１８岁的ＭＳＭ进行了访谈，参与者认为，招募广
告应使用彩色或明亮的图片、熟悉的词语和有关薪酬的信息来描

述；调查长度应少于２０分钟；适度的薪酬；应在研究期间发送提醒
参与者调查长度和内容及薪酬的信息，以增加保留率。

３２　信息监控
社交媒体提供的大数据已被尝试用于提取、分析和远程监控

艾滋病危险行为、艾滋病预防和检测行为等。Ｙｏｕｎｇ等［２２］在线收

集并过滤Ｔｗｉｔｔｅｒ信息中与艾滋病危险行为有关的关键词（如性
行为和毒品使用等），共提取９８００多个地理定位Ｔｗｉｔｔｅｒ信息，并
绘制艾滋病危险通信位置图，然后与美国艾滋病分布图中的艾滋

病病例数据合并，结果表明艾滋病危险信息数量与艾滋病病例呈

显著正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Ｎｉｅｌｓｅｎ等［３３］于

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收集了来自巴西的Ｔｗｉｔｔｅｒ信息，并通
过４类关键词进行过滤，包括歧视、艾滋病预防、ＨＩＶ检测和艾滋
病活动，结果显示在整个时期内负面的歧视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

没有太大的变化；艾滋病预防信息的数量在巴西国际足联世界杯

期间（２０１４年６月至７月）保持稳定，９月至１０月的预防信息活
跃度较高，直至１２月１日即世界艾滋病日达到最高峰；每月的
ＨＩＶ诊断测试次数和每月的有关ＨＩＶ检测的Ｔｗｉｔｔｅｒ信息数量之
间存在中度正相关（ｒ＝０３９）；在ＨＩＶ流行率较高的地区，与ＨＩＶ
有关的Ｔｗｉｔｔｅｒ信息数量也更高。
３３　艾滋病预防

社交媒体有助于提高艾滋病预防工作的成效，特别是在安

全套使用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Ｓｕｎ等［３７］在香港大学生中开

展了一项由同龄人主导的社交媒体干预，干预材料是由一群经

过培训的同伴教育者按照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开发，结果
显示，与传统社交方式相比，参与者报告了更令人满意的在线体

验和更高水平的在线访问频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安全套使用态度对比，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行
为技能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显著改善。Ｂｕｌｌ
等［５］开展了一组随机对照试验，干预组通过网络、报纸广告和

面对面的方式找到个体（种子），个体被要求招募３个朋友，这
些朋友又招募到新的朋友，１颗种子和３波朋友组成友谊网，然
后每个友谊网络被随机分配到１个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组群，接受与性健
康有关的主题教育，每周１个主题，包括性经历的沟通、对健康
关系的期望、安全套使用协商技能和使用技能等，对照组浏览与

性健康无关的时事新闻，均持续８周，结束时干预组使用避孕套
的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ｅ
ｌｕｔｉｕ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Ｃ等［１１］测试了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提供在线聊天干
预以减少高危青年 ＭＳＭ无套肛交和物质使用的效果，参与者
完成了长达８个１小时的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的在线
聊天干预课程，在３个月的随访中，参与者减少了使用毒品和饮
酒的天数、无套肛交（包括在毒品和酒精的影响下）的次数以及

增加了艾滋病相关知识。

３４　ＨＩＶ检测
社交媒体可用于开发促进 ＨＩＶ检测的干预材料或方法，如

Ｚｈａｎｇ等［４２］通过社交媒体采用创造性贡献竞赛（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ｏ
ｒｙｃｏｎｔｅｓｔｓ，ＣＣＣ）的形式让公众参与制作宣传ＨＩＶ检测的短视频；
Ｔａｎｇ等［４３］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将从三个大型中文ＭＳＭ社交
网站招募的７２１名ＭＳＭ和变性人随机分入两种视频干预方法中的
一种，众包视频是通过ＣＣＣ开发的，循证健康营销视频则是由专家
设计的，结果显示，众包视频（３７％）和循证健康营销视频（３５％）带
来的ＨＩＶ检测率相似，且众包视频成本更低。

社交媒体可用于建立同伴领导的、促进ＨＩＶ检测的虚拟交
流社区，如Ｙｏｕｎｇ等［７，３２］开展ＨＯＰＥ（ＨａｒｎｅｓｓｉｎｇＯｎｌｉｎｅＰｅｅｒＥｄ
ｕｃａｔｉｏｎ）项目，首先利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培训同伴教育者，然后将同伴
教育者随机分配至Ｆａｃｅｂｏｏｋ组群传递ＨＩＶ相关信息，干预时间
为１２周，研究显示 ＨＯＰＥ项目有效地增加了秘鲁和美国 ＭＳ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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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的ＨＩＶ检测率；一项基于互联网舆论领袖（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ｐｏｐｕｌ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ｌｅａｄｅｒ，ｉＰＯＬ）的干预研究［３６］与Ｙｏｕｎｇ等类似，ＩＰＯＬ组通
过互联网舆论领袖和社交媒体平台传播 ＨＩＶ相关信息，并对
ＭＳＭ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回复，对照组采用网站教育，在６
个月的随访中，干预组的ＨＩＶ检测率高于对照组１，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４３８９％ ：２２３１％，Ｐ＜０００１）。

