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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合血清 ＰＳＡ诊断
前列腺癌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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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合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
为临床诊治提供参考。方法　回顾性分析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诊治的１２６例
前列腺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血清 ＰＳＡ检查。将术后病理结果
作为金标准，对比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ＰＳＡ、超声联合ＰＳＡ诊断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准确性，经直肠前列
腺超声造影、ＰＳＡ、超声联合ＰＳＡ病理诊断结果的Ｋａｐｐａ一致性系数。结果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ＰＳＡ、
超声联合ＰＳＡ与手术病理诊断的Ｋａｐｐａ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７３、０７１和０８７，超声联合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
一致性最高。超声联合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特异度为８８２，准确度为８４９，灵敏度为７８１，均高于单独的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和ＰＳＡ。结论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合血清 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其特异性、灵
敏度和准确性均较高，且与病理学诊断一致性最好，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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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Ｙ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１，ＬＩＵＨｏｎｇｗｕ２Δ．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０１，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Ｎｏ．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ａ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０１，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ｓ
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ｓｏａ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２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ｉ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ａｎ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
Ｄａｌｉ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ｒｅｃｔ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ＰＳＡ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ｗｅ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ｔｈｅｇｏｌ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ｏｆ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ＳＡ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ＰＳＡ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Ｋａｐｐａ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ＳＡ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ＰＳＡ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ＰＳＡ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ｗｅｒｅ８８．２，８４．９ａｎｄ７８．１，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ｎ
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ａｎｄＰＳＡ．ＴｈｅＫａｐｐａ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ＰＳＡａｎ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ＰＳＡｉｓ０．７３，０．７１ａｎｄ０．８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ＳＡ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ｉ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ｈａｓ
ｈｉｇｈ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ａｎｄｉｓ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Ｋａｐｐａｃｏｎ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不断提
高，已经成为４５岁～８９岁中老年男性最常见、最多发的生殖系
统恶性肿瘤类型［１］。有关文献报道，近年来，我国５０岁以上人
群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基本呈现指数型增长的趋势，且

患者尿路梗阻、血尿等并发症亦随之加重，严重影响了老年男

性的生存质量和生命安全［２］。因此，对前列腺癌进行早发现、

早诊断和早治疗就显得十分重要，不仅可以降低临床并发症造

成的不良影响和痛苦，而且可以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改善患者预

后［３］。选取准确、有效、便捷的诊断方案已经成为前列腺癌相

关研究的重点和热点［４］。本文研究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

合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为临床
诊治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
１月诊治的１２６例前列腺疾病患者的临床资料。１２６例前列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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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患者，年龄范围４３岁～８２岁，年龄（６６２±８５）岁，病程范
围１年～８年，病程（３５±１３）年。临床症状：５１例患者臀部、
腰部、髋部、骶部疼痛，１０３例患者排尿障碍，６１例患者精神萎
靡、睡眠障碍，５９例患者四肢无力、全身疲乏。所有患者均存在
前列腺癌高危因素，其中出生于农村者１０１例，家庭低收入者
９６例，饮酒者４５例，吸烟者７８例，过多食用蛋类和猪肉者６３
例，离婚（丧偶）者４４例，经常饮牛奶者５１例。１２６例患者病理
诊断结果：５２例患者为前列腺炎，４２例患者为前列腺癌，３２例
患者为前列腺良性增生。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治疗前均行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血清 ＰＳＡ检

查。将术后病理结果作为金标准，对比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

ＰＳＡ、超声联合ＰＳＡ诊断的特异性、敏感性和准确性，经直肠前
列腺超声造影、ＰＳＡ、超声联合ＰＳＡ病理诊断结果的Ｋａｐｐａ一致
性系数。其中，血清 ＰＳＡ检测为清晨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离
心使血清分离并保存于２０℃，检测采用ＥｌｅｃｓｙｓｔｏｔａｌＰＳＡ试剂盒
及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系统。经直肠前列腺超声

检查采用ＧＥＬＯＧＩＱＥ９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频率５～９ＭＨｚ，
超声对比剂采用意大利 Ｂｒａｃｃｏ公司生产的声诺维（ＳｏｎｏＶｕｅ），
化学成分为磷脂微囊的六氟化硫冻干制剂。２位专业的影像科
医师对超声造影结果采用双盲法进行独立分析，若结论不一致

则请第三位高年资医师进行讨论表决，若结论一致则为最终结

果；同时，以前列腺及周边解剖标志为基准记录病灶位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采用ｔ检验，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ＰＳＡ、超声联合 ＰＳＡ诊断的一致
性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ＰＳＡ、超声联合ＰＳＡ与手术病理诊
断的Ｋａｐｐａ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７３、０７１和 ０８７，超声联合
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一致性最高。具体内容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２６例前列腺疾病患者ＭＲＳ、ＤＷＩ和ＭＲＳ

联合ＤＷＩ诊断的一致性分析

　　诊断方法 结果
术后病理诊断结果

阳性 阴性
合计

ＭＲＳ诊断 阳性 ２５ １７ ４２

阴性 １２ ７２ ８４

合计 ３７ ８９ １２６

ＤＷＩ诊断 阳性 ２６ １６ ４２

阴性 １０ ７４ ８４

合计 ３６ ９０ １２６

ＭＲＳ联合ＤＷＩ诊断 阳性 ３２ １０ ４２

阴性 ９ ７５ ８４

合计 ４１ ８５ １２６

２２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合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效能
超声联合 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特异度为８８２，准确度为

８４９，灵敏度为７８１，均高于单独的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和
ＰＳＡ。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合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的效能

　　诊断方法 特异度 准确度 灵敏度

ＭＲＳ诊断 ８１２ ７８５ ７１３

ＤＷＩ诊断 ８２１ ７９３ ７２１

ＤＷＩ联合ＭＲＳ诊断 ８８２ ８４９ ７８１

#

　讨论
近年来，由于我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呈逐年上升

的趋势，因而对于前列腺癌的早诊断和早治疗意义十分重

大［５］。目前，临床上主要确诊前列腺癌的手段包括经直肠前列

腺超声（ＴＲＵＳ）、直肠指检（ＤＲＥ）、血清前列腺特异抗原（ＰＳＡ）、
核磁共振（ＭＲＩ）和前列腺穿刺活检等［６］。其中，ＰＳＡ的正常值
经常小于４μｇ／Ｌ，而一旦 ＰＳＡ大于１０μｇ／Ｌ，则患者符合前列腺
穿刺活检的绝对指征［７］。目前的观点普遍认为，ＰＳＡ的前列腺
特异性较强，其对前列腺癌确诊的敏感性较高［８］。值得注意的

是，有较多研究认为，ＰＳＡ并不是肿瘤特异性抗原，其仅为肿瘤
相关性抗原，因而经常受到如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前列腺
炎、导尿、前列腺按摩等物理因素刺激和泌尿系统感染影

响［９１０］。因此，筛查前列腺癌患者时 ＰＳＡ的假阴性和假阳性例
数亦较多［１１］。

本研究中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ＰＳＡ、超声联合ＰＳＡ与手
术病理诊断的 Ｋａｐｐａ一致性系数分别为０７３、０７１和０８７，超
声联合ＰＳＡ诊断前列腺癌一致性最高。本研究中，ＰＳＡ单独诊
断的一致性系数仅为０７１，这可能与其存在所谓的 “灰色诊断
区域”有关，即患者ＰＳＡ处于４０～１００ｎｇ／ｍＬ之间时前列腺穿
刺阳性率为２０％～３０％，存在一定的穿刺指征，但尚存争议，经
常需要定期随访［１２１３］。有关研究认为，常规前列腺超声可以对

前列腺的大小、形态、边界进行有效观察，判断其结节分布、内部

回声、血流情况及其与周围组织关系，但常规超声的敏感性和特

异性均较低，对其他前列腺疾病的鉴别较为困难［１４］。也有研究

认为，通过临床上的经直肠超声引导下穿刺活检结合血清 ＰＳＡ
诊断前列腺癌，阳性率十分显著，其中经直肠超声可以清楚诊断

前列腺癌的具体情况，再结合血清 ＰＳＡ变化，避免了单纯的检
查手段［１５１６］。当然，也有文献报道，前列腺癌预后与肿瘤大小

和分期关系密切，因而可以先经直肠超声分型前列腺癌，再依据

分型中结节、包膜等的不同表现形态行穿刺活检［１７］。其中，隐

匿型前列腺癌患者的声像表现为前列腺内外腺边界均较清楚，

且无明显结节状组织［１８］。本研究中超声联合 ＰＳＡ诊断前列腺
癌的特异度为８８２，准确度为８４９，灵敏度为７８１，均高于单独
的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和ＰＳＡ。这说明联合应用２种检查手
段可以使检验结果更为明确，有利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总而言之，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联合血清ＰＳＡ诊断前列
腺癌，其特异性、灵敏度和准确性均较高，且与病理学诊断一致

性最好，值得临床借鉴。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 ７　　　　·

参 考 文 献

［１］　汪骏，华立新．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前列腺穿刺活检术并发症研究
进展［Ｊ］．现代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２０（８）：５９７６００．

［２］　陈枭，王玉杰．不同超声成像模式引导前列腺穿刺活检的价值
［Ｊ］．医学综述，２０１４，２０（１０）：１８４７１８４９．

［３］　ＰｅｔｒｉｌｌｏＡ，ＦｕｓｃｏＲ，ＳｅｔｏｌａＳＶ，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ＭＲＩｆｏｒ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
ｇｅｎｖａｌｕ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２．５ａｎｄ１０ｎｇ／ｍＬ［Ｊ］．ＪＭａｇｎＲｅｓ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４，３９（５）：１２０６１２１２．

［４］　ＪａｍｂｏｒＩ，ＫｈｋｎｅｎＥ，ＴａｉｍｅｎＰ，ｅｔａｌ．Ｐｒｅｂｉｏｐｓｙ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３Ｔ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ＭＲＩ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ｌｅｖａｔｅｄＰＳＡ，ｎｏｒｍａｌ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ｃｔａｌ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ｏ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ｂｉｏｐｓｙ［Ｊ］．ＪＭａｇｎＲｅｓ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５，
４１（５）：１３９４１４０４．

［５］　ＺｈａｎｇＪ，ＸｉｕＪ，ＤｏｎｇＹ，ｅｔａｌ．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ｅｄｂｉ
ｏｐｓ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１２ｃｏｒｅｔｒａｎｓｒｅｃ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ｂｉｏｐｓｙ［Ｊ］．
ＭｏｌＭｅｄＲｅｐ，２０１４，９（５）：１９８９１９９７．

［６］　ＭｕｅｌｌｅｒＬｉｓｓｅＵＧ，ＬｅｗｅｒｉｃｈＢ，ＭｕｅｌｌｅｒＬｉｓｓｅＵＬ，ｅｔａｌ．ＭＲＩｏｆｔｈｅ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Ｏｎｌｉｎ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ｍｏｎｇ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Ｊ］．Ｒｏｆｏ，
２０１５，１８７（８）：７０３７１１．

［７］　ＫｉｔａｍｕｒａＫ，ＭｕｔｏＳ，ＹｏｋｏｔａＩ，ｅｔａｌ．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ｓ
［Ｊ］．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Ｉｎｔ，２０１４，２（４）：１８８１９５．

［８］　Ｓｈａｒｍａ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ｔ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ｓ［Ｊ］．ＩｎｄｉａｎＪＲａｄｉｏｌ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４
（２）：１３９１４８．

［９］　ＦｒａｎｉｅｌＴ，ＥｃｋａｒｄｔＮ，ＷａｇｉｎｇｅｒＭ，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Ｊ］．Ｒａｄｉｏ
ｌｏｇｅ，２０１４，５４（５）：４９１５０７．

［１０］　ＰｅｎｇＴ，ＷｕＢ，ＸｉａｏＪＭ．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ｓｐｅｃ
ｔ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ｆｏ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ｎｇ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ｅｄ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３，
４４（５）：８２７８３１，８４２．

［１１］　ＫｕｒｕＴＨ，ＲｏｅｔｈｋｅＭＣ，ＲｉｅｋｅｒＰ，ｅｔａｌ．Ｈｉｓｔｏｌｏｇｙｃｏ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ｕｒｏｇｅｎｉｔａｌ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ＥＳＵＲ）ｓｔａｎ
ｄａｒｄｉｓｅｄｓｃｏｒ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
ｇｉｎｇ（ｍｐＭＲＩ）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Ｊ］．ＢＪＵＩｎｔ，２０１３，１１２（８）：１０８０
１０８７．

［１２］　ＲｏｙＣ，ＦｏｕｄｉＦ，ＣｈａｒｔｏｎＪ，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ｏｆ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ｌＭＲＩ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ｒｃｉｎｏ
ｍａａｆｔｅｒｒａｄｉｃ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ｔｏｍｙ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ｂｅａｍ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ＡＪＲ
ＡｍＪＲｏｅｎｔｇｅｎｏｌ，２０１３，２００（４）：Ｗ３６１３６８．

［１３］　ＣａｉｖａｎｏＲ，ＣｉｒｉｌｌｏＰ，ＢａｌｅｓｔｒａＡ，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ｕｔｉｌ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ｐｅｃｔ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ＪＭ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Ｏｎｃｏｌ，２０１２，５６（６）：６０６６１６．

［１４］　ＰａｎｅｂｉａｎｃｏＶ，ＳｃｉａｒｒａＡ，ＭａｒｃａｎｔｏｎｉｏＡ，ｅｔ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ＭＲＩ，ＭＲＳ，ＤＷＩ，ＭＲＰ）ｉｎ
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Ｊ］．ＱＪＮｕｃｌＭｅｄＭｏｌＩｍ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２，５６（４）：３３１３４２．

［１５］　ＬｉＢ，ＣａｉＷ，ＬｙｕＤ，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ＭＲＳａｎｄＤＷＩｉｎｔｈｅ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ｘｔ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ＪＭａｇｎＲｅｓｏｎ
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３，３７（１）：１９４２００．

［１６］　ＳｃｈｅｒＨＩ，ＭｏｒｒｉｓＭＪ，ＳｔａｄｌｅｒＷＭ，ｅｔａｌ．Ｔｒｉ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ｆｏｒ
ｃａ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Ｕｐｄａｔｅ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ｒｏｕｐ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４（１２）：１４０２１４１８．

［１７］　ＳｔｅｒｚｉｎｇＦ，ＫｒａｔｏｃｈｗｉｌＣ，ＦｉｅｄｌｅｒＨ，ｅｔａｌ．（６８）ＧａＰＳＭＡ１１ＰＥＴ／
ＣＴ：Ａ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ａｄ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ｎｃｅ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ｕ
ｃｌｅａｒ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２０１６，４３（１）：３４４１．

［１８］　晏旭东．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血清 ＰＳＡ水平与前列腺炎的相关性
研究［Ｊ］．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１４，２３（３）：３０１３０２，３３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７）

△【通讯作者】任虎，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０６１８８＠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 ·男科与性医学·

经尿道姑息性手术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效果
及对患者 ＶＡＳ评分的影响
任虎△　周伟　徐立
武胜县人民医院，四川 武胜 ６３８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姑息性手术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临床效果与应用价值，以及对患者视觉模
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ｅ，ＶＡＳ）评分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武胜县人民医院
诊治的确诊为晚期前列腺癌的８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
患者。研究组患者采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ｂｉｐｏｌａｒ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治疗，
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汽化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进行治疗，分析两组患者的
手术情况、术后最大尿流量、残尿量和治疗前后ＶＡＳ评分等指标。结果　研究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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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最大尿流量、残尿量、ＰＳＡ３项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
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评分、焦虑自评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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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术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的 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结论　经尿道姑息性手术能够有效改善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质量，但 ＰＫＲＰ的术中出血量、住
院时间均较少，且临床疗效更好，值得推广使用。

【关键词】　经尿道姑息性手术；晚期前列腺癌；ＶＡＳ评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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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口平均年龄随之上升，中老年前列腺癌患者的数量越来

越多。前列腺癌是一种早期发病无明显症状、治疗时已经到晚

期的恶性肿瘤，而且该病治疗复杂，经常伴有尿路阻塞、排尿困

难等症状，严重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还会影响患者的

肝肾功能，同时癌细胞还会转移到其他部位，严重威胁患者的

生命安全［１２］。此外，如果治疗方式不当，就会加剧患者病情的

改变，甚至引起更多的并发症，所以急需研究一种有效的治疗

方式，以减轻患者的尿路阻塞等问题。随着医疗领域的飞速发

展，临床上对于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主要采用经尿道姑息性手

术，许多研究证实，姑息性手术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为了探讨经尿道姑息性手术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临床效果与

应用价值，以及对患者 ＶＡＳ评分的影响，本研究以本院收治的
８０例晚期前列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 ＰＫＲＰ的临床应用效
果。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武胜县人民医院诊治的确
诊为晚期前列腺癌的８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
其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４０例患者。研究组患者，年
龄范围５４岁 ～７９岁，年龄（６７６±９１）岁；体重范围 ５５ｋｇ～

７３ｋｇ，体重（６２２±８２）ｋｇ；病程范围０５年 ～５３年，病程（１３
±０６）年。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４９岁 ～７５岁，年龄（６５６±
８３）岁；体重范围５８ｋｇ～７５ｋｇ，体重（６０５±８５）ｋｇ；病程范围
０３年～５１年，病程（１２±０５）年。两组患者在年龄、体重、病
程等方面的差异就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未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者；未有严重的精神障

碍者；未有其他严重的内分泌疾病患者；患者均有自主排尿障

碍，且有前列腺肿大现象；患者均自愿加入本研究［３］。

排除标准：患者患有严重精神性疾病；患者患有严重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患有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患者不同意加入本研

究［４５］。

１２　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经尿道双极等离子体电切术（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ＫＲＰ）治疗，即持续进行硬膜外麻醉，然后选
取膀胱截石位，使用生理盐水灌洗，把压力控制在６０ｃｍＨ２Ｏ以
下，然后在监视器监视下放入电切镜，观察患者结石情况、前列

腺浸润程度、输尿管开口等情况。如果没有发现结石，继续在膀

胱颈６点处进行切割，把膀胱颈的左叶、右叶和前叶切除，达到
使前列腺处的尿道呈现出漏斗状的目的，然后在前列腺组织处

广泛地进行电击灼伤，把切除的组织和遗留的血液清理干净，并

及时进行止血。术后把 Ｆｏｌｅｙ三腔导管留在患者体内，用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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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水持续进行冲洗，共持续１２～４８ｈ，然后于４～５ｄ后拔管，并
且术中把气囊固定在膀胱颈处，在术后３ｄ拆除。此外，术中还
可以把睾丸同时切除。若是发现有结石，则需要先粉碎结石，再

进行如上操作。仪器使用的是双极等离子体电切以及相关影

像设备，电切功率１６０Ｗ，电凝功率８０Ｗ［６］。
对照组患者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汽化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ＶＰ）治疗，即首先对患者进行局部硬膜外
麻醉，然后确定患者结石情况，仔细观察患者前列腺浸润程度，

并且留意手术范围，从而确定精阜标志到膀胱颈口间的距离，

然后从膀胱颈开始汽化切割，直至切割至前列腺尖部［７］。

１３　观察指标
主要以患者手术情况、患者治疗前后抑郁自评量表（Ｓｅｌｆ

Ｒａｔｉ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ＳＤＳ）评分、焦虑自评量表（Ｓｅｌｆ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Ｓｃａｌｅ，ＳＡＳ）评分、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ｓｃｏｒｅ，ＶＡＳ）评分、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以及最大尿流率、残尿量、前列腺特异抗原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等为观察指标。ＳＤＳ评分说明患
者抑郁情况，总分低于５０分者为正常，５０～６０分者为轻度抑
郁，６１～７０分者为中度抑郁，７０分以上者为重度抑郁［８］。ＳＡＳ
代表患者焦虑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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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Ｓ评分主要代表患者的疼痛
度，主要包括术前、术后３个月、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２个月患者
的疼痛度，评分范围为１～１０分，评分越高，疼痛越明显［９］。ＩＰ
ＳＳ总分为０～３５分，分数越高，症状越明显。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其中计数资
料进行χ２检验，以（％）表示，计量资料进行 ｔ检测，以（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比较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
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均明显短于对照组患者，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天数（ｄ）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０
４０

５６１±２６５
５４１±２４８

５３６±３６９
９３６±２３９

６２±１８
８５±２８

ｔ值 ７２９４ １２３９１ １０１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最大尿流量、残尿量、ＰＳＡ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最大尿流量、残尿量、ＰＳＡ３项指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经过相应的治疗后，均得到了有效
改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同时，研究组患
者的最大尿流量、残尿量、ＰＳＡ３项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ＤＳ评分、ＳＡＳ评分、ＩＰＳＳ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ＳＤＳ评分、ＳＡＳ评分、ＩＰＳＳ评分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经过治疗后，均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改
善，研究组患者的改善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不同时间ＶＡＳ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ＶＡＳ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
后３个月、６个月、１２个月均得到有效改善，且研究组患者术后
不同时间的ＶＡＳ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最大尿流量、残尿量、ＰＳＡ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最大尿流量（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残尿量（Ｖ／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ＳＡ（ＰＢ·μｇ－１·Ｌ－１）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对照组

７９±２７
８３±２４

１８３±３２
１５３±２７

５９５±４２
５８３±４４

１０２±２６
１４３±２４

４０１±１９
３９３±２１

８３±１８
１３３±２０

ｔ值 ７８７１ １１８２３ ６７９２ １２８２２ ７９２４ １３８２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ＳＤＳ评分、ＳＡＳ评分、ＩＰＳＳ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ＳＤ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ＳＡ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ＩＰＳＳ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０
４０

８１８±３４
８２７±３６

４８６±３３
７２６±３２

７５３±３１
７５６±３４

４５２±３０
６５６±３４

２６４±３２
２５２±３０

８２±２５
１１１±２８

ｔ值 ６８７１ １２８４２ ７７７２ １５１８２ ８７６２ １４１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ＶＡＳ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术后１２个月

研究组

对照组

４０
４０

７１±１４
６９±１５

１４±０９
２８±１４

１１±０７
２４±１４

０９±０６
１８±１２

ｔ值 １０２９４ １２３９１ １０１２５ １１９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老年男性前列腺癌的患病几率显著增加。前列腺

癌是一类发现于晚期的恶性肿瘤，因为该病早期症状不明显，

无法明确辨别，随着病情的发展，排尿困难和血尿等症状将明

显加剧，给患者造成较大的痛苦。积极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是

缓解前列腺癌患者痛苦的关键，但是如果治疗方式不当，将会

引起更多的并发症，如尿路感染、阻塞等，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甚

至还会影响患者的肝肾功能，最终危及患者的自身安全［１０］。随

着我国医疗技术的发展，目前对于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主要是

通过姑息性手术，其中应用最广泛的方式是经尿道前列腺电汽

化切除术（ＴＵＶＰ）和经尿道双极等离子体电切术（ＰＫＲＰ）。大
量研究表明，ＰＫＲＰ治疗前列腺癌可以造成前列腺癌的扩散，且
手术部位受肿瘤的侵犯导致解剖标志往往不清晰，因此切勿将

全部前列腺切除，只需要在膀胱颈与精阜之间打开一条通道即

可，这样才有利于手术的进行［１１１３］。

本研究结果表明，ＰＫＲＰ和 ＴＵＶＰ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是采用ＰＫＲＰ的患者术中出血量明显减少，这是因为
ＰＫＲＰ的操作更加精密，手术视野更加清晰明了，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缩小创伤面积，达到有效止血的目的［１４］。研究组患者治疗

后的ＳＤＳ评分、ＳＡＳ评分、ＩＰＳＳ评分和 ＶＡＳ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患者，主要是因为采用 ＰＫＲＰ治疗时，能够有效降低患者体
温，显著减少手术对神经系统的损伤，减少手术对患者前列腺

的刺激，有利于患者术后恢复；同时，ＰＫＲＰ可以有效降低对反
射神经的刺激，减轻患者的剧烈疼痛，显著改善患者最大尿流

量、残尿量、ＰＳＡ指标，促进患者伤口的愈合，有利于患者生理生
化机能的重建。虽然ＴＵＶＰ具有安全有效、操作简便等优点，但
容易引起患者出现术后并发症［１５１６］。总之，ＰＫＲＰ和 ＴＵＶＰ都
能够达到改善晚期前列腺癌的临床症状、缓解病痛的目的，但

ＰＫＲＰ效果更为明显。
综上所述，经尿道姑息性手术能够有效改善晚期前列腺癌

患者的生存质量，但ＰＫＲＰ的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均较少，且
临床疗效更好，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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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参数 ＭＲＩ影像特征联合 ＰＳＡＤ检测对前列腺移行区
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果探究
曹全明１　尹华１△　贾广志１　王学静１　尹小波２

１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影像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５０
２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５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多参数ＭＲＩ影像特征联合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ＰＳＡＤ）检测对前列腺移行
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穿刺病理
证实的移行区ＰＣａ患者５６例、移行区ＢＰＨ患者１０３例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多参数ＭＲＩ检查，并采用
ＰＩＲＡＤＳ评分系统进行诊断分析，检测患者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含量，经直肠超声测量前列腺癌体
积以及移行区体积，计算ＰＳＡＤ值，比较分析多参数 ＭＲＩ以及 ＰＳＡＤ对前列腺移行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
值。结果　ＰＣａ患者中Ｔ２ＷＩ图像凸透镜状、不规则性、信号不均匀、边界不清晰、无包膜检出率明显高于
ＢＰＨ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ａ患者ＤＷＩ高信号／稍高信号检出率明显高于 ＢＰＨ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ＰＣａ患者 ＡＤＣ值明显低于 ＢＰＨ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Ｃａ患者ＤＣＥ图像主要以ＩＩ型曲线、ＩＩＩ型曲线为主，而ＢＰＨ患者ＤＣＥ图像主要为ＩＩ型曲线，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ａ组患者多参数ＭＲＩ综合评分以及ＰＳＡＤ均显著高于ＢＰ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多参数ＭＲＩ与ＰＳＡＤ联合检测对移行区ＰＣａ患者的诊断灵敏度、特异度以及准确度均高于两
者单独检测。多参数ＭＲＩ对ＰＣａ诊断曲线下面积为０７８７，ＰＳＡＤ对 ＰＣａ患者诊断曲线下面积为０７０７，两
者联合对ＰＣａ患者诊断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２９。结论　多参数 ＭＲＩ与 ＰＳＡＤ联合运用，可有效提高对前列腺
良恶性病变患者的诊断鉴别效能，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多参数磁共振成像；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密度；前列腺癌；前列腺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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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ＰＣａ）是男性泌尿系统最为常
见的一种恶性肿瘤，也是导致男性死亡的一个重要病因，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剧以及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ＰＣａ的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经成为了危害我国老年男性生命

健康的一项重要疾病［１］。ＰＣａ手术治疗，可能引起男性生殖、勃
起动能障碍，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对患者临床预后具有着重要

作用。在ＰＣａ患者中，大约２５％ ～３０％发生于移行区，由于移
行区组织成分较为复杂，同时也是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的好发部分，因此对于移行区良恶性病变
的简便诊断便显得尤为重要［２３］。多参数 ＭＲＩ（ＭｐＭＲＩ）主要
由Ｔ２ＷＩ结合弥散加权像（ＤＷＩ）、动态增强所构成，是目前最高
水平的前列腺 ＭＲＩ检查方法［４］。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
是目前临床上前列腺癌诊断的重要指标之一，研究显示，ＰＳＡ密
度（ＰＳＡＤ）对前列腺癌鉴别诊断具有着较高的准确性［５］。为了

进一步提高前列腺移行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鉴别价值，本研究

探讨分析多参数 ＭＲＩ影响特征联合 ＰＳＡＤ检测对前列腺移行
区良恶性病变的诊断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
院经穿刺病理证实的移行区 ＰＣａ患者５６例、移行区 ＢＰＨ患者
１０３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临床证实为ＰＣａ患者；患者肿
瘤体积≥０５ｃｍ３；肿瘤体积７０％以上位于移行区。排除标准：
排除ＭＲＩ检查禁忌症患者，如金属异物或幽闭恐惧症，装有心
脏起搏器等。ＰＣａ组患者年龄范围５３岁～８２岁，年龄（７３２８±
１２０１）岁；ＢＰＨ患者年龄范围 ５１岁 ～８５岁，年龄（７１９７±
１３５６）岁。经比较，两组患者平均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多参数ＭＲＩ检查　采用 Ａｖａｎｔｏ１５Ｔ超导型磁共振仪
（购于德国西门子公司）。检查参数：横断位、矢状位采用抑脂

ＦＳＥＴ２ＷＩ；ＤＷＩ采用单次激发ＥＰＩ序列；动态增强采用Ｍａｌｌｉｎｋ
ｒｏｄｔ高压注射器经患者肘静脉注射ＧｄＤＴＰＡ１５ｍｌ，速率２ｍｌ／ｓ，
之后用１０ｍｌ０９％氯化钠溶液冲洗，冲洗完毕立即行水平位
ＶＩＢＥ序列扫描。图像由２名经验丰富的影像学医师在不知道
患者病情及病理结果的情况下进行阅片，当２名医师评估结果
不一致时，由２名医师协商后获得一致结果。
１２２　ＰＳＡＤ检测　采用瑞典 ＣａｎＡｇ公司生产的 ＰＳＡ试剂盒
测定两组患者血清 ＰＳＡ含量。由经验丰富的超声科医师检测
患者前列腺体积，采用经直肠超声法进行前列腺体积测定，前

列腺体积（Ｖ）＝长×宽×高×０５２，ＰＳＡＤ＝ＰＳＡ／Ｖ。

１３　ＭＲＩ数据分析及诊断
在ｓｙｎｇｏＭＲＩ工作站上进行图像分析，对本研究两组患者

的Ｔ２ＷＩ、Ｔ２ＷＩ＋ＤＣＥ、Ｔ２ＷＩ＋ＤＷＩ＋ＤＣＥ共４种组合的前列腺
图像分布进行分析，每种图像分析间隔时间在２周以上，采用前
列腺影响报告和数据系统（ＰＩＲＡＤＳ）作为诊断标准［６］。①
Ｔ２ＷＩ诊断：不均质肿瘤样结节信号，且边界清楚，１分；起源于
前列腺增生移行区内均匀低信号，且边界清楚，２分；中间表现，
不归于其他评分，３分；均匀性低信号，边界不清，４分；均匀性低
信号，边界不清，但存在前纤维基质或外周带前角侵犯，一般呈

水滴样或凸透镜样，５分。②ＤＷＩ诊断：与正常腺体组织比较
ＡＤＣ无明显降低，ｂ≥８００ｓ／ｍｍ２图像上信号强度无明显增高，１
分；ＡＤＣ值明显降低且在 ｂ≥８００ｓ／ｍｍ２图像上呈弥漫性高信
号，可呈三角形、线样或不规则性，无局灶特征，２分；中间表现，
不归于其他评分，３分；局灶性病灶且ＡＤＣ值降低，在ｂ≥８００ｓ／
ｍｍ２图像上呈等信号，４分；局灶性肿块或结节，ｂ≥８００ｓ／ｍｍ２图
像上呈高信号且ＡＤＣ值降低，５分。③ＤＣＥ诊断：Ｉ型曲线，流
入型，１分；ＩＩ型曲线，平台型，３分；ＩＩＩ型曲线，流出型，４分；ＩＩ
型或ＩＩＩ型曲线伴局灶性强化病灶，＋１分；ＩＩ型或 ＩＩＩ型曲线且
病灶不对称或位于少见部位，＋１分。Ｔ２ＷＩ、ＤＷＩ以及 ＤＣＥ独
立诊断分值平均分作为综合评分，当任意独立评分为５分时，综
合评分＋１分；对于任一独立评分为１分时，综合评分１分。综
合评分１分～２分诊断为良性，３分～５分诊断为癌。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２２０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
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
秩和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ＲＯＣ曲
线分析多参数ＭＲＩ影像特征联合 ＰＳＡＤ检测对前列腺移行区
良恶性病变的诊断价值，计算 ＡＵＣ值，ＡＵＣ值 ＞０９为具有较
高诊断价值，ＡＵＣ值在０８～０９之间为一般诊断价值，ＡＵＣ值
＜０８为较低诊断价值。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多参数ＭＲＩ表现

５６例ＰＣａ患者经病理证实共有癌灶９２个，８３例ＢＰＨ患者
检出结节１６１个。ＰＣａ患者中 Ｔ２ＷＩ图像凸透镜状、不规则性、
信号不均匀、边界不清晰、无包膜检出率明显高于ＢＰＨ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ａ患者ＤＷＩ高信号／稍高信号
检出率明显高于 ＢＰＨ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而ＰＣａ患者ＡＤＣ值明显低于 ＢＰＨ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ＰＣａ患者ＤＣＥ图像主要以 ＩＩ型曲线、ＩＩＩ型曲线为
主，而ＢＰＨ患者ＤＣＥ图像主要为ＩＩ型曲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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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多参数ＭＲＩ表现分析［ｎ（％）］

　多参数ＭＲＩ表现 ＰＣａ（ｎ＝９２） ＢＰＨ（ｎ＝１６１） χ２／ｔ／Ｚ值 Ｐ值

Ｔ２ＷＩ

　凸透镜状 ３９（４２３９） ０（０００） ８０６８８ ＜００５

　类圆形 １２（１３０４） ８５（５２８０） ３９１３３ ＜００５

　不规则形 ３４（３６９６） １９（１１８０） ２２３７２ ＜００５

　信号不均匀 ７１（７７１７） ６３（３９１３） ３４０１３ ＜００５

　边界不清晰 ６８（７３９１） ６６（４０９９） ２５４６７ ＜００５

　无包膜 ８５（９２３９） １０９（６７７０） １９９５７ ＜００５

ＤＷＩ

　高信号／稍高信号 ９０（９７８３） ８９（５５２８） ５１２１３ ＜００５

　ＡＤＣ值（×１０－３ｍｍ２／ｓ） ０８９±０２６ １２１±０２９ ８７６０ ＜００５

ＤＣＥ

　Ｉ型曲线 ０（０００） １９（１１８０） －６７８４ ＜００５

　ＩＩ型曲线 ５４（５８７０） １２９（８０１２）

　ＩＩＩ型曲线 ３８（４１３０） １３（８０７）

２２　两组患者多参数ＭＲＩ评分及ＰＳＡＤ值比较
ＰＣａ组患者多参数 ＭＲＩ综合评分以及 ＰＳＡＤ均显著高于

ＢＰ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多参数ＭＲＩ评分及ＰＳＡＤ值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ＭＲＩ综合评分（分） ＰＳＡＤ

ＰＣａ组 ５６ ３９８±０８３ ０２７±０１０

ＢＰＨ组 ８３ ２３１±０７９ ０１６±００８

ｔ值 １１９７７ ７１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多参数ＭＲＩ与ＰＳＡＤ对移行区ＰＣａ和ＢＰＨ患者的诊断价
值

　　多参数ＭＲＩ对移行区 ＰＣａ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准确度分
别为８０３６％、７２２９％、７５５４％；ＰＳＡＤ对移行区 ＰＣａ诊断灵敏
度、特异度、准确度分别为６２５０％、６１４５％、６１８７％；两者联合
对移行区 ＰＣａ患者诊断灵敏度、特度度、准确度分别为
８９２９％、８５５４％、８７０５％。运用 ＲＯＣ曲线分析多参数 ＭＲＩ、
ＰＳＡＤ以及两者联合对移行区 ＰＣａ患者的诊断价值，多参数
ＭＲＩ对ＰＣａ诊断曲线下面积为０７８７，ＰＳＡＤ对ＰＣａ患者诊断曲
线下面积为 ０７０７，两者联合对 ＰＣａ患者诊断曲线下面积为
０９２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图１。

表３　多参数ＭＲＩ与ＰＳＡＤ对移行区ＰＣａ诊断效能（％）

　　　方法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度

多参数ＭＲＩ ８０３６（４５／５６）７２２９（６０／８３）７５５４（１０５／１３９）

ＰＳＡＤ ６２５０（３５／５６）６１４５（５１／８３）６１８７（８６／１３９）

多参数ＭＲＩ＋ＰＳＡＤ ８９２９（５０／５６）８５５４（７１／８３）８７０５（１２１／１３９）

图１　多参数ＭＲＩ、ＰＳＡＤ以及两者联合
对ＰＣａ患者诊断ＲＯＣ曲线

#

　讨论
多参数ＭＲＩ是由高分别率的 Ｔ２ＷＩ与两种功能序列相结

合，是目前诊断水平最高的ＭＲＩ检查手段，由于ＭＲＳＩ常被列为
选择性序列，因此多参数 ＭＲＩ一般指 Ｔ２ＷＩ、ＤＷＩ以及 ＤＣＥ相
结合［７］。研究报道显示，多参数ＭＲＩ对于外周带ＰＣａ具有着较
高的诊断价值，对于移行区 ＰＣａ有学者研究显示，多参数 ＭＲＩ
可显著提高移行区 ＰＣａ的检出及诊断准确度［８９］。２０１２年，欧
洲泌尿生殖放射学会提出前列腺影响报告和数据系统（ＰＩ
ＲＡＤＳ），该系统对多参数ＭＲＩ的序列影像表现均进行５个分级
和评分，本研究将ＰＩＲＡＤＳ与多参数 ＭＲＩ相结合，对 ＭＲＩ影像
学进行量化评分，能够较好地对患者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比

较［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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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ＰＳＡ是ＰＣａ临床诊断、分期、治疗以及预后评估的重
要指标，并广泛运用于临床工作中［１１１２］。血清中ＰＳＡ浓度与前
列腺体积以及前列腺上皮细胞数量有关，正常的前列腺上皮细

胞所分泌的ＰＳＡ含量较为稳定，而一旦前列腺腺体出现癌变，
上皮细胞被大量异形上皮细胞所占据，这些癌变后的上皮细胞

代谢旺盛、增生活跃，破坏了前列腺正常的结构屏障，导致 ＰＳＡ
更容易渗入血液而引起血清 ＰＳＡ水平的增高［１３１４］。但是由于

ＰＳＡ并非ＰＣａ所特有，其他前列腺疾病尤其对于 ＢＰＨ患者，也
能引起血清ＰＳＡ水平的升高，因此将血清ＰＳＡ单独作为ＰＣａ的
诊断指标其准确度和特异度均较低［１５１６］。国外学者提出 ＰＳＡＤ
概念，并将其运用于ＰＣａ与ＢＰＨ的鉴别诊断中，较单独 ＰＳＡ诊
断具有着更高的准确性［１７１８］。

为了进一步提高前列腺移行区良恶性病变诊断鉴别价值，

本研究分析多参数ＭＲＩ影像特征，并运用多参数 ＭＲＩ联合 ＰＳ
ＡＤ诊断鉴别 ＰＣａ和 ＢＰＨ。分析多参数 ＭＲＩ影像表现，ＰＣａ患
者Ｔ２ＷＩ图像主要表现为凸透镜状、不规则性、信号不均匀、边
界不清晰、无包膜，ＤＷＩ高信号／稍高信号，ＡＤＣ值较低，ＤＣＥ图
像主要以ＩＩ型曲线、ＩＩＩ型曲线为主。对比分析ＰＣａ患者与ＢＰＨ
患者多参数ＭＲＩ评分及ＰＳＡＤ值，结果显示，ＰＣａ组患者多参数
ＭＲＩ综合评分以及ＰＳＡＤ均显著高于ＢＰＨ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这与相关报道结果相似［１９］。此外，分析两种

检查手段诊断效能及价值，结果显示，多参数 ＭＲＩ联合 ＰＳＡＤ
诊断效能明显提高，且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明显增加，表明多参数
ＭＲＩ联合ＰＳＡＤ诊断鉴别ＰＣａ与ＢＰＨ具有着较高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多参数 ＭＲＩ与 ＰＳＡＤ联合运用，可有效提高对
前列腺良恶性病变患者的诊断鉴别效能，指的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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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同电切手术方案对前列腺增生病人临床疗效
及性功能的影响对比研究
何海宝　王涛△　张建勋　刘安
延安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患者采用不同电切术治疗的效果进行评析。方法　以２０１５年１０
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延安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１５０例ＢＰＨ患者作为观察对象，依照手术方式分成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７５例；对照组采取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ＶＰ）治疗，观察组采取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
术（ＰＫＲＰ），对比两组手术情况，并测定手术前后Ｑｍａｘ、ＰＲＶ及ＩＰＳＳ，随访随访３个月、６个月的阴茎勃起功
能障碍（ＥＤ）、逆行射精（ＲＥ）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术中出血量、导管留置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为２６７％，低于对比组的１３３３％，差异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差
异有统计意义，但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随访３个月、６个月观察组 ＥＤ
发生率低于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ＰＫＲＰ术治疗ＢＰＨ，创伤小，术中出血少，术
后恢复快，且对患者性功能影响小，安全性高，临床优势更为显著。

【关键词】　经尿道双极等离子电切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前列腺增生；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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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ＢＰＨ是临床泌尿外科常见病症，以良性多见，有较高发病
率，老年男性为主要发病群，该病会导致膀胱出口梗阻引起排

尿障碍，给患者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影响［１］。近年

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ＢＰＨ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当前，临床上以手术治疗为主，一直以来 ＴＵＶＰ被认为是 ＢＰＨ
治疗金标准，但该项手术术中出血量较大、导尿管留置时间长、

且术后康复较缓［２３］。ＰＫＲＰ是治疗 ＢＰＨ的新方法，在较大程
度上能够弥补传统电切术的缺陷，在临床上逐步应用开来。本

文主要对１５０例ＢＰＨ患者手术治疗情况进行研究，系统剖析讨
ＴＵＶＰ术和ＴＫＲＰ术的临床效果，并探析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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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延安市人民医院泌尿外
科诊治的１５０例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均通过临床症状、Ｂ
超、膀胱镜等检查确诊，符合《泌尿外科疾病诊疗指南》关于

ＢＰＨ的诊断标准［４］。排除肝肾心功能不全、恶性肿瘤、凝血机

制障碍及其他泌尿系疾病等患者，均符合电切术适应证，患者

自愿选择手术方式，知情并同意，此项研究得到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基于手术方式不同分成两组，每组７５例。其中观察组
年龄范围５３岁～７１岁，年龄（６０７±５２）岁；病程范围２年 ～
１１年，病程（５２±１４）年；前列腺体积范围 ２３５ｃｍ３ ～
９８０ｃｍ３，体积（５９２±７８）ｃｍ３；合并高血压１８例，糖尿病３例，
尿路感染６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５２岁 ～７４岁，年龄（６２２±
４８）岁，病程范围３年 ～９年，病程（４７±１６）年；前列腺体积
范围２３２ｃｍ３～９７９ｃｍ３，体积（５８６±７４）ｃｍ３；合并高血压１３
例，糖尿病５例，尿路感染８例。在一般信息、病情、病程、合并
症等方面，两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１２　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取前列腺电切术治疗，对合并症患者开展对

症治疗，在病情、体征稳定之后实施手术。观察组患者采用

ＴＫＲＰ术治疗，选用等离子双极电切系统，电切功率为１６０Ｗ，、
电凝功率为８０Ｗ，配套为３０°镜、２７Ｆ规格外鞘。具体操作：行连
续腰硬外＋腰麻，取截石位，常规铺巾、消毒。先经尿道妥善置
入电切镜，对尿道、精阜、前列腺、膀胱等组织逐一进行探查，重

点掌握前列腺增生情况。对于中叶增生，自精阜近端起电切，将

中叶、包膜分离，然后于远端５点、７点部位切开标志沟，再妥善

切除增生组织；对于侧叶增生，在膀胱颈６点部位切开标志沟，
一直达到前列腺外包膜，同时切除两侧叶和颈部１２点部位腺
体，然后以精阜作为界线，妥善修补前列腺尖，再吸出膀胱中的

零碎增生组织，电凝止血，留置 Ｆ２２三腔气囊尿管持续冲洗膀
胱。

对比组采取ＴＵＶＰ术治疗，具体操作：麻醉、体位及手术准
备工作和观察组一致；采用内窥镜电切系统，电切、电凝功率分

别是２２０Ｗ、８０Ｗ，应用５０％甘露醇电切冲洗液；先把光源、纤
维导光束、电切镜线等妥善连接，然后在直视下经尿道置入Ｆ２４
电切镜，采取滚轴状刨削样、边切边电凝法切除前列腺增生组

织，再持续冲洗，将碎组织抽出，留置导管冲洗膀胱。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采用湿纱布计算法）

导管留置时间、及住院时间；同时，掌握术后并发症情况，主要是

暂时性排尿障碍、血尿、尿路狭窄、尿路感染等；手术前后测定患

者的最大尿流量（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及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术后３个月、６个月通过匿名自测填写ＩＩＥＦ５问卷掌握
ＥＤ、ＲＥ发生情况［５６］。

１４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数据

用例数和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计量数据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导管留置时间、术后住院时间短于

对比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时间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导管留置时间（ｄ） 术后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７５ ７０６０±７０６ ６５７３±１０７１ ４０２±０７５ ５８３±１１４

对照组 ７５ ７１５２±８６３ １４４５０±１９７４ ５３３±１０６ ７１９±１０７

ｔ值 ０７１５ ３２６４９ ８７３７ ７５３３

Ｐ值 ０２３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效果对比
术后两组患者的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均有改善，与术前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效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观察组（ｎ＝７５）

手术前 手术后

对照组（ｎ＝７５）

手术前 手术后

Ｑｍａｘ（ｍＬ／ｓ） ４３１±１０２ １４８６±２８５ａ ４２８±１０８ １４８４±２７１ａ

ＰＶＲ（ｍＬ） ９７３３±３０２１ １９４１±６５０ａ ９７５６±３１０５ １９８０±７６６ａ

ＩＰＳＳ（分） ２５２０±５６０　 ８３３±２８４ａ ２５４１±５８２　 ８５０±２１９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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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对比
术后观察组患者出现１例血尿，１例尿路感染，发生率为

２６７％；对比组患者出现３例血尿，４例暂时性排尿障碍，３例尿
路感染，发生率为１３３３％，均得到及时治疗，两组患者数据比
较差异有统计意义（Ｐ＝００１６，Ｘ２＝５７９７）。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情况对比

术后随访３个月、６个月，无失访病例，观察组患者ＥＤ发生
率低于对比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ＥＤ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ＲＥ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７５ ４（５３３） ０（０００） １５（２０００） １４（１８６７）

对照组 ７５ １２（１６００） ６（８００） １６（２１３３） １６（２１３３）

χ２值 ４４７８ ６２５０ ００４１ ０１６７

Ｐ值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０８４０ ０６８３

#

　讨论
ＢＰＨ是临床常见的一种男性泌尿系病症，中老年男性的发

病率最高，以下尿路症状为主要表现，容易伴发膀胱结石，如未

及时有效治疗，则可能导致患者逼尿肌失代偿，造成肾积水，而

损伤到肾功能，对患者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极大影响［７］。因

而，必须及时进行针对性、系统性治疗。

当前，临床治疗 ＢＰＨ以手术为主，且有多种手术方法，
ＴＫＲＰ、ＴＵＶＰ在临床上有较多应用。其中，ＴＵＶＰ就是把传统高
频电刀外科术和新型气化电极相分离腔内的前列腺切除新技

术，气化切割可使增生组织快速热气化，并于切割面形成１ｍｍ
～３ｍｍ蛋白凝固层，可有效减少术后出血量及液体吸收［８９］。

但是术中可能会损伤组织，主要是因为切割时表面温度比较

高，易灼伤尿道、膀胱等组织，引起多种并发症。而 ＴＫＲＰ是基
于高射频电通过生理盐水形成的局部控制回路，电切环运行电

极和自身携带的回路电极间形成高热能等离子球体，增生组织

在进入后当即被汽化切除［１０］。该项手术方法的优势在于电流

不需经身体，不会对组织产生损伤，且对人体的电生理不会造

成很大影响；同时，在属于低温切割，可有效避免和减少切割组

织时的损伤，预防术后并发症［１１］；此外，视野清晰、切割准确，可

缩短手术时间，减少术中出血量，大幅提升了电切术的准确度

和安全性。此外，ＴＫＲＰ手术在切至前列腺包膜时，有显著切割
困难感，可以有效防止切穿包膜，所以对前列腺包膜有“保护”

功能，减少并发症发生，进而可减少术后性功能障碍发生［１２１３］。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采取 ＴＫＲＰ治疗，术中出血量、导管留置
时间、术后住院时间均短于ＴＵＶＰ治疗对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率为 ２６７％低于对比组的
１３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随访两组疗效
基本一致，在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术后均显著改善，但组间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张菊根等人的相关课题研究报
道基本一致［１４１６］。术后随访，观察组患者 ＥＤ发生率低于对比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Ｒ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原因可能是两种手术均改变膀胱颈完整性，影响到
膀胱颈部功能，导致术后膀胱颈无法正常关闭，致射精中精液

往膀胱返流［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采用ＴＫＲＰ手术治疗 ＢＰＨ，有着微创伤，术中出
血少，术后并发症少，恢复快等特点，且术后并发症少，对患者性

功能影响更小，临床优势更优于 ＴＵＶＰ术，是 ＢＰＨ首要手术方
法，但在临床上需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和适应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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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
增生症的应用价值
牟晓兵１△　谢鸿２　李强３

１成都市西区医院泌尿外科，成都 ６１００３６
２成都市西区医院手术室，成都 ６１００３６
３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成都 ６１００１４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选
取２０１２年４月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成都市西区医院和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２００
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组（ＴＵＲＰ组，ｎ＝１００）和经尿道前列
腺等离子剜除术组（ＴＰＫＥＰ组，ｎ＝１００）两组，对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
分、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Ｔ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导尿管
留置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列腺切除质量显著高于ＴＵＲＰ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
并发症发生率、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率５０％（５／１００）、２６０％（２６／１００）均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１５０％（１５／
１００）、３４０％（３４／１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
腺增生症的应用价值较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高。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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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是男性的一种多发病，在临床较
为常见，排尿困难、尿失禁是其主要临床表现，对男性性功能、生

殖健康也会造成不良影响［１］。近年来，虽然药物治疗良性前列

腺增生症具有一定疗效，但是其复发率较高，因此手术治疗成为

临床采用的主要方法［２］。现阶段，ＴＵＲＰ是临床通常采用的治
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手术术式，但是其具有较高的术后并发

症发生率［３］。近年来，ＴＰＫＥＰ在临床兴起［４］。本研究对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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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４月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成都市西区医院和成都市第三人民医
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２００例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计
分析，比较了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

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应用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成都市西区医院
和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２００例作
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伴有严重排尿功能障碍，均

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合并严重尿路感染、不稳定膀胱、既往

尿道狭窄、术前病理诊断为恶性前列腺癌等患者排除在外。依

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组（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例）和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组（ＴＰＫＥＰ组，１００例）两
组。ＴＰＫＥＰ组患者年龄范围５４岁 ～８４岁，年龄（６５２±１０１）
岁；病程范围１年～６年，病程（４５±０４）年；前列腺体积范围
２０ｍｌ～１２０ｍｌ，前列腺体积（６２４±１０１）ｍｌ。ＴＵＲＰ组患者年龄
范围５５岁～８４岁，年龄（６６２±１０４）岁；病程范围１年～６年，
病程（４８±０６）年；前列腺体积范围２１ｍｌ～１２０ｍｌ，前列腺体积
（６３３±１０６）ｍｌ。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ＴＰＫＥＰ组　ＴＰＫＥＰ组患者接受 ＴＰＫＥＰ治疗，具体操作
为：对患者进行硬膜外麻醉，应用奥林巴斯等离子电切镜，电切

镜下应用生理盐水对患者膀胱进行连续灌洗，对患者膀胱颈

部、双侧输尿管开口、尿道外括约肌等情况进行观察，应用电切

镜鞘在精阜５７点处逆行切除前列腺中叶，应用电切镜钝性分
离外科包膜和腺体，同时在靠近膀胱颈４点、８点处对前列腺组
织进行不完全剥离，在１２点处切除前列腺侧叶，切除前列腺后
对患者的出血情况进行认真观察，如果患者有出血发生，则为

其止血。

１２２　ＴＵＲＰ组　ＴＵＲＰ组患者接受 ＴＵＲＰ治疗，具体操作为：
对患者进行硬膜外麻醉，采用奥林巴斯等离子电切镜，在前列

腺５７点处切除从膀胱颈到精阜上缘腺体，然后切除１１１点范
围的腺体，最后切割精阜周围腺体，完成手术后应用冲洗器冲

洗干净膀胱。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前列腺切除质量、术中

出血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住院时间等术中

术后指标。同时，手术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进行测量，并分别依据前列腺症状评
分（ＩＰＳＳ）量表、生活质量（ＱＯＬ）量表评定两组患者的临床症
状、生活质量［５６］。此外，统计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

情况，其中术后并发症分为近期并发症与远期并发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用率表示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用 χ２检验；
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
评分、ＱＯＬ评分等计量资料，用ｔ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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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前列腺体积（ｍｌ）

Ｔ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６５２±１０１ ４５±０４ ６２４±１０１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６６２±１０４ ４８±０６ ６３３±１０６

ｔ值 １８８６ １６３８ １５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比较
Ｔ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导尿管留

置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前列腺切除质量显著高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前列腺切除质量

（ｇ）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膀胱冲洗时间

（ｍｉｎ）
导尿管留置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ＴＰＫＥＰ组 ６２４±１０２ａ ６２３±１０５ａ ６３０±１１５ａ ２００±４９ａ ３３±１０ａ ５２±０９ａ

ＴＵＲＰ组 ８５３±１２０ ４０３±６０ ９８３±１７０ ３５３±５０ ５７±０８ ８０±１０

ｔ值 ４３０３ ３１８２ ２７７６ ２５７１ ２４４７ ２３６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Ｕ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 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变化
两组患者手术后的 Ｑｍａｘ均显著干预手术前，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ＶＲ均显著少于手术前（Ｐ＜００５），ＩＰＳＳ
评分、ＱＯＬ评分均显著低于手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手术前后两组患者的 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
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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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变化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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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ＰＫＥ组 １００ 手术前 ６３±１３ ７２９±１４０ ２２５±４３ ４３±０６

手术后 ２３１±４０ａ ９３±１３ａ ５１±１３ａ １２±０２ａ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手术前 ６８±１４ ７２５±１４０ ２２８±４２ ４４±０６

手术后 ２３９±４３ａ ９９±１４ａ ５５±１４ａ １２±０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Ｔ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术中并发症发生率、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

率５０％（５／１００）、２６０％（２６／１００）均显著低于ＴＵＲＰ组１５０％
（１５／１００）、３４０％（３４／１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两组患者的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率４０％（４／１００）、５０％（５／
１０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１～表４３。

表４１　两组患者的术中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 电切综合征 尿道及膀胱损伤 包膜穿孔尿外渗 总发生

Ｔ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０（０） １（１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５（５０）ａ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０（０） ２（２０） ８（８０） ５（５０） １５（１５０）

χ２值 — — — — １１１４

Ｐ值 —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Ｕ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２　两组患者的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后出血 尿路感染 拔管后不排尿 暂时性尿失禁 总发生

Ｔ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０（２００） ２６（２６０）ａ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７（７０） ５（５０） １２（１２０） １０（１００） ３４（３４０）

χ２值 — — — — １２８３

Ｐ值 —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Ｕ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３　两组患者的术后远期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膀胱颈狭窄 尿道狭窄 永久性尿失禁 逆行射精 总发生

Ｔ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０（０）　 ２（２０） ０（０） ２（２０） ４（４０）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２（２０） ３（３０） ０（０） ０（０）　 ５（５０）

χ２值 — — — — １３２

Ｐ值 — — — — ＞００５

#

　讨论
现阶段，临床普遍认为［７１０］，在前列腺增生的外科微创治疗

中，ＴＵＲＰ是金标准，但是，其只在前列腺体积在８０ｍｌ以下的患
者的治疗中适用，同时无法充分切割腺体，只能将一半左右的

增生腺体切除，术后５年需要再次接受手术治疗的患者占总数
的１４５％左右［１１］。同时，其还会引发出血、膀胱颈痉挛等并发

症，具有较高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１２］。现阶段，很多相关医学

研究均证实［１３１８］，ＴＰＫＥＰ和 ＴＵＲＰ具有相似的临床疗效，但是
前者能够更为彻底地将增生腺体切除，具有更短的手术时间、

更少的出血及更高的安全性。本研究结果表明，ＴＰＫＥＰ组患者

的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住院时间均

显著短于ＴＵＲＰ组（Ｐ＜００５），前列腺切除质量显著高于 ＴＵＲＰ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
ＴＵＲＰ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手术后的
Ｑｍａｘ均显著干预手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ＰＶＲ均显著少于手术前（Ｐ＜００５），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均显
著低于手术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前后两组
患者的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术中并发症发
生率、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率５０％（５／１００）、２６０％（２６／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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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１５０％（１５／１００）、３４０％（３４／１００），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术后远期并发症发
生率４０％（４／１００）、５０％（５／１００）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说明经
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应用价值

较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高，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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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与开放性手术治疗后对患者
性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较
郭绍洪１△　梁培育２

１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海南 五指山 ５７２２９９
２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２

【摘要】　目的　探讨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与开放性手术治疗后对患者性功能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６０例前列腺良性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随机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３０例，对照组患者实行开放性手术治疗，观察组患者实施前列腺
经尿道电切手术治疗，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质量、生活质量、术后住院时间以及并发症发生率等相

关指标。结果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留置尿管时间以
及术后住院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在治疗后的性功能各项评分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ＩＰＳＳ、ＰＶＲ和ＱＯＬ评分均低于对照组，观察组的Ｑｍａ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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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术后并发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降低术中出血量，减少
尿管留置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提高患者的勃起功能、性交满意度、性高潮、性欲和总体满意度评分，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开放性手术；性功能；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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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症是临床常见的男性泌尿外科疾病之一，高发
于中老年群体［１］，其发病率较高，主要表现为排尿困难、尿频、

尿急以及夜尿增多等慢性疾病，会导致性功能障碍和下尿路感

染症状，严重影响着患者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２］。目前，治

疗前列腺增生以外科手术为主，包括开放性手术（耻骨上前列

腺切除术和耻骨后前列腺切除术）、前列腺尿道手术（前列腺经

尿道等离子电切术、前列腺经尿道激光汽化切除术和前列腺经

尿道激光剜除术等）方法［３］，传统的开放性手术能够有效改善

患者的症状，但创伤性大，且患者性功能受到影响；前列腺经尿

道电切手术是目前逐渐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的治疗方法，能够

彻底切除前列腺体，且创伤性较小［４］。本研究针对良性前列腺

增生患者实施不同的治疗手术，观察其临床治疗疗效、性功能

和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海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诊治
的６０例前列腺良性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化列表
将其分为对照组（ｎ＝３０）和观察组（ｎ＝３０）。对照组３０例患者
中，年龄范围６０岁

!

７６岁，年龄（６７６±７３）岁；病程范围８个
月～６年，病程（３６±１５）年；术前经 Ｂ超检查前列腺体积４０
～１２０ｍＬ，体积（７１２±１０３）ｍＬ；膀胱残余尿量６０ｍＬ～１８０ｍＬ，

参与尿量（１２５１±９６）ｍＬ。观察组３０例患者中，年龄范围５９
岁

!

