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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下尿路综合征与代谢综合征相关性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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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下尿路综合征是一种超出泌尿外科范畴的全身性慢性疾病。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

剧，男性下尿路综合征的患者人数逐渐增多，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存质量。 通过临床研究的深入，人们推测

男性下尿路综合征可能与前列腺增大有关。 前列腺增大会导致膀胱出口梗阻，而无肿瘤存在的前列腺肥大

导致的膀胱出口梗阻是引发下尿路综合征的主要原因。 因此，分析男性下尿路综合征与前列腺增生和代谢

综合征相关性对其临床治疗意义重大。 本文介绍了当前男性下尿路综合征与代谢综合征的研究现状，围绕

腹型肥胖、血糖异常、血脂异常、血压异常和炎症与前列腺增生⁃代谢综合征的关系展开讨论。
【关键词】 　 下尿路综合征；代谢综合征；男性；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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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尿路综合征（ ｌｏｗｅｒ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是储尿

期、排尿期和排尿后症状的统称。 据统计，２０１８ 年全球范围内，
下尿路综合征（ＬＵＴＳ）的受累人群超过 ２３ 亿［１］ 。 随着人们对

ＬＵＴＳ 认识的不断加深，ＬＵＴＳ 作为一种“慢性疾病”已经超越泌

尿外科范畴，越来越强调排尿与控尿的整体化诊疗模式，并且

需要多学科领域的协助治疗全身性疾病［２］ 。 在此背景下，前列

腺增生（ＢＰＨ）和 ＬＵＴＳ 与代谢综合征（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Ｓ）
的相关性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 本文将综述近年来关于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的报道，以期为进一步探索两者相关性提供新的研

究思路。
1　 MS 与 BPH⁃LUTS 发生发展的相关性

多数学者的研究显示，ＭＳ 及 ＭＳ 组成部分数量与 ＢＰＨ 及

ＬＵＴＳ 存在相关性。 Ｐａｓｈｏｏｔａｎ 等［３］ 对欧洲 ４６６６ 名 ５５ 岁 ～ １００
岁男性进行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发病率还是患病的严重程

度，由 ＢＰＨ 引起的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都存在显著关系；而且，随着 ＭＳ
组成部分数量的增加，ＬＵＴＳ 被诊出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Ｄｅ
Ｎｕｎｚｉｏ 等［４］ 报道 ＭＳ 增加了前列腺肥大患者储尿期症状的风

险。 Ｒｙｌ 等［５］ 报道，在老年男性人群中 ＢＰＨ 与 ＭＳ 之间有显著

关系，并认为 ５０ 岁以上 ＭＳ 男性出现 ＬＵＴＳ 症状时应该积极介

入以降低今后前列腺手术的可能。 在代谢异常的职业警察中，
ＢＰＨ 的发生率、前列腺体积≥３０ｍｌ、残余尿量≥５０ｍｌ 都明显随

着 ＭＳ 组成成分数量的增加而增加［６］ 。 Ｚｈａｏ 等［７］关于 ５３０ 名中

度⁃重度 ＬＵＴＳ 男性患者的研究报告中提示，ＭＳ 与 ＢＰＨ 临床进

展及 ＬＵＴＳ 的发生率及严重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Ｄｅ Ｎｕｎｚｉｏ
等［８］报道 ＭＳ 加大了 ＬＵＴＳ 和前列腺肥大患者的夜尿风险。
２０１７ 年，Ｓａｒａｔｌｉｊａ 等［９］报道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ＭＳ 组中膀胱

过度活动症（ＯＡＢ）显著升高，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０１５ 年，
一项关于中国人前列腺增生患者与 ＭＳ 的 Ｍａｔａ 分析显示：ＭＳ
增加了前列腺体积和前列腺平均增长率［１０］ 。 ９０４ 名 ５０ 岁 ～ ５９
岁中国男性患者的研究结果显示，ＭＳ 与更大的前列腺体积、前
列腺症状评分以及排尿症状相关［１１］ 。 ２００７ 年，Ｏｚｄｅｎ 等［１２］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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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７８ 名 ＢＰＨ 患者的研究发现，合并 ＭＳ 的 ＢＰＨ 患者前列腺增

长速率增加。 Ｒｙｌ 等［１３］ 通过 １２８ 名 ＢＰＨ 患者与 １４１ 名非 ＢＰＨ
患者的对照研究发现，ＭＳ 与 ＢＰＨ 频繁共存，这种关联可能与

ＭＳ 相关的代谢紊乱等有关。 ２０１６ 年，一项关于英国大型流行

病学的研究结果显示［１４］ ，在英国初级保健人群中 ＢＰＨ 与 ＭＳ 之

间存在显著横向关联。 Ｐａｎ 等［１５］对 １０５２ 名中国 ＢＰＨ 患者按照

年龄段分组研究，结果显示，ＭＳ 组前列腺体积和前列腺平均增

长速率明显高于非 ＭＳ 组。 ２０１６ 年，一篇 Ｍｅｔａ 分析文章报道了

合并 ＭＳ 的 ＢＰＨ 患者前列腺体大，前列腺增长速度更快［１６］ 。
２０１８ 年，Ｒｕｓｓｏ 等［１７］ 发现，ＭＳ 与前列腺突入膀胱程度呈正相

关，前列腺突入膀胱程度、前列腺体积、移行带体积与高密度脂

蛋白呈负相关，与高血压呈正相关；高血压、高密度脂蛋白、甘油

三酯是前列腺体积≥４０ｍｌ 的独立预测因子；高密度脂蛋白、高
血压、腰围是前列腺移行带体积≥２０ｍｌ 的独立预测因子；在调

整年龄之后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中，ＭＳ 与前列腺突入膀胱长度≥
１０ｍｍｌ、移行带体积≥２０ｍｌ、前列腺体积≥４０ｍｌ 呈正相关。

然而，部分学者的研究并未发现 ＭＳ 与 ＬＵＴＳ 的相关性。
２００８ 年，一项欧洲 ４ 国关于 ＢＰＨ⁃ＬＵＴＳ 的研究发现，去除年龄因

素后无法确定 ＭＳ 是否与 ＢＰＨ⁃ＬＵＴＳ 的发生发展相关［１８］ 。 一项

针对 ９００ 名日本受访者的研究将受访人群按照 ＜ ５０ 岁、５０ 岁 ～
６４ 岁、≥６５ 岁分为 ３ 组，并根据合并 ＭＳ 与否进行组内对比，结
果显示， ＬＵＴＳ 只与年龄增加相关，而与 ＭＳ 未显示明显关

联［１９］ 。 Ｃｏｂａｎ 等［２０］对 １０７ 名合并糖尿病的 ＬＵＴＳ 或 ＥＤ 患者的

研究显示，ＭＳ 与 ＬＵＴＳ 没有显著关系。 ２００９ 年，Ｔｅｍｍｌ 等［２１］ 针

对 ２３７１ 名男性的研究结果显示，ＭＳ 没有独立参与 ＬＵＴＳ 的发

生。 Ａｋｔａｓ 等［２２］ 在 １０６ 名 ＢＰＨ 患者中的调查结果发现，ＭＳ 与

ＬＵＴＳ 严重程度无关。 ２０１５ 年，一项关于前列腺增生相关的下

尿路症状与代谢综合征及其组成部分的系统评价和 Ｍｅｔａ 分析

只发现血清甘油三酯和糖尿病与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ＩＰＳＳ）
的平均差相关，而 ＭＳ 只与前列腺体积相关［２３］ 。 ７６４ 名 ＞ ４０ 岁

的男性调查中，ＭＳ 与 ＬＵＴＳ 没有相关性，但 ＬＵＴＳ 的危险因素

（前列腺体积 ／体力活动）与 ＭＳ 相关［２４］ 。 ２０１５ 年，Ｈａｇｈｓｈｅｎｏｚ
等［２５］在 ９５０ 名 ６９ 岁 ～ ８１ 岁的人群中证实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的主要

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关联，只有空腹血糖与 ＬＵＴＳ 呈可疑正相关。
２０１６ 年，Ｓｏｎｇ 等［２６］报道 １９４３ 名韩国 ４０ 岁 ～ ７０ 岁的男性的脂

肪肝程度与 ＬＵＴＳ 没有显著关系。 Ｉｋａｒｉ 等［２７］ 对 ７４３ 名的健康

调查研究显示，ＬＵＴＳ 症状的严重程度与 ＭＳ 不相关。 Ｗａｎｇ
等［２８］报道 ４５ 岁以下合并 ２ 型糖尿病的男性，ＬＵＴＳ 患病率更

高，但 ＭＳ 并未加重 ＤＭ 早期 ＬＵＴＳ 的严重程度。 一些学者更是

报道了 ＢＰＨ⁃ＬＵＴＳ 与 ＭＳ 呈负相关。 ２０１４ 年，一篇关于 ４２５６ 名

韩国中年健康男性的报道中，研究者发现 ＭＳ 组 ＩＰＳＳ 评分更

低，并通过前列腺体积的比较，认为 ＭＳ 或者肥胖相关因素是男

性 ＬＵＴＳ 的保护因素。 同样是在韩国实施的调查发现，３３８４１ 名

≥３０ 岁的男性中 ＭＳ 与 ＬＵＴＳ 呈微弱的负相关关系；高胰岛素

血症可能有抑制 ＬＵＴＳ 的作用，尤其表现在排尿症状［２９］ 。 一项

在我国台湾地区开展的研究发现，ＭＳ 组受访者的 ＩＰＳＳ 总分和

排尿期得分均显著低于非 ＭＳ 组［３０］ 。 ３１０３ 名青年中国男性中

中度⁃重度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也呈负相关，ＭＳ 组患有中度⁃重度储存

期症状的几率更低［３１］ 。
2　 腹部肥胖或超重与 BPH⁃LUTS 的关系

许多研究表明，肥胖是 ＢＰＨ⁃ＬＵＴＳ 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

ＭＳ 人群中最常见的泌尿系症状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和尿失

禁［３２］ 。 Ｄｅｍｉｒ 等［３３］对 １９０ 名合并或不合并的 ＬＵＴＳ 患者开展了

研究，发现肥胖是 ＬＵＴＳ 严重程度的发展的危险因素之一。
２０１５ 年，一项关于 ＭＳ 与前列腺增生的系统回顾及 Ｍｅｔａ 分析结

果显示，由 ＭＳ 引起的代谢紊乱对前列腺增生有促进作用，肥胖

的老龄男性处于 ＭＳ 的高危状态并且是前列腺增生的决定因

素［３４］ 。 Ｖｉｇｎｏｚｚｉ［３５］认为，肥胖是年龄相关的代谢异常之一，是
ＢＰＨ 相关 ＬＵＴＳ 发作和进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项包含 １１０３
名澳大利亚男性的调查研究显示，腹部脂肪增加是储存期症状

的影响因素［３６］ 。 ４０１ 名中国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研究中发

现，ＭＳ、ＢＭＩ 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增大的危险因素［３７］ 。
腰臀比、腰围也被证实与 ＬＵＴＳ 存在相关性。 Ｂａｒｂｏｓａ 等［３８］

对 ９０７ 名拉丁美洲男性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腰臀比升高与中

重度 ＬＵＴＳ 和储存期症状相关并且是独立预测因子。 ２０１５ 年，
一份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报道，中心性肥胖是前列腺术后持续发

生 ＬＵＴＳ 储存期症状的预测因素，腰围与术后 ＩＰＳＳ 总分和 ＬＵＴＳ
储存期症状改善有关，腹围 ＞ １０２ｃｍ 是术后 ＩＰＳＳ 总分升高和

ＩＰＳＳ 储存期得分升高的强预测因素［３９］ 。 ４０９ 名中度⁃重度 ＬＵＴＳ
男性患者的研究报道中，腹围与前列腺体积、前列腺特异性抗

原、ＩＰＳＳ 总分呈显著正相关，合并其他代谢紊乱的肥胖男性处

于发生 ＬＵＴＳ 的高危状态［４０］ 。 ６６０ 名中年男性的研究中，肥胖、
ＢＭＩ、腰围与前列腺体积显著相关，其中腰围的增加是中年男性

因 ＬＵＴＳ 而困扰的唯一独立预测因素［４１］ 。
3　 糖尿病、血糖、胰岛素抵抗与 BPH⁃LUTS 的关系

不同学者在研究 ＢＰＨ⁃ＬＵＴＳ 与 ＭＳ 的相关性时发现了糖尿

病在 ＢＰＨ⁃ＬＵＴＳ 发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一项持续 ３ 年包含

５２５ 名 ＬＵＴＳ 男性（４５ 岁 ～ ７８ 岁）患者的前瞻性研究结果显示，
ＭＳ 与 ＩＰＳＳ、最大尿流率、前列腺体积呈正相关，糖尿病可能在

中老年男性 ＢＰＨ 的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４２］ 。 Ｐｌａｔａ 等［４３］ 报

道，６１６ 名≥４０ 岁的男性中 ＭＳ 与 ＬＵＴＳ 存在正相关性，糖尿病

与重度 ＬＵＴＳ 呈显著正相关。 Ｖｉｇｎｏｚｚｉ 等［４４］ 认为糖尿病是 ＢＰＨ
相关 ＬＵＴＳ 发作和进展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 Ｗａｎｇ 等［４５］ 认为

糖尿病会显著增加发生 ＢＰＨ 和 ＬＵＴＳ 的患病风险。
血糖与 ＢＰＨ⁃ＬＵＴＳ 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多学者的报道。

Ｄｅｍｉｒ 等［４６］对 １９０ 名合并或不合并的 ＬＵＴＳ 患者进行了研究，
发现高空腹血糖是 ＬＵＴＳ 严重程度的发展的危险因素之一。
２０１４ 年，Ｐａｎ 等［４７］研究了我国 １０５２ 名前列腺增生患者的 ＭＳ 与

ＬＵＴＳ 的关系，发现除了年龄以外，空腹血糖、ＭＳ 是重度 ＬＵＴＳ
的预测因子，ＭＳ 是前列腺体积增大和年增长率加快的危险因

素。 ＭＳ 人群中最常见的泌尿系症状是膀胱过度活动症和尿失

禁，高血糖是 ＬＵＴＳ 的影响因素［３２］ 。 一项包含 １１０３ 名澳大利亚

男性的调查研究显示，血糖是储尿期症状的影响因素［３６］ 。
胰岛素抵抗与 ＢＰＨ 发生发展的可能相关性得到了众多学

者的报道。 ４０１ 名中国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研究中发现，ＭＳ、
血清胰岛素升高，尤其是胰岛素抵抗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增大的

危险因素［３７］ 。 ５４４ 名 ＢＰＨ 相关的 ＬＵＴＳ 男性患者的研究发现，
胰岛素抵抗患者的 ＩＰＳＳ 总分、储存期得分、排尿期得分、前列腺

体积均明显增高，胰岛素抵抗是重度 ＬＵＴＳ 的独立预测因

素［４８］ 。 一项关于 ８６ 名减肥手术患者的研究发现，体重减轻后

ＬＵＴＳ 得到了改善，但是改善程度与体重减少的时间与程度无

关，减重手术后得到改善的胰岛素抵抗可能与之相关［４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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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ｎｇ 等［４５］的研究认为胰岛素抵抗是 ＢＰＨ 发生发展的独立风

险因素。 Ｈａｍｍａｒｓｔｅｎ 等［５０］ ，对 １８４ 名 ７２ 岁 ～ ７６ 岁的男性进行

ＢＰＨ 危险风险研究，证实胰岛素和雌二醇是 ＢＰＨ 独立危险因

素，ＭＳ 及其主要内分泌失常，高胰岛素血症可能是 ＢＰＨ 的主要

原因。
4　 BPH⁃LUTS 与血脂异常的关系

一项多中心、包含 ３７９ 名男性的研究显示，代谢异常，尤其

是血脂异常可能在前列腺肥大、ＬＵＴＳ 的发病机制和进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５１］ 。 Ｖｉｇｎｏｚｚｉ 等［３５］ 认为，血脂异常是 ＢＰＨ 相关 ＬＵＴＳ
发作和进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２０１５ 年，一项关于 ＭＳ 与前列腺

增生的系统回顾和 Ｍｅｔａ 分析显示，肥胖、血脂异常的老龄男性

处于 ＭＳ 的高危状态并且是前列腺增生的决定因素［３４］ 。
Ｖｉｇｎｏｚｚ 等［５２］报道，ＢＰＨ 患者的前列腺切除标本中抗 ＣＤ４５

染色的组织学评估与 ＭＳ 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升高的甘油三

酯与 ＣＤ４５ 评分相关。 ４０１ 名中国老年前列腺增生患者的研究

中发现，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老年男性前列腺增大的危险

因素［３７］ 。 一项包含 １１０３ 名澳大利亚男性的调查研究显示，低
密度脂肪胆固醇是储尿期症状的影响因素［３６］ 。

高密度脂蛋白对 ＬＵＴＳ 症状的保护作用也被相关学者报

道。 Ｉｋａｒｉ 等［２７］对 ７４３ 名的健康调查研究显示，ＬＵＴＳ 症状的严

重程度随着升高的高密度脂蛋白而减轻。 Ｖｉｇｎｏｚｚ 等［５２］ 报道

ＢＰＨ 患者的前列腺切除标本中抗 ＣＤ４５ 染色的组织学评估与

ＭＳ 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降低的高密度脂蛋白与 ＣＤ４５ 评分相

关。
5　 高血压与 BPH⁃LUTS 的关系

Ｄｅｍｉｒ 等［４６］对 １９０ 名合并或不合并的 ＬＵＴＳ 患者的研究发

现，高血压是 ＬＵＴＳ 严重程度的发展的危险因素。 ２０１５ 年，一份

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报道，术前舒张压与术后 ＩＰＳＳ 总分、ＬＵＴＳ 储

存期症状改善有关［３９］ 。 一项持续 ３ 年包含 ５２５ 名 ＬＵＴＳ 男性

（４５ 岁 ～ ７８ 岁）患者的前瞻性研究显示，高血压可能在中老年

男性 ＢＰＨ 的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４２］ 。 Ｉｋａｒｉ 等［２７］ 对 ７４３ 名

的健康调查研究显示，ＬＵＴＳ 症状的严重程度随血压升高而增

加。
6　 炎症与 BPH⁃LUTS 的关系

ＭＳ 诱导的炎症是男性 ＬＵＴＳ 重要的促成因素也得到部分

学者的认同，但是，该部分学者同时指出 ＭＳ 诱导的炎症只是影

响了 ＢＰＨ 的发展，其与 ＬＵＴＳ 进展的作用仍不清楚。 伊朗学者

对 ２６４ 名接受前列腺增生手术患者的手术标本进行了病理分

析，发现合并 ＭＳ 的 ＢＰＨ 或 ＬＵＴＳ 患者前列腺炎的严重程度更

高，所以 ＭＳ 是通过增加炎症对前列腺产生更大的不利影

响［５３］ 。 Ｏｚｅｒ 等［５４］通过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例佐证炎症及

ＭＳ 与 ＬＵＴＳ 严重程度及 ＢＰＨ 的正相关性。 Ｖｉｇｎｏｚｚｉ［３５］ 认为代

谢综合征及其组成部分，如性类固醇改变和低度炎症，与 ＢＰＨ⁃
ＬＵＴＳ 的发生和发作有关。 Ｏｚｅｒ［５４］等以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

