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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晚期前列腺癌患者血清 ＰＳＡ水平变化以及不同内分泌治疗方案的治疗效果。
方法　 选取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当阳市人民医院诊治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１１９例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内分泌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ＩＨＴ组（６３例）和ＣＨＴ组（５６例）。对比两组患者在内分泌治疗后的 ＰＳＡ水
平变化、临床疗效、药物不良反应以及生存质量状况。结果　ＨＩＴ组患者在治疗后６个月的血清ＰＳＡ水平明
显高于ＣＨ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治疗后１２个月、１８个月以及２４个月的血清
ＰＳＡ水平均未见显著差异（Ｐ＞００５）。ＩＨＴ组患者的排尿症状、治疗相关症状及性功能等方面评分明显优
于ＣＨ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在肠道症状、骨痛方面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ＩＨＴ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０６３％，明显高于ＣＨＴ组（４４６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ＩＨＴ组及 ＣＨＴ组患者的３年生存率分别为８０９５％、７６１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ＩＨＴ组患者的出现进展以及处于去势抵抗的比例分别为２３８１％、１９０５％，均明显低于 ＣＨＴ组（分
别为３９６８％、４１２７％），差异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行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后，晚期前列腺的
血清ＰＳＡ水平逐渐趋于正常，能够获得与持续性内分泌治疗相同的临床疗效。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因其较低
的药物不良反应能够使患者的的生存质量状况得到显著改善。

【关键词】　晚期前列腺癌；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间歇性内分泌治疗；持续性内分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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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临床上最为常见的泌尿系统恶性肿瘤，由于前
列腺位置较为隐蔽，且缺乏特异性的肿瘤检测手段，因而多数

患者在确诊时已处于晚期［１］。内分泌治疗作为目前治疗晚期

前列腺癌的常用治疗方案，约有９０％的患者选择持续性内分泌
治疗方案（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ＨＴ），即持续不间断地
在最大程度上进行雄激素阻断治疗）进行治疗［２］，治疗效果良

好。

据相关研究结果证实，持续性内分泌治疗并不能延长晚期

前列腺患者的生存时间，也不能阻止前列腺癌由激素依赖型向

非激素依赖型发展［３］。此外，由于持续性的药物治疗往往还会

给患者带来一系列的药物不良反应，不仅对患者的生存质量水

平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经济负

担。

为了延缓雄激素非依赖型前列腺癌的出现，改善患者生存

质量和生存时间，临床上提出了间歇性内分泌治疗（ｉｎｔｅｒｍｉｔｔｅｎｔ
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ＨＴ）这一新的雄激素阻断治疗策略。其治疗
模式为：行雄激素阻断治疗使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降至预定水平，持续治疗一段时间后停止
治疗进入间歇期，之后根据其病情进展情况（血清 ＰＳＡ水平出
现回升等）再次进入治疗期［４］，如此反复，以一个治疗期和一个

间歇期为一个治疗周期。

本研究对行ＩＨＴ和 ＣＨＴ两种不同治疗方案的晚期前列腺
癌患者进行对比性分析，并对其血清 ＰＳＡ水平变化动态观察，
旨在为晚期前列腺癌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０９年２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当阳市人民医院诊治的晚
期前列腺癌患者１１９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临床症状包括尿
频、尿痛、排尿困难或无明显症状仅血清 ＰＳＡ水平异常升高。
纳入标准：①Ｂ超引导下经直肠前列腺穿刺活检明确诊断为晚
期前列腺癌，ＴＮＭ分期为Ⅲ期、Ⅳ期；②治疗前均为雄激素依赖
型前列腺癌患者；③首次行雄激素阻断治疗，无既往雄激素阻
断治疗史；④随访治疗时间超过３６个月。排除标准：①治疗前
为原发性激素抵抗型前列腺癌者；②内分泌治疗禁忌者。按照
上述患者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 ＩＨＴ组（６３例）和 ＣＨＴ组（５６
例），两组患者在一般资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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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经当阳市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与患者本人或家属签署治疗相关

的知情同意书。

１２　方法
确诊后两组患者均给予最大限度的雄激素阻断治疗：口服

比卡鲁胺（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１３５３５，生产企业：上海复旦
复华药业有限公司，规格：５０ｍｇ／ｓ），每次５０ｍｇ，每日１次；经皮

下注射的方式给予戈舍瑞林（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６００９１，
生产企业：ＡｓｔｒａＺｅｎｅｃａＵＫＬｉｍｉｔｅｄ，规格：３６ｍｇ／支），每次
３６ｍｇ，每４周１次。连续治疗３个月后，两组患者停止抗激素
治疗。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比较

一般资料 ＩＨＴ组（ｎ＝６３） ＣＨＴ组（ｎ＝５６）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６４７４±７１６ ６４８９±７２２ ０１１３６ ０９０９７

体重（ｋｇ） ６３０９±８３４ ６３１１±８４６ ００１３０ ０９８９７

ＴＮＭ分期

　Ⅲ期 ３８（６０３２） ３５（６２５０） ００５９６ ０８０７２

　Ⅳ期 ２５（３９６８） ２１（３７５０）

ＰＳＡ

　≥２０ｎｇ／ｍｌ ４１（６５０８） ３８（６７８６） ０１０２５ ０７４８８

　＜２０ｎｇ／ｍｌ ２２（３４９２） １８（３２１４）

Ｇｌｅａｓｏｎ

　≥７分 ４３（６８２５） ３９（６９６４） ００２６７ ０８７０２

　＜７分 ２０（３１７５） １７（３０３６）

ＣＨＴ组患者给予持续性内分泌治疗，口服比卡鲁胺，每次
５０ｍｇ，每日 １次，皮下注射戈舍瑞林，每次３６ｍｇ，每４周１次。
不间断地对患者进行用药治疗，治疗期间对患者的各项生理指

标进行监测，并对其药物不良反应进行观察。当疗效欠佳或出

现严重药物不良反应时，立即进行详细检查，判断患者肿瘤有无

进展，以决定是否继续治疗。

ＩＨＴ组患者采用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包括多个治疗周期，每
个治疗周期由治疗期和间歇期组成，治疗用药方案与ＣＨＴ组相
同。治疗期间对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变化进行动态监测，当用
药治疗至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低于０２ｎｇ／ｍｌ时，维持治疗１个
月～３个月后停药进入间歇期，之后每月对患者的血清 ＰＳＡ水
平进行定期检测，若其水平超过４ｎｇ／ｍｌ，再次启动内分泌治疗
进入治疗期，直至ＰＳＡ水平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时停药，以此为
循环，直至患者出现雄激素非依赖后停止治疗。

雄激素非依赖的判断标准：治疗期间血清ＰＳＡ水平连续两
次高于基线水平的５０％（两次检测之间间隔超过２周），或经影
像学检查证实肿瘤出现进展（发现新生骨骼转移灶、淋巴或局

部转移），患者睾酮水平维持在去势水平。出现上述情况时立

即停止雄激素阻断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于治疗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和２４个月分别对两组患

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进行检测，观察两组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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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ＥＯＲＴＣ）制定的前列腺特
异性生存质量量表（ＱＬＱＰＲ２５）对两组患者的生存质量水平进
行量化评价，具体包括尿路症状、肠道症状、治疗相关症状、性功

能以及骨痛５个方面。通过门诊以及住院患者自行填写量表或
电话联系患者代为填写的方式进行调查，ＣＨＴ组患者于每治疗
后１年收集一次数据，ＩＨＴ组患者于每治疗后１个周期收集一
次数据。将所有量表结果转换为百分制后，取平均值作为最终

结果。

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出现的各项不良反应发生

情况，包括潮热、体能下降、贫血、认知改变、骨质疏松等。并对

两组患者进行随访跟踪调查，计算其３年生存率、出现进展以及
处于去势抵抗的比例。

１４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中各项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进行统计学处理，其中计

量资料采用平均值±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的形式表示，数据比较
采用双侧 ｔ检验进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数［ｎ（％）］的形式表
示，数据比较则卡方检验进行，对比结果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变化

治疗后６个月，ＨＩＴ组患者的血清 ＰＳＡ水平明显高于 ＣＨＴ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在治疗后
１２个月、１８个月以及２４个月的血清 ＰＳＡ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情况比较［ｎｇ／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后

６个月 １２个月 １８个月 ２４个月

ＩＨＴ组 ６３ ９４６±１４３４０８±０４１３０３±０２２２８９±０１７

ＣＨＴ组 ５６ ６１９±１０８３９６±０３７２９７±０１９２９１±０１９

ｔ值 １３９３７６ １６６８１ １５８２５ ０６０６１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８０ ０１１６２ ０５４５６

图１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水平变化

２２　两组患者的ＱＬＱＰＲ２５量表评分情况
ＩＨＴ组患者的排尿症状、治疗相关症状及性功能等方面评

分明显优于ＣＨＴ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患者肠道症状、骨痛方面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ＱＬＱＰＲ２５量表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排尿症状 肠道症状 治疗相关症状 性功能 骨痛

ＩＨＴ组 ６３ ２３８４±６１６ ２１４１±６４６ １３８７±３７６ ９５３±１６４ １８６２±６４９

ＣＨＴ组 ５６ ３１２２±８３３ ２３０９±７５５ １８６４±４４８ １３１８±２３３ ２００３±６７４

ｔ值 ５５３３９ １３０８０ ６３１２８ ９９６５３ １１６１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９３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７７

２３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出现的各项不良反应情况
治疗期间，ＩＨＴ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２０６３％，明显

高于ＣＨＴ组患者（４４６４％），组间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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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治疗期间两组患者的各项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潮热 体能下降 贫血 认知改变 骨质疏松 不良反应发生率

ＩＨＴ组 ６３ ２（３１７） ４（６３５） ４（６３５） ２（３１７） １（１５９） １３（２０６３）

ＣＨＴ组 ５６ ４（７１４） ６（１０７１） ９（１６０７） ３（５３６） ３（５３６） ２５（４４６４）

χ２值 ０９７５１ ０７３３９ ２８７９８ ０３５０９ １２９７１ ７８６１７

Ｐ值 ０３２３４ ０３９１６ ００８９７ ０５５３６ ０２５４７ ０００５０

２４　两组患者的随访调查情况
ＩＨＴ组及 ＣＨＴ组患者的 ３年生存率分别为 ８０９５％、

７６１９％，差异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ＨＴ组患者的出现
进展以及处于去势抵抗的比例分别为２３８１％、１９０５％，均显
著低于ＣＨＴ组（分别为３９６８％、４１２７％），差异比较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的疾病发展情况［ｎ（％）］

组别 例数 进展例数 处于去势抵抗例数 ３年生存率

ＩＨＴ组 ６３ １５（２３８１） １２（１９０５） ５１（８０９５）

ＣＨＴ组 ５６ ２５（３９６８） ２６（４１２７） ４８（７６１９）

χ２值 ５７６６４ ６４２１３ ０４８０８

Ｐ值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１３ ０４８８１

#

　讨论
通常情况下，前列腺癌的疾病进展比较缓慢，多数患者可

长期带瘤生存。因此，对于晚期前列腺癌患者来说，尽可能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是其治疗的主要目的［５６］。由于前列腺癌的发

病机制与雄激素受体、双氢睾丸酮结合前列腺细胞分裂而导致

癌变有关，因此，可通过内分泌治疗来达到抑制前列腺癌细胞

增长的目的［７］。

持续性内分泌治疗作为目前治疗晚期前列腺患者的主要

治疗手段，通常选用比卡鲁胺配合戈舍瑞林进行治疗。比卡鲁

胺能够通过与雄激素受体竞争性结合，以减少细胞核内的双氢

睾酮［８］，从而抑制前列腺癌的进一步发展；而戈舍瑞林通过作

用于下丘脑系统，以诱导垂体阻滞促黄体生成激素和黄体生成

素，从而降低血清中的睾酮含量［９］。比卡鲁胺配合戈舍瑞林进

行协同治疗，能够有效抑制前列腺癌的发展，治疗效果较为显

著，患者的中位生存期在２年 ～５年左右［１０］。然而由于采用比

卡鲁胺、戈舍瑞林等药物进行雄性激素阻断治疗属于姑息性治

疗，治疗期间往往会出现体能下降、乏力、骨密度下降等多种药

物不良反应，对患者的生存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间歇性内分泌治疗与持续性内分泌治疗的不同点在于间

歇性治疗期间，当血清ＰＳＡ水平降至０２ｎｇ／ｍｌ以下时暂时停止
治疗。之后定期复查其血清ＰＳＡ值，待其血清ＰＳＡ值回升至一
定临界值后继续进行内分泌治疗［１１１２］。从本研究结果来看，行

间歇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后６个月的血清 ＰＳＡ水平明
显高于行持续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而两组患者在治疗后１２个
月、１８个月以及２４个月的血清 ＰＳＡ水平均未见显著差异。由
此可见，持续性内分泌治疗比间歇性内分泌治疗能够更加快速

地使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血清ＰＳＡ恢复至正常水平，然而两种

治疗方式在长时间控制血清ＰＳＡ水平上效果相当。
据相关研究结果证实，行间歇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在治疗

过程中有４０％～５０％的间歇时间［１３１５］，这就能在极大程度上减

少内分泌治疗对患者生理以及心理的影响，使患者有一段自行

恢复的时间，从而有效地降低了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证实，行间歇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其药物不良反应

为２０６３％，明显高于行持续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４４６４％）。
同时，行间歇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在 ＱＬＱＰＲ２５量表评分中排
尿症状、治疗相关症状及性功能等方面评分均明显优于持续性

内分泌治疗的患者。上述结果提示间歇性内分泌治疗较持续性

内分泌治疗，能够显著降低因内分泌治疗而造成的药物不良反

应，从而有效改善其生活质量［１６］。

此外，从本研究对两组患者的随访调查结果中还能看出，行

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及持续性内分泌治疗患者的３年生存率分别
为８０９５％、７６１９％，两组患者之间未见有显著性差异，可见这
两种治疗方案的远期疗效基本相同。同时，行间歇性内分泌治

疗的患者中出现进展以及处于去势抵抗的比例分别为

２３８１％、１９０５％，显著低于行持续性内分泌治疗的患者。分析
原因，可能是由于而间歇性内分泌治疗在雄激素抑制中断后，能

够使存活的肿瘤细胞可进入正常的分化途径从而恢复凋亡能

力，从而推迟进入激素非依赖性细胞的进程［１７１８］。

总之，晚期前列腺患者在接受内分泌治疗后的血清 ＰＳＡ水
平逐渐下降并最终回归至正常水平，间歇性内分泌治疗能够获

得与持续性内分泌治疗同样的远期疗效。然而间歇性内分泌治

疗能够显著降低药物不良反应，使患者的生存质量状况得到显

著改善，值得在临床上积极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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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Ｉ１基因对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迁移、侵袭
和增殖的调控机制
田子阳△　冯伟　朱元全　李胜斌
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１１

【摘要】　目的　探究ＨＡＩ１基因对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迁移、侵袭和增殖的调控机制。方法　培养前
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和ＭＲＣ５人成纤维细胞，构建逆转录病毒表达系统，用活性逆转录病毒原液转导ＭＲＣ５
细胞，用酵母表达系统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检测ＨＡＩ抑制 ＨＧＦ的影响和调节癌症转移的潜力。构建在人
成纤维细胞系中诱导ＨＡＩ表达的逆转录病毒表达系统，检测生物活性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ＧＦ）的表达和活
性。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的转移影响。合成了重组ＨＡＩ蛋白。检测重组ＨＡＩ的抑制成纤维细胞介导的前
列腺癌侵袭。利用核酶转基因研究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系中消除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表达对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
细胞的迁移，增殖和侵入的影响。结果　对照组平均侵入２３１±３９的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培养的野生
型和ＭＲＣ５ＣＯＮＴＲＯＬ成纤维细胞在体系中产生大量活性 ＨＧＦ，与对照相比，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水平增
加。ＨＧＦＡ抑制剂能单独地够将由成纤维细胞产生的活性ＨＧＦ水平降低５０％。同时工作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
２抑制了７５％ＨＧＦ产生。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系的 ＨＡＩ１或 ＨＡＩ２的损失导致这些细胞中的加速生长。
结论　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系中消除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表达显著增强了这些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的迁移，增
殖和侵入能力。

【关键词】　肝细胞生长因子；前列腺癌；迁移、侵袭和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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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ＧＦ在促进肿瘤侵袭和转移方面具有公认的作用，因为该
因子表现出刺激多种肿瘤细胞中的增殖，解离，迁移和侵入的

能力，并且也是有效的血管生成因子［１３］。肿瘤细胞可以产生

ＨＧＦ［３８］。ＨＧＦ水平也显示出与疾病进展相关［９１０］。ＨＧＦ的免
疫反应水平是比淋巴结转移更强的独立预测复发和生存的指

标［１１］。肿瘤细胞与其周围基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调节肿

瘤侵袭和转移的侵袭性方面起关键作用［１２１４］。ＨＧＦ由基质成
纤维细胞合成并释放为无活性的前体ＨＧＦ，并且需要位点特异
性切割才能起到生物活性细胞因子的作用［１５１６］。许多蛋白酶

具有ＨＧＦ转化特性，但最初的因子是称为ＨＧＦ激活剂（ＨＧＦＡ）
的丝氨酸蛋白酶［１７］。肝脏是体内 ＨＧＦＡ的主要来源［１８］。ＨＧＦ
的这种激活作用是控制ＨＧＦ在癌症转移中的影响的关键步骤。
因此，抑制 ＨＧＦ的转化可能会限制 ＨＧＦ的有效作用。ＨＧＦＡ
抑制剂包括１型和２型（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１９］。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
是ＨＧＦ作用的调节剂，故可限制 ＨＧＦ对肿瘤细胞的促转移作
用［２０２１］。ＨＡＩ１的Ｋｕｎｉｔｚ结构域１也表现出有力地抑制参与癌
症转移的多种其他丝氨酸蛋白酶（包括蛋白裂解酶，蛋白酶，血

浆激肽释放酶和胰蛋白酶）的作用的能力［２２２４］。其他因子具有

ｐｒｏＨＧＦ转化能力，包括亲转移因子，如蛋白裂解酶，蛋白酶和
尿激酶型纤溶酶原激活剂［２５２７］。本研究即使用核酶转基因来

消除人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系中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的表达，以进
一步证明这些因子在癌症进展中的意义。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细胞系和培养

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和 ＭＲＣ５人成纤维细胞从 ＥＣＡＣＣ
处获取。

１２　逆转录病毒表达系统的构建
使用Ｈｅｒｃｕｌａｓｅ增强聚合酶混合物（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ｎｅ，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分别从ＬＮＣＡＰ和 ＨＴ１１５人癌细胞系获得全长人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ｃＤＮＡ，其具有３’５’酶读数。使用电穿孔（Ｆｌｏｗ
ｇｅｎ，Ｌｉｃｈｆｉｅｌｄ，ＵＫ），用 ｐＲｅｖＴｅｔＯｎ（选择标记新霉素）或 ｐＲｅ
ｖＴＲＥ１ＨＡＩ１（或ＨＡＩ２）（潮霉素抗性）转染ＰＴ６７包装细胞系。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ＲＴＰＣＲ主要细节

　　　　名称 方向 　　　　　　　　　　　　序列

β肌动蛋白 向前 ＡＴＧＡＴＡＴＣＧＣＣＧＣＧＣＴＣＧＴＣ

β肌动蛋白 倒退 ＣＧＣＴＣＧＧＴＧＡＧＧＡＴＣＴＴＣＡ

ＨＡＩ１ 向前 ＡＴＧＴＧＣＣＴＣＧＣＡＴＣＣＡＡＣ

ＨＡＩ１ 倒退 ＴＣＡＧＡＧＧＧＧＣＣＧＧＧＴＧＧＴＧＴ

ＨＡＩ２ 向前 ＡＴＧＧＣＧＣＡＧＣＴＧＴＧＣＧＧＧＣ

ＨＡＩ２ 倒退 ＴＣＡＣＡＧＧＡＣＡＴＣＴＧＴＧＴＴＣ

ＨＡＩ１（包含ＳｎａＢ１点） 向前 ＧＡＴＴＡＣＧＴＡＴＧＣＣＴＣＧＣＡＴＣＣＡＡＣ
ＨＡＩ１（包括ＥｃｏＲＶ点） 倒退 ＧＡＴＧＡＴＡＴＣＴＡＣＧＡＧＧＧＧＣＣＧＧＴＧＧＴＧＴ
ＨＡＩ２（包含ＳｎａＢ１点） 向前 ＧＡＴＴＡＣＧＴＡＡＴＧＧＣＣＧＣＡＧＣＴＧＴＧＣＧＧＧＣ
ＨＡＩ２（包括ＥｃｏＲＶ点） 倒退 ＧＡＴＧＡＴＡＴＣＴＣＡＣＡＧＧＡＣＡＴＡＴＧＴＧＴＴＣ
ＨＡＩ１（核酶） 向前 ＣＴＧＣＡＧＧＧＣＣＧＡＧＣＧＴＧＣＡＣＡＧＡＡＧＣＣＡＣＡＡＧＧＣＣＴＧＡＴＧＡＧＴＣＣＧＴＧＡＧＧＡ

ＨＡＩ１（核酶） 倒退 ＡＣＴＡＧＴＣＣＴＣＧＣＣＣＣＧＧＣＣＧＧＣＡＴＣＣＣＴＧＣＧＴＴＴＣＧＴＣＣＴＣＡＣＧＧＡ

ＨＡＩ２（核酶） 向前 ＣＴＧＣＡＧＡＧＧＡＧＣＡＧＧＧＡＴＣＣＣＡＧＣＡＧＧＧＣＧＡＣＴＧＡＴＧＡＧＴＣＣＧＴＧＡＧＣＡ

ＨＡＩ２（核酶） 倒退 ＡＣＧＡＧＴＴＧＣＧＧＧＣＴＧＡＧＧＣＧＧＡＧＣＣＧＧＧＣＧＴＴＴＴＴＣＧＴＣＣＴＣＡＣＧ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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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用活性逆转录病毒原液转导ＭＲＣ５细胞
用 ｐＲｅｖＴｅｔＯｎ和 ｐＲｅｖＴＲＥ１ＨＡＩ１，ｐＲｅｖＴｅｔＯｎ和 ｐＲｅ

ｖＴＲＥ１ＨＡＩ２或ｐＲｅｖＴｅｔＯｎ和ｐＲｅｖＴＲＥ共转导 ＭＲＣ５（成功转
导４０６０％汇合）４８小时。在培养期间还加入聚凝胺（４μｇ／ｍｌ）
以帮助感染。在平原培养基中再培养２４小时后，用含有新霉素
（１００μｇ／ｍｌ）和潮霉素（１００μｇ／ｍｌ）的选择培养基处理细胞，以
建立ｐＲｅｖＴｅｔＯｎ和表达阳性染色。在成功鉴定双阳性细胞之
后，将细胞在维持培养基（新霉素 ２５μｇ／ｍｌ和潮霉素 ２５μｇ／
ｍｌ）中常规培养。
１４　用酵母表达系统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

在体外检查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抗癌特性，采用多拷贝毕赤
酵母表达系统（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Ｐａｉｓｌｅｙ，ＵＫ）来产生大量的重组ＨＡＩ１
和ＨＡＩ２蛋白。使用 Ｈｉｆｉｄｅｌｉｔｙ扩增试剂盒（ＡＢｇｅｎｅ，Ｓｕｒｒｅｙ，
ＵＫ）从反转录病毒载体（含有合适的ＨＡＩ插入片段）扩增ＨＡＩ１
和ＨＡＩ２序列，并加入合适的ＳｎａＢ１和ＥｃｏＲＶ限制性位点的引
物。随后将产物克隆到ｐＰＩＣ９Ｋ质粒载体中。将ＨＡＩ１和ＨＡＩ
２连接到应答载体后，将这些构建体转化到化学感受态细菌中。
在用电穿孔（４５０伏）到 ＫＭ７１酵母菌株（３１ｇ）中之前，将含有
ｐＰＩＣ９Ｋ１ＨＡ１或对照质粒用Ｓａｌ１线性化。
１５　逆转录聚合酶链式反应

用反转录试剂盒（Ｓｉｇｍａ，Ｐｏｏｌｅ，Ｄｏｒｓｅｔ，ＵＫ）制备 ｃＤＮＡ，占
总ＲＮＡ０２５μｇ。使用 β肌动蛋白来验证 ＤＮＡ的质量。ＰＣＲ
在ＧｅｎｅＡｍｐＰＣＲｓｙｓｔｅｍ２４００热循环仪（ＰｅｒｋｉｎＥｌｍｅｒ，Ｎｏｒｗａｌｋ，
ＣＴ）中进行。然后将ＰＣＲ产物加载到０８％琼脂糖凝胶上并电
泳分离。溴化乙锭染色后，在紫外光下观察凝胶。

１６　生物活性ＨＧＦ的生物测定分析
将ＭＤＣＫ细胞以５０００个细胞／孔的密度接种到２个９６孔

板上并温育６小时。然后将转导的和野生型 ＭＲＣ５成纤维细
胞上清液的系列稀释样品与重组人 ＨＧＦ标准品一起加入到细
胞中孵育２４小时。
１７　共培养肿瘤侵袭实验，研究ＨＧＦ的生物活性

两个２４孔板接种 １００００个每组不同的转导的 ＭＲＣ５细
胞，以及野生型ＭＲＣ５细胞作为对照［２８］。然后将用５０μｇ／插入
Ｍａｔｒｉｇｅｌ（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Ｂｅｄｆｏｒｄ，ＭＡ）预包被的
聚碳酸酯滤器插件（孔径８μｍ）（Ｂｅｃｔｏｎ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Ｌａｂｗａｒｅ，Ｏｘ
ｆｏｒｄ，ＵＫ）插入孔中并加入１０，０００个ＭＤＡＭＢ２３１癌细胞。然
后将该共培养系统温育７２小时，然后将细胞固定并染色。
１８　使用核酶转基因敲除或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表达

使用表 Ｉ中所述的引物使用降落 ＰＣＲ产生特异性靶向
ＨＡＩ１或ＨＡＩ２的核酶。得到的正确的插入物被纯化并克隆到
ｐＥＦ６／Ｖ５ＨｉｓＴＯＰＯ载体中，然后电穿孔到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
胞系中。

１９　增殖、迁移和侵袭能力检测
１９１　增殖测定　将修饰的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以７０００个
细胞／孔的密度接种在９６孔板中，并在３７℃温育７２小时。向
细胞中加入 ＭＴＴ（２００μｇ／孔）并在 ３７℃温育 ４小时，然后用
Ｔｒｉｔｏｎ（１０％）裂解细胞。用平板读数仪测定释放的颜色的强度，
给出吸光度单位的值，这是细胞数量的代表。

１９２　伤口／迁移测定　将不同的细胞类型以５０，０００／孔的密
度接种到２４孔板中并使其达到汇合。然后用细针头刮下细胞

层以产生约２００ｌｍ的伤口，加入处理后，监测细胞运动特性并在
视频上记录１００分钟。使用运动分析软件（Ｏｐｔｉｍｕｓ６）评估细
胞迁移。

"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表示；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的 ＬＳＤ检验；计数资料用％
表示，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３１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逆转录病毒系统表达

含有ＨＡＩ的逆转录病毒质粒已成功转染到 ＰＴ６７细胞系
中，被有效地包装以产生感染性的不可复制的病毒，并用于感染

ＭＲＣ５成纤维细胞。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逆转录病毒强制表达

３２　酵母系统生产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蛋白
扩增版本的ＨＡＩ２是完整的 ＨＡＩ２序列的精确拷贝，其大

小为７５９ｂｐ。酵母细胞（菌株 ＫＭ７１）的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蛋白的
产生和分泌通过酵母培养基的过滤和纯化以及随后的蛋白质

印迹来证实。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图２　产生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蛋白

３３　来自表达ＨＡＩ的成纤维细胞的ＨＧＦ活性的生物测定评估
野生型和 ＭＲＣ５ＣＯＮＴＲＯＬ成纤维细胞在上清液中具有

８０ｎｇ／ｍｌ活性ＨＧＦ的范围。转导的成纤维细胞上清液的生物
活性远低于这个水平。ＭＲＣ５ＨＡＩ１＋成纤维细胞产生２０ｎｇ／ｍｌ
活性ＨＧＦ，而ＭＲＣ５ＨＡＩ２＋成纤维细胞产生约１０ｎｇ／ｍｌ。Ｗｅｓｔｅｒｎ
印迹分析证实，ＨＡＩ转导的 ＭＲＣ５细胞不会产生与野生型和
ＭＲＣ５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Ｒ成纤维细胞一样多的生物活性 ＨＧＦ。因
此，这些成纤维细胞中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的存在抑制了 ＨＧＦＡ活
化促ＨＧＦ的天然能力。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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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生物测定评估ＨＡＩ高表达成纤维细胞的ＨＧＦ活性

ＭＲＣ５成纤维细胞 散射的最高稀释度
生物活性ＨＧＦ释放

（ｎｇ／ｍｌ）

ＭＲＣ５野生型 １：１２８ ８０

ＭＲＣ５对照组 １：１２８ ８０

ＭＲＣ５ＨＡＩ１＋ １：３２ ２０

ＭＲＣ５ＨＡＩ２＋ １：１６ １０

图３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分析证实了ＨＧＦ加工的抑制作用

３４　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测定（与 ＨＡＩ修正的成纤维细
胞共培养）

　　前列腺癌 ＬＮａＰ细胞与 ＭＲＣ５成纤维细胞共培养后，由于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存在，系统中活性 ＨＧＦ的水平显著降低。这
些ＨＧＦＡ抑制剂的存在显著地抑制野生型ＭＲＣ５成纤维细胞对
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的影响。具体结果详见图４。

图４　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试验
（与ＨＡＩ修正的成纤维细胞共培养）

３５　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抑制了原ＨＧＦ的活化
ＨＧＦＡ抑制剂能单独地够将由成纤维细胞产生的活性ＨＧＦ

水平降低 ５０％。同时工作的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抑制了 ７５％的
ＨＧＦ产生。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重组ＨＡ１和ＨＡＩ２抑制活化的ＰＲＯＨＧＦ

　　 ＭＲＣ５
成纤维细胞治疗

散射的最高稀释度
上清液中的生物活性

ＨＧＦ（ｎｇ／ｍｌ）

对照组 １：６４ ４０

重组ＨＡＩ１ １：３２ ２０

重组ＨＡＩ２ １：３２ ２０

重组ＨＡＩ１＋ＨＡＩ２ １：１６ １０

３６　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抑制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
对照组显示自发性肿瘤细胞侵袭（３０７±３８）。与 ＭＲＣ５

成纤维细胞共培养的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显示入侵细胞数量
显著增加（６７１±７３）。当ＨＡＩ１或ＨＡＩ２（最终浓度为１０μｇ／
ｍｌ）与ＭＲＣ５细胞组合加入时，侵袭水平显著降低（分别为４１９
±３６和３６６±４４）。在向成纤维细胞（３２７±４０个细胞）中
加入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１０μｇ／ｍｌ）后，观察到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
胞侵入最显著的降低，这组侵袭程度与对照组没有刺激。具体

结果详见图５。

图５　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抑制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

３７　消除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表达显著增加了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
胞的增殖，迁移和侵袭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表达在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中被成功抑
制。来自这些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系的 ＨＡＩ１或 ＨＡＩ２的损
失导致这些细胞中的显著加速生长。ＨＡＩ１ＫＯ和ＨＡＩ２ＫＯ前
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显著更具有侵袭性，与对照组相比，缺乏
ＨＡＩ１或ＨＡＩ２显著增加了细胞迁移以闭合伤口。具体结果详
见图６。
$

　讨论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也可能有效地抑制许多其他亲转移丝氨酸

蛋白酶，因此直接影响肿瘤的扩散［２９３０］。ＮＫ４是ＨＧＦＭｅｔ偶联
的拮抗剂，显示出作为新的抗癌剂的巨大潜力。ＮＫ４是ＨＧＦ的
变体，其竞争性阻断ＨＧＦ与 ｃＭｅｔ受体结合，从而降低 ＨＧ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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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促转移效应［３１３２］。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是２种Ｋｕｎｉｔｚ型丝氨酸
蛋白酶抑制剂。这些抑制剂抑制一系列蛋白酶，最显著的是

ＨＧＦＡ和蛋白裂解酶的影响。ＰｒｏＨＧＦ在其相互作用和随后通
过 ＨＧＦＡ或蛋白酶活化之前作为亲转移因子是无效的［３３３５］。

亲ＨＧＦ向生物活性 ＨＧＦ的转化是 ＨＧＦ调控系统中的关键限
制性步骤，并将在控制转移事件中起关键作用。

野生型ＭＲＣ５成纤维细胞合成前ＨＧＦ，并且还表达ＨＧＦＡ
以容易地将该未成熟因子转化成ＨＧＦ的生物活性形式［３６］。野

生型和空载体对照ＭＲＣ５成纤维细胞产生大约相同水平的生物

活性ＨＧＦ到培养系统中。重要的是，表达 ＨＡＩ的成纤维细胞
产生显著较低水平的活性 ＨＧＦ。在这些 ＭＲＣ５ＨＡＩ１＋和
ＭＲＣ５ＨＡＩ２＋成纤维细胞中，原 ＨＧＦ的实际合成将不被抑制，相
反，产生活性ＨＧＦ所需的原 ＨＧＦ处理已经显著降低。ＨＧＦ前
处理的这种降低可能是由于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抑制 ＨＧＦＡ，蛋白
裂解酶和蛋白酶促ＨＧＦ转化作用的能力所致［３７３８］。促进前列

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的正常肿瘤基质细胞相互作用显著降低
产生ＨＡＩ的成纤维细胞［３９４０］。

图６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敲除研究：（ａ）消除ＨＡＩ的ＲＴＰＣＲ确认；（ｂ）增殖测定；（ｃ）入侵检测；
（ｄ）侵入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的结晶紫染色）；（ｅ）伤口闭合迁移测定



·１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抑制促ＨＧＦ加工的重要性最近在有趣的研究中突出显示，
该研究通过蛋白水解位点中的单个氨基酸取代描述了不可切

割形式的前ＨＧＦ如何在小鼠模型中抑制肿瘤生长和传播［４１］。

因此，ＨＡＩ诱导的 ＨＧＦ活性抑制应导致 ＨＧＦ的前转移影响降
低。为了进一步评估ＨＡＩ功能，采用酵母表达系统来产生重组
ＨＡＩ蛋白。通过这些重组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研究证实了ＨＡＩ作为
潜在的抗癌剂的价值。向培养的成纤维细胞中添加 ｒＨＡＩ１或
者ｒＨＡＩ２显著降低了生物活性ＨＧＦ的产生。ＨＧＦ水平的这种
降低将减少肿瘤转移的冲动。通过共培养入侵测定证明了重

组ＨＡＩ蛋白的潜力。在这个系统中加入ｒＨＡＩ１和ｒＨＡＩ２可显
著降低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这可能是由于这些ＨＡＩ的能
力相互作用和抑制蛋白裂解酶，蛋白酶和 ＨＧＦＡ的侵袭性功
能。因此，这些成纤维细胞促进癌细胞侵袭的天然能力已经通

过加入重组ＨＡＩ蛋白而得到抑制。
ＨＧＦ活性的抑制是由于ＨＧＦ转化蛋白酶和ＨＡＩ抑制剂之

间的平衡的变化。ＨＧＦ激活和 ＨＧＦ活化抑制之间的这种转换
是控制ＨＧＦ的转移影响的关键步骤，并且可以代表限制肿瘤进
展的方法。本研究显示，ＨＡＩ１或 ＨＡＩ２的存在改变了平衡以
有利于抑制ＨＧＦ活性。因此，由于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存在，ＨＧ
ＦＡ，蛋白裂解酶和蛋白酶增强 ＨＧＦ对肿瘤细胞的有效作用的
能力已经被猝灭。重要的是，当组合使用 ｒＨＡＩ１和 ｒＨＡＩ２时，
观察到最有效的抑制前列腺癌ＬＮＣａＰ细胞侵袭。ＨＡＩ２最近证
实了下调蛋白裂解酶基因表达的能力，这也导致人卵巢癌细胞

系的侵入性降低。

核酶转基因系统用于敲低人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系中的
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的表达。ＨＡＩ１或 ＨＡＩ２的损失导致显著更强
烈的癌细胞表型。具有 ＨＡＩ１或 ＨＡＩ２表达敲除的前列腺癌
ＬＮＣａＰ细胞更具侵入性，并且还显示增强的运动性和增殖性。
这种细胞系确实表达蛋白裂解酶，并可能表达其他ＨＡＩ调节的
蛋白水解酶，如ｈｅｐｓｉｎ。已显示失调的蛋白裂解酶和 ｈｅｐｓｉｎ活
性促进癌症进展和转移。本研究证明了ＨＡＩ１和ＨＡＩ２水平降
低与１２０例前列腺癌患者样本队列预后不良相关。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的２个Ｋｕｎｉｔｚ结构域是它们抑制多种丝氨酸蛋白酶的关
键。迄今为止，这些抑制剂的蛋白酶目标的完整列表尚不清楚，

然而，理解这些ＨＡＩ与各种其他丝氨酸蛋白酶如ＨＧＦＡ，蛋白裂
解酶，蛋白酶，血浆激肽释放酶和胰蛋白酶的相互作用将有助

于阐明这些抑制剂的作用和价值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在癌症转移
中的作用。迄今为止，这些抑制剂的蛋白酶目标的完整列表尚

不清楚，然而，理解这些 ＨＡＩ与各种其他丝氨酸蛋白酶如 ＨＧ
ＦＡ，蛋白裂解酶，蛋白酶，血浆激肽释放酶和胰蛋白酶的相互作
用可阐明这些抑制剂的作用和价值 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在癌症转
移中的作用。

综上所述，ＨＡＩ１和 ＨＡＩ２在控制癌症的侵袭性和扩散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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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电切在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前列腺
增生伴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中的运用
俞江　王锡智△　罗斐聎　王博　王翌　季晋东　顾擎　彭立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２８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在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伴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逼
尿肌活动低下患者中的临床运用及治疗效果。方法　４７例ＢＰＨ伴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通过经详细询问病
史、查体、尿动力及影像学等辅助检查后分为两组。Ａ组：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组；Ｂ组：不合并神经源性因素
组。比较两组患者ＴＵＲＰ手术前后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ＩＰＳＳ储尿期及排尿期亚评分、生活质量
评分（ＱＯ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３月时的 ＩＰＳＳ、储尿期及排尿期评分、
ＱＯＬ、Ｑｍａｘ、残余尿量均较术前改善，术前与术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 Ｑｍａｘ手术前
后的改善差值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间 ＩＰＳＳ、储尿期及排尿期评分、ＱＯＬ、残余尿
量改善差值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于经选择的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前列腺增生伴
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ＴＵＲＰ能解除泌尿道梗阻，短期内改善排尿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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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ｎｅｕ
ｒ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ＹＵＪｉ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ｚｈｉΔ，ＬＵＯＦｅｉｙｅ，ＷＡＮＧＢｏ，ＷＡＮＧＹｉ，ＪＩＪｉｎｄｏｎｇ，ＧＵ
Ｑｉｎｇ，ＰＥＮＧＬｉｘｉｎ．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ｕｚｈｏｕＫｏｗｌｏｏ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Ｊｉａｏｔ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ｕｚｈｏｕ２１５０２８，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７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ａｎｄ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ｉｎｑｕｉｒ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ｙａｎ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ｅｒｅｏｆＢＰＨ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
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ｅｒ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ｕｂ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ｖｏｉｄｉｎｇｓｕｂｓｃｏｒ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ＱＯＬ），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
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ＩＰＳ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ｕｂ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ｖｏｉｄｉｎｇｓｕｂｓｃｏｒｅ，
ＱＯＬ，Ｑｍａｘ，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Ｑｍａｘ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ＩＰＳ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ｕｂ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ｖｏｉｄｉｎｇｓｕｂｓｃｏｒｅ，ＱＯＬ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ＵＲＰｃａｎ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ｔｈ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ｖｏｉ
ｄｉｎｇ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ＢＰＨ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年
男性下尿路症状（ｌｏｗ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最常见的病
因，长期膀胱出口梗阻（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ｕｔｌｅｔ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ＢＯＯ）可影响
膀胱逼尿肌功能，甚至引起上尿路积水、肾功能不全等并发症。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ＲＰ）能够解除ＢＯＯ，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经典术式。以往观
点认为ＢＰＨ伴逼尿肌活动低下（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ｕｎｄ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ＤＵ）后

手术治疗效果差［１２］，对于神经源性逼尿肌活动低下伴尿潴留

者则通常采取间断导尿、膀胱造瘘等方法引流尿液。近年来新

的研究表明 ＢＰＨ伴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 ＴＵＲＰ术后排尿症状
改善［３４］。而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ＢＰＨ伴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
在ＴＵＲＰ术后能否获益无相关明确报道。本文对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采用 ＴＵＲＰ治疗 ＢＰＨ合并逼尿肌活
动低下的病例进行了回顾性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到２０１５年６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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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九龙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经尿流
动力学检查证实存在ＤＵ，按入选标准４７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入
选标准：①术前告知存在ＢＰＨ合并 ＤＵ及术后排尿难以改善等
利弊情况，签署知情同意书后纳入本研究，并获得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苏州九龙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同意的患者；②最大
逼尿肌收缩压＜４０ｃｍＨ２０但＞１０ｃｍＨ２０，且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
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１０ｍｌ／ｓ，排除逼尿肌外括约肌协同失
调的患者；③经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
经直肠超声或 ＭＲＩ、前列腺穿刺活检等检查排除前列腺癌的患
者；④排除脊髓完全损伤、尿失禁伴查体肛门括约肌收缩力差、严
重膀胱过度活动（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逼尿肌括约肌协同
失调、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或痴呆等认知力差的患者。通过详细询

问病史、泌尿神经系统查体、血糖及影像学等检查后，１８例患者
合并神经源性因素列入Ａ组，其中腰椎间盘脱出、脊髓不完全损
伤（伴或不伴糖尿病）６例，脑血管病变、脑萎缩、帕金森（伴或不
伴糖尿病）９例，盆腔手术后发病伴糖尿病１例，糖尿病血糖控制
差（糖化血红蛋白＞８％）伴有便秘３例。２９例ＢＰＨ患者排除神
经、内分泌及其他系统疾病因素对逼尿肌影响，列入Ｂ组。两组
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ＰＳＡ、逼尿肌压力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Ａ组 Ｂ组

年龄 ７３５±８４　 ７４３±９０　

前列腺体积（ｍｍ３） ３９９±１４９ ４４０±２０７

ＰＳＡ（ｎｇ／ｍｌ） ４４±４１ ５６±５７
逼尿肌压力（ｃｍＨ２Ｏ） ２３７±１１７ ２６５±１１５

１２　方法
术前采集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

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Ｑｍａｘ、残余尿量。尿动力检查采用
ＭＭＳｓｌｏａｒ尿动力仪。患者取坐位，经尿道置入 Ｆ８双腔膀胱测
压管，经肛门置入腹压测压管。向膀胱内灌注生理盐水进行充

盈期膀胱压力容积测定，至患者尿急不能耐受时嘱患者排尿进

行压力流率测定。两组患者均行 ＴＵＲＰ术。采用全麻或腰麻，
取膀胱截石位，置入Ｆ２６ＳＴＯＲＺ电切镜，辨识精阜位置，依次电
切两侧叶及中叶，同时电凝止血，然后修平前列腺创面，彻底止

血后适当充盈膀胱，退镜。术毕留置三腔导尿管持续膀胱冲洗，

６ｄ～７ｄ拔除导尿管。最大逼尿肌收缩压 ＜２０ｃｍＨ２０的患者部
分同期膀胱造瘘。术后前２周造瘘管持续开放，２周后间断夹
闭期间患者尝试自行排尿，复查残余尿小于７５ｍｌ后拔除造瘘
管。

１３　观察指标
术后３月再次评估 ＩＰＳＳ、储尿期及排尿期症状亚评分、

ＱＯＬ，复查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ＩＰＳＳ储尿期症状亚评分包括尿频、
尿急、夜尿次数；排尿期症状亚评分包括尿不尽、排尿中断、尿线

细、排尿费力［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

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均数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不满足正态分
布使用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两组患者术后 ＩＰＳＳ、储尿期及排尿期评分、ＱＯＬ、Ｑｍａｘ、残

余尿量均有改善，术前与术后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间ＩＰＳＳ、储尿期及排尿期评分、ＱＯＬ、Ｑｍａｘ、残余尿量
的指标善差值相比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 Ｑｍａｘ手术
前后的改善差值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
组患者１例长期留置膀胱造瘘，Ｂ组患者３例长期留置膀胱造
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ＩＰＳＳ、ＱＯＬ评分、Ｑｍａｘ、残余尿比较

组别 时间 ＩＰＳＳ
ＩＰＳＳ储尿期亚

评分

ＩＰＳＳ排尿期亚
评分

ＱＯＬ
Ｑｍａｘ
（ｍｌ／ｓ）

ＰＶＲ　
（ｍｌ）　

Ａ组 术前　　　　 ２３１±３５ ９２±１６ １３７±３０ ４８±０９ ４３±４２ ２０４６±１３８０

术后　　　　 １２３±４８ａ ６８±２７ａ ５４±２８ａ ２８±１４ａ １００±４９ａ ５００±６８３ａ

手术前后差值 １０７±３７ ２３±１８ ８２±２９ ２０±１４ ５６±４９ １５４６±１１５５

Ｂ组 术前　　　　 １９４±５７ｂ ７０±３４ｂ １２３±３１ ４３±０７ｂ ４４±３４ １６５４±１６０１

术后　　　　 ８４±３２ａｂ ４０±２３ａｂ ４３±１８ａ ２０±０９ａｂ １３４±５２ａｂ ２２４±２８３ｂ

手术前后差值 １０９±４４ ３０±２１ ８０±３１ ２３±１０ ９０±５８ｂ １４２９±１４２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注：标有“ｂ”项表示，Ｂ组术前或术后与Ａ组术前或术后对应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导致老年男性 ＬＵＴＳ症状的最常见疾病之

一。出现ＢＯＯ后，逼尿肌先代偿性增生肥大。若膀胱出口梗阻
若长期存在，继而出现肌细胞肥大畸形、胶原纤维增生、细胞连

接改变，由逼尿肌缺血缺氧、去神经改变等因素共同参与，膀胱

内形成小梁小室，逼尿肌收缩力逐渐下降，继而出现失代

偿［６７］。Ｍａｓｕｍｏｒｉ等报道在接受经尿道手术的ＬＵＴＳ患者中，逼
尿肌过度活动、逼尿肌收缩力下降的情况分别占３５％，４１％［３］。

以往研究认为部分患者经尿道手术后效果不佳与逼尿肌收缩

力下降有关［１２］。直至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手术解除 ＢＯＯ后患
者症状和尿流率等指标均有改善，部分患者逼尿肌功能有一定

程度恢复，逼尿肌收缩力不是影响术后效果的最重要因

素［３４，８９］。国际尿控协会 ＩＣＳ对于 ＤＵ的定义为逼尿肌收缩力
或持续时间下降以致膀胱排空时间延长或不能完全排空［１０］。

原因包括：自发性如老龄、肌源性因素如长期 ＢＯＯ导致逼尿肌
失代偿、神经源性因素、医源性因素［１１］。前述关于 ＢＰＨ伴 Ｄ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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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ＴＵＲＰ手术治疗的研究通常排除了神经源性因素导致的ＤＵ。
ＢＰＨ伴神经源性因素的ＤＵ患者若采用长期留置膀胱造瘘或间
断导尿，同样面临尿路感染、生活质量降低、泌尿系结石等情

况［１２］。一部分仍留有一定的逼尿肌受缩力且括约肌功能存在

的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ＢＰＨ伴 ＤＵ患者能否在解除 ＢＯＯ后获
益尚无明确报道。我们的研究旨在这方面进一步进行探讨。

在本研究中，选择的患者排除脊髓完全损伤、尿失禁伴查体

肛门括约肌无收缩、严重 ＯＡＢ、逼尿肌括约肌协同失调、生活完
全不能自理或痴呆等认知力差的情况。结果表明这些经过选择

的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ＢＰＨ伴ＤＵ患者大部分术后ＩＰＳＳ、ＱＯＬ、
Ｑｍａｘ、残余尿量获得改善，与术前比较有统计学差异。不合并神
经源性因素的ＢＰＨ伴ＤＵ患者Ｑｍａｘ的改善程度优于合并神经
源性因素的患者。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ＢＰＨ伴ＤＵ患者与单纯
ＢＰＨ伴ＤＵ组相比，其他指标如ＩＰＳＳ的改善程度虽在数值上略
低，但无统计差异。因此我们认为ＢＯＯ与神经源性因素共同加
重ＬＵＴＳ症状，解除ＢＯＯ后排尿期症状与储尿期症状均有一定程
度减轻，生活质量得以改善。这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经尿道
手术后解除了ＢＯＯ，即使逼尿肌压低，但出口阻力的减小使逼尿
肌已能够克服阻力［１３］。②文献表明解除ＢＯＯ减轻后负荷后，经
过休息逼尿肌收缩力可望获得一定程度恢复［１３］。③对于部分解
除了ＢＯＯ但存在逼尿肌过度活动的患者，还可尝试予Ｍ胆碱受
体阻滞剂改善储尿期症状。④经选择的患者大部分仍存在一定
程度的逼尿肌收缩力，具备外括约肌功能及一定的认知和生活自

理能力。认知能力下降的患者更易出现排尿功能障碍［１４］，这也

将影响经尿道前列腺手术后症状的改善［１５］。

本研究两组患者中，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 ＢＰＨ伴 ＤＵ患者
术后长期留置膀胱造瘘管患者比率高于不合并神经源性组，但

因总病例数较少尚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因神经源性膀胱的

进展性可能，即便大部分患者近期排尿症状改善，仍需要长期

监测残余尿、肾积水、肾功能等情况，复查尿流动力学尤其逼尿

肌漏尿点压力。总体而言，大部分患者术后近期生活质量、

Ｑｍａｘ、残余尿量改善，而远期效果尚不明确。因此术前应与患
方充分沟通，告知解除 ＢＯＯ后病情仍可能有进展性，未来仍有
间断导尿、膀胱造瘘或进一步治疗可能。在病例选择方面，我们

的经验是选择存在ＢＯＯ而逼尿肌收缩力有部分恢复可能的患
者。而对合并脊髓完全损伤、截瘫，存在严重 ＯＡＢ或真性尿失
禁，生活难以自理、认知力极差的患者术后排尿症状很可能难

以改善，需谨慎选择。

由于支配膀胱逼尿肌及尿道平滑肌的骶神经与支配勃起的神

经具有相近的来源［１６］，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

风险更高。若采用经尿道等离子双极电切及保留膀胱颈完整性等

手术技术［１７］，可以较传统的经尿道电切对保留勃起功能更有益。

本研究未能进行对合并逼尿肌活动低下患者手术前后的勃起功能

情况进行深入研究，有待在将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经过选择的合并神经源性因素的

ＢＰＨ伴ＤＵ患者在ＴＵＲＰ术后能够获益。由于病例数的有限和
多种逼尿肌受损原因的混杂，我们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如何更合理选择解除ＢＯＯ后可能获益的ＢＰＨ伴ＤＵ病例，值得
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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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对比分析
胡彬△

北京航天总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６

【摘要】　目的　对比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ＨｏＬＥＰ）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
生（ＢＰＨ）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８６例ＢＰＨ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分别采用ＴＵＲＰ和ＨｏＬＥＰ方法，并对术中及
术后指标进行统计和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
（ＰＶＲ）均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ＨｏＬＥＰ组具有术中出血少，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留
置导尿时间、住院时间短、并发症低的特点。结论　ＨｏＬＥＰ与 ＴＵＲＰ治疗 ＢＰＨ效果相近，并具有术中、术后
出血更少，术后恢复时间短的优点，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　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良性前列腺增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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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年
男性常见疾病之一，虽然药物治 ＢＰＨ有一定效果，但是手术治
疗仍是一种重要手段。现将比较成熟的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ＴＵＲＰ）与近几年蓬勃发展的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ＨｏＬＥＰ）［１］

两者临床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期间在北京航天总医院
住院并接受手术治疗的８６例 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
机分为两组，分别进行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或钬激光
前列腺剜除术（ＨｏＬＥＰ）。两组患者术前一般情况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ＨｏＬＥＰ手术　以生理盐水为灌注液，激光镜直视下首先

于膀胱颈５、７点处至前列腺尖部（精阜前端为解剖标识）纵行
切开，于精阜前缘沿腺体与外科包膜之间逆行推开，用镜体和钬

激光锐性加钝性联合分离，分离至膀胱颈部，切除中叶，推入膀

胱；然后于精阜水平弧形向上予以激光切开，沿腺体与外科包膜

之间锐性加钝性充分游离两侧叶，近膀胱颈部予以切断，完整切

除两侧叶腺体，推入膀胱。最后用组织粉碎机绞碎膀胱内的大

块前列腺腺体并吸出，组织送病理检查，留置导尿管，导尿管水

囊注水５０ｍｌ，牵引加压止血。
１２２　ＴＵＲＰ手术　以 ５％甘露醇为灌注液，设置电切功率
１２０ｗ、电凝功率１００ｗ。使用 ｗｏｌｆ电切镜进行前列腺切除，手术
采用分叶切除法：首先将电切环于膀胱颈６点开始至尖部，切除
前列腺中叶，边切边凝，保持视野清晰，基本深度与膀胱三角保

持同一水平；然后予顺时针方向切除前列腺两侧叶，切除深度至

外科包膜，远端至前列腺尖部、精阜水平，使其形成宽敞通道。

最后用Ｅｒｉｋ灌洗器冲出腺体组织并送病理检查，其余处理同
ＨｏＬＥＰ术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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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例） 年龄（岁） 病程（年） ＩＰＳＳ（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ＰＶＲ（ｍｌ）

ＴＵＲＰ组 ４３ ６８７±９３ ４７±２５ ２５３±３６ ８３±１０ ８２８±１５１

ＨｏＬＥＰ组 ４３ ６８２±８４ ４４±２３ ２４８±３３ ８４±０９ ８３１±１４６

１３　观察指标
患者年龄、病程、术前及术后３个月的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

ＳＳ）、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ＰＶＲ）、手术时间、术中出血
量、术中组织切除质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术后留置导尿时间、

住院时间及术后并发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术中情况比较

比较ＴＵＲＰ组与 ＨｏＬＥＰ组术中情况，ＨｏＬＥＰ组术中出血
少、ＴＵＲＰ组手术时间短，两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组织切除质量两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中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术中出血量（ｍｌ）手术时间（ｍｉｎ） 组织切除质量（ｇ）

ＴＵＲＰ组 ２３４５±２１４ ９５４±２０７ ４５３±１２６

ＨｏＬＥＰ组 １４３２±１９８ １２０９±３０２ ４５８±１３０

２２　术后情况比较
比较ＴＵＲＰ组与ＨｏＬＥＰ组术后情况，见表格３。ＴＵＲＰ组术

后发生 ＴＵＲ综合征２例、尿失禁２例、尿道狭窄１例、出血 ３
例，并发症发生率为１８６％；ＨｏＬＥＰ组术后发生 ＴＵＲ综合征０
例、尿失禁 １例、尿道狭窄 ０例、出血 １例，并发症发生率为
４７％，明显低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膀胱冲洗时间

（ｈ）

留置导尿时间

（ｈ）

术后住院时间

（ｄ）

ＴＵＲＰ组 ４８７±２１４ ９８１±３０６ １５８±４４

ＨｏＬＥＰ组 ３０７±１２２ ７２９±１３２ １２３±２８

２３　预后情况比较
比较ＴＵＲＰ组与 ＨｏＬＥＰ组术后情况，比较 ＴＵＲＰ组与 Ｈｏ

ＬＥＰ组术后３个月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
残余尿（ＰＶＲ）情况，自身术前与术后对比均有明显改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预后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时间 ＴＵＲＰ组 ＨｏＬＥＰ组

ＩＰＳＳ（分） 治疗前 ２５３±３６ ２４８±３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８５±１６ａ ８３±１４ａ

Ｑｍａｘ（ｍｌ／ｓ） 治疗前 ８３±１０ ８４±０９

治疗后３个月 １６８±１４ａ １７５±１６ａ

ＰＶＲ（ｍｌ） 治疗前 ８２８±１５１ ８３１±１４６

治疗后３个月 ９６±２６ａ ８３±３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自身术前与术后对比，Ｐ＜００５；两组间比较，
均Ｐ＞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是泌尿外科常见疾病，也是老年男性下尿路梗阻的主

要原因，随着社会老龄化进程，其发病率亦有逐年上升的趋势。

当口服药物对症状控制不满意时，大多采用手术治疗。对于单

纯ＢＰＨ患者，现已经很少选择开放式手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
术（ＴＵＲＰ）具有创伤小、效果好、痛苦少等诸多优点［２］，已经成

为目前治疗 ＢＰＨ的金标准［３］。但经多年的临床应用，发现

ＴＵＲＰ也有其局限性：①术中使用的是高频电切刀，可使起搏器
信号受到干扰、抑制，因此对于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患者禁用；②
术中、术后出血较多，长期服用抗凝药、有凝血功能障碍者为手

术禁忌［４］；③术中、术后发生电切综合征，术中以５％甘露醇为
灌注液，机体对非电解质冲洗液的吸收可导致电切综合征，严重

时可致患者死亡。

钬激光是一种新型激光，近几年应用于临床，具有以下３个
特点：①具有无电传导性，不出现电火花，基本不出现闭孔神经
反射，大大提高了手术的安全性，为不能进行ＴＵＲＰ术式的患者
提供了另一种微创治疗 ＢＰＨ的途径［５］；②组织穿透深度仅为
０４４ｍｍ，热损伤仅局限于表层，不会对深层组织造成伤害，可以
进行更精细化的切割；③当钬激光与组织的距离为２ｍｍ～３ｍｍ
时，能够起到凝固效果，止血效果更确切［６］。另外，ＨｏＬＥＰ手术
以生理盐水为灌注液，而电切综合征的最根本原因是机体对非

电解质冲洗液的吸收，因此，ＨｏＬＥＰ手术降低了电切综合征的
发生几率。

本组研究表明：①ＨｏＬＥＰ组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术后
膀胱冲洗时间、术后留置导尿时间、住院时间均少于 ＴＵＲＰ组，
ＨｏＬＥＰ组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亦低于 ＴＵＲＰ组，这说明 ＨｏＬＥＰ
术式对患者造成的创伤少于 ＴＵＲＰ术式，患者平均住院时间缩
短２天～３天。ＢＰＨ手术的难点在于前列腺尖部的处理，原因
在于此部位毗邻尿道外括约肌，尿道外括约肌损伤，将引起尿失

禁，真性尿失禁患者不能恢复，但若前列腺尖部切除不充分又不

能达到理想的手术效果。钬激光因其组织穿透深度浅，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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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尿道外括约肌损伤几率，又能够使前列腺尖部得到充分处

理，其手术效果与开放式手术更接近。②两组组织切除质量无
明显差异，患者手术前后的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最大尿流
率（Ｑｍａｘ）、残余尿（ＰＶＲ）情况均提示患者下尿路症状明显改善，
而且在改善程度上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说明ＨｏＬＥＰ与
ＴＵＲＰ两种术式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效果相近，与大多数
研究结果相似［７８］。③本组研究中，ＨｏＬＥＰ组手术时间长于
ＴＵＲＰ组，考虑原因为ＨｏＬＥＰ为新技术，术者的熟练程度还有待
进一步提高，随着手术熟练程度的提升，ＨｏＬＥＰ术式因其几乎
无血切割，手术时间有望短于ＴＵＲＰ术式。遗憾的是，由于条件
所限，我们没能对２种手术方式的远期疗效做出评价，需要在将
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补充。

综上所述，钬激光前列腺剜除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两

种术式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效果相近，ＨｏＬＥＰ术中、术后出
血更少，术后恢复时间短、并发症少，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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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与传统电切术对前列腺
增生患者性功能的影响
罗勇　唐飞　冀荣俊　孙超
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与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对
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８０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治疗
组患者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比较两组患者术前、

术后各项指标和术后性功能情况，分析两组患者差异。结果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无显著差异，治疗组患者
术中、术后出血量少于对照组患者；治疗组患者留置尿管时间和住院时间小于对照组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结论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比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安全，并发症少，术后恢复快，对性功能影响小。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电切术；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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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老年男性
常见病，其引起下尿路梗阻相关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而手术为有效治疗手段。有关临床研究显示，部分患者手术后

存在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给患者生活带来较大影响［１２］。为了

观察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ＴＵＰＫＰ）和传统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治疗 ＢＰＨ对患者性功能和生活
质量的影响，我们对 ８０例 ＢＰＨ患者分别进行了 ＴＵＰＫＰ和
ＴＵＲＰ治疗，现将相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在我院接受手术治疗的８０
例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入院先后顺序选取不同手术治
疗方式，将８０例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治
疗组患者采用ＴＵＰＫＰ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ＴＵＲＰ治疗。两组
患者基本情况详见表１。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方面的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本研究通过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核，术前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１　两组ＢＰＨ患者基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年龄（岁） 前列腺重量（ｇ） 血清ＰＳＡ（ｎｇ／ｍｌ）

治疗组 ７３２±７０ ６５７±２９５ ５８±１４

对照组 ６９３±５９ ６６４±３１６ ５３±１２

１２　手术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椎管内麻醉，麻醉成功后取截石位，其中

治疗组患者行ＴＵＰＫＰ治疗，术中采用等离子电切系统，电切和
电凝功率分别为１６０Ｗ、８０Ｗ，使用生理盐水持续灌洗。中叶增
生为主的患者，先在５～７点处切除，按照中叶、侧叶顺序依次切
除；两侧叶增生明显的患者，先将两侧叶切除，再对前列腺尖部

和创面进行修整，术后彻底止血后，盥洗出切除的前列腺组织

后行压腹排尿实验，观察患者排尿情况。留置三腔导尿管接膀

胱冲洗。对照组患者采用 ＴＵＲＰ治疗，电切和电凝功率分别为
１６０～２２０Ｗ、８０～１００Ｗ，使用甘露醇溶液持续灌洗，前列腺切除
方法同治疗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前、术后血红蛋白量变化

情况，术前及术后 ６个月的性功能情况［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ＩＩＥＦ５）］，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和逆行射精（ｒｅｔｒｏｇｒａｄ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的发生率和术后并发症
发生情况，术前和术后６个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ＱＯＬ）、最大尿流率（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剩余尿量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等。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或者Ｆｉｓｈｅｒ确切概率法，检验水准ａ＝００５。
"

　结果
治疗组患者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和

留置导尿管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血红蛋白量均比术前下
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术后血红蛋白量
均值仍然在正常范围。具体结果详见表２。术后６个月，两组
患者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ＲＵＶ均较术前明显改善，其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１）；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国际勃起功能指数，治疗组患者大
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治疗组患者低
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逆行射精发生率，两组患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两组患者未发生死
亡和输血病例，所有患者均无电切综合征发生，随访期间均无尿

失禁、尿道狭窄发生。

表２　两组ＢＰＨ患者术中和术后一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治疗组（ｎ＝４０） 对照组（ｎ＝４０）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５１８±１１６ ６５６±１９７

术中出血量（ｍｌ） ５０６±１３５ ８８７±４１９

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ｄ） 　２５±１４ 　４４±２３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ｄ） 　５１±０８ 　７６±１９

术后住院时间（ｄ） 　６６±０８ 　９８±２１

术前血红蛋白量（ｇ／Ｌ） １３５６±１２５ １３８７±１４４

术后血红蛋白量（ｇ／Ｌ） １２２３±１４０ １２６２±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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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ＢＰＨ患者术前和术后６个月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ＲＵＶ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分） ＱＯＬ（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ＲＵＶ（ｍｌ）

术前 治疗组 ４０ ２７２±３２ ５６±０６ ６９±１５ ３９４±６９

对照组 ４０ ２７３±３４ ５６±０７ ７１±１７ ４１５±５６

术后６个月 治疗组 ２２ ６５±１７ １５±０５ １９８±２２ １２３±２５

对照组 １６ ６３±２１ １４±０６ ２０２±６６ １３６±３９

表４　两组ＢＰＨ患者术前、术后６个月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和逆行射精发生率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ＩＥＦ５
（分）

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

逆行

发生率

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１７８±３２５ １３（３２５） ３（７５）

治疗后 ２０４９±４１７ １５（３７５） １８（４５０）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１６６±３１７ １２（３００） ４（１００）

治疗后 １６３２±３４２ ２１（５２５） １９（４７５）

#

　讨论
目前，ＢＰＨ主要采用药物和外科手术治疗，早期患者以药

物治疗为主，当病情较重时则采用手术切除前列腺腺体，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３］。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老年患者对

性生活仍然有较高的要求，相关研究显示，性生活对老年男性

仍然较为重要［４］。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对于老年男性ＢＰＨ的治
疗逐渐由开放手术转变为经尿道微创手术治疗。当前较为常

用的经尿道微创治疗方式仍然以 ＴＵＲＰ为主，其工作原理为使
用电热能切割前列腺组织，由于其产生的温度较高，热穿透效

应会对前列腺周围组织造成一定程度的损伤，其中对血管神经

束的损伤将直接影响到患者性功能情况，对于性功能要求较高

的患者，不易接受该术式治疗［５］。ＴＵＰＫＰ术所使用的等离子发
生器以等渗的生理盐水作为灌洗液进行冷切割，高频电流不通

过人体，所形成的热穿透效应较浅，对包膜外血管神经束造成

的影响也相对减少，且该手术的视野清晰，可以较好地保护尿

道外括约肌避免受到热损伤［３，５］。

通过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相关指标发现，ＴＵＰＫＰ手术
时间短，术中、术后出血量较少，术后住院时间和术后膀胱冲洗

时间均短于ＴＵＲＰ。两组患者术后 ＩＰＳＳ、ＱＯＬ、Ｑｍａｘ、ＲＵＶ术前
及术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且术后各项指标明显改善，可见２
种术式对于改善下尿路梗阻症状均有良好的临床疗效。ＴＵＰＫＰ
术后ＩＩＥＦ５评分优于 ＴＵＲＰ，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低于
ＴＵＲＰ，而术后逆行射精发生率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相
关研究显示，ＴＵＰＫＰ术后对性功能的影响较小，主要原因为等
离子体的组织效应与组织阻抗有关，增生的前列腺组织与前列

腺包膜的阻抗存在差异，在切除时不易切穿包膜，对血管神经

束的热损伤较小［６］。两组患者的逆行射精发生率均较高。有

关研究结果显示，保留膀胱颈的完整性可以有效减少逆行射精

的发生率，因为膀胱颈具备在射精过程中关闭射精阜上方前列

腺组织的功能，可以结合收缩功能来提升膀胱颈部压力［７］。分

析原因，两组患者逆行射精发生率较高可能与膀胱颈部保留不

完整有关。

两组患者均未发生电切综合征和前列腺包膜穿孔，相关研

究显示，ＴＵＰＫＰ是以生理盐水为介质，两电极之间等离子球体
起到气化切割的作用，热损伤浅，可以降低电损伤风险和电切综

合征的发生率，且对性功能影响较小［８］。通过比较两组患者围

术期各项指标，结果显示，采用 ＴＵＰＫＰ治疗 ＢＰＨ术后恢复更
快，治疗安全性更高，且对性功能影响相对较小［９］。

综上所述，ＴＵＰＫＰ治疗 ＢＰＨ微创优势明显，手术时间短，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短，可以降低性功能障碍发

生率。术后下尿路梗阻症状改善情况与 ＴＵＲＰ术相当，ＴＵＰＫＰ
更适用于性功能要求较高的ＢＰＨ患者，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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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对
性功能的影响研究
万涛△　徐康　周治军　章尹岗　宋哲　熊标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湖北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对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
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诊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９４例，按照随机表法分为观察
组４７例与对照组４７例。观察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治疗，对照组采用开放前列腺切除术。
结果　观察组置管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短于对照组，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术后 ３个月 ＩＰＳＳ评分和 ＱＯＬ评分降低，观察组：ｔ＝３６８６３５、１６８０８９，对照组：ｔ＝
２６３０７４、１２１４３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３个月ＩＰＳＳ评分和ＱＯＬ评分低于对照组，ｔ
＝１２０８０１、９１６１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术后３个月最大尿流率增加而残余尿量降低，观
察组：ｔ＝２０３１３３、６１１５３５，对照组：ｔ＝１６６９７１、４５４７９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３个
月最大尿流率高于对照组而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ｔ＝５９４７３、１８９６８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术后３个月ＩＩＥＦ５评分降低，观察组：ｔ＝５８７３６，对照组：ｔ＝１１２４１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
察组术后３个月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ｔ＝６６０７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经尿道前列腺
等离子切割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效果显著，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良性前列腺增生；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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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是常见的一种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 原因中的良性疾病，临床调查显示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其

中５０岁以上男性发病率在５０％以上，其昂贵的一类费用成为
一种社会问题［１３］。因此，临床上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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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泌尿外科研究的难点和重点。良性前列腺增生外科治疗方

法较多，包括微创和开放手术治疗，随着微创手术的不断发展，

成为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首选方法［４６］。故而，本文探讨经尿道

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对性功能的影响，旨

在为临床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提供一定指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
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９４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由于
尿频、夜尿增多、急性尿潴留、进行性排尿困难等下尿路症状，确

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者；②年龄范围４０岁～７５岁者；③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者；④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标准：①有良性
前列腺增生外科治疗史者；②尿道括约肌协同失调、逼尿肌及
膀胱无力者；③认知能力障碍、脑血管病后遗症者；④对手术和
麻醉药物禁忌者。９４例患者按照随机表法分为观察组４７例与
对照组４７例。观察组４７例患者中，年龄范围４２岁 ～７４岁、年
龄（６２１８±５４６）岁，病程范围 ８个月 ～９年、病程（３５９±
０９１）年，最大尿流率（６２７±１４２）ｍＬ／ｓ；对照组４７例患者中，
年龄范围４０岁 ～７５岁、年龄（６１８３±５７８）岁，病程范围７个
月～８年、病程（３４８±１０４）年，最大尿流率（６４０±１３８）ｍＬ／
ｓ。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观察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治疗。具体方法：