７５岁，年龄（６６１±７６）岁；病程范围９个 ～月７年，病程
（３７±２１）年；术前经 Ｂ超检查前列腺体积范围 ４１ｍＬ～
１２５ｍＬ，体积（７２３±９６）ｍＬ；膀胱残余尿量范围 ６２ｍＬ～１９０
ｍＬ，参与尿量（１２７２±９５）ｍＬ。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纳入标准：无手术禁忌症患者；所有患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心肺功能不全者；肝肾功能障

碍患者；膀胱肿瘤患者；尿道狭窄患者；精神病患者；合并前列腺

癌患者以及严重尿路感染患者。

１２　方法
手术前，两组患者均接受常规膀胱镜检查，且行硬膜外麻

醉，取截石位于手术台上。

１２１　对照组　对照组的患者行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切除传
统手术治疗，将采取平卧位，垫高臀部，切开患者的膀胱，并分离

包膜后挖出前列腺，进行尿道卡断尿道，然后采用常规缝合法进

行缝合止血，止血后留置三腔导尿管，术后留置引流管留置尿

管，５ｄ～７ｄ后拔除尿管，观察患者排尿情况。
１２２　观察组　观察组患者实施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治疗，
采用德国生产的狼牌等离子电切镜治疗，电切功率６０Ｗ，输出
功率１８０Ｗ，选用３０°目镜和 Ｆ２７电切镜外鞘，待３６０°旋转后用
生理盐水冲洗，冲洗液的高度为 ５０ｃｍ。采用电切镜经尿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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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前列腺病灶部位，全面观察，如果中叶增大，先切除中叶，再切

除左右侧叶，最后切除尖部，要求患者的膀胱颈部开口需与膀

胱三角区始终位于同一平面，待吸出切除组织后，反复冲洗。留

置三腔导尿管，５ｄ～７ｄ后拔除尿管并观察患者排尿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并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情况；②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
数评分表ＩＩＥＦ５对患者治疗前后３个月的性功能进行评分；③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症状（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和生活质量（ＱＯＬ）评分；④比较两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对本次研究的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多个均数
的比较使用方差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的对比

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观
察组患者的手术情况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相关手术指标（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留置尿管时间（ｄ） 术后住院时间（ｄ）

对照组 ３０ ６３１５±１２３８ １９０３２±２８８９ ５６５±０６６ ５９８±１４５

观察组 ３０ ６２１３±１１５６ １２５３５±２６３６ ３８２±０６５ ３７６±１２３

ｔ值 ０６１８ ７１２６ ３５１７ ６１５９

Ｐ值 ０３７９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２０

２２　比较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的变化情况
从表２中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发现：两组患者在治

疗前的各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性

功能各项评分在治疗后均改善，观察组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性功能评分（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阶段 勃起功能 性交满意度 性高潮 性欲 总体满意度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３４５±６１３ ６３８±２３９ ５２１±２１６ ５１８±２１８ ６１８±２１６

治疗后 １０６２±６１１ ４１３±１６７ ３１５±２０４ ３９３±２１３ ４０５±２０８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１３７６±５９２ ６３７±２６５ ５２３±２３１ ５２１±２２９ ６２１±２２８

治疗后 １２４５±６２３ ５３６±２１３ ４３５±２３５ ４８５±２２５ ５１６±２１１

ｔ值ａ ２１２８ ２３１７ ２１２６ ２５１９ ２３２５

Ｐ值ａ ００３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治疗３个月后，对照组和观察组的对比

２３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症状（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和生活质量（ＱＯＬ）评分
　　对照组患者和观察组患者在治疗前 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Ｒ和
ＱＯＬ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不同手术治疗３个

月后，观察组患者的前列腺症状ＩＰＳＳ评分、残余尿量 ＰＶＲ和生
活质量ＱＯＬ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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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Ｒ和ＱＯＬ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阶段 ＩＰＳＳ评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ＰＶＲ（ｍＬ） ＱＯＬ评分

对照组 ３０ 治疗前 ２８１±２７ ７５±２８ ８７２±３１ １５６±１３

治疗后 １３８±３２ ９３±２３ ２６９±５２ ７９±０８

观察组 ３０ 治疗前 ２７９±３１ ７６±３１ ８７３±２９ １５８±１５

治疗后 １００±２２ １５６±３６ １６１±５８ ５８±０９

ｔ值ａ ３６１２ ５２７１ ６１２５ ４１０５

Ｐ值ａ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２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对照组和观察组在治疗３个月后的对比

２４　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
对照组患者出现下尿路感染３例（１００％），膀胱痉挛２例

（６７％），暂时性尿失禁 ２例（６７％），继发性出血 ２例

（６７％），对照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有３００％（９／３０）；观
察组患者出现下尿路感染 １例（３３％），膀胱痉挛 ２例
（６７％），暂时性尿失禁 １例（３３％），继发性出血 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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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观察组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有１６７％（５／３０）。观察
组患者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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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的对比［ｎ（％）］

组别 例数 下尿路感染 膀胱痉挛 暂时性尿失禁 继发性出血 总发生率

对照组 ３０ ３（１００） ２（６７） ２（６７） ２（６７） ９（３００）

观察组 ３０ １（３３）　 ２（６７） １（３３） １（３３） ５（１６７）

χ２值 — — — — ５０１３

Ｐ值 — — — — ００１９

#

　讨论
前列腺增生症是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随着人口老龄化逐

渐增多，其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５］，医学

上有关良性前列腺增生的发病机制研究较多，前列腺增生的发

病原因和机体内部雄激素以及雌激素失衡有着密切关系，但病

因和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６］。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病程较长，

且反复发作，治愈效果较差，患者的心理常有较强的应激反应，

不利于治疗效果，从而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７］。前列腺增

生在临床上表现为前列腺两侧叶和中叶增生为主，进入膀胱或

尿道内，挤压膀胱颈部和尿道，则会出现尿频、排尿困难等下尿

道堵塞，给患者带来严重的困扰［８］。

３１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不同治疗方法
目前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方法主要有药物和手术治

疗［９］。传统的开放性手术治疗是指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切除

术，其操作简单，创伤性较大，术后易发生出血、感染等并发症，

病情严重者在手术过程中可能会损坏阴茎深动脉，加之对尿道

的牵拉和扩张，极易损伤周围组织，术后使患者的性功能受到

障碍［１０］。随着医学技术和医疗设备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前列腺

经尿道电切手术得到全面的使用，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是治

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症的“金标准”［１１］，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对患者的创伤性较小，术中出血量少，该手术方法是在

视野清晰的全程中进行，可以较好的保护尿道外括约肌避免受

到损伤，降低尿道吻合口狭窄的机率，有利于促进术后控尿功

能的恢复和性功能的正常［１２］。本研究中，较对照组观察组的手

术情况改善良好，证实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对良性前列腺患

者的治疗效果显著，降低患者在术中出血量，减少患者尿管留

置时间，从而有效减少患者术后住院时间。

３２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与开放性手术治疗对患者性生活
的影响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使用的是先进的医疗设备［１３］，在直

视的情况下进行切割前列腺病灶部位。经尿道电切手术的创

伤性小，利用电切镜的直视作用，更加确保手术的安全、有效，且

前列腺疾病较多发生于年龄较大的患者，对开放性手术的耐受

性较差，影响治疗的效果［１４］。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能快速将

前列腺体病灶部位切除，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的性功能评

分均优于对照组，主要是开放性手术在很大程度上严重损伤阴

茎海绵体以及尿道海绵体，最终导致患者的性功能障碍［１５］；术

后排尿功能障碍是前列腺切除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排尿系统与尿道内、外括约肌和膀胱逼

尿肌等相关，经尿道电切手术能够有效保护膀胱内括约肌功能，

切除增生腺体，对排尿无影响，不能达到海绵体神经汇聚的部

位，减少尿道膀胱刺激，不易损伤勃起神经，且在术后进行冲洗，

保护前列腺尖部的勃起神经，保护了患者的性功能［１６］，且有利

于改善患者的膀胱残余尿量。

３３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与开放性手术治疗对患者生活质
量的影响

　　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是临床治疗前列腺增生症的常用
方法，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手术时间短、术野清晰、腹部无切口、

术后恢复快等优点［１７］。且不易损伤勃起神经，减少尿道膀胱刺

激，增进了患者手术治疗的耐受能力，提升了患者的信心，提高

其预后效果。前列腺手术后易发生下尿路感染、膀胱痉挛、暂时

性尿失禁和继发性出血等不良反应［１８］，本研究中，较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术后不良反应并发症较少，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

值得临床上指导使用。

综上所述，前列腺经尿道电切手术治疗对患者性功能及生

活质量的应用效果显著，可以有效的指导临床使用。前列腺经

尿道电切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能够有效减少术中出血量、

尿管留置时间和术后住院时间，降低勃起功能障碍和逆行射精

率，有效改善前列腺症状和生活质量，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生

率，值得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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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
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效果
阴正坤△　刘永胜
保定市第二医院泌尿科，河北 保定 ０７１０５１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治疗前列腺增生的效果。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保定市第二医院诊治的１０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随
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组，研究组患者采用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技术治疗，对照组采用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留置导管时间、血红蛋白及血钠下降值、术

后住院时间、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残余尿量（ＲＵＶ）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研究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留置导管时间、Ｈｂ及血钠下降值、术后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 ＲＵＶ、Ｑｍａｘ及 ＩＰＳＳ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治疗后研究组ＩＰＳＳ及ＲＵＶ低于对照组，Ｑｍａｘ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均有
并发症发生，经对症治疗后均痊愈或缓解，其中研究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１４％ ｖｓ３２％），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５７４，Ｐ＜００５）。结论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在前列
腺增生中均有良好治疗效果，但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创伤较小，术后康复快，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安
全性良好。

【关键词】　前列腺增生；前列腺电切术；半导体激光汽化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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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１４７０ｎｍｄｉｏｄｅｌａ
ｓ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
Ｍａｙ２０１７ｉｎＢａｏｄ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ｗｅｒｅｃｈｏｓｅｎ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１４７０ｎｍ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ｎｄｂｌｏｏｄｓｏｄｉｕｍ
ｄｒｏｐ，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ＲＵＶ）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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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ｘｉ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ｉｎｄｗｅｌｌｉｎｇｃａｔｈｅｔｅｒｔｉｍｅ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ｓｏｄｉｕｍｄｒｏｐ，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ＲＵＶ，ＱｍａｘａｎｄＩＰＳ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ｎｔ，ｔｈｅＲＵＶａｎｄＩＰＳＳ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Ｑｍａｘ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
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ａｌｌｗｅｒｅｃｕｒｅｄｏｒｒｅｌｉｅｖｅｄ
ａｆｔｅ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１４％ ｖｓ３２％），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χ２＝４５７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１４７０ｎｍ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ｂｏｔｈａ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ｕｔ１４７０ｎｍ
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ｃａｕｓｅｓｌｅｓｓｔｒａｕｍａｗｉｔｈｆａｓｔ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１４７０ｎｍｄｉｏｄｅｌａｓｅｒ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中老
年男性常见疾病，被认为是导致此类人群发生下尿路症状的

主要原因［１］。前列腺增生发病率随年龄增高而增高。有研究

证实，８０岁以上男性中前列腺增生发病率高达 ８３２％，严重
影响男性生存质量［２］。邵强等［３］的研究指出，伴有下尿路症

状的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且

其严重程度与性功能障碍的发展紧密相关。经尿道前列腺电

切术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但也有研究认为，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术后性功能障碍、尿失禁、出血及电切综合

征等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影响患者预后［４５］。近年来，激光在

临床手术中得到广泛应用，其中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也广泛
应用于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治疗［６］。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
汽化术被认为具有术中水吸收及出血量少，留置导管时间短

等优势。为比较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与传统金标准经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疗效及安全性，选取１００例良性前列腺
患者进行对照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保定市第二医院诊治的
１００例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夜尿２次
以上；②进行性排尿困难；③入组前均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经
腹彩超、直肠指检、残余尿量、最大尿流率、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等工具评估检测，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排除标准：①神经源
性膀胱；②前列腺癌；③合并前列腺手术史；④合并严重内科疾
病；⑤合并恶性肿瘤。按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研究组与对照
组。研究组患者５０例，年龄范围５８岁 ～８１岁，年龄（７０３４±
１０４２）岁，前列腺体积（５９４８±１５９３）ｍｌ，ＩＰＳＳ（２６２３±２９４）
分，Ｑｍａｘ（６６５±２４３）ｍｌ／ｓ，ＲＵＶ（１７１２１±４３５４）ｍｌ；对照组
患者５０例，年龄范围５９岁～８２岁，年龄（７０４４±１０６３）岁，前
列腺体积（５９２１±１６０４）ｍｌ，ＩＰＳＳ（２６０７±２８５）分，Ｑｍａｘ
（６５８±２１２）ｍｌ／ｓ，ＲＵＶ（１７０８９±４２６１）ｍｌ。两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
同意书，研究经保定市第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手术方法
术前针对患者合并的基础疾病，积极对症治疗，使患者身

体指标符合手术要求。研究组患者采用１４７０ｎｍ激光汽化术治
疗，麻醉方式为全身麻醉，患者取截石位，治疗仪器为１４７０ｎｍ
半导体激光手术治疗系统（德国 Ｂｌｉｏｌｉｔｅｅ公司），输出功率设为
１５０ｗ，通过直射光纤传输激光能量，激光镜为 Ｆ２５６回流式激
光镜（德国Ｓｔｏｒｚ公司），生理盐水作为冲洗液。首先对尿道外
括约肌、精阜、双侧输尿管口、膀胱颈、前列腺叶增生程度以及出

血、异物、肿瘤等情况进行探查，确定切开位置。于膀胱颈７点
钟及５点钟方向各作一条深抵外科包膜的切口，上达膀胱颈后
唇，下至精阜上缘，于精阜上缘作横线将两个切口相连，在膀胱

颈两侧切口中摆动镜体，旋转光纤，汽化切除前列腺中叶直至精

阜上缘，再依次切除两侧叶体直至外科包膜。止血时激光功率

调整为５０ｗ，确保无组织残留及明显出血，常规留置三腔导尿
管，生理盐水冲洗膀胱。

对照组采用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治疗，仪器为 Ｆ２５６电切
镜（德国Ｗｏｌｆ公司），麻醉方式为全身麻醉，患者取截石位，电切
镜功率设为１３０ｗ，电凝功率８０ｗ，经尿道将电切镜置入，探查
肿瘤、异物、结石、精阜位置及前列腺叶增生情况，同样于膀胱颈

５７点位置作切口至精阜，深达外科包膜，尔后将两侧叶与联合
部增生腺体切除，深度达包膜层，修整前列腺尖部，止血创面。

观察出血情况及前列腺组织修整情况，并将前列腺组织冲洗取

出，常规留置三腔尿管，生理盐水冲洗膀胱。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手术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留

置导管时间、血红蛋白（Ｈｂ）及血钠下降值、术后住院时间等指
标，以评价手术情况。②③临床指标：分别在手术前、手术后３
个月时采用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对患者前列腺症状进
行评估，同时测定患者残余尿量（ＲＵＶ）和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
以评价患者病情改善程度。③并发症：随访３个月记录手术相
关并发症发生情况，主要为下尿路症状，包括膀胱痉挛、尿失禁、

继发性出血、尿道狭窄、拔管后尿潴留等常见并发症。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处理数据，计数资料采用率［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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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均数 ±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两两比较采
用配对ｔ检验，均为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研究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留置导管时间、Ｈｂ
及血钠下降值、术后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留置导管

时间（ｄ）

Ｈｂ下降值

（ｇ／Ｌ）

血钠下降值

（ｍｍｏｌ／Ｌ）

术后住院时间

（ｄ）

研究组 ５０ ６４７６±９８３ ５１９２±１７８５ ２１７±０６５ ２１１±１２８ １２４±０５５ ４７５±０７３

对照组 ５０ ８３５７±１０４８ ３８９１０±５３６８ ５９８±０６７ ５９４±１５７ ４０６±３６２ ８２３±０８９

ｔ值 ９６５７ ４２４７０ ３００６７ １３３７０ ５４４６ ２２４２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ＲＵＶ、Ｑｍａｘ及ＩＰＳＳ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ＩＰＳＳ及 ＲＵＶ低于对照组患者，

Ｑｍａｘ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指标改善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Ｑｍａｘ（ｍｌ／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ＲＵＶ（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５０ ２６２３±２９４ ６１８±１８７ａ ６６５±２４３ １９２４±２４９ａ １７１２１±４３５４ １４６８±３３４ａ

对照组 ５０ ２６０７±２８５ ７１５±１６９ａ ６５８±２１２ １７９５±２０１ａ １７０８９±４２６１ １７１１±２３８ａ

ｔ值 ０２８７ ２８１９ ０１５９ ２９４０ ００３９ ４４１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均有并发症发生，经对症治疗后均痊愈或缓解，

其中研究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患者，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膀胱痉挛 尿失禁 继发性出血 尿道狭窄 拔管后尿潴留 总发生率

研究组 ５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 １（２００） ７（１４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７（１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１（２００） １６（３２００）

χ２值 — — — — — ４５７４

Ｐ值 — — — — — ＜００５

#

　讨论
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是手术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

准”，在临床上有着良好的治疗效果。但随着临床应用的增多，

其风险及缺点也逐渐显现。有研究指出，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

术后发生经尿道电切综合征、术后及术中出血发生率高［７９］。

还有研究证实，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术中出血量较大，对患者

心血管功能有较大影响［１０］。温海东［１１］等的研究认为，出血对

手术视野清晰度也有一定影响，可能导致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增

高。综合以上缺点，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已不能有效满足患者

对高质量医学服务的需求。

近年来，激光治疗技术在临床得到广泛应用，且治疗效果比

较理想，呈现出取代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的趋势［１２］。激光治疗

包括绿激光、钬激光、９８０ｎｍ及 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铥激光
等，其中绿激光与钬激光的安全性及有效性已经得到临床广泛

验证［１３］。激光的波长决定了其在治疗前列腺增生时有着不同

的治疗优势。绿激光波长５３２ｎｍ，组织穿透深度可达０８ｍｍ，
血红蛋白对其有高选择性吸收作用，且具有不被水吸收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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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保证了能量［１４］。钬激光波动２１００ｎｍ，切割效果良好，但
其能量易被水吸收，因此临床上主要用于前列腺剜除术［１５］。铥

激光又称２μｍ激光，汽化及止血效果好，对深部组织影响较
小［１６］。９８０ｎｍ及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是二极管激光，其中９８０
ｎｍ激光对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研究较多，均证实有着良好的疗
效［１７］。而采用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治疗前列腺增生的研究报
道较少。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组织穿透深度为 １０ｍｍ～２０
ｍｍ，具有氧合血红蛋白及水双重吸收的特点。因此，手术时切
割的热量局限在局部组织，汽化精确性及操作稳定性可得到有

效保证。此外，切割可在组织表面形成厚度０６ｍｍ左右的碳
化层，术中几乎不会发生出血，术后水肿等并发症发生率也较

低［１８］。还有研究认为，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被水与氧合血红蛋
白双重吸收的特点，使得切割创面平整［１９］。

本次研究中，研究组患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留置

导管时间、Ｈｂ及血钠下降值、术后住院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主要与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被水
与氧合血红蛋白双重吸收的特点有关，精准切割与碳化层有效

缩短了手术时间，减少了术后出血，使得术后康复较快。同时，

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的穿透深度，有效局限了坏死区域，减少了
对软组织的损伤，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本次研究中研究组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较对照组低（１４％ ｖｓ３２％），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再次应证了该结论。此外，本次研究中治疗后
研究组 ＩＰＳＳ及 ＲＵＶ低于对照组，Ｑｍａｘ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对良性
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症状改善作用更为显著。

需要指出的是，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也存在其局限
性。例如无法提供足够的组织进行病理学检查。因此，医生在

进行手术前应尤其注意排除前列腺癌等疾病，术中也应送检可

疑组织，避免前列腺癌漏诊。此外，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能量较
高，易导致包膜穿孔，因此，在靠近包膜时应调低能量。综上所

述，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与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在前列
腺增生中均有良好治疗效果，但１４７０ｎｍ半导体激光汽化术创
伤较小，术后康复快，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安全性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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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严重程度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前列腺组织 ＳＷＥ
及其与 ＩＰＳＳ相关性分析
王胜华１　郭婧熙１　刘成芳１△　朱２

１恩施市中心医院功能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２恩施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不同严重程度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前列腺组织 ＳＷＥ及其与 ＩＰＳＳ相关性分析。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恩施市中心医院诊治的良性前列腺增生的７６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同时，选取２０例健康志愿者为正常组，对所有患者进行 ＩＰＳＳ评分，根据评分将患者分为轻度、中度、严重３
组，然后对患者进行直肠超声检查（ＴＲＵＳ），通过计算得出患者前列腺重量，根据重量将患者分成 Ａ组、Ｂ
组、Ｃ组、Ｄ组，最后进行实时剪切波弹性成像（ＳＷＥ），比较各组尿道周围前列腺组织弹性模量差异，评价每
组间弹性模量与前列腺重量、ＩＰＳＳ评分严重程度、患者年龄的相关性。结果　经过对不同重量的前列腺尿
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四组患者上部Ａ区、上部Ｂ区、中部Ａ区、中部Ｂ区、下部Ａ区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下部Ｂ区组织弹性模量随着患者前列腺重量的增加而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经过对不同严重程度的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不同部位的尿道周围组织弹
性模量随着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的升高而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过对不同年龄的前列
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随着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过相关性分析，前列腺的重量与ＩＰＳＳ呈正相关（ｒ＝０３５４，Ｐ００５）；前列腺
增生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 ＩＰＳＳ呈正相关，上部 Ａ区（ｒ＝０７４０，Ｐ＜００１）、上部 Ｂ区（ｒ＝０８６３，Ｐ＜
００１）、中部Ａ区（ｒ＝０７９２，Ｐ＜００１）、中部Ｂ区（ｒ＝０８３５，Ｐ＜００１）、下部Ａ区（ｒ＝０７６１，Ｐ＜００１）、下部
Ｂ区（ｒ＝０８６２，Ｐ＜００１）；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患者年龄呈正相关（ｒ＝０６１３，Ｐ＜００５）。
结论　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前列腺增生严重程度、患者年龄呈正相关，因此ＳＷＥ可以用做无创
评估患者前列腺增生严重程度的方法。

【关键词】　弹性成像技术；前列腺增生；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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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增生（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是中老年男性患者常见
的疾病之一，随着我国步入老龄化时代，前列腺增生发病率也

呈上升趋势，少数患者出现前列腺增生病变时，并无临床症

状［１］，但多数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排尿困难、尿频、尿急

等症状。同时在我国，前列腺增生也呈年轻化，有研究认为，这

与患者运动、上网、饮食、吸烟、驾车等因素有关，上网带来的辐

射以及室内空气质量都是造成前列腺年轻化的重要原因，吸烟

所造成的机体自主神经功能亢进，造成患者内环境紊乱，从而

使患者生殖、勃起功能受到影响，严重者会导致患者性功能障

碍，导致男性不育，极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前列

腺增生的早期评估显得尤为重要［２］。剪切波弹性成像（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ｅｌａｓ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ＷＥ）技术是一种新型弹性成像技术［３］，目前

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上其它领域，关于前列腺增生方面的应用研

究也仅限于区别良性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癌，并未大量应用于

良性前列腺增生严重程度的评估［４］，因此本次研究中，将应用

ＳＷＥ对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进行测
量，分析研究其结果与 ＩＰＳＳ相关性，为临床上评估前列腺增生
严重程度提供理论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恩施市中心医院诊治的良
性前列腺增生的７６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前列腺
特异性抗原浓度＜４０μｇ／Ｌ；②尿常规正常；③肛门指检正常。
排除标准：①既往有前列腺病史、手术史；②前列腺或其他部位
有肿瘤史。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８２岁，年龄（４８６３±２０９４）
岁，前列腺重量范围 １２９１ｇ～８９０５ｇ，重量（２８３５±１２６４）ｇ。
同时选取２０例健康志愿者为正常组，年龄范围１７岁 ～６２岁，
年龄（３２５４±１５６３）岁，前列腺重量范围 １０８２ｇ～２０１５ｇ，重
量（１５６７±３５４）ｇ。该研究经恩施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所有患者均经临床检查确诊为前列腺增生，并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前列腺重量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与仪器

检查前对所有患者进行ＩＰＳＳ评分，包括尿不尽感、尿频、尿
等待、尿急、尿中断、夜尿、尿细弱７个排尿症状问题［５］。每项

答案为无、少于１／５、少于１／２、约１／２、多余１／２和几乎总是，得
分为０分～５分，将ＩＰＳＳ结果分为３个等级：轻度１分 ～７分，
中度８分～１９分，重度 ２０分～３５分，根据评分将患者分为轻度
组（３５例）、中度组（３３例）、严重组（８例）三组。对所有患者进
常规经直肠超声检查（ＴＲＵＳ），计算出前列腺体积（体积与重量
基本相等）。根据前列腺重量将患者分为四组，Ａ组＜２０ｇ，Ｂ组
２０ｇ～２５ｇ，Ｃ组２６ｇ～５０ｇ，Ｄ组＞５０ｇ。最后对所有测试人员进
行剪切波弹性成像，采用双幅模式，同时观察灰阶超声图与弹性

图，并对感兴趣区域进行定量分析，测量紧邻尿道低弹性区域边

缘（Ａ区）、距离尿道低弹性区域 ２ｍｍ处（Ｂ区）、精阜上方１／２
处为前列腺上部，精阜下方１／２处为前列腺下部，根据以上方式
将尿道周围组织划分为上部Ａ区、上部Ｂ区、中部Ａ区、中部Ｂ
区、下部Ａ区、下部Ｂ区，本次研究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ｅｐｉｑ５超声诊断
仪，腔内探头Ｃ１０３Ｖ，频率 ３ＭＨｚ～１０ＭＨｚ，具备ＳＷＥ功能。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Ｆ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ＩＰＳＳ与尿道周围前列腺组织平
均弹性模量、前列腺重量、患者年龄的相关性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等
级相关。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患者不同重量的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

四组患者上部Ａ区、上部Ｂ区、中部 Ａ区、中部 Ｂ区、下部
Ａ区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下部 Ｂ区组织弹
性模量随着患者前列腺重量的增加而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四组患者不同重量的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ｋＰａ，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上部Ａ区 上部Ｂ区 中部Ａ区 中部Ｂ区 下部Ａ区 下部Ｂ区

Ａ组 １８ ２２９６±４３１ ２４９４±４６８ ２４７１±５０１ ２６０３±４６３ ２４１９±４９２ ２３７８±５６３

Ｂ组 ２２ ２３６６±５０８ ２６８４±３９９ ２５３８±６８４ ２７０９±８２２ ２６８４±８５７ ２７０４±９０５ａ

Ｃ组 ３１ ２４６２±５５４ ２７０１±５３２ ２６９０±５９４ ２８６３±５９９ ２８６４±６３３ ２９７３±６８３ａｂ

Ｄ组 ５ ２４１９±４０７ ２８６４±４９４ ２９３５±４１８ ２８７４±５１８ ２６８９±６８１ ３１６２±６９６ａｂｃ

Ｆ值 ０４４ １１２ １１２ ０７２ １６２ ３０６

Ｐ值 ０７２７ ０３４９ ０３４５ ０５４１ ０１９２ ００３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Ｃ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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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三组患者不同严重程度的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组织弹性
模量对比分析

　　三组患者不同部位的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随着前列腺

增生的严重程度的升高而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不同严重程度的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ｋＰａ，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上部Ａ区 上部Ｂ区 中部Ａ区 中部Ｂ区 下部Ａ区 下部Ｂ区

正常组 ２０ １５９８±２６４ １６０９±３８４ １５８８±１９４ １６２５±２０３ １７９６±７１６ １６５５±３６４

轻度组 ３５ ２０８２±３０９ａ ２２６４±３５９ａ ２１９８±３８０ａ ２３０７±４１３ａ ２４２３±５０６ａ ２３１５±５５５ａ

中度组 ３３ ２６８１±３２４ａｂ ２７９９±３６３ａｂ ２８５６±４５０ａｂ ３０３７±４２２ａｂ ２７８２±３８６ａｂ ３００５±４１８ａｂ

重度组 ８ ３１７３±３８９ａｂｃ ３８６４±２９６ａｂｃ ３３６５±４８８ａｂｃ ３８６１±６０９ａｂｃ ４０１９±８０９ａｂｃ ４２３４±２０９ａｂｃ

Ｆ值 ７６２８ ９０２８ ６４４１ ８４０１ ３４１７ ７６９８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正常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轻度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中度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不同年龄患者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
不同年龄患者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随着前列腺增生患

者的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不同年龄患者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对比分析（ｋＰａ，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上部Ａ区 上部Ｂ区 中部Ａ区 中部Ｂ区 下部Ａ区 下部Ｂ区

＜３０岁 　 １６ １８８２±５０９ １９３５±４５４ ２０５４±２９３ １９２４±３８７ ２１５４±６２１ ２２６３±４９５

３０～６０岁 ２８ ２５６９±５４８ａ ２６８４±５６３ａ ２７８６±５９５ａ ２９３４±５２７ａ ２８８６±４１９ａ ３１０８±６３５ａ

＞６０岁 　 ３２ ２９６３±４３２ａｂ ３６６２±１９８ａｂ ３４６５±４６１ａｂ ３７６８±６２８ａｂ ３９１８±５６８ａｂ ４３６３±３１９ａｂ

Ｆ值 ２５６３ ９８３８ ４６０７ ６１６７ ６５２２ １０８１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３０岁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３０～６０岁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相关性分析
前列腺的重量与ＩＰＳＳ呈正相关（ｒ＝０３５４，Ｐ＜００５）；前列

腺的重量与ＩＰＳＳ呈正相关（ｒ＝０３５４，Ｐ＜００５）；前列腺增生尿
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ＩＰＳＳ呈正相关，上部 Ａ区（ｒ＝０７４０，Ｐ
＜００１）、上部Ｂ区（ｒ＝０８６３，Ｐ＜００１）、中部 Ａ区（ｒ＝０７９２，
Ｐ＜００１）、中部 Ｂ区（ｒ＝０８３５，Ｐ＜００１）、下部 Ａ区（ｒ＝
０７６１，Ｐ＜００１）、下部 Ｂ区（ｒ＝０８６２，Ｐ＜００１）；前列腺增生
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患者年龄呈正相关（ｒ＝０６１３，Ｐ＜
００５）。
#

　讨论
在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的男性老年患

者出现前列腺增生，极大地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因此准确

地评估患者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对于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有

着重要意义［６］。目前临床上多采用尿动力学检查来诊断前列

腺增生，其较高地准确度已被临床认可，但因其需要在患者膀

胱内进行置管测压，属于有创检查，在多数老年患者中较难实

施，因此临床上难以推广［７８］。近年来，临床上也尝试过寻找评

价前列腺增生的指标，但各参数与前列腺增生的严重程度相关

性不显著［９］。

剪切波弹性成像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采用超声波检查组

织弹性的技术，分为静态弹性成像与ＳＷＥ。但静态弹性成像易
受到检查者主观因素影响，无法获得组织弹性的绝对值，ＳＷＥ

则是通过检测组织内部剪切波波速，从而得到检测结果，具有重

复性好的优点［１０１１］。ＩＰＳＳ评分是国际前列腺症状评价方式，根
据有关排尿的７个问题对患者进行询问，从而确定疾病的严重
程度，是患者对疾病的主观认识，直接反映出前列腺增生对患者

生活的影响程度［１２］，同时也应该注意的是，随着患者年龄的增

加，前列腺重量也在增加，因此在临床上评估前列腺增生时，应

当将患者年龄考虑在内［１３］。

本次研究中，前列腺重量与 ＩＰＳＳ呈正相关，但其相关性较
弱，与相关文献结论相似［１４］，这可能与尿道阻力及前列腺解剖

学上的形态有关，同时下部 Ｂ区的组织弹性有明显差异，目前
尚无类似研究，这可能与本次研究样本量较小，其余各区组织弹

性无明显差异，这可能与前列腺增生的病理学有关，由于前列腺

各组织成分不同，若增生部位为腺上皮组织，则对患者排尿影响

较小，若增生部位为平滑肌，则会对患者排尿产生较大影响，但

患者前列腺重量变化不大。

此外，在本次研究发现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

与ＩＰＳＳ呈正相关，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越高，对患者排尿影
响越大，从而ＩＰＳＳ评分越高，这是因为患者梗阻症状与间质和
上皮比例密切相关，由于间质增多致使前列腺组织弹性变硬，使

得患者尿道顺应性变差，进而影响排尿。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前列腺增生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

患者年龄呈正相关，这可能是由于年龄的增长使得前列腺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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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略有增加。有关研究认为［１５１６］，年龄增加会使前列腺组织

移行区和周围区弹性模量明显增加，年龄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患

者出现肥胖，使得患者前列腺组织硬度增加，与本次研究结果

相符［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前列腺尿道周围组织弹性模量与前列腺增生严

重程度、患者年龄呈正相关，因此 ＳＷＥ可用做无创评估患者前
列腺增生严重程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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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 ＴＵＰＫＥＰ与 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
疗效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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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ＰＫＥＰ）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Ｒ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和安
全性。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成都市双流区第一人民医院外科诊治的２００名患者为
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将其分为 ＴＵＰＫＥＰ组和 ＴＵＲＰ组，每组１００名患者。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接受 ＴＵＰＫＥＰ
治疗，ＴＵＲＰ组患者接受ＴＵＲＰ治疗，对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术后并
发症发生情况等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ＴＵＲＰ组患者（Ｐ＜００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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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腺切除重量显著高于ＴＵＲＰ组患者（Ｐ＜００５），手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均显著短于ＴＵＲＰ组（均Ｐ＜
００５），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２０％，２／１００）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２４０％，２４／１００）（Ｐ＜００５），但两组患
者手术前后的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结论　ＴＵＰＫＥＰ
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和安全性高于ＴＵＲＰ，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除术；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良性前列腺增生；疗效；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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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在临床上较为常见，老年男性是高发人
群，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严重的情况下还

会合并膀胱结石等并发症，对男性勃起功能、生殖系统造成了

严重的不良影响［１］。为了对良性前列腺增生进行更好的治疗，

从而切实有效地改善患者预后，本研究对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我院泌尿外科诊治的２００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了统
计分析，比较了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中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剜

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ＰＫＥＰ）
与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ＲＰ）的疗效和安全性，现将有关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成都市双流区第一
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２０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有手术指征；均符合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标

准［２］；均知情同意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将合并前列腺癌、尿

道狭窄或畸形等患者排除在外。根据不同治疗方法将２００例患
者分为ＴＵＰＫＥＰ组和ＴＵＲＰ组，每组１００例患者。ＴＵＰＫＥＰ组患
者，年龄范围５２岁 ～９０岁，年龄（７１３±１０４）岁；病程范围３
年～７年，年龄（５０±１２）年；前列腺重量范围５０～７２ｇ，重量
（６１８±１０５）ｇ。ＴＵＲＰ组患者，年龄范围 ５３岁 ～９０岁，年龄
（７２４±１０２）岁；病程范围３年 ～７年，病程（５６±１０）年；前

列腺重量５１～７２ｇ，重量（６２３±１０４）ｇ。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
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ＴＵＰＫＥＰ组　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接受 ＴＵＰＫＥＰ治疗，具体
操作为：帮助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对患者进行连续硬膜外麻醉，

将电切镜经尿道插入，电切镜下对尿道、精阜、前列腺、膀胱进行

逐步观察。将标志设定为精阜，将增生的前列腺腺体寻找出来。

用袢向膀胱镜沿着外科包膜间隙对中叶、两侧叶腺体组织进行

逆行剥离。向膀胱镜环形纤维处剥离腺体，如果具有较大的腺

体，则首先对一侧叶进行剥离，然后再对另一侧叶进行剥离；如

果具有较小的腺体，则将增生腺体完整剥离下来。完全分离外

科包膜和除５点、７点、膀胱镜连接处的整个腺体，基本切断血
供，保证具有清晰的周围标志，将增生的前列腺组织从浅到深切

除，将组织碎块清除前为剥离面彻底止血，完成手术。

１２２　ＴＵＲＰ组　ＴＵＲＰ组患者接受 ＴＵＲＰ治疗，具体操作为：
对患者进行连续硬膜外麻醉，将等离子束切割镜器经尿道插入，

测定从前列腺精阜到膀胱腔上缘突出部位的距离，检查膀胱，对

前列腺表面的迂曲血管进行电凝。切割的同时止血，使清晰的

手术野得到切实有效的保证。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前列腺切除

重量、术后膀胱冲洗时间等术中和术后指标。同时，手术前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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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应用 ＳＷ３２０１尿流率测定仪对两组患者的最大尿流率
（Ｑｍａｘ）进行测定，应用ＤＰ４９００全数字Ｂ超诊断仪对两组患者
的残余尿量（ＰＲＶ）进行测定。同时，应用《国际前列腺症状量
表（ＩＰＳＳ）》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进行评定，总分０～３５分，随
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临床症状逐渐改善［３］。应用《生活质量

指数评分量表（ＱＯＬ）》评定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总分 ０～６
分，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逐渐改善［４］。此外，对两

组患者的术后出血、尿道狭窄、尿失禁、低钠综合征等并发症发

生情况进行统计。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以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
评分等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用频数和率表示两组患者的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前列腺质量（ｇ）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７１３±１０４ ５０±１２ ６１８±１０５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７２４±１０２ ５６±１０ ６２３±１０４

ｔ值 １８８６ １６３８ １５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比较
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前列腺切除重量显著高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时间、术
后膀胱冲洗时间均显著短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和术后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前列腺切除重量（ｇ） 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ｈ）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６７３±１１４ａ ７９８±１００ａ ２９４±５２ａ ２０５±３０ａ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８７２±１３８ １４１２±２０１ ２２８±６７ ４３３±５５

ｔ值 ４３０３ ３１８２ ２５７１ ２７７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Ｕ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 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变
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 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中发生尿道狭窄１例、尿失禁１例，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为２０％（２／１００）；ＴＵＲＰ组患者中发生出血３例、尿
道狭窄９例、尿失禁３例、低钠综合征９例，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为２４０％（２４／１００）。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４４５，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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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手术前 ８２±１５ ７２８±１４８ ２３８±４０ ４７±１０

１００ 手术后 １９２±３０ ２３８±６１ ６１±１６ １７±０４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手术前 ８０±１７ ７２４±１５０ ２３４±４２ ４６±１０

１００ 手术后 １９０±３２ ２３６±６３ ６３±１５ １５±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出血 尿道狭窄 尿失禁 低钠综合征 总发生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１００ 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０（０）　 ２（２０）ａ

ＴＵＲＰ组 　 １００ ３（３０） ９（９０） ３（３０） ９（９０） ２４（２４０）

χ２值 — — — — １４４５

Ｐ值 —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Ｕ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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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良性前列腺增生属于一种泌尿外科的疾病，在临床上较为

常见，其对男性勃起功能、生殖系统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现

阶段，临床上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其病因，但是普遍认为［５］，良性

前列腺增生的发病基础为老龄、睾丸功能异常，且两者相辅相

成。临床采用了许多方法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治疗方法不同，

其适应症就不同。如果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具有比较轻微的

临床症状，且长期没有显著变化，甚至趋于好转，则应当采用等

待观察的方法。如果患者有急性尿潴留史，尿道出现严重梗阻，

膀胱残余尿量在１００ｍｌ以上，则应该给予其手术治疗［６８］。

在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治疗中，临床采用了许多种手术

方式。由于传统开放手术具有较大的创伤性，在临床的应用受

到了限制［９］。近年来，微创手术在临床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

用，其代表术式为ＴＵＰＫＥＰ与 ＴＵＲＰ［１０］。长期以来，由于 ＴＵＲＰ
具有微创性，同时具有确切的疗效等，临床普遍认为其是治疗

良性前列腺增生的金标准［１１］。随着日益广泛的应用，临床实践

发现，其具有较多的术中出血量，手术质量还有一定的提升空

间，同时还具有较长的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１２］。ＴＵＰＫＥＰ具有较
小的创伤、较快的术后恢复速度、较为简便的操作、较少的术后

并发症等，因此在临床上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１３１５］。相关医

学研究表明［１６１８］，ＴＵＰＫＥＰ与 ＴＵＲＰ远期疗效相似，但是比
ＴＵＲＰ更能有效促进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的手术时间、术后膀
胱冲洗时间的缩短，术中出血量及术后并发症的减少，前列腺

切除重量的提升，具有较好的近期疗效。本研究结果表明，

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Ｐ＜
００５），前列腺切除重量显著高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Ｐ＜００５），手
术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均显著短于ＴＵＲＰ组（均Ｐ＜００５），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 ＴＵＲＰ组患者（Ｐ＜００５），但两组
患者手术前后的Ｑｍａｘ、ＰＲＶ、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之间的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总之，ＴＵＰＫＥＰ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的疗效和安全性优于
ＴＵＲＰ治疗，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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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电刺激联合前列安栓治疗合并性功能障碍的
Ⅲ型前列腺炎患者的性功能及其预后的影响
章尹岗１　刘文２△

１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２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湖北 天门 ４３１７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生物电刺激联合前列安栓治疗合并性功能障碍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的性功能及其
预后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８０例合并性功能障碍Ⅲ型前
列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４０例患者。对照组患者给予前
列安栓治疗，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生物电刺激治疗。观察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性功能障碍分

布和性生活频率的差异。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９２５％）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７５％），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明显改善，其中性功能正常率（２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生活频率变化不明显，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性生活频率明显提高，其中，性生活频率≥３次（６２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５０％），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生物电刺激联合前列安栓对治疗合并性功能障碍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效果显
著，可以明显提高患者性生活频率，减少患者性功能障碍，改善患者性功能，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生物电刺激；前列安栓；性功能障碍Ⅲ型前列腺炎；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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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９２５％）ｏｆ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７５％）ａｆ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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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多发于成年男性群体中，其中Ⅲ型前列腺炎
最为普遍。因为Ⅲ型前列腺炎具有病程长和发病率高的特点，
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所以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１］。

Ⅲ型前列腺炎可以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极大地
影响了患者的心理健康，造成抑郁焦虑状态，可以表现为尿频、

尿急、排尿困难、阴囊瘙痒或疼痛及性功能下降等［２］。目前，临

床上经常采用前列安栓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且还会造成不

良反应［３］。近年来，生物电刺激被广泛引入临床治疗，因为其

安全可靠，可以显著改善患者性功能障碍，提高性生活频率和

生活质量，所以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青睐［４５］。本研究对我

院诊治的８０例合并性功能障碍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的治疗效
果进行对比分析，为临床治疗提供建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本院诊治的８０例合并性功
能障碍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纳入标准：①年龄均在１８周岁以上；②经诊断，符合Ⅲ
型前列腺炎诊断标准；③会阴、尿道、肛周等部位有明显疼痛或瘙
痒等临床症状；④均知情并同意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合并肝
肾、心脑血管和造血系统等疾病；②有严重尿道狭窄、尿路感染和
膀胱结石等疾病；③伴有逼尿肌无力或排尿障碍等疾病；④诊断
为膀胱癌或前列腺癌。整个研究均在患者的知情同意下进行，并经

过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观察组患者４０例，年龄范围５０岁～８０
岁，体重范围５３～９１ｋｇ，病程范围０８～４８年；对照组患者４０例，年
龄范围５１岁～８１岁，体重范围５４～９０ｋｇ，病程范围１～５年。两组
患者在性别、年龄和病程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体重（ｋｇ） 病程（年）

观察组 ４０ ６４３９±８２１ ６９３３±５５２ ２５５±１０４

对照组 ４０ ６５１９±５２３ ７００４±５４３ ２６１±１１１

ｕ／χ２值 ０００２ ０８７９ １０９４

Ｐ值 ０８７３ ０２１７ ０１２７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生物电刺激治疗，即应

用神经肌肉刺激治疗仪（生产厂家：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
ＬＩＧＮＯ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型号：ＰＨＥＮＩＸ系列）对患者进行电刺激。
患者取平卧位，当医护人员将治疗仪的电极片与阴道电极连接好

时，将涂有导电膏的阴道电极探头放入患者阴道内，以备电刺激

治疗。脉冲以８０１２０８０Ｈｚ的频率范围，脉宽以１２０８０１２０ｕｓ的
强度范围，１５ｍｉｎ／次，２次／周，持续７周；患者行电刺激治疗后，同
时给予生物反馈训练，２０ｍｉｎ／次，２次／周，持续７周。

对照组患者给予前列安栓治疗，即使用前列安栓（生产厂

家：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国药准字：Ｚ１０９８００６６；规格：２ｇ×５ｓ）１
粒／ｄ，患者睡前将药物塞入肛门内２ｃｍ左右，连续３０ｄ。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患者的治疗效果，患者排尿障碍完全消失且无疼痛或

不适的感觉，性功能恢复正常定义为显效；患者排尿障碍基本消

失，但有少许疼痛或不适的感觉，性功能基本恢复正常定义为有

效；患者排尿障碍、疼痛或不适感觉和性功能毫无改善定义为无

效。总有效率＝显效＋有效。观察患者性功能障碍分布情况，
采用性功能障碍评分表对性功能障碍程度进行评定，正常范围

为９分以下，轻度障碍范围为９～１８分，中度障碍范围为１９～２８
分，重度障碍范围为２９～３８分。观察患者每月的性生活频率，
分为０次、１次、２次、３次和３次以上。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率表示，采
用χ２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当Ｐ＜００５时，表示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９２５％）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７７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２３（５７５） １４（３５０） ３（７５） ３７（９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１（２７５） ９（２２５） ３１（７７５）

χ２值 １２３７ ０５２４ ３５２９ ４４０６

Ｐ值 ０２１６ ０１３８ ０２９８ ００３９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障碍分布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分布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明显改善，
其中性功能正常率（２５０％）显著高于对照组（７５％），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障碍分布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正常 轻度障碍 中度障碍 重度障碍

治疗前　

　观察组 ４０ ０（０） １１（２７５） １８（４５０） １１（２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０（０） １０（２５０） ２１（５２５） ９（２２５）

　χ２值 ２４９１８ ００６５ ０４５０ ０２６７

　Ｐ值 ０８８１ ０８２３ ０７６３ ０５４７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０ １０（２５０） ２２（５５０） ８（２００） 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３（７５） １２（３００） １９（４７５） ６（１５０）

　χ２值 ４５０１ ５１１５ ６７６５ ４５０５

　Ｐ值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１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频率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生活频率变化不明显，其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性生活频率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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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性生活频率≥３次（６２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５０％），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０次 １次 ２次 ≥３次

治疗前　

　观察组 ４０ ５（１２５） ２５（６２５） ７（１７５） ３（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７（１７５） ２６（６５０） ７（１７７） ０（００）

　χ２值 ０３９２ ００５４ ００００ １３８５

　Ｐ值 ０８６２ ０８９３ ０９１６ ０５８３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０ ０（０）　 ７（１７５） ８（２００） ２５（６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６（１５０） １５（３７５） １７（４２５） ２（５０）

　χ２值 ４５０５ ４０１３ ４７１３ ２９５７４

　Ｐ值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５ ０００８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在泌尿科较为普遍，其主要表现为长期、反复

的骨盆区域疼痛，伴有排尿异常和性功能障碍［６］。据统计，Ⅲ型
前列腺炎在慢性前列腺炎中发病率最高。男性患者主要性功能

障碍包括性高潮功能失调、射精障碍和性欲低下，给患者造成严

重的心理和精神压力，最终导致患者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出现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症状［７］。目前，常规的前列安栓并不能完全治

疗慢性前列腺炎，且会产生一系列的不良反应［８］。近年来，由于

生物电刺激可以显著改善患者性功能障碍，提高治疗效果且安全

可靠，所以广泛应用于临床研究和治疗中。

比较治疗前后患者性功能障碍分布，可以反映生物电刺激

联合前列安栓治疗与单纯前列安栓治疗的差异。其程度主要

分为正常、轻度、中度和重度。正常性功能障碍分布比例越大，

表示患者的治疗效果越好。本研究结果显示，经生物电刺激联

合前列安栓治疗后的患者，其性功能障碍明显改善，且正常性

功能人数占比显著提高。这是因为，前列安栓主要成分包括虎

杖、泽兰、黄柏和栀子等药物［９］。其中，以黄柏最为关键，因为

盐酸小檗碱是黄柏的有效成分，此成分能够对环氧化酶的转录

活性有严重的抑制作用，因而可以阻断形成炎性递质，阻滞 α
受体和降低组织间炎性细胞的浸润，最终使患者炎症消退并降

低患者尿道阻力，对症状的缓解有一定的减轻作用［１０］。联合生

物电刺激治疗，两者相辅相成，效果更为理想。本研究结果显

示，经生物电刺激联合前列安栓治疗的患者，其治疗总有效率

明显高于单纯前列安栓治疗的患者。其原因可能是，对合并性

功能障碍的Ⅲ型前列腺炎的治疗与生物电刺激的作用机理息
息相关［１１］。患者盆底深层和浅层的肌肉收缩主要是由于电刺

激环的诱导所致，此诱导效应增强了患者阴部肌肉的敏感性，

进而提高了患者 Ｉ类与Ⅱ类纤维肌的收缩能力［１２］。通过生物

电刺激治疗，可以使患者进行性生活时，通过盆底肌肉深层和

浅层的反射性收缩，而使患者达到性高潮，消除性功能障碍［１３］。

研究发现，生物电刺激可以促进患者雄性激素的分泌，同时加

快对患者神经和组织器官损伤的恢复作用。综上考虑，生物电

刺激能够有效提高患者性功能障碍的治愈率。

患者的性生活频率也能够直接反映患者的治疗效果，患者

的性生活频率越高，表示生物电刺激的治疗效果越好。本研究

结果显示，经生物电刺激联合前列安栓治疗后的患者，其性生活

频率明显增高，且在３次及以上的频率显著高于单纯前列安栓
治疗后的患者。这说明生物电刺激对患者神经肌肉的兴奋性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通过被动形式的锻炼，增强尿道肌肉、骨盆肌

和会阴肌的收缩性，减少肌肉萎缩［１４］。生物电刺激对神经细胞

的恢复性也有助于患者性功能的提高，深层与浅层的肌肉立体

感有效增加了患者的敏感性，提高了患者的性生活能力［１５］。以

上说明生物电刺激可以改善性欲下降、提高性交频率、减缓性交

疼痛等。

综上所述，生物电刺激联合前列安栓对治疗合并性功能障碍

的Ⅲ型前列腺炎患者效果显著，可以明显提高患者性生活频率，
减少患者性功能障碍，改善患者性功能，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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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输精管交叉吻合治疗梗阻性无精子症临床
研究
汪中兴　江志勇　李学德△　何庆鑫　樊胜海
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泌尿男科中心，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２

【摘要】　目的　探讨双侧输精管梗阻位置不同患者行输精管交叉吻合治疗梗阻性无精子症疗效。
方法　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泌尿男科诊治的梗阻性无精子症并行阴囊探查
１０２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阴囊探查明确８例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存在梗阻位置不同，其中左侧输精管盆段
梗阻并右侧附睾梗阻３例；左侧输精管腹股沟段及阴囊段长段梗阻并右侧附睾梗阻２例；左侧附睾梗阻并右
侧输精管盆段梗阻１例；左侧附睾梗阻并右侧输精管腹股沟段及阴囊段长段梗阻１例。行远端通畅输精管
游离并穿过阴囊中隔，采用显微外科精微点定位输精管分层吻合技术与对侧近端通畅输精管吻合。结果　
８例随访９个月～２２个月，８例精液中检出精子，复通率为１００％（８／８），精子密度＞２０×１０６／ｍｌ。检出精子
时间为，术后１个月５例，２个月１例，３个月１例。患者配偶自然受孕４例，受孕率５００％（４／８），受孕时间
为术后６个月～１３个月，平均受孕时间为８６个月。术后阴囊无疼痛等不适。结论　对于部分两侧输精管
梗阻部位不同的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通过显微镜下输精管交叉吻合，疗效满意。

【关键词】　　输精管吻合术；无精子症；显微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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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男性不育中，有１０％ ～１５％为梗阻性无精子症所致，其
治疗是泌尿男科领域较为棘手的难题，传统输精管端端吻合术

及输精管附睾吻合术复通率较低。随着显微外科技术发展，应

用显微技术治疗梗阻性无精子症可获较好效果，尤其是输精管

端端吻合术，报道如下。我们对８例双侧输精管梗阻位置不同
患者行输精管交叉吻合治疗梗阻性无精子症，效果满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泌尿
男科中心诊治的梗阻性无精子症并行阴囊探查１０２例患者为研

究对象。所有入选患者均符合以下要求：①２次及２次以上精
液常规检查未见精子；②触及睾丸体积、质地、输精管发育正常；
③精浆果糖定性检查呈阳性；④血清睾酮水平、卵泡刺激素正
常；⑤阴囊Ｂ超检查提示双侧睾丸体积及血供正常；附睾管呈
细网格状改变；经直肠 Ｂ超前列腺、双侧精囊及射精管形态正
常；⑥全部分患者接受附睾穿刺，均查见成熟精子。８例行双侧
输精管交叉吻合，８９例行双侧输精管附睾吻合术，５例无法行精
道重建放弃复通手术。８例双侧输精管交叉吻合患者均行术中
输精管造影，其中左侧输精管盆段梗阻并右侧附睾梗阻３例；左
侧输精管腹股沟段及阴囊段长段梗阻并右侧附睾梗阻２例；左
侧附睾梗阻并右侧输精管盆段梗阻１例；左侧附睾梗阻并右侧
输精管腹股沟段及阴囊段长段梗阻１例。８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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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４２岁，年龄（３１２±４６）岁；不育时间范围１５月 ～２１８月，
平均３２７月。４例为输精管结扎要求复通，其中２例有一次复
通失败史，３例有睾丸及附睾炎病史。
１２　手术方法

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或全麻，于阴囊中隔作３ｃｍ～４ｃｍ长纵
形切口，逐层切开，打开睾丸鞘膜，将睾丸及附睾挤出，观察附睾

管扩张情况。在一侧输精管于距附睾尾部约２ｃｍ用２４Ｇ穿刺针
向远端穿入管腔，注入１∶５稀释的亚甲蓝溶液２ｍｌ，观察尿液是
否蓝染。如蓝染说明输精管远端管腔通畅，于输精管穿刺处离

断；若输精管远端梗阻，术中用６０％ 泛影葡胺注射液行输精管造
影明确远端梗阻部位，于输精管穿刺处离断，近端溢出液显微镜

检查，如查见精子说明近端通畅。若穿刺处即梗阻，则于穿刺点

离断输精管，往两端逐一小段切除探查至通畅处。同法行另一侧

输精管探查。输精管结扎术后患者，于结节两侧切断输精管探

查，输精管结节旷置。明确双侧输精管可行交叉吻合术后，行附

睾梗阻侧输精管适当游离，于阴囊中隔截孔穿至对侧，输精管外

膜与中隔缝合固定，用显微剪行需吻合输精管断端，于输精管断

端１２点钟、２点钟、４点钟、６点钟、８点钟和１０点钟位置进行微
标记，在１０倍显微镜下用１００单丝尼龙线行两断端对应点黏膜
层缝合，９０单丝尼龙线缝合肌层，最后６Ｏｐｒｏｌｙｎｅ缝线间断缝合
输精管外膜层，回纳睾丸入鞘膜，把输精管远端梗阻侧睾丸鞘膜

与阴囊中隔缝合固定３针，逐层缝合。术后８例患者均结合维生
素Ｅ、维生素Ｃ等抗氧化药物治疗３个月～６个月。
"

　结果
８例随访９个月～２２个月，８例精液中检出精子，复通率为

１００％（８／８），精子密度 （４×１０４）个～（２×１０８）个／ｍｌ，精子密度
＞２０×１０６／ｍｌ５例，精子活力３％～８０％。检出精子时间为，术
后１个月５例，２个月１例，３个月１例。患者配偶自然受孕４
例，受孕率５００％（４／８），受孕时间为术后６个月 ～１３个月，平
均受孕时问为８６个月。术后阴囊均甲级愈合，无疼痛等不适。
#

　讨论
从附睾到射精管口的任何部位阻塞均影响精子运输致不

育，精道炎症粘连、受压及精道先天发育不全等是精道阻塞常

见原因。输精管盆段梗阻病因复杂、位置隐蔽，目前治疗效果并

不理想。输精管腹股沟段及阴囊段可通过输精管梗阻段切除

端端吻合，手术难度不大，已广泛开展，随着显微外科技术应用，

其复通率及致孕率均较高，成为治疗梗阻性无精子症效价最高

的方法，但长段梗阻切除后无法实现同侧精道复通。附睾梗阻

可通过微镜下输精管附睾吻合来重建精道，复通率亦比较理

想［１３］，但要求术者具有精湛的显微外科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Ｃｈａｗｌａ［４］和Ｔｈｏｒｎａｓ［５］等认为，没有良好的显微外科技术就不应
该进行这项手术，否则就会给病人带来无谓的痛苦。即使通过

输精管附睾吻合实现复通，但精子只通过附部分附睾，会影响

精子的成熟和功能，尤其是输精管与附睾近段吻合者。随着体

外受精技术的发展，使部分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生育问题得到

解决，但有价格昂贵、成功率低，且携带致病基因的危险性增加

等缺点。我们对部分梗阻性无精子症患者，依据双侧输精管梗

阻部位不同，选择双侧输精管交叉吻合，效果满意。

传统方法输精管吻合，不能做到黏膜准确对合，或有组织

嵌入，存在管腔狭窄或慢性梗阻，吻合口近端输精管内压增高，

容易导致手术失败。随着显微外科技术应用，输精管端端吻合

成功达９０％以上［６］，刘晃等［７］报道显微镜下输精管吻合术１６５
例，成功率达９５８％，致娠率为６５９％；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等［８］报道应用

显微外科精微点定位输精管吻合技术超过 ２００例，复通率为
９９５％，致孕率为５４％。显微外科输精管吻合术，目前以全层
缝合和两层缝合为主，研究［９］表明两种缝合方法输精管复通率

与妊娠率无明显差异。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１０］等在 ２１８３份两层缝合与
１８５份全层缝合病例回顾性分析中发现，两层缝合复通率与妊
娠率别为（８７±１３）％、５２±１７）％，全层缝合分别显（９０±９）％、
５３±１０）％，由于病人梗阻程度、时间、年龄不同、病例数量以及
术者手术熟练程度存在差异，因此很难说明哪种方法更有优势。

但对于输精管两端管腔存在不匹配者，行两层缝合黏膜对合更

理想［１１］。Ｇｏｌｄｓｔｅｉｎ［８］在９０年代首次报道显微外科精微点定位
输精管分层吻合技术，此技术吻合前根据输精管吻合管径的大

小精确确定缝线位置，吻合时可以不用考虑缝合线位置而集中

精力进行吻合操作，即使在吻合两端管腔直径明显不匹配亦能

能获得良好对合。本组８例均采用显微外科精微点定位输精管
分层吻合技术，复通率１００％（８／８），致孕率５００％（４／８），与国
内外报道结果相近。

显微镜下输精管吻合术复通率较高，但其致孕率仍偏低，本

组致孕率５００％（４／８）。其机制是输精管梗阻后精子淤积于附
睾，致附睾管上皮的变性和坏死，破坏附睾上皮的转运机制，改

变了附睾的微环境，引起附睾结构和功能变化，影响到附睾液的

生成和性质，从而影响精子的成熟和功能［１２１３］。且长期精液淤

积可引起睾丸生精小管结构和功能改变，王鸿祥等［１４］研究梗阻

性无精子症患者精子ＤＮＡ损伤明显高于对照组，Ｂｕｎｇｕｍ等［１５］

报道如果精子ＤＮＡ损伤＞３０％，几乎不可能获得自然受孕。长
期梗阻淤积导致氧化应激损伤等原因所致，故有作者［１６１７］认为

应用抗氧化物质治疗可提高附睾输精管吻合术的疗效。本组术

后均结合抗氧药物治疗。

输精管交叉吻合关键在于保证吻合端为正常组织并无张

力下吻合，为保证无张下吻合常需行吻合口远端输精管充分游

离。细心和保护精索血管为前提进行输精管游离可避免其血管

损伤。吻合前并必须注意输精管有无扭转。

综上所述，对于部分两侧输精管梗阻部位不同的梗阻性无

精子症患者，通过显微镜下输精管交叉吻合，能有效恢复精道通

畅，效果满意。采用此术式的前提是两侧输精管通畅段可通过

交叉吻合重建，故不是所有两侧输精管梗阻部位不同患者均可

通过此术式实现精道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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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输尿管建立不同通道结合钬激光治疗较大型肾盂
结石的疗效观察
廖高源　骆华△

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成都 ６１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经输尿管硬通道下软硬镜钬激光碎石治疗大于２０ｍｍ肾盂结石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并与经输尿管软通道下软镜钬激光碎石术式作比较分析，为临床治疗手段的选择提供参考。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直径２０ｍｍ～３８ｍｍ的肾盂结石１１８例患
者做回顾性分析。对比分析经输尿管硬通道下软硬镜钬激光碎石术与经输尿管软通道下软镜钬激光碎石

术治疗此类结石患者的一期通道建立成功率、手术时间、住院时间、结石清除率及并发症的发生情况。

结果　硬通组一期通道建立成功率为８２８１％（５３／６４），与软通组的７９６３％（４３／５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硬通组手术时间为（３９９±８３）ｍｉｎ，明显低于软通组的（４４６±７４）ｍｉ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住院时间两组比较（２５±０５ｄ与２３±０６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硬通组术后１
天及术后４周的结石清除率分别为８４９１％和９６２３％，均明显高于软通组的６５１２％和７６７４％，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种术式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相比经输尿管
软通道下软镜钬激光碎石术，经输尿管硬通道下软硬镜联合钬激光碎石术一期治疗大于２０ｍｍ肾盂结石患
者具有更大优势，安全性好，疗效明显，手术时间段，结石清除率高，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输尿管软通道；输尿管硬通道；钬激光；肾盂结石；安全性；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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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路结石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男性好发，为女
性的４～６倍［１］。根据部位不同，尿路结石又分为肾结石、输尿

管结石、膀胱结石和尿道结石。患者往往因血尿、尿频、尿急、尿

痛或腰腹部绞痛等症状就诊。有关尿路结石的形成机制目前

有结石基质、成核作用和晶体抑制物质三种最基本的学说［２］。

而目前针对上尿路结石中的肾结石的临床处理方法正是业内

人士们讨论的热点，位置的不同、结石大小的不同以及患者个

体情况均是影响临床治疗手段选择的重要因素［３］。针对肾内

直径小于２０ｍｍ的肾结石，临床主要采取输尿管软通道肾镜取
石，其优势已得到公认［４６］，除了具有经皮肾镜技术相近的结石

清除率外，还具有更微创、风险更小的优势。随着软镜技术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将软镜运用于结石直径超过２０ｍｍ的
患者，有报道称疗效满意［７８］。但通过文献检索，诸多学者在运

用软镜治疗大直径结石时，部分患者需要进行二期手术，从一

定程度上说延长了患者的住院周期。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４年４月
至２０１７年８月德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收治的直径２０ｍｍ
～３８ｍｍ的肾盂结石 １１８例患者做回顾性分析。以结石超过
２０ｍｍ的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讨论一期经输尿管硬通道下软
硬镜联合钬激光碎石与经输尿管软通道下软镜钬激光碎石术

治疗肾盂结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具体过程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１１８例直径２０ｍｍ～３８ｍｍ的肾盂结石患者的
临床资料，根据时段和术式的不同将其分组，２０１４年 ４月至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诊治的经输尿管软通道下软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
的５４例患者被纳入软通组，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收治经
输尿管硬通道下软硬镜联合钬激光碎石术治疗的６４例患者被
纳入硬通组。纳入标准：均经泌尿系腹部 Ｘ片、超声、ＣＴ或泌
尿系静脉肾盂造影明确肾盂结石诊断；单侧结石；轻度或中度

的肾积水；手术均为同一医师完成者；术前患者签署手术同意

书。排除标准：双侧结石；输尿管有先天狭窄畸形者；术前泌尿

系急性感染；有既往同侧结石手术史；泌尿系统恶性肿瘤者。其

中，软通组（ｎ＝５４）男性２９例，女性２５例；年龄范围３２岁 ～６７
岁，年龄（４４５±１０３）岁；病程范围１２月～１６４月，病程（９３
±６１）月；左侧结石３２例，右侧结石２２例；轻度肾积水４１例，
中度１３例；结石直径（２６７±３８）ｍｍ。硬通组（ｎ＝６４）男性３３
例，女性３１例；年龄范围３１岁 ～６９岁，年龄（４５７±１１２）岁；
病程范围１１月 ～１５７月，病程（１０１±７２）月；左侧结石３９
例，右侧结石 ２５例；轻度肾积水 ４５例，中度 １９例；结石直径
（２７１±４２）ｍｍ。经统计学分析处理，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病程、结石侧别、肾积水严重程度及结石的直径等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具有可比性。
１２　手术方法
１２１　软通组　患者取截石位，选用 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进行
输尿管镜检，待入镜至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时，留置斑马导丝，然

后退镜。以斑马导丝为引导，插入 Ｆ１２输尿管导引鞘直至输尿
管上段靠近肾盂处，再连接输尿管软镜至肾盂、肾盏寻找结石。

待发现结石后，使用２７１微米的光纤进行碎石，结石击碎至３毫
米以下时，选择套石篮清除碎石片，手术完毕，常规留置 Ｆ５双 Ｊ
管，以及Ｆ１６或Ｆ１８导尿管。
１２２　硬通组　患者采取截石位，健侧约低且倾斜３０度左右，
头部低约３０度。选用 Ｆ８／９８输尿管硬镜进行输尿管镜检，待
入镜至肾盂输尿管连接部时，留置斑马导丝，然后退镜。此时，

更换组合式输尿管镜，以斑马导丝为引导直视入镜至肾盂输尿

管连接部。镜检时如果发现有输尿管狭窄，给予球囊扩张后再

次尝试入镜。待置入组合式输尿管镜后，拔出镜体，留置镜鞘作

为硬通道，而镜鞘末端连接到电动吸引器上以进行负压吸引。

经硬通道置入硕通碎石镜，将灌注泵连接到碎石镜的侧孔。然

后，从硕通碎石镜的操作通道插入３６５微米激光光纤，直视视野
下将结石击碎成粉末状（直径小于３７ｍｍ）。利用负压吸引装
置清楚粉末，直至视野内结石粉末被清楚完。最后，再更换铂立

组合式软性输尿管肾镜，核查有无结石残留，发现后采取钬激光

碎石，清除粉末。完毕停灌注及负压吸引，置入镜体拔出镜鞘，

常规留置Ｆ５双Ｊ管，以及Ｆ１６或Ｆ１８导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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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术后的处理
根据患者情况，术后６ｈ即可拔出导尿管（最迟２４ｈ），４周即可

拔除双Ｊ管。术后第１天及术后４周对患者复查泌尿系腹部平片，
发现阴性时再行超声检查。若复查发现有结石且大于６ｍｍ，则需
二期手术。术后３个月复查是否存在输尿管反流的情况。
１４　观察指标及标准

①通道建立成功率（一期）：统计两组患者一期手术时建立
硬通道或软通道成功的比例；②手术时间（Ｈ１）：分析比较两组
患者从经尿道外口置入镜体到完全退出尿道外口所经历的时

间；③术后住院时间（Ｈ２）：两组患者的出院标准均为生命体征
平稳，症状缓解；④结石清除率（％）：结石清除指标为术后第一
天及第四周复查泌尿系腹平片或超声，提示无结石残留或存在

结石残留，但直径小于３ｍｍ；⑤并发症发生率（％）：统计两组患
者出现发热、输尿管损伤、大出血、输尿管狭窄、胸膜或肠道等周

围组织损伤以及输尿管反流等。

１５　统计学方法
将两组患者的临床相关数据录入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进

行数据处理分析，其中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并采用ｔ检
验，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并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期通道建立情况

软通组患者一期通道建立成功４３例，成功率为７９６３％（４３／
５４），硬通组患者一期通道建立成功５３例，成功率为８２８１％（５３／
６４），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９６，Ｐ＝０６５８）。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住院时间比较情况

硬通组患者手术时间明显短于软通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而住院时间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两组患者复查结果比较情况

术后１天复查，硬通组患者结石清除率明显高于软通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４周硬通组患者结石
清除率满意，仍高于软通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例数 Ｈ１（ｍｉｎ） Ｈ２（ｄ）

软通组 ５４ ４３ ４４６±７４ ２５±０５

硬通组 ６４ ５３ ３９９±８３ ２３±０６

ｔ值 ２８９５ １７４８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４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１天及４周复查结石清除率比较（％）

组别 例数 手术例数
术后１天结石
清除率（％）

术后４周结石
清除率（％）

软通组 ５４ ４３ ６５１２（２８／４３） ７６７４（３３／４３）

硬通组 ６４ ５３ ８４９１（４５／５３） ９６２３（５１／５３）

χ２值 ５１０３ ８２３８

Ｐ值 ００２４ ０００４

２４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
软通组４３例手术患者术后出现１例肾绞痛，１例发热，３例

输尿管黏膜撕裂，无其他不良现象，均及时处理治愈。并发症发

生率为１１６３％（５／４３）。硬通组５３例手术患者术后出现２例
肾绞痛，２例发热，２例输尿管黏膜撕裂。并发症发生率为
１１３２％（６／５３），差异不显著，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０７６，Ｐ＝
０７８３）。
#

　讨论
目前，针对上尿路结石的治疗手段较多，包括腹腔镜取石、

体外冲击波、经皮肾镜碎石、后腹腔镜下输尿管切口取石等［９］。

但每种治疗手段有其优势，也有不足的地方，因此，作为泌尿外

科医师，在选择治疗手段时要综合考虑患者的个体情况、结石位

置和大小以及医院拥有的条件和技术等因素来决定［１０１２］。

随着软镜技术的发展，针对各类结石患者来说，不但创伤

小、痛苦轻、恢复快，而且大大地扩展了手术治疗的适应症，缩短

了住院周期［１３］。本研究就一期经输尿管硬通道下软硬镜联合

钬激光碎石与经输尿管软通道下软镜钬激光碎石术治疗肾盂

结石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对比分析，一期通道建立成功率软

通组和硬通组分别为７９６３％（４３／５４）和８２８４％（５３／６４），两组
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说明不管经硬通道还是经软通道进行相

关操作，均具有可行性。另外，在手术过程中，必要时使用球囊

扩张术扩张输尿管，可以使硬通道建立的成功率提高。经硬通

道手术时，硬镜本身就能够在硬通道内碎石，同时利用负压吸引

装置清理碎石，减少碎石对视野造成的影响。硬通道内还可撬

动结石，减少了软镜的使用率，减轻损耗。就算硬通道内操作软

镜，也有良好的操控性，避免软通道下行软镜时，镜体出现“拧

麻花”现象［１４］。因此，硬通道在此方面有其优势，这样一来就明

显缩短了手术时间，本研究结果与此理论相符，硬通组的手术时

间明显短于软通组。

从安全性来说，软镜手术最常见的并发症便是感染，处理不

当容易造成尿源性脓毒血症，后果往往较为严重，有报道尿源性

脓毒症休克患者的死亡率高达３０％左右［１５］。因此，手术带来

便利的同时，应该尽可能预防感染的发生。而软镜手术时保持

肾盂内低压可以明显的预防感染的发生［１６］。硬通组利用负压

吸引能够让肾盂内一直保持低压状态，由此而来，可以最大限度

避免肾盂内高压导致肾功能的损害甚至脓毒血症等并发症的

风险［１７］。由此可说明经输尿管硬通道术式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手术后住院时间均较短，术后有少数

轻微的并发症，经及时处理痊愈，术后３个月随访均未见并发症
发生，所以两组住院时间和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均无明显差异，提

示两种手术方法安全性都比较高，术后恢复快。

结果还显示，硬通组的结石清除率不管是术后１天还是术
后４周，均要高于软通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硬
通组经输尿管能够建立压力灌注与负压吸引系统，压力灌注可

以冲开渗出的血和被击碎的结石碎片，让手术视野随时保持清

晰，同时，负压吸引系统也能随时将碎片吸引清楚，增加手术视

野的清晰度。因此，结合结果提示，经输尿管硬通道术式相比软

通道术式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与相关文献报道相近［１８２０］。

综上所述，输尿管软通道下行软镜手术，术中清楚的结石碎

片较少，结石清除率较低，术后待其自行排石又收到各种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从而导致了软通道软镜术在较大结石手术中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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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此，在治疗２０ｍｍ以上的较大结石时，经输尿管硬通道下
软硬镜联合钬激光碎石具有创伤小、结石清除率高、康复快、住

院时间短等优势，术中软硬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减少软镜使用

频率和使用时间，减少软镜耗损，值得临床运用。当然，考虑到

临床医师技术的成熟度和病例不多的情况，针对临床中较大结

石患者手术方式的选择与改良，将会做进一步的探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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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男性精子ＤＮＡ碎片化（ｓｐｅｒｍ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ＤＦ）异常与不育，流产及后代发育不良之间的密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４５　　　·

切关系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氧化应激，染色质组装异常以及细胞凋亡是目前认为导致 ＳＤＦ的主要机
制。其中，氧化应激在ＳＤＦ异常发生的整个过程居主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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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子ＤＮＡ碎片指数（ＤＮＡ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ＤＦＩ）是一种
检测精子功能的手段，其实用性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男科实验室

的认可［１］。常规精液分析不能全面预测男性生育力，近年来有

研究发现，男性生育能力会随精子 ＤＦＩ的升高而下降，且无论
在自然受孕还是通过辅助生殖技术（ＡＲＴ）助孕时均有体现，精
子ＤＦＩ被认为是较常规精液参数更为有效的预测男性不育的
指标［２］。

精子ＤＮＡ完整性在精卵受精，早期胚胎发育，着床和妊娠
及子代健康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３］。目前认为，精子 ＤＮＡ碎
片化的主要机制与精子的氧化应激作用、凋亡异常及染色质组

装异常有关。氧化应激是一种活性氧（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ｏｘｙｇｅｎｓｐｅｃｉｅｓ，
ＲＯＳ）与抗氧化剂之间的平衡失调状态［４］，在最新发表的 ＳＤＦ
临床实践指南中，Ａｇａｒｗａｌ等［５］认为，氧化应激造成精子结构和

功能完整性的损害，是导致精子细胞功能障碍和男性不育的主

要原因。本文就氧化应激致男性精子 ＤＮＡ碎片化异常的具体
机制作简要综述。

!