率为炎症与 ＭＳ 的指标，通过研究发现 ＢＰＨ 症状的严重性及进

展与其存在关联性。
7　 BPH⁃LUTS 与其他代谢紊乱的关系

２０１５ 年，Ｒｕｓｓｏ 等［５３］ 报道了非酒精性脂肪肝与 ＢＰＨ ／ ＬＵＴＳ
的关系，其研究表明，脂肪肝系数≥４０ 是 ＬＵＴＳ 高危人群的预测

因子。

ＬＵＴＳ 是一种随年龄增加而不可避免发生的症状的观点已

经逐渐被摒弃，由于受累人群众多，如何提高 ＬＵＴＳ 的诊治水平

一直是当前的难点和热点。 探索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的关系，是夯实

ＬＵＴＳ 一级预防的重要基础。 当前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流行病

学的角度分析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的相关性，前瞻性研究甚少。 本研究

结果显示，ＬＵＴＳ 与 ＭＳ 及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

性，但是在研究方法相同的情况下，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甚至完全

相反的观点。 这种情况更说明了 ＬＵＴＳ 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ＬＵＴＳ 与 ＭＳ 的相关性仍然需要多中心、前瞻性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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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应用消痈散结汤与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治疗
附睾炎患者效果及对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和精液
质量的影响
刘伟刚　 白杰　 张保　 杨林

航天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

【摘要】 　 目的　 观察联合应用消痈散结汤与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治疗附睾炎患者的效果及对精浆

中性 α⁃葡糖苷酶和精液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航天中心医院诊治的 １３０ 例附睾炎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

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６５ 例患者。 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干预，其后，对照组患者

采用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治疗，治疗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消痈散结汤治疗。 观察两组患者临床症

状评分、附睾形态、临床疗效，检测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和精液质量。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疼痛评分、生
活质量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均 Ｐ ＜ ０ ０５），且治疗组患者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 ０ ０５）；治疗后，两组

患者尾厚、头厚、体厚显著低于治疗前患者（Ｐ ＜ ０ ０５），且治疗组患者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 ０ ０５）；治疗

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３ ９％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８１ ５％ ）（Ｐ ＜ ０ ０５）。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ａ 级精子、精子活动

率、精子密度、ａ ＋ ｂ 级精子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均 Ｐ ＜ ０ ０５），且治疗组患者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Ｐ ＜ ０ ０５）。
治疗后，两组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患者（Ｐ ＜ ０ ０５），且治疗组患者显著高于对照组

患者（Ｐ ＜ ０ ０５）。 结论　 采用消痈散结汤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可以有效减轻附睾炎患者疼痛，提高

生活质量，同时可以有效提高附睾炎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和精液质量。
【关键词】 　 消痈散结汤；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附睾炎；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临床疗效；精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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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睾炎属于临床常见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多发于 ４５ 岁以

下男性，主要症状是局部疼痛、肿胀、结节等，部分患者伴有下腹

牵引痛、高热等症状，治疗不及时，不仅可以累及睾丸，降低精液

质量，同时还可以影响睾丸血运，造成缺血性萎缩，对患者生活

质量产生不利影响［１］ 。 目前，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是临床治

疗附睾炎的常用药物，能够减轻患者症状，但由于睾丸附睾屏

障的存在，药物很难达到有效杀菌浓度，再加上单独使用作用

靶点单一，病程较长，因而整体疗效欠佳［２］ 。 近年来，中医对附

睾炎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通过总结该

病病机，并结合常见症状进行辨证论治，促使机体阴阳平衡，增
强防御功能，作用较为持久，在减轻症状、减少不良反应等方面

具有独特优势［３］ 。 消痈散结汤属于我院经验方剂，具有活血化

瘀、消痈散结之功效［４］ 。 本研究选取 １３０ 例附睾炎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在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基础上联合消痈散结汤治

疗，以期为此类患者提供新型治疗思路。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我院收治的 １３０ 例附睾炎

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每组 ６５ 例患者。 治疗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１ 岁 ～ ５９ 岁，年
龄（３６ ４５ ± ８ ２７）岁；病程范围 １ ～ ８ ｄ，病程（４ ６７ ± １ ０９）ｄ；部
位：左侧、右侧、双侧分别为 ２９ 例、３２ 例、４ 例；伴随症状：附睾硬

结、胀痛、下坠感、放射痛分别为 ４８ 例、４３ 例、３６ 例、２５ 例。 对

照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 岁 ～ ５７ 岁，年龄（３６ ５９ ± ８ ３２）岁；病程

范围 １ ～ ７ｄ，病程（４ ６２ ± １ １１）ｄ；部位：左侧、右侧、双侧分别为

２８ 例、３１ 例、６ 例；伴随症状：附睾硬结、胀痛、下坠感、放射痛分

别为 ４７ 例、３９ 例、３４ 例、２３ 例。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部位、伴
随症状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纳入标准：①符合下述西医、中医诊断标准者；②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６０ 岁；③中医证型均为肝郁气滞型；④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患者均已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泌尿生殖系统肿瘤；
②结核性附睾炎；③过敏体质或多种药物过敏史；④睾丸扭转、
外伤或形成脓肿；⑤合并心、肝、肾等原发性疾病；⑥近 １ 周内接

受药物系统治疗；⑦胃肠疾病严重者；⑧１ 年内有生育要求者；
⑨精神病、老年痴呆、抑郁症等；（１０）存在睾丸坏死征象。
１ ２　 诊断标准

１ ２ 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考《泌尿外科疾病诊断和鉴别诊

断》 ［５］中关于附睾炎诊断标准。
１ ２ ２　 中医诊断标准　 参考《新编中医外科学》 ［６］ ，同时结合

临床表现拟定诊断标准：①主症。 附睾硬结、腰膝酸软、触痛明

显、小便短赤、坠胀不适。 ②次症。 胸胁胀闷、畏寒肢冷、大便干

结、急躁易怒、倦怠乏力。 ③舌脉。 舌红，苔黄腻，脉滑或弦。 符

合主症≥３ 项或主症、次症均≥２ 项，同时结合舌脉象，即可以确

诊为附睾炎。
１ ３　 治疗方法

１ ３ １　 基础治疗　 两组患者均给予卧床休息，禁烟禁酒，忌食

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保持个人卫生等基础干预。
１ ３ ２　 治疗组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消痈散结汤治疗。 组方：
防风、当归、天花粉、赤芍、皂角刺各 ２０ ｇ，金银花、延胡索、贝母、
乳香、陈皮、没药各 １５ ｇ，黄芩、生地、荔枝核、柴胡各 １０ ｇ，甘草、
红花各 ６ ｇ。 上述药物加水至没过药面 ２ ～ ３ 公分，浸泡 ２ ｈ 后

先使用大火煮沸，然后再改为文火煎煮 ０ ５ ｈ，倒出药液后加适

量水复煎，混合 ２ 次药液，分别于早晚饭后温服，１ 剂 ／ ｄ，共治疗

１０ ｄ。
１ ３ ３　 对照组　 给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规格：０ ２ ｇ，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００２６，厂家：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治疗。 静脉滴注，０ ２ ｇ ／次，１ 次 ／ ｄ，共治疗 １０ ｄ。
１ ４　 观察指标

１ ４ １　 临床症状评分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参照慢性附睾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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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指数评分表（ＣＥＳＩ）进行评估，包含疼痛和生活质量，评分

分别为 ０ ～ １５ 分、０ ～ １２ 分，分值越高，提示患者疼痛程度和生

活质量越差。
１ ４ ２　 附睾形态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采用多普勒彩超检测

患者附睾尾部、头部和体部大小。
１ ４ ３　 临床疗效　 参照中医疗效判定标准。
１ ４ ４　 精液质量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检测患者 ａ 级精子、
精子活动率、精子密度、ａ ＋ ｂ 级精子情况，禁欲 １ 周，使用手淫

法采集精液，并使用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技术对上述指标进行

分析。
１ ４ ５　 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后检测患

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采集精液禁欲 １ 周后的精液，将
其置于无菌取精杯中后放在水浴箱中液化，离心后保留精浆，
按照试剂盒说明书采用酶法检测，试剂盒购自南京欣迪生物药

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１ ５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７］ ，并结合疗效指数判定。
①痊愈：附睾硬结、肿胀等症状消失，形态恢复正常，疗效指数 ＞
９５％ 。 ②显效：附睾硬结、肿胀等症状明显好转，形态明显缩小，

疗效指数为 ７０％ ～９５％ 。 ③有效：附睾硬结、肿胀等症状减轻，
形态有所缩小，疗效指数为 ３０％ ～ ＜ ７０％ 。 ④无效：症状无改

善甚至加重，形态无变化，疗效指数 ＜ ３０％ 。 总有效率 ＝痊愈率

＋显效率 ＋有效率。
１ 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以（Ｍｅａｎ ± ＳＤ）描述，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率”描述，
采用 χ２ 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疼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 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疼痛评分、生活质量

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且治疗组患者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２ ２　 两组患者附睾形态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尾厚、头厚、体厚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尾厚、头厚、体厚均显著低

于治疗前，且治疗组患者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１　 两组患者临床症状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指标 时间 治疗组（ｎ ＝ ６５） 对照组（ｎ ＝ ６５） ｔ 值 Ｐ 值

疼痛　 　 治疗前 ７ ４２ ± １ ２９ ７ ３９ ± １ ２５ ０ １３５ ０ ８９３

治疗后 ３ ２８ ± ０ ６４ ４ ３１ ± １ ０１ ６ ９４５ ０ ００８

ｔ 值 ２３ １７８ １５ ４５２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

生活质量 治疗前 ９ ５９ ± １ ２２ ９ ４５ ± １ ３６ ０ ６１８ ０ ５３８

治疗后 ３ ７６ ± ０ ８４ ５ ６９ ± １ ２０ １０ ６２３ ０ ０００

ｔ 值 ３１ ７３３ １６ ７１４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

表 ２　 两组患者附睾形态比较（ｃｍ，Ｍｅａｎ ± ＳＤ）

指标 时间 治疗组（ｎ ＝ ６５） 对照组（ｎ ＝ ６５） ｔ 值 Ｐ 值

尾厚 治疗前 １ ６２ ± ０ ３３ １ ５９ ± ０ ３４ ０ ５１０ ０ ６１１

治疗后 ０ ９７ ± ０ ２４ １ ２８ ± ０ ２７ ６ ９１９ ０ ０１２

ｔ 值 １２ ８４３ ５ ７５７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５ — —

头厚 治疗前 １ ６１ ± ０ ３２ １ ６４ ± ０ ３０ ０ ５５１ ０ ５８２

治疗后 ０ ９８ ± ０ ２１ １ ２６ ± ０ ２３ ７ ２４８ ０ ００９

ｔ 值 １３ ２７０ ８ １０４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 —

体厚 治疗前 ０ ７６ ± ０ １４ ０ ７２ ± ０ １５ １ ５７２ ０ １１８

治疗后 ０ ５４ ± ０ １１ ０ ６３ ± ０ １２ ４ ４５７ ０ ０２３

ｔ 值 ９ ９６２ ３ ７７７ — —

Ｐ 值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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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 （９３ ９％ ）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８１ ５％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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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６５ ３９（６０ ０） １７（２６ ２） ５（７ ７） 　 ４（６ ２） ６１（９３ ９）

对照组 ６５ ２６（４０ ０） １９（２９ ２） ８（１２ ３） １２（１８ ５） ５３（８１ ５）

χ２ 值 — — — — ４ ５６１

Ｐ 值 — — — — ０ ０３３

２ ４　 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ａ 级精子、精子活动率、精子密度、ａ ＋ ｂ
级精子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后，两

组患者 ａ 级精子、精子活动率、精子密度、ａ ＋ ｂ 级精子均显著高

于治疗前，且治疗组患者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４　 两组患者精液质量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指标 时间 治疗组（ｎ ＝ ６５） 对照组（ｎ ＝ ６５） ｔ 值 Ｐ 值

ａ 级精子 　
（％ ）

治疗前 １３ ４６ ± ３ １２ １３ ２８ ± ３ １０ ０ ３３０ ０ ７４２

治疗后 ２９ ７４ ± ６ １８ ２１ ６５ ± ５ ２３ ８ ０５６ ０ ００７

ｔ 值 １８ ９５９ １１ ０９９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

精子活动率

（％ ）
治疗前 ３９ ６４ ± １２ ３８ ３９ ５２ ± １２ ４７ ０ ０５５ ０ ９５６

治疗后 ６７ ８５ ± １３ ３１ ５４ ４１ ± １３ ２５ ５ ７７０ ０ ０１５

ｔ 值 １２ ５１２ ６ ５９８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２ — —

精子密度　
（ × １０６ ／ ｍＬ）

治疗前 ２１ ４９ ± ５ １６ ２１ ３５ ± ５ ２１ ０ １５４ ０ ８７８

治疗后 ５９ ７４ ± ６ ２８ ４６ ３７ ± ６ ３４ １２ ０７９ ０ ０００

ｔ 值 ３７ ９４１ ２４ ５８２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

ａ ＋ ｂ 级精子

（％ ）
治疗前 ３２ ７４ ± ５ １３ ３２ ６５ ± ５ ２４ ０ ０９９ ０ ９２１

治疗后 ５７ ３９ ± ７ ４２ ４８ ４３ ± ６ ２７ ７ ４３６ ０ ００８

ｔ 值 ２２ ０３１ １５ ５６９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

２ ５　 两组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比较，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

酶水平显著高于治疗前，且治疗组患者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５。

表 ５　 两组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比较（ｍＵ，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值 Ｐ 值

治疗组 ６５ １９ ７５ ± ３ ２６ ５３ ５４ ± ９ ３２ ２７ ５９１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６５ １９ ６２ ± ３ ２８ ４２ ４９ ± ８ ２１ ２０ ８５６ ０ ０００

ｔ 值 ０ ２２７ ７ １７３ — —

Ｐ 值 ０ ８２１ ０ ００９ — —

3　 讨论

附睾炎是临床常见多发病，多由各种病原体感染所致，其
中以大肠杆菌、葡萄球菌和绿脓杆菌为主，其通过输精管管腔或

淋巴系统入侵，从而引起附睾炎；此外，尿液返流能够进入射精

管，进而引起逆行感染，也是造成附睾炎发生的重要原因［８⁃９］ 。
该病早期表现为蜂窝织炎，可以逐渐发展为脓肿，引起纤维增

生，导致附睾形态增大，后期可以形成瘢痕阻滞，闭塞附睾管腔，
最终造成不孕［１０］ 。 附睾是重要的附属器官，也是贮存精子的场

所，其功能状态对精子的各项特性均有影响，一旦其上皮分泌功

能降低，可以直接影响精子能源供应，减少精子数量，还能够降

低精子活动力，引起附睾功能紊乱［１１］ 。 大量研究证实［１２］ ，精浆

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与精液质量密切相关。 精浆中性 α⁃葡糖

苷酶主要由附睾上皮分泌，能够催化精子糖元降解，从而为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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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运动等提供能源，一旦附睾发生病变，其活性明显降低，同
时阻碍能源供应，进而降低精子存活率和活动力，其可以作为

评估附睾功能的重要指标。
目前，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是治疗附睾炎常用药物，作

为喹诺酮类抗菌药物，其具有较强的抗菌活性，对细菌 ＤＮＡ 旋

转酶和细菌 ＤＮＡ 复制均具有抑制作用，且抗菌谱广泛，能够减

轻患者的临床症状［１３］ 。 但是，由于该病病程长，附睾位置和结

构较为特殊，药物不容易通过血睾屏障，不能有效消除附睾肿

胀，且长期服用药物容易产生耐药性，故见效比较慢。
祖国医学将附睾炎归于“子痈”范畴，《丹溪手镜》中指出：

“囊痈乃湿热下注也，浊气流入渗道”；《普济方》中论述：“盖亦

有肾气虚弱……热胜则肿，故卒然而作”；《外科证治全书》中指

出：“肾子作痈……迟则溃烂莫治。”中医认为，该病发病机制是

外感六淫，嗜食辛辣，湿热下注，结于肾子，气滞血瘀，热胜肉腐；
情志不佳，肝郁气滞，素体阳虚，寒湿内蕴，结于阴器，痰瘀互阻，
发为本病［１４］ 。 中医治疗原则是扶正祛寒、活血化瘀。 消痈散结

汤属于我院经验方剂，方中防风性微温，具有祛风解表、消肿止

痛之功效；当归可调经止痛；天花粉善消肿排脓；赤芍性微寒，具
有清热解毒、祛瘀止痛之功效；皂角刺可消痈散结；金银花善凉

血解毒；延胡索可活血消肿；贝母性平，具有宽胸散结、化痰止痛

之功效；乳香可舒筋消肿；陈皮善燥湿化痰；没药味辛，具有消肿

散结之功效；荔枝核可理气止痛；柴胡善疏肝解郁；红花活血化

瘀，甘草调和诸药，上述药物共奏祛瘀止痛、燥湿化痰、活血化瘀

之功效［１５］ 。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１６］ ，金银花中所含挥发油、绿原

酸等成分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多种致病菌，
还能够提高机体免疫力，抑制渗出性水肿，促进炎症吸收。 赤芍

对变形杆菌、链球菌等有明显抑制作用，其所含芍药苷具有消

肿作用。 防风具有解热、镇痛作用，并可以抑制金黄色葡萄球

菌、链球菌等［１７］ 。 贝母乙醇提取物镇痛作用显著，并能够消除

炎症，降低血液黏稠度，改善血液循环。 甘草具有较好抗炎、抗
病毒、镇痛作用［１８］ 。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患者疼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优

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采用消痈散结汤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

射液可以有效减轻附睾炎患者疼痛，提高生活质量。 治疗组患

者附睾尾厚、头厚、体厚优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两者联合可以

缩小附睾形态。 本研究于治疗后对患者精液质量进行检查，结
果显示，治疗组患者 ａ 级精子、精子活动率、精子密度、ａ ＋ ｂ 级

精子优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两者联合可以提高患者精液质

量。 本研究进一步对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进行检测发现，
治疗组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优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

两者联合可以提高患者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 治疗组患

者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两者联合可以提高临床治

疗效果。
综上所述，采用消痈散结汤联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治

疗附睾炎患者，可以有效减轻患者疼痛程度，缩小附睾形态，提
高精液质量和精浆中性 α⁃葡糖苷酶水平，同时提高生活质量和

临床疗效。 但是，由于本研究样本数量较少，治疗时间较短，且
未进行远期疗效观察，今后将在扩大样本数量基础上进行深入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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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治疗男性性功能
障碍的疗效观察
张珑△ 　 荆文　 王伟　 吴涛　 李月峰

邯郸市第一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００２

【摘要】 　 目的　 观察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邯郸市第一医院诊治的 １０４ 例勃起功能障碍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数字表

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５２ 例。 对照组进行常规用药，治疗组采取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方案，比
较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ｎｃｙ，ＩＥＬＴ）、海绵体血流量、勃
起功能障碍症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 ＩＩＥＦ⁃５） 评分，并观察两组早泻疗效及勃起功能障

碍疗效。 结果　 ２ 个疗程后，治疗组体能症状、性功能减退症及精神心理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组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海绵体血流量均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治疗组早泄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２ ３１％ ，明显高于对照组 ７５ ０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勃起功能障碍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６ １５％ ，明显高于对照组 ８０ ７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可有效改善男性性功能障碍患者临床症状，促进勃起功能恢复，延长

ＩＥＬＴ，疗效确切。
【关键词】 　 　 星状神经节阻滞；常规用药；男性；性功能障碍；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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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男性性交时，主要包括 ５ 个环节：性欲增加⁃阴茎勃起⁃
进入阴道⁃持续勃起状态⁃射进，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均有可能产