取膀胱截石位，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术中采用等离子双极汽

化系统，电凝功率和电切功率分别为８０Ｗ和１６０Ｗ。针对中叶

增生为主者，在５点～７点处切除，根据中叶、侧叶顺序切除；针
对两侧叶增生严重者，首先切除两侧叶，然后修整前列腺尖部

创面，术后彻底止血后，再将三腔导尿管留置。对照组：采用开

放前列腺切除术。具体方法：分离包膜后挖出前列腺，用指尖进

行尿道卡断，并且在５点和７点进行８字缝合后，安置耻骨上膀
胱造瘘管以及耻骨后引流管引流。

１３　观察指标
① 观察两组患者置管时间、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及住

院时间；②观察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评分）和生活质量量表（ＱＯＬ量表）评分，其中ＩＰＳＳ评分为
０分～３５分，评分越低前列腺症状越轻；ＱＯＬ量表评分为０分～６
分，评分越高生活质量越差；③观察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
最大尿流率和残余尿量；④观察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性功
能改善情况，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表５（ＩＩＥＦ５）评价。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研究数据以ＳＰＳＳ１００软件处理，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其中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内计量资料，其中采
用样本ｔ检验组间计量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率（％）
表示，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置管时间、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
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置管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短于对照
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置管时间、术中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置管时间（ｄ） 术中出血量（ｍＬ） 膀胱冲洗时间（ｍｉｎ）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４７ ４１３±０８７ ７４３８±６５１ １６７９±３２４ ５３２±１４２

对照组 ４７ ５９７±１２４ １１８９４±１４５６ ２１７８±３７９ ７５８±１７４

ｔ值 ８３２７７ １９１５３９ ６８６０９ ６８９８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ＩＰＳＳ评分和ＱＯＬ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ＩＰＳＳ评分和ＱＯＬ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ｔ

＝１０８００、０２３８１，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３个月 ＩＰＳＳ评分和
ＱＯＬ评分降低（观察组患者：ｔ＝３６８６３５、１６８０８９，对照组患者：
ｔ＝２６３０７４、１２１４３１，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ＩＰＳＳ评
分和ＱＯＬ评分低于对照组患者（ｔ＝１２０８０１、９１６１６，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最大尿流率和残余尿量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最大尿流率和残余尿量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ｔ
＝０４５０１、０３８６３，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最大尿流率
增加而残余尿量降低（观察组患者：ｔ＝２０３１３３、６１１５３５，对照
组患者：ｔ＝１６６９７１、４５４７９２，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
月最大尿流率高于对照组患者而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患者（ｔ＝
５９４７３、１８９６８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ｔ＝０２９６２，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３个月 ＩＩＥＦ５评分降低（观察组患者：ｔ
＝５８７３６，对照组患者：ｔ＝１１２４１８，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
３个月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ｔ＝６６０７０，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ＩＰＳＳ评分和ＱＯＬ评分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时间 例数 ＩＰＳＳ评分 ＱＯＬ评分

观察组 术前　　　 ４７ ２５９３±３４６ ４７６±１４２

术后３个月 ４７ ６１３±１２６ａｂ １１８±０３４ａｂ

对照组 术前　　　 ４７ ２５１８±３２７ ４８３±１４３

术后３个月 ４７ １０３７±２０５ａ ２０９±０５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对照组术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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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最大尿流率和残余尿量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例数
最大尿流率

（ｍＬ／ｓ）
残余尿量

（ｍＬ）

观察组 术前　　　 ４７ ６２７±１４２ ９４５２±７８９

术后３个月 ４７ １８５４±３８９ａｂ ２０９３±２４１ａｂ

对照组 术前　　　 ４７ ６４０±１３８ ９５１６±８１７

术后３个月 ４７ １４３１±２９４ａ ３４２８±４１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对照组术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时间 例数 ＩＩＥＦ５评分

观察组 术前　　　 ４７ ２０４８±１７６

术后３个月 ４７ １８５９±１３３ａｂ

对照组 术前　　　 ４７ ２０５９±１８４

术后３个月 ４７ １６５７±１６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对照组术后３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但由于受

到老年患者合并多种基础疾病、身体状况等因素限制，也存在很

大的风险［７］。单纯采用电热能切割前列腺组织，因其产生的温度

较高，热穿透效应对前列腺周围组织导致损害，其中引起血管神

经束的损伤使患者性功能受到直接影响，并且对性功能要求较高

者，不宜采用该手术方法治疗［８１０］。近年来，经尿道前列腺等离

子切割术成为较为理想的一种微创治疗方法，其与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操作差异不大，与等离子体的组织效应相关，并且高频电

流并不通过人体，故而所形成的热穿透效应对包膜外勃起神经导

致的影响也会减少，未对性功能造成实质性损害［１１１３］。本研究结

果表明，观察组患者置管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及住院时间短于对

照组患者，且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患者，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等

离子切割术可缩短置管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和住院时间及减少术

中出血量；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ＩＰＳＳ评分和ＱＯＬ评分低于对
照组患者，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可改善前列腺症状和

改善生活质量；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最大尿流率高于对照组而
残余尿量低于对照组患者，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可提

高最大尿流率降低残余尿量。

人体性功能主要受阴茎神经反射、血液循环、解剖结构及

各种内分泌活动影响，对阴茎起支配的外周神经主要由躯体神

经与自主神经组成，其中自主神经进入盆神经后对阴茎海绵

体、膀胱、前列腺及直肠进行分配［１４１６］。而其中的阴茎海绵体

神经则可进入尿道海绵体与阴茎海绵体，实现阴茎勃起支配。

总而言之，阴茎勃起是内分泌系统、神经、动脉和静脉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的系统过程。而采用开放前列腺切除术容易损伤阴

茎海绵体神经，并且使直肠阴茎血管受损伤，因此，术后容易发

生性功能障碍［１７１８］。本文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
月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说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
术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

综上所述，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割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

生效果显著，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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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的临床
特征与治疗效果研究
李世强１　智静涛１　武利兵１　张锋１　吴宪伟１　李学松２△

１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２４００
２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内镜治疗应用于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临床特征与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诊治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采用内镜下进行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研究组则在内镜下进行尿道前列腺钬激光

剜除术治疗，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ＩＰＳＳ评分、Ｑｍａｘ水平和治疗前后患者勃起功能指数评分、逆行射精发生
的例数对比以及术后发生的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前列腺症状 ＩＰＳＳ评分以及 Ｑｍａｘ水平以
及勃起功能对比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的ＩＰＳ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勃
起功能以及Ｑｍａｘ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内镜治疗后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内镜下进行尿道前列腺钬激光剜除术治疗应用于前
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具有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能够减少出血量、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还可

以改善患者的性功能，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荐使用。

【关键词】　内镜治疗；前列腺增生；尿道狭窄；临床特征；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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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ＢＰＨ），也称为前列腺肥大，是泌尿科的常见
疾病，并且高发于老年男性人群，近年来，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发病原因主要是由于人体内雄性激素的失调，导致前列

腺发生病变，增生组织会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道狭窄、尿路梗

阻，发病后表现为排尿困难、尿频、尿潴留、血尿等，此外前列腺

增生直接影响性生活的感受和质量，对患者造成一种恶性刺激，

渐渐对性表现出一种厌恶感，导致阳萎、早泄等现象；而且长期

的慢性炎症，使前列腺液成分发生变化，前列腺分泌功能受到影

响，进而影响精液的液化时间，精子活力下降，可以导致男性不

育。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手段仍是以手术方法为主，药物治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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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１］。既往传统的开放手术治疗对患者身体产生的创伤大，产

生较多的不良反应，而且还会损害生理功能，大大降低了患者

的生活质量。内镜联合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前列腺增生与

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具有手术视野清晰、范围广，准确度高、创

伤小、术后恢复快的优点，成为目前临床上首选的治疗方法［２］。

因此，本研究选取８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旨在探讨内镜治疗对
于前列腺增生患者的临床疗效以及对患者术后的性功能影响，

从而为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科学合理治疗提供数据参考，现报道

如下［３］。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诊
治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８０例为研究对象。其均存在排尿困难、尿
潴留、尿频等症状，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分成对照和研究两组，所

有治疗过程均经过患者及家属同意，并且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对照组４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４８岁 ～７５岁，年龄（６２±
１６）岁；研究组４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５０岁 ～８１岁，年龄（６５±
１９）岁［４］。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应经过 Ｂ超检查前
列腺，体积大约为（５１０８±５５４）ｃｍ３，病程２年 ～８年，测定患
者的前列腺特异性抗原，根据临床特征确诊疾病，符合手术治

疗适应证［５］。排除标准：排除患者有前列腺癌、膀胱癌、膀胱不

稳定、逼尿肌无张力等，排除患者射精障碍，性功能不全，在治疗

前要对患者严格检查是否对手术中使用药物存在过敏史。两

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前列腺体积以及住院时间等资料有

可比性（Ｐ＞００５）［６］。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术前检查　两组患者在术前均进行常规 Ｂ超检查前列
腺、确定前列腺体积，并进行直肠指检［７］。对照组采用经典的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仪器切除中叶、侧叶增生组织至包膜，然

后使用１８Ｆ～２２Ｆ尿道探子扩张狭窄处尿道，首先用引导物切
开尿道狭窄部位，缓慢推进直至到达膀胱，从而降低尿道及膀

胱压力，若狭窄部位较长，可以采用激光切除，使尿道管腔通畅，

手术结束后要持续留置尿管，并且患者定期要接受尿道扩

张［８］。

１２２　研究组治疗　研究组在内镜下治疗，采用经尿道前列腺
钬激光仪器沿着包膜切除中叶、侧叶增生组织，然后使用１８Ｆ
～２２Ｆ尿道探子扩张狭窄处尿道，首先用引导物切开尿道狭窄
部位，缓慢推进直至到达膀胱，从而降低尿道及膀胱压力，若狭

窄部位较长，可以采用激光切除，使尿道管腔通畅，手术结束后

要持续留置尿管，并且患者定期要接受尿道扩张［９］。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前列腺症状（ＩＰＳＳ）评分以

及患者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水平。比较内镜下治疗后对患者性
功能的影响，以国际勃起功能来评定，分为３个等级，０分 ～１８
分认为患者的性功能不全，存在勃起功能障碍；１９分 ～２１分代
表患者的性功能缺乏，勃起功能存在部分障碍；＞２１分指患者
的性功能健全，不存在勃起功能障碍［１０］。除此之外，观察患者

中发生逆行射精的例数以及术后发生的不良反应，一般有术后

出血、肺部感染、切口感染（去掉）、尿路感染［１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资料进行χ２以频数

和百分数表示；检验计量资料进行ｔ检测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
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以及 Ｑｍａｘ水平对比无明显区别

（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Ｑｍａ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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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ＩＰＳＳ评分以及Ｑｍａｘ水平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ＩＰＳＳ评分（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３４６±５９２ ７１７±２４６

治疗后ａ １１２９±３９４ １３４６±４９６

研究组 治疗前 ２４１３±４９７ ７２５±２８７

治疗后ａｂ ８６４±２３７ ２００５±５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组内对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对比
Ｐ＜００５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无明显区别（Ｐ＞００５），治疗
后研究组患者的勃起功能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发生逆行射精

的例数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研究组的术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勃起功能指数评分以及逆行射精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时间 ０～１８分 １９～２１分 ＞２１分 逆行射精

对照组ａ ４０ 治疗前 １０（２５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０（２５０） ２０（５００）

治疗后 ６（１５０） １８（４５０） １６（４００）

研究组ａｂ ４０ 治疗前 ５（１２５） １７（４２５） １８（４５０） ８（２００）

治疗后 ３（７５） １４（３５０） ２３（５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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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术后出血 肺部感染 切口感染 尿路感染 发生率

对照组 ４０ ７（１７５） ３（７５） ６（１５０） ８（２００） ６００％

研究组 ４０ ４（１００） １（２５） ２（５０） ３（７５） ２５０％

χ２值 ４０１３ ３９４６ ４１７９ ５９２１ ７９４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前列腺增生（ＢＰＨ）在泌尿外科是常见高发疾病，最主要的

治疗方式是经尿道内镜下手术治疗，目的在于切除增生组织、

扩张狭窄尿道，保护患者的肾功能，增强患者的性欲，改善患者

的性生活质量［１２］。传统的手术方法首先切开膀胱暴露前列腺，

切除增生组织后在膀胱颈后侧位止血，但是该方法仍对患者造

成了很大的创伤，术后伤口容易出血，而且还会引起尿失禁、尿

潴留等一系列并发症［１３］。内镜下治疗的手术视野清晰，范围

广，可以提高手术操作的的精确度和准确性，术后创面伤口容

易愈合，本研究选取８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分为研究组和对照
组，观察内镜治疗在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发感染时发挥

的作用以及对于患者性功能的影响［１４］。

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ＩＰＳＳ评分以及 Ｑｍａｘ水
平对比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
组的ＩＰＳ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Ｑｍａｘ水平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除此之外，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勃起
功能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
患者的勃起功能显著高于对照组，发生逆行射精的例数低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５］。因为内镜下钬激光
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受温度影响，对于患者的神经束损

伤作用较小，沿包膜弧形剜除前列腺增生组织，能部分保留膀

胱颈，不容易引起逆向射精及勃起功能障碍；而传统的手术方

法由于手术视野不够清晰，极易破坏膀胱附近腺体以及血管神

经束，导致膀胱结构改变，尿道括约肌受损，从而增大了逆行射

精发生率。进一步说明内镜下钬激光治疗明显优于经典的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手术方法，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可以有效提

高术后性生活质量［１６］。

术过程中常见的不良反应有术后出血、肺部感染、切口感

染（去掉）以及尿路感染，而结果表明研究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内镜下经尿道前列腺钬激光剜除
术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患者的各种组织，手术操作准确性高，对

患者身体造成的损伤小，减少术后伤口出血量［１７］。在治疗过程

中要注意无菌操作，注意增生前列腺组织与正常包膜的界限，

沿包膜内侧剜除，保证不切除包膜外组织，注意患者尿管及泌

尿生殖器的卫生，适当情况下可以服用抗生素抑制病菌感染，

从而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１８］。

综上所述，内镜钬激光治疗在前列腺增生与尿道狭窄后并

发感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创伤小、患者术后能够恢复时间

短，不良反应少，降低逆行射精的发生率，而且可以提高患者的

性欲，改善患者的性生活，是值得临床上进一步推荐使用的治

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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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 ＤＮＡ碎片与年龄、精液常规参数和疾病因素的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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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男性患者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和年龄、精液常规参数及疾病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方法　按照年龄将患者分为２０岁～２５岁，２６岁～３０岁，３１岁～３５岁，３６岁～４０岁，４１岁～４５岁及＞４５岁
组。采用染色质结构分析（ＳＣＳＡ）实验检测精子ＤＮＡ碎片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标准检测精液各项
参数。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分析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和年龄、精液常规参数及疾病因素之
间的相关性。结果　年龄与精子ＤＮＡ碎片、精子活力、ＨＤＳ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精子浓度之间的相关
性无统计学意义。精子ＤＮＡ碎片与精子浓度、精子活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 ＨＤ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精子ＨＤＳ与精子浓度、精子活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ＤＦＩ值的异常与弱精症、男性不育和尿路感染
这３类男性疾病的关系较为密切。结论　随年龄增长，精子活力可能会降低，ＤＮＡ碎片率增加。因此精子
ＤＮＡ碎片检测可作为一项重要的精子质量评估指标，为全面、客观评估男性生育力提供了有效信息。

【关键词】　男性不育；精子ＤＮＡ碎片；精液常规参数；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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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多数调查研究表示，不孕不育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
势，已然成为影响家庭和睦的重要因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调查研究报告显示，约有１５％的育龄夫妇患有不育症，
其中男性因素占比约为５０％［１２］。目前对精液的常规检查包括

精液量、精子数量、浓度、形态和活力等，但仅依靠上述参数是无

法完全满足临床需求，因此临床上需要更高质量和稳定的评价

指标对精子质量进行评价［３］。ＤＮＡ碎片率（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可以反映精子核ＤＮＡ的完整性，当ＤＮＡ受到损
伤时，可能会影响精子的受孕、着床和胚胎发育能力，从而增加

流产的发生概率［４６］。因此ＤＦＩ是一个新的评价精子质量和预
测生育结局的指标［７８］。有研究表明，将 ＤＦＩ与其他指标结合
起来进行分析判断，更好的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

测定了８３９０例男性患者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精子成熟度
（ＨＤＳ）、精子密度、活力等参数，结合患者年龄分析各参数间的
相关性，为临床决策提供相关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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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男性患者８３９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３３７５±５７０）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精液质量分析研究对象禁欲２ｄ～７ｄ，手淫法获取精液，
精液标本保存在无菌取精杯中，置于３７℃恒温箱内，待其液化
后进行精液常规检查。利用计算机辅助精子分析系统（ｃｏｍｐｕｔ
ｅｒａｉｄｅｄｓｐｅｒ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ＳＡ）获取各项精液常规所需参数。
１２２　精子ＤＮＡ碎片率检测ＤＦＩ的检测采用 ＳＣＳＡ法［９］配合

流式细胞术，检测试剂盒为精子核完整性染色试剂盒（浙江星

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ＹＺＢ／浙（甬）０１５９２１２）。用流式细胞术
检测样本，以计数５０００条以上分析为有效数据。
１２３　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

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分
布和方差齐性的数据，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不符合正态分布

和方差齐性的数据采用非参数秩和检验；相关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
秩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描述性统计及组间均数比较

将８３９０例患者按照年龄进行分组，不同年龄组之间的精子
活力、精子ＤＮＡ碎片率和精子成熟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不同年龄组之间精子浓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年龄组患者精液参数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年龄组（岁） 例数（人）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 精子ＤＮＡ碎片ＤＦＩ（％） 精子成熟度ＨＤＳ（％）

　２０～２５ ２８１ ５４８７±４２１４ ３２２４±１８１９ １４０５±９５６ １０８５±５２２

　２６～３０ ２３８４ ５３００±４２８０ ３０８９±１８１６ １５８９±１０９２ １０９６±５２０

　３１～３５ ３１１３ ５７８９±４６７５ ２９３６±１８０９ １７１７±１１０８ １０４３±４７５

　３６～４０ １５５１ ６０３９±５３５６ ２８０３±１７６２ １９４７±１２４２ １０４９±４９７

　４１～４５ ７４４ ６４９３±５４４１ ２６０６±１７２０ ２２６８±１３９３ ９７２±４６４

　≥４６ ３１７ ７６４８±７１１８ ２２７３±１７０８ ２７４０±１４８６ ９３９±４５６

　 Ｆ值 １１０９ ２００２ ９４８９ １８５７

　 Ｐ值 ００８ ＜２×１０－１６ ＜２×１０－１６ ＜２×１０－１６

２２　各参数相关性分析
年龄与精子ＤＮＡ碎片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与 ＤＦＩ之

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ｒ＝－００８３，Ｐ＜００５），与精子活力之间存
在负相关关系（ｒ＝－０１１０，Ｐ＜００１），与ＨＤＳ之间存在负相关
关系（ｒ＝－００８３，Ｐ＜００５），与精子浓度之间的相关性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精子ＤＮＡ碎片与精子各参数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精子
ＤＮＡ碎片与精子浓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ｒ＝ －００８７，Ｐ＜
００５），与精子活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ｒ＝－０３４５，Ｐ＜
００１），与ＨＤ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ｒ＝００６７，Ｐ＜００５）。精
子ＨＤＳ与精子浓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ｒ＝－０２１６，Ｐ＜
００１），与精子活力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ｒ＝－００８８，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年龄、ＤＦＩ和精液参数相关性分析（ｎ＝８３９０）

　　　　项目 相关分析 ＤＦＩ（％） ＨＤＳ（％）

年龄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２３４ －００８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８７ －０２１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１

精子活力（％）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４５ －００８８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５

ＨＤＳ（％）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６７ １

Ｐ值 ＜００１

２３　ＤＦＩ值与疾病分类关系
对精子ＤＦＩ在疾病分类中归因因素分析显示，ＤＦＩ值的异

常与弱精症、男性不育和尿路感染这３类男性疾病的关系较为
密切。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精子ＤＦＩ在疾病分类中归因因素分析

临床诊断 总数
正常值

数目

临界值

数目

异常值

数目

ＤＦＩ值
异常率％

男性不育 ５５６６ ２７９５ １９１８ ８５３ １５３３

弱精症　 １３８ ７６ ４６ １６ １１５９

尿路感染 ５５１ ３４１ １７１ ３９ ７０８

#

　讨论
精子ＤＮＡ是人类遗传物质的载体之一，其完整性是受精、

发育的重要前提条件。研究表明，精子 ＤＮＡ的损伤的主要机
制［１０１４］为：①精子产生过程中的细胞凋亡；②在精子发生过程
中重建精子染色质期间产生ＤＮＡ链断裂；③在精子通过曲细精
管和附睾转运期间，ＤＮＡ片段化主要由氧自由基引起，包括羟
基自由基和氮氧化物；④由内源性半胱天冬酶和核酸内切酶诱
导的ＤＮＡ片段化；⑤放疗和化疗引起的ＤＮＡ损伤；⑥环境毒物
引起的ＤＮＡ损伤。常规精液检查仅仅从精子数量、活力和形态
进行分析，不能提供精子功能相关的有效信息，对男性生育力评

估未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有研究表明，精子ＤＮＡ碎片在自然
孕育、辅助生殖治疗结局起到重要作用［１５１７］。当 ＤＮＡ断裂超
过３０％后，自然受孕率和人工受精受孕率明显降低，且 ＤＮＡ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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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与胚胎质量、流产率有关［１８２０］。因此，对精子 ＤＮＡ碎片的检
查对男科疾病的诊断、生育力评估、生育结局预测起到了重要

作用。

本研究对男性患者的精液常规参数进行检查，并采用ＳＣＳＡ
法对精子ＤＦＩ进行检测。本研究显示，年龄与精子 ＤＦＩ呈现正
相关关系，与精子ＨＤＳ和精子活力呈现负相关关系，与精子浓
度相关性无统计学意义。Ｌａｕｒａ等［２１］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

增加，精子ＤＦＩ增加，与本实验结论一致。Ｔｈｏｍａｓ等［２２］研究团

队和杨译等［２３］研究团队的研究结果均显示年龄增长对精子

ＤＦＩ无明显影响。推测存在分歧的可能是来自于检测方法的不
同和样本数量有关，Ｔｈｏｍａｓ等研究团队和杨译等研究团队采用
ＳＣＤ法检测，而本实验采用ＳＣＳＡ法配合流式细胞术，测试准确
性较ＳＣＤ法更为精确，且本实验样本数量较大，对总体而言更
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对精子ＤＦＩ与精液各项参数进行比较，精子 ＤＦＩ与
精子浓度、精子活力呈现负相关关系，与ＨＤＳ呈现正相关关系，
且精子ＨＤＳ与精子浓度、精子活力呈现负相关关系。这与Ｂｕｎ
ｇｕｍ等［２４］研究团队和韩小克等［２５］研究团队的报道相一致。对

精子ＤＦＩ在疾病分类中归因因素分析显示，ＤＦＩ值的异常与弱
精症、男性不育和尿路感染这３类疾病的关系较为密切。

综上所述，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可以作为一项重要的精子质
量评估指标，为全面、客观评估男性生育力提供了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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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液不液化患者精液常规参数与精子 ＤＮＡ碎片
相关性分析
周明连　潘林清　张帅
江苏省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江苏 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精液不液化患者精液各项参数与精子 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ＤＦＩ）的相关性，探讨ＤＦＩ在评估男性不育方面的临床意义。方法　选择７０例精液不液化不育患者与４０例
正常健康生育史男性为研究对象，将前者设为实验组，将后者设为对照组。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
理实验室手册（第五版）》进行精子质量分析、精子形态学分析以及精子染色质扩散实验（ＳＣＤ）等方法检测
各项指标，并分析ＤＦＩ与精子浓度、前向活动精子、正常形态率的关系。结果　实验组患者的精子浓度、前
向活动精子、正常形态率、ＤＦＩ分别为（４０３６±１５４２）×１０６／ｍＬ、（２９１７±６１３）％、（７４５±３０３）％、
（２９１７±８４６）％，对照组成员的相关指标分别为（７９０３±３９６１）×１０６／ｍＬ、（４７１５±７２３）％、（２２１９±
２０６）％、（１４３６±３７８）％，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ＤＦＩ与精子浓度、前向活动精子、正常
形态率的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５０３、－０６８３、－０７９９。结论　男性精液不液化不育患者精子浓度、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正常形态率比对照组均有所下降，而ＤＦＩ有所升高，这些参数变化也是导致精液不液化患者不
育的原因之一。

【关键词】　男性不育；精液不液化；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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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相关文献报道，约有１５％的夫妇患有不育症，不孕不育
是影响男女双方和家庭和谐的全球性的社会问题，是世界医学

领域中的三大难题之一［１］。不育原因中，单独由男方因素引起

的约占２０％，所有影响精子产生、降低精子质量和功能的因素
都可以导致男性不育［２３］。

精液常规参数目前还是男性不育的主要诊断指标［４］。随

着男科实验室技术的快速发展，室内外质控水平的提高，精液常

规分析的准确性虽然有所提高，但其诊断的局限性还是显而易

见的。据有关研究统计，在精液常规参数结果正常的男性人群

中，大约有１５％的男性还是不育的［５］。

单纯的精液常规分析已经不足以全面评估男性生育力，临

床上急需探讨新的不育评价指标，与精液常规参数结果结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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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全面、更客观、更准确地评估男性的生育力。精子 ＤＮＡ检
测被认为是一项新的评价精液质量和预测生育能力的检测指

标［６］。有关研究数据显示，精子 ＤＮＡ损伤涉及到与生育有关
的各个阶段，可能与受精率、胚胎发育、种植率、妊娠率、流产率

以及后代的先天性异常等有关［７］。

本研究对精液不液化患者和正常生育男性的精子进行了

常规检测，其目的旨在了解不液化精液相关参数及精子 ＤＦＩ的
变化情况和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在本院就诊的７０例精液
不液化不育患者为研究对象，并将其设为实验组。实验组患者

年龄范围２０岁～４５岁，年龄（３０６±５７）岁，不育年限（７８±
３５）年。所有患者身体健康，体格检查男性性征、生殖器、睾
丸、附睾及附属性腺发育正常。同时，选择将近期有正常健康生

育史的４０名男性设为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３７
岁，年龄（３０３±３８）岁，男性体格检查均正常。两组成员染色
体检查均为正常核型（４６，ＸＹ），且Ｙ染色体长臂的无精子因子
（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ｆａｃｔｏｒ，ＡＺＦ）微缺失检测正常。
１２　精子质量分析

严格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五
版）》标准，采用计算机辅助的精子自动分析系统（西班牙

ＳＣＡ），分别记录两组成员的精子液化情况、浓度、前向运动精子
百分率等指标；同时，进行人工检测双重校正和双检测人员单

份标本重复测定校正。

１３　精子形态分析
精子形态学（畸形率）按照ＷＨＯ推荐方法，采用ＤｉｆｆＱｕｉｃｋ

染色法、Ｔｙｇｅｒｂｅｒｇ严格标准进行分析评估。正常精子的判定标
准：精子头部呈光滑卵圆形，长３μｍ～５μｍ，宽２μｍ～３μｍ，头宽
为头长的２／３～３／５，顶体占头的４０％ ～７０％；中部必须是细长
的且与头纵轴成一直线，中部宽≤１μｍ，接近头宽的一半；尾部
（主段及末段）长４５μｍ，必须是规则的，无卷曲现象，稍细于中
部。如有胞浆小滴必须小于头部的一半。重要的是，所有临界

形态的精子均视为异常，如头部接近椭圆形且无其他缺陷亦为

异常。异常精子包括顶体过小、顶体过大、梨形头、圆形头、长形

头、不规则形头、头部空泡、尾部连接部位异常、尾部弯折（＞
９０°）、尾部卷曲等。
１４　精子ＤＮＡ碎片检测

应用ＳＣＤ法检测精子 ＤＮＡ碎片，试剂为安徽安科生物工
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严格依照试剂盒说明按照以下步

骤操作：①取精液待检样本用 ＰＢＳ调整浓度至 ５００万 ～１０００
万／ｍｌ。②取染液 Ａ溶解（微波炉或９０～１００摄氏度 ５分钟）
后，３７摄氏度５分钟，加入３０微升精液标本，混匀。③取预处
理玻片一张置４摄氏度面板上（金属或玻璃板），待玻片冷后，
把琼脂糖精液２０微升加到玻片上并标记位置，盖上盖玻片，放
入４摄氏度冰箱５分钟。④把染液 Ｂ加入９毫升蒸馏水中，平
皿中混匀，小心划拉取开盖玻片，水平置入溶液 Ｂ中室温７分
钟。⑤取出玻片，水平置入１０毫升染液 Ｃ平皿中室温２５分钟
后，置入装有蒸馏水平皿中５分钟，然后分别置入７０％、９０％、
１００％乙醇中２分钟，取出自然晾干。⑥染色：加染液 Ｄ１０～１２
滴染色１～３分钟，加染液Ｅ１０～１２滴用洗耳球轻轻吹匀，染色
１０～１５分钟。⑦用纯净水洗涤玻片，封片剂封片。⑧使用光学
显微镜，于４００倍或１０００倍镜下观察５００个精子涂片形态。分
别统计大晕环精子（单侧晕环厚度 ＞２／３精子头部最小直径）、
中晕环精子（１／３精子头部最小直径 ＜单侧晕环厚度≤２／３精
子头部最小直径）、小晕环精子（单侧晕环厚度≤１／３精子头部
最小直径）、无晕环精子以及退化精子的个数。精子 ＤＮＡ碎片
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小晕环精子 ＋无晕环精
子＋退化的精子）／５００×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分析，用均数 ±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
ｓｏｎ相关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成员精液参数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实验组男性精子密度显著降低（Ｐ＜００５）；
前向运动精子占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５）；正常形态率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大晕环、中晕环精子占比显著降低（Ｐ＜００５）；而小
晕环、无晕环或晕环退化精子占比显著增高（Ｐ＜００５）；ＤＦＩ碎
片占比显著增高（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成员精液参数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向前活动精子 正常形态率（％） 大晕环（％）

实验组 ７０ ４０３６±１５４２ａ ２９１７±６１３ａ ７４５±３０３ａ ５０１５±１１２７ａ

对照组 ３０ ７９０３±３９６１ ４７１５±７２３ ２２１９±２０６ ６０２４±５３１　

组别 例数 中晕环（％） 小晕环（％） 无晕环或退化（％） ＤＦＩ（％）

实验组 ７０ １９６９±９４４ａ １７８５±５１４ａ １１３８±７６３ａ ２９１７±８４６ａ

对照组 ３０ ２４８４±２５４ ９９７±５４４ ５２９±３１４ １４３６±３７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与精液质量参数的关系
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与精液质量参数结果显示：精子 ＤＮＡ

碎片指数与精子密度相关系数为０５０３，与前向活动精子相关
系数为０６８３，与正常精子形态率相关系数为０７９９。上述结

果表明，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与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和精子
正常形态率均成负相关（Ｐ＜００５）。
#

　讨论
精液不液化是引起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之一，在男性不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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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比例大约为１２％～１１８％［８］。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
精子宫颈黏液相互作用实验室检验手册》标准：精液排出体外
后，置于３７℃水浴箱或温箱内，在６０ｍｉｎ内仍然不液化者称为
精液不液化。精子 ＤＮＡ损伤是指在精子生成和成熟过程中，
ＤＮＡ完整性被破坏而产生断裂的碎片，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导
致的结果。有关研究表明，精子 ＤＮＡ损伤的主要机制包括：①
精子产生过程中的细胞凋亡异常［９］；②精子运输过程中氧自由
基过多对精子ＤＮＡ的损伤［１０］；③精子发生过程中染色质包装
异常［７］。精子ＤＮＡ损伤对男性生育力的影响涉及到受精、卵
裂、着床和胚胎存活等各个环节［１１］。有关文献报道，精子 ＤＮＡ
损伤对自然生育、辅助生殖结局均会产生负面影响，并与复发

性流产相关［１２］。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精液不液化不育患者的精子浓度、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和正常形态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而精子ＤＦＩ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正常健康生育男性，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子 ＤＮＡ碎片化指数是一个
相对稳定的指标，不随季节变化而发生改变［１３］。有关文献报

道，精子ＤＮＡ碎片化程度与精子前向运动呈负相关［１４］，与精子

正常形态比例呈负相关［１５］。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即精子

ＤＮＡ碎片率升高的患者，其精子浓度、前向活动精子百分率、正
常形态率降低，男性生育力也将受到影响。

综上所述，精液不液化患者除了精子浓度、前向活动精子

百分率、正常形态率下降外，同时还伴有精子ＤＦＩ增高。这对全
面评估男性生育力和预测辅助生殖的临床结局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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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对男性精子质量影响的研究
罗玮芬１　朱文兵１，２　涂剑３　谭小军４　汤乐５　范立青１，２△

１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研究所，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２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３岳阳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湖南 岳阳 ４１４０００
４湘潭市中心医院生殖与遗传中心，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０
５湖南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生殖中心，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蔓越莓沙棘复合粉是否能改善精子质量相关参数，为通过食物改善男性生殖健康
提供思路。方法　纳入符合入选标准和排除标准的志愿者共 １０６例，年龄范围 １８岁 ～５１岁，ＢＭＩ指数
（１８４～３４２）ｋｇ／ｍ２。分别在受试者服用蔓越莓沙棘复合粉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检测精液常
规、精子形态、精子ＤＮＡ完整性及精浆生化等指标。利用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１８０分析志愿者各阶段精液参数。
结果　完成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志愿者分别是７８和５２例。①与服用前相比，服用至第二和第三阶段，志愿者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从［（２６２６±１０４７）％升高至（３４７６±１４６３）％和（３４１６±１３３２）％］，服用至第三阶
段，精子浓度从［（４０９９±３１９１）×１０６／ｍｌ升高至（４８２３±３０４４）×１０６／ｍｌ］和精子形态从［（４３８±
３０８）％升高至（４８７±３２５）％］，得到改善，具有统计学意义。尤其是部分少精子症和弱精子症志愿者，服
用一段时间后，少精子症志愿者精子浓度［（８２７±４６４）×１０６／ｍｌ升高至（２３７８±２１３２）×１０６／ｍｌ，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弱精子症志愿者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２２０１±６１６）％升高至（３２８５±
１３４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均值达正常范围。②服用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后，志愿者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和精浆生化与服用前相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①已有结果提示蔓越莓沙棘复合
粉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精子浓度、精子活力和形态，尤其提高精子浓度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②服用蔓越
莓沙棘复合粉不影响精子ＤＮＡ完整性和精浆生化。然而其明确结果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加以验证。

【关键词】　蔓越莓沙棘复合粉；精子浓度；精子活力；精子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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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不育是影响大约１５％育龄夫妇的普遍健康难题［１］。

而由男方因素导致的不育症夫妇占４０％以上［２］。在男科门诊

中，男性不育症患者约占就诊人数的１／３，且呈逐年增加的趋
势。精子质量以及精子功能是影响男性生育能力的重要指标，

健康精液是保证优生优育的重要条件。近年来，食物疗法将预

防与治疗相结合，以其毒副作用低和价格低廉等特点，采用食

物改善精子质量成为目前国际上正在兴起且容易广泛接受的

有效治疗手段。

蔓越莓是兼具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的天然水果，早在１８００
年前，就发现了蔓越莓用于治疗航海员坏血病的药用价值。蔓

越莓的原花青素具有抗菌抗氧化，抑制细菌和真菌生长［３］，阻

止病毒传播［４］的作用，还能改善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血管内皮

功能，保护心血管［５］，此外，蔓越莓还能抗尿路感染和降血

糖［６］。沙棘是药食同源性植物，其药用价值早在唐朝的《四部

医典》和清朝的《晶珠草本》中就有记载。沙棘具有抗氧化、抗

衰老，保护ＤＮＡ、ＲＮＡ等大分子氧化损伤的作用［７］，其提取物异

鼠李素还能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和低密度脂蛋白诱导的巨噬细

胞脂质沉积［８］，此外，沙棘还具有抗肿瘤，促进神经细胞分化［９］

的作用。

现有文献表明蔓越莓和沙棘含有丰富的原花青素、花青素

和维生素类等活性化合物［１０１１］，而此类化合物通过其抗氧化作

用保护雄性动物睾丸组织，改善精子质量，提高精子活力［１２１３］。

蔓越莓和沙棘还能维持细胞内氧化水平和抗氧化水平平

衡［１４１５］，而精子对氧化应激敏感，从而我们推测蔓越莓和沙棘

能降低氧化应激对精子的不利影响。特别的蔓越莓具有抗

菌［１６］、抗炎［６］、预防尿路感染［１７］的作用，而尿路感染和泌尿生

殖道炎症是男性生育力低下的重要病因。因此蔓越莓沙棘具

有改善男性精子质量的潜在作用。到目前为止，关于蔓越莓和

沙棘对精子质量影响研究，仅查到一篇沙棘降低 γ射线对小鼠
睾丸损伤，降低其精子畸形率的文献［１８］。我们将从精液常规、

精子形态、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及精浆生化等方面，研究蔓越莓沙
棘是否能改善男性精子质量，为通过食物改善男性生殖健康提

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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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参照５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１９］，收
集来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岳阳市妇幼保健院、湘潭

市中心医院、湖南省生殖医院就诊，入组前６个月内２次以上精
液检查精液浓度或活力低于参考值（Ｃ＜１５×１０６／ｍｌ或 ＰＲ＜

３２％）的患者，并纳入少量精液常规正常志愿者作为对照。排
除通过病史、体格检查或实验室检查发现的可能限制参与或完

成本研究的严重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血液系统、营

养代谢系统等全身器质性疾病者，性病、严重遗传病、精神疾病

者，近期（
!

３个月）大手术者，特殊工种无法按时服用和接受
实验室复诊者。剔除不符合纳入标准，而符合排除标准者，无精

症志愿者，排精困难者，在服用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而停止参

与本研究者，未能按时服用蔓越莓沙棘复合粉饮料，对疗效评估

造成影响者，未能按时来院进行精液检查，无法判断疗效者，资

料不全者，在研究期间，有已知的合并用药或生活习惯改变，无

法判断疗效者，在研究期间失访，无法进行安全性或疗效评估

者，研究期间，不愿意继续进行实验，向研究人员提出取消参与

本研究者。据此方法，本实验最终纳入符合要求的志愿者共

１０６例。
１２　服用方法

本课题“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对男性精子质量影响的研究”，

已获得中南大学生殖与干细胞研究所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

ＬＬＳＣ２０１６００８志愿者在签署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后，按照
蔓越莓沙棘复合粉产品推荐的服用方法，每天同一时间，温水冲

服蔓越莓沙棘复合粉连续９０天（温水约１５０ｍｌ～２００ｍｌ），每天
一次，每次一袋。为增强志愿者依从性，每次蔓越莓沙棘复合粉

发放剂量不超过３０天。
１３　观察指标与方法

一般性观察指标（姓名、年龄、民族、联系方式、家庭住址、

身高、体重、职业暴露史、嗜好、既往史、手术史、用药史、性生活

史和男性生殖系统专科检查），于实验第一阶段进行记录。疗

效指标（精液常规分析、精子形态分析、精子 ＤＮＡ完整性分析、
精浆锌和精浆弹性蛋白酶定量）按照第五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
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推荐的方法（其中精子ＤＮＡ完整性采用
ＳＣＳＡ和ＴＵＮＥＬ两种方法检测，分别以ＤＦＩ和ＳＤＦ表示），分别
在第一阶段（服用前３天和服用０天）、第二阶段（从第１天开
始服用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后的３０天 ～４５天期间，任意禁欲３
天～５天的２天）、和第三阶段（服用６０至９０天期间，任意禁欲
３天～５天的２天）来院通过手淫方法取精检测精液参数。
１４　质量控制与保证

实验开始前，对参与研究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岳阳市妇幼保健院、湘潭市中心医院和湖南省生殖医院主要研

究人员进行实验方案培训，建立统一的观测指标操作规范和流

程。并在后续实验过程，参研医院的研究人员定期开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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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统计学方法
分别以各阶段的两次精液参数平均值作为各阶段数据。应

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８０。采用采用配对 ｔ检验比较志愿者服用前
后精液参数变化，其数值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以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分析

本文共有符合要求的志愿者１０６例，完成第二阶段检测的
分别是７８例和５２例。志愿者年龄、不育时长、ＢＭＩ指数、和体
重等基本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总的精液指标分析

志愿者总的精液指标分析如表２，与服用前相比，服用至第
二阶段，志愿者的精子总数、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和前向运动

精子总数显著增加，且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前向运动精子百

分率从２６２６％升高至３４７６％，达到正常范围；服用至第三阶

段，与服用前相比，志愿者精子总数、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和前

向运动精子总数仍然显著增加，此外，志愿者的精子浓度和正

常精子形态率也显著增加，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服用前后，

志愿者总体的精子ＤＮＡ完整性和精浆生化没有明显改变。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志愿者基本情况描述

　　项目 　Ｍｉｎ 　Ｍａｘ Ｍｅａｎ±ＳＤ

年龄（岁） １８ ５１ ３３８０±７７７

不育时长（月） ０ １６８ ４１２０±６０６６

ＢＭＩ指数（ｋｇ／ｍ２） １８４ ３４２ ２３３２±４１１

体重（ｋｇ） ５０ １００ ６９７０±９２２

表２　志愿者总的精液指标分析（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精液量（ｍｌ） 　３１１±１２３ 　３３１±１３７ 　３５３±１４６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４０９９±３１９１ ４５４１±２９９０ ４８２３±３０４４ａ

精子总数（１０６） １１９１４±８８７０ １４８０４±１１１１７ａ １６９５７±１３２０５ｂ

前向运动百分率（％） ２６２６±１０４７ ３４７６±１４６３ｃ ３４１６±１３３２ｃ

前向运动精子总数（１０６） ３２２１±２４３３ ５１３６±３８６７ｃ ５５６２±３３１０ｃ

精子正常形态率（％） 　４３８±３０８ 　４６５±３３５ 　４８７±３２５ａ

ＤＦＩ（％） １９３１±１１７４ ２０３１±１２４６ ２２３１±１４９５

ＳＤＦ（％） １５６９±１１８９ １７５６±１１１０ １８３９±１１７７

精浆锌（μｍｏｌ／次排精） 　８９３±７４２ 　９７２±９３７ 　８０８±５１０

精浆弹性蛋白酶（ｎｇ／ｍｌ） ４１１２９±４９２４６ ３２５９３±３０７２３ ４３８１６±５４３６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００１；标有“ｃ”
项表示，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

!

０００１

２３　亚组疗效分析
以志愿者第二阶段或第三阶段的精液参数分别与第一阶

段相比较，优于第一阶段２０％及以上，视为改善，改善率 ＝（改
善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相比于第一阶段异常的精液参数，
服用后精液参数达到正常范围，视为有效，有效率 ＝（有效例
数）÷总例数×１００％。
２３１　精子浓度亚组疗效分析　按照志愿者入组时的精子浓
度，依照第五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将志
愿者分成Ａ、Ｂ两组即正常组（精子浓度≥１５×１０６／ｍｌ）和少精
子症组（精子浓度

!

１５×１０６／ｍｌ）。则完成第二阶段精子浓度
检测志愿者中，少精子症志愿者１８例，正常组志愿者６０例；完
成第三阶段精子浓度检测的志愿者中，少精子症志愿者１３例，
正常组志愿者３９例。如表３，Ｂ组（少精子症志愿者）第二三阶
段分别与第一阶段相比，精子浓度显著增加，且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Ａ组（精子浓度正常组志愿者）服用蔓越莓沙棘
复合粉后，精子浓度略有增加，但各个阶段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该结果提示蔓越莓沙棘复合粉仅能改善少精子症志愿
者精子浓度。由表３可知，蔓越莓沙棘复合粉能在一定程度改

善少精子症志愿者精子浓度。按照志愿者少精程度，将所有少

精子症志愿者（包括极少精）分成４个组，分别是 Ａ组：轻度少
精子症，（１０～１５）×１０６／ｍｌ，Ｂ组：中度少精子症，（５～１０）×
１０６／ｍｌ，Ｃ组：重度少精子症，（１～５）×１０６／ｍｌ，Ｄ组：极度少精
子症，（＜１）×１０６／ｍｌ，则完成第二阶段的轻、中、重和极度少精
志愿者分别是６例、５例、３例、４例，完成第三阶段的分别是３
例、５例、１例、４例。不同程度少精志愿者改善率和有效率如表
４，轻中度少精志愿者较高具有较高的有效率，因而蔓越莓沙棘
复合粉对轻中度少精志愿者效果更显著。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组别志愿者各阶段精子浓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少精子症组 ８２７±４６４ １９６５±１３５６ａ ２３７８±２１３２ｂ

正常组　　 ４８７６±３０７５ ５１４１±２９５９ ５４８８±２９６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

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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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３可知，蔓越莓沙棘复合粉能在一定程度改善少精子
症志愿者精子浓度。按照志愿者少精程度，将所有少精子症志

愿者（包括极少精）分成４个组，分别是 Ａ组：轻度少精子症，
（１０～１５）×１０６／ｍｌ，Ｂ组：中度少精子症，（５～１０）×１０６／ｍｌ，Ｃ
组：重度少精子症，（１～５）×１０６／ｍｌ，Ｄ组：极度少精子症，（＜
１）×１０６／ｍｌ，则完成第二阶段的轻、中、重和极度少精志愿者分
别是６例、５例、３例、４例，完成第三阶段的分别是３例、５例、１
例、４例。不同程度少精志愿者改善率和有效率如表４，轻中度
少精志愿者较高具有较高的有效率，因而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对

轻中度少精志愿者效果更显著。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程度少精志愿者精子浓度改善率和有效率分析（％）

疗效标准 组别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改善率

Ａ组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Ｂ组 ８０ １００

Ｃ组 １００ １００

Ｄ组 ２５ ５０

有效率

Ａ组 ６６６７ ６６６７

Ｂ组 ８０ １００

Ｃ组 ６６６７ ０

Ｄ组 ０ ０

２３２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亚组疗效分析　按照志愿者入组
时的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依照第五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
处理实验室手册》，将志愿者分成 Ａ、Ｂ两组，Ａ组：正常组（ＰＲ
≥３２％），Ｂ组：弱精组（ＰＲ＜３２％）。则完成第二阶段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比较的志愿者中，弱精子症志愿者６０例，正常组１８
例；完成一三阶段的志愿者中，弱精子症志愿者４０例，正常组志
愿者１２例。两组志愿者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分析结果，如表
５，Ｂ组志愿者二三阶段分别与第一阶段相比，前向运动精子百
分率显著增加，具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０１）。Ａ组志愿者服用
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后，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略有增加，但没有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此结果表明蔓越莓沙棘复合粉的适用
人群是弱精志愿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不同组别志愿者各阶段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弱精子症组 ２２０１±６１６ ３２８５±１３４６ａ ３１０７±１０９７ａ

正常组　　 ４０４２±８２３ ４２７２±１３９７ ４６８３±８７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第三阶段或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
０００１

由表５可知，相比于第一阶段，弱精子症志愿者前向运动精
子百分率得到显著改善。重度弱精和极度弱精志愿者例数较

其他两组少，故将重度和极度弱精志愿者合为一组，则按照志

愿者弱精程度将其分成３个组，分别是 Ａ组：轻度弱精子症，
（２０～３２）％，Ｂ组：中度弱精子症，（１０～２０）％，Ｃ组：极重度弱
精子症（＜１０）％，完成第二阶段的轻、中、极重度弱精志愿者分
别是３６例、１５例、９例，完成第三阶段的分别是２２例、１１例、７
例。不同程度弱精志愿者改善率和有效率如表６，轻度弱精志
愿者明显高于其他组志愿者。因而从有效率来看，蔓越莓沙棘

复合粉对轻度弱精志愿者效果更显著。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不同程度弱精志愿者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改善率和
有效率分析（％）

疗效标准 组别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改善率

Ａ组 ５８３３ ５０．００

Ｂ组 ７３３３ ７２７３

Ｃ组 ７７７８ ７１４３

有效率

Ａ组 ４４４４ ５０．００

Ｂ组 ２０．００ ４５４５

Ｃ组 １１１１ ０

２３３　精子形态亚组疗效分析　按照志愿者入组时的正常精
子形态率，依照５版《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
将志愿者分成两组，Ａ组：正常组（≥４％），Ｂ组：畸形精子症组
（＜４％）。则完成第二阶段精子形态分析的７１例志愿者中，畸
形精子症志愿者４８例，正常志愿者２３例；完成一三阶段精子形
态分析的４６例志愿者中，畸形精子症志愿者２９例，正常组志愿
者１７例。

两组志愿者精子形态分析结果如表７所示，Ａ组志愿者服
用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前后各阶段精子形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Ｂ组志愿者第二三阶段分别与第一阶段相比，正常
精子形态率显著增加，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
果提示，蔓越莓沙棘复合粉的适用人群是畸形精子症志愿者。

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表７　不同组别志愿者各阶段正常精子形态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畸形精子症组 ２８５±０６５ ３１７±０８３ａ ３２１±０９５ｂ

正常组　　　 ７５６±３７０ ７７４±４４２ ７７０±３８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第二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００１；标有“ｂ”
项表示，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相比，Ｐ＜００５

表８是与第一阶段相比，畸形精子症志愿者第二阶段和第
三阶段的精子形态改善率和有效率分析。精子形态分析结果表

明，蔓越莓沙棘复合粉仅能改善畸形精子症志愿者精子形态。

具体结果详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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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畸形精子症志愿者正常精子形态改善率和有效率分析（％）

疗效标准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改善率 ３７５０ ４４８３

有效率 １８７５ １７２４

#

　讨论
蔓越莓沙棘果复合粉是食物级水平的固体饮料，由台北市

政府批准注册登记，其主要成分是蔓越莓粉和沙棘粉。

精液常规是目前临床上最简单、常用而且有效的男性精子

质量检查手段，初步反应男性的生育潜能。在自然妊娠中，精子

浓度、活力和形态是临床上预测妊娠结局的重要指标［２０］。也有

研究认为，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ＡＲＴ）中，精液质量对受精卵
质量及胚胎发育具有显著影响，还有研究认为精液质量会影响

卵裂率［２１］。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第一阶段相比，志愿者总的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显著增强，且均值达到正常范围。与第一阶段相比，

第三阶段志愿者总的精子浓度显著增加，尤其少精子症志愿者

精子浓度第二、三阶段均值显著增加，达到正常参考值。志愿者

精子形态的改变和精子浓度类似，以上结果提示我们服用蔓越

莓沙棘复合粉能在一定程度改善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精子浓

度和精子形态，其适用人群是弱精、少精和畸精志愿者，尤其是

轻度弱精和轻中度少精志愿者。服用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后，以

上三项重要指标的改善，提示精子质量能得到一定改善，但仍

需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加以验证才能得出确切结论。

总之，蔓越莓沙棘复合粉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精子质量。

通过查阅现有文献，蔓越莓沙棘复合粉改善男性精子质量的作

用机理可能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方面，蔓越莓和沙棘蔓越莓是

天然水果，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如原花青素、花青素、黄

酮类、酚酸衍生物及维生素类［２２］，根据先有研究报道，花色素能

改善吲哚乙酸和赤霉素等化学物质对大鼠睾丸组织的生殖毒

性［２３２４］，而黄酮和维生素类生物活性化合物具有抗氧化作用，

从而保护精子细胞膜结构，改善精子活力和精子浓度［２５２６］。另

一方面，尿路感染和泌尿生殖道发炎是男性生育力低下的重要

病因，在男性不育病人所占百分比大约是６９％和８％，对精液
参数和精子功能具有消极影响［２７］，而蔓越莓作为治疗和预防尿

路感染的替代药物，能有效阻止细菌附着于尿路上皮细胞。从

而蔓越莓具有保护尿路健康进而改善男性生殖，提高精子质

量。此外，精子与其他细胞相比，对氧化应激更敏感，已有研究

发现不明原因生育力低下男性患者通常具有较高水平的活性

氧，氧化应激会损伤精子ＤＮＡ和蛋白质结构［２８２９］，而蔓越莓和

沙棘这两种水果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从而二者可能具有保

护精子不受氧化损伤的作用。且与先前的研究沙棘能改善小

鼠精子质量研究结果相一致［１８］。然而蔓越莓沙棘复合粉改善

精子质量的具体作用机制仍然需要进一步实验加以阐明。

本文的研究结果提示，蔓越莓沙棘复合粉在改善精子质量

有一定帮助，对其进一步的研究，将有望为精子质量较差的育

龄男性提供可选择的食物替代治疗方法。但本文还存在如下

不足：受发病率影响，本研究中个别组别观察例数较少，为提高

志愿者依从性，服用周期尚不够长，并因受到伦理方面的限制，

本文是志愿者自身服用前后对照得出结论，缺乏安慰剂对照

组，因本文没有探讨女方因素故没有追踪志愿者服用后的妊娠

结局。以上问题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参 考 文 献

［１］　ＣｈｅｎＤ，ＬｉＮ，ＬｉｎＬ，ｅｔａｌ．ＣｏｎｆｏｃａｌｍｉｒｃｏＲａｍａｎ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ｏｎｈｕｍａｎ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Ｅｔｈ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５３（１）：１１９１２４．

［２］　ＳｈｕｋｌａＫＫ，ＭａｈｄｉＡＡ，ＭｉｓｈｒａＶ，ｅｔａｌ．Ｗｉｔｈａｎｉａｓｏｍｎｉｆｅｒａ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ｂｙ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ａｎｄｃｅｌｌ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ｉｍｐｒｏ
ｖｉｎｇ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ｍｅ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１１，２２（５）：４２１４２７．

［３］　ＴａｄｙｃｈＭ，ＶｏｒｓａＮ，Ｗ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ｉｅｓ
ａｎｄｆｕｎｇｉ：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ｃｉｄｓｉｎｖｉｒｕｌｅｎｃｅｓｕｐ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ｏｆｆｒｕｉｔｒｏｔｆｕｎｇｉ［Ｊ］．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６：８３５
８４６．

［４］　ＶａｄｅｋｅｅｔｉｌＡ，ＡｌｅｘａｎｄａｒＶ，ＣｈｈｉｂｂｅｒＳ，ｅｔａｌ．Ａｄｊｕｖａ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ｒａｎ
ｂｅｒｒｙ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ｎｔｉｖｉｒｕｌｅｎｔ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ｃｉｐ
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ｓｅｕｄｏｍｏｎａｓａｅｒｕｇｉｎｏｓａ［Ｊ］．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２０１６，９０：９８１０３．

［５］　ＳｏｎｇＦ，ＺｈｕＹ，ＳｈｉＺ，ｅｔａｌ．Ｐｌａｎｔｆｏｏｄ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ｓｉｎｈｉｂｉｔ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ｇｒａｎｕｌ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ｉｎｈｙｐｅｒ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ａｅｍｉａ：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ｇｎａ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ｏｆＰＩ３ＫＡｋｔ［Ｊ］．Ｔｈｒｏｍｂｏｓｉｓ＆Ｈａｅｍｏｓｔａｓｉｓ，２０１４，１１２（５）：
９８１９９１．

［６］　ＳｕｎＪ，ＭａｒａｉｓＪＰＪ，ＫｈｏｏＣ，ｅｔａｌ．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ｙ（Ｖａｃｃｉｎｉｕｍｍａｃｒｏ
ｃａｒｐｏｎ）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ｂｉｏｆｉｌｍ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ｙｕｒｏ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ｉｃ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ｃｏｌ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ｏｄｓ，２０１５，１７：２３５２４２．

［７］　ＳｈｉｖａｐｒｉｙａＳ，ＩｌａｎｇｏＫ，ＤｕｂｅｙＧ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ａｎｄｎｅｕ
ｒ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ｉｎｈｕｍａｎｎｅｕｒａｌｃｅｌｌｌｉｎｅＩＭＲ３２［Ｊ］．Ｓａｕｄｉ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５，２２（５）：６４５６５０．

［８］　ＬｕｏＹ，ＳｕｎＧ，ＤｏｎｇＸ，ｅｔａｌ．Ｉｓｏｒｈａｍｎｅｔｉｎ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
ｂｙ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ｖｉａＰＩ３Ｋ／ＡＫＴ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ＨＯ
１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５，１０（３）：ｅ１２０２５９ｅ１２０２６９．

［９］　ＡｈｎＪＨ，ＣｈｅｎＢＨ，ＰａｒｋＪＨ，ｅｔａｌ．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ｌｅａｖｅ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ｓ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ｅｕｒｏｂｌａｓ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ｄｅｎｔａｔｅｇｙｒｕｓｏｆｔｈｅ
ａｇｅｄｇｅｒｂｉｌ［Ｊ］．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２０１４，１２７（２３）：４００６
４０１１．

［１０］　ＣｈａｕｈａｎＡＳ，ＲｅｋｈａＭＮ，ＲａｍｔｅｋｅＲＳ，ｅｔａｌ．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ｆｒｏｍｓｅａｂｕｃｋｔｈｏｒｎ（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
ａｍｎｏｉｄｅｓＬｉｎ．）ｂｅｒｒｉ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ｙ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１，２７：３１
３４．

［１１］　ＣｔéＪ，ＣａｉｌｌｅｔＳ，Ｄｏ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ｉ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ＣｒｉｔＲｅｖＦｏｏｄＳｃｉＮｕｔｒ，２０１０
（５０）：６６６６７９．

［１２］　ＪａｎｇＨ，ＫｉｍＳＪ，ＹｕｋＳＭ，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ｆｒｏｍ
ｂｌａｃｋｓｏｙｂｅａｎｓｅｅｄｃｏａｔｏｎ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ａｒａｔ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ｉｎ
ｄｕｃｅｄｍｏｄｅｌ［Ｊ］．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２４
（５）：６４９６５５．

［１３］　ＺｈａｏＭ，ＬｉｕＸ，ＬｕｏＹ，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Ｆｒｅｅｚｅ
ＤｒｉｅｄＳｔｒａｗｂｅｒｒｙ，Ｇｒａｐｅ，ａｎｄＢｌｕｅｂｅｒｒｙＰｏｗｄｅｒｏｎ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Ｔｏｘｉｃｉ
ｔｙｉｎＭｉ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８０（４）：Ｈ８６９Ｈ８７４．

［１４］　ＨａｎｎｏｎＤＢ，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ＪＴ，Ｋｈｏｏ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ｙｅｘｔｒａｃｔｓ
ｏｎｇｅｎ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Ｐ１ｃｅｌｌｓ［Ｊ］．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４１　　　·

２０１７，５（１）：１４８１５９．
［１５］　ＤｉａｎｄｏｎｇＨ，ＦｅｎｇＧ，ＺａｉｆｕＬ，ｅｔａｌ．Ｓｅａｂｕｃｋｔｈｏｒｎ（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

ｎｏｉｄｅｓＬ．）ｏｉ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ｃｈｒｏｎ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ｋｉｌｌｅｒｃｅｌｌｓｉｎｒａｔｓ［Ｊ］．ＩｎｔＪＩｍｍｕｎｏｐａｔｈｏ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２０１６，６３２０（Ｐｒｉｎｔ）：７６８３．

［１６］　ＬｉｕＹ，ＢｌａｃｋＭＡ，ＣａｒｏｎＬ，ｅｔａｌ．Ｒｏｌｅｏｆ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ｙｊｕｉｃｅｏｎ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ｓｃａｌ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
ｃｏｌｉ［Ｊ］．Ｂｉ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ｉｏ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９３（２）：２９７３０５．

［１７］　ＷａｎＫ，ＬｉｕＣ，ＬｅｅＷ，ｅｔａｌ．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ｉｅｓ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ｕｒｉ
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ｕｎ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ｅｄｂｏｙｓ［Ｊ］．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
ｉ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ｍｐ；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６，２２（６）：２０２３．

［１８］　ＧｏｅｌＨＣ，ＳａｍａｎｔａＮ，ＫａｎｎａｎＫ，ｅ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ｍｉｃ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ａｍｍａｒａｙｉｎｄｕｃｅｄｄａｍａｇｅｂｙＨｉｐｐｏｐｈａｅｒｈａｍｎｏｉｄｅｓ
［Ｊ］．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ａ，２００６，６（３８）：１９９２０７．

［１９］　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 ［Ｍ］．５版．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１：３，８，１１３．

［２０］　ＧｕｚｉｃｋＤＳ，ＯｖｅｒｓｔｒｅｅｔＪＷ，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ｔｖａｋＰ，ｅｔａｌ．Ｓｐｅｒｍ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ａｎｄ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ｍｅｎ［Ｊ］．ＮＥｎｇｌＪ
Ｍｅｄ，２００１，３４５（１９）：１３８８１３９３．

［２１］　ＦｅｄｄｅｒＭＤＫ，ＪａｋｏｂｓｅｎＨＢ，ＧｉｖｅｒｓｅｎＩ，ｅｔａｌ．Ａｎｅｘｔｒａｃｔｏｆｐｏｍｅｇｒａｎ
ａｔｅｆｒｕｉｔａｎｄｇａｌａｎｇａｌｒｈｉｚｏｍ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ｏｆｍｏｔｉｌｅｓｐｅｒｍ：
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Ｐｌｏｓ
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１０）：ｅ１０８５３２ｅ１０８５４１．

［２２］　ＣｔéＪ，ＣａｉｌｌｅｔＳ，Ｄｏｙｏｎ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ｉｎｃｒａｎｂｅｒｒｉ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Ｊ］．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ｉｎＦｏｏｄ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０，５０（７）：６６６６７９．

［２３］　Ｈａｓｓａｎ，ＨａｎａａＡ，ＥｌＫｈｏｌｙ，ｅｔａｌ．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
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ｃｅｌｌｕｌａｒ；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ｓ
ｇｒａｐｅｓｅｅｄ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Ｊ］．Ｃｙｔ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６５（５）：８５１８６２．

［２４］　ＨａｎａａＡＨ，ＡｈｍｅｄＭＩ，ＷａｆａａＭＥＫ．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ａｓａｃｙｔｏｇｅｎｅｔ
ｉｃ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ｎｔａｇａｉｎｓｔ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ｌａｎｔ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ｔｓ［Ｊ］．Ｃｙｔｏ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６６（４）：５８５５９６．

［２５］　ＫｏｂｏｒｉＹ，ＯｔａＳ，ＳａｔｏＲ，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ｃｏ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ｖｉｔａｍｉｎＣ，ｖｉｔａｍｉｎＥ，ａｎｄｃｏｅｎｚｙｍｅＱ１０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ｌｉｇｏａｓ
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Ｊ］．ＡｒｃｈｉｖｉｏＩｔａｌｉａｎｏｄｉＵｒｏｌｏｇｉａｅ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１４，８６（１）：１４．

［２６］　ＬｏｎｇＭ，ＹａｎｇＳ，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Ｐｒｏａｎｔｈｏｃｙａｎｉｄｉ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ｓａｇａｉｎｓｔａ
ｃｕｔｅｚｅａｒａｌｅｎｏ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ｉｎｍａｌｅｍｉｃｅ
［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２４（１）：
９３８９４６．

［２７］　ＲｕｓｚＡ，ＰｉｌａｔｚＡ，ＷａｇｅｎｌｅｈｎｅｒＦ，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ａｌ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Ｊ］．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０（１）：２３３０．

［２８］　ＧｈａｒａｇｏｚｌｏｏＰ，ＡｉｔｋｅｎＲＪ．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ｓｐｅｒｍ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ｍａｌｅ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ｏｒａｌ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２６（７）：１６２８１６４０．

［２９］　ＳｉｎｇｈＡ，ＪａｈａｎＮ，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ｎＧ，ｅｔａｌ．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ｏｎ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
Ｓｅｍｉｎ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ｔｈｅ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Ｊ］．ＪＣｌｉｎＤｉａｇｎＲｅｓ，２０１６，１０
（７）：ＱＣ１７ＱＣ１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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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１１ ·男科与性医学·

偏头痛患者长期服用散利痛导致不射精症１例报告
与文献复习
欧阳海　谢胜△　谭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增补１例长期使用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导致不射精症的药物使用空白，并对文献进行
复习，以引起临床工作者的注意。方法　系统回顾１例偏头痛患者长期服用散利痛导致器质性不射精症的
详细病史和诊疗经过。结果　由于患者对药物的依赖而无法停药，尝试了许多男科治疗手段，均以失败告
终。结论　散利痛导致不射精的机理可能与过高的血药浓度干扰了５ＨＴ对射精中枢某个通路的调控作
用。不射精症治疗方式多样，但总体有效率低，自然受孕机率低，最终可能需要通过睾丸取精或输精管取精

技术获取精子，完成辅助生殖。

【关键词】　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散利痛；不射精症；偏头痛；辅助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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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射精症（ａｎ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Ｅ）是男科常见疾病，是男性性功
能障碍中常见的类型，属于射精功能障碍的一种，占射精障碍

的２％［１］。常见的器质性不射精症的病因中，由于药物导致的

多见于：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过量镇静安定药或 ａ肾上腺素
能受体阻滞剂［２］，而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散利痛（Ｓａｒｉｄｏｎ）
所导致不射精症案例未曾报道。我们在临床上偶遇１例偏头痛
患者，因为长期服用散利痛导致不射精症，现将详细治疗经过

汇报如下，以期增补导致不射精症的药物使用空白，引起临床

工作者的注意。

!