　氧化平衡在精子获能及受精过程中有重要意义
氧气是大多数生物体赖以生存的物质，即使在稳定状态

下，氧也有产生ＲＯＳ的倾向，ＲＯＳ是一类物质，包括超氧阴离
子如超氧自由基（Ｏ２），羟自由基（ＯＨ

），过氧化物如过氧化氢

（Ｈ２Ｏ２），还包括活性氮如一氧化氮（ＮＯ）等
［６］。ＲＯＳ是正常的

代谢副产物，在精子中，一些特定的反应必须要有ＲＯＳ的参与，
所以精子自身产生 ＲＯＳ。精子中的 ＲＯＳ主要是 Ｏ２，在精子中
自发的与氢元素结合成 Ｈ２Ｏ２。由于其半衰期短，正常情况下，
这些ＲＯＳ在精子中相对无害，并且有抗氧化机制帮助维持氧化
平衡［７］。

ＲＯＳ在精子获能中起重要作用。精子获能是指在女性生
殖道射精以后，精子经宫颈管进入宫腔及输卵管腔，精子顶体

表面的糖蛋白在酪氨酸磷酸化水平的调控下被降解［８］，同时顶

体膜结构中的胆固醇与卵磷脂比率和膜电位发生变化，顶体膜

的稳定性降低，使精子可以到达卵母细胞，穿过透明带并与卵细

胞结合成受精卵。该信号转导途径由环磷酸腺苷（ｃＡＭＰ）驱
动，受细胞的氧化还原状态调节。ＲＯＳ诱导精子中的 ｃＡＭＰ合
成增多，抑制酪氨酸磷酸酶，并且可以驱动必需的酪氨酸磷酸

化，生成纤维鞘蛋白。目前认为，鞭毛上特定位点的酪氨酸磷酸

化与超激活运动有关，超激活运动描述的是精子进入女性生殖

道后运动的变化，这种变化使精子不断趋近卵母细胞，与卵母细

胞相互作用进而结合成为受精卵［９］。同时，酪氨酸磷酸化促使

精子与透明带结合，是顶体反应所必需的［１０］。

"

　氧化应激导致
$%&

异常

在生理状态下，ＲＯＳ与抗氧化剂处于平衡状态，不会发生
氧化应激。但当受到药物、酒精、尼古丁、重金属、紫外线照射、

空气污染物、异生素、除草剂及其他外源性因素影响时，ＲＯＳ将
显著升高。氧化应激作为细胞中的促氧化剂和抗氧化剂平衡紊

乱的状况，通常会导致细胞内重要成分遭受严重的氧化损伤，最

终损害细胞活性［１１１２］。

２１　低程度的染色质压缩是氧化损伤的易感因素
在精子发生过程中，精子染色质经历了一系列的修饰，组蛋

白首先被过渡蛋白替代，随后被鱼精蛋白替代，鱼精蛋白的大小

约是组蛋白的一半，且含有大量带正电的精氨酸残基和半胱氨

酸巯基，它可以中和磷酸化ＤＮＡ骨架的负电荷从而促进染色质
在环形结构中的紧密堆积，形成精子染色质的基本包装单

元———一种环状物，这种环状物又通过半胱氨酸残基之间的二

硫键进一步压缩，形成无水的晶状结构，成熟精子的 ＤＮＡ体积
约为体细胞的１／６。这有利于精子在男性和女性生殖道中保护
染色质，使之在运送到卵母细胞的过程中不受损害，确保父系基

因组准确的表达遗传信息，并使胚胎健康发育［１３］。

染色质压缩程度不足是染色质组装障碍的一种。关于染色

质的低压缩程度，有研究认为可能是由于组蛋白被鱼精蛋白替

换的程度不足导致［１４］，此外，形成无水的晶状体结构也是染色

质压缩的关键一步。在有水的条件下，水溶性化合物更容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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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并损伤ＤＮＡ分子，高能量的电离辐射可致细胞核中的水分子
产生化学活跃性高的化合物，直接导致 ＤＮＡ链的断裂，中等能
量的电离辐射可通过氧化性 ＤＮＡ损伤在雄性生殖细胞中产生
基因毒性［１５］。

ＤｅＩｕｌｉｉｓ等［１６］经过长期的研究发现当精子中发生氧化性

ＤＮＡ损伤时，通常与精子染色质压缩不足有关，他就此提出两
步假说，认为在ＤＮＡ损伤的第一阶段，生殖细胞分化出现异常，
精子发生过程中染色质重塑的稳定性不佳，从而使ＤＮＡ处于易
受ＲＯＳ攻击的状态。在第二阶段，成熟精子核 ＤＮＡ的结构和
完整性受到各种来源的ＲＯＳ攻击，包括由于白细胞浸润而暴露
于外源性ＲＯＳ，或由于进入内在凋亡级联触发内源性 ＲＯＳ，最
终导致氧化性ＤＮＡ损伤。这些氧化攻击可能发生于精子发生
成熟过程，也可能发生于存储在附睾中的任何时候。核酸酶唯

一一次可能导致男性生殖系中 ＤＮＡ损伤是在精子生命周期结
束时，或细胞内核酸酶释放，分解细胞的内部结构，或从雄性生

殖道释放的细胞外核酸酶通过吞噬系统最终清除细胞［１７］但两

步假说并不排除核酸酶介导的 ＤＮＡ切口可能持续存在于精子
发生晚期而不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况。

另外一种看法认为，精子 ＤＮＡ损伤起源于精子发生过程。
在染色质压缩重构过程中，通过组蛋白的高度乙酰化和拓扑异

构酶ＩＩ产生临时的切口调整空间结构，以缓解由超螺旋引起的
扭转应力，这些缺口通常在完成精子发生和射精之前由相同的

拓扑异构酶ＩＩ修复，若未被修复，精液中就可能存在 ＤＮＡ碎片
化的精子［１８］。染色质重建再连接失败的原因至今不甚清楚，

Ｓａｋｋａｓ［１８］［１７］（已改）认为执行凋亡过程可能会妨碍ＤＮＡ切口的
重新连接，染色质重塑的异常也会使细胞凋亡过程脱轨。在异

常精子中 ＤＮＡ切口与凋亡标志物可能共存，也可能不共存，所
以ＳＤＦ和低程度的染色质压缩可被认为是精子发生过程错误
的两个独立征兆，这一看法在色素 Ａ３荧光检测到的精子中，
ＳＤＦ和染色质致密化之间的密切关联得到了支持。尽管如此，
由于精子发生之后更易受ＯＳ的影响，氧化性ＤＮＡ损伤与ＤＮＡ
断裂之间的高度相关性表明 ＤＮＡ损伤大部分发生在精子发生
之后。

２２　ＲＯＳ造成精子膜及精子ＤＮＡ的氧化损伤
具有强氧化性的ＲＯＳ在浓度过高时会造成细胞成分的损

害，尤其是脂质和ＤＮＡ［１９］，导致ＳＤＦ异常。
二十二碳六烯酸（Ｄｏｃｏｓａｈｅｘａｐｅｎｔａｎｏｉｃａｃｉｄ，ＤＨＡ）是精子细

胞膜的主要成分，由于这种不饱和脂肪酸的存在，成熟的精子

细胞膜很容易发生脂质过氧化［２０］。不饱和脂肪酸被自由基攻

击，与相邻脂肪酸分子发生双键（ＤＨＡ中有６个）的脂质过氧化
反应，对脂质膜造成明显的损害，影响细胞膜的流动性［２１］，更为

糟糕的是，以４ＨＮＥ或丙二醛等小分子量亲电子醛形式存在的
脂质过氧化产物又能够通过精子线粒体引发活性氧产生。脂

质的过氧化程度通常用过氧化产物丙二醛定量检测，国外相关

研究表明，丙二醛与精子浓度、形态、活动力呈负相关，与精子

ＤＮＡ损伤呈正相关，证明脂质过氧化可能是连接精子 ＤＮＡ损
伤与精子浓度、形态、活动力的纽带［２２］。

ＲＯＳ会直接造成ＤＮＡ的氧化损伤。多项研究表明［３，１５，２２］，

在ＤＦＩ偏高的男性精液中可以检测到过高的 ＲＯＳ。ＲＯＳ可以

与ＤＮＡ反应，造成Ｎ糖苷键断裂，使 ＤＮＡ脱碱基位点，影响分
子结构稳定性，导致 ＤＮＡ单链断裂［２３］。ＤＮＡ的氧化损伤通常
用８羟基２脱氧鸟苷（８ＯＨｄＧ）来检测，８ＯＨｄＧ是ＤＮＡ被ＯＨ
!

基团损伤时形成的氧化鸟嘌呤碱加成物，它的浓度的升高与

ＤＦＩ的升高显著相关［２４］。此外，ＲＯＳ也可以激活半胱天冬酶，
再通过半胱天冬酶激活核酸内切酶，形成 ＤＮＡ碎片，间接损伤
ＤＮＡ［２５］，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在精子中核酸内切酶与活化的半
胱天冬酶处于分离状态［２６］。

精子转录和翻译沉默，只有有限的ＤＮＡ损伤修复能力。碱
基切除修复途径中的第一种酶，８氧鸟嘌呤糖基化酶通过断开
ＤＮＡ上的８ＯＨｄＧ改善氧化性ＤＮＡ损伤，在精子基因组中留下
脱碱基位点［２４，２７］。

２３　ＲＯＳ是损伤ＤＮＡ完整性的凋亡产物
细胞凋亡的主要表现是核碎裂，染色质凝集，线粒体扩大和

不规则形态，其中核碎裂可直接导致 ＤＦＩ升高。细胞凋亡是一
种程序性细胞死亡机制，它调节细胞数目并去除危及生存的不

必要细胞，涉及一系列生化事件，触发细胞形态学改变，最终导

致细胞死亡。

睾丸前体生殖细胞经历细胞凋亡，借此优化生殖细胞与支

持细胞的比例，对生精过程进行质量控制，确保没有缺陷的生殖

细胞分化成精子［２８］。凋亡过程大部分发生于精母细胞，内在的

线粒体途径和外在的ｐ５３／Ｆａｓ系统已被认为是这一过程的关键
调节因子。也有少部分可能发生在精子发生过程中，以应对包

括热休克，电离辐射，生长因子剥夺和化学治疗剂在内的不利情

况。精子细胞具有不同于其他体细胞的结构，其细胞核、线粒体

和其他细胞质物理分离，使得大多数凋亡产物不能进入核室区，

而线粒体产生的Ｈ２Ｏ２可以损伤精子ＤＮＡ
［５］。蛋白质中的ＢＣＬ

２家族接收凋亡信号，通过ＢＡＸ和ＢＡＫ触发线粒体外膜的透化
和细胞色素ｃ的释放，此时，半胱天冬酶９与凋亡酶激活因子１
一起被激活，形成凋亡复合体，引发级联凋亡［２９］。

另外，在体细胞中，线粒体通透性转换（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Ｐｅｒ
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ＰＴ）可通过打开线粒体内膜中的钙依赖性
孔，导致体细胞中ＲＯＳ产生增加和线粒体膜电位消散，线粒体
通透性孔道开放，释放出大量 ＲＯＳ，促进细胞凋亡［３０］。Ｔｒｅｕｌｅｎ
Ｆ［３１］发现，在精子细胞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并且这种细胞凋
亡伴随着ＳＤＦ的增加。关于 ＭＰＴ诱发的精子细胞凋亡国内外
研究较少，从ＭＰＴ角度探索ＳＤＦ的发生机制及治疗措施或可有
所突破。

#

　关于氧化应激致精子
%'(

碎片化异常的讨论

发生ＳＤＦ的３个机制（氧化应激作用、凋亡异常及染色质
组装异常）是学者们目前较为公认的。而ＲＯＳ可以通过各种途
径影响ＳＤＦ，进而导致男性生殖功能异常，我们可以从平衡氧化
应激的角度出发，寻求男性不育的解决办法。一方面，为减少

ＲＯＳ的产生，改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研究发现，肥胖，久坐，吸
烟，熬夜都会使机体ＲＯＳ水平上升，长期暴露于有害的环境如
高温，放射线，重金属，氟，二氧化硫等，也会损害精子ＤＮＡ的完
整性。另一方面，抗氧化剂可以提高体内抗氧化酶的活性，对抗

ＲＯＳ的氧化损伤效应，降低 ＤＦＩ。但将抗氧化剂的应用还需要
大样本动物实验及临床试验做铺垫，另外，抗氧化剂的应用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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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也没有定论。如何根据氧化应激致ＳＤＦ异常的机制，直接
有效的去除超氧自由基，并且不损害精子的获能与受精过程可

能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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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睾下降固定术、开放隐睾手术治疗高位隐睾患儿
临床效果分析
张成△　刘嘉　王磊
新疆伊宁市兵团四师医院泌尿外科，新疆 伊宁 ８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对比给予高位隐睾患儿开放隐睾手术、腹腔镜下隐睾下降固定术治疗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新疆伊宁市兵团四师医院诊治６６例高位隐睾患儿为研究对象。将
其分为开放组（ｎ＝３３）、腹腔镜组（ｎ＝３３），分别给予开放手术睾丸下降固定术治疗、腹腔镜下隐睾下降固定
术治疗，观察患儿睾丸发育状况、并发症发生情况等。结果　腹腔镜组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开放组，手术时
间及术后切口疼痛、首次下床活动、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开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１５１５２、９０３０、
２８６１４、１６８９３、１０１８３，Ｐ＜００５）；术后６个月，２组患儿月睾丸发育良好率分别为８４８５％、７５７６％，组间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８６２，Ｐ＞００５）；术后３、６个月，２组患儿睾丸容积均显著大于术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Ｆ＝７９６７、７９９６，Ｐ＜００５），但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治疗总有效率
为８４８５％，相比开放组的９２３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５６９，Ｐ＞００５）；腹腔镜组无患儿出现并发症，
总发生率为０，相比开放组的２７２７％显著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４２１，Ｐ＜００５）。结论　给予
高位隐睾患儿腹腔镜下隐睾下降固定术，总体疗效与开放隐睾手术相当，但并发症更少，安全性更高。

【关键词】　隐睾；腹腔镜；隐睾下降固定术；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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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位隐睾属于泌尿外科临床治疗中一种较为常见的疾病
类型。目前，临床上主要选用开放手术睾丸下降固定术给予该

类患儿治疗。该种术式可取得确切疗效，但创伤较大，会给患儿

造成巨大痛苦。现阶段，微创技术快速发展，腹腔镜手术在临床

上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且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表现出诸多优

势，高位隐睾治疗也逐渐由开放治疗转变为微创治疗［１］。本研

究主要对比分析传统开放手术睾丸下降固定术、腹腔镜下微创

隐睾下降固定术应用于高位隐睾患儿治疗的临床效果及安全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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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新疆伊宁市兵团四师医院
诊治的６６例高位隐睾患儿为研究对象。经新疆伊宁市兵团四
师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按照随机数字法将６６例患儿分为两
组。开放组３３例，患儿年龄范围１１０岁 ～１０岁，年龄（４４５±
２１１）岁；其中，１３例为右侧，１５例为左侧，５例为双侧。腹腔镜
组３３例，患儿年龄范围１１２岁 ～９岁，年龄（４３６±１７４）岁；
其中，１３例为右侧，１６例为左侧，４例为双侧。入选患儿相关基
线资料对比，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１２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经Ｂ超检查、腹部ＭＲＩ检查确诊为高位隐睾；
②睾丸质地、大小正常，且无粘连，活动性良好；③性激素水平正
常；④有睾丸下降手术指征；⑤家属签署相关知情文件，自愿同
意患儿参与研究。排除标准：①伴有恶性肿瘤、先天性疾病、凝
血功能障碍；②有腹部手术既往史；③存在意识、认知障碍等精
神性疾病。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开放组治疗　给予该组患儿开放隐睾下降固定术治疗。
选择于腹股沟行切口切开操作，长度为２ｃｍ～３ｃｍ，再行腹股沟
管周围组织剥离，明确隐睾位置、其与精索血管及输精管的关

系，将疝囊结扎。实施精索血管周围组织剥离，然后将睾丸引带

切断，同时牵拉至阴囊。实施精索血管剥离，再将睾丸降入阴囊

内。从切口至阴囊做一个隧道，行阴囊底部皮肤切开操作，将皮

下组织、肉膜二者剥离开，凭借弯钳从阴囊底部切口将输尿管、

睾丸牵引至阴囊内，牵引过程中须防止输精管、精索血管发生

扭转。完成牵引后缝合阴囊颈部，缝合并固定好睾丸韧带与肉

膜。剥离输精管、索血管后，未能牵引至阴囊内，为了防止强行

牵引导致睾丸血液供应受到影响，可先在阴囊上方皮下做好缝

合固定，６个月后再实施隐睾下降固定术。两侧隐睾患儿切开
切口为两个，其他操作与单纯相同。

１３２　腹腔镜组治疗　给予该组患儿腹腔镜下隐睾下降固定
术治疗。行气管插管麻醉，术前行阴囊、腹股沟区复查，嘱咐患

者排空膀胱。患者保持平卧位，脐下缘实施切口切开操作，长度

为１ｃｍ，然后提起脐旁两侧腹壁，行人工 ＣＯ２气腹建立后，将腹
腔镜置入进行相关检查。主要检查后肠道、血管的损伤状况、输

精管、精索血管情况，明确隐睾位置后，分别在脐部两侧切开长

度为０５ｃｍ的切口，再将操作钳、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置入，行精索血
管、睾丸分离操作。选择于近睾丸外侧位置将腹膜切开，行睾丸

分离、输精管与精索血管分离操作。将精索血管充分游离，为睾

丸牵引创造更好条件，睾丸放置位置为同侧阴囊底部。睾丸无

法牵引至对侧内环口情况下，可先实施精索游离，凭借钛夹将

精索血管夹闭，然后再行精索血管切断操作，将输精管以及其

伴行血管均保留。实施同侧阴囊肉膜间隙分离，具体操作与传

统开放手术相同。在阴囊底部做一个切口，然后将卵圆钳置入，

直至腹腔内，牵引睾丸，并做好固定，结束手术。腹腔镜监视下

行内环口关闭操作。

１４　观察指标及效果评估
术后均给予两组患儿６个月随访，了解术后患儿睾丸发育、

并发症发生情况等，并做相关评估。①手术指标评估：观察并比
较两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切口疼痛及下次活动时间、

住院时间。②睾丸发育状况评估：经治疗，患儿睾丸处在阴囊底
部，且弹性良好，与健侧比较，体积小２０％ ～１０％，超声检查显
示血液供应正常，判定为发育良好；治疗后睾丸处在阴囊中部以

上，弹性差或无弹性，较健侧体积有明显缩小，超声检查显示血

液供应差，判定为发育差。评估患儿术后３个月、６个月复查，
通过Ｂ超检查测量患儿睾丸长、宽、厚度径线，然后计算出睾丸
容积，计算公式为：睾丸长度×宽度×厚度＝睾丸容积。③总疗
效评估［２］：术后，患儿临床症状全部消失，且未出现严重并发

症，判定为显效；术后相关临床表现均获得明显好转，无任何严

重并发症出现，判定为有效；与术前比较，里才能表现均无任何

改善，判定为无效。总有效率为有效率、显效率之和。同时观察

患儿并发症发生情况。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数据通过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总

有效率、并发症发生率等）对比行χ２检验；计量数据（手术时间、
住院时间、出血量量等）对比行 ｔ检验，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相关手术指标比较

两组患儿手术成功率均为１００％。相比开放组患儿，腹腔
镜组患儿术中出血量明显更少，手术时间及术后切口疼痛持续

时间、首次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均明显更短，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儿相关手术指标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切口疼痛（ｄ） 术后下床活动（ｄ） 住院时间（ｄ）

开放组　 ３３ ５９７５±５７５ １５９７±３９６ ８２６±０４３ ５７９±０５６ ９３６±１３８

腹腔镜组 ３３ ４７１０±５６３ ５１５±１０７ ５０５±０４８ ３６４±０４７ ６７２±０５６

ｔ值 ９０３０ １５１５２ ２８６１４ １６８９３ １０１８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儿睾丸发育情况比较
随访结果显示，腹腔镜组患儿术后６个月睾丸发育良好率

为８４８５％，开放组患儿为７５７６％，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６个月，两组患儿睾丸容积均有明显
提高，对比差异有显著性（Ｐ＜００５），但组间差异比较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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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儿术后睾丸发育状况对比［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睾丸发育［ｎ（％）］

良好 差

睾丸容积（ｍＬ）

术前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Ｆ值 Ｐ值

开放组　 ３３ ２５（７５７６） ８（２４２４） ０３９±０１２ ０４５±０１８ ０５５±００８ ７９６７ ００００

腹腔镜组 ３３ ２８（８４８５） ５（１５１５） ０３８±０１４ ０４８±０１５ ０５６±０１６ ７９９６ ００００

χ２／ｔ值 ０８６２ ０３１１ ０７３５ ０３２１ — —

Ｐ值 ０３５３ ０７９８ ０３７４ ０７８８ — —

２３　两组患儿总疗效及并发症比较
开放组３３例患儿中，２０例为Ⅰ期，１３例为Ⅱ期实现睾丸降

入阴囊。腹腔镜组３３例患儿均为Ⅰ期实现睾丸降入阴囊。Ｌ
两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８４８５％、９２３１％，开放组患儿略高

于腹腔镜组患儿，但组间对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
组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为０％、２７２７％，腹腔镜组低于开放组，
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儿组治疗有效率及并发症发生情况对比　［ｎ（％）］

组别 例数
总疗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并发症

切口感染 睾丸萎缩 睾丸回缩 合计

开放组 ３３ １７（５１５２） １３（３９３９） ３（９０９） ９２３１％ ４（１２１２） ３（９０９） ２（６０６） ９（２７２７）

腹腔镜组 ３３ １５（４５４５） １２（３６３６） ５（１５１５） ８４８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χ２值 ０５６９ １０４２１

Ｐ值 ０４５０ ０００１

#

　讨论
高位隐睾属于临床上一种较为常见的小儿生殖系统畸形

病变，近年来疾病发生率有所上升。高位隐睾所处位置为腹腔

内肾下级至腹股沟内环口上方，如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

处理，可引发睾丸扭转或者疝气，甚至可导致不育［３４］。现阶

段，临床上主要选择手术方式给予高位隐睾患儿治疗。开放手

术睾丸下降固定术为治疗高位隐睾的传统术式，但该种术式创

伤较大，术后并发症相对较多，应用于年龄较小的高位隐睾存

在明显缺陷［５］。本研究给予高位隐睾患儿腹腔镜下隐睾下降

固定术治疗后，在手术指标、睾丸发育状况、术后并发症及总疗

效方面均表现出良好效果。

开放手术睾丸下降固定术在应用过程中需行腹股沟管解

剖，对患儿身体造成较大创伤，增加患儿疼痛，同时，二次手术的

实施可导致精索血管损伤大大增加，提高术后睾丸萎缩的发生

风险，术后并发症相对较多［６７］。随着微创技术、设备发展速度

的不断加快，腹腔镜下手术方式在临床上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

用，且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表现出创伤小、痛苦轻、术后恢复快、

并发症少等诸多优点［８］。因此，该种术式尤其适用于手术耐受

较差患者（如儿童、老人）治疗。腹腔镜可将术野放大２倍 ～３
倍，且可实现对手术视野进行近距离跟踪，使术后相关操作的

实施更加方便，进而能够提高操作效率，缩短手术时间，避免比

必要损伤，提高安全性，减少术后并发症［９１０］。此外，在腹腔镜

的突出优势还体现在实现了诊疗一体。术前未能确定隐睾位

置会对手术切口选择产生严重影响。开放手术在隐睾位置探

查方面存在盲目性，因此切口较宽，创伤较大，增加术后感染、出

血等并发症发生风险［１１］。而腹腔镜的应用可更好明确睾丸位

置，使切口位置选择更加准确，减轻创伤，同时还可情绪观察到

隐睾周围组织状况以及组织与内环口精索血管、输精管之间存

在的解剖关系，保证能够更加充分地将输精管表面纤维膜与周

围组织分离，确保隐睾组织能够更好降至阴囊，提高手术治疗总

体效果及安全性［１２１４］。本研究中，给予腹腔镜组腹腔镜下隐睾

下降固定术治疗后，该组患儿平均术中出血量为（５１５±１０７）
ｍｌ，少于开放组的（１５９７±３９６）ｍｌ，且平均手术时间及术后切
口疼痛、首次下床活动及住院时间均明显短于开放组，组间对比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该结果表明，与开放隐睾手术相比，腹腔

镜下隐睾下降固定术操作时间更短，创伤更小，有助于患儿术后

获得更快恢复。朱世春［１５］等研究指出，与传统开放手术相比，

腹腔镜睾丸下降固定术应用于高位隐睾患儿临床治疗能够取

得相似效果，但在安全性方面，腹腔镜手术并发症更少。本研究

中，腹腔镜组接受治疗后，患儿睾丸发育良好率、睾丸容积改善

程度、治疗总有效率与开放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腹

腔镜组无患儿出现严重并发症，总发生率为０，相比开放组对的
２７２７％明显更低，且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由此可见，两组
总体治疗效果相当，但腹腔镜组安全性明显更高。

综上所述，开放及腹腔镜下隐睾下降固定术应用于高位隐

睾患儿治疗可获相似疗效，但腹腔镜手术安全性更高，并发症更

少，有助于患儿术后获得更快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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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索静脉显微结扎术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
疗效观察
王冠群　周立新△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泌尿外科，上海 ２０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精索静脉显微结扎术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
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诊治的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２３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精索静脉显微结扎术组（显微组，１３例）和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组
（腹膜组，１０例）两组，对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术后切口疼痛程度、精子数量、密度、活力、活率、睾丸动
脉识别、精液质量改善、静脉曲张复发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临床疗效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微组
患者的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常规腹膜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腹膜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住院费用、术后切口疼痛程度评分均显著低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精子
数量、活力、活率均显著高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睾丸动脉识别率、精液质量改善率
１０００％（１３／１３）、６９２％（９／１３）均显著高于腹膜组５００％（５／１０）、３００％（３／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静脉曲张复发率１５４％（２／１３）显著低于腹膜组３００％（３／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７７％（１／１３）显著低于腹膜组３００％（３／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的总
有效率９２３％（１２／１３）显著高于腹膜组６００％（６／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精索静脉
显微结扎术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较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显著。

【关键词】　精索静脉显微结扎术；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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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ｒｉｃｅａｌ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１５４％，２／１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ｇｒｏｕｐ（３００％，３／１０），
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ａｔｅ（７７％，１／１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ｇｒｏｕｐ（３００％，
３／１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９２３％，１２／１３）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ｇｒｏｕｐ
（６００％，６／１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
ｍｉｃｒｏ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ｖａｒｉｃｏｃｅｌｅ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ｈｉｇｈ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ｔｒｏｐｅｒｉｔｏｎｅａｌｓｐｅｒｍａｔｉｃｖ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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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指在精索内部存在的蔓状静脉丛有异常迂
曲、伸长、扩张等病理学表现出现，达到了至少 １５％的发病
率［１］，高发人群为青壮年男性，会严重影响精子的产生，在极大

程度上降低精液质量。现阶段，临床普遍认为［２］，其极易引发

男性不育症。本研究比较了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与精

索静脉显微结扎术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３年５月至２０１６年５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诊治的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２３例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经体格检查、病史及阴囊彩超检查

确诊为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排除标准：将继发性精索静脉曲

张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精索静脉

显微结扎术组（显微组，１３例）和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
组（腹膜组，１０例）两组。显微组患者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１岁，
年龄（２５０±４５）岁；病程范围１年 ～２３年，病程（６１±１２）
年。就诊原因：５例坠胀，４例不育，４例体检；病情分级：４例Ⅰ
级，６例Ⅱ级，３例Ⅲ级；婚姻状况：６例已婚，７例未婚。腹膜组
患者年龄范围１９岁 ～４１岁，年龄（２６３±４１）岁；病程范围２
年～２３年，病程（６８±１６）年。就诊原因：４例坠胀，３例不育，
３例体检；病情分级：３例Ⅰ级，５例Ⅱ级，２为Ⅲ级；婚姻状况：４
例已婚，６例未婚。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显微组　显微组患者接受精索静脉显微结扎术治疗，对
患者进行连续硬膜外麻醉，将一长度为２ｃｍ～３ｃｍ的横行切口
开在腹股沟外环下，切开皮下组织及筋膜，向阴囊对精索进行

分离，提出睾丸，对提睾肌静脉进行结扎，显微镜下对精索外静

脉进行结扎，还纳睾丸，将精索内外筋膜切开，分离精索内静脉

并双重结扎，还纳精索后将切口缝合起来。

１２２　腹膜组　腹膜组患者接受腹膜后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

治疗，对患者进行连续硬膜外麻醉，将一长度为３ｃｍ～５ｃｍ的
切口开在耻骨结节上两指位置，切开腹外斜肌腱，充分显露腹股

沟管，分离精索静脉，结扎并彻底切除。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

间、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等术中术后指标进行观察。并运用数

字评分法评定两组患者的术后切口疼痛程度，无疼痛、能够忍受

的轻微疼痛、能够忍受的疼痛并对睡眠造成了不良影响需要处

理、很难忍受的剧烈疼痛需要第一时间处理分别评定为０分、１
分～３分、４分～６分、７分～１０分［３］。同时，手术前后分别对两

组患者的精子数量、密度、活力、活率进行检测。此外，对两组患

者的睾丸动脉识别、精液质量改善情况进行统计，并对其阴囊水

肿、附睾炎、睾丸鞘膜积液等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及静脉曲张复

发情况进行记录。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如果手术后患者无临床症状，具有正常的精索结构，没有影

响生育功能，则评定为治愈；如果手术后患者具有显著较轻的临

床症状、基本正常的精索结构，或明显较轻的静脉曲张程度，则

评定为显效；如果手术后患者具有较轻的临床症状、较好的精索

结构，或较轻的静脉曲张程度，则评定为有效；如果手术后患者

的临床症状没有改善，仍然具有显著异常的精索结构，严重影响

了生育功能，则评定为无效［４］。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组患者的

睾丸动脉识别、精液质量改善、静脉曲张复发情况、术后并发症

发生情况、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用百分数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术后切口疼痛程度、精子数
量、密度、活力、活率等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量资料采
用ｔ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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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术后切口疼痛程度比较

显微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常规腹膜组患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腹膜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
间均显著短于腹膜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
院费用、术后切口疼痛程度评分均显著低于腹膜组患者，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精子数量、密度、活力、活率变化情况比

和手术前相比，两组患者手术后的精子数量、密度、活力、活

率均显著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前两组患
者的精子数量、密度、活力、活率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均 Ｐ＞
００５），手术后和腹膜组相比，显微组患者的精子数量、活力、活
率均显著较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
精子密度之间的差异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分类
显微组

（ｎ＝１３）
腹膜组

（ｎ＝１０）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２５０±４５ ２６３±４１ １８８６ ＞００５

病程（年） ６１±１２ ６８±１６ １６３８ ＞００５

就诊原因 坠胀 ５（３８５） ４（４００） １３２ ＞００５

不育 ４（３０８） ３（３００）

体检 ４（３０８） ３（３００）

病情分级 Ⅰ级 ４（３０８） ３（３００） ０８６ ＞００５

Ⅱ级 ６（４６２） ５（５００）

Ⅲ级 ３（２３１） ２（２００）

婚姻状况 已婚 ６（４６２） ４（４００） ０７６ ＞００５

未婚 ７（５３８） ６（６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的术中术后指标、术后切口疼痛程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胃肠功能

恢复时间（ｈ）
住院时间

（ｄ）
住院费用

（万元）

术后切口疼痛

程度评分（分）

显微组 　８６７±１０４ａ １３０±２０ａ ９６±１１ａ ３８±０３ａ ０６±０１ａ １０±０３ａ

腹膜组 ５３６±９８ １９７±３７ １４０±２６ ７９±１２ １０±０２ ４８±０６

ｔ值 ４３０３ ３１８２ ２７７６ ２５７１ ２４４７ ２３６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腹膜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精子数量、密度、活力、活率变化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数量（×１０６）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精子活力（ａ＋ｂ）（％） 精子活率（％）

显微组 １３ 手术前 ２４５±４５ １５９±２４ ２３１±３２ ４８０±８８

手术后 ４３３±７０ａｂ ２３９±３２ａ ５４２±９０ａｂ ６６８±１００ａｂ

腹膜组 １０ 手术前 ２５０±４６ １５４±２４ ２２５±３２ ４８７±８９

手术后 ３７２±６８ａ ２３６±３１ａ ３７８±６９ａ ５５３±９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腹膜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睾丸动脉识别、精液质量改善、静脉曲张复发
情况比较

　　显微组患者的睾丸动脉识别率、精液质量改善率１０００％
（１３／１３）、６９２％（９／１３）均显著高于腹膜组患者５００％（５／１０）、
３００％（３／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静脉曲张复发
率１５４％（２／１３）显著低于腹膜组患者３００％（３／１０），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睾丸动脉识别、精液质量改善、静脉曲张
复发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睾丸动脉识别 精液质量改善 静脉曲张复发

显微组 １３ １３（１０００）ａ ９（６９２）ａ ２（１５４）ａ

腹膜组 １０ ５（５００） ３（３００） ３（３００）

χ２值 ９３５ ７３８ ５０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腹膜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显微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７７％（１／１３）显著低于腹

膜组患者３００％（３／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囊水肿 附睾炎 睾丸鞘膜积液 总发生

显微组 １３ １（７７） ０（０）　 ０（０）　 １（７７）ａ

腹膜组 １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１（１００） ３（３００）

χ２值 — — — １１１４

Ｐ值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腹膜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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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显微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２３％（１２／１３）显著高于腹膜

组患者６００％（６／１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显微组 １３ １（７７） ４（３０８） ７（５３８） １（７７）１２（９２３）ａ

腹膜组 １０ ０（０）　 ２（２００） ４（４００） ４（４００）６（６００）

χ２值 — — — — １３３４

Ｐ值 —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腹膜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在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治疗中，传统精索静脉高危结扎

术具有相对较早的应用时间，现阶段很多医院均对其进行了普

遍应用，其虽然具有较高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但是

由于具有相对成熟的操作技术，因此适用于基层医院［５１０］。显

微镜下精索静脉结扎术能够有效分离并结扎精索淋巴管及睾

丸动脉，因此近年来在临床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其在操作

过程中可不切开腹外斜肌腱膜，对患者具有较小的损伤，同时

在显微镜辅助下能够对睾丸动脉及其属支进行准确鉴别，促进

睾丸萎缩风险的减少［１１１４］。此外，通过良好观察能够将曲张的

静脉有效切除，从而将治愈的效果获取过来，且具有较低的术

后并发症发生率及复发率［１５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显微组患者

的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常规腹膜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中出血量显著少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胃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腹膜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住院费用、术后切口疼痛
程度评分均显著低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精子数量、活力、活率均显著高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睾丸动脉识别率、精液质量改善率均显著高于腹膜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静脉曲张复发率显著低于
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显
著低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的总有效
率显著高于腹膜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精索
静脉显微结扎术治疗原发性精索静脉曲张的疗效较腹膜后精

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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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继发心血管疾病事件的
预测模型与应用性分析
谢子平１　林燕２△　谢胜１　王万荣１　李韬１　王金国１

１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男科，湖北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药剂科，湖北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搜集糖尿病合并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患者的相关临床指标，构建临
床预测模型以评判该类患者继发心血管疾病（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ＶＤ）事件的预测价值，并验证该临床模
型的相关应用性。方法　选择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诊治的糖尿病ＥＤ患者为
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为期１８个月的随访以确认预后转归，依据随访结果分析与继发ＣＶＤ风险存在影响的相
关临床指标，并通过应用性分析验证其临界值对继发ＣＶＤ时间窗的评判效能。结果　最终纳入３１７例糖尿
病ＥＤ患者，其中，１１例患者失访，３２例患者于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事件，２７４例患者未见相关异常。①Ｃｏｘ回
归分析显示，糖尿病 ＥＤ继发 ＣＶＤ的风险模型由年龄（ＨＲ＝１１７８，Ｐ＜００５）、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
ＢＭＩ）评分（ＨＲ＝１４２０，Ｐ＜００５）、稳定性伴侣（ＨＲ＝０５１８，Ｐ＜００５）、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表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评分（ＨＲ＝０４５９，Ｐ＜００５）、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含量（ＨＲ＝０５２４，
Ｐ＜００５）、小动脉弹性（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２，Ｃ２）系数（ＨＲ＝０７１０，Ｐ＜００５）、锻炼频率：每周＞２次（ＨＲ＝０７４２，Ｐ
＜００５）组成。其中，年龄、ＢＭＩ、ＩＩＥＦ５评分为危险性因素，稳定性伴侣、ＴＴ含量、Ｃ２系数、锻炼频率：每周＞２
次为保护性因素。②通过ＲＯＣ曲线以进一步量化各项影响因素（连续性变量）对于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的
预测效能：ＢＭＩ临界值取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ＴＴ含量临界值取１４３２ｎｇ／ｍｌ、Ｃ２系数临界值取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
１００均可以获取最佳预测敏感性和特异度。③依据临界值变量评判不同分组对于继发预后转归差异的应用
效能：ＢＭＩ≥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的糖尿病ＥＤ患者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时间窗显著缩短（ＬｏｇＲａｎｋｔｅｓｔ＝５１９１，Ｐ
＜００５），ＴＴ＜１４３２ｎｇ／ｍｌ的糖尿病ＥＤ患者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时间窗显著缩短（ＬｏｇＲａｎｋｔｅｓｔ＝６０２２，
Ｐ＜００５），Ｃ２＜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的糖尿病 ＥＤ患者随访期内继发 ＣＶＤ的时间窗显著缩短（ＬｏｇＲａｎｋ
ｔｅｓｔ＝４２７９，Ｐ＜００５）。结论　年龄、ＢＭＩ、稳定性伴侣、ＩＩＥＦ５评分、ＴＴ含量、Ｃ２系数、锻炼频率：每周 ＞２次
是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的独立影响因素，且ＢＭＩ≥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ＴＴ＜１４３２ｎｇ／ｍｌ、Ｃ２＜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
１００对于该患者群体继发ＣＶＤ具有显著评判效能。

【关键词】　勃起功能；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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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成年男性常见的
性功能障碍疾病之一，严重危害男性身心健康及配偶性生活质

量。近年来，ＥＤ已经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预计２０２５年将
会有３２２亿ＥＤ患者［１２］。此外，糖尿病是当前最为常见的慢

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之一，其导致周围血管病变影响动脉血

供，并损及血管壁弹性纤维，引起阴茎海绵体窦状血管舒张受

限，最终导致ＥＤ［３］。近年来，相关流行病学资料报道：糖尿病
男性群体中合并 ＥＤ的人数高达糖尿病男性群体总数的
７１％［４］，而多数糖尿病男性患者就诊时忽略了ＥＤ等症状，致使
其生活质量和预后情况得不到有效改善，诸如心血管疾病（ｃａｒ
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ＶＤ）等继发症状带来的问题不断凸显［５］。

ＣＶＤ和ＥＤ、糖尿病具有诸多相同的危险因素，如年龄、高
胆固醇血症、高血压、肥胖、吸烟、不良生活方式等［６７］。作为

ＣＶＤ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ＥＤ和糖尿病分别对 ＣＶＤ相关的预
后转归产生的独立影响，作为 ＣＶＤ早期筛查的预警疾病［８］，由

此得出本研究的目的：明确糖尿病ＥＤ对于ＣＶＤ产生具体影响
的临床危险因素，对高危患者及早进行有效评估、风险识别，预

判ＣＶＤ转归结局，尽早进行临床干预以尽力改善糖尿病 ＥＤ的
预后转归。有鉴于此，本研究依据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的客

观条件，尽可能全面纳入与糖尿病 ＥＤ患者相关的潜在临床指
标，构建预测糖尿病 ＥＤ患者继发 ＣＶＤ的风险模型，以获取相
关影响因素、并通过随访了解相关的预后转归情况，从而切实

提升诊疗水平，为改善糖尿病ＥＤ患者预后转归提供理论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１１　病例来源　选择湖北省十堰市人民医院于２０１４年７月
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期间诊治的糖尿病 ＥＤ患者为研究对象。所有
患者均符合以下标准：①已确诊糖尿病ＥＤ，诊疗资料基本完整；
②于本院规范化接受相关诊疗，各项临床干预措施大致相同；
③患者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具备基本文字理解和语言表达能
力，可以配合进行后期随访。

１１２　纳入标准　①糖尿病的诊断依据是中华医学会于２０１４
年发布的《中国２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９］；②ＥＤ的诊断依据是
欧洲泌尿外科学会（ＥＡＵ）于 ２０１１年发布的《ＥＤ诊疗指
南》［１０］；③ＣＶＤ包括各型冠心病、主动脉夹层、急性心力衰竭、
心源性晕厥、高血压危象等疾患，其诊断标准参照第三版《内科

学》［１１］，并与各项诊疗指南相吻合。

１１３　排除标准　①患有ＥＤ时间≤３个月；②有明确ＣＶＤ病
史；③合并精神、心理疾患；④合并对使用ＰＤＥ５治疗ＥＤ产生干
扰的疾病：长ＱＴ间期综合征、主动脉狭窄、左心室流出道梗阻、
低血压、低血容量、需要服用１Ａ类或３类抗心律失常药物的心
律失常患者；⑤合并对使用雄激素替代疗法治疗 ＥＤ产生干扰
的疾病：前列腺癌、高泌乳素血症、垂体肿瘤、原发性性腺功能减

退、甲状腺机能减退；⑥合并对ＥＤ其他诊疗措施产生干扰的疾
病：生殖器畸形、阴茎假体植入术后、泌尿生殖器手术后；⑦合并
其他禁忌症（存在与本次研究产生冲突的基础疾病）；⑧未能坚
持规范化长期控制血糖治疗的糖尿病患者。

１１４　剔除标准　①随访期间并发引起病情急骤变化的其他
疾病类别（包括死亡），以致对结局指标产生严重干扰；②患者
涉及伦理或个人原因要求退出本次研究；③患者因各项随访环
节对本次临床研究产生异议。

１２　资料搜集
所纳入研究的对象完善以下类别临床资料：①患者的各项

临床资料：年龄、平均动脉压（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ＡＰ）、体重
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病
程、ＣＶＤ家族史、是否有稳定性伴侣、性生活频率、锻炼频率、吸
烟史。②完善国际勃起功能问卷表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ＩＥＦ５）评分。③完善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
空腹Ｃ肽（ｆａｓｔｉｎｇＣｐｅｐｔｉｄｅ，ＦＣＰ）、快速即时血糖（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ＢＧ）、糖化血红蛋白（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ａ，Ａｌｃ）、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ＧＦ１）。④基于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Ｉｎｃ公司的ＤＯ２０２０动脉弹性功能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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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检测２项动脉弹性系数：大动脉弹性（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２，Ｃ１）、小动
脉弹性（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２，Ｃ２），弹性系数均重复测量２次取其平均
值。⑤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７月期间，对患者进行不少于１８
个月的预后随访。随访方式为逐月男科联合心血管内科专科

门诊、电话随访、不适随诊３种渠道结合；随访结果为患者继发、
未继发ＣＶＤ事件的时间，获取随访结果及其相应时间窗，如有
患者退出随访队列，记载其终止随访的原因和随访截止的时

间，以便于下阶段进行删失处理。

１３　伦理学审批
本次临床研究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中国临床试验研究

的相关法律法规。凡纳入本次研究队列的糖尿病ＥＤ患者均由
本人初诊时签署知情同意书和随访同意书，获取各项同意书的

过程均符合临床试验研究的质量管理规范要求。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ＡＣＣＥＳＳ软件建立数据库，使用双次录入法以完成数

据核查与逻辑纠错，使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设
定双侧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连续变量进行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Ｓｍｉｒｎｏｖ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Ｍｅａｎ±ＳＤ／ＳＥＭ）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
位数（ｍｅｄｉａｎ，Ｍ）和四分位数（Ｑ２５，Ｑ７５）表示。计数资料以率
（ｒａｔｅ）和构成比（ＣＲ）表示。

通过Ｃｏｘ回归模型对受试者的各项临床因素进行单因素和
多因素分析。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ｕｒｖｅ，ＲＯＣ曲线）对回归模型进行整体检验，以进一步
明确各项影响因素对于继发不良预后事件的评判效能。依据

数据结果拟合双正态模型，利用最大似然法估计相应参数，得

出平滑ＲＯＣ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ＡＵＣ），并
基于曲线左上端计算相应指标的最佳预测截点。基于最佳预

测截点对纳入样本进行分组，使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以验
证最佳预测截点对于预后随访情况的评判效果，不同临界值组

间比较使用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
"

　结果
２１　一般情况

经过纳入和排除标准，最终纳入３１７例糖尿病ＥＤ患者，随
访中１１例糖尿病ＥＤ患者失访（６例患者选择赴外院继续接受
其他治疗、４例患者擅自更换联系方式、１例患者因遭遇车祸而
放弃），予以删除处理，总体失访率为３４７％，本研究偏倚度可
控，最终３０６例糖尿病 ＥＤ患者中，３２例患者于随访期内继发
ＣＶＤ事件、２７４例患者未见相关异常。患者的基线资料详见
表１。
２２　预后结果分析

以患者的各项临床资料：年龄、ＭＡＰ、ＢＭＩ、ＤＭ病程、ＣＶＤ家
族史、是否有稳定性伴侣、性生活频率、锻炼频率、吸烟史、ＩＩＥＦ
５评分；ＴＴ、ＦＢＧ、ＦＣＰ、ＩＧＦ１、ＨｂＡｌｃ等实验室检查；Ｃ１、Ｃ２２项动
脉弹性系数等临床指标为协变量，以随访１８个月内继发 ＣＶＤ
为结局事件，依次应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构建 Ｃｏｘ回归多因
素模型，评判各项变量对于相关不良预后的影响。

２２１　Ｃｏｘ回归模型单变量分析　单变量分析显示：年龄、

ＢＭＩ、ＤＭ病程、稳定性伴侣、ＩＩＥＦ５、ＴＴ、ＩＧＦ１、Ｃ２、锻炼频率：每
周＞２次等临床指标为糖尿病 ＥＤ患者继发 ＣＶＤ的影响因素
（Ｐ＜００５）。

表１　３０６例糖尿病ＥＤ患者基线资料［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汇总结果

年龄（岁） ５３２８±１４２６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 １０３６０±１５２５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１６±３５０

糖尿病病程（年） 　８８２±４３３

心血管疾病家族史［ｎ（％）］ ２２（６９４）

吸烟史［ｎ（％）］ ５９（１８６１）

稳定性伴侣［ｎ（％）］ １６７（５２６８）

性生活频率（次／周） 　１８２±０４４

ＩＩＥＦ５（分） １４３６±４１０

总睾酮（ｎｇ／ｍｌ） 　３２０±１１５

快速即时血糖（ｍｍｏｌ／Ｌ） 　７３１±３２３

空腹Ｃ肽（ｎｇ／ｍｌ） 　０６５±０２２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１（ｎｇ／Ｌ） １２７４２±２１４６

糖化血红蛋白（％） 　６７９±１３３

大动脉弹性（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 １３２０±３４１

小动脉弹性（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 　５６３±１４０

锻炼频率（次／周） 　３０８±１１２

２２２　Ｃｏｘ回归模型多变量分析　将单变量模型中 Ｐ＜００５
的协变量代入多变量模型，分析与本次研究患者预后转归呈独

立相关性的指标。结果显示，糖尿病ＥＤ继发 ＣＶＤ的独立影响
因素为年龄（ＨＲ＝１１７８，Ｐ＜００５）、ＢＭＩ（ＨＲ＝１４２０，Ｐ＜
００５）、稳定性伴侣（ＨＲ＝０６９９，Ｐ＜００５）、ＩＩＥＦ５（ＨＲ＝
０６２１，Ｐ＜００５）、ＴＴ含量（ＨＲ＝０５２４，Ｐ＜００５）、Ｃ２（ＨＲ＝
０７１０，Ｐ＜００５）、锻炼频率：每周＞２次（ＨＲ＝０７４２，Ｐ＜００５）
组成。其中，年龄、ＢＭＩ为危险性因素，稳定性伴侣、锻炼频率：
每周＞２次、ＩＩＥＦ５、ＴＴ、Ｃ２为保护性因素。上述指标组成糖尿病
勃起功能障碍继发心血管疾病事件的预测模型，具体预测几率

如下：①糖尿病 ＥＤ患者的年龄每增加１岁、ＢＭＩ每增加１Ｋｇ／
ｍ２，随访期内继发 ＣＶＤ的几率就分别增加 １７８％和 ４２０％。
②与没有稳定性伴侣的糖尿病 ＥＤ患者相比，具有稳定性伴侣
的糖尿病ＥＤ患者，其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几率为６９９％。③
与无规律锻炼的糖尿病ＥＤ患者相比，锻炼频率：每周＞２次，其
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几率为７４２％。④糖尿病 ＥＤ患者 ＩＩＥＦ
５评分每增加１分、ＴＴ含量每增加１ｎｇ／ｍｌ、Ｃ２每增加１ｍｌ／ｍｉｎ
Ｈｇ×１００，随访期内继发 ＣＶＤ的几率分别 ３７９％、４７６％和
２９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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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的影响因素分析 （Ｃｏｘ回归多因素模型）

　　　变量
单因素分析

Ｂ值 ＨＲ值 ９５％ＣＩ值 Ｐ值

多因素分析

Ｂ值 ＨＲ值 ９５％ＣＩ值 Ｐ值

年龄（岁） ０４１２ １２０５ １０４９～１５１６ ００３１ ０３９３ １１７８ １０３２～１４９６ ００３８

ＭＡＰ（ｍｍＨｇ） ０８５６ １５９９ ０７５６～３２８０ ０１２２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０６２３ １３２０ １１８２～１７０４ ００２８ ０６０９ １４２０ １１３９～１８１０ ００３３

ＤＭ病程（年） ０８９８ １７０２ １０８４～２９５８ ００４５ ０８７７ １６８０ ０９７４～２６５７ ００８３

ＣＶＤ家族史（否／是） ０５８６ １３５１ ０７８５～１９６８ ０１７０

吸烟史（否／是） ０３５８ １２２６ ０８４２～１６１６ ０２０４

稳定性伴侣（否／是） －０４６３ ０７２４ ０４９５～０８９８ ００２９ ～０５１８ ０６９９ ０４７２～０９００ ００３１

性生活

　无规律性生活 — — — ０２３３

　每周≤２次 －０８９０ ０８０２ ０６０２～１２３０ ０１０１

　每周＞２次 １１３１ １２６８ ０６１９～１５９２ ０１２９

ＩＩＥＦ～５（分） －０４４０ ０５７９ ０３７２～０８３７ ００３９ －０４５９ ０６２１ ０４９８～０８８７ ００３７

ＴＴ（ｎｇ／ｍｌ） －０７２２ ０６８５ ０４２５～０８９０ ００２２ －０８１９ ０５２４ ０３１２～０８１２ ００１２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０４８６ １１８８ ０８１４～１４０６ ０１０２

ＦＣＰ（ｎｇ／ｍｌ） ０２２５ １２０４ ０９１１～１３６９ ００８３

ＩＧＦ１（ｎｇ／Ｌ） －０５２１ ０６７１ ０４１８～０８８６ ００３６ －０３９２ ０７９８ ０５３９～１００８ ００５３

ＨｂＡｌｃ（％） －０４０４ ０８４２ ０７７４～１２８５ ０１０９

Ｃ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 －０２５９ １２５８ ０８８９～１４４２ ００９８

Ｃ２（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 －０３３６ ０７８６ ０６７０～０９５１ ００２５ －０５５８ ０７１０ ０６４２～０９２９ ００３０

锻炼频率

　无规律锻炼 — — — ０２１９ — — — ０２６７

　每周≤２次 －０６７４ ０８１６ ０５４１～１１４６ ０１０１ －０４２９ ０８４７ ０６８９～１２２５ ０１３５

　每周＞２次 －１３３６ ０６７９ ０４７９～０８７１ ００２７ －０９２８ ０７４２ ０５７４～０８２２ ００２６

　　注：变量赋值：稳定性伴侣（否＝０、是＝１），ＣＶＤ家族史（否＝０、是＝１），性生活频率（无规律性生活＝０，每周≤２次＝１、每周＞２次＝２），锻炼频
率（无规律锻炼＝０，每周≤２次＝１、每周＞２次＝２）

２３　影响因素对于继发ＣＶＤ的预测价值
通过ＲＯＣ曲线以明确各项影响因素对于糖尿病 ＥＤ继发

ＣＶＤ的预测效能。以前述ＣＯＸ回归所获独立影响因素中的连
续性变量作为评判结局事件的影响性指标、以患者随访期内继

发ＣＶＤ为结局事件，依照危险性和保护性因素的不同，分别绘
制ＲＯＣ曲线，曲线详见图１和图２。得到各项指标的曲线下面
积（ＡＵＣ）、９５％置信区间（９５％ＣＩ）；依据曲线最左上端确定相
应指标的最佳截点，获取其最佳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和特异度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并根据易用性原则对结果进行微调以获取评判预
后转归的临界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ＲＯＣ曲线相关参数详见表３。结
果显示：①ＢＭＩ、ＴＴ含量、Ｃ２对于糖尿病ＥＤ患者继发 ＣＶＤ具有
显著预测效果（Ｐ＜００５），其临界值分别取 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
１４３２（ｎｇ／ｍｌ）、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可以获取最佳预测敏
感性和特异度。②年龄和ＩＩＥＦ５评分对于糖尿病ＥＤ患者继发

ＣＶＤ不具有显著预测效果（Ｐ＞００５）。
２４　影响因素临界值对于继发ＣＶＤ时间窗的验证效果

分别以ＲＯＣ曲线获取具有显著预测效能的３项影响因素
的临界值为界，对所纳入的患者重新进行分组，绘制ＫＭ生存函
数曲线，以明确上述临界值对于 ＣＶＤ继发时间窗的评判效果，
从而进一步验证前述影响因素的应用性。ＫＭ生存曲线的相关
参数详见表４，ＫＭ生存曲线详见图３～图５。结果显示：①ＢＭＩ
＜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的糖尿病ＥＤ患者２６０例，ＢＭＩ≥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

的糖尿病ＥＤ患者４６例，两组患者于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时间
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Ｒａｎｋｔｅｓｔ＝５１９１，Ｐ＜００５）。②
ＴＴ＜１４３２ｎｇ／ｍｌ的糖尿病ＥＤ患者６３例，ＴＴ≥１４３２ｎｇ／ｍｌ的
糖尿病ＥＤ患者２４３例，两组患者于随访期内继发 ＣＶＤ的时间
窗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Ｒａｎｋｔｅｓｔ＝６０２２，Ｐ＜００５）。
③Ｃ２＜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的糖尿病 ＥＤ患者 ５５例，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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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的糖尿病ＥＤ患者２５１例，两组患者于随
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时间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Ｒａｎｋｔｅｓｔ

＝４２７９，Ｐ＜００５）。

图１　基于各项独立影响因素预测糖尿病ＥＤ继发
ＣＶＤ风险的ＲＯＣ曲线（危险性因素）

图２　基于各项独立影响因素预测糖尿病ＥＤ继发
ＣＶＤ风险性的ＲＯＣ曲线（危险性因素）

表３　影响因素用于评判接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的ＲＯＣ曲线相关参数

　　连续性变量 曲线下面积
９５％ ＣＩ

低于 高于
Ｐ值

临界点预测（％）

敏感度 特异度
临界值

年龄（岁） ０６６５ ０４６９ ０８６１ ０１１８ ８９８ ５４４ —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０７０７ ０５５３ ０９２０ ００３３ ５６２ ６７２ 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

ＩＩＥＦ５（分） ０５１０ ０２９４ ０７２５ ０１３１ ６９６ ３８０ —

ＴＴ（ｎｇ／ｍＬ） ０７２７ ０５２９ ０９２５ ００４１ ７２１ ５９５ １４３２（ｎｇ／ｍｌ）

Ｃ２（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 ０７７０ ０６０１ ０９３９ ００１５ ７３９ ６２２ 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

表４　影响因素预测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时间窗的ＫＭ生存曲线参数

变量 　　　　数值 例数 继发ＣＶＤ时间窗（月） ＬｏｇＲａｎｋ（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Ｐ值

ＢＭＩ ＜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 ２６０ ９５１±２８７ ５１９１ ００２３

≥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 ４６ １３８０±２６１

ＴＴ ＜１４３２ｎｇ／ｍｌ ６３ ９０２±３１５ ６０２２ ００１４

≥１４３２ｎｇ／ｍｌ ２４３ １４５３±３２４

Ｃ２ ＜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 ５５ １１０２±３７０ ４２７９ ００４５

≥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 ２５１ １５２４±２０１



·６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图３　依照ＢＭＩ临界值分组评判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
时间窗的ＫＭ生存曲线

图４　依照ＴＴ临界值分组评判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
时间窗的ＫＭ生存曲线

图５　依照Ｃ２临界值分组评判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
时间窗的ＫＭ生存曲线

２５　ＩＩＥＦ５评分内容和标准
依据国际勃起功能评分问卷，对糖尿病 ＥＤ患者进行评分。

具体内容详见表５。
#

　讨论
本研究结合现有理论水平、当地医院客观情况，通过连续

性搜集糖尿病ＥＤ患者的临床资料，完善相关评分量表，尽可能
开展长期随访以筛查糖尿病ＥＤ继发ＣＶＤ的独立影响因素，以
此构建预测模型，并就其结果进行应用性分析。在最终随访的

３０６例糖尿病ＥＤ患者中，３２例患者继发ＣＶＤ事件，２７４例患者
未见相关异常。①Ｃｏｘ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 ＥＤ继发 ＣＶＤ的

风险模型由年龄、ＢＭＩ评分、稳定性伴侣、ＩＩＥＦ５评分、ＴＴ含量、
Ｃ２系数、锻炼频率：每周＞２次构成。其中，年龄、ＢＭＩ、ＩＩＥＦ５评
分为危险性因素；稳定性伴侣、ＴＴ含量、Ｃ２系数、锻炼频率：每周
＞２次为保护性因素。近年来，关于糖尿病ＥＤ的相关文献均未
提出Ｃ２这一指标能够被用于预测该病继发 ＣＶＤ的结论，本研
究的创新性值得充分借鉴和继续挖掘。②通过 ＲＯＣ曲线量化
各项影响因素（连续性变量）对于糖尿病 ＥＤ继发 ＣＶＤ的预测
效能，ＢＭＩ、ＴＴ含量、Ｃ２系数取临界值时均可以获取最佳预测敏
感性和特异度。③分别以上述连续性变量临界值为分界，对纳
入样本重新进行分组，基于 ＫＭ生存函数曲线验证上述临界值
对于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时间窗的评判效果，即评判不同临界值
分组对于继发预后转归差异的应用效能：ＢＭＩ≥３３２５１Ｋｇ／ｍ２、
ＴＴ＜１４３２ｎｇ／ｍｌ、Ｃ２＜５４８１ｍｌ／ｍｉｎＨｇ×１００的糖尿病 ＥＤ患
者随访期内继发ＣＶＤ的时间窗显著缩短（Ｐ＜００５）。

本研究结合上述３点结果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其中关联：①
ＥＤ被视为内皮功能受损、炎症过程、雄激素不足等诸多因素相
互作用于海绵体血管，影响海绵体平滑肌舒张功能，直至发生结

构性变化［１２１３］，在高血糖刺激下，海绵体动脉粥样硬化所导致

的狭窄或闭塞，与诸多 ＣＶＤ疾病具备相同的发病机理［１４］。作

为便捷、直观、无创的检查项目，动脉弹性系数可以早期、全面反

映多重损伤因素对动脉管壁缓冲能力和舒缩状态的损伤程度。

Ｃ２系数亦可以间接反映海绵体动脉内皮细胞的功能，并对 ＥＤ
患者远期继发ＣＶＤ事件具备预判效果。②ＴＴ缺乏对机体可以
产生全方位影响：干预糖脂代谢、诱发氧化应激、影响内皮细胞

功能、刺激局部炎症反应，成为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原因，由此

可以激活 ＣＶＤ一系列病理生理学进程。相关动物实验证
实［１５］，生理性睾酮替代治疗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合成、抑制

动脉脂纹；而有关临床研究证实［１６］，对于性腺功能低下的受试

人群予以睾酮替代治疗则可以改善血脂、血糖控制和减低体重

指数。因此，ＴＴ水平过低的ＥＤ患者更容易继发ＣＶ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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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ＩＩＥＦ５调查问卷的评分标准

　　　　　条目 ０分 １分 ２分 ３分 ４分 ５分 合计

对阴茎勃起和维持勃起的信心 无　　　　　 很低　　 低　　　 中等　　 高　　　 很高　　

经性刺激坚挺插入阴道的次数 无性活动　　 几乎没有 只有几次 大约半数 多数时候 几乎每次

插入阴道后维持勃起的次数 没有尝试性交 几乎没有 只有几次 大约半数 多数时候 几乎每次

保持勃起至性交完毕的难度 没有尝试性交 非常困难 很困难　 有困难　 有点困难 不困难　

尝试性交时是否感到满足 没有尝试性交 几乎没有 只有几次 大约半数 多数时候 几乎每次

汇总得分

此与本研究结论相符。③年龄和锻炼因素对于ＥＤ的疗效存在
显著影响。除此之外，ＥＤ的疗效标准存在较多争议，不同判别
工具诸如自我感觉标准、ＩＩＥＦ、配偶感觉标准均对治疗效果存在
判定价值［１７］。由此可见，本研究结论中的非固定性伴侣对于远

期ＣＶＤ事件具有不良预后影响，其间缘由值得深思。④本研究
提示，随着 ＩＩＥＦ５评分的提升，糖尿病 ＥＤ患者继发 ＣＶＤ的风
险在逐步下降，ＩＩＥＦ５评分更高的患者，继发 ＣＶＤ的时间会延
后。这进一步说明继发 ＣＶＤ事件并非仅为糖尿病单一因素所
致，ＥＤ造成的影响亦不容忽视。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①
限于患者医疗保险审核政策的客观现状，反映性激素水平的相

关实验室检查，如黄体生成素、游离睾酮、催乳素、睾酮分泌指数

难以广泛开展测定。②限于具体伦理学因素，许多客观指标诸
如阴茎自然长度、睾丸容积无法测量，且患者可能存在隐瞒、掩

饰ＩＩＥＦ５评分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果的可信度。③
除了５ＰＤＥＩ之外，关于 ＥＤ的治疗方案尚有雄激素疗法、海绵
体内药物注射疗法、真空负压吸引疗法、外科手术疗法等，上述

方案难以汇总并统一量化。以５ＰＤＥＩ为例，虽然有临床对照研
究声称５ＰＤＥＩ对冠脉血流不产生显著影响、不增加ＥＤ患者的
心肌梗死发生率［１８］，但该疗法的给药时段、给药时间、疗程、剂

量等可控干预因素甚多，不同环节对长远期结局指标是否存在

潜在影响，仍然有待后期进一步研究予以明确。鉴于上述不足

之处，今后还应该对相关研究因素继续进行分析，使结果更加

具有推广性，切实提高糖尿病ＥＤ患者的远期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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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尿酸水平对大鼠阴茎勃起功能的影响
夏莉　毛俊彪２，３△　潘伟２　陈小刚３

１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２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３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高尿酸血症对阴茎勃起功能的影响。方法　将健康成年雄性 ＳＤ大鼠４０只随机
均分为正常对照组和实验组２组。对照组给予普通饮食，实验组给予高尿酸饮食。４周后分别检测各组大
鼠阴茎勃起功能，并检测血清尿酸和睾酮（Ｔ），以及阴茎海绵体组织 ＮＯ含量。结果　实验组血清尿酸水
平（５７４４±５３）较对照组（３９８５±３６）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阴茎勃起功能、血清
睾酮水平，以及阴茎海绵体组织ＮＯ含量均较对照组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高尿酸
血症大鼠阴茎勃起功能显著降低，其机制可能与尿酸通过抑制血清睾酮及阴茎海绵体ＮＯ水平有关。

【关键词】　　尿酸；睾酮；ＮＯ；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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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ｄ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４３５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Ｅｄｏｎｇ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Ｈｕｂｅｉ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４３５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ｏｎｔｈｅ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４０ｍａｌｅｓｐｒａｇｕｅｄａｗｌｅｙ（ＳＤ）ｒａｔｓ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ａｎｄｅｑｕａｌ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ｅｘ
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ｎｏｒｍａｌｆｏｏｄ．Ａｆｔｅｒ
４ｗｅｅｋｓ，ｔｈｅ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ｒａｔｓ，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ａｎｄ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Ｏｉｎ
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ｖｅｒｎｏｓｕｍ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ｌｅｖｅｌ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３９８５±３６）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３９８５±３６），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
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ｐｅｎｉｌ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Ｏ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ｃａｖｅｒｎｏｓｕｍ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ｙｐｅｒｕｒｉｃｅｍｉａｒａｔｓ，
ｗｈｉｃｈ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ｆ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ＮＯｉｎｔｈｅｃｏｒｐｕｓ
ｃａｖｅｒｎｏｓｕ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ＮＯ；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阴茎勃起是一系列神经内分泌调节下复杂的过程，其中神
经递质分子一氧化氮（ＮＯ）在阴茎勃起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
各种原因使阴茎海绵体内ＮＯ水平降低最后均可导致勃起功能
障碍（ＥＤ）的发生。此外，在维持机体正常性欲，以及阴茎海绵
体平滑肌的正常生理结构中雄激素具有重要作用，雄激素水平

低下也可导致ＥＤ的发生［１］。血尿酸（ｕｒｉｃａｃｉｄ，ＵＡ）是一种氧
化剂，它与血清睾酮水平密切相关，并能通过多种途径抑制 ＮＯ
的表达。

本实验通过建立高尿酸血症大鼠模型并检测大鼠血清尿

酸和睾酮水平及阴茎海绵体 ＮＯ表达水平，探讨高尿酸血症对
阴茎勃起功能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及造模

健康雄性ＳＤ大鼠４０只，体重１８０ｇ～３００ｇ，购于湖北省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合格证编号４２０００６０００１０２３４）。饲养环境温
度２５３２℃，湿度６０％～８５％，自由饮水及进食。大鼠随机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各２０只。实验组给予腺嘌呤１００ｍｇ／（ｋｇ
獉ｄ）＋乙胺丁醇２５０ｍｇ／（ｋｇ獉ｄ）溶于２ｍｌ生理盐水中灌胃，１
次／天，共１４天，同时给予高尿酸饮食；对照组给予普通饮食。
１２　主要试剂及仪器

腺嘌呤（南京建成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乙胺丁醇片（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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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一氧化氮（ＮＯ）及睾酮测定试剂盒
（ＴＳＴＯ）（德国西门子公司），ＢＬ４１０生物机能实验系统、ＹＨ４压
力转化器（四川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　阴茎勃起功能测定

参照 Ｔｒａｉｓｈ［２］等的方法，麻醉药物选用戊巴比妥钠，根据大
鼠体重给予麻醉药剂量（３０ｍｇ／Ｋｇ），先腹腔内注射麻醉药，待大
鼠完全麻醉后找到颈总动脉，用充满肝素盐水的３０Ｇ针头穿刺
建立通道，连接压力转换器并连续监测记录大鼠平均动脉压

（ＭＡＰ）。然后于大鼠下腹正中切开皮肤，进入腹腔，先寻找到
前列腺，然后在１０倍外科显微镜下仔细游离前列腺两侧后方，
暴露盆腔星状神经节，沿尿道侧面找寻到盆神经及海绵体神

经。显露阴茎海绵体，用充满肝素盐水的２４Ｇ针头插入右侧阴
茎海绵体，连接压力转换器，测定大鼠阴茎海绵体内压（ＩＣＰ）。
连续记录一段ＩＣＰ基础压后，用不锈钢电极接触海绵体神经，并
施加不同的电刺激（刺激电压分别为３Ｖ、５Ｖ，频率１２Ｈｚ，波幅
５ｍｓ，持续时间３０ｓ～６０ｓ），连续记录不同电刺激后 ＩＣＰ和 ＭＡＰ
的变化。

１４　血清尿酸和睾酮水平测定
阴茎勃起功能实验测定完毕后于腹主动脉采血，低温冰箱

中静置１小时后，４℃下离心１５ｍｉｎ（３０００转／ｍｉｎ），收集血清测
定血清中睾酮和尿酸的水平。

１５　阴茎海绵体组织中ＮＯ水平检测
采血完毕后手术截取大鼠阴茎海绵体，称湿重，进行组织

匀浆，然后分别检测各组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ＮＯ水平。各项指
标的测定均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具体操作步骤按试剂盒说明

书进行。

１６　统计学分析
采用统计软件ＳＰＳＳ１４０分析处理，实验数据以 Ｍｅａｎ±ＳＤ

表示，两组比较采用配对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
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大鼠血清尿酸和睾酮检测结果