生障碍，最终影响到性交，该现象即为性功能障碍［１⁃３］ 。 男性性

功能障碍是人体神经内分泌失调但未产生器质性病变的一种

疾病，具有较高发病率。 现阶段，性功能障碍并无统一理想治疗

方法，临床疗效有待进一步提高［４］ 。 星状神经节阻滞属于神经

调节方法，能够通过干预神经系统活动的方式调节人体各器官、
组织以及系统，具有作用时间短、准确性高与疗效快等显著特

点。 本文以 １０４ 例勃起功能障碍男性病例作为研究对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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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对其的临床疗效。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邯郸市第一医院诊治的

１０４ 例勃起功能障碍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数字表将其随

机分为两组，每组各 ５２ 例。 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 岁 ～ ５４
岁，年龄 （３０ ２５ ± ３ ２６） 岁，病程范围 ８ 个月 ～ １０ 年，病程

（１８ ６０ ± １ ９５）个月；生育状况：已生育 ３２ 例，未生育 ２０ 例；疾
病类型：阴茎无法勃起 ２１ 例，举而不坚 ９ 例，早泄 ２２ 例。 治疗

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 岁 ～ ５５ 岁，年龄（３１ ４５ ± ３ ４８）岁，病程范

围 ６ 个月 ～ １０ 年，病程（１８ ９７ ± １ ９８）个月；生育状况：已生育

３４ 例，未生育 １８ 例；疾病类型：阴茎无法勃起 ２３ 例，举而不坚 ６
例，早泄 ２３ 例。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生育状况及疾病类型等一

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１ 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主诉阴茎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硬度的勃起以

完成满意的性交；②符合 ＷＨＯ 国际疾病分类⁃１０（ ＩＣＤ⁃１０） ［５］ 有

关诊断标准，符合以下其中一项：性功能障碍无法完全解释成

机体生理疾病、精神行为、药物作用障碍，频繁出现性功能障碍，
但部分情况下未出现，病程不短于 ６ 个月；③对研究知情，自愿

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血管性原因（包括心脏病、血管

硬化或者高血压等疾病）、手术或者外伤、神经性原因（包括中

枢或外周神经相关疾病或损伤）、阴茎本身疾病（伴随海绵体硬

结症）、内分泌疾病（包括性腺病、糖尿病、肾上腺以及甲状腺疾

病等）引起的勃起功能障碍；②过敏体质；③具有严重心理障碍

无法配合治疗；④近 ６ 个月内已经接受过相关药物治疗；⑤资料

不完整。
１ ３　 研究方法

对照组进行常规用药：服用五子衍宗丸 （国药准字号：
Ｚ１１０２０１８８，生产厂家：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同仁堂制药

厂），６ｇ ／次，３ 次 ／ ｄ。 治疗组采取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

方案，即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星状神经节阻滞临床治疗，２ 次 ／
周，具体操作方法为：指导患者取仰卧位，于其颈后垫一薄枕，保
持头稍向仰姿势，面部向前，稍微张口，尽量放松颈部肌肉。 进

行皮肤消毒后，取胸锁乳突肌前缘，以左手食指与中指往外推

颈内静脉与总动脉，左手中指尖移动往下可触及患者第 ６ 颈椎

横突部位或者触及第 ７ 颈椎基底，选择第 ７ 颈椎基底或者第 ６
颈椎横突前结节作为穿刺部位，采取垂直进针方法，细针触及

骨质是患者第 ６ 颈椎，亦或第 ７ 颈椎横突部位，回吸无血与其脑

脊液后进行药物注射 ８ ｍＬ ～ １０ ｍＬ 浓度为 ０ ５％ ～ １％ 利多卡

因（国药准字号：Ｈ２００６５３８７，生产厂家：中国大冢制药有限公

司）。 阻滞成功会产生 Ｈｏｎｅｒ 综合征，患者有脸颈手温度升高、
瞳孔缩小、出汗变少、眼睑下垂以及眼结膜充血等表现。 治疗后

需要观察半小时，确保无不适后才能离院。 两组 １ 疗程均为连

续治疗 １ 个月，共 ２ 疗程。 治疗期间禁烟禁酒以及辛辣刺激食

品，且不给予心理暗示以及行为治疗。
１ ４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阴道内射精潜伏期

（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 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ａｔｅｎｃｙ，ＩＥＬＴ）、海绵体血流量、勃起功能

障碍症状（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 ＩＩＥＦ⁃５） 评

分，并观察两组早泻疗效及勃起功能障碍疗效。

临床症状包括体能症状（失眠、乏力等）、性功能减退症（无
法勃起、勃起硬度不够、缺乏维持勃起能力等）、精神心理症状

（情绪不稳定、焦虑抑郁、注意力无法集中等）。 各症状评分 ０
分 ～ ３ 分，评分越高表示症状越严重。

采取动态彩色双功超声（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ｌｏｒ ｄｕｐｌｅｘ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Ｄ⁃ＣＤＵ）检测海绵体血流量。 早泻疗效评估标准［６］ 为，显效：
ＩＥＬＴ≥２ｍｉｎ，可以随意开展性行为；有效：ＩＥＬＴ ＜ ２ｍｉｎ，阴茎可以

进入阴道并且作适当抽动；无效：未发生变化。 总有效率 ＝显效

率 ＋有效率。 ＩＩＥＦ⁃５ 评分范围 ０ 分 ～ ２５ 分，评分越高表明勃起

功能障碍越轻。 勃起功能障碍疗效评估标准［６］ 为，显效：ＩＩＥＦ⁃５
评分升高至 ２１ 分以上；有效：ＩＩＥＦ⁃５ 评分升高至 １０ 分以上或处

于 １５ 分 ～ ２０ 分范围；无效：ＩＩＥＦ⁃５ 评分低于 １５ 分。 总有效率 ＝
显效率 ＋有效率。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临床症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２ 个疗程后，治疗组患者体能症状、性功能减退症及精

神心理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临床症状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时间 例数 体能症状 性功能减退症 精神心理症状

治疗组 治疗前 ５２ １ ２５ ± ０ １８ １ ３２ ± ０ １７ １ ０２ ± ０ １３

治疗后 ５２ ０ ５３ ± ０ ０６ａｂ ０ ４１ ± ０ ０５ａｂ ０ ４６ ± ０ ０５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２ １ ２２ ± ０ １９ １ ３０ ± ０ １６ ０ ９８ ± ０ １０

治疗后 ５２ １ ０８ ± ０ １２ａ ０ ７３ ± ０ ０８ａ ０ ６８ ± ０ ０７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组内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海绵体血流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及海绵体血流量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２ 个疗程后，治疗组患者 ＩＥＬＴ、
ＩＩＥＦ⁃５ 评分、海绵体血流量均明显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
海绵体血流量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时间 例数
ＩＥＬＴ
（ｍｉｎ）

ＩＩＥＦ⁃５ 评分

（分）
海绵体血流量

（ｃｍ ／ ｓ）

治疗组 治疗前 ５２ １ ２０ ±０ １３ １０ ９６ ±１ １３ ２２ ４８ ±２ ３５

治疗后 ５２ ３ １４ ±０ ３７ａｂ １８ ７４ ±１ ９３ａｂ ３４ ８６ ±３ ５９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５２ １ １８ ±０ １２ １１ ０５ ±１ １６ ２２ ５１ ±２ ３７

治疗后 ５２ ２ ４５ ±０ ２６ａ １５ ２３ ±１ ６７ａ ２８ ７３ ±２ ９４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组内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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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两组患者早泻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９２ ３１％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７５ ０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两组患者早泻疗效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２ ３５（６７ ３１） １３（２５ ００） ４（７ ６９） ４８（９２ ３１） ａ

对照组 ５２ ２８（５３ ８５） １１（２１ １５） １３（２５ ００） ３９（７５ ００）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４　 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疗效比较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９６ １５％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８０ ７７％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４　 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疗效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５２ ４２（８０ ７７） ８（１５ ３８） ２（３ ８５） ５０（９６ １５） ａ

对照组 ５２ ３０（５７ ６９） １２（２３ ０８） １０（１９ ２３） ４２（８０ ７７）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男性性功能障碍通常为射精障碍、性欲障碍以及阴茎勃起

障碍等，有调查显示，４０ 岁 ～ ７０ 岁男性群体中有 ５２％ 左右患有

一定性功能障碍［７⁃８］ 。 勃起功能障碍主要指阴茎无法持续勃起

或者缺乏维持充分勃起条件，导致性交不能满意完成的病症。
勃起功能障碍属于男性高发病，可对健康造成严重影响，且发

病率岁男性年龄增加而逐渐升高［９⁃１０］ 。 现今临床主要采取药物

治疗方法，但疗效不尽人意。
激素类药物治疗男性性功能障碍存在诸多副作用，而采取

中药疗法尽管疗效比较好，亦有其本身局限性［１１⁃１２］ 。 星状神经

节阻滞属于微创治疗方式，其介于手术以及非手术之间，已经

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相关学者的关注。 现阶段，医学界通常认为

对患者使用星状神经节阻滞疗法，主要对中枢神经以及周围神

经产生作用，有效调节丘脑，从而维护内环境稳定，最终使人体

免疫功能、植物神经功能以及内分泌功能维持正常状态；对于

周围神经作用，因为阻滞部位节前及其节后纤维正常功能受到

抑制，从而抑制到分布区域之内交感神经纤维支配相应心血管

运动、各种腺体分泌、痛觉传导、肌肉收缩与气管收缩，该类周围

作用可以对肺部、头颈部、心脏、上肢以及肩部有关疾病产生疗

效。 有研究指出，反复给予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对人体植物神

经而言，是一种有效复活锻炼，既能恢复因交感神经活性提升

所导致的交感⁃迷走平衡受损，同时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患

者交感⁃肾上腺系统所具兴奋性［１３⁃１４］ 。 男性性功能障碍患者通

常存在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异常，尤其对于颈交感神经功能，处
于亢进状态，进行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后，能减弱交感神经兴

奋性，减少血中所含去甲肾上腺素，提高脑血流量，改善垂体激

素分泌情况，从而发挥治疗效果。 星状神经节阻滞已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自主神经功能障碍疾病临床治疗上，且随着相关研究

的不断深入，其有可能成为现代临床重要疗法。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２ 个疗程后，治疗组体能症状、性功能

减退症、精神心理症状评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星状神经节

阻滞配合常规用药可有效改善男性性功能障碍患者各方面症

状。 两组患者 ＩＥＬ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海绵体血流量均较治疗前明

显增加，但治疗组增加程度明显大于对照组，提示对男性性功能

障碍患者给予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治疗，能延长 ＩＥＬＴ
时间，减轻勃起功能障碍。 此外，治疗组早泻与勃起功能障碍治

疗总有效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与孟爱霞等［１５］ 研究结论一致。
说明相较于常规用药，星状神经节阻滞配合常规用药能够有效

提高早泄、勃起功能障碍等性功能疾病临床疗效。
综上，在常规用药基础上给予星状神经节阻滞治疗男性性

功能障碍，能有效改善患者各方面症状，早泄与勃起功能障碍起

到良好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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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洛尔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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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美托洛尔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６０ 例男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

表法平均分为两组。 其中观察组 ８０ 例给予美托洛尔治疗，对照组 ８０ 例给予缬沙坦治疗。 两组患者均治疗

２ 个月，对比临床疗效、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指标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ＦＳＨ、ＰＲＬ 及 Ｅ２ 血清性

激素水平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

率为 ８２ ５％ ，高于对照组的 ７５ 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性高潮、性欲及

性满意度评分均降低，且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美托洛尔治疗

男性高血压，疗效相对缬沙坦更好，但其可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影响患者患者性功能指标，建议综合参考。
【关键词】 　 美托洛尔；缬沙坦；男性高血压；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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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高血压病呈现出年轻化特点［１］ 。 且随着男性不断

增加的工作及生活压力，其出现性功能障碍的人数亦不断升

高，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可对患者性生活质量及家庭

和谐造成严重影响［２］ 。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高血压疾病可使

患者出现性高潮困难、性欲下降、射精异常等症状［３］ 。 因此，研

究高血压疾病对男性性功能影响及选择适宜的降压药物方案，
对已成为心血管医师研究的热点及难点［４］ 。 目前，国内常规的

高血压病治疗方案主要是以钙离子拮抗剂为基础，联合其他类

降压药物，但对男性患者的性功能影响意见尚不统一［５⁃６］ 。 因

此，我们特研究美托洛尔对男性高血压患者性功能的影响，为临

床治疗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云南省第三人民医院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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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 １６０ 例男性高血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表法平均

分为两组。 其中观察组 ８０ 例给予美托洛尔治疗，对照组 ８０ 例

给予缬沙坦治疗。 所有患者均符合相应的纳入及排除标准，其
中排除标准：患者有泌尿系生殖器手术、有生殖器畸形、性激素

分泌异常、性器官发育异常、血压控制良好或正服用降压药物、
确诊继发性高血压患者、严重肝肾功能损害或有其他影响性功

能的精神、心理和器质性疾病。 １６０ 例患者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６２
岁，年龄（４６ ７ ± ８ ２）岁，其中合并糖尿病 ３１ 例、吸烟 ６２ 例。 患

者及其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已获医院伦理委员

会通过。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上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差异（Ｐ ＞ ０ ０５）。
１ ２　 治疗及评价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缬沙坦胶囊（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０２１７，北京诺

华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 ８０ｍｇ，每日 １ 次。 观察组患者给予

美托洛尔治疗胶囊（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５３９１，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

司）口服，每次 ５０ｍｇ，每日 ２ 次，两组患者均治疗 ２ 个月，对比临

床疗效、性激素水平及性功能指标变化。 其中血清性激素水平

包括雌二醇（Ｅ２）、促卵泡素（ＦＳＨ）及催乳素（ＰＲＬ），性功能改

善指标包括性满意度、性高潮、性欲及性生活频率评分变化，评
分越高性功能越好。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对比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ＦＳＨ、ＰＲＬ 及 Ｅ２ 血清性激素水平均降

低，且观察组患者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水平变化对比（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阶段 例数 ＦＳＨ（ＩＵ ／ Ｌ） ＰＲＬ（μｇ ／ Ｌ） Ｅ２（ｎｇ ／ 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８０ ３０ １ ± ２ ０ ２８ ０ ± ２ ３ １１５ ８ ± ８ ３

　 治疗后 ８０ ２２ ３ ± １ ７ａｂ １８ ３ ± １ ６ａｂ ７５ ３ ± ６ ４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８０ ３０ ６ ± ２ １ ２７ ８ ± ２ ４ １１６ １ ± １０ ２

　 治疗后 ８０ ２５ ５ ± １ ９ａ ２３ ０ ± １ ９ａ ９２ ３ ± ７ ８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 ”项表

示，与治疗前相比，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评分变化对比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性高潮、性欲及性满意度评分均降低，
且观察组患者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８２ ５％ ，高于对照组患者

的 ７５ ０％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２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变化对比（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阶段 例数 性高潮 性欲 性满意度

观察组

　 治疗前 ８０ ６ ２ ± ０ ３ ６ １ ± ０ ５ ６ ５ ± ０ ４

　 治疗后 ８０ ５ ２ ± ０ ３ａｂ ５ １ ± ０ ４ａｂ ５ ６ ± ０ ３ａｂ

对照组

　 治疗前 ８０ ６ １ ± ０ ２ ６ １ ± ０ ５ ６ ５ ± ０ ４

　 治疗后 ８０ ４ ８ ± ０ ２ａ ４ ３ ± ０ ４ａ ５ ０ ± ０ ３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治疗后与对照组相比，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 ”项表

示，与治疗前相比，Ｐ ＜ ０ ０５

表 ３　 治疗后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ｎ（％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８０ ３９（４８ ８） ２１（２６ ２） ２０（２５ ０） ６０（７５ ０）

对照组 ８０ ４０（５０ ０） ２２（３２ ５） １８（１７ ５） ６２（８２ ５）

χ２值 — — — ４ １７５

Ｐ 值 — — — ＜０ ０５

3　 讨论

性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定义为男性性活动环

节发生障碍，从而对其正常性功能产生影响的男性性功能疾

病［７］ 。 近年来，男性性功能障碍发病率有不断升高的趋势。 而

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导致高血压发病因素较多，且基本上所有

的降压类药物都可导致患者性功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害［８］ 。
相关机制研究认为，男性高血压患者易诱发性功能障碍的主要

因素一为心理因素，即患者担心药物影响性功能而出现心理暗

示，导致其易出现早泄及性冷淡［９］ 。 另一方面主要为所有降压

药物均对性功能有一定的不良影响［１０⁃１１］ 。
本研究中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ＦＳＨ、ＰＲＬ 及 Ｅ２ 血清性激素

水平均降低，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结论较为符合前文解释。 有文献与本文结果类似，其认

为与缬沙坦相比，美托洛尔影响性功能的可能性及程度更

大［１２］ 。 也有研究认为，缬沙坦作为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
降压效果良好，但其勃起功能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１３］ 。 本研究

中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性高潮、性欲及性满意度评分均降低，且
观察组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这说

明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及美托洛尔均可影响男性高血压

患者性功能，但美托洛尔对勃起功能影响更大［１４］ 。 值得注意的

是，有研究对降血压药对女性患者性功能影响亦做过对比，发现

美托洛尔对女性性功能影响不显著，其机制可能在于有效的控

制高血压可有利于恢复患者性功能［１５］ 。 作为 β 肾上腺素能受

体阻滞药，酒石酸美托洛尔可对交感神经活性产生抑制，但其对

勃起功能障碍影响的具体机制还尚不明确，有研究认为可能与

其抑制交感神经活性或中枢神经系统关系密切，从而使血管内

皮细胞功能变化［１６⁃１７］ 。 也有研究认为，阴茎勃起的基础主要为

复杂的神经⁃血管活动机制，而美托洛尔可拮抗副交感神经末梢

释放一氧化氮等，最终出现勃起功能障碍［１８］ 。 但本研究中治疗

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为 ８２ ５％ ，高于对照组的 ７５ ０％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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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说明美托洛尔虽然对性功能有一定

的影响，但其疗效亦稍优于缬沙坦，这点临床上可依据患者个

体情况酌情选用。
综上所述，美托洛尔治疗男性高血压，疗效相对缬沙坦更

好，但其可降低患者性激素水平，影响患者患者性功能指标，建
议综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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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蚕益肾方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男性迟发性
性腺功能减退症伴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王孙亚１ 　 李望辉１ 　 周兴２ 　 何清湖１ 　 宾东华２△

１ 湖南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 ２０１５ 级，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８
２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性杂病科， 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要】 　 目的　 观察雄蚕益肾方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ＯＨ）伴男性

勃起功能障碍（ＥＤ）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诊治的 １０６ 例符合 ＬＯＨ 伴 ＥＤ 诊断的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试验组

各 ５３ 例。 对照组服用正常剂量他达拉非，试验组服用雄蚕益肾方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疗程均为 １ 个月。
比较组内和组间治疗前后的老年男子症状（ＡＭＳ）量表评分、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ＩＩＥＦ⁃５）、血清总睾酮（Ｔ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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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睾酮（ＦＴ）水平以及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①试验组治疗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ＡＭＳ
评分显著下降，ＩＩＥＦ⁃５ 评分、血清 ＴＴ 及 ＦＴ 水平显著提高，两组比较具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②试验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明显小于对照组。 结论　 雄蚕益肾方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 ＬＯＨ
伴 ＥＤ 疗效显著且安全。