　临床资料
患者程某，男，３３岁，导游，已婚２年未育。主诉：性交不射

精７年。患者从２０岁开始有正常性生活，性伴侣不固定，均可
在阴道内射精，部分女性有妊娠史，患者无手淫史。２５岁时诊
断为偏头痛，有时发作前可有先兆出现，如眼前出现黑点，或者

视物出现闪光，或者感觉头皮针刺感，但并非每次发作都有先

兆。头痛以单侧为主，程度多为中至重度，部位以颞部和枕部多

见，性质为搏动性头痛。常见的诱发因素有：紧张、焦虑、烦躁、

吵架、失眠、登山等。行走、说话等活动可以加重头痛。服用散

利痛（拜耳医药委托山东新华制药生产，批号Ｈ２００５６９４８）后，１０
～１５ｍｉｎ可以缓解头痛。起初发作频率大概每月２～３次，期间
性生活正常，可以在阴道内射精。其后患者由于工作原因经常

出团，发作频率逐渐增加，用药次数逐渐增多，每月使用散利痛

的次数超过１０次，１年后出现性生活时不射精，每次性生活阴
茎能够正常勃起和性交，但无高潮、无性快感，不能射出精液，偶

有梦遗，大概每年２～３次。此后７年中，患者与所有交往的性
伴侣发生性关系时均未出现射精。

患者精神、食欲、大小便正常，体力体重无明显变化；无高血

压、冠心病、糖尿病、结核病病史；生命体征平稳，心肺腹查体无

异常，第二性征发育无异常，双侧睾丸体积约１５ｍｌ，质地正常，
双侧附睾、精索未及异常。肛诊：前列腺稍大，轻压痛。国际勃

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２２分。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中，Ｆ１＝３０
分，主要表现为头痛；Ｆ５＝２４分，有轻度焦虑；Ｆ１０＝１４分，主要
表现为失眠，其他评分无异常。性激素５项：ＦＳＨ４２８（１２７～
１９２６ｍＩＵ／ｍＬ）；ＬＨ３５２（１２４～８６２ｍＩＵ／ｍＬ）；Ｅ２２８（２０～７５
ｐｇ／ｍｌ）；ＰＲＬ１１５７（２６４～１３１３ｎｇ／ｍｌ）；Ｔ４０１（３５～１０７
ｎｇ／ｍｌ）。生殖系统彩超：前列腺增大并回声不均，精囊腺无异
常。头颅ＭＲＩ未见异常。血尿常规、肝肾功能、血脂、甲状腺功
能测定未见异常。性生活后尿液离心沉渣镜检：未见精子。前

列腺液常规：卵磷脂小体２＋，白细胞＋，偶见不活动精子。
患者就诊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辅助生殖来生育，而建议患者

停药是不太现实的做法，患者性经验丰富，除了不射精，夫妻性

和谐度和满意度较高，故性行为训练对患者不适用。给予患者

经直肠前列腺电动按摩３０ｍｉｎ（ＴＲＭ前列腺多功能治疗仪，武
汉非凡），每日一次，持续１５ｄ。海绵体负压吸引，每次１５～２０
ｍｉｎ，每日１次，持续１５ｄ［３］。同时，参照刘凯峰［２］的方法，使用

中频脉冲（北京伟力电脑肾病治疗仪）对天枢、气海、关元、肾

俞、三阴交、足三里、涌泉穴位进行脉冲刺激，每个穴位刺激４
ｍｉｎ，每日１次，持续１５ｄ。使用电动取精器（北京伟力）刺激龟
头及冠状沟区，每次５ｍｉｎ，持续１５ｄ。此外，给予十一酸睾酮软
胶囊（浙江新昌制药，产品批号 Ｈ１０９７０２４０）８０ｍｇ，早餐时饭中
服用，每日１次，他达拉非（美国礼来）５ｍｇ，每晚 １次，持续 １
月。以上治疗均以失败告终。由于我们没有麻黄素或左旋多巴

的用药经验，也无大样本的相关文献报道，治疗有效率也很有

限，故未对患者使用上述药物［４８］。

"

　讨论
射精是在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调节下的生理反射，其中

交感神经的兴奋性起着主导作用，与躯体神经包括感觉和运动

神经共同组成反射弧。当性器官所感受的性冲动通过传入神经

到达脊髓精液分泌中枢（Ｔ１２Ｌ２）和射精中枢（Ｓ２Ｓ４），再通过传
出神经支配效应器射精器官而诱发精液分泌和射精［７，９１０］。如

果射精通路的任一环节发生器质性或功能性障碍，即可以导致

不射精症。

临床上将 ＡＥ分为功能性不射精症和器质性不射精症，功
能性不射精症约占 ＡＥ的９０％，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２种。前
者是指在清醒状态下从未有过射精；后者是指曾经有过射精，后

因各种原因导致不射精。其常见原因有：精神心理因素、性知识

缺乏、性疲劳、长期手淫等。器质性不射精约占 ＡＥ的１０％，其
主要原因有：神经系统病变与损伤（如大脑侧叶病变、脊髓损伤

等）、医源性因素（如胸腰交感神经切除术、腹膜后淋巴结清扫

术等）、泌尿生殖系统局部病变（如包茎、阴茎外伤、硬结、瘢痕、

纤维化、严重尿道下裂等）、内分泌异常（如糖尿病、垂体功能低

下、甲亢等）、药物性因素（如抗精神病药、过量镇静安定药、肾

上腺素能阻滞剂、长期酗酒等）［２４，７，１１１２］。

目前，临床尚无特异性药物或者有效的治疗方式，常用的治

疗方式包括：①心理咨询和性健康教育。②通过性感集中训练
的性行为治疗。③药物治疗，如左旋多巴或美多巴可以激活脑
内多巴胺系统、抑制５ＨＴ系统来提高射精中枢的兴奋性，用于
高位射精中枢异常［８］。麻黄素能够增强输精管道平滑肌收缩，

有促进射精作用［４］。其他个案报道药物，如士的宁［７］、育亨

宾［１３］、米多君［１４１６］、十一酸睾酮和ＰＤＥ５抑制剂［２］等。④振动
刺激诱发射精（ｐｅｎｉｌｅｖｉｂｒａｔｏｒｙ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ＶＳ）［６，１７１９］，电刺激
诱发射精（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ＥＪ）［４，６，２０］，前列腺电动按摩［２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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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负压吸引［３］，中频电脉冲［２，２１］等提高阴部神经传导而诱发射

精反射；⑤中医中药针灸治疗［７，１０，２２２６］。

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作的神经系统疾病，是头痛中最常见

的类型，其发病机制不详，发病率较高，由于反复发作，可以导致

患者生活质量下降［２７］和药物滥用［２８］，且与脑梗死、脑出血、抑

郁症、癫痫、不宁腿综合征、眩晕、哮喘、颞下颌关节紊乱、心血管

疾病等共病的概率高于普通人［２９］。有关研究认为，发作时血小

板内单胺氧化酶活性降低，具有强烈缩血管作用的代谢产物增

加，具有维持颅内外动脉张力性收缩的５ＨＴ迅速分解，而引起
颅内血管扩张出现头痛［３０］。发作期药物治疗的目的：快速、持

续止痛，减少头痛再发，恢复患者的功能［３１］。

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是治疗偏头痛发作的一线用药，能够

迅速缓解头痛。散利痛，又称复方对乙酰氨基酚片（Ⅱ），为复
合制剂，每片含对乙酰氨基酚２５０ｍｇ，异丙安替比林１５０ｍｇ，无
水咖啡因５０毫克。前两者为前列腺素合成的抑制剂，能够抑制
血小板集聚，抑制外周和中枢前列腺素的合成，抑制缓激肽合

成，降低感受器的兴奋性，产生镇痛作用；后者能够收缩脑血管，

减少其搏动的幅度而加强其他药物的止痛作用［３０］。为了防止

药物过度应用性头痛（ｍ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ｕｓｅｈｅａｄａｃｈｅ，ＭＯＨ），服用
单一解热镇痛药时；限制每月不超过１５ｄ，服用联合镇痛药时，
限制每月不超过１０ｄ［３２］。不良反应少见，偶见白细胞缺乏症，
正铁血红蛋白血症和血小板减少症，以及厌食、恶心、呕吐、皮疹

等其他过敏反应。

该患者在服用散利痛前，性生活和射精功能正常，随着偏

头痛次数的增加，散列通服用次数也在增加，每月超过１０次，属
于ＭＯＨ，逐渐出现不射精症，属于继发性不射精症。我们几乎
尝试了所有男科治疗，未果。散利痛如何导致不射精的机理还

不清楚，可能与过高的血药浓度干扰了５ＨＴ对射精中枢某个
通路的调控作用而导致不射精症的发生有关，也期望感兴趣的

学者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至于生育问题，我们建议患者行

睾丸取精术或输精管穿刺取精术，完成辅助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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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育男性精子核成熟度的临床价值评估
陈亮１　林永锴１　张晓艳１　王英１　刘晃２△

１东莞广济医院生殖中心，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６９０
２广东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所男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００

【摘要】　目的　评估精子核成熟度在男性不育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收集８０例患不育症的育
龄期男性的精液标本，与４０例配偶已自然受孕的正常男性精液标本进行对比研究，分析两组对象精子浓度、
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精子核成熟度等指标之间的差异，评估精子核成熟度在男性不

育症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结果　不育组与正常生育组在年龄、身高、体重、精液体积、精液ＰＨ值、精子浓度、
精子总活率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但不育组的正常形态精子百
分率和精子核成熟度显著低于正常生育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结论　不育男性的精子
核成熟度比正常男性低，在男性不育症的临床诊治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精子；核成熟度；不育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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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子在发生和成熟的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
发育异常，进而导致精子的常规活性和受精潜能下降。有学者

认为核成熟的精子更容易与卵子结合，并且其内部染色质结构

高度稳定，更能够保证遗传信息的代传［１］；也有学者认为精子

核成熟度并不影响精卵结合，其与妊娠没有关系［２］。本文通过

比较不育男性与正常生育男性间的精子核成熟度和精子参数

等指标，发现精子核成熟度在男性不育症的临床诊治中有参考

价值，值得推广。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广

济医院男科门诊收治的不育男性８０例为研究对象。其中，原发
不育６８例，继发不育１２例。同期，在知情同意下收集４０例配
偶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广济医院妇科门诊检查确诊为自

然受孕的正常生育男性进行对照，１２０例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２
岁～４８岁，年龄（３３６４±５５９）岁；体重范围５４Ｋｇ～７９Ｋｇ，体重
（６７７６±６７８）Ｋｇ，身高范围１６０ｃｍ～１８０ｃｍ，身高（１７０８３±
４８８）ｃｍ。两组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所有研究对象均符合 ＷＨＯ男性不育症的临床
诊断标准；能配合全身体格检查，生殖器发育正常；能按照ＷＨＯ
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手册》［３］的规范和标准收

集精液标本；愿意配合并接受相关检查和随访。排除标准：所有

研究对象均排除染色体核型异常及 Ｙ染色体微缺失等遗传性
疾病；排除先天性疾病及全身系统性疾病史；排除生殖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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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性疾病史；排除睾丸外伤、隐睾等手术史；排除长期药物、毒

性物质接触史。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精子常规分析　参照ＷＨＯ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处
理实验室手册》［３］标准，采用手淫法收集研究对象禁欲２～７天
后的新鲜精液样本，置于３７℃恒温水浴箱，待精液完全液化后
应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仪（ＣＡＳＡ）在双人核对下进行精子浓
度、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等指标的检测。

１３２　精子形态学分析　参照ＷＨＯ第五版《人类精液检查与
处理实验室手册》［３］标准，采用改良巴氏染色法进行精子染色，

在双人核对制度下由２位实验室专业人员进行阅片，每片计数
２００个精子，计算正常形态精子百分率。
１３３　精子成熟度检测　由专人负责采用苯胺蓝染色分析法
进行精子核成熟度的分析，具体操作步骤参照精子成熟度检测

试剂盒（深圳博悦德生物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

　数据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所得计量数据用均值

加减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

不育组研究对象与正常生育组研究对象在年龄、体重、身

高等一般人口学特征上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者研究对象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Ｙ） 体重（Ｋｇ） 身高（ＣＭ）

不育组　　 ８０ ３３７３±５４４ ６７９３±６５３ １７０７０±４７７

正常生育组 ４０ ３３４８±５８９ ６７４３±７２５ １７１０５±５１１

ｔ值 ０２２９ ０３７８ －０３５４

Ｐ值 ０８１９ ０７０６ 　０７２４

２２　两组研究对象精液参数与精子核成熟度比较
不育组研究对象与正常生育组研究对象在精液体积、精液

ＰＨ值、精子浓度、精子总活率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等方面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不育组研究对象的正常形
态精子百分率和精子核成熟度显著低于正常生育组研究对象，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研究对象精液参数与精子核成熟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精液体积

（ＭＬ）
ＰＨ值

精子浓度

（百万／ＭＬ）
精子总活率

（％）
前向运动精子

百分率（％）
正常形态精子

百分率（％）
精子核成熟度

（％）

不育组　　 ８０ ２４６±０７９ ８３９±７５０ ４５０２±３５４０ ４８１２±２１６９ ４１２３±２０２５ ２１１±１１１ ０３０±０１１

正常生育组 ４０ ２２２±０９４ ７５６±０１７ ４４６６±３０９１ ５０２３±１５０１ ４４６４±１５８８ ２９５±０９７ ０４０±０１０

ｔ值 １５０４ ０６９４ ００５５ －０５４６ －０９２４ －４９２６ ４０３０

Ｐ值 ０１３５ ０４８９ ０９５６ 　０５８６ 　０３５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人类成熟的精子头部由细胞核和顶体组成，其中细胞核中

包含有高度致密的染色质，这种高度浓度的染色质结构与一般

体细胞有着显著的差异，它是由脱氧核糖核苷酸（ＤＮＡ）分子与
核内特异性的蛋白质组合而成，携带着亲代全部的遗传信息，

在保证人类子代同源性的的传递过程中有着重要的意义［４］。

研究表明［５６］，精子细胞核内的蛋白质主要由鱼精蛋白、组蛋白

及其他蛋白质，其中鱼精蛋白占绝大部分，包含 Ｐ１、Ｐ２两个家
族四种蛋白分子，组蛋白不超过总蛋白含量的１５％。但是在这
不足总量１５％的组蛋白中，其包含的 ＤＮＡ序列却仍然保持着
核小体的结构，在精子的生物活性和受精后对胚胎发育的影响

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精子在发生过程中，其细胞核内的

ＤＮＡ物质与核内蛋白质等大分子发生复杂精密的重组，使得染
色质中所包含的组蛋白逐渐被鱼精蛋白所代替，并形成了鱼精

蛋白ＤＮＡ复合体，随后在附睾内继续浓缩和成熟，使得精子的
染色质结构高度致密稳定，从而使生物遗传信息得到固化和密

封，因此，当人类精子发育成熟后，精子细胞核内的组蛋白含量

应该达到最低状态［７］。当其含量过高时就可能预示着精子在

发育过程中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因此容易导致精子生物学活性

的改变，甚至是遗传物质的变化［８］。

研究表明，苯胺蓝染料是一种可以特异性与人类精子核内

组蛋白相结合的特殊物质，当人类精子发育不成熟的时候，苯

胺蓝染料可以渗透进入细胞核与组蛋白相结合从而使精子着

色。因此，利用苯胺蓝染料进行对精子核成熟度的评估得到了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验证［９１０］。我们在研究中也采用苯胺蓝染

色分析法进行精子核成熟度的分析发现，在１２０例研究对象中，
经过苯胺蓝染色后进行精子阅片，每片分析２００条精子，均可以
得到理想的镜下显像。

Ｓａｔｉ等［１１］研究表明，精子核成熟度与精子常规参数密切相

关，核成熟度低的精子，其常规浓度、前向运动能力、形态参数等

指标也会显著下降。Ａｏｋｉ等［１２］发现，精子核成熟度在一定程度

上与精液常规参数呈正相关性。ＺｉｄｉＪｒａｈ等［１３］研究发现，精子

核成熟程度与胚胎受孕后的发育状况显著相关，是导致女性复

发性流产的重要因素。我们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不育组与正常

生育组在年龄、体重、精液体积、精液 ＰＨ值、精子浓度、精子总
活率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等方面无差异，但不育组的正常形

态精子百分率和精子核成熟度显著低于正常生育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我们认为，精子核成熟度可能与育龄
期男性精子的形态发育有更密切关系，精子核成熟度低下的男

性精子的正常形态率也低，不育症的发生风险更高。因此，评价

精子核成熟度对于分析男性生育能力的高低有着指导作用，值

得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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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糖尿病性勃起
功能障碍的疗效分析
刘安全１△　代苗英２　陈挺１　朱庆峰１　马登扬１　吴小芬１

１丽水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２丽水市中心医院儿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ＤＭＥＤ）的疗效分析。
方法　选取在丽水市中心医院泌尿科门诊就诊的８４例 ＤＭＥＤ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４２例患者。两组患者予以十一酸睾酮软胶囊４０ｍｇ／次，３次／ｄ，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
用复方玄驹胶囊３粒／次，３次／ｄ，口服。两组疗程均１２周。观察治疗前后总睾酮（ＴＴ）和游离睾酮（ＦＴ）水
平的变化，并比较其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１２周后，两组血清ＴＴ和ＦＴ水平较前明显上升（Ｐ＜
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观察组上升幅度较对照组更显著（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χ２＝４０９，Ｐ＜００５）；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出现不良反应４例（９５２％）和６例（１４２９％），两组比较差异
无统计意义（χ２＝０４５，Ｐ＞００５）。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ＤＭＥＤ的疗效较确切，安全性
较好，能升高血清ＴＴ和ＦＴ水平。

【关键词】　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十一酸睾酮；复方玄驹胶囊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ｕｎ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ＴＵ）ｏｎｄｉ
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ＭＥＤ）　ＬＩＵＡｎｑｕａｎ１△，ＤＡＩＭｉａｏｙｉｎｇ２，ＣＨＥＮＴｉｎｇ１，ＺＨＵＱｉｎｇｆｅｎｇ１，
ＭＡＤｅｎｇｙａｎｇ１，ＷＵＸｉａｏｆｅｎ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Ｌｉｓｈｕ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ｓｈｕｉ３２３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Ｌｉｓｈｕ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Ｌｉｓｈｕｉ３２３０００，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ｅｓｔｏ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４７　　　·

ｔｅｒｏｎｅＵｎ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ＴＵ）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ＭＥ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８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ＤＭＥＤ
ｉｎ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Ｕｒｏｌｏｇｙ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ｒａｎｄｏｍ，ｗｉｔｈ
４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ｉｔｈｅｒ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ｒ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４０ｍｇＴＵｐ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ｅｔｉｍｅｓａｄａｙ
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３ｔａｂｌｅ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ｐ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ｒｅｅ
ｔｉｍｅｓａｄａｙ，ｂｏｔｈｆｏｒ１２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ａｎｄ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
ｕｎｔｏｗ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ｓｗｅ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１２ｗｅｅｋｓ′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ｒｕｍＴＴａｎｄＦ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ｕｃｈ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χ２＝４０９，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４ａｎｄ６ｃａｓｅｓｏｆｕｎｔｏｗａｒｄｅｆｆｅｃｔａｍｏ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５２％）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４２９％）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χ２ ＝０４５，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Ｕｈａｓ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ＤＭ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ｅｃｕｒ
ｉｔｙ，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ｒａｉｓｅ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ＴＴａｎｄＴＦ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ｕｎｄｅｃａｎｏａｔｅ（ＴＵ）；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Ｘｕａｎｊｕ
ｃａｐｓｕｌｅ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勃起功能障碍是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疾病，也是男性糖
尿病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１］。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ＤＭＥＤ）的发病机制至
今国内外尚未阐明，近年来研究发现糖尿病引起的雄激素水平

下降在其发病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已证实２型糖尿病患者血
清睾酮水平较正常成人低，睾酮替代治疗是目前治疗 ＤＭＥＤ最
有效的方法，但对部分患者疗效欠理想［２３］。复方玄驹胶囊是

由玄驹、淫羊藿、蛇床子、枸杞子等中药配伍而成，具有温肾壮

阳、滋补益精之功效，但其联合睾酮替代治疗的疗效国内外报

道较少［４５］。本研究观察了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

ＤＭＥＤ的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在丽水市中心医院泌尿科
门诊就诊的８４例 ＤＭＥＤ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国际
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２１分，病程＞６个月；②血糖控制较平
稳，空腹血糖≤８０ｍｍｏｌ／Ｌ。排除标准：①有泌尿、生殖系畸形
或前列腺疾病者；②性欲功能低下患者；③高泌乳素血症、外伤、
精神障碍及药物性等因素引起勃起功能障碍。随机数字表分

为两组。两组病例年龄、病程、ＩＩＥＦ５和空腹血糖等情况相接
近。本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患者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病程

（月）

ＩＩＥＦ５

（分）

空腹血糖

（ｍｍｏｌ／Ｌ）

观察组 ４２ ５０４±５１ ２０２±４５ １８７±２０ ７５±０７

对照组 ４２ ４９９±４９ １９８±４３ １８５±２１ ７６±０８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予以十一酸睾酮软胶囊（商品名：安特尔，厂家Ｎ．

Ｖ．Ｏｒｇａｎｏｎ，国药准字Ｊ２０１０００６０，规格：４０ｍｇ／粒）４０ｍｇ／次，３次／
ｄ，口服；观察组再加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药业公司，国药准
字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规格：０４ｇ／粒）３粒／次，３次／ｄ，口服。两组疗程
均１２周。观察治疗前后总睾酮（ｔｏｔａｌ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和游离睾
酮（ｆｒｅｅ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ＦＴ）水平的变化，并比较其临床效果和不良
反应。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血清ＴＴ和ＦＴ指标检测　取５ｍｌ左右晨起空腹静脉血，
低温离心分离出血清，分别采用化学发光法、酶联免疫吸附法测

定血清ＴＴ和ＦＴ指标。
１３２　疗效评估标准［６］　根据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上升率评
估其疗效，其中痊愈：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 ＞２２分；显效：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５０％；有效：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２５％ ～
５０％；无效：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 ＜２５％或未完成疗程。除
无效病例均为总有效。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组内和组间差异比较分别采用配对 ｔ

检验和成组ｔ检验。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血清ＴＴ和ＦＴ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ＴＴ和ＦＴ指标相接近，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１２周后，两组患者血清ＴＴ和ＦＴ指标较
前明显上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ＴＴ和ＦＴ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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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治疗１２周后，观察组患者临床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０９，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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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血清ＴＴ和ＦＴ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ｍｏｌ／Ｌ）

组别 时间 例数 ＴＴ ＦＴ

对照组 治疗前 ４２ １０８２±１７６ ５０８±０７２

治疗后 ４２ １２０４±２０５ａ ６５６±０８１ａ

观察组 治疗前 ４２ １０７７±１６８ ５１２±０６７

治疗后 ４２ １４０８±２１０ｂｃ ７７５±０８５ｂ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
示，与同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相
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４２ １３ １１ １０ ８ ３４（８０９５）

观察组 ４２ １５ １３ １２ ２ ４０（９５２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对照组患者出现不良反应 ４例（９５２％），均为胃肠道反

应。观察组患者出现６例（１４２９％），其中胃肠道反应５例，皮
疹１例。症状较轻，予以对症处理后消失。两组患者比较差异
无统计意义（χ２＝０４５，Ｐ＞００５）。
#

　讨论
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及饮食结构成分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

率也逐年上升，而ＥＤ作为糖尿病男性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其发
病率高达 ５０％以上，ＤＭＥＤ的发病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
ＤＭＥＤ的发病机制十分复杂，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糖尿病可影响
机体雄激素，主要是睾酮的合成与分泌，而雄激素在维持男性

性欲主要激素，而糖尿病引起的睾酮水平下降可通过影响性欲

引起患者ＥＤ［７］。Ｃｏｒｏｎａ等［８］研究发现睾酮对阴茎勃起反应具

有中枢性和外周性双重调节效应，睾酮对阴茎勃起反应具有明

显的依赖作用，睾酮水平下降会引起ＥＤ发生，对于睾酮水平较
低的ＥＤ患者，睾酮替代治疗效果明显。因此，睾酮替代治疗是
目前治疗ＤＭＥＤ的新途径［９］。

十一酸睾酮是常用的口服雄激素药物，主要作用是通过补

充睾酮，保持阴茎海绵体舒张，增加阴茎血流量和血流速度，并

能延长阴茎细胞寿命，减慢细胞衰老，增强性欲，激发性冲动，增

加性高潮快感，提高阴茎的硬度，其在 ＥＤ治疗中的效果较肯
定，但仍有部分患者疗效欠理想［１０１３］。复方玄驹胶囊是治疗治

肾阳虚常用中成药，方中玄驹为君药，壮阳之效甚强，淫羊藿补

肾阳，强筋骨，祛风湿；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明目；蛇床子则温

肾壮阳、合用则补阳滋阴［１４１７］。谢恩杰等［１８］研究发现复方玄驹

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男性 ＥＤ疗效优于单纯十一酸睾酮治
疗。本研究结果观察组治疗１２周后血清ＴＴ和 ＦＴ指标上升幅
度较对照组更显著，且其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更高，两组不良反

应轻。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 ＤＭＥＤ的疗效
明显优于单用十一酸睾酮治疗，安全性较好，能升高血清 ＴＴ和
ＦＴ水平。

总之，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十一酸睾酮治疗 ＤＭＥＤ的疗效较
确切，安全性较好，能升高血清ＴＴ和Ｆ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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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运动对男性大学生精液质量的影响定量生物学
分析
张晓玲１　盛佳智２△　王静１　弓腊梅３

１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医学影像检验系，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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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有氧运动对男性大学生生殖细胞的影响。方法　７名大学一年级男生（３人实验
组，４人对照组）志愿加入研究，有氧运动干预６周，每周运动６天，每次５０分钟。定量差异分析和Ｐ值统计
评价干预效果。结果　基于Ｐ值统计发现，６周的干预没有显著降低受试者的体重、ＢＭＩ和腰围，而使用定
量差异分析发现，运动对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男性大学生的精子活动度、活力 Ａ和活力 Ｂ的变化幅度的差异
达到了显著定量级水平，且对照组男生体重改变的幅度优于实验组男生（ＱＤ：１．５０）和ＢＭＩ（ＱＤ：０．３６），而腰
围的变化，实验组男性大学生显著高于对照组男性大学生（ＱＤ：２．０３）。结论　定量差异分析在统计学上比
传统的Ｐ值统计更具有优势，借助机体对于运动的适应能够较好地理解运动改善男性生殖细胞的机制。

【关键词】　有氧运动；精液参数；定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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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１９９４年，体力活动情况与男性生殖细胞之间的关系研
究就引起Ｓｏｕｚａ等［１］的关注。他们发现，增加的跑步的距离与

精液的量显著相关，与普通对照组相比，耐力跑项目距离越远

的男性，其精子计数、活动度均低于对照组，暗示过度训练对于

男性生殖健康是不利的。Ｓａｆａｒｉｎｅｊａｄ等［２］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Ｓｏｕｚａ等［１］的观点，递增负荷的训练导致的过度训练综合征诱

导男性生殖能力的下降。

近年来，肥胖与超重人群的增加带来的诸多健康问题被广

泛关注。Ｌａｒｓｅｎ等［３］提出肥胖与男性性功能障碍有密切关系；

然而，Ｄｕ等［４］综述前人的研究没有发现肥胖与男性不育有关

联，也没有发现体重的降低显著影响精液参数，但是，提出日益

增加的肥胖率应该引起临床足够的重视。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５］的研

究结果表明，精液参数、搏出量与增加的ＢＭＩ和腰围线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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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地说精子数量与腰围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发现精

子参数与体力活动有关联。高海拔训练通常导致睾丸机能紊

乱，导致精子浓度下降，但是不影响健康的精液质量［６］。Ｗｉｓｅ
等［７］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结果显示，没有发现精子参数变化

与规律的锻炼相关，而自行车运动每周大于５小时和较低的精
子浓度、总精子活动度有关，且不受稍微变化的年龄、身体指数

和男性因素导致的不孕史影响。

国内此领域仅发现相关的动物实验研究。刘龙［８］的研究

发现，８周有氧运动促进 ＳＤ大鼠组的精子质量明显提高，其中
中度有氧运动组大鼠的精子密度和活动率，与对照组大鼠相比

明显升高（均Ｐ＜００１）。重度有氧运动组大鼠的精子密度，与
对照组大鼠相比明显提高（Ｐ＜００１）。常波等［９］研究发现，８
周跑台有氧运动干预能够有效降低肥胖雄性大鼠的体重和脂

体比，改善精子的质量参数，缓解性激素紊乱，逆转肥胖对雄性

大鼠生殖功能的负面影响。当然，这些研究是基于对大鼠的研

究，国内因为各种伦理和价值观的问题，没有看到相关人体干

预实验的报道。

国外关于人体此方面的研究均是基于零假设的 Ｐ值统计
检验，这种统计方法只能告知两组数据之间不同的几率，无法

告知数据之间的差异，更无法告知由于这种差异产生的生理效

应，基于统计学方面的问题，刘承宜等［１０］的研究提出定量差异

分析理论，针对整体、器官组织和细胞分子水平不同的定量级

范围分别为（０２７，０４７）、（０４７，０８０）和（０８０，１２２），让研究
层次更有区分度。吴冲云等［１１］和李蕾等［１２］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了其方法的科学性。本课题组早期的工作［１３］也验证了这种方

法的科学性，且发现其比传统Ｐ值统计方法更具有区分度。本
研究选取了大学一年级的７名男生进行了６周的运动干预，使
用定量差异分析结合Ｐ值统计方法，评价有氧运动对男性大学
生精液参数的影响，并探讨其相关机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达州职业技术学院一年级７名男生为本研究对象，其

平均年龄１９岁，平均体重７８４千克，平均腰围８９４３厘米。７
名男生没有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均自愿加入本实验，对于潜

在的风险和实验流程、测试指标等非常熟悉，能够坚持实验设

计中的要求，履行相关的义务，坚持完成实验流程，并获得相应

的补助。

１２　有氧运动干预
受试者按照腰围和体重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男生

体重、腰围和ＢＭＩ显著高于对照组男生，具体结果如表１所示。
所有受试者按照要求完成６周的有氧运动干预，每周运动６次，
周日休息。有氧运动由中等强度４００米跑＋２０个俯卧撑组成，
最适宜运动心率（运动靶心率）＝心率储备 ×（６０％ ～８０％）＋
安静心率，每次运动前８～１０分钟热身运动，每次有氧运动持续
时间５０分钟。
１３　测试指标

身高、体重、腰围等一般指标和精液参数等被纳入分析，全

自动精子分析仪 ＭＬＴＭＤＩ６０８用来分析精液参数，精子计数、浓
度、活动能力等指标被分析。

１４　数据处理
所有数据使用平均值和标准差来表示，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干预前后各项指标不同组间比较使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同组干预前后比较使用配对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变化的幅度评价使用定量差异分析方

法［１０］，整体、器官组织和细胞分子水平不同的定量级范围分别

为（０２７，０４７）、（０４７，０８０）和（０８０，１２２）。
"

　结果
２１　有氧运动对两组男生体重、腰围和ＢＭＩ的影响

有氧运动干预前，实验组男生体重、腰围和 ＢＭＩ显著高于
对照组男生，有氧运动干预后依然保持这一状态。有氧运动干

预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男生的体重、腰围和ＢＭＩ的影响并不显著
（均Ｐ＞００５），基于零假设检验Ｐ值分析，６周有氧运动干预没
有对受试者（这里指的是实验组 ＋对照组作为一个整体）的腰
围、体重和ＢＭＩ产生显著影响。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有氧运动干预对两组男生体重等的影响（Ｍｅａｎ±ＳＤ）

　变量 实验组（ｎ＝３） 对照组（ｎ＝４） 干预前（ｎ＝７） 干预后（ｎ＝７） Ｐ值

体重（Ｋｇ） ９５７±９８ ６５５±１２１ａ ７８４±７２ ７７７±７７ ０９０

腰围（ｃｍ） １０５７±４５ ７７３±１０６ｂ ８９４±６５ ８７３±６１ ０８１

ＢＭＩ ３１４±１８ ２３５±４０ａ　 ２６９±２０ ２６１±２０ ０８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运动干预前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运动干预前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２２　有氧运动对两组男生体重、腰围和 ＢＭＩ改变幅度的影响
（ＱＤ分析）
　　有氧运动干预对于实验组和对照组男生的变化幅度 Ｐ值
统计结果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但是基于定量差异分析的结果

显示这３项指标均达到显著量级，在训练效果方面，减体重、降
低ＢＭＩ效果对照组男生显著优于实验组男生，而腰围的改变实
验组男生显著优于对照组男生。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有氧运动对两组男生体重、腰围和ＢＭＩ改变
幅度的影响（ＱＤ分析）

　变量 实验组（ｎ＝３） 对照组（ｎ＝４） Ｐ值 ＱＤ

体重（Ｋｇ） －０７０±１３０ －１５０±０９０ ０６１ １５０ｂ

腰围（ｃｍ） －３３３±１８６ －１２５±０２５ ０２５ ２０３ｂ

ＢＭＩ －０６３±００３ －０７５±０１６ ０５６ ０３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达到显著量级；标有“ｂ”项表示达到极显著量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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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有氧运动对两组男生精液参数变化幅度的影响（ＱＤ分
析）

　　有氧运动对实验组和对照组男生之间只有在精子活力 Ｂ
参数上表现出差异趋势，其他均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和趋势，

而基于定量差异分析的结果显示，干预对于实验组男生的影响

在精子计数、精子活动度两方面与对照组男生相比效果显著，

在精子活力 Ｂ和 Ａ＋Ｂ２个指标上低于对照组，在精子活力 Ａ
指标上，两者既没有显著差异，也没有达到显著量级。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有氧运动对两组男生精液参数变化幅度的影响（Ｍｅａｎ±ＳＤ）

　　　变量 实验组（ｎ＝３） 对照组（ｎ＝４） Ｐ值 ＱＤ

精子计数（１０９／ｍｌ） ５０±００ －２５±４３ ０２０ １４４ｂ

精子活动度（％） ６７±１７ －１３±９０ ０２７ ３４０ｂ

精力活力Ａ（％） －５７±５２ －５０±３５ ０９２ ０２７

精子活力Ｂ（％） ５０±５８ １１３±５２ ００６ １６９ｂ

精子活力Ａ＋Ｂ（％） －０７±５２ ６３±３８ ０１４ ４５７ｂ

　　注：标有“ｂ”项表示达到极显著量级

#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①６周的有氧运动干预没有显著降

低受试者的体重、腰围和ＢＭＩ；但是基于定量差异分析的结果显
示，对照组男生在 ＢＭＩ和体重的改变幅度上显著高于实验组；
在腰围的改变幅度上，实验组男生显著高于对照组男生。②与
对照组男生相比，有氧运动干预在精子计数、精子活动度在实

验组男生的效果达到了显著量级；对于精子活动度 Ａ＋Ｂ的影
响，实验组男生低于对照组男生，对照组达到了显著量级。

３１　运动对体重、腰围和ＢＭＩ的影响
运动能否降低体重是一个相对具有争议的话题。现在越

来越多的研究结果显示，仅仅依靠运动无法达到控制体重或者

减肥的目的。因为虽然运动，特别是较大运动量的运动干预，能

够消耗掉相当大的热量，同时运动也会使机体产生较强的饥饿

感，只有合理的训练加上科学饮食才能够真正达到控制体重的

效果。

基于Ｐ值统计分析，虽然本研究没有发现运动前后受试者
体重、腰围和ＢＭＩ显著变化，但是使用定量差异分析方法发现，
对于运动敏感程度，实验组男生在腰围改变幅度上，显著高于

对照组男生，而在 ＢＭＩ上显著低于对照组男生。近年来，肥胖
相关的肠道微生物研究备受关注，Ｃｌａｒｋｅ等［１４］的研究发现，运

动联合饮食干预可以改善受试者的微生物的丰度，从而实现健

康促进的效果。肠道微生态的改变也会影响机体的运动表

现［１５１６］，促进运动能力和运动表现的提升，因此从肠道菌群的

角度提出了运动干预防治代谢性疾病的新靶点［１７］，如何找出相

关疾病的致病菌，探明其致病机制，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３２　运动干预对精子参数等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适宜的运动干预在精子计数、精子活动度对

实验组男生的影响与对照组男生相比，达到了显著量级；对于

精子活动度Ａ＋Ｂ的影响，实验组男生低于对照组男生，对照组
达到了显著量级。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伴随着降低的精液质量已经被关

注［１８］，肥胖且久坐与较低的精子计数显著相关［１９］。然而，一项

纳入２２６１名不孕不育门诊的美国的男性研究，没有发现规律的
锻炼与精液参数有关［７］。运动的类型、频率和持续时间与精液

参数也没有相关［２０］。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等［５］的研究没有发现精子参数

与体力活动水平有关联，但是发现精子参数与腰围负相关，那么

控制腰围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有意思的是，

针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体力活动增加了精子

的数量和浓度［２１］。从事中高强度锻炼平均每周运动３２小时
的２３１名男性，精子浓度提高了４３％［２２］。有关学者开展了专业

运动员、休闲运动和久坐不动群体的横向研究，发现从事休闲运

动的群体的精液量、精子计数和活动度等参数是最高的［２３］。通

过综述前人的研究，Ｊóｚ′ｋóｗ等［２４］的研究发现，休闲体育活动更

能有效促进精液参数向着积极的方向改变，体力活动水平会影

响精液的浓度。优秀运动员精液参数质量较低，可能是他们经

常参与较高强度的训练，伴随着下降的精液量和精子活动性，这

提示长时间高强度训练对生殖健康的影响是不利的［２５］。

男性的精子质量可能会极大地受体力活动水平的影响。哈

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发现，长时间坐着看电视的健

康年轻男性，比经常从事体力活动的健康年轻男性精子数量要

低。每周看电视超过２０小时的男性，他们的精子数量比那些几
乎不看电视的男性低４４％。每周进行１５小时或更长时间的中
度至剧烈运动的男性，他们的精子数量比每周锻炼时间低于５
小时的男性高出７３％；同时，精子的活力、形状以及样本精液体
积并没有受到影响。中等强度的运动对精子数量没有影响，无

论运动频率如何［２６］。

以上研究共性的问题是研究者们忽略了饮食对生殖健康

的影响。Ｃｈｉｕ等［２７］的研究认为，摄入足够的蔬菜和水果可以促

进精子细胞的改善，每周补充足量的坚果也能够改善雄性生殖

健康。然而，如何界定“足够”这一概念，我们根据“中国居民膳

食指南２０１６”中的相关条款发现，餐餐有蔬菜，保证每天摄入
３００～５００ｇ蔬菜，深色蔬菜占比５０％；天天吃水果，保证每天摄
入２００～３５０ｇ新鲜水果，果汁不能代替鲜果。采取指南中的上
限值作为标准，即蔬菜每天摄入５００ｇ，水果摄入３５０ｇ。
３３　定量差异分析的优越性和本研究的局限性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美国政治学顶级学术期刊《政治分析》
在其官方Ｔｗｉｔｔｅｒ上宣布，从２０１８年第２６期起将禁用 Ｐ值，主
要原因是Ｐ值本身无法提供支持相关模式或者假说之证据。

Ｐ值检验主要用于研究数据组之间的定性差异，无法告知
定量差异的大小，更无法告知由于差异而导致的生物学因素，可

能会导致许多错误的结论。而基于定量差异分析的比较，不但

对不同水平的差异进行阈值定义，同时也大大减少了对样本数

量的要求，可以用于个案研究，甚至未来在精准健康管理方面具

有积极的应用价值。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相对较少，且缺少肥胖的不运

动组作为对照，未来的研究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并深入探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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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生物学机制。

$

　结语
虽然６周的运动干预没有显著降低受试者的体重、ＢＭＩ和

腰围，但是基于定量差异分析方法显示，运动对于实验组和对

照组男生的精子活动度、活力Ａ和活力Ｂ的变化幅度的差异达
到了显著定量级水平，且对照组男生体重改变的效果优于实验

组男生（１５０）ＢＭＩ（０３６），而腰围的变化，实验组男生显著高于
对照组男生（２０３）。因此，使用定量差异分析在统计学上比传
统的Ｐ值统计更具有优势，未来可以用于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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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５，４９（４）：２６５２７０．

［２７］　ＣｈｉｕＹＨ，ＧａｓｋｉｎｓＡ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ＰＬ，ｅｔａｌ．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ｆｒｕｉｔｓａｎｄｖｅｇｅｔａ

ｂｌｅ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ｒｅｓｉｄｕｅｓ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ｍｏｎｇｙｏｕ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ｙｍｅ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１４６（５）：１０８４１０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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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片治疗男性不育的文献回顾
吴寒　姜辉△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生精片是临床上一类常用的治疗男性不育的药物，以往众多研究就其对于精液质量、生殖结
局的影响进行了报道，本文回顾了近年来已发表的文献，归纳生精片对男性不育患者、特别是精液指标异常

者的治疗效果，认为生精片具有提升不育男性精液质量、改善不孕夫妇生殖结局的作用。

【关键词】　男性不育；生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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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育是一类影响人类繁衍、关系社会稳定和家庭和谐、婚
姻幸福的常见疾病。根据 ＷＨＯ的指南描述，不育症指性生活
正常且未采取避孕措施的夫妻超过一年仍未能怀孕的情况［１］。

文献报道目前约有１５％的夫妻存在不育问题，其中单纯由男性
导致的因素约２０％以上，其余３０％～４０％亦与男性有关。随着
社会的进步，随着生存压力和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导致男性

生育力下降的原因和主要致病因素也不断变化。目前，认为导

致男性不育的原因包括男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泌尿生殖道

感染、各种原因导致的睾丸生精环境恶化（如精索静脉曲张和

桑拿浴导致的阴囊温度增高，或睾丸长期暴露于放射线环境

等）、内分泌失调、遗传异常和免疫因素等。

男性不育最直观的表现为精液质量下降，与男性不育直接

相关的精液指标包括精液数量、精子活力、精子存活率和精子

畸形率等。目前用于改善精液质量的治疗手段大致可分为两

类，即调节性腺轴和抗氧化。临床上，常用西药的作用靶点相对

单一，如以左卡尼丁和维生素 Ｅ为代表的抗氧化剂类药物，主
要通过抗氧化作用减轻活性氧基团在精子生成各个环节中的

破坏作用；他莫昔芬为雌激素类似物，通过与雌二醇竞争雌激

素受体，减弱血循环中雌二醇的负反馈抑制，增加下丘脑 ＧｎＲＨ
释放，使促性腺激素分泌，进而增加睾酮含量，促进睾丸精子生

成。相比于临床上常用的西药，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方剂往往有

多种成分构成，可对上述两条通路同时发挥作用。本文现以联

盛生精片为例，整理近年来发表的其改善男性精液质量的研

究，并对其临床应用效果作一归纳，旨在为男科临床合理用药

提供证据支持。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文献来源

在线检索ＰｕｂＭｅｄ、ＭＥＤＬＩＮＥ、ＣＮＫＩ、万方、维普数据库。检
索日期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英文关键词包括：ｓｈｅｎｇｊｉｎｇｐｉｌｌ、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ｌｉｇ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ｌｉ
ｇ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ｏｌｉｇｏｏ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和 ｏｌｉｇｏａｓｔｈｅｎｏ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中文
关键词包括生精片、不育、不育症、弱精症、弱精子症、少精症、少

精子症、少弱精症和少弱精精子症。合并中英文结果后累计索

得目的文献１１篇。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生精片相关文献基本信息

作者，发表年度
是否随机

对照研究

总例数／
生精片例数

对照组用药
用药周期

（天）

徐计秀等，２０１０ 是 １５０／５０ 五子衍宗丸 ９０

韦文明等，２０１１ 是 ９０／４５ 维生素Ｅ＋Ｃ ９０

杨晓玲等，２０１１ 是 １１６／５２ 氯米芬 １８０

李国起等，２０１２ 否 １９６ 无 ２８

赵永平等，２０１２ 是 １２６／６５ 五子衍宗丸 ９０

孙振高等，２０１２ 是 １２０／６０ 维生素Ｅ ８４

杨险峰等，２０１２ 是 １５０／１００ 维生素Ｅ ９０

王恒才等，２０１３ 是 １３０／７５ 前列欣 ９０

吉　鹏等，２０１３ 是 １２０／４０ 左卡尼丁 ９０

俞承荣等，２０１３ 否 ２１６ 无 —

程国隆等，２０１７ 是 １５８／９５ 左卡尼丁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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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主要终点
检索所得文献中涉及到了大部分与男性不育相关的评价

指标。精液质量包括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活率、

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和液化率等，激素水平指标包括雄激素（Ｔ）、
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Ｈ）等，辅助生殖预后指标包
括优质胚胎率、受精卵卵裂率、卵子受精率和妊娠率等。

"

　联盛生精片对男性不育的治疗效果
２１　精液量

精浆是精子活动的介质，在生育活动中伴随精子一同进入

女性生殖道，起到中和阴道酸性分物的作用，从而避免影响精

子活力。以往文献报道不存在梗阻性疾病的不育男性精液量

相较正常男性减少，依据不同年龄段和致病因素有所不同［２４］，

精液量减少不利于精子通过阴道进入女性子宫和输卵管，会相

应降低女性受孕几率。徐计秀等人的研究发现，不育男性单独

服用生精片［治疗前（１２±１１）ｍＬｖｓ．治疗后（２５±１２）ｍＬ］
或联用五子衍宗丸［治疗前（１２±１４）ｍＬｖｓ．治疗后（２７±
１３）ｍＬ］后精液量均显著增加。吉鹏等人的研究亦获得了类似
结果，发现使用生精片后少弱精症男性的精液量从治疗前的

（１２±１５）ｍＬ上升到（２５±２）８ｍＬ。而韦文明等人的研究
跟踪分析了４５例少弱精症患者服用生精片的治疗效果，发现治
疗前后精液量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治疗前（２９５±２２７）ｍＬｖｓ．
治疗后（２９６±２２４）ｍＬ］。以往有文献报道，生精片的主要成
分之一淫羊藿具有使动物性器官重量增加、精液分泌量增多的

功效［５］，未来有待于大样本的油脂随机对照实验进一步明确生

精片对于改善不育症男性精液分泌量的作用。

２２　精子活力与密度
根据第５版世界卫生组织的人类精液检查标准，目前认为

每毫升精液中精子含量＞１５００万即为正常，而随着社会发展和
环境变化，过去几十年来这一标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同时，精

子活力的正常值标准也从第４版标准中的 ａ＋ｂ级≥５０％下调
到了ａ＋ｂ级≥３２％。如何改善男性不育患者的精子活力与密
度，一直是男科医生关注的焦点。已发表文献中，生精片对于精

子密度的改善已得到确认。其中，孙振高等人对１２０例男性不
育患者的随访发现，服用生精片后精子密度从（１６３２±２４５０）
百万上升到（４４５８±２１０９）百万，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徐计秀和杨险峰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３，６］。精

子活力方面，赵永平等人对６５例特发性弱精子症患者的研究发
现，使用生精片９０天后，前向运动精子比例从（１３６３±６６５）上
升到了（４６１９±８１６），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７］。
类似结果也被吉鹏［８］、韦文明［９］等人的研究确认。现在认为，

生精片中的组分如人参、黄精、枸杞子等能够改善精子代谢，其

对氧自由基的对抗作用可能在提升精子活力的过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而目前药物对精子活力与密度的调节机制仍不完全

清楚，具体作用靶点有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２３　精子活率及ＤＮＡ碎片率
精子活率降低同多种因素有关，常见的包括炎症、微量元

素锌、硒元等的缺乏、烟酒不良嗜好、睾丸长期暴露在高温环境

正等等。精子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亦与氧化应激、高温、烟酒嗜

好及药物使用等有关。生精片中的主要成分，包括菟丝子、鹿

茸、银杏叶、冬虫夏草人参、马鞭草、大血藤、杜仲、桑葚、何首乌

等中药配方在祖国医学体系中具有壮阳滋阴、补肾益精的作用，

以人参为例，其所含的人参总皂甙能增加 ＳＯＤ活性，抑制多种
因素引起的脂质过氧化反应，改善精子成熟环境，提升精子活率

并降低ＤＮＡ碎片率。徐计秀等人［３］比较了少弱精患者使用生

精片前后的精液分析数据，发现精子活率得到明显提升［用药

前（３３１±１３２％）ｖｓ．用药后（５９９±１４１％）］，吉鹏等［８］的研

究中这一数据为［用药前（３０２±２２％）ｖｓ．用药后（６０５±
３３％）］。程国隆［１０］收集１５８例男性不育病例，比较了使用左
卡尼丁同生精片对精子ＤＦＩ的影响，发现二者均能显著降低患
者精子 ＤＦＩ数值［服用生精片前（２０６８±３６２％）ｖｓ用药后
（１１５３±３２１％）］，孙振高等人［１１］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果

［用药前（２４０１±２４８％）ｖｓ用药后（１５９９±５３５％）］。
２４　对精液不液化的改善

目前已知有多种酶可能参与精液液化［１２］，而临床上一份液

化异常的标本中具体缺少何种酶，目前尚不能完全阐明，导致精

液液化异常的原因主要有炎症、抗精子抗体等［１３１４］。由于精液

液化异常，可能导致精子活力降低，从而减少受孕的机会。目前

亦有使用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的报道。杨险峰等人［６］收

集１５０例精液不液化患者，使用生精片经治１００例，治疗９０天
后总体改善率９３％，高于观察组的１７％。王恒才等人［１５］在一

项稍晚发表的研究中，使用生精片＋维生素 Ｃ治疗精液液化异
常患者，用药９０天后与使用前列欣＋维生素Ｃ的患者作比较发
现，前者总有效率更高（８５３％ ｖｓ．５６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李国起等人［１６］的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他

们使用生精片对精子不液化患者进行了为期４周的治疗，总体
有效率达到９２８６％。有研究认为，生精片中的有效成分具有
补肾益阳、活血化瘀等功效，可能通过促进血液循环，减轻腺体

炎症反应，从而改善精液液化情况［１７］。而目前具体机制仍不清

楚，有待进一步研究阐明。

２５　对性腺轴的调节
激素水平异常是导致男性不育的常见原因，调节性腺轴已

被证实对治疗男性不育有效。已知生精片中的多种成分包括菟

丝子、枸杞子、淫羊藿、人参、冬虫夏草和仙茅等均具有明显调节

生殖内分泌轴的作用［１８１９］。

已发表的文献中，孙振高等人［１１］的研究发现患者使用生精

片治疗１２周后，血清 ＦＳＨ值相比于治疗前明显降低［治疗前
（７４４±２０９）ｍＩＵ／ｍＬｖｓ．治疗后（６１９±１８８）ｍＩＵ／ｍＬ］，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清 ＬＨ无明显变化［治疗前
（６６１±２０２６）ｍＩＵ／ｍＬｖｓ．治疗后（６２５±１９６）ｍＩＵ／ｍＬ］，血
清Ｔ较治疗前明显升高［治疗前（３９０±１５５）ｖｓ．治疗后（５６９
±１８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与口服维生素
Ｅ组相比改善效果更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稍
早前徐计秀等人［３］发表的研究中也对上述３类激素水平进行
了评估，与上述研究类似的，他们同样发现服用生精片后患者的

血清 Ｔ明显升高［治疗前（５０５５±８９８）ｎｇ／ｄＬｖｓ．治疗后
（７９３８±１１５４６２５）ｎｇ／ｄ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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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但同时，他们并未发现患者的血清ＦＳＨ在治疗前后出现
明显变化［治疗前（９５±４４）ｎｇ／ｄＬｖｓ．治疗后（８９±３７）ｎｇ／
ｄＬ］。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两项研究间患者选择存在
偏倚，所用样本收集和统计学分析手段亦有所不同。未来仍有

待于进一步高质量的大样本随机对照实验阐明生精片对于不

育男性性腺轴的调控机制，从而明确其对于各类激素水平的影

响。

２６　对辅助生殖结局的影响

程国隆［１０］对９５例服用生精片的不育男性和６３例同期服
用左卡尼丁的患者进行追踪，发现服用生精片的男性不育患

者，夫妻行辅助生殖后优胚率［（４００３±５８５）％ ｖｓ．（３５１３±
１００１）％］、受精率［（７８１３±１７０１）％ ｖｓ．（７１３６±２０１）
０％］、妊娠率（５０５３％ ｖｓ．３３３３％）均优于使用左卡尼丁治疗
者，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卵裂率对比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９１１５±１１５７）％ ｖｓ．（９１５０±１２０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比于作用成分较为单一的
西药，生精片含有的多种中药组方成分可能通过包括清除氧自

由基、调节性腺轴等多种作用途径改善男性精液质量，从而改

善辅助生殖结局，上述研究并未就生精片可能影响辅助生殖结

局的具体机制作讨论，未来仍有待于详细研究对这一问题进行

深入探讨。

#

　讨论
对于临床上不存在特定病因的，由于精液质量异常而导致

不育的患者缺乏统一的有效治疗手段，治疗多依从医生经验，

常用西医药物作用途径相对单一，在对复杂病症的处理上存在

一定局限。祖国医学中，男性不育属于“无嗣、无子”范畴，生精

片是目前临床上多用的一类具有“补肾益精，壮阳滋阴”作用的

药物，含有包括人参、鹿茸、冬虫夏草、银杏叶、菟丝子、黄精、金

樱子、覆盆子、仙茅、枸杞子、马鞭草、大血藤、杜仲、补骨脂、桑

椹、何首乌、沙苑子和骨碎补等在内的多种有效成分。有研究证

明［２０］，人参、黄精、鹿茸、枸杞子、沙苑子和菟丝子可能通过调节

下丘脑垂体性腺轴以促进睾丸生精。黄精、鹿茸、淫羊藿和冬
虫夏草杜仲具有明显的抗炎、抗感染作用；鹿茸、淫羊藿、杜仲、

补骨脂、仙茅和菟丝子对肾气不足、精寒、精弱有治疗作用；人

参、黄精和枸杞子具有良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清除氧自由基，

以提高精子存活率并降低精子 ＤＦＩ。结合多数已发表文献，目
前可以确认生精片对临床上多见的由于少精症、弱精症和精液

不液化等原因造成的男性不育具有可靠疗效，能够显著改善患

者精液质量，并对改善患者辅助生殖治疗预后具有积极效果。

结合以往文献，有一例酒精肝患者服用生精片后血氨轻度上升

的病例报告，可能与组方中的何首乌成分有关，提示对于慢性

肝病肝功异常者，应当慎用。

回顾以往发表文献不难发现，同其他许多组方药物一样，

目前对于生精片在治疗男性不育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

阐明，其对男性不育治疗，特别是生育结局的影响仍缺乏长期

观察的数据支持，因此，未来仍有待于进一步高质量的大样本

实验研究回答上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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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联合麒麟丸对精索静脉曲
张不育患者术后精液质量及血清 ＩＮＨＢ水平变化的
影响
高培廷１　宋华１　林长胜１△　徐国良２

１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２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联合麒麟丸对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术后精液质量及
血清抑制素Ｂ（ＩＮＨＢ）水平变化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济南军区总医院收治的精
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７２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各３６例。对照组采取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
术，研究组采取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 ＋麒麟丸（共服用３个月）。统计两组临床疗效、精液质量（精液
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子密度、畸形精子所占比）、血清激素［ＩＮＨＢ、睾酮（Ｔ）、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泡激
素（ＦＳＨ）］水平，６个月～９个月后随访，统计两组配偶妊娠率。结果　研究组总有效率（９１６７％）较对照组
（６９４４％）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精液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子密度较治疗前增
高，畸形精子所占比较治疗前降低，且研究组精液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子密度较对照组高，畸形精子所占
比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血清 ＩＮＨＢ、Ｔ水平较治疗前增高，血清 ＬＨ、
ＦＳＨ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研究组血清ＩＮＨＢ、Ｔ水平较对照组高，血清ＬＨ、ＦＳＨ水平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６个月、９个月研究组配偶妊娠率（７２２２％、７７７８％）高于对照组（４７２２％、
５５５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联合采取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及麒麟丸治疗精索
静脉曲张不育，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精液质量及血清ＩＮＨＢ等激素水平，提高治疗效果及配偶妊娠率。

【关键词】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麒麟丸；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精液质量；ＩＮＨ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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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Ｊｉｎａｎ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ｒｅａ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２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３６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ｆｏ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
ｉｔｙｏｆａ＋ｂｇｒａｄｅ，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ｓｐｅｒｍ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ＮＨＢ，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
ａｎｄ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ａｎ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ｆｔｅｒ６ｔｏ９
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９１６７％）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９４４％）（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ｅｍｅｎｖｏｌ
ｕｍ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ｂｇ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
ｍａｌｆｏｒｍｅｄｓｐｅｒｍ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ｍｅｎｖｏｌｕｍｅ，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ｂｇ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ｄｅｎｓｉｔｙｉｎ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ｍａｌｆｏｒｍｅｄｓｐｅｒｍｏｆ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ＩＮＨＢａｎｄＴｉｎ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ＬＨａｎｄＦＳＨ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
ＩＮＨＢａｎｄＴｉｎ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ＬＨａｎｄＦＳＨｉｎ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９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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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７２２２％，７７７８％）ｏｆ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７２２％，５５５６％）（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
ｃｏｃｅ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ｍ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ＩＮＨＢ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ｈｏｒｍｏｎｅ，ｈｅｒｅｂｙｉｍ
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Ｑｉｌｉｎｐｉｌｌｓ；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ｈｉｂｉｎＢ（ＩＮＨＢ）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精索静脉曲张为精索中睾丸静脉形成的蔓状静脉丛出现
异常迂曲伸长或增粗扩张，疾病在青春期男性及成年男性中发

病率可达１５％～２０％，其中约５０％～８０％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精
液异常，主要包括精子数目减少及精子活动能力降低，已成为

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疾病［１３］。目前，临床西医主要采取外科

手术对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予以治疗，包括经腹股沟精索静

脉结扎术、高位精索静脉结扎术、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等，

取得了一定效果［４５］。中医无精索静脉曲张病名记载，将其归

类于筋疝（筋瘤）范畴，认为其发病和气滞血瘀、经脉不和、肝肾

亏损、脾肾两虚等具有密切相关性［６７］。此外，当前西医无精索

静脉曲张不育针对性用药方案，而中医在此方面具有显著优

势，清代医家陈士铎于《石室秘录》中已明确治疗男性不育的６
法，即为“精寒者温其火，气衰者补其气，痰多者消其痰，火盛者

补其水，精少者添其精，气郁者舒其气，则男子无子者可以有子，

不可徒补其肾也。”麒麟丸为我国中医治疗男性不育的重要药

物，其主要成分包括制何首乌、淫羊藿、墨旱莲等，有益气养血、

补肾填精等功效［８９］。本研究选取济南军区总医院７２例精索
静脉曲张不育患者，探讨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联合麒麟丸

对其术后精液质量及血清ＩＮＨＢ水平变化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济南军区总医院收治的精
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７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６例患者。研究组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３７岁，年龄（２９０２±５３１）岁；病程１１个月 ～７９个
月，病程（４８０±１１５）个月；患侧：左侧２７例，右侧１例，双侧８
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６岁，年龄（２８５４±５６２）岁；病
程范围１３个月 ～８１个月，病程（４６９±１２３）个月；患侧：左
侧２６例，右侧３例，双侧７例。两组年龄、病程、患侧等临床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本研究经济南军区总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

入选标准：①符合《２０１４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
南》中精索静脉曲张诊断标准［１０］；②经彩超检查精索静脉最大
内径＞１８ｍｍ；③夫妻双方未采取避孕措施同居生活≥１年，因
男方原因致使女方不孕；④知晓本研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
准：①纳入研究前采取相关药物治疗者；②既往有精索静脉结
扎手术治疗史者；③并发肾肝心严重病变者；④并发其他泌尿
系统病变者；⑤存在染色体异常、生殖道感染、性激素水平异常
低下、隐睾者。

１２　方法
研究组：采取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 ＋麒麟丸（广东太

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１０９３００３４），手术操作同对
照组；口服麒麟丸６ｇ／次，３次／ｄ，共服用３个月。

对照组：采取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取平卧位，腰硬联

合麻醉，明确左腹股沟管皮下环位置，作约２ｃｍ～４ｃｍ切口，剖
开皮肤与各层组织，Ｓｃａｒｐａ筋膜予以分离后明确皮下环具体位
置，剖开腹外斜肌腱膜约２ｃｍ，以阑尾钳将精索提出，以胶片上
提精索，实施逐层剖开处理，提睾肌剖开后明确输卵管位置并予

以保护，血管束解剖、分离，分离、结扎静脉，动脉及淋巴管予以

保留并闭合手术切口。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治疗结束后予以统计，ａ＋ｂ级精子比例≥

５０％、精子浓度≥２０×１０６／ｍｌ或治疗期间配偶怀孕或 ａ级精子
比例≥２５％为治愈；ａ级精子比例提高≥５０％或 ａ＋ｂ级精子比
例提高≥５０％或精子浓度提高≥５０％为显效；ａ级精子比例提
高２５％～５０％或ａ＋ｂ级精子比例提高２５％～５０％或精子浓度
提高２５％～５０％为有效；ａ级精子比例提高不足２５％、ａ＋ｂ级
精子比例提高不足２５％、精子浓度提高不足２５％为无效；总有
效率＝（治愈＋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１１］。②精液质量，
分别于治疗前后通过北京伟力公司生产的精子分析系统检测

两组精液质量，包括精液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子密度、畸形
精子所占比。③血清激素水平，分别于治疗前后抽取两组空腹
状态下肘静脉血４ｍｌ，离心处理，取上清液，以酶联免疫吸附法
测定血清抑制素Ｂ（ＩＮＨＢ）、睾酮（Ｔ）、黄体生成素（ＬＨ）、促卵
泡激素（ＦＳＨ）水平，试剂盒购于北京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④６个月～９个月后随访，统计两组配偶妊娠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通过ＳＰＳＳ２００对数据进行分析，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量
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ｎ（％）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
料以秩和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间存在明显差异（Ｐ＜００５），且研究组
患者总有效率（９１６７％）较对照组患者（６９４４％）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液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子密度、畸形
精子所占比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
精液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子密度较治疗前增高，畸形精子所
占比较治疗前降低，且研究组患者精液量、ａ＋ｂ级精子活力、精
子密度较对照组患者高，畸形精子所占比较对照组患者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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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３６ ６（１６６７） １７（４７２２） １０（２７７８） ３（８３３） ３３（９１６７）

对照组 ３６ ３（８３３） ９（２５００） １３（３６１１） １１（３０５６） ２５（６９４４）

Ｚ／χ２值 ２６６５ ５６８５ — — —

Ｐ值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７ — — —

表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精液量（ｍｌ） ａ＋ｂ级精子活力（％）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畸形精子所占比（％）

治疗前 研究组 ３６ １４１±０３３ ２９６２±３４２ １７３６±２２５ ８３８６±１０５８

对照组 ３６ １３９±０３１ ２８５６±３２４ １６６３±２４０ ８４０９±１１１２

ｔ值 ０２６５ １３５０ １３３１ ００９０

Ｐ值 ０７９２ ０１８１ ０１８７ ０９２９

治疗后 研究组 ３６ ２５３±０１９ ５３３１±３８６ ２８５７±２０２ ３４２３±９６６

对照组 ３６ ２０２±０２０ ４４４１±３１７ ２６２４±２１０ ４２４１±９７２

ｔ值 １１０９３ １０６９１ ４７９８ ３５８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２３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血清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血清 ＩＮＨＢ、Ｔ、ＬＨ、ＦＳＨ水平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血清 ＩＮＨＢ、Ｔ水平较治

疗前增高，血清ＬＨ、ＦＳＨ水平较治疗前降低，且研究组患者血清
ＩＮＨＢ、Ｔ水平较对照组患者高，血清 ＬＨ、ＦＳＨ水平较对照组患
者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治疗前后两组血清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ＩＮＨＢ（ｎｇ／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ＬＨ（ＩＵ／Ｌ） ＦＳＨ（ＩＵ／Ｌ）

治疗前 研究组 ３６ ８３１０±２０２５ １０３２±２４６ ５５７±０２２ ６４３±１４１

对照组 ３６ ８２７４±２１１０ １０１１±２１５ ５３８±０２４ ６５０±１２８

ｔ值 — ００７４ ０３８６ ３５０２ ０２２１

Ｐ值 — ０９４１ ０７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８２６

治疗后 研究组 ３６ １３７８５±２２１４ １３８０±２０４ ２８６±０１８ ３３７±１２０

对照组 ３６ １２６４３±２１１２ １１９１±２３１ ３４８±０１９ ４１９±０９６

ｔ值 — ２２３９ ３６８０ １４２１３ ３２０２

Ｐ值 — ００２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２４　两组患者配偶妊娠率比较
治疗后６个月、９个月研究组患者配偶妊娠率（７２２２％、

７７７８％）高于对照组患者（４７２２％、５５５６％），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４　两组患者配偶妊娠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后６个月 治疗后９个月

研究组 ３６ ２６（７２２２） ２８（７７７８）

对照组 ３６ １７（４７２２） ２０（５５５６）

χ２值 ４６７７ ４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６

#

　讨论
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为临床治疗精索静脉曲张不育

的重要术式，可恢复睾丸内血流动力学及血气平衡状态，并改善

附睾、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以此增强睾丸生精能力，确保
精子活动能力及数目均于原有基础上有所提高［１２１４］。同时，临

床大量研究证实，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在增强精索静脉曲

张不育患者精子活力、提高精液浓度等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且术

后睾丸鞘膜积液形成发病率及疾病复发率较低［１５１７］。

我国中医虽无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病名记载，但根据其病理

特性及临床表现等可将其归于“筋瘤”“偏坠”等范畴。精索静

脉曲张不育患者多伴有血瘀气滞表现，左侧阴囊疼痛、坠胀，牵

引少腹，且痛处固定不移；患者多具有脉弦实有力或沉涩、口唇

瘀斑、舌体瘀斑、舌质紫暗、肌肤甲错、面色晦暗、郁闷不舒、浮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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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等表现，望诊可见阴囊青筋怒张，触及粗大迁曲静脉团，皮

下瘀久生热。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灵枢·经脉》中指出

“人始生，先成精，”表明肾脏所藏之精为构成人体及维持生命

活动的重要基础物质，同时为男女个体生殖基础，肾精所化之

气为机体活动根本原动力［１８１９］。《灵枢》中记载：“两神相搏，合

而成彩，常先身生，是为精也。”《内经》关于男性生殖生理改变

和病症具有详细描述，并较早表明以肾为中心的生育观，如《素

问·上古通天论》载：“二八则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

和，故能有子……七八则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

衰，形体皆极。”作为机体生命活动的最根本原动力，肾脏可激

发、推动机体津液、血、精运行及相互转化，若肾气亏损，则血液

难以正常运行，引起、加剧血瘀，血瘀久之化毒，毒可损正。因

此，肾藏精，故肾气不足、血瘀等会对生殖之精产生间接影响，进

而引发不育。

此外，崔雁飞等［２０］的研究结果显示，精索静脉曲张低位结

扎术配合麒麟丸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有效率高达９０％，其
认为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基本病机即为肾虚血瘀，其中瘀血内

阻为标，素体肾虚为本，肾气亏虚致使他脏亦虚，气为血之帅，气

虚则血行受阻，出现瘀血阻滞，脉络弯曲形成筋瘤；瘀血不去则

无法形成新血，瘀血日久不化损伤机体正气，致使血瘀与肾虚

夹杂，对生殖之精造成影响，并引发不育，因此其治疗应以活血

化瘀、补肾填精为主。麒麟丸由行气活血、补肾填精药物组成，

其中桑葚子、覆盆子、枸杞、旱莲草、制首乌可填精滋阴，淫羊藿、

菟丝子、锁阳有壮阳补肾功效，山药、黄芪、党参能健脾益气，丹

参、白芍、青皮有活血行气之功，诸药联用可脾肾同调、阴阳双

补，虚实兼顾，既可温养先天之肾，又可培补后天脾胃以生血，辅

以调和血脉药物，可使精血充足、精满溢泻、天癸充盈、阴阳调

和，故能有子［２１２２］。本研究结果显示，研究组精液质量、临床疗

效优于对照组，且配偶妊娠率较对照组高，表明采取显微镜下

精索静脉结扎术＋麒麟丸对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予以治疗，
可更有效改善患者精液质量，提高临床疗效。此外，ＦＳＨ可促使
睾丸支持细胞产生雄激素集合蛋白，ＬＨ可促使睾丸间质细胞
分泌Ｔ，确保生精小管中Ｔ含量保持较高水平，进而促进精子生
成。而ＩＮＨＢ为生殖内分泌激素，于男性生育功能调节中具有
重要作用，与精子生成具有密切相关性，且其血清含量可反映

睾丸组织功能。本研究中，治疗后研究组血清 ＩＮＨＢ、Ｔ、ＬＨ、
ＦＳＨ水平优于对照组，表明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联合麒麟
丸在改善精索静脉曲张不育患者血清 ＩＮＨＢ等激素水平方面
更具优势，对促进精子生成、改善精液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联合采取显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及麒麟丸治

疗精索静脉曲张不育，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精液质量及血清 ＩＮＨ
Ｂ等激素水平，提高治疗效果及配偶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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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中年Ⅰ期子宫
内膜癌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探究
林澍△　毕铁　阎冰冰　陆宏　李晓莎　王国庆
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产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３３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对中年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临床预后的影响，以期
为临床术式的选择提供参考借鉴。方法　选取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大连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
中年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１４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分别进行腹腔镜下广
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和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并发症、生活质量以及复发

率、远处转移率和生存率等临床预后指标。结果　治疗前观察组与对照组ＨＡＭＡ、ＨＡＭＤ及ＦＡＣＴＧ评分无统
计学差异，治疗后两组ＨＡＭＡ、ＨＡＭＤ及ＦＡＣＴＧ评分均有明显的降低，其中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住院时间（１３２４±３１８）ｄ明显短于对照组（１４６２±３４２）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８５７％，明显低于对照组２１４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随访３年后，观察组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生存率分别为１１４３％、１０００％和９５７１％，与对照组
１８５６％、１４２９％和９１４３％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在中年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
治疗中，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治疗患者临床预后优于腹腔镜下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治疗患者。

【关键词】　腹腔镜；子宫内膜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临床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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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发生在子宫内膜的上皮恶性肿瘤，其死亡 率仅次于宫颈癌和卵巢癌［１］，是危害女性身心健康，威胁女性生

命安全的重要疾病。随着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子宫内膜癌的

发病率逐年增高。子宫内膜癌常见于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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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早期会有不规则阴道出血或异常液体流出，因此多数患者能

够通过早期诊断进行治疗，５年生存率超过七成［２］。对于Ⅰ期子
宫内膜癌患者，手术是最为常见的治疗方法。但是目前对于临床

术式的选择暂未有统一通用的标准。本文就腹腔镜下全子宫加

双附件切除术与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对中年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
临床预后的影响展开研究，以期为临床术式的选择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医院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大连市妇女儿童
医疗中心诊治的中年Ⅰ期子宫内膜癌患者１４０例作为研究对
象。本次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予以实施。纳入标准：

①符合子宫内膜癌诊断标准［３］，经手术、病理证实；②４０岁＜年
龄＜６０岁；③术前按２００９年国际妇产科联盟（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ＦＩＧＯ）子宫内膜分为Ⅰ
期，未发生淋巴转移；④术前未进行放、化疗等治疗；⑤临床和随
访资料完整；⑥无手术禁忌症；⑦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卵巢恶性肿瘤或其他生殖器官
肿瘤；②合并严重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疾病或障碍；③合并
血液系统或免疫系统疾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所有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观

察组７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４１岁 ～５８岁，年龄（４８８±５３）岁；
病理类型：子宫内膜样腺癌４２例，非子宫内膜样腺癌４３例１８
例；体质量指数（２４５±２１）ｋｇ／ｍ２；ＦＩＧＯ分期：Ⅰａ４６例，Ⅰｂ２４
例；病理分级：Ｇ１和Ｇ２级５８例，各级１２例；浅肌层浸润５１例，
深肌层浸润１９例；对照组７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４０岁～５９岁，年
龄（４８４±５２）岁；体质量指数（２４１±２２）ｋｇ／ｍ２；病理类型：
子宫内膜样腺癌４３例，非子宫内膜样腺癌４３例１７例；ＦＩＧＯ分
期：Ⅰａ４４例，Ⅰｂ２６例；病理分级：Ｇ１和 Ｇ２级 ５５例，各级 １５
例；浅肌层浸润５２例，深肌层浸润１８例。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
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观察组患者进行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患者

取膀胱截石位、全麻、常规消毒铺巾，留置导尿管，使用举宫器托

举子宫。布巾钳提起腹壁，沿脐轮上沿切开１ｃｍ的弧形切口，
垂直刺入气腹针建立气腹。放置腹腔套管后使用腹腔镜进行

探查。分别于左腹壁取２个操作口与右腹壁取１个操作口放置
腹腔套管。使用电凝钳分别对右侧输卵管系膜和右侧盆骨漏

斗韧带以及对侧相应组织进行钳夹［４］。沿圆韧带断端向前将

膀胱子宫反折腹膜打开，将膀胱下推至宫颈外口下１ｃｍ处。将
右侧宫旁疏松组织进行分离，使用电凝钳紧贴子宫钳夹子宫动

静脉到子宫骶主韧带，电凝后切断，使用上述方法处理对侧的

相应组织。韧带切除后结扎血管，准备切除子宫。宫颈充分游

离后沿着宫颈环形将阴道壁切开，对子宫进行切除，从阴道将

切除的子宫取出。采集部分子宫组织进行切片、冷冻送检，检查

肿瘤分级以及是否出现淋巴转移［５］。阴道残端使用吸收线连

续缝合，完成后关闭盆腔腹膜。使用温生理盐水对盆腔进行冲

洗，确认无出血、器械敷料无误后常规关腹。对照组进行腹腔镜

下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方法同观察组，在此基础上扩大切除

范围。解剖输尿道隧道后切除圆韧带和阔韧带，高位结扎骨盆

漏斗韧带后切除主韧带和宫骶韧带。所有患者术后均给予常

规抗感染、补液、清洁外阴等基础治疗［６］。术后１５ｄ内禁止剧

烈运动，术后３个月内禁止性生活。术后根据患者肿瘤位置、大
小、浸润深度等决定患者是否进行放疗、化疗等辅助治疗［７］。

１３　观察指标
①生活质量［８］：在治疗前和治疗后６个月，采用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ＨＡＭＡ）、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ＭＤ）对患者的负性情绪进行评价；
采用癌症患者生命质量测定量表 （ｃａｎｃ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ＦＡＣＴＧ）对患者的生命质量进行评价。采用０～
４分的５级评分法，得分越低，负性情绪越少，生命质量越高。
②术后住院天数、并发症。③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死亡率。随
访３年，对患者的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死亡率进行统计。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ＨＡＭＡ、ＨＡＭＤ、
ＦＡＣＴＧ评分和住院时间等计量数据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并发
症发生率、复发率、转移率和生存率等计数资以％表示，计量资料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用χ２检验，当Ｐ＜００５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ＨＡＭＡ、ＨＡＭＤ及ＦＡＣＴＧ
评分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ＨＡＭＡ、ＨＡＭＤ
及ＦＡＣＴＧ评分均有明显的降低，其中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表１中，
ｔ１，Ｐ１为治疗前两组比较，ｔ２，Ｐ２为治疗后两组比较，ｔ３，Ｐ３为观
察组治疗前、后比较，ｔ４，Ｐ４为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ＨＡＭＡ、ＨＡＭＤ及ＦＡＣＴＧ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ＨＡＭＡ ＨＡＭＤ ＦＡＣＴＧ