实验组大鼠血清尿酸水平（５７４４±５３）较对照组大鼠
（３９８５±３６）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睾
酮水平较对照组大鼠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大鼠阴茎勃起功能测定结果

实验组大鼠基础ＩＣＰ／ＭＡＰ值和３Ｖ及５Ｖ电刺激ＩＣＰ／ＭＡＰ
值差异不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大鼠３
Ｖ电刺激后 ＩＣＰ／ＭＡＰ显著升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５Ｖ电刺激后ＩＣＰ／ＭＡＰ极显著升高（Ｐ＜００１）。具体
结果详见图１（注：图中“△”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图
中“”表示，与基础组（０Ｖ）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ＮＯ测定结果

实验组大鼠阴茎海绵体组织中ＮＯ达水平均较对照组大鼠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图１　系列电刺激前后ＩＣＰ／ＭＡＰ比值变化

表１　各组间血清尿酸、睾酮及阴茎海绵体组织中
ＮＯ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尿酸（ｍｇ／Ｌ） 睾酮（ｎｍｏｌ／Ｌ） ＮＯ（ｕｍｏｌ／ｇｐｒｏｔ）

对照组 ２０ ３９８５±３６ １２８±０７３ ０９１±０１２

实验组 ２０ ５７４４±５３ａ ６２５±１２３ａ ０５７±０１８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大鼠血清尿酸浓度与血清睾酮，阴茎海绵体组织 ＮＯ
表达水平及阴茎勃起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两组大鼠血清尿酸浓度与血清睾酮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ｒ＝－０８７１，Ｐ＝００２）；血清尿酸浓度与阴茎勃起功
能，阴茎海绵体ＮＯ表达水平均呈显著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血清尿酸浓度与血清睾酮，阴茎海绵体组织ＮＯ表达水平
及阴茎勃起功能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睾酮

ｒ值 Ｐ值

勃起功能

ｒ值 Ｐ值

ＮＯ

ｒ值 Ｐ值

尿酸 －０８７１ ００２ －０８９７ ＜００１ －０９０１ ＜００１

#

　讨论
ＮＯ是阴茎勃起的关键递质，各种性刺激时，一氧化氮合酶

（ＮＯＳ）催化阴茎海绵体内副交感神经、非肾上腺素能非胆碱能
（ＮＡＮＣ）神经末梢和血管内皮细胞内的 Ｌ精氨酸，生成 ＮＯ。
ＮＯ可活化胞浆内的可溶性鸟甘酸环化酶，活化后的鸟甘酸环
化酶进一步把５鸟嘌呤三磷酸（ＧＴＰ）转化为３，５环鸟苷一磷酸
（ｃＧＭＰ），ｃＧＭＰ为细胞内第二信使，激活 ｃＧＭＰ依赖性蛋白激
酶Ｉ（ＰＫＧＩ），导致细胞膜上钙离子通道开放，胞内钙离子外流，
浓度降低，海绵体平滑肌松弛，血流灌注增加，白膜下静脉回流

受阻，最后阴茎充血勃起。各种因素导致阴茎海绵体内 ＮＯ水
平下降，是最终导致ＥＤ的重要原因。此外，雄激素对维持正常
性欲必不可少，并从中枢和外周两个层面参与阴茎勃起的启动、

维持和终结。雄激素缺乏不但导致性欲减退，还可造成阴茎的

组织结构损害及勃起相关活性物质发生明显改变，导致 ＥＤ发
生。研究发现，勃起功能障碍与高血压［３７］、糖尿病［８１０］、高脂血

症［１１１３］、肥胖［１４１７］等多种代谢障碍的疾病有关。

尿酸为机体代谢的产物之一。机体细胞代谢的核酸、嘌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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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化合物以及食物中的嘌呤经一系列酶的作用生成次黄嘌呤

和黄嘌呤，然后在黄嘌呤氧化酶的作用下变成尿酸。尿酸本身

是一种强抗氧化剂，对 ＮＯ的表达水平有重要影响。Ｋｈｏｓｌａ［１８］

等通过动物模型研究发现高尿酸血症大鼠血清ＮＯ浓度低于正
常水平，而降低大鼠血清尿酸浓度后其血清ＮＯ浓度升高；并通
过离体实验发现，用不同浓度的尿酸与牛主动脉内皮细胞共培

养，测定细胞内 ＮＯ的浓度，结果显示尿酸呈剂量依赖性抑制
ＮＯ的生成。Ｇｅｒｓｃｈ［１９］等研究发现，血浆中的尿酸可以直接与
ＮＯ反应生成氨基尿嘧啶，导致 ＮＯ的减少，此方式快速且不可
逆。本研究表明，与正常大鼠比较，高尿酸血症大鼠阴茎海绵体

组织中ＮＯ表达水平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尿酸浓度与阴茎海绵体 ＮＯ
表达水平呈显著负相关（ｒ＝０９０１，Ｐ＜００１）。

血尿酸水平与血睾酮也有密切关系。别自东［２０］等研究发

现，慢性心力衰竭（ＣＨＦ）患者血清尿酸水平随心力衰竭加重而
显著升高，而血清睾酮水平随心力衰竭加重明显降低，ＣＨＦ患
者血清尿酸与睾酮水平呈负相关。本研究显示，高尿酸血症大

鼠血清睾酮水平较对照组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尿酸浓度与血清睾酮水平呈显著
负相关（ｒ＝０８７１，Ｐ＝００２）。阴茎勃起功能测定结果表明，高
尿酸血症大鼠阴茎勃起功能较对照组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显示血尿酸浓度与阴茎勃起功能显
著负相关，尿酸水平越高，阴茎勃起功能越降低（ｒ＝０８９７，Ｐ＜
００１）。

综上所述，血尿酸水平对阴茎勃起功能有重要影响。血尿

酸过高一方面抑制血睾酮水平，降低机体性欲；另一方面抑制

阴茎海绵体组织ＮＯ的表达水平，共同导致高尿酸血症勃起功
能障碍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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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远郊中老年农民勃起功能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明华　蒙学兵　谷亚明　韩阳军　刁英智△

首都医科大学密云教学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１５００

【摘要】　目的　调查北京远郊区农村中老年男性的勃起功能状况并探讨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随机选择北京远郊密云地区４个村的＞５５岁的男性１６７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当面咨询和问卷调查，收
集年龄，结婚年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吸烟，饮酒和秃顶等一般资料，填写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
ＳＳ），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５（ＩＩＥＦ５）评分表，检测总和游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ｔＰＳＡ和 ｆＰＳＡ）。调查各年龄
组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比例，应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和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轻
度、中度和重度勃起功能障碍（ＥＤ）在研究人群中的比例分别为４０％、３０％和４２％。秩和检验发现年龄越
大，中度和重度的ＥＤ患者的比例越高。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年龄、体重指数、ＩＰＳＳ和ｆ／
ｔ（ｆＰＳＡ／ｔＰＳＡ）等均对ＥＤ有明显的影响。结论　年龄和 ＩＰＳＳ评分是影响 ＥＤ的独立危险因素，而 ｆ／ｔ和
ＢＭＩ是其保护因素。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５；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体重指数；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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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我国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
会，中老年男性的健康问题越突出。和谐适度的性生活是男性

健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村中老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的研究很少。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北京远郊密云地区农村中

老年男性性生活质量，初步了解边远农村中老年男性的勃起功

能障碍的发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为相关干预提供依据，现报

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表法随机选择北京远郊密云地区４个村的 ＞５５

岁的男性１６７例作为研究对象。到访２０８例并签署研究知情同
意书，采用当面咨询和问卷形式展开调查。收集患者的年龄，结

婚年龄，身高，体重，腰围，臀围，吸烟，饮酒和秃顶等一般资料，

填写ＩＰＳＳ（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ＩＥＦ５（国际勃起功能评分
５）评分表，空腹采静脉血检测ｔＰＳＡ和ｆＰＳＡ（总和游离前列腺特
异性抗原）等指标。根据ＩＩＥＦ５积分≥２２、１２～２１、８～１１和５～
７分等评价分组，将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分
成对应的正常、轻度、中度和重度等程度分级。剔除资料不完整

或无效的３９例对象，和既往有下尿路手术史的２例，共１６７例
对象进入研究，问卷总有效率为８０％。
１２　研究方法

符合正态分布的连续资料，则采用均数 ±标准差，即 Ｍｅａｎ
±ＳＤ，不满足正态分布则采用中位数（第一四分位数 ～第三四
分位数），即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表示；计数资料直接用例数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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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应用ＳＡＳ９４统计软件，多组分类资料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
ｌｉｓ秩和检验，以及单因素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累积比数 ｌｏｇｉｔ
模型）方法分析。以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差异的界值。
"

　结果
１６７例研究对象的年龄，体重指数（ＢＭＩ），腰臀比（ＷＨＲ），

吸烟，饮酒，秃顶，初次性生活年龄（ｉｎｉｔｉ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ｇｅ，ＩＳＬＡ），

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ｔＰＳＡ），游
离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ｆＰＳＡ），及 ｔＰＳＡ／ｆＰＳＡ（ｆ／ｔ）等资料数据在
ＩＩＥＦ５评价各组（即ＥＤ分组）中的分布情况见表一，发现仅有１
例ＩＩＥＦ５评价显示无勃起功能障碍，轻度、中度和重度勃起功
能障碍在研究人群中的比例分别为４０％、３０％和４２％。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中老年男性患者基本资料在ＩＩＥＦ５评价分组中的分布情况

患者信息
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评价

（≥２２分）无ＥＤ （１２～２１分）轻度ＥＤ （８～１１分）中度ＥＤ （５～７分）重度ＥＤ

例数（％） １（０６） ６６（４０） ３０（１８） ７０（４２）

年龄（岁） ７４ ６７（６０７３） ７１（６３～７６） ７６（６６～８３）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３４２ ２３７６±３２９ ２３７３±３３１ ２２０３±３１４

ＷＨＲ ０９２ ０９（０８６～０９４） ０９１（０８８～０９４） ０９０（０８７～０９３）

吸烟 １ ３８ ２１ ４４

饮酒 １ ４１ １８ ５２

秃顶 １ １１ ６ １７

ＩＳＬＡ ２４ ２５（２３～２７） ２４（２２～２５） ２４（２２２６）

ＩＰＳＳ ２ ５（３～１１） １１（３～１５） １１（４～１８）

ｔＰＳＡ（ｎｇ／ｍｌ） １３５ １００（０６７～２００） １０１（０７６～２１９） １２６（０７７～２００）

ｆＰＳＡ（ｎｇ／ｍｌ） ０１４ ０１（０５１～０２１） ０２１（０１１～０２９） ０１８（０１～０３）

ｆ／ｔ ０１ ０２（０１１～０４１） ０１６（０１～０２２） ０１５（００９～０２３）

　　因为仅１例无勃起功能障碍，被认为离群值，在统计分析时
暂将该病例除外。将年龄按５６岁 ～６０岁，６０岁 ～７５岁和≥７５
岁分组后，轻度，中度和重度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在各年龄组

的分布情况见表２和图１。将不同年龄组中老年男性的 ＥＤ分
级数据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显示有统计学差异（χ２＝
２３５３３，Ｐ＜０００１），可以发现年龄越大，中度和重度的勃起功
能障碍患者的比例越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年龄组男性人群的ＥＤ分组情况表

年龄组

（岁）

ＥＤ

轻度 中度 重度
合计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秩和检验

　５６～６０ １３ ３ ６ ２２

　６０～７５ ４０ １８ ２２ ８０

　≥７５ １３ ９ ４２ ６４

＜０００１

合计 ６６ ３０ ７０ １６６

图１　各年龄组的勃起功能障碍分组的比例

把有序的 ＥＤ分组作为因变量，将上述的研究因素分别作
为自变量行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年龄、ＢＭＩ、ＩＰＳＳ和ｆ／ｔ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而ＷＨＲ，吸烟，秃顶，初次性生活年龄，ｔＰＳＡ
和ｆＰＳＡ等均无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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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ＥＤ影响因素的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参数 回归系数 标准差 Ｗａｌｄ卡方 Ｐ值

年龄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８ ２３５６９ ＜０．０００１

ＢＭＩ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７ ８６８７ ０００３

ＷＨＲ ０７７７ １９９３ ０１５２ ０６９７

吸烟 ０１８６ ０３００ ０３８５ ０５３５

饮酒 ０４６５ ０３１１ ２２４３ ０１３４

秃顶 ０２００ ０１８２ １２０９ ０２７２

ＩＳＬＡ ００４３ ００３０ １９９９ ０１５８

ＩＰＳＳ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１ １０４１０ ０００１

ｔＰＳＡ ００８５ ００６８ １５５６ ０２１２

ｆＰＳＡ －０２７３ ０３９９ ０４６８ ０４９４

ｆ／ｔ －２６９２ ０９５８ ７８９８ ０００５

表４　ＩＩＥＦ５影响因素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参数 估计 Ｗａｌｄ卡方 Ｐ值 ＯＲ
ＯＲ的９５％
置信区间

年龄 　００７４ １４９７１ ００００ １０７７ １０３７ １１１８

ＩＰＳＳ 　００５２ ４８０３ ００２８ １０５４ １００６ １１０４

ｆ／ｔ －３０７４ ９３５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６ ０００６ ０３３１

ＢＭＩ －０１１９ ５６９２ ００１７ ０８８８ ０８０５ ０９７９

保留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时Ｐ值 ＜０１的变量：年龄，ＩＰＳＳ，
ｆ／ｔ和ＢＭＩ等，再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它们都对勃起
功能障碍严重程度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其 ＯＲ分别为
１０７７，１０５４，００４６和０８８８，表明随着年龄或 ＩＰＳＳ的增加，则
勃起功能障碍的分级越高；而ｆ／ｔ或ＢＭＩ的增加，则勃起功能障
碍的分级反而越低。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意识的增强，男性健康越

受到重视，中老年男性性功能方面的疾病也不容忽视。ＥＤ是
危害男性性健康的一种常见和多发病，而评估 ＥＤ严重程度的
常用指标是ＩＩＥＦ５问卷量表，其包含１５个项目，分为五部分：勃
起功能、插入的满意度、性高潮、性欲、总体满意度等，ＩＩＥＦ５分
数越低表示ＥＤ越严重或勃起功能越差。该问卷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均已在临床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１］。

农村中老年ＥＤ的发病比城市居民更高。邱智等［２］研究收

集到北京某３家医院体检中心就诊的年龄≥６０岁的男性，发现
北京地区男性ＥＤ的总发生率为８９４％，其中轻度６７％、中度
１８６％、重度２８４％，年龄和一般身体状态是影响ＥＤ的重要因
素。本研究发现年龄超过５５岁的农民，基本都有勃起功能障
碍，其中轻度、中度和重度勃起功能障碍在总人群中的比例分

别为４０％、３０％和４２％，相比北京市区，农村中老年的 ＥＤ的发
生率更高。将研究群体按年龄分组后，５６岁 ～６０岁，６０岁 ～７５
岁和≥７５岁人群的轻度，中度和重度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分别
是 ５９％、１４％、２７％，５０％、２３％、２８％ 和 ２０％、１４％、６６％，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也发现随年龄增加，勃起功能障碍越严

重。

ＥＤ不仅是一种单独的疾病，也可能是多种疾病的合并症
或某种表现［３］。慢性代谢病，神经系统疾病，内分泌功能，心血

管系统，盆腔等内在疾病［３］，生活方式，情绪状态，教育程度和

家庭收入等外在因素也都会影响男性性功能［４７］。多个研究表

明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梗塞，帕金森，脑外伤等疾病都可

明显引起性功能的改变［５６，８］。

年龄和下尿路症状是影响勃起功能的重要因素。刁英智

等［９］研究发现良性前列腺增生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升高，ＩＰＳＳ评
分中重度人数随年龄增长也逐渐增多。倪少义等［１０］研究认为

年龄是影响ＥＤ患病率的主要因素，彭福生等［１１］也发现 ＥＤ在
高龄男性人群中十分普遍。韩晓峰等［１２］调查平凉市部分中老

年男性，认为随年龄增加，ＥＤ、性欲低下、射精障碍的患病率逐
渐增加，ＥＤ患病率最高。张志超等［１３］等调查发现 ＥＤ是我国
已婚男子常见疾病，６０岁以上重度 ＥＤ患病率明显增加。流行
病学和病因学研究发现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和 ＥＤ相关［３］。王

义等［１４］调查研究发现社区 ＬＵＴＳ人群中 ＥＤ有较高的患病率，
ＬＵＴＳ程度和ＥＤ患病率显著性正相关，与梗阻症状相比刺激症
状对中老年男性性生活的影响更大。Ａｍａｎ等［１５］研究认为年龄

和膀胱过度活动是ＬＵＴＳ患者引起中重度ＥＤ的危险因素。ＩＰ
ＳＳ是评价ＬＵＴＳ的常用指标，本研究也发现年龄和ＩＰＳＳ评分是
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有研究认为ＬＵＴＳ可
能通过神经血管和激素因素等间接效应影响性功能，但这些机

制仍不是很清楚［１６］。

白双勇等［１７］研究发现 ＩＩＥＦ５评分与体重指数之间呈负相
关性，并认为体重指数对于男性不育症患者的 ＥＤ有着明显的
影响，减轻体重可改善其症状。体重与勃起功能障碍程度成负

相关［１８１９］。也有研究发现中心性肥胖是勃起功能障碍的预测

因子［２０］。肥胖患者的体重指数是ＩＩＥＦ积分增加的独立保护因
素，体重指数下降后，勃起功能明显改善［１９］。研究也发现体力

活动锻炼，尤其是适度或剧烈的需氧运动，能改善勃起功能［２１］。

而本研究发现中老年农民的 ＢＭＩ增加是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程
度的保护因素，因为农村中老年体型偏瘦，所以随 ＢＭＩ增加后
ＥＤ反而会改善。

Ｃｈａｎ等［２２］研究认为吸烟影响男性性功能。Ｄｅｒｙ等［２３］对

４０岁 ～７０岁的人群研究，发现吸烟和饮酒与勃起功能没有相
关，认为步入中年后，改变吸烟、饮酒及肥胖状况对性功能的改

变效应似乎不大，但体力活动确能改善性功能。本研究同样也

未发现吸烟和饮酒对勃起功能的影响作用。

研究发现，前列腺增生合并ＥＤ的患者，由于合并前列腺炎
导致ＰＳＡ升高，明显增加不必要的穿刺［２４］。但ｔＰＳＡ以及ｆ／ｔ与
ＥＤ的研究未有这方面的报道，本研究发现ｆ／ｔ越大，则ＥＤ严重
程度越轻，即ｆ／ｔ的降低是 ＥＤ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这种
机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认。

本研究通过横断面调查，初步了解北京远郊区农村中老年

男性（＞５５岁）ＥＤ的基本状况，发现年龄或ＩＰＳＳ的增加是影响
ＥＤ的独立危险因素，同时 ｆ／ｔ或 ＢＭＩ的降低也具有相同的作
用。但是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有限，还需要进一步的大样本研

究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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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颈癌的近期疗效与应用
价值
高静１　王磊２　田１　王霞１

１唐山弘慈医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２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探讨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颈癌的近期疗效与应用价值。方法　根据研究相
关标准，选择需要进行手术治疗的２４０例早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
（腹腔镜手术）和对照组（开腹术）；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指标、恢复情况和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两组患者切缘

阳性率、术前和术后３个月血清雌二醇（Ｅ２）和２５羟基维生素 Ｄ［２５（ＨＯ）Ｄ］水平，统计治疗总有效率。
结果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出血量更少，排气时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更短；观察组患者盆
腔感染、尿潴留、肠梗阻、切口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 Ｅ２低于对照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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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ＯＨ）Ｄ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８７５％）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００％）：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切缘阳性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
手术治疗早期宫颈癌能够促进患者下床活动和出院，降低并发症发生率，近期效果好于开腹术，且安全性

高，具有重要推广价值。

【关键词】　腹腔镜手术；宫颈癌；近期疗效；血清雌二醇；２５羟基维生素Ｄ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ｆｏｒ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ＧＡＯＪｉｎｇ１，ＷＡＮＧ
Ｌｅｉ２，ＴＩＡＮＹｉ１，ＷＡＮＧＸｉａ１．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Ｈｏｎｇｃｉ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ａｎｇｓｈａｎ
０６３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ａｎｇｓｈａｎ０６３０００，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ｏｆ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ｎ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２４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ｗｈｏ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ｌａｐａｒｏｔｏｍｙ）．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ｅｄｇｅ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ａｎｄ２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２５（ＨＯ）Ｄ］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ｔｏ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ｐｅｌｖｉｃ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ｕｒｉｎａｒｙ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ｌｏｗｅｒ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ｒａｔｅ，ｓｈｏｒｔｅｒ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ｂｅ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ｅ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２ｉ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２５（ＯＨ）Ｄ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
（８７５％）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００％），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
＜００５）．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ｅｄｇ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ｉｓｈｅｌｐｆｕｌ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ｂｅｄｔｉｍｅａｎ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ｉｔｉｓ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ｅｕ
ｔｉｃｖａｌｕ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ｕｒｇｅｒ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
ｍｉｎＤ［２５（ＨＯ）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宫颈癌是常见恶性妇科肿瘤，近年来有年轻化趋势，其发
病率呈上涨势态，其死亡率和发病率均位于妇科常见恶性肿瘤

第２位，对女性生存和健康构成严重危害。目前，宫颈癌主要依
靠手术治疗，术后５年生存率约为７０％～９０％。宫颈癌根治术
在早期宫颈癌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盆腔淋巴结清扫、经腹广

泛子宫切除（ＲＨ）成为经典术式［１］。医学技术的进步促使腹腔

镜技术不断完善，腹腔镜手术用于恶性肿瘤治疗切实可行。但

是，腹腔镜手术对医师技术要求比较高，操作难度比较大，学习

曲线比较长，在我国基层医院推广也比较困难［２］。本研究分析

了腹腔镜手术用于早期宫颈癌治疗的近期效果和应用价值，并

与开腹宫颈癌根治术进行了对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３４］：①根据２００９年妇产科国际联盟子宫颈癌诊
断标准，经过副主任医师及以上职称的妇科肿瘤医师诊断的子

宫颈癌临床分期的ⅠＡ～ⅡＡ期患者；②术前经宫颈活检确诊
的宫颈癌；③患者及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④符合开腹手术
指征或腹腔镜手术指征。排除标准［４５］：合并其他恶性肿瘤、其

他分期宫颈癌；精神病史、严重心肝肾功能不全。

根据上述标准，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唐山弘慈
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２４０例早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２０例６６患
者。观察组１２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４２岁 ～８１岁，年龄（５３３２±
２１２）岁；ⅠＡ期、ⅠＢ期、ⅡＡ期患者分别为 １５例、６３例、４２
例；病理分型：鳞癌１０２例，腺鳞癌１１例，腺癌７例。对照组患
者１２０例：年龄范围４１岁 ～７９岁，年龄（５４４９±３４１）岁；ⅠＡ
期、ⅠＢ期、ⅡＡ期患者分别为１５例、６３例、４２例；病理分型：鳞
癌１０６例，腺鳞癌１０例，腺癌４例。比较两组患者上述指标，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行腹腔镜宫颈癌根治术，取膀胱截石位，体位调

至臀高头低，常规消毒铺巾，取肚轮上缘做１０ｍｍ切口，建立气
腹（１２～１５ｍｍＨｇ），置入１０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和腹腔镜，在左、右髂前上
棘内上约２ｃｍ处、麦氏点及对侧麦氏点上方３ｃｍ做切口，５ｍｍ
长，共２个，置入Ｔｒｏｃａｒ，放举宫器。置入目镜完成盆腔、腹腔探
查，包括肝、胆、膈肌等，检查子宫双侧附件和子宫直肠陷窝是否

有积液、转异病灶。切除髂总、髂外、腹股沟深、髂内、闭孔淋巴

结和脂肪组织，完成盆腔淋巴结扫除；打开血管鞘膜后整块切除

下腔静脉表面和右侧、腹主动脉表面和左侧、左右髂总动脉间淋

巴结和脂肪组织，完成腹主动脉旁淋巴结扫除。广泛子宫切除：

分裂直肠阴道间隙，将子宫底韧带离断，打开子宫膀胱腹膜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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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反折，游离膀胱并依次处理子宫动脉、膀胱宫颈韧带、阴道旁

组织，将阴道上段切除。检查创面，终止气腹，阴道及会阴消毒，

经阴道用缝合线缝合残端；建立气腹，彻底冲洗盆腔、止血，引

流，退镜，缝合切口。

对照组患者行开腹手术：做左下腹旁正中切口，从耻骨联

合上缘２ｃｍ处绕脐部到达脐上４ｃｍ处逐层切至腹腔，其余方法
与观察组相同。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用时、出血量、淋巴结清扫个数、排气时

间、下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于

入院时和术后３个月时采集两组患者血液标本，用电化学发光
法检测血清 ２５（ＯＨ）Ｄ和 Ｅ２水平。术后 ６个月时判断疗

效［６７］：无转移、复发、感染、出血等并发症为显效；无转移、复

发，术后有出血等并发症且可治愈为有效；未达以上标准为无

效。总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分析相关数据。计量资料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采
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和恢复情况比较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出血量更少，排气时间、下

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更短，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和恢复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用时（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淋巴结清扫个数（个） 排气时间（ｈ） 下床活动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１２０ ２１３８５±３１９８ １７２０３±７０２１ １７０１±６０８ ６３０１±４１８ ４５１２±６２１ ７５１±１３０

对照组 １２０ ２１６９８±３２５２ ３５２６０±７３１２ １８２９±７０９ ８５０１±４９５ ６３１５±１０２３ １２５１±１４９

ｔ值 ０７５ １９５１ １５０ ３７２０ １６５０ ２７７０

Ｐ值 ０４５２９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３４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切缘阳性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切缘阳性率为１６７％（２／１２０），对照组患者切

缘阳性率为０８３％（１／１２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盆腔感染、尿潴留、肠梗阻、切口感染发生率均

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血清Ｅ２、２５（ＯＨ）Ｄ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Ｅ２、２５（ＯＨ）Ｄ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比较，观察组患者 Ｅ２低于对照组患
者，２５（ＯＨ）Ｄ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淋巴囊肿 盆腔感染 尿潴留 肠梗阻 切口感染

观察组 １２０ ５（４１７） ３（２５０） ７（５８３） ０（０）　 １１（９１７）

对照组 １２０ １１（９１７）１５（１２５０）２９（２４１７）７（５８３） ３２（２６６７）

χ２值 ２０５ ６７６ １２６４ ６１５ １０９２

Ｐ值 ０１５２６ ０００９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１０

表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血清Ｅ２、２５（ＯＨ）Ｄ比较（ｎｇ／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Ｅ２ ２５（ＯＨ）Ｄ

术后３个月

Ｅ２ ２５（ＯＨ）Ｄ

观察组 １２０ ９５１２±２３３２ ２５０５±３９５ ６６５６±１０２３ ２９２１±２１５

对照组 １２０ ９５３２±１９５２ ２５１１±４０１ ７２４１±１０２３ ２６２５±２１３

ｔ值 ００７ ０１２ ４４３ １０７１

Ｐ值 ０９４２６ ０９０７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５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７５％（１０５／１２０），对照组患

者治疗总有效率为７００％（８４／１２０），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９７２，Ｐ＝０００１８）。
#

　讨论
腹腔镜技术具有术中出血少、术中并发症少、住院时间短

等诸多优势，其治疗肿瘤效果甚至优于开腹术。腹腔镜技术在

我国经过１０余年的发展，在宫颈癌治疗中逐渐成熟，成为许多

大型医院首选术式和路径［８９］。但是，腹腔镜手术治疗妇科恶

性肿瘤难度大，为腔镜四级手术，术者不仅要熟悉腹腔镜操作，

还要熟悉开腹术，因此国内尚未普及。本研究分析了腹腔镜手

术用于早期子宫颈癌的治疗效果，发现术后６个月观察组患者
治疗总有效率（８７５％）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００％），两者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宫颈癌患者血清Ｅ２和２５（ＯＨ）Ｄ水平与健康人群有明显
差异。Ｅ２是经卵巢分泌的女性重要激素，对女性发育、生长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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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１０］。近年来研究发现，Ｅ２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
有促进作用，对癌症发展有促进功能［１１１２］。２５（ＯＨ）Ｄ是维生
素Ｄ类物质，对肿瘤细胞凋亡和分化有诱导作用，对宫颈癌、卵
巢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癌细胞生长具有抑制作用，因此具有抗

肿瘤作用［１３１４］。目前，上述２项指标已经成为评估宫颈癌病情
和疗效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Ｅ２水平
低于对照组患者，２５（ＯＨ）Ｄ水平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这提示腹腔镜术后患者短期内促
肿瘤因子水平得到更好控制，抗肿瘤因子水平提高，优于开腹

手术。

本研究中两组比较，观察组患者出血量更少，排气时间、下

床活动时间、住院时间更短，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这是因为腹腔镜切口小，属于微创技术，腔镜的应用确
保提供了清晰的视野，减少了对非手术区的干扰，故腹腔镜操

作出血量更少，患者胃肠功能恢复、切口愈合更快，其排气时间、

下床活动时间较短［１５１６］。同时，因为腹腔镜的微创特点，减少

了各组织暴露和污染风险，降低了并发症发生率［１７１８］，观察组

患者盆腔感染、尿潴留、肠梗阻、切口感染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此外，一些学者
认为，腹腔镜视野限制较大，且对术者操作要求高，因此难以进

行根治性切除，淋巴结清扫可能不完全［１９２０］。本研究中，观察

组患者淋巴结清扫个数与对照组患者相当，两组患者切缘阳性

率均低，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这提示目前腹
腔镜下行早期宫颈癌根治术能够基本完成手术目标，淋巴结清

扫完全性和病灶完整度均能够与开腹术效果媲美。

综上所述，腹腔镜手术治疗早期子宫颈癌切实可行，且短

期效果优于开腹术，患者恢复更快，并发症较少，安全性高；腹腔

镜下实施宫颈癌根治术能够确保完整切除病灶，比较彻底地清

扫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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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宫颈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
价值
司彩凤１△　闫艳１　王艳朋１　刘江华１　刘秋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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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宫颈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
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诊治的３０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设为宫颈癌组，同时
选取同期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接收的健康体检的３０例女性作为对照组。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阴道彩色多
普勒超声检查，然后对两组研究对象的超声声像图特征、血流信号分布、血流动力学参数、宫颈癌组不同临

床分期、组织学分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参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宫颈癌组患者的血流信号０级、＋级比例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级、＋＋＋级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流动力学ＰＳＶ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显著低于对照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流动力学ＰＳＶ随着临床分期的提升而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ＲＩ随着临床分期的下降而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腺癌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ＰＳＶ显
著高于鳞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显著低于鳞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宫颈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价值高。

【关键词】　　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宫颈癌；血流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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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女性生殖系统极为常见，近
年来，在宫颈癌的诊断中，超声优势在飞速发展的超声技术的

作用下日益凸显［１］。许多相关医学研究报道了宫颈癌超声血

流动力学指标改变，但是却较少有相关医学研究报道其和临床

分期、组织学类型的相关性［２５］。本研究探讨了阴道彩色多普

勒超声检测宫颈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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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
诊治的３０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
有阴道不规则出血或流液，均符合宫颈癌的诊断标准［６］，均对

本研究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有其他部位肿瘤及病变、子宫

肌瘤、子宫腺肌病等妇科疾病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范围

２３岁～６８岁，年龄（４９２±５１）岁。在临床分期方面，９例为宫
颈上皮内瘤变，１１例为宫颈原位癌，５例为宫颈癌Ⅰ期，５例为宫
颈癌Ⅱ期；在组织学分型方面，１８例为鳞状细胞癌，１２例为腺癌；
在绝经情况方面，１７例绝经，１３例未绝经。将这些患者作为宫颈
癌组，另选取同期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收治的健康体检女性３０
例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２岁～６５岁，年龄（５００±４７）岁。两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本研究获得保定市第二中心医院伦委会许可。

１２　方法
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采用西门

子ＡＣＵＳＯＮＡｎｔａｒｅｓ彩色多普勒超声系统，督促患者将膀胱排
空，帮助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外阴，在超声探头上套上

避孕套并将耦合剂涂在其上，设定频率为５０ＭＨｚ～６０ＭＨｚ，
以较慢的速度向阴道穹窿部内置入，将探头转动对患者宫颈大

小、回声、宫颈内膜线连续性、移位或增厚发生情况等进行观察

并将其详细记录下来，如果发现肿块，则对肿块大小、内部回声

等进行继续观察，然后对血流动力学情况进行观察，在具有最

丰富的血流信号部位，通过脉冲多普勒超声将收缩期峰值血流

速度（ＰＳＶ）、阻力指数（ＲＩ）获取过来，操作过程中尽可能对平

行于取样线的血流方向进行有效的保持，夹角在３０°以下，进行
３次测量，将平均值计算出来，最后以较慢的速度将探头退出。
１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研究对象的超声声像图进行观察和记录。同时，依

据Ａｌｄｅｒ半定量标准评定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流信号等级，如果
无血流，则评定为０级；如果有点状血流，则评定为＋级；如果为
棒状或条状血流，则评定为＋＋级；如果为网状血流信号，则评
定为＋＋＋级［７］。此外，对宫颈癌组患者临床分期、组织学分

型和血流动力学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两组研究对象的超声声像图特

征、血流信号分布等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 χ２检验；两组研究对
象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宫颈癌组不同临床分期、组织学分型患

者的血流动力学参数等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用 ｔ检
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研究对象的超声声像图特征比较

宫颈癌组中宫颈癌Ⅱ期患者的宫颈正常比例显著低于对
照组研究对象（Ｐ＜００５），偏大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上皮内瘤变患者宫颈回声高回声
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宫颈上
皮内瘤变、宫颈原位癌、宫颈癌Ⅰ期、宫颈癌Ⅱ期患者的宫颈回
声正常回声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宫颈原位癌、宫颈癌Ⅰ期、宫颈癌Ⅱ期患者的宫颈回声
低回声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的超声声像图特征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临床分期　 例数　
宫颈大小

正常　 偏大　

宫颈回声

高回声　 正常回声　 低回声　

宫颈癌组 ３０ 宫颈上皮内瘤变 ９ ８（８８９） １（１１１） ７（７７８）ａ ２（２２２）ａ ０（０）

宫颈原位癌 １１ ９（８１８） ２（１８２） １（９１） ８（７２７）ａ ２（１８２）ａ

宫颈癌Ⅰ期 ５ ４（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 ２（４００）ａ ３（６００）ａ

宫颈癌Ⅱ期 ５ ３（６００）ａ ２（４００）ａ ０（０） ０（０）ａ ５（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３０ ２８（９３３） ２（６７） ０（０） ２８（９３３） ２（６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流信号分布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的血流信号０级、＋级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研究对象，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级、＋＋＋
级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流信号分布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０级 ＋级 ＋＋级 ＋＋＋级

宫颈癌组 ３０ １１（３６７）ａ １３（４３３）ａ ６（２００）ａ ０（０）ａ

对照组 ３０ ２（６７） ４（１３３） １１（３６７） １３（４３３）

χ２值 １１１４ １２８３ ９３５ １４４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
宫颈癌患者的血流动力学ＰＳＶ显著高于对照组研究对象，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显著低于对照组研究对象，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宫颈癌组不同临床分期、组织学分型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参
数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ＰＳＶ随着临床分期的提升而
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随着临床分期的下降
而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腺癌患者的血流动力
学ＰＳＶ显著高于鳞癌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
显著低于鳞癌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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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研究对象的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ＲＩ

宫颈癌组 ３０ １７０±３３ａ ０４８±００７ａ

对照组　 ３０ １０３±２１ ０７０±０１０

ｔ值 ４３０３ ３１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宫颈癌组不同临床分期、组织学分型患者的
血流动力学参数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分类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ＲＩ

临床分期　 宫颈上皮内瘤变 ９ １２８±３０ ０６４±００５

宫颈原位癌 １１ １５５±４６ ０５２±００４

宫颈癌Ⅰ期 ５ １６９±３５ ０４１±００３

宫颈癌Ⅱ期 ５ １８９±４１ ０３０±００２

组织学分型 鳞癌 １６６±３４ ０５０±００６

腺癌 １７０±３６ ０４７±００７

#

　讨论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妇科极为常见，由于其具有较

高的发病率及恶性程度，因此在女性恶性肿瘤死因中已经位居第

二位，仅次于乳腺癌［８］。宫颈癌有一个较为缓慢的发展过程，要

经过多个阶段才能最终促进原位癌的形成，如慢性炎症、宫颈上

皮内瘤变等［９］。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０１２］，宫颈上皮内瘤变、宫颈

癌发生的始动因素为人类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ＨＰＶ通过各
种途经向人体侵入后有潜伏期存在，长达十几年，初期并不会将

任何症状表现出来。近年来，临床日益普及了ＨＰＶ筛查，同时不
断提升了影像学技术，如果患者有高危型ＨＰＶ感染，那么阴道彩
色多普勒超声能够将大多数早期宫颈癌诊断出来［１３］。

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属于一种腔内超声，不需要患者对膀

胱进行充盈就能够直接扫描器官，具有较高的图像分辨率［１４］。

单纯二维声像图检测无法将血流信号及其他血流动力学指标

获取过来，特异性较低，而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对这一缺点进

行了有效弥补，能够将癌灶内部火团状、丛状等异常血流信号

检测出来［１５］。有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６１８］，在早期宫颈癌的诊断

中，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能够将宫颈各层结构清晰显示出来，

对肿瘤浸润及和周围组织的相关性情况进行分辩，具有较高的

准确率，同时还能够将癌灶的血流动力学指标获取过来，将客

观依据提供给临床治疗工作。本研究结果表明，宫颈癌组患者

的血流信号０级、＋级比例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级、＋＋＋级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血流动力学ＰＳＶ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ＲＩ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血流动力学ＰＳＶ随着临床分期的提升而提升，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随着临床分期的下降而下降，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腺癌患者的血流动力学 ＰＳＶ显著高
于鳞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ＲＩ显著低于鳞癌，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宫颈癌血流动力学改变的

价值高，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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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因子在宫颈癌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关系
庞亚丹１△　金丽１　叶利群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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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中期因子（ＭＫ）在宫颈癌表达情况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
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０２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所有患者
宫颈癌组织中ＭＫ表达情况给予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对 ＭＫ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进行分析。
结果　１０２例宫颈癌患者中ＭＫ蛋白阳性表达为９３例，占９１１８％，其中临床ＩＩ～ＩＶ期阳性表达占９５８３％，
显著高于临床Ｉ期阳性率８３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腺癌ＭＫ阳性表达率相比，子宫颈鳞
癌ＭＫ阳性表达率明显偏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ＭＫ因子在不同病理分化程度中的表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无腹腔淋巴结转移患者相比，存在腹腔淋巴结转移患者ＭＫ阳性表达率明显偏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ＭＫ因子在宫颈癌中的表达与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能够作
为肿瘤标志物，帮助宫颈癌的确诊，具有较高的指导价值。

【关键词】　中期因子；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免疫组织化学法；腹腔淋巴结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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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近年来一种新发现的碱性肝素结合性生长因子，中期
因子（ＭＫ）的广泛分布多集中在胚胎时期，出生后 ＭＫ表达将
会呈现降低趋势，且仅在身体某一特定部位发生［１］。ＭＫ因子
生物学活性十分丰富，不仅能够对细胞分化、有丝分裂起到促

进作用，而且能够对纤维溶酶活性起到强化作用［２３］。目前，有

关研究已经证实，ＭＫ在多种肿瘤组织中存在异常表达，在肿瘤
血管生成以及抵抗细胞凋亡机制具有一定的参与作用，对肿瘤

细胞存活、增殖等可能存在影响机制［４］。除此之外，ＭＫ在不同
性质组织病变中的表达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研究报道，宫颈

癌患者ＭＫ因子表达明显高于非癌性宫颈病变组织，然而目前
未有ＭＫ蛋白表达与宫颈癌病理特征相关性的报道［５］。本研究

收集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宫颈癌患者１０２例的病例资料
予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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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
民医院诊治的１０２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３７
岁～６８岁，年龄（４９５±４６）岁，鳞癌８５例（８３３３％），腺癌１７
例（１６６７％），根据２０００年国际妇产科联盟宫颈癌临床分期标
准对患者进行临床分期［６］，其中宫颈癌 Ｉ期５４例，ＩＩ期２４例，
ＩＩＩ期 １３例，ＩＶ期 １１例。组织分化程度：高分化 １９例
（１８６３％），中低分化８３例（８１３７％）。纳入标准：①经过临床
诊断及手术病理学检查，所有患者均符合宫颈癌的临床诊断标

准［７］；②临床科室对本次研究同意并支持，医学伦理会批准此
次研究，纳入病例均表示自愿参与研究，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

署患者及家属姓名。排除标准：①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及伴随
心、肝、肾功能疾病；②意识模糊及精神紊乱；③合并严重器质性
病变；④妊娠期及哺乳期；⑤存在其他肿瘤疾病；⑥临床资料不
全［８１０］。

１２　方法
所有ＭＫ因子表达均采用二步法免疫组化检测，首先对酶

以及生物素标记二抗体分子单价 Ｆａｂ片段进行聚合处理，对抗
原抗体结合信号进行直接放大。然后对标本进行石蜡包埋，对

其进行连续切片，获得３张切片，其中１张作为ＨＥ染色使用，１
张用于ＭＫ染色，另一张作为阴性对照，切片厚度以４ｕｍ为宜，
确保室内温度适宜，保持干燥，经过一系列染色、显色、封片等相

关处理，实施镜检，相关对照试剂由无锡市东林科技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提供。

１３　结果判定
ＭＫ阳性判定标准：肿瘤细胞膜或细胞质呈现明显的较为

清晰的棕黄色染色细胞，可判定为阳性细胞，判定结果采用阳

性细胞数所占百分数予以表示，×４００光镜下随机选取１０个视
野，每个视野能够对１００个细胞进行计数，若阳性细胞数低于
２０％判断其为阴性，反之则为阳性［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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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
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ＭＫ阳性表达位置分布情况

ＭＫ蛋白阳性主要集中在癌细胞细胞质内，见图１。少量集
中于细胞膜，细胞核无着色表现，呈现出异质性特征，其主要集

中在癌组织浸润前缘位置。对其细胞间质进行观察，显示其血

管内皮细胞存在弱阳性染色表现，血管分布越密集，弱阳性染

色越明显。经过染色处理，宫颈癌组织切片染色颗粒物质与阳

性对照组相一致。

２２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情况与宫颈癌临床分期的关系
１０２例宫颈癌患者中 ＭＫ蛋白阳性表达为 ９３例，占

９１１８％，其中临床ＩＩ～ＩＶ期阳性表达为４６例，占９５８３％（４６／
４８），显著高于临床Ｉ期阳性率８３３３％（４５／５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与宫颈癌病理类型的关系

与腺癌ＭＫ阳性表达率７０５９％（１２／１７）相比，子宫颈鳞癌
ＭＫ阳性表达率为９５２９％（８１／８５）明显偏高（Ｐ＜００５），不同
病理类型 ＭＫ阳性表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图１　ＭＫ蛋白阳性表达在癌细胞细胞质中的

分布情况（ＭＫ染色×４００）

表１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情况与宫颈癌临床分期的关系 （％）

病理分期 例数
ＭＫ因子

＋ －

ＩＩ～ＩＶ期 ４８ ４６（９５８３） ２（４１７）

Ｉ期 　 ５４ ４５（８３３３） ９（１６６７）

χ２值 １１２９４

Ｐ值 ００００

表２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与宫颈癌病理类型的关系 （％）

病理分期 例数
ＭＫ因子

＋ －

鳞癌 ８５ ８１（９５２９） ４（４７１）

腺癌 １７ １２（７０５９） ５（２９４）

χ２值 １６８０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４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与宫颈癌病理分化程度的关系
ＭＫ蛋白在宫颈癌高分化组织中的阳性表达为 ８４２１％

（１６／１９），在中低分化中的阳性表达为９０３６％（７５／８３），中低分
化子宫颈癌ＭＫ阳性表达率略高于高分化 ＭＫ阳性表达，但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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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与宫颈癌病理分化程度的关系 （％）

分化程度 例数
ＭＫ因子

＋ －

高分化　 １９ １６（８４２１） ３（１５７９）

中低分化 ８３ ７５（９０３６） ８（９６４）

χ２值 １０３５

Ｐ值 ０２８３

２５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与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１０２例宫颈癌患者中有８９例符合手术指征，经过手术病理

证实，其中３０例存在腹腔淋巴结转移，ＭＫ蛋白表达阳性率占
９６６７％（２９／３０），５９例不存在腹腔淋巴结转移，其 ＭＫ蛋白阳
性为４９例，占８３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ＭＫ因子阳性表达与腹腔淋巴结转移的关系（％）

腹腔淋巴转移 例数
ＭＫ因子

＋ －

转移 ３０ ２９（９６６７） １（３３３）

无转移 ５９ ４９（８３０５） １０（１６９５）

χ２值 １２１２７

Ｐ值 ００１２

#

　讨论
ＭＫ是近年发现的一个新基因，它与多向因子一起组成新

的肝素结合生长因子家族。ＭＫ基因最初被发现于早期胚胎瘤
细胞。从生理角度来看，随着个体的发育，ＭＫ基因也会随之发
生变化，通常于胚胎期呈现出高表达，出生后呈现降低趋势［１４］。

临床研究报道，ＭＫ基因在多种癌组织中呈现出高频率、高强度
表达，并提出其可能参与了肿瘤的发生、生长与转移［１５］。当肿

瘤细胞ＭＫ呈现高表达，可以对患者给予基因药物干预，阻断
ＭＫ表达与作用途径，进而加快肿瘤细胞的凋亡。有学者在研
究中发现宫颈癌、乳腺癌以及卵巢癌等肿瘤组织中均发现 ＭＫ
高表达状态，提示其在肿瘤发生、演进甚至转移中都有着一定

的参与作用［１６］。该研究对宁波市北仑区第二人民医院１０２例
宫颈癌患者组织ＭＫ蛋白表达情况进行分析，并研究了 ＭＫ表
达与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结果显示，ＭＫ表达与临床病理分
期、病理类型以及淋巴结转移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与宫颈癌组织分化程度不存在相关
性，说明ＭＫ参与了宫颈癌的发生及发展。学者张帆，张辉，王
效春等人在研究中对神经母细胞瘤患者血清进行检测，结果显

示有ＭＫ存在，且随着患者肿瘤分期的升高，ＭＫ表达水平呈现
出递增趋势［１７］，与本次研究结果相似。

ＭＫ蛋白阳性染色主要集中在宫颈癌细胞细胞质中，染色
分布状态为弥漫性状态，伴随鲜明的异质性，且在癌组织边界

位置的表达也呈现出增强趋势。另外，宫颈癌细胞外间质也存

在纤维组织，可发现小血管内皮细胞与弹力膜层着色现象，这在

血管分布密集位置表现得最为明显。国外学者ＳｈｉＹＲ，ＬｉｕＪ，
ＨｅＷ等人在研究中发现ＭＫ在正常血管内皮细胞无表达，仅在
肿瘤血管表达，提示ＭＫ对内皮细胞增殖具有刺激作用，会对肿
瘤血管形成产生促进作用，在宫颈癌疾病进程及发展中有一定

的参与作用［１８］。

该研究采用免疫组化法证实了 ＭＫ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
达，其不仅在恶性肿瘤组织中呈现高表达状态，而且在交界性肿

瘤中也有一定的表达，参与了肿瘤疾病的发生与进展，其能够提

示癌变，对肿瘤疾病诊断提供参考，今后可作为肿瘤标志物用于

对宫颈癌的诊断，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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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及盆底功能的
影响比较
樊磊△　郑辉　朱小丹
本溪市中心医院妇产科，辽宁 本溪 １１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与比较不同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及盆底功能的影响程度。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本溪市中心医院诊治的的子宫切除术９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Ａ组和Ｂ组，每组各４５例。Ａ组进行腹腔镜筋膜外子宫切除术治疗，Ｂ组进行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治
疗。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女性性功能指数（ＢＩＳＦＷ量表）、盆底功能障碍问卷（ＰＦＤＩ２０问卷）
及盆底结构指标。结果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ＢＩＳＦＷ量表、ＰＦＤＩ２０问卷评分及盆底结构指标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Ｂ组的ＢＩＳＦＷ量表、ＰＦＤＩ２０问卷评分及盆底结构指标显著
好于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对患者的性功能及盆底功能
的不良影响相对更小，更为适用于子宫切除术患者。

【关键词】　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腹腔镜筋膜外子宫切除术；术后性功能；术后盆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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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切除术在临床具有较高的应用率，与子宫切除术相关
的研究［１２］显示，本类手术对患者的影响明显，其中性功能在一

定时间内的受影响程度更为明显，而盆底功能作为与生殖方面

状态密切相关的方面，其术后的状态也呈现一定程度波动，因

此上述方面的术后波动情况可作为评估手术方式可取程度的

重要参考依据［３４］。本文就腹腔镜筋膜外子宫切除术与腹腔镜

筋膜内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术后性功能及盆底功能的影响进行

比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本溪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的子宫切除术患者９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 Ａ组和
Ｂ组，每组各 ４５例。Ａ组患者年龄范围 ３２岁 ～５１岁，年龄
（４１７±６８）岁，孕次范围１次～５次，孕次（３１±０８）次，产次
范围０次～３次，产次（１６±０５）次，疾病种类：子宫肌瘤者３１
例，子宫腺肌症者１４例。Ｂ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１岁～５２岁，年龄
（４１９±６６）岁，孕次范围１次～６次，孕次（３３±０６）次，产次
范围０次～３次，产次（１７±０３）次，疾病种类：子宫肌瘤者３２
例，子宫腺肌症者１３例。两组患者的年龄、孕次、产次及疾病种
类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之间具
有可比性。同时，研究经本溪市中心医院伦理学委员会审批通

过。

纳入标准：符合子宫切除术手术指征者；年龄≤６０岁者；对
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子宫恶性肿瘤；合并其他

生殖系统感染及疾病者；文盲者；合并慢性基础疾病者；精神和

（或）认知异常者。

１２　方法
Ａ组的４５例患者进行腹腔镜筋膜外子宫切除术治疗，对患

者进行常规术前准备及消毒等，进行麻醉后，以仰卧位接受手

术治疗，建立二氧化碳气腹，置入腹腔镜及其他手术器械，进行

探查后，将卵巢固有韧带、输卵管及圆韧带进行电凝及切断，将

子宫血管暴露后以电凝处理并剪断，处理剪断主韧带及骶韧

带，将子宫切除取出。

Ｂ组的４５例患者进行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治疗，对患
者进行常规术前准备及消毒等，进行麻醉后，以仰卧位接受手

术治疗，建立二氧化碳气腹，置入腹腔镜及其他手术器械，进行

探查后，将子宫提起，并将肠管垫好，并剪断圆韧带，将子宫血管

进行处理，并切断主韧带，进行其他常规处理，并将子宫切除及

取出。

两组患者的其他治疗方式均相同，然后比较两组患者手术

前及手术后３个月、６个月的女性性功能指数（ＢＩＳＦＷ量表）、
盆底功能障碍问卷（ＰＦＤＩ２０问卷）及盆底结构指标。采用彩色
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盆底结构指标的检查，包括静息状态下

的膀胱颈到耻骨联合下缘的距离（ＢＳＤ）、肛直角（ＡＲＡ）及尿道
角（ＵＡ），由专业人员进行操作检查。
１３　评价标准

①ＢＩＳＦＷ量表［５］：是有效评估女性性功能状态的有效问

卷，本问卷包括４８个评估条目，分别对女性的性欲、射精、性心
理、性高潮、性唤起及性异常等６个方面进行评估，每个方面均
以分值越高表示性功能越好。②ＰＦＤＩ２０问卷［６］：是有效评估

患者盆底功能障碍的有效问卷，包括２０个评估条目，主要对膀
胱、肠道及盆腔症状３个方面进行评估，每个方面均以分值越高
表示盆底功能障碍越为严重。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本研究中的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ＰＳＳ２００，计量资料与计数资

料的表示方式分别为Ｍｅａｎ±ＳＤ与％，检验方式为ｔ检验及χ２检
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 ＢＩＳＦＷ量表６个指标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两组患者的
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均有一定波动，且Ｂ组患者的 ＢＩＳＦＷ量表评
分均好于Ａ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ＢＩＳＦＷ量表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性欲 射精 性心理 性高潮 性唤起 性异常

Ａ组 手术前 １６６３６±１５２３ １５８６５±１５３５ １６６２６±１３７２ １５５６５±１２７８ １６０１２±１１３８ １７０２１±１６３５

术后３个月 １４５２０±１１３５ １４０３２±１０２６ １３８４５±９５２ １３０６３±１１０１ １４０２１±８８７ １５１０２±１３３５

术后６个月 １５２６５±１２７８ １４６６４±１２６５ １４９２２±１１３５ １３８９８±１１４５ １４７７８±９２３ １６０７５±１３９８

Ｂ组 手术前 １６７０１±１５１５ １５９１０±１５２７ １６６３０±１３６８ １５４９８±１３１１ １６１０１±１１４５ １６９９８±１６５６

术后３个月 １５６６４±１３７５ １４８７８±１３１６ １４９１０±１２８７ １３９９６±１１４６ １４９９８±１０２４ １６０２４±１４２８

术后６个月 １６３７３±１４２５ １５７６４±１４９９ １６０３５±１３４６ １４９２４±１２９７ １５６９６±１１２１ １６７４５±１５８２

手术前 ｔ值 ０２０３ ０１３９ ００１４ ０２４５ ０３７０ ００６６

Ｐ值 ０４２０ ０４４５ ０４９４ ０４０３ ０３５６ ０４７４

手术后３个月 ｔ值 ４３０４ ３４０１ ４４６３ ３９３８ ４８３８ ３１６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手术后６个月 ｔ值 ３８８３ ３７６２ ４２４１ ３９７８ ４２４１ ２１２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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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ＰＦＤＩ２０问卷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 ＰＦＤＩ２０问卷３个指标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 Ｂ组患者的

ＰＦＤＩ２０问卷均好于Ａ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ＰＦＤＩ２０问卷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膀胱症状 肠道症状 盆腔症状

Ａ组 手术前 ６６９±１２３ ９３５±１４６ ７１０±１３５

手术后３个月 １３４３±１５６ ２０５６±１９２ １５２２±１７０

手术后６个月 ９１５±１３８ １４３３±１６３ １１９２±１６１

Ｂ组 手术前 ６８２±１１７ ９４０±１４１ ７１５±１２９

手术后３个月 １１９５±１４６ １５６５±１７５ １３０４±１４９

手术后６个月 ７２０±１２１ １２０１±１５２ ９０１±１３５

手术前 ｔ值 ０５１４ ０１６５ ０１８０

Ｐ值 ０３０４ ０４３５ ０４２９

手术后３个月 ｔ值 ４６４７ １２６７９ ６４６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手术后６个月 ｔ值 ７２１７ ６９８３ ９２９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盆底结构指标比较
手术前两组患者的盆底结构指标ＢＳＤ、ＡＲＡ及ＵＡ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手术后３个月及６个月 Ｂ组患者

的盆底结构指标均好于 Ａ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不同时间的盆底结构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ＢＳＤ（ｃｍ） ＡＲＡ（°） ＵＡ（°）

Ａ组 手术前 ２６５±０６６ １１６５６±１０２５ １３３５３±１３６８

手术后３个月 ２４０±０４６ １１４９８±１０１５ １４０６７±１４２８

手术后６个月 ２２４±０３９ １１２６６±９８７ １５０４２±１４９６

Ｂ组 手术前 ２７０±０６４ １１６６９±１０４６ １３３４６±１３５８

手术后３个月 ２１８±０３６ １１０４５±９９２ １４９７５±１４８７

手术后６个月 ２０２±０３０ １０８９８±９１０ １５５９５±１５２０

手术前 ｔ值 ０３６５ ００６０ ００２４

Ｐ值 ０３５８ ０４７６ ０４９０

手术后３个月 ｔ值 ２５２７ ２１４１ ２９５４

Ｐ值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２

手术后６个月 ｔ值 ２９９９ １８３９ １７３９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３

#

　讨论
子宫切除术是治疗多类子宫疾病的根治性手术方式，本类

手术方式的临床应用率较高，关于各类不同子宫切除术的研

究，包括比较性研究多见［７８］。而微创治疗的临床受认可程度

较高，因此腹腔镜用于子宫切除的临床研究占比不断提升［９］。

另外，子宫切除术作为生殖系统的有创性治疗方式，其对患者的

盆底功能及性功能的影响较大，因此在进行手术方式选取的过

程中，盆底功能及性功能的不良影响控制效果成为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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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之一［１０１２］。筋膜内与筋膜外子宫切除术在临床均多见，其

在子宫切除的效果方面各具优势，而对于筋膜内子宫切除术的

优点普遍认为，其在并发症与创伤控制方面有较大的优

势［１３１４］，但是关于腹腔镜筋膜内与筋膜外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术

后性功能及盆底功能的不良影响比较却十分不足，因此此方面

的探究与比较空间仍较大。

本文中我们就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与腹腔镜筋膜外

子宫切除术患者术后性功能及盆底功能的影响程度进行观察

与比较，结果显示，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的临床效果更为

突出，表现为手术后不同时间 ＢＩＳＦＷ量表、ＰＦＤＩ２０问卷评分
及盆底结构指标均相对更好，说明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更

有助于患者术后性功能不良影响的控制，对于盆底的损伤的控

制效果也更好，因此盆底的状态维持相对更好，更有助于术后

的恢复。分析原因，我们认为筋膜内子宫切除术患者的穹隆结

构等受到的不良影响更小，性生活状态恢复更快更好［１５１６］，且

对盆底其他方面的干扰也相对更小，且不会对患者的膀胱造成

损伤，盆底功能障碍等方面的表现更为轻微［１７１８］。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腹腔镜筋膜内子宫切除术对患者的性

功能及盆底功能的不良影响相对更小，更为适用于子宫切除术

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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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清远市社会发展领域自筹经费科技计划项目（２０１７Ｂ０２５）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２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简易负压引流装置对妇科手术伤口愈合及感染、术后
瘢痕、血清 ＩＬ２、ＩＬ８和 ＩＬ１０的影响
张芬１　毕雪玲１　郭晓莉１　朱伟艳２

１延安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２
２清远市人民医院妇科二区，广东 清远 ５１１５１８

【摘要】　目的　探讨简易负压引流对妇科手术伤口愈合及感染、术后瘢痕、血清 ＩＬ２、ＩＬ８和 ＩＬ１０的
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延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２０例行妇科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术后给予自制简易负压引流装
置引流；对照组患者术后给予传统方式引流。系统观察：①两组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②两组患者术后切
口发生感染情况；③两组患者术后瘢痕情况；④两组患者术后血清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０。结果　①观察组患者甲
级愈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６７５，Ｐ＜００５）；②观察组患者甲级愈合例数
及比例与总有效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１３，５８３，均Ｐ＜００５）；③对照
组患者发生感染１９例，占比３１７％，其中浅表感染１６例，占比２６７％，深部感染３例，占比５０％，观察组发
生感染４例，占比６７％，全部为浅表感染，观察组术后发生感染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χ２＝８１５，Ｐ＜００５）；
④两组患者术后４周，疤痕面积差异均无统计学（ｔ＝０７６，均Ｐ＞００５），术后８周、１２周、１６周，疤痕面积差
异均有统计学，观察组显著小于对照组（ｔ＝４３７，５６２，７４９，均 Ｐ＜００５）；⑤术后１周，两组患者 ＩＬ２、ＩＬ８
和ＩＬ１０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７８，７２３，６９５，均Ｐ＜００５）。结论　简易负压引流相对于传统
切口引流，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降低切口感染发生概率，减少术后瘢痕面积，调节术后炎

症表达，装置简易，操作简单，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关键词】　简易负压引流；妇科手术；伤口愈合；感染；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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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手术是目前治疗各种良恶性肿瘤的重要手段之一，随着手
术技术的进步，腹腔镜已能完成临床上多数妇科良性疾病及部

分恶性疾病手术，但仍然有相当多的复杂手术，如部分妇科恶

性肿瘤、巨大肌瘤、巨大卵巢肿瘤和严重子宫腺肌症等疾病需

要依靠开腹手术完成［１２］。

大部分宫颈癌、早期子宫内膜癌和早期卵巢癌均采用腹腔

镜手术完成，但中晚期内膜癌、大部分卵巢癌均需要开腹手术

完成。开腹手术由于创面较大，以及患者本身有年老体弱、肥

胖、低蛋白血症、恶病质等诸多高危因素，导致术后切口愈合不

良，甚至出现各种切口并发症［３４］。术后切口感染是切口常见

并发症，会大幅度增加患者痛苦，延长患者住院时间，造成患者

额外的经济压力，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对患者极其不利［５］；而

术后疤痕会影响美观，甚至会影响部分功能，给患者带来不

便［６］。由此可见，术后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切口愈合不良和感染

的发生，减少疤痕面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以往的临

床实践中，通常使用皮下置管负压引流术来应对切口愈合不良

和术后感染问题，但是由于此类装置携带不便，影响患者活动，

限制了该技术的推广。目前，关于妇科手术后采取最有效的引

流术已经成为临床重点研究课题，其中简易负压引流装置在之

前的研究中发现具有较好的引流效果，有利于伤口愈合、降低

并发症发生率，而关于该引流术的临床研究尚不多见。为给该

引流术的临床应用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本研究分别对妇科患

者采用自制简易负压引流装置和传统引流方式，比较两组患者

的伤口愈合情况、感染发生情况和术后患者体内血清 ＩＬ２、ＩＬ
８、ＩＬ１０水平，比较２种引流术的临床应用效果。现将有关情况
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延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行
开腹手术良性和恶性肿瘤的１２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数字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观察组患
者：年龄范围３１岁 ～６６岁，年龄（４２４５±３６７）岁，病程范围２
个月～１２个月，病程（５１５±０８７）个月；子宫肌瘤２０例，卵巢
良性肿瘤１２例，子宫内膜癌７例，卵巢癌２１例，其中腹腔热灌
注治疗８例，术后给予自制简易负压引流装置引流；对照组患
者：年龄范围３０岁 ～６５岁，年龄（４１８１±４０２）岁，病程范围３
个月～１２个月，病程（４８７±０９１）个月；子宫肌瘤２４例，卵巢
良性肿瘤１８例，子宫内膜癌９例，卵巢癌９例，其中腹腔热灌注
治疗３例，术后给予传统方式缝合。两组患者年龄、病程、体重、
营养指标、有无糖尿病等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试验已获本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患者及其家属均已了解该研究方案的具体内容，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子宫肌瘤、卵巢肿瘤、子宫内膜癌诊断，并

有超声影像学证据支持；②肿瘤大小、性质等特征提示首选开腹
手术切除。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功能损伤或
障碍；②术前有严重感染，且感染未得到有效控制；③合并免疫
缺陷性疾病。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采用常规手术治疗，其中，观察组患者术中缝合

切口皮肤前在肌腱外皮下脂肪层内留置引流管，引流管由普通

输血管制成，置入引流管长度比切口短约０５ｃｍ，引流管切口内
段管壁每隔０５ｃｍ剪一线侧孔，切口下方或上方约１０ｃｍ处另
作一个０５ｃｍ切口，在皮下与切口相通，引流管由此引出并固
定，外接负压引流装置，负压装置由３０ｍｌ注射器抽吸成负压状
态后用一支５ｍｌ注射器的活塞轴固定，然后缝合皮下脂肪组织
和皮肤，术后观察引流液的性状并计量，直至无引流液后可予拔

管，拔管后继续观察切口情况直至拆线。对照组患者常规缝合

筋膜和皮下脂肪及皮肤层。两组患者根据指南要求和具体病情

均常规使用抗生素，若疼痛加服止痛药。

１４　术后护理
两组患者术后均给予常规护理，保持敷料清洁干燥，密切注

意切口是否红肿，是否有明显痛感。定时观察切口敷料渗血渗

液情况，若发现渗液过多需要及时向医生报告并更换敷料，更换

敷料时严格采用无菌操作，避免切口消毒液渗入，防止消毒液对

切口周围脂肪组织产生化学刺激引起切口液化。

１５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切口愈合时间、愈合情况、住院时间、术后感

染情况；出院后随访１６周，观察两组患者术后４周、８周、１２周、
１６周术后疤痕面积，评估术后瘢痕发生情况；采取两组患者空
腹静脉血，检测其ＩＬ２、ＩＬ８和ＩＬ１０水平。
１６　切口愈合疗效评价标准

甲级愈合：切口愈合完全，未出现任何愈合不良现象；乙级

愈合：切口愈合不良，切口处出现红肿、渗液或硬结，但切口表皮

尚完好；切口裂开：切口愈合情况差，切口处出现红肿，并有渗

液、疼痛等不良情况，切口明显裂开。总有效率 ＝（甲级愈合 ＋
乙级愈合）／病例数×１００％。
１７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处理。所有数据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取 Ｆ检验，计数资料比较
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切口甲级愈合比较

观察组中，４５例患者切口 １周完全愈合，占比 ７５０％；１２
例患者１周后完全愈合，占比 ２００％：甲级愈合率为 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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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组中，３６例患者切口１周完全愈合，占比６００％；１０例患
者大于１周完全愈合，占比１６７％：甲级愈合率为７６７％。观
察组患者甲级愈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２＝６７５，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切口甲级愈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１周完全愈合 １周后完全愈合 甲级愈合

观察组 ６０ ４５（７５０） １２（２００） ５７（９５０）

对照组 ６０ ３６（６００） １０（１６７） ４６（７６７）

χ２值 ４７７ １９７ ６７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切口愈合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甲级愈合５７例，占比９５０％；乙级愈合２例，占

比３３％；切口裂开１例，占比１７％：总有效率为９８３％。对照
组患者甲级愈合 ４６例，占比 ７６７％；乙级愈合 ４例，占比
６７％；切口裂开１０例，占比１６７％：总有效率为８３３％。观察
组患者甲级愈合例数及其占比和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患者，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７１３，５８３，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切口愈合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甲级愈合 乙级愈合 切口裂开 总有效

观察组 ６０ ５７（９５０） ２（３３） １（１７） ５９（９８３）

对照组 ６０ ４６（７６７） ４（６７） １０（１６７） ５０（８３３）

χ２值 ７１３ １１５ １２８９ ５８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中，４例患者发生感染，占比６７％，全部为浅表感

染。对照组中，１９例患者发生感染，占比３１７％；其中浅表感染
１６例，占比２６７％，深部感染３例，占比５０％。观察组患者术
后发生感染情况低于对照组患者（χ２＝８１５，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发生切口感染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无感染 浅表感染 深部感染 感染率

观察组 ６０ ５６（９３３） ４（６７） ０（０）　 ４（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４１（６８３） １６（２６７） ３（５０） １９（３１７）

χ２值 １２１０ ８６４ ３０７７ １２１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面积比较
术后４周，两组患者疤痕面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７６，

Ｐ＞００５）。术后８周、１２周、１６周，观察组患者疤痕面积均小
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ｔ＝４３７，５６２，７４９，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术后瘢痕面积比较（ｃｍ２，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后４周 术后８周 术后１２周 术后１６周

观察组 ６０ ６０９±０７７５７９±０６９５１０±０７１４８７±０６３

对照组 ６０ ６１３±０８４４８２±０５５４０４±０３８３５１±０３５

ｔ值 ０７６ ４３７ ５６２ ７４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指标比较
术后１天，两组患者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０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ｔ＝０８１，０７２，０９４，均Ｐ＞００５）。术后１周，两组患者
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０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６７８，
７２３，６９５，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血清炎症指标比较（ｐｇ／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Ｌ２