【关键词】 　 雄蚕益肾方；他达拉非；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男性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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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０６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Ｈ ａｎｄ ＥＤ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５３ ｃａ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ｎｏｒｍａｌ⁃ｄｏｓｅ 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ｇｉｖｅｎ ＸＣＹＳ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ＤＴ， ｂｏｔｈ ｌａｓｔ ｆｏｒ ａ
ｍｏｎｔｈ． Ｔｈｅ ｓｃｏｒｅｓ ｏｆ Ａｇｅｄ Ｍａｌｅ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ＩＥＦ⁃５）， ｓｅｒｕｍ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ＴＴ）， ｆｒｅｅ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Ｆ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ＭＳ ｓｃｏｒ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ＩＩＥＦ⁃５ ｓｃｏｒｅ，ｓｅｒｕｍ ＴＴ ａｎｄ Ｆ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ＸＣＹＳＤ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Ｄ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Ｈ ｗｉｔｈ ＥＤ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Ｘｉｏｎｇｃａｎ Ｙｉｓｈｅｎ 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 （ＸＣＹＳＤ）； 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Ｍａｌｅ ｌａｔｅ⁃ｏｎｓｅｔ 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 （ ＬＯＨ）；
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迟发型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ＯＨ）是一种与中老年男性年龄

增长相关的临床和生物化学综合征，其特征为血清睾酮（Ｔ）水
平低于健康成年男性并伴随一定的临床症状［１］ 。 据调查报道，
我国中老年男性约有 ３９ ９％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ＬＯＨ 表现，而
其中以勃起功能障碍（ＥＤ）为首要症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

率越来越高，中老年患者 ＥＤ 已经成为影响男性健康和家庭和

谐的主要因素［２］ 。 目前，５ 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ｈｏｓｐｈｏｄｉｅｓ⁃
ｔｅｒａｓｅ ｔｙｐｅ ５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ＰＤＥ５Ｉｓ）是 ＥＤ 的一线治疗药物，其有效

率达 ６０％ ～ ７０％ ［３⁃４］ ，但多数患者停用 ＰＤＥ５Ｉｓ 后难以维持改善

的勃起功能且长期服用不良反应发生较多，故临床使用的安全

性存在疑问。 近年来中医药己成为男性疾病治疗的重要组成

部分，临床疗效确切，且毒副作用少。 本研究采用雄蚕益肾方联

合小剂量他达拉非治疗 ＬＯＨ 伴 ＥＤ 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且不

良反应发生少，为中西医结合治疗 ＬＯＨ 伴 ＥＤ 提供临床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诊治的 １０６ 例符合 ＬＯＨ 伴 ＥＤ 诊断的男性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 年龄范围 ４０ 岁 ～ ６５ 岁，按随机数字表随机均分为对照

组和试验组，各 ５３ 例。 试验组患者年龄（５３ ８ ± １０ ２）岁，病程

（５ ２ ± ４ ５） 年， ＩＩＥＦ⁃５ 评分 （１０ ９７ ± ３ ６８） 分；对照组年龄

（５４ ２ ± ９ ８）岁，病程为（５ ９ ± ３ ９）年，ＩＩＥＦ⁃５ 评分（１１ ３５ ±
３ ０４）分。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１ ２　 诊断标准

ＬＯＨ 诊断标准［５］ ：中老年男性 ＰＡＤＡＭ 症状评分量表［６］ 、
中老年男子雄激素缺乏（ＡＤＡＭ）问卷［７］ 阳性者；总睾酮（ ｔｏｔａｌ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Ｔ）≤１１ ５ ｎｍｏｌ ／ Ｌ，计算游离睾酮（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
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ＦＴ）≤０ ３ｎｍｏｌ ／ Ｌ 者，以上需同时满足。 ＥＤ 诊断标

准：国际勃起功能问卷⁃５（ ＩＩＥＦ⁃５）筛查阳性者［８］ 。 中医诊断标

准：根据国家《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９］ ，符合“肾阳虚证

及肾阴虚证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为诊断标准。
１ ３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 ４０ 周岁以上已婚男性，且配偶健在；②符

合诊断标准者；③知情同意，志愿受试。 排除标准：①患前列腺

增生、恶性肿瘤；②对他达拉非有过敏反应；③用硝酸酯类药物、
近期应用其他治疗手段及类似药物；④患有有严重的肝肾及造

血系统疾病；⑤患者较重的心脑系统疾病；⑥患有严重的代谢性

疾病；⑦有任何严重的心理和精神异常疾病；⑧近 ６ 个月使用过

激素药物治疗；⑨近 ６ 个月参与其他试验。 此外，在研究期间出

现其他疾病影响试验进行者，患者本人或家属要求退出者，研究

过程中使用其他影响试验结果药品者，依从性差、未按照规定接

受治疗者，这 ４ 类患者在研究中被剔除或者脱落。
１ ４　 治疗方法

试验组：雄蚕益肾方（雄蚕蛾 ３０ｇ、淫羊藿 １５ｇ、熟地黄 １５ｇ、
枸杞子 １５ｇ、白芍 １０ｇ、刺蒺藜 １５ｇ），为科室协定方，由湖南中医

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房购买并鉴定。 每天 １ 剂，水煎 ３００ ｍｌ，
复煎，早晚温服；配合小剂量他达拉非片（同前），５ｍｇ ／次，１ 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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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口服，疗程为 １ 个月。 对照组：正常剂量他达拉非片（湖南中

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购买，规格：５ｍｇ × １４ 片，Ｌｉｌｌｙ ｄｅｌ Ｃａｒｉｂｅ，
Ｉｎｃ． 公司生产，生产批号：Ｈ２０１４０８１８），１０ｍｇ ／次，１ 次 ／ ｄ，口服，
疗程为 １ 个月。
１ ５　 指标检测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采用老年男子症状（ＡＭＳ）量表进行评

分：ＡＭＳ 量表由 １７ 个条目组成，概括成 ３ 个领域：体能症状（Ｇ１
～ Ｇ７）、心理症状（Ｇ８ ～ Ｇ１２）和性功能症状领域（Ｇ１３ ～ Ｇ１７）。
根据症状的程度“没有、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相应赋值 １ 分

～ ５ 分［１０］ ，量表和各领域得分为包含条目得分的合 计值，得分

越高，症状越重。 问卷由调查对象自填完成，调查员统一收回。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ＩＩＥＦ⁃５）表进行

评分：根据过去 ６ 个月内性生活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 每份问

卷包括 ５ 个题目，每题分值 ０ 分 ～ ５ 分，总分 ２５ 分。 得分低于

２１ 分说明存在 ＥＤ 可能［１１］ 。
所有研究对象均空腹 １２ｈ 以上，于早晨 ８：００ ～ １２：００ 在湖

南中医药大学男性杂病科取坐位集中抽时静脉血，每人 ２ 管，抗
凝血用抗凝，冷藏，内分离血标本，性激素由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生化室集中检测，检测患者的血清总睾酮（ＴＴ）水

平，游离睾酮（ＦＴ）由“ＴＴ ＝ ＦＴ ＋ 白蛋白结合睾酮 ＋ 性激素结合

球蛋白（ＳＨＢＧ）”推算出［１２］ 。 观察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不良反应。
１ 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计数资料采用交叉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老年男子症状（ＡＭＳ）
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对照组患者、试验组患者各项 ＡＭＳ 量表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治疗后对照组除

体能情况无明显改善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其余均

有明显改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性功能评分 Ｐ ＜
０ ０１，心理评分和总评分均 Ｐ ＜ ０ ０５）；试验组治疗后各项 ＡＭＳ
量表评分均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且均优

于对照组治疗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１。

表 １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 ＡＭＳ 评分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ｎ）

组别 例数 时间 体能情况 心理状态 性功能 总计

试验组 ５３ 治疗前 １４ ８ ± ４ ３ １２ ３ ± ３ ４ １３ ５ ± ４ ０ ４０ ６ ± １１ ７

治疗后 ８ ２ ± ４ ０ａｂｃ ７ １ ± ３ １ｂｃ ８ ０ ± ３ ２ｂｃ ２３ ３ ± １０ ３ｂｃ

对照组 ５３ 治疗前 １４ ６ ± ４ １ １２ １ ± ３ ５ １３ ３ ± ３ ９ ４０ ０ ± １１ ５

治疗后 １４ １ ± ３ ８ １０ ２ ± ３ ２ａ ９ ９ ± ３ １ｂ ３３ ３ ± １０ １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Ｐ ＜ ０ ０１； 标有“ ｃ”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１

２ ２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 ＩＩＥＦ⁃５）表评分、ＴＴ 及 ＦＴ 比较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 ＴＴ、Ｆ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治疗后对照组患

者 ＩＩＥＦ⁃５ 评分均显著增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但
ＴＴ、ＦＴ 无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试验组患者治疗

后 ＴＴ、ＦＴ、ＩＩＥＦ⁃５ 评分均显著增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１），且效果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ＩＩＥＦ⁃５）表
评分、ＴＴ 及 ＦＴ 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ｎ）

组别 例数 时间 ＴＴ（ｎｍｏｌ ／ Ｌ） ＦＴ（ｎｍｏｌ） ＩＩＥＦ⁃５ 评分

试验组 ５３ 治疗前 ９ ７６ ± ２ ２０ ０ ２０８ ± ０ ０３９ １０ ９ ± ３ ４

治疗后 ２５ ９９ ± ２ ２５ａ ０ ３９１ ± ０ ０３６ａ １９ ４ ± ５ ５ａ

对照组 ５３ 治疗前 ９ ８８ ± ２ １６ ０ ２０５ ± ０ ０４１ １１ ２ ± ３ ２

治疗后 １０ １０ ± ２ ２０ ０ ２１０ ± ０ ０３３ １５ ８ ± ４ ８

　 　 注： 标有“ ａ ” 项表示，国际勃起功能指数 （ ＩＩＥＦ⁃５）、血清总睾酮

（ＴＴ）、游离睾酮（ＦＴ）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１

２ ３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试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比较治疗期间出现头痛眼花、阴
茎疼痛、背痛肌痛、恶心腹痛、面色潮红不良反应的发生概率，两
组比较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

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试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ｎ）

组别
头痛

眼花

阴茎

疼痛

背痛

肌痛

恶心

腹痛

面色

潮红

合计

（％ ）

试验组 １ ２ １ ０ ０ ４（７） ａ

对照组 ２ ４ ４ １ ３ １４（３２）

　 　 注： 标有“ 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男性迟发性性腺功能减退症（ＬＯＨ）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
具有典型临床症状和血清睾酮水平低下的综合征，勃起功能障

碍（ＥＤ）是 ＬＯＨ 患者最常见症状之一。 据调查显示［１３］ ，我国东

南地区 ＡＤＡＭ 及 ＡＭＳ 筛查 ＬＯＨ 的患病率分别为 ６２ ８６％ 和

２３ ０５％ ，而其中 ＥＤ 阳性率为 ６８ ８３％ ，ＬＯＨ 伴 ＥＤ 已严重影响

男性群体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和谐。 ＬＯＨ 的致病因素复杂，而睾

酮缺乏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现代研究发现，男性血睾酮水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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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岁开始会逐渐下降［１４］ 。
中医虽无本病的名称，但中国古代医学中有关男性随年龄

增长所发生的生理及心理改变的论述，与现代医学中本病的临

床表现一致。 将 ＬＯＨ 伴 ＥＤ 归属于中医学“阳痿”范畴。 认为

ＬＯＨ 伴 ＥＤ 发病是由于肾气渐衰，精血日减，命门火衰，天癸欲

竭，导致肾的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的紊乱。 男子因年老肾衰，天
癸渐竭，气血由盛而枯，性功能和生殖能力由旺而衰，从而出现

性欲减退，阳事举而不坚、挺而不久等症状。 治疗上当以益肾填

精，调补气血，以壮命门之水火。
雄蚕益肾疏肝汤的药物组成：雄蚕蛾 ３０ｇ，淫羊藿 １５ｇ，熟地

黄 １５ｇ，枸杞子 １５ｇ，白芍 １０ｇ，刺蒺藜 １５ｇ。 方中雄蚕蛾为血肉有

情之品，具有温肾壮阳之功，为君药，《本草纲目》载其具有“益
精气、壮阳事、止泄精”的功效［１５］ ，现代研究表明雄蚕蛾体内含

有丰富的活性物质，能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提高性功能，并
能有效抗衰老［１６⁃１８］ ；熟地黄滋阴养肝补肾、淫羊藿补肾壮阳、枸
杞补血养肝、白芍养血柔肝，肝肾同治，阴阳并补，４ 者共为臣

药，辅佐雄蚕蛾以达温肾填精、壮阳起痿之效；佐以刺蒺藜疏肝

解郁，以达补而不滞之目的，诸药共奏养肝益肾，达郁起痿之功。
他达拉非为 ５ 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ＰＤＥ５Ｉｓ）的代表药物，

可通过抑制降解 ｃＧＭＰ 的 ５ 型磷酸二酯酶活性而增高细胞内

ｃＧＭＰ 浓度，导致平滑肌松弛，使阴茎海绵体内血流增加，从而

改善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勃起能力，提高性生活质量［１９］ 。 虽然

他达拉非疗效肯定，但仍有部分的患者服用无效，而这其中

ＬＯＨ 伴 ＥＤ 的患者尤为突出［２０］ 。 且在常规剂量的他达那非进

行治疗后患者有可能会出现头痛、消化道不适、视觉色觉受到

影响、头晕、面部潮红等不良反应［２１］ ，故长期服用安全性存在疑

问。
本试验结果显示，雄蚕益肾方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能改善

ＬＯＨ 伴 ＥＤ 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患者性激素的分泌水平，而正

常剂量他达拉非仅能改善患者的勃起功能症状，疗效较雄蚕益

肾方联合小剂量他达拉非差，对性激素的分泌水平无改善作

用，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综上所述，雄蚕益肾方联合小剂量

他达拉非治疗 ＬＯＨ 伴 ＥＤ，不仅疗效良好，而且安全可靠，充分

体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男性疾病的优势，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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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
血瘀证的临床研究
俞保柱△ 　 曹莉　 王健　 刘红辉　 张大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长兴院区泌尿外科，浙江 湖州 ３１３１００

【摘要】 　 目的 ＋ 　 探讨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的疗效。 方法　 选取浙

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诊治的 ８８ 例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组 ４４ 例和

观察组 ４４ 例。 对照组采取显微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术后 １ 周给予五子衍

宗丸加味治疗，１ 剂 ／ ｄ，２ 次 ／ ｄ，连续治疗 ３ 个月。 比较两组精液指标（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活率、精液

液化时间）、精索静脉管径、肾虚血瘀证症状评分、临床疗效以及配偶妊娠率。 结果　 治疗 ３ 个月后，观察组

患者的精子密度、ａ 级精子、精子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精液液化时间和精索静脉管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观察组治疗 ３ 个月后肾虚血瘀证症状（腰膝酸软、性功能减退、神疲肢倦、健忘、
头晕耳鸣、少腹隐痛、舌质暗红且舌边尖有瘀点、脉涩）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８８ ６４％ ，明显高于对照组（６８ １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

治疗结束后随访 ６ 个月发现，观察组的配偶妊娠率为 ３６ ３６％ ，显著高于对照组（１５ ９１％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可改善

精液质量，缩窄曲张静脉管径，提高临床疗效和配偶妊娠率。
【关键词】 　 　 五子衍宗丸；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肾虚血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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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索静脉曲张是青壮年男性常见泌尿外科疾病，该病患者

合并睾丸萎缩，影响精子生成及男性精液质量，是引起男性不

育的重要病理因素，据报道约 ３９％的不育症可由精索静脉曲张

所致［１⁃２］ 。 现代医学对精索静脉曲张及其引起的不育主要采取

精索静脉手术结扎，但手术有一定创伤，疗效并不确切，且有

４％ ～１５％的复发率［３］ 。 中医药从辨证分型用药、内治法、针灸

等方面出发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其独特的优势获得广泛

认可［４］ 。 在中医学范畴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属“筋瘤”、“偏坠”
等疾病范畴，其病机以肾虚为本，血瘀为标，肾虚与血瘀在病理

上相互影响，成为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的主要病因病机之一［５］。
五子衍宗丸出自《摄生众妙方》卷十一，功用为补肾益精，本研究

针对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的病机特点，确立补肾填

精、活血化瘀之大法，在五子衍宗丸单纯补肾基础上辅以活血化

瘀药物，拟采取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血

瘀证不育患者，为该病的临床治疗提供用药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长兴院区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间收治的 ８８ 例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 精索静脉曲张诊断：参见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制定

的《精索静脉曲张诊断与治疗中国专家共识》 ［６］ 标准：①患者临

床症状多为小腹、患侧腹股沟或阴囊隐痛、坠胀感，久行久立或

性生活后加重，平卧休息后可缓解，可触及静脉曲张；②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试验时彩色多普勒可检测到反流信号，反流时间≥１ｓ；③平静呼

吸时精索静脉最大内径≥１ ８ｍｍ，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试验最大内径≥
２ ０ｍｍ。 结合超声诊断将精索静脉曲张分 ４ 级：亚临床型精索

静脉曲张、Ⅰ级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Ⅱ级临床型精索静脉曲

张、Ⅲ级临床型精索静脉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不育症诊断符合

《２０１３ 版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 ［７］标准：①符合上述精索

静脉曲张诊断标准；②婚后夫妇同居 １ 年以上，性生活正常，未
避孕而不育； 精子密度 ２０ × １０６ 个 ／ ｍＬ 以下，或 ／和前向运动精

子 ａ ＋ ｂ 级少于 ５０％或 ａ 级少于 ２５％ ；③夫妇均排除生殖系统

疾病及遗传、免疫因素所引起的不育。 肾虚血瘀证诊断参照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制定的《男性不育症中西医

结合诊疗指南（试行版）》 ［８］ 标准：主症：精液量多 ＜ １ ５ｍＬ，且
精液清稀或因精道瘀阻而出现无精子；腰膝酸软，神疲肢倦，性
功能减退，少腹隐痛，睾丸坠胀疼痛。 次症：健忘恍惚，头晕耳

鸣，胸胁胀满，烦躁易怒，可有阳痿或不射精。 舌脉：舌质暗红，
舌边尖有振斑、瘀点，苔薄白，脉细涩。

纳入标准：①具备上述精索静脉曲张性级不育症诊断标

准，且精索静脉曲张属Ⅰ ～ Ⅲ度；②符合上述中医肾虚血瘀证

标准；③年龄范围 ２５ 岁 ～ ４５ 岁的已婚男性；④近 １ 个月内未给

予改善精子质量等相关治疗；⑤精液常规检查提示精子质量较

差；⑥患者自愿加入本研究，且签署知情协议书。 排除标准：①
合并泌尿生殖系统感染，或精路梗阻；②伴心脑血管、肝肾功能

等严重障碍；③配偶伴不孕，或性生活不正常；④既往精索静脉

结扎手术史，或继发性精索静脉曲张；⑤未按规定用药或资料

不全影响疗效评判；⑥精神疾病；⑦合并其他中医证型；⑧无精

子症。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的依从性良好，未出现脱落病例情

况，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４４ 例。 对照组：年龄范围 ２５ 岁

～４４ 岁，年龄（３３ １８ ± ５ ０３）岁；病程范围 １１ 个月 ～ ４９ 个月，病

程（２４ ０３ ± ４ ４４）个月；单侧曲张 ３６ 例，双侧 ８ 例；精索静脉曲

张程度［６］ ：Ⅰ度 １７ 例，Ⅱ度 ２２ 例，Ⅲ度 ５ 例。 观察组：范围 ２６
岁 ～ ４３ 岁，年龄（３２ ４９ ± ５ ５２）岁；范围 １０ 个月 ～ ４８ 个月，病程