观察组 ７０ 治疗前 １６０５±３７５１５８３±４０４５４６３±６２９

治疗后 １１２４±２３４１０５８±３２７４０２７±５５２

对照组 ７０ 治疗前 １５８７±３５８１６１５±３８８５５０２±６５５

治疗后 １３１５±２２５１３３５±３６７４５４１±５７３

ｔ１值 ０２９０ ０４７８ ０３５９

Ｐ１值 ０７７２ ０６３３ ０７２０

ｔ２值 ４９２３ ４７１４ ５４０５

Ｐ２值

ｔ３值 ９１０４ ８４５１ １４３５６

Ｐ３值

ｔ４值 ５３８２ ４３８６ ９２３９

Ｐ４值

２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住院天数明、并发症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和住院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术后住院天数尿潴留 淋巴囊肿泌尿道感染 发生率

观察组 ７０ １３２４±３１８ ３ １ ２ ６（８５７）

对照组 ７０ １４６２±３４２ ８ ２ ５ １５（２１４３）

ｔ／χ２值 ２４７２ — — — ４５３８

Ｐ值 ００１５ — — — ０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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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生存率比较
随访３年后发现，观察组患者复发率、远处转移率低于对

照组患者，生存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生存率比较

组别 例数
复发率

例数 百分比

远处转移率

例数 百分比

三年生存率

例数 百分比

观察组 ７０ ８ １１４３ ７ １０００ ６７ ９５７１

对照组 ７０ １３ １８５６ １０ １４２９ ６４ ９１４３

χ２值 １４０１ ０６０３ １０６９

Ｐ值 ０２３７ ０４３８ ０３０１

#

　讨论
子宫内膜癌在妇科恶性肿瘤的总数中约占７％，在临床上

较为常见。在我国，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自

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女性因生活、工作带

来的压力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呈现上升的趋势，并且其发病率趋于年轻化［９］。子

宫内膜癌已经成为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生殖道恶性肿瘤。

子宫内膜癌的早期临床症状较为明显，一般表现为为腹部

包块，同侧下肢水肿、疼痛，月经过多，阴道排液和不规则出血，

输尿管积水等［１０］，对患者工作与生活均造成极大的不便，严重

影响生活质量。多数患者能够在早期发现并得到治疗。但是其

临床症状与其他妇科疾病症状有相似之处，容易引起混淆，因

此在临床的诊断过程中需要加强重视。

手术是Ｉ期子宫内膜癌治疗的首选方法，放射治疗、化学药
物治疗和激素治疗等［１１］均为加强手术治疗效果的辅助疗法。

随着腹腔镜设备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腹腔镜手术治疗子

宫内膜癌已经逐渐取代传统开腹手术成为临床主要的治疗方

法［１２］。与传统开腹手术相比较，腹腔镜手术具有创伤小、痛苦

少、术后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等优点［１３］，有利于患者的预后。

在腹腔镜手术过程中，电凝钳在分离切割时也具备止血的功

能，且腹腔镜能够方法视野，使手术视野更加清晰，止血更加彻

底；同时，气腹加压状态下的小血管闭合有效减少对肠道的干

扰［１４］。在本次研究中，所有患者均进行腹腔镜手术。但关于临

床术式及切除范围的选择，临床一直存在争议，直接影响后续

辅助治疗方案的选择。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复发率、远处转移率和３年生
存率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观察组患者术后住院
时间、并发症发生率、ＨＡＭＡ、ＨＡＭＤ及 ＦＡＣＴＧ评分均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有关研究结果证明，
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侧附件切除术对患者的临床预后有更有

利的影响，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基本一致［１５］。对不同术式形成

的不同临床预后效果，笔者认为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在切除

范围的选择上更加适当［１６］，对患者的机体造成较小的影响，缩

短手术时间，有效降低并发症，有效改善患者的预后。广泛性全

子宫切除术其切除范围更广，带来的问题是对患者机造成更加

严重的损伤，加上其并无法证实能够提高患者生存率，且对后

续的治疗有影响［１７］。

子宫内膜癌的转移是通过淋巴转移，有学者认为在进行手

术时需要切除淋巴结。但是也有许多学者研究发现，淋巴结的

切除对患者的预后并无影响，且５年生存率无差异，对复发率、
远处转移率等并无影响［１８］。因此，在本次研究中并未进行淋巴

结切除手术。

综上所述，腹腔镜下全子宫加双附件切除术治疗中年Ⅰ期
子宫内膜癌患者能够显著改善预后，提高生活质量，值得推广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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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ＭＲＩ与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早期宫颈癌
术前评估的价值
汪凤勃１△　付赵虎１　郑晓芳１　修晨 ２

１邢台市第三医院功能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２邢台市第三医院妇科，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比ＭＲＩ与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早期宫颈癌术前评估的价值。方法　随机选
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邢台市第三医院诊治的早期宫颈癌患者７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受
ＴＶＵＳ与ＭＲＩ检查，术后均送组织进行病理检查，对ＴＶＵＳ、ＭＲＩ、ＴＶＵＳ＋ＭＲＩ与手术病理诊断对照进行统计
分析。结果　ＴＶＵＳ＋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间质浸润≤１／２、淋巴结转移、阴道受侵、宫旁浸润的灵敏度、
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 ＴＶＵＳ、ＭＲＩ，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而ＭＲＩ诊断阴道受侵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 ＴＶＵＳ，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阳性预测值显著低于ＴＶＵＳ（Ｐ＜００５），但ＴＶＵＳ、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间质浸润≤１／２、
淋巴结转移、宫旁浸润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ＭＲＩ与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早期宫颈癌术前评估的价值相当，联合检
查能够显著提升诊断的准确率，值得推广。

【关键词】　ＭＲＩ；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早期宫颈癌；术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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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妇科极为常见，是全球妇女
中仅次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的第３个常见的恶性肿瘤，在发展
中国家是仅次于乳腺癌居第２位常见的恶性肿瘤，是最常见的
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２００８年全球估计新发宫颈癌病例５２９８
万，死亡病例２５５１万人，其中８５％新发病例在发展中国家（Ｊｅ

ｍａｌ，２０１１）。随着宫颈癌筛查的开展，发达国家宫颈癌的发病率
及死亡率明显下降。宫颈癌的发病率有明显的地区差异，中国

宫颈癌分布主要在中部地区，农村高于城市，山区高于平原。术

前准确评估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着患者的生存质量，现阶段，分期

标准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术前评估方法，但是其很难将早期肿瘤

的浸润深度、淋巴结病变情况等明确下来［１］。在早期宫颈癌检

查中，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ＴＶＵＳ）、核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是



·６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临床采用的两种有效方法，具有不同的应用价值［２］。本研究对

比了ＭＲＩ与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早期宫颈癌术前评估
的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邢台市第三医院诊治
的早期宫颈癌患者７０例，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经手术病例确
诊为早期宫颈癌；均有接触性出血、阴道异常分泌物等临床表

现；均接受ＴＶＵＳ与 ＭＲＩ检查；均接受广泛性子宫切除术联合
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术后均送组织进行病理检查；均知情

同意。排除标准：将术前接受过放化疗治疗等患者排除在外。

患者年龄范围３２岁～６８岁，年龄（４７３±７５）岁。在肿瘤直径
方面，４２例≤２ｃｍ，２８例＞２ｃｍ；在宫颈间质浸润范围方面，４２例
≤１／２，２８例 ＞１／２；在病理类型方面，５２例为鳞癌，１０例为腺
癌，４例为腺鳞癌，２例为神经内分泌癌，２例为小细胞癌；在病
理分期方面，２６例为Ⅰｂ１期，８例为Ⅰｂ２期，２６例为Ⅱａ１期，１０
例为Ⅱａ２期；在临床表现方面，５４例为淋巴结转移，５０例为阴
道受侵，２２例为宫旁浸润。
１２　检查方法
１２１　ＴＶＵＳ检查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ＬＯＧＩＱ５型，
ＧＥ公司），经阴道检查，将探头频率设定为５０１００ＭＨｚ。对患
者的宫颈肿瘤大小、宫旁盆壁组织受侵范围等进行观察。

１２２　ＭＲＩ检查　采用磁共振成像系统（ＨＤｘｔ１５Ｔ，ＧＥＳｉｇ
ｍａ），对患者全部盆腔及会阴部进行扫描，抑脂序列 Ｔ２ＷＩ、横断
位Ｔ１ＷＩ、Ｔ２ＷＩ、冠状位Ｔ２ＷＩ、矢状位Ｔ２ＷＩ为扫描序列，必要的
情况下降冠状位及斜轴位增加其中，其和宫颈长轴垂直。增强

ＭＲＩ扫描过程中以 ３ｍｌ／ｓ的流率给予患者经肘静脉注射 Ｇｄ

ＤＴＰＡ，将矢状位、横轴位 Ｔ１ＷＩ增强图像采集下来。扫描阐述
Ｔ１ＷＩ：ＴＲ、ＴＥ分别为 ４００ｍｓ、２０ｍｓ，Ｔ２ＷＩ：ＴＲ、ＴＥ分别为
３５００ｍｓ、９０ｍｓ。矩阵２５６×２５６，应用ＳＴＩＲ序列作为脂肪抑制序
列，层厚、间距分别为５ｍｍ、５ｍｍ，ＤＷＩ序列：ＴＲ、ＴＥ、层厚、层距、
ｂ值分别为４０００ｍｓ、５８ｍｓ、６ｍｍ、１ｍｍ、０。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ＴＶＵＳ、ＭＲＩ、ＴＶＵＳ＋ＭＲＩ与手
术病理诊断对照等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
００５。
"

　结果
７０例患者中，病理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４２例，间质浸润≤

１／２４２例，淋巴结转移５４例，阴道受侵５０例，宫旁浸润２２例；
ＴＶＵＳ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３６例，间质浸润≤１／２６０例，淋巴结
转移６０例，阴道受侵３８例，宫旁浸润１２例；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
≤２ｃｍ３８例，间质浸润≤１／２５４例，淋巴结转移３６例，阴道受侵
４４例，宫旁浸润１６例；ＴＶＵＳ＋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４０例，
间质浸润≤１／２５０例，淋巴结转移４６例，阴道受侵４６例，宫旁
浸润１８例。ＴＶＵＳ＋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间质浸润≤１／２、
淋巴结转移、阴道受侵、宫旁浸润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

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ＴＶＵＳ、ＭＲＩ，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ＭＲＩ诊断阴道受侵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
率、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于 ＴＶＵ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阳性预测值显著低于 ＴＶＵ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ＴＶＵＳ、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间质浸润≤１／２、淋
巴结转移、宫旁浸润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

性预测值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ＴＶＵＳ、ＭＲＩ、ＴＶＵＳ＋ＭＲＩ与手术病理诊断对照（％）

检查方法 　观察指标 病理 例数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阳性预测值 阴性预测值

ＴＶＵＳ 肿瘤直径≤２ｃｍ ４２ ３６ ８１３ ６９８ ７６７ ７６２ ７８６

间质浸润≤１／２ ４２ ６０ ８１４ ７１９ ８２５ ６８４ ８２５

淋巴结转移 ５４ ６０ ８８２ ８９６ ８９９ ８０２ ８９９

阴道受侵 ５０ ３８ ６５３ａ ８３６ａ ８８３ａ ６１９ａ ８８３ａ

宫旁浸润 ２２ １２ ６４２ ９２３ ８７９ ７５５ ８７９

ＭＲＩ 肿瘤直径≤２ｃｍ ４２ ３８ ８０１ ８５５ ８０８ ８３６ ８６８

间质浸润≤１／２ ４２ ５４ ８０２ ７８９ ７３７ ７５３ ８９２

淋巴结转移 ５４ ３６ ７６５ ８３５ ８５２ ７３４ ９２７

阴道受侵 ５０ ４４ ７６５ｂ ８６６ｂ ８４１ｂ ５７１ｂ ９１１ｂ

宫旁浸润 ２２ １６ ７８６ ９１５ ９０９ ７０６ ８８６

ＴＶＵＳ＋ＭＲＩ 肿瘤直径≤２ｃｍ ４２ ４０ ８９８ａｂ ８９６ａｂ ８８４ａｂ ８４４ａｂ ９１４ａｂ

间质浸润≤１／２ ４２ ５０ ８５２ａｂ ８５６ａｂ ７９２ａｂ ８０４ａｂ ９３９ａｂ

淋巴结转移 ５４ ４６ ８７３ａｂ ９１６ａｂ ９２３ａｂ ８５２ａｂ ９６６ａｂ

阴道受侵 ５０ ４６ ８５６ａｂ ９１５ａｂ ８９４ａｂ ８０３ａｂ ９６８ａｂ

宫旁浸润 ２２ １８ ８３５ａｂ ９５８ａｂ ９７４ａｂ ７５５ａｂ ９３６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ＭＲＩ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ＴＶＵＳ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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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在早期宫颈癌的术前评估中，ＴＶＵＳ属于一种无创性检查

方法，能够反复重点检查临床有异议之处［３］。ＭＲＩ能够对盆腔
内各种脏器的毗邻关系清晰多平面地观察，将 ＭＲ高分辨率充
分利用起来对宫旁侵犯程度、淋巴结转移情况等进行判断［４］。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５１２］，在早期宫颈癌肿瘤直径、宫旁受累等指

标的诊断中，ＴＶＵＳ、ＭＲＩ具有相似的准确率，但是 ＭＲＩ由于具
有较高的软组织分辨率，矢状面图像更易将宫颈长轴病变显示

出来，因此和ＴＶＵＳ相比具有显著较高的阴道受侵显示率。而
在淋巴结受累等指标的诊断中，和ＭＲＩ相比，ＴＶＵＳ具有显著较
高的发现病变能力，但是具有较低的特异度。在肿瘤直径、阴道

受侵、淋巴结转移等指标的诊断中，和单一检查相比，联合检查

具有显著较高的准确率，尤其是在宫颈间质浸润深度等指标的

诊断中。相关医学研究也表明［１３１８］，ＴＶＵＳ联合 ＭＲＩ能够将两
种检查方法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对两种检查方法的劣势进行

相互弥补，从而促进早期宫颈癌术前评估准确率的显著提升，

从而更好地在临床服务。本研究结果表明，ＴＶＵＳ＋ＭＲＩ诊断肿
瘤直径≤２ｃｍ、间质浸润≤１／２、淋巴结转移、阴道受侵、宫旁浸
润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

于ＴＶＵＳ、ＭＲＩ，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ＭＲＩ
诊断阴道受侵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阴性预测值均显著高

于ＴＶＵＳ，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阳性预测值
显著低于 ＴＶＵ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ＴＶＵＳ、
ＭＲＩ诊断肿瘤直径≤２ｃｍ、间质浸润≤１／２、淋巴结转移、宫旁浸
润的灵敏度、特异度、准确率、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之间的差

异均不显著，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
究结果一致。

总之，ＭＲＩ与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用于早期宫颈癌术前
评估的价值相当，联合检查能够显著提升诊断的准确率，值得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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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化疗方案对晚期初治卵巢癌术后患者早期临床
疗效及安全性荟萃分析
张雪梅

安丘市人民医院妇科，山东 潍坊 ２６２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化疗方案在晚期初治卵巢癌术后患者早期临床治疗效果及安全性。方法　
对电子数据库进行计算机检索，对灰色文献进行手工检索。检索词为：化疗方案卵巢癌；紫杉醇（洛铂
＋卡铂）卵巢癌；铂类卵巢癌。检索时间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由安丘市人民医院２位专业评价员分别对
入选的文献质量、数据提取及交叉等进行核对、验证，采用 ＲｅｖＭａｎ５２软件进行荟萃分析（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结果　初检相关中文文献１１篇，未检出灰色文献，最终纳入５篇ＲＣＴ；经过异质性检验χ２ ＝４４５，自由度ｄｆ
＝４（Ｐ＞００５），Ｉ２＝１２％，表明纳入的研究不具有异质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综合结果显示：ＯＲ（９５％ＣＩ）为
０９１（０８３，１０１）（Ｐ＞００５）。经过异质性检验χ２ ＝６５２，自由度ｄｆ＝３（Ｐ＞００５），Ｉ２＝５４％，表明纳入的研
究不具有异质性。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综合结果显示：ＯＲ（９５％ＣＩ）为１０１（０８１，１２５）（Ｐ＞００５）。
结论　从目前证据来看，不同化疗方案对晚期初治卵巢癌术后患者早期均具有良好的疗效，且药物毒性尚
能耐受，可以根据患者情况制定针对性化疗方案。

【关键词】　不同化疗方案；晚期初治卵巢癌；治疗效果；安全性；荟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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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Ｃ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ａｆｔｅ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４．４５，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ｄｆ＝４（Ｐ＞０．０５），Ｉ２＝１２％，ｉｎｄｉ
ｃａ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ｏｅｓｎｏｔｈａｖｅ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ＯＲ
（９５％ ＣＩ）ｗａｓ０．９１（０．８３，１．０１）（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ｔｅｓｔ＝６．５２，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ｄｆ＝３
（Ｐ＞０．０５），Ｉ２＝５４％，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ｓｔｕｄｉｅｓａｒｅｎｏｔ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ｕｓｉｎｇａｆｉｘ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ＯＲ（９５％ ＣＩ）ｗａｓ１．０１（０．８１，１．２５）（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ｇｉｍｅｎｓｈａｖｅｇｏｏｄ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ａｆｔｅｒ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ｄｒｕｇｔｏｘｉｃｉｔｙｃａｎｓｔｉｌｌｂｅ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ｇｉｍｅｎｓｃａｎｂ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ｒｅｇｉｍｅ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ｆｅｔｙ；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卵巢癌是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是女性生殖器官常见的三
大恶性肿瘤［１］。从人体解剖学角度来看，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

部，发病早期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多数患者一经确诊已经是

中、晚期［２］。目前，对于晚期卵巢癌以手术治疗为主，通过手术

治疗能够将大面积病灶组织切除，延长患者寿命［３］。同时，多

数患者术后需要采用化疗药物来消灭可能残留的病灶。但是，

患者选择何种化疗方案存在较大争议。有关研究表明［４５］，紫

杉醇联合洛铂或卡铂化疗方案在晚期初治卵巢术后患者上具

有良好的效果，而联合卡铂化疗起效更加迅速，安全性更高，但

是该结论尚有待验证。循证医学（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ＥＢＭ）遵循科学依据，提倡将临床医学个人的临床实践、经验与
客观科学证据结合起来，将最正确的诊断、有效的治疗和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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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评估服务每一位患者，它是临床证据、医师临床经验与患

者现状三者的相互结合［６］。因此，本文通过荟萃分析（ｍｅｔａ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方法就不同化疗方案对晚期初治卵巢癌术后患者的早
期临床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评价，为临床卵巢癌治疗提供依据和

参考。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入选文献必须为病例对照研究（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和队列研究（ｃｏｈｏｒｔｓｔｕｄｉｅｓ）；病例患者均为晚期初治卵
巢癌术后患者，患者术后均采用不同的化疗方案进行治疗，患

者不受种族、国籍和性别的影响。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纳入标准者；②非病例对照或队列研
究；③合并其他疾病者，如糖尿病、慢性乙型肝炎、精神障碍疾
病、肾脏疾病者。

１２　检索策略
１２１　计算机检索　计算机检索不同化疗方案对晚期初治卵
巢癌术后患者早期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的相关文献，制定合适的

检索策略，选择相应的数据库。对电子数据库，如 ＰｕｂＭｅｄ、ＥＭ
ｂａｓｅ、ＷＥＢ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ＣＮＫＩ、ＣＢＭ、ＶＩＰ、ｗａｎｆａｎｇ等实施计算机检
索，对检索文献进行 Ｍｅｔａ分析，检索时间从建库到２０１６年１２
月。

１２２　手工及其他检索　对灰色文献进行手工检索，将符合要
求的文章的参考文献纳入其中，数据库包括：相关会议论文，利

用Ｇｏｏｇｌｅ、百度等查找与研究相关的文献，追踪与补肾方药治疗
高血压的相关综述，进行系统评价和Ｍｅｔａ分析。
１２３　检索式　检索词为：化疗方案卵巢癌；紫杉醇（洛
铂＋卡铂）卵巢癌；铂类卵巢癌。＃１主题词：卵巢癌／全部
树／全部副主题词。＃２卵巢癌手术治疗。＃３卵巢癌，手术治疗。
＃４＃１ＯＲ＃２ＯＲ＃３。＃５主题词：化疗方案／卵巢癌／全部树／全部副
主题词。＃６紫杉醇联合洛铂。＃７紫杉醇联合卡铂。＃８＃１ＯＲ＃
２ＯＲ＃３ＯＲ＃４ＯＲ＃５ＯＲ＃６ＯＲ＃７。
１３　文献筛选

由我院２位专业评价员对获取的文献文题和摘要阅读，在
排除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后对剩余文献进行全文通读，进一

步确定是否符合纳入排除标准。对入选的文献质量、数据提取

及交叉等进行核对、验证，对于存在异议的文献，可以由第３位
评价员介入，最终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取舍。

１４　文献质量评价
将入选的文献进行质量评价。经过文献初筛和复筛，最终

纳入５篇文献，其研究类型均为病例对照研究。因此，本研究中
采用病例对照质量评分对文献的总体质量进行评分。利用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ＯｔｔａｗａＳｃａｌｅ（ＮＯＳ）系统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估，该评分
系统总分９分。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将采集的数据按照荟萃分析要求进行整理，将获得数据制

作数据提取表格，利用ＲｅｖＭａｎ５３软件完成相应数据处理。

表１　病例对照研究ＮＯＳ评价标准

　　 项目 　　　　　　　　条目 　　　　　　　　　　　　评价标准

研究对象的选择 病例选择是否恰当 ①恰当；②基本确定；③未描述

病例代表性 ①具有代表性；②不具有代表性；③未描述

对照的选择 ①与病例同一人群对照；②未描述

对照的确定 ①无目标疾病史；②未描述

组间可比性 设计和系统分析时考虑病例和对照的可比性 ①具有可比性；②不具有可比性

暴露因素测量 暴露因素确定
①固定的档案记录；②利用访谈方法了解患者情况；③利用结构式访谈但是
未实施盲法；④未描述

采用同样方法确定病例组及对照组暴露因素 ①是；②否

无应答率 ①两组无应答率相同；②无应答率但是描述了无应答者；③未描述

"

　结果
２１　文献检索结果

初检相关中文文献１１篇，未检出灰色文献。通过阅读文题

和摘要再排除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加上初治卵巢癌术

后患者等其他干预措施后对文献进行再次筛选，最终纳入５篇
ＲＣＴ。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文献检索基本情况

文献作者 年份 刊名等 患者例数 方案 结局指标　　

林琳［７］ ２０１６ 实用癌症杂志 １６５ ＴＰ、ＴＣ 疗效率、毒副反应

夏俊贤［８］ ２０１３ 肿瘤基础与临床 ７８
吉西他滨＋顺铂、伊立替康 ＋顺铂、多西他赛 ＋顺
铂

疗效率、毒副反应

张统［９］ ２０１５ 青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９０ 吉西他滨＋顺铂、伊立替康＋顺铂、紫杉醇＋卡铂 获益率、毒副反应

李萍［１０］ ２０１１ 当代医学 ７０ 紫杉醇＋顺铂、磷酰胺＋顺铂 总体有效率、毒副反应

吴康［１１］ ２０１４ 中国老年学杂志 １９８ ＴＰ级ＰＡＣ方案 血清ＣＡ１２５级生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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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化疗方案临床疗效荟萃结果分析
经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χ２ ＝４４５，自由度 ｄｆ＝４（Ｐ＞

００５），Ｉ２＝１２％，这表明纳入的研究不具有异质性。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综合结果显示：ＯＲ（９５％ＣＩ）为０９１（０８３，１０１），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不同化疗方案临床疗效荟萃结果分析

２３　不同化疗方案安全性荟萃结果分析
经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χ２ ＝６５２，自由度 ｄｆ＝３（Ｐ＞

００５），Ｉ２＝５４％，这表明纳入的研究不具有异质性。因此，采用

固定效应模型，综合结果显示：ＯＲ（９５％ＣＩ）为 １０１（０８１，
１２５），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图２　不同化疗方案安全性荟萃结果分析

#

　讨论
卵巢癌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占生殖道恶性肿瘤的

２５０％。由于该疾病发病早期隐匿，多数患者一旦确诊已经是
中、晚期，导致患者更多选择手术治疗［１１１２］。但是，晚期初治卵

巢癌患者单一手术治疗难以达到预期治疗效果，患者术后更多

地需要选择化疗，通过化疗有效地杀死癌细胞。但是，化疗属于

全身治疗方法，不同的化疗方法安全性存在较大的争议。循证

医学是临床医学领域应用较多的一门学科，它是２１世纪医学发
展的必然趋势［１３１４］。目前，临床医学模式也从传统的经验医学

向循证医学发展和过渡［１５１６］。循证医学关键在于证据的采集

和证据的质量。我国研究荟萃分析相对较晚，已将其运用于疾

病的诊断和治疗等领域［１７１８］。早在１９９２年，英文相继成立的
数据采集、分析中心，主要对全市及 ＲＣＴ数据进行采集、分析，
并建立了相应的数据网。本研究中，以化疗方案卵巢癌；紫杉
醇（洛铂＋卡铂）卵巢癌；铂类卵巢癌作为检索词，对不
同化疗方案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不同化疗方

案均能够改善患者症状，且毒副反应无明显差异，患者进行化

疗时相对安全，治疗时应当密切观察患者生命体征，对患者可

能出现的并发症进行干预。因此，晚期初治卵巢癌患者术后应

当根据其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化疗方案，使患者的治疗更具针

对性。

综上所述，从目前证据来看，不同化疗方案对晚期初治卵

巢癌术后患者早期均具有良好的疗效，且药物毒性尚能耐受，

可以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化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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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治疗多囊卵巢
综合征的疗效及其对性激素、血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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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应用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服联合治疗后对其
临床疗效以及性激素、血糖的影响情况。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期间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诊治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４２０例作为临床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炔雌醇环丙孕酮片
口服治疗）和观察组（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服联合治疗），每组患者２１０例。对比治疗后患者的
临床疗效以及性激素、血糖的影响情况。结果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ＬＨ（６１１±０９７）ＩＵ／Ｌ、Ｔ（１３９±
０２０）ｎｍｏｌ／Ｌ以及ＦＳＨ（２８７±０７７）ＩＵ／Ｌ的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ＬＨ（１１７０±１５０）ＩＵ／Ｌ、Ｔ（３２１±
０３９）ｎｍｏｌ／Ｌ以及 ＦＳＨ（４２４±１３０）ＩＵ／Ｌ的值；观察组患者 ＨＯＭＡＩＲ（１３２±０２２）、ＨＯＭＡβ（５１１±
０１９）以及ＦＰＧ（４５０±０４０）ｍｍｏｌ／Ｌ的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ＨＯＭＡＩＲ（２１１±０３１）、ＨＯＭＡβ（６２９
±０３８）以及ＦＰＧ（５１９±０４１）ｍｍｏｌ／Ｌ的值；观察组患者Ｅ２（１１４９９±１２８７）ｐｍｏｌ／Ｌ的值明显高于对照组
患者的Ｅ２（７６９３±７９１）ｐｍｏｌ／Ｌ的值；观察组患者排卵率（８８５７％）、妊娠率（６６６７％）以及治疗总有效率
（９３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排卵率（５１４３％）、妊娠率（２１９０％）以及治疗总有效率（６６６７％），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采取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
服联合治疗，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血糖水平以及性激素水平，且治疗安全性高，有较高临床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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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属于内分泌紊乱综合征，是伴随糖代谢异
常以及生殖功能障碍的妇科常见疾病，该疾病的主要临床特征

为胰岛素抵抗、雄激素过多以及持续性无排卵等［１］。经过临床

调查发现，该疾病在无排卵性不孕患者中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６０％，在育龄妇女中的发病率也可以达到１０％［２］。目前，临床

认为该疾病的相关发生因素与肾上腺功能紊乱、遗传以及卵巢
垂体下丘脑功能异常相关［３］。对该疾病的主要治疗原则为调

控血糖与激素水平，其中，二甲双胍是降血糖的常见药物，炔雌

醇环丙孕酮片是调控激素水平的常见药物，本文主要研究了应

用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服联合治疗的方法对该疾

病的治疗效果及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期间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诊治的４２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
经过衡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本组研究开始实

施，研究目的、治疗方法均为患者及其家属了解，签署了知情同

意书。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

２１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５岁，年龄（３０４３±１９８）岁；病
程范围１年～６年，病程（３１３±１０１）年；其中月经紊乱患者
１２４例，多毛患者６８例，闭经患者１８例；而继发性不孕者８４例，
原发性不孕者１２６例。观察组２１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４
岁，年龄（３０５１±２０１）岁；病程范围１年 ～５年，病程（３０９±
０９８）年；其中，月经紊乱患者１２６例，多毛患者６４例，闭经患者
２０例；而继发性不孕者９６例，原发性不孕者５４例。两组患者
的临床资料（年龄、不孕类型、病程以及临床症状）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４］：①所有患者经超声、激素水平测定以及排卵

检查等综合诊断确诊为多囊卵巢综合症；②卵巢多囊性改变：
双侧卵巢均出现直径（５５０±３５０）ｍｍ的小卵泡、且均多于１２
个；③临床表现为高雄／高和激素血症；④宫腔镜或超声诊断未

出现子宫或输卵管异常；⑤输卵管造影（双侧）均无盆腔粘连出
现。排除标准［５］：①对相关治疗药物过敏者；②因其他原因或
男性不育因素所致者。

１２　方法
给予对照组患者行每日口服一次炔雌醇环丙孕酮片（生产

厂家：ＢａｙｅｒＷｅｉｍａｒＧｍｂＨｕｎｄＣｏＫＧ生产批号：Ｊ２０１４０１１４规
格：２ｍｇ／００３５ｍｇ×２１片／盒）治疗，每次１片，月经周期第５天
开始用药，连续给药３周。

给予观察患者行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服联合

治疗，其中炔雌醇环丙孕酮片给药量以及给药方式同对照组。

再在此基础上联合每日３次餐中口服给药二甲双胍片（生产厂
家：中美上海施贵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Ｈ２００２３３７０规格：
０５ｇ×１０片×２板／盒），每次给药０５ｇ。两组患者均给连续给
予３个月的治疗时间。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对比治疗后激素水平改善情况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测
定治疗前、后患者激素水平情况，包括黄体生成素（ＬＨ）、睾酮
（Ｔ）、雌二醇（Ｅ２）以及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的值。
１３２　对比治疗后血糖、胰岛素水平改善情况　采用电化学发
光法测定治疗前、后患者胰岛素水平恢复情况，包括胰岛素抵抗

指数（ＨＯＭＡＩＲ）、胰岛素分泌指数（ＨＯＭＡβ）以及空腹血糖
（ＦＰＧ）值。
１３３　对比治疗后妊娠、排卵情况　妊娠标准：Ｂ超诊断出现
妊娠囊，血ＨＣＧ超过２５ｍｌＩＵ／ｍＬ，尿妊娠试验阳性。排卵标准：
将１００００Ｕ的ＨＣＧ经肌肉注射给药，３６小时后，患者连续１０天
体温超过３６８℃，且经Ｂ超以及阴道超声诊断子宫直肠陷凹呈
现出游离液体、内部结构模糊且成熟卵泡消失。

１３４　对比治疗后临床疗效情况［６］　根据超声检查以及临床
症状恢复情况评定临床治疗效果。显效：卵巢形态以及体积恢

复正常，排卵以及月经恢复正常；有效：卵巢形态以及体积恢复

程度超过治疗前的５０％，排卵以及月经显著好转；无效：排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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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月经仍异常甚至加重，卵巢形态以及体积未改善甚至加重。

总有效＝有效＋显效。
１３５　对比治疗安全性情况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
（胃肠道反应、乳房胀痛）的发生情况。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以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样本率的
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激素水平改善情况

经过其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激素水平均有明显好转，与治

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 ＬＨ、Ｔ以
及的ＦＳＨ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Ｅ２值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激素水平改善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Ｌ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ｎ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Ｓ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１０ １５９４±２８５ １１７０±１５０ ６５４±２１０ ３２１±０３９ １５５５±３９９ ７６９３±７９１ ５７２±１３９ ４２４±１３０

观察组 ２１０ １５８０±２８１ ６１１±０９７ａ ６５８±２０９ １３９±０２０ａ １５６０±３９８１１４９９±１２８７ａ５７５±１４０ ２８７±０７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血糖、胰岛素水平改善情况
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胰岛素水平以及血糖水平均有明显

好转，与治疗前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

者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β以及的ＦＰＧ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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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对比治疗后胰岛素水平改善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ＨＯＭＡＩＲ

治疗前 治疗后

ＨＯＭＡβ

治疗前 治疗后

ＦＰＧ（ｍ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２１０ ２５２±０４３ ２１１±０３１ ６７６±０４５ ６２９±０３８ ５４０±０９８ ５１９±０４１

观察组 ２１０ ２５６±０４５ １３２±０２２ａ ６７７±０４７ ５１１±０１９ａ ５４２±０９９ ４５０±０４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妊娠、排卵情况
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排卵率以及妊娠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妊娠、排卵情况［ｎ（％）］

分组 例数 排卵率 妊娠率

对照组 ２１０ １０８（５１４３） ４６（２１９０）

观察组 ２１０ １８６（８８５７）ａ １４０（６６６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情况
观察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ｎ（％）］

分组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２１０ ４６（２１９０）９４（４４７６） ７０（３３３３） ６６６７％

观察组 ２１０ １０８（５１４３）８８（４１９０） １４（６６７） ９３３３％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５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安全性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后均无不良反应发生，差异无统计意义（Ｐ＞

００５）。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主要临床特征为不孕、肥胖、多毛以及闭

经，会伴有痤疮、多毛以及肥胖等特征，但无明显的疼痛感，患病

初期不易被及时发现诊断，属于内分泌科常见疾病，高发于生育

年龄妇女中［７８］。该疾病具有较高的遗传性，是子宫内膜癌、妊娠

高血压综合征、妊娠期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Ⅱ型糖尿病的高危
诱发疾病，患者多伴有颗粒细胞黄素化、多个不同发育阶段的卵

泡、白膜增厚以及卵巢增大等特点，会直接影响患者的妊娠情

况［９］。在传统的治疗过程中，临床多应用促排卵药物调整患者体

内的激素水平，但一生中，女性的卵子有限，如无节制的应用此类

药物，会过度地刺激卵巢，导致其发生衰老，使妊娠率降低［１０］。

故对于仍有怀孕需求的育龄妇女而言，保障妊娠率的前提下进行

疾病治疗尤为重要［１１］。而该疾病患者多伴有肥胖、胰岛素抵抗、

血糖异常，为探究何种治疗方案可有效将血糖水平以及激素水平

有效调控，并提高排卵、妊娠成功率，改善卵巢形态，特做此研究。

本研究表明，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激素水平均有明显好

转，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
ＬＨ、Ｔ以及ＦＳＨ的值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观察组患者 Ｅ２的
值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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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提示了，给予该疾病患者行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

服联合治疗，可有效调控患者的激素水平。究其原因，高雄激素

血症是诱发该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雄激素性脱发、妇女多毛

症、脂溢性皮炎以及痤疮毛囊皮脂腺单位（皮脂腺 ＋毛囊）对雄
激素敏感所致［１２］。而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是由炔雌醇

（００３５ｍｇ）以及醋酸环丙孕酮（２ｍｇ）组成的复方制剂，两种成
份均会对高雄激素水平进行有益的调节，其中，醋酸环丙孕酮

降低雄激素血液浓度的药理作用是抗促性腺效应，抑制靶细胞

的该疾病的合成，属于该激素受体的竞争性拮抗剂［１３］。同时其

可起到负反馈调节效果，使黄体生成素的异常分泌得到有效抑

制，强化抑制雄激素含量，并有效缓解子宫内膜的增生程度。而

炔雌醇对醋酸环丙孕酮的拮抗效应有协同作用，同时，还可激

发合成血浆中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进而降低患者体内游离睾

酮的含量［１４］。雌二醇是卵巢分泌的重要激素，可反映卵巢的功

能；促卵泡生成素是促进卵泡发育的主要激素，由下丘脑分泌，

可以间接反映卵巢以及脑垂体的功能，故经治疗后，２种激素水
平均有显著改善，可以表明，治疗药物效果较佳［１５］。

本研究表明，经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胰岛素水平以及血糖

水平均有明显好转，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且观察组患者 ＨＯＭＡＩＲ、ＨＯＭＡβ以及 ＦＰＧ的值明显低于对
照组患者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提示，给予该
疾病患者行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口服联合治疗，可有

效调控患者的胰岛素以及血糖水平。而诱发该疾病的另一项

主要诱因为胰岛素抵抗，而丝裂素活化蛋白激酶与磷脂酰肌醇
３激酶胰岛素信号通路调控可以直接影响到血管内皮中的内皮
素１依赖性血管收缩与一氧化氮依赖性血管舒张作用的平衡，
故胰岛素抵抗会直接导致血管内皮功能受到影响，发生紊

乱［１６］。加之胰岛素水平过高会导致雄激素在卵巢受体合成的

期间发生负性反应，诱发过高的黄体生成素水平，导致卵泡无

法完成正常的发育过程［１７］。故降低胰岛素抵抗程度以及提高

其敏感性是治疗该疾病的另一主要原则［１８］。二甲双胍是临床

常用的调控血糖药物，该药物经口服给药后，通过小肠被吸收，

可以通过３项作用机制调控血糖以及胰岛素水平，具体包括：①
促进结合胰岛素受体与胰岛素，使其对血糖的清除效果显著提

高，同时，可增加低亲和性的结合点数量以及胰岛素受体数量提

高患者对胰岛素的敏感性［１９］；②降低由于糖原异生减少而诱发
的基础肝糖输出量；③通过将周围组织糖利用率增加、无氧酵解
增加而调控血糖水平，不刺激胰岛素分泌［２０］。因此，通过餐中口

服给药，可以有效调控血糖水平，改善肥胖，并可以避免因内分泌

紊乱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发生，联合给药后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

本研究表明，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排卵率、妊娠率以及治

疗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排卵率，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这提示联合给药后，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
排卵率以及妊娠率，并促进临床症状的恢复，使卵巢的大小、形

态更好的恢复。

综上所述，给予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行二甲双胍与炔雌醇环

丙孕酮片口服联合治疗可显著提高治疗效果，降低血糖值，提高胰

岛素敏感性，降低体内雄激素含量，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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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子宫全切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妇女
性功能的影响
李雪峰１　陈琼１△　廖红美２

１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妇儿医院妇科，重庆 ４０１３２０
２重庆市福康医院内科，重庆 ４０００５４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妇女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
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诊治的子宫肌瘤患者２０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患者病情及
意愿分别实施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治疗。其中，实施子宫全切术１００例，设为子宫全切组；实施次全切
除术１００例，设为次全切组。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评分结果以及术后６个
月生活满意度评分等实验数据。结果　次全切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评估结果基本
相当，各项指标结果未出现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治疗后６个月子宫全切组患者的性
功能水平明显下降，各项指标评分结果均显著低于本组治疗前，并显著低于同一时期的次全切组患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６个月后，次全切组患者的生活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子宫全切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与子宫全切治疗进行比较，对子宫肌瘤患者实施子宫次全切除术治疗可
以更好的减轻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提高患者的术后生活满意度。

【关键词】　子宫肌瘤；子宫全切术；次全切除术；性功能；生活质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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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子宫肌瘤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的
良性肿瘤类型［１］。以往有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年龄在３５
岁以上的女性群体中子宫肌瘤发病率很高，可达到２０％［２］。目

前，临床针对子宫肌瘤患者，手术是重要的治疗手段，子宫全切

术与次全切除术是应用较多的治疗方案。但是，不同的手术方

案下，会对患者的术后性功能等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３］。本次

研究对比分析子宫全切术与次全切除术对子宫肌瘤妇女性功

能的影响，以寻找更好的子宫肌瘤手术治疗方案。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重庆市巴南区人民医院诊
治的子宫肌瘤患者２０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４０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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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岁，中位年龄为４５岁，试验严格遵循《渥太华工作组关于临
床试验注册的声明》相关内容。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进行了临床专业诊断和检查，均符合子宫肌

瘤诊断标准［４］；②均符合手术指证；③签订知情同意书；④均为
本院收治的住院患者，术前均完成宫颈病变相关筛查；⑤随访
资料完整并建立患者临床病历资料数据库。⑥有固定的性伴
侣。排除标准：①严重心脏、肝脏、肾脏等疾病患者；②精神疾病
患者；③妊娠期女性；④子宫颈和宫体恶性肿瘤；⑤调查过程中
因故未能完成问卷或填写极不认真而劝说无效者；⑥依从性
差；⑦未获得知情同意者。
１３　方法

结合患者病情及意愿分别实施全身麻醉下腹腔镜次全子

宫切除或全子宫切除术，其中实施子宫全切术１００例，设为子宫
全切组，实施次全切除术１００例，设为次全切组。两组均于腹部
进行常规气腹穿刺，在患者脐部上缘、右下腹、左下腹分别放置

穿刺套管。建立人工气腹，经腹腔镜观察患者腹腔内脏器情况、

肌瘤的数量、位置。放简易举宫器于患者的阴道内，

子宫全切组：按照顺序对患者的双侧圆韧带、输卵管峡部、

卵巢固有韧带进行电凝并切断，将膀胱子宫反折腹膜和阔韧带

前后叶剪开，下推膀胱；暴露子宫动静脉，于宫颈内口水平电凝

双侧子宫动静脉并切断，更换简易举宫器为举宫杯，电凝切断

双侧主骶韧带，环形切开阴道壁，使用可吸收线缝合宫颈断端

及腹膜。对子宫体、子宫颈予以游离，切除子宫，之后对阴道断

端及盆腔腹膜予以缝合。

次全切组：按照顺序对患者的双侧圆韧带、输卵管峡部、卵

巢固有韧带进行电凝并切断，将膀胱子宫反折腹膜和阔韧带前

后叶剪开，下推膀胱；暴露子宫动静脉，于宫颈内口水平电凝双

侧子宫动静脉并切断，将宫旁组织向下推移，取出举宫器，再使

用子宫旋切器将患者的子宫体切除，切除后取出，使用可吸收

线缝合宫颈断端及腹膜。术后对两组患者，均实施常规预防感

染等治疗。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评分

结果以及术后６个月生活满意度评分等实验数据。利用国际女
性性功能评估量表对患者性功能水平进行评估，评分越低，说

明患者相应功能损伤越严重［５］。采用 ＳＷＬＳ量表（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ｌｉｆｅｓｃａｌｅ，ＳＷＬＳ）检测两组患者的生活满意度［６］，３１分 ～３５
分为非常满意，２６分～３０分满意，２１分～２５分少许满意，２０分
为中立，１５分～１９分为少许不满意，１０分 ～１４分为不满意，５
分～９分为非常不满意。
１５　统计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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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标准差），组间统计学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中的 ＳＮＫｑ方法。
计数资料的表示方法为例（百分比），组间比较实施χ２检验。计
算Ｐ值，以第一类误差００５（α值）判断统计显著性，Ｐ＜００５
即为数据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

统计两组患者的平均肌瘤体积和肌瘤类型分布情况等指

标，可得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比较项目 子宫全切组（ｎ＝４０） 次全切除组（ｎ＝４０）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Ｍｅａｎ±ＳＤ，岁）
病程（Ｍｅａｎ±ＳＤ，月）

肌瘤体积（Ｍｅａｎ±ＳＤ，ｃｍ３）
肌瘤类型（例）

单发肌瘤

多发肌瘤

肌瘤位置（例）

肌壁间肌瘤

浆膜下肌瘤

黏膜下肌瘤

３９１２±１２３
３２５±１０５
６０１５±２５１１

—

２６
１４
—

３０
６
４

４０８５±１３７
２３１４±１２１
６１２５±２０１２

—

２５
１５
—

３１
６
３

２１０３
４１３３
３０２１
２１１７

３０２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

＞００５
—

—

—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评估与比较
次全切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评估结

果基本相当，各项指标结果未出现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但治疗后６个月子宫全切组患者的性功能水平
明显下降，各项指标评分结果均显著低于本组治疗前，并显著

低于同一时期的次全切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生活满意度评估与比较

治疗６个月次全切组患者的生活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子宫
全切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７５　　　·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评估与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观察指标
治疗前

次全切除组 子宫全切组 Ｐ值

术后６个月

次全切除组 子宫全切组 Ｐ值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性行为异常

１３６１２±２０３３
１３０１２±１５０２
１３５２３±１２３４
１３５７８±１５６８
１２９１２±１０２５

１３６２１±１９２５
１３１１２±１６０２
１３６０２±１０２５
１３５１２±１２３３
１２８１５±１０３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５１２±１６３３
１２８１２±１０３５
１３４１２±１０３６
１３４１２±１２０５
１２８０２±１０１２

１０４１２±１０３３ａ

１０２１２±１０３５ａ

１０８１２±１０３２ａ

１０９２３±９１５ａ

１０７２３±８２５ａ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生活满意度评估与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例数 术后６个月

次全切除组 ４０ ３２１５±６３３

子宫全切组 ４０ ２５３４±５９８

　 ｔ值 — １０２１４

　 Ｐ值 —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对子宫肌瘤患者实施手术治疗的过程中，若因病情需

要或患者无生育方面的要求，则会选择对其实施子宫切除治

疗。具体的治疗过程中，可选择子宫全切术或次全切术［７］。在

切除子宫之后，患者机体内分泌情况会出现一定的紊乱，并可

能出现卵巢功能衰退，性激素分泌失调等一系列问题［８］。同

时，子宫切除治疗还会对患者的机体造成一定的损伤，并对患

者的夫妻生活等产生影响［９］。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子宫切除对

子宫肌瘤患者术后性功能的影响，本次研究进行了子宫全切术

和次全切除术治疗子宫肌瘤临床效果的对比分析。本次研究

结果显示，次全切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６个月的性功能水平
评估结果基本相当，各项指标结果未出现明显改变。但治疗后

６个月子宫全切组患者的性功能水平明显下降，各项指标评分
结果均显著低于本组治疗前，并显著低于同一时期的次全切组

患者。同时，本次研究结果还显示，治疗６个月次全切组患者的
生活满意度评分显著高于子宫全切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从以往徐郁等一些学者的报道中也可以了解到［１０］，子宫全

切术治疗子宫肌瘤患者会对患者的性生活产生明显影响，但次

全切除术对患者性生活的影响则相对较少。即提示，与子宫全

切治疗进行比较，对子宫肌瘤患者实施子宫次全切除术治疗可

以更好的减轻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并提高患者的术后生活满

意度［１１］。分析相关原因，一方面，子宫全切除手术是切断盆底

中心位置子宫主韧带和骶韧带的手术，直接影响神经对膀胱和

直肠的支配，并且使盆底结构及生理状态发生改变，引起盆底

功能障碍。子宫次全切治疗与子宫全切除不同，保留了患者宫

颈［１２］。对患者机体的创伤相对较小，更好地维持了阴道解剖结

构的完整性，更有利于患者的术后恢复，并尽可能的减轻手术

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１３］。另一方面，从心理角度进行分析。患

者的性生活不同指标与患者的心理状况之间存在密切的联

系［１４１５］。对于子宫全切患者，术后较易出现一定的负面心理和

情绪，进而对自身的性生活产生了不良影响［１６１７］。而接受子宫

次全切术患者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子宫颈，患者的心理压力相对

较小，自身性生活受到的影响也较小［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与子宫全切治疗进行比

较，对子宫肌瘤患者实施子宫次全切除术治疗可以更好的减轻

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提高患者的术后生活满意度。效果确切，

故值得临床广泛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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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响［Ｊ］．武警医学，２０１７，２８（２）：１２４１２７．

［１３］　ＢａｒｂａｒａＳ，ＪｕｄｉｔｈＨ，ＭａｒｔｉｊｎＷＨ，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ｔｈｅ

ｆｉｂｒｏｉｄｕｔｅｒｕ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ｂｉｍａｎｕ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ｓｕｓｖｏｌｕｍｅａｔＭＲＩｏｒ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ｂ

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１８４：８９９６．

［１４］　朱晓兰，李洁明．米非司酮联合宫瘤消胶囊对子宫肌瘤患者细胞

因子和性激素水平影响研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４）：５６

５９．

［１５］　ＤａｓＲ，ＧｏｎｓａｌｖｅｓＭ，ＶｌａｈｏｓＩ，ｅｔａｌ．ＭＲＩ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

ｐａｔｅｎｃｙ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ｉｄｉｎｆａｒ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６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

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ｎｏｎｓｐｈｅｒｉｃａｌｐｏｌｙｖｉｎ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Ｊ］．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６（５）：１２８０１２８７．

［１６］　陈远丽，杜珍，王定臖，等．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剥除术对子宫肌瘤

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及术后生活质量的影响［Ｊ］．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７，２６（２）：３８４１．

［１７］　苏展，李飞浪，罗海全，等．不同术式对子宫肌瘤患者性心理及性

功能影响的临床对比研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２）：３７４１．

［１８］　魏海波，郭静．子宫全切术对子宫肌瘤患者性生活质量的临床影

响分析［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２７２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２２）

【基金项目】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立项指导性项目（ＷＪ２０１７Ｆ０２０）
△【通讯作者】欧阳俊，Ｅｍａｉｌ：３１７９８７１０６６＠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２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顺产、侧切产及剖宫产对初产妇产后阴道收缩力
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阎蓓１　欧阳俊２△

１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０３４

【摘要】　目的　观察比较顺产、侧切产和剖宫产对初产妇产后阴道收缩力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６８２例足月分娩初产妇按分娩方式不同分为顺产组（３９５例）、会阴侧切组（１５１例）及剖宫产组
（１３６例），均于产后６周、产后１２周进行随访，行阴道收缩力、盆底肌力测定，并询问产妇首次性生活时间、
首次性生活是否存在疼痛，统计产后１周会阴水肿发生情况、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情况。结果　产后６周
及产后１２周，顺产组与会阴侧切组阴道收缩力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均明显小于剖宫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６周，顺产组与会阴侧切组盆底Ｉ类肌纤维、ＩＩ类肌纤维肌力级别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均明显低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１２周，
三组盆底Ｉ类肌纤维、ＩＩ类肌纤维肌力级别较产后６周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顺产组较会阴侧切组产后１周会阴水肿发生率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剖
宫产组产后１周未见会阴水肿发生；顺产组与会阴侧切组性生活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均明显短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首次性生活疼痛比例及产后１２周性
生活恢复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剖宫产对产后阴道收缩力影响小于顺产或会阴侧
切，而三种分娩方式对初产妇产后性生活质量影响总体差异不大。

【关键词】　初产妇；顺产；会阴侧切术；剖宫产；阴道收缩力；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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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ＰＦＤ）是妇科
常见疾病，严重危害女性身心健康。目前认为，其发生与妊娠、

分娩、盆腔手术、肥胖、先天性盆底发育不良等多种因素密切相

关［１］。无论是顺产抑或是剖宫产，女性产后盆底肌力均可出现

不同程度的降低。研究发现，虽然剖宫产可减少阴道分娩顺产

所引起的盆底肌力降低，但仍难以避免盆底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
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及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ｅｎｃｅ，
ＳＵＩ）等并发症发生，通过剖宫产术无法实现正常盆底功能的维
持［２３］。因此，改进助产接生技术，在确保胎儿安全同时，尽可

能减少母体生殖系统损伤一直为临床研究热点。以往研究认

为，阴道分娩顺产时行会阴切开可通过减少会阴体延伸而对盆

底及会阴组织的有着保护作用，从而降低产后 ＳＵＩ、排便障碍等
并发症发生率，并利于产后性功能恢复［４］。然而近期研究发

现，会阴侧切易引发水肿、出血、感染等并发症，并可加重会阴疼

痛，致使阴道口过紧，从而对产后性功能恢复造成不良影响［５］。

本研究旨在观察比较顺产、侧切产及剖宫产对初产妇产后阴道

收缩力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
接受分娩的初产妇６８２例作为观察对象。纳入标准：①足月分
娩初产妇，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５岁；②单胎妊娠；③无贫血、妊娠
高血压等严重疾病；④产前产后均未接受任何盆底肌肉训练；
⑤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既往存在盆腔手术史者；
②有严重产后出血者；③早产或双胎产妇；④有行阴道助产者；
⑤产前存在漏尿症状者；⑥产妇或丈夫既往存在性功能障碍史
者。本研究取得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共纳入６８２例，根据分娩方式不同分为顺产组（３９５例）、会阴侧
切组（１５１例）和剖宫产组（１３６例）。顺产组：年龄（２７６８±
５４３）岁；产前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２６８７±
２４５）ｋｇ／ｍ２；孕周（３９３６±１１２）周；新生儿体重（３１２８５４±
５１１７４）ｇ。会阴侧切组：年龄（２７１３±４６１）岁；ＢＭＩ（２７５７±
２６９）ｋｇ／ｍ２；孕周（３９５１±１２５）周；新生儿体重（３１９４３６±
４７３６９）ｇ。剖宫产组：年龄（２８２６±５４２）岁；ＢＭＩ（２８１４±
３０５）ｋｇ／ｍ２；孕周（３９８５±１１２）周；新生儿体重（３１３９３６±
４２５６８）ｇ。三组一般资料（年龄、产前 ＢＭＩ、新生儿体重等）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于产后６周、产后１２周完成随访。①于产后６
周、产后１２周采用江苏福瑞科技有限公司 ＹＳＰ４００型 ＰｏｌｉｎＧｅｒ
数字多系统治疗仪中阴道收缩力测量装置测定产妇阴道收缩

力。②于产后６周、产后１２周采用法国杉山公司ＰＨＥＮＩＸ检测
仪量化评估盆底肌 Ｉ类肌纤维肌力及 ＩＩ类肌纤维肌力，其中 Ｉ
类：盆底肌肉收缩持续时间为５ｓ及以上、４ｓ、３ｓ、２ｓ、１ｓ、０ｓ，依次
判定为５级、４级、３级、２级、１级、０级；ＩＩ类：盆底肌肉完全收缩
次数为５次及以上、４次、３次、２次、１次、０次，依次判定为 ５
级、４级、３级、２级、１级、０级。③随访时，询问产妇首次性生活
时间、首次性生活是否存在疼痛，并统计产后１周会阴水肿发生
情况、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情况及ＳＵＩ发生情况。
１３　统计学方法

应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处理研究数据，计数资料采用例和百分
率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卡方检验；计

量资料采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两两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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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三组初产妇产后６周及１２周阴道收缩力比较

顺产组初产妇与会阴侧切组初产妇在产后６周、产后１２周
的阴道收缩力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剖宫
产组初产妇比较，顺产组初产妇或会阴侧切组初产妇在产后６
周、产后１２周的阴道收缩力均明显减小，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三组初产妇产后１２周时阴道收缩力较产后６周
均明显增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２２　三组初产妇产后６周及产后１２周盆底肌力级别比较

产后６周，顺产组初产妇与会阴侧切组初产妇盆底 Ｉ类肌
纤维、ＩＩ类肌纤维肌力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上两组初产妇均明显低于剖宫产组初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１２周，三组初产妇盆底 Ｉ类肌纤维、ＩＩ

类肌纤维肌力级别较产后６周均明显增大，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三组初产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三组初产妇产后６周及１２周阴道收缩力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ｍｍＨｇ）

　 组别 例数 产后６周 产后１２周 ｔ值 Ｐ值

顺产组 ３９５ １１７１±３１３ａ ２０４１±４５８ａ ３１１７０ ＜００５

会阴侧切组 １５１ １２２１±３６９ａ ２１５３±５２２ａ １７９１６ ＜００５

剖宫产组 １３６ １６４７±４３７ ２８０３±６４９ １７２３０ ＜００５

　 Ｆ值 １３２４１ １６５４２ —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 —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剖宫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三组初产妇产后６周及产后１２周盆底肌力级别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类肌纤维

产后６周 产后１２周

ＩＩ类肌纤维

产后６周 产后１２周

顺产组　　 ３９５ ３１６±０６１ｂ ４２６±０６１ａ ２５７±０５４ｂ ３５６±０５４ａ

会阴侧切组 １５１ ３２４±０５２ｂ ４２９±０５２ａ ２６２±０５９ｂ ３５９±０５９ａ

剖宫产组　 １３６ ３８６±０７５ ４３７±０４８ａ ３３９±０６１ ３６５±０６７ａ

Ｆ值 １４２５９ ２２１４ １６１２１ １７５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产后６周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剖宫产组同时间点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初产妇产后１周会阴水肿、恢复性生活时间、首次性
交疼痛及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情况比较
　　顺产组初产妇较会阴侧切组初产妇产后１周会阴水肿发生
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剖宫产组初产妇产后１周未见会阴水
肿发生，与顺产组初产妇或会阴侧切组初产妇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顺产组初产妇与会阴侧切组初产妇在性

生活恢复时间比较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均明显
低于剖宫产组初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初
产妇首次性生活疼痛比例及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比例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初产妇均未见严重 ＳＵＩ发
生。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后１周会阴水肿、性生活恢复时间、首次性交疼痛及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情况比较［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产后１周会阴水肿 性生活恢复时间 首次性生活疼痛 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

顺产组 ３９５ １８（４５６） ３６８９±１０２５ ２５５（６４５６） ２８６（７２４１）

会阴侧切组 １５１ ２０（１３２４）ａ ３６４２±１０７６ ９５（６２９１） １０７（７０８６）

剖宫产组 １３６ ０（０００）ａｂ ５０３９±１２５８ａｂ ８１（５９５６） ９１（６６９１）

Ｚ值 １４５８９ １６２４１ ２３６４ ３５５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会阴侧切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ａ”项表示，与顺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选择性剖宫产是造成我国剖宫产率逐年增高的重要原因。

较多产妇由于担忧产后盆底松弛而要求行剖宫产术，亦有不少

产妇认为阴道分娩顺产也有较大可能需要进行会阴侧切而青

睐于剖宫产。因此，尽可能避免会阴侧切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

提高阴道分娩顺产率［６７］。近年来，盆底功能恢复逐渐引起临

床关注，报道显示，我国正常女性ＰＦＤ发生率达１１％，而已婚已
育女性ＰＦＤ发生率可高达４０％［８］。不同分娩方式可对产妇产

后器官功能恢复造成不同程度影响［９］。本研究结果显示，剖宫

产组在产后６周、产后１２周时的阴道收缩力均明显高于顺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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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会阴侧切组，表明三种分娩方式对产后阴道收缩力的影响，

以剖宫产最小。同时，本研究中，三组产后１２周阴道收缩力较
产后６周均明显增大，与郭仁妃等［１０］的报道一致，提示无论哪

种分娩方式，产后阴道收缩力恢复均需要一定时间。此外，本研

究中，顺产组与会阴侧切组产后６周、产后１２周的阴道收缩力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会阴侧切并不能发挥盆底肌保护

作用，而阴道分娩顺产也不会因较大扩张而加重盆底肌力下

降。

盆底肌群对维持盆底功能有着关键作用，该肌群由骶前神

经支配，其正常张力能够维持盆膈裂孔关闭，并可挤压引导、尿

道闭合，使盆腔器官处于正常空间状态。盆底肌分Ｉ类与ＩＩ类，
Ｉ类属于慢收缩纤维，能够保持盆底肌张力，其水平降低，患者
可出现子宫器官脱垂、阴道松弛、体位性漏尿等症状；ＩＩ类属于
快收缩纤维，具备神经反射及自主收缩功能，其水平降低，患者

表现为在大笑、咳嗽等剧烈反应下发生漏尿［１１１２］。分娩可影响

盆底肌力，会加重 ＳＵＩ、ＰＯＰ等临床表现，并影响产后正常性生
活。有关研究表明，无论是剖宫产抑或是顺产均可对初产妇产

后盆底肌力造成不良影响，只不过前者影响相对较小［１３］。本研

究中，产后６周，顺产组与会阴侧切组盆底 Ｉ类肌纤维、ＩＩ类肌
纤维肌力级别均明显低于剖宫产组，与上述研究一致。一般认

为，分娩所引起的盆底肌肉损伤具有可逆性，产后盆底肌群损

伤可在产后２个月逐渐得以恢复。本研究中，产后１２周，三组
盆底Ｉ类肌纤维、ＩＩ类肌纤维肌力级别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明选择性剖宫产在盆底肌的远期保护上无明显优势，这与裘

轶超等［１４］观点一致。

产后性生活恢复是产后恢复的关键内容。相关研究表明，

与阴道分娩顺产相比，会阴侧切可以显著降低产后盆底肌韧

性，使得性生活困难，并加重会阴疼痛［１５］。调查显示，会阴侧切

分娩后，产妇会阴切口疼痛发生率为１１６０％，性生活疼痛发生
率为４０７０％［１６］。临床实践证实，会阴侧切较阴道分娩顺产有

着明显的切口疼痛，并可增加尿潴留、感染、会阴硬结、低位肛瘘

等多种产后并发症，而不利于产后性生活恢复［１７］。另有研究表

明，产后６个月，顺产与剖宫产初产妇产后性功能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１８］。本研究中，与顺产组或会阴侧切组比较，剖宫产

组性生活恢复时间明显延长；顺产组较会阴侧切组产后１周会
阴水肿发生率明显降低，剖宫产组产后１周未见会阴水肿发生；
三组首次性生活疼痛发生率及产后１２周性生活恢复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这表明在产后性生活恢复情况上，无论是会

阴侧切还是剖宫产均较顺产无明显优势。本研究中虽无严重

感染病例，但行会阴侧切可产生更多创口，会增加产后会阴水

肿发生。

综上所述，剖宫产对产后阴道收缩力影响小于顺产或会阴

侧切，而３种分娩方式对性生活质量影响差异不大。临床应尽
可能避免应用会阴侧切，严格掌握剖宫产指征，根据产妇意愿

可选择剖宫产，提倡顺产，确保产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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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与顺产对孕妇产后性功能、盆底结构功能、
生活质量和相关激素的影响
屈萍△　李维玲
西安高新医院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比分析剖宫产与顺产对孕妇产后性功能、盆底结构功能、生活质量和相关激素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西安高新医院进行分娩的健康孕妇７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其分
娩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剖宫产组（ｎ＝３５０）与顺产组（ｎ＝４００）。于产后６个月，采用盆底肌力评分、健康状态
调查问卷、女性性功能量表对比两组孕妇的盆底结构功能生活质量以及性功能，并检测孕激素、雌二醇、黄体生

成素以及卵泡刺激素等性功能相关激素的水平。结果　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盆底结构功能相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顺产组的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社会功能评分均明显高于剖宫产组（Ｐ＜００５），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孕激素、雌二醇、黄体生成素以及卵泡刺激素等性功能相关激素
的水平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性唤起、性欲、阴道润滑程度、性生
活满意度、性高潮以及性交疼痛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剖宫产与顺产孕妇产后６
个月的盆底结构功能、性功能及性功能相关激素无明显差异，但顺产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生活质量优于剖宫产。

【关键词】　剖宫产；顺产；产后性功能；盆底结构功能；生活质量；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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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上终止妊娠的方法主要包括剖宫产和顺产。研究发
现，妊娠以及分娩是影响女性性功能极盆底结构功能的主要因

素。部分孕妇由于害怕疼痛，而且担心顺产会引发盆腔脏器出

现脱垂、阴道松弛、性生活不协调以及尿失禁等问题，从而选择

剖宫产分娩［１２］。剖宫产以及顺产这两组分娩方式均具有各自

不同的优缺点，但是二者对产后性功能、盆底结构功能、生活质

量和相关激素的影响究竟有何影响尚未明确，仍存在明显的争

议。因此，本研究选择我院剖宫产的 ３５０例孕妇以及顺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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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例孕妇为研究对象，比较两组的产后性功能、盆底结构功
能、生活质量和相关激素，从而为孕妇选择顺产与剖宫产提供

有效的理论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在西安高新医院分娩的健
康孕妇７５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孕妇妊娠期无严
重疾病及产科并发症等；孕３７周～４２周。排除标准：泌尿道畸
形者；孕期压力性尿失禁者；既往有盆腔手术史、反复尿路感染

史者；阴道出血或产后持续存在恶露者。按照其分娩方式的不

同分为剖宫产组与顺产组。剖宫产组３５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７岁，年龄（２８３１±３４５）岁；孕周范围３６周 ～４１周，孕周
（３７９５±１３８）周；孕次范围１次 ～３次，孕次（１４６±０２８）
次；体重范围５３ｋｇ～８２ｋｇ，体重（６５２９±５１３）ｋｇ。顺产组
４０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６岁，年龄（２８１２±２４３）岁；孕周
范围３６周 ～４２周，孕周（３７８３±１２４）周；孕次范围１次 ～
３次，孕次（１５７±０３６）次；体重范围 ５３ｋｇ～８２ｋｇ，体重
（６４２１±５３７）ｋｇ。所有孕妇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孕
妇的基线资料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通过临床检查的方式，由专业人员检测并记录两组产妇产

后的盆底肌力评分、生活质量以及性功能。①盆底肌力评分：于
产后６个月，采用Ｏｘｆｏｒｄ评分标准对两组孕妇进行盆底肌力评

分，其中，５级表示较强且有力的收缩；４级表示正常收缩；３级
表示普通收缩；２级表示有轻微的收缩，但并未出现压迫感；１
级表示仅出现少许抽动；０级表示无任何收缩。②生活质量：采
用健康状态调查问卷（ＳＦ３６）对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生活质
量情况进行评估，包括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社会功

能，评分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③性功能相关激素：两
组均于产后６个月的清晨空腹抽取５ｍＬ静脉血，采用电化学发
光免疫法检测孕激素、黄体生成素以及卵泡刺激素水平，采用

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雌二醇水平，试剂盒均购自赛默飞世尔科

技（中国）有限公司。④性功能：采用女性性功能量表评估两组
孕妇产后６个月的性功能，量表对性唤起（４项）、性欲（２项）、
阴道润滑程度（４项）、性生活满意度（３项）、性高潮（３项）以及
性交疼痛（３项）等６个维度进行测定。评分值越高表明孕妇产
后的性功能越好。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０软件，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和

组内对比用方差分析和ｔ检验，组间率的比较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产后盆底结构功能对比

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盆底结构功能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产后盆底结构功能对比［ｎ（％）］

组别 例数 ０级 １级 ２级 ３级 ４级 ５级

剖宫产组 ３５０ ０ ０ ７０（２０００） ６５（１８５７） １７３（４９４２） ４２（１２００）

顺产组　 ４００ ０ ０ ７９（１９７５） ８６（２１５０） １９５（４８７５） ４０（１０００）

２２　两组孕妇产后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顺产组的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社会功能评分

均明显高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情绪功能 角色功能 社会功能

剖宫产组 ３５０ １３７±０５４ １３０±０４３ １３４±０４２ １３６±０２７

顺产组　 ４００ １９８±０７２ａ １９５±０８７ａ １８５±０６３ａ １９８±０３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剖宫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孕妇产后性功能相关激素对比
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孕激素、雌二醇、黄体生成素以及卵

泡刺激素等性功能相关激素的水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孕妇产后性功能相关激素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孕激素（ｎｇ／ｍＬ） 雌二醇（ｐｍｏｌ／Ｌ） 黄体生成素（Ｕ／Ｌ） 卵泡刺激素（Ｕ／Ｌ）

剖宫产组 ３５０ ７３５±０９２ ７０９３２±３４８１ ３９８±０５２ ２０６±０７３

顺产组　 ４００ ７４３±０８９ ７１２８３±３６７５ ３８７±０４５ ２０９±０６８

２４　两组孕妇产后性功能对比
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性唤起、性欲、阴道润滑程度、性生

活满意度、性高潮以及性交疼痛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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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孕妇产后性功能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高潮 性唤起 阴道润滑程度 性欲 性生活满意度 性交疼痛

剖宫产组 ３５０ １１２３±１７４ １２１９±１３８ １５９２±１５７ ５８２±０５３ ９２４±１３７ ６２１±０５９

顺产组　 ４００ １１９５±１２３ １２５３±１０４ １５１４±１２８ ５２５±０３７ ９３７±１２５ ６１３±０２４

#

　讨论
剖宫产主要通过将产妇放入下腹腹腔切开，然后切开子

宫，取出胎儿，剖宫产手术具有方便、简单、安全的优点，是临床

上医务工作者在处理异常分娩和妊娠过程中的高危情况的一

种极为重要的手段［３６］。顺产即经阴道分娩，其有助于胎儿肺

泡的扩张，使胎儿在娩出后可以相对更易于建立自主呼吸［７１２］。

剖宫产手术由于可以有效解决异常妊娠以及难产等问题，目前

已成为产科常选用的一种较为安全的分娩方式。近年来，由于

产科医疗诉讼和纠纷增多、社会综合因素、医护人员自我保护

意识增强、医患关系紧张等因素导致剖宫产率逐年升高［１３］。

本研究发现，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盆底结构功能相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剖宫产以及顺产均会对盆底
功能均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分析其原因为，产妇顺产后，由

于分娩时的过度扩张，阴道壁极易发生松弛，盆底肌肉的弹性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部分肌肉纤维甚至会发生断裂，临床

上主要表现为痔疮、阴道前后壁脱垂以及尿失禁等，对孕妇产

后的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而选择剖宫产分娩方式的孕

妇，随着孕期不断增加，其子宫也会对盆底侧髂静脉造成压迫，

导致血流障碍，从而造成盆底组织发生不同程度的缺氧、缺血

性的组织损伤，引发盆底结构功能障碍［１４１７］。

顺产组的躯体功能、情绪功能、角色功能和社会功能评分均

明显高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顺产
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生活质量优于剖宫产。与陈洁［１８］等的研究结