术后１天 术后１周

ＩＬ８

术后１天 术后１周

ＩＬ１０

术后１天 术后１周

观察组 ４５ ９５５４±７８６ １４３２３±２４２３ １８３２６±５０１１ １０８７１±２８８７ ７２３１±３９４２ １３０６７±３６８６

对照组 ４５ ９７３９±８０１ １１４３９±１３０１ １８２７７±４９２９ １４８４３±４１２６ ７４３５±３８８３ ９２３８±３５２７

ｔ值 ０８１ ６７８ ０７２ ７２３ ０９４ ６９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开腹式手术是妇产科常见术式，虽然随着腔镜技术的飞速

发展，越来越多的妇科疾病选择腹腔镜治疗，但是开腹手术在

治疗某些复杂病变方面仍然保持传统优势［７］。手术的成功与

否固然与手术操作关系极大，但是加强术后切口的施护、促进

切口愈合也至关重要。手术切口愈合不良是指在各种内外因

素的影响下，切口局部组织在再生、修复和重建过程中出现各

种障碍，无法进行正常修补的一系列病理过程。有关文献指出，

导致手术切口愈合不良的相关因素主要分为内因和外因，而内

因中有年龄因素、特殊治疗如放化疗因素、皮肤及软组织感染因

素，以及患者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脂血症，是否有吸烟酗酒情

况，以及患者术前的营养指标等；外部因素则包括手术相关因

素、设备设施因素、术前术后处理等因素［８１０］。术后感染是最常

见的并发症之一，临床上发病率较高。由于妇科手术伤口属于

清洁污染伤口，因此污染极可能随着手术而扩散。临床上，许
多行手术治疗的妇科疾病患者往往体质较差、营养水平和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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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低下，更容易感染［１１］。有关研究者［１２］发现，在临床上有大

约１０％ ～２３％的患者在术后发生了切口感染并对切口愈合及
术后恢复产生了消极影响。某些妇科疾病，如恶性肿瘤由于病

变比较广泛、病情比较复杂，导致手术时间过长，从而使切口感

染风险增加，而术中电刀的大量应用，无疑会损伤到局部脂肪

组织，引起局部组织缺血坏死，导致渗液发生，最终增加了术后

切口的愈合难度。妇科恶性肿瘤手术往往创伤较大，术后局部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疼痛不适，从而增加了患者的卧床时间，这

对于术后切口的正常引流也是不利的。除此之外，术后患者的

咳嗽、腹胀等反应也会导致腹压的骤升，不利于切口的愈合［１３］。

而某些治疗措施，如及时采用腹腔热灌注治疗，会引起局部血

容量重新分布和腹压的改变，对伤口愈合造成一定影响。此外，

局部良好的血液供应不仅能够提供充足的营养和氧维持伤口

修复，同时也有利于对坏死物质的吸收、运输和局部感染的控

制。如果伤口局部血供及营养不良，也会导致伤口愈合不良。

炎症反应在妇科术后的切口愈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过高

的炎症表达不利于切口的愈合。白介素参与机体炎症反应并

在免疫应答、免疫调节方面起重要作用，ＩＬ２、ＩＬ８、ＩＬ１０等因子
在炎症反应中起主要作用。ＩＬ２下降可以引起淋巴细胞对致分
裂原反应下降，诱导抑制性细胞活性、血皮质醇分泌增多和细

胞因子分解代谢增强［１４］。ＩＬ８作为细胞趋化因子家族中的主
要组分与炎症过程中中性粒细胞、Ｔ淋巴细胞的聚集和活化有
关，是许多炎性疾病的重要介质，参与炎症反应和免疫调节［１５］。

作为重要抗炎因子的白介素 ＩＬ１０是免疫应答的重要调节剂，
其能够抑制多种促炎细胞因子、趋化因子和趋化因子受体表达

并介导过敏原特异性免疫治疗中的过敏原耐受性［１６］。

近些年来，针对上述研究中出现的切口愈合不良和术后感

染的防治，许多医院采取了负压创面治疗技术（ＮＰＷＴ），该技术
能够在切口局部起到屏障作用，并能够增加切口局部血流供

应，减轻水肿，抑制切口处细菌生长繁殖，促进细胞增殖和肉芽

生长，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难愈性创面的新方法。但是，负

压创面治疗技术（ＮＰＷＴ）无论是ＶＳＤ还是 ＶＡＣ，均依赖于特制
设备，其价格昂贵，且携带不便［１７１９］。我院采取自制简易负压

引流装置，装置取材简单，用料方便易得，费用明显低于ＶＳＤ和
ＶＡＣ，操作方法更加简便，在应用负压引流治疗妇科恶性肿瘤术
后切口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疗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显著优于

对照组患者，发生术后感染情况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炎性因子表达优于对照组患者。综上所述，简易负压引流相对

于传统切口引流，能够显著改善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降低

切口脂肪液化发生概率，调节术后炎症表达，装置简易，操作简

单，值得临床应用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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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效果评估
及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评价
梁婉琪△　张美　李芬霞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妇产科，西安 ７１００３８

【摘要】　目的　分析探讨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效果评估及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评
价。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治的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１８０例
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出血量在５００ｍｌ～２５００ｍｌ之间，按数字法随机分为对照组（ｎ＝９０）和研究组（ｎ＝９０），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治疗方法对患者剖宫产产后出血进行治疗，研究组采用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对患者剖宫产产
后出血进行治疗，治疗后对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以及对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进行评价，做好记录。

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疗效率显著的高于对照组患者的疗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
疗前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无明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各项指标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手术时间高于对照组同时出血量、下床活动时
间以及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经过本文研究，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
剖宫产产后出血的疗效更佳，止血效果好而且能够保留子宫，提高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

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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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出血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产科类并发症，降低产妇死
亡率的关键是有效的治疗产妇剖宫产产后出血［１］。经研究显

示，常规治疗措施的疗效较低，而且大多数以切除患者子宫来

抢救患者生命，导致许多年轻产妇丧失了生育功能，严重损害

了女性的身心健康，是导致产妇及其家庭破裂的关键［２］，因此

研究出能够迅速有效的止血、保住产妇生命的同时能够保留产

妇子宫已经迫在眉睫，为了分析探讨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
产产后出血的效果评估及患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评价，本文对西

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１８０例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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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
院诊治的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１８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出血
量在５００ｍｌ～２５００ｍｌ之间，按数字法随机分为对照组（ｎ＝９０）
和研究组（ｎ＝９０），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３岁 ～３７岁，年龄
（３０２±０７）岁，孕周范围３３周～３９周，其中巨大儿６例，双胎
２０例，产程停滞或者延长３３例，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６例，
妊娠高血压疾病１４例，重度子痫前期伴胎盘早剥５例，妊娠合
并子宫肌瘤 ６例。研究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３８岁，年龄
（２８７±０３）岁，孕周范围３４周～３８周，其中巨大儿５例，双胎
妊娠２２例，产程延长或停滞３１例，妊娠高血压疾病１５例，妊娠
期肝内胆汁淤积症６例，重度子痫前期伴胎盘早剥７例，妊娠合
并子宫肌瘤６例。纳入标准：经患者临床症状以及医生诊断确
诊为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无手术禁忌症；患者及其家属知情

并同意本研究；患者无交流障碍［３］。排除标准：合并有肝肾、心

血管疾病等原发性疾病；患者治疗过程中放弃治疗［４］。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Ｐ＞００５），同时本研究经过西安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针对
产妇在剖宫产产后出血时，应及时给予患者使用能够使子宫收

缩的药物，彻底的清除存留在宫腔内的残留物，清除后适当的

按摩产妇的子宫，而后给予缝合，结束治疗［５］。

１２２　研究组患者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
术治疗，从腹壁切口处取出子宫，两手托住子宫，轻微挤压使得

子宫体缩小，观察患者出血状况，进而判断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是否
成功，施加压力后患者基本停止出血，大大增加了成功的可能

性［６］。取一根 １号薇乔可吸收线，进针点在距离子宫切口右端

顶点的左下方３ｃｍ处，进针时确保膀胱避免损伤，出针点在子
宫切口右端顶点的右上方３ｃｍ处，将缝合线拉至子宫底部，从
前壁相对的位置进针到宫腔内，而后拉至左侧，出针位置在左

侧宫体的后壁处，缝合线通过绕至子宫前壁，进出针位置与右

侧位置一致。给予子宫体施加压力，收紧两条缝合线，在下段切

口东莞下方打结，检查有无出血状况［７］。可在子宫前后壁清晰

可见两条缝合线，分别位于患者子宫体的两侧。迅速的将患者

子宫切口进行缝合，使得患者子宫闭合性增加，观察记录子宫

收缩状况，按常规方法关腹，结束缝合。

１３　观察指标
统计对比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的性功能，应用女性性功能量

表评估，主要指标包括性欲、性心理、性唤起以及性高潮等，医务

人员应用问卷进行调查，统一指导患者填写。

疗效判断标准分为显效：治疗后患者出血停止，子宫逐渐

收缩，生命体征趋于平稳；有效：治疗后患者阴道出血量≤５０ｍｌ，
出血量逐渐减少；无效：患者阴道出血量＞５０ｍｌ，子宫收缩异常，
无法控制出血量，尿量异常，生命体征恶化。

１４　统计学方法

数据应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分析，其中计数进行 χ２（％）检验，
计量进行ｔ检测（Ｍｅａｎ±ＳＤ）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无明显区别（Ｐ＞００５），治

疗后研究组患者各项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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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组患者的疗效率显著的高于对照组患者的疗效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对比［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性欲 性心理 性唤起 性高潮

研究组 治疗前 １３５４±２５１ １４０２±２６１ １３０８±２３４ １３７２±２７１

治疗后 １３９６±２６７ １４３１±２８７ １３４５±２５７ １４３２±２８７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３６１±２４９ １３９８±２５９ １３０１±２２８ １３６８±２６６

治疗后 １１８７±２１８ １２７３±２０４ １２５４±２０７ １２６３±２１８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有效率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９０ ６７（７４４） ２２（２４４） １（１１） ９８９％

对照组 ９０ ５１（５６７） １３（１４４） ２６（２８９） ７１１％

χ２值 ６０１２ ４７２５ ７６９８ ７５２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研究组患者的手术时间高于对照组同时出血量、下床活动

时间以及住院时间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出血量

（ｍｌ）
下床活动时间

（ｄ）
手术时间

（ｍｉｎ）
住院时间

（ｄ）

研究组 ９０ ２３１±７９ ４３±１３ １０１２±７７３ ８４±３３

对照组 ９０ １２０７±７０３ ２７±０９ ７８３±６３６１３９±４１

ｔ值 １２７５１ １０７８２ １６７５１ １１０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产后大出血指的是孕妇在娩出胎儿后２４ｈ内阴道流血量超

过了５００ｍｌ的一类并发症，高达分娩总数的３％，是导致产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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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重要原因，其中宫颈乏力性产后出血占的比重较大［８］。现

阶段，随着产妇数量的不断增加，剖宫产率也呈直线上升，经许

多国内外的文献显示［９］，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数量显著的高于阴

道分娩患者，剖宫产患者患剖宫产产后出血比重较大，而且高

达８０％的剖宫产产后出血患者患病主要原因是子宫收缩乏力
导致的出血，临床上常规的治疗措施是给予患者子宫收缩的药

物［１０］，还采用术中结扎子宫动脉、宫腔填塞纱布以及髂内动脉

或髂内动 脉介入栓塞等，该方法需长时间方可止血，止血效果

欠佳，而且花费较高患者难以承受［１１］。出现剖宫产产后出血的

主要原因有：①许多产妇分娩过程中神经紧绷，精神疲惫，又因
手术时间较长，使得产妇子宫乏力加重，宫缩乏力导致剖宫产

产后出血；②妊娠并发症的产生严重影响产妇子宫正常的收
缩，比如巨大儿、重度子痫前期伴胎盘早剥、双胎以及产程停滞

或者延长降低了产妇肌纤维的收缩力；③术前麻醉使得产妇肌
肉过度松弛；④产妇合并有高血压疾病；⑤产妇子宫对注入的
缩宫素敏感性差，无法使其发挥重要作用［１２］。面临剖宫产产后

出血时，常用的处理方法有：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以及按摩子宫，

其中手术治疗又包括子宫切除术和保守性治疗，常用的治疗出

血的药物有前列腺素、缩宫素、钙剂以及麦角碱等。手术治疗多

以保守性为主，常见的就是宫腔填塞法，该方法相比之下更为

有效，经文献显示有采用宫腔填塞法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的例

证，但是该方法需要特殊的仪器和设备，并且需要该方面的人

才，而且一般患者难以承受高额的费用，迫使许多患者中途放

弃治疗［１３］。除此之外的子宫切除术是为挽救产妇生命不得已

的方法，一般产妇在摘除子宫后精神和心理都会受到极大创

伤，况且永久性的丧失了再次生育的能力，降低了术后产妇性

生活的质量，严重影响了产妇的身心健康，甚至破坏了一个家

庭［１４］。本文对照组研究的是采用药物治疗，针对药物治疗，缩

宫素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类治疗出血的药物，治疗效果好，但是

针对不同的产妇其子宫对缩宫素的敏感性也是不同的，因为子

宫对缩宫素的敏感程度与患者体内孕激素和雌激素的分泌水

平的关系密不可分。药物治疗最大的缺点就是常常伴随并发

症和不良反应的发生，术后头晕、恶心呕吐症状频频发生，相比

于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的疗效率较低，具体数据可以通过表２可知，
术后患者的康复时间较长导致住院时间长，而且手术所需的时

间较长，产程延长加重产妇子宫的收缩，增加患者的出血量，增

加了对患者的创伤性。

１９９３年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首次被英国 ＭｉｌｔｏｎＫｅｙｎｅｓ医
院报道，报道显示，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安全性高适用于剖宫产产后
出血患者，剖宫产产后出血多因子宫收缩乏力导致，该方法既

能挽救生命又能保留患者生育能力［１５］。剖宫产产后出血的原

因主要源于胎盘的剥离面和开放性的血管遭受损伤，外加宫缩

乏力使得血管不断出血，而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止血的关键就是缩
小剥离面以及压迫肌层血管［１６］。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通过缝合线对
患者子宫施加压力从而达到按摩子宫的效果，进而加强了患者

子宫平滑肌的收缩作用，而且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操作简单，相比于
常规的治疗成功率更高，止血效果更好，对患者创伤性小，因此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被认为是现阶段效果最佳的手术方法，由表２
可知，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的疗效率为９８９％显著高于常规治疗疗
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的安全
性较高，而且手术相对简单，无需复杂操作，由此大大提高了缝

合的成功率，止血效果高，而且术后对患者的创伤性小，无并发

症产生，经研究发现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是最适合治疗剖宫产产后
出血的一类外科止血方法［１７］。优点有：①采用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
缝合子宫，仅可用１根１号薇乔可吸收线在３ｍｉｎ内即可完成缝
合，能够有效的控制患者子宫收缩，止血效果最佳，能够挽救患

者生命的同时保留患者的子宫，安全性和价值性高；②ＢＬｙｎｃｈ
缝合过程中采用１号薇乔可吸收线，该线韧性强，材质好，能够
方便缝合时打结，操作简单；③针对患有凝血障碍的产妇，在治
疗凝血障碍的同时采用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对患者子宫进行缝合，
由此加强产妇子宫的收缩性，减少产妇阴道出血量；④针对子宫
呈现软袋状态的产妇，在产妇出现大出血状况之前采用 Ｂ
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对患者子宫进行缝合，不仅可以保留患者子宫，而
且能够避免大出血以及并发症的产生，很大程度上降低患者的

死亡率［１８］。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产产后出血保留患者子
宫，从另一方面丰富了患者的性生活，使得患者性生活质量提高，

由本文研究的表１可以看出，治疗前两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无明
显区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各项
指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
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对术后患者的性生活具有良好的积极作用。

综上所述，经过本文研究，ＢＬｙｎｃｈ缝合术治疗剖宫产产后
出血的疗效更佳，止血效果好而且能够保留子宫，提高患者的性

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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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产后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
结构的影响比较
李兰　李佳琦△　彭晓梅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妇产科，成都 ６１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观察与比较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产后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的影响。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诊治的９６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分娩方式的
不同分为Ａ组（阴道顺产组）４８例和Ｂ组（剖宫产组）４８例。比较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和２４周的盆底
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指标。结果　产后１２周及１８周Ｂ组的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指标显著好于
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２４周Ｂ组的盆底功能及盆腔结构指标显著好于Ａ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的性生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剖宫产对产妇产
后早期的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的不良影响相对小于阴道顺产，对产妇产后的恢复作用更好。

【关键词】　阴道顺产；剖宫产；产妇；产后盆底功能；性生活；盆腔结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　ＬＩＬａｎ，ＬＩＪｉａｑｉ△，ＰＥＮＧＸｉａｏｍｅｉ．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ＣｈｅｎｇｄｕｔｈｅＦｉｆ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Ｃｈｅｎｇｄｕ６１００２１，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
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９６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ｕｎｅ２０１６ｔｏＪｕｎｅ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ｇｒｏｕｐ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ｅａｃｈｏｆ４８ｃａｓ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ｍｏｄｅｓ．Ｔｈｅ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ｔｈｅ１２ｔｈ，１８ｔｈａｎｄ２４ｔｈ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Ｂ
ａｔｔｈｅ１２ｔｈａｎｄ１８ｔｈ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ｇｒｏｕｐＢａｔｔｈｅ２４ｔｈｗｅｅｋ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ｇｒｏｕｐＡ，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



·９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ｉｓ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Ｖａｇｉｎ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ｅ；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

Ｐｅｌｖ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临床中关于产妇产后恢复的研究多见，且研究的涉及面较
广，而产后盆底功能作为妊娠期及分娩过程中影响较大的方面，

与之相关的研究占比较高，但是研究较多的同时，研究的差异也

较为明显。再者，性生活是产妇产后的研究与康复的重点，也是

产妇及配偶均极为重视的方面，临床产妇产后的改善要求也不断

提升，而要实现有效改善产妇上述方面的目的，对上述方面具有

影响作用方面的干预则是重要前提［１２］。本文中我们就阴道顺产

与剖宫产对产妇产后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的影响程度进

行观察与比较，以了解不同分娩方式对产妇的细致影响作用。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诊治
的９６例产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根据分娩方式的不同分为 Ａ
组（阴道顺产组）４８例和 Ｂ组（剖宫产组）４８例。Ａ组的４８例
产妇中，年龄范围２１岁～３６岁，年龄（２８４±６６）岁，孕周范围
周３７０～４２２周，孕周（４０３±０９）周，其中初产妇４０例，经产
妇８例；文化程度：初中２０例，中专１８例，高中及以上１０例。Ｂ
组的４８例产妇中，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７岁，年龄（２８６±６３）
岁，孕周范围３７０周～４２５周，孕周（４０４±０７）周，其中初产
妇３９例，经产妇９例；文化程度：初中２１例，中专１８例，高中及
以上９例。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分娩史与文化程度等数据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因此两组产妇之间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经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伦理学委员会批准通过。

纳入标准：年龄 ＞２０岁者；单胎妊娠；胎儿状态良好者；产
妇均对研究知情及签署同意书者。排除标准：双胎妊娠；合并妊

娠期疾病者；产前性生活异常者；产前合并机体疾病者；胎儿

（新生儿）异常者；孕前存在盆底功能异常者；精神异常者。

１２　研究方法
于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检查与评估两组产妇的的盆底

功能（ＰＦＩＱ７问卷评分及肌张力评分）、性生活（女性性生活质
量问卷）及盆腔结构指标，其中盆腔结构指标包括静息状态下

的膀胱尿道后角（ＲＡ）、膀胱颈移动度（ＢＮＤ）及膀胱颈与耻骨
联合下缘水平线间的垂直距离（ＢＳＤ），上述指标采用彩色多普
勒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及计算，然后将两组上述时间的检查结

果进行分别统计与比较。

１３　评价标准
①ＰＦＩＱ７问卷评分［３］：包括７项评估指标，分别涉及对膀

胱、肠道及阴道３方面的评估，总分范围为０分 ～３００分，分值
越高表示盆底功能质量越差。②Ｏｘｆｏｒｄ骨盆底肌力强度评
分［４］：评估盆底肌力，本标准采用０分～５分共６级评分法为依
据，０分为无收缩力，随着分值升高表示收缩力增强，其中≥４分
表示肌力基本正常。③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以胡蕾等［５］中的

《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评分为准，本标准包括６２个评估条目，对
性体像、性焦虑、性交流、性态度、性反应及性满意度６个方面进
行评估，评分换算为百分制，以评分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检验
数据检验软件为ＳＰＳＳ２００，计数资料（％表示）进行χ２检验

分析，计量资料（Ｍｅａｎ±ＳＤ）进行 ｔ检验分析，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的盆底功能评估结果比较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Ｂ组产妇的盆底功能指
标（ＰＦＩＱ７问卷评分及Ｏｘｆｏｒｄ骨盆底肌力强度评分）显著好于Ａ
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的盆底功能评估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ＰＦＩＱ７问卷评分（分）
Ｏｘｆｏｒｄ骨盆底肌力强度评分

评分（分） ≥４分比例［ｎ（％）］

产后１２周

Ａ组 ４８ １８０４５±１８７７ ３１１±０２４ １８（３７５０）

Ｂ组 ４８ １６５２４±１６３２ ３１３±０２２ １７（３５４２）

ｔ值 ４２３７ ０４２６ ００４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３３６ ０８３２

产后１８周

Ａ组 ４８ １６８３８±１７２６ ３３０±０２７ ２２（４５８３）

Ｂ组 ４８ １４０２６±１４２４ ３９５±０３５ ３２（６６６７）

ｔ值 ８７０７ １０１８８ ４２３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４０

产后２４周

Ａ组 ４８ １４６７２±１５１０ ３６７±０２８ ２８（５８３３）

Ｂ组 ４８ １１０３５±１３６８ ４１２±０３８ ４０（８３３３）

ｔ值 １２３６７ ６６０５ ７２６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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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的性生活评分比较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及１８周Ｂ组产妇的性生活评分显著好

于Ａ组产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后２４周两组产

妇的性生活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的性生活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性体像 性焦虑 性交流 性态度 性反应 性满意度

产后１２周

Ａ组 ４８ ４８９８±６３７ ４５２５±５４５ ５０２８±５９３ ４８３５±５９９ ５１５６±５９８ ４３２３±５６３

Ｂ组 ４８ ５５６３±７２０ ５２５８±５７８ ５７５４±６２０ ５６５６±６３２ ６０４２±６３５ ５３４６±６４５

ｔ值 ４７９３ ６３９３ ５８６３ ６５３２ ７０３７ ８２７８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产后１８周

Ａ组 ４８ ５２５２±６５４ ４９９３±５６３ ５５８４±６１２ ５３２３±６１１ ５６３６±６１７ ５０３５±６２４

Ｂ组 ４８ ６０２３±７４５ ５７８０±６１２ ６２６８±６５４ ６１８４±６６５ ６３４３±６５４ ５８４５±６６０

ｔ值 ５３８８ ６５５７ ５２９１ ６６０５ ５４４８ ６１７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产后２４周

Ａ组 ４８ ６６３８±７５１ ６２６３±６２８ ６８７８±７１５ ６７３７±６６３ ７１５５±６８４ ６８８９±７１２

Ｂ组 ４８ ６７１０±７６２ ６４０１±６３３ ６９０７±７２４ ６８３５±６７０ ７２２３±６９１ ６９３０±７１９

ｔ值 ０４６６ １０７２ ０１９７ ０７２０ ０４８５ ０２８１

Ｐ值 ０３２１ ０１４３ ０４２２ ０２３７ ０３１５ ０３９０

２３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的盆腔结构指标比较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Ｂ组产妇的盆腔结构指

标显著好于Ａ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及２４周的盆腔结构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ＲＡ（°） ＢＮＤ（ｍｍ） ＢＳＤ（ｍｍ）

产后１２周

Ａ组 ４８ １１８９８±１０２５ ３０１５±６６３ １８２±０１８

Ｂ组 ４８ １１２１５±９５３ ２７２５±５５７ １９９±０２３

ｔ值 ３３８１ ２３２０ ４０３３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产后１８周

Ａ组 ４８ １１６２３±９４５ ２８９８±５９７ １９０±０２２

Ｂ组 ４８ １１０１２±８４１ ２６１０±５３２ ２２５±０２８

ｔ值 ３３４６ ２４９５ ６８１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０

产后２４周

Ａ组 ４８ １１３９７±８８６ ２７０８±５４５ ２０３±０２５

Ｂ组 ４８ １０５８４±７２０ ２３２１±４８６ ２３９±０３２

ｔ值 ４９３４ ３６７２ ６１４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临床中关于产妇产后恢复的研究多见，其中产后盆底功能

的恢复研究占比较高，而盆底功能受妊娠状态及分娩导致的损

伤等方面对盆底功能的影响较大，因此进一步提升了产妇产后

盆底功能改善与恢复的需求［６７］。再者，较多与产妇产后性生

活的研究显示，产妇产后的性功能状态受激素变化及盆底状态

等多方面的影响，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因此产后的性生活质

量改善需求也较高。同时，产妇产后的研究［８９］显示，其盆腔结

构参数也处于相对较差的状态，表现为 ＲＡ、ＢＮＤ与 ＢＳＤ的变

化，与产前的检测结果呈现明显异常的状态。鉴于上述３个方
面的异常，对产妇进行产后上述方面的改善意义较高。而要实

现有效防控与改善产妇产后性生活与盆底功能、盆腔结构的目

的，对其影响因素的掌握则成为必要前提［１０１２］。而近年来关于

分娩方式导致的产妇异常研究多见，其中不乏分娩方式对产妇

产后性功能与盆腔等方面的影响，但是细致程度的欠缺及研究

结果相悖情况的存在，提示我们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性［１３１４］。

本文中我们比较阴道顺产和剖宫产产妇产后１２周、１８周
及２４周的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指标，结果显示，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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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周及１８周剖宫产产妇的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腔结构指标
显著好于顺产产妇，产后２４周剖宫产产妇的盆底功能及盆腔结
构指标显著好于顺产产妇，但剖宫产与顺产产妇的性生活评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剖宫产产妇产后早期的盆底功能、性

生活及盆腔结构受到的不良影响显著小于阴道顺产者，但至产

后一定时间性生活质量受影响较小［１５１６］，但盆底状态包括功能

与结构的不良影响仍然较为明显，因此提示我们对于阴道顺产

产妇进行产后盆底功能与结构的防控与改善需求较高，但是早

期的性功能改善也是重要的调节方面［１７１８］。分析原因，我们认

为剖宫产避免了阴道产导致的生殖结构损伤，也降低了分娩过

程中的盆底受损情况，因此患者术后的恢复相对更好。综上所

述，我们认为剖宫产对产妇产后早期的盆底功能、性生活及盆

腔结构的不良影响相对小于阴道顺产，对产妇产后的恢复作用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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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黄体功能不全
引起先兆流产的疗效
汪艳１　雷侠２　黄咏梅△

１西安高新医院产三科，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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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疗效。
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西安高新医院诊治的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１０６例患者
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组（结合治疗组，５３例）和
单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单独治疗组，５３例）两组，对两组患者的 ＨＣＧ、Ｅ２、Ｐ水平、临床疗效、不良
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周、７周、８周、９周的 ＨＣＧ、Ｅ２、Ｐ水平均逐渐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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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８周结合治疗组患者的Ｐ水平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４３％（５０／５３）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７３６％（３９／５３），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２６％（１２／５３）、１８９％（１０／５３）之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疗
效较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显著。

【关键词】　　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黄体功能不全；先兆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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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体功能不全在临床较为常见，反复早期流产、不孕是其
主要临床特征，引发了２５％左右的习惯性流产及１０％左右的不
孕症［１］。本研究对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与单

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西安高新医院诊治的
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１０６例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均符合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诊断标

准［２］；排除标准：将生殖器官畸形、高泌乳素血症、免疫、环境异

常等因素引发的先兆流产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

这些患者分为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组（结合治

疗组，５３例）和单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组（单独治疗组，
５３例）两组。结合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３７岁，年龄
（２８６±４５）岁；孕周范围６周～１０周，孕周（８３±１２）周。在
流产次数方面，１７例为１次，２３例为２次，１３例为３次及以上。
单独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７岁，年龄（２９６±４１）岁；
孕周范围７周～１０周，孕周（８８±１４）周。在流产次数方面，
１６例为１次，２２例为２次，１５例为３次及以上。两组患者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单独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给予

患者肌内注射２０００Ｕ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生产厂家：宁波人
健药业集团，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３３０２１０２１），停药时间为阴道
流血停止；结合治疗组患者接受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

素治疗，同时让患者口服５ｍｇ多力玛（烯丙雌醇，５ｍｇ／片，生产
厂家：中美天津史克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１３０６３），每天２次，停药时间为阴道流血停止。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后６周、７周、８周、９周、１０周分别对两组患者的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雌二醇（Ｅ２）、孕酮（Ｐ）水平进行测定。
同时，统计两组患者的恶心、头痛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如果治疗后患者的阴道出血停止，无腹痛，继续妊娠，则评

定为治愈；如果治疗后患者具有较少的阴道出血、较轻的下腹部

疼痛，正常妊娠，则评定为好转；如果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没

有减轻，引发流产，则评定为无效［３］。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等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用χ２检验；两组患者的ＨＣＧ、
Ｅ２、Ｐ水平等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用ｔ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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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具体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年龄（岁） 孕周（周）
流产次数

１次 ２次 ３次及以上

结合治疗组（ｎ＝５３） ２８６±４５ ８３±１２ １７（３２１） ２３（４３４） １３（２４５）

单独治疗组（ｎ＝５３） ２９６±４１ ８８±１４ １６（３０２） ２２（４１５） １５（２８３）

ｔ／χ２值 １８８６ １６３８ １３２ — —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 ＨＣＧ、Ｅ２、Ｐ水平变化情况
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周、７周、８周、９周的ＨＣＧ、Ｅ２、Ｐ水平均
逐渐提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８周结合治
疗组患者的Ｐ水平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治疗后６周、７周、９周、１０周两组患者的 Ｐ水平
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６
周、７周、８周、９周、１０周两组患者的 ＨＣＧ、Ｅ２水平之间的差异
均不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ＨＣＧ、Ｅ２、Ｐ水平变化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周） ＨＣＧ（ＩＵ／Ｌ） Ｅ２（ｎｍｏｌ／Ｌ） Ｐ（ｎｍｏｌ／Ｌ）

结合治疗组 ５３ ６ １６０１±９２７ １０±０６ ９６４±１１０

７ ６４３３±２１００ ２０±１５ １０５３±１７８

８ ２４７２５±５３１７ ３１±１８ １１４２±１７３ａ

９ ２０４８１５±６７４０ ４２±２２ １２６０±２０７

１０ ８１９２３５±６９９５ ５３±３４ １３８０±２４０

单独治疗组 ５３ ６ １６５０±１００５ ０８±０５ ９８０±９５

７ ６４９５±２０７０ １９±０６ １０４５±１２２

８ ２４６９７±５０２２ ３２±０１ １１８６±１５８

９ ２０４９６３±６２１０ ４４±１３ １２９３±１９８

１０ ８１９４５１±６７３１ ５４±１０ １３７０±２２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结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４３％（５０／５３）显著高于

单独治疗组患者７３６％（３９／５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结合治疗组 ５３ ４５（８４９） ５（９４） ３（５７） ５０（９４３）ａ

单独治疗组 ５３ ３５（６６０） ４（７５） １４（２６４） ３９（７３６）

χ２值 — — — １３３４

Ｐ值 — — — ＜００５

　　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２２６％（１２／５３）之间的差异不

显著１８９％（１０／５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例／％）

组别 恶心 头痛 总发生

结合治疗组（ｎ＝５３） ７（１３２） ５（９４） １２（２２６）

单独治疗组（ｎ＝５３） ５（９４） ５（９４） １０（１８９）

χ２值 — — ０８６

Ｐ值 — — ＞００５

#

　讨论
黄体功能不全的主要病理机制为早期黄体功能具有较差

的维持能力、黄体孕酮功能缺陷、卵泡缺乏良好的发育等，会降

低Ｅ２、Ｐ激素水平，从而促进先兆流产的发生［４］。同时，黄体功

能会在ＨＣＧ不足的情况下不足，增强子宫肌肉应激性［５］。子

宫内膜缺乏良好的准备或无法有效蜕膜化及对子宫安静状态

进行维持，或ＨＣＧ生物活性在受孕后降低、分泌模式发生变化，
所有这些均会造成Ｐ缺乏充足的分泌，从而促进早期流产的发
生［６］。现阶段，激素替代治疗是临床治疗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

兆流产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方法，临床已经肯定了ＨＣＧ的保胎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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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其作用机制主要为结合黄体细胞膜受体，将腺苷酸环化酶

激活，为黄体激素分泌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促进孕酮合成的

增加、黄体寿命的延长［７］。同时，其还能够将促胎盘功能作用

充分发挥出来［８］。此外，在滋养层表面，ＨＣＧ将极高的浓度形
成，能够将局部免疫抑制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从而在妊娠早期

阶段对早期胚胎进行保护，使其免受母体免疫攻击［９］。

多力玛属于一种１７α丙烯基１７β羟基４雌三醇，吸收
途径为口服，其保胎的机理主要为对内源性孕酮或其他甾体激

素的分泌进行刺激，同时，这些激素水平提升还能够对子宫局

部免疫活性进行抑制，途径是为血浆产生大量对淋巴细胞转化

进行抑制的物质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从而使胚胎受到母体免

疫攻击的现象进行有效的避免［１０１３］。此外，其还能够提升催产

素酶活性及浓度，促进孕妇体内催产素水平的降低，对前列腺

素刺激子宫的作用进行拮抗，从而对宫缩进行抑制，对妊娠进

行维持，并促进胎盘滋养叶细胞活性的增加，对胎盘分泌功能

进行刺激［１４］。从理论上来说，ＨＣＧ和多力玛一方面具有相同
的保胎作用机制，另一方面也具有不同的保胎作用机制［１５］。相

关医学研究表明［１６１８］，在黄体功能不全引起先兆流产的治疗

中，多力玛结合ＨＣＧ通过不同机制将治疗作用发挥出来，同时，
多力玛本身没有孕激素或雌激素活性，不会对胎儿的性器官发

育造成不良影响，安全性有保证。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

疗后６周、７周、８周、９周的 ＨＣＧ、Ｅ２、Ｐ水平均逐渐提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８周结合治疗组患者的 Ｐ
水平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４３％（５０／５３）显著高于单独
治疗组７３６％（３９／５３）（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２２６％（１２／５３）、１８９％（１０／５３）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总之，多力玛结合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黄体功能不全引

起先兆流产的疗效较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显著，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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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后壁桥式修补结合盆底筋膜缝合治疗阴道后壁
缺陷的临床疗效观察
姚艳　袁琳　刘琦　郑艳
华北石油总医院妇产科，河北 任丘 ０６２５５２

【摘要】　目的　分析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结合盆底筋膜缝合治疗阴道后壁缺陷的效果，以及对患者性生
活质量的影响，为改进后壁缺陷（阴道后壁脱垂）修补方法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选择２０１６年３
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华北石油总医院诊治的７０例阴道后壁缺陷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手术方式，将其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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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５例患者。观察组患者行阴道后壁桥式修补结合盆底筋膜缝合；对照组行传统阴道后
壁修补术。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采用彭强器官脱垂尿失禁患者性生活调查表

（ＰＩＳＱ１２）评估两组患者术前术后性生活质量，记录改善程度；随访１年，记录两组患者恢复情况、并发症发生
率和１年复发率。结果　①观察组患者手术用时、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患者，术中出血量少于对照组患者，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０００）。②术前和术后３个月，两组患者ＰＩＳＱ１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ＰＩＳＱ１评分差值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０）。③两组患者均出现损伤，但随
访期间愈合；两组术前便秘患者术后均有所改善且无严重便秘，对照组１例患者轻微尿失禁、阴道变短，观察组
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１年复发率（５７％、０％）低于对照组患者（２２９％、１１４％），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结论　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结合盆底筋膜缝合能够有效治疗阴道后壁缺陷，改善便秘等症状；
与传统术式相比，能够缩短手术用时，促进康复，减少并发症，降低１年复发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阴道后壁缺陷；阴道脱垂；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自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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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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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０００）．③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ｊｕｒｙ，ｂｕｔｈｅａｌ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ｂｏ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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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ｒｅｄｕｃ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１ｙｅａｒ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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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盆腔器官脱垂是盆底支持结构损伤、缺陷与功能障碍引起
的主要后果，是老年女性常见疾病。据悉，在６０岁及以上的女
性中，至少有１／４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盆腔器官脱垂，阴道壁缺
陷是常见盆腔器官脱垂类型，其中又以阴道后壁脱垂为主，该

病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康［１２］。近年来，临床医学工作者对

盆腔解剖结构缺陷手术治疗方法更加重视，意识到直肠阴道膈

缺陷或会阴体缺陷可以引起整个盆腔连接组织退化。传统阴

道前后壁修补仅仅是将膨出的阴道黏膜切除，对阴道直肠筋膜

进行修补，损伤较大，术中出血量较多，术后容易复发。阴道后

壁桥式缝合是澳大利亚研究者在１９９７年提出的术式，之后引进
我国并不断改良，自体组织桥式修补术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注，

在提高疗效、减少并发症上可能具有良好前景［３４］。目前，关于

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的研究较多，但少有联合间断式缝合或 Ｕ
字型缝合强化盆底筋膜的研究，对有关手术对患者性生活质量

的影响报道更少。本研究纳入的患者均为阴道后壁脱垂，部分

合并子宫脱垂或阴道前壁脱垂，旨在分析自体组织阴道后壁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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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缝合联合盆底筋膜缝合治疗阴道后壁缺陷的效果、术后并发

症发生情况，以及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与传统阴道后

壁修补术进行比较，希望能够为术式改进和疗效提高提供参

考。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术前盆腔检查确认为阴道后壁缺陷，阴道脱垂；

彭强器官脱垂定量（ＰＯＰＱ）分度为Ⅰ ～Ⅳ度［５］；术前可伴有不

同程度便秘；可以合并子宫脱垂或阴道前壁；年龄≥４０岁且≤
８０岁；符合手术指征；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精神疾病史；合并严重心、肝、肾、脑疾病；合并肿

瘤及盆腔其他严重病变；造血系统异常；未能完成１年随访；资
料缺失。

根据上述标准，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选择２０１６年３月至
２０１７年２月本院诊治的７０例阴道后壁缺陷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照不同手术方式，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５例患者。
观察组患者行阴道后壁桥式修补结合盆底筋膜缝合术；对照组

患者行传统阴道后壁修补术。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４０岁～７８
岁，年龄（６５６２±２３２）岁；≥７０岁８例，６０岁 ～６９岁２１例，＜
６０岁６例；孕次范围１～８次，孕次（３９８±０５２）次，产次范围１
～７次，产次（３１２±０４２）次；ＰＯＰＱ分度，Ⅰ度１０例，Ⅱ度２１
例，Ⅲ度２例，Ⅳ度２例；术前便秘１１例，其中１例需要手助排
便；合并阴道前壁膨出和（或）子宫脱垂的患者共１２例。对照
组患者：年龄范围４３岁～７５岁，年龄（６６３１±３０１）岁；≥７０岁
７例，６０岁～６９岁２３例，＜６０岁５例；孕次范围１～９次，孕次
（４０１±０２３）次，产次范围 １～８次，产次（３１４±０３９）次；
ＰＯＰＱ分度，Ⅰ度１２例，Ⅱ度１９例，Ⅲ度３例，Ⅳ度１例；术前
便秘１０例，其中１例需要手助排便；合并阴道前壁膨出和（或）
子宫脱垂的患者共１５例。两组患者基本情况比较，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获得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观察组患者行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　①于阴道外口后
连接皮肤黏膜交接位置做２ｃｍ切口，进行陈旧性裂伤修建整
理。②将２０ｍｌ氯化钠（０９％）注射液注入引导黏膜和直肠壁
间，若患者无高血压，则可使用加有３滴的去甲肾上腺素生理盐
水（１００ｍｌ）注入，形成阴道后壁“水垫”。③于阴道后穹隆顶点
与会阴之间做菱形切口，全层切开阴道黏膜，游离四周使囊袋

形成岛状。④电凝处理岛状表面黏膜组织直至其丧失分泌功
能，沿已经切开的阴道黏膜将囊袋顶端阴道壁、直肠旁间隙分

离至盆底筋膜组织，用可吸收肠线折叠缝合岛状阴道壁，形成

“桥”，用不可吸收线（４号）在“桥”两侧缝合“桥”和盆膈上颈
膜，缝合为间断式缝合或 Ｕ字型缝合，即分别缝合在直肠两侧
耻骨尾骨的肌筋膜上，从而强化阴道旁间隙处缺陷部位和盆底

筋膜；用丝线（４号）间断缝合切口，完成自体组织阴道后壁桥式
修补。⑤重建会阴。伴阴道前壁脱垂和子宫脱垂的处理方法同
对照组。

１２２　对照组患者行传统阴道后壁修补术　①向１００ｍｌ生理
盐水滴入４～５滴去甲肾上腺素，混合后注入到阴道后壁黏膜下
形成“水垫”。②于阴道外口后连接皮肤黏膜交接处切开长
２ｃｍ的切口，对陈旧性裂伤进行修建整理。将阴道后壁顶点处

切开，沿膨出阴道壁中央线做阴道黏膜游离处理和多余黏膜组

织的切除处理。③用鼠齿钳将两侧小阴唇后皮肤与黏膜交界处
钳起，２个鼠齿钳向中线合拢，当阴道口大小能够通过２指时，在
２个鼠齿钳之间将皮肤黏膜交界处切开，行阴道后壁黏膜层锐性
和钝性分离并切除多余后壁，行阴道后壁黏膜切缘纵形连续套索

式缝合，缝合线为０号可吸收线。④将引导后壁黏膜层分离，使
两侧肛提肌充分暴露，行提肛肌“８”字缝合，缝合线为１０号丝线，
仅缝合１针，对皮肤切缘采用纵形间断缝合以形成新的会阴体，
缝合线为１号丝线。伴有阴道前壁脱垂者同时行阴道前壁修补
术，伴有子宫脱垂者先经阴道行部分子宫切除术。

１２３　术后处理　两组患者均在阴道填充碘纺纱条压迫止血，
２４ｈ后取出，４８ｈ后留置尿管，术后４ｄ将尿管拔出，术后３～５ｄ
给予抗生素，术后食用３ｄ无渣饮食，术后４ｄ晚上给予缓泻剂口
服，排出大便后在术后第５ｄ将会阴缝线拆除，观察排尿情况，此
后给予１个月补佳乐口服，３个月内不性交和体力劳动，指导腹
压控制。

１３　观察指标
随访１年，出现脱垂为复发。记录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

术用时、住院时间；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和复发

率；比较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其中，性生活质量评分采用

彭强器官脱垂尿失禁患者性生活调查表（ＰＩＳＱ１２）进行，共有
１２个问题，包括性欲、性唤起、性高潮能力、性交通、行满意度、
性生活时出现失禁症状、脱垂限制性生活等，总分４８分，分值越
高性生活质量越好［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

计量资料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两对比采用ｔ检验，≥３组数据
比较采用Ｆ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采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用时和住院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患者，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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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用时、术中出血量和住院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用时（ｈ） 术中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观察组 ３５ １２６±０３２ １０５０±３５２ ６１１±０４２

对照组 ３５ １７５±０４２ ３５３２±２１０ ７１０±０５６

ｔ值 ５４９ ３５８２ ８３７

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性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术前 ＰＩＳＱ１２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３个月，观察组患者ＰＩＳＱ１２评分与对照组比较，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
月ＰＩＳＱ１２评分之差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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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３个月ＰＩＳＱ１量表评分
及差值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３个月 差值

观察组 ３５ ２８５６±４９２ ３６６８±７１５ ８３１±１５２

对照组 ３５ ３０２３±６１２ ３３７２±６３５ ３５１±０２３

ｔ值 １２６ １８３ １８４７

Ｐ值 ０２１２６ ００７１４ ０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和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手术顺利、愈合良好，个别伴有损伤，术后５ｄ彩

超查残余尿正常，能够预期出院；术后３个月性生活无主诉性交
痛，术后随访１年无阴道脱垂、狭窄等不适，无复发。对照组患
者出现阴道变短、损伤、轻微尿失禁、性交痛，术后１年有４例患
者出现脱垂再行生物补片修补后治愈，术后２个月检查出阴道
变短的患者在术后１年复查时明显改善。同时，两组术前有便
秘症状的患者术后均有不同程度改善，大便为条形，无严重便

秘，所有损伤均在复查中发现恢复。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中１年无复发，对照组患者中１年有４例复发，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和复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道变短 直肠损伤 直肠阴道瘘 膀胱损伤 膀胱阴道瘘 轻微尿失禁 性交痛 并发症发生率 １年复发率

观察组 ３５ ０（０）　 １（２９） ０（０）　 ０（０）　 １（２９） ０（０）　 ０（０） ２（５７）　 ０（０）　

对照组 ３５ １（２９） ２（５７） １（２９） １（２９） ２（５７） １（２９） １（０） ９（２５７） ４（１１４）

χ２值 — — — — — — — ５２１ ４１８

Ｐ值 — — — — — — — ００２２５ ００４０９

#

　讨论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主要包括压力性尿失禁、盆底脏

器脱垂、性功能障碍、盆腔痛、粪失禁等。临床中最常见、目前研

究最多的是盆腔脏器脱垂，其中又以阴道后壁脱垂多见，患者

经常有子宫脱垂、阴道前壁脱垂现象。阴道壁脱垂是阴道壁缺

陷，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极大负面影响［７８］。传统阴道后壁修

补术弊病较多，容易复发，难以获得满意效果，自体阴道后壁桥

式修补术近年来应用较多，本研究分析其联合盆底筋膜缝合治

疗阴道后壁缺陷（脱垂）效果，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３１　阴道后壁桥式修补结合盆底筋膜缝合对患者病情、复发率
和并发症的影响

　　传统阴道后壁修补术即直肠阴道筋膜加固缝合。从现代
解剖学来说，传统的阴道后壁修补术尚未修补盆底的解剖结构

缺陷，达不到重建盆底结构的目的，因此术后阴道后壁脱垂复

发率可达１０％～５０％［９１０］。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１年复发率
为１１４％。阴道后壁桥式缝合引入国内后由北京协和医院改
进，将正方形切口改为倒三角，之后又进一步改为菱形切口，取

得了良好效果。手术充分利用自体组织和纵向缝合法进行直

肠阴道筋膜和脱垂阴道壁组织加固，对岛状阴道壁折叠纵向缝

合使薄弱的阴道后壁成为“桥”状，通过横向加固和上提脱垂阴

道壁及直肠前突出组织，并用Ｕ字或间断缝合在直肠两侧肛提
肌耻骨尾骨筋膜上，完成支撑和加固作用，使盆底筋膜张力得

到提高，对会阴加固则提高了其支撑力［１１１２］。因此，这一术式

真正体现了重建盆底支撑结构的观念，缓解了盆底功能障碍引

起的便秘症状，同时有效预防了术后复发脱垂。本研究中，观察

组无１例患者发生１年后脱垂，与对照组患者复发率比较，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利用患者
粘膜组织不改变其正常解剖位置，具有良好弹性、自然张力和

组织相同性的特点完成修复，具有手术范围小、时间短、创伤小、

术后感染机会少等优势，有效减少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１３１４］。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Ｗｅｌｋ等［１５］的研究指出，与直肠

阴道筋膜加固缝合术相比，自体阴道后壁桥式修补能够有效减

少膀胱、直肠等处损伤和瘘的出现，并发症发生率为６８％。这
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３２　阴道后壁桥式修补结合盆底筋膜缝合术对患者性生活质
量的影响

　　阴道后壁脱垂不仅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对其性功能也有负
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性高潮时失禁、性交痛等症状，导致患者性

生活质量下降［１６］。修补术完成了局部重建，能够缓解临床症

状，但并不能确保术后性功能取得最佳效果［１７１８］。ＰＩＳＱ１２量
表是目前用于阴道修补术后患者性功能评估的重要工具，具有

高效度和高信度，应用较广。本研究发现，两组患者术前 ＰＩＳＱ
１２评分和术后３个月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分值均有所提高，这提示２种术式均改善了患者性生
活质量；同时，观察组患者术后３个月和术前分差高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提示阴道后壁桥式修
补结合盆底筋膜缝合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改善更加明显。考虑

这是因为该术式更好地解决了性生活漏尿的问题，显著降低了

失禁和脱垂对性生活的干扰，缓解了患者对性生活的负面情

绪［１９２０］。此外，本研究中对照组出现１例性交痛，这提示传统
手术后患者仍然可能存在性交痛而影响性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阴道后壁桥式修补术结合盆底筋膜缝合能够有

效治疗阴道后壁缺陷，改善便秘等症状；能够缩短手术用时，促

进康复，减少并发症，降低１年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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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不孕症患者性激素水平检测的临床价值
杜丽伟１　杜倩２　苑述政３

１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医学检验中心，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检验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１９
２菏泽市中医医院重症监护室，山东 菏泽 ２７４０００
３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要】　目的　观察不孕症患者性激素水平检测的临床价值。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
５月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６０例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疾病类型将其分为原发性不孕组和
继发性不孕组，每组３０例患者；同时，选取来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健院进行健康体检的３０例已育女性作为
正常对照组：对三组人员的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
者的血清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孕酮（Ｐ）、睾酮（Ｔ）和雌二醇（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
照组（均Ｐ＜００５），血清泌乳素（ＰＲＬ）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同时，原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ＰＲＬ水平显著高于继发性不孕组（Ｐ＜００５）。卵泡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ＦＳＨ、Ｔ和
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成员（均 Ｐ＜００５），血清 ＰＲＬ、Ｐ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成员（均 Ｐ＜
００５）。排卵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ＬＨ、ＦＳＨ、Ｔ、Ｐ和 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均Ｐ＜００５）。黄体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ＬＨ、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
（均Ｐ＜００５），血清Ｐ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检测不孕症患者性激素水平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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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较高的临床价值，能够为临床诊断不孕症提供依据，并有效鉴别诊断原发性不孕与继发性不孕及其所处

时期。

【关键词】　不孕症；性激素水平；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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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临床不孕症诊断提供有效依据，从而为治疗争取最
佳时机，本研究观察了检测不孕症患者性激素水平的临床价

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深圳市罗湖区妇幼保
健院诊治的６０例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患者
均为育龄期女性且已婚，均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和配偶同居２
年以上仍然没有受孕，配偶均具有正常的生殖能力。排除标准：

将先天性生理缺陷等引发的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发

育不良等因素引发的不孕症、口服对体内激素水平造成不良影

响的药物或饮料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疾病类型将６０例患者
分为原发性不孕组和继发性不孕组，每组３０例患者。原发性不
孕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４岁，年龄（２９３±３５）岁；体重范
围４６～６６ｋｇ，体重（５６４±５６）ｋｇ；月经状况方面，２１例患者月
经紊乱，９例患者月经正常。继发性不孕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６
岁～３４岁，年龄（３０３±３４）岁；体重范围４７～６６ｋｇ，体重（５７２
±５８）ｋｇ；月经状况方面，２０例患者月经紊乱，１０例患者月经正
常。同时，选取同期来我院进行健康体检的３０例已育女性作为
正常对照组，其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５岁，年龄（２９６±３７）岁；体

重范围４６～６７ｋｇ，体重（５６８±５８）ｋｇ；月经状况方面，０例患者
月经紊乱，３０例患者月经正常。三组人员除了月经状况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之外，其他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１２　检测方法
清晨抽取三组人员每人５ｍｌ空腹静脉血，不对其进行抗凝，

静置将血清分离出来，在８０℃的冰箱中放置集中保存。完成收
集标本的任务后，检测血清促卵泡生成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
（ＬＨ）、泌乳素（ＰＲＬ）、孕酮（Ｐ）、睾酮（Ｔ）、雌二醇（Ｅ２）等性激
素６项指标，操作过程中严格依据试剂盒说明。依据三组人员
抽血时的生理期分别将其水平详细记录下来。

１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三组人员

的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等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 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三组人员一般资料比较

除去月经状况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外，三组人
员其他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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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人员一般资料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体重（ｋｇ）
月经状况

月经紊乱 月经正常

原发性不孕组 ３０ ２９３±３５ ５６４±５６ ２１（７００）ｂ ９（３００）ｂ

继发性不孕组 ３０ ３０３±３４ ５７２±５８ ２０（６６７）ｂ １０（３３３）ｂ

正常对照组 ３０ ２９６±３７ ５６８±５８ ０（０）ａ　 ３０（１００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继发性不孕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人员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比较
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Ｔ、Ｅ２

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血清 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原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ＰＲＬ水平显著高于继发性不孕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Ｔ、Ｅ２水平之间的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人员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Ｐ（ｎ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原发性不孕组 ４４±１３ｂ ７０±２１ｂ ５０１２±１６６２ａｂ ３６±２２ｂ ０１６±００５ｂ ５５４±４９ｂ

继发性不孕组 ４０±１５ｂ ７１±２０ｂ ４３２９±１３１３ｂ ３４±１０ｂ ０２０±００６ｂ ５４７±４０ｂ

正常对照组　 ９３±２８ １０８±２１ ３５４３±１００８ａ ８３±１５ ０４２±０１２ １１０２±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继发性不孕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三组人员不同生理期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比较
卵泡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ＦＳＨ、Ｔ、

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血清ＰＲＬ、Ｐ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三组人员的血清ＬＨ
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排卵期，原发
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ＬＨ、ＦＳＨ、Ｔ、Ｐ、Ｅ２水平均
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但三组人员的血清 ＰＲＬ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黄体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
血清ＬＨ、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血清 Ｐ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三组人员的血
清ＦＳＨ、Ｔ、Ｅ２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卵泡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 ＦＳＨ、ＬＨ、
ＰＲＬ、Ｐ、Ｔ、Ｅ２水平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三组人员不同生理期的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生理期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ＬＨ（ｍＩＵ／ｍｌ） ＰＲＬ（ｎｇ／ｍｌ）

原发性不孕组 卵泡期 ３７±１２ａ ４３±１３ ４６７１±１３１３ｂ

排卵期 ３７±１２ａ ７６±１９ｂ ４０９７±１０９３

黄体期 ３８±１２ ７０±１３ｂ ５４９３±１６３３ｂ

继发性不孕组 卵泡期 ４４±１１ｂ ４３±１２ ４６４３±１０７５ｂ

排卵期 ４０±１３ｂ ７６±１５ｂ ４１０１±１０３６

黄体期 ４０±１２ ７０±１２ｂ ５５０３±１５９６ｂ

正常对照组　 卵泡期 ６０±１５ ４２±１１ ３０６８±１００１

排卵期 １１０±３０ ２９０±４２ ４０００±６７１

黄体期 ４０±１１ ２３±０７ ３５７２±１０３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继发性不孕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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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三组人员不同生理期的血清性激素６项指标水平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生理期 Ｐ（ｎｇ／ｍｌ） Ｔ（ｎｇ／ｍｌ） Ｅ２（ｐｇ／ｍｌ）

原发性不孕组 卵泡期 ２７±０８ａ ０１８±００５ａ ３３２±１０８ａ

排卵期 １９±０６ａ ０２８±００７ａ ７１９±１７０ａ

黄体期 ８１±２９ａ ０２２±００６ ９１３±１６９

继发性不孕组 卵泡期 ２７±０８ａ ０２０±００６ａ ３４２±１０９ａ

排卵期 １９±０６ａ ０２７±００８ａ ７２３±１６３ａ

黄体期 ８１±７０ａ ０２４±００７ ９００±１００

正常对照组　 卵泡期 １７±０４ ０４３±０１０ ６６２±１３５

排卵期 ２８±０８ ０４０±０１０ １７０２±３９９

黄体期 １４２±２５ ０３２±００８ ９００±１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近年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日益提升，在全球范围内达到了

９％，其中３８％为女性不孕症患者［１］。女性不孕症指育龄期妇女

末次妊娠后或婚后在没有避孕的情况下和配偶同居２年以上仍
然没有受孕，而配偶具有正常的生殖能力［２］。在育龄妇女中，女

性不孕症患者较为常见，达到了１０％ ～１４％左右的发病率［３］。

生育能力受到不良影响，一方面将巨大的心理压力带给了患者，

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姻的和谐。有关医学研究表

明［４］，许多因素均会引发女性不孕症，如生殖器官病变、免疫功能

缺陷、基因遗传等，其中主要为内分泌因素。近年来，其所占比例

日益提升［５］。由于在女性不孕症中，内分泌因素占有极为重要的

地位，因此，女性不孕症及其内分泌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６１０］。

目前，国内较少有女性不孕症和血清性激素水平的相关性研究报

道［１１１５］。本研究结果表明，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

血清ＦＳＨ、ＬＨ、Ｐ、Ｔ和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血清
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而原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
清ＰＲＬ水平又显著高于继发性不孕组患者。卵泡期，原发性不
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ＦＳＨ、Ｔ、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
对照组患者；血清ＰＲＬ、Ｐ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者。排
卵期，原发性不孕组、继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ＬＨ、ＦＳＨ、Ｔ、Ｐ和
Ｅ２水平均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黄体期，原发性不孕组、继
发性不孕组患者的血清ＬＨ、ＰＲＬ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患
者；血清Ｐ水平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患者，发生这一现象的原因
为在内分泌紊乱的情况下，女性体内性激素水平有所改变，极易

引发不孕。因此，对血清性激素水平进行检测能够有效地服务于

临床女性不孕症的诊断工作［１６１８］。

总之，检测不孕症患者性激素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应当给予充分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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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对比单纯乳房发育女童垂体
发育及性激素表达临床差异性分析
刘珍珍１　徐露莲１　蒋莉１　王喜平１　顾克凤１　徐旭１△　徐冬连２

１无锡市儿童医院内分泌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２３
２江苏省人民医院妇产科，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目的　分析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ＣＰＰ）对比单纯乳房发育（ＰＴ）女童垂体发育及性激素表达
临床差异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无锡市儿童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诊治的乳房增大
患儿１０２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性早熟诊疗指南》内诊断标准将其分成ＩＣＰＰ组与ＰＴ组，其中 ＩＣＰＰ组５２
例，ＰＴ组５０例。同时选取同期在无锡市儿童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体检的健康女童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对
比患儿青春发育情况、血清激素指标水平、ＭＲＩ检测患儿垂体高度、垂体形态等状况。结果　５２例 ＩＣＰＰ患
儿中乳房发育（均按照Ｔａｎｎｅｒ分期标准）Ｂ２期６例、Ｂ３期３４例、Ｂ４期８例、Ｂ５期４例，阴毛发育ＰＨⅠ期１０
例、ＰＨⅡ期２９例、ＰＨⅢ期９例、ＰＨⅣ期４例，月经来潮１３例，患儿子宫卵巢Ｂ超显示子宫容积变大３７例，卵
巢发育３４例，患儿骨龄（８４２±１２９）岁；５０例ＰＴ患儿乳房发育Ｂ２期２９例、Ｂ３期２１例，无月经来潮和阴毛
萌出者，患儿子宫卵巢Ｂ超显示子宫容积增大９例，卵巢发育７例，患儿骨龄（７２９±１２２）岁。三组对象血
清Ｅ２水平、ＬＨ峰值、ＬＨ基础值和ＬＨ峰值／ＦＳＨ峰值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ＩＣＰＰ组各
项指标均高于ＰＴ组；ＬＨ峰值／ＦＳＨ峰值高于０６０、ＬＨ峰值高于５１０ｍＩＵ／ｍｌ时，诊断 ＩＣＰＰ与 ＰＴ特异度是
９９１０％，敏感度是９８２１％；ＩＣＰＰ组患儿垂体高度和垂体形态Ⅳ至Ⅴ级比ＰＴ组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结论　ＩＣＰＰ患儿血清性激素水平及垂体高度和垂体形态高于ＰＴ患儿。

【关键词】　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单纯乳房发育；临床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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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８岁之前出现第二性征的女童定义为性早熟，单纯乳房早
发育（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ｌａｒｃｈｅ，ＰＴ）为８岁之前乳房有发育无其他第
二性征成熟体征出现的情况，如果出现在２岁以内，则一般与小
青春期有联系，可能为下丘脑性腺轴位于生理性的活跃状
况［１２］。特发性中枢性性早熟（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ｐｒｅｃｏｃｉｏｕｓｐｕ
ｂｅｒｔｙ，ＩＣＰＰ）为下丘脑至垂体至性腺轴能力提前释放造成中枢
性的性早熟，临床表征为性器官、性腺和第二性征都提前出现

发育状况。性早熟对临床患儿危害很大，早期发生青春期的第

二性征，易对患儿性心理和智力形成严重影响，进而引发一些

社会问题。ＰＴ和ＩＣＰＰ在临床处理上差异比较大，需要仔细鉴
别［３４］。因此，本文通过分析 ＩＣＰＰ与 ＰＴ患儿性激素表达与垂
体发育差异性，为此类患儿的鉴别提供临床诊疗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无锡市儿童医院和江苏
省人民医院诊治的乳房增大患儿１０２例作为研究对象。依据
《性早熟诊疗指南》［５］诊断准则将其分成ＰＴ组与ＩＣＰＰ组，其中
ＰＴ组５０例，年龄（６１４±０４８）岁，ＩＣＰＰ组５２例，年龄（６４７±
０３９）岁；同时选取同期在无锡市儿童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
体检健康女童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年龄（６５３±０６７）岁；三组研
究对象年龄等临床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无锡市儿童医院和江苏省人民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患儿家属知情并同意。

１２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范围２岁 ～８岁，临床确诊乳房增大患儿；

排除标准：性腺、肾上腺、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及生殖细胞瘤等引

发外周性的性早熟，ＭｃＣｕｎｅＡｌｂｒｉｇｈｔ综合征及医源性或外源性
甾体类的激素接触，咖啡牛奶斑患儿。

１３　研究方法
①免疫化学发光法检测三组对象血清雌二醇（Ｅ２）、卵泡刺

激素（ＦＳＨ）和黄体生成素（ＬＨ）含量。②行ＧｎＲＨ激发实验，曲

普瑞林（厂家 ：ＦｅｒｒｉｎｇＧｍｂＨ，药准字号：Ｈ２０１４０１２３）２５μｇ／ｋｇ
皮下注射，在注射３０分钟、６０分钟、９０分钟和１２０分钟后，检测
血清ＦＨＳ和ＬＨ值，察看其动态改变状况、比较三组对象血清激
素含量和ＲＯＣ面积，对各指标的最佳诊断点进行确定。③ＰＴ
和ＩＣＰＰ组患儿行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检测，仪器为 ＡｅｒａＸＱ１５Ｔ
扫描仪（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头颅鞍区扫描，八通道头颅

线圈，对矢状面的垂体高径测量。依据 Ｅｌｓｔｅｒ法对垂体形态进
行分级，垂体上缘显著凹陷为Ⅰ级，垂体上缘稍微凹陷为Ⅱ级，
垂体上缘平坦为Ⅲ级，垂体上缘稍微凸出为Ⅳ级，垂体上缘显
著凸出为Ⅴ级。
１４　观察指标

①观察患儿青春发育情况、血清激素指标水平状况；②ＭＲＩ
检测患儿垂体高度与垂体形态状况。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百分比表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
分析，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对患儿行 ＲＯＣ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ＰＴ与ＩＣＰＰ组患儿临床表征
５２例ＩＣＰＰ组患儿中乳房发育 Ｂ２期６例、Ｂ３期３４例、Ｂ４

期８例、Ｂ５期４例，阴毛发育Ⅰ期１０例、Ⅱ期２９例、Ⅲ期９例、
Ⅳ期４例，月经来潮１３例，患儿腹部彩超显示子宫容积变大３７
例，卵巢发育３４例，骨龄（８４２±１２９）岁。５０例 ＰＴ组患儿乳
房发育Ｂ２期２９例，Ｂ３期２１例，无月经来潮和阴毛萌出者，患
儿子宫卵巢Ｂ超显示子宫容积增大９例，卵巢发育７例，骨龄
（７２９±１２２）岁。
２２　三患儿对象血清激素含量状况

三组对象血清 Ｅ２水平、ＬＨ峰值、ＬＨ基础值和 ＬＨ峰值／

ＦＳＨ峰值对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ＩＣＰＰ各项
指标均高于ＰＴ组。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儿对象血清激素含量状况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Ｅ２（ｐｇ／ｍｌ） ＬＨ峰值（ｍＩＵ／ｍｌ） ＬＨ基础值（ｍＩＵ／ｍｌ） ＬＨ峰值／ＦＳＨ峰值

ＰＴ组 ５０ ２１０８±２７９ａ ２５５±０２４ａ ００８±００２ａ ０２３±００６ａ

ＩＣＰＰ组 ５２ ２６８１±３５２ １２９０±２０５ ０３１±００９ １０１±０１８

对照组 ５０ １４０６±２１７ — ００５±００１ —

Ｆ值 １１８０３ １３６９４ １２１６２ １１７９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ＩＣＰＰ组与ＰＴ组对比，Ｐ＜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１０５　　·

２３　ＩＣＰＰ组患儿和ＰＴ组患儿最佳诊断价值
ＬＨ峰值／ＦＳＨ峰值高于 ０６０、ＬＨ峰值高于 ５１０ｍＩＵ／ｍｌ

时，诊断 ＩＣＰＰ与 ＰＴ特异度是９９１０％，敏感度是９８２１％。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ＩＣＰＰ组患儿和ＰＴ组患儿最佳诊断价值

　　项目
ＬＨ峰值／
ＦＳＨ峰值

ＬＨ基础值
（ｍＩＵ／ｍｌ）

ＬＨ峰值
（ｍＩＵ／ｍｌ）

Ｅ２
（ｐｇ／ｍｌ）

最大约登指数 ０９７４ ０３７４ ０８８１ ０２２８

ＡＵＣ １００１ ０７４８ ０９８１ ０６２８

诊断切点值 ０６０ ０２５ ５１０ ３１８０

特异度（％） ９９１０ ７５０４ ９０７５ ８２３９

敏感度（％） ９８２１ ６２４０ ９７３２ ４０４１

２４　ＰＴ和ＩＣＰＰ组患儿垂体高度与垂体形态状况
ＩＣＰＰ组患儿垂体高度和垂体形态Ⅳ至Ⅴ级比 ＰＴ组患儿

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ＰＴ组患儿和ＩＣＰＰ组患儿垂体高度与
垂体形态状况对比［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垂体高度

（ｍｍ）

垂体形态

Ⅰ至Ⅲ级 Ⅳ至Ⅴ级

ＰＴ组　 ５０ ４２９±０３５ ４３（８６０） ７（１４０）

ＩＣＰＰ组 ５２ ５２０±０９７ ９（１７３１） ４３（８２６９）

ｔ／χ２值 １０４９０ １３１８４ １２０６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临床 ＰＴ初始患儿一般无需治疗，但要紧密随访，而临床

ＩＣＰＰ患儿则可通过促性腺激素的释放激素来治疗。所以，若８
岁前女童有乳房发育现状则要对其进行 ＰＴ和 ＩＣＰＰ鉴别诊
断［６７］。仅依靠骨龄与超声检测并不能确诊 ＩＣＰＰ，多数要进行
内分泌激素、骨龄、子宫卵巢超声和垂体ＭＲＩ检测等［８］。