（２３ ４１ ± ４ １３）个月；单侧曲张 ３８ 例，双侧 ６ 例；精索静脉曲张

程度：Ⅰ度 １６ 例，Ⅱ度 ２４ 例，Ⅲ度 ４ 例。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本研究获得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长兴院区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 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取显微精索静脉高位结扎术，以及术后进行常规

抗感染治疗。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于术后 １ 周开始给予五

子衍宗丸加味治疗，处方：枸杞子 ２０ｇ，菟丝子 １５ｇ，五味子 １５ｇ，
覆盆子 １２ｇ，车前子 １０ｇ，当归 ９ｇ，赤芍 １２ｇ，牛膝 １０ｇ，甘草 ９ｇ；１
剂 ／ ｄ，常规水煮取药汁约 ４５０ｍＬ，分早晚内服，连续治疗 ３ 个月。
疗程期间嘱患者限酒戒烟，多食蔬菜水果，减少肥甘厚腻辛辣之

食物摄入，保持心情舒畅。
１ ３　 检测指标

①两组精液指标：取精前禁欲 ３ ｄ ～ ５ｄ，采用中科恒业精子

自动分析系统检测患者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力、精子活率、精液

液化时间，在治疗前及治疗 ３ 个月后各检测 １ 次。 ②两组精索

静脉管径：采用多普勒彩超检查精索静脉血管管径，在治疗前及

治疗 ３ 个月后各测定 １ 次。 ③两组肾虚血瘀证症状评分：参照

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９］ 对腰膝酸软、性功能减

退、神疲肢倦、健忘、头晕耳鸣、少腹隐痛、舌质暗红且舌边尖有

瘀点、脉涩给予评价 ４ 级评分，无（０ 分）、轻度（１ 分）、中度（２
分）、重度（４ 分），所有患者均于治疗前及治疗 ３ 个月后评定 １
次。 ④两组配偶妊娠率：治疗后随访 ６ 个月，记录两组患者配偶

的妊娠例数，比较妊娠率。
１ ４　 疗效评判［１０］

根据治疗 ３ 个月后患者的精子密度、畸形精子数、精子活

率、精子活动力、液化时间以及精索静脉曲张程度判断疗效。 临

床治愈：上述指标恢复正常范围或精索静脉曲张降至正常或配

偶已怀孕，肾虚血瘀证症状评分减少≥９５％ ；显效：上述指标中

３ 项及以上恢复正常或精索静脉曲张降至 ０ 度 ～ Ⅰ度，肾虚血

瘀证症状评分减少≥７０％ 但 ＜ ９５％ ；有效：上述指标中 １ 项 ～ ３
项恢复正常或明显改善或精索静脉曲张降至Ⅰ度，肾虚血瘀证

症状评分减少≥３０％但 ＜ ７０％ ；无效：治疗后精液参数无变化或

精索静脉曲张无改善，肾虚血瘀证症状积分减少 ＜ ３０％ 。 肾虚

血瘀证症状疗效指数（％ ） ＝ （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 ／治疗

前积分。 总有效率 ＝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例数 ／总例数。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精液参数和精索静脉内径比较

治疗 ３ 个月后，两组患者的精子密度、ａ 级精子、精子活率

显著升高，精液液化时间和精索静脉管径明显减少，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观察组患者治疗 ３ 个月后患者的精子密

度、ａ 级精子、精子活率高于对照组患者，精液液化时间和精索

静脉管径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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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者精液指标和精索静脉管径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精子密度（１０６个 ／ ｍＬ） ａ 级精子（％ ） 精子活率（％ ） 液化时间（分） 精索静脉管径（ｍｍ）

观察组 ４４ 治疗前 １５ ９７ ± ２ ０３ １２ ６１ ± １ ７８ ２５ ３０ ± ３ １９ ４８ ５９ ± ５ ６１ ２ ９６ ± ０ ３８

４４ 治疗后 ３４ ０５ ± ４ １４ａｂ ２８ ９４ ± ３ ４３ａｂ ６７ ５３ ± ７ ８２ａｂ ２２ ５１ ± ２ ８５ａｂ ２ ５９ ± ０ ５７ａｂ

对照组 ４４ 治疗前 １６ ０４ ± ２ ２１ １２ ６７ ± １ ９２ ２５ ４４ ± ３ ０３ ４８ ６５ ± ５ ５７ ２ ９８ ± ０ ３４

４４ 治疗后 ２１ ９９ ± ２ ９４ａ ２１ ０９ ± ２ ７７ａ ３９ ０５ ± ４ ４４ａ ３８ ３３ ± ４ ９０ａ ２ ６３ ± ０ ５１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相比 Ｐ ＜ ０ ０１；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 Ｐ ＜ ０ ０１

２ ２　 两组患者肾虚血瘀证症状评分比较

治疗 ３ 个月后，两组患者肾虚血瘀证症状（腰膝酸软、性功

能减退、神疲肢倦、健忘、头晕耳鸣、少腹隐痛、舌质暗红且舌边

尖有瘀点、脉涩） 评分显著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１）；观察组患者治疗 ３ 个月后肾虚血瘀证症状评分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肾虚血瘀证症状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腰膝酸软
性功能

减退
神疲肢倦 健忘 头晕耳鸣 少腹隐痛

舌质暗红且

舌边尖有瘀点
脉涩

观察组 ４４ 治疗前 ３ １４ ± ０ ３９ ３ ３３ ± ０ ４４ ３ ０９ ± ０ ３５ ２ ９５ ± ０ ３５ ２ ９９ ± ０ ３４ ３ ０９ ± ０ ４０ ３ ０１ ± ０ ３４ ２ ９０ ± ０ ３０

４４ 治疗后 ０ ８２ ± ０ １２ａｂ ０ ８７ ± ０ １４ａｂ ０ ７７ ± ０ １１ａｂ ０ ６１ ± ０ ０９ａｂ ０ ６９ ± ０ ０８ａｂ ０ ６５ ± ０ １１ａｂ ０ ６０ ± ０ ０８ａｂ ０ ６４ ± ０ ０８ａｂ

对照组 ４４ 治疗前 ３ １１ ± ０ ３４ ３ ２９ ± ０ ４０ ３ ０４ ± ０ ３３ ２ ９８ ± ０ ３３ ３ ０３ ± ０ ３８ ３ １４ ± ０ ３４ ３ ０３ ± ０ ３３ ２ ９４ ± ０ ３３

４４ 治疗后 １ ５６ ± ０ ２２ａ １ ５９ ± ０ ２４ａ １ ６２ ± ０ ２０ａ １ ５２ ± ０ １７ａ １ ６７ ± ０ ２１ａ １ ４４ ± ０ １６ａ １ ４９ ± ０ １８ａ １ ５１ ± ０ １８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相比 Ｐ ＜ ０ ０１；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相比 Ｐ ＜ ０ ０１

２ 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 ３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８８ ６４％ ，高于对

照组患者（６８ １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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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对照组

４４
４４

１７（３８ ６４）
８（１８ １８）

１７（３８ ６４）
１５（３４ ０９）

５（１１ ３６）
７（１５ ９１）

５（１１ ３６）
１４（３１ ８２）

３９（８８ ６４）
３０（６８ １８）

χ２值 — — — — ４ ２９６

Ｐ 值 — — — — ０ ０３８

２ ４　 两组患者配偶妊娠率比较

治疗结束后随访 ６ 个月发现，观察组患者的配偶妊娠率为

３６ ３６％ ，高于对照组患者（１５ ９１％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４　 两组患者配偶妊娠率比较［ｎ（％ ）］

组别 ｎ 妊娠例数 妊娠率

观察组

对照组

４４
４４

１６
７

３６ ３６
１５ ９１

χ２值 — ４ ７６８

Ｐ 值 — ０ ０２９

3　 讨论

中医学认为，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

主要表现为肾精亏虚为本，血脉瘀阻为标，肾虚血瘀证是其常见

证型之一［１１］ 。 肾主藏精，精化气，肾气为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

力；人体精气血津液的化生、运行以及精子、精液的质量，均有赖

于肾气的激发和推动［１２］ 。 《素问·六节脏象论篇》云：“肾者，
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肾精亏虚，肾气化生不足，气化推

动无力，血液运行障碍停留络脉而成瘀血，血液瘀阻于外肾及子

系络脉中，日久则外肾受损引起外肾萎缩，造成生精不足，弱精，
死精，最终引起不育症［１３］ 。

五子衍宗丸加味由枸杞子、菟丝子、五味子、覆盆子、车前

子、当归、赤芍、牛膝、甘草组成，具有补肾填精、活血化瘀之功

效。 方中枸杞子平补阴阳，益肾填精；菟丝子滋补肝肾，固精缩

尿，既可益阴，又能扶阳，温而不燥，补而不滞；覆盆子养真阴，固
精关，起阳痿；五味子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车前子利

水，泄肾中虚火，与枸杞子、菟丝子、五味子、覆盆子相配，使补中

寓泻、补而不腻；赤芍、当归养血活血化瘀，使瘀血去而新血生；
牛膝补肝肾，活血通经，利水通淋，引血下行，引导药物直达病

所；甘草调和诸药；综观全方，共奏补肾填精、活血化瘀之功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 ３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精子密度、ａ

级精子、精子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精液液化时间和精索静脉管

径明显少于对照组，提示加用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曲

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有利于患者精液质量和精索静脉曲张改

善；观察组治疗 ３ 个月后肾虚血瘀证症状（腰膝酸软、性功能减

退、神疲肢倦、健忘、头晕耳鸣、少腹隐痛、舌质暗红且舌边尖有

瘀点、脉涩）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说明加用五子衍宗丸加味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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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可促进患者中医证候好转；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为 ８８ ６４％ ，明显多于对照组（６８ １８％ ），提
示加用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曲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

疗效更佳。 治疗结束后对两组患者随访 ６ 个月发现，观察组的

配偶妊娠率为 ３６ ３６％ ，显著高于对照组（１５ ９１％ ），说明本组

治疗方案具有良好的远期治疗效果。
综上，在常规治疗基础上，五子衍宗丸加味治疗精索静脉

曲张性不育肾虚血瘀证，可改善精液质量，缩窄曲张静脉管径，
提高临床疗效和配偶妊娠率。 但本研究样本较小，且随访时间

较短，可能对最终结果造成一定偏倚。 此外，受孕过程受众多因

素影响，与患者配偶的身体状况联系密切，故患者在进行治疗

的同时是否需对其配偶给予相应的治疗以有效提高受孕率，值
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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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应用良性前列腺
增生合并膀胱结石联合钬激光剜除术的效果观察及
对患者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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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分析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应用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联合

钬激光剜除术的效果观察及对患者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天门

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 ８６ 例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分配的原则将其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其中，对照组患者采用一般的电切手术进行治疗，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

使用钬激光剜除术进行治疗。 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围手术期情况以及手术对其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

响。 结果　 经过手术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研
究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拔除导尿管时间等围手术期情况明显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研究组患者的预后性生活质量显著好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在对

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应用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联合钬激光剜除

术的临床治疗效果较好，而且对于患者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较小，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钬激光剜除术；效果观察；预后性生活质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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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合并膀胱结石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在医

院泌尿科中很常见。 这种疾病最初主要是良性前列腺增生，最
后才会引起膀胱结石［１］ 。 一般来说，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临床症

状就是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而且这种疾病由于长期的症状

会导致患者的泌尿系统发生感染状况。 之后，长期的排尿困难

就导致膀胱出口受到堵塞，然后对患者的膀胱造成一定的伤

害，而膀胱内由于较多的残尿导致一些结石无法排除体外，久
而久之就会导致膀胱结石的出现［２］ 。 近几年来，良性前列腺增

生患者合并膀胱结石的人数逐渐增多，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也在

不断增高。 目前，临床上对于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

治疗方法较多，大多都是采用手术操作，有取石术、电切术等，但
是这些手术方法的治疗效果并不是很好。 近几年出现了一种

新型的微创手术方法，即钬激光剜除术［３］ 。 本文主要探讨分析

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应用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

膀胱结石联合钬激光剜除术的效果观察及对患者预后性生活

质量的影响，取得满意成果。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在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诊

治的 ８６ 例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其随机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纳入标准：①在本院经过一系

列检查确诊为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患者；②患者的

身体状况适合参加本项研究［４］ ；③患者同意本项研究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除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外，患
者还患有其它泌尿系统疾病；②患者的心脏、肝脏、肾脏等身体

重要器官存在严重的生理功能障碍［５］ ；③患者存在精神障碍或

者无法与之交流，不能很好的配合治疗；④患者的依从性较

差［６］ 。 所有入选的 ８６ 例患者，研究组患者有 ４３ 例，年龄范围

３５ 岁 ～ ６８ 岁，平均（４２ ６ ± ４ ８）岁，病程范围 ６ 个月 ～ ３ 年，病
程（２ １ ± ０ ８）年，单发结石 ２０ 例，多发结石 ２３ 例；对照组患者

有 ４３ 例，年龄范围 ３４ 岁 ～ ６７ 岁，年龄（４２ １ ± ３ ９）岁，病程 ８
个月 ～ ３ 年，病程（２ ３ ± ０ ６）年。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均知情同意本研究，并经过天门市第

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一般的电切手术进

行治疗，具体操作如下：①首先在患者手术之前进行充分的术前

准备，要求患者在进行手术之前适当饮用一些水，保证膀胱能够

在手术时保持充盈状态［７］ ；②患者进行麻醉，麻醉采用持续硬

脊膜外麻醉，要求患者在手术中位于截石位；③手术中用到的实

验仪器主要包括英国佳乐双极等离子电切镜；④准备好一切工

作后，为患者进行手术，首先要为患者使用经尿道的监视器，手
术要在全程的监视下进行，避免遗漏结石［８］ ；⑤之后利用手术

刀将患者的尿道外口切开，为患者使用冲洗袋，然后先使用一定

浓度的冲洗液为患者的尿道以及膀胱进行冲洗，低压持续灌洗；
⑥清晰完成后，要仔细在图像上寻找患者患处的结石位置，查看

结石的大小和数量，根据观察到的结石的大小来判断是否使用

电切术进行手术切除［９］ ；⑦对于较小的结石直接利用冲洗液将

其冲出体外，对于较大的结石，手术操作者应该利用仪器，将电

切鞘探入患者的患处，然后在图像的显示下，将结石直接击碎取

出，之后再利用冲洗液将剩余的结石碎屑冲洗干净；⑧为患者缝

合手术切口并进行后续处理［１０］ 。
１ ２ ２　 研究组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

使用钬激光剜除术进行治疗，具体操作如下：①一般的电切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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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与对照组相同，同样为患者进行充分的术前准备，要求患

者在进行手术之前适当饮用一些水，保证膀胱能够在手术时保

持充盈状态［１１］ ，而且在术前要观察缓和额泌尿系统是否已经感

染，如果已经感染要为患者使用一些药物控制其感染的病情，
对于本身患有一些其他不严重疾病的患者使用常规药物治疗

进行病情的缓解；②为患者进行麻醉，根据患者不同的情况为

患者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主要包括持续硬膜外麻醉、腰麻或

者全麻；③要求患者在手术过程中采取截石位，然后经尿道为

患者置入电切镜鞘，经过电切镜鞘可以将钬激光通入患者的膀

胱中，之后将仪器（中科院无锡大华激光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输
出功率调整为 ３０Ｗ ～ ４０ Ｗ，然后找到患者的膀胱结石的位置，
对其进行钬激光剜除［１２］ 。；④在剜除成功后，为患者使用冲洗液

进行冲洗，将残留在膀胱和尿道中的结石碎屑冲洗干净；⑤为

患者进行手术之后的后续处理，避免患者出现其他并发症。
１ ３　 观察指标

①疗效判断标准，显效：患者的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临床

症状消失，经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膀胱内无结石残留，患者恢复

情况良好；有效：患者的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临床症状得到明

显改善，经过检查发现患者的膀胱内有少量结石碎屑的残留，
但不影响患者正常的生活；无效：患者的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

临床症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而且还有加重的趋势，经过检查

发下患者的膀胱内还有大量的结石残留，严重影响患者的正常

生活。 以显效和有效统计患者扽治疗有效率［１３］ 。 ②统计对比

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情况，主要包括手术时间、术后住院时间、
膀胱冲洗时间、拔除导尿管时间等。 ③统计对比两组患者预后

性生活质量，为患者使用 ＩＩＥＦ⁃５ 量表和 ＣＩＰＥＥ⁃５ 量表。 在 ＩＩＥＦ⁃

５ 量表中，主要是评估患者的勃起功能状态；在 ＣＩＰＥ⁃５ 量表中，
主要是评估患者射精状态。 其中，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的功能障

碍越严重［１４］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经过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发现研究组患者的

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对比 ［ｎ（％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４３ １９（４４ ２） ２０（４６ ５） ４（９ ３） ９０ ７％

对照组 ４３ １２（２７ ９） １４（３２ ６） １７（３９ ５） ６０ ２％

χ２值 ５ ３９４ ５ １９１ ６ １２５ ７ ９３５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比较

对比两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情况，发现两组患者在手术时

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围手术期情况对比（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膀胱冲洗时间（ｍｉｎ） 拔除导尿管时间（ｄ） 术后住院时间（ｄ）

研究组 ４３ ５ ２ ± ０ ７ １０ ３ ± ０ ９ ２ ３ ± ０ ９ ５ ８ ± １ ５

对照组 ４３ ５ １ ± ０ ９ ９ ６ ± ０ ９ ２ ４ ± ０ ８ ６ １ ± １ ４

ｔ 值 １ ２９４ １ ３９１ １ １２５ １ ２１６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２ ３　 两组患者预后性生活质量比较

对比两组患者的预后性生活质量，发现在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ＩＩＥＦ⁃５ 和 ＣＩＰＥ⁃５ 评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后

研究组患者的性功能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ＩＩＥＦ⁃５ 以及 ＣＩＰＥ⁃５ 评分对比（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ＩＥＦ⁃５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ＩＰＥ⁃５ 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４６ １２ ３ ± ３ ６ ２２ ２ ± ３ １ ９ ２ ± ３ ９ １８ ６ ± ３ ５

对照组 ４６ １０ ６ ± ３ ４ １４ ３ ± ３ ２ ８ ８ ± ３ ４ １４ ６ ± ３ ２

ｔ 值 １ ３８７ １５ ０８２ １ ９７２ １４ ０８２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3　 讨论

据有关研究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

胱结石的发病率在 １０％左右，而且最近几年该病的发病率均在

上升。 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诱发病因有很多，主要

是由于尿道堵塞然后导致一些结晶和小的结石无法排除体外，
然后滞留在患者的膀胱内，最后形成结石［１５］ 。 目前临床上常用

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包括电切术、取石术、碎石术等，这些

手术方法的治疗效果一般，而且手术创伤较大。 近几年来，临床

上较多使用的一种治疗方法为钬激光剜除术，这是一种微创的

手术治疗方法。 在本文的研究中，经过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

疗效果，发现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Ｐ ＜
０ ０５）。 电切术在之前的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的临床

治疗容易导致较大的创伤，而且还容易引发一定综合征，而且手

术时间相对较长。 而钬激光剜除术就会弥补电切术的这些不足

之处［１６］ 。 钬激光剜除术的主要优势就是能够大大提高患者的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２９　　　 ·

手术安全性，能够很快的将患者的膀胱结石清除干净。 对比两

组患者的围手术期情况，发现两组患者在手术时间等方面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其他类型的手术方式相比，钬激