果相一致。分析其原因为，一方面，顺产作为人类自然分娩的方

式，产妇产后的恢复速度相对较快，分娩对产妇心理以及身体的

影响较为轻微，因而生活质量就会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剖宫产产

妇产后发生感染等并发症的概率明显高于顺产，分娩对产妇心理

以及身体的影响较为严重，从而使产妇的生活质量降低。

性激素水平的变化是孕妇孕期以及产后典型的生理生化指

标。女性性功能障碍与家庭暴力、离婚率的升高、生活质量以及夫

妻关系等多方面紧密相关，因而，关注以及评估孕妇产后性功能情

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性唤起、性欲、阴道润
滑程度、性生活满意度、性高潮以及性交疼痛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孕妇产后６个月的孕激素、雌二醇、黄体生成素
以及卵泡刺激素等性功能相关激素的水平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表明剖宫产与顺产孕妇产后６个月的性功能及性功能
相关激素无明显差异。分析其原因为，顺产的切口在产后６个月时
已完全愈合，由于阴道具有较强的扩张能力以及弹性，在产后配合

锻炼阴道括约肌，阴道即可恢复到分娩前的状态。

综上所述，剖宫产与顺产孕妇产后６个月的盆底结构功能、
性功能及性功能相关激素无明显差异，但顺产孕妇产后６个月
的生活质量优于剖宫产，因而，女性为保护性功能而选择剖宫

产并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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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情绪对胚胎移植妊娠结局的影响
张加能△　程兆俊　周燕
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治疗的患者胚胎移植日焦虑情绪对妊娠结局的影
响。方法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体
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ＩＶＦＥＴ）治疗的１３１名女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胚胎移植日采用焦虑自评量表评估
患者焦虑状况。根据焦虑程度对其进行分类，比较无焦虑、轻度焦虑、中度焦虑患者之间妊娠结局情况。

结果　１３１名患者中有焦虑情绪者６４人（４８９％）；无焦虑组与焦虑组患者比较，其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
和胚胎种植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无焦虑组与轻度焦虑组患者比较，其生化妊娠率、临床妊
娠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无焦虑组与中度焦虑组患者比较，其临床妊娠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患者在胚胎移植日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焦虑情绪，轻度焦虑对近期妊娠结局即存
在影响，医护人员必须在胚胎移植日加强患者心理干预，引导患者积极应对，改善不孕症患者妊娠结局。

【关键词】　不孕症；胚胎移植；焦虑；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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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４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
１２５％～１５％，患病人数已经超过５０００万，其中２５％ ～３０％的
患者必须通过现代辅助生殖技术才能受孕［１］。在这类人群中，

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ＩＶＦＥＴ）是其解决生育问题的最后手
段，带去希望的同时，长期的检查、用药、手术治疗也给他们造成

了巨大的身心压力［２］。有关研究发现，社会心理不良因素严重

影响了不孕患者的心理健康，对 ＩＶＦＥＴ治疗结局产生影响［３］。

目前，国内研究大多关注了进入 ＩＶＦＥＴ周期治疗时，取卵前和
胚胎移植后验孕等节点的情绪影响，而对胚胎移植日患者焦虑

的评估以及其对妊娠结局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见。本研究

旨在探讨接受ＩＶＦＥＴ治疗的患者在胚胎移植日的焦虑情绪对
其妊娠结局的影响，以为提高临床妊娠率提供依据。现将有关

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我
院生殖医学中心进行 ＩＶＦＥＴ助孕治疗的１３５名女性患者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知情同意接受调查者；②诊断无精神疾病
且１年内无重大心理创伤经历者；③年龄≤３５岁；④胚胎移植
周期数≤３次；⑤移植卵裂期胚胎２枚。排除标准：子宫畸形、
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病、输卵管积水未钳夹者［４］、宫腔粘

连、反复流产史。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后开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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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横断面调查方法，受试者在进行胚胎移植术当

日独立完成问卷，并现场收回。由同一名调查者为其做调查目

的、问卷选项的说明，要求受试者如实回答，保证结果仅用于本

研究。共发出调查问卷１３５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３１份，有效问卷
回收率为９７０％。调查内容包括：①一般资料：其内容包括年
龄、文化程度、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移植胚胎数及胚胎情况等。

②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评定测量者的
主观感受。该量表共有２０个条目，１５项是用负性词陈述，５项
是用正性词陈述，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５］。该量表采用 Ｌｉｋ
ｅｒｔ４级评分制，累计得粗分，粗分乘以１２５取整后得标准分。
分值越高，焦虑程度越重，＜５０分为无明显焦虑，５０～５９分为轻
度焦虑，６０～６９分为中度焦虑，７０分及以上为重度焦虑。
１３　观察指标

生化妊娠：血βＨＣＧ＞５ｍＩＵ／ｍｌ。临床妊娠：胚胎移植术后
３０～３５天Ｂ超提示胚芽，胎心搏动。种植率 ＝胎心数／移植胚
胎数。流产率＝流产人数／妊娠人数。异位妊娠：Ｂ超提示增大
卵巢旁有胎囊样结构，大小与停经时间相符合；子宫内膜增厚，

缺乏妊娠囊影像；或发现妊娠囊位于宫角部。异位妊娠率 ＝异
位妊娠人数／妊娠人数。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
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比［ｎ
（％）］表示。采用描述性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组间比较采用ｔ
检验、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或者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一般资料

所纳入本研究的１３１名受试者，年龄（２９６６±２６４）岁，高
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１０１人（７７１％）、胚胎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
（１０４５±３６５）ｍｍ、移植卵裂期胚胎３６２枚，其中优质胚胎２２３
枚（６１６％），患者ＳＡＳ得分为（４０５３±７０１）分，明显高于中国
常模（２９７８±０４６）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６］。
其中，无焦虑者６７人（５１１％），轻度焦虑者５５人（４２０％），中
度焦虑者９人（６９％），未出现重度焦虑患者。

无焦虑者与焦虑（包含轻度焦虑和中度焦虑）者之间比较，

年龄、文化程度、移植日子宫内膜厚度、移植的优胚率，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２２　移植日不同程度焦虑患者之间妊娠结局比较

焦虑患者的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胚胎种植率均低于

无焦虑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其异位妊
娠率与流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无焦虑患者
与轻度焦虑患者比较，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胚胎种植率、异位妊娠率和流产率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无焦虑患者与中度焦虑患者比
较，临床妊娠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生化妊娠率、
胚胎种植率、异位妊娠率和流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轻度患者与中度焦虑患者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胚
胎种植率、异位妊娠率及流产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移植日不同焦虑情绪患者治疗结局的比较［ｎ（％）］

项目 无焦虑（ｎ＝６７）
焦虑（ｎ＝６４）

轻度焦虑（ｎ＝５５） 中度焦虑（ｎ＝９）
统计值ａ Ｐ值ａ

生化妊娠 ３４（５０７） １４（２５５）ｂ ２（２２２） ９３８ ００３

临床妊娠 ３３（４９３） １４（２５５）ｂ １（１１１）ｃ ９４０ ０００

胚胎种植 ４２（６２７） １８（３２７） １（１１１） －２７０ ０００

异位妊娠 １（１５） １（１８） ０（０）　 ０５０ １００

流产　　 ６（９０） ２（３６） ０（０）　 １９４ ０１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无焦虑与焦虑组患者比较的统计值和Ｐ值。标有“ｂ”项表示，无焦虑与轻度焦虑组患者比较：生化妊娠率，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
验，Ｚ＝－２６７，Ｐ＝００１；临床妊娠率，χ２检验，统计值＝７２２，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无焦虑与中度焦虑组患者比较：临床妊娠率，χ２检验，统计值
＝４６７，Ｐ＝００３。轻度焦虑与中度焦虑组患者比较，项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３１　移植日患者焦虑得分情况分析

本研究中，患者胚胎移植日有焦虑情绪，得分高于中国常

模得分，焦虑患者占比４８９％，这与其他研究［６］中 ＩＶＦＥＴ治疗
患者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周晓景［４］等认为，下丘脑神经内分

泌中枢所控制的垂体肾上腺轴（ＨＰＡ）、垂体甲状腺轴（ＨＰＴ）
和垂体卵巢轴（ＨＰＯ）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并互为因果。当机体
有焦虑情绪时，体内皮质激素因应激反应产生改变，进而对

ＨＰＡ和ＨＰＯ这２个实现女性正常生育的内分泌轴的各个环节
造成不良影响，引起生殖内分泌改变，导致胚胎生长发育受损，

子宫内膜容受性不佳等，故不孕与焦虑形成恶性循环。在我国，

受传统社会价值和生育观念的影响，生儿育女是家庭稳定幸福

的重要因素，不孕症妇女在长期的备孕治疗过程中经受着较大

的舆论、精神、生理、经济压力；同时，对试管婴儿治疗的认知缺

乏所致的陌生感和治疗过程中的侵入性操作产生的不适感也

会使女患者的压力增大，长此以往，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即焦虑、

甚至抑郁和敌对［３］。

３２　胚胎移植日患者焦虑情绪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本研究中，焦虑患者的生化妊娠率、临床妊娠率和胚胎种植

率均低于无焦虑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异位妊娠率

和流产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患者在移植日的焦虑情

绪对近期的着床情况影响较大，ＩＶＦＥＴ治疗结局受多种因素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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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作用，远期的妊娠结局可能更大程度取决于胚胎、内膜质量

等生物化学因素。张琼［３，７］等的调查结果也显示，进入 ＩＶＦＥＴ
治疗周期的具有轻度或中度焦虑的患者临床妊娠率较低。本

研究中，无焦虑患者与轻度焦虑患者比较，生化妊娠和临床妊

娠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高于正常水平的焦虑情绪即

可以对胚胎着床情况产生影响，而胚胎种植率无差异可能是由

于胚胎移植术后轻度焦虑患者情绪趋于稳定，自身生理因素对

胚胎种植个数的决定性更大。中度焦虑患者与无焦虑患者相

比，仅是临床妊娠率较低，这可能与本研究中的中度焦虑患者

人数较少，治疗妊娠结局指标计算的基数较小相关。轻度焦虑

患者与中度焦虑患者妊娠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由

于轻度与中度焦虑分值差距小，焦虑程度差异不大，中度焦虑

患者人数较少出现统计偏差引起。何玉洁［８］等研究发现，移植

日焦虑情绪可能导致子宫收缩频率增加，不容易妊娠。

Ｓｃｈｗｅｉｇｅｒ［９］等的研究甚至认为，５％ ～１０％的不孕是由于焦虑、
抑郁情绪引起的，这些负面情绪又给患者带去不合理饮食继而

体重失常、内分泌功能紊乱等问题。心理干预［１０１２］对体外受精
胚胎移植患者情绪的改善以及干预组，即干预后无焦虑或者焦

虑程度较低的组显现的较好的妊娠结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负

面情绪因素对治疗结局的影响。苏霞［１３］等的 Ｍｅｔａ分析认为，
将心理干预贯穿于ＩＶＦＥＴ过程之中，可以提高妊娠成功率。蔡
艳娜［１４］等认为，积极应对能够降低不孕女性的生育压力，而这

需要更多的认知，要求根据患者的情绪状态和不同应对方式分

阶段针对不同需求［１５］进行情绪、生理、行为等方面的健康教育，

改善应对方式，转变生育观念。张琼等［１６］开展了阶段性健康教

育联合肌肉松弛训练，对ＩＶＦＥＴ的妊娠结局有着显著作用。本
研究结果提示，在胚胎移植日，依据患者焦虑情绪的状态加强

心理干预，也可能改善妊娠结局，可以进一步在移植日对人群

和干预方法分组后进行随机对照干预试验。

本研究存在着如下不足之处：一是样本量较小，未来应当

通过扩大样本量进一步开展研究。二是不同类型患者比较的

子宫内膜厚度指标单一，并不能全面反映子宫内膜的容受性，

现阶段已有研究表明，抗凝血酶ＩＩＩ和 α２巨球蛋白可以作为子
宫内膜容受性的生物学标志物［１７１８］，借助这些立体指标来控制

混淆因素可以得到更准确的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接受ＩＶＦＥＴ治疗的患者在胚胎移植日存在不同
程度的焦虑情绪，轻度焦虑即会对近期妊娠结局产生影响。医

护人员必须在移植日加强患者心理干预，引导患者积极应对，

改善不孕症患者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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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分娩对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围产期应激反应
和免疫功能的影响
江丹丹１△　张振平２　莫萍１　徐燕媚１

１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２１１
２广州市白云区第二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阴道分娩对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围产期应激反应和免疫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来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院孕检并分娩的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６０例作为研
究对象，根据分娩方式将其分为两组，２６例成功剖宫产术后经阴道分娩孕妇作为ＶＢＡＣ组，３４例择期重复剖
宫产孕妇作为ＥＲＣＳ组，分析ＶＢＡＣ成功率，比较两组产前及产后１２ｈ、４８ｈ外周血皮质醇（Ｃｏｒ）、去甲肾上腺
素（ＮＥ）、Ｔ淋巴细胞水平（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并比较两组分娩结果。结果　３６例孕妇符合 ＶＢＡＣ
条件，其中２６例（７２２２％）按计划顺利完成ＶＢＡＣ。两组产后１２ｈ、４８ｈＣｏｒ、ＮＥ水平较产前降低，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产后１２ｈ、４８ｈ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

水平均较产前降低，ＣＤ８＋水平较产前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ＶＢＡＣ组产后 １２ｈ、４８ｈ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平略高于ＥＲＣＳ组，ＣＤ８＋水平略低于ＥＲＣ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新生儿体重及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８分～１０分、产后出血、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子宫破裂发生几率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ＢＡＣ组２４ｈ出血量、住院费用少于 ＥＲＣＳ组，住院时间短于 ＥＲＣＳ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与ＥＲＣＳ相比，符合 ＶＢＡＣ适应证的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孕妇行 ＶＢＡＣ，
可减轻产后免疫抑制，显著减少术后出血量、住院费用，缩短住院时间，且对新生儿健康、围产期应激反应无

明显影响。

【关键词】　疤痕子宫再妊娠；阴道分娩；择期重复剖宫产；应激反应；免疫功能；分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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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率升高是全球性问题，２０１０年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剖宫产率高达４６２％，远高于ＷＨＯ
要求的１０％～１５％［１］。自２０１５年１０年“全面二孩”政策开放
以来，我国出现了二胎生育高峰，许多前一次剖宫产的孕妇再

次妊娠，其中一部分为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其分娩方式是产科

关注重点内容。以往有关研究报道，疤痕子宫再次妊娠被认为

是剖宫产指征；但大量数据显示，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择期重复

剖宫产（ＥＲＣＳ）时，会增加我国剖宫产率及妊娠相关并发症、手
术并发症、新生儿病等发生率［２］。因此，积极推行和实施成功

剖宫产术后阴道分娩（ＶＢＡＣ）尤为重要。有关报道指出，剖宫
产后试产孕妇阴道分娩成功率为６０％～８０％，且与再次剖宫产
相比，ＶＢＡＣ患者近远期获益明显［３］。既往研究报道，与剖宫产

相比，阴道分娩可以减轻孕妇围生期应激反应［４］，但关于不同

分娩方式对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孕妇的围产期应激反应和免疫

功能影响报道尚少。对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孕检并分娩的６０
例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孕妇病例资料，对比 ＶＢＡＣ、ＥＲＣＳ对孕妇
围产期应激反应、免疫功能及分娩结果的影响，探讨ＶＢＡＣ的安
全性，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来佛山市南海区第四人民医
院孕检并分娩的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入院诊断为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且均为单胎妊娠；仅有

１次子宫下段横切口剖宫产史，Ｂ超检查显示子宫下段厚度基
层≥３５ｍｍ、肌层连续性良好；距离上次剖宫产时间≥１８个月；
符合ＶＢＡＣ、ＥＲＣＳ指征，且孕妇及家属了解 ＶＢＡＣ、ＥＲＣＳ的优
劣；经医院伦理委员会通过。排除标准：既往其他子宫手术史；

孕周 ＜２８周；合并其他内外科合并症。根据首次剖宫产指征、
并发症、切口厚度、愈合情况、宫颈成熟度选择分娩方式，符合下

列条件的行ＶＢＡＣ［５］：①首次剖宫产为子宫下段横向切口，无切
口感染及晚期产后出血并发症，伤口愈合良好，本次超声检查

显示子宫下段无异常；②本次入院后超声检查无他胎位异常、
头盆不对症；③超声检查初步估计胎儿体质量为≤３５００ｇ；④距
离前次剖宫产手术＞２年；⑤孕妇及家属了解 ＶＢＡＣ，并同意进
行阴道试产。符合下列条件的行 ＥＲＣＳ：①符合剖宫产绝对手
术指征；②不符合 ＶＢＡＣ指征；③胎儿窘迫、先兆子宫破裂者行
ＥＲＣＳ，或阴道试产出现宫内窘迫、产生延长等立即终止试产。
行ＶＢＡＣ孕妇作为ＶＢＡＣ组，行 ＥＲＣＳ孕妇作为 ＥＲＣＳ组，两组
年龄、孕周、距离上次剖宫产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基本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孕周

（周）

距离上次剖宫产

时间（月）

ＶＢＡＣ组 ２６ ３１４１±５０１ ３８４２±２６４ ２５６４±２４９

ＥＲＣＳ组 ３４ ３０９４±４２６ ３７１７±２５１ ２６３８±３５７

ｔ值 ０３９２ １８６９ ０９０２

Ｐ值 ０６９６ ００６７ ０３７１

１２　方法
①分析两组孕妇分娩方式选择情况；②产前及产后 １２ｈ、

２４ｈ均行空腹静脉采血５ｍＬ，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外周血皮质
醇（Ｃｏｒ）、去甲肾上腺素（ＮＥ）水平；采用美国 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流式
细胞仪检测ＣＤ４＋、ＣＤ８＋Ｔ细胞，并计算ＣＤ４＋／ＣＤ８＋比值；③记
录两组患者孕妇分娩结果。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学软件ＳＰＳＳ１９０处理数据。以频数和百分数计

数资料表示，采用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ｔ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分娩方式选择情况

６０例入选本次研究的孕妇中，３６例孕妇符合 ＶＢＡＣ条件，
其中 ２６例按照计划顺利完成 ＶＢＡＣ，阴道分娩成功率为
７２２２％；８例因阴道试产期间因产程延长、羊水污染、无法仍受
痛苦等原因，改行剖宫产，２例有 ＶＢＡＣ指征孕妇拒绝阴道试
产；２４例不符合ＶＢＡＣ条件的孕妇计划内成功实施ＥＲＣＳ，术后
病情稳定；最终共有３４例接受ＥＲＣＳ。
２２　两组孕妇围产期应激反应指标比较

两组孕妇产前Ｃｏｒ、ＮＥ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两组孕妇产后１２ｈ较产前显著上升，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４８ｈ水平与产前水平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孕妇产后１２ｈ、４８ｈＣｏｒ、ＮＥ水平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孕妇围产期应激反应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观察时间 Ｃｏｒ（ｎｇ／ｍｌ） ＮＥ（ｎｇ／Ｌ）

ＶＢＡＣ组 ２６ 产前 　 １５２６４±１７１６ ２４９６４±２２６１

产后１２ｈ ４２１２６±３５２９ａ ５１３２８±４３１６ａ

产后４８ｈ １６４２９±１８３３ａ ２６００６±２４０８ａ

ＥＲＣＳ组 ３４ 产前 　 １５８６４±１９０２ ２４４４１±２３７２

产后１２ｈ ４１７４８±３２９７ａ ５０７０６±４１５９ａ

产后４８ｈ １６２１８±２０１９ａ ２５３８６±２６７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产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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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孕妇围产期免疫功能比较

两组产前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产后１２ｈ、４８ｈ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
平比产前降低，ＣＤ８＋水平比产前升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ＶＢＡＣ组产后１２ｈ、４８ｈ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水
平均高于 ＥＲＣＳ组，ＣＤ８＋水平低于 ＥＲＣＳ组，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孕妇围产期免疫功能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观察时间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ＶＢＡＣ组 ２６ 产前 　 ４２２６±４１６ ２５２９±３１８ １５７±０３８

产后１２ｈ ３０１６±３２９ａｃ ３００５±４１６ａｃ １０３±０２４ａｃ

产后４８ｈ ３５２６±３６１ａｂｃ ２７０５±３８５ａｂｃ １３５±０３０ａｂｃ

ＥＲＣＳ组 ３４ 产前 　 ４２１６±４３９ ２４１４±３５６ １６０±０４１

产后１２ｈ ２５５８±３１１ａ ３３７１±３９４ａ ０８２±０２６ａ

产后４８ｈ ３０２７±３０８ａｂ ３００５±４２１ａｂ １０７±０２７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产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产后１２ｈ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ＥＲＣＳ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孕妇分娩结果比较
两组新生儿体重及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８分 ～１０分、产后

出血、产褥感染、新生儿窒息、子宫破裂发生几率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ＶＢＡＣ组２４ｈ出血量、住院费用少于ＥＲＣＳ
组，住院时间短于 ＥＲＣＳ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孕妇分娩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２４ｈ出血量

（ｍＬ）

新生儿体重

（ｇ）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

为８～分１０分

住院时间

（ｄ）

住院费用

（元）

产后出血

（％）

产褥感染

（％）

新生儿窒息

（％）

子宫破裂

（％）

ＶＢＡＣ组 ２６ １６４２６±１９４８ ３４８１６９±１２５２６ ２５（９６１５） ３９２±１１６ ３１８５１４±３２８３３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５） １（３８５） ０

ＥＲＣＳ组 ３４ ３１４２１±２５３７ ３５２１２７±１３４１１ ３２（９４１２） ７９４±１８８ ５８７４９６±３５４１１ ４（１１７６） ５（１４７１） ２（５８８） ０

χ２／ｔ值 ２５００６ ０８７１ ００２９ ９５８６ ２２１５９ １２０９ １９３１ ０１２９ —

Ｐ值 ＜００１ ０３８７ ０８６４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２７１ ０１６５ ０７２０ １

#

　讨论
中国的剖宫产率一直居高不下，近年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有

所放宽，“全面二孩政策”下，高龄、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都面临

的分娩方式选择问题［６］。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的常用分娩方

式包括ＶＢＡＣ、ＥＲＣＳ，近代产科学的发展使得ＶＢＡＣ对母婴安全
有更多的保障［７］。本研究中，ＶＢＡＣ的成功率为７２２２％，与既
往文献报道的 ６０％ ～８０％基本相符［８］。Ｂｌａｃｋ等［９］指出，与

ＥＲＣＳ相比，ＶＢＡＣ可减少产后出血需输血风险，缩短住院时间。
余琳等［１０］指出，ＶＢＡＣ可减少多次剖宫产引起的胎盘植入、胎
盘早剥等远期并发症。

Ｃｏｒ和ＮＥ是反映机体应激反应的重要指标，剖宫产和阴道
分娩作为重要应激源，可刺激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兴奋，
促使糖皮质激素大量分泌，血清 Ｃｏｒ浓度升高；另外，应激反应
本身也是一种炎性反应，应激状态下，炎性反应和抗炎性反应

失衡，促使ＮＥ大量释放［１１］。本研究中，两组术后１２ｈＣｏｒ、ＮＥ
水平均较术前升高，产后４８ｈ基本恢复正常，可见 ＶＢＡＣ、ＥＲＣＳ
引起的机体应激反应无明显差异。Ｔ淋巴细胞是一个具有多功
能的细胞群体，与机体细胞免疫密切相关，ＣＤ４＋、ＣＤ８＋是细胞
免疫重要枢纽，ＣＤ４＋／ＣＤ８＋与机体免疫功能密切相关［１２］。本

研究中，两组产后１２ｈ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明显下降，且 ＥＲＣＳ

组下降更为明显（Ｐ＜００５），这说明与 ＶＢＡＣ相比，ＥＲＣＳ组孕
妇产后免疫抑制更加明显，与刘海虹等［１３］研究结果一致。两组

产后４８ｈ较产后１２ｈ略有回升，可能与机体应激反应减轻有关，
其中ＥＲＣＳ组产后４８ｈ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高于 ＥＲＣＳ组，考虑
与ＥＲＣＳ自然分娩过程、无麻醉刺激、术后下床活动早等因素有
关。

本研究中，ＶＢＡＣ组２４ｈ出血量、住院费用少于ＥＲＣＳ组，住
院时间短于ＥＲＣＳ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金敏丽
等［１４］研究结果一致。新生儿体重及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８～１０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 ＶＢＡＣ组对新生
儿健康情况无明显影响。ＶＢＡＣ组产后出血、产褥感染、新生儿
窒息略低于 ＥＲＣＳ组，但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可能与纳入对象少有关。周秀芬等［１５］对比疤痕子宫和

非疤痕子宫孕妇阴道分娩情况，发现两组在妊娠结局等方面无

明显差异，认为在严格把握ＶＢＡＣ适应证基础上，疤痕子宫再妊
娠ＶＢＡＣ安全可行。

子宫破裂一直是影响ＶＢＡＣ实施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尚
无明确可靠手段预测分娩过程中何时出现子宫破裂。但既往研

究指出，前次剖宫产再次妊娠时出现子宫破裂的几率为７７８／１０
万，其中分娩过程中出现子宫破裂的几率为０５９／万，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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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１６］。子宫下段厚度是影响子宫破裂的因素之一，Ｋｉｎｊｏ
等［１７］采用超声评估前次剖宫产再次妊娠子宫破裂风险，发现子

宫下段厚度与子宫破裂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即子宫下段厚度越

薄，子宫破裂风险越高。还有学者指出，将子宫下段厚度预测子

宫破裂风险的阈值确定为 ３０ｍｍ，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
度，认为子宫下段厚度≥３０ｍｍ，出现子宫破裂风险较低［１８］。

本研究中，所有研究对象子宫下段厚度≥３０ｍｍ，出现子宫破裂
的风险较低，且产后均未出现子宫破裂情况。张俊等［１９］的研究

中，９５例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均选择阴道分娩，无１例出现子
宫破裂。但子宫下段厚度并不是影响唯一指标，产程中还应密

切关注各项指标变化，便于及时处理。

ＶＢＡＣ期间还应注意以下方面：严格遵循 ＶＢＡＣ的临床指
征，掌握适应证和禁忌证，完善术前检查，如疤痕子宫再妊娠孕

妇无阴道分娩禁忌症，应计划讨论ＶＢＡＣ、ＥＲＣＳ两种方式，介绍
两种分娩方式的适应证、利弊、产前注意事项等，满足孕妇的认

知需求，在计划终止妊娠前，孕妇和产科医师达成共识；产程中

经验丰富的助产士一对一陪同分娩，密切监测胎心率、宫缩、阴

道出血情况等，了解孕妇子宫破裂风险；准备应急措施，阴道试

产时一旦出现宫内窘迫、产生延长等立即终止试产，改行剖宫

产术，保证母婴安全；催产会增加 ＶＢＡＣ子宫破裂风险，如非必
要不建议催产［２０］。

综上所述，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应严格遵循 ＶＢＡＣ、ＥＲＣＳ
适应证，并结合子宫下段切口厚度、宫颈成熟度等，选择合适分

娩方式，研究中发现疤痕子宫再妊娠妇女 ＥＲＣＳ、ＶＢＡＣ围产期
机体应激反应、新生儿健康情况基本一致，但ＥＲＣＳ可显著减轻
机体免疫抑制，减少２４ｈ出血量、住院费用、缩短住院时间，一定
程度还可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但对于各种因素不适合

ＶＢＡＣ的疤痕子宫再妊娠孕妇，ＥＲＣＳ仍是较为安全、合理的分
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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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情况下孕中期前置胎盘状态终止妊娠最适宜
方式及性生活质量影响
谢晖△　潘海娟
安康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陕西 安康 ７２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情况下孕中期前置胎盘状态终止妊娠最适宜方式及患者预后情况。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间安康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胎盘前置状态并终止妊娠患者１１８例进行回顾性分
析。其中接受利凡诺羊膜腔注射联合米菲司酮及间苯三酚经阴道引产术６０例作为研究组，年龄（２８４±３６）
岁，孕周（２２６±１７）周，孕次（３７±２１）次；接受剖宫取胎手术５８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２９１±４２）岁，孕周
（２１７±２３）周，孕次（３３±１９）次；分析两组患者总出血数量、产时的出血数量、产后的出血数量、平均住院费
用、产后出血发生率、平均住院天数、产妇死亡率、子宫切除率及患者术后一年性生活情况。结果　研究组和对
照组患者在总出血量、引产时的出血量和引产后２４小时的出血量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研
究组患者平均住院费用和住院天数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
在产妇死亡率、子宫切除、产后大出血和子宫动脉栓塞术方面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研究组
患者性欲望、性满意度、性唤起、性高潮和阴道润滑得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孕中期前置胎盘状态终止妊娠需要根据患者具体情况来确定患者的处理方法，在条件允许下可优先考
虑阴道分娩，阴道分娩有一定的安全性，对患者损伤小，产后恢复速度较快。

【关键词】　胎盘前置状态；阴道分娩；剖宫取胎；分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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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置胎盘是孕妇妊娠２８周以后，体内胎盘依附在子宫的下
段部位，胎盘的下缘接近子宫的内口、完全或部分覆盖了子宫

的内口，有的已跨越到对侧的宫壁。前置的胎盘是临床常见的

后期妊娠的阴道出血类疾病，它还会合并胎盘植入和胎盘的粘

连等较为严重的妊娠并发症，是导致围产儿与孕妇死亡的主要

因素［１２］。在孕妇妊娠到２８周之前，体内的胎盘依附在子宫的
下段部位，胎盘的下缘覆盖或者接近子宫的内口为前置的胎盘

状态。它是前置胎盘的前期表征，但治疗难度较大，且转归比较

复杂，多数患者采取保守治疗。一些患者因为胎儿的畸形和反

复的出血等因素需要停止妊娠，那么不同的处理方法对患者的

预后差异很大，患者选取合适的方法能够降低其受到的损伤还

能减低经济的负担［３］。本文通过探究不同情况下孕中期前置

胎盘状态终止妊娠的方式，为治疗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间安康市妇幼保健院诊
治的胎盘前置状态并终止妊娠患者１１８例进行回顾性分析。其
中接受利凡诺羊膜腔注射联合米菲司酮及间苯三酚经阴道引

产术６０例作为研究组，年龄（２８４±３６）岁，孕周（２２６±１７）
周，孕次（３７±２１）次；接受剖宫取胎手术５８例作为对照组，
年龄（２９１±４２）岁，孕周（２１７±２３）周，孕次（３３±１９）次；
两组患者平均孕周、平均孕次和平均年龄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安康市妇幼保健院伦
理委员会同意。

１２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诊断患者胎盘前置和产后出血等标准依据是谢辛编写的

《妇产科学》第八版［４］。纳入标准：经Ｂ超等影响血检测确诊是
安全性前置胎盘状态的患者。排除标准：①胎盘植入；②子宫体
部有手术史的患者；③凶险性前置胎盘；④产前诊断为连体胎
儿或者脑积水等影响胎儿分娩的畸形胎儿；⑤引产前阴道大出
血，合并有肾、心、肝、肺部和凝血功能障碍等重要器官疾病的患

者；⑥有剖宫产史此次妊娠为胎盘低置的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５］：口服米非司酮（每天３片，由上海新华联制
药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５０２０２）于利凡诺羊膜腔注射引产
前，软化宫颈，羊膜腔内注入１００ｍｇ依沙吖啶（由广东恒健制药
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Ｄ１２２００００４０００），等待宫缩发生。待宫缩
发生后进行一下处理：①阴道少量或者没有出血且宫口扩张比
较顺利，则继续扩张及胎儿娩出。②若宫口扩张不充分，阴道出
血多（大于５００ｍｌ），没有娩出胎儿时则进行下述处理：静脉输注
７０ｍｇ稀释过间苯三酚（由南京恒生制药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６７６６），使宫颈软化，右手食指与中指入宫颈管沿胎盘薄
弱地方将胎盘排开，人工破胎，若胎儿头位高，头皮钳挟持牵引

降低，从而减少出血和扩张宫口。等宫口进一步地开大以后将

胎儿牵出，如果足先露出，则牵引胎足使其下降，牵出胎儿后进

行人工剥离胎盘；如果宫口的开口大于３ｃｍ，直接将胎盘排开，
人工破膜进行钳牵引。若胎儿过大，金星急性毁胎术，娩出胎儿

后行人工剥离。③引产中阴道出现大出血（＞１０００ｍｌ），则进行
双侧子宫动脉的栓塞手术，如果阴道仍然流血且生命体征难以

保持则进行子宫切除手术。④胎儿胎盘娩出以后处理：在两侧
宫旁组织内注射稀释垂体后叶素６Ｕ２０ｍｌ，米索前列醇片（由北

京紫竹药业公司生产，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６６８）０５ｍｇ塞肛，一侧
臀肌注入２０Ｕ缩宫素。

对照组［６］：进行剖宫取胎手术，依据妇产科手术第二版内

标准进行，术中发生大出血止血带环扎子宫下段、缩宫素２０Ｕ
注入子宫肌层，缝合结扎出血部位。手术以后静脉滴注

５００ｍｌ６％葡萄糖稀释缩宫素２０Ｕ，口服米索前列醇片０３ｍｇ。
１４　患者出血量的测定

对照组手术中使用负压瓶集血容积法，手术后使用会阴垫

集血称重法；研究组使用会阴垫集血称重法。

１５　观察指标
总出血数量、产时的出血数量、产后的出血数量、平均住院

费用、产后出血发生率、平均住院天数、产妇死亡率、子宫切除率

等；使用女性性功能指标量表（ＦＳＦＩ）评价患者术后一年性生活
状况。

１６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 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使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
示，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出血情况

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在总出血量、引产时的出血量和

引产后 ２４小时的出血量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出血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总出血量

（ｍｌ）
引产时的

出血量（ｍｌ）
引产后２４小时
出血量（ｍｌ）

对照组 ５８ ５８９２±１７９４ ３６９８±２０８ ２２０６±１４１６

研究组 ６０ ５９８７±１７８３ ３７９２±２５３ ２３１５±１７０１

ｔ值 ３１０５ ２１１８ ４００７

Ｐ值 ０１１６ ０２１７ ０１０４

２２　两组患者住院费用和住院时间情况
研究组患者平均住院费用和住院天数均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住院费用和住院时间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平均住院费用

（千元）

平均住院天数

（天）

平均住院天数

（天）

对照组 ５８ ９９２±０７３ ９３９±１９０ ９３９±１９０

研究组 ６０ ５９７±０８７ ３５２±１９９ ３５２±１９９

ｔ值 ２０１８５ １４０７３ １４０７３

Ｐ值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２３　两组患者产妇死亡率、子宫切除和产后大出血情况
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在产妇死亡率、子宫切除、产后大

出血和子宫动脉栓塞术方面对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有３例、对照组患者有２例在产后发生大出
血，给予补液、补血、肌肉内注缩宫素２０Ｕ及欣母沛０３０ｍ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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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患者中２例和对照组患者中１例出血没有减少进行双侧
的子宫动脉栓塞手术，对照组患者仍有１例出血不止进行子宫
切除术。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一年ＦＳＦＩ得分情况

研究组患者性欲望、性满意度、性唤起、性高潮和阴道润滑

得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产妇死亡率、子宫切除和产后大出血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产后大出血 产妇死亡率
子宫动脉

栓塞术
子宫切除术

对照组 ５８ ２（３４） ０（００） １（１７） １（１７）

研究组 ６０ ３（５０） ０（００） ２（３３） ０（００）

χ２值 ３１０５ — ４０７１ ３１８６

Ｐ值 ０３１７ — ０２９４ ０３３９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一年ＦＳＦＩ得分情况对比

组别 例数 性交痛 性欲望 性满意度 性唤起 性高潮 阴道润滑

对照组 ５８ ４２０±０５８ ２４３±０４５ ２５８±０８６ ２５３±０６９ ２６８±０７９ ２８１±０８２

研究组 ６０ ４２６±０６５ ３５９±０７７ ４４７±０７９ ３６０±０８７ ３５７±０９２ ４０１±０６８

ｔ值 ２０２８ ９６６７ １００４７ １１４９９ ８４９２ ９４２５

Ｐ值 ０１５９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２

#

　讨论
本文主要对前置胎盘状况下停止妊娠的方法选择进行研

究，这时不用去考虑胎儿的安全性，主要思考如何把孕妇的伤

害降低到最小，所以需要注意以下两点［７８］：①进行剖腹产指证
和手术中止血的方法；②阴道分娩指证和安全性。

阴道分娩对患者的损坏较小，而且产后的恢复速度较快，

患者的远期并发症发生率小，所以在情况允许下提倡进行阴道

的分娩。胎盘的前置状况在分娩期间和妊娠期间有一定的特

殊性，主要表现在：①孕妇分娩前期，子宫的下段位进行拉伸会
使胎盘和依附的子宫壁出现错位，致使血管发生破裂、锐膜及

胎盘受到损伤等，如果剥离的面积大时，还会对胎盘的血供造

成影响，引发胎儿的宫内窘迫或者胎儿死亡［９１２］。在产妇血管

的破裂和锐膜、胎盘及羊膜受损时还可能致使磷酸酯酶等一些

活性的因子释放，引发宫缩而自然的临产［１３１５］。②产妇的胎盘
位置比胎儿低，胎盘会比胎儿先分娩出来引发胎盘的剥离，引

起出血情况发生，还可能会因为开放血窦引起羊水栓塞发生。

剖腹产停止妊娠患者中，前置的胎盘状况分娩后依附的位置发

生出血在手术中进行止血的方法包括峡部的环形缝合手术、植

入部分的楔行切除手术、Ｈｕｗ的缝合手术、局部的缝扎止血、
Ｃｈｏ的缝合手术、宫腔的纱条填塞、双侧的子宫动脉结扎和气囊
的压迫等［１６１８］。对那些有可能发生胎盘植入和胎盘粘连患者，

剖腹取胎能够及时方便地使用手术进行相应处理，手术室的条

件要好于产房，相比剖腹产阴道的分娩更为安全，且患者术后

一年性生活评分更高。

综上所述，孕中期前置胎盘状态终止妊娠需要根据患者的流

产史、胎盘的位置和剖宫产史等因素来确定患者的处理方法，在条

件允许下可优先考虑阴道分娩，阴道分娩有一定的安全性，而且患

者的出血量较少，对患者的损坏小，产后恢复的速度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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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与短效避孕药治疗
无排卵性功血的疗效
朱会蓉１△　周春娅１　刘鹏１　李丰航１　李华清２

１彭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１９３０
２成都市新都区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分析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与短效避孕药在无排卵性功血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彭州市人民医院在诊治的无排卵性功血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
并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短效避孕药治疗，观察组患者采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

系统治疗，对比观察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９００％）明显高于对照组
（７００％），观察组患者治疗后子宫内膜厚度（４７±０４）ｃｍ及血红蛋白水平（１２５５±１０１）ｇ／Ｌ明显（５０±
０４）ｃｍ、（１２３９±１０７）ｇ／Ｌ，观察组患者月经状况改善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能够显著改善无排卵性功血患者的临床症状，对稳定月经状况具
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左炔诺孕酮；避孕药；功血；排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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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血是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简称，主要是因为下丘脑垂
体以及卵巢轴神经分泌出现失调现象，进而导致子宫出现异常

出血的现象，在妇科临床上比较多发，确诊之前需要排除其他

器质性疾病带来的子宫出血［１２］。而无排卵性功血是妇科临床

诊疗中较为常见的疾病类型，在育龄期和更年期女性群体中具

有较高发病率，目前尚未明确其发病机制。有研究显示［３］，无

排卵性功血可能与机体内分泌机制异常有关，也可能与子宫内

膜局部出凝血机制异常有关联。该病的临床症状较为明显，以

经期不规律、经量不稳定以及月经周期紊乱为主要临床表

现［４］。目前，临床上多采用孕激素治疗，但是治疗效果不佳。

鉴于此，本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彭州市人民
医院诊治的无排卵性功血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探讨
了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在无排卵性功血治疗中的应用效

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彭州市人民医院诊治的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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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性功血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宫深
均在１１ｃｍ以下，均具有过多的月经但药物治疗１年以上无效，
子宫内膜组织活检均为良性，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有生育

要求、盆腔疾病、子宫内膜恶性变、近２个月内应用过宫内节育
器等患者排除在外。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将所选患者分为两

组，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５０岁，年龄（３９２±６８）岁；月
经周期范围１１ｄ～４１ｄ，月经周期（３１１±５７）ｄ；出血时间范围
８ｄ～１８ｄ，出血时间（１３３±２５）ｄ。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岁，年龄（４０４±６３）岁。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方法

观察组：患者进行诊断性刮宫术后一周放置左炔诺孕酮宫

内缓释系统（生产企业：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含左炔诺

孕酮５２ｍｇ／片，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３０７６），放置后密切观察患者有
无不良反应及月经情况。

对照组：给予患者妈富隆（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含炔雌醇

３０ｕｇ／片，含地索高诺酮１５０ｕｇ／片，生产厂家：Ｎ．Ｖ．Ｏｒｇａｎｏｎ，批
准文号：Ｈ２０１３０４９１）治疗，１片／ｄ，睡前口服治疗，坚持治疗 ３
周。两组患者在临床治疗中均接受纠正贫血、止血以及感染预

防等对症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５］

疗效评价标准分为显效、有效、无效３个级别，其中显效表
示患者功血症状已经消失，月经恢复正常。有效表示患者用药

后出血停止或者出血量较之前明显减少，月经症状逐渐恢复正

常。无效表示患者的功血症状无显著改善且月经紊乱。

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Ｂ超检查，对其子宫内膜厚
度进行测量。同时，应用全血细胞计数仪对两组患者血常规中

血红蛋白水平进行测定。此外，对两组患者的月经状况进行观

察，包括闭经、月经稀少、正常月经、月经过多。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两组临床治疗效率及月经状况

采用（％）表示，行χ２表示，两组血红蛋白及子宫内膜厚度采用
（均数±方差）表示，行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有效率达到了９００％，对照组患者临
床治疗有效率为７００％，两组患者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２４（６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４（１００） ３６（９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 ８（２００） １２（３００） ２８（７００）

χ２值 — — — １２８３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厚度、血红蛋白水平变化情
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子宫内膜厚度均显著小于治疗前（Ｐ＜
００５），血红蛋白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的子宫内膜厚度、血红蛋白水平
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子宫内膜厚度、血红蛋白水平
变化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子宫内膜厚度（ｃｍ） 血红蛋白（ｇ／Ｌ）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２２±２２ ９１３±１０１

治疗后 ４７±０４ａ １２５５±１０１ａ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１１８±１７ｂ ９９５±１０９ｂ

治疗后 ５０±０４ａｂ １２３９±１０７ａ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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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患者月经状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闭经比例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正常月经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月经稀少、月经过多比
例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月经状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闭经 月经稀少 正常月经 月经过多

观察组 ４０ ３（７５）ａ ６（１５０） ３１（７７５）ａ 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９（７２５） ４（１００） ６（１５０） １（２５）

χ２值 １４４５ 　１３２ １２８３ 　２７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无排卵性功血诱发因素不是全身疾病或生殖器器质性病

灶，而是月经的调节功能失常，缺乏规律的月经周期、具有过多

的经血量、较长的经期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严重的情况下慢性

衰弱还会在严重缺铁性贫血的作用下发生，对妇女的日常生活

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６］。现阶段，临床采取了很多方法对其进

行治疗，主要为药物治疗［７］。妈富隆是一种广泛应用的避孕药

物，而且妈富隆成分中含地索高诺酮、炔雌醇等成分，该成分在

生化与药理特性上相对其他合成孕酮来说更接近天然孕酮［８］。

其避孕机制主要通过反馈性抑制促性腺激素，继而对排卵形成

抑制，通过改变宫颈粘液阻碍精子顺利通过，以及对子宫内膜产

生作用干扰胚胎着床。其中炔雌醇能够及时修复人体子宫内

膜，而地索高诺酮对职工内膜增生具有很大促进作用。治疗功

能性子宫出血时，妈富隆几乎不会抑制卵巢，而患者在停药后能

够及时排卵，直接影响到患者肠胃功能，能够起到及时止血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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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９１０］。药物中的炔雌醇通过与靶组织细胞内雌激素受体特异

性结合，进而对骨骼、心血管以及机体代谢等产生副作用［１１］。

在功能性出血中，可以使患者实现子宫内膜增生，进而实现创

面的修复止血。炔雌醇对子宫内膜的修复作用，也将会使围绝

经期患者的综合症状得到显著改善。

据统计［１２］，全世界有２６亿名女性使用宫内节育器，中国
约占３／４，约占１８亿。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是一种 Ｔ形
宫内节育器，含左诀诺孕酮，聚二甲基硅氧烷膜被覆在其外表

面，对左炔诺孕酮进行调节，使其恒定微量释放，剂量为２０μｇ／
ｄ，应用时限为５年［１３］。左诀诺孕酮在子宫内膜局部作用，蜕膜

样改变间质，萎缩腺体，促进月经量的剧减［１４１５］。

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子宫内膜厚度均显著

小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红蛋白水平均
显著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的闭经比例显著低于 ＴＣＲＥ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
００５），正常月经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说明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与避孕药物均能有
效提升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患者的血红蛋白水平，但前者较后

者更能有效改善患者的月经状况，与国外研究结论基本一

致［１６］。此外，左炔诺孕酮能够促进子宫内膜腺体萎缩，进而促

进间质水肿和粘膜变薄，使上皮失去活性，从而降低对卵巢功

能的影响［１７］。本组研究结果还显示，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有

效率远远高于对照组，说明观察组患者应用左炔诺孕酮宫内缓

释系统的临床疗效确切，也再次证实了杨丽萍等［１８］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统在无排卵性功血治疗

中的应用效果显著，有助于促进患者月经恢复正常，稳定血红

蛋白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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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术中影响安置宫内节育器的相关因素分析
孙俊杰　刘小利△　汤远霞
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重庆 ４０１１４７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人工流产术中影响安置功能节育器（ＩＵＤ）的相关因素。方法　选择在重庆
市妇幼保健院进行人工流产术的已婚已育妇女４８３例，人流术后即刻放置 ＩＵＤ女性１８５例、未放置 ＩＵＤ女
性２９８例，调查可能影响ＩＵＤ放置的各因素，并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两组女性在年龄、文化程度、孕次、产次、近３年内生育要求、知晓 ＩＵＤ好处以及知晓流产术后可
立即放置ＩＵＤ因素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近３年内生育要
求、产次、年龄、流产术后可立即放置ＩＵＤ知晓度进入回归模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影
响人工流产术后即刻安置宫内节育器的主要因素为女性的生育意愿、产次、年龄以及对宫内节育器的知晓

情况，应当加强宫内节育器的宣教力度，降低人工流产率，保障女性生殖健康。

【关键词】　人工流产术；宫内节育器；相关因素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ＳＵＮＪｕｎｊｉｅ，
ＬＩＵＸｉａｏｌｉ△，ＴＡＮＧＹｕａｎｘｉａ．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１４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
（ＩＵＤ）ｄｕｒ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４８３ｍａｒｒｉｅｄｗｏｍｅｎ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１８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ＩＵ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２９８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ＩＵ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ＵＤｗｅｒｅｓｔｕｄｉ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ｒ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ａｇ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３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ａｗａｒｅ
ｎｅｓｓ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ｏｆＩＵＤａｎｄ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ＩＵ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ｒｅ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３ｙｅａｒｓ，ｔｉｍｅ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
ＩＵ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ｌｌｐｌａｃ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ＩＵ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ａｆｔｅｒ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ｒｅ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ｄｅｓｉｒ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
ｙ，ａｇｅａｎｄ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ＩＵＤｓｏＩＵ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ａ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ｆｅｍａｌ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Ｕ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宫内节育器（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ｄｅｖｉｃｅ，ＩＵＤ）是女性常用的一种避
孕方式，ＩＵＤ具有着使用效率高、成本低、不影响哺乳、无年龄限
制、安全长效可逆以及人工流产术后即刻可放置等临床优

点［１］。研究显示［２］，安置宫内节育器后患者１年意外妊娠率低
于２％，且宫内节育器取出后对生育无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
不断发展和进步，避孕方法的种类不多增多，尤其随着长效可

逆避孕法使用率的不断增加，报道显示［３］，目前大部分中欧以

及东欧国家人工流产率降低了２５％～５０％。然而，对于我国而
言，目前我国妇女人工流产、高危流产以及重复流产率则呈不

断上升的趋势，有报道显示［４］，目前为止我国人工流产比例已

经占全世界１／４，给我国女性的生殖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损害。

本研究探讨分析影响人流术后即刻安置宫内节育器的相关因

素。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进行
人工流产术的已婚已育妇女４８３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人流术
后即刻放置ＩＵＤ女性１８５例作为放置ＩＵＤ组，未放置ＩＵＤ女性
２９８例作为未放置ＩＵＤ组。受试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经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２０岁以上的意外妊娠女性；②１０周以内

宫内早孕或稽留流产者；③愿意接受随访；④自愿要求终止妊娠
并选择人工流产手术。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异常，沟通障碍
者；②合并生殖器官急性炎症患者，如真菌性阴道炎、宫颈急性
炎症、盆腔炎及其他放环禁忌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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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研究方法
采用重庆市妇幼保健院自制问卷，对可能影响人流术后即

刻 ＩＵＤ放置的各因素进行调查，包括一般情况（年龄、文化程
度、居住地），生育情况（孕次、产次、近３年生育要求），ＩＵＤ相
关知识（知晓ＩＵＤ好处、是否知道流产手术后可立即放置ＩＵＤ）
等。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

对可能的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对于单因素分析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各因素进一步采取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人流术后即刻ＩＵＤ放置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对可能影响人流术后即刻 ＩＵＤ放置的各因素进行单因素
分析，结果显示，两组女性在年龄、文化程度、孕次、产次、近３年
内生育要求、知晓ＩＵＤ好处以及知晓流产术后可立即放置 ＩＵＤ
因素上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人流术后即刻ＩＵＤ放置影响因素单因素分析 （ｎ）

　　　　　　因素 例数 放置ＩＵＤ组（ｎ＝１８５） 未放置ＩＵＤ组（ｎ＝２９８） χ２／Ｚ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０ ２１６ ５５ １６１ －６７０５ ＜００５

　３０～３９ １６５ ６１ １０４

　≥４０ １０２ ６９ ３３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８１ ９ ７２ －７７７４ ＜００５

　高中／中专 ２１４ ６７ １４７

　大专及以上 １８８ １０９ ７９

　居住地

　城镇 ２６７ １０９ １５８ １６０７ ＞００５

　农村 ２１６ ７６ １４０

孕次

　≤２ １９８ ５４ １４４ －４５６５ ＜００５

　３～４ ２２１ ９５ １２６

　≥５ ６４ ３６ ２８

产次

　１ ２８５ ８６ １９９ １９４３０ ＜００５

　≥２ １９８ ９９ ９９

近３年内生育要求

　有 ２３３ ４５ １８８ ６８６８７ ＜００５

　无 ２５０ １４０ １１０

知晓ＩＵＤ好处

　是 １８６ ８８ ９８ １０３９０ ＜００５

　否 ２９７ ９７ ２００

知晓流产术后可立即放置ＩＵＤ

　是 １５４ ７９ ７５ １６１５９ ＜００５

　否 ３２９ １０６ ２２３

２２　人流术后即刻ＩＵＤ放置影响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对上述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因素进一步采用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近３年内生育要求、产次、

年龄、流产术后可立即放置 ＩＵＤ知晓度进入回归模型，为影响
人流术后即刻ＩＵＤ放置的重要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人流术后即刻ＩＵＤ放置影响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β ｓ珋ｘ Ｗａｌｄ ＯＲ值 Ｐ值 ９５％ＣＩ

近３年内生育要求 １５２６ ０１８６ １７３５１ ４６７０ ０００１ ２４２０～７３８４

产次 １４１７ ０２６５ １２１９８ ３１１８ ００１８ １９４４～５０１７

年龄 １３５１ ０２５８ ９１３０ ２７７５ ００３９ １５５７～４９９５

流产术后可立即放置ＩＵＤ知晓度 １３３４ ０２１９ ８８５１ ２１３５ ００４０ １４９９～３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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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避孕方法使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国家，在

有了第一个孩子以后，大部分夫妇均选择采取有效的避孕措施

避免非意愿妊娠，且选择的避孕方法主要以长效避孕方法为

主［５６］。近１０年临床试验证明［７９］，人工流产术后即刻放置宫

内节育器是一种安全有效且可逆的避孕方法，且该方法已经获

得了多数国家临床医师的认可和推广。学者相关研究发

现［１０１１］，宫内节育器对于短期内无生育要求、性伴侣稳定的未

生育妇女也是一种安全可靠的避孕方式。但是目前为止，我国

妇女人工流产术后即刻放置宫内节育器的比例并不高，而影响

宫内节育器使用率低的因素有多种［１２１４］。

为了进一步了解已婚已育妇女人流术后即刻选择安置宫

内节育器的影响因素，从而更好地开展计划生育服务，本研究

调查分析人工流产术后即刻安置宫内节育器的相关影响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近３年内生育要求、产次、年龄、流产术后可立
即放置ＩＵＤ知晓度是影响已婚已育妇女人工流产术后即刻安
置宫内节育器的重要因素。对于近３年内无生育要求的女性，
更倾向于选择长效可逆的避孕方式，而采取宫内节育器其避孕

效果良好，且取出后对生育功能无影响，属于一种长期有效可

逆的避孕方式［１５］。产２次以上的女性，其选择放置宫内节育器
的比例明显升高，这可能是由于产２次以上人工流产女性选择
在此后生育的要求意愿较低，同时也与我国目前现行的计划生

育相关政策有关系，因此对于产２次及以上的女性，更倾向于选
择长效的避孕方式［１６］。从年龄的影响上来看，随着已婚已育女

性年龄的增加，宫内节育器放置比例也随之增加，可能是由于

不同年龄阶段的已婚已育人工流产女性其生育要求不同有关，

年轻女性正处于生育高峰期，可能更加倾向于选择使用容易自

我控制的避孕方式，尤其是短效可逆的避孕套［１７］。对宫内节育

器的知晓率对人流术后宫内节育器安置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

响，目前已婚育女性对于宫内节育器的认识仍不完整，很多时

候都是道听途说，存在严重的信息片面和不准确，对宫内节育

器的相关知识存在种种误区，这也是目前我国宫内节育器使用

率较低的重要因素之一，提示我国相关计划生育部门及时宣教

宫内节育器相关知识的重要性［１８２０］。

综上所述，影响人工流产术后即刻安置宫内节育器的主要

因素为女性的生育意愿、产次、年龄以及对宫内节育器的知晓

情况，应加强宫内节育器的宣教力度，降低人工流产率，保障女

性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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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组织中肝细胞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β１
与稽留流产的关系
石春燕△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妇科，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探讨绒毛组织中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ＧＦ）和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ＧＦβ１）与稽留流产的
关系。方法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６００名受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
中已经免疫组化染色法确诊的３００例稽留流产患者设为研究组，将３００例正常早孕女性设为对照组。采用
半定量法检测两组受检者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水平，并就两组受检者的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水平及其在同一绒
毛组织中的相关性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①研究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阳性表达率（２２７％）明显低
于对照组受检者（４２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的 ＴＧＦβ１阳性表达
率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研究组受检者的同一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相关系数是
０４５８，Ｐ＜００５，显示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结论　研究组受检者的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表
达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受检者，而ＴＧＦβ１可以调控ＨＧＦ表达水平的方式参与稽留流产的产生和进展。

【关键词】　肝细胞生长因子；绒毛组织；正常早孕女性；转化生长因子β１；稽留流产；表达水平；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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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ＧＦβ１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②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ＨＧＦａｎｄＴＧＦβ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ｓａｍｅｖｉｌｌ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０．４５８（Ｐ＜０．０５），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ａ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ＧＦａｎｄＴＧＦβ１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ＧＦｉｎｔｈｅｖｉｌｌ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ｍｉｓｓ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ＧＦβ１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ｓｓｅｄａ
ｂｏｒｔｉｏｎｂ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ｏｆＨＧＦ．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ＨＧＦ）；Ｖｉｌｌｏｕｓｔｉｓｓｕｅ；Ｎｏｒｍａｌ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ｂｅｔａ１（ＴＧＦβ１）；Ｍｉｓｓ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稽留流产作为一种特殊性的自然流产类型，指的是胚胎或者
胎儿死亡、滞留于宫腔而未能自然排出者［１］。近年来，人们对于

健康方面的要求不断提升，加上临床诊断技术的日益成熟与创

新，稽留流产检出率呈现出逐年升高的趋势［２］。据相关研究报

道，肝细胞生长因子（ＨＧＦ）和转化生长因子β１（ＴＧＦβ１）在稽留
流产中有参与作用［３］，但因相关报道鲜见，且大部分处于动物模

型研究阶段，上述观点缺乏足够实验依据支持。本研究为明确

ＨＧＦ、ＴＧＦβ１与稽留流产之间关系，对稽留流产女性、正常早孕

女性的绒毛组织中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进行检测，分析２种细胞因
子与稽留流产的关联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江苏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６００名受检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中已经免疫组化染色法确诊的
３００例稽留流产患者设为研究组，将另外３００例正常早孕女性设
为对照组。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３５岁，年龄（２６９５±
３３５）岁；妊娠时间范围７～１２周，妊娠时间（９５３±１５６）周；对
照组受检者年龄范围１９岁～３４岁，年龄（２６５９±３１１）岁；妊娠
时间范围６～１２周，妊娠时间（９８８±１２９）周；两组受检者的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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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妊娠时间等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两组受检者均自愿要求接受人工终止妊娠处
理，并同意流产后的绒毛组织用于实验研究；②临床资料完整；
③研究组受检者临床症状、体征等经过检查均可以确诊为稽留
流产；④绒毛组织经过漂洗后颜色鲜亮，肉眼可见微血管的分
布情况。

排除标准：①月经周期不规律者；②本次月经记忆模糊；③
合并生殖系统炎症、子宫畸形者；③合并内分泌紊乱以及感染
性疾病者。

１３　研究方法
经过常规人工流产术，对两组受检者进行绒毛分离处理，

对于绒毛过大者，则剪取约１０ｃｍ２体积的组织块，置入中性甲
醛缓冲固定液中进行固定和编号，２２ｈ后予以水洗处理，经过常
规乙醇脱水，并采取石蜡包埋。对每个石蜡组织包块进行连续

切片，共２张，厚度是４μｍ，２张切片分别用于 ＨＧＦ、ＴＧＦβ１的
免疫组化染色。在免疫组化专用的黏附载玻片上固定组织切

片，标号后置入７０℃烤片机上，烤２ｈ以上，直至组织薄片轮廓
清晰可见。以二甲苯熔蜡，并使用梯度乙醇进行复水处理，按照

兔抗人ＴＧＦβ１抗体、兔抗人ＨＧＦ抗体的免疫组化染色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抗原热修复，从而消除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性，并

封闭特异性的结合位点，滴入兔抗人 ＨＧＦ与 ＴＧＦβ１稀释液
（比例均为１∶７５），再加入二抗，滴入链霉卵白素，再滴入 ＤＡＢ
显色液。在显微镜下观察，并以自来水冲洗，从而终止反应，以

苏木素对细胞核予以复染处理，以梯度乙醇进行脱水，并以二

甲苯予以透明处理后，以中性树胶进行封片。

取对照组受检者绒毛组织切片，以００１ｍｍｏｌ／Ｌ的 ＰＢＳ溶
液制作阴性对照，其他操作同免疫组化染色步骤。

１４　观察指标
统计两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ＴＧＦβ１阳性表达率。

阳性表达标准：在光学显微镜下，在每张切片中随机抽取４００倍
视野５个，阳性表达显示为细胞质有棕黄色颗粒沉着，而每个视
野依据其着色细胞百分比（计分方法：依据视野中总阳性细胞

在中细胞中占比计算，５％及以下为 ０分，６％ ～２５％为 １分，
２６％～５０％为２分，５１％及以上为３分）、着色程度（依据阳性细
胞着色计分：棕褐色、棕黄色、淡黄色、同背景色分别为３分、２
分、１分、０分）予以计分：每张切片平均着色程度、平均着色细
胞百分比之间相乘所得，即为该切片总得分，其中１分及以下为
阴性，２～３分为弱阳性，４～６分为中度阳性，６分以上为强阳
性。阳性表达率 ＝（弱阳性 ＋中度阳性 ＋强阳性）／总人数 ×
１００％。

分析研究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相关性。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
料以［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
达相关性采取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级相关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ＨＧＦ、ＴＧＦβ１阳性表达率

研究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的 ＨＧＦ阳性表达率（２２７％）明
显低于对照组受检者（４２７％），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的ＴＧＦβ１阳性表达率低于对
照组，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
表２。

表１　两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ＨＧＦ阳性表达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性 弱阳性 中度阳性 强阳性 阳性表达

研究组 ３００２３２（７７３） ８（２７） ３７（１２３） ２３（７７） ６８（２２７）

对照组 ３００１７２（５７３）２１（７０） ４０（１３３） ６７（２２３）１２８（４２７）

χ２值 — — — — ２７２７８

Ｐ值 — — — —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ＴＧＦβ１阳性表达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性 弱阳性 中度阳性 强阳性 阳性表达

研究组 ３００２０５（６８３）３４（１１３）３２（１０７） ２９（９７） ９５（３１７）

对照组 ３００１８８（６２．７）４２（１４０）４２（１４０） ２８（９３） １１２（３７３）

χ２值 — — — — ２１３２

Ｐ值 — — — — ０１４４

２２　研究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相关性
研究组受检者的同一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相关

系数是０４５８，Ｐ＜００５，显示 ＨＧＦ、ＴＧＦβ１表达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

#

　讨论
稽留流产又可以称之为“过期流产”，是因女性宫腔内胎儿

或者胚胎已经死亡，但未能自然排出所致。其在 Ｂ超下表现
为：妊娠囊肿胎芽、胎儿形态不完整，胎心搏动消失，或者枯萎囊

等，属于早期不良妊娠结局［４５］。近几年来，稽留流产发生率呈

现出逐年升高的态势，在早期正常妊娠中占比高达２０％［６］，且

病因比较复杂，如免疫功能异常、子宫病变、染色体异常以及环

境因素等，且有一半以上患者病因不明［７９］。

现阶段，有关学者提出稽留流产与 ＨＧＦ、ＴＧＦβ１因子相
关［１０］，但观点尚未获得一致认同。其中，ＨＧＦ属于多效能生长
因子，多分布在间质细胞胞质内，能够调节细胞运动，在胚胎生

长、器官再生、组织形成、肿瘤转移、肿瘤细胞损伤修复中均发挥

着重要作用。ＨＧＦ表达水平与正常妊娠维持有密切关系，一旦
ＨＧＦ表达缺失，可以导致妊娠女性的胚胎异常发育，甚至死亡。
据研究发现，ＨＧＦ基因突变的小鼠，因其 ＨＧＦ缺失，致使胎盘
发育，特别是滋养层细胞发育受阻，因而小鼠体内胚胎死亡［１１］。

由此可见，ＨＧＦ与胚胎正常生长之间有密切关系。同时，还有
研究证明，ＨＧＦ可以通过促使滋养细胞移动与浸润、对抗滋养
细胞凋亡２种方式维持正常妊娠［１２］。本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

受检者绒毛组织中的ＨＧＦ表达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可见稽留
流产受检者体内 ＨＧＦ表达水平低于正常早孕女性，推测 ＨＧＦ
表达水平降低与稽留流产相关，其作用机制可能是：ＨＧＦ分泌
量减少，导致滋养细胞大量凋亡，削弱滋养细胞的侵蚀、浸润能

力，最终导致胚胎或胎儿死亡。

ＴＧＦβ１作为ＴＧＦβ细胞因子超家族成员之一，在细胞增
殖、分化与凋亡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并参与了细胞外基质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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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与创伤修复。据报道［１３］，ＴＧＦβ１和早期妊娠胚胎生长、发育
有密切关系。有关研究发现，各个妊娠时期的胎盘内绒毛膜版、

滋养层、绒毛外滋养层中均有 ＴＧＦβ１表达，推测 ＴＧＦβ１在胎
盘生长、分化、功能维持中具有重要参与作用，可以为胚胎生长

发育间接地提供物质基础［１４］。据报道［１５］，ＴＧＦβ１可以通过促
使子宫内膜蜕膜样变、调节滋养细胞侵袭程度、抑制母体对于

胎儿形成的免疫排斥反应，对早期妊娠胚胎生长、发育发挥调

控作用。本研究发现，研究组受检者绒毛组织中 ＴＧＦβ１阳性
表达率与对照组受检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可能是样本

量较小的缘故。此外，近几年来有关研究证明，ＴＧＦβ１可以调
控ＨＧＦ的方式维持正常妊娠：ＴＧＦβ１对诱导型一氧化氮合成
酶表达发挥抑制性作用，阻断ＨＧＦ促滋养细胞浸润、侵袭能力，
最终限制滋养细胞过度浸润。而本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受检

者体内绒毛组织中 ＨＧＦ、ＴＧＦβ１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可见，
ＴＧＦβ１以调控ＨＧＦ表达的方式参与稽留流产的发生和进展，
存在可能性。

综上所述，绒毛组织中ＨＧＦ表达水平下降可能与稽留流产
的发生和进展有关，而ＴＧＦβ１可能是以调控 ＨＧＦ表达的方式
在稽留流产的发生和进展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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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肾镜术后放置 ＪＪ管对女性性功能指数的影响
夏生俊１　施勇１△　 赵晓俊２　浦金贤２　平季根２　张学锋２

１盐城市中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盐城 ２２４００２
２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要】　目的　目前，影响女性性功能的各种病因已经被广泛研究，但是输尿管肾镜手术对女性性功
能障碍的影响尚不清楚。本研究旨在探讨输尿管肾镜术后留置 ＪＪ管对女性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
瞻性研究，前瞻性选取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盐城市中医院诊治的年龄大于
２２岁有规律性生活的确诊输尿管结石的已婚中青年女性患者６７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结石负荷、是
否为孤立肾、术中输尿管损伤或输尿管梗阻严重影响肾功能等情况选择是否术后放置 ＪＪ管。６７例患者分
为两组：研究组３５例，行输尿管镜碎石术与ＪＪ管置入术；对照组３２例，行输尿管镜取石术术后不留置ＪＪ管。
术前、术后第一个月和第三个月使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评估性功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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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评估患者的总体满意度、年龄、手术时间、支架留置时间、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结石负荷、月收
入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心理状态等临床资料。结果　两组患者年龄、ＢＭＩ、住院时间、月收入状况和受教育程
度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结石负荷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研究组和对照组术前ＦＳＦＩ总评分分别为（２２２±０８６）、（２４±０７１）；术后第一月 ＦＳＦＩ总评分分别为（１３±
０７１）、（２３４±０９８）；术后第三月ＦＳＦＩ总评分分别为（２２６±０８１）、（２２２±１３２）。术前和术后第三个月
ＦＳＦＩ总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第一月ＦＳＦＩ总评分，两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第一月ＦＳＦＩ６个具体领域方面，研究组的主观性唤起能力、性高潮和性生活满意度
下降，性交痛增加，这四个领域与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性欲、性活动时阴道
润滑度两个领域，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术前、术后第一月、术后第三月的性功
能障碍发生率分别为３４２９％、８５７１％、３７１４％；对照组分别为３１２５％、３７５％、３４３８％。研究组在术后第
一个月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升高，与对照组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和术后第三个
月，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术前、术后第一个月和第三个月的 Ｂｅｃｋ抑郁自评量
表（ｂｅｃｋ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ＤＩ）评分分别为（６２±１４）、（４５±１６）、（５２±１１）；对照组分别为（５５±
１７）、（５１±１７）、（５３±０９），两组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结论　输尿管肾镜（包含
硬镜、软镜、ＰＮＬ）术后留置ＪＪ管对女性性功能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性功能的下降是暂时性的，
通常会在输尿管镜手术后第三个月恢复，因此，应当尽量避免放置 ＪＪ管或缩短 ＪＪ管留置的时间。如果病情
必须放置ＪＪ管，那么术前应该告知患者在术后第一个月有一定程度的性功能障碍，通常会在术后三个月左
右恢复，并且要尽可能缩短ＪＪ管放置的时间。

【关键词】　女性性功能；输尿管肾镜；ＪＪ管；女性性功能指数；女性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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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Ａｔａｍｏｎ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ｏｒｇａｓｍ，ａｎｄ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ｐａｉ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ｕ
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３４２９％，８５７１％ ａｎｄ
３７１４％ 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３１２５％，３７５％ ａｎｄ３４３８％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ｔ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ａｍｏｎｔｈａｎｄ
３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ｔａｍｏｎｔｈ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ｔ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ｍｅａｎＢｅｃｋ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ｓａｔ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ａｍｏｎｔｈ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ｗｅｒｅ（６２±１４），（４５±１６）ａｎｄ（５２±
１１）ｉ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５±１７），（５１±１７）ａｎｄ（５３±０９）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ＪＪ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ｕｒｅｔｅｒｏｒ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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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ｅｄｉｆ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ｉｓ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Ｕｒｅｔｅｒｏｒｅｎｏｓｃｏｐｙ；ＪＪｓｔｅｎｔｉｎｇ；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
ＦＩ）；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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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在个体的生活质量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女性性欲是一个复
杂的生理功能，包括神经、内分泌和血管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

涉及性兴奋、性交和性满足的各种生理功能。心理、生理和社会因

素是影响女性性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１］。性生活的质量又会反过

来影响女性的情绪，影响女性的幸福感和社会交往。

泌尿系结石是一个常见的疾病。在普通人群中，人的一生

中有１０２％的风险发生泌尿系结石，以２０岁 ～４０岁时发病率
最高［２］。泌尿系结石的治疗策略应以结石大小、结石的位置和

数目、患者的解剖特点和外科医生的经验为基础选择合适的治

疗方案。除了传统的方法如冲击波碎石术（ＳＷＬ）和开放手术
以外，近年来，新的微创外科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些微创

技术包括硬性输尿管镜（ＵＲＳ）、输尿管软镜（ＦＵＲＳ）和经皮肾
镜（ＰＮＬ）（传统经皮肾镜、微通道经皮肾镜 ｍＰＮＬ、超微通道
等）。输尿管镜（ＵＲＳ）和经皮肾镜取石术（ＰＮＬ）已经发展成为
治疗肾脏和输尿管结石的主要手术方式［３］。输尿管镜手术