本研究显示，ＩＣＰＰ、ＰＴ患儿在血清 ＬＨ、Ｅ２等含量方面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和国内相关研究一致。ＩＣＰＰ为中枢性性早
熟变异，为下丘脑的垂体性腺轴提前被激活而产生的，而 ＰＴ患
儿不全为自限性病变，和 ＩＣＰＰ进行性的发展不同，多数 ＰＴ患
儿其乳房发育会自行消退［９１１］。但也有相关研究显示，大约有

１６０％ＰＴ患儿可能会转化成 ＩＣＰＰ，年龄会影响到患儿转化率，
患儿在２岁以后其转化发生率明显增加。年龄对 ＩＣＰＰ患儿也
有较大影响，一般年龄越大，其诊断 ＩＣＰＰ可能性就越大。临床
诊断ＰＴ“金标准”为 ＧｎＲＨ激发试验，用以将 ＩＣＰＰ与非 ＧｎＲＨ
依赖性的性早熟区分，正常女童或 ＩＣＰＰ患儿表征是 ＬＨ答应，
ＰＴ患儿多表征是ＦＳＨ数值上升答应［１２１５］。本研究显示，ＬＨ峰
值／ＦＳＨ峰值高于０６０、ＬＨ峰值高于５１０ｍＩＵ／ｍｌ时，诊断ＩＣＰＰ
与ＰＴ特异度是９９１０％，敏感度是９８２１％，和国内相关研究一
致，由此说明基础数值对ＧｎＲＨ激发试验有预判定价值，而且操
作比较简单，便于在临床广泛应用。患儿内分泌功能和脑垂体

形态发育一致，同时和其第二性征、性器官等也一致。本文ＭＲＩ
检测结果显示，ＰＴ患儿垂体形态比较平坦，且多数为Ⅲ级以下，
与正常女童垂体表征接近，ＩＣＰＰ组患儿垂体高度和垂体形态Ⅳ
至Ⅴ级比ＰＴ组，说明上缘隆起Ⅳ级以上且垂体较高时对特发
性的性早熟诊断参考价值比较高。儿童垂体形态大小由新生儿

至青少年其变化随着年龄增大产生，相关研究显示，２个月以内
婴儿其下丘脑垂体性腺轴活跃，婴儿机体雌激素含量高，垂体形

态表征饱满；在婴儿两个月以后，ＧｎＲＨ受中枢神经抑制影响，
垂体所产生促性腺激素变少，其垂体上缘扁平，之后的儿童期垂

体形态好信号强度均改变较小，为缓慢的线性增加；当机体处于

青春期，雌激素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反馈影响与中枢神经抑制

影响下降，下丘脑 ＧＲｎＨ分泌被激活，刺激垂体发育加快，同时
产生促性腺激素含量升高［１６１８］，值得临床给予关注。综上所

述，ＩＣＰＰ患儿血清性激素水平及垂体高度和垂体形态高于 ＰＴ
患儿。ＩＣＰＰ与ＰＴ患儿性激素表达与垂体发育差异性，可以为
此类患儿的鉴别提供临床诊疗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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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浙江省区域专病中心建设专科项目（２０１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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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不同方案行早孕药物
流产的疗效
孙波娜１△　孙富艳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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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不同方案行早孕药物流产的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
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诊治的自愿要求终止妊娠早孕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入
院顺序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实施对比研究，每组６０例，对照组给予米非司酮一次顿服治疗方案，先给予患者
顿服米非司酮，每次２５ｍｇ，每日３次，连续服用３ｄ，并在用药１ｄ后联合服用米索前列醇３片，０２ｍｇ／片。观
察组给予米非司酮分次服用方案，首先给予患者清晨空腹情况下服用米非司酮，每次５０ｍｇ，每日３次。服药
后观察８ｈ～１２ｈ，并禁食２ｈ，之后指导患者于空腹情况下服用米非司酮２５ｍｇ。用药第二天，给予患者口服
米非司酮 ，每次２５ｍｇ，早晚各服用１次。用药第３ｄ，早晨空腹情况下，服用２５ｍｇ米非司酮 。服药１ｈ后，给
予患者服用米索前列醇３片０２ｍｇ／片。观察２组患者的完全流产率、用药后阴道开始流血时间与开始宫缩
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等实验数据。结果　观察组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３３３％，显著高于对照组的８３３３％，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用药后观察组患者阴道开始流血时间与开始宫缩时间分别为（２８１２±
５１３）ｈ、（２９１２±３２５）ｈ，均显著短于对照组的（３１１２±５３５）ｈ、（３１１５±２０３）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用药后均出现一定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腹泻等，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６７％，高于
观察组的５００％，但组间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均 Ｐ＞００５）。结论　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行早孕药
物流产过程中，两种药物联合应用可发挥出理想的协同效果，且米非司酮分次服用可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起效时间更短，完全流产率更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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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终止早孕的处理中，药物流产是一种应用较多的方
式［１］。具体的治疗中，米非司酮和米索前列醇两种药物的应用

较多，为获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大多选择对二者予以配伍应

用［２］。具体的应用中，可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本次研究对不

同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方案下的早孕药物流产效果进行

观察和对比分析，以期为早孕药物流产的治疗方案选择和制定

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诊

治的自愿要求终止妊娠早孕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所有患者均具有清晰的意识、正常的理解能力，均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将有意识障碍、精神及心理疾病、

无法配合研究等患者排除在外。患者年龄范围１８岁 ～３０岁，
中位年龄２５岁。对２组患者的平均年龄、平均孕囊直径等一般
资料进行统计与组间对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备临床研究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宁波市镇海龙赛医院伦委

会许可。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统计与组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停经时间

（天）

孕囊直径

（ｍｍ）
孕次

（次）

体质指数

（ｋｇ／ｍ２）

对照组 ６０ ２５１２±１１５ ４０１２±２３１ １１８５±１０２ １５２±０２１ ２３８１±１２１

观察组 ６０ ２６１２±１１４ ４００２±２１５ １１９４±１０３ １６０±０１５ ２３７２±１１４

统计值 １０２１ ０８９４ ０６６７ １０２３ ０８９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给予米非司酮一次顿服治疗方案，先给予患者顿服

米非司酮（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３５５１，生产单位：湖北葛店
人福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每次２５ｍｇ，每日３次，连续服用３ｄ，
并在用药 １ｄ后联合服用米索前列醇（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９４１３６，生产单位：上海新华联制药有限公司）３片，０２ｍｇ／
片［３］。观察组给予米非司酮分次服用方案，首先给予患者清晨

空腹情况下服用米非司酮，每次５０ｍｇ，每日３次。服药后观察８
～１２ｈ，并禁食２ｈ，之后指导患者于空腹情况下服用米非司酮
２５ｍｇ。用药第二天，给予患者口服米非司酮 ，每次２５ｍｇ，早晚
各服用１次。用药第３ｄ，早晨空腹情况下，服用２５ｍｇ米非司酮
。服药１ｈ后，给予患者服用米索前列醇３片０２ｍｇ／片［４］。观

察２组患者的完全流产率［５］、用药后阴道开始流血时间与开始

宫缩时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等实验数据。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数据分析统一使用ＳＰＳＳ１９００软件，独立样本 ｔ检验和卡

方检验处理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计量资料的表示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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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流产效果统计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３３３％，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者的８３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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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流产效果统计比较

组别 例数 完全流产 不全流产 失败 完全流产率

对照组 ６０ ５０ １０ ０ ８３３３

观察组 ６０ ５６ ４ ０ ９３３３

统计值 — — — ５９８５

Ｐ值 — — — ＜００５

２２　不同的治疗方案下两组药物起效情况统计比较
不同的治疗方案下观察两组患者的药物起效情况，可得用药

后观察组患者阴道开始流血时间与开始宫缩时间均显著短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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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治疗方案下两组药物起效情况统计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ｈ）

组别 例数 阴道开始流血时间 开始宫缩时间

对照组 ６０ ３１１２±５３５ ３１１５±２０３

观察组 ６０ ２８１２±５１３ ２９１２±３２５

统计值 ６１２１ ５９９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统计与组间对比
两组患者用药后均出现一定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腹泻

等，对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６６７％，高于观察组患者
的５００％，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判定与总有效率统计与组间比较

组别 例数
恶心

（例）

腹泻

（例）

呕吐

（例）

发热

（例）

总有效率

（％）

对照组 ６０ ２ １ １ ０ ６６７

观察组 ６０ １ １ ０ １ ５００

统计值 — — — — ５２３７

Ｐ值 — — — — ＜００５

#

　讨论
目前，临床针对早孕妇女避孕失败后终止早期妊娠的处理

中，药物流产是一种相对安全、有效的补救措施，在临床的应用

十分广泛［６７］。

具体的治疗中，米非司酮是一种常用的药物。该药具有特

殊的甾体结构，是一种新型的抗孕激素，在进入机体之后，可以

与糖皮质激素受体以及孕酮受体发生紧密的结合［８］。另外，米

索前列醇的应用也十分广泛［９］。在进入人体之后，米索前列醇

可以对宫底收缩产生有效的刺激作用，达到有效松弛肌肉的效

果［１０］。同时，还可以对宫颈予以软化和扩张［１１］。为获得更好

的药物流产效果，可将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进行使用，以

获得更好的协同作用，促进妊娠物的排出［１２１３］。以往李秋梅等

学者［１４］通过对比研究发现，临床在对瘢痕子宫中期患者实施妊

娠引产的过程中，与利凡诺羊膜腔注射治疗进行比较，口服米

非司酮及米索前列醇治疗的效果更为显著，可以获得更好促进

宫颈软化效果，并有效降低患者的临床疼痛感。在具体的治疗

中，在药物配伍应用方面，可选择不同的方案，包括米非司酮顿

服或者分次服用等［１５］。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３３３％，显著
高于对照组的８３３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用药
后观察组患者阴道开始流血时间与开始宫缩时间分别为

（２８１２±５１３）ｈ、（２９１２±３２５）ｈ，均显著短于对照组的
（３１１２±５３５）ｈ、（３１１５±２０３）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上述结果可以显示出，在利用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
醇实施早孕药物流产的过程中，两种药物联合应用模式下，可以

获得理想的临床效果，且采用米非司酮分次服用的治疗方案可以

获得更好的效果，起效时间更短，完全流产率更高［１６１７］。本次研

究结果还显示，两组用药后均出现一定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腹

泻等，对照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６６７％，高于观察组的
５００％，但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即表明，临床针对早孕患者
实施药物流产的过程中，使用不同的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醇方

案进行治疗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且米非司酮分次服用治疗方案

的不良反应更为轻微，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可行性［１８］。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研究可以发现，米非司酮配伍米索前列

醇行早孕药物流产过程中，米非司酮分次服用可获得更好的治

疗效果，起效时间更短，完全流产率更高，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

效果确切，故值得临床广泛应用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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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容受性分子标记物的研究进展
李楠　林忠△

柳州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广西 柳州 ５４５００１

【摘要】　研究显示，白血病抑制因子（ｌｅｕｋｅｍｉａ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ＬＩＦ）、白介素１（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１，ＩＬ１）、胰
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ＧＦ）、前列腺素（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ＰＧ）、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ＭＭＰｓ）和组织金属蛋白酶抑制剂（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ＴＩＭＰｓ）等可
作为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分子标志物。本文主要对评估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分子标志物进行综述，以期更好地

评估子宫内膜的容受性，进一步提高临床妊娠率。

【关键词】　辅助生殖技术（ＡＲＴ）；子宫内膜容受性；分子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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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子宫内膜容受性（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ＥＲ）是指子宫内
膜可以接受精卵合子着床且发育成胚胎的能力［１］。着床失败

的主要原因是子宫内膜容受性下降［２］，因此如何评估 ＥＲ，对
ＡＲＴ的临床妊娠率具有重大的意义［３］。目前评估ＥＲ的主要方
法有检测雌激素水平、孕激素水平，子宫内膜的形态以及内膜

下血流的情况等但仍然无法准确地评估 ＥＲ［４］。因此，仍然需
要找到新的生物学标志物，对 ＥＲ进行准确地评估。随着分子

生物学、信息生物学技术和蛋白组学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发现

有许多标记物可用于评估子宫内膜容受性，但仍缺乏公认的评

判指标。本文将对相关研究的成果进行综述。

!

　白血病抑制因子（
)*+,-*./- /01/2/3456 7-8345

，
9:&

）

ＬＩＦ为较早发现的一种标记物了，属于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
超家族［５］。当子宫内膜处于月经周期的分泌中期时，子宫内膜

ＬＩＦ的ｍＲＮＡ转录表达量大幅度的上升，在中、晚期时可达到峰
值。通过测定ＲＳＡ患者组及对照组的蜕膜，结果表明ＲＳＡ患者
组的ＬＩＦｍＲＮＡ浓度明显低于其对照组［６］。利用小鼠胚胎研究

发现由于子宫对胚胎着床的信号反应有些延迟，子宫内膜在假

孕着床或妊娠的第３５日可以接受胚胎着床。还有研究显示，
ＬＩＦ被着床后产生的雌激素所诱导且可以通过激活子宫内膜上
皮细胞的相关信号的通路使细胞从不接受胚胎转变为接受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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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的状态［７］。ＬＩＦ在胚胎着床的过程中主要作用是在子宫内
膜，其在子宫内膜的表达情况直接影响 ＥＲ，故 ＬＩＦ可作为 ＥＲ
较理想的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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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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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ＢＥＧＦ是表皮生长因子的家族，其可以与相应的受体结
合进而发挥其作用。其在子宫内膜的增殖期出现了 ＨＢＥＧＦ
ｍＲＮＡ低表达，分泌期出现了表达量的升高，在种植窗前达到最
高峰。ＨＢＥＧＦ可能对 ＥＲ和胚胎种植起到重要的作用［８］。

ＨＢＥＧＦ还可以起到了抑制ＴＮＦ和ＴＧＦ细胞凋亡的作用，参与
了子宫内膜的成熟过程。Ｌｅｓｓｅｙ体外单独或者联合使用时，雌、
孕激素还可以刺激子宫内膜的间质细胞的 ＨＢＥＧＦ的表达，支
持ＨＢＥＧＦ在调节ＥＲ中起重要的作用［９］。

#

　整合素（
/03*=5/0

）

整合素是一种通过依赖于细胞内／外的 Ｃａ２＋介导的细胞
内、外环境之间发生联系的跨膜受体。整合素 ｖ３的表达与“种
植窗”的开启的时间相一致，且主要表达于子宫内膜的上皮细

胞和血管中，可以作为一种子宫内膜容受性和“种植窗”开放的

标志［１０］。整合素ｖ３在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和血管中的表达均高
于间质细胞。也有人认为低表达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胚胎着床

的成功率［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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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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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１是蜕膜化的子宫内膜的主
要分泌蛋白质之一。在分泌中期浓度最高的时候与子宫内膜

周期性变化同步，与 ＥＲ、蜕膜化以及胚胎种植关系最为密切。
在非洲绿猴月经周期中子宫内膜 ＩＧＦＢＰ１的表达无明显变化，
在注射了孕激素受体拮抗剂奥那司酮后，ＩＧＦＢＰ１的表达明显
减少，说明ＩＧＦＢＰ１可能与妊娠相关。子宫内膜息肉患者宫腔
冲洗液中ＩＧＦＢＰ１含量降低。也有观点认为血清胎盘蛋白、ＩＧ
ＦＢＰ１均不能单独预测妊娠［１２］。

F

　基质金属蛋白酶（
.-35/G .*3-))4;543*/0-D*D

，
HHED

）

基质金属蛋白酶是一类依赖Ｃａ２＋、Ｚｎ２＋等金属离子作为辅
助因子的蛋白水解酶，目前 ＭＭＰｓ家族已发现 ２６个成员［１３］。

ＭＭＰ９在子宫内膜的分泌中期特异性表达升高。通过研究表
明成功妊娠者的患者其 ＭＭＰ９表达要远远高于未成功妊娠的
患者。还有研究者采用免疫组织化学的方法研究显示，ＭＭＰ９
以及ＴＩＭＰ１均在不明原因不孕者的子宫内膜中呈现出显著的
低表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４］。不明原因的不孕
以及ＲＩＦ患者的子宫内膜ＭＭＰ２和ＴＩＭＰ３的表达量比正常妇
女要低。ＭＭＰｓ家族对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影响研究尚少，其中
ＭＭＰ９与其抑制剂ＴＩＭＰｓ可能协同作用于子宫内膜，可作为子
宫内膜容受性的潜在标志物之一。

I

　骨桥蛋白（
4D3*4;403/0

，
JE'

）

骨桥蛋白也称为分泌型磷酸化蛋白１（ｓｅｃｒｅｔｅｄｐｈｏｓｐｈｏｐｒｏ
ｔｅｉｎ１，ＳＰＰ１）是整合素配体家族成员之一［１５］。在人子宫内膜增

殖期和分泌早期低表达，在分泌中晚期增高，且种植部位高于

非种植部位。人子宫内膜全基因组分析表明，在种植窗期 ＯＰＮ
显著上调。ＰＭＳＧ＋ｈＣＧ诱导组的妊娠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说明
ＰＭＳＧ＋ｈＣＧ诱导有利于胚胎的种植。体外实验也同样证，
ＯＰＮ有利于胚胎的黏附，加入ＯＰＮ抗体后黏附率显著下降［１６］。

K

　降钙素（
8-)8/340/0

）

降钙素是一种含有３２个氨基酸的直线型多肽类激素。降

钙素主要表达部位在子宫内膜的上皮，能够促进子宫内膜蜕膜

化以及维持子宫的静息状态［１７］。降钙素的 ｍＲＮＡ在子宫内膜
中的表达具有周期性，于月经周期第１７日左右开始上升，第１９
日～２４日明显增加，第２５日开始表达水平下降，并受孕激素调
节。降钙素还可以通过上调子宫内膜上皮的某些相关基因的表

达来提高子宫内膜对胚胎的容受能力，降钙素还可通过调节

Ｃａ２＋的流向促进胚胎的发育［１８］。

L

　选择素（
D*)*83/0

）

选择素是Ｃａ２＋依赖的一类细胞黏附分子，能与特异糖基相
互识别并结合，主要参与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识别与粘

着［１９］。Ｌ选择素及其寡糖配体 ＭＥＣＡ７９在整个月经周期的子
宫内膜上皮均出现大量地表达，且在分泌中期的表达还会出现加

强。比较ＲＩＦ与正常妇女的子宫内膜结果显示２５％的ＲＩＦ患者
存在着Ｌ选择素的表达缺失的现象。Ｌ选择素及其寡糖配体
ＭＥＣＡ７９于月经周期的分泌中期呈现高表达，在胚胎着床中发
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子宫内膜容受性的理想标志物［２０］。

目前最常用的评价ＥＲ和预测ＩＶＦ妊娠结局中的价值仍存
在争议。各种形态学特征、分子标志物和蛋白质组学检查均需

要进行子宫内膜活检后完成，因此评估ＥＲ的金标准，仍有待进
一步探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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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药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
临床疗效
唐仕峰１　刘全１　赵云成１　王应洪２　李云祥３

１成都市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成都 ６１１７３３
２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泸州 ６４６０００
３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四川 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中药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
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泌尿科诊治的８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依据治疗方法将其分为
坦索罗辛单独治疗组和中药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组，每组４０例患者。对两组患者的慢性前列腺炎症状
积分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临床疗效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尿路症状、疼痛症状、生活质
量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联合治疗组患者
的治疗总有效率９２５％（３７／４０）显著高于单独治疗组患者的７００％（２８／４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中药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效果优于坦索罗辛单独治疗，值得在临床推
广。

【关键词】　 中药灌肠；坦索罗辛；慢性前列腺炎；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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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在临床中较为常见，主要发生机制为 α受体
兴奋性在植物神经功能失调的情况下增高，进而引发尿道神经
肌肉功能障碍，尿液在排尿过程中在盆底肌群痉挛和膀胱颈部

功能紊乱的情况下向前列腺返流，进而对生殖功能、勃起功能

等造成影响。中青年男性是慢性前列腺炎的高发人群，其中

９０％～９５％为慢性非细菌性前列腺炎［１］。中医认为［２］，慢性前

列腺炎属于“白浊”“肾虚腰痛”等范畴，药物在前列腺上皮屏障

作用下很难向前列腺泡进入将有效的治疗作用发挥出来，单一

治疗方法缺乏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本研究对２０１５年５月至
２０１７年５月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泌尿科诊治的８０例慢性前列
腺炎患者的临床治疗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比较了中药灌肠与

坦索罗辛联合治疗与坦索罗辛单独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临床

疗效，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郫都区第二人民医院
泌尿科诊治的８０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症状、前列腺按摩液（ＥＰＳ）常规检查和肛诊
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均符合慢性前列腺炎的诊断标准［３］，均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有其他急性疾病、尿道狭窄、

心脑血管疾病等患者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８０例患者平
均分为坦索罗辛单独治疗组和中药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

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联合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２岁 ～６１岁，
年龄（４７２±３６）岁；病程范围６个月～１０年，病程（５２±０４）
年。在疾病严重程度方面，９例为轻度，１８例为中度，１３例为重
度。单独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 ３３岁 ～６１岁，年龄（４８６±
３８）岁；病程范围７个月 ～１０年，病程（５６±０８）年。在疾病
严重程度方面，８例为轻度，２０例为中度，１２例为重度。两组患
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单独治疗组　单独治疗组患者接受坦索罗辛单独治疗，
患者睡前口服０２ｍｇ坦索罗辛（生产厂家：日本山之内制药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１０１１２５），每天１次，４周为１个
疗程。

１２２　联合治疗组　联合治疗组患者接受中药灌肠与坦索罗
辛联合治疗，坦索罗辛用法同上，同时给予患者中药灌肠治疗，

具体药方为：败酱草１５ｇ，丹参１５ｇ，王不留行１５ｇ，黄柏１０ｇ，大黄
１０ｇ，穿山甲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益智仁１０ｇ。如果患者显著湿热下
注，则将土茯苓２０ｇ、紫花地丁１５ｇ加入其中；如果患者有显著

肾虚症候，则将沙苑子１０ｇ、菟丝子１０ｇ加入其中；如果患者有
显著瘀血证候，则将桃仁１０ｇ、泽兰１０ｇ加入其中。由我院中药
房浓煎，将１００ｍｌ汁液取出供患者使用。灌肠过程中加热中药
液到３８℃４２℃，向输液瓶中注入。督促患者将大便排空，取左
侧胸膝卧位，将肛门暴露出来，用消毒棉签对肛门口进行消毒，

将盛有中药液的输液瓶和输液器连接起来并排气，将调节器关

闭，剪掉输液器针端并润滑，在此过程中将石蜡油充分利用起

来，以较慢的速度向肛门插入１５～２０ｃｍ，将滴速调整到７０～１００
滴／ｍｉｎ，以较慢的速度滴入药液，约１５ｍｉｎ滴完。然后，以轻柔
的动作将输液器拔出，督促患者深呼吸放松进行１ｈ的卧床。对
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观察和记录，每天１次，４周为１
个疗程。治疗期间对其他治疗前列腺的药物进行严格的限制，

也不给予患者其他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采用慢性前列腺炎症状积分指数（ＮＩＨＣＰＳＩ

评分）对两组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评定，内容包括尿路症状、疼

痛症状、生活质量，总分１～４３分，随着评分的降低，患者的病情
逐渐减轻［４］。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依据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降低率评定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计算

方法为治疗前后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之差与治疗前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的
百分率，０％～２９％、３０％～５９％、６０％～８９％、９０％ ～１００％分别
评定为无效、有效、显效、临床治愈［５］。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用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组患者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等计量资料，进行ｔ
检验；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进

行χ２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变化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尿路症状、疼痛症状、生活质量评分和

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的尿路症状、疼痛症状、生活质
量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治疗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尿路症状、疼痛症状、生活质
量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组，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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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疾病严重程度

轻度 中度 重度

联合治疗组 ４０ ４７２±３６ ５２±０４ ９（２２５） １８（４５０） １３（３２５）

单独治疗组 ４０ ４８６±３８ ５６±０８ ８（２０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２（３００）

ｔ／χ２值 — — １８８６ １６３８ １３２

Ｐ值 — —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变化情况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尿路症状 疼痛症状 生活质量 总分

联合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３８２±１６８ ９６５±２５５ ８６２±１５０ ２２１１±３８３

治疗后 １３３±０９６ａｂ ５６５±１６７ａｂ ４１１±１２８ａｂ １１１１±２３０ａｂ

单独治疗组 ４０ 治疗前 ３８１±１６０ ９６３±２０４ ８５７±１６０ ２２０３±３４８

治疗后 １８８±１１２ａ ７２１±１９１ａ ５２３±１６０ａ １４３５±２９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２５％（３７／４０），显著高

于单独治疗组患者的７００％（２８／４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联合治疗组 ４０ １０（２５０） １２（３００） １５（３７５） ３（７５） ３７（９２５）ａ

单独治疗组 ４０ ５（１２５） １０（２５０） １３（３２５） １２（３００） ２８（７００）　

χ２值 — — — — １２８３

Ｐ值 —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单独治疗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的主要发生机制为 α受体兴奋性在植物神

经功能失调的情况下增高，进而引发尿道神经肌肉功能障碍，
尿液在排尿过程中在盆底肌群痉挛和膀胱颈部功能紊乱的情

况下向前列腺返流［６］。现阶段，在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中，α受
体阻滞剂是临床采用的基本药物［７］。坦索罗辛属于一种选择

性α１肾上腺素受体阻断剂，能够对肌肉紧张和痉挛进行有效
缓解，使膀胱颈部和前列腺平滑肌松弛，促进尿流率的提升、尿

道闭合压的降低，对前列腺尿液返流进行有效的预防，对会阴

部紧张不适进行缓解，从而改善下尿路症状和疼痛状况［８］。相

关医学研究表明［９］，在慢性前列腺炎的治疗中，对 α受体阻滞
剂进行单独应用能够达到７６％的总有效率。

中医认为［１０］，慢性前列腺炎属于“白浊”“精浊”等范畴，极

易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反复发作，治疗基本原则为清热利湿、

化瘀益肾等。中药灌肠方中大黄、王不留行等的主要功效为通

经活络、软坚散结等；黄柏、车前子等的主要功效为清热利湿、利

尿通淋等；益智仁的主要功效为益肾固精：诸药合用能够产生

活血化瘀、解毒排浊等功效，从而达到补肾固本、化瘀排浊的目

的［１１］。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１２］，小檗碱类生物碱是黄柏的有

效成分，其药理作用多种多样，能够对大肠杆菌等多种细菌生

长及环氧化酶２（ＣＯＸ２）转录活性进行抑制，对炎症介质形成

阻断，促进α受体阻滞剂竞争性拮抗作用和组织间炎性细胞浸
润的减轻，从而将抗感染、促进尿道阻力减轻的作用充分发挥出

来，对前列腺炎症状进行有效缓解。

前列腺及直肠周围静脉丛极为丰富，利用必要的解剖学条件

使该局部经直肠吸收的药物高浓度聚集［１３］。药物能够通过门
肝系统、中下直肠静脉进入全身循环，从而充分发挥全身治疗作

用；同时，还能够通过直肠粘膜进入淋巴系统，从而被吸收；此外，

还能够通过被动扩散直接进入前列腺，从而将局部治疗作用充分

发挥出来［１４１８］。本研究结果表明，联合治疗组患者的尿路症状、

疼痛症状、生活质量评分和ＮＩＨＣＰＳＩ总分均显著低于单独治疗
组患者（Ｐ＜００５），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２５％（３７／４０）显著高于单
独治疗组患者的７００％（２８／４０）（Ｐ＜００５），这充分证实了中药
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优越性。

总之，中药灌肠与坦索罗辛联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效果

优于坦索罗辛单独治疗，值得在临床推广。

参 考 文 献

［１］　王省博，卢子杰，苏昀，等．慢性前列腺炎中医外治法研究进展

［Ｊ］．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３）：２９７３００．

［２］　叶刚，池建平，李英伦，等．针刺对慢性前列腺炎大鼠组织学及血

清中ＴＮＦα和 ＩＬ６的影响［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４，３４（５）：



·１１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１３３０１３３１．
［３］　夏雨果，曾文彤，梅雪峰，等．联合应用郁乐疏合剂治疗慢性前列腺

炎的临床疗效评价［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４，２０（２）：１７７１８０．
［４］　郭宏志，刘云波，曾明月，等．补肾活血利湿类中药复方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疗效与安全性的系统评价［Ｊ］．中国药房，２０１６，２７
（３０）：４２４１４２４４．

［５］　王博，史本康．川芎嗪经超声电导前列腺治疗仪直肠给药治疗Ⅲ
型慢性前列腺炎效果观察［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７，５７（２）：８５８６．

［６］　王彬，李海松，高瞻，等．复方玄驹胶囊治疗Ⅲ型慢性前列腺炎
（肾虚血瘀证）的多中心临床疗效评价［Ｊ］．中国男科学杂志，
２０１７，３１（２）：４０４６．

［７］　张毅，林倩，曹丽萍，等．非介入式前列腺超声联合中西药治疗慢
性前列腺炎／慢性骨盆疼痛综合征［Ｊ］．中国生化药物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６）：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３．

［８］　薛建国，樊千．慢性前列腺炎中医辨治探讨［Ｊ］．南京中医药大学
学报，２０１４，３０（６）：５０４５０６．

［９］　赵良运，王田，毛晓鹏，等．慢性前列腺炎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的临
床相关性分析［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６（４）：３０４３０６．

［１０］　李洁冰，张艳华，杨洪艳，等．慢性前列腺炎及多灶型ＨＧＰＩＮ患者
再次穿刺时发展为前列腺癌风险的研究［Ｊ］．实用肿瘤学杂志，
２０１７，３１（３）：２１７２２１．

［１１］　刘伟群，张贤生，汤冬冬，等．不同类型早泄患者早泄诊断工具与
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间的相关性分析［Ｊ］．中国男科学杂志，
２０１７，３１（２）：１４１７，２１．

［１２］　周萍，肖金海，江琼，等．清热利湿通淋汤联合坦索罗辛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湿热下注证的疗效［Ｊ］．实用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１２）：
２０５５２０５７．

［１３］　郑涛，张亚东，陈鑫，等．ＵＰＯＩＮＴ分类因子对慢性前列腺炎／慢性
骨盆疼痛综合征患者勃起功能的影响［Ｊ］．中山大学学报（医学
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６（２）：２３７２４０．

［１４］　祖宁辉，杨荣华．前列癃闭通片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及其患者免疫
功能的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１２１１４．

［１５］　高筱松，高文喜，贺菊乔，等．前列泌尿栓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多中
心双盲阳性药对照试验研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８）：１３５
１３８．

［１６］　ＳｅｏｎｇＫＭ，ＪａｎｇＧ，ＫｉｍＤＷ，ｅｔａｌ．Ｈｗａｎｇｌｙｕｎｈａｅｄｏｋ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ｕｎｃ
ｔｕｒｅｖｅｒｓｕｓｓａｌｉｎｅ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ｏｎ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
ｔｉｓ／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Ｊ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Ｓｔｕｄ，
２０１７，１０（４）：２４５２５１．

［１７］　ＮｕｎｚｉｏＣ，ＧｉｇｌｉｏＳ，ＳｔｏｐｐａｃｃｉａｒｏＡ，ｅｔａｌ．Ａｕｔｏｐｈａｇｙｄｅ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ｅｒｕ
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Ｊ］．Ｏｎｃｏｔａｒ
ｇｅｔ，２０１７，８（３１）：５０９０４５０９１０．

［１８］　ＨｅＹ，ＺｅｎｇＨ，ＹｕＹ，ｅｔａｌ．Ｒｅｓｖｅｒａｔｒｏｌ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ｓｍｏｏｔｈｍｕｓｃｌｅｃａｒｃｉ
ｎ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ｖｉａｔｈｅｄｏｗｎ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ｋｉｔ／ＳＣＦｂｙ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ｓｉｒｔ１［Ｊ］．Ｂｉｏｍｅｄ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ｔｈｅｒ，
２０１７，９５（１）：１６１１６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９２２）

△【通讯作者】王建忠，Ｅｍａｉｌ：ｓｔｏｎｅｓｔａｒｒｙ＠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３３ ·中医性学·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治疗糖尿病性勃起功能
障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
王建忠△

淮安市楚州中医院男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２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研究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用于治疗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淮安市楚州中医院男科诊治的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６２
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１例，对照组患者采用他达那非进行治疗，
观察组患者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进行治疗；两组患者治疗时间均为４周。结果　两组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夫妻双方性生活满意度、每周性交频率同治疗前相比均显著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但观察组经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及夫妻双方性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治疗糖
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具有显著的疗效，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阴茎勃起功能，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值得推广。

【关键词】　复方玄驹胶囊；他达那非；糖尿病；勃起功能障碍；安全性；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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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ＤＥＤ）是一种临床上非常常见的
糖尿病慢性并发症，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发
病率高于非糖尿病患者３倍以上，而且同非糖尿病勃起功能障
碍相比，该病的治疗难度更高［１］。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习惯

和饮食方式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发生糖尿病性

勃起功能障碍的患者也逐年增加，而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

发生严重影响到男性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以及家庭生活的和

谐［２］。他达那非是临床上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线用药，具有

良好的疗效和较高的安全性，但作为磷酸酯酶 ５型抑制剂
（ＰＤＥ５ｉ），他达那非对于部分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欠佳［３４］。

本研究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用于治疗糖尿病性勃

起功能障碍，通过同单纯使用他达那非进行比较，对其治疗糖

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间于淮安市楚州中医院男
科诊治的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６２例，年龄范围２６岁 ～
７３岁，年龄（３９８±１１６）岁。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患者３１例，年龄范围２７岁 ～７３岁，
年龄（４０８±１０８）岁，糖尿病史（３９±２８）年，根据勃起功能
国际评分对患者的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程度进行分级：轻度勃起

功能障碍８例，中度勃起功能障碍１７例，重度勃起功能障碍６
例；对照组患者 ３１例，年龄范围 ２６岁 ～７１岁，年龄（３９１±
１１４）岁，糖尿病史（４１±２７）年，根据勃起功能国际评分对患
者的勃起功能障碍严重程度进行分级：轻度勃起功能障碍７例，
中度勃起功能障碍１８例，重度勃起功能障碍６例。两组患者的
年龄，糖尿病史，勃起功能障碍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已婚男性，有稳定性伴侣；②所有患者确诊为糖
尿病，随机血糖 ＞１１１ｍｍｏｌ／Ｌ，空腹血糖 ＞７０ｍｍｏｌ／Ｌ，糖耐量
测验（ＯＧＴＴ）阳性，糖化血红蛋白（ＨｂＡ１Ｃ）＞８％，临床表现符合
“三多一少”的特征；③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病程超过３个月，勃起
功能国际问卷（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１分；④患者未经任何ＰＤＥ５ｉ药物
进行治疗。排除标准：①由阴茎硬结、尿道狭窄、畸形等因素导致
的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②合并患有心、肝、肾等脏器的严重病

变；③合并患有精神疾病；④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根据两组患者的血糖状况和个人病情，一般患者口服格列

美脲（商品名佑苏，扬子江药业集团广州海瑞药业有限公司）１
ｍｇ～２ｍｇ，每日２次，降糖不理想者，加服二甲双胍缓释片（商品
名泰白，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０５，每日２次。对口
服降糖药效果不明显者给予胰岛素（商品名：甘舒霖３０Ｒ，通化
东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每日注射两次，规格为３ｍＬ／３００Ｕ，
用量１５Ｕ／ｄ～３０Ｕ／ｄ，患者早餐前注射整日用量的２／３，晚餐前
注射剩余用量。在此基础上，两组患者均于每次性生活前１ｈ
服用他达那非１０ｍｇ，两周内至少服用他达那非３次，一天内最
多服用１次；其中观察组患者每日服用复方玄驹胶囊３次，每次
３粒，共４周。患者治疗结束后到淮安市楚州中医院接受复诊。
１３　评价标准

①治疗前后对患者进行 ＩＩＥＦ５问卷调查和评分，将 ＩＩＥＦ５
作为判定勃起功能改善的主要标准；②治疗前后对患者及其配
偶对性生活的满意程度（双方均表示满意方可判断为满意）和

每周性交频率进行记录；③对患者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进
行记录。

１４　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方法 使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学软件对本研究数据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取（Ｍｅａｎ±ＳＤ）进行表示，采用 χ２和 ｔ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接受治疗前，其ＩＩＥＦ５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接受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评分同治疗前相比
均有了显著的提高，差异具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对照组相
比，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 ＩＩＥＦ评分显著较高，差异具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满意度及每周性交频率比较

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的４周内，夫妻双方对于性生活的满
意度较治疗前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
者的每周性交频率同治疗前比较，也有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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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３１ １０８６±４２２ １９３５±３３６ －２８６５８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３１ １１０３±４１７ １６０８±３１５ －１８５３１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３５１ ６２０３

Ｐ值 　０７３１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满意度及每周性交频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性生活满意度（％） 每周性交频率（次）

观察组 治疗前 ０ １１３±０６０

治疗后 ４８３９ａｂ １８５±０５３ａ

对照组 治疗前 ０ １０２±０５８

治疗后 ７０９７ａ １７８±０６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组内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观察组患者出现消化不良１例、头疼

１例、轻度恶心１例，对照组患者出现出现消化不良１例，头疼２
例，轻度恶心１例。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χ２＝０１０，Ｐ＞００５）。未对前述不良反应进行特殊处理，
患者症状自行消退。

#

　讨论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糖尿病的发病率

呈现逐年增高的趋势，而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也随

之升高。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病原因复杂，２型糖尿病是导致发
生勃起功能障碍的常见病因之一［５］。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糖尿

病会导致患者出现全身微血管病变，超过半数的患者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血管内皮损伤，引起机体内源性ＮＯ的产生出现减少，
导致阴茎无法得到充足的血流灌注，进而发生勃起功能障

碍［６７］。除此之外，糖尿病还会通过影响睾酮的合成与分泌、造

成性腺分泌轴功能损伤以及睾丸组织损伤等途径减少体内雄

激素的分泌，进而对患者的勃起功能产生不利影响［８］。勃起功

能障碍与中医“阳痿”相近，中医学认为肾主生殖，肾精可化生

为肾阴和肾阳，若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则会阳痿不举，也有学者

认为，阳痿以肾阴虚为本，以湿热、血瘀、肝郁为标，兼夹错杂，虚

实互见［９１０］。

复方玄驹胶囊由淫羊藿、黑蚂蚁、枸杞子、蛇床子等组成，具

有良好的益精、壮阳、温肾功效［１１］。其中，黑蚂蚁中锌、硒、维生

素等微量元素的含量非常丰富，能够起到促进性腺发育，增强

ＮＯＳ活性，使得ＮＯ及其代谢物的生成增加，提高血清总睾酮含
量，从而更好的促进勃起［１２］。研究表明，淫羊藿能够使得动物

精液分泌量提高，性器官质量增加，同时淫羊藿可以促进机体

分泌黄体生成素，而黄体生成素可以促进总睾酮的合成，进而

可以间接的提高机体雄激素水平，复方玄驹胶囊中的枸杞子和

蛇床子也具有类似的功效［１３］。

他达那非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一线用药，被广泛应用于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的治疗［１４］。他达那非可以通过选择性

抑制磷酸酯酶 ５型酶（ＰＤＥ５）的途径降低环磷酸鸟苷（ｃＧＭＰ）
的水解，使得血管舒张、阴茎海绵体平滑肌扩张，从而改善阴茎

勃起功能［１５１６］。他达那非具有显著改善患者勃起功能的作用，

研究表明，长期口服小剂量的他达那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安全有

效，并且耐受良好［１７１８］。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经过治疗后，其 ＩＩＥＦ５评分、夫
妻双方性生活满意度、每周性交频率同治疗前相比均显著提高，

而观察组经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及夫妻双方性生活满意度显著
高于对照组。这表明，复方玄驹胶囊通过增强患者对性刺激的

反映和性欲，增加患者的体力，增加性快感，使得患者自身状态

得到改善，间接的提高夫妻双方性生活的满意度。联合使用复

方玄驹胶囊和他达那非，可以发挥中药和西药各自的优势，从而

更好的改善患者的阴茎勃起功能。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未发

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用于治疗

糖尿病性勃起功能障碍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他达那非用于治疗糖尿病性

勃起功能障碍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能够显著的改善患者的阴

茎勃起功能，提高夫妻双方性生活满意度，并且具有较高的安全

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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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负压吸引法治疗肾阳虚型阳痿病的临床疗效
观察
孙建明１△　刘鹏１　毛剑敏１　董哲２　梁国庆１　韩文均１　武鹏涛２　倪晨１

１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上海 ２００１３７
２上海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上海 ２０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　观察中药负压吸引法治肾阳虚型阳痿病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
年１０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门诊诊治的肾阳虚型阳痿病患者１０１例作为研究对象。
按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３个层次，随机分为治疗组５１例（轻度１２例，中度
３７例，重度２例）和对照组５０例（轻度１１例，中度３９例，重度０例），分别接受中药负压吸引和单纯负压吸
引治疗，以ＩＩＥＦ５评分评价治疗两个周疗程后两组疗效及其组间差异。结果　治疗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显
示，患者评分均显著提升，且治疗组轻度和中度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相比对应对照组改善更为显著，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重度患者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好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中药负压吸引治疗肾阳虚型阳痿病疗效显著，可作为临床治疗选择
方案之一。

【关键词】　中药负压吸引；阳痿病；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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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１３７，Ｃｈｉｎａ；２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１２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ｉｍｐｏ
ｔｅｎｃｅ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ｙａｎｇ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ｔｙ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１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ｄｕｅｔｏｋｉｄｎｅｙｙａｎｇ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ｔｈｅ
ｍａｌｅ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ｏ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７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
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ｍｉｌ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ｓｅｖｅｒｅｔｈｒｅ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ｒａｎ
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５１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１２ｍｉｌｄｃａｓｅｓ，３７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ａｓｅｓ，２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ｓｅ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５０ｃａｓｅｓ（３９ｍｉｌｄｃａｓｅｓ，１１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ｃａｓｅｓ，
０ｓｅｖｅｒｅｃａ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ｉｍｐｌ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ｕｓｅｄ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ＩＩＥＦ５ｓｃｏｒｅｓ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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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ｍｉｌｄａｎｄ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ｂｕｔ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ｅｖｅｒ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
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ｏｆｋｉｄｎｅｙｙａｎｇ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ｗｈｉｃｈｃａｎ
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ｏｐ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ｕｃｔｉｏｎ；Ｉｍｐｏｔｅｎｃ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Ａ

　　阳痿又称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指男性性欲冲动正常，在受到
有效性刺激后，阴茎无法勃起或勃起不坚，无法进入阴道，亦或勃

起时间不足以维持正常性交的病症［１］。在中国，尚无大范围的关

于勃起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根据张庆江等［２］对北京、

重庆、广州 ３个城市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ＥＤ总患病率为
２６１％，其中４０岁以上患病率为４０２％，并有年轻化的趋势［３］。

本项目通过中药负压吸引治疗肾阳虚型阳痿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证实中药负压吸引治疗肾阳虚型阳痿病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七人民医院男性病科门诊诊治的肾阳虚型阳痿病１０１例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２岁 ～６０岁，病程范围２个月 ～５年，
患者知情同意本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七人民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同意通过。

１２　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医肾阳虚型阳痿病诊断标准；②符合西医 ＥＤ诊

断标准；③生殖器和第二性征正常；④有稳定的性伙伴超过６个
月以上，每周希望至少１次性生活；⑤无使用中药负压吸引禁忌
症；⑥年龄范围２２岁 ～６０岁；⑦具有良好的依从性，能够完成
随访观察，不经常外出者。

１３　排除标准
①病人阴茎解剖学畸形，或有其他性功能异常，如性欲低下；②

应用其他临床药物；③高脂血症、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可能导致
ＥＤ的疾病；④阴茎有外伤破损或神经损伤；⑤妻子妊娠期内。
１４　治疗方法

治疗组５１例：中药负压吸引法，负压吸引１号方：丁香６ｇ，
锁阳１０ｇ，菟丝子１０ｇ，淫羊藿１０ｇ，中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第七人民医院统一采购同一批次中药材，并由中药房统一代煎

完成，病人每次取用３４５℃中药汤剂２００ｍｌ，置于负压吸引管
（男性外生殖器治疗仪，上海科健），坐位，进行中药负压吸引治

疗，负压大小００２ＭＰａ，治疗时间２０ｍｉｎ。一个疗程１５次，观察
两个疗程疗效，随访１周。

对照组５０例：单纯负压吸引法，取用３４５℃温水２００ｍｌ，置
于负压吸引管（男性外生殖器治疗仪，上海科健），坐位，进行单

纯负压吸引治疗，负压大小００２ＭＰａ，治疗时间２０ｍｉｎ。一个疗
程１５次，观察两个疗程疗效，随访１周。
１５　观察指标

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作为 ＥＤ分组及疗效评估指标。ＩＩＥＦ５评
分标准分级：２２分 ～２５分为阴茎勃起正常，１２分 ～２１分为轻
度勃起障碍，８分 ～１１分为中度勃起障碍，５分 ～７分为重度
勃起障碍，治疗后痊愈：ＩＩＥＦ５评分 ＞２２分。疗效以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增加百分率评价。显效：增加５０％以上；有效：增加
２５％～５０％；无效：增加＜２５％。总有效率（％）＝１００（％）－无
效率（％）。
１６　统计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ＩＩＥＦ５评分
结果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均数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组间有效率比
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Ｐ＜００５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在年龄、病程、及病情评分方面评估组间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基线因素 治疗组（ｎ＝５１） 对照组（ｎ＝５０） Ｚ／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５９６±９４６ ３４４４±８６６ ０８４ ０４０１

病程（年） １８１±１２５ １７５±１２７ ０３８ ０７３６

病情评分（分） １２９４±２５０ １３３０±２３８ ０５６ ０５６５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结果比较
ＩＩＥＦ５评分结果显示，与对应的对照组患者相比，各治疗组

患者评分均升高，且轻、中度障碍治疗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但重度障碍治疗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ＥＤ分组
治疗组

（ｎ）
对照组

（ｎ）
治疗前（分）

治疗组 对照组

治疗后（分）

治疗组 对照组

轻度ＥＤ １２ １１ ９８３±０９９ １３２４±１８６ １９１６±２４１ａ １６４５±２７２

中度ＥＤ ３７ ３９ １４１４±１６８ １０２７±１１４ １５８３±２３０ａ １４９１±１７３

重度ＥＤ ２ ０ ６５０±０５０ ０ １６５±３５０ 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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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４１％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８８％，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５１ １４（２７５） ３４（６６７） ３（５９）　 ４８（９４１）ａ

对照组 ５０ ３（６０） ４１（８２０） ６（１２０） ４４（８８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χ２＝１２２７，Ｐ＜００５

#

　讨论
ＥＤ是男科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影响男女双方感情、家庭

稳定乃至社会安定的疾病。对于ＥＤ的治疗不能仅仅考虑患者
阴茎勃起硬度，还要考虑患者的心理因素、安全因素、伴侣偏好

等。西医针对阳痿病的治疗，常选用 ５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ＰＤＥ５ｉ）的药物，虽然具有有效率高，见效快等优点，但是停药
后难以维持疗效，且可能引发全身多个系统的不良反应［４］。本

研究应用中西医结合疗法，应用中药负压吸引治疗肾阳虚型阳

痿病。

真空勃起装置是《勃起功能障碍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５］

中推荐的治疗ＥＤ的一线方法，能有效改善各种病因、各种程度
ＥＤ病人的勃起功能，中药负压吸引法是在真空勃起装置基础
上进一步改良而来，在负压吸引的同时配合中医中药辨证处方

用药，阴茎在负压管内受到中药药液与负压的影响，使中药煎

剂得到有效吸收、阴茎海绵体血流量得到明显改善。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杂疗方》为古代性学，书中记载“壮阳方”可使用“外

敷药巾”以增强男性性功能［６］，这说明古代医家已有通过中药

外敷的方法来治疗阳痿病。阳痿病的治疗应当“以肾为本”，同

时阳痿病人多为心理性，存在人际关系满意度、自信程度下降

等情况［７］。故应在温肾起萎的同时注重心理治疗［８］。在进行

中药负压吸引治疗的过程中患者阴茎在负压的作用下呈勃起

状态，对患者产生视觉刺激，可以消除病理障碍和自卑感，配合

温肾中药，促进阴茎血管调节功能改善，达到重新建立正确的

性反应，重新恢复性功能，治愈阳痿的目的。

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阳之宅，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

方》中指出“男子者，众阳所归，常居于燥，阳气游动，强力施泄，

则成虚损损伤之病”，所以肾阳在男女双方性活动中起到重要作

用，整个阳痿的病机仍是以肾之功能为基础［９］。负压吸引１号方
主要功效为补肾温阳，主要由丁香，锁阳，菟丝子，淫羊藿组成，其

中丁香温中暖肾，是中医男科治疗性功能障碍的要药，有研究表

明［１０］公丁香其舒张血管主要可能跟一氧化氮合酶生成有关，而

男性生殖器的勃起依赖于ＮＯ进入平滑肌细胞内，激活鸟苷酸环
化酶（ＧＣ），使平滑肌细胞内的ｃＧＭＰ增多，后者激活蛋白酶 Ｋ，
作用于钙离子通道，使细胞内钙离子浓度降低，平滑肌细胞舒张。

锁阳有“性温，补肾，益精血，润燥养精治痿弱”的作用［１１］。现代

研究发现［１２］锁阳中提取的总甾体、总糖以及总苷类能延长小鼠

在常压状态下耐缺氧的能力、延长小鼠尾静脉注射空气的存活时

间、延长硫酸异丙肾上腺素增加耗氧而导致的缺氧存活时间。淫

羊藿具有补肾壮阳、祛风除湿、强健筋骨的功效，李时珍本草纲目

有云：淫羊藿味甘气香，性温不寒，能益精气，真阳不足宜之。有

关研究结果显示淫羊藿中的淫羊藿苷可使动脉性ＥＤ模型大鼠
阴茎海绵体组织的和ｉＮＯＳ表达水平有所增高［１３］。高学勇［１４］等

发现，淫羊藿能调节下丘脑垂体睾丸轴，促进其分泌 ＬＨ，从而
刺激睾酮的生成。菟丝子补肾益精，实验研究表明［１５］，菟丝子提

取物能升高大鼠血清睾酮（Ｔ）含量，增加睾丸重量，并可减缓睾
丸组织的退行性变化，说明具有雄激素样或促雄激素样作用。

本研究采用中药负压吸引治疗肾阳虚型阳痿病疗效良好，且

相比单纯负压吸引好，未见不良反应增加，大多数患者症状得到

改善，总有效率达到９４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特
别是对于轻度和中度患者疗效更加明显。但因为病例收集不足，

观察病例过少，对于重度勃起障碍患者疗效尚不确切，有待深入

研究。从而可以证明，采用中药负压吸引方法治疗肾虚型阳痿病

临床效果显著，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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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淋合剂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的临床
疗效研究
杨兴智１　王铀１　张玲２　熊伟１　郭宇１　蒋远斌１　李洁３△　常德贵４

１重庆市中医院泌尿外科，重庆 ４０００２１
２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成都 ６１００７５
３重庆市中医院内分泌科，重庆 ４０００２１
４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男科，成都 ６１００７５

【摘要】　目的　观察清淋合剂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
至２０１７年９月重庆市中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患者７２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治疗组（清淋合剂组）和对照组（八正散组），两组疗程为４周，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美国国立卫生研
究院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ＮＩＨＣＰＳＩ）、中医症状评分及前列腺液常规的变化。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８０６％，对照组总有效率６６７％；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前列腺液常规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评分均有明显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治疗组明显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清淋合剂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临床疗效优
于传统八正散组方，能更好地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关键词】　　清淋合剂；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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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泌尿男科门诊的常
见疾病，该病好发于中青年男性，其发病率较高，约占泌尿男科

门诊量的２５％ ～３０％［１］。该病致病因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

化，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是泌尿男科医生临床诊治中最为困

惑的疾病之一［２］。慢性前列腺炎具有反复难愈的特点，对患者

身心均可造成不利影响，有关研究表明，约有５０％的男性在其
人生中的某个时期会遭受到慢性前列腺炎的困扰［３］，近年来，

随着中医对该病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医中药在治疗慢性前列腺

炎方面表现出较为显著的优势与独特疗效，笔者结合湿热之邪

贯穿于该病全过程的特点［４］，采取清淋合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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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下注型）的治疗，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重庆市中医院泌尿外科诊
治的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患者７２例作为研究对象。将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３６例。两组患者在年
龄、病程以及慢性前列腺炎症状评分上经统计学分析，治疗组

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ＮＩＨＣＰＳＩ（分）

治疗组 ３６ ３０２±９４ ５５±２５ ２８２±８７

对照组 ３６ ２９５±９７ ５７±２３ ２７９±９１

１２　随机化设计
纳入观察的湿热下注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按照随机原则，

采取随机化分组方案，借助 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设定一个变量，输
入受试对象的编号１～７２，产生随机数，对随机数编秩，按随机
秩次排列分为两组（Ａ组、Ｂ组），随机安排处理因素：随机确定
Ａ组为清淋合剂治疗组，Ｂ组为八正散治疗组。
１３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１３１　纳入标准　①西医诊断标准及量化标准：诊断标准参照
《２０１４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５］。②中医诊断标
准及评分标准：中医诊断标准参照《２０１５版慢性前列腺炎中西
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６］。③以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为准：轻度：评
分１分～１４分；中度：评分１５分 ～２９分；重度：评分３０分 ～４３
分。④同时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
岁；病程≥３月；患者知情并签署治疗同意书。中医症状评分标
准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中医症状评分表

临床症状 例数 轻度 中度 重度

尿道灼热 ０ ２ ４ ６

尿道涩痛 ０ ２ ４ ６

尿频　　 ０ ２ ４ ６

尿急　　 ０ ２ ４ ６

小便黄浊 ０ ２ ４ ６

尿后滴白 ０ ２ ４ ６

阴囊潮湿 ０ ２ ４ ６

心烦气急 ０ ２ ４ ６

口干口苦 ０ ２ ４ ６

１３２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②年龄 ＞
５０岁或年龄＜２０岁；③淋菌性前列腺炎、非淋菌性前列腺炎；④
泌尿系感染、泌尿系结核、泌尿系结石、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和泌

尿系肿瘤等。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治疗方法　治疗组：以清淋合剂进行治疗，组成：栀子

１０ｇ、滑石２０ｇ包煎、瞿麦１５ｇ、蓄１５ｇ、车前子１５ｇ包煎、川木通６ｇ、
金银花３０ｇ、野菊花１５ｇ、蒲公英１５ｇ、黄柏１５ｇ、小蓟１５ｇ、天花粉
１５ｇ、甘草６ｇ；功效：清热利湿、解毒消痈；提供单位：重庆市中医
院药剂科院内制剂；服用方法：每日３次，每次２０ｍｌ；疗程：４周
为一疗程。对照组：以八正散（出自《方剂学》太平惠民合剂局

方）［７］进行治疗，组成：大黄６ｇ、栀子１５ｇ、滑石２０ｇ包煎、瞿麦１５ｇ、
蓄１５ｇ、车前子１５ｇ包煎、川木通６ｇ、甘草１０ｇ；功效：清热泻火、
利水通淋；提供单位：重庆市中医院药剂科中药免煎颗粒；服用

方法：每日３次，每次２０ｍｌ；疗程：４周为一疗程。
１４２　观察方法　疗效评价指标：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评
分，前列腺液常规：卵磷脂小体数量及白细胞水平变化。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２０１５版慢性前列腺炎中西医结合诊
疗专家共识》中医辨证评分参考标准制定。痊愈：中医临床症

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证候积分减少≥９０％；显效：中医临床
症状、体征明显改善，证候积分减少６０％ ～８９％；有效：中医临
床症状、体征有好转，证候积分减少３０％ ～５９％；无效：中医临
床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证候积分减少不足３０％。
计算公式（尼莫地平法）为：［（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
前积分］×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χ２检验，计量指标以均数和标准差表示，符合正态分
布者，采用ｔ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
分类计数指标的比较采用；两组等级计数指标的比较采用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秩和检验；不同年龄间、不同病程间、不同病情间比较采
用Ｒｉｄｉｔ检验。假设检验统一使用双侧检验，给出检验统计量及
其对应的Ｐ值，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各有３６例，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均无脱落

及退出情况发生，两组患者治疗后在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
评分方面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治疗组患者治疗后在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评分方
面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表明治疗组患者在改善患者症状上明显优于对照组患
者。

２１　两组患者总疗效分析
治疗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总疗效进行比较，治疗组患者优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对照组

３６
３６

１０（２７８）
６（１６７）

１５（４１７）
１２（３３３）

４（１１１）
６（１６７）

７（１９４）
１２（３３３）

８０６ａ

６６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在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评分方面比

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且治疗组患者治疗后
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比较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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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中医症状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ＮＩＨＣＰＳＩ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中医症状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３６ ２０８±４５ １２４±４７ａｂ ３８５±６４１２１±５６ａｂ

对照组 ３６ ２０６±４３ １６５±４１ａ ３８４±６１２５３±４７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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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３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中疼痛症状、尿路症状、生活质量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在尿路症状、生活质量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疼痛症状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在尿路症状、生活质量比较差异仍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疼痛症状方面两组患者治疗后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ＮＩＨＣＰＳＩ中疼痛症状、尿路症状、
生活质量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治疗组（ｎ＝３６）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３６）

治疗前 治疗后

疼痛症状 ３２±１１ ３０±１０ ３３±１２ ３２±１１

尿路症状 ８３±１３ ４２±１２ａｂ ８２±１１ ６３±１０

生活质量 ９３±２１ ５２±２５ａｂ ９１±２０ ７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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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两组患者前列腺液常规比较
本研究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前与两组患者治疗后比较，其

前列腺液常规检查中卵磷脂小体与白细胞水平均无明显改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反映出患者症状的改善与
前列腺液常规的变化无直接相关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表６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前列腺常规积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治疗组（ｎ＝３６）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３６）

治疗前 治疗后

卵磷脂小体积分 １９２±０６３１９７±０６０ａｂ １９５±０６１１９６±０６３

白细胞积分 ２０３±０５４１９５±０６０ａｂ ２０１±０５５１９３±０５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
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治疗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有１例出现轻度恶心症状，对照组

患者治疗过程中有２例出现轻度腹泻症状。两组患者均未出现
严重局部不良反应及全身不良反应。

２６　两组患者随访情况
治疗疗程结束后，分别对治疗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进行为

期１月的随访，其中治疗组患者中２例复发，对照组患者中４例

复发。

#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属于中医学“淋证”“精浊”“白浊”等范

畴［８］。本病好发于青壮年，多由于饮食不节，过食辛辣刺激食

物，再加房事过度，或忍精不泄，败精流注，化生湿热，湿热阻于

精道，遂成精浊。清代中医外科学家高秉钧在《疡科心得集》中

谈到“在下部者，俱属湿火、湿热，湿性下趋故也……”［９］。当代

著名中医男科学专家徐福松教授亦认为，凡败精瘀浊，湿热下

注，扰动精室，精关不固，遂成本病［１０］。外感湿热毒邪，湿热蕴

结精室，留恋下焦，水道不利发为本病。湿热下注膀胱，膀胱气

化失司，故而出现小便频急、灼热涩痛、余沥不尽等症。湿热壅

聚于下焦，久则耗伤肾气，肾气不固，肾失封藏则精易下泄，精离

其位，化为白浊，败精流注，可见尿道口时有白浊渗出，淋漓不

尽。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李海松教授等研究的慢性前列

腺炎证型分布显示，湿热下注型为慢性前列腺炎最为常见的症

型之一，复合症型中也以湿热兼夹症为主［１１］。故湿热之邪贯穿

于本病的全过程，因此，治疗上应首先消除湿热这一主要病因，

临床中采取清热、利湿、解毒疗法对湿热下注型慢性前列腺炎往

往具有较好的治疗疗效［１２］。

本研究表明，两组药物均对湿热下注型慢性前列腺炎有较

好的治疗效果。现代医学研究认为，人体感染湿热毒邪后，病邪

循经络下注，邪毒伏流于前列腺内，损伤腺体组织，破坏腺体内

环境，导致腺管充血水肿，排出不畅，中医学认为这正是“湿热

瘀阻”的微观病理基础［１３］，现代研究亦表明，多数清热利湿中药

可能具备抗菌、抗病毒作用，从而抑制或杀灭病原微生物，减轻

局部炎症反应，促进炎性分泌物排出，最终达到改善患者排尿症

状的目的［１４］。清淋合剂是重庆市中医院泌尿外科在临床工作

中不断总结得出的经验方，该方由八正散与五味消毒饮加减化

裁而成，八正散是治疗湿热下注、热结下焦的主方，但其中大黄

荡涤邪热，通利肠腑之力强，易伤胃气，易致患者出现腹泻等不

良反应。五味消毒饮是清热解毒的著名方剂，与八正散合用，对

减轻尿路刺激征，改善患者排尿症状具有显著增效作用［１５］。清

淋合剂前期用于湿热下注型泌尿道感染的治疗，并取得了较为

满意的临床疗效，且治疗过程中副作用少，口感适宜，病人满意

度高，临床应用至今，未见患者出现明显腹泻、恶心等不良反应。

方中滑石、栀子、黄柏三药为君，滑石性寒，甘淡滑利，善清热渗

湿利窍，《药品化义》谓之：“滑石体滑主利窍，味淡主渗热”，栀

子清泻三焦之火，导热从下而出，黄柏长于清下焦湿热；臣以木

通上清心火，下利湿热，使湿热之邪从小便而去；瞿麦、蓄、车

前子三药为臣，三者均为治湿热淋证之要药，瞿麦清湿热利水

道，蓄泻膀胱湿热，车前子清湿热以通官窍。佐以金银花、野

菊花、蒲公英清热散结、解毒消痈，蒲公英兼能利水通淋，泻下焦

之湿热；下焦湿热常损伤膀胱血络，血随尿出，佐以小蓟凉血止

血；天花粉甘寒生津止渴，防苦寒泻热之品伤阴，甘草既调和诸

药，又能清解热毒、缓急止痛，是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清热利

湿、解毒消痈之效。

综上，清淋合剂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湿热下注型）临床疗效

优于传统八正散组方，能更好地改善患者临床症状，尤其对尿路

症状及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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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５氨基酮戊酸（ＡＬＡ）光动力（ＰＤＴ）疗法联合卡介苗多糖核酸肌内注射治疗尖锐
湿疣的应用效果及对血清神经生长因子（ＮＧＦ）、Ｔ细胞亚群水平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诊治的９２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各４６例。两
组均予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在此基础上，实验组予以卡介苗多糖核酸治疗，两组均连续治疗３个月。疗程
结束后，统计两组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情况，对比治疗前及疗程结束后血清 Ｔ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及 ＮＧＦ水平，随访１２个月，观察记录复发情况。结果　实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且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３０％（４２／４６）较对照组７６０９％（３５／４６）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血清
Ｔ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治疗前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疗程结束后，实验组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较对照组高，ＣＤ８＋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血清 ＮＧＦ
水平治疗前差异无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疗程结束后，实验组血清ＮＧＦ水平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不良反应率２３９１％（１１／４６）与对照组１５２２％（７／４６）相比差异无具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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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复发率均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尖锐湿疣患者予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
疗基础上，加用卡介苗多糖核酸治疗，可有效改善Ｔ细胞亚群，显著降低ＮＧＦ水平，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且
随访复发率较低，安全性较高，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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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为临床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感染所致，临床主要表现为小面积红斑、湿疹，随病情进展，红

斑、湿疹面积不断扩大，严重者甚至化脓、腐烂，顽固难治，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１２］。近年来，随着国民性观念的逐渐开放，

尖锐湿疣发病率明显增长，位居我国性传播疾病第二位，受到

临床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３］。以往，临床治疗尖锐湿疣多以５
氨基酮戊酸（５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ａｃｉｄ，ＡＬＡ）光动力（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ＤＴ）疗法为主，该疗法主要通过化学反应选择性破坏
病变组织，根除靶组织，同时还可参与全身或局部免疫反应，致

使病变组织坏死脱落，从而达到尖锐湿疣治疗效果［４５］。近年

来，随着临床研究的不断深入，发现尖锐湿疣发生、发展及转归

均与机体免疫功能状态有关［６７］。卡介苗多糖核酸为多糖核酸

类物质，可明显增强细胞免疫、体液免疫作用，用于治疗尖锐湿

疣，效果颇为显著［８］。目前，临床上多单纯采用ＡＬＡＰＤＴ疗法、
卡介苗多糖核酸治疗尖锐湿疣，关于二者联合应用较为鲜见。

本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选取尖锐湿疣患者９２例，分组

探究ＡＬＡＰＤＴ疗法联合卡介苗多糖核酸肌内注射治疗尖锐湿
疣患者的中期随访结果及血清神经生长因子（ＮＧＦ）、Ｔ细胞亚
群水平。结果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诊
治的９２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数表法分为两组，
各４６例。其中实验组女１６例，男３０例，年龄范围１８岁 ～５９
岁，年龄（３０８９±９８７）岁，病程范围 １个月 ～１６个月，病程
（６７８±４２８）个月，皮损数范围 ２个 １４个，皮损数（８２３±
２０１）个；对照组女１５例，男２１例，年龄范围１８岁～６０岁，年龄
（３１０２±９８５）岁，病程范围 ２个月 ～１６个月，病程（７０２±
４５３）个月，皮损数范围３个 ～１５个，皮损数（８４７±２１２）个。
本研究经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伦理协会审核同意，且两组基线

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展开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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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入选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①均符合第３版《实用皮肤学》中尖锐湿疣
相关诊断标准［９］，并经组织病理检查确诊；②年龄≥１８岁；③男
性患者皮损多位于尿道口、包皮系带、冠状沟、肛周及龟头等部

位，女性患者皮损多位于阴道口、大小阴唇、肛周等位置；④纳入
研究前３个月内未接受局部或全身免疫治疗者；⑤患者均对本
研究知情，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２　排除标准　①伴有严重自身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疾病
者；②伴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③过敏体质，或对本研究所用
药物卡介苗多糖核酸、５氨基酮戊酸具有使用禁忌症者；④合并
病毒性感染、结核、恶性肿瘤者；⑤合并其他性传播疾病者；⑥妊
娠期或哺乳期女性。

１３　方法
１３１　治疗方法　两组均予以 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根据皮损
面积以生理盐水将 ＡＬＡ（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配置为２０％ＡＬＡ凝胶备用；常规消毒
皮损位置，将２０％ＡＬＡ凝胶均匀涂抹于患处，保鲜膜封包，作用
３ｈ左右暴露患处，以波长为６３２８ｎｍ半导体激光照射，光斑直
径为２ｃｍ左右，能量密度维持１００Ｊ／ｃｍ，２０ｍｉｎ～４０ｍｉｎ／次，１
次／周；于此基础上，实验组予以卡介苗多糖核酸（湖南斯奇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１９）治疗，１ｍｇ／次，肌肉注
射，隔日一次。两组均连续治疗３个月。
１３２　检测方法　抽取空腹外周静脉血５ｍＬ，高速离心处理
（２５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留取上层清夜，贮存于－７０℃低温环境下待
检。以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ＮＧＦ水平，严格遵循
试剂盒（深圳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４　疗效判定标准
疗效判定，以渗液、瘙痒及皮损等症状基本消失为治愈；渗液、