光剜除术具有很多优势，能够避免上海到患者的器官与组

织［１７］ 。
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在生活中往往存在着

夜尿增多等症状，不仅影响了患者及其配偶的睡眠，而且还影

响了患者的性生活质量。 许多患者在进行性生活时往往因为

突来的尿意而中断，长期以往，患者的自信心受到打击，在性生

活方面也表现的不再积极，患者及其配偶的性生活质量严重下

降。 随着人们越来越追求较高的生活质量，患者对于手术的预

后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一般来说手术都会对患者的器官和组织

造成一定的损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预后性生活质量。
在本文的研究中，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体电切除术后产生心理

上的问题，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对比两组患者

的预后性生活质量，发现在治疗前两组患者的 ＩＩＥＦ⁃５ 和 ＣＩＰＥ⁃５
评分差别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性功

能评分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相

关研究表示，与性生活质量联系最密切的为勃起功能和射精状

态［１８］ 。
综上所述，在对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患者的临床

治疗过程中，应用良性前列腺增生合并膀胱结石联合钬激光剜

除术的临床治疗效果较好，而且对于患者预后性生活质量的影

响较小，值得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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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屈孕酮联合宫腔镜电切对保留生育功能的早期
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影响
张曼　 赵俊△ 　 王娟

十堰市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地屈孕酮联合宫腔镜电切对保留生育功能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影响。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十堰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 ８０ 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４０ 例患者。 观察组患者先行宫腔镜电切治疗，随后连

续口服地屈孕酮；对照组患者则实施腹腔镜下手术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雌二醇（Ｅ２）和

促黄体生成素（ＬＨ）水平，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评分（ＦＳＦＩ）和生育指数 ＥＦＩ 评分变化情况，以
及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结果　 术后，观察组患者 Ｅ２和 ＬＨ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观察

组患者 ＦＳＦＩ 评分分项评分和总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观察组患者 ５ ～ ７ 分和 ８ ～ １０ 分两

段评分人数占比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观察组患者出现机体潮热、阴道干涩和闭经的占比均显

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针对有生育愿望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宫腔镜电切治疗，术
后服用地屈孕酮，患者术后性功能和生育功能恢复快，并发症少，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关键词】 　 宫腔镜电切；地屈孕酮；生育功能；早期子宫内膜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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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癌是发病率较高的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其好发于

绝经后或围绝经妇女，治疗上首选手术干预［１］ ，结合术后放疗、
化疗和内分泌治疗等综合干预［２］ 。 早期患者多无特异性表现，
随着病程的延长，绝大多数患者可以出现异常子宫出血，并以

不规则阴道流血为主［３］ 。 诊断上，以刮宫和宫腔镜留取活组织

标本送检为首选［４］ ；同时，经阴道超声检查亦有一定诊断阳性

率，且具有无创、可重复等优点而被临床认可。 在治疗方法的选

择上，开腹或腹腔镜根治术，虽然手术效果理想［５］ ，但其创伤

大，术后恢复慢，对患者术后内分泌功能影响大，尤其对于具有

生育愿望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６］ ，其严重影响术后生殖能力

甚至完全丧失术后生殖能力［７］ 。 因此，针对具有强烈术后生育

愿望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本研究实施地屈孕酮联合宫腔镜

电切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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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本院收治的 ８０ 例早期子

宫内膜癌患者，按照随机数字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 ４０ 例患者。 所有患者均经留取活组织病例标本确诊，
入组前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报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

既往实施生殖系统手术者、原发性不孕症者、精神疾病者、慢性

盆腔炎者、未婚者、无生育愿望者、其他部位恶性肿瘤者。 观察

组患者：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３５ 岁，年龄（２６ １ ± １ １）岁；不规则阴

道流血时间范围：１ 月 ～ ３ 月，流血时间（１ ４ ± ０ １）月；病理类

型：腺癌 ３３ 例，腺鳞癌 ７ 例；病理分期：Ｇ１ 期 ３０ 例，Ｇ２ 期 １０ 例。
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３５ 岁，年龄（２６ ０ ± １ １）岁；不规

则阴道流血时间范围：１ 月 ～ ３ 月，流血时间（１ ５ ± ０ １）月；病
理类型：腺癌 ３２ 例，腺鳞癌 ８ 例；病理分期：Ｇ１ 期 ２９ 例，Ｇ２ 期

１１ 例。 两组患者年龄、不规则阴道流血时间、病理类型和病理

分期等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１ 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实施手术。 观察组患者先行宫

腔镜电切治疗，使用扩宫棒扩宫，术中使用甘氨酸溶液充液，并
维持宫腔内压力在 ７０ｍｍＨｇ；随后置入电切镜，功率为 １００Ｗ，对
子宫内膜病灶实施电切处理，切割深度为病灶下子宫浅肌层，
范围为病灶周围至少 １ ５ｃｍ；术后连续口服地屈孕酮（浙江先琚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Ｈ３３０２０８２８），每天 ３ 次，每次

１０ｍｇ。 对照组患者实施腹腔镜下手术治疗，术中采用截石位，
术中联合举宫杯举宫，建立腹腔镜二氧化碳气腹，实施全子宫

切除。 术后口服醋酸甲地孕酮分散片，每天 ２ 次，每次 ８０ｍｇ。
１ 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雌二醇（Ｅ２ ）和促黄体

生成素（ ＬＨ）水平，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评分

（ＦＳＦＩ）和生育指数 ＥＦＩ 评分变化情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

况。

１ ４　 检查方法

内分泌水平评价主要检测雌二醇 （ Ｅ２， 卵泡期： ３７ ～
３３０ｐｍｏｌ ／ Ｌ；排卵期：３６７ ～ １８３５ｐｍｏｌ ／ Ｌ；黄体期：１８４ ～ ８８１ｐｍｏｌ ／
Ｌ）、促黄体生成素（ＬＨ，非排卵期：５ ～ ２５ｍＩＵ ／ ｍｌ）；性生活质量

以女性性生活质量标准指标量表（ＦＳＦＩ）实施，总分最高 ３６ 分，
最低 ０ 分，分值与女性性生活质量正相关；生育能力分析借鉴子

宫内内膜异位症生育指数（ＥＦＩ）进行，总分 １０ 分，分值与生育

能力呈正相关；不良反应统计治疗过程中身体潮热、阴道干涩、
闭经发生情况。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 ＳＤ）表示，两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
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ｎ（％ ）］表示，组间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术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术后，观察组患者 Ｅ２和 ＬＨ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后生殖相关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Ｅ２（ｎｇ ／ Ｌ） ＬＨ（ｍＩＵ ／ ｍｌ）

观察组 ４０ １００ ３ ± ３ ６ １５ ５ ± ０ ３

对照组 ４０ ２３ １ ± ０ ９ ５ １ ± ０ １

ｔ 值 １３１ ５７７ ２０８ ０００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２　 两组患者术后 ＦＳＦＩ 评分比较

术后，观察组患者 ＦＳＦＩ 分项评分和总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

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手术治疗后 ＦＳＦＩ 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性欲望 性兴奋 性高潮 阴道润滑度 疼痛 总评分

观察组 ４０ ４ ０ ± ０ ３ ４ ０ ± ０ ３ ４ ０ ± ０ ２ ４ ０ ± ０ ３ ３ ５ ± ０ ３ ３ ９ ± ０ ３

对照组 ４０ ３ １ ± ０ ２ ３ ０ ± ０ ２ ３ ０ ± ０ １ ３ １ ± ０ １ ２ ０ ± ０ ２ ２ ９ ± ０ １

ｔ 值 １５ ７８７ １７ ５４１ ２８ ２８４ １８ ０００ ２６ ３１２ ２０ ０００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３　 两组患者 ＥＦＩ 评分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 ５ ～ ７ 分和 ８ ～ １０ 分两段评分人数占比均高于

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

果详见表 ３。
２ 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出现机体潮热、阴道干涩和闭经的占比均显著

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

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３　 两组患者不同 ＥＦＩ 评分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０ ～ ４ 分 ５ ～ ７ 分 ８ ～ １０ 分

观察组 ４０ １０（２５ ０） ２０（５０ ０） １０（２５ ０）

对照组 ４０ ３０（７５ ０） ８（２０ ０） ２（５ ０）

ｔ 值 ２０ ０００ ７ ９１２ ４ ８０４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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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潮热 生殖道干涩 闭经

观察组 ４０ １（２ ５） １（１ ５） ２（５ ０）

对照组 ４０ ９（２２ ５） ９（２２ ５） １０（２５ ０）

ｔ 值 ５ ６００ ５ ６００ ４ ８０４

Ｐ 值 ０ ０１８ ０ ０１８ ０ ０２８

3　 讨论

子宫内膜癌为临床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早期无

特异性临床表现［８］ ，故其发现率低，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极大

痛苦和心理压力，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与和谐。
目前，手术治疗为本病的最有效方案［９］ 。 针对早期子宫内膜癌

患者，临床多实施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虽然同时切除了肿瘤，
但对有生育愿望的年轻妇女而言，子宫切除后彻底破灭了生育

的希望，故大部分患者难以接受［１０］ 。 实践证明，采用宫腔镜下

病灶切除术，能够有效地保留患者子宫，从而保留患者术后生

育功能［１１］ 。 联合术后服用地屈孕酮，能够促使子宫内膜更好地

进入分泌期，减少和避免因雌激素分泌紊乱而出现的子宫内膜

增生和癌变病灶再发。
相对于实施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观察组患者实施的口服

地屈孕酮联合宫腔镜下手术治疗，其术后性激素相关 Ｅ２ 和 ＬＨ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实践证实，实施口服地屈孕酮联

合宫腔镜下手术治疗早期子宫内膜癌，相对于腹腔镜下子宫全

切术，对患者术后性激素，如 Ｅ２和 ＬＨ 水平影响较小。 同时，针
对术后两组患者 ＦＳＦＩ 和 ＥＦＩ 评分比较发现，观察组患者 ＦＳＦＩ
分项评分和总评分均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 ５ ～ ７ 分

和 ８ ～ １０ 分两段评分人数占比均高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

术后性功能更为理想，其有利于自然妊娠的发生。 最后，针对两

组患者术后并发症研究发现，观察组患者出现机体潮热、阴道

干涩和闭经的人数占比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这进一步证

实，对于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来说，实施口服地屈孕酮联合宫

腔镜病灶清除，相对于腹腔镜下子宫全切术，其术后并发症少，
恢复时间短。

针对早期子宫内膜癌，观察组患者实施宫腔镜电切联合术

后口服地屈孕酮治疗。 通过宫腔镜既能够明视下观察子宫内

情况，针对可疑病灶实施有效的电切治疗［１２］ ，又可以了解病变

范围和宫颈管受累情况，具有创伤小、出血少、安全性高、术后恢

复快等优点，而且进行扩大切除，有效地祛除病灶，避免了腹腔

镜子宫全切后对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患者

的生育能力［１３］ 。 同时，联合地屈孕酮治疗，直接作用于子宫内

膜［１４］ ，改变了子宫内膜的分泌期［１５］ ，促进了细胞的凋亡［１６］ ，抑
制了子宫内膜增生和肿瘤细胞的复发，起到了降低其癌变再发

的作用［１７］ 。
综上所述，针对有生育愿望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实施

宫腔镜治疗且术后服用地屈孕酮，能够显著提高临床疗效，且
复发率低，能够最大限度保护患者的生育能力，预后较佳，且不

良反应较少，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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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在检测宫颈癌中的应用价值
汪凤勃１ 　 付赵虎１ 　 郑晓芳１ 　 修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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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在检测宫颈癌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邢台市第三医院诊治的 １６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宫颈癌组，选取同期诊治的 １７ 例宫颈上皮内

瘤变（ＣＩＮ）患者，将其作为 ＣＩＮ 组，选取同期诊治的 １５ 例慢性宫颈炎患者作为慢性宫颈炎组，三组患者均接

受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查。 对三组患者的宫颈大小、宫颈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进行统计分

析，并对宫颈癌组患者的浸润及转移情况进行分析。 结果　 宫颈癌组患者的宫颈左右径、前后径均显著长

于 ＣＩＮ 组、慢性宫颈炎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宫颈癌组患者的宫颈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血流 ＰＳＶ 显著高

于 ＣＩＮ 组患者（Ｐ ＜ ０ ０５），ＣＰＤ 显著高于 ＣＩＮ 组、慢性宫颈炎组（均 Ｐ ＜ ０ ０５），而 ＣＩＮ 组患者的 ＣＰＤ 又显著

高于慢性宫颈炎组患者（Ｐ ＜ ０ ０５）；２２ 例患者中，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测到宫颈周围器官或组织受累 ６
例，其中经 ＭＲＩ 或手术证实 ５ 例，达到了 ８３ ３％的符合率。 结论　 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在检测宫颈癌中

的应用价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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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妇科临床极为常见，其发生

发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１］ 。 超声检查

具有无创性，同时还具有较为简便的操作，极易为患者及其家

属所接受［２］ 。 现阶段，在活体内肿瘤情况的检测中，其属于一

种无创伤技术，但是在宫颈癌检查中还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如
果患者为糜烂型、内生型等形态改变不显著或处于早期，那么

超声检查就具有较低的检出率［３］ 。 能量多普勒超声属于一种

活体中无创检测血流方法，能够对肿瘤类的血流情况进行动态

连续观测［４］ 。 本研究探讨了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在检测宫

颈癌中的应用价值，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我院诊治的 １６ 例宫

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并设为宫颈癌组。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

经临床检查和手术病理证实为宫颈癌，均有阴道不规则流血、接
触性出血等临床表现，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将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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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效配合研究的患者排除在外。 患者年龄范围 ３１ 岁 ～ ６３
岁，年龄（４３ ６ ± ７ ８）岁。 在病理类型方面，１４ 例为鳞癌，１ 例

为腺癌，１ 例为神经小细胞癌；在病理分期方面，７ 例为Ⅰ期，７
例为Ⅱ期，２ 例为Ⅲ期。 同时，选取同期我院诊治的 １７ 例宫颈

上皮内瘤变（ＣＩＮ）患者设为 ＣＩＮ 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６ 岁 ～ ５３
岁，年龄（４２ ０ ± ７ ５）岁；选取同期我院诊治的 １５ 例慢性宫颈

炎患者设为慢性宫颈炎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６ 岁 ～ ５８ 岁，年龄

（４３ ４ ± ９ ６）岁。 三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 ２　 检查方法

三组患者均接受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查，具体操作

为：首先，应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 ＩＵ２２ 超声诊断仪，将经阴道探头频率设定

为 ５⁃９ＭＨｚ。 让患者排尿后帮助其取膀胱截石位，将耦合剂涂在

探头顶端，将无菌避孕套套在探头顶端，应用经阴道超声模式

对患者子宫、盆腔情况进行检查，对子宫颈回声、边界进行观察，
将宫颈左右径和前后径记录下来。 然后，将彩色多普勒超声检

查启动，将适当量程及滤波选取出来，将低频信号去除，将具有

较快流速的血管选取出来，将频谱多普勒模式启动，对血管和

取样线之间的夹角进行调整，使其在 ６０°以内，在将 ３ 个心动周

期完整显示出来后将图像冻结，对 ３ 个行动周期的血流参数进

行测量，将最高收缩期峰值流速（ＰＳＶ）、最低阻力指数（ＲＩ）记

录下来。 最后，将彩色多普勒能量检查程序启动，恒定频率、彩
色增益等参数，对宫颈血流走向、分布等进行观察，督促患者对

安静的状态进行有效的保持，将具有最丰富的宫颈血流的平面

选取出来冻结，将图像储存起来。 应用 Ｐｈｏｔｏｓｈｏｐ 软件的选取工

具分别将宫颈内的彩色信号范围和宫颈范围选取出来，应用计

算机程序将宫颈内宫颈像素值、彩色像素值统计出来，彩色像

素密度（ＣＰＤ） ＝彩色像素值 ／宫颈像素值，表示宫颈面积中彩色

血流面积所占的百分率。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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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表示，采
用 χ２ 检验；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
2　 结果

２ １　 三组患者的宫颈大小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的宫颈左右径、前后径均显著长于 ＣＩＮ 组和

慢性宫颈炎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但 ＣＩＮ 组和慢性宫颈炎组患

者的宫颈左右径、前后径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三组患者宫颈大小比较（ｃｍ，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左右径 前后径

宫颈癌组 １６ ４ ６０ ± １ ５０ａｂ ３ ８０ ± １ ２０ａｂ

ＣＩＮ 组 １７ ３ ９７ ± ０ ４２ｂ ３ ２８ ± ０ ４７ｂ

慢性宫颈炎组 １５ ３ ７７ ± ０ ４１ａ ２ ９７ ± ０ ４６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 ＣＩＮ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慢

性宫颈炎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三组患者的宫颈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比较

宫颈癌组患者的宫颈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血流 ＰＳＶ 显

著高于 ＣＩＮ 组患者（Ｐ ＜ ０ ０５），ＣＰＤ 显著高于 ＣＩＮ 组、慢性宫颈

炎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而 ＣＩＮ 组患者的 ＣＰＤ 又显著高于慢性

宫颈炎组（Ｐ ＜ ０ ０５），但宫颈癌组和 ＣＩＮ 组患者的 ＲＩ 之间的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三组患者的宫颈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血流参数比较（Ｍｅａｎ ±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ＳＶ（ｃｍ ／ ｓ） ＲＩ（％ ） ＣＰＤ（％ ）

宫颈癌组 １６ ２１ ９３ ± ３ ３３ ０ ５８ ± ０ １４ ０ ４５ ± ０ １４ａｂ

ＣＩＮ 组 １７ １２ ９７ ± ３ ８１ ０ ５７ ± ０ １０ ０ ３１ ± ０ １０ａ

慢性宫颈炎组 １５ — — ０ ０７ ± ０ ０２ｂ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慢性宫颈炎组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 ”项表

示，与 ＣＩＮ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３　 宫颈癌组患者的浸润和转移情况分析

１６ 例宫颈癌患者中，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测到宫颈周

围器官或组织受累 ６ 例，其中经 ＭＲＩ 或手术证实 ５ 例，达到了

８３ ３％的符合率。 ５ 例患者中，２ 例为阴道穹隆，１ 例为宫体，１
例为直肠，１ 例为膀胱。
3　 讨论

宫颈癌属于一种恶性肿瘤，在妇科临床中极为常见，６％ 左

右的女性恶性肿瘤为宫颈癌［５］ ，在全球范围内，宫颈癌新增病

例达到了 ４７１ ０００ 例 ／年左右［６］ ，其发生发展对女性的身心健康

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宫颈刮片细胞学检查、阴道镜等是临

床诊断宫颈癌过程中通常采用的方法，但是其具有有创性，极容

易引发疼痛、损伤组织、无法对浸润深度进行判断等，因此很难

为患者接受［７］ 。 而超声检查具有无创性，操作较为简便，因此

容易为患者接受［８］ 。
本研究结果表明，宫颈癌组患者的宫颈左右径、前后径均显

著长于 ＣＩＮ 组、慢性宫颈炎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但 ＣＩＮ 组和慢性宫颈炎组患者的宫颈左右径、前后径