（ＵＲＳ）是首选的处理输尿管结石的手术方式。
一般来说，对女性性功能进行评估是困难的，而且在文献

中有关女性性功能问题的研究也很少。目前，许多研究都集中

于对女性性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的各种病因的研究［４７］。然而，

目前，在文献中还没有输尿管镜取石术放置ＪＪ管对女性的性功
能影响的循证医学研究数据。本研究首次采用 ＦＳＦＩ评分来评
估输尿管镜术后放置 ＪＪ管对女性发生术后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前瞻性研究方法，收集女性患者行输尿管镜手

术前和术后连续３个月的临床资料。主要目的是评估输尿管镜
术后放置ＪＪ管对术后连续３个月时间内的女性性功能的影响。
１１　病人的选择和评估

入选标准为年龄大于２２岁的有规律性生活的确诊输尿管

结石的已婚中青年女性（包含之前进行过保守治疗和ＳＷＬ治疗
的患者），排除标准：既往有输尿管镜手术史、肾功能不全、盆腔

根治性手术、盆腔放疗患者。选取２０１４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
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盐城市中医院收治的年龄大于２２岁
有规律性生活的确诊输尿管结石的已婚中青年女性患者６７例
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结石负荷、是否为孤立肾、术中输尿管

损伤或输尿管梗阻严重影响肾功能等情况选择是否术后放置

ＪＪ管。６７例患者分为两组：研究组３５例行输尿管镜取石术与
ＪＪ管置入和对照组３２例行输尿管镜取石术术后不留置 ＪＪ管。
患者术前签署医患沟通书、知情同意书和手术同意书。采用女

性性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中文版［８］评估

女性性功能，ＦＳＦＩ量表由１９个问题组成，包含性欲望（２项）、
主观性唤起能力（４项）、性活动时阴道润滑性（４项）、性高潮（３
项）、性生活满意度（３项）、性交痛（３项）６个领域方面。ＦＳＦＩ
得分越高，表明性功能越好。在各个领域，一个域得分为零表示

在过去一个月没有性活动。每个领域评分为该领域每个问题评

分之和与该领域的系数的乘积。６个领域评分相加的总和为
ＦＳＦＩ总评分。性欲、主观性唤起能力、性活动时阴道润滑度、性
高潮、性生活满意度、性交痛６个领域的系数分别为０６、０３、
０３、０４、０４、０４。ＦＳＦＩ总评分从２分到３６分。

记录患者的年龄、手术时间、心理状态、支架留置时间、

ＢＭＩ、受教育程度、收入状况、结石位置和结石清除率。通过
Ｂｅｃｋ抑郁自评量表（ｂｅｃｋ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ＢＤＩ）中文版第２
版评估每个患者的心理状态，贝克抑郁量表由 ２１组项目组
成［９］，每组有４句陈述，每句之前标有的阿拉伯数字（０分 ～３
分）为等级分。每个病人的心理状态被分为最小抑郁（０分 ～９
分）、轻度抑郁（１０分～１６分）、中度抑郁症（１７分～２９分）和重
度抑郁症（３０分～６３分）。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量表包含６个领域及其分值和系数

　　ＦＳＦＩ领域 问题 分值范围　 系数 最小分值 最大分值

性欲 １～２ １～５ ０６ １２ ６

主观性唤起能力 ３～６ ０～５ ０３ ０ ６

性活动时阴道润滑度 ７～１０ ０～５ ０３ ０ ６

性高潮 １１～１３ ０～５ ０４ ０ ６

性生活满意度 １４～１６ ０或１～５ ０４ ０８ ６

性交痛 １７～１９ ０～５ ０４ ０ ６

ＦＳＦＩ总评分 ２ ３６

１２　手术方法
患者取截石位，采用腰硬联合麻醉或者全麻，麻醉满意后，

使用９５Ｆ输尿管硬镜在灌注泵冲洗下沿着导尿管进入膀胱，然
后沿输尿管嵴寻找到输尿管开口，然后放置导丝，沿导丝进入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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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输尿管，寻找到输尿管结石，选用２００ｕｍ可弯曲的钬激光纤
维光纤，采用“蚕食法”碎石，尽量将结石粉末化，术中注意避免

激光误伤输尿管壁。手术结束前，根据患者结石负荷、是否为孤

立肾、术中输尿管损伤或输尿管梗阻严重影响肾功能等情况选

择是否术后放置带线ＪＪ管。手术时间从插入输尿管镜到 ＪＪ管
放置完成为止。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两组均数之间的比较用 ｔ检验，计数、百分比资料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临床资料对比

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年龄分别为（２６±０７１）岁、
（２６６±０６８）岁，两组患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体重指数ＢＭＩ分别为（２８７±４９）ｋｇ／ｍ２、（２７９±４６）
ｋｇ／ｍ２，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石负荷分
别为（１０７４±３６３）ｍｍ２、（６３±４６４）ｍｍ２，两组间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院时间分别为（４９８±１１９）ｈ、（４６７
±１２５）ｈ，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ＪＪ
管留置时间为（１６５±２８）ｄ。月收入状况分别为（４８００±５６０）
元、（５１００±４８０）元，两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评分对比

研究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术前ＦＳＦＩ总评分分别为（２２２±
０８６）、（２４±０７１）；术后第一月 ＦＳＦＩ总评分分别为（１３±
０７１）、（２３４±０９３）；术后第三月 ＦＳＦＩ总评分分别为（２２６±
０８１）、（２２２±１３２）。术前ＦＳＦＩ总评分和术后第三个月 ＦＳＦＩ
总评分，两组患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第
一月ＦＳＦＩ总评分，两组患者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在术后第一月 ＦＳＦＩ６个具体领域方面，研究组患者的
主观性唤起能力、性高潮和性生活满意度下降，性交痛增加，这

４个领域与对照组患者分别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在性欲、性活动时阴道润滑度两个领域方面，两组患者
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及术后临床资料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研究组（ｎ＝３５） 对照组（ｎ＝３２） Ｐ值

年龄（岁） ２６．０±０．７１ ２６．６±０．６８ Ｐ＞００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８７±４９ ２７９±４６　 Ｐ＞００５

结石负荷（ｍｍ２） １０７．４±３．６３ ６３．０±４．６４ Ｐ＜００５

住院天数（ｈ） ４９８±１１９ ４６７±１２５ Ｐ＞００５

ＪＪ管放置时间（ｄ） １６５±２８ — —

月收入状况（元） ４８００±５６０ ５１００±４８０ Ｐ＞００５

受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下 １５（４２．８６％） １２（３７．５％） Ｐ＞００５

　大学及以上 ２０（５７．１４％） ２０（６２．５％） 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Ｂｅｃｋ抑郁评分对
比

　　研究组患者术前、术后第一月、术后第三月的性功能障碍
发生率分别为３４２９％、８５７１％、３７１４％；对照组患者分别为

３１２５％、３７５％、３４３８％（表３）。研究组患者在术后第一个月
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升高，与对照组患者分别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和术后第三个月，两组患者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术前、术后第一个月
和第三个月的 Ｂｅｃｋ抑郁自评量表（Ｂｅｃｋ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ＢＤＩ）评分分别为（６２±１４）、（４５±１６）、（５２±１１）；对照组
患者分别为（５５±１７）、（５１±１７）、（５３±０９），两组患者间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ＦＳＦＩ评分
及各领域分值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ｎ（％）］

ＦＳＦＩ领域　　组别 人数 术前分值
术后１个月
分值

术后３个月
分值

性欲

　研究组 ３５ ３．１６±０．０４ ３．４０±０．０７ ３．５０±０．１０

　对照组 ３２ ３．２４±０．０５ ３．６０±０．０９ ３．６２±０．０７

主观性唤起能力

　研究组 ３５ ３．７０±１．２０ １．１０±０．３０ａ ３．８０±１．１０

　对照组 ３２ ３．９０±０．８０ ３．９０±１．２０ ３．９０±１．３０

性活动时阴道润滑度

　研究组 ３５ ３．６４＋０．０５ ３．５０±０．０７ ３．８２±０．０９

　对照组 ３２ ３．８±０．０９ ３．７２±０．０７ ３．９８±０．０９

性高潮

　研究组 ３５ ２．６４±０．０５ ０．９０±０．３０ａ ２．９０±０．０９

　对照组 ３２ ２．７６±０．０９ ２．７０±０．７０ ３．１０±０．１０

性生活满意度

　研究组 ３５ ２．６０±０．１１ １．６０±０．１２ａ ２．６８±０．０９

　对照组 ３２ ２．５８±０．０７ ２．９４±０．１５ ２．８０±０．１１

性交痛

　研究组 ３５ ２．９２±０．０７ １．２８±０．１２ａ ２．４８±０．１１

　对照组 ３２ ２．７４±０．０５ ２．６０±０．１２ ２．５８±０．６６

ＦＳＦＩ总评分

　研究组 ３５２２．２０±０．８６ １３．００±０．７１ａ２２．６０±０．８１

　对照组 ３２２４．００±０．７１ ２３．４０±０．９３ ２２．２０±１．３２

性功能障碍

　研究组 ３５ １２（３４．２９％）３０（８５．７１％）ａ１３（３７．１４％）

　对照组 ３２ １０（３１．２５％）１２（３７．５％） １１（３４．３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Ｂｅｃｋ抑郁
自评量表评分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

Ｂｅｃｋ抑郁评分 例数 术前 术后一个月 术后三个月

研究组 ３５ ６２±１４ ４５±１６ ５２±１１

对照组 ３２ ５５±１７ ５１±１７ ５３±０９

ｔ值 １．８５ １．４９ ０．４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文献中，流行病学统计资料显示，３００％～６７９％的成年女

性都至少有一个领域的性功能障碍，一些医疗操作也可能会引

起性功能障碍［１０］。外科手术操作可能导致ＦＳＤ，继而ＦＳＤ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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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１１１２］。在本研究中，研究组放

置ＪＪ管术后１个月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增高，达到８５７１％，和
对照组３７５％的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然
后在术后第三个月又降至术前水平（见表３）。

输尿管镜碎石术后放置 ＪＪ管第一个月出现女性性功能下
降，可能是由于手术操作引起输尿管水肿及ＪＪ管引起的异物反
应，术后第三个月评估ＦＳＦＩ得到改善，可能是由于ＪＪ管拔除后
输尿管炎性水肿消失［１３］。本研究对 ＦＳＤ的研究发现，输尿管
镜术后放置ＪＪ管对女性性功能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输尿管
镜术后我们并不常规放置 ＪＪ管，除非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的情
况，如：高结石负荷、孤立肾，术中输尿管损伤或输尿管梗阻严重

影响肾功能等。通过本研究，我们建议输尿管镜术后尽量缩短

ＪＪ管放置时间，如果情况允许，可以术后不放置 ＪＪ管。因为术
后放置ＪＪ管，患者经常会出现与ＪＪ管相关的症状，如ＪＪ管不耐
受、抑郁、留置ＪＪ导致的术后疼痛、血尿、ＪＪ管移位和增加泌尿
系感染的可能，这些症状会加重患者的痛苦［１４］。虽然在输尿管

支架管材料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改进，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没

有取得突破，ＪＪ管放置引起的相关症状仍然很多。
输尿管镜术后放置ＪＪ管的患者中，没有一例发生术后输尿

管狭窄。但是术后１月内，有５０％的患者出现血尿，１／３的患者
出现尿急症状。然而，术后第三月时这些症状却很少或者没有，

这点说明这些症状是由于术后放置 ＪＪ管导致的慢性炎症刺激
引起。在术后早期，尿急应用抗胆碱能药物治疗时，往往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早期拔 ＪＪ管可以有助于缓解尿急症状。此外，
对于不复杂的结石进行彻底性粉末化碎石，可以使用只留置一

天的输尿管支架管代替ＪＪ管，这样可以尽量避免术后尿急的发
生率。本研究中，ＪＪ管拔除的平均时间为（１６５±２８）ｄ，我们
建议在不影响肾功能的前提下，ＪＪ管放置时间尽可能短，这样
可以避免许多早期并发症的发生。

焦虑和抑郁通常由于疾病本身的痛苦引起，并对个体的心

理状态产生负面影响［１５］。有关研究显示，泌尿结石的外科手术

操作与术后患者焦虑或抑郁亦存在相关性，外科手术操作会增

加患者的焦虑［１６］。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研究组和对照组术

前、术后一个月、术后三个月的 Ｂｅｃｋ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无显著
性差异（Ｐ＞００５）。这说明，ＪＪ管放置术后女性性功能障碍不
是由于患者心理状态引起。与我们的研究结果相反，有研究指

出由于ＪＪ管放置引起的相关症状可能引起患者的情绪和心理
状态的变化［１３］。本研究再次表明，患者在术后可能会出现暂时

性的性功能下降。当泌尿外科医生处理输尿管结石时，术后放

置ＪＪ管主要目的是保护患者的肾功能，但是也应该尽最大可能
避免术后对患者社会日常生活和性生活的影响。因此，我们建

议，术前应该充分评估患者的结石情况及其他临床资料，术后

尽可能避免放置ＪＪ管或者缩短放置ＪＪ管时间。
文献中，体重指数（ＢＭＩ）是否会导致女性性功能障碍

（ＦＳＤ），目前仍然存在争议［１７］。本研究中，研究组３５例和对照
组３２例的ＢＭ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有研究指
出月收入状况和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女性ＦＳＤ的因素，低收入
女性人群发生ＦＳＤ的几率是高收入女性的２４５倍［１８］。在本研

究中，研究组和对照组的收入状况和受教育状况，两组间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从而避免了ＢＭＩ、月收入状
况和受教育程度对ＦＳＤ的影响。

输尿管肾镜（包含硬镜、软镜、ＰＮＬ）术后留置ＪＪ管对女性性功

能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虽然性功能的下降是暂时性的，通常

会在输尿管镜手术后第三个月恢复，因此，应当尽量避免放置ＪＪ管
或缩短ＪＪ管留置的时间。如果病情必须放置ＪＪ管，那么术前应该
告知患者在术后第一个月有一定程度的性功能障碍，通常会在术后

三个月左右恢复，并且，要尽可能缩短ＪＪ管放置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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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配合健康管理在围绝经期综合征中的临床应用
研究
陈爱武　徐素君△　陈敏　陈立新　叶菁华　李雅
温州市中医院妇产科 ，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激素配合健康管理在围绝经期综合征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
２０１５年７月温州市中医院妇产科门诊诊治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１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入选研究对象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８０例。两组患者均给予绝经激素补充治疗（ＨＲＴ）治疗，观察组患者则在 ＨＲＴ治
疗的基础上进行健康管理。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的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血清性激素水
平、骨质疏松症自我效能量表及生活质量评分。结果　①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者的血清Ｅ２比干预
前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血清ＦＳＨ和ＬＨ的表达水平则明显较干预前下降，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两组之间比较，观察组患者的血清Ｅ２水平升高更明显，血清ＦＳＨ和ＬＨ水
平下降更显著，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者的自我
效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能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所提高，其中观察组的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升高，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干预后６个月的自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评分比干预前明显升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之间比较，观察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能评分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的生活质
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之间比较，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
组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者的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均较干预
前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的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下降更明显，干预后３个月、
６个月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结论　健康管理能够促进围绝经期综合征患
者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恢复正常水平，稳定内分泌，并增强患者自我效能，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且通过

更好地缓解围绝经期妇女症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围绝经期综合征；绝经激素补充治疗；健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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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衰老的一个常见表现是绝经，即卵巢的衰老，直至慢
慢丧失功能。卵巢逐渐衰老的过程的时间比较长，在这段约３０
年的时间里，由于雌激素的缺乏，将发生一系列躯体、精神上的

生理和病理现象，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１２］。目前，绝经激

素补充治疗（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ＲＴ）是能够极大改
善患者健康的唯一方案，围绝经期是激素补充的最佳“时间

窗”，可是无论是患者家属还是绝经妇女本人，由于传统对激素

的恐惧，本能地排斥一切使用激素治疗。据悉，我国超过２０％
的女性正处于绝经期，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正忍受各种绝经期不

适症状带来的烦恼，但只有不到１％的女性接受激素治疗，此数
据远远低于周边及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为提高适龄妇女对

ＨＲＴ的认知水平和对绝经问题的重视，改善围绝经期患者的生
活质量，本研究对围绝经期患者应用激素配合健康科学管理治

疗，取得了满意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温州市中医院妇产科门诊
诊治的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１６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均符合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诊断标准。②具有 ＨＲＴ治疗的适应
证而无禁忌证的患者。③患者均在知情同意下参与研究。④意
识清楚，无认知障碍，生活能自理。排除子宫切除或双侧卵巢切

除、伴有其他妇科疾病和肿瘤、伴有原发性心血管、内分泌功能

失调及已接受更年期相关疾病治疗者。将入选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８０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病
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 是否绝经
受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中学 高中及以上

经济收入（元／月）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

观察组 ８０ ４９７３±２１２ ７９４±１５７ ４３ ４７ ２６ ７ ３０ ２６ ２４

对照组 ８０ ４９２９±１９５ ８１０±１５６ ４２ ４５ ２７ ８ ２８ ２８ ２４

χ２／ｔ值 １３６６ ０６４７ ００２５ — １７９５ — — １８７３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００５ — — ＞００５ —

１２　方法
入选患者均给予ＨＲＴ周期疗法治疗，观察组患者则在ＨＲＴ

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健康教育干预。ＨＲＴ治疗的具体方案：戊酸
雌二醇片（补佳乐片）１ｍｇ联合地屈孕酮片（达芙通片）１０ｍｇ，前
者１ｍｇ每日一次，连续２１天，后１０天加用地屈孕酮片１０ｍｇ，每
日两次，两药同时停药１周后进入下一周期，连续３～６个周期，
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每个疗程的治疗。健康管理的应用：①围
绝经期健康管理大课堂：隔周１次的围绝经期健康管理大课堂，
内容包括重点讲解围绝经期的相关知识，包括其形成原因、具

体近期和远期症状、危害以及预防治疗等方面的内容。１年里
循环上课，１６０例患者至少完整接受过１次全部课堂内容的教
育。②心理健康和调整生活方式：定期随访患者，对患者进行心
理卫生辅导和饮食、运动、性生活等方面的指导，给予患者更多

的关怀和鼓励，耐心倾听患者的情感宣泄，帮助其消除内心的

焦虑，建立战胜疾病的勇气和信心，并促使患者养成良好的饮

食、睡眠和运动习惯，较好地控制体重，同时保持绝经前后正常

的性生活，获得愉悦的生活质量，以延缓衰老的进程。③电话咨
询与随访指导：建立医患之间的联系，电话或者微信等方式，方

便医生对患者进行随访，同时便于医患之间的咨询和随访，患者

也可以针对治疗中出现的问题随时咨询医护人员，以便及时和

有针对性地得到解答和指导，对患者治疗依从性不好的患者进

行定期电话随访，督促其实施管理计划。④定期复诊：开展“围
绝经期门诊”，对行ＨＲＴ治疗的患者发放复诊时间表，方便其定
期检查。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血清性激素水平检测　采用放射免疫方法检测两组患
者干预前及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的血清性激素表达水平，包括
雌二醇（Ｅ２）、促卵泡激素（ＦＳＨ）、促黄体生成素（Ｌ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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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绝经症状变化评分）　采用 ｋｕｐｐｅｒ
ｎａｎｎ评分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进行调查
评分，以观察比较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的围绝经期综合征临床症

状及其严重程度。评分表包含了１３种症状以及４个等级的严
重程度，０分即为无该项症状、１分为偶有症状（轻度症状）、２
分提示症状持续（中度症状）、３分视为症状持续并影响工作和
生活（重度症状）。症状评分 ＝症状指数程度评分，总分为０
分～６３分。围绝经期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为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
１５分，≥１５分，＜２０分为轻度围绝经期综合征，≥２０分，＜３５
分可诊断为中度，≥３５分诊断为重度。
１３３　骨质疏松症自我效能量表　采用骨质疏松症自我效能
量表［３］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进行调查评
分。量表共１２个条目，分为骨质疏松症运动效能和钙摄入效能
两个分量表。总量表与每个分量表的得分范围均为０～１００分。
１３４　生活质量问卷调查　采用生活质量指数问卷调查表
（ＱＴＮＤＥＸ）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及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进行调

查，调查表共有５个调查条目，对患者活动、日常生活、健康、近
期支持以及生活质量总指数进行测量，分三级记分，得分越高，

表示患者生活质量越好。

１４　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者的血清Ｅ２比干
预前均明显升高（Ｐ＜００５），而血清 ＦＳＨ和 ＬＨ的表达水平则
明显较干预前下降（Ｐ＜００５），且两组患者之间比较，观察组患
者的血清Ｅ２水平升高更明显，血清 ＦＳＨ和 ＬＨ水平下降更显
著，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血清性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Ｅ２（ｐｇ／ｍＬ）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干预后６个月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干预后６个月

ＬＨ（ｍＩＵ／ｍＬ）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 干预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８０ ８６±２５ ２５３±３７ ３５４±４２ ９６３±１０２ ７１２±３９ ４５３±１２５ ６４３±９３ ４７２±３７ ２６９±６４

对照组 ８０ ８４±３１ １３６±２９ ２１６±３２ ９５６±８２ ８５１±４７ ５８７±１５４ ６５６±８６ ５８２±４２ ３９４±７５

ｔ值 ０４４９ ２２２６ ２３３８ ０４７８ ２０３６ ６０４ ０９１８ １７５８ １３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骨质疏松症自我效能量表评价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自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能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
两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能评分均较干

预前有所提高，其中观察组患者的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升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对照组干预后６个月的自
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评分比干预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之间比较，观察组患者的自我效
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能评分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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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骨质疏松症自我效能量表评价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例数
自我效能总分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干预后６个月

运动效能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干预后６个月

钙摄入效能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 干预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８０ ７０８６±２５９８２３５±３６７８７３４±４５２６６９３±１０２４８６７２±３１９８８９３±４２５７４３８±９１３８９１９±６２４ ８６７２±３７６

对照组 ８０ ７０４６±３１２７６１６±２９３７８７６±３２９６５４６±８２２７０５１±４１７７２４７±５１４７５６３±８０６８０１４±３６５ ７７８２±４９０

ｔ值 ０８８ １１７９ １３７３ １００ ２７７８ ２２０７ ０９２ １１２０ １２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调查评价比较
干预前，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观察组患
者和对照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增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之间比较，观察组患者生活
质量评分较对照组患者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例数
生活质量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 干预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８０ １４２±０３６ ２０７±０４６ ２４８±０２８

对照组 ８０ １３９±０３４ １５９±０２５ １８１±０３５

ｔ值 ０５４ ８２０ １３３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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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者的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
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
观察组患者的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下降更明显，干预后３个月、６个
月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干预前后两组患者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分）

组别 例数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

干预前 干预后３个月 干预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８０ １９６±３８ １１６±３７ ７６±２８

对照组 ８０ １９４±３１ １６３±４５ １０５±２５

ｔ值 ０３６ ７２２ ６９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围绝经期综合征是指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卵巢

功能逐渐衰退、雌激素水平波动或下降而导致的一系列躯体、

精神上的生理和病理现象，并伴有恐惧、焦虑心理症状，以前该

时期被称为更年期，是每个女性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时期［４５］。

围绝经期综合征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受很多复杂因素的影响，

部分患者出现的相关症状相对比较明显，出现失眠、潮热、心悸、

易怒等自主神经功能紊乱症状和不良心理情绪；此外患骨质疏

松、心血管疾病等老年慢性疾病的发生概率逐渐上升，严重危

害患者生活质量。这些可能与个人的体质、健康状况、心理、性

格及家庭社会因素等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就目前的治疗方法

来说，激素补充治疗（ＨＲＴ）是缓解绝经相关症状最有效的方
案［６７］。ＨＲＴ的发展过程极其崎岖坎坷，相关研究从未中断。
在国外能够保持在４０％左右的激素使用率，而在国内由于多年
来人们＂谈激素色变＂的心理以及对绝经后治疗的知晓不足，极
大地影响了ＨＲＴ的应用，造成绝大多数绝经期妇女忍受各种绝
经期不适症状带来的烦恼，却没有接受激素治疗。因此，重视对

围绝经期患者的健康教育管理，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和对绝经

问题的重视，对推广ＨＲＴ的使用，同时避免滥用，使适龄妇女在
低风险下获得最大收益具有重要的意义［８９］。

健康管理是一个针对个体和群体的健康进行监测、分析、

评估和有效干预的新管理服务概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逐

渐广泛应用，并已上升为产业化范畴服务。健康管理在我国属

于一种前瞻性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首先全面检测、评估个人

或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在健康评价的基础上，提供针对性的

健康咨询、指导及健康改善计划，通过自我管理的方法进行干

预活动，鼓励和帮助人们修正不健康的行为，使疾病得到有效

缓解或消除，使干预对象达到躯体、心理、社交等多个方面和谐、

协调的良好状态［１０１１］。

本研究对围绝经期患者应用激素配合健康科学管理治疗，

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均应用ＨＲＴ治疗，且观察组患者则在 ＨＲＴ
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健康管理，干预后３个月，两组患者的血清
Ｅ２比干预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血

清ＦＳＨ和ＬＨ的表达水平则明显较干预前下降，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的血清 Ｅ２水平升高更明显，
血清ＦＳＨ和ＬＨ水平下降更显著，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者的自
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能评分均较干预前有所提高，

其中观察组的评分均比干预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对照组干预后６个月的自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
评分比干预前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
组之间比较，观察组患者的自我效能总分、运动效能、钙摄入效

能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说明对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在应用 ＨＲＴ治疗的同时实施健康
管理措施，对患者的血清性激素表达水平和骨质疏松症自我效

能的影响更明显，能显著提高患者的血清 Ｅ２表达水平，降低血
清ＦＳＨ和ＬＨ水平，并增强患者自我效能，即增强了其运动和钙
摄入的信心，提示健康教育干预能够促进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

的血清性激素水平恢复正常水平，促进患者内分泌的稳定，并降

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对改善患者的围绝经期的症状和生活

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结果还发现，干预后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调查评分和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比较，干预后３个月、６个月，观察组和对照组
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增高，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均
较干预前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
生活质量评分较对照组增高，而 ｋｕｐｐｅｒｎａｎｎ评分下降更明显，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这说明
实施健康管理后，患者的饮食，运动，睡眠习惯及心理情绪等生

活方式均显著改善，同时通过健康管理措施，患者规律治疗、及

时咨询及定期复查等治疗依从性也均有明显提高，从而保障

ＨＲＴ治疗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健康管理能够促进围绝经期综合征患者的血清

性激素水平恢复正常水平，稳定内分泌，并增强患者自我效能，

降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率，且通过更好地缓解围绝经期妇女症

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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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分泌物中胎盘 α１微球蛋白在胎膜早破中的表达
及作用
薛振美△

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医院产科 ２６１５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宫颈分泌物中胎盘α１微球蛋白在胎膜早破中的表达及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
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医院诊治的胎膜早破孕妇３３例作为研究对象。出现胎膜早破体征的孕
妇３３例，同期在我院进行孕期检查的正常孕妇３３例。对三组孕妇均全部使用两种不同的检测方式进行检测，
ＰＨ（硝嗪试纸）检测及ＰＡＭＧ１（胎盘α１微球蛋）检测。观察比较三组孕妇的一般资料、三组孕妇使用两种不
同方式进行检测时的阳性率（准确率）、两种检测方式的特异度及敏感度。结果　三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对比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ＡＭＧ１检测在破水组孕妇中的阳性率（准确率）为９７０％，显著高于ＰＨ测定的
８４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ＡＭＧ１检测在疑似破水组孕妇中的阳性率（准确率为６６７％，显著
高于ＰＨ测定的４２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ＡＭＧ１检测在正常组孕妇中阳性率为００％，显著
低于ＰＨ测定的２７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提示，ＰＡＭＧ１检测阳性率（准确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ＡＭＧ１检测的特异度为９６８％，敏感度为９７５％；ＰＨ测定的特异度
为９０３％，敏感度为９１７％，ＰＡＭＧ１检测的特异度及敏感度显著高于 ＰＨ测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对孕妇宫颈分泌物内的胎盘α１微球蛋白（ＰＡＭＧ１）进行检测，能够有效诊断孕妇是否出现胎
膜早破，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及敏感度，具有非常高的临床指导及参考意义，值得妇科临床应用及推广。

【关键词】　胎膜早破；微球蛋白；宫颈分泌物；胎盘；ＰＡＭＧｌ；ＨＣＧ；敏感度；特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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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ＭＧ１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ＰＡＭＧ１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９６８％，９７５％）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ＰＨ（９０３％，９１７％），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ＭＧ１ｉｎｔｈ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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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膜早破（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ＰＲＯＭ）是临床
中妇产科当中最常见一种的妊娠期并发症，相关研究表明，导

致孕妇在围产期发生自发性早产的一项重要危险影响因素就

是ＰＲＯＭ，同时也是孕产妇发生难产的一个重要信号［１］。如果

不能进行及时、有效地诊断并给予相关干预，将会直接影响着

孕产妇的妊娠结局及新生儿结局。ＰＨ测定是目前妇产科临床
中最常用的一种检测ＰＲＯＭ的方法，该方法在临产孕妇当中具
有较高的特异度及灵敏度，但在未临床孕妇当中的特异度及灵

敏度较低［２］。ＰＡＭＧ１是胎盘分泌产生的一种糖蛋白，主要在
孕妇的羊水中表现出较高的浓度，而在孕妇血液中的浓度水平

较低［３］。当孕妇未出现ＰＲＯＭ现象时，宫颈分泌物中的ＰＡＭＧ
１水平极低，仅为００５ｎｇ／ｍＬ左右，但当孕妇出现 ＰＲＯＭ现象
时，ＰＡＭＧ１在宫颈分泌物中的浓度会明显上升，与未发生
ＰＲＯＭ的孕妇之间相差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倍［４］。山东省高密市人民

医院此次对三组孕妇均使用 ＰＨ检测及 ＰＡＭＧ１检测，分析二
者在临床诊断胎膜早破中的意义及价值，为临床诊治提供更准

确、科学的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医院收
治的胎膜早破孕妇３３例作为研究对象。ＰＲＯＭ的临床诊断标
准：①产妇阴道出现大量流液；②经窥阴器检查液体从产妇的
宫颈口内流出；③对产妇的阴道后穹隆积液进行涂片检测提示
出现胎毛、胎儿的上皮细胞或胎脂［５］；④对产妇的阴道后穹隆
积液进行涂片检测提示出现羊齿状的结晶物；⑤羊膜镜检查提
示胎膜不完整、无张力或出现胎儿的毛发；⑥在产妇的生产过
程中宫内未见羊膜囊。符合上述标准中的３项及其以上的孕妇
均诊断为ＰＲＯＭ［６］。

纳入标准：①单胎，头位。②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５岁；③患
者及其家属均签署同意知情书。排除标准：①臀位孕妇；②双胎
及多胎孕妇；③合并其他妊娠期疾病的孕妇；④不愿配合研究
的孕妇；⑤阴道流血的孕妇；⑥前置胎盘的孕妇。

正常组３３例，年龄范围 ２５岁 ～３５岁，年龄（２９７±１３）
岁，孕周（３１９±０９）周；胎膜早破体征组３３例，年龄范围２５岁
～３５岁，年龄（２９６±１４）岁，孕周（３２１±０６）周；破水组３３
例，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５岁，年龄（２８９±２１）岁，孕周（３１８±
０８）周。对比三组孕产妇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并得到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方法

从三组孕妇的阴道后穹窿处收集测试样本，分别安排两位

不同的专业人员分别进行ＰＨ测定和 ＰＡＭＧ１检测［７］。对三组

孕妇均使用两种不同的检测方法进行检测。

１２１　ＰＨ测定　用硝嗪试纸进行ＰＨ测定。正常阴道分泌物
的ＰＨ值范围为４５～５５之间，羊水的ＰＨ范围为７０～７５之

间，硝嗪试纸呈碱性时提示孕妇出现胎膜早破［８］。

１２２　ＰＡＭＧ１检测　试剂盒由北京金斯尔公司生产提供。
将采集的样本用菌聚酯拭子放入试剂瓶中，在溶剂中对拭子进

行充分漂洗后丢弃拭子。将测试条的种标有箭头的白色一端浸

入到试剂瓶中。假如孕妇出现严重的羊水泄露现象会在５ｍｉｎ
内显示结果；如果孕妇出现羊水量泄漏极少的现象时，需要

１０ｍｉｎ左右才能显示结果［９］。当测试条检测满１０ｍｉｎ后或可见
２道条纹时，取出测试条并查看结果：同时出现２条线时提示结
果为阳性；只出现１条线时提示结果为阴性；未出现检测线时提
示检测为无效结果［１０］。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比较三组孕妇的一般资料；②观察比较三组孕妇使

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检测时的阳性率（准确率）；③观察比较两
种检测方式的特异度及敏感度［１１］。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比较三组孕妇的一般资料

三组孕妇的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孕妇的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

（岁）

平均孕周

（周）

经产妇

是 否

正常组　　 ３３ ２９７±１３ ３１９±０９ １６（４８５） １７（５１５）

疑似破水组 ３３ ２９６±１４ ３２１±０６ １５（４５５） １８（５４５）

破水组　　 ３３ ２８９±２１ ３１８±０８ １７（５１５） １６（４８５）

ｔ值 ０９２７ １０３４ ０５８２ １４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比较三组孕妇使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检测时的阳性率
（准确率）

　　ＰＡＭＧ１检测在破水组孕妇中的阳性率（准确率）为
９７０％，显著高于ＰＨ测定的８４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ＰＡＭＧ１检测在疑似破水组孕妇中的阳性率（准确率）为
６６７％，显著高于ＰＨ测定的４２４％（Ｐ＜００５），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ＡＭＧ１检测在正常组孕妇中阳性率为０，显著低于ＰＨ
测定的２７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提示，
ＰＡＭＧ１检测阳性率（准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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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三组孕妇使用两种不同方式进行检测时的阳性率（准确率）对比［ｎ（％）］

检测方式 检测例数
正常组（ｎ＝３３）

阴性 阳性

疑似破水组（ｎ＝３３）

阴性 阳性

破水组（ｎ＝３３）

阴性 阳性

ＰＨ测定 ９９ ２４（７２７） ９（２７３） １９（５７６） １４（４２４） ５（１５２） ２８（８４８）

ＰＡＭＧ１检测 ９９ ３３（１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１（３３３） ２２（６６７） １（３０） ３２（９７０）

χ２值 ４３２９ ５０４１ ５２１９ ６３５２ ５４６３ ６４０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比较两种检测方式的特异度及敏感度
ＰＡＭＧ１检测的特异度为９６８％，敏感度为９７５％；ＰＨ测

定的特异度为９０３％，敏感度为９１７％，ＰＡＭＧ１检测的特异度
及敏感度显著高于ＰＨ测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种检测方式的特异度及敏感度对比

　 检测方式
检测

例数

特异度

（％）
敏感度

（％）
阴性预测值

（％）
阳性预测值

（％）

ＰＨ测定 ９９ ９０３ ９１７ ９２１ ９１８

ＰＡＭＧ１检测 ９９ ９６８ ９７５ ９６３ ９７４

χ２值 ６２１９ ５０８２ ５４３５ ６０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胎膜早破（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Ｍ）是一种产

科常见的并发症，是指在产妇分娩前胎膜发生破裂；常在妊娠

的中晚期发病，发病率占了全部妊娠的１０％左右，这种并发症
使得产妇和胎儿的死亡风险大大升高。临床中针对胎膜破裂，

常采用的是羊膜腔封闭疗法，但是这种方法对围产期的死亡率

的影响仍然不确定。

胎膜早破除了能够引起早产以外，还会导致脐带脱垂、母

儿感染，是目前产科遇见的较为棘手的治疗难点。胎膜早破一

旦发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则可能会对母胎双方

的生命都带来严重的威胁。根据以往的临床经验，医生们总结

出了诊断胎膜早破的３条标准：大量混杂有胎脂、胎粪液体顺着
阴道流；经阴道内窥器检查有混合液体从宫颈口流出；宫颈分

泌物的ｐＨ＞７０。只要满足其中２条，则可以被确诊为胎膜早
破，需要医生及早进行干预，胎膜早破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就是

早产、流产或者是胎儿感染的发生。

临床中对出现阴道大量流液的胎膜早破的诊断较为容易，

但阴道流液量少、破口位置高及破口小的胎膜早破孕妇非常难

以有效诊断［１０］。目前，临床中对 ＰＲＯＭ的诊断有许多方法，但
没有一种检测方法同时具有较高的特异度及灵敏度。诊断结

果都差强人意，容易导致检测结果为假阳性的孕妇接受过度治

疗，或者导致检测结果为假阴性的孕妇延误最佳治疗时机［１１］。

宫颈属于雌性生殖系统，链接子宫与阴道，在正常情况下

生殖道内的ｐＨ值会呈现弱酸性的特点，如果女性患有妇科类
疾病时，则生殖道内的ｐＨ值可能会有所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碱
性特征［１２］。临床中传统检测方法就是使用的硝嗪试纸（ＰＨ）测

定，其主要原理为：孕妇腹中羊水自身就是一种碱性液体，在ＰＨ
检测过程中，试纸遇到碱性液体会变蓝，从而检测孕妇是否发生

胎膜早破、羊水漏失。但是，当孕妇的阴道内出现其他碱性液体

时，例如：合并阴道炎症状（包括滴虫炎症及细菌炎症）、精液、

血液及尿液时，会导致ＰＨ检测结果出现假阳性的现象，使孕妇
未出现胎膜早破却接受相关干预治疗，影响孕妇及新生儿健

康［１３］。除了检测宫颈分泌物的ｐＨ值外，临床中也曾经用检测宫
颈分泌物中的ＨＣＧ水平作为诊断胎膜早破的方法［１４］。ＨＣＧ，人
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由胎盘的滋养层细胞合成，在妊娠前八周母

体血液中呈现出一个高表达的水平，随后水平逐渐降低并呈现一

个较为平稳的状态，但是在宫颈分泌物中不该检测到ＨＣＧ的存
在，如果发现阳性检出，则证明胎膜可能发生了破裂［１５］。

鉴于传统的检查方法（例如羊水穿刺），不仅特异性不太

高，对产妇也有一定的影响，而检测宫颈分泌物的ｐＨ值与ＨＣＧ
水平的特异性低、灵敏度差，因此一些特异性强的生物标记物逐

渐走入人们的视线。胎盘 α１微球蛋白（ＰＡＭＧ１）是一种由淋
巴细胞合成并分泌的糖蛋白，在羊水中的水平较高而在妊娠妇

女的宫颈分泌物中的含量较低，因此 ＰＡＭＧ１有作为胎膜早破
检测的标志物的理论基础。在本研究中，研究检测方式在破水

组孕妇中的阳性率（准确率）为 ９７０％，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８４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检测方式在疑似
破水组孕妇中的阳性率（准确率）为６６７％，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４２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检测方式在正常
组孕妇中阳性率为００％，显著低于对照组的２７３％，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析结果提示，研究组阳性率（准确率）
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本次研究结果提示，研究组特异度及敏感度显著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ＡＭＧ１是孕妇羊水当中
的一种主要蛋白质，在孕妇的羊水当中的浓度水平非常高，当孕

妇出现胎膜早破现象的时候，羊水当中的 ＰＡＭＧ１会可随着胎
膜的破口漏到孕妇的宫颈及阴道当中；但在正常孕妇的阴道及

宫颈分泌物当中的浓度却表现的非常低，因此，ＰＡＭＧ１成为临
床中诊断胎膜早破的一种检测标志。并且孕妇宫颈中的其他的

分泌物及异物，如：阴道炎症、尿液、精液及黏液等都不会对实验

结果产生影响，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及特异度。对孕妇宫颈分

泌物行ＰＡＭＧ１检测与孕妇的实际孕龄无关，不管是对即将临
床的孕妇还是未临产的孕妇都具有非常高的敏感度及特异度，

临床诊断价值同样十分非常高［１５］。

综上所述，对孕妇宫颈分泌物内的胎盘 α１微球蛋白
（ＰＡＭＧ１）进行检测，能够有效诊断孕妇是否出现胎膜早破，拥
有较高的特异度及敏感度，具有非常高的临床指导及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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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妇科临床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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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牛膝为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根，具有具有补肝肾，强筋骨，逐瘀通经，引火（血）下行，利尿通淋
的功效，功效较多，适应症广，临床运用广泛，笔者将其用于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功能性不射精症、尿道

综合征，收到了满意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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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膝为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根，始载于《神农本草经》，被
列为上品。性味苦、酸、平，归肝、肾经，具有补肝肾，强筋骨，逐

瘀通经，引火（血）下行，利尿通淋之功效，临床多用于治疗腰膝

酸痛，筋骨无力，经闭症瘕，肝阳眩晕，淋证等症。牛膝又分为川

牛膝与怀牛膝两种，川牛膝活血功效强于补益，怀牛膝补益功

效强于活血。笔者从事男科多年，擅用牛膝治疗男科疾病，效如

桴鼓。

!

　补益肝肾，通宗筋治疗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王某，男，４２岁，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初诊。主诉阴茎勃起困

难３年，２０１２年以来阴茎勃起困难，偶有勃起后硬度亦欠佳、易
疲软，时有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口干，溲黄便干，舌红苔少，脉细

数。既往有高血压病史５年，服用苯磺酸氨氯地平片，血压控制
一般。查体：男性第二性征，阴茎、阴囊及其内容物未见异常；性

激素检查：正常；阴茎多普勒检查：阴茎供血欠佳。西医诊断：男

性勃起功能障碍；中医诊断：阳痿；辨证：肝肾亏虚、阴虚火旺证；

治法：滋补肝肾、滋阴起痿；方药：二地鳖甲煎加减治疗；处方：生

地１２ｇ、熟地１２ｇ、生鳖甲２０ｇ（先煎）、生牡蛎２０ｇ（先煎）、菟丝子
１０ｇ、枸杞１０ｇ、五味子６ｇ、金樱子１０ｇ、丹皮１０ｇ、天花粉６ｇ、川断
１０ｇ、桑寄生１０ｇ、怀牛膝１５ｇ，１４剂，水煎服，一日一剂。１０月２６
日二诊，患者勃起较前改善，头晕好转，腰膝酸软，口干，均减轻，

治疗大法不变，１０月１２日方加肉苁蓉１０ｇ，１４剂。１１月１０日
三诊，勃起功能明显好转，基本能完成性交，头晕、腰膝酸软、口

干、溲黄等症状均明显好转，１０月 ２６日方续服 ３０剂，以资巩
固。１年后随访，无复发。

按：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是指阴茎持续不能达到和维持足够
的勃起以获得满意的性生活。流行病学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

ＥＤ发病率远是血压正常人群的２倍 ～３倍，ＥＤ的发生可以是
高血压病的直接后果，也可以是高血压药物的常见不良反

应［１］。属于中医“阳痿”范畴，临证中有虚实之分，实证可见肝

郁气滞、湿热下注、血脉瘀滞等，虚证有阴虚火旺、命门火衰、心

脾两虚等［２］。本案辨证属肝肾亏虚、阴虚火旺，方中使用生熟

地、鳖甲、牡蛎、丹皮、天花粉、金樱子以滋阴降火，并配伍桑寄

生、川断以补肾壮腰，再于大队滋阴降火药中少佐枸杞、菟丝子

等补肾温阳之品，诚如张景岳所说：“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

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并佐以五味子、茯苓以宁心安神，冀

其心肾相交、水火既济。怀牛膝对于肝肾亏虚、阴虚火旺引起的

高血压合并有 ＥＤ患者用之尤宜，取其补益肝肾，引火下行之
功，可以缓解因阴虚阳亢引起的头晕、耳鸣等症，张锡纯所谓：

“盖此等证，皆因气血随火热上升所致，重用牛膝引其气血下

行，并能引其浮越之火下行，是以能愈也”。同时牛膝有活血祛

瘀兼能引补肾之药下行至宗筋的特点，补而不滞，通补兼用，

《药性论》载有：“治阴痿，补肾填精，逐恶血流结，助十二经脉”。

同时现代药理研究：牛膝有扩张血管，降血压的作用［３］，融中医

传统理论与现代医学药理研究于一体，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提高

临床诊治效果。

"

　活血化瘀，通精窍治疗不射精
赖某，男，３４岁，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４日初诊。结婚５年，性生活

时不射精。性生活无射精感觉及性高潮，房事后有遗精，平素手

淫可正常射精，伴有少腹及睾丸胀痛不舒，平素性情抑郁，善叹

息，舌边紫暗，苔薄白，脉弦。西医诊断：功能行不射精；中医诊

断：精闭；辨证：肝郁血瘀，精窍不利；治法：疏肝行气，化瘀通窍；

处方：开郁通精方（自拟方）加减；方药：柴胡１０ｇ、枳实９ｇ、白芍
９ｇ、炙甘草６ｇ、麻黄１０ｇ、石菖蒲１０ｇ、路路通１０ｇ、川牛膝１５ｇ、王
不留行１０ｇ、蜈蚣１条，１４剂，水煎服，一日一剂，同时嘱患者在
服药同时，尽量多与妻子沟通，解除思想负担，保持心情舒畅，可

在性交时先手淫，自觉快射精时再放入阴道内射精，并增强自信

心。３月２８日二诊，性交时有少量精液流出，少腹及睾丸胀痛
减轻，心情较前舒畅，３月１４日方去水蛭，１４剂。４月１１日三
诊，性交已能射精，睾丸及少腹胀痛消失，嘱３月２０日方再服
１４剂，以善后。１年后随访，无复发。

按：不射精证指男子阴茎勃起坚硬，能进行性生活，但无情

欲高潮，不能在阴道内射精。也有非性交射精现象，或有射精感

而无精液射出，是现代医学“射精障碍”之范畴，现代医学将其

分为功能性不射精和器质性不射精，属于男性不育疾病的原因

之一［４］。中医学称之为“精闭”，《诸病源候论》中记载：“丈夫

无子者，……精不射出，但聚于阴头，亦无子。”，《备急千金要

方》有“能交接而不施泄”，《医贯》言“久战而尚不泄”等。不射

精分为虚实两类，虚证主要为肾气虚弱，无力鼓动精液射出，或

肾精亏耗，精液内枯不能射精，或气虚血弱，精液化生乏源；实证

主要为湿热瘀阻，精道失畅，精液难以射出［５］。纵观本案，辨证

属于肝郁气滞无疑。肝主疏泄，其经脉下循阴器，与泄精关系密

切，若肝失疏泄，气机失调，精关郁闭不开，则不射精，如《辨证

录》中所言“血藏于肝中，精涵肾内，若肝气不开，则精不能泄”。

故治以舒肝理气，通理精窍为主。开郁通精方是笔者的经验方，

以四逆散为基础，加活血通精的药物组成，方中柴胡、枳实、白

芍、甘草为四逆散，可以畅达肝气、疏肝解郁、引药入肝经；石菖

蒲疏肝解郁、开通精道、舒畅精液［６］；麻黄中富含麻黄素，麻黄

素是肾上腺素能的兴奋剂，可使交感神经节后纤维释放儿茶酚

胺，能加强输精管道平滑肌收缩，有助精液排泄的作用［７］。王

不留行、路路通通行十二经脉，取其活血化瘀通络之效，助川牛

膝畅通精窍之瘀滞；蜈蚣为虫类药，走窜之性最强，凡气血凝聚

之地皆能开之［８］，现代药理研究：蜈蚣含有性激素成分，能提高

男性的性兴奋，增加平滑肌的收缩功能，便于精液的排泄。《本

草纲目》认为“牛膝乃足厥阴、少阴之药”，《本草衍义补遗》确认

牛膝“能引诸药下行”所以怀牛膝入肝肾二经，补肝肾，活血化

瘀，且善引药下行直达精室而畅通精道，对于不射精证，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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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病专药，无论虚实都可应用以增强疗效。诸药合用则肝气调，

精关开，精道畅，精液泄。功能性不射精与精神情志有关，因此

需重视患者的心理问题，解除其思想负担，缓解其焦虑紧张的

状态，并授以正确的性知识和性技巧，方能取得事半功倍之

效［９］。器质性原因引起的继发性不射精症，须积极消除病因。

#

　利尿通淋，滑阴窍治疗尿道综合征
徐某，男，５６岁，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４日初诊。患者因尿频、尿急

伴尿道灼热刺痛反复发作３月就诊，患者半年前无明显诱因出
现尿频、尿急、尿道灼热刺痛，在当地医院就诊，查尿常规白细胞

＋＋＋，诊断为；尿路感染。予以静滴头孢类抗生素及服用清热
利湿中药治疗后，患者尿常规检查正常，尿频、尿急、尿道灼热刺

痛有所好转，但劳累饮酒后症状时有复发，缠绵难愈。刻诊：患

者尿频、尿道刺痛，小便灼热，伴有腰痛膝软，尿色不黄，舌淡红，

苔薄黄腻，脉细弦。西医诊断：尿道综合征；中医诊断：劳淋；辨

证：肾虚湿热，治法：补肾、清热利湿通淋；方药：加味四妙丸加

减；处方：怀牛膝 １５ｇ、黄柏 １２ｇ、苍术 １０ｇ、生薏苡仁 １０ｇ、川断
１０ｇ、杜仲１０ｇ、桑寄生１０ｇ，１４剂，水煎服，一日一剂，嘱患者控制
饮酒量，劳逸结合。３月２８日二诊，尿道灼热刺痛感已消失大
半，腰膝酸软等症状亦有好转，效不更方，上方继服２８剂，巩固
治疗。１年后随访，病情无复发。

按：尿道综合征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等下尿路刺激征为

主，而无膀胱、尿道器质性病变及尿路感染的一类疾病［１０］，属于

中医“劳淋“范畴，《诸病源候论·淋病诸候》：“劳淋者，谓劳伤

肾气，而生热成淋也”，劳淋之所以反复发作，多由于体内正气

已虚，湿热邪毒留恋不去所致［１１］，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故属虚实夹杂之证，以肾虚为本，以

湿热为标，四妙散以清利下焦湿热为主，方中怀牛膝一药三用，

一者取其性善下行而滑利阴窍，下窍络畅，湿浊得泄，其淋自愈；

二者以其活血之妙而取通淋之效，下焦血活，窍络通畅，其淋自

消［１２］；三是配合川断、杜仲、桑寄生补益肝肾，强腰膝，扶助正

气，以治其本。历代医家用牛膝治疗淋证早有阐述，如《本草原

始》记载：“治久疟寒热，五淋尿血，茎中痛”，《本草纲目》、《张

氏医通》等书，皆言牛膝为淋证之要药。全方扶正不忘祛邪、驱

邪不伤正，共奏补肾清热利湿之功。

男科疾病的病所多位于下焦，牛膝其味苦、酸、平，归肝肾

经，性善下行，可直达病所，具有补益肝肾、活血祛瘀、清热通淋

的功效。因此其在男科具有广泛的运用，常用于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前列腺增生、不射精、阳痿、泌尿系结石、男性不育症等。

然而牛膝也需在辩证的原则下使用，不可盲目滥用，张锡纯曾

言“为其性专下注，烦下焦气化不固，一切滑脱诸证皆忌

之”［１３］，所以对于滑精、早泄者应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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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例梅毒检验的假阴性与假阳性研究
张艳梅１△　李长彬２　徐澎３

１榆林市第二医院检验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２汉中市妇幼保健所检验科，陕西 汉中 ７２３０００
３榆林市第二医院皮肤性病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 ９２例梅毒检验假阴性与假阳性原因，为提高梅毒检验的准确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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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在榆林市第二医院行梅毒筛查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按
照是否出现假阴性与假阳性，将患者分为三组，假阴性组、假阳性组和真阳性真阴性组，其中真阳性真阴性

组为对照组，比较三组受检者的临床病理生理资料，按照分组统计执行检验的人员、检验所用的设备、设施、

试剂、试液、质控品等，分析三组患者上述指标之间存在的差异，探讨导致梅毒检验假阴性和假阳性的原因。

结果　假阳性组患者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肺结核、血液病的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假阴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假阳性组患者标本溶血、离心转速和时间不够、标本污染细菌率明显高于对照组
和假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人员操作误差率、设备设施故障率、试剂试液偏差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但与假阴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假阴性组患者检查前１个月抗菌药物使用频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假阳性组患者（Ｐ＜００５）；检验操作人员误差和仪器设备质控品等系统误差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和假阳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梅毒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受试者因素、检验
系统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临床应根据受检者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检验方案，同时加强检验人员和设备设

施、试剂试药质控品的管理，降低系统误差，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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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ｓｙｐｈｉｌｉｓ）是一种性传播疾病，病原体是苍白螺旋体即
为临床俗称的梅毒螺旋体苍白亚种。人体感染梅毒螺旋体后，

会产生多种特异性抗体，主要有 ＩｇＭ、ＩｇＧ，ＩｇＭ在体内生存时间
较短，而ＩｇＭ则可终生存在于体内［１２］。临床对梅毒的诊断需

要通过两步，第一步筛查非特异性类脂质抗原检查，用于筛查

梅毒，第二步为梅毒螺旋体抗原试验，用于证实梅毒感染。排除

第一步检验结果出现的假阳性。虽然如此，临床仍然存在一定

比例的梅毒检验假阳性和假阴性。这与患者生理病理状况和

检验中心的人员技术水平、设备设施试剂试液的管理水平相

关［３４］。本组资料分析了榆林市第二医院近年来发生的梅毒检

验的假阴性和假阳性原因，以期为提高梅毒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提供参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榆林市第二医院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行梅毒筛
查的１２６８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归性分析。本研究已获医
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为梅毒感染
高危人群，符合梅毒检测指征；②受检者均为首次进行梅毒检
验；③患者均自愿检测，配合各项取样工作；④临床资料保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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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者；②无梅毒感染史。按
照是否出现假阴性与假阳性，将患者分为三组，假阴性组（４８
例）、假阳性组（４４例）和真阳性真阴性组设为对照组（１１７６
例），将真阳性真阴性组设为对照组。三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婚姻状况、生育状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临床基线资料比较

项目 指标
假阴性组

（ｎ＝４８）
假阳性组

（ｎ＝４４）
对照组

（ｎ＝１１７６）

年龄（岁） ３０４±６７ ２９９±６８ ３０２±６７

性别　　 男 ３１ ２９ ７７１

女 １７ １５ ４０５

婚姻状况 未婚 ２１ １９ ５０６

已婚 １８ １７ ４５３

离婚 ９ ８ ２１７

生育状况 未生育 １７ １６ ４２７

生育一胎 ２２ ２０ ５２２

生育２胎及以上 ９ ８ ２２７

１２　检测方法
所有受检者均采用双抗原夹心酶联免疫法检测血清特梅

毒螺旋体异性抗原。采用全自动微孔板ＥＬＩＳＡ分析仪（帝肯公
司 （ＴＥＣＡＮ．生产），将样品分离获取上清液后，加入全自动微
孔板ＥＬＩＳＡ分析仪中，选择梅毒螺旋体检测，系统自动进行样
品稀释、加样、震荡、孵育、洗板、添加试剂以及读数。并按照试

剂盒说明书判断结果的阴性和阳性。标本Ｓ／ＣＯ值≥１０时，为
梅毒螺旋体阳性，标本Ｓ／ＣＯ值＜１０时为阴性。分组的结果为
科主任制定检验人员的首次检验结果，出现误差时按照下述质

量控制方法进行复核确认。每出现一例假阳性或者假阴性，应

召集检验科相关人员进行原因分析，从人员、设备设施、试剂试

液质控品试剂盒、检验环境、检验步骤方法等方面分析出现检

验误差的原因。在检验过程中检验者自身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后重新检测标本，结果无真阳性或者真阴性者，作为对照组受

检者处理。比较三组受检者的临床病理生理资料，按照分组统

计执行检验的人员、检验所用的设备、设施、试剂、试液、质控品

等，分析三组患者上述指标之间存在的差异，探讨导致梅毒检

验假阴性和假阳性的原因。

１３　质量控制
所有受检者标本均取三样，两份作为平行样检测，一份作

为留言。两份平行样品由两人分别处理标本、上机检测，分别观

察，平行样误差可接受则出具报告，平行样误差超出可接受范

围，则换人取留样再行检测并出具报告。所有检测报告均经科

主任审核签字发放。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文中所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

行方差分析，结果由统计学差异，两两比较再行 Ｌｓｔｄ检验，计
数资料行卡方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假阳性和假阴性受检者误诊原因分析

假阳性组患者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肺结核、血液病的

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假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假阳性组患者标本溶血、离心转速和时间不够、标本污
染细菌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假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人员操作误差率、设备设施故障率、试剂试液偏差率
明显高于对照组，但与假阴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假阴性组患者检查前１个月抗菌药物使用频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和假阳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检验
操作人员误差和仪器设备质控品等系统误差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和假阳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假阳性受检者误诊原因分析［ｎ（％）］

　　　　　　项目 　　　相关原因 假阴性组（ｎ＝４８） 假阳性组（ｎ＝４４） 对照组（ｎ＝１１７６）

人员操作误差 ２０（４１６７） ３（６８２） ４（０３４）

设备设施故障 ８（１６６７） ３（６８２） ５（０４３）

试剂试液偏差 ６（１２５０） ２（４５５） ３（０２６）

受检前一个月抗菌药物应用频次 １（２０８） ２（４５５） ４（０３４）

标本处理 　标本溶血 ２（４１７） ６（１３６４） ５（０４３）

　标本离心不彻底 ２（４１７） ４（９０９） ３（０２６）

　标本污染细菌 ３（６２５） ７（１５９１） ４（０３４）

相关疾病 　恶性肿瘤 １（２０８） ５（１１３６） ３（０２６）

　免疫系统疾病 ３（６２５） ８（１８１８） ５（０４３）

　肺结核 １（２０８） ２（４５５） ８（０６８）

　血液病 １（２０８） ３（６８２） ７（０６０）

　　　　　　合计 ４８（１００００） ４４（１００００） １１７６（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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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梅毒是临床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性

传播疾病的发病人群不断增长。人体一旦感染梅毒，出现的临

床症状较为隐秘，较为典型的临床症状时生殖器出现如溃疡、

脓疱、斑疹等不适症状，造成分泌物多，形成恐惧心理，而很多人

羞于就诊，影响正常生活［５６］。加之普通人群对梅毒感染的认

知程度较低，容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而影响预后。梅毒具有较

高的传染性，尤其是家庭内部的传染，家庭成员感染梅毒后，极

易在伴侣之间传染，对于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洗漱用具、餐具、平

常的亲密接触等都是导致梅毒传染的途径［７８］。对于孕妇感染

梅毒后易造成早产、流产及死产，部分梅毒孕妇的胎儿出现胎

传梅毒的危险性大增。梅毒感染错过最佳治疗时机，使得梅毒

螺旋体在体内逐渐发生变异使其危险性大增，侵害人体的免疫

功能，导致组织和器官的器质性损害及功能性损害，严重者甚

至导致残疾或者死亡。部分梅毒患者因为免疫功能的降低，还

会波及其他器官组织发生感染，增加危险性。因此，对梅毒高危

患者进行筛查，及早确诊并采取针对性的治疗措施，是目前梅

毒防治相关管理办法的主要原则［９１０］。

目前对于梅毒的筛查，根据患者是否出现临床症状所选择

的方法不同，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范中介绍的梅毒筛查方法建

议，对于已经出现典型临床症状的患者，可采用非特异性梅毒

抗体检查方法，但该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较低，阳性可以

进一步采用监测梅毒特异性抗体的方法进一步确认是否感染

梅毒，阴性者不能排除感染梅毒的可能性［１１１２］。因此，临床对

于有症状的患者或者无症状的患者采用特异性梅毒抗体检测

是较为可靠的梅毒筛查和确诊方法［１３１５］。

本组资料对出现临床症状或者高危梅毒感染受检者的梅

毒检验方法均采用梅毒特异性抗体检查，采用双抗夹心免疫酶

联法检测血清梅毒螺旋体。并采用固定人员的首次检测结果

判定为假阳性、假阴性及正常对照受检者，对三组患者的病理

生理、检验人员的情况、设备设施试剂试药等情况进行对比分

析，结果显示，假阳性组患者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肺结核、

血液病的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和假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假阳性组患者标本溶血、离心转速和时间不够、
标本污染细菌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和假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人员操作误差率、设备设施故障率、试剂试液
偏差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但与假阴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假阴性组患者检查前１个月抗菌药物使用频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和假阳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检验操作人员误差和仪器设备质控品等系统误差率明
显高于对照组和假阳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这说明假阳性的出现受到患者自身特点的影响较大，
因此，临床对于有恶性肿瘤、免疫系统疾病、飞机盒等梅毒受检

者，应充分考虑疾病本身可能导致的梅毒螺旋体的增加，在设

置结果判断时应酌情升高Ｓ／ＣＯ值。假阴性受检者出现的原因
主要是检验过程出现的系统误差，包括操作人员的认为误差、

设备设施试剂试药的系统误差，作为梅毒检测中心，应当加强

检验人员的技术培训和考核，尽可能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同时，还应当加强设备设施、试剂试药的管理，确保正常运行，在

有效期内，或者使用正确的试剂试药，避免出现系统误差，降低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１６１８］。

综上所述，梅毒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受试者因素、检验系

统因素等多方面影响，临床应根据受检者实际情况，制定个性化

的检验方案，同时加强检验人员和设备设施、试剂试药质控品的

管理，降低系统误差，提高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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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性阴道病患者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
分析
李艳１　李镇武１△　谢秀蓉２

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大浪社康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２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景龙社康中心，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要】　目的　探讨细菌性阴道病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科门诊诊治的细菌性阴道病患者４２６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感
染高危型ＨＰＶ分为ＨＰＶ阳性组和ＨＰＶ阴性组，对比两组患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及行为学指标等资料间差
异，分析细菌性阴道病合并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结果　４２６例ＢＶ患者中，高危型ＨＰＶ感染者３６２
例，感染率达８５０％；ＨＰＶ阳性ＢＶ患者平均年龄显著升高，＞４０岁例数较ＨＰＶ阴性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组ＢＶ患者初中及以下者占７４３％，较ＨＰＶ阴性组（６４１％）显著升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较ＨＰＶ阴性组，ＨＰＶ阳性组主动吸烟患者比例显著升高，性生活频率较显著
升高；不同避孕方式间也存在显著差异，ＨＰＶ阳性ＢＶ患者未采取避孕措施及使用避孕药物比例显著升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的分娩次数、分娩方式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娩次数
越多，阴道分娩次数越多，ＨＰＶ感染率越高；两组患者的阴道炎发生情况、宫颈糜烂发病程度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吸烟、性交频率、避孕方式、分娩次数、阴道炎、宫颈糜烂是
ＢＶ患者合并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结论　Ｂ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年
龄＞４０岁、较长吸烟史、性交频率较多、未采取避孕措施、分娩次数较多、合并阴道炎及宫颈糜烂的ＢＶ患者
应加强ＨＰＶ检测，并积极预防高危型ＨＰＶ感染。

【关键词】　细菌性阴道病；高危型ＨＰＶ；危险因素；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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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６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ＨＰ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ｏｒｎｏｔ．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ＢＶ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ｄａｔａ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４２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３６２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ａ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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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ｉｎｔｈｅ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ＨＰ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ｊｕｎｉ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ｅｌｏｗｉｎ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７４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ＨＰ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ｏｆ６４１％，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ＨＰＶ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ＨＰ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ｐ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ｉ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ｄｉｄｎｏｔｔａｋ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ｕ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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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ａｇｅ，ｓｍｏｋｉｎｇ，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
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ｗｅｒ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ＢＶ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ＨＰＶ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ａｍｏｎｇＢ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
ａｇｅｏｖｅｒ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ａｌ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ｓｍｏｋｉｎｇ，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ｏｕｒｓｅ，ｓｅｌｄｏｍ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ｉｇｈ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ｓ，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ｅｒｏ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ＰＶ；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细菌性阴道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是育龄期女性最为
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类型，主要是因阴道菌群失调所致的阴

道内环境紊乱［１２］。对于 ＢＶ患者，并非均会出现阴道炎症反
应，部分患者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使得患者对其重视程度不足。

近年研究显示，ＢＶ与多种妇科疾病的发生有关，如自然流产、
绒毛膜羊膜炎、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等，且 ＢＶ的发病机制尚不
明确，治疗后较易复发，导致阴道微生态紊乱持续存在，严重威

胁育龄期妇女的生殖系统健康［３］。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
染是诱发宫颈癌的关键因素，其与阴道微环境改变的关系已被

广泛证实［４］。因此，探究 ＢＶ与 ＨＰＶ感染，尤其是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之间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通过对比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阳性及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阴性 ＢＶ患者的临床
资料，以其明确ＢＶ患者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进而制
订有效的预防措施，降低ＢＶ患者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发生率。
!