瘙痒症状显著改善，皮损面积减少７０％以上为显效；渗液、瘙痒症
状有所好转，皮损面积减少５０％～７０％为好转；未达到上述标准为
无效。总有效率＝（显效＋治愈＋好转）／总例数×１００％［１０］。

１５　观察指标
①治疗效果；②血清 Ｔ细胞亚群水平，治疗前及疗程结束

后均以全自动多色分析流式细胞仪（ＢＤＦＡＣＳＣａｌｉｂｕｒ型）测定
血清Ｔ细胞亚群（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ＣＤ３＋）；③治疗前
及疗程结束后血清 ＮＧＦ水平；④不良反应情况；⑤随访１２个
月，观察记录复发情况。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治疗效果、

不良反应及复发率用ｎ（％）表示，卡方检验，等级资料以秩和检
验，血清ＮＧＦ、Ｔ细胞亚群水平用（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ｔ检验，检验
标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

经Ｒｉｄｉｔ分析可知，实验组患者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患者，
且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３０％（４２／４６）较对照组患者７６０９％（３５／
４６）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血清Ｔ细胞亚群

两组患者血清 Ｔ细胞亚群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８＋、
ＣＤ３＋治疗前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疗程结束后，实验组患者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较对照组患者高，ＣＤ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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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实验组 ４６ ２０（４３４８） １７（３６９６） ５（１０８７） ４（８７０） ４２（９１３０）

对照组 ４６ ７（１５２２） １５（３２６１） １３（２８２６） １１（２３９１） ３５（７６０９）

Ｚ／χ２值 — — — — ３９０３

Ｐ值 — — — — ００４８

表２　两组患者血清Ｔ细胞亚群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组别 例数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治疗前　　 实验组 ４６ ６１６５±９６２ ３３４５±７４７ ３０１２±６４５ １１０±０６０

对照组 ４６ ６１３４±９３２ ３３６４±７２１ ２９８７±６８５ １１１±０５８

ｔ值 ０１５７ ０１２４ ０１８０ ００８２

Ｐ值 ０８７６ ０９０２ ０８５７ ０９３５

疗程结束后 实验组 ４６ ６７７８±８２１ ４０３６±６９４ ２５２７±６７０ １５８±０６４

对照组 ４６ ６４２５±７１８ ３６８２±６３１ ２９３３±８１４ １３２±０４５

ｔ值 ２１９５ ２５６０ ２６１２ ２２５４

Ｐ值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７

２３　两组患者血清ＮＧＦ水平
两组患者血清ＮＧＦ水平治疗前无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疗

程结束后，实验组患者血清 ＮＧ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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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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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血清ＮＧＦ水平对比（Ｍｅａｎ±ＳＤ，ｐｇ／ｍ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疗程结束后

实验组 ４６ １９４２３±４３２６ １１０２８±３５６２

对照组 ４６ １９３５６±４５８７ １７９２７±４２７９

ｔ值 ００７２ ８４０４

Ｐ值 ０９４３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情况
实验组患者不良反应率 ２３９１％（１１／４６）与对照组患者

１５２２％（７／４６）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不良反应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红肿 渗液 轻微灼痛 溃疡 总发生率

实验组 ４６ ４（８７０） ３（６５２） ３（６５２） １（２１７）１１（２３９１）

对照组 ４６ ３（６５２） ２（４３５） ２（４３５） ０（０００） ７（１５２２）

χ２值 — — — — １１０５

Ｐ值 — — — — ０２９３

２５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两组患者均随访１２个月，实验组患者２例失访，对照组患

者４例失访。实验组患者随访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复发率
均较对照组患者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复发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３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实验组 ４４ ３（６８２） ５（１１３６） ６（１３６４）

对照组 ４２ １０（２３８１） １２（２８５７） １５（３３３３）

χ２值 ４８３５ ４０１２ ４６７１

Ｐ值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

　讨论
尖锐湿疣主要是指皮损部位良性增生物，多以外生殖器部

位菜花状、乳头状增生物为主要临床表现，病情严重、反复发作，

顽固难治，对患者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１１１２］。研究表明，高

危型尖锐湿疣病情发展与多种生殖系统肿瘤发生、发展及预后

密切相关［１３］。因此，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治疗尖锐湿疣对改善患

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以往，临床治疗尖锐湿疣多采用冷冻、电灼、ＣＯ２激光等方
法，虽可取得一定效果，但均属于侵袭性治疗，而男性尿道解剖

学特殊，局部神经从、血管丰富，上述方法治疗易导致术后感染、

组织缺损、尿道狭窄、遗留瘢痕等不良后果，影响患者心理及生

理健康，整体效果并不理想［１４１５］。ＡＬＡＰＤＴ疗法为临床治疗尖
锐湿疣重要方法，该疗法联合采用光敏剂及对应光源，促使单

态氧、自由基大量产生，引发细胞毒作用，从而通过细胞坏死、凋

亡杀灭靶细胞，达到疾病治疗目的。研究表明，ＡＬＡＰＤＴ应用

于尖锐湿疣治疗中具有以下优势：①治疗靶向选择性良好，可选
择性破坏病变组织，对病变周围组织损伤较小；②光敏剂光动力
学反应只有在光照强度、光敏剂浓度足够前提下，才可促发，故

毒性较低［１６１７］。

研究表明，机体免疫功能，尤其是细胞免疫与尖锐湿疣发

生、消退、复发密切相关［１８］。细胞免疫主要效应细胞为 Ｔ淋巴
细胞，成熟 Ｔ淋巴细胞主要分泌 ＣＤ４＋、ＣＤ８＋细胞，通常情况
下，二者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维持机体免疫状态正常。ＣＤ４＋细
胞可激活机体巨噬细胞、免疫细胞，增强机体免疫功能；而

ＣＤ８＋细胞属于杀伤性Ｔ淋巴细胞，主要作用为机体免疫抑制，
ＣＤ４＋／ＣＤ８＋则反映机体免疫功能状态。尖锐湿疣患者多存在
细胞免疫抑制，研究表明，尖锐湿疣发病后，患者血清 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均显著下降，而 ＣＤ８＋、细胞明显升高［１９］。

本研究对尖锐湿疣患者予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基础上，加用卡
介苗多糖核酸治疗，结果显示疗程结束后，实验组 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３＋较对照组高，ＣＤ８＋较对照组低，充分说明联
合采用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卡介苗多糖核酸可有效调节尖锐湿疣患
者Ｔ细胞亚群，改善细胞免疫功能。卡介苗多糖核酸为新型免
疫调节剂，可调节机体免疫功能，纠正机体免疫系统失衡，诱导

Ｔ淋巴细胞、干扰素生成，提高机体免疫力，有助于预防尖锐湿
疣复发；同时还可激活单核巨噬细胞功能，提高其对中性粒细
胞的活性，使得机体对人乳头瘤病毒的清除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有助于增强尖锐湿疣治疗效果［２０］。本研究结果显示，实验组治

疗效果优于对照组，且随访３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复发率均
较对照组低，充分说明对尖锐湿疣患者予以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
基础上，加用卡介苗多糖核酸治疗，可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显著

降低随访复发率。

此外，ＮＧＦ为多肽类物质，对细胞增殖、免疫功能及神经系
统均有作用，有学者认为，其与尖锐湿疣发生有关［２１］。本研究

中两组治疗前血清ＮＧＦ水平基本一致，且均高于正常水平，证
实ＮＧＦ参与尖锐湿疣发生。疗程结束后，实验组血清 ＮＧＦ水
平较对照组低，充分说明血清ＮＧＦ水平随尖锐湿疣病情程度而
变化，联合采用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卡介苗多糖核酸治疗尖锐湿疣，
患者皮损逐渐消退，血清ＮＧＦ水平随之下降。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均较低。

综上所述，对尖锐湿疣患者予以 ＡＬＡＰＤＴ疗法治疗基础
上，加用卡介苗多糖核酸治疗，可有效改善 Ｔ细胞亚群，显著降
低ＮＧＦ水平，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且随访复发率较低，安全性
较高，在临床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还需临

床多中心、多渠道取样，进一步证实联合采用ＡＬＡＰＤＴ疗法、卡
介苗多糖核酸治疗尖锐湿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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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力与尤靖安联合治疗多发性尖锐湿疣临床疗效
及其对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邵勇１　翟俊莎２

１广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四川 广安 ６３８０００
２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皮肤科，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探讨光动力联合尤靖安治疗多发性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及其对性生活质量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广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多发性尖锐湿疣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数字表法进行设计对照组与联合组，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联合组给予光动力联合尤靖安治疗，观察两

组的临床治疗效果与性生活质量影响。结果　联合组与对照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９１６７％Ｖｓ８０００％），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联合组性生活质量总评分达到（９３１６±２１８）分，优于对照组的
（７３６７±２６６）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临床中对于多发性尖锐湿疣患者应用光动力联
合尤靖安治疗效果显著，提高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并且在改善性生活质量方面显著，值得临床中应用

推广。

【关键词】　　多发性尖锐湿疣；光动力；尤靖安；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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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发性尖锐湿疣是皮肤科常见疾病之一，主要是由ＨＰＶ感
染所导致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患者生活质量与性生活质量

均显著下降，甚至引发不良情绪［１］。临床中对于疾病的治疗常

常以激光、冷冻和电灼等方法，且治疗后的复发率也比较高［２］。

如何更好治疗该病是临床医师们关注的重点，光动力疗法属于

一种非侵袭性的治疗方案，多次治疗可以达到治疗的目的［３］。

因此，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工作经验，对多发性尖锐湿疣

患者采取光动力与尤靖安联合治疗，分析其对改善患者性生活

质量方面的优越性，研究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广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２０例多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且符合尖锐湿疣的
临床诊断标准，并且参与的患者均知情同意，无心肝肾、自身免

疫系统疾病患者。男性６６例，女性５４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５岁，年龄（３４３８±３９１）岁。病程时间范围１个月 ～８个
月，病程（４１３±０７２）月。疣体数量范围１个 ～２０个，疣体数
量（８２５±１６６）个。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２０例患者分为联合
组与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且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方面比较无
差异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性别

男性 女性

年龄

（岁）

病程时间

（月）

疣体数量

（个）

联合组 ３２ ２８ ３３７７±３０６ ４２７±０４９ ８６２±１５３

对照组 ３４ ２６ ３３５９±３２１ ４５１±０３６ ８０６±１３３

χ２／ｔ值 ０６２１ ０３１２ ０７０４ ０５６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治疗，对皮损部位进行微波照射处

理，每周１次。同时，照射之后给予肌肉注射１００万Ｕ的尤靖安
（生产批号：２０１００３２６，生产单位：兆科药业（合肥）有限公司），１
次／日，连续治疗２周。联合组患者给予光动力疗法，在患者疣
体皮损的位置用浸有光敏剂的生理盐水进行外敷处理，３个小
时之后进行光动力治疗仪进行照射。其中，选择波长６３５ｎｍ，光
斑的直径设置２０ｃｍ，而照射距离为１００ｃｍ，照射时间设置每
次２０分钟，每周１次。同时，照射之后给予肌肉注射尤靖安，剂
量为１００万Ｕ，１次／日，连续治疗２周。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均
禁止性生活，避免交叉感染。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依据《尖锐湿疣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中的疗效

标准进行评估，在最后一次治疗后的６个月进行观察评估，将其分
为４个等级：痊愈：治疗后疣体的数量完全消失，皮损恢复正常；显
效：治疗后皮损的直径和较治疗前缩小６００％以上；有效：治疗后皮
损的直径和较治疗前缩小２００％～６００％以内；无效：治疗后皮损
的直径和较治疗前缩小不足２００％；临床治疗有效率＝痊愈率＋显
效率＋有效率）。②性生活质量（采取医院自制的性生活质量评测
量表，其中包括４个方面：性生活频率、性唤起时间和获得高潮时间
以及性生活满足感４个方面，每一项评分为０分～２５分，总分为
１００分，分值越高则表示患者性生活质量越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应用统计学软件对ＳＰＳＳ１７０对数据进行分析与处理，计量
数据采取均值±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数据 ｔ检验，计
数资料应用率（％）表示，组间数据卡方（χ２）检验，Ｐ＜００５为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观察

对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数据对比分析，联合组临床治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１２９　　·

总有效率９１６７％，对照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８０００％，联合组
患者优于对照组患者，组间数据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观察

通过对两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分析，联合

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总评分达到（９３１６±２１８）分，对照组患者
性生活质量总评分达到（７３６７±２６６）分，联合组患者显著高
于对照组患者，二组患者间数据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联合组与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对比

分组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联合组 ６０ ２８ １７ １０ ５ ５５（９１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１８ ２２ ８ １２ ４８（８０００）

χ２值 — — — — ６０３８

Ｐ值 — — — — ＜００５

表３　联合组与对照组治疗后性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分组 例数 性生活频率评分 性唤起时间评分 获得高潮时间评分 性生活满足感评分 总评分

联合组 ６０ ２２４５±３７７ ２２９７±２１５ ２３１７±３０８ ２４９７±３２１ ９３１６±２１８

对照组 ６０ １８５８±２７８ １８６３±２５３ １７８５±１７８ １８４５±２０３ ７３６７±２６６

ｔ值 — — — — １３０７４

Ｐ值 — — — — ＜００５

#

　讨论
多发性尖锐湿疣主要是由于 ＨＰＶ感染说引起的生殖器疣

体疾病，在临床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且多发生在生殖器和肛

周的位置，患者常常表现不同程度的瘙痒与疼痛，在临床中具

有传染性，容易传递给性伴侣，严重的影响双方性生活质量，对

日常生活也造成巨大的影响［４５］。临床中对于该病的治疗常常

对肉眼可见的疣体进行破坏清除，但是对于隐形的疣体治疗并

无有效的方法，尤其生殖器的特殊性，导致治疗比较困难，如何

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临床医生们关注的重点。

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发展，光动力疗法得到临床中应用，

这种治疗疗法主要是利用光波特点，对肉眼可能看不见的疣体

或者亚临床感染病灶以及潜在的病灶进行清除，从而更全面、

更深度的清除ＨＰＶ病毒，避免疣体的复发［６７］。通过此次的临

床研究分析，临床中对于多发性尖锐湿疣患者给予光动力与尤

靖安联合治疗方案效果明显，能够极大的提高临床效果。主要

是由于光动力疗法可以全面、彻底的清除疣体［８９］。光动力疗

法可以很好的促进病毒细胞受损死亡，从而达到治疗的目

的［１０１１］。同时，尤靖安属于干扰素，在病毒感染治疗中有着显

著的效果。另外，尤靖安干扰素可以指导相关蛋白翻译并进一

步抑制病毒的复制，更好的阻断病毒 ＤＮＡ复制与灭杀病
毒［１１１２］。光动力联合尤靖安达到标本根治的目的，更好的提高

临床整体效果。临床数据也显示，光动力联合尤靖安治疗后多

发性尖锐湿疣的治疗有效率达到９１６７％，显著高于常规治疗
效果的８０００％。另外，临床数据还显示，光动力与尤靖安联合
治疗方案后，患者的性生活质量得到明显的提升，尤其在性生

活频率、性唤起时间、获得高潮时间、性生活满足感等方面显著

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光动力疗法可以较好的对疣体病灶进行

破坏清除，并减少了对正常组织的损害［１３１４］。同时，尤靖安可

以进一步增强患者体内Ｔ细胞与Ｂ淋巴细胞的分泌，提高机体
的免疫功能，从而改善体质［１５１６］。联合治疗方案不仅清除病灶

侵袭，还可以大大提高患者机体免疫能力，改善生活状态，从而

提高了性生活质量。临床中相关研究也显示，对于尖锐湿疣患

者给予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效果显著，并且在改善患者性
生活质量方面也是可行的［１７１８］。由此说明，临床中多发性尖锐

湿疣患者采取光动力与尤靖安联合治疗方案在改善患者性生

活质量有着一定的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多发性尖锐湿疣患者采取光动力与尤靖安联合

治疗方案效果显著，在提高患者临床疗效的同时，还进一步提高

其性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值得临床中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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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０（１９）：２９６２２９６４．

［８］　胡恩平，胡雅玉．钬激光联合艾拉光动力治疗复发性尿道内尖锐
湿疣１６例报告［Ｊ］．中国内镜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４）：４３９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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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ｔｏｌ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Ｊ］．ＡｎＢｒａｓ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９２（３）：
３５０３５５．

［１０］　李蕾，邹先彪，张云杰，等．光动力治疗前后宫颈尖锐湿疣皮损
Ｔｏｌｌ样受体７和９及α干扰素和干扰素调节因子７的表达［Ｊ］．
实用皮肤病学杂志，２０１４，１０（５）：３３０３３３．

［１１］　刘婧，李麟，赵娟，等．高频电离子联合艾拉光动力及重组人干扰
素α２ｂ凝胶治疗尖锐湿疣的疗效观察［Ｊ］．临床医药文献电子
杂志，２０１７，４（２３）：４４１６．

［１２］　张继刚，李柱，王秋枫，等．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预防尖锐湿
疣复发疗效观察［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１，３３（２２）：３４０３３４０４．

［１３］　陈海谊，谢五菊，陈焕高．光动力联合尤靖安治疗方案对多发性
尖锐湿疣患者治疗依从性及治疗效果的影响［Ｊ］．中国现代医学

杂志，２０１４，２４（２５）：９９１０２．
［１４］　吕敏，吕月平，孙霞．二氧化碳激光联合艾拉光动力外用干扰素

凝胶治疗男性尿道口尖锐湿疣［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２０１５，１５（８１）：６０，１１３．

［１５］　王利霞，甘才斌．干扰素凝胶联合光动力疗法治疗尿道口尖锐湿
疣的疗效观察［Ｊ］．皮肤性病诊疗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２（３）：２３０２３２．

［１６］　李欣，刘俊，宋临秋．５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联合重组人干扰素
α２ｂ凝胶预防尖锐湿疣复发疗效观察［Ｊ］．中国现代药物应用，
２０１４，８（２２）：１０４１０５．

［１７］　张东兴，杨阁，刘诗，等．光动力治疗联合干扰素凝膏治疗复发性
尖锐湿疣［Ｊ］．黑龙江医药，２０１７，３０（４）：８１１８１３．

［１８］　杨海龙，赵莉，孙瑞，等．光动力联合干扰素局部注射治疗尖锐湿
疣的疗效观察［Ｊ］．当代医学，２０１７，２３（６）：１１１１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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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例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蔡光辉　王是△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皮肤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２０６例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男
性尖锐湿疣患者２０６例作回顾性分析。其中复发１１８例，复发率５７３％，不复发８８例。对患者的年龄、文化
程度、嗜酒、吸烟、熬夜、性伴侣、安全套使用、皮损数量、包皮过长、睡眠时间等资料进行调查统计，并采用单

因素及多因素分析影响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结果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复发、未复发）人群
在文化程度、年龄、吸烟、嗜酒等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复发组在性伴侣２个及以上、熬
夜、皮损数量多发、未使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异常方面均多于未复发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多因素分析显示，性伴侣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发、未使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异常均为尖锐湿疣复
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包括性伴侣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
发、未使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异常等，临床上建议针对上述因素做出针对性防治措施。

【关键词】　男性尖锐湿疣；复发；危险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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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所诱发的常见性传播疾病［１］。近

年来随着社会流动性及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其发病率有不断

增高的趋势，且复发率亦高［２］。目前，尖锐湿疣主要通过母婴

及性传播，其常见发病部位包括外生殖器、肛门及会阴等。有文

献报道，ＨＰＶ可有亚型１００多个，且不同亚型之间有低危及高
危之分，例如常见的ＨＰＶ１１及ＨＰＶ６可导致肛周及生殖器良性
病变［３］。有研究认为，２０岁 ～４９岁年龄段患者尖锐湿疣发病
率高，男性高于女性，且发病人数随年份有逐年升高的趋势［４］。

也有研究认为，为了有效控制尖锐湿疣，我们应重点针对青壮

年群体，尤其是男性高危人群或性活跃群体加强重点防护，早

发现、早诊断、早治疗［５］。因此，我们特探讨２０６例男性尖锐湿
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的危险因素，为临床防治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
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男性尖锐湿疣患者２０６
例作回顾性分析。其中复发１１８例，复发率５７３％，不复发８８
例。年龄范围１６岁～７５岁，年龄（３８３±４６）岁，病程（４６±
２７）月。所有患者均经临床确诊为尖锐湿疣，且本研究已获鄂
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通过。纳入标准：患者皮损病灶主要于肛周皮肤黏膜

湿润处、生殖器集中分布；疣体顶端尖锐、疣体质软，常见呈鸡冠

状、乳头状、蕈状或菜花状；均经醋酸白试验检测结果呈阳性。

排除标准：阴茎扁平湿疣、珍珠状丘疹、鲍温样丘疹等。

１２　调查方法
治疗方案及复发判定标准：采用光动力疗法或电灼炭化对

疣体进行清除；肌注干扰素１００万 ＩＵ／次／周，共注射５次，或斯
奇康肌肉注射０７ｍｇ／次，共给药１８次，隔日１次。患者治疗后
６个月内在病灶附近或原病灶处皮损出现，且醋酸白试验阳性
即可诊断为尖锐湿疣复发。对所有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嗜

酒、吸烟、熬夜、性伴侣、安全套使用、皮损数量、包皮过长、睡眠

时间等资料进行调查统计，所有统计资料均有２名高年资医生
独立交互验证以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统计完毕，并采用单因

素及多因素分析影响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

１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单因素

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男性尖锐湿疣复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者在文化程度、年龄、吸烟、嗜酒等

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复发组患者在性伴

侣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发、未使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
异常方面均多于未复发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１。
２２　多因素分析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多因素分析显示，性伴侣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发、
未使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异常均为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
因素。具体结果详见２。

表１　男性尖锐湿疣复发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未复发

（ｎ＝８８）
复发

（ｎ＝１１８）
χ２值 Ｐ值

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４２ ６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５

　高中及以上 ４６ ５８

年龄

　≥４０岁 ５０ ７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５

　＜４０岁 ３８ ４８

吸烟

　有 ５６ ８０ ０９１３ ＞００５

　无 ３２ ３８

嗜酒

　有 ６４ ８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５

　无 ２４ ３２

性伴侣

　１个或无 ６６ ２４ ３０６０９ ＜００５

　２个及以上 ２２ ９４

熬夜

　有 ３０ ７６ ９２７２ ＜００５

　无 ５８ ４２

安全套使用

　有 ７０ ４６ １１７３０ ＜００５

　无 １８ ７２

Ｔ细胞亚群

　异常 ２０ ９６ ３５２１３ ＜００５

　正常 ６８ ２２

皮损数量

　单发 ５６ ４４ ７００４ ＜００５

　多发 ３２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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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多因素分析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相关因素 ＳＥ值 β值 Ｐ值 ＷａｒｄＸ２ ９５％ＣＩ ＯＲ值

皮损数量多发 ０６８ １４２ ＜００５ ８１９７ １２９～２７５ １７１

Ｔ细胞亚群异常 ０５６ １２８ ＜００５ ７５３１ １２０～２１６ １５５

未使用安全套 ０８０ １７５ ＜００５ １０３２０ １４５～３１２ １９６

熬夜 ０３４ ０７５ ＜００５ ３９０１ １００～１７３ １１７

性伴侣２个及以上 ０４７ ０９３ ＜００５ ５４６０ １０７～１９７ １３８

#

　讨论
作为由ＨＰＶ导致的常见性传播疾病之一，在部分地区尖锐

湿疣的发病率已逐步成为性传播疾病的第二位［６］。目前的研

究普遍认为，男性生殖器ＨＰＶ感染可导致尖锐湿疣甚至肿瘤的
发生，同时部分同性恋或双性恋男性群体作为性传播疾病的通

道，还可导致性伴生殖器 ＨＰＶ的感染，导致女方尖锐湿疣［７８］。

因此，研究男性尖锐湿疣患者治疗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可针对

性为地方尖锐湿疣防治提供依据［９］。

本研究中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人群在文化程度、年龄、吸

烟、嗜酒等方面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复发组
在性伴侣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发、未使用安全套、Ｔ细
胞亚群异常方面均多于未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有研究与本文观点不尽相同，其认为吸烟是尖锐湿疣
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即吸烟史越长、日均吸烟量越大的

患者，其复发率越高［１０］。有关研究认为，吸烟可修饰损伤上皮

细胞ＤＮＡ，使ＨＰＶ易感性增加［１１］。还有文献报道，尖锐湿疣

复发率与饮酒量呈明显正相关，但其机制可能在于饮酒可导致

不适用安全套，新伴侣增多等高危性行为有关，从而使尖锐湿

疣暴露机会增加［１２］。针对熬夜现象，有研究赞同熬夜可导致尖

锐湿疣复发，其认为这可能与经常熬夜患者，免疫功能降低有

关［１３］。还有文献报道，失眠或熬夜可使患者免疫功能降低，从

而抑制Ｔ淋巴细胞功能，最终使ＨＰＶ感染迁延和尖锐湿疣易复
发［１４］。尽管有文献报道，使用安全套并不能有效防止 ＨＰＶ感
染及尖锐湿疣复发，但正确应用安全套已成为普遍共识［１５］。本

研究结果认为正确使用安全套是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保护因

素。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通过对文化程度的研究认为低学历

层次人群复发率更高，其原因可能与其卫生认知不足，健康教

育接受度较低。观念差有关［１６］。但本研究发现文化程度不影

响尖锐湿疣复发，我们推测这可能与文化程度较高人群社会、

心理压力更大，不能按时休息、戒酒戒烟等有关［１７］。本研究中

多因素分析显示，性伴侣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发、未使
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异常均为尖锐湿疣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有研究同样认为，性伴侣２个及以上导致男性尖锐湿疣复发最
重要的危险因素［１８］。因而针对此类人群应建议其提高性道德，

不发生婚外性行为，并且采取安全的预防措施。

综上所述，男性尖锐湿疣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包括性伴侣

２个及以上、熬夜、皮损数量多发、未使用安全套、Ｔ细胞亚群异
常等，临床上建议针对上述因素做出针对性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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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例痔疮部位上长有尖锐湿疣患者的疗效观察
徐亚楠△　熊林
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陕西 延安 ７１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研究痔疮部位上有尖锐湿疣的治疗方法。方法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
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门科诊收治并确诊的痔疮部位上有尖锐湿疣的患者（除外艾滋病、梅毒和乙肝等其他

疾病）１０５例作回顾性分析。皮损处分别行ＣＯ２激光治疗组有４２例和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
疗组有６３例，门诊随访。结果　两种治疗方法均有效，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复发率更低。
结论　治疗痔疮部位上的尖锐湿疣，最宜采用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疗法。

【关键词】　尖锐湿疣；痔疮；光动力；ＣＯ２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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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ｅ，ＣＡ）是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所引起的临床常见性传播疾
病，因其较高的传染性及容易反复发作的特点给患者工作生活

带来较大困扰，其好发于生殖器及肛周［１］。肛周因其特殊的生

理结构及温暖潮湿的局部环境，为ＨＰＶ的生存增殖提供了更适
宜的条件，所以患病率或复发率较高［２３］，同时肛门也是痔疮的

好发区域，正所谓“十人九痔”，故而肛门痔疮部位上出现尖锐

湿疣的患者临床上还是较为常见。发生在痔疮基础上的尖锐

湿疣，血供更加丰富，生长密集，临床上若治疗不当，痔疮局部很

容易出血，从而治疗视野模糊，导致疣体难以完全消除，尖锐湿

疣更容易复发。反复治疗会导致出现肛周疼痛水肿加重，肛门

狭窄，肛裂，活动受限等不良反应，让广大患者痛苦且难以护理，

故痔疮部位尖锐湿疣的治疗受到重视，为进一步总结完善其治

疗方法，我们回顾性分析了延安市人民医院肛门痔疮部位尖锐

湿疣１０５例患者的诊疗过程。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２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延安市人民医院皮肤科门
诊收治并确诊的痔疮部位上有尖锐湿疣的患者（除外艾滋病、

梅毒和乙肝等其他疾病）。纳入标准：依据尖锐湿疣诊疗指南

（２０１４）［４］，从病史、典型临床表现、醋酸白试验和 ＨＰＶ反向分
子杂交基因分型检测法确诊痔疮部位上有尖锐湿疣患者１０５
例，男性６５例，女性４０例，年龄（２７５７±３７９）岁。排除标准：
①肛乳头瘤、肠道感染、肛瘘窦道、直肠息肉、直肠肿瘤、肛周脓
肿急症患者；②严重肝、肾、心、脑等疾病者；③艾滋病、梅毒、乙
肝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④皮肤光过敏症、卟啉症的患者，已
知对试验用药（卟啉类）及其化学结构类似药物有过敏史者［５］；

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近１个月内未接受过其他系统或局部治
疗。

１２　治疗方法
患者知情同意后，遵医嘱选择治疗方案，随机分为两组，即

ＣＯ２激光治疗组和小功率大面积 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组。
患者一般准备结束后，取患者截石位，充分暴露病变部位，术区

碘伏常规消毒，以１％盐酸利多卡因行局部麻醉。①ＣＯ２激光治
疗组４２例。具体操作是临床上视疣体大小，选用ＣＯ２激光治疗
仪（吉林省科英激光治疗有限责任公司，ＫＬ型）适宜功率（一般
２３Ｗ）的ＣＯ２激光处理肛门痔疮疣体，以肉眼观察病灶消失为
准，显露出浅而平整的新鲜创面为宜，一次为一个疗程。②小功
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组６３例。具体操作是临床
上用小功率（约０５Ｗ～１Ｗ左右，以痔疮不出血调节其功率）
ＣＯ２激光处理痔疮部位的疣体及疣体周围１Ｗ／１５ｃｍ左右皮
肤，以ＣＯ２激光不击穿痔疮而出血为准。然后将外用盐酸氨基
酮戊酸（ＡＬＡ）散剂（１１８ｍｇ／支，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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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００２７）用注射用水配制成的２０％ＡＬＡ
溶液，均匀吸附在薄层脱脂棉上，湿敷于 ＣＯ２激光创面，用塑料
保鲜膜封包避光３小时后，去掉保鲜膜及湿敷棉，再用光动力治
疗仪（武汉亚格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生产，ＬＥＤＩＢ）照射，视创面
大小和患者疼痛耐受能力调节仪器参数（能量密度为９０Ｊ／ｃｍ２

～１２０Ｊ／ｃｍ２），每光斑照射２０ｍｉｎ，光动力治疗一个疗程为３次，
１次／周，每次间隔时间７ｄ～１０ｄ。术后护理：保持局部清洁干
燥，必要时使用莫匹罗星软膏，防止感染，嘱患者定期复查。

１３　疗效判断标准
疗效指标为疣体的数目和总面积，按照痊愈、显效、有效、无

效４级标准评价。痊愈：疣体完全消退；显效：疣体面积减少≥
６０％，＜１００％；有效：疣体面积减少≥２０％，＜６０％；无效：疣体
面积减少＜２０％或继续加重。将痊愈和显效病例合并计算有效
率。

１４　随访方法
两组均按１个疗程后第１月、２月、３月和６月进行复诊随访，

过程中一旦发现疣体或原有疣体继续增大者则视为复发，继续相同

方法，记录好随访观察结果，０５年后根据疗效判断标准总结患者
最后疗效结果。复发率＝复发病例数／总病例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进行数据汇总与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表示，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情况

１０５例患者治疗后随访６个月，ＣＯ２激光治疗组患者和小功

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组患者治疗尖锐湿疣均有疗
效，χ２＝１１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疗效情况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ＣＯ２激光治疗组 ４２ ２６ ９ ５ ２ ８３３３％

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组 ６３ ３７ ２０ ５ １ ９０４８％

２２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小功率大面积 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组患者复发率更

低，χ２＝９５３，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

　　　　　　　　　组别 例数 复发 无复发 复发率

ＣＯ２激光治疗组 ４２ １９ ２３ ４５２４％

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治疗组 ６３ １１ ５２ １７４６％

２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
ＣＯ２激光组患者在接受治疗过程中２５例痔疮出血不止，１８

例患者治疗结束后１ｄ～２ｄ内出现轻度红肿不适，１２例患者一
周后伤口未愈合有渗出液且疼痛。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
光动力治疗组１５例患者在接受光照射治疗时出现轻度烧灼或
刺痛感，但均可忍受，１０例患者治疗结束后１ｄ～２ｄ出现轻度水
肿和（或）少许渗出，６例患者治疗一周后仍未愈合。两治疗组
的患者治疗后无局部感染、糜烂、溃疡、瘢痕形成等不良反应。

#

　讨论
ＨＰＶ是一种小ＤＮＡ双链病毒，ＨＰＶ在自然界广泛存在，现

已发现有２００多个型别、亚型及变异体，目前已鉴定出１００多种
亚型中有近４０种入侵生殖器官［６］，肛周 ＣＡ正是由 ＨＰＶ感染
所引起的常见的一种肛周增生性疾病，，据报道肛周ＣＡ超过患
者总数的１／４［７］，以单一感染为主，ＨＰＶ１１和ＨＰＶ６为最常见
的感染型别［８］。痔疮是一种常见的肛肠科疾病，主要是由于直

肠末端黏膜扩大、肛管皮下静脉丛扩张而导致柔软静脉发生曲

张引发的肛门病变［９］，发 病 率 较高，约占肛肠疾病的

８７２５％［１０］，故而临床上我们还是容易遇见痔疮部位上长有尖

锐湿疣的患者，此时棘手的问题如下：①出血问题。出血为痔疮
常见的症状，ＣＡ同样容易出血。痔疮部位上发生的ＣＡ，血供更
为丰富，更易出血，治疗若不当容易造成痔疮出血不止；②复发

问题。若治疗方法不当和出血不止导致疣体处理不彻底以及存

在亚临床感染状态，加上痔疮有利于ＨＰＶ的生长繁殖，ＣＡ很容
易复发；③不良反应问题。一些方法的滥用，可能会有除痔疮本
身反应外的更多不良反应，如伤口无法愈合导致疼痛流血，肛

裂，痔水肿嵌顿，肛门狭窄造成排便困难等，最终可能还需进行

手术；④护理问题。患者术后常出血、疼痛、创面感染等并发症，
均给医护人员和患者自身护理带来不便和痛苦。

针对痔疮部位长有尖锐湿疣的患者，其痔疮若无症状一般

不需要治疗，只需要处理好 ＣＡ即可，ＣＡ的治疗原则是尽量去
除肉眼可见的疣体，并减少或杜绝复发［１１］。ＨＰＶ容易在温暖
的环境中生长繁殖且存在亚临床感染，是尖锐湿疣容易复发的

重要因素之一［１２］，ＣＡ尖锐湿疣治疗后的复发率为 ３０％ ～
７０％，复发主要集中在治疗后的３个月～６个月，如何控制尖锐
湿疣复发是临床治疗的难点［１３］。传统治疗包括激光、液氮冷

冻、微波、外科手术及药物等，只是有效清除可见的临床皮损病

变，残留的亚临床及潜伏感染仍然存在，都不能避免其复发，而

局部疣体处理是否彻底和进行亚临床感染的治疗是防止其复

发的关键所在。ＰＤＴ作为广泛认可的新技术，治疗 ＣＡ安全有
效及复发率低，可以对ＨＰＶ亚临床感染及潜伏感染进行有效的
治疗。欧洲皮肤病学会对ＡＬＡＰＤＴ治疗 ＣＡ已经达成共识，并
且应用推荐［１４］。ＰＤＴ不仅可以通过触发 ＨＰＶ感染的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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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坏死达到治疗目的，还可以诱导免疫细胞（如ＣＤ；Ｔ细胞和树
突状细胞）局部浸润，发挥持久的效果［１５］，选择怎样的治疗方法

则至关重要。

本研究显示：①临床单纯 ＣＯ２激光治疗时痔疮容易出血不
止，治疗过程不良反应多，肛门部明显水肿，创面愈合慢，疼痛时

间长，导致患者痔疮加重，同时ＣＡ常复发。②因疣类病理损害
主要在表皮，操作时激光深部比正常粘膜和皮肤表面略深

０２ｍｍ即可［１６］，我们采用的小功率 ＣＯ２激光术，不但能更好地
把握激光深度，接近于正常粘膜０２ｍｍ，而且保证痔疮不被击穿
导致大量出血。在小功率ＣＯ２激光的同时尽量扩大原发皮损范
围，达到清除亚临床感染病灶的目的，因ＣＡ患者皮损周围１０ｃｍ
范围内“正常皮肤”有ＨＰＶ感染［１７］。采用ＰＤＴ，通过细胞凋亡及
坏死两条途径，选择性杀伤ＣＡ病变区域内的ＫＣ，其不仅可有效
清除肉眼可见的疣体，还同时治疗亚临床感染和潜伏感染部位，

对防治ＣＡ复发具有重要意义［１８］，所以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
合光动力治疗可解决遗留的微小疣体、包括基底部分在内的亚临

床感染部位和那些被忽视遗漏的不典型ＣＡ皮损，复发率低，避
免反复刺激，不良反应小，对痔疮影响不大，达到治疗目的，临床

上收到满意疗效。所以治疗痔疮部位上的尖锐湿疣，首选还是采

用小功率大面积ＣＯ２激光联合光动力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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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４０ ·皮肤性病学·

硝酸咪康唑栓联合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
治疗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的效果观察
殷强１　尹立立２　刘永东１　孙国钧３△

１大连市友谊医院药剂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２大连市友谊医院妇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３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病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探讨硝酸咪康唑栓联合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治疗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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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大连市友谊医院诊治的妊娠期念珠菌性阴
道炎患者８４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４２）与对照组（ｎ＝４２）。对照组给予硝酸咪康唑栓
治疗，观察组给予硝酸咪康唑栓＋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治疗，两组均连续治疗７ｄ，停药３ｄ后复
诊。对比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临床疗效、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统计对比疗程结束后第４周、第６
周两组念珠菌性阴道炎复发率。结果　观察组阴道瘙痒、疼痛、阴道充血及阴道分泌物异常改善时间均短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２８６％（３９／４２）比７６１９％（３２／４２）］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期间观察组阴道烧灼感、阴道干燥、局部刺激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第 ４周复发率［４７６％（２／４２）比 ９５２％（４／
４２）］、治疗后第６周［９５２％（４／４２）比１９０５％（８／４２）］复发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硝酸咪康唑栓联合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治疗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疗效显著，有利于缓
解临床症状，但是具有一定复发率。

【关键词】　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硝酸咪康唑栓；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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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珠菌性阴道炎是育龄妇女常见妇科炎性疾病，由于妊娠
期间激素水平变化，阴道黏膜随之发生改变，且阴道内环境更

适于白色念珠菌附着，加之妊娠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故妊娠

期女性更易感染念珠菌性阴道炎［１２］。念珠菌性阴道炎伴有外

阴瘙痒、疼痛、尿频、尿急等临床症状，可以严重影响孕妇生活质

量，同时念珠菌可经宫颈上行穿透胎膜感染胎儿，进而引起胎

膜早破、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３５］。因此，给予早期有效干预、

清除念珠菌对改善母婴结局具有重要意义。硝酸咪康唑栓主

治念珠菌引起的阴道炎，本品对真菌麦角甾醇生物合成具有抑

制作用，进而使细胞浆膜脂质成分组成改变，杀灭真菌，且阴道

填塞使用可提高阴道内药物浓度，有利于保证治疗效果。但由

于患者耐药性及体质差异，单一药物治疗在部分患者中仍难取

得理想治疗效果［６７］。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是一种

根据女性生理结构精心设计的内置式栓剂型，适用于宫颈炎、念

珠菌性阴道炎治疗及各种手术后止血。该栓剂采用物理灭菌方

式，不使用药物，可以避免药物对胎儿的影响，且使用方便、无污

染，患者依从性较好，适用于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８］。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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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选取大连市友谊医院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８４例，分组
探讨硝酸咪康唑栓联合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治疗

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大连市友谊医院诊治的
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８４例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２
岁～３８岁，年龄（３００３±５７１）岁；孕周范围１４周～３０周，孕周

（２１０５±４３８）周；病程范围７天 ～３个月，病程（１９２±０４１）
个月；其中经产妇４３例，初产妇４１例。随机分组，根据患者就
诊时间采取顺序编号，应用随机数字表自小到大进行排列，选

取１号～４２号为观察组，４３号 ～８４号为对照组。两组患者基
线资料（年龄、孕周、病程等）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
准。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周） 病程（个月）
分娩经验［ｎ（％）］

经产妇 初产妇

观察组 ４２ ２９３６±５０１ ２１２５±４９７ １９３±０５２ ２０（４７６２） ２２（５２３８）

对照组 ４２ ３０１５±６１４ ２０６９±４１３ ２０７±０４９ ２３（５４７６） １９（４５２４）

χ２／ｔ值 ０６４６ ０５６２ １２７０ ０４２９

Ｐ值 ０５２０ ０５７６ ０２０８ ０５１３

１２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妇产科学》中念珠菌性阴道炎相关诊

断标准［９］；②年龄≥２２岁，且均为单胎妊娠；③无妊娠期糖尿病
或妊娠期高血压疾病；④纳入研究前２个月内未接受糖皮质激
素类药物治疗；⑤知情同意本研究，但未知晓研究用药方案。排
除标准：①合并免疫缺陷或精神疾病；②有先兆流产、习惯性流
产史；③妊娠期存在异常产科情况；④治疗依从性差，不愿配合
本研究顺利完成。

１３　方法
对照组：给予硝酸咪康唑栓（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Ｈ１０９３０２１４）治疗：夜间睡前取硝酸咪康唑栓１枚（含硝酸
咪康唑０２ｇ／枚）置入阴道后穹隆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联合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天津市兴通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注册号 津药管械（准）字２００４第２６４０００２号（更）］治
疗：日间取唯阴康置入阴道后，放置１０ｈ后取出。两组均于用
药前以２％ ～３％碳酸氢钠溶液冲洗外阴，擦拭干净再行用药，
连续治疗７ｄ。停药３ｄ后复诊。
１４　疗效评定标准

拟定疗效为治愈、显效、好转、无效，总有效率 ＝（治愈 ＋显
效）／总例数×１００％。临床症状、查体均恢复正常，阴道分泌物
病原学检查阴性为治愈；临床症状及局部检查显著改善，阴道

分泌物病原学检查阴性为显效；临床症状及局部检查有所改

善，阴道分泌物病原学检查呈弱阳性为好转；临床症状及查体

较治疗前均无明显改善，分泌物病原学检查仍呈阳性为无

效［１０］。

１５　观察指标
①临床症状、体征改善情况。记录两组阴道瘙痒、疼痛、阴

道充血、阴道分泌物异常改善时间；②临床疗效；③安全性：统计
两组治疗期间阴道烧灼感、阴道干燥、局部刺激等不良反应发

生率；④复发：治疗后进行随访观察，统计疗程结束后第４周、第
６周念珠菌性阴道炎复发率。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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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表示；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情况

观察组患者阴道瘙痒、疼痛、阴道充血及阴道分泌物异常改

善时间均短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症状、体征改善时间比较（ｄ，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阴道瘙痒、疼痛 阴道充血 阴道分泌物异常

观察组 ４２ ５１２±０９３ ７２４±１４１ ６１６±０７４

对照组 ４２ ７６１±１２２ １０３５±１９３ ９４７±０９５

ｔ值 １０５１９ ８４３２ １７８１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２８６％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６１９％，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２ ２６（６１９０）１３（３０９５）２（４７６）　１（２３８）３９（９２８６）

对照组 ４２ ２０（４７６２）１２（２８５７）７（１６６７） ３（７１４）３２（７６１９）

χ２值 — — — — ４４５９

Ｐ值 — — — — ００３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安全性
治疗期间观察组患者阴道烧灼感、阴道干燥、局部刺激等不

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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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道烧灼感 阴道干燥 局部刺激 其他

观察组 ４２ ３（７１４） １（２３８） ３（７１４） １（２３８）

对照组 ４２ ２（４７６） ２（４７６） １（２３８） ２（４７６）

χ２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６３ ００００

Ｐ值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６８４ １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复发率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第４周复发率４７６％、治疗后第６周复

发率９５２％与对照组患者９５２％、１９０５％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后第４周 治疗后第６周

观察组 ４２ ２（４７６） ４（９５２）　

对照组 ４２ ４（９５２） ８（１９０５）

χ２值 ０１８０ １５５６

Ｐ值 ０６７２ ０２１２

#

　讨论
念珠菌性阴道炎是妊娠期女性常见妇科炎症，正常情况

下，白色念珠菌寄生在人体皮肤、黏膜、消化道等器官中，与机体

处于共生状态，不会引起疾病，但由于妊娠期高雌激素水平致

使阴道上皮细胞糖原分泌增多，并经阴道杆菌作用生成乳酸，

导致阴道ＰＨ值降低，进而为念珠菌大量繁殖及生长创造了有
利条件，最终诱发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１１１３］。临床研究发

现，念珠菌性阴道炎可以穿透胎膜对胎儿造成感染，引起流产

或早产，还亦增加分娩时出血、产道损伤等发生风险［１４］。因此，

妊娠期一经诊出念珠菌性阴道炎，应该及时进行有效干预与治

疗，以减轻疾病对孕产妇及胎儿的危害。

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治疗应该以最大限度减少药物对

胎儿影响为前提，为保证胎儿安全，临床禁止妊娠期口服抗念

珠菌制剂，故阴道局部用药成为治疗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的

主要手段之一［１５］。硝酸咪康唑栓主要成分是硝酸咪康唑，为广

谱抗真菌药，体外实验发现，硝酸咪康唑对酵母菌、皮肤真菌、厌

氧菌及放线菌等均有抗菌活性，且白色念珠菌对其尤为敏感，

其体外抗念珠菌活性可以高达制霉菌素１０倍之上［１６］。此外，

药代动力学研究显示，硝酸咪康唑在阴道内可从栓剂基质中迅

速释放，进而使阴道内药物浓度在短时间内达到较高水平，仅

有少部分可被黏膜、肠道、皮肤等吸收，故可以较快发挥药效，且

药效持久［１７］。此外，硝酸咪康唑为美国 ＦＤＡ规定的围生期 Ｂ
类用药，适用于妊娠期女性患者，且其对阴道黏膜无损害作用，

用药后亦无观察到对胎儿有不良影响，是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

炎理想治疗药物之一［１８］。

但是，临床工作经验得知，受个体差异及耐药性影响，部分

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仍无法从硝酸咪康唑栓单一用药

治疗方案中获益，故临床主张联合用药方案，以进一步提高治

疗效果，促进疾病良好转归［１９２０］。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

阴康）是临床治疗宫颈炎、阴道炎等常用的内置式栓剂，本品采

用纳米银及活性炭纤维经多道工艺加工而成，仅以物理原理灭

菌，未使用相关抑菌药，其灭菌原理为：利用活性炭纤维的高吸

附性及强引流性作用，将阴道内致病菌吸附至炭纤维微孔中，再

利用纳米银独特的杀菌机制（纳米银颗粒与病原菌细胞壁／膜
结合后，可直接进入菌体，并迅速与氧代谢酶的巯基ＳＨ结合，
使酶失活，阻断呼吸代谢，进而杀灭病原菌），将白色念珠菌杀

灭并清除，促使阴道生理自洁功能恢复正常，从而起到治疗及预

防疾病的目的。同时，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使用方

便，无致敏性，且不破坏阴道内环境，不会对乳酸杆菌生长产生

影响，具有较高安全性。高雨［２１］的研究结果指出，在妊娠期霉

菌性阴道炎治疗中，使用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治疗可取得高

达９５５％的有效率，且该方法方便，可有效提高患者治疗依从
性及满意度。

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症状、体征改善情况、临床疗效均

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不良反应发
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硝酸咪康唑栓联合一
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治疗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可

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缓解阴道瘙痒、疼痛等症状，且不会增加

副反应，具有一定安全性。分析原因在于，在硝酸咪康唑栓基础

上加用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阴康），通过物理除菌方式可

进一步提高白色念珠菌杀灭效果，同时安全性得以保障，有望成

为念珠菌性阴道炎患者妊娠期治疗行之有效的新方案。本研究

中，观察组念珠菌性阴道炎复发率低于对照组，但两组数据差异

不具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研究样本量少、观察随访时间短等因素

有关。

综上所述，硝酸咪康唑栓联合一次性阴道抑菌吸附器（唯

阴康）治疗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疗效显著，有利于缓解临床

症状，且具有一定复发率。但本研究样本选取量少，且观察随访

时间短，未分析病例分娩情况及新生儿健康状态，故存在一定局

限性，临床仍需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进行深入探索研究，

以期为妊娠期念珠菌性阴道炎临床治疗提供更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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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辽宁省沈阳市卫计委科研项目（２０１６６８８）
△【通讯作者】任凯芳，Ｅｍａｉｌ：ｒｅｎｋｆ＠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４１ ·皮肤性病学·

更昔洛韦与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
观察
任凯芳１△　付洋２　王东１　王凯波１

１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皮肤科，沈阳 １１０００３
２沈阳军区总医院烧伤与创面修复外科，沈阳 １１００１６

【摘要】　目的　观察更昔洛韦与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方法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
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皮肤科诊治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６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依据治疗方
法将这些患者分为膦甲酸钠组（３０例）和更昔洛韦组（３０例）两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止疱时间、结痂
时间、痊愈时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年复发次数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膦甲酸钠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９６７％（２９／３０）显著高于更昔洛韦组８００％（２４／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止疱时间、结痂时
间、痊愈时间均显著短于更昔洛韦组（Ｐ＜００５），年复发次数０次比例１６７％（５／３０）显著高于更昔洛韦组
３３％（１／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次比例０显著低于更昔洛韦组１００％（３／３０），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年复发次数１次、２次、３次、４次比例２３３％（７／３０）、２３３％（７／３０）、
２６７％（８／３０）、１００％（３／３０）ｖｓ１６７％（５／３０）、２３３％（７／３０）、３００％（９／３０）、１６７％（５／３０）之间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６７％（２／３０）、６７％（２／３０）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较更昔洛韦显著。

【关键词】　更昔洛韦；膦甲酸钠；复发性生殖器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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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ｎｏ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ｙｅａｒ（１６７％，５／３０）
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ｇｒｏｕｐ（３３％，１／３０），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５
ｔｉｍｅｓｐｅｒｙｅａｒ（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ｇｒｏｕｐ（１００％，３／３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ｅ，ｔｗｉｃｅ，３ｔｉｍｅｓａｎｄ４
ｔｉｍ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２３３％ （７／３０），２３３％ （７／３０），２６７％ （８／３０），１００％ （３／３０）ｖｓ．
１６７％ （５／３０），２３３％ （７／３０），３００％ （９／３０），１６７％ （５／３０），ｗｉｔｈｏｕ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６７％ （２／３０）ａｎｄ６７％ （２／３０）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ｏｆｏｒｍａｔｅ
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ｉｓｍｏ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ｔｈａｎ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ａｎｃｉｃｌｏｖｉｒ；Ｐｈｏｓｐｈｏｎｏｆｏｒｍａｔ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ｇｅｎｉｔａｌｈｅｒｐ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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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殖器疱疹属于一种性传播疾病，主要诱发因素为单纯庖
疹病毒Ⅱ，极易复发［１］。近年来，复发性生殖器疱疹发病率日

意义提升，促进了艾滋病等其他性传播疾病感染几率的极大程

度提升，因此受到了临床日益充分的重视［２］。本研究比较了更

昔洛韦与膦甲酸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现报道如

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２０１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沈阳市第七人民医院
皮肤科诊治的复发性生殖器疱疹６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诊断标准［３］，均有典

型外生殖器皮肤粘膜疱疹表现，每天复发２次及以上；排除标
准：将有药物变态反应、近２周内外用或口服抗病毒药物等患者
排除在外。依据治疗方法将这些患者分为膦甲酸钠组（３０例）
和更昔洛韦组（３０例）两组。膦甲酸钠组患者中男性１６例，女
性１４例，年龄范围１８岁 ～６０岁，年龄（３９５±６５）岁；病程范
围４周～２年，病程（１１±０２）年；皮损发作至就诊时间范围１
ｄ～５ｄ，就诊时间（３２±０５）ｄ；复发次数范围５次／年 ～１０次／
年，复发次数（７４±１２）次／年。在临床表现方面，局部刺痛或
瘙痒１６例，典型皮损１４例。更昔洛韦组患者中男性１７例，女
性１３例，年龄范围１９岁 ～６０岁，年龄（４０１±６３）岁；病程范
围５周～２年，病程（１６±０４）年；皮损发作至就诊时间范围１
ｄ～５ｄ，就诊时间（３５±０８）ｄ；复发次数范围６次／年 ～１０次／
年，复发次数（７９±１７）次／年。在临床表现方面，局部刺痛或
瘙痒１５例，典型皮损１５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膦甲酸钠组患者接受膦甲酸钠治疗，在患者生殖器疱疹皮

损出现第１ｄ就以较慢的速度给予患者静脉滴注２５０ｍｌ膦甲酸
钠注射液（生产厂家：江苏正大天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００４４１），每天１次，２周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２
个疗程；更昔洛韦组患者接受更昔洛韦治疗，在患者生殖器疱疹

皮损出现第１ｄ就给予患者静脉滴注５００ｍｇ更昔洛韦（生产厂
家：河南润弘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２０４４）＋２５０ｍｌ０９％生理盐水，每天 １次，２周为 １个疗
程，共治疗２个疗程。
１３　疗效评定标准

如果治疗后患者无自觉症状及皮损，则评定为痊愈；如果治

疗后患者具有显著较轻的自觉症状，皮损消退了至少７０％，则
评定为显效；如果治疗后患者具有较轻的自觉症状，皮损消退了

至少３０％，则评定为好转；如果治疗后患者的自觉症状没有好
转，皮损消退了至多３０％，则评定为无效［４］。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痊愈时间。同

时，统计两组患者的恶心呕吐、腹泻、便秘、全身乏力等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此外，统计两组患者的年复发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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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的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痊愈时间等计量资料用（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用ｔ检验，检验水准α＝００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１４１　　·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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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ｎ（％）／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膦甲酸钠组

（ｎ＝３０）
更昔洛韦组

（ｎ＝３０）
ｔ／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性 １６（５３３） １７（５６７） １３２ ＞００５

　女性 １４（４６７） １３（４３３）

年龄（岁） ３９５±６５ ４０１±６３ １８８６ ＞００５

病程（年） １１±０２ １６±０４ １６３８ ＞００５

皮损发作至就诊时间（ｄ） ３２±０５ ３５±０８ １５３３ ＞００５

复发次数（次／年） ７４±１２ ７９±１７ １４７６ ＞００５

临床表现

　局部刺痛或瘙痒 １６（５３３） １５（５００） ０８６ ＞００５

　典型皮损 １４（４６７） １５（５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膦甲酸钠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９６７％（２９／３０）显著高于

更昔洛韦组患者 ８００％（２４／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

膦甲酸钠组 ３０ １９（６３３）７（２３３）３（１００）１（３３）２９（９６７）ａ

更昔洛韦组 ３０ １６（５３３）５（１６７）３（１００）６（２００）２４（８００）

χ２值 — — — — １１１４

Ｐ值 — — — —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更昔洛韦组患者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的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痊愈时间比较
膦甲酸钠组患者的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痊愈时间均显著

短于更昔洛韦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的止疱时间、结痂时间、痊愈时间比较（ｄ，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止疱时间 结痂时间 痊愈时间

膦甲酸钠组 ３０ １４±０５ａ ４０±０１ａ ８７±１８ａ

更昔洛韦组 ３０ ２４±０３ ５０±０７ １３０±２０

ｔ值 ３１８２ ２７７６ ４３０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更昔洛韦组患者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６７％（２／３０）、６７％（２／３０）之

间的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腹泻 便秘 全身乏力 总发生

膦甲酸钠组 ３０ ０（０）　 ０（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２（６７）

更昔洛韦组 ３０ １（３３） １（３３） ０（０）　 ０（０）　 ２（６７）

χ２值 — — — — ０００

Ｐ值 — — — — ＞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的年复发次数比较
膦甲酸钠组患者的年复发次数０次比例１６７％（５／３０）显

著高于更昔洛韦组患者３３％（１／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５次比例 ０显著低于更昔洛韦组患者 １００％（３／
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年复发次
数１次、２次、３次、４次比例 ２３３％（７／３０）、２３３％（７／３０）、
２６７％（８／３０）、１００％（３／３０）ｖｓ１６７％（５／３０）、２３３％（７／３０）、
３００％（９／３０）、１６７％（５／３０）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的年复发次数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０次 １次 ２次 ３次 ４次 ≥５次

膦甲酸钠组 ３０ ５（１６７）ａ ７（２３３） ７（２３３） ８（２６７） ３（１００） ０（０）ａ

更昔洛韦组 ３０ １（３３） ５（１６７） ７（２３３） ９（３００） ５（１６７） ３（１００）

χ２值 ９３５ ０８８ ０７６ ０６０ ０６２ ７７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更昔洛韦组患者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抗病毒治疗是临床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过程中通常采

用的方法，抗病毒药物能够对病毒在人体内复制进行阻止，促

进感染部位愈合速度的加快、病程的缩短及复发次数的减

少［５］。通常情况下，口服药是抗病毒治疗过程中主要采用的药

物。更昔洛韦即９（１，３二羟基２丙氧甲基）鸟嘌呤，脱氧鸟苷
激酶作用于细胞内的丙氧鸟苷使其向丙氧鸟苷的一价磷酸盐

磷酸化，一些细胞激酶还会将其向三价磷酸盐进一步磷酸化，如



·１４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果细胞内丙氧鸟苷被巨细胞病毒感染，那么其就能够被优先磷

酸化。丙氧鸟苷属于一种鸟嘌呤类似物，由化学合成，能够将疱

疹病毒的复制阻止，ＶＺＶ、ＨＳＶ２、ＣＭＶ等病毒均对其敏感。丙
氧鸟苷的主要原料为嘌呤及其衍生物，制作途径为和各种被保

护的２羟甲基甘油缩合反应，然后将保护脱除［６８］。

膦甲酸钠属于一种抗病毒药物，由人工合成，能够对病毒

ＤＮＡ聚合酶进行抑制，从而对疱疹病毒复制进行抑制，同时还
能够对艾滋病病毒、逆转录病毒等进行抑制［９］。膦甲酸钠为无

机焦磷酸盐的有机类似物，在体外试验中能够对疱疹病毒的复

制进行抑制，如单纯疱疹病毒１型（ＨＳＶ１）、单纯疱疹病毒２型
（ＨＳＶ２）、巨细胞病毒（ＣＭＶ）等，一方面不会对细胞 ＤＮＡ聚合
酶浓度造成影响，另一方面还能够将选择性抑制作用充分发挥

出来，从而将抗病毒活性表现出来［１０］。膦甲酸钠不需要对磷酸

化，因此在体外对ＣＭＶＵＬ９７及ＨＳＶＴＫ缺失突变株有活性。在
这种情况下，耐更昔洛韦的 ＣＭＶ株或耐阿昔洛韦的 ＨＳＶ株可
能敏感于膦甲酸钠［１１１４］。

相关医学学者比较了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治疗中膦甲酸

钠与更昔洛韦的临床效果［１５１８］，发现膦甲酸钠治疗的总有效率

９７８％显著高于更昔洛韦８４１％。本研究结果表明，膦甲酸钠
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 ９６７％（２９／３０）显著高于更昔洛韦组
８００％（２４／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止疱时间、结
痂时间、痊愈时间均显著短于更昔洛韦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年复发次数０次比例１６７％（５／３０）显著高于更
昔洛韦组３３％（１／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５
次比例０显著低于更昔洛韦组１００％（３／３０），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两组患者的年复发次数１次、２次、３次、４次
比例２３３％（７／３０）、２３３％（７／３０）、２６７％（８／３０）、１００％（３／
３０）ｖｓ１６７％（５／３０）、２３３％（７／３０）、３００％（９／３０）、１６７％（５／
３０）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的不
良反应发生率６７％（２／３０）、６７％（２／３０）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总之，膦甲酸
钠治疗复发性生殖器疱疹的疗效较更昔洛韦显著，值得在临床

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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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需求的现状与启示
周楠１　林其羿２△

１江苏护理职业学院护理与助产学院，江苏淮安 ２２３００５
２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学前教育系，江苏淮安 ２２３３００

【摘要】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的缺乏导致了无保护性行为、非意愿妊娠和不安全流产等问题日趋
严重，对生殖健康教育存在较大需求。本文从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需求、开展途径和开始时间等

方面的需求进行了综述，以期为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　大学生；生殖健康；需求；教育启示

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ＺＨＯＵＮａｎ１，ＬＩＮＱｉｙｉ２△．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ａｎｄＭｉｄｗｉｆｅｒｙ，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Ｎｕｒｓｉｎｇ，Ｈｕａｉ′ａｎ
２２３００５，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２．Ｆａｃｕｌｔｙｏｆ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Ｈｕａｉｙ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Ｈｕａｉ′ａｎ２２３３００，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ｌａｃｋ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ａｍｏ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ｈａｓｌｅｄｔｏｉｎｃｒｅａｓ
ｉｎｇｌｙｓｅｒｉｏｕ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ｓｕｃｈａｓｕ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ｓｅｘｕ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ｕｎｗａｎｔｅ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ｎｄｕｎｓａｆｅ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ｉｓａ
ｇｒｅａｔ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ｓｏｆ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ｎｄ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ｔｉｍｅ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ａ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１９９４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第三次人口与发展大会，正式
提出生殖健康的概念。生殖健康是指于生殖系统及其功能和

过程所涉及的一切事宜，包括身体、精神和社会等方面的健康

状态，而不仅仅指没有疾病或虚弱［１］。２００５年，在苏州召开的
人口与发展国际援助研讨会上发布了《苏州宣言》，提出确保到

２０１５年普及生殖健康服务。然而，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国
大学生人群中，所面临的生殖健康问题依然严峻，无保护性行

为、意外妊娠和不安全流产等问题日趋严重［２３］。在面对诸多

生殖健康问题时，大学生主要通过网络、杂志书籍和同学朋友

获得生殖健康知识，较少从学校、教师和家庭获得相关知

识［４５］。不同性别的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不同，更

多的男生通过互联网获得生殖健康知识，而女生更多通过书籍

报刊和同伴获得相关知识［６７］。近年来，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

育的需求增加，愿意在大学期间接受生殖健康教育的学生比例

增加［８］。本文拟就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需求的内容、形式

和开展教育的时间等方面做一综述，为高校有针对性地开展生

殖健康教育提供参考。

!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需求
我国大学生处于生理和心理逐步成熟阶段，对生殖健康教

育的需求主要集中在性生理、性心理和安全性行为等方面。在

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之后，我们将从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

行为和态度３个方面的教育需求进行综述。
１１　知识需求

性生理和性心理知识是我国大学生最关注的生殖健康知

识之一。杨森林等［９］开展的一项涉及７３５名大学生的调查研
究结果显示，８９９％的大学生最希望了解性生理卫生知识，
８５４％的大学生选择了性心理卫生知识。李萍等［１０］、戴炳媛

等［１１］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大学生最想了解的生殖健康知识为性

生理和性心理知识。具体而言，大学生希望获得的性生理和性

心理知识为男女生殖系统的构造、生殖过程以及摆脱性烦恼的

方法等［１２］。在专业差异方面，非医学生希望获得性心理卫生知

识的比例显著高于医学生［１３］。

大学阶段的学生性生理逐渐成熟，初步具备了生育能力，开

始关注避孕与生育相关的知识。瞿丽［１４］、闫京华等［１５］的研究

发现，女大学生最关注的生殖健康内容为生殖与避孕知识，且高

年级学生对生殖与避孕等知识的关注度显著高于低年级学生。

纪娟等［１６］的调查结果也表明，避孕和人工流产知识是不同性别

大学生关注的焦点问题，７５２％的大学生选择其作为最想获取
的知识。就避孕与生殖知识的具体内容而言，大学生希望了解

避孕失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避孕的具体措施以及受孕原理

等［１７］。

此外，大学生关注的另一焦点内容为性传播疾病和性自我

保护。朱东方等［１８］的研究发现，盐城市非医学专业的女大学生

最关注的生殖健康知识为性传播疾病的症状识别和预防。吴晓

丽等［６］的研究也发现，大学生希望获得性病／艾滋病防治知识
等方面的教育。与此同时，大学生在关注性传播疾病的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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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够获得性自我保护、生殖健康疾病的自查等自我保健知

识［１９２０］。

１２　行为需求
本文中，我们将行为需求定义为，在生殖健康教育中，大学

生希望获得的关于生殖健康相关行为的指导。卢凤［２１］在一项

针对专科学生开展的调查研究中发现，专科生最为关注的生殖

健康话题为恋爱中爱情与性的关系，以及恋爱中是否应该发生

性行为。此外，就性行为本身而言，大学生尤其是男生更加关注

安全性行为的相关知识。党瑜慧等［２２］在一项涉及１９５２名大
学生的调查中发现，大学生最希望获得的生殖健康指导为安全

性行为的指导。任培丽等［２３］的研究也表明，在接受生殖健康教

育时，大学生最希望获得安全性行为方面的指导。

１３　态度需求
生殖健康教育的态度需求主要是指，在接受生殖健康教育

过程中，大学生期望获得关于生殖健康相关问题的正确态度和

处理方式等方面的指导。在一项涉及６９８４２名大学生的调查
研究中，６５０％的男生和６４８４％的女生认为在大学期间应该
接受性伦理道德等态度方面的教育［２４］。同时，我国大学生对两

性关系的处理问题方面也表现出了强烈的需求。李尊燕等［７］

开展的一项针对本科生的调查研究发现，在４３９名本科学生中，
６５１％的本科学生认为自己最希望得到与异性交往技巧方面的
指导，６１３％的本科学生希望了解如何处理恋爱关系。苏玲
丽［２５］的研究结果也显示，超过一半的专科学生最希望获得与异

性交往的相关指导。此外，徐晓丽等［２６］２０１６年的调查结果显
示，７１５％的大学生希望能够获得正确的爱情观等相关教育。

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需求虽然主要

集中在性生理、性心理和安全性行为等方面。但是，不同性别的

大学生对生殖健康教育内容的需求存在一定的差别。杨梅［２７］

在一项涉及３７２５名专科学生的调查研究中发现，男生更希望了
解性伦理道德、性行为的具体知识和技巧，而女生更希望了解

月经、避孕的相关知识。魁发瑞等［２８］针对我国少数民族大学生

的研究结果也显示，男生更倾向于关注性行为本身的相关知

识，而女生则更倾向于关注性行为的结果，如怀孕、流产等。

"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途径需求
我国大学生对于生殖健康教育途径和形式的需求主要集

中在学校教育、网络教育、专业人员咨询等方面［２９３０］。

２１　对学校教育的需求
我国大学生普遍认为学校应该开展生殖健康教育［９，２７，３１］。

在开展生殖健康教育的形式上，大学生希望学校能够开展专题

讲座和生殖健康课程帮助学生获取系统、正确且有效的知识。

申婧等［３２］的研究发现，８０４％的女生将专题讲座作为首选，而
只有１１９％的男生选择此项，男女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谈学
灵等［１９］的调查结果显示，７５５％的大学生最希望学校开展生殖
健康教育专题讲座，且讲座最好为系列讲座。此外，健康课程也

是大学生最希望学校开展的教育形式之一［３３］。邱红燕等［３４］的

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认为最好的健康教育形式是开设青春期

健康教育课堂。就学校开设生殖健康课程的具体形式而言，大

学生认为不论是必修课程还是选修课程都能够起到良好的教

育效果，学生都乐于接受［３５３６］。同时，大学生也希望能够在校

内建立性与生殖健康咨询中心进行单独咨询以保护隐私［３６］。

２２　对网络和新媒体教育的需求
我国大学生的手机持有率接近１００％［３７］，以智能手机为代

表的新媒体成为部分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首选［３８］。洪

翔等［３９］的研究结果表明，６３４％的大学生通过网络获取生殖健
康知识，１３５％的大学生通过色情网站或者色情影碟获取性知
识。大学生希望能够通过生殖健康教育网站获得生殖健康保健