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这说明宫颈大小从

慢性宫颈炎到 ＣＩＮ 变化不显著，而从 ＣＩＮ 到宫颈癌变化则极为

显著。 彩色多普勒能量成像能够显示出肿瘤类较小的血管，将
宫颈肿块血流分布情况直观反映出来［９⁃１２］ 。 ＣＰＤ 能够将宫颈血

流有效反映出来，可以对宫颈血流多少进行定量评估［１３⁃１５］ 。 本

研究结果表明，宫颈癌组患者的宫颈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血

流 ＰＳＶ 显著高于 ＣＩＮ 组（Ｐ ＜ ０ ０５），ＣＰＤ 显著高于 ＣＩＮ 组和慢

性宫颈炎组（均 Ｐ ＜ ０ ０５），而 ＣＩＮ 组患者的 ＣＰＤ 又显著高于慢

性宫颈炎组（Ｐ ＜ ０ ０５），但宫颈癌组和 ＣＩＮ 组患者的 ＲＩ 之间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这说明与慢性炎性宫颈组织相

比，肿瘤滋养血管瘤内血管具有较为丰富的血流信号，大量新生

血管在子宫颈癌从 ＣＩＮ 发展到浸润癌的过程中形成。 新生血

管在 ＣＩＮ 时就已经存在于宫颈内，血管阻力在肿瘤新生血管结

构缺陷的情况下降低。
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检查，既能够将宫颈大小、异常回声

肿块等寻找出来，还能够对宫腔、膀胱等浸润情况进行观

察［１６⁃１８］ 。 本研究结果表明，１６ 例患者中，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

声检测到宫颈周围器官或组织受累 ６ 例，其中经 ＭＲＩ 或手术证

实 ５ 例，达到了 ８３ ３％的符合率，其中 ５ 例为阴道穹隆，２ 例为

宫体，１ 例为直肠，１ 例为膀胱，这说明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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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能够对宫颈癌侵犯周围脏器情况进行有效的观察，对浸润程

度及范围进行判断，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诊断和治疗宫颈癌

的工作。
总之，经阴道能量多普勒超声在检测宫颈癌中的应用价值

高，能够将宫颈局部病变和邻近组织器官浸润情况客观显示出

来，将宫颈癌肿瘤内的血流情况直观反映出来，将有效依据提

供给临床对宫颈癌分期的评估及对放化疗效果的判定工作，值
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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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ＰＥＴ ／ ＣＴ 用于初诊宫颈癌的应用价值
张星１ 　 吴婷婷２△ 　 薛琴琴３ 　 王少丽４

１ 榆林市第一医院核医学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２ 榆林市第一医院新生儿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３ 榆林市第一医院妇产科，陕西 榆林 ７１９０００
４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

【摘要】 　 目的　 探究 １８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 Ｘ 线计算机体层成像仪）初诊宫颈癌的

应用价值。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榆林市第一医院诊治的 ４５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给予 １８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检查，明确其诊断分期及病理类型，并与治疗前 １０ｄ 内实施增强 ＣＴ 扫描

的诊断结果予以比较，观察其初诊宫颈癌的临床价值。 结果　 ＰＥＴ ／ ＣＴ 诊断宫颈癌原发灶的灵敏度、特异

度、准确率分别为 ９３ ２１％ 、７３ ２４％ 、９１ １％ ，显著高于增强 ＣＴ 诊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４５ 例

宫颈癌患者中有 １６ 例出现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 ３５ ６％ （１６ ／ ４５）；将淋巴结分区作为单位计时，其与增强

ＴＣ 扫描灵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根据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资料，有 ２２ 例患者更改临床治疗方案，占
４８ ９％ ，有 ３ 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灶，占 ６ ７％ 。 结论　 １８Ｆ⁃ＦＤＧ ＰＥＴ ／ ＣＴ 初诊宫颈癌有着较高的敏感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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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率，能够明确原发灶侵犯范围，检出淋巴结及远处器官转移，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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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疾病，宫颈癌具

有较高的发病率，且近年来其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势，
严重威胁着女性的生命安全［１］ 。 目前，临床中在对宫颈癌患者

进行治疗方案选择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是其临床分期，一般对于

ＩＢ 期以上宫颈癌患者可行手术治疗，基于这一需求，必须加强

对宫颈癌患者临床诊断，明确其病理分期及病理类型［２］ ，其对

于治疗方案选择及增强预后有着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ＰＥＴ ／ ＣＴ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术 ／计算机体层摄影术）技术在临床诊断

中得以应用，其能够对患者全身肿瘤代谢情况予以全面观察与

分析，帮助临床医师了解原发灶及全身肿瘤的分布情况与转

移、播散情况［３］ ，为探究其临床诊断价值，研究收集榆林市第一

医院 ４５ 例宫颈癌患者的病例资料予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榆林市第一医院诊治的 ４５
例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年龄范围 ２６ 岁 ～ ７１ 岁，年龄

（４９ ５ ± ６ ６）岁，病程范围 ２ 年 ～ １６ 年，病程（７ ２ ± ３ ２）年，所
有患者均接受 ＰＥＴ ／ ＣＴ 初诊。 纳入标准：①对所有入选病例给

予临床诊断及病理学检查，诊断结果与国际宫颈癌临床诊断标

准相符［４］ ；②该研究得到医学伦理会的认可，并征得了临床科

室的支持，入组患者均对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③生命体征平稳，不存在成像方面禁忌征。 排除标

准：①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及伴随心、肝、肾功能疾病者；②意识

模糊及精神紊乱者；③合并严重器质性病变者；④临床资料不

全者；⑤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５⁃７］ 。

１ ２　 研究方法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ＰＥＴ ／ ＣＴ Ｅｌｉｔｅ 扫描仪由美国 ＧＥ 公司提供。 在显

像前，指导患者禁食 １２ｈ，检查当日对患者的空腹血糖指标予以

检测，将其控制在 ４ ０ ｍｍｏｌ ／ Ｌ ～ ８ ０ｍｍｏｌ ／ Ｌ。 若患者空腹血糖

＞ ８ ３ｍｍｏｌ ／ Ｌ，给予皮下胰岛素注射。 对患者给予 ３ ８ ＭＢｄ ／ ｋｇ
～ ７ ４ＭＢｄ ／ ｋｇ １８ 氟⁃脱氧葡萄糖（派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专业

ＦＤＧ 多次试剂，模块型号为 ＰＥＴ⁃ＦＤＧ⁃ＩＴ⁃Ｎ，符合 ＧＭＰ 标准）静
脉注射，放化纯 ＞ ９５％ 。 指导患者在暗室内静卧休息，以 ２０ｍｉｎ
～ ４５ｍｉｎ 为宜，休息期间多饮水，一般为 ５００ ｍＬ ～ ７５０ｍＬ，确保

膀胱能够完全膀胱，不影响全身及脑三维 ＰＥＴ ／ ＣＴ 显像，也可以

通过速尿静推降低膀胱放射性。 检查期间指导患者采取仰卧

位，双臂呈自然状态放置身体两侧，保持平稳呼吸，扫描范围由

会阴部至头部。 将 ＣＴ 扫描参数设置为 １４０ｋＶ、１６０ｍＡ，准直器

宽度以 １６ｍｍ × １ ２５ｍｍ 为宜，螺距为 １ ３７５。 ＰＥＴ 扫描一般每

个床位扫描 ３ｍｉｎ，采用 ３Ｄ 模式进行采集，并采用迭代法实施重

建，根据 ＣＴ 图像矫正 ＰＥＴ 图像衰减。
１ ３　 图像分析与诊断标准

由 ３ 名 ～ ４ 名具有丰富临床工作经验的诊断医师阅片，采
用盲法阅片，先由 １ 名专业诊断医师勾画出 ＰＥＴ 图像感兴趣区

域，放射科专业诊断医师对 ＣＴ 图像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再对

ＣＴ 与 ＰＥＴ 融合诊断图片进行分析，最终结果由专业临床经验

＞ ２ 年的 ＰＥＴ ／ ＣＴ 诊断医师进行确认，采用 Ｗｉｚａｒｄ 工作站对病

灶最大标准摄取值进行自动计算。 ＰＥＴ ／ ＣＴ 诊断标准：ＰＥＴ 图

像上显示放射性增高灶定位于相应淋巴结短径 ＜ １ｃｍ 为阳

性［８⁃９］ ，诊断结果显示淋巴结摄取 １８Ｆ⁃ＦＤＧ 无增加即短径 ＞ １ｃｍ
为阴性。 ＣＴ 诊断标准：短径超过 １ｃｍ，增强扫描强化明显或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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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环形强化，中心位置存在低密度灶区域淋巴结显示为阳性，
短径低于 １ｃｍ 增强扫描呈现均匀强化或不存在强化区域淋巴

结表示为阴性［１０⁃１１］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ＰＥＴ ／ ＣＴ 诊断宫颈癌原发病灶分析

经过手术病理学证实，４５ 例患者中 ３４ 例为鳞癌，９ 例为腺

癌，１ 例为腺磷癌，１ 例为未分化癌。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病理学证实宫颈癌病理类型原发灶分析［ｎ（％ ）］

病理类型 例数 百分比

腺癌　 　
鳞癌　 　
腺磷癌　
未分化癌

９
３４
１
１

２０ ０
７５ ６
２ ２
２ ２

其中 ３７ 例患者接受手术治疗，５ 例患者行综合治疗，３ 例患

者未治疗。 ＰＥＴ ／ ＣＴ 显像真阳性 ４１ 例，其对原发灶诊断灵敏

度、特异度、准确率分别为 ９３ ２１％ 、７３ ２３％和 ９１ １１％ ，显著高

于同机增强 ＣＴ 诊断（χ２ ＝ ５ ７３２，Ｐ ＜ ０ ０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４５ 例患者经过病理证实肿瘤对临近子宫体部、阴道上段等

产生侵犯为 ９ 例，其在 ＰＥＴ ／ ＣＴ 图像上均得以清晰显示。 具体

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ＰＥＴ ／ ＣＴ 与同机增强 ＣＴ 诊断宫颈癌原发病灶灵敏度、特异度、准
确率比较 （％ ）

诊断方法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ＰＥＴ ／ ＣＴ
同机增强 ＣＴ

９３ ２１
７４ ５２

７３ ２４
５１ ４３

９１ １１
７７ ７８

　 χ２值
　 Ｐ 值

６ ８０４
＜ ０ ０５

２３ ６９４
＜ ０ ０５

９ ５４９
＜ ０ ０５

２ ２　 淋巴结转移分析

４５ 例宫颈癌患者中有 １６ 例出现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

３５ ６％ （１６ ／ ４５）。 ＰＥＴ ／ ＣＴ 显像短径 ＜ １ｃｍ 小淋巴结转移灶 ６
例，真阳性 １４ 例，假阳性 ２ 例，经过病理学证实为淋巴结炎性增

生，假阴性 ３ 例。 ＰＥＴ ／ ＣＴ 对区域淋巴结转移诊断灵敏度、特异

性。 准确性分别为 ７７ ５％ 、８８ ２％ 、８８ ９％ ，与增强 ＴＣ 扫描灵

敏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将淋巴结分区作为单位

计算诊断，３７ 例患者接受手术治疗，切取区域淋巴结 ３５２ 组，其
中 １１ 例 ２９ 组经过手术病理学证实显示淋巴结转移，主要集中

在髂内动脉区、髂外动脉区以及闭孔区，其中淋巴结直径 ＞
１ ０ｃｍ 为 １６ 组，淋巴结直径 ＜ １ ０ｃｍ 为 １３ 组。
２ ３　 ＰＥＴ ／ ＣＴ 现象对临床治疗方案决策的影响

经过 ＰＥＴ ／ ＣＴ 显像诊断，根据 ＰＥＴ ／ ＣＴ 影像资料，有 ２２ 例患

者影响资料显示存在肿瘤侵犯范围并发现转移灶，需更改临床

治疗方案，占比 ４８ ９％ ，临近子宫体部、阴道上段等产生侵犯为

９ 例，存在盆腔淋巴结转移 １６ 例，术后给予放疗治疗，有 ３ 例患

者出现盆腔外淋巴结 １８Ｆ⁃ＦＤＧ 高摄取，提示存在远处转移灶，
占比 ６ ７％ 。
3　 讨论

临床在治疗宫颈癌时首先要结合其临床病理分期制定相

应的治疗方案，临床中多采用 ＦＩＧＯ 对宫颈癌实施临床分析，其
需要进行相应的妇科检查，部分检查如淋巴结转移未纳入到分

期标准中，存在一定的缺陷［１２］ 。 近年来，ＰＥＴ ／ ＣＴ 在宫颈癌诊断

中得以广泛应用，其兼具 ＰＥＴ 功能成像及 ＣＴ 形态学成像的临

床优势，一方面能够对患者肿瘤位置以及所累及的组织范围进

行探查，另一方面能够帮助临床医师明确是否存在远处转移现

象，体现出较高的临床诊断价值。 该研究结果显示，ＰＥＴ ／ ＣＴ 诊

断宫颈癌原发灶灵敏度、特异性及准确率均显著高于同机增强

ＣＴ 扫描。 研究报道，ＰＥＴ ／ ＣＴ 对于 ＞ ＩＢ 期的宫颈癌具有较高的

灵敏度、特异度［１３］ ，该研究中 ＰＥＴ ／ ＣＴ 能够清晰地显示出肿瘤

对临近子宫体部、阴道上段的侵犯，同机 ＣＴ 仅能显示 ２ 例，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ＥＴ ／ ＣＴ 是功能影像技术与解剖成像技术

的有机结合，其能够将肿瘤边界及所累及范围进行清晰显示，为
肿瘤立体适形放疗提供指导，制定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外科手术

方案［１４⁃１５］ 。 针对 ＰＥＴ ／ ＣＴ 诊断假阳性的现象，需要综合多方面

考虑，首先，穿刺对宫颈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会导致炎症的产

生，引起代谢升高；卵巢及子宫内膜浓聚的情况下也会导致误

诊，建议在月经后 ３ｄ ～ ５ｄ 实施 ＰＥＴ ／ ＣＴ 显像［１６］ 。 目前，临床分

期并未纳入宫颈癌淋巴结转移，然而其对治疗方案选择以及患

者生存率的提升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ＰＥＴ ／ ＣＴ 对 ０ ５ｃｍ ～
１ ０ｃｍ 转移性小淋巴结具有较高的特异性，能够通过对小淋巴

结代谢状态的反映，判段是否发生早期淋巴结转移［１７⁃１８］ 。 该研

究中 ＰＥＴ ／ ＣＴ 诊断小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显著高于同机增强

ＣＴ 扫描，与此同时其还能够对未接受治疗的局部晚期宫颈癌进

行诊断，一旦患者丧失手术机会，还可以选择根治性放疗。 综上

所述，对宫颈癌患者给予 ＰＥＤ ／ ＣＴ 诊断，能够有效判断其临床分

期，便于及时调整临床治疗计划，增强患者预后。
另外，在宫颈癌诊断中要注意对肿瘤转移灶与炎性病灶的

鉴别，可结合患者病史及其他影像学资料，提升诊断正确性，帮
助鉴别诊断，从而确保治疗方案的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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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４ 联合 ＣＡ１２５ 检测在卵巢癌患者中的应用及诊断
价值研究
杨堃１ 　 魏佳希２△

１ 遂宁市中心医院妇产科，四川 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２ 遂宁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四川 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 ＨＥ４ 联合 ＣＡ１２５ 检测在卵巢癌患者中的应用及诊断价值。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遂宁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６８ 例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卵巢恶性肿瘤 ３０ 例，卵巢

良性肿瘤 ３８ 例，设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 ６０ 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 分别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ＥＬＩＳＡ）
法和化学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人附睾分泌蛋白 ４（ｈｕｍａｎ 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ＨＥ４）、糖类抗原

１２５（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１２５，ＣＡ１２５）水平，比较三组患者及不同病理分型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血清 ＨＥ４、
ＣＡ１２５ 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情况。 结果　 相比于卵巢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卵巢癌组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卵巢良性肿瘤组与健康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相比于混合型上皮癌、子宫内膜样癌及转移性癌，浆液性囊腺癌、黏液性囊腺癌血清 ＨＥ４、
ＣＡ１２５ 水平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血清 ＨＥ４ ＋ ＣＡ１２５ 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及

阳性预测值明显高于单用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单用血清 ＨＥ４ 和 ＣＡ１２５ 灵敏

度、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ＨＥ４ 联合 ＣＡ１２５ 检测有助于提高卵巢癌诊

断的敏感性和特异度，对鉴别诊断卵巢癌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延长患者生存期，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卵巢癌；人附睾蛋白 ４；糖类抗原 １２５；诊断价值；临床应用；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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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属于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三大恶性肿瘤之一，死
亡率居妇科恶性肿瘤的首位，生存率不足 １ ／ ３［１⁃２］ 。 近年来，其
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呈年轻化趋势。 卵巢癌临床症状不明显，超
过 ３ ／ ４ 的患者确诊时已处于癌症晚期，对患者生命造成严重威

胁，因此，及时、准确诊断具有重要意义［３⁃４］ 。 作为目前诊断卵

巢癌的主要肿瘤标志物，糖类抗原 １２５ （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ｔｉｇｅｎ
１２５，ＣＡ１２５）在肝硬化、乳腺癌、子宫癌等中均可出现 ＣＡ１２５ 异

常升高。 作为一种新型肿瘤标志物，人附睾分泌蛋白 ４（ｈｕｍａｎ
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４，ＨＥ４）的特异性和敏感性均优于 ＣＡ１２５，可
作为诊断卵巢癌的理想标志物。 本研究探讨 ＨＥ４ 联合 ＣＡ１２５
在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旨在寻找一种理想的诊断手段。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遂宁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６８
例卵巢肿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６８ 例患者均经穿刺活检或术

后病理确诊，其中卵巢恶性肿瘤 ３０ 例，排除严重内科疾病、肝肾

功能不全及其他恶性肿瘤者。 全部患者年龄范围 ２５ 岁 ～ ４９
岁，年龄（３５ ８ ± ７ ３）岁，浆液性囊腺癌 １１ 例，混合型上皮癌 ８
例，子宫内膜样癌 ６ 例，黏液性囊腺癌 ４ 例，转移性癌 １ 例，国际

妇科联盟手术病理分期（ＦＩＧ 分期，２０００ 年版）Ⅰ⁃Ⅱ期 １４ 例，
Ⅲ⁃Ⅳ期 １６ 例；卵巢良性肿瘤 ３８ 例，年龄范围 ２４ 岁 ～ ４６ 岁，年
龄（３５ １ ± ６ ８）岁，卵巢囊肿 ３１ 例，炎性包块 ４ 例，畸胎瘤 ３ 例。

另选取同期 ６０ 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 ２１ 岁 ～ ５５
岁，年龄（３６ ５ ± ７ ５）岁，均无严重心、肝、肾功能障碍及精神疾

病。 遂宁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对本试验方法进行讨论并通

过，患者或家属了解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采样及检测方法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 ５ｍＬ 空腹静脉血，３０００ｒ ／ ｍｉｎ 下离心

１０ｍｉｎ 取血清放于⁃２００Ｃ 冰箱中保存备用。 血清 ＨＥ４ 水平采用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ＥＬＩＳＡ）进行测定，试剂盒购自于瑞典康

乃格公司，在酶标仪（ＢｉｏＴｅｋ⁃ＥｌＸ８００ 型）上进行操作；采用化学

发光微粒子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 ＣＡ１２５ 水平，试剂盒购自于美

国雅培公司，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血清 ＣＡ１２５ ＜ ３５Ｕ ／ ｍＬ
为正常，≥３５Ｕ ／ ｍＬ 为阳性诊断标准， ＨＥ４ ≥７０ｐｍｏｌ ／ Ｌ 为阳性，
联合检测时任一指标高于正常值即定为阳性。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比较