　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妇科门诊诊治的细菌性阴道病患者４２６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符合《中国细菌性阴道病诊治规范》［５］中 ＢＶ的诊断标
准；②所有患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入组前１
周接受抗生素或阴道内药物治疗；②入组前３天有性生活史；③
有子宫、宫颈手术史；④宫颈细胞学检查异常或宫颈上皮内瘤
变史；⑤盆腔放化治疗史；⑥妊娠期及哺乳期女性。ＢＶ诊断标
准：包含症状①在内的３项症状以上者确诊为ＢＶ，其中，①线索
细胞阳性，即悬滴法在高倍显微镜下见到２０％以上的线索细
胞；②阴道分泌物均质稀薄；③氨试验阳性；④阴道 ｐＨ＞４５。
４２６例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６４岁，年龄（３９３±１１８）岁；行高
危型ＨＰＶ检测，根据是否感染高危型ＨＰＶ分为ＨＰＶ阳性组和
ＨＰＶ阴性组。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所有患者入院时均行一般资料问卷调查，内
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收入情况、文化程度、职业、婚姻

状况等）及行为学指标（吸烟、初次性生活年龄、每月性生活次

数、避孕方式、妊娠次数、分娩次数、分娩方式、月经情况等）两

部分内容；同时，行宫颈细胞学检测及了解阴道炎发生情况。比

较高危型ＨＰＶ阳性及高危型 ＨＰＶ阴性 ＢＶ患者上述指标间的
差异。

１２２　ＢＶ检测　取无菌棉拭子采集阴道分泌物，观察阴道分
泌物形态，置于生理盐水溶液中，待检；氨试验，取适量样本置于

载玻片上，滴加１０％ＫＯＨ溶液，观察是否出现鱼腥气味；ｐＨ测
定，取适量样本滴加至 ｐＨ试纸上，与标准色卡比对确定 ｐＨ范

围；线索细胞检测，取适量样本置于载玻片上，行革兰氏染色并

石炭酸复红溶液复染，油镜下观察阴道鳞状上皮细胞表面是否

覆盖革兰氏阴性或染色不定的小杆菌、球杆菌等。

１２３　ＨＰＶ检测　采用扩阴器暴露宫颈，清洁宫颈表面分泌
物，取专用无菌棉拭子于宫颈管内顺时针方向旋转３周，置入专
用细胞保存液内，备检。ＨＰＶ检测采用凯普生物 ＨＰＶ分型检
测试剂盒进行，可检测２１种 ＨＰＶ亚型，包括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
３９、４５、５１、５２、５６、５８、５９、６８等 １３种高危型 ＨＰＶ及 ６、１１、４２、
４３、４４等５种低危型ＨＰＶ，实验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
行。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处理分析，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组间行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
间行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多因素非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
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ＢＶ患者中ＨＰＶ阳性与阴性病例不同人口学指标的比较

４２６例 ＢＶ患者中，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者３６２例，感染率达
８５０％。ＨＰＶ阳性ＢＶ患者平均年龄显著升高，感染率随着年
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ＨＰＶ阳性ＢＶ患者＞４０岁例数较ＨＰＶ阴
性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阳性及
阴性ＢＶ患者文化程度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ＨＰＶ
阳性组 ＢＶ患者初中及以下者占比 ７４３％，比 ＨＰＶ阴性组
（６４１％）显著降低，文化程度越高，ＨＰＶ感染几率越低。此外，
两组患者的月收入、婚姻状况、职业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ＢＶ患者中ＨＰＶ阳性与阴性病例不同行为学指标的比较

两组患者的初次性生活年龄、妊娠次数、月经量、月经经期、

月经状态、宫颈细胞学筛查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吸烟是ＢＶ患者合并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相关因素，ＨＰＶ阳性组
主动吸烟患者比例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ＨＰＶ阳性ＢＶ患者性生活频率较ＨＰＶ阴性组显著升高，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性生活频率越低，ＨＰＶ感染率也越
低。不同避孕方式间也存在显著差异，ＨＰＶ阳性 ＢＶ患者未采
取避孕措施及使用避孕药物比例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两组的分娩次数、分娩方式间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分娩次数越多，阴道分娩次数越多，ＨＰＶ感染
率越高。此外，两组患者的阴道炎发生情况、宫颈糜烂发病程度

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炎越常发，宫颈糜烂越
重，ＨＰＶ感染率越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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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ＢＶ患者中ＨＰＶ阳性与阴性病例不同人口学指标的比较［ｎ（％）］

　　 变量
ＨＰＶ阴性
（ｎ＝６４）

ＨＰＶ阳性
（ｎ＝３６２）

ｔ／χ２值 Ｐ值

平均年龄（岁） ３６４±１０３ ３９６±９１ ２５４１ ００１１

年龄（岁）

　＜３０ １５（２３４） ５５（１５１） ８２２７ ００１６

　３０～４０ ２２（３４４） ８５（２３４）

　＞４０ ２７（４２２） ２２２（６１３）

月收入（元）

　＜１０００ １７（２６６） １２２（３３７） １９２０ ０３８３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３５（５４７） １９１（５２８）

　＞２０００ １２（１８８） ４９（１３５）

文化程度

　本科及以上 １１（１７２） ４５（１２４） ６５６８ ００３７

　高中 １２（１８８） ４８（１３２）

　初中及以下 ４１（６４１） ２６９（７４３）

婚姻状态

　未婚 ４（６３） １５（４１） ０５６６ ０４５２

　已婚 ６０（９３８） ３４７（９５９）

首次结婚年龄（岁） ２２７±３１ ２２６±２４ ０２８４ ０７７６

职业

　个体户 ７（１０９） ３８（１０５） １２５８ ０９７４

　工人 １８（２８１） ９７（２６８）

　公务员 ０（００） １（０３）

　家庭主妇 １０（１５６） ６７（１８５）

　农民 ５（７８） ２９（８０）　

　职员 ６（９４） ４４（１２２）

　其他 １８（２８１） ８６（２３８）

表２　ＢＶ患者中ＨＰＶ阳性与阴性病例不同行为学指标的比较

　　 变量 ＨＰＶ阴性 ＨＰＶ阳性 χ２／ｔ值 Ｐ值

吸烟状态

　从不吸烟 ４７（７３４） ２１６（５９７） ６８２７ ００３３

　被动吸烟 １５（２３４） ９７（２６８）

　主动吸烟 ２（３１） ４９（１３５）

初次性生活年龄 ２１７±２６ ２１２±２２ １６２９ ０１０４

每月性生活次数

　≤４ ３５（５４７） ９６（２６５） ２０４１１ ００００

　５～８ １７（２６６） １４４（３９８）

　≥９ １２（１８８） １２２（３３７）

避孕方式

　无 ２０（３１３） １４１（３９０） ８１０２ ００４４

　避孕药 ２（３１） ２６（７２）

　节育环 ２８（４３８） ９７（２６８）

　避孕套 １４（２１９） ９８（２７１）

续表２

　　 变量 ＨＰＶ阴性 ＨＰＶ阳性 χ２／ｔ值 Ｐ值

妊娠次数

　０ １（１６） ８（２２） ０５６７ ０９６７

　１ １４（２１９） ７６（２１０）

　２ ２５（３９１） １４０（３８７）

　３ １２（１８８） ７９（２１８）

　≥４ １２（１８８） ５９（１６３）

分娩次数

　０～１ ４９（７６６） ２２７（６２７） ４５７６ ００３２

　≥２ １５（２３４） １３５（３７３）

分娩方式

　剖宫产 ２１（３５０） ４３（１２４） １９７３０ ００００

　阴道分娩 ３９（６５０） ３０４（８７６）

月经

　多 ５（８６） ２０（６３） １０１０ ０６０３

　中 ４９（８４５） ２８５（８９１）

　少 ４（６９） １５（４７）

月经经期（天）

　１～４ １４（２４１） ７４（２１） ０３６８ ０８３２

　５～６ ２５（３１） １２８（４００）

　７～１５ １９（３２８） １１８（３６９）

月经状态

　绝经前 ５８（９０６） ３２０（８８４） ０２７０ ０６０３

　绝经 ６（９４） ４２（１１６）

阴道炎

　常有 １５（２３４） １４２（３９２） ９０２４ ００１１

　偶有 ２４（３７５） １３６（３７６）

　从无 ２５（３９１） ８４（２３２）

宫颈糜烂

　无 ３６（５６３） ９６（２６５） ２２５２１ ００００

　轻度 １２（１８８） １１６（３２０）

　中度 １４（２１９） １２８（３５４）

　重度 ２（３１） ２２（６１）

宫颈细胞学筛查

　从无 ５７（８９１） ３２６（９０１） ４３９３ ０３５５

　１～２年 ５（７８） ２３（６４）

　３～５年 ２（３１） ３（０８）

　５～１０年 ０（００） ７（１９）

　＞１０年 ０（００） ３（０８）

２３　ＢＶ患者合并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年龄、吸烟、性交频率、避孕方式、分

娩次数、阴道炎、宫颈糜烂是 ＢＶ患者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
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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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细菌性阴道病合并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回归分析

　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Ｅｘｐ（Ｂ）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年龄 ０２９６ ００７５ １５５２４ ００００ １３４４ １１６０ １５５８

月收入 ０２５０ １６７５ ００２２ ０８８１ １２８４ ００４８ ３４２３５

文化程度 －１１２５ １７２４ ０４２６ ０５１４ ０．３２５ ００１１ ９５２４

吸烟 ６６１６ １５８１ １７５０６ ００００ ７４６７９２ ３３６７３ １６５６２３６８

性交频率 １４０６ ０４５８ ９４３３ ０００２ ４０８０ １６６３ １０００９

避孕方式 １０２８ ０４８５ ４５０５ ００３４ ２７９７ １０８２ ７２３０

分娩次数 ２５６３ ０４０７ ３９６０３ ００００ １２９８０ ５８４２ ２８８４１

阴道炎 １５８７ ０４９６ １０２４３ ０００１ ４８９１ １８５０ １２９３０

宫颈糜烂 ２３１３ ０９９１ ５４４６ ００２０ １０１０５ １４４８ ７０４９８

截距 －２４７５７ ４８７５ ２５７８６ ００００

#

　讨论
ＢＶ作为育龄期女性最为常见的阴道感染性疾病，不同地

区、不同种族间其发病率存在差异。国内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ＢＶ总体感染率为９５６％［６］。Ｚｈａｎｇ等［７］对安徽地区已婚妇女

的抽样调查发现，ＢＶ的感染率为１２０％。Ｄａｉ等［８］报道四川

川藏地区ＢＶ感染率高达５１６％。这都提示我国ＢＶ感染情况
较为普遍。近年来，关于ＢＶ感染与ＨＰＶ感染的关系逐渐称为
临床关注的热点。Ｇｉｌｌｅｔ等［９］对ＢＶ与宫颈ＨＰＶ感染的Ｍｅｔａ分
析发现，两者间存在正相关性。Ｐｅｒｅｓ等［１０］在对１８岁～６０岁妇
女研究发现，ＢＶ与 ＨＰＶ感染间显著相关。国内研究报道，ＢＶ
先于ＨＰＶ感染发生，ＢＶ的发生是ＨＰＶ感染及体内持续感染的
危险因素［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４２６例ＢＶ患者中，高危型ＨＰＶ
感染者３６２例，感染率达８５０％，表明 ＢＶ发生与 ＨＰＶ感染存
在密切联系。这可能与 ＢＶ导致的阴道内环境改变有关，免疫
反应紊乱、菌群失调进而增加ＨＰＶ感染的风险。

本研究通过对比ＨＰＶ阳性及 ＨＰＶ阴性 ＢＶ患者的社会人
口学特征及行为学指标发现，年龄 ＞４０岁是 Ｂ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ＢＶ一般多发于年轻人群，而本组 ＨＰＶ
阳性ＢＶ患者平均年龄较ＨＰＶ阴性组显著升高，感染率随着年
龄增加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是因为随年龄增长，ＢＶ反复或持
续存在进而诱发ＨＰＶ感染。文化程度越高，患者的生活习惯及
健康理念更好，其可作为 Ｂ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保护因
素。吸烟易导致机体免疫国内下降，破坏阴道正常的生理防御

机制，从而增加ＨＰＶ感染的风险［１２］。本研究 ＨＰＶ阳性组主动
吸烟、被动吸烟患者比例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性传播是 ＨＰＶ感染的主要途径，性生活越频繁，ＨＰＶ
感染风险越大。采用合理的避孕措施，如避孕套、节育环等可对

生殖系统感染具有一定的预防作用，而不采取避孕措施或者使

用避孕药物者，其 Ｂ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率显著升高。徐
琼［１３］等报道口服避孕药物可以增加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风险，
建议长期口服避孕药物的女性应定期进行宫颈筛查，以防宫颈

病变。分娩次数、阴道分娩也是Ｂ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
险因素，这可能与阴道分娩及多产对于宫颈损伤有关［１４］。此

外，两组患者的阴道炎发生情况、宫颈糜烂发病程度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炎越常发，宫颈糜烂越重，ＨＰＶ
感染率越高。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吸烟、性交频率、

避孕方式、分娩次数、阴道炎、宫颈糜烂是 ＢＶ患者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另有文献报道，ＨＰＶ感染先于 ＢＶ发
生，但是两者感染可能相互是另一者感染的危险因素［１５］。

综上所述，ＢＶ合并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
结果，年龄 ＞４０岁、较长吸烟史、性交频率较多、未采取避孕措
施、分娩次数较多、合并阴道炎及宫颈糜烂的 ＢＶ患者应加强
ＨＰＶ检测，并积极预防高危型ＨＰＶ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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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效果
及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变化研究
巫聪萍　肖文△

柳州工人医院皮肤性病科，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５

【摘要】　目的　观察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效果及对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７６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８例患者。观察
组患者采取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对照组患者单独应用阿昔洛韦片进行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总显效率、总

有效率、治疗前后的Ｔｈ１７细胞水平与血清 ＩＬ１７水平、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患者总显效率和
总有效率分别为６５８％、８４２％，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４２１％和６３２％，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前的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 ＩＬ１７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
后，两组患者的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ＩＬ１７水平均比治疗前显著减小（均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 ＩＬ１７水平分别为 （０２３±０１０）％与（１２９４±２０１）ｐｇ／ｍｌ，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０４１±０１６）％与（１５４７±２５６）ｐｇ／ｍｌ，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不
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２６３％和１０５％，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间歇性免疫调节治
疗可以降低Ｔｈ１７细胞水平，使临床疗效得到强化，具有较高安全性，患者可以耐受。

【关键词】　复发性生殖器疱疹；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临床疗效；Ｔｈ１７细胞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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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由单纯疱疹病毒感
染引起。据报道［１］，该病多发于２０岁 ～３０岁的性活跃人群。
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皮肤黏膜后，病毒沿神经末梢逆行传导至骶

神经节，导致持久性感染，免疫力减弱时病毒可以沿神经轴索

移至皮肤和黏膜表面引起复发［２］。目前，生殖器疱疹的临床治

疗尚无特效方案，难以彻底清除患者体内潜伏感染的单纯疱疹

病毒，使该病迁延难愈，复发率高。有关研究表明［３］，免疫机制

在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Ｔｈ１７细胞是Ｔｈ０细
胞分化而成的辅助性Ｔ细胞，可以分泌ＩＬ１７、ＩＬ２２等细胞因子。
有关证据显示［４５］，Ｔｈ１７细胞可以通过介导炎症反应引起组织损
伤，与慢性感染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有密切关系。本研究以

７６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为例，观察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复
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床效果和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变化，以期使更多
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获益。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３月～２０１７年３月本院诊治的７６例复发性生
殖器疱疹患者进行前瞻性研究，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入选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８例
患者。观察组患者中，男２３例，女１５例；年龄范围２４岁 ～６３
岁，年龄（３９４８±８６４）岁；病程范围２年 ～７年，病程（４３９±
１０２）年；复发频率每年７次 ～１５次，复发（１００１±１２０）次。
对照组患者中，男２１例、女１７例；年龄范围２２岁 ～６４岁，年龄
（４１３０±９１１）岁；病程范围２～８年，病程（４５３±１３２）年；复
发频率每年７～１３次，复发（９８７±１０８）次。两组患者基线资
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均衡性。

纳入标准：①符合《生殖器疱疹临床治疗指南》［６］中复发性
生殖器疱疹诊断标准：外阴生殖器出现群集性水疱，伴局部烧

灼或刺痛感；每年至少发作６次；且有配偶感染史或冶游史，经
临床表现结合血清学检查确诊。②年龄１８岁～６５岁。③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妊娠期或哺乳期妇女。②初发生殖
器疱疹患者。③合并肝肾器质性疾病或其他系统重大疾病者。
④伴有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疾病者。⑤合并其他性病者。⑥入
组前３个月内有过糖皮质激素、免疫调节剂、抗病毒等药物应用
史者。⑦伴有癫痫或其他精神疾病者。⑧对治疗药物过敏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观察组患者　采取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给予匹多莫德
片（北京朗依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０７１８，规格：０４ｇ×８片）、胸腺肽肠溶胶囊（上海宝龙药业
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１３２，规格：５ｍｇ×２４
粒）联合注射用甘露聚糖肽（吉林省一心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００２９，规格：２５ｍｇ）的间断治疗。匹多
莫德分散片：口服，０８ｇ／次，１次／ｄ，间隔半月连服７ｄ；胸腺肽
肠溶胶囊：口服，２粒／次，３次／ｄ，每半月连服７ｄ（疗程同上）；
注射用甘露聚糖肽：肌肉注射，１０ｍｇ／次，每周 １次（疗程同
上）。上述３种药物均按其疗程应用４个月后停用１个月，之后
应用４个月，共９个月。用药期间间隔２个月监测血尿常规和
肝肾功能，出现异常及其他不良反应给予对症处理或停药观察。

１２２　对照组患者　单独应用阿昔洛韦片进行治疗：口服，４００
ｍｇ／次，２次／ｄ，连续治疗６个月。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临床疗效　根据患者水疱个数、红斑面积、糜烂、疼痛、
瘙痒、灼感等症状体征的严重程度进行评分。每项按照无症状、

轻度、中度、重度分别计为 ０分、１分、２分、３分。疗效指数 ＝
（治疗前总积分 －治疗后总积分）／治疗前总积分 ×１００％。疗
效指数达１００％，为痊愈；疗效指数在８０％～９９％，为显效；疗效
指数在４０％～７９％，为有效；疗效指数 ＜４０％，为无效。总显效
率＝（痊愈例数 ＋显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总有效率 ＝（痊
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２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流式细胞技术测
定两组患者Ｔｈ１７细胞比例：采集４ｍｌ外周静脉血，在培养板的
每孔中依次加入抗凝全血５００μＬ、ＲＰＭＩ１６４０培养基 ５００μＬ、
ＰＭＡ５μＬ（浓度５０ｎｇ／ｍＬ）、离子霉素５μＬ（浓度２μｇ／ｍＬ）、
ＧｏｌｇｉＰｌｕｇ蛋白转运抑制剂１μＬ。在５％的ＣＯ２培养箱中孵育培
养４ｈ（温度３７℃）。加入ＰＢＳ缓冲液（２ｍｌ）后混匀，离心（１５００
ｒ／ｍｉｎ、５ｍｉｎ），弃去上清液，取１００μＬ加入 ５μＬ的抗人 ＣＤ３
（ＰｅｒＣＰ标记）、２０μＬ的抗人 ＣＤ８（ＡＰＣ标记）后震荡混匀。避
光静置２０ｍｉｎ后加入３ｍｌ溶血素，离心洗涤，弃去上清液。加
固定穿膜剂５００μＬ，再次避光静置２０ｍｉｎ，离心洗涤，弃去上清
液，加入２０μＬ的抗人ＩＬ１７（ＦＩＴＣ标记），避光静置２０ｍｉｎ，离
心洗涤，上机检测Ｔｈ１７细胞比例。
１３３　血清ＩＬ１７水平　分别于治疗前后采用 ＥＬＩＳＡ法检测
两组患者标本中 ＩＬ１７水平：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两组患者每
人４ｍｌ外周静脉血，离心（２５００ｒ／ｍｉｎ、１５ｍｉｎ），留取上清液，严
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检测。

１３４　不良反应　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与处理方
法，比较不良反应总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处理相关数据，计量资料采用（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比较采取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ｎ（％）］表示，比较采
取χ２检验，理论频数＜５时采取连续校正卡方检验，以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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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显效率和总有效率分别为６５８％和８４２％，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４２１％和６３２％，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显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３８ １０（２６３） １５（３９５） ７（１８４） ６（１５８） ２５（６５８） ３２（８４２）

对照组 ３８ ６（１５８） １０（２６３） ８（２１１） １４（３６８） １６（４２１） ２４（６３２）

χ２值 — — — — ４２９０ ４３４３

Ｐ值 — — — —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７

２２　两组患者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ＩＬ１７水平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 ＩＬ１７水平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ＩＬ１７水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减小，其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Ｔｈ１７细胞
水平和血清ＩＬ１７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Ｔｈ１７细胞水平和血清ＩＬ１７水平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比较

ｔ值 Ｐ值

血清ＩＬ１７（ｐｇ／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比较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３８ ０６２±０２０ ０２３±０１０ １０７５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１±３２０ １２９４±２０１ １１５３３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８ ０６０±０１７ ０４１±０１６ ５０１７ ００００ １９８４±２９９ １５４７±２５６ ７４４１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４７０ ５８８１ ０２３９ ４７９２

Ｐ值 ０６４０ ００００ ０８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出现３例恶心和２例呕吐，症状较轻，自

行缓解；３例皮疹均予暂时停药处理后缓解；２例发热患者采取

物理退热后好转；２例胸闷和２例失眠患者给予药物减量后缓
解。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２６３％和
１０５％，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恶心 呕吐 皮疹 发热 胸闷 失眠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８ ２（５３） １（２６） ２（５３） ２（５３） ２（５３） １（２６） １０（２６３）

对照组 ３８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０（０）　 ０（０）　 １（２６） ４（１０５）

χ２值 ００００ａ ０５１４ａ ００００ａ ０５１４ａ ０５１４ａ ０５１４ａ ３１５２

Ｐ值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４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４ ０４７４ ０４７４ ００７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为连续校正卡方值

#

　讨论
抗病毒药物可以缩短生殖器疱疹病程、降低复发频率，但

其仍然无法彻底排毒并完全阻止疾病复发。有关研究指出［７］，

复发次数增多会加剧病毒对免疫细胞功能的破坏，使患者免疫

功能受到严重抑制，导致再次复发，形成恶性循坏。有关研究发

现［８９］，Ｔ淋巴细胞为介导病毒感染的主要免疫细胞，且细胞免
疫对生殖器疱疹的复发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在复发性生殖器

疱疹患者的临床治疗中，免疫调节治疗逐渐受到重视。

ＣＤ４＋Ｔ细胞以辅助免疫为主，根据分泌的细胞因子可以分
为Ｔｈ１与Ｔｈ２两类。正常状态下，Ｔｈ１与 Ｔｈ２维持动态平衡。
Ｔｈ１７细胞为Ｔ辅助细胞的亚群，与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及其功能间具
有相互作用［１０］。ＩＬ１７由 Ｔｈ１７细胞分泌，是 Ｔｈ１７细胞的主要

效应因子，是多种炎症和免疫性疾病的影响因素，可以对 ＩＬ６、
ＩＬ８、细胞黏附分子等造成刺激引发炎症反应［１１］。本研究中，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与血清 ＩＬ１７水平下降幅
度均大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复发性生殖

器疱疹对患者免疫功能的改善作用更佳。匹多莫德是一种免疫

调节剂，具有类二肽结构，虽无直接抗病毒作用，但可以刺激机

体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免疫，调节 Ｔ细胞群平衡，对多种病毒感
染性疾病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１２］。胸腺肽可以促进 Ｔ淋巴细
胞成熟，并刺激白介素２、干扰素γ分泌使细胞免疫功能得以增
强［１３］。甘露聚糖肽为新型免疫调节剂，对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

均具有诱导，可以发挥免疫调节与抗肿瘤的双重作用［１４］。在抗

病毒的基础上，免疫调节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者免疫抑制，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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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这是本研究观察组患者总显效率与总有效率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主要原因。张婧等［１５］对亚临床型生殖器疱

疹患者采取间歇性应用免疫调节治疗，结果显示，患者免疫低

下比治疗前有大幅改善，此结论与本研究相符。

在免疫抑制状态下，机体的耐受力往往较弱，容易导致药

物不良反应。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所采取的联合用药的安全

性值得关注。不良反应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

率略高于对照组患者，但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观察组

患者用药方案具有较大安全性。笔者认为，这一结果与间歇用

药的特殊疗程有关。药物的长时间应用都会增加不良反应发

生风险，其原因在于药物代谢后在体内具有累积效应。间歇性

免疫调节治疗中的３种药物均采取连续服用１周后间隔半个月
再用药或每周用药１次，且连续治疗４个月后停用１个月再继
续用药，给了患者机体充分的休息与恢复时间，最大限度地避

免了由于长时间用药对机体造成的负担，从而减少了不良反

应。廖梦怡等［１６］的研究表明，补肾祛湿法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同样可以使患者明显获益，值得借鉴。加之中医药的安全性

高已经获得公认，故在西药治疗基础上进一步联合合适的中药

治疗将会成为后续研究方向。

综上所述，间歇性免疫调节治疗可以降低 Ｔｈ１７细胞水平，
强化临床疗效，且安全可靠，患者可以耐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兰晶，杨阳，齐瑞群，等．单纯疱疹病毒的致病特点及人体抗单纯
疱疹病毒免疫［Ｊ］．国际皮肤性病学杂志，２０１６，４２（６）：４６８４７１．

［２］　汪玉霞，栗敏，白桦，等．膦甲酸钠联合阿昔洛韦对复发性生殖器
疱疹患者免疫功能的影响［Ｊ］．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５
（７）：４６７４７０．

［３］　刘振强，戚建明，施林林，等．膦甲酸钠对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
血液Ｔｈ１／Ｔｈ２平衡的调节作用［Ｊ］．实用临床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１９
（１７）：１３６１３７．

［４］　廖梦怡，何敏，眭道顺，等．中药复方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临
床观察及对血清Ｔｈ１７／Ｔｒｅｇ细胞的影响［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
报，２０１７，３４（４）：５１０５１３．

［５］　高文清．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对患者炎性

因子和免疫功能的影响［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７，３８（２４）：３７１４３７１６．
［６］　中华医学会皮肤性病学分会临床诊疗指南工作委员会，中国医

师协会皮肤科医师分会临床诊疗指南委员会．生殖器疱疹临床
治疗指南［Ｊ］．中华皮肤科杂志，２００９，４２（１２）：８７７８７９．

［７］　王利平，陆富永，魏娇，等．免疫调节剂对亚临床型生殖器疱疹豚
鼠模型排毒及ＩＬ２和ＩＬ４水平的影响［Ｊ］．实用皮肤病学杂志，
２０１６，９（１）：１２１４．

［８］　葛帮友，刘影，孙大鹏，等．探究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对细胞免疫
及性功能的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８）：７１７３．

［９］　周菊英．阿昔洛韦联合微波治疗对女性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
炎性因子和免疫功能的影响［Ｊ］．海南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２１（４）：
５１９５２２，５２６．

［１０］　ＨｉｍｅｎｏＴ，ＳｈｉｇａＹ，ＴａｋｅｓｈｉｍａＳ，ｅｔａｌ．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ｔ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ａｄｕｌｔａｓｅｐｔｉｃ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１２ｃａｓｅｓｏｆ
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ｍｅｎｉｎｇｉｔｉｓ，ａｎｄ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ｗｉｔｈ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
ｐｌｅｘ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ｉｔｉｓ［Ｊ］．ＲｉｎｓｈｏＳｈｉｎｋｅｉｇａｋｕ，２０１８，５８（１）：１８．

［１１］　ＭｅｈｔａＭ，ＤａｃｅｙＭ，ＳｔｅｐｈｅｎＦｏｓｔｅｒＣ．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ｉｔｉｓａｎｄ
ｓｃｌｅｒｉｔｉｓ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ｔｏ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ｖａｌｐｅｍｉｐｈｉｇｕｓ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ａｎｄ
ｃｒｙｐｔｉｃ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Ｊ］．ＯｃｕｌＩｍｍｕｎｏｌＩｎ
ｆｌａｍｍ，２０１０，１８（６）：４５４４５６．

［１２］　李雪，罗玉辉，陈体辉，等．匹多莫德片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
疗效分析［Ｊ］．国际病毒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３）：１６９１７２．

［１３］　欧健梅，张海龙，孙澍彬，等．卡介菌多糖核酸联合伐昔洛韦对生
殖器疱疹患者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
２６（４）：９０９３．

［１４］　ＳｂｉｄｉａｎＥ，ＢａｔｔｉｓｔｅｌｌａＭ，ＬｅｇｏｆｆＪ，ｅｔａｌ．Ｒｅｃａｌｃｉｔｒａｎｔｐｓｅｕｄｏｔｕｍｏｒａｌ
ａｎ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２ｉｎＨＩＶ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Ｂｌｙｍｐｈｏｐｌａｓｍｏｃｙｔｉｃ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
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ａｓ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ＣｌｉｎＩｎｆｅｃｔＤｉｓ，２０１３，
５７（１１）：１６４８１６５５．

［１５］　张婧，程培华．生殖器疱疹的研究及治疗进展［Ｊ］．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７９８１．

［１６］　廖梦怡，何敏，眭道顺，等．补肾祛湿法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对
血清Ｔｈ１７细胞和ＩＬ１７表达水平的影响［Ｊ］．广东医学，２０１７，３８
（１８）：２８６８２８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２１）

△【通讯作者】何强，Ｅｍａｉｌ：ｑｉａｎｇｈ１２１７＠１２６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３７ ·皮肤性病学·

伐昔洛韦联合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对生殖器疱疹
患者 ＩＬ２及 ｓＩＬ２Ｒ水平的影响
何强１△　潘武林１　俞志华２

１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１５
２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病理科，武汉 ４３００３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伐昔洛韦联合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对生殖器疱疹患者 ＩＬ２及 ｓＩＬ２Ｒ水平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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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治的生殖器疱疹患者１００例作为研
究对象，采用数字随机法，均分为观察组（ｎ＝５０）与对照组（ｎ＝５０），对照组给予伐昔洛韦治疗，观察组在此
基础上联合干扰素α２ｂ凝胶治疗，对比两组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的 ＣＤ４＋（３９２８±４０３）％、
ＣＤ４＋／ＣＤ８＋（１７６±０３２）、ＩＬ２（３５２７７１±１１６２５）Ｕ／Ｌ显著高于对照组，ＣＤ８＋（２２３４±２８７）％、ｓＩＬ２Ｒ
（４１８７１±１１１２）Ｕ／ｍｌ显著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止疱时间
（１８９±０７３）ｄ、结痂时间（２６８±０６９）ｄ、皮损愈合时间（４８２±０９７）ｄ、痊愈时间（４８７±０８６）ｄ显著短
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５０患者中，３１例 １年内未见复发现象，占
６２００％，１４例复发次数＜６次／年，占２８００％，５例复发次数≥６次／年，占１０００％％，观察组未复发率以及
复发次数≥６次／年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伐昔洛韦联合干扰素α２ｂ
凝胶治疗可有效改善生殖器疱疹患者的免疫功能，缩短病程，具有临床推广使用价值。

【关键词】　生殖器疱疹；伐昔洛韦；干扰素α２ｂ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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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是由 ＨＳＶ侵犯生殖器皮肤黏膜导致的性传播
疾病［１］，发病率高，可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给患者造成生理、心

理上的痛苦。生殖器疱疹与机体细胞免疫功能低下有关［２］，为

进一步探讨生殖器疱疹细胞免疫功能，本文伐昔洛韦联合干扰

素α２ｂ凝胶治疗对生殖器疱疹患者 ＩＬ２及 ｓＩＬ２Ｒ水平的影
响，以期为临床治疗提高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诊治的１００例生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
《临床皮肤学》诊断标准［３］，１８岁 ～６０岁，患者签署知情同意
书；排除标准［４］：精神疾病、心血管疾病、肝肾器官功能障碍、药

物过敏、妊娠期或哺乳期患者；采用数字随机法将其均分为观

察组（５０例）与对照组（５０例）；观察组：男３２例，女１８例，年龄

范围１８岁～５８岁，年龄（３６８５±４２７）岁，病程范围６个月 ～５
年，病程（２７９±０７５）年；对照组：男３４例，女１６例，年龄范围
１８岁～６０岁，年龄（３７２３±４９３）岁，病程范围７个月 ～５年，
病程（２８３±０８３）年；两组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伐昔洛韦治疗，具体为：盐酸伐昔洛韦胶囊（四

川明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７００７１；规格：０１５ｇ）
饭前空腹口服，０３ｇ／次，２次／ｄ，连续治疗４周。

观察组在此基础上联合干扰素 α２ｂ凝胶治疗［５］，具体为：

干扰素 α２ｂ凝胶（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１００５４；规格：５ｇ／支／盒）局部涂抹，４次／ｄ，连续治疗１０ｄ。
１３　观察指标［２］

采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空腹静脉血５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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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中离心１５ｍｉｎ，取血清，采用单克隆抗体碱性磷酸酶抗碱性
磷酸酶法检测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ＣＤ８＋，试剂盒由北京军
事科学院提供，采用单克隆、双克隆双抗体夹心测定 ＩＬ２、ｓＩＬ
２Ｒ，试剂盒由白求恩医科大学提供，操作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４　统计法分析

本研究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
数表示，组间行χ２检验，计数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代表，组间行ｔ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ＣＤ４＋（３９２８±４０３）％、ＣＤ４＋／ＣＤ８
＋（１７６±０３２）、ＩＬ２（３５２７７１±１１６２５）Ｕ／Ｌ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ＣＤ８＋（２２３４±２８７）％、ｓＩＬ２Ｒ（４１８７１±１１１２）Ｕ／ｍ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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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和图１。

表１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对比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ＩＬ２（Ｕ／Ｌ）　　 ｓＩＬ２Ｒ（Ｕ／ｍｌ）　

观察组

对照组

５０

５０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３２０１±３８４

３９２８±４０３ａｂ

３１９６±２５６

３３１５±３０６ａ

３１４１±３６５

２２３４±２８７ａｂ

３１３７±２４６

２８９６±３２１ａ

１０１±０２２

１７６±０３２ａｂ

１０３±０１９

１０９±０２８ａ

２７６１４５±７２１８

３５２７７１±１１６２５ａｂ

２７５８３９±６９２９

３２７７６３±８６７３ａ

５０７６２±２５８５

４１８７１±１１１２ａｂ

５０５７９±２５６１

４６７８８±１６２５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对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对比，Ｐ＜００５

图１　两组患者生殖器疱疹免疫组化图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观察组患者止疱时间（１８９±０７３）ｄ、结痂时间（２６８±

０６９）ｄ、皮损愈合时间（４８２±０９７）ｄ、痊愈时间（４８７±０８６）
ｄ显著短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对比

组别 例数
止疱时间

（ｄ）
结痂时间

（ｄ）
皮损愈合时间

（ｄ）
痊愈时间

（ｄ）

观察组

对照组

５０
５０

１８９±０７３
２．４１±０８２

２６８±０６９
３６４±０９１

４８２±０９７
６３５±０９４

４８７±０８６
５９６±０９３

ｔ值
Ｐ值

３３４９２
０００１２

５９４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８．００９４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９４７
０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分析表３中相关数据，观察组５０例患者中，３１例１年内未

见复发现象，占６２００％，１４例复发次数＜６次／年，占２８００％，
５例复发次数≥６次／年，占１０００％，观察组患者未复发率以及
复发次数≥６次／年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病复发情况［ｎ（％）］

组别 例数
１年内
未复发

复发次数

＜６次／年
复发次数

≥６次／年

观察组 ５０ ３１（６２００） １４（２８００） ５（１０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１２（２４００） １５（３０００） ２３（４６００）

χ２值 ４６９ ０８１ ５４３

Ｐ值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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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ＨＳＶ，也就是单纯疱疹病毒［６］，乃生殖器疱疹的重要病原

体，本病属于是一种性传播疾病［７］。当初发的生殖器疱疹明显

消退之后，其残留的病毒将会沿着人体的周围神经丛轴转移到

骶神经，并长时间潜伏下来［８］，在此情况之下，若人体出现了机

体抵抗力下降亦或者是受胃肠功能紊乱、发热、月经、创伤、感染

以及受凉等因素的影响，便会激活潜伏的病毒，病毒下行至皮

肤黏膜表面引发病损，从而导致疾病复发［９］。相关资料显示，

单纯的疱疹病毒有两种分型，分别是：ＨＳＶ１以及 ＨＳＶ２［１０］。
其中，ＨＳＶ１能经人体的呼吸道、粘膜与皮肤接触进行传染，可
以导致口唇、皮肤、咽和眼感染，约有１０％左右的患者亦可以引
发生殖器疱疹［１１］。而ＨＳＶ２则为生殖器疱疹的一个重要病原
体，经常存在于粘膜与皮肤损害的宫颈、渗出液、前列腺分泌液、

阴道分泌液以及精液当中，能够通过性交进行传染，可以引发

原发性生殖器疱疹［１２］。由于生殖器疱疹可反复发作，对病人的

健康和心理影响较大，还可以通过产道感染新生儿，导致新生

儿先天性感染［１３］。同时，生殖器疱疹的患病率也比较高，病程

长，复发率高，局部有明显疼痛［１４］，所以，患者在发病后需要早

起入院接受诊治。

生殖器疱疹的治疗关键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在每次水疱

刚出现的７２小时内口服抗病毒药物，生殖器疱疹患者唯有积极
治疗，才能将体内残留的病毒和已经传感到末稍神经的病毒彻

底清除掉，以有效避免后遗症的发生，否则，将极有可能会引发

后遗神经痛等情况［１５］。生殖器疱疹复发率是相当的高，治疗有

２个原则，一是坚持治疗。因为疱疹病毒非常顽固，要抑制病毒
的激活，减少复发；二是正确用药。目前，临床治疗以减轻症状、

延长复发时间为目的，但目前尚未无特效药，多采用伐昔洛韦、

阿昔洛韦、更昔洛韦等抗病毒药物［１６］。伐昔洛韦是阿昔洛韦的

前药，口服后可以迅速在体内转化为阿昔洛韦，选择性抑制

ＨＳＶＤＮＡ聚合酶失活，延长病毒ＤＮＡ链，阻止 ＨＳＶ复制，以控
制生殖器疱疹病毒感染，缩短病程，促进皮损愈合，但其生物利

用度差，口服吸收差［１７］。干扰素α２ｂ是广谱抗病毒药物，可以
通过局部涂抹以阻止病毒蛋白质合成，直接抑制 ＨＳＶ病毒复
制，增加Ｔ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以控制病情。本文中，观察组治
疗后的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ＩＬ２显著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
明显（Ｐ＜００５）。研究表明，２种药物合用具有协同作用，可以
调节Ｔ淋巴细胞亚群功能，增强细胞免疫功能，减少复发率及
消除ＨＳＶ潜伏感染。

综上所述，伐昔洛韦联合干扰素α２ｂ凝胶治疗可以有效改
善生殖器疱疹患者的免疫功能，缩短病程，具有临床推广使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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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甲酸钠注射液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
疹疗效及对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的影响
叶昶△　祝存海　刘小兵　宋勇波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孝感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膦甲酸钠注射液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疗效及对血清细胞因子水
平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１２０例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临床资料，根据治疗方式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６０例。对照组给予伐昔洛韦治疗，用法：２次／ｄ，连续服用７ｄ；观察组于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膦甲酸钠注射液
治疗，用法：１次／ｄ，连续滴注７ｄ。比较两组疗效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结果　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止疱时
间、结痂时间更短，且治疗后皮肤损伤面积更小（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均升高，ＩＬ４均降
低；且观察组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高于对照组，ＩＬ４水平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
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膦甲酸钠注射液联合伐昔
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疗效较佳，可改善机体免疫功能，且应用安全。

【关键词】　伐昔洛韦；膦甲酸钠注射液；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细胞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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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临床并不少见，该病属于感染性较强、易于复
发的性传播疾病，多为感染单纯疱疹病毒所致，以生殖器周围

出现水样疱、溃烂、糜烂等为临床特征性表现［１２］。有关研究报

道，随着人们生活方式不断转变，生殖器疱疹发病率也逐渐提

高，现已位居性传播疾病中的第４位［３］。由于生殖器疱疹难以

治愈，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研究显示，约９０％的首次发

作单纯疱疹患者会在 １年内复发，且发作次数高达 ４次左
右［４５］。现临床尚未存在特效预防性疫苗控制该病复发。膦甲

酸钠注射液及伐昔洛韦应用于生殖器疱疹治疗均见相关文献

报道，且均可取得一定疗效，但二者联合效果如何及安全性尚未

见于临床研究报道。基于此，本研究回顾性分析１２０例生殖器
疱疹患者临床资料，以探讨联合治疗疗效及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孝感医院（孝感市中心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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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于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收治的１２０例生殖器疱疹患
者临床资料，结合临床表现及相关实验室检查结果均符合复发

性生殖器疱疹诊断标准［６］，纳入标准：通过临床皮肤病诊断指

南确诊；未接受任何疱疹药物治疗；对伐昔洛韦、膦甲酸钠注射

液无过敏反应。排除标准：伴有严重心、肝、肾等器质性疾病；并

发感染、出血；精神疾病或者神经功能障碍；合并其他生殖器溃

疡性疾病。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每组６０例，两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均经患者及家
属知情同意，且均得医院伦委会许可。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男：女
年龄

（岁）

治疗前病程

（月）

体质量指数

（ｋｇ／ｍ２）

观察组 ６０ ３５：２５ ４１５±７９ １５６±２４ ２２３±２４

对照组 ６０ ３３：２７ ４３２±９２ １４９±２３ ２２１±２５

ｔ／χ２值 ０１３６ １０８６ ０６９９ ０４４７

Ｐ值 ０７１３ ０１４０ ０２４３ ０３２８

１２　方法
对照组６０例患者均给予伐昔洛韦（厂家：丽珠集团丽珠制

药厂；国药准字：Ｈ１０９６００７９，规格：０３ｇ）口服治疗，２次／ｄ，连续
服用７ｄ。观察组于对照组基础上，给予膦甲酸钠注射液（厂家：
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４４１）联合
治疗：３０ｇ膦甲酸钠注射液与２５０ｍｌ０９％氯化钠注射液混合
后静脉滴注，１次／ｄ，连续滴注７ｄ。两组在治疗期间需要注意均
衡饮食，保持充足休息以防过度劳累。两组患者均随访６个月，
比较２组疗效，并于治疗前、治疗后抽取患者静脉血采取酶联免
疫法测定血清白细胞介素２（ＩＬ２）、干扰素γ（ＩＦＮγ）、白细胞
介素４（ＩＬ４）水平，统计２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痊愈：治疗后临床症状及体征均消失，皮肤愈合且无复发；

有效：临床症状显著改善，皮肤损伤明显恢复且无复发；无效：临

床症与皮肤损伤无改善甚至加重，再次复发［７］。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学软件行数据分析，且经ｔ与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与对照组患者比较，观察组患者止疱时间、结痂时间更短，且

治疗后皮肤损伤面积更小（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止疱时间

（ｄ）
结痂时间

（ｄ）

皮肤损伤面积（ｃｍ２）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０ １４±０８ ２９±０９ １３±０５ ０３±０１

对照组 ６０ ４２±１１ ５２±１１ １２±０６ ０７±０２

ｔ值 １５９４６ １２５３５ ０９９２ １３８５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２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２组 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均升高，ＩＬ４均降
低；且观察组患者 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ＩＬ４水平
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细胞因子水平对比（Ｍｅａｎ±ＳＤ，μｇ／Ｌ）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Ｌ２ ＩＦＮγ ＩＬ４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５３±０４２ １８３±０１３ ３９８１±３５７

治疗后 ４５８±０５２ａｂ３６２±１６３ａｂ２０８５±３４５ａｂ

对照组 ６０ 治疗前 １５５±０４３ １８６±０１５ ４０１３±４９２

治疗后 ３６５±０５８ｂ ２８２±１７１ｂ ２９１１±３１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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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６０ ３１（５１７） ２７（４５０） ２（３３） ５８（９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２２（３６７） ３０（５００） ８（１３３） ５２（８６７）

χ２值 — — — ３９２３

Ｐ值 — — — ００４８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与复发情况对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观察组患者复发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不良反应与复发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腹泻 消化不良 不良反应 复发

观察组 ６０ ２（３３） １（１７） ０（００） ３（５０） ３（５０）

对照组 ６０ ２（３３） １（１７） １（１７） ４（６７） １０（１６７）

χ２值 — — — ０１５２ ４２２７

Ｐ值 — — — ０６９７ ００３９

#

　讨论
调查研究表明，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已成为较为常见的皮肤

性病之一，又被称为继发性生殖器疱疹，通常该病能够通过性接

触、产道与胎盘感染等进行传播［８］。其临床表现为生殖器官周

围局部瘙痒、糜烂，且反复出现水泡状疱疹。多项研究表明，单

纯疱疹病毒ＩＩ型与其发病具有密切关系，该病毒可经性行为传
播到人体内部，并在入口处生长繁殖，然后再经血液、神经等通

路想全身扩散［９］。临床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存在难度，接受

药物治疗后病毒能够短时间内无传染性，但其具有较强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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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可短时间内改善临床体征，在停药一段时间后病毒即恢

复原本状态。再加之过度劳累、性交、日晒雨淋等不良外界因

素，更易引起复发，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

伐昔洛韦属于阿昔洛韦的前体药物，其能够有效控制水泡疱

疹、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患者的临床症状。阿昔洛韦在机体中具有

较高的转化率，能够经磷酸化转为存在活性的三磷酸盐，进而有

效抑制合成病毒ＤＮＡ［１０］。磷酸化第一步就需要激活病毒 ＤＮＡ
专用合成酶，阻断专用酶反应链，进而抑制了ＤＮＡ合成效果，达
到双重疗效。但不少研究指出，伐昔洛韦难以彻底解决生殖器疱

疹反复发作的问题。膦甲酸钠属于人工合成抗病毒药物，可有效

抑制病毒ＤＮＡ酶复制，发挥抗病毒作用。除此之外膦甲酸钠为
无机焦磷酸盐有机类似物，能够对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复

制产生强烈抑制，但不会影响其他细胞ＤＮＡ聚合酶浓度。在病
毒特异性ＤＮＡ聚合酶焦磷酸盐结合位点上，膦甲酸钠的选择性
抑制作用，抗病毒活性较强，继而有效提高患者免疫功能［１１］。此

外，有关研究证实，免疫功能降低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危险因

素，在免疫细胞中Ｔ细胞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分泌因子差异可
分为Ｔｈ１、Ｔｈ２、Ｔｈ０细胞，其中Ｔｈ１分泌ＩＬ２、ＩＦＮγ等，这些因子
属于抗病毒、抗肿瘤的重要因子，可以参与细胞免疫应答反应；

Ｔｈ２细胞可以分泌ＩＬ４、ＩＬ５等，该类因子能够有效抑制自身免
疫疾病，能够参与到体液免疫应答反应中［１２１３］。对于生殖疱疹患

者来说，Ｔｈ１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可以漂向Ｔｈ２细胞，破坏免疫
平衡，降低机体抗病毒能力。由此可以看出，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治疗关键即为保障 Ｔｈ１／Ｔｈ２平衡［１４１５］。本研究结果表明，膦甲

酸钠注射液联合伐昔洛韦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疗效更优，止疱

时间、结痂时间均更短，且治疗后观察组ＩＬ２、ＩＦＮγ水平高于对
照组，ＩＬ４水平低于对照组，复发率更低。

综上所述，复发性生殖器疱疹患者采用伐昔洛韦结合膦甲

酸钠注射液治疗，可有效改善临床症状，且可以改善机体免疫

功能，临床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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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临床分析
盛浩△

武汉市普仁医院皮肤科，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８０

【摘要】　目的　分析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病因及分别分布规律，总结其形态学特征。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武汉市普仁医院诊治的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患者２４１
例作回顾性分析，晨抽取患者静脉血３ｍｌ，使用免疫酶联吸附法检查患者特异性ＩｇＧ、ＩｇＭ。根据试剂盒阳性
标准进行判断。人乳头瘤病毒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叮嘱患者在检查前３ｄ禁止性生活、上药、冲洗，来院检
查时使用窥阴器将无菌棉签置于宫颈口外，擦拭分泌物。再取另一棉签置入宫颈口内２ｃｍ位置，逆时针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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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４圈，停留１０ｓ抽出，送至实验室检查形态学。使用反向法检测人乳头瘤病毒２３种类型基因。使用荧光
法ＰＣＲ技术检查生殖道沙眼衣原体。结果　２４１例患者经检查均发现单纯疱疹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率
１００％，其中４０例为１型感染病毒，１２１例为２型感染病毒，２０例为混合型感染病毒，３种类型单纯疱疹病毒
比例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Ｍ２例、ＩｇＧ３１例、ＩｇＭ＋ＩｇＧ７例。２型ＩｇＧ９５
例、ＩｇＭ１１例、ＩｇＭ＋ＩｇＧ５例。１＋２型单纯疱疹病毒ｇＧ１３例、ＩｇＭ３例、ＩｇＭ＋ＩｇＧ４例。其中２型单纯疱疹病
毒ＩｇＧ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１型、１＋２型单纯疱疹病毒阳性检出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检出
５４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４８例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５４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中高危型３６例，低
危型１０例，高危型＋低危型８例，阳性率分为６６６７％、４０００％、３７５０％。４８例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
中阳性３１例，阳性率６４５８％。２４１例患者中１０２例（４２３２％）呈现多核鳞状细胞，形态大小不一，细胞拥挤
呈镶嵌状分裂有１１３例（４６８９％），毛玻璃染色质有１６９例（７０１２％），有明显的炎症背景。７４例（３０７１％）
阴道杆菌明显减少，核膜增厚嗜碱性。结论　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抗体特异性较高，多为人乳
头瘤病毒感染者中高危型，镜下形态学与炎症类似，表现为多核鳞状细胞，且形态大小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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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疱疹是女性下生殖道常见疾病［１］，主要由单纯疱疹病

毒感染所致，其症状表现为泌尿生殖器及肛门部位感染，局部

皮肤皮破［２］。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大部分患者临床症状不

典型，只有极少部分患者生殖器周围出现皮肤粘膜水疱［３］、溃

疡、红斑。单纯疱疹病毒分为１型、２型，其中２型是单纯疱疹
主要致病菌，潜伏期较长，难以治愈。故分析女性下生殖道单纯

疱疹病毒感染病因及分别分布规律，总结其形态学特征，现将

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武汉市普仁医院诊治的

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患者２４１例作回顾性分析，年
龄范围 ２１岁～６８岁，年龄（２９５８±１２３）岁，临床表现：生殖器
疱疹１０２例，白带增多５２例，外阴瘙痒４０例，阴道炎症状 ４８
例。纳入标准：①确诊为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患者；②知情
同意患者。排除标准：①妊娠期、哺乳期患者；②研究前１周接
受治疗患者；③合并其他阴道感染患者；④艾滋病患者。
１２　方法

单纯疱疹病毒检测：清晨抽取患者静脉血３ｍｌ，使用免疫酶
联吸附法检查患者特异性 ＩｇＧ、ＩｇＭ，试剂盒购于上海江莱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试剂盒阳性标准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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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叮嘱患者在检查前３ｄ
禁止性生活、上药、冲洗，来源检查时使用窥阴器将将无菌棉签

置于宫颈口外，擦拭分泌物。再取另一棉签置入宫颈口内２ｃｍ
位置，逆时针宣传４圈，停留１０ｓ抽出，送至实验室检查形态学。
使用反向法检测人乳头瘤病毒２３种类型基因。生殖道沙眼衣
原体使用荧光法ＰＣＲ技术检查，试剂盒购于上海江莱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１３　统计学方法
所有调查结果由经培训的专业工作人员筛选、收集并整

理，数据由双人双机独立录入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数据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０软件，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 χ２检验，
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等级资料采用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
计算Ｚ值，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单纯疱疹病毒特异性检测结果

２４１例患者经检查均发现单纯疱疹病毒特异性抗体，阳性
率１００％，其中４０例为１型感染病毒，１２１例为２型感染病毒，
２０例为混合型感染病毒，３种类型单纯疱疹病毒比例差异比较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单纯疱疹病毒特异性检测结果

类型 例数 百分比

１型 　 ４０ ２８３７

２型 　 １２１ ８５８２

１＋２型 ２０ １４１８

χ２值 ８５５８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类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Ｍ、ＩｇＧ检出结果
１型单纯疱疹病毒 ＩｇＭ２例、ＩｇＧ３１例、ＩｇＭ＋ＩｇＧ７例。２型

ＩｇＧ９５例、ＩｇＭ１１例、ＩｇＭ＋ＩｇＧ５例。１＋２型单纯疱疹病毒
ＩｇＧ１３例、ＩｇＭ３例、ＩｇＭ＋ＩｇＧ４例。其中，２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Ｇ
阳性检出率显著高于１型、１＋２型单纯疱疹病毒阳性检出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类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Ｍ、ＩｇＧ检出结果［ｎ（％）］

特异性抗体
１型

例数 阳性比例（％）

２型

例数 阳性比例（％）

１＋２型

例数 阳性比例（％）

ＩｇＭ ２ ０（０００） １１ ３（２７２７） ３ １（３３３３）

ＩｇＧ ３１ ４（１２９０） ９５ ６６（６９４７）ａ １３ ２（１５３８）

ＩｇＭ＋ＩｇＧ ７ １（１４２９） ５ ２（４０００） ４ １（２５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１型、１＋２型ＩｇＧ阳性率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人乳头瘤病毒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检出结果
２４１例患者中共检出５４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４８例生殖

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５４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者中高危型３６
例，低危型１０例，高危型 ＋低危型８例，阳性率分为６６６７％、
４０００％、３７５０％。４８例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者中阳性 ３１
例，阳性率６４５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４　细胞病理形态学表现

２４１例患者中１０２例（４２３２％）呈现多核鳞状细胞，形态大
小不一，细胞拥挤呈镶嵌状分裂有１１３例（４６８９％），毛玻璃染
色质有 １６９例（７０１２％），已经出现明显的炎症背景。７４例
（３０７１％）阴道杆菌明显减少，核膜增厚嗜碱性。具体结果详
见图１至图３。

表３　人乳头瘤病毒及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检出结果［ｎ（％）］

　　 病原体 例数 阳性比例（％）

人乳头瘤病毒

高危型 ３６ ２４（６６６７）

低危型 １０ ４（４０００）

高危型＋低危型 ８ ３（３７５０）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 ４８ ３１（６４５８）

#

　讨论
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是女性生殖道常见病毒感

染［４］，其中２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最常见。葛帮友等［５］研究报

道显示，育龄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发生率约

３５２１％，其中３０岁以下女性感染率最高。单纯疱疹作为一种
常见性传播疾病［６］，具有较长的潜伏期，难以彻底治愈特点，能

引起生殖器溃烂，主要症状表现为生殖器及肛门周围水疱、脓

疱，破溃后腐烂，少部分患者合并出现阴道炎症［７］，因大部分患

者症状不典型，容易误诊及漏诊。下生殖器单纯疱疹能根据女

性患者阴道分泌物检出抗原予以确诊［８］，但相对抗原检出率较

低。部分患者实在感染单纯疱疹病毒后再产生的抗体，其中

ＩｇＭ抗体最早出现［９］，随着病情进展 ＩｇＧ抗体出现［１０］，故而临

床通常检查ＩｇＭ、展ＩｇＧ诊断生殖器疱疹。有学者认为［１１］，疱疹

病毒存在女性神经节细胞上，镜下早期病毒感然表现出临床上

皮或子宫颈内细胞，体积较大，呈现弱碱性［１２］。随着病毒细胞

不断繁殖，病毒会引起细胞核倍增，致使周围细胞不断拥挤、变

性，形成多核巨细胞，呈现毛玻璃影。晚期病毒形态则表现为浓

缩聚集形式，演变成嗜酸性包涵体，呈现葡萄干样［１３］。临床工

作者可根据以下原则鉴别早晚期单纯疱疹病毒感染：①炎性细
胞多是多核柱状上皮，前者呈镶嵌状［１４］，核内出现不规则包涵

体，后者排列较规则，但核偏位，有小核仁。②多核巨噬细胞为
环形排列，胞质丰富。ＨＳＩＬ细胞则相反，核质程度高，出现拥
挤、重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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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成年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局部图

图２　单核疱疹病毒细胞

图３　镜检查下多核鳞状细胞

　　本研究结果显示，２４１例患者经检查均发现单纯疱疹病毒特异
性抗体，阳性率１００％。１型感染病毒阳性率２８３７％，２型感染阳性
率８５８２％，１型＋２型感染阳性率１４１８％，这与临床报道一致。且
本组患者特异性抗体检出率１００％，这与纳入病例有关。本次病例
选于专科医院，病例特征较典型，临床已经确诊，能够具体分析出病

毒感染类型。不同类型单纯疱疹病毒ＩｇＭ、ＩｇＧ检出结果可知，２型
ＩｇＧ阳性率较高，这与ＩｇＧ抗体特性有关。ＩｇＧ抗体出现时间晚于
ＩｇＭ，但ＩｇＧ存在时间较长，故检出率高。人乳头瘤病毒中高危型阳
性率与生殖道沙眼衣原体阳性率相近；上述研究结果提示，本组患

者正处于感染急性期或活动期，且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时间较长。形

态学分析结果显示，本组患者呈现多核鳞状细胞，形态大小不一，

４６８９％的患者细胞拥挤呈镶嵌状分裂，７０１２％的患者细胞呈毛玻
璃染色质，出现明显的炎症背景。３０７１％的患者阴道杆菌明显减
少，核膜增厚嗜碱性，这与邱琪等［１５１６］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女性下生殖道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是一种性传播

的病毒感染，且宫颈癌上皮内瘤变发病率较高，镜下形态学特征

表现为多核柱状上皮、生化细胞。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类型多为

高危型，阳性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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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扰素联合微波治疗对女性尖锐湿疣患者疗效及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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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干扰素联合微波治疗对尖锐湿疣患者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枣庄市皮肤病性病防治院收治的女性尖锐湿疣患者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各４０例，对照组均通过微波进行治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干扰素 ａ２ａ，对
比干预后两组炎症相关性细胞因子水平及干预后两组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变化情况，统计两组治疗后整
体复发情况、评价整体疗效。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炎症性细胞因子中 ＴＮＦα、ＩＬ１及 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随访３个月时间中，观察组干预后ＦＳＦＩ评分各指标及总分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干预后临床有效率大于对照组（Ｐ＜００５），随访期
间，观察组１个月及３个月复发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针对女性尖
锐湿疣使用干扰素联合微波治疗，可有效降低机体炎症反应，提高临床效果，减少复发率，同时还能提高女

性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干扰素；尖锐湿疣；性生活质量；微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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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其病因为患者被人乳头瘤状病毒感染，是目前临
床上最常见的性传播相关疾病［１］。治疗上尚无特效方法，一般

以物理或化学方法消除瘤体，减少疾病复发［２］。临床治疗方法

多种，以往使用的微波治疗，虽能迅速消除瘤体，短期效果可靠，

起到立竿见影效果［３］，但未能针对本病病因进行治疗，故术后

复发率高且存在一定的皮损［４］。鉴于本病患者存在明确的细

胞免疫功能和体液免疫功能双重抑制，尤其是细胞免疫功能明

显降低，本研究则主要使用干扰素进行治疗，现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枣庄市皮肤病性病防治院
收治的女性尖锐湿疣患者８０例，所有入组者均通过临床表现、
醋酸白试验联合体格检查等诊断，并实施活组织病理检查确诊，

所有入组者病损位置均于大阴唇、小阴唇、阴道口和肛门周围，

皮损形状为乳头状或菜花状，发病前均存在规律且健康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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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组前签署用药同意书、入组知情同意书、激光治疗同意书，且

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入组前４周内使用糖皮质
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者、妊娠期和（或）哺乳期妇女、合并糖

尿病者、合并全身感染者、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合并生殖系

统感染者、合并精神疾病者、合并确诊恶性肿瘤者、合并确诊的

性功能障碍者、其他确诊的性传播疾病者以及签字拒绝入组

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分为两组，各４０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１８
岁～４０岁，年龄（３２５±２０）岁，病程范围３天 ～３个月，病程
（１１±０２）月，皮损个数范围１～３０个，皮损个数（６４±０３）
个，皮损直径范围０１～３０ｃｍ，皮损直径（１２±０１）ｃｍ；对照
组：年龄范围１８～４０岁，年龄（３２６±２０）岁，病程范围３天～３
个月，病程（１２±０２）月，皮损个数范围 １～３０个，皮损个数
（６５±０４）个，皮损直径范围 ０１～３０ｃｍ，皮损直径（１３±
０１）ｃｍ，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皮损个数、皮损直径等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均通过微波进行治疗，先针对局部病损局部麻醉，

确定疣体位置及面积后，对ＭＴＣ３Ｂ微波治疗仪（上海维世康公
司提供）相关参数进行调节，针对疣体进行治疗，以彻底切除疣

体或出现局部无法耐受为标准，治疗完成后使用局部高锰酸钾

清洗；观察组则在对照组基础上使用干扰素 ａ２ａ（国药准字
Ｓ１０９７００７９海南欣明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局部皮损处注射，每
次５００万Ｕ，每天１次，连续治疗７天为１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所有入组者进行为期３个月的门诊随访，对比干预后两
组炎症相关性细胞因子水平及干预后两组女性性功能指数

（ＦＳＦＩ）变化情况，统计两组治疗后整体复发情况、评价整体疗
效。

１４　检测方法
炎性相关性细胞因子水平检测通过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

标本均为晨起肘静脉血，其中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参考值
为１ｎｇ／ｍＬ～１０ｎｇ／ｍＬ、白细胞介素１（ＩＬ１）参考值为１３０ｎｇ／ｍＬ
～２５０ｎｇ／ｍＬ、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参考值为 １０ｍｇ／Ｌ以

内；临床效果评价：痊愈：病灶完全小时，皮损愈合，无瘢痕，停止

治疗后３个月以上无新病损；显效：病灶数量明显减少，面积显
著缩小７０％以上；有效为病灶数量相对较少、病灶大小减小
３０％～７０％之间；无效为病灶数量及（或）面积不变甚至增加
（大）；复发评价为干预后３月内出现新病灶，有效率％＝（痊愈
例数＋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性生活质量评
级通过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ＦＳＦＩ）进行，数据获得为
门诊登记，评价指标共包含６个项目，各项得分０分 ～６分，总
分最高３６分，分值越高提示被检者性生活质量越好。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进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干预后炎症因子变化情况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炎症性细胞因子中 ＴＮＦα、ＩＬ１及 ｈｓ
ＣＲＰ水平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相关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ＩＬ１（μｇ／ｍ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观察组 １２９±０６ ０５５±０２ １１０±１０

对照组 １９０±０２ ０８７±０３ ３０６±０６

ｔ值 ６１０００ ５６１３ １０６２９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干预后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对比
随访３个月时间中，观察组患者干预后ＦＳＦＩ评分各指标及

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干预后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性欲望 性兴奋 性高潮 阴道润滑度 疼痛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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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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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值 １５７８７ １７５４１ ２８２８４ １８０００ ２６３１２ ２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整体临床效果对比
观察组患者干预后临床有效率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率对比

随访期间，观察组１个月及３个月复发率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整体临床效果对比［ｎ（％）］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６ ２ １ １ ３９（９７５）

对照组 １２ １２ ６ １０ ３０（７５０）

ｔ值 — — — — ６７４６

Ｐ值 — — — — ０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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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率对比［ｎ（％）］

组别 １个月 ３个月 ３月内复发率

观察组 １ ２ ２（５０）

对照组 ６ １０ １６（４００）

ｔ值 — — １２４９０

Ｐ值 — — ００００

#

　讨论
尖锐湿疣主要是因人类乳头状病毒感染引起［５］。目前临

床针对本病仍然无特殊有效的治疗方法。女性为本病最常见

的感染者，虽然目前临床对于本病治疗方法较多，其中冷冻治

疗［６］、激光治疗［７］、电灼治疗［７］甚至手术治疗等［８９］，虽具有一

定临床效果。鉴于皮损处黏膜与周围毛囊内均为病原菌寄居

部位，以上治疗方法均仅能对肉眼可见病灶进行清扫，未能对

潜在的病毒储存库进行干预，故以上治疗方法虽具有一定临床

疗效，但并未从病因上进行治疗，故治疗后复发率较高［１０］。

为更好的提高针对本病的治疗效果，减少复发率，本研究

观察组于局部皮损处使用干扰素注射，相对于单纯行微波治疗

者，干预后观察组ＴＮＦα、ＩＬ１及 ｈｓＣＲＰ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
组。提示联合干扰素治疗后可有效降低尖锐湿疣患者局部就

全身炎症性细胞因子水平，降低机体炎症反应。另外对治疗后

两组ＦＳＦＩ评分对比 随访３个月时间中，观察组干预后 ＦＳＦＩ评
分各指标及总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联合干扰素治疗后，

可显著提高治疗后女性患者性生活质量。最后针对治疗后复

发率及整体临床效果对比发现，随访期间，观察组干预后临床

有效率大于对照组，且观察组１个月及３个月复发率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说明针对女性尖锐湿疣患者联合微波及干扰素治

疗后，能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减少复发率。

对于治疗后炎症性细胞因子降低，可能与联合应用干扰素

进行广谱抗病毒作用，同时增强体内巨噬细胞及自然杀灭细胞

活性，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抑制炎症反应有关［１１］。对于性生活

质量的改变，可能与联合干扰素治疗后，显著提高了患者阴道

中局部乳酸杆菌水平［１２］，并提高机体雌孕激素水平，改善阴道

内环境［１３］，促进阴道上皮细胞的再生与修复，更好的提高性交

顺利度，提高性生活质量。而针对整体疗效提高，复发率降低，

可能与使用干扰素后的广谱抗病毒作用，达到抑制尖锐湿疣疣

体组织中细胞的增殖［１４］，从而提高微波治疗效果，并且针对皮

损处黏膜与周围毛囊内均为病原菌寄居部位的病毒储存库中

的病灶进行彻底清除有关［１５１８］。

综上所述，针对女性尖锐湿疣使用干扰素联合微波治疗，

可有效降低机体炎症反应，提高临床效果，减少复发率，同时还

能提高女性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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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Ｖ阳性合并肛管巨大尖锐湿疣１例
闫莉１　石冬艳２　肖冬３　曹宁校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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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１例肛管内巨大湿疣的治疗。病例及治疗患者，男，１９岁，ＨＩＶ阳性，梅毒阴性。肛门口
及肛管内为菜花状增生物覆盖，皮损部位５％醋酸白实验阳性，诊断尖锐湿疣。予以二氧化碳激光烧灼。４
个月时因肛门外见新发皮损并且排便时有球状凸出物再次就诊，肛门口见约２５ｃｍ×１５ｃｍ菜花状疣体，肛
门内有约５０ｃｍ×６０ｃｍ大小球状赘生物，脱落细胞 ＨＰＶ６、４４阳性，皮损病理诊断符合尖锐湿疣，局部伴
轻中度不典型增生。行瘤体根部结扎并二氧化碳激光摘除。巨大尖锐湿疣较为少见，免疫学缺陷是其重要
危险因素。肛肠湿疣常伴有轻、重度不等的非典型增生，需随访观察以防癌变。

【关键词】　ＨＩＶ阳性；肛管内；巨大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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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ａｒｅａｗ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５％ ＧｌａｃｉａｌＡｃｅｔｉｃＡｃｉｄ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ｓｋｉｎｌｅ
ｓｉｏｎａｒｅａ，ｗｈｉｃｈ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Ａ．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ａｒ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ｍｅｂａｃｋ４ｍｏｎｔｈｓｌａｔｅｒｓｉｎｃｅｎｅｗｌｅｓｉｏｎ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ｐｅｒｉａｎａｌａｒｅａａｎｄ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ｇｒｏｗｔｈ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ｐｒｏｔｒｕｄｅｄｗｈｅｎ
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ａｕｌｉｆｌｏｗｅｒ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ｗｉｔｈ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ｉｚｅｏｆａｂｏｕｔ２．５ｃｍ×１．５
ｃｍ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ｐｅｒｉａｎａｌａｒｅａａｎｄｇｌｏｂｕｌａｒ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ｓｉｚｅｏｆ５．０ｃｍ×６．０ｃｍ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ｉｄｅａｎａｒｅｃｔａｌ
ａｒｅａ．Ｔｅｓｔｏｎｅｘｆｏｌｉａｔｉｖｅ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ａｒｅａｓｈｏｗｅｄＨＰＶ６ａｎｄＨＰＶ４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
ｓｋ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ａｓ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ｗｉｔｈＣＡ，ｗｉｔｈｍｉｌｄｔｏ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ｏｆ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ｗｅｒｅｌｉｇａｔｅｄ
ａｎｄｗａｓｒｅｍｏｖｅｄｂｙＣＯ２ｌａｓｅｒ．ＧｉａｎｔＣＡｉｓｒａｒｅ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ＣＡ
ｉｓｏｆｔｅｎ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ｂｙｍｉｌｄ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ｗｈｉｃｈ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ｏｐｒｅｖｅｎ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ＩＶ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Ａｎｏｒｅｃｔａｌ；Ｇｉａｎｔ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是由于人乳头瘤病
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一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ＳＴＤ）。
当疣体过度增生也可形成巨大型尖锐湿疣（ｇｉａｎｔ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ｔａａ
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ＧＣＡ），也称为ＢｕｓｃｈｋｅＬｏｅｗｅｎｓｔｅｉｎ肿瘤。国内肛周或
肛门口的巨大尖锐湿疣偶有报告，病例报告１０年仅１７例［１２］，

说明该病例并不多见。艾滋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
ｒｕｓ，ＨＩＶ）感染的患者合并巨大尖锐湿疣的治疗也有少量报
告［３４］，而伴随肛管内球型巨大湿疣则未见，我们在临床中遇到

１例患者。

!