知识［３１］。此外，在互联网教育模式下，大学生更希望在通过网

络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同时获得专家线上指导及一对一咨

询［２０，３３］。此外，随着微信等社交平台功能的日益完善，大学生

希望通过公共平台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比例不断增加。朱东方

等［１８］调查结果显示，女大学生最希望获得生殖健康教育的途径

为健康教育微信平台。

２３　对专业人员教育的需求
由于生殖健康的私密性和专业性，我国大学生在接受生殖

健康教育时也希望能够得到专业人员的指导［４０］。这些专业人

员包括在医院和其他相关部门工作的医务人员，也包括具有医

学专业背景的学校教师。徐晓丽等［２６］的研究发现，大学一年级

和二年级的学生最希望从医生／专家处获得生殖健康知识和技
能。另一项针对本科女生的调查结果也证实，女大学生最易于

接受的生殖健康教育途径为专家咨询［４１］。同时，大学生也希望

能够通过学校内部具有专业背景的教师获得生殖健康知识［２５］。

也有研究发现［１３］，面对面咨询在给出的９个选项中排在最后一
位，大学生不愿意接受面对面咨询以获得生殖健康知识。

２４　对家庭教育的需求
大学生在选择最希望获得生殖健康教育的途径时，较少选

择家庭教育［３１］。瞿丽［１４］针对女大学生的研究结果显示，仅有

３５３％的女生选择了家庭作为生殖健康知识的获得途径，仅仅
高于同学和朋友。张银霞等［４０］的研究结果也发现，仅有

１４１％的大学生认为家庭是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较好途径，在
给出的６个选项中排在最后一位。还有几项研究也发现了大学
生不愿意与父母或其他亲人交流生殖健康话题，较少从家庭获

得相关知识［２９，４２］。

#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开始时间需求
我国青少年一般在小学高年级至初中阶段进入青春期，在

这一时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需求旺盛［１２］。因此，我国大学生希

望在初中阶段就能够获得系统全面的生殖健康教育［１９，２２］。在

进入大学教育阶段后，大学生希望能够持续获得生殖健康教育。

一项涉及２１５３名女大学新生的研究结果显示，６７５％的大学生
认为学校应该在大学一年级学生中开展生殖健康教育［４３］。另

一项针对高职大学生的调查也发现，７９１％的男生和８１２％的
女生认为学校应该在入学时就进行生殖健康的教育［３２］。

C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的启示
４１　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需求强烈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平均水平偏低，强

烈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殖健康相关知识。大学生最希望通过

学校、专业人员等“正式途径”获得教育。然而，大学生实际获

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多为网络电视、报纸杂志以及同伴朋友

等，与大学生的预期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大学生通过上述途

径获得的生殖健康知识和指导，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知识错误、态

度偏颇甚至引诱误导的可能性，不仅不能解决大学生的问题，反

而可能给大学生造成伤害。总体而言，我国大学生生殖健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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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提供与大学生的需求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

４２　学校应当开展多种形式的生殖健康教育
有关研究表明，生殖健康教育能够使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

的态度趋于保守［４４］，也可以使大学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同性恋

和艾滋病［４５］。就生殖健康教育的内容而言，学校应该根据大学

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例如，当教育对象

以女生为主时，学校应当侧重于月经的基本知识与保健、避孕

知识和优生优育等；而当教育对象主要为男生时，学校应当侧

重安全性行为、性伦理等知识。就开展生殖健康教育的形式而

言，学校应当尽量采取多种教育形式激发大学生的积极性，保

证教育效果。大学生最希望获得的生殖健康教育形式为专题

讲座和课堂教学。研究发现，在进行生殖健康教育时，围绕专题

讲座开展情景表演、辩论和生殖健康技能培训等活动，可以有

效提高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促进大学生生殖健

康态度的正向转变［４６４７］。此外，大学生目前主要通过网络获取

生殖健康知识，学校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建立生殖健康专题网

站，并由专业教师定期维护，开展线上一对一咨询等个体化指

导。就开设生殖健康教育的时间而言，学校应当在大学生入学

后尽早开展生殖健康教育，并将教育过程延伸至整个大学阶

段，以保证教育效果的持续性。

４３　生殖健康教育应当全员参与
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学校或者学生本人的

责任。高校、家庭和社会都应当积极参与到生殖健康教育中。

学校应该成为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传播园地，并持续向大学生

提供教育。父母及家庭也应当积极回应学校的教育，主动与子

女探讨相关知识，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态度［４８４９］。具有巨大社会

影响力的电视、网络、报刊书籍等媒体，应当切实担负起正面引

导和宣传的作用，构建良好的舆论及社会环境。

参 考 文 献

［１］　ＧａｒｃｉａＭｏｒｅｎｏＣ，Ｔｕｒ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ｏｎｗｏｍｅｎ′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５，２６９（５２２５）：７９０７９２．

［２］　韦凯伊．广西南宁片区女大学生避孕及性行为情况调查分析
［Ｄ］．南宁：广西医科大学，２０１５．

［３］　杨梅琴，叶慧，江剑平．大学生的人工流产现状、认知与态度调查
分析［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２）：１２７１３１．

［４］　邢文会，付瑞敏．大学生性传播疾病知信行现状研究与对策———
以郑东新区为例［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５）：１３８１４０．

［５］　张建华，杨洁，林飞飞，等．绍兴市某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调
查及分析［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１）：１３８１４１．

［６］　吴晓丽，吴江平，王苏立，等．南京某大学低年级学生性态度、行
为和性健康知识的调查分析［Ｊ］．热带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１２（１０）：
１２４６１２４８．

［７］　李尊燕，马键，张玲，等．某大学本科生避孕节育知识与生殖健康
现状调查［Ｊ］．河南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２４（６）：４４３４４７．

［８］　王鸿祥，陈斌，徐勇，等．上海市某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状况八年
变化分析［Ｊ］．中国高等医学教育，２０１６（２）：１８１９．

［９］　杨森林，叶运莉，刘娅．某警察学院大学生性健康教育现状及需
求调查［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３，２２（１０）：８７８９．

［１０］　李萍，王旭，陈春华，等．山西省大学生生殖健康状况调查研究
［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３４）：５６５４５６５６．

［１１］　戴炳媛，张凯．南京某大学本科生对生殖健康的“知信行”调查

［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７，２１（１１）：１１８４１１８６．
［１２］　邓兴书，辜钦娅．２０１０年重庆大学生对生殖健康、避孕教育及服

务需求的调查［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１，４０（２１）：２１４２２１４３．
［１３］　李庆文，韩富强．杭州高校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状况调查［Ｊ］．中

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３，５１（１６）：１２１５．
［１４］　瞿丽．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需求的调查［Ｊ］．

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４３（１８）：２３２８２３３１．
［１５］　闫京华，王新暖，魏文风．河北省某高校女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

状况研究［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３，３５（２２）：３４８４３４８５．
［１６］　纪娟，李练兵，黄娅，等．重庆地区３所理工高校学生对性与生殖

健康知识需求及教育现状满意度调查［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３，４２
（３６）：４４３６４４３７．

［１７］　程瑞换，王智颖，孙琦钧，等．新乡市大学生避孕节育知识认知情
况、避孕意识及需求调查［Ｊ］．河南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７（１）：
１０１２．

［１８］　朱东方，王雨辰，何曙芝，等．盐城市非医学专业女大学生生殖健
康知识水平现状调查与需求情况分析［Ｊ］．卫生职业教育，２０１７，
３５（８）：１０９１１１．

［１９］　谈学灵，沈小林．成都市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态度行为及需求现
状［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２，３３（１１）：１３１１１３１４．

［２０］　何金玉，马晓英，李帆，等．上海市某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现状
调查及需求分析［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１３）：２０６２２０６５．

［２１］　卢凤．泰州市专科大学生性知识、性态度、性行为状况调查分析
［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２）：１３６１３９．

［２２］　党瑜慧，郭赞，李芝兰，等．兰州市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认知
和需求分析［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４，３５（１０）：１４９７１５００．

［２３］　任培丽，徐莉娟，王蘅．商丘女大学生生殖健康干预效果及教育
需求分析［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３０）：４９９２４９９５．

［２４］　李叶．中国未婚大学生生殖健康与避孕节育现状及需求调查研
究［Ｄ］．武汉：华中科技大学，２０１４．

［２５］　苏玲丽．德宏专科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调查研究［Ｊ］．德宏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１２，２２（２）：８３８６．

［２６］　徐晓丽，谢静波，尤小芳，等．８７１名低年级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
知晓及需求调查［Ｊ］．上海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２８（１１）：７９２７９５．

［２７］　杨梅．铜陵地区高职院校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现状分析［Ｊ］．中
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１，３２（７）：８３５８３６．

［２８］　魁发瑞，张银霞，周宾堂，等．某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生殖健康知
识需求调查［Ｊ］．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３５
（１）：８６８８．

［２９］　蔡俊娥，柳露，李芹．云南地区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现状调查
［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２２）：５７１８５７２１．

［３０］　崔立华，顾昕，尹洪菊，等．唐山市大学生生殖健康知信行及教育
需求调查［Ｊ］．中国公共卫生，２０１２，２８（１０）：１３５５１３５８．

［３１］　戴炳媛，张凯．南京市某大学学生生殖健康认知及现状调查［Ｊ］．
南京医科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３（９）：１３２７１３３０．

［３２］　申婧，张伟，贾彤．高职大学生对生殖健康认知调查分析［Ｊ］．中
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４（９）：６２０６２３．

［３３］　陈丽娟，陈光英．湛江市女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认知情况调查
［Ｊ］．广东医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３０（６）：６７２６７４．

［３４］　邱红燕，刘兰，李宏宇，等．宁夏地区本科生紧急避孕 ＫＡＰ分析
［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４，３５（１）：３１３３．

［３５］　蒿亚男，徐菲，赵琳琳，等．泰安市高校学生生殖健康现状及服务
需求［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７，３８（２）：１７７１７９．

［３６］　王臖，邓晓杨，王紫燕，等．成都市不同生殖健康教育状况大学生
生殖健康 ＫＡＰ比较［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１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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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２３．
［３７］　石昌远，聂国东，陈红兵．手机使用对大学生行为影响分析及对

策研究［Ｊ］．教育与职业，２０１４（１５）：１８５１８７．
［３８］　ＳｏｎｇＹ．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１１５（１）：９３１０４．
［３９］　洪翔，连大帅，陈璐斯，等．南京市高校大一新生生殖健康知识、

态度和行为调查［Ｊ］．中华疾病控制杂志，２０１６，２０（３）：３２０３２２．
［４０］　张银霞，王玉，岳一平．女大学生生殖健康、避孕及乳房保健知识

认知调查［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２６）：４１０９４１１１．
［４１］　刘彩君．女大学生避孕知识认知调查及健康教育需求分析［Ｊ］．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１７）：２５８２２５８３．
［４２］　张海杰，李茹莉，郭秋菊，等．唐山市高校女大学生生殖健康认知

情况调查［Ｊ］．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６（１２）：２０７８
２０８０．

［４３］　邓亚丽，李晓玲，廖丹．女大学新生生殖健康知识现状及教育需
求的调查［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２，２７（３４）：５５４１５５４３．

［４４］　马震，刘彤，严龙鹏．北京市某高校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干预效
果评价［Ｊ］．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２，２８（２）：１３５１３７．

［４５］　梁志静，魏挺，周哲人，等．微电影模式对某高校大一学生艾滋病
健康教育效果分析［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７，３８（６）：８２８８３１．

［４６］　任培丽，蒋凯，徐莉娟，等．商丘市大学生生殖健康教育干预效果
评价［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３，３４（８）：９２９９３１．

［４７］　谢静波，胡晓雯，谭晖，等．以参与式学习为主的大学生生殖健康
教育效果评价［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４，３５（１０）：１４６５１４６８．

［４８］　ＣｌａｔｏｓＫ，ＡｓａｒｅＭ．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ａｒｅｎｔ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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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６，３１（３）：１５１１６２．

［４９］　ＰｏｐＭＶ，ＲｕｓｕＡＳ．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ｐａｒ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ａｐｉｎｇ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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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３９５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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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４所高校大学生性病和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调查
孙建平　唐雪莲　曹宁校△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皮肤病医院（研究所），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４２

【摘要】　目的　调查南京高校大学生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现状，为高校性病／艾滋病科学预防，开展
健康教育提供依据。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南京４所高校在校学
生６００名作为调查对象。调查采用无记名自填问卷。结果　高校健康教育普及性不高，不同高校差异较大。
高校健康教育形式较单一，大学生需求多样化。结论　高校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力度需加强，宣传形式和内
容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关键词】　高校大学生；性健康；健康教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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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处于从儿童向成人发育的过
渡时期，伴随着性发育成熟，性活动活跃，加上好奇心重，性观念

开放，在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大学生逐渐成为性病、艾滋病

的高危人群。［１］青年大学生艾滋病的感染率在逐年增加［２］。据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性传播是感染艾滋病的主要

途径，２０１７年新发现 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病人中，异性性传播比
例占全部病例的 ６９６％，同性性传播比例占全部病例的
２５５％［３］。

健康教育被公认为是目前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最有效的手

段［４］。本文通过调查南京四所高校健康教育开展现状，分析高

校大学生健康知识来源和教育模式需求，为加强校园健康教

育，提高教育效率提供建议。

!

　资料与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选取２０１６年０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南京４所高校在校学生６００名作为调查对象。每所高校随机抽
取一年级～三年级在校学生１５０名进行匿名自填式问卷调查。
调查问卷主要涉及一般人口学特征、高校健康教育、同伴教育

情况、高校学生的性病、艾滋病知识来源和期望获得健康知识

途径等共计３５个问题。数据以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软件双人双机录
入，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

　结果与分析
２１　社会人口学特征

发放问卷６００份，回收问卷５５７份，其中有效问卷５５７份，
问卷回收率 ９２８％。在接受调查的 ５５７名学生中，男生占
３４６％；农村户籍和城镇户籍分别为５５１％和４４９％；一年级、
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的比例为３１２％、３５４％和３３４％；专业
方向，分为文史类、理工类、医科类、艺术类和其他，比例分别为

２９２％、３５３％、１９７％、２２％和１２６％。高职院校江苏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回收率最高，为９８７％，省属高校南京医科大学回
收率最低，为８２％。
２２　高校健康教育开展现状

围绕近一年学校开展健康教育情况，结果是：χ２＝１３５６３０，
Ｐ＜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被调查者接受过健康教育情
况，结果是：χ２＝３８９５４，Ｐ＜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伴
教育情况等进行调查，结果是：χ２＝１１２２４３，Ｐ＜０００１，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调查结果详见表１、表２和表３。

表１　受调查者学校近一年开展健康教育情况［ｎ（％）］

学校　　
近１年是否开展过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

是 否 不知道
总调查例数

南京医科大学 １０８（８７８） ６（４９） ９（７３） １２３

南京理工大学 ９３（６６４） ２７（１９３） ２０（１４３） １４０

南京工程学院 ３６（２４２） ７８（５２３） ３２（２３５） １４６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６６（４４６） ４１（２７７） ４１（２７７） １４８

　　　　合计 ３０３（５４４） １５２（２７３） １０２（１８３） ５５７

表２　受调查人群接受高校健康教育情况［ｎ（％）］

学校　　
是否接受过学校健康教育（％）

是 否 不知道
总调查例数

南京医科大学 ８５（６９１） ３５（２８５） ３（２４） １２３

南京理工大学 ８２（５８６） ５４（３８６） ４（２８） １４０

南京工程学院 ５１（３４９） ９０（６１６） ５（３５） １４６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７１（４８０） ６７（４５３） １０（６７） １４８

　　　　合计 ２８９（５１９） ２４６（４４２） ２２（３９） ５５７

表３　受调查人群接受艾滋病同伴教育情况［ｎ（％）］

学校　　
是否参加过艾滋病同伴教育活动（％）

是 否 不知道
总调查例数

南京医科大学 ７５（６１０） ４５（３６６） ３（２４） １２３

南京理工大学 ８２（５８６） ５０（３５７） ８（５７） １４０

南京工程学院 １８（１２２） １２２（８３０） ６（４８） １４６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３４（２３０） １０６（７１６） ８（５４） １４８

　　　　合计 ２０９（３７５） ３２３（５８０） ２５（４５） ５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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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结果显示，南京医科大学受调查学生中，８７８％的学生
知道学校近１年开展过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６９１％的学生接
受过健康教育；６１０％的学生接受过艾滋病同伴教育。南京理
工大学受调查学生中，６６４％的人知道近一年开展过性病／艾滋
病健康教育；５８６％的人接受过健康教育；５８６％的人参加过艾
滋病同伴教育。南京工程学院受调查学生中，２４２％的学生知
晓近一年学校开展过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３４９％的学生接受
过学校的健康教育；１２２％学生参加过艾滋病同伴教育。江苏
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受调查学生中，４４６％的学生知道学校近１
年开展过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４８０％的学生接受过健康教
育；２３０％的学生接受过艾滋病同伴教育。
２３　高校大学生健康知识来源和教育模式需求

高校学生的性病、艾滋病知识来源和期望获得健康知识途

径的多选项调查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高校大学生性病、艾滋病知识来源和期望获取途径调查［ｎ（％）］

　　　　　　　　　　项目 大学生

您主要从以下哪些高校途径获得性病、艾滋病的相关知识？

　学校专题讲座 １７８（５８４）

　学校性健康教育课程 １０６（３４８）

　社团宣传手册、海报等 １６５（５４１）

　同伴教育 １７４（５７０）

　医务室咨询干预 ３２（１０５）

　学校网络教育 ４４（１４４）

您希望通过什么高校途径来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

　举办艾滋病专题讲座 ２０４（３８７）

　增设性健康教育课程 ２７１（５１４）

　利用宣传栏进行宣传 １９１（３６２）

　同伴教育 １５９（３０２）

　医务室咨询干预 １１７（２２２）

　学校开通网络健康教育 １９３（３６６）

　其他 １４（２７）

　　大学生中实际获得性病、艾滋病知识的主要途径为学校专
题讲座，其次是同伴教育和社团宣传手册和海报等，而半数以

上学生希望通过增设性健康教育课程来获得有关性病、艾滋病

的健康知识。

#

　讨论
３１　高校性病、艾滋病的健康教育现状不容乐观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高校大学生接受健康教育总体比例不

高。接受过健康教育５１９％、未接受过健康教育４４２％。学生
从学校健康教育课程、学校网络教育和医务室咨询干预等途径

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比率不超过３５０％，反映出高校
对学生性病与艾滋病健康教育还有许多需要加强的地方。

３２　加强校园健康教育发展，提高教育效率
所调查大学生中，实际获得性病、艾滋病知识的主要途径

排前３位为：学校专题讲座、同伴教育、社团宣传手册和海报。
学生希望获得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的途径排前３位为：性健康
教育课程、艾滋病专题讲座、学校开通网络健康教育。

有关研究表明，同伴教育对于在校大学生性病、艾滋病相

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改变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与国内外的

研究结果一致［５９］，本次调查南京地区开展校园同伴教育也同

样获得提高校园知识水平的作用。

高校中对于大学生的性病、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还远远不

够［１０１３］，高校近一年开展健康教育普及程度不足６０％，接受过
学校健康教育的同学不足５０％，同伴教育参与度更低。学校健
康教育要想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要顺应学生

需求，充分利用学校有利资源，针对不同的类型的学生，建立一

个综合的、系统的、科学的、可行的性病、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

模式，以课堂教育、大众传媒和宣传栏等手段为主，专题讲座、同

伴教育等方法为辅，同时还要结合性教育、道德教育、安全教育，

对其性行为进行正确的引导［１４１６］，有效提高健康教育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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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科健康教育措施对门诊性病患者管理
及治疗管控的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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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健康教育措施在针对门诊性病患者的管理及治疗管控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松滋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６８例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
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结合健教科健康教

育措施进行管理和治疗。评价两组患者在干预后的问卷调查结果和临床效果。结果　观察组干预后各项
性病知识知晓率和治疗后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治疗依从性高的占 ９２８６％，高于对照组
６６６７％数据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前，两组使用安全套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两组使用安全套情况均优于使用前，观察组每次使用安全套７７３８％高于１５４８％
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结合健教科健康教育措施对门诊性病患者干预后，提高
了患者的相关知识知晓率和治疗的依从性，值得推广。

【关键词】　健康教育措施；性病；治疗；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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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ＴＤ）．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６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ａｔＳｏｎｇｚｉＴｈｉｒｄ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Ｊｕｌ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ｇｉｖｅｎｒｏｕｔｉｎ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ｍａｎａｇｅｄ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
ｓｕｌｔｓｏｆ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ｔｈ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ｈｅｒｅ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２８６％）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６６６７％），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ｕｓｅｏｆｃｏｎｄｏｍ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ｏｍｕｓ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７７３８％）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５４８％），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ｒｅｌａｔｅｄ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
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ＴＤ，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Ｔ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性病又称作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ＴＤ），
是指人类通过性行为、性接触密切引起的传染病。包括淋病、尿

道炎、宫颈炎、宫颈炎、尖锐湿庞、艾滋病、梅毒和生殖器疱疹等

３０多种。性病具有发病率高，传播速度快，简单，以及对社会危
害大等，我国《性病防治管理办法》已经将艾滋病、梅毒、淋病、

非淋菌性尿道炎、尖锐湿庞等几种性病纳入法定管理范围

内［１２］。在近几年由于我国性病发病率成持续上升的趋势，预

防和控制性病称为了我国社会综合治理的系统工程。加强性病

的健康教育，提高人群性知识普及度变得尤为重要［３］。为了提

高性病的控制率和预防效果，松滋市第三人民医院采用了健教

科健康教育措施进行对性病患者的管理和病情控制，与一般的

健康教育进行比较，得出健教科健康教育具有更为显著的病情

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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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松滋市第三人民医院诊治
的１６８例性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由师级以上职
称的性病专科医师确诊；②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具有一定的
理解能力；③无精神疾病患者，愿意配合治疗的。排除标准：①
患有脑 、肺及肝部疾病的患者；②患有恶性肿瘤的患者；③患有
其他全身性疾病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

８４例，男４１例，女４３例。年龄范围１７岁～７０岁，年龄（３５８±
５１）岁；文化程度：小学１２例，初中１８例，高中４４例，专科及以
上１２例。疾病类型：淋病３０例，梅毒２３例，尖锐湿庞３１例。
对照组８４例，男４５例，女３９例。年龄范围１６岁 ～６８岁，年龄
（３５２±４８）岁；文化程度：小学９例，初中２０例，高中４２例，大
专及以上１３例。疾病类型：淋病３２例，梅毒２４例，尖锐湿庞２８
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疾病类型等方面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化健康教育干预，具体方法是由性病

专科护士在候诊区或是诊疗过程中进行常规宣教。在诊室走

廊、诊室内进行宣传画、照片、海报等张贴出示，配合性病防治知

识影像资料播放等。观察组患者在一般基础上进行健教科健

康教育措施的实施，主要包含：①经过专业培训的性病科专科
护士对患者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讲解指导。讲述疾病相关知

识、用药知识和性生活注意事项等，交代复诊时间，并发放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宣传册。其中，健康知识的宣讲包含性病的防治、

临床表现、传播的途径，治疗目的和方法 ，用药注意事项等。②
通过播放录像、建立微信公众号推送教育消息、发放避孕套、口

头宣教和设立专机咨询热线等方式提高性病门诊人群对于艾

滋病的认知程度。③讲述性伴侣需要同时治疗的目的和作用，
仪器检查项目和内容的必要支出，定期复诊的意义和重要性。

④最后留下患者的联系方式，主动电话随访，叮嘱患者随时进
行咨询。对患者情绪有变化的患者要进行着重关注 ，及时给予

心理疏导。⑤辅助患者获得社会心理支持并正确认识疾病，保
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生活习惯，积极配合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使用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荐的性病问卷，进行知

识、态度、行为的调查［４］，主要包括患者的基本情况，掌握的性

病知识，传播途径、安全性行为及意向、治疗注意事项、复诊情

况，对性病的认知及态度。按照尊重、自愿、保密的原则。在患

者的知情同意下自愿填写问卷。依从性判定标准［５］：从患者开

始治疗后的３周时间进行治疗依从性的判定。①依从性高：持
续接受治疗，在３周内性病治愈或未治愈但持续保持治疗；②依
从性中：治疗中途剪短１次～３次，在３周内性病治愈或未治愈
但持续保持治疗；③依从性低：性病未治愈且未坚持治疗下去
的患者。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 Ｅｘｃｅｌ２０１６录入调查问卷数据和信息，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并
进行正态性和方差齐性检验，组内比较采用配对样本ｔ检验，组
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并使用秩和检验法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干预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性病相关知识知晓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干预后对性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

　　　　　　项目
观察组（ｎ＝８４）

知晓数（ｎ） 知晓率（％）

对照组（ｎ＝８４）

知晓数（ｎ） 知晓率（％）
χ２值 Ｐ值

　疾病病因 ５１ ６０７１ ３７ ４４０５ ４６７７ ００３１

　常见发病部位和主要症状 ６３ ７５０ ２５ ２９７６ ３４４５９ ＜０００１

　经性接触传播 ７６ ９０４８ ３８ ４５２４ ３９４０７ ＜０００１

　少数可通过生活用具传播 ６１ ７２６２ ３１ ３６９０ ２１６２５ ＜０００１

　正确使用安全套 ７８ ９２８６ ４５ ５３５７ ３３０５４ ＜０００１

　治疗期间避免性生活 ７７ ９１６ ５０ ５９５２ ２３５２１ ＜０００１

　性伴侣需同时诊治 ６９ ８２１４ ４２ ５００ １９３５７ ＜０００１

　内衣裤要勤洗，不与其他人的混洗 ６４ ７６１９ ３４ ４０４８ ２２０４１ ＜０００１

　在正规医院治疗并及时复诊 ５８ ６９０４ ３０ ３５７１ １８７０９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干预后治疗依从性情况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依从性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系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性生活使用安全套情况比较

干预前，两组使用安全套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干预后的使用情况均优于使用前，数据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每次使用安全套情
况，观察组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３月　第２８卷第３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３ ·１５１　　·

表２　两组患者干预后治疗依从性情况［ｎ（％）］

组别 例数 高 中 低

观察组 ８４ ７８（９２８６） ４（４７６） ２（２８３）

对照组 ８４ ５６（６６６７） １５（１７８６） １３（１５４８）

ｕ值 — ４２３５ —

Ｐ值 — ＜０００１ —

表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性生活使用安全套情况比较［ｎ（％）］

　组别
使用情况

每次使用 经常使用 偶尔使用 从来不用

观察组

　干预前 ９（１０７１） ２１（２５０） ３４（４０７８） ２０（２３８１）

　干预后 ６５（７７３８） １１（１３１０） ６（７１４） ２（２３８）

对照组

　干预前 ８（９５２） ２３（２７３８） ３２（３８１０） ２１（２５０）

　干预后 １３（１５４８） ２７（３２１４） ２７（３２１４） １７（２２６２）

χ２值 ６４７１１ ８７０６ １６６３０ １３３５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

　讨论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性观念也产生了极大地转变，性行为

也得到极大放松。但由于性知识欠缺，性病的传播也随之成为了

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传播人群也由原来的卖淫嫖

娼等高危人群转向普通人群。控制性病的病情和对性病患者进

行科学有效的管理也成为了一项较为重要的任务［６７］。

健康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教育活动。

通过健康教育可以提高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水平，使人们逐渐采纳

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减少降低患病几率，尽量避开危险的致

病因素。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活水平的行为生活方

式［８］。就目前而言，我国的健康教育制度尚未健全，民众对于性

病的认识还停留在认知水平较低、性观念薄弱、性行为松懈的现

状。因此除了采取积极地行动、让性病患者共同参与以外，还应

该建立科学有效地健康教育系统。将性病的健康信息知识有效

传播，提高患者对性病的认知水平和健康素养，养成良好的性行

为习惯。改变民众对性病的偏见和争议，杜绝或减少危险的性行

为，提高民众和患者对性病的自我防御和病情控制的能力［９１０］。

常规的健康宣教包括在医院走廊、病房内进行海报，健康

知识讲解张贴，性病知识影像视频播放等。除此之外还应为患

者建立一个安静的环境、隐蔽、无打扰的一对一的指导交流空

间，消除患者顾虑，方便医患进行交流。根据患者的知识层次、

社会背景等的差异不同进行个体化健康教育干预［１１１２］。针对

性的分析患者病情，并讲解相应的预防和治疗方案。反复向患

者介绍性病的相关知识，提醒患者严格按照医嘱并及时复诊。

并根据患者的情绪不同进行一定的心理辅导，让患者正确面对

自己的病情，积极主动地配合医生进行治疗，早日恢复康复［１３］。

在性病门诊通过播放录像、建立微信公众号推送健康教育

消息、发放避孕套、口头讲解和设立咨询专线等可以有效的增

强性病患者对性病知识的认识。并了解性病的传播途径 、发病

原因、初期症状、预防方法和检查措施等知识。在生活中建立较

强的预防和保护措施，养成良好的习惯。并遵守医院提出的治

疗方案和复诊要求，达到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的目的，以及实事

求是的做到自我保护的性行为措施［１４～１５］。在本次研究中，通过

健教科建立的全面系统，同时又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达到了

提高患者性病健康知识水平，知晓率为６０００％ ～９０００％，而
常规健康教育患者知晓率为３０００％ ～６０００％。在干预后患
者的依从性普遍增高，健教科建立下的健康教育患者依从性高

者达到９０００％以上，每次使用安全套的患者也高达７７３８％。
均比干预前和常规健康教育的患者高。

综上所述，健教科开展的健康教育更加全面和具有针对性，

能够有效提高患者对性病的认知水平和知识掌握程度，并提高

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和使用安全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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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的认识与态度
吴海雅１△　梅锦荣１，２

１香港明爱专上学院人文及语言学院，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２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学系，香港 ９９９０７７

【摘要】　目的　本研究评估护理专校学生对老年性事的认识和态度。方法　以问卷调查方式通过方
便取样法，搜集香港２所公立医院和１所私立医院共２５８名一年级护理学生的资料。学生是自愿参与且不
记名填答问卷的。问卷以老年性知识和态度量表（ＡＳＫＡＳ）作为测量工具，在征得学生的知情同意下实施问
卷。结果　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的知识薄弱（均值 ＝８０８，均差 ＝１５５），态度保守（均值 ＝９８１，均差 ＝
１０６）。知识与态度呈正相关（ｒ＝０３０，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女生的态度比男学生稍微保守。
年龄较轻的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的知识水平较低，态度亦较负面。本研究结果为护理专校的教材设计材提

供了有用的数据。结论　必须提高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的认识和积极正面的态度，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性保
健服务做好准备。

【关键词】　老年性事；护理学生；态度；知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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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的老年人口都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世卫组织估
计２０２５年６５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１０％。香港老年
人口增长更快，２００６年６５岁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１２％，预
计２０２５年香港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２２％，是世界老年人口
比例的２倍。较长的人均寿命是香港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
之一。根据日本厚生省２０１６年７月发布的统计数据，香港人均
寿命是世界上最长的。女性的平均寿命８７３岁，男性８１２岁。
然而根据香港中文大学老年研究院发表的报告，香港老人的心

理健康竟接近世界的最低水平，在９０个国家和地区中是靠近最
低的（第７９位）。

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在慢性老年病患者中关系

更密切。而慢性病及其治疗往往导致性功能障碍。性功能障碍

必然影响整体健康，但在健康评估中却甚少涉及性问题。老年

患者本身不愿意提出性事的问题，性事毕竟是忌讳的事。即使

医生也很少主动查询老年患者的性事，对有慢性病的老人性事，

往往不予过问。许多护理人员也避免提问老年病者的性事。

在第二十三届世界执业护士大会上，Ｇｒｅｅｎ指出，传统过时
的观念，年龄歧视，对老人性事的消极态度以及医护人员培训不

足等等因素，都是造成对老人性事忽视的原因［１］。最近的一篇

文献综述表明，性评估的障碍是多方面的，包括患者本身、医疗

当局，价值观念，以及护理人员等等相关的因素［２］。与护理人

员相关的因素中，评估过程中感到尴尬、缺乏时间和训练、对老

年性事的认识不足和负面态度，都是最常见的妨碍因素。尽管

性健康评估障碍重重，性健康护理是护理实践的重要领域，不应

被边缘化，因为性健康是老年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临床工作者提出了各种促进性健康评估的策略［２］，例如举

办培训班和讲习班，提高护士对老年性事的认识和正面态度，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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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教育工作者更应为护理学生提供培训，以应对老年人性保健

的要求。本研究调查评估护理学生对老人性事的认识和态度，

为护校提供补充教材，以便有效讲授老人性事的正确知识，培

养积极正面的态度。

!

　对象和方法
这是一个描述性的横断面研究，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论文作者以问卷方式调查香港２所公立医院和１所私立医院共
２５８名一年级护理学生（年龄平均数 ＝１９３，标准差 ＝１７）
对老人性事的知识和态度。

１１　问卷设计
问卷的第一部分调查学生的社会人口特征（如年龄，性别，

宗教等），第二部分为老年性知识和态度量表（ＡＳＫＡＳ）［３］以及
作为其他研究用途的简短量表。

ＡＳＫＡＳ由２个量表（知识和态度）组成。知识量表共３５个
关于老年性事知识项目，例如“老年女性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

达到如年轻女性的阴道湿润”“性活动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有

利”等。针对每个知识项目，受测者回答“是”“否”或“不知

道”。回答“”是得１分，“否”得２分，“不知道”得３分。负向题
（即老年性事的虚假陈述）反向记分（即１＝２，２＝１），“不知道”
仍然记３分。低分表示对老年性事有高度认识。第二部分包括
２６个态度项目，例如，“一位表现出性兴趣的老年人为自己蒙
羞”“护老院等机构不应鼓吹或支持任何形式的性活动”等。

受测者在７点量尺表达态度（１＝非常不同意，７＝非常同意）。
高分代表态度消极负面。Ｙａｎ［４］将 ＡＳＫＡＳ翻译成中文并在香
港进行了交叉验证。知识和态度量表的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均为
０８５。效度方面，知识量表的分数能有效区分学生不同工作经
验的知识水平，态度量表则与多元文化人格问卷［５］的开放性量

表的显著相关得到证实。

１２　ＡＳＫＡＳ信度和效度的再评估
本研究以参与护理学生的数据重新评估了中文版 ＡＳＫＡＳ

的信度和效度，知识和态度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α分别为０９２和
０７８。此外又以另一独立样本的护理学生（Ｎ＝６３）证实再测信
度分别为０７３和０７９。ＡＳＫＡＳ老年性知识和一般性事知识的
中度相关（ｒ＝０４３，Ｐ＜００１）以及老年性事态度和一般性事态
度的中度相关（ｒ＝０４５，Ｐ＜００１）也证实了 ＡＳＫＡＳ的建构效
度。

１３　数据的搜集
本研究邀请香港医院管理局辖下护理学校一年级学生参

与填写问卷，参与者是选修通识教育应用心理学的学生，在听

取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后，在知情同意下，自愿和不记名填

答问卷。

"

　结果
２１　参与者的人口特征

香港医院管理局辖下的护校共２５８名一年级护理学生参与
了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学生的人口特征见表１。除１名学生
外，其余都未婚。超过６０％受测者没有任何宗教信仰，８９４％
年龄２０岁或以下。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因数据缺失，各人口特
征样本量略有差别。）

表１　受测者的人口特征

　指标 　 选项 人数 百分数

性别
男

女

２４
２３４

９３
９０７

年龄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１１２
６２
３４
２０
２７

４３９
２４３
１３３
７８
１０６

宗教

无

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１７５
６６
１０
３

６８９
２６０
３９
１２

婚姻状况
未婚

同居

２５７
１

９９６
０４

２２　老年性知识
学生在ＡＳＫＡＳ知识量表的平均得分为８０８（ＳＤ＝１５５），

高于概念中点的７０分（３５～１０５分，高分代表知识薄弱）。表２
显示，除５个项目外，其余所有知识项目的回答正确率均低于
５０％（４３％～４５３％不等），表明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的知识
程度偏低。护理学生回答正确的的平均数为１０８（ＳＤ＝３７）。
如果以１８个正确的答案作为合格分数（总数 ＝３５），则８４９％
的护理学生不及格。２０岁或以上的护理学生比１９岁或以下的
知识水平较高［Ｆ（１，２４２）＝９７５，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两组的正确项目数分别为１２１（ＳＤ ＝７０）和９３（ＳＤ
＝６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对老年性事的态度

ＡＳＫＡＳ态度量表的平均得分为９８１（ＳＤ＝１０６），接近概
念中点的１０４（可能分数幅度 ＝２６１８２），但远高于作为分界值
的７８分，≤ ７８分代表对老年性事态度积极正面。表３展示态
度量表每个项目的量表均值（带有星号的负向题反向记分）。

量表值可由１至７分，３分或以下表示态度正面（４分代表态度
中性，５至７分代表态度负面）。若以 ≤ ３为分界值，则仅有４
个项目（即１５％）态度是正面的。显然，参与本研究的护理学生
对老年性事持相当消极和负面的态度。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显示负向题“关于必须知道的老年性知识，我觉得我
已经知道了”所得的量表值最高，表明护理学生深感缺乏老年

性事知识。这个项目虽然属态度量表，学生的得分更多的是反

映了对老年性事知识的不足。本研究结果发现 ＡＳＫＡＳ的知识
和态度的得分有显著相关（ｒ＝０３０，Ｐ＜００１），知识量表上得
分较低的受测者，对老年性事的态度较消极负面。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唯一显著影响态度的人口特征是年龄。

２０岁或以上的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的负面态度比１９岁或以下
的低。虽然男性学生对老年性事态度较积极正面，但此性别差

异仅接近显著（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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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受测者在ＡＳＫＡＳ知识量表的各个项目上答对的百分数

编号 内容 百分数

１６ 处方药物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性的欲望 ６２６
２２ 安眠药、镇静剂、酒精都可能减弱长者性兴奋的感觉和扰乱他们的性反应 ５３９
３４ 只要身体没有严重残障，八九十岁的男女仍可保持性兴趣与性生活 ５３９
２８ 对性无能的恐惧，可能会导致年长男性出现性无能 ５０６
２０ａ 年长的男女无法做对方的性伴侣，因为两者也需要年轻性伴侣的刺激 ５００
３１ａ 更年期后的女性必然失去性满足 ４５３
１０ａ 大多数６５岁以上男性无法进行性交 ４４２
２４ 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性事的频率下降 ４４２
１ａ 性事会危害长者的健康 ４１９
５ 老年女性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如年轻女性的阴道湿润 ３８４
２ 比起年轻男性，６５岁以上的男性要花更长时间让阴茎成功勃起 ３７６
１８ ６５岁以上长者于性方面的转变，主要是反应渐慢，而不是性的兴趣减弱 ３６０
２３ 长者对性丧失兴趣可能反映心理上的抑郁 ３６０
８ 性爱的需求持续终生 ３４５
１３ 性活动可能对老年人的心理有利 ３３７
２９ 长者结束性生活，最可能的主因是由于社交与心理，而非生物与身体的因素 ３０４
１５ａ ６５岁以上男性对性的渴求 普遍会随年龄而递增 ３０２
６ 比起年轻女性，年长女性须花更长时间才有足够的阴道润滑性分泌物 ２９８
２６ 吸烟过多可能会降低对性方面的渴望 ２８３
３２ 比起年轻男性，６０岁以上的男性较常面对非生理因素导致的性无能 ２７２
７ 年长女性的阴道弹性不足，阴道润滑分泌物渐减，故性交时可能感到痛楚 ２６７
２１ 丈夫是否有兴趣与妻子有性关系，是决定长者性事频率最常见的因素 ２５７
３ 比起年轻男性，６５岁以上的男性在性高潮时所感受到的刺激较弱 ２４４
３０ａ 长者过度自慰可能导致精神错乱与老人痴呆提早病发 ２１７
１４ａ 年长的女性大多是性冷感的 ２０２
４ 勃起时，年长男性的阴茎不如年轻男性的那般结实 １９５
３５ 年长的男女自慰，有助保持对性的敏感度 １５２
３３ 年长男性的性无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够有效成功治愈 １１４
９ａ ６５岁以上长者的性事会增加心脏病病发的风险 １０５
１２ 长者性事对身体有益 １０５
１９ 年长男性射精需要减弱，因此阴茎能维持勃起较长时间 １０５
２７ 年长的男性要维持对性的反应，持续一生的性生活是重要因素 １０５
２５ 随着年龄增长，男性性欲减少的幅度比女性较大 ９７
１１ 年轻时性生活活跃的人，年长时的性生活亦如是 ５４
１７ａ 更年期后的女性仍有由生理诱发的性需要 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回答“否”者，得１分

表３　ＡＳＫＡＳ态度量表上各项目量表值的均值（Ｍ）和均差（ＳＤ）

编号 内容 Ｍ（ＳＤ）
４８ａ 关于必须知道的老年性知识，我觉得已经知道了 ５２８（１０４）
６１ 婚外性关系永远是错的 ５１５（１５９）
３９ 护老院的男女院友应该分别居于不同楼层或不同侧翼 ４８８（１０９）
４４ａ 置身事外，因为与我无关 ４４１（１２４）
４６ 长者进行逢场作戏的性事是不道德的 ４３４（１２５）
３８ 护老院等机构不应鼓吹或支持院友进行任何形式的性事 ４３１（１００）
６０ 假如家人反对鳏寡的亲戚与其他院友发生性关系，护老院管理层与员工就有责任确实防止这些性事 ４２８（１０２）
４５ 假如我知道有一所护老院准许或支持渴望有性生活的院友这样做，我就不会让亲戚住进该护老院 ４１１（１１１）
５６ 护老院的院友不应进行任何形式的性事 ３８９（０８６）
４３ 替亲戚搬离该护老院 ３８６（１０７）
４２ 向管理人员投诉 ３７３（１０５）
４９ 假如我知道护老院的院友之间有性事，我会向管理人员投诉 ３７３（１０６）
３６ ６５岁以上长者对性爱没什么兴趣 ３６７（０８６）
４７ａ 我想更深入了解年长时的性功能转变 ３６６（１０４）
５９ａ 护老院应提供适当私隐，让院友可在无干扰或监视的情况下进行性事 ３６４（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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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编号 内容　　　　　　　　 Ｍ（ＳＤ）
５４ａ 护老院等机构应为希望同寝的院友提供够大的床位 ３６０（０９４）
４１ 随着年纪渐长 （如６５岁后），人必然对性失去兴趣 ３５２（０８７）
５８ 自慰有害，应该避免 ３３７（０９７）
５３ａ 对年长的女性来说，自慰是可接受的性事 ３３５（０８５）
５２ａ 对年长的男性来说，自慰是可接受的性事 ３３４（０８５）
３７ 一位表现出性兴趣的老年人为自已蒙羞 ３１９（０９３）
５７ａ 护老院等机构应为男女提供社交的机会 ３１１（０８５）
５０ａ 我支持为护老院为院友提供性教育课程 ２９８（０８７）
５５ａ 护老院员工应接受有关长者及／或残疾人士性知识的培训与教育 ２９６（０８３）
５１ａ 我支持护老院为员工提供性教育课程 ２９１（０８８）
４０ 护老院无责任为希望独居或与伴侣同住的院友提供足够私隐 ２８８（１４３）

　　注：４２题～４５题的前提是“假如我有一位住在护老院的亲戚与院友发生性关系”，标有：“ａ”项表示负向题

#

　讨论
在知识量表中的３５个项目中，护理学生至少对３０个项目

的知识得分低下。若以１８个正确答案设定为合格分数，绝大多
数（８４９％）学生不能通过考试。以如此低的知识水平，难以期
望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性保健服务。除了对老年性事缺乏了

解，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普遍持消极态度。在４个持正面态度
项目中，３个项目其实反映了老年性事的教育或培训需求。前
述量表值最高的负向题“关于必须知道的老年性知识，我觉得

我已经知道了”，也反映了护理学生接受培训的需要。

　　由于对老年性事的知识得分低下，对老年性事持负面态
度，护理人员在评估老人健康时感到尴尬，不愿意向老年人提

出性问题，是可以理解的。有关老年性事的知识和态度实有待

提升，本研究提供了护理学生在有关方面表现欠佳的项目列

表。作为教育过程的第一步，护理教育工作者可以针对护理学

生未能充分掌握或态度负面的问卷项目，予以培训，然后逐步

讲授老年性事的其他方面。

本研究的结果与在日本健康科学学生的研究［６］和土耳其

护理学生的研究［７］进行了比较。该两项研究采用了相同版本

的ＡＳＫＡＳ，并使用相同的计分法（分数越高表明对老年性事的
知识程度越低，态度越消极）。香港护理学生的知识和态度的

平均得分分别为８０８（ＳＤ＝１５５）和９８１（ＳＤ＝１０６）。与日本
的健康科学学生的６８７（ＳＤ＝１４８）和８０８（ＳＤ＝１６）的知识和
态度得分相比，香港的护理学生的知识水平较差，对老年性事

亦持较消极的态度。若与土耳其护理学生的知识平均得分

６５９（ＳＤ＝８２）和态度平均得分１１８８（ＳＤ＝２２０）相比，香港
的护理学生在知识量表上亦表现较差，然而，对老年性事的态

度上，比土耳学生宽容。土耳其人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宗教信

仰可能是土耳其护理学生对老年性事态度更保守的原因。有

研究表明回教徒对性事倾向持更严格保守态度［８］。

表２和表３中的数据清楚表明了香港护理学生性知识偏
低，态度消极负面。列表的信息有助于护理教育者更好地培训

护理学生。知识和态度似存在因果关系，实证研究表明，通过教

育干预，提升老年性事的知识，亦使受培训者对老年性事持积

极正面的态度［９］。本研究知识与态度量表之间ｒ＝０３０的显著
正相关，与上述的发现是一致的，当然，本研究采用横向设计，不

能建立知识和态度之间的因果关系。

提高知识水平和培养积极态度，只是促进性保健的一种方式。

如前所述，性健康护理的障碍来源是多方面的［２］。除护理人员的相

关因素外，还要克服与患者有关的，与医疗组织有关的，以及与价值

观有关的种种障碍，始能更好地照顾老年人所关注的性事。

我们曾试与采用 ＡＳＫＡＳ的其他研究进行比较，有很大困
难。虽然ＡＳＫＡＳ被广泛用作为衡量老年性事的知识和态度的
指针，但研究者使用的版本各不相同。ＡＳＫＡＳ的长度有被缩短
为４０个项目、４５个项目、或５１个项目的［８，１０１１］。也有研究者保

持项目数量不变，但把回答方式从７点量尺改为５点量尺［１２］。

使得研究结果不容易比较。此外，根据知识量表的原计分法，不

知道答案的得３分，错误答案得２分（分数越高反映的知识水平
低）。Ｗｈｉｔｅ（ＡＳＫＡＳ原作者）似认为错误理解比坦承无知的有
更高的知识水平。在中华文化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是真知也”，显然与Ｗｈｉｔｅ的认知有别。
Ｗｈｉｔｅ知识量表的计分法的另一个缺点是，不同数量的正确

答案可能有相同的得分。例如，（ａ）６个错误答案和（ｂ）３个正确
答案和３个“不知道”的回答，得分都是１２。但 （ｂ）的知识水平
显然比（ａ）高。然而采用Ｗｈｉｔｅ的计分法就分不出（ａ）和（ｂ）的
知识水平。为了克服这个缺点，但仍保持高分代表知识水平低，

有研究者给“不知道”０分，错误答案２分，正确答案１分 ［１２］。另

有研究者给正确答案１分，其他答案０分 ［１３１４］。用“１或０”计分
法，总分就代表了受测者的正确答案总数。分数越高表示知识水

平越高，清晰明确。而以得分高代表知识水平低，逆反正常思维

历程，不宜采用。本研究采用“１或０”的计分法（１为正确答案，０
为其他答案），也采用Ｗｈｉｔｅ的计法，权宜和其他研究比较。

研究者纵然采用ＡＳＫＡＳ不同版本和不同计分法，研究结果
仍一致表明了护理人员对老年性事的知识有限，态度往往也是

消极负面。对老年性事的认识不足和态度消极也使得护理人员

精神紧张和焦虑，导致护理质量下降 ［１５］。老年人的性健康也

因此将得不到充分照顾，生活质量将受到不必要的损害。

人口特征和性知识和性态度通常是有关的：教育程度低、女

性、年龄低、有宗教信仰，和信仰虔诚度高的受测者，通常性知识

低和性态度较负面［８，１６１７］。本研究结果与过去的发现基本一致，

不过仅年龄一项达统计的显著水平。年轻护理学生（１９岁或以
下）对老年性事的知识偏低和态度消极。年轻人的负面态度可能

会对老年人产生不良的影响。例如年轻护士若认为老年人有性

兴趣是可耻的，就可能有意或无意表现出这种态度。老年患者也

可能会因此接受了这种消极态度，而内化成为自己的观点；结果

抑制性需求，因为觉得表达性兴趣是不合适的［１８］。因此，老年人

的性健康和生活质量就因为年轻人的态度而受到有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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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供的数据，有利于护理教育工作者的培训工作，促

进护理学生提高对老年性事的知识和采取较正面禗态度。不过，

本研究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性事是一个忌讳的话题，本研究

的参与者在填答ＡＳＫＡＳ的量表时可能受霍桑效应所影响。虽然
本研究已通过匿名参与来降低这种影响，但仍不能评估受影响的

程度。其次，本研究参与者都是一年级学生，几乎全是未婚的；因

此未能分析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老年性事的认识和态度的影

响。此外，男生（ｎ＝２４）的小样本量也会降低统计分析的效能，
这可能是导致态度的性别差异仅在显著边缘，而未能达到 Ｐ＜
００５的显著水平。最后，ＡＳＫＡＳ并没有包含老年人同性恋或跨
性别的相关项目，老年痴呆症项目也排除在外。不同群体的性事

（例如ＬＧＢＴ）和老年痴呆症的性事，与 ＡＳＫＡＳ所测量的并不相
同。这些方面应在未来的测量中加以考虑，并纳入护理学生的性

知识和性态度的培训内容。有了更广泛的培训内容，护理学生将

为不同群体提供性保健服务更好地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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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高校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资助项目（ＫＪ２０１６Ａ３６３）
△【通讯作者】潘发明，Ｅｍａｉｌ：ｆａｍｉｎｇｐａｎ＠ａｈｍｕ．ｅｄｕ．ｃｎ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３．０４６ ·性人文社会科学·

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状况及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的
调查研究
杜华１　潘发明２△　丁萍３　袁芳臻１　苏斯莉１

１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放疗科，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２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肥 ２３００３２
３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护理部，合肥 ２３００２２

【摘要】　目的　了解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性生活状况及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情况，为制订干预措施提供
参考依据。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表和女性性功能指数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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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进行问卷调查，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建立数据库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ＦＳＦＩ总分为（１７６７０±
９３５４）分，与常模比较，ＦＳＦＩ总分、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常模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５０岁
组的患者性状况更差，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均＜０００１）；术后１个月内、３个月内、６个月内及６个月后
恢复第一次性生活比例分别为５０２％、２３４３％、３０１３％、１２１３％，２９９％的患者停止了性生活；术后性生活
的满意率为７５３％，低于术前的５３９７％，不满意率为３７６６％，高于术前的４１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１）；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高（５１４６％），医护人员专业指导不足（２４２７％）；患者希望
通过发放性生活指导手册（６６５３％）、集体讲座（６０２５％）、一对一咨询（５９４１％）、微信／ＱＱ（３８０８％）以及
与配偶同时接受指导（１７９９％）的形式，得到医护人员提供形式多样的性知识教育。结论乳腺癌术后患者
性生活状况较差，医护人员应打破传统观念，主动提供专业指导，使患者早日得到性康复。

【关键词】　乳腺癌；性生活；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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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乳腺癌已经上升为全球女性恶性肿瘤死亡原因的第
一位。随着早期筛查和诊疗技术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乳腺癌患者

得以长期生存。我国乳腺癌患者 ５年观察生存率已达到
８０９％［１］。治疗方法能否使患者有一个好的生存质量已经成为

乳腺癌治疗关注的热点，而性生活质量是总体生活质量的重要组

成部分。高质量的性生活能和谐夫妻感情、稳定婚姻生活，提高

机体免疫力，利于疾病的康复。乳腺癌手术致乳房缺损及术后放

化疗、内分泌治疗等导致形体改变，患者担心在配偶面前失去性

吸引力，而产生抑郁心理和病耻感［２３］，患者在性生活时不自信，

而致性兴趣、性生活活跃程度及性生活愉快程度降低，严重者可

导致性生活障碍，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４５］。因此，对乳腺癌术

后患者的性生活状况及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进行调查，为今后医

护人员开展健康教育、制订干预措施提供理论参考依据，对提高

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整体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安

徽省某三级甲等医院肿瘤科与放疗科诊治的２６０例乳腺癌术后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术后病理确诊为乳腺癌，病情较为稳定；②已

婚女性；③家庭完整，丈夫健康状况良好；④知晓自身病情并同
意参加本研究；⑤无认知障碍，能理解调查内容。排除标准：①
既往有精神疾病史；②意识障碍或沟通障碍；③同时患有其他癌
症或患有其他严重的急慢性疾病。

１３　 调查工具
１３１　一般情况　调查表由研究者根据文献和研究目的自行
设计，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年龄、职业、文化程度、家庭人均

月收入等人口学资料和手术方式、治疗方式等信息，第二部分为

性生活情况调查，包括术后恢复性生活时间、手术前后性生活满

意率、获得性生活知识的途径以及希望医务人员提供性生活指

导的形式等相关信息。

１３２　女性性功能指数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
ＦＩ）　ＦＳＦＩ由Ｂａｓｓｏｎ［６］等设计，用于调查受试者近４周内关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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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感受与反应。量表共１９个条目，涵盖了性欲、性唤起、阴
道的润滑度、性高潮、性生活满意率及性交痛共６个维度。每个
维度评分为该维度每个问题的评分与系数相乘，６个维度评分相
加得到总分，量表分值范围为２分～３６分，ＦＳＦＩ评分越高，说明
女性的性功能状况越好。ＦＳＦＩ每个领域总重测信度系数（ｒ＝
０７９～０８６）和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２）均很满意［７］。

作为评价女性性功能的有效工具，ＦＳＦＩ在国际上得到广泛认可。
１４　调查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结合个人访谈的方法填写调查表，向调查对

象说明调查的目的及意义，征得知情同意后发放调查问卷。问

卷当场回收，并逐一核查问卷填写情况，以保证问卷填写的完

整性和有效性。本次共发放问卷２６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２３９份，
有效率为９１９％。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建立数据库并进行数据的核查录入，应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和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方
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构成比描述，采用 χ２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一般资料

年龄≤４０岁、４１～４９岁及≥５０岁的患者比例分别为２２５９％、
３４３１％、４３１０％；婚龄 ≤１０年、１１～２０年及≥２１年的比例分别为
８７９％、２７２０％、６４０１％；居住地为市区、乡镇、农村的比例分别为
４７７０％、１３８１％、３８４９％；家庭人均月收入＜２０００元、２０００～４９９９
元、≥５０００元的比例分别为３９７５％、３８０７％、２２１８％；术后时间≤３
个月、３１～６个月、＞６个月的比例分别为 ２１７６％、２２１７％、
５６０７％；手术方式为保乳／重建术者占 １４６４％，根治术者占
８５３６％；复发或转移者占７９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３９例乳腺癌术后患者一般资料

　　项目 例数 百分数

年龄（岁）

　≤４０ ５４ ２２５９

　４１～４９ ８２ ３４３１

　≥５０ １０３ ４３１０

婚龄年数（年）

　≤１０ ２１ ８７９

　１１～２０ ６５ ２７２０

　≥２１ １５３ ６４０１

居住地

　市区 １１４ ４７７０

　乡镇 ３３ １３８１

　农村 ９２ ３８４９

职业

　农民 ４９ ２０５０

　工人 ２３ ９６２

　机关事业 ３５ １４６４

　退休 ２７ １１３０

　自由职业 ４３ １８００

　家务 ６２ ２５９４

续表１

　　　　　项目 例数 百分数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６３ ２６３６

　初中 ７８ ３２６４

　高中／中专 ５４ ２２５９

　专科及以上 ４４ １８４１

家庭人均月收入（元）

　＜２０００ ９５ ３９７５

　２０００～４９９９ ９１ ３８０７

　≥５０００ ５３ ２２１８

医疗费用形式

　职工医保 ８６ ３５９８

　居民医保 ４２ １７５７

　农村合作医保 １１１ ４６４５

宗教信仰

　无 １９７ ８２４３

　有 ４２ １７５７

手术时间（月）

　≤３ ５２ ２１７６

　３１～６ ５３ ２２１７

　＞６ １３４ ５６０７

病理分期

　Ⅰ １１ ４６０

　Ⅱ １５８ ６６１１

　Ⅲ ７０ ２９２９

手术方式

　保乳术／重建 ３５ １４６４

　根治术 ２０４ ８５３６

正在或最近一次接受治疗方式

　化疗 ４２ １７５７

　放疗 １０３ ４３１０

　内分泌治疗 ５４ ２２５９

　靶向治疗 ４０ １６７４

复发或转移

　是 １９ ７９５

　否 ２２０ ９２０５

２２　患者ＦＳＦＩ评分情况
ＦＳＦＩ总分为（１７６７０±９３５４）分，≥５０岁组患者的ＦＳＦＩ总

分及６个维度的得分，分别与其他年龄组患者的总分及各维度
得分相比，通过方差分析，Ｐ均 ＜０００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患者术后恢复性生活时间

术后恢复第一次性生活时间滞后，部分患者停止了性生活。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患者手术前后性生活满意率比较

手术后患者性生活满意率低于手术前，不满意率高于手术

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状况

患者与配偶从不讨论、偶尔讨论、经常讨论术后性生活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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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分别为 ３４３１％、５４３９％、１１３０％；通过网络／书刊、病
友、医务人员、家人获得性生活知识的比例分别为 ６８２０％、
５６４９％、２６７８％和２００８％；希望得到性生活指导的方式为性

生活指导手册、集体讲座、一对一咨询、微信／ＱＱ指导、与配偶
同时接受性生活指导的比例分别为６６５３％、６０２５％、５９４１％、
３８０８％和１７９９％。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２　２３９例乳腺癌术后患者各年龄组ＦＳＦＩ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欲望 性唤醒 阴道润滑性 性高潮 性满意率 性交痛 总分

≤４０岁 ５４ ３２６７±０８２１ ３２７２±１１８３ ４１８３±１３９１ ３７４８±１２６１ ３６４４±１１７５ ４５４８±１６５４ ２２６６３±６７９３

４１～４９岁 ８２ ３１３２±０９３８ ３１７２±１３３３ ３９１５±１５１９ ３６２４±１４５８ ３４６６±１０３８ ４１８５±２０２１ ２１７９４±７５４６

≥５０岁 １０３ ２１０３±０７９２ａ １３６０±０４６５ａ １８００±０９０２ａ １６５１±０７４１ａ ２７８８±０８３５ａ ２０６６±１３９７ａ １１７６８±８５４１ａ

　总分 ２３９ ２７１９±１００５ ２４１４±１６３７ ３０６４±１９９８ ２８０２±１８４０ ３３１７±１０９０ ３３５４±２３９６ １７６７０±９３５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５０岁组的ＦＳＦＩ总分及６个维度的得分，通过方差分析，分别与其他年龄组的各得分相比，均Ｐ＜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３　２３９例患者术后恢复性生活时间［ｎ（％）］

　 时间 是 否

≤１个月 １２（５０２） ２２７（９４９８）

１１～３个月 ５６（２３４３） １８１（７６５７）

３１～６个月 ７２（３０１３） １６７（６９８７）

＞６个月 ２９（１２１３） ２１０（８７８７）

无性生活 ７０（２９２９） １６９（７０７１）

表４　２３９例患者手术前后性生活满意率比较［ｎ（％）］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术前 １２９（５３９７） １００（４１８７） １０（４１８）

术后 １８（７５３）　 １３１（５４８１） ９０（３７６６）

χ２值 １５０９８０ １７２２６９ １５０１９８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５　２３９例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状况［ｎ（％）］

　　　　　　项目 是 否

与配偶讨论术后性生活话题

　从不讨论 ８２（３４３１） １５７（６５６９）

　偶尔讨论 １３０（５４３９） １０９（４５６１）

　经常讨论 ２７（１１３０） ２１２（８８７０）

术后形体不完美影响性生活

　是 ３７（１５４８） ２０２（８４５２）

　有一些 １３０（５４３９） １０９（４５６１）

　没有 ７２（３０１３） １６７（６９８７）

需要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性生活指导 １２３（５１４６） １１６（４８５４）

医护人员主动提供性生活指导 ５８（２４２７） １８１（７５７３）

获得性生活知识的途径

　网络／书刊 １６３（６８２０） ７６（３１８０）

　病友 １３５（５６４９） １０４（４３５１）

　医务人员 ６４（２６７８） １７５（７３２２）

　其他（父母、家人等） ４８（２００８） １９１（７９９２）

希望医务人员提供性生活指导的方式

　发放性生活指导手册 １５９（６６５３） ８０（３３４７）

　集体讲座 １４４（６０２５） ９５（３９７５）

　一对一咨询 １４２（５９４１） ９７（４０５９）

　微信／ＱＱ等 ９１（３８０８） １４８（６１９２）

　与配偶同时接受指导 ４３（１７９９） １９６（８２０１）

#

　讨论
３１　乳腺癌术后患者ＦＳＦＩ评分较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

本研究中ＦＳＦＩ总分及各维度评分与谢志芬［８］等研究报道

的结果相近。美国以ＦＳＦＩ小于２６５５分为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
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的标准［９］。而韩国标准为小于２５
分［１０］。参照同为亚洲的韩国女性ＦＳＦＩ评分作为ＦＳＤ的诊断标
准，据此，本研究的 ＦＳＤ总发生率为７５３１％。与国内常模［１１］

进行比较，ＦＳＦＩ总分、各维度评分均低于常模水平，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ＦＳＤ总发生率高于常模水平（２６１％），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乳腺癌术后的放化疗、内分
泌治疗等辅助治疗均会对患者性生活造成影响。Ｃａｖａｌｈｅｉｒｏ等
报道乳腺癌患者在一个周期化疗后，ＦＳＦＩ总分及６个维度评分
均比治疗前明显下降，有２５％的患者停止了性生活［１２］。强万

敏［１３］等报道，乳腺癌化疗期间ＦＳＤ发生率高达８３８％。此外，
乳腺癌内分泌治疗会导致雌激素水平下降，更年期症状提前出

现，患者表现潮热、性欲下降、阴道干燥、体重增加等，这些症状

严重影响女性性功能［１４］。本研究发现，ＦＳＦＩ总分及６个维度
的得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小。≥５０岁组的ＦＳＦＩ总分及６个
维度的得分，与其他年龄组的得分相比，通过方差分析，Ｐ均 ＜
０００１，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这可能与５０岁以后的女性，卵巢
功能衰退、绝经等导致性欲下降、阴道干涩、性交痛等有关。

３２　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恢复时间滞后，性生活满意率低
本研究中，乳腺癌术后１个月内、３个月内、６个月内及６个

月后恢复性生活比例分别为 ５０２％、２３４３％、３０１３％、
１２１３％，一个月内恢复性生活的比例低于国内的报道１２６４％
和美国的４９％［１５］。有２９２９％的患者术后完全停止了性生活。
据研究，手术后的第一次性体验至关重要，是夫妻性适应和调整

过程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做好准备和调适，进行有效沟

通［１６］。ＦａｈａｍｉＦ［１７］等报道性功能与婚姻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因此，将性生活教育纳入乳腺癌术后康复计划，对提高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降低术后的性功能障碍是非常重要的。恢复性生活时

间滞后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①手术对机体的创伤及术后治
疗的各种副作用，患者体力不支；②乳房是女性的第二性征器
官，并参与性活动。乳房的缺失严重影响了女性的形体美，担心

在配偶面前失去性吸引力，而发生自卑、自责、愧疚的心理，导致

性生活主动性差。本调查显示：６９８７％的患者认为术后形象改
变影响了性生活。李云［１８］等报道，乳腺癌术后女性的身体形象

改变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影响性生活，造成不同程度的性生活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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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③对乳腺癌相关知识存在错误认知，部分患者担心性生活
会影响疾病康复，甚至引起肿瘤复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延迟

了性生活的恢复时间，减少性生活频率，甚至完全停止了性生

活。④与配偶缺少性生活方面知识的交流，夫妻双方采取回避
的态度。本研究中，与配偶经常探讨性生活话题的仅占

１１３％，从不探讨的占３４４１％。鼓励配偶之间沟通交流，可以
提高婚姻质量，提高性生活满意率［１９］。本研究对患者手术前后

性生活的满意率进行自我总体评价，术后性生活的满意率为

７５３％，低于术前的５３９７％，不满意率为３７６６％，高于术前的
４１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与裘佳佳［２０］等报

告的结果相近。

３３　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健康教育需求高，医护人员专业指
导不足

　　本研究发现，乳腺癌术后患者需要专业医护人员进行性生
活指导的比例为５１４６％，而医护人员主动为患者提供性生活
指导的仅为２４２７％，没有满足患者这方面知识的需求。患者
获得性生活方面的知识来源依次为网络／书刊（６８２０％）、病友
５６４９％、医务人员（２６７８％）、其他（父母、家人等）（２０８８％）。
病友之间的交流及父母家人的经验往往缺乏科学依据，甚至传

播一些愚昧和错误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患者性康复。在

我国传统文化里，性是禁忌公开谈论的，患者对性方面问题讳

莫如深，医护人员也往往难于启齿。在患者性生活健康教育需

求高而专业指导不足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应认识到性健康教育

的重要性，打破传统观念，将其作为健康教育常规内容，主动向

乳腺癌患者提供专业指导。

３４　乳腺癌术后患者希望得到医护人员提供形式多样的性知
识教育

　　本研究发现，乳腺癌术后患者希望得到形式多样的性知识
教育，形式依次为：发放性生活指导手册（６６５３％）、集体讲座
（６０２５％）、一对一咨询（５９４１％）、微信／ＱＱ等（３８０８％）、与
配偶同时接受指导（１７９９％）。发放手册简单易操作，但缺少
沟通与互动；集体讲座需要组织和筹划，不易频繁开展；一对一

咨询及与配偶同时接受指导的形式，真正做到个体化指导，体

现人文关怀，但对医护人员的要求较高，需要有丰富的医学、性

学、心理学知识和良好的沟通技巧，且较为费时。充分利用网络

等信息化手段，建立公共服务平台，定期推送相关健康教育内

容，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这是目前互联网＋医疗发展的趋势。武
佩佩［２１］等将乳腺癌术后患者性健康教育内容归纳为医学知识、

性科学知识、心理学知识及实践课４个模块，内容科学可靠、全
面实用，值得借鉴。在实施这些性健康教育内容时，可以结合不

同模块中的内容特点，选择不同的指导形式，使患者更易理解

与接受，提高健康教育效果。

通过此研究，探索性的了解了乳腺癌术后患者性生活的状

况及性生活健康教育的需求情况，为今后深入开展乳腺癌术后

患者的性康复的研究，制定科学、实用的性健康教育内容，开展

多样的性健康教育形式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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