社交媒体可用于提供ＨＩＶ检测服务，如英国开展了一项在
线服务，通过多家同性恋社交网站上的宣传横幅，邀请用户匿

名评估ＨＩＶ感染风险，并提供免费的ＨＩＶ口腔唾液或血液自检
试剂盒，结果１７３６１名受试者完成风险自评，其中５０％有 ＨＩＶ
感染风险；返回的５６９６个测试试剂盒中，１２１人有反应性样本，
８２人被确诊，１４人已经知道他们的诊断［２６］。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州利用社交媒体来推进一种弹出式快速ＨＩＶ检测模式，即
将检测信息和服务提供给目标人群，该运动提高了ＭＳＭ对ＨＩＶ
检测的接受［３１］。美国纽约利用社交媒体提供 ＨＩＶ阳性者性伴
侣告知服务，即通知新近被诊断为ＨＩＶ阳性者的性伴侣并告知
其接触情况，在被通知者中有３４％进行了ＨＩＶ检测［２３］。

３５　ＨＩＶ阳性者的照护和支持
社交媒体有助于提高 ＨＩＶ阳性者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ａｎｔｉｒｅｔｒｏｖｉｒ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ＲＴ）依从性和社会支持。Ｈｏｒｖａｔｈ等［６］

描述了一项名为“与我一起成长”（ｔｈｒｉｖｅｗｉｔｈｍｅ，ＴＷＭ）的在线
同伴互助干预项目，将过去一个月中自我报告ＡＲＴ依从性不佳
的ＨＩＶ阳性的同性恋或双性恋男性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接受
常规护理，ＴＷＭ组在线接收和分享关于艾滋病和服用抗逆转录
病毒药物的信息，ＴＷＭ组中吸毒者报告的总体 ＡＲＴ依从性显
著高于对照组。Ｔａｎｎｅｒ等［１３］开发了基于社交媒体的 ｗｅＣａｒｅ干
预项目，ｗｅＣａｒｅ利用了年轻 ＭＳＭ常用的社交媒体，包括 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和男同性恋交友软件，并针对每个参与者的社交媒体偏好
进行调整，同时针对每个参与者的具体情况（如年龄、病程、照

护方面的挑战等）、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和赋权理论与每个参与

者进行单独沟通，改善了 ＭＳＭ的护理联系和保留，提高了 ＨＩＶ
阳性者的 ＡＲＴ治疗依从性和病毒抑制率。Ｇａｙｓｙｎｓｋｙ等［８］将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小组整合到一个为 ＨＩＶ阳性年轻人提供治疗的项目
中，对１５个月内出现在Ｆａｃｅｂｏｏｋ小组页面上的３８３８篇帖子和
评论中可观察到的互动类型和频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积极的

互动经常被观察到，特别是社会化（２４８％）、善意的玩笑
（２０２％）和提供社会支持（１５１％），情感支持是最常见的支持
寻求类型，而自尊支持是最常见的支持提供形式，研究表明 Ｆａ
ｃｅｂｏｏｋ小组可为ＨＩＶ阳性者提供积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互动。
-

　艾滋病领域应用社交媒体的挑战
在实施社交媒体干预方面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主要涉及伦

理问题，如参与者的隐私和保密［１，４１，４４］。社交媒体招募过程涉

及研究者、参与者和服务提供商３方参与，如果参与者对招募感
兴趣的话，点击招募广告的行为可在服务平台上留下可识别的

信息，并可能被第３方公司用于其他目的，这些都是发生在研究
者发起正式知情同意程序之前。因此，Ｃｕｒｔｉｓ［４５］对研究人员提
出了最佳的实践建议来保护招募和干预过程中参与者的隐私

权，主要包括：①数据收集应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之外的安全互
联网网站进行，数据只能供研究团队访问；②随时了解社交媒
体平台和广告商的隐私和保密政策及服务条款，以及第３方公
司在招募过程中计划使用的功能，研究人员应联系这些公司，

要求删除与研究有关的任何信息；③根据国际和国家要求收集

和储存健康信息；④如果允许参与者将信息发布到研究平台，每
日多次审查发布内容，及时删除可识别或不适当的信息；⑤可使
用离线技术来实现年龄验证和用户认证。

.

　结语
社交媒体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艾滋病领域，参与者超越了

地理位置、年龄、性别、性取向、ＨＩＶ感染状态的限制，且社交媒
体在艾滋病研究领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招募和

保留研究对象、开展艾滋病监控、提高艾滋病预防、检测、治疗和

护理成效，未来的研究可侧重于这种方法的长期有效性和成本

效益并积极探索和扩大社交媒体干预在中低收入国家和其他

关键人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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