　研究对象
患者男，１９岁，学生，未婚，男男性接触者（ｍｅｎｗｈｏｈａｖｅ

ｓｅｘｗｉｔｈｍｅｎ，ＭＳＭ），到就诊时间为止只有同性性行为，因肛门
口长疙瘩７个月来院就诊。患者在７个月前发现肛门口长疙
瘩，未治疗，逐渐增多明显变大，无不适。于２０１７年５月２０日
就诊于北京京城皮肤医院。既往史：８个月前确诊感染 ＨＩＶ，Ｔ
淋巴细胞ＣＤ４＋细胞计数为９８个／ｕｌ。７个月前开始口服由双
夫定片和依非韦伦片组成的高效抗ＨＩＶ药物组合。查体：生命
体征平稳，心肺腹未见明显异常。肛门检查：肛门口为片状菜花

样赘生物覆盖，面积约３ｃｍ×４ｃｍ，肛管内一圈菜花状增生物覆
盖，表面粗糙不平，质硬，触痛（—），未见正常齿状线，皮损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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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内深度约２ｃｍ。具体结果详见图１。辅助检查：血尿常规检
查无异常，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常。最近检查 ＣＤ４＋淋巴细胞
计数为２０９个／ｕｌ，梅毒螺旋体特异抗体试验（ＴＰＰＡ）阴性，快速
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ＲＰＲ）阴性，疣体表面５％醋酸白实
验阳性。诊断：尖锐湿疣。就诊当天给予第一次二氧化碳激光

烧灼祛除肉眼可见疣体。嘱常规护理，定期复诊。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３日患者复诊，自述手术后恢复较好，但仍然
有排便受阻的情况，近１个月除了肛门口有新发皮损外，每次排
便都会有凸出物从肛内出来，而且需要用手推回去。查体：肛门

口见一约２５ｃｍ×１５ｃｍ大小的菜花样增生物。具体结果详见
图２。行二氧化碳激光消除疣体后又从肛内掏出一带蒂乳头瘤
球体，大小约５０ｃｍ×６０ｃｍ。具体结果详见图３。从瘤体上刷
取脱落细胞行 ＨＰＶ分型，结果为 ＨＰＶ６，ＨＰＶ４４阳性（ＣＴ值：
２０６０，２９３３）。瘤体上取组织块病理示：角化过度，表皮乳头瘤
样增生，见挖空细胞，真皮浅层血管扩张，血管周围稀疏淋巴细

胞和组织细胞浸润。病理诊断：病变符合尖锐湿疣，局部伴轻
中度不典型增生。具体结果详见图４和图５。瘤体根部结扎后
行二氧化碳激光烧灼消除瘤体，激光术后创面未见明显出血，

油棉球压迫创面。嘱随诊观察，常规坐浴护理。

图１　患者首次就诊的肛周及肛管皮损状况

图２　患者第二次就诊时的肛门口皮损状况

图３　患者第二次就诊时的肛管内球状肿物状况

图４　患者肛管内肿物病理：角化过度，表皮乳头瘤样
增生。真皮浅层血管扩张，血管周围可见一些淋巴细胞

和组织细胞浸润（ＨＥ×４０）

图５　患者肛管内肿物病理：见典型挖空细胞（ＨＥ×
１００）

"

　讨论
ＧＣＡ是一种ＨＰＶ感染引发的少见疾病，免疫学缺陷是一

个重要的危险因素［５］。当前，ＭＳＭ人群已经成为 ＨＩＶ增长率
最高的人群［６］。有关研究发现，ＨＩＶ阳性的感染者中ＨＰＶ感染
上升［７８］，并且可能会发生广泛并持久的肛门生殖器尖锐湿

疣［９１１］，而广泛使用的高效抗艾滋病毒药物治疗并没有能够使

ＨＰＶ诱发的疾病的感染率有所下降［１２］，这样就使得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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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ＨＩＶ阳性的感染者中比较容易发生并且持续时间较长。在
ＭＳＭ人群中的研究发现对于肛门、生殖器和口腔而言，肛管是
检出ＨＰＶＤＮＡ最高的部位［１３］。

通常认为ＣＡ主要是ＨＰＶ６／１１亚型引起［５，１４１６］。对３４２例
疑似生殖器疣患者进行组织学确诊过程中，９０６％的男性和
８７７％女性分别被发现有 ＨＰＶ，且 ＨＰＶ６感染的男性（６２％）女
性（５６％），ＨＰＶ１１感染大约２０％［１７］。在巴西针对１１１８名男性
的生殖器 ＨＰＶ感染随访研究发现，感染 ＨＰＶ６／１１的人约
１５７％进展为ＣＡ（ＨＰＶ６的进展中位数时间为９个月，ＨＰＶ１１
则为６８个月）［１８］。对亚洲 ２６７７例结肠镜筛查患者发现，
１２％男性患者发生肛门直肠尖锐湿疣，分析发现 ＨＩＶ感染是
肛门直肠尖锐湿疣的一大风险，而在 ＨＩＶ阳性群体中，尤其是
发现已经患有尖锐湿疣的人群中肛门常见 ＨＰＶ１６／１８流行［１９］。

然而，对于肛门湿疣在 ＨＩＶ阳性的 ＭＳＭ群体中的发病率各地
报告差异很大，有关推测认为，可能存在高危性行为的差异、其

他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的差异以及免疫抑制状态或持续时间

的差异等［２０］。

本例患者的ＨＰＶ分型结果为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４４，表现为两种
不同型别的混合感染，而且存在不典型增生。值得注意的是，肛

门肛管尖锐湿疣患者常伴有高度不典型增生［２１］。Ａｓｍｉｒｅ等通
过在男性ＨＩＶ阳性者调查发现，２２７例有效肛门内试子中３９％
检测到ＨＰＶ，２５％为高危 ＨＰＶ，７％有超过 １种以上的高危感
染，５１％的肛门细胞涂片正常，２０％有非典型鳞状细胞，２９％有
低分化上皮内瘤变［２２］。一些在 ＨＩＶ阳性的人群中病毒诱发的
癌症与ＨＰＶ感染有关［２３２４］。本例患者存在有一定的非典型增

生状况，因此需要随访观察，以跟踪转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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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海南省卫生科研课题（琼卫２０１１５７）
△【通讯作者】陈晓东，Ｅｍａｉｌ：２４９７７９２＠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４２ ·皮肤性病学·

ＡＬＡＰＤＴ与高频电离治疗生殖器尖锐湿疣的临床
疗效对比研究
欧伟洪１　赵晓霞１　王泉江１　陈晓东２△

１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皮肤科，海口 ５７０２０８
２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神经外科，海口 ５７０２０８

【摘要】　目的　探讨 ＡＬＡＰＤＴ与高频电离治疗生殖器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对比。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
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收治的生殖器尖锐湿疣患者８４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２例。对照组采用高频电离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５氨基酮戊酸
光动力疗法（ＡＬＡＰＤＴ）进行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复发情况、相关炎症因子以及不良反应。结果　观
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９５２７％（４０／４２）ｖｓ８０９５％（３４／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治疗后复发率低于对照组［１２５％（５／４０）ｖｓ３５２９％（１２／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肿
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及白介素１０（ＩＬ１０）水平均低于对照组［（１０１３５±２６１７）ｐｇ／ｍＬｖｓ（１４４７２±３４５６）
ｐｇ／ｍＬ，（２２４７±４２３）ｐｇ／ｍＬｖｓ（２９１７±５０８）ｐｇ／ｍ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白介素２（ＩＬ
２）、白介素６（ＩＬ６）及白介素１２（ＩＬ１２）水平均高于对照组［（６５５７±７３２）ｐｇ／ｍＬｖｓ（５８２６±９５４）ｐｇ／ｍＬ，
（８６９±３５６）ｐｇ／ｍＬｖｓ（６２４±２７５）ｐｇ／ｍＬ，（６６４２±３３８）ｐｇ／ｍＬｖｓ（５７４８±４０６）ｐｇ／ｍＬ］，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１４２９％（６／４２）ｖｓ３３３３％（１４／４２）］，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ＡＬＡＰＤＴ可以通过细胞凋亡及坏死两条途径对生殖器尖锐湿疣进行治疗，
安全简便，同时可改善患者炎症细胞因子水平，与高频电离疗法相比复发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更低，疗效

确切，值得应用推广。

【关键词】　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高频电离；尖锐湿疣；疗效

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ＡＬＡＰＤＴａｎｄ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
ｔｕｍ　ＯＵＷｅｉｈｏｎｇ１，ＺＨＡＯＸｉａｏｘｉａ１，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ｊｉａｎｇ１，ＣＨＥＮ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ⅩｉａｎｇｙａＳｃｈｏｏ１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ｆｆｉ１ｉａｔｅｄＨａｉｋ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Ｈａｉｋｏｕ５７０２０８，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ｕｒｏ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ⅩｉａｎｇｙａＳｃｈｏｏ１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ｆｆｉ１ｉａｔｅｄＨａｉｋ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Ｈａｉｋｏｕ５７０２０８，Ｈａｉ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Ａ
ＰＤＴ）ａｎｄ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８４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Ａ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２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ＬＡＰＤＴ．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５２７％ （４０／
４２）ｖｓ８０９５％ （３４／４２）］（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２５％ （５／４０）ｖｓ３５２９％ （１２／３４）］（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０（ＩＬ１０）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０１３５±２６１７）
ｐｇ／ｍＬｖｓ（１４４７２±３４５６）ｐｇ／ｍＬ，（２２４７±４２３）ｐｇ／ｍＬｖｓ（２９１７±５０８）ｐｇ／ｍＬ］（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２（ＩＬ２），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２（ＩＬ１２）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５５７±７３２）ｐｇ／ｍＬｖｓ（５８２６±９５４）ｐｇ／ｍＬ，（８６９±３５６）ｐｇ／ｍＬｖｓ（６２４±２７５）ｐｇ／
ｍＬ，（６６４２±３３８）ｐｇ／ｍＬｖｓ（５７４８±４０６）ｐｇ／ｍ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４２９％ （６／４２）ｖｓ３３３３％ （１４／４２）］（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ＬＡＰＤＴｃａｎｔｒｅａ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ＣＡｂｙｔｗｏ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ａｎｄ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ａｓ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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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ｈｅｒｅｂｙ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ＬＡＰＤＴ）；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ｉ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ｙ
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Ａ）又被称为性湿疣，是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
病，主要由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引起的，发病部位以生殖
器、肛门为主，属于良性增生性疾病［１］。该病症具有发病率及

复发率均较高的特点，据统计，ＣＡ的发病率在我国所有性传播
疾病中高居第三位［２］。临床表现为疣体过度增生，赘生物通常

呈乳头状、尖刺状等，发生摩擦、浸渍时极有可能造成破溃、出

血，甚至感染，少数可转变为疣状癌，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及

生命安全［３］。相关研究表示，ＣＡ的发生、消退及复发与机体免
疫功能紊乱相关，在病毒清除中，细胞免疫尤为重要，患者发生

尖锐湿疣时，其机体无法产生特异的局部抗 ＨＰＶ细胞免疫反
应，故无法进行有效的病毒清除［４］。ＣＡ临床治疗较为困难，传
统方案中多采用液氮冷冻、ＣＯ２激光烧灼或外科手术等方法进
行治疗，但疗效均不理想［５］。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ＡＬＡ
ＰＤＴ）是一种新型的肿瘤消融技术，可对肿瘤细胞及增殖活跃细
胞进行有选择的杀伤，国外已有大量ＡＬＡＰＤＴ治疗 ＣＡ的相关
报道。为了探讨治疗ＣＡ更为有效的方法，我院将 ＡＬＡＰＤＴ和
高频电离疗法分别应用于到我院接诊的８４例生殖器尖锐湿疣
患者，并将其疗效进行对比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
属海口医院收治的生殖器尖锐湿疣患者８４例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符合２０１４年制定的《尖锐湿疣诊断指南》中的诊
断标［６］；②患者具有间接接触感染史、性接触史或配偶感染史；
③生殖器周围增生物呈灰白或淡红色的乳头状、尖刺状；④经
醋酸白实验或组织病理确诊为尖锐湿疣；⑤无ＡＬＡＰＤＴ及高频
电离治疗的禁忌症；⑥入院前３个月内未接受免疫调节药物、抗
病毒药物；⑦可完成治疗后２４周的随访。排除标准：①患有严
重器官疾病；②合并淋球菌、衣原体感染；③自身免疫缺陷或患
有免疫性疾病；④患有皮肤光过敏症；⑤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
⑥单个疣体＞０５ｃｍ，疣体团块＞１ｃｍ。按随机数表法将所有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４２例。观察组中男性２７例，女性
１５例；年龄范围１９岁～５１岁，年龄（２８６５±２７２）岁；病程范围
２周～６周，病程（６２５±１０４）周。对照组中男性２９例，女性
１３例；年龄范围１８岁～５０岁，年龄（２７９７±２８４）岁；病程范围
１周～６周，病程（６４８±１１２）周。两组在性别、年龄等基本情
况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同时本次研
究已获得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附属海口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仪器设备　５氨基４酮戊酸（规格：１１８ｍｇ／瓶，厂家：上
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避光保存于２０℃环境内；
ＸＤ６３５ＡＢ型光动力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批准文号：桂食药监械
（准）字２０１０第２２４００７８号，厂家：桂林市兴达光电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 桂林市兴达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ＧＤＺ９６５１Ａ１型高

频电离子治疗仪（厂家：成都维信电子科大新技术有限公司，功

率：短火模式为１８Ｗ±２０％，长火模式为１４±２０％）。
１２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ＡＬＡＰＤＴ进行治疗。治疗前将
５氨基酮戊酸根据患者皮损面积制成浓度为２０％的５氨基酮
戊酸凝胶，对患者生殖器及周围皮肤消毒，并在疣体及周围覆盖

两层纱布，于治疗时将５氨基酮戊酸凝胶涂抹于患者皮损及其
周围０５ｃｍ皮肤及黏膜的纱布上，封包３ｈ，然后采用 ＸＤ６３５ＡＢ
型光动力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进行照射，将仪器的输出波长设置

为６３５ｎｍ，功率设置为３００ｍＷ，同时设定光斑面积为２ｃｍ，每个
光斑照射时长为２０ｍｉｎ，进行激光照射时，保证每个光斑能量密
度在１００Ｊ／ｃｍ２～１５０Ｊ／ｃｍ２内，每次治疗间隔１周，治疗４次或
患者皮损已完全消失时再进行巩固治疗１次，之后禁止其他方
式治疗。对照组采用高频电离疗法进行治疗。治疗前采用碘伏

进行常规消毒，并以１％利多卡因进行局部麻醉。根据患者皮
损的大小、严重程度选择规格合适的探头，功率为 １４０Ｗ ～
１８０Ｗ，可根据病情进行调整。治疗时，在疣体及其底部边缘超
出２ｍｍ～５ｍｍ处采用探头进行电灼，可直接将其表皮组织汽
化，然后进行碳化止血，用碘伏对创面进行清理。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临床疗效　①治愈：疣体及皮损完全消退；②有效：疣体
或皮损面积减少２０％ ～６０％；③无效：疣体或皮损减少面积低
于２０％。
１３２　复发情况　治疗８周、１６周、２４周后对患者进行门诊复
查。疣体完全脱落，醋酸白实验显示为阴性，且治疗结束后６个
月内原皮损处或其周围位置未出现新疣体则为未复发；治疗结

束后６个月内原皮损处或其周围位置出现新疣体，醋酸白实验
显示为阳性则为复发。

１３３　相关血清细胞因子　包括血清因子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白介素２（ＩＬ２）、白介素６（ＩＬ６）、白介素１０（ＩＬ１０）
及白介素１２（ＩＬ１２）。于治疗前及治疗后６个月时采取患者空
腹静脉血５ｍＬ，并以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取血清，置于２０℃环境以待
检测。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由
北京天之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进行检测。

１３４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及治疗后密切观察并记录所有患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选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计数资料
用［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经治疗，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５２７％（４０／４２）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８０９５％（３４／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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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２ ２６（４１９０）１４（３３３３） ２（４７６） ４０（９５２４）

对照组 ４２ １５（３５７１）１９（４５２４）８（１９０５） ３４（８０９５）

ｕ／χ２值 — ｕ＝２６４５２ — χ２＝４０８６５

Ｐ值 — Ｐ＝０００８２ — Ｐ＝００４３２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剔除２例无效患者，对照组患者剔除８

例无效患者，对治疗有效患者进行随访，观察其复发率。观察组

患者总复发率１２５％（５／４０）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３５２９％（１２／
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复发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８周后 １６周后 ２４周后 总复发

观察组 ４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３（７５）　 ５（１２５）

对照组 ３４ ２（５８９） ５（１４７１） ６（１７６５） １２（３５２９）

χ２值 — — — ５３９６３

Ｐ值 — — — ００２０２

２３　两组患者相关炎症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ＴＮＦα、ＩＬ２、ＩＬ６、ＩＬ１０及ＩＬ１２水平均无

较大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ＴＮＦα及ＩＬ１０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患者，且ＩＬ２、ＩＬ６及ＩＬ１２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相关血清细胞因子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ｐｇ／ｍＬ）

组别 例数
ＴＮＦα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２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６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Ｌ１２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２ ２８７２７±４０９４１０１３５±２６１７ａ５２３１±５７５６５５７±７３２ａ ３４４±０３８ ８６９±３５６ａ ３７６５±５２５ ２２４７±４２３ａ ４８６４±４５８６６４２±３３８ａ

对照组 ４２ ２９１５７±３９５６１４４７２±３４５６ａ５３３４±５１９５８２６±９５４ａ ３５１±０３２ ６２４±２７５ａ ３６８６±５７９ ２９１７±５０８ａ ４９３６±４９１５７４８±４０６ａ

ｔ值 ０４８９５ ６４８３７ ０８６１８ ３９３９７ ０９１３２ ３５２９６ ０６５５１ ６５６８４ ０６９４９ １０９６７３

Ｐ值 ０６２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９１３ ００００２ ０３６３８ ００００７ ０５１４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８９１ 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
经治疗，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总发生率１４２９％（６／４２）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３３３３％（１４／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红斑 水肿 灼痛 瘙痒 糜烂 总发生

观察组 ４２ １（２３８） ２（４７６）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１（２３８） ６（１４２９）

对照组 ４２ ２（４７６） ３（７１４） ２（４７６） ４（９５２） ３（７１４） １４（３３３３）

χ２值 — — — — — ４２０００

Ｐ值 — — — — — ００４０４

#

　讨论
尖锐湿疣（Ｃ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所引起的

一种上皮乳头瘤样增生，其病原体是一种病毒颗粒直径为５０～
５５ｎｍ的双链环状小 ＤＮＡ病毒，而人体是 ＨＰＶ唯一的自然宿
主，同时由于其具有高度组织特异性，可以导致人类皮肤和粘

膜的鳞状上皮增殖［７］。性接触传染则是该疾病的主要传播途

径。在性交过程中，含有病毒颗粒的角蛋白或表皮细胞便可通

过皮肤黏膜间隙进入，可对基底细胞、棘细胞下层的角质进行

感染，形成细胞，由于ＨＰＶ对人的皮肤、黏膜及化生的鳞状上皮
均具有敏感性，当病毒进入健康方体内后，通过表皮进入细胞

核中，细胞进行分裂的同时可促进病毒颗粒的繁殖，从而形成

棘层肥厚、乳头瘤样增生，进而产生皮损，到晚期则在表皮颗粒

层产生空泡细胞［８９］。调查显示，目前，尚无治疗 ＣＡ的特效药
物，传统的ＣＯ２激光疗法、化学疗法及手术治疗等仅可除去可见
疣体，无法彻底根除亚临床感染及潜在感染，复发率高，还易导致

糜烂、溃疡、尿道狭窄及排尿分叉等不良反应［１０］。因此，选择一

种针对于尖锐湿疣疗效高、复发率低及不良反应少的的治疗方法

尤为重要。

光动力疗法（ＰＤＴ）是将光敏剂摄入病变细胞处后采用特定
的光源进行照射，发生化学反应后所产生的氧自由基、单态氧等

有选择性的对病变细胞进行杀伤的一种治疗方式［１１］。５氨基
酮戊酸（５ＡＬＡ）是一种新开发的光敏剂，目前，ＡＬＡＰＤＴ已被
广泛应用于光线性角化病、基底细胞癌等疾病治疗中［１２］。ＡＬＡ
是体内血红蛋白合成的前提物质，外源性ＡＬＡ通过对病灶区进
行作用，其靶向性集中于皮损中病毒载量高或复制活跃的人类

乳头瘤病毒组织，继而转化为原卟啉（ＰｐＩＸ），该组织具有强光
敏性，经过光动力半导体激光治疗仪波长 ６３２ｎｍ的光源照射
后，可被激活产生活性的氧中间物，并转至单线态，当其转至基

底状态时，产生的单态氧及自由基可对细胞内呼吸进行阻碍，从

而引起脂类、蛋白质的氧化，对增生活跃的细胞进行杀伤［１３］。

正是由于ＡＬＡＰＤＴ的高选择性，使病灶病毒载量得以减少，同
时消除了潜在感染，对病灶周围正常组织却无损伤。ＡＬＡＰＤ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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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患者部位的特殊性设计了纤维探头，以治疗阴道、尿道等

较为棘手的部位。高频电离疗法是通过采用金属触针对疣体

形成极高的电场强度，引发气体分子电离，产生等离子火焰。进

行强输出时，所产生的３０００℃的高温促使病变组织气化，其气
化层下的凝固层可抑制出血，促进伤口愈合；进行弱输出时，可

将病变组织气化、凝固化或碳化而杀死，对病毒 ＤＮＡ造成损
伤［１４］。但相关研究表明，虽然高频电离可直接将探头接触疣

体，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更加容易去除可见疣体，但亚临床感染

状态不易被发现，治疗后极易发生病灶复发，故为了减少复发，

通常会对患者疣体的基底面及其外缘３ｍｍ进行彻底清扫，造成
创面深、宽，治疗后极易发生红斑、瘙痒等不良反应，同时还容易

留瘢痕［１５１６］。而ＡＬＡＰＤＴ可对病灶及亚临床感染均起到清除
作用，在降低复发率的同时减少不良反应。本研究中，通过

ＡＬＡＰＤＴ治疗，总有效率及复发率均明显高于采用高频电离治
疗患者，该结果于上述观点一致。

相关研究表明，ＣＡ的发生于复发和机体自身的免疫功能
密切相关，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在对控制病毒的激活和消退

上细胞免疫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１７］。ＣＡ患者具有Ｔ淋巴细胞
亚群、细胞因子失衡等一系列细胞免疫抑制效应。Ｔｈ１细胞主
要分泌出血清因子 ＩＬ２、ＴＮＦα、ＩＬ１２，其中 ＩＬ２与患者自身抗
体的产生具有重要关联，由活化的 Ｔ淋巴细胞所产生，其生物
活性是促进Ｂ淋巴细胞增殖分化和抗体生成，大多数自身免疫
性疾病患者ＩＬ２均存在明显低下，ＩＬ２及Ｌ１２均具有广泛的抗
病毒活性，而ＩＬ１２低下会导致 Ｔｈ１细胞增殖、活化受到影响；
ＴＮＦα由单核巨噬细胞所产生，可调节机体免疫应答，促进细胞
生长分化，正常情况下ＴＮＦα的水平对机体免疫反应具有保护
作用，但病毒感染时机体 ＴＮＦα分泌过度，对机体免疫造成抑
制，使得Ｔ淋巴细胞无法发挥正常的细胞效应［１８］。Ｔｈ２可分泌
出ＩＬ６、ＩＬ１０，可对Ｂ细胞增殖起刺激作用，其中 ＩＬ１０对 ＩＬ２
水平起抑制作用，影响其抗病毒活性［１９］。机体正常免疫功能的

情况下，Ｔｈ１及Ｔｈ２比值相对保持平衡，但有学者发现，尖锐湿
疣感染主要表达 Ｔｈ２细胞因子，则对细胞免疫效应起抑制效
果，导致机体免疫监视功能出现障碍［２０］。故在治疗中促进 Ｔｈ１
型细胞因子的有效分泌，抑制 Ｔｈ２型细胞的分泌，建立两者间
的优势互补是根治尖锐湿疣的关键。本研究中，ＣＡ患者 ＩＬ２、
ＩＬ１２及ＩＬ６水平均降低，ＩＬ１０、ＴＮＦα水平升高，经治疗后达
到相对平衡，但采用ＡＬＡＰＤＴ进行治疗的患者上述指标均更为
趋向正常水平，该结果于上述观点一致，同时，我们认为经治疗

后发生病灶复发的情况是由于在接受治疗时，病毒发生免疫逃

逸，从而引起免疫损伤，无法有效诱导细胞免疫应答对病毒进

行清除。

综上所述，ＡＬＡＰＤＴ可通过细胞凋亡及坏死两条途径对生
殖器尖锐湿疣进行治疗，安全简便，同时可改善患者炎症细胞

因子水平，与高频电离疗法相比复发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更

低，疗效确切，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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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刘志梅△　王春
本溪市中心医院妇科一病房，辽宁 本溪 １１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与分析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心理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６月
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本溪市中心医院诊治的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１２８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采用 Ｚｕｎｇ量表
进行性心理状态的评估，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新

生儿体重、缩肛运动及产次情况的评估结果，并以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患者性焦虑及抑
郁的关系。结果　１２８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性焦虑及抑郁阳性率较高，不同新生儿体重及产次者的
性焦虑及抑郁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严重程度、
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动情况者的性焦虑及性抑郁阳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上述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
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动情况等因素均是患者性焦虑及抑郁的影响因素。结论　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
焦虑及抑郁情况明显，且影响因素较多，可根据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干预。

【关键词】　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性心理状况；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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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妇产后的机体状态受妊娠及分娩的影响而呈现出诸多
变化，而生殖系统及相关方面作为受影响最大的方面，患者的

盆底功能是受影响极为突出的一个方面，而这也是产后压力性

尿失禁发生的重要原因。与产后压力性尿失禁相关的研究［１２］

显示，本类患者的盆底肌力多呈现异常状态，加之分娩方面导

致的创伤，因此性生活相关的影响明显，而性心理作为性生活质

量的重要部分，对其进行变化情况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意义较

高［３］。本文中我们就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心理状况及影

响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本溪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１２８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２５岁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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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２５～３０岁４０例，＞３０岁６３例；文化程度：初中５０例，中专
与高中４８例，专科与以上３０例；社会支持程度：低支持３０例，
一般支持３５例，高支持６３例；严重程度：轻度５１例，中度４３例，
重度３４例；分娩方式：剖宫产５２例，阴道顺产７６例；配偶性心理
状态：焦虑抑郁１８例，焦虑或抑郁２３例，无焦虑抑郁８７例；新生
儿体重：≥４０００ｇ２０例，＜４０００ｇ１０８例；缩肛运动：是４６例，否８２
例；产次情况：１次８６例，２次及以上４２例。所有患者均对研究
知情及签署同意书。纳入标准：年龄在２０岁以上；已婚；单胎；孕
周≥３７周。排除标准：妊娠前存在压力性尿失禁；双胎；早产；合
并妊娠期疾病；精神病史；妊娠前存在焦虑抑郁情况。

１２　研究方法
将１２８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采用 Ｚｕｎｇ量表进行性心

理状态的评估，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严重程

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新生儿体重、缩肛运动及产次情

况者的评估结果，并以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
与患者性焦虑及抑郁的关系。

１３　评价标准
Ｚｕｎｇ量表是有效评估患者焦虑抑郁心理情绪的量表，在我

国临床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且本量表应用面广泛，本研究包

括焦虑和抑郁两方面，每个方面分别包括２０个评估指标，均设
定为性生活相关的问题，且分别以５０分及５３分为阳性分界值，
以高于上述分值表示阳性状态，且以分值越高表示不良情绪表

达越为强烈［４］。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本研究中的统计数据采用软件ＳＰＳＳ２００进行检验分析，计

数资料的表示方式为％，以χ２检验分析，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处理研究因素与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心理的关系，Ｐ＜
００５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情况患者的性心理状态比较

１２８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性焦虑及抑郁阳性率较
高，不同新生儿体重及产次者的性焦虑及抑郁阳性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
程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动情况者

的性焦虑及性抑郁阳性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２８例患者的性心理状态比较［ｎ（％）］

　　 分类 例数 焦虑阳性 χ２值 Ｐ值 抑郁阳性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２５岁 ２５ ４（１６００） ７７５９ ００２１ ３（１２００） ７５１８ ００２３
　２５～３０岁 ４０ １２（３０００） １１（２７５０）
　＞３０岁 ６３ ２９（４６０３） ２６（４１２７）
文化程度

　初中 ５０ ２４（４８００） ８８１７ ００１７ ２２（４４００） １００８９ ０００６
　中专／高中 ４８ １６（３３３３） １５（３１２５）
　大专与以上 ３０ ５（１６６７） ３（１０００）
社会支持程度

　低支持 ３０ １５（５０００） ２８６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４（４６６７） ２８０８２ ００００
　一般支持 ３５ ２２（６２８６） ２０（５７１４）
　高支持 ６３ ８（１２７０） ６（９５２）
严重程度

　轻度 ５１ ５（９８０） ３６３４２ ００００ ４（７８４） ３３９１１ ００００
　中度 ４３ １５（３４８８） １３（３０２３）
　重度 ３４ ２５（７３５３） ２３（６７６５）
分娩方式

　剖宫产 ５２ １３（２５００） ３９６３ ００４７ １１（２１１５） ４１５５ ００４２
　顺产 ７６ ３２（４２１１） ２９（３８１６）
配偶性心理状态

　焦虑抑郁 １８ １１（６１１１） ７０５２ ００２９ １０（５５５６） ６５２３ ００３８
　焦虑或抑郁 ２３ ９（３９１３） ８（３４７８）
　无焦虑抑郁 ８７ ２５（２８７４） ２２（２５２９）
新生儿体重

　≥４０００ｇ ２０ ６（３０００） ０２７６ ０５９９ ６（３０００） ００１７ ０８９６
　＜４０００ｇ １０８ ３９（３６１１） ３４（３１４８）
缩肛运动

　是 ４６ ６（１３０４） １５４０２ ００００ ６（１３０４） １１０７９ ０００１
　否 ８２ ３９（４７５６） ３４（４１４６）
产次

　１次 ８６ ３０（３４８８） ０００９ ０９２４ ２８（３２５６） ０２０９ ０６４８
　２次及以上 ４２ １５（３５７１） １２（２８５７）
　　 合计 １２８ ４５（３５１６） — — ４０（３１２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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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性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上述年龄、文化程度、

社会支持程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

动情况等因素均是本类患者性焦虑的影响因素。具体结果详

见见表２。

表２　１２８例患者性焦虑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因素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７７５２ ＜００５ ２４１０ １１５６～９７５６

文化程度 ６８７３ ＜００５ ２２３５ １０５４～８３２７

社会支持程度 ８７６３ ＜００５ ２７１３ １３１３～１１２５６

严重程度 １０２６３ ＜００５ ３２６６ １３７９～１３７８８

分娩方式 ９１３５ ＜００５ ３０１９ １３４２～１２０８７

配偶性心理 ７９６９ ＜００５ ２５４６ １２０６～１０２６３

缩肛运动 ８２４５ ＜００５ ２５９８ １２２９～１０４５９

２３　性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上述年龄、文化程度、

社会支持程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

动情况等因素均是本类患者性抑郁的影响因素。具体结果详

见见表３。

表３　１２８例患者性抑郁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因素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 ９５％ＣＩ

年龄 ７６７３ ＜００５ ２３８７ １１２８～９６３０

文化程度 ６６７２ ＜００５ ２１９９ １０４７～８１９２

社会支持程度 ９０４５ ＜００５ ２７７６ １３２９～１２０２３

严重程度 １０５６４ ＜００５ ３３１８ １３９３～１４１８７

分娩方式 ８９７２ ＜００５ ２９７９ １３２７～１２００９

配偶性心理 ７８１２ ＜００５ ２５２５ １１９０～１０１５８

缩肛运动 ８０６９ ＜００５ ２５７２ １２１３～１０２５５

#

　讨论
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盆底功能状态相对较差，加之

产妇产后面临角色转换、育儿及其他方面的调节需求，因此表

现出各方面心理状态的压力，其中性心理状态是受影响较大

的一个重要方面［５６］。此外，产后患者的生殖激素呈现一定程

度的变化，因此对性功能等方面的影响也不同程度存在，而这

对患者的性心理也造成一定不良影响。临床中关于产后压力

性尿失禁患者性心理的研究虽可见，但是关于其现状及影响

因素的研究仍相对欠缺，因此对本方面的进一步细致探究极

为必要。

本文中我们就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心理状况及影响

因素进行研究与分析，结果显示，１２８例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
的性焦虑及抑郁阳性率较高，不同新生儿体重及产次者的性焦

虑及抑郁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

会支持程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动

情况者的性焦虑及性抑郁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处理显示，上述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
度、严重程度、分娩方式、配偶性心理状态及缩肛运动情况等因

素均是本类患者性焦虑及抑郁的影响因素。分析原因，我们认

为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的疾病状态担忧加之生殖系统的创

伤等因素存在［７８］，因此在性生活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异常

情绪，表现为性焦虑及抑郁情况的明显［９１０］。而年龄较轻者产

后恢复较快，因此性心理状态较好［１１１２］；文化程度较低者对于

产后生殖保健的认知度较低，因此恢复较慢，性心理状态较

差［１３１４］；社会支持程度较低与更为严重的产妇产后心理及生理

均恢复较慢，因此性生活及心理方面均受之影响，表现为较差的

情况［１５１６］；阴道顺产者的短期生殖道受损情况明显，因此性心

理状态较差；配偶性心理状态异常者必然影响到产妇产后的性

生活状态，包括性心理状态较差［１７］；进行缩肛运动者则在盆地

肌力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改善状态，因此性功能状态较好，性心理

状态也较好［１８］。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产后压力性尿失禁患者性

焦虑及抑郁情况明显，且影响因素较多，可根据影响因素进行针

对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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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需求分析
武俊青１　李亦然１　李玉艳１　周颖１　徐双飞２　赵瑞１△

１复旦大学生殖与发育研究院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重
点实验室），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２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摘要】　目的　了解上海市青少年对于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现状及需求，为今后开展学校性与生殖健康教
育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上海市４所中学作为研究
对象。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如性别、年龄、年级、父母基本情况，以及中学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情况和学

生对该类教育的需求等等。单因素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　共７９５名中学
生参加本次调查研究，２２１４％的对象认为自身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足够，很欠缺的占１２７０％；对于学校开展性与
生殖健康的必要性，８３９０％的对象认为学校有必要开设相关课程，尤其是异性交往方面。女生希望开设相关教育
的期望较低（ＯＲ＝２８８７，９５％ＣＩ：０４４６～０８５１），集体宿舍居住学生更希望进行相关教育（ＯＲ＝２８８７，９５％ＣＩ：
１０６９～７７９６）。结论　中学生认为自身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欠缺，中学开展相关教育的情况不佳，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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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儿童生
长发育的趋势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的青春期正在不断提

前［１］，中学生婚前性行为发生的比例不断升高，意外怀孕等问

题日益突出［２］，性病发病率正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但是发病

的年龄却呈现降低趋势［３］，缺乏正确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是引

发这一系列问题的关键。而学校教育具有集中、系统、权威的特

征，因此学校应该作为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重点场所之一［４］，

因此，本文对学校相关教育的开展情况和中学生对自身的性与

生殖健康问题的认知和需求情况进行了调查。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多阶段随机整群抽样，首先随机抽取上海的４所中学
学生７９５人；然后在抽取的４所中学的每所学校随机抽取２个
班级，最后共有８个班级被纳入研究作为整群调查对象；最后对
所选班级内所有学生进行调查。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经验结合文献综述、考虑研究的设计和目的，以

及预调查的情况来设计调查表。考虑到本次调查内容的隐私

性选择自填的方法进行问卷调查，填写完毕后，装入信封回收。

调查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调查采用自填方式，出现问题时由

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进行解答。主要调查内容包括自身的性

与生殖健康知识是否足够，自己是否存在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学校是否有必要开展相关教育及学生对学校开展相关教育的

看法等。

１３　统计分析
数据库由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２软件建立，采用双人双遍的方式录

入数据，并由专人进行一致性校对，纠正逻辑错误。采用 ＳＡＳ
９４进行统计分析，应用卡方检验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
行数据分析。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７９５名初高中生被纳入本次调查，其中男生占调查对象
４９９４％，女生占５００６％。调查对象父亲和母亲的文化程度
均以高中、中专、技校、职校这一档的比例最高，分别占

３９５０％和３６１０％。在这些学生中与父母同住的比例最高，
达到８７９２％。家庭人均月收入以４０００元～５９９９元和≥６０００
元的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３２５８％和３６９８％。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２　中学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现状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开展了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为

５０５７％，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有关咨询服务的只有１７８６％，只
有１６４％的学校提供避孕药具服务。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变量
中学组（ｎ＝７９５）

例数 ％

性别

　男 ３９７ ４９９４

　女 ３９８ ５００６

父亲文化程度

　小学 ２０ ２５２

　初中 １５３ １９２５

　高中、中专、技校、职校 ３１４ ３９５０

　专科 １４１ １７７４

　本科及以上 １６７ ２１０１

母亲文化程度

　小学 ３６ ４５３

　初中 １８８ ２３６５

　高中、中专、技校、职校 ２８７ ３６１０

　专科 １６２ ２０３８

　本科及以上 １２２ １５３５

目前主要居住方式

　与父母一起住 ６９９ ８７９２

　与（外）祖父母一起住 ６１ ７６７

　学校集体宿舍 １８ ２２６

　其他 １７ ２１４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１０００ １０ １２６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３２ ４０３

　２０００～３９９９ ２００ ２５１６

　４０００～５９９９ ２５９ ３２５８

　≥６０００ ２９４ ３６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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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所在学校开展性与生殖教育活动的现状

　　　　　　　　问题
回答情况

例数 百分比

是否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教育

　是 ４０２ ５０５７

　否 ２３２ ２９１８

　不知道 １６１ ２０２５

是否提供性与生殖健康有关的咨询服务

　是 １４２ １７８６

　否 ２９６ ３７２３

　不知道 ３５７ ４４９１

是否提供避孕药具服务

　是 １３ １６４

　否 ４９４ ６２１４

　不知道 ２８８ ３６２３

２３　青少年生殖健康的需求分析
２３１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的需求分析　２２１４％的被调查
对象认为自身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足够，认为自身的性与生殖健康

知识很欠缺的占１２７０％；６０１３％的被调查对象不清楚自己是否存
在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对于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的必要性，

８３９０％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学校有必要开设相关课程，但是对于是
否希望学校开展相关的教育，２７９２％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希望，
６３２７％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无所谓。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２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对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教育
期望情况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对学校是否有必要开展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男性学生更加希望开

展相关教育。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３３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对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教育
期望情况分析　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是否
希望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教育”，ｓｌｅ＝００５，ｓｌｓ＝
０１０。因变量（不希望０，希望１），结果显示，男性学生及住校学
生更加希望开展相关教育。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生殖健康的需求分析

　　　　　　　问题
回答情况

例数 百分比

自身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是否足够

　足够 １７６ ２２１４

　有一些 ５１８ ６５１６

　很欠缺 １０１ １２７０

自己是否存在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是的 ３０ ３７７

　没有 ２８７ ３６１０

　不清楚 ４７８ ６０１３

学校是否有必要开设性与生殖健康相关课程

　是 ６６７ ８３９０

　否 １２８ １６１０

是否希望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教育

　希望 ２２２ ２７９２

　无所谓 ５０３ ６３２７

　不希望 ７０ ８８１

希望开展哪些方面的教育

　和异性正常交往 ４５２ ５６８６

　性发育知识 ３７１ ４６６７

　青春期保健知识 ５４７ ６８８１

　健康性心理 ５４６ ６８６８

　避孕知识 １９１ ２４０３

　性病艾滋病防护 ２９２ ３６７３

　其他 １０ １２６

教育形式

　教材讲解 ２９６ ３７２３

　讲座 ４４０ ５５３５

　电视录像 ２９０ ３６４８

　人体模型讲解 ２１１ ２６５４

　宣传折页 １６５ ２０７５

　一对一咨询 １６１ ２０２５

　其他 １６

表４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对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教育期望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例数
是否希望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教育（％）

希望 无所谓／不希望
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９１５７７ ０００２５

　男 ３９７ ３２７５ ６７２５

　女 ３９８ ２３１２ ７６８８

年级 １２５３７ ０７４０２

　初二 ２０８ ２９８１ ７０１９

　初三 １９２ ２７６０ ７２４０

　高一 ４６ ２１７４ ７８２６

　高二 ３４９ ２７７９ ７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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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对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教育期望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例数
是否希望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的教育（％）

希望 无所谓／不希望
χ２值 Ｐ值

父亲文化程度 ７２２７９ ０１２４３

　小学 ２０ ２０００ ８０００

　初中 １５３ ２５４９ ７４５１

　高中、中专、技校、职校 ３１４ ２９６２ ７０３８

　专科 １４１ ２１２８ ７８７２

　本科及以上 １６７ ３３５３ ６６４７

母亲文化程度 ２８２５６ ０５８７４

　小学 ３６ ３３３３ ６６６７

　初中 １８８ ２３９４ ７６０６

　高中、中专、技校、职校 ２８７ ２９６２ ７０３８

　专科 １６２ ２９６３ ７０３７

　本科及以上 １２２ ２６２３ ７３７７

目前主要居住方式 ５３４７７ ０１４８０

　与父母一起住 ６９９ ２７７５ ７２２５

　与（外）祖父母一起住 ６１ ２６２３ ７３７７

　学校集体宿舍 １８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其他 １７ １７６５ ８２３５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６０４５８ ０１９５８

　＜１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３２ ２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２０００～３９９９ 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７６００

　４０００～５９９９ ２５９ ３１６６ ６８３４

　≥６０００ ２９４ ２６８７ ７３１３

表５　７９５名被调查对象对学校开展性与生殖健康相关教育期望情况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比较组 参照组 ＯＲ
ＯＲ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性别 女 男 ０６１６ ０４４６ ０８５１

年级 初三 初二 ０８０９ ０５００ １３０８

高一 ０５６２ ０２４９ １２６７

高二 ０８２８ ０５５０ １２４８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 小学 １４９９ ０４４１ ５０９５

高中、中专、技校、职校 １７４２ ０５２５ ５７７６

专科 １１１２ ０３１３ ３９５１

本科及以上 ２４２９ ０６９３ ８５１７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 小学 ０６５０ ０２９０ １４５５

高中、中专、技校、职校 ０８４７ ０３８５ １８６３

专科 １００１ ０４２４ ２３６３

本科及以上 ０６４３ ０２５７ １６１１

目前主要居住方式 与（外）祖父母一起住 与父母一起住 ０９５９ ０５２０ １７７０

学校集体宿舍 ２８８７ １０６９ ７７９６

其他 ０５８９ ０１６３ ２１２８

家庭人均月收入 １０００～１９９９ ＜１０００ ０３４１ ００７５ １５４３

２０００～３９９９ ０３４９ ００９３ １３１６

４０００～５９９９ ０４８６ ０１３０ １８１４

≥６０００ ０３６９ ００９９ １３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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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供需失衡，存在鸿沟

在本次调查中，１２７０％的初高中生认为自身的性与生殖健
康知识很欠缺；６０１３％的初高中生不清楚自己是否存在性与生
殖健康问题；８３９０％的初高中生认为有必要在学校开展这方面
的教育，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青少年对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有

着极高的需求，青少年普遍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性知识［５］，而

实际中学校开展相关教育的只占５０％～６０％，在其他研究中该
现象同样存在，于艺等［６］对上海某郊区的青少年进行调查显

示，３８５％的调查对象自述没有接受过学校性教育，需求与供给
之间存在鸿沟。

３２　中学生对学校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期望值不高，学校性教
育需要进一步改善

　　本研究调查发现，８３９％的学生认为学校有必要开展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但是对是否希望学校开展抱有无所谓的态度，

究其原因与目前学校开展相关教育的方式方法有关，学校教育

被认为是提高青少年自我保护知识和能力的基础来源，但性教

育作为非考课程，教师讲课缺乏激情，学生听课没有兴趣，应付

差事，草草收场，效果极不理想［７］。这种流于形式上的教育，使

得学生对相关教育的期望值普遍不高，高中生获取性知识的主

要途径是网络，电视广告与书刊杂志［８］，但就目前情况来看，这

些信息缺乏有效的监管，存在着某些不正确的性知识教育，高

中生较易陷入歧途，不利于他们的成，甚至会造成负面影响。学

校教育因人群聚集性好、健康教育活动容易实施而成为一种良

好的途径［９］，因此，开展多种形式、有成效的学校性教育迫在眉

睫［１０］

３３　两性交往问题是中学生普遍关心的话题，家庭和同伴教育
不能缺失

　　本次调查还发现，中学生最为关注的性与生殖健康问题就
是两性的交往问题，在性观念方面，集体居住的学生比在家居

住的学生、男生比女生的观念表现得更开放，也更愿意了解相

关问题。其他调查也发现中学女生在面临性与生殖健康问题

时首先的求助对象为家长和同伴，而非学校老师，说明家长、同

伴在生殖健康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１］，因此，虽然学校是学生

提高各类科学知识的地方，对学生开展相关教育具有天然优

势，但是家庭对青少年的正向引导亦不可缺，因此加强对家长

的专业培训对于提高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知识水平和自我保

护意识具有正面意义［１２］。

３４　性教育应及早入手，多方协作
性成熟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从学前期、小学、中学到大

学阶段，性成熟、性生理和性心理都各不相同。我国著名的社会

学家、青少年教育专家陈一筠教授指出：“关于青春期爱与性的

基本知识，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应当在学校统一传授，

列入正式的课程表，从小学开始循序渐进地讲授”。目前，性教

育从幼儿开始已经是国际上共同的趋势，我们也应破除“谈性

色变”、对性讳莫如深的传统思想，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及早给

予科学全面的教育指导［１３］。学校应保持科学、认真的态度，打

破传统禁欲思想，与学生坦然谈性，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消除学

生的性罪恶感［１４］。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教育不可能只依赖社

会一方来实现，家庭背景等会对青少年的教育需求等构成影

响［１５］，而社会支持是学校性教育取得良好效果的保障［１６］，有效

的干预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１７，８］，学校性与生殖健康的教育形

式也应该多样化，而不应该仅仅拘泥于过去的照本宣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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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对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的影响研究
夏卉芳１，２　王毓３

１贵州师范学院生物科学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２贵州特色生物资源开发利用重点实验室，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３贵州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摘要】　师范院校学生毕业后以教师职业为主，承担着培养人才的重任，因此，师范院校学生的素质教
育质量将直接影响未来一代的成长素质。本文对教师应当具有的思想道德、专业知识、教学管理能力等方

面进行分析，探讨性教育对提高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的影响。

【关键词】　性教育；教师；教育学；职业素质；婚前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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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教育是指关于人的性文化、性道德、性病和两性生殖解剖
与生理等方面的教育。性教育包含思想道德素质、专业能力培

养、身心健康等师范院校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教育内容体系［１３］。

师范院校对师范生的性教育本应由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进行，

但是，目前我国基本上只有学校进行系统性教育，而家庭和社会

性教育不足：家庭性教育缺乏、社区性教育缺乏、网络性知识又存

在不正确引导。这就导致师范院校学生的性健康知识相对匮乏

或误解，而学校作为性教育重要场所的责任更加重大。

近年来，国内外对性教育及其相应师资培训十分重视。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重视性教育，早在２０１０年就将性教育纳入
职前教师教育，是教师在正式步入职场之前的培训课程，主要

的教育对象是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师范院校学生，其目的是提

高未来教师的综合职业素质。同时，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计划生
育协会已经举办５次青春健康教育国家级师资认证，培养性教
育师资的目的是贯彻落实《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青春健康工作五

年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９）》的主要策略，是保障青春健康工作常态化
发展的重要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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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在性教育中，５岁～１８岁
的学生要具备一定的性与生殖健康的知识。上述这些足以证

明性教育对师范院校学生的重要性。

本文主要围绕师范院校学生性教育课程的主要知识体系，

阐述其对提高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的作用，进而探讨性教育

对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的重要影响。

!

　性教育内容和学时分布
性教育主要包括性生理健康、性心理健康、青春期教育和性

行为安全与道德等方面的内容，其课程具体内容和学时详见表

１［４５］。性教育介绍了性健康知识，科学系统地阐释了性教育的
基本原理，宣传了健康的性道德观念，从各个侧面引导和帮助大

学生正确认识性健康相关知识。例如，男女性青春期性器官与

功能发育，大学生两性相处与性心理平衡调适，艾滋病的常见感

染途径、症状和预防等知识，以达到让大学生能够正确处理和对

待异性交往、友谊和恋爱等问题，让大学生知道，虽然已经成年，

但是毕竟没有完成婚姻的法律程序，在性关系上应该有所约束，

用道德意志、法律观念、思想情操的力量约束自身行为，对自己

负责，对他人负责，自尊、自爱、自重。

"

　性教育与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的相关性
师范院校学生的职业素质教育是指能够使受教育者提高

从事教师岗位所必需的综合素质为目标的教育。它重视以人为

本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专业能力培养、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教

育。早在１９７９年，教育部和联合颁发《中小学卫生工作的暂行
规定》，明确学校教师“要加强青春期卫生教育”。所以，作为毕

业后从事教师职业的师范院校学生，自身必须掌握青春期教育

知识；同时，性教育内容与教师职业必备基本素质还有其他诸多

相关性。具体内容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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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性教育课程内容和学时分布

章目 课程内容 学时

第一章 性发育与性健康 １

第二章 青春期教育 ２

第三章 两性解剖与生理 ２

第四章 性心理 ３

第五章 性行为 ３

第六章 性传播疾病概述 １

第七章 艾滋病 ２

第八章 性道德与性犯罪 １

第九章 性与生殖遗传 ３

#

　性教育在提高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师范院校学生年龄集中在１８岁 ～２２岁左右，正处于身体

发育相对成熟与性心理发育不甚成熟的特殊时期。近几年来，

随着大学生婚前性行为发生率的上升，包括师范院校学生性行

为发生率也在上升，如果性行为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非意愿

性怀孕、感染性传播疾病、性心理疾患”等并发症的发生。所

以，性教育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师范生的身心健康。

师范院校学生未来的职业是从事中小学教育，作为中小学

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质。师范院校学生掌握好性教育

相关知识，如性行为、性安全和性心理等知识，将会提高他（她）

们的教师岗位知识、能力与教育观念等教育职业素质，更好地

指导和教育自己的学生。

表２　师范院校学生职业素质与性教育内容的相关性

　教育就业岗位 教师职业素质基本需求 性教育课程内容　　　　

一线教师 生物、健康教育、体育等专业教师需要掌握青春期教

育、性生理知识等专业学科知识

两性解剖与生理、性与生殖遗传、青春期教育

班主任 班主任需要掌握心理知识、法律与法规知识，才能关注

学生身心健康，管理好班级

性心理、性道德与性犯罪

其他教学管理岗位 从事教务、学生管理等教学管理岗位人员需要具备健

康的身心素质、先进的教育观念

性发育与性健康、性心理

３．１　提高师范院校学生思想道德与身心素质
作为一名师范院校学生，首先需是要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

与身心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包括崇高的职业理想：忠诚教育、热

爱教育、热爱学生、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立志为教育事业奋

斗终生的思想道德［６７］。身心素质是现代教师素质结构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是２１世纪教师的思想品德、知识能力等素质建
立的基础。优良的教学教育质量，必然伴随着教师的健康身心

素质而产生［８］。性教育课程中的男女性心理的差异、性道德、

性犯罪与法律等知识，能够提升师范院校学生的思想道德与身

心素质，是在大学校园传播人口文化、开展性与生殖健康教育

系列活动的宗旨，也是提高师范院校学生思想道德与身心素质

的前提条件。

３．２　促进师范院校学生树立先进教育观念
现代教育观念强调教育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素质能

力，注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做到因材施教。教师（包括师范院

校学生）只有掌握好学生主体的生理、心理、发育、男女两性相

处等相关科学知识，才能将先进的教育观念落到实处。

３．３　优化师范院校学生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
教师的专业知识与能力结构表现在本体性知识，指具有特

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两性解剖与生理、性与生殖遗传、青春期

教育等学科知识是生物、健康教育、体育等专业一线教师提升

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的基础知识。

目前，性教育已经逐步被多数高校列为必修课程。师范院

校学生是充满朝气和活力、富于探索和创新精神的群体，是促

进我国未来教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实施者。师范院校学生的职

业素质将会直接影响他（她）们未来所教育出来的学生的综合

素质，只有提高师范院校学生的职业素质教育质量，这些未来的

教师才能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做好教书育人的工作［９１０］。性教

育可以提高师范院校学生的思想道德与身心素质、专业教学能

力和先进教育观念等方面的职业素质，对于促进师范院校学生

胜任未来教师岗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　张彩峰，宋健，李海星，等．大学生的性健康教育［Ｊ］．中国校医，
２０１４，２８（８）：６３３６３３．

［２］　瞿振元．素质教育：当代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Ｊ］．中国
高教研究，２０１５（５）：１６．

［３］　刘道玉．论素质教育的本质特征与实施途径［Ｊ］．华中师范大学
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５４（３）：１４７１５３．

［４］　夏卉芳．在校大学生性教育现状调研与对策［Ｊ］．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６，２５（７）：１４３１４４．

［５］　夏卉芳．大学生性健康教育模式与内容调查［Ｊ］．中国校医杂志，
２０１６，３０（５）：３２４３２５．

［６］　贺晴．论素质教育的本质［Ｊ］．渭南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３１（２２）：
１５１９．

［７］　赵向军，周莹．大学生素质教育论［Ｊ］．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３５（５）：１０１２．

［８］　江伟，王淑燕．大学生积极心理素质教育的干预研究［Ｊ］．淮北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３７（４）：１１８１２１．

［９］　贾运锋，凡秀丽，覃静，等．试析新课改下生物师范生的教学技能
及培养［Ｊ］．现代企业教育，２０１４（６）：９４９４．

［１０］　郭秀荣，高微．新时期师范生的素质教育与培养途径［Ｊ］．高等建
筑教育，２０１１，２０（４）：１６６１７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２１３）



·１５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基金项目】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性社会

学与性教育研究中心项目“国内外性启蒙教育的对比研究（ＳＸＪＹＢ１４０６）
△【通讯作者】魏然，Ｅｍａｉｌ：２４５３１１７９＠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２．０４６ ·性教育与性健康·

国外青少年性教育干预研究述评
杨兴鑫１　魏然２△

１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２０１６级教育技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四川绵阳，
６２１０１０
２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应用心理系，四川绵阳，６２１０１０

【摘要】　性教育干预对青少年形成正确性观念、预防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好的效果。通过相关文献的回
顾，本文总结了近年来国际上较为典型的３类青少年性教育干预模式，即行为式性教育干预模式、认知式性
教育干预模式和亲子参与式性教育干预模式。同时，本文还讨论了现有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国外；青少年；性教育干预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ＹＡＮＧＸｉｎｇｘｉｎ１，ＷＥＩＲａｎ２△．１．Ｇｒａｄｅ
２０１６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ｊｏｒ，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１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ＬａｗＳｃｈｏｏｌ，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ｉａｎｙａｎｇ６２１０１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ｔｏ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ｅｘ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ｎｇ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Ｂｙ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ｒｅｅｋｉｎｄ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ｗｅ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ｎａｍｅｌｙ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ｂａｓｅ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ａｒｅｎｔｃｈｉｌｄ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ｆｕｔｕｒｅ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性教育对于关注青少年生理心理发展、弘扬健康性文化、
减少性失误和性犯罪以及预防性传播疾病具有重大作用［１］。

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我国性教育一直偏向保守甚至隐

晦［２］，这种教育模式无法解决目前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过程中

原本需要正视的各种问题，例如，性健康知识（尤其是有关艾滋

病的认知）严重不足、性态度较为开放和存在无保护性行为

等［３］。而涵盖生理卫生知识、避孕措施使用、性传播疾病和性

态度等多方面知识的性教育干预模式，相比于传统的性教育课

堂模式，具有生态效度较好、学生掌握程度较深、行为改变较为

稳定的优势［４］。本文综合国外相关研究归纳出有代表性的几

种性教育干预模式，以期为国内性教育实践提供参考。

!

　性教育干预模式的进展
目前，根据其核心关注点的不同，国外比较有代表性的性

教育干预模式主要分为３种，即行为式性教育干预模式、认知式
性教育干预模式和亲子参与式性教育干预模式。

１．１　行为式性教育干预模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ｂａｓｅ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行为式性教育干预模式只关注被试目标行为的改变，并不

关心其背后的认知结构和教育环境的影响，也不涉及性行为失

控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因素。其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Ｋ·Ｃｏｙｌｅ等［５］随机选择了２０所学校的３８６９名学生进行

了名为“ＳａｆｅｒＣｈｏｉｃｅ”的性教育干预实验。该研究采用对照实
验方法，将学生按照学校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实验组学

生通过成立校级性教育干预机构、实施密集的性知识课程、对父

母进行性知识教育、做性主题游戏、鼓励讨论性知识等方式，降

低无保护性行为的频率。研究持续时间为２年，通过被试推迟
初次性行为、增加避孕套的使用频率、降低性行为频率以及减少

性伴侣数量等指标，判定无保护性行为的频率是否降低。但是，

此干预没有后续研究，其效果的持续性以及对其他人群的适用

性受到了限制［６］。

Ｍｅｌｌａｎｂｙ和 ＦＡ·Ｐｈｅｌｐｓ等［７］对处于初一年级到初三年级

的中学生开展了３０节每节时长１小时的性教育课程。该研究
也采用对照实验方法，通过专业医生和教师共同授课，训练青少

年群体较有威望的同伴参与讲课的形式，降低青少年性活动的

频率；采用考试环境下的性相关知识试题得分和主观报告性活

动频率的形式评价干预效果。结果表明，相对于对照组，实验组

学生性知识掌握程度较好，性活动频率也显著降低。但是，主观

报告性活动的方式太过于随意，而且因为包含有迎合社会赞许

的成分，不能保证被试回答的准确性。

１．２　认知式性教育干预模式（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ｂａｓｅｄ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认知式性教育干预模式在许多方面与行为式性教育干预

模式有所重合，如都有创设情境练习习得的认知和行为，目标上

都包括行为改变等。但是在本质上，基于认知改变的性教育干

预模式不仅单纯改变了行为，而且还会改变影响行为的性认知

和性观念［８９］。其代表性的研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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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Ｗａｎｇ等［１０］在２００４年针对上海松江区的一个小镇中的
１３０４名离校年轻人和 ９２３名高中生实施了一项青年友好
（ｙｏｕｔｈｆｒｉｅｎｄｌｙ）研究。研究持续２０个月，所有被试随机分成两
组，其中实验组采取认知行为干预措施，对照组采取常规性教

育干预措施。实验组干预方法主要由３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
分是致力于建立性健康意识。通过发放性教育材料、观看性教

育视频、开展性教育小组讨论和举办青少年性和生殖健康问题

讲座等形式，使学生能够从中获取关于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

以及生殖健康服务和避孕措施的知识。第二个部分是致力于

提供咨询与服务。该学校建立了一个健康咨询中心并聘请有

经验的咨询师全天候为学生提供常规咨询和电话咨询。第三

个部分是致力于提供易得的资源。通过在学校、社区药店等处

设立自动售卖机，增加对避孕套、避孕药栓、紧急避孕药等避孕

服务的易获得性。该研究在效果评估上同样采用自陈问卷的

形式，其内容包括曾经避孕措施的使用频率、目前避孕措施的

使用频率以及在干预课程期间是否使用了避孕措施等。结果

表明，在新干预模式下干预组成员采取避孕措施的比例显著高

于控制组。

另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是 Ｂａｒｂｅｅ等［１１］在２０１６年完成的
ＬＮ（ｌｏｖｅｎｏｔｅ）研究。研究者对１４４８名１４岁～１９岁的青少年进
行了认知干预，通过课程教学的形式来减少恋爱暴力和无保护

性行为。课程内容主要涉及做决定、有效交流和冲突解决３个
方面，旨在教育青少年认识有关两性关系、责任感以及爱情的

意义，从而促使其形成健康的生殖观念、降低无保护性行为发

生率和减少性伴侣，最终结果表明教育效果较为显著。值得注

意的是，这种教育模式在促进生殖健康的同时也满足了青少年

的个性化恋爱需求［１２１３］，且６个月后的后测结果表明效果依旧
保持较好，具有比较理想的生态效度。

１．３　亲子参与式青少年性教育干预模式（ｐａｒｅｎｔｓ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乃至父母的态度能够影响子女的性行
为。例如，Ｍａｈａｊａｎ［１４］（２０１７）发现母亲持保守性态度的女儿会
更晚发生初次性行为；ＢａｕｅｒＫＷ［１５］（２０１０）也发现家庭谈话可
能延迟青少年性活动、减少抽烟以及酒精与大麻的使用。亲子

参与式青少年性教育干预模式就是将青少年的父母也作为干

预对象的一部分纳入训练计划，通过改善亲子关系、亲子共同

面对讨论性主题的话题等形式参与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干预。

Ｌｅｄｅｒｍａｎ［１６］２０１０年对１５０对亲子（青少年与父母）进行了
持续４周、每周１次的ＰＡＲＥ（ｐａｒｅｎｔｓ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的干预项目课程。ＰＡＲＥ课程提供了关于性和生殖的个
性化知识，训练解决问题、明确观点和做出决定（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
ｉｎｇ）的能力，并创设不同的情境来应用这些能力进而达到巩固
的目的。形式上，采取每周一次１小时的主题训练，前半小时父
母和孩子分开学习，后半小时父母和孩子组成团队共同学习。

第一阶段学习关于生理成熟的知识并确定阻碍亲子交流的障

碍性因素；第二阶段训练有效的亲子交流方式、教育青少年认

识自己身上的责任和对伴侣的责任；第三阶段通过让亲子共同

经历一个虚拟的危险性行为情景，让青少年学习如何科学地制

定应对危险环境的计划；第四阶段巩固父母与青少年沟通的技

巧并复习以前的知识。效果评估工具包括自编问卷和自编调

查表，评估内容包括关于不安全性行为和性传播疾病的认知、

青少年在现实中的性行为、孩子对父母态度的认知，以及亲子讨

论关于艾滋病、避孕措施、酒精和毒品等危险及安全性行为时的

感受。结果表明，实验组的亲子关系得到改善，对性传播疾病和

避孕措施等知识掌握程度更深。在父母的参与下，青少年的性

态度更为正面、性行为的频率降低、性伙伴的数量减少、避孕措

施的使用频率增大。

另一项研究为 Ｇｕｉｌａｍｏｒａｍｏｓ·Ｖ［１７］针对２６４对１１岁 ～１４
岁的青少年与其母亲一起进行的实验。母子被随机分配到实验

组或者控制组，控制组只接受一般的卫生保健干预，实验组则由

社会工作干预师进行咨询。干预包括各自持续３０分钟的４个
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社会干预师和母亲面对面访谈，了解其

与子女平时的沟通情况、管束情况以及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第二部分是干预方法的核心，干预师基于第一步所得到的资料

和母亲一起撰写一本适用于这一对母子的专用手册，教会其如

何同子女有效沟通以降低危险性行为，并给母亲一个包含家庭

活动所需必要材料的工具箱，以供母亲在家里和孩子开展干预

活动使用；第三部分是２节提升课程，分别在干预后第一个月和
第五个月开始上课，主要是检查母亲是否按照手册和孩子一起

开展活动，并且回应母亲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提出解决方案；

第四部分是专业的治疗师对效果进行评估。最终评估包括检查

青少年在性行为参与、性行为频率、肛交等危险性行为以及使用

避孕措施等方面的内容。研究结果显示，９个月以后这种亲子
参与方式的干预效果仍然较为显著。

"

　结论与展望
纵观以上研究，虽然其侧重点各异，但是在教育方法和教育

目标上有一定的重合，如都包含了对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和情景

训练的方法，在目标上都增加了学生对艾滋病、生殖和性传播疾

病等知识的了解。对于青少年这样一个特殊群体而言，性教育

干预的一大挑战是干预效果的可持续性以及是否引起了青少

年认知和态度的改变，上述３种教育干预模式都对此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如下建

议：

２．１　了解青少年阶段的特异性，使干预手段和评估方式更加符
合其生理和心理特征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中最为特殊和重要的阶段［１８］，他们的性

生理开始发育成熟，表现出对性的特别关注，人格容易出现紧

张、激动、好强而又固执等特点并且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与此同时，他们的自我独立意识高涨，不当的教育方式可能会影

响他们的学习兴趣、师生关系和家庭关系等。同时，青少年处在

不断试错和形成自我行为和态度的人生阶段之中，师长、同伴、

媒体、家庭都会影响其态度和行为，因此该阶段的干预手段应该

照顾到这些影响因素的作用，在评估方式上也应当考虑施加前

后测试以及效果追踪。

２．２　尽量选取较大样本以增加研究的生态效度
国外研究表明，不同种族和社会阶层的青少年的性教育干

预效果不同，这可能是其所处社会环境造成的差异。而我国的

国情是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和生活环境对青

少年的影响更为深刻，因此实验性研究应当高度重视其结果的

应用范畴和推论条件。为了减少实验结果的随机性和增加统计

学检验效度，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尽量包括不同人口学变

量背景并提取较大的样本，以便于增加研究的生态学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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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加强对学校、社区和社会咨询机构的合作
一种良好的性教育干预模式不仅要有较好的实验室效度，

也要有较好的生态学效度。具体来讲，就是在特定的学校和社

区环境中，青少年通过教育干预所习得的性态度认知和性行为

策略依旧具有可持续性。因此，研究者需要在实验设计之初就

考虑到与学校、社区合作的可能性。同时，在研究结果的后续推

广阶段，依据社区所能提供的帮助，增加对相关性知识的宣传

和开展追踪性干预活动，这些都可以成为性教育干预过程中重

要的辅助手段并进一步巩固研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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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区区县妇幼保健机构男性不育诊疗现状的
调查分析
秦茂１，２　张海燕２　何丹２　王馨悦２　朱欣２　任钧１，２△

１重庆市妇幼保健院男科，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２重庆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重庆 ４０１１２０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地区区县妇幼保健医院男性不育诊疗现状。方法　举办男性不育诊疗培训
班，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重庆市４０个区县，共３９所区县妇幼保健医院进行全面调查。结果　３９所区县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２月　第２８卷第２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２ ·１５９　　·

妇幼保健医院中，共收回有效问卷３７份，其中４５９％的医院具有男科医师，且均为门诊。在这部分医院中，
９４１％的医院可以进行精液分析及生殖激素检查，而 Ｙ染色体微缺失、染色体核型分析以及睾丸穿刺等只
在少数几家医院可以开展。药物选择上，中成药明显更受男科医师的偏爱。在目前没有男科医师的妇幼保

健医院中，８００％的医院有意向在以后的工作中开展男科相关工作。结论　重庆市区县妇幼保健机构男科
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男科专业人员相对缺乏，诊疗手段有限，但医院普遍有进一步发展男科的需求和意

愿，应加强基层妇幼保健机构男科队伍的建设。

【关键词】　不育，男性；妇幼保健院；调查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ＱＩＮＭａｏ１，２，ＺＨＡＮＧＨａｉｙａｎ２，ＨＥＤａｎ２，ＷＡＮＧＸｉｎｙｕｅ２，
ＺＨＵＸｉｎ２，ＲＥＮＪｕｎ１，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１１２０，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Ｗｏｍｅｎ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１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ｍａｌｅ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３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ｙｌｅｖｅｌ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ｗｅ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ｂｙ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ｉｎｔｈｅ４０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３７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３９ｃｅｎｔｅｒｓ，４５９％ ｏｆｗｈｏｈａｄａｎｄｒｏｌ
ｏｇｙ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９４１％ ｏｎｅｓｃｏｕｌ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ｓｅｍｅ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ｔｅｓｔ
ｗｈｉｌｅｏｎｌｙａｆｅｗｏｎｅｓｃｏｕｌ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Ｙ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ｍｉｃｒｏｄｅｌｅｔｉｏｎ，ｋａｒｙｏｔｙｐ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ｐｓ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ｗａｓ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Ｉｎ
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ａｔｐｒｅｓｅｎｔ，８００％ ｈａ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ｄｅ
ｖｅｌｏｐ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ｏｒｋ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ｉ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ｉｎｇｉｓｓｔｉｌｌａｔ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ｗｉｔｈｓｃａｒｅ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ｍｅａｎｓ
ｏｆ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ｏ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ｏｆ
ｃｅｎｔｅ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Ｍａｌｅ；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不孕不育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疾病，包括妇产科学、男科
学、胚胎学、遗传学等，其发病率在１５０％左右，男女因素各占
一半。对于不孕不育的诊疗，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明确配偶的

生育能力状况。妇幼卫生体系是我国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妇幼保健医院作为承担我国妇幼卫生工作核心力量，在改

善妇女健康水平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与之相对

应的男性生殖健康一直缺乏足够的关注，不利于不孕不育的夫

妻同治。为推动我国妇幼保健机构男科事业的发展，中国性学

会妇幼保健男科分会于２０１７年正式成立，这也标志我国男科领
域的多元化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为进一步明确重庆市妇幼保

健机构男性不育诊疗现状，我们对全市３９所区县妇幼保健院进
行调查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通过举办男性不育诊疗培训班，现场问卷调查方式，对重

庆市全市４０个区县，共３９所区县妇幼保健医院进行全面调查。
医院有从事男科相关工作医师的，由医生本人填写问卷；医院

没有从事男科相关工作医师的，则由保健部相关负责人填写问

卷。

１２　问卷设计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专人发放及解释相关问题，共收回

有效问卷３７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各区县妇幼保健院男科开
展现状及医师人数，男科医师对男性不育诊疗熟悉度，医院目

前可开展检查及治疗不育常用的药物选择等共１８个问题。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重庆地区３９所区县妇幼保健医院，其中１７所医院具有男
科医生，且均为门诊医师１人，但均非泌尿外科或中医男科医
师。被调查男科医生年龄２８岁 ～６１岁，平均４５９岁，其中高
级职称２９４％；本科学历５８８％，余下皆为专科及以下学历。
在目前没有男科医生的区县妇幼保健医院中，８００％的医院有
意向在今后的工作中开展男科相关工作。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区县妇幼保健医院开展男科相关工作意向

是否有意向开展男科工作 医院数量 所占百分比（％）

有意向 １６ ８０

无意向 ４ ２０

２２　男性不育的认知及诊疗行为
在具备男科医师的区县妇幼保健医院中，所有的男科医师

在不育的诊疗过程中都知晓询问配偶生育能力、夫妻性生活情

况（包括频率与质量），并且对所有的不育患者均行体格检查。

９４１％的医院可以进行精液分析及生殖激素检查，８２４％的医
院可进行生殖系统超声检查，其中８２４％的医生对初诊不育患
者均会行精液常规检查，６４７％的医院检查时依据的是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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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Ｏ手册。由于条件所限，Ｙ染色体微缺失、染色体核型分析
以及睾丸穿刺等检查只在少数几家医院可以开展。对于不育

的药物治疗，最常用的５种药物分别是生精胶囊、还少胶囊、克
罗米芬、维生素Ｅ和睾酮，其中８８２％的医师有过中成药与西
药联合应用经历，３５３％的医师存在中成药联合应用。
#

　讨论
男科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近年来发展迅速，但相比于妇

产科１００多年的历史还有很大差距。目前，男科不是一个独立
专业，国内男科从业人员的专业构成十分复杂，大多来自泌尿

外科、中医科、皮肤科等科室［１］。２０１０年数据统计，全国约有
８０００多名医生直接或间接从事男科，其中专职从事男科的医生
仅在３０００人左右［２］。广大的基层医疗单位缺乏规范的诊治不

孕不育的机构和合格的专职人员［３］，这一点在妇幼保健机构更

显严峻［４］。本次调查表明，重庆市区县妇幼保健医院只有不到

５００％的医院具备男科医生，男性生殖健康关注严重不足。
对于不育患者，仔细询问病史，进行详细的体格检查以及

精液分析检查是评价生育力的基本程序［５］。目前，在重庆市具

备男科医生的区县妇幼保健医院中，所有的男科医师都不是来

自泌尿外科或中医男科，但是在不育诊疗过程中均知晓并进行

了该项程序的操作。尽管精液分析只能预测生育潜能，而并非

病因诊断，但其仍是临床医生最为看重的检查项目。重庆市绝

大部分妇幼保健医院均可进行精液分析、生殖系统超声、生殖

激素等检查，这表明，在区县医院开展男性不育诊疗是具备一

定的基础和条件的，是可以实行的。

由于条件限制，一些对于不育诊疗具有重要意义的检查如

Ｙ染色体微缺失、染色体核型分析以及睾丸穿刺等项检查只在
少数几家医院可以开展，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不育的诊

疗。为此，充分运用重庆市妇幼保健网络三级体系加强与区县

妇幼保健院联系，建设双向转诊，对疑难患者由市级机构进行

进一步病因分析、手术治疗或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就显得尤为重

要［６７］。但是，从目前来看，这些设备的缺乏并没有动摇重庆市

区县妇幼保健医院男科发展前景，在没有设置男科的医院中

８００％有意在今后的工作中开展男科相关工作。随着分级诊疗
的推进，区县妇幼保健医院在不育的诊疗过程中应该承担更大

的责任。

尽管不育的诊疗需要分类诊断，尽可能找出病因，对因处

理，但是研究表明，至少４４０％的患者找不到原因［８］。因而对

于特发性男性不育，临床多采用经验性治疗，十一酸睾酮联合

他莫西芬也曾一度被推荐为男性不育经验性治疗的一线选

择［９］。但是，近年来关于其作用效果存在较大质疑，考虑雄激

素补充可能抑制精子的发生，２０１３年 ＥＡＵ男性不育指南中明
确指出不应使用雄激素补充治疗男性不育［１０］。本次调查发现，

雄激素补充仍是重庆市区县妇幼保健机构男科医生临床治疗

男性不育的常用手段之一，因而对于睾酮的使用有待进一步的

规范。

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是我国的特色与优势。此次调查发

现，在重庆市妇幼保健医院中，相比抗雌激素类药物如克罗米

芬、他莫西芬等，中成药更受男科医师的偏爱。同样，在一项对

重庆市社区居民关于中医药文化认知现状的调查显示，有

５００％的居民接受过中医药服务，对中医药持信任态度的则更
高［１１］，这表明不仅医生，而且重庆市居民对中医药同样存在广

泛的文化认同，运用中医药治疗不育具有良好的基础。与此同

时，我们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用于治疗不育的中成药种类繁多，

中成药的不合理利用如多种中成药联合应用、中成药与西药不

合理地联合应用、用法用量不合理等时有发生［１２］。中成药临床

应用指导原则的颁布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这种局面，但仍很难具

体到某几种药物。药品说明书作为药品具体情况说明的主要来

源之一，是医师用药的重要依据，而中成药说明书普遍存在缺乏

用药禁忌症、不良反应、药理毒理等重要项目的描述，“尚不明

确”的项目过多也加大了用药的风险［１３］。故而中成药不能简单

地按照说明书不经辨证随意使用。本次调查发现，在不育的治

疗过程中，中成药应用广泛，绝大部分医师有过中成药与西药联

合应用经历，其中３５３％的医师存在中成药联合应用现象，进
一步规范化中成药应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次研究针对重庆市４０个区县，共３９所区县妇幼保健医
院进行问卷调查，但由于妇幼保健医院专门从事男科的医师人

数较少，即使覆盖全市范围，所得到的样本量仍然很小，使得本

次研究尚有一定的局限性。调查表明，目前重庆市区县妇幼保

健机构男科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男性不育诊疗还有待规范，区

县妇幼保健医院普遍具有进一步的发展需求和意愿。我们希望

以本次调查为突破点，明确重庆市区县妇幼保健机构男科发展

现状，以此提升对男性生殖健康的全面关注，促进基层妇幼保健

机构男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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