卵巢癌组研究对象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明显高于卵巢

良性肿瘤组研究对象和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卵巢良性肿瘤组研究对象与健康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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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 。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１。

表 １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ＨＥ４（ｐｍｏｌ ／ Ｌ） ＣＡ１２５（Ｕ ／ ｍＬ）

卵巢癌组　 　 　 ３０ ３５０ ２ ± ８５ ３ａ ４６５ ８ ± ６４９ ２ａ

卵巢良性肿瘤组 ３８ ４５ ２ ± １３ ２ ３６ ７ ± １２ １

健康对照组　 　 ６０ ３８ ６ ± ９ １　 ２１ ６ ± ８ ２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健康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肿瘤患者不同病理分型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比较

两组肿瘤患者相对于混合型上皮癌、子宫内膜样癌及转移

性癌，浆液性囊腺癌、黏液性囊腺癌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显著

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浆液性囊腺癌、黏液性

囊腺癌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混合型上皮癌、子宫内膜样癌及转移性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卵巢囊肿、炎性包块、畸胎瘤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肿瘤患者不同病理分型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病理分型 例数 ＨＥ４（ｐｍｏｌ ／ Ｌ） ＣＡ１２５（Ｕ ／ ｍＬ）

卵巢癌组

　 浆液性囊腺癌 １１ ３７２ ８ ± ７２ ９ａｂｃ ５３２ ８ ± ８０ ２ａｂｃ

　 混合型上皮癌 ８ ２１６ ２ ± ９９ ２ ３６８ ２ ± ７２ ８

　 子宫内膜样癌 ６ ２３５ １ ± ９６ ２ ３７３ ２ ± ７３ １

　 黏液性囊腺癌 ４ ３６９ ２ ± ６８ ３ａｂｃ ５１６ ３ ± ７８ ２ａｂｃ

　 转移性癌 １ ２５１ ３ ± ９２ ５ ３４６ １ ± ８１ ９

卵巢良性肿瘤组

　 卵巢囊肿 ３１ ４５ １ ± ９ ３ ３５ １ ± ６ ２

　 炎性包块 ４ ４３ ６ ± ８ ６ ３２ ８ ± ９ ２

　 畸胎瘤 ３ ４２ １ ± ８ ０ ３１ ８ ± ９ 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混合型上皮癌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

示，与子宫内膜样癌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ｃ”项表示，与转移性癌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２ ３　 两组肿瘤患者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单独及联合检测对卵巢癌

的诊断比较

　 　 两组肿瘤患者血清 ＨＥ４ ＋ ＣＡ１２５ 诊断卵巢癌的灵敏度

（９３ ３３％ ）、特异度（９４ ７４％ ）及阳性预测值（９３ ３３％ ）明显

高于单用血清 ＨＥ４ 的（８３ ３３％ ）、（８９ ４７％ ）、（８６ ２１％ ） 及

ＣＡ１２５ 的（８０ ００％ ）、（８６ ８４％ ）、（８２ ７６％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单用血清 ＨＥ４ 和 ＣＡ１２５ 灵敏度、特异度及

阳性预测值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和表 ４。

表 ３　 两组肿瘤患者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单独及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结果比较

金标准
ＨＥ４

阳性 阴性

ＣＡ１２５

阳性 阴性

ＨＥ４ ＋ ＣＡ１２５

阳性 阴性

阳性 ２５ ４ ２４ ５ ２８ ２

阴性 ５ ３４ ６ ３３ ２ ３６

表 ４　 两组肿瘤患者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单独及

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效率比较

　 评价指标 ＨＥ４ ＣＡ１２５ ＨＥ４ ＋ ＣＡ１２５　

阳性预测值（％ ） ８６ ２１（２５ ／ ２９） ８２ ７６（２４ ／ ２９） ９３ ３３（２８ ／ ３０） ａｂ

阴性预测值（％ ） ８７ １８（３４ ／ ３９） ８４ ６２（３３ ／ ３９） ９４ ７４（３６ ／ ３８）

误诊率（％ ） １０ ５３（４ ／ ３８） １３ １６（５ ／ ３８） ５ ２６（２ ／ ３８）

漏诊率（％ ） １６ ６７（５ ／ ３０） ２０ ００（６ ／ ３０） ６ ６７（２ ／ ３０）

灵敏度（％ ） ８３ ３３（２５ ／ ３０） ８０ ００（２４ ／ ３０） ９３ ３３（２８ ／ ３０） ａｂ

特异度（％ ） ８９ ４７（３４ ／ ３８） ８６ ８４（３３ ／ ３８） ９４ ７４（３６ ／ ３８） ａｂ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 ＣＡ１２５ 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 ”项表示，与
ＨＥ４ 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卵巢是女性生殖系统中重要的生殖器官，位于盆腔深部，位
置特殊，一旦出现病变，临床症状极为隐蔽。 卵巢癌属于一种常

见的妇科恶性肿瘤，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及宫体癌，发病率

（１０ ９４ ／ １０ 万）和死亡率（７ ２８ ／ １０ 万）居于妇科生殖系统恶性

肿瘤的第二位和首位［５］ 。 卵巢癌早期症状较为隐蔽，目前尚无

有效早期诊断方法，约 ３ ／ ４ 的患者就诊时已出现盆腔外转

移［６⁃７］ 。 既往研究显示，Ｉ 期卵巢癌 ５ 年生存率超过 ９０％ ，ＩＩ 期
约为 ７０％ ，ＩＩＩ 期或 ＩＶ 期不足 １ ／ ３。 因此，寻找检测简便、诊断有

效的肿瘤标志物以提高卵巢癌诊断率，及时进行治疗和病情监

测，延长患者生存期意义重大［８］ 。
Ｂａｓｔ 于 １９８１ 年以单克隆抗体 ＯＣ１２５ 发现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２５ 由

此被广泛用于临床诊断［９⁃１０］ 。 作为一种高分子糖蛋白，ＣＡ１２５
可在癌变卵巢上皮细胞膜上表达，可用于卵巢癌的诊断，诊断敏

感性为 ４０％ ⁃５０％ 。 但 ＣＡ１２５ 水平与临床分期密切相关，且在

卵巢良性、肝癌、肺癌、乳腺癌、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结核、感染等

情况下亦会出现高表达，甚至在妊娠、月经等女性正常生理条件

下亦会升高。 与此同时，单用 ＣＡ１２５ 诊断卵巢癌阳性率不足 １ ／
５，联合超声检查等诊断技术阳性率也仅仅提高至 １ ／ ５。 因而用

于诊断卵巢癌具有较高的假阳性率，临床应用受到一定程度的

限制［１１⁃１２］ 。
人类附睾蛋白 ４ （ＨＥ４）属于一种蛋白酶抑制剂，首次由

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 等在人类附睾上皮细胞中发现，定位于染色体 ２０ｑ１２
～ ｑ１３ １，具有疑似胰蛋白酶抑制剂的特性，在正常卵巢上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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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不表达［１３］ 。 其可编码分泌小分子糖蛋白，具有保护机体免疫

功能作用，且与肿瘤侵袭、转移及预后等密切相关［１４］ 。 ＨＥ４ 在

健康人群和癌旁组织中无表达，低表达于良性肿瘤患者，高表

达于卵巢癌患者，且在早期卵巢癌组织中表达存在一定程度的

差异［１５］ 。 由于 ＨＥ４ 在卵巢浆液性癌中表达最高，而在前列腺

癌、胃癌、肝癌及结肠癌等恶性肿瘤中低水平表达，由此可知，对
于存在盆腔包块的患者检测血清 ＨＥ４ 水平有助于及时鉴别和

诊断卵巢癌。
诸多研究［１６⁃１７］ 指出，相比于血清 ＣＡ１２５，血清 ＨＥ４ 用于卵

巢癌早期诊断灵敏度和阳性率更高。 本研究将两种血清标志

物联合用于卵巢癌的诊断，结果显示卵巢癌组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显著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表明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在卵巢癌患者血清

中异常高表达，可用于诊断卵巢癌；另外，浆液性囊腺癌、黏液性

囊腺癌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明显高于混合型上皮癌、子宫内膜

样癌及转移性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表明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水平随卵巢癌病情的加重而呈升高趋势，可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患者病情进展情况；李青等［１８］ 研究指出，以健康对

照组为参考，ＨＥ４ 和 ＣＡ１２５ 联合检测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均

在 ９４％以上，明显高于 ＨＥ４ 和 ＣＡ１２５ 单独检测，本研究以卵巢

良性肿瘤组为参考，得到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 诊断卵巢癌灵敏度、
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分别为 ８６ ２１％ 、８３ ３３％ 、８９ ４７％ 及

８０ ００％ 、８６ ８４％ 、８２ ７６％ ，而两者联合检测灵敏度、特异度均

在 ９０％ 以上，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证实了联合诊断准确率更

高；单用血清 ＨＥ４ 和 ＣＡ１２５ 灵敏度、特异度及阳性预测值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可能与研究样本量偏少有关。 综上

所述，卵巢癌的早期诊断缺乏敏感而特异的血清标记物，在血

清 ＣＡ１２５ 检测基础上联用 ＨＥ４ 可有效弥补诊断的不足，充分发

挥两者在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中的优势，对鉴别诊断卵巢肿瘤具

有重要意义，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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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阴道镜诊断结果及对妇女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张黔１△ 　 汪晓菁２ 　 沈鹤萍２ 　 余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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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阴道镜诊断结果，以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对宫颈上皮内

瘤变的诊断工作，同时分析诊断对妇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以将有效依据提供给临床提升宫颈上皮内瘤变

患者的生活质量。 方法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海宁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４５３ 例行阴道镜检查

妇女作为研究对象。 对 ４５３ 例妇女阴道镜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照进行分析，并对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

的阴道镜图像、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前后的性生活质量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４５３ 例妇女病理确诊 ４２５ 例，诊
断符合率为 ９３ ８％ ，其中 ３４３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７ 例为宫颈湿疣，５４ 例为 ＣＩＮ，１１ 例为宫颈癌；阴道镜诊断

３４４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７ 例为宫颈湿疣，８０ 例为 ＣＩＮ，１２ 例为宫颈癌，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９９ ７％ 、１００ ０％ 、
６７ ５％ 、９１ ７％ 。 １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 例为宫颈癌，漏诊率为 ３ ６％ 。 ＣＩＮ５４ 例妇女中，ＣＩＮⅠ３５ 例，ＣＩＮⅡ１４
例，ＣＩＮⅢ５ 例，分别占总数的 ６４ ８％ 、２５ ９％ 、９ ３％ ；阴道镜图像醋酸白色上皮 ４７ 例，点状血管 ２４ 例，镶嵌

１７ 例，分别占总数的 ８７ ０％ 、４４ ４％ 、３１ ５％ ，其中 ＣＩＮⅢ妇女的阴道镜图像镶嵌比例显著高于 ＣＩＮⅠ、ＣＩＮ
Ⅱ，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 ＣＩＮⅡ妇女的阴道镜图像镶嵌比例又显著高于 ＣＩＮⅠ，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道镜图像醋酸白色上皮、点状血管比例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后的性渴望、性唤起、性润滑、性高潮、性满意评分均显著高于诊断

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性疼痛评分显著低于诊断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阴道镜诊断能够有效提升妇女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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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ｃｅｒｖｉｘ 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 ＣＩＮ）
属于宫颈癌的癌前期病变，要想对宫颈癌进行有效防治，关键

是要早期诊断与治疗 ＣＩＮ［１］ 。 本研究探讨了宫颈上皮内瘤样病

变的阴道镜诊断结果及对妇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海宁市中心医院收治

的 ４５３ 例行阴道镜检查妇女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所有妇女

均有白带异常或接触性出血、宫颈柱状上皮异位、白斑、慢性宫颈

炎等症状，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将缺乏完整临床资料

等妇女排除在外。 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２ 岁 ～７５ 岁，年龄（３６ ４ ±
６ ２）岁；产次范围 ０ 次 ～ ８ 次，产次（２ ６ ± ０ ５）次。 在宫颈柱状

上皮异位方面，１２０ 例为轻度，２５３ 例为中度，８０ 例为重度；在既往

史方面，３４ 例为 ＨＰＶ 感染史，２１ 例为宫颈癌家族史。
１ ２　 研究方法

采用标准光学阴道镜及图文管理系统 （德国 ＬＥＩＳＥＧ⁃
ＡＮＧ），窥器将宫颈暴露出来，棉球将宫颈表面的分泌物擦拭干

净，然后初步观察，之后将 ３％ 醋酸涂抹在宫颈表面，对宫颈柱

状上皮、鳞状上皮及转化区形态、颜色及血管变化进行仔细观

察，最后将碘液涂抹其上，首先进行阴道镜诊断，然后定位活检

１⁃４ 块可疑病变区，最后将其固定起来送病理检查，固定过程中

将福尔马林液充分利用起来。
１ ３　 观察指标

对 ４５３ 例妇女阴道镜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照进行分

析。 同时，对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道镜图像进行分析。 此

外，诊断前后分别运用女性性功能调查问卷（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ＦＳＦＩ）对 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的性生活质量进行调

查，该问卷共包含 ６ 个方面，即性渴望、性唤起、性润滑、性高潮、
性满意、性疼痛，妇女的性生活质量随着评分的提升而提升［２］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前后的性生活质量等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道镜图像等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 ｎ（％ ）表示；检验水准 α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４５３ 例妇女阴道镜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照

４５３ 例妇女病理确诊 ４２５ 例，诊断符合率为 ９３ ８％ ，其中

３４３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７ 例为宫颈湿疣，５４ 例为 ＣＩＮ，１１ 例为宫

颈癌；阴道镜诊断 ３４４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７ 例为宫颈湿疣，８０ 例

为 ＣＩＮ，１２ 例为宫颈癌，诊断符合率分别为 ９９ ７％ 、１００ ０％ 、
６７ ５％和 ９１ ７％ 。 １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 例为宫颈癌，漏诊率为

３ ６％ 。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４５３ 例妇女阴道镜诊断结果与病理诊断结果对照（ｎ）

阴道镜诊断
病理诊断

慢性宫颈炎 宫颈湿疣 ＣＩＮ 宫颈癌 合计

慢性宫颈炎 ３４３ ０ １ ０ ３４４

宫颈湿疣 ０ １７ ０ ０ １７

ＣＩＮ ２５ ０ ５４ １ ８０

宫颈癌 ０ ０ １ １１ １２

合计 ３６８ １７ ５６ １２ ４５３

２ ２　 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道镜图像比较

ＣＩＮ５４ 例妇女中，ＣＩＮⅠ３５ 例，ＣＩＮⅡ１４ 例，ＣＩＮⅢ５ 例，分别

占总数的 ６４ ８％ 、２５ ９％和 ９ ３％ ；阴道镜图像醋酸白色上皮 ４７
例，点状血管 ２４ 例，镶嵌 １７ 例，分别占总数的 ８７ ０％ 、４４ ４％和

３１ ５％ ，其中 ＣＩＮⅢ妇女的阴道镜图像镶嵌比例显著高于 ＣＩＮ
Ⅰ、ＣＩＮⅡ，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 ＣＩＮⅡ妇女的阴

道镜图像镶嵌比例又显著高于 ＣＩＮ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道镜图像醋酸白色上皮、点
状血管比例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

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道镜图像比较 ［ｎ（％ ）］

ＣＩＮ 分级 例数 醋酸白色上皮 点状血管 镶嵌

ＣＩＮⅠ ３５（６４ ８） ３０（８５ ７） １６（４５ ７） ４（１１ ４） ａ

ＣＩＮⅡ １４（２５ ９） １２（８５ ７） ７（５０ ０） ９（６４ ３） ｂ

ＣＩＮⅢ ５（９ ３） ５（１００ ０） １（２０ ０） ４（８０ ０） ａｂ

合计 ５４（１００ ０） ４７（８７ ０） ２４（４４ ４） １７（３１ 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 ＣＩＮⅡ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 ”项表示，与
ＣＩＮⅠ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３　 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前后的性生活质量比较

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后的性渴望、性唤起、性润滑、性高潮、
性满意评分均显著高于诊断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性疼痛评分显著低于诊断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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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前后的性生活质量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性渴望 性唤起 性润滑 性高潮 性满意 性疼痛

诊断前 ５４ ２ ５ ± ０ ９ ２ ４ ± ０ ２ ２ １ ± ０ ３ １ ９ ± ０ １ ３ １ ± ０ ５ ３ ２ ± ０ ７

诊断后 ５４ ２ ９ ± ０ ８ａ ２ ９ ± ０ ２ａ ２ ７ ± ０ ４ａ ２ ５ ± ０ ２ａ ３ ８ ± ０ ４ａ ２ ７ ± ０ １ａ

ｔ 值 ４ ３０３ ３ １８２ ２ ７７６ ２ ５７１ ２ ４４７ ２ ３６５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诊断前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相关医学研究表明［３⁃８］ ，ＣＩＮ 向宫颈癌发展的几率达到了

１５％ ，同时，ＣＩＮ 向宫颈癌发展的几率随着其级别的提升而提

升，因此，要想促进宫颈癌发生的减少，就应该对 ＣＩＮ 进行及早

诊断和处理。 本研究结果表明，４５３ 例妇女病理确诊 ４２５ 例，诊
断符合率为 ９３ ８％ ，其中 ３４３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７ 例为宫颈湿

疣，５４ 例为 ＣＩＮ，１１ 例为宫颈癌；阴道镜诊断 ３４４ 例为慢性宫颈

炎，１７ 例为宫颈湿疣，８０ 例为 ＣＩＮ，１２ 例为宫颈癌，诊断符合率

分别为 ９９ ７％ 、１００ ０％ 、６７ ５％ 、９１ ７％ 。 １ 例为慢性宫颈炎，１
例为宫颈癌，漏诊率为 ３ ６％ ，说明在 ＣＩＮ 的诊断中，阴道镜检

查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阴道镜检查指征、检查者熟练程度、阴道镜下常规活检情

况均对阴道镜下 ＣＩＮ 检出率造成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阴道镜

下 ＣＩＮ 具有多种多样的图像，其中最为多见的为醋酸白色上

皮，其出现几率随着 ＣＩＮ 分级的提升而提升，因此在 ＣＩＮ 的诊

断中，醋酸白色上皮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时，如果同时存

在镶嵌、点状血管，那么就更具有临床意义［９⁃１２］ 。 如果患者阴道

镜下出现醋酸白色上皮，则应该对其进行定位活检，进而将 ＣＩＮ
及时诊断出来，从而促进宫颈癌发生的有效减少［１３］ 。 相关医学

研究表明［１４⁃１７］ ，在 ＣＩＮ 的阴道镜图像中，８７ ８５％ 为醋酸白色上

皮图像，其中 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分别为 ８５ ７１％ 、８８ ８９％ 和

１００ ００％ 。 本研究结果表明，ＣＩＮ５４ 例妇女中，ＣＩＮⅠ３５ 例，ＣＩＮ
Ⅱ１４ 例，ＣＩＮⅢ５ 例，分别占总数的 ６４ ８％ 、２５ ９％ 、９ ３％ ；阴道

镜图像醋酸白色上皮 ４７ 例，点状血管 ２４ 例，镶嵌 １７ 例，分别占

总数的 ８７ ０％ 、４４ ４％ 、３１ ５％ ，其中 ＣＩＮⅢ妇女的阴道镜图像

镶嵌比例显著高于 ＣＩＮⅠ、ＣＩＮⅡ，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 ＣＩＮⅡ妇女的阴道镜图像镶嵌比例又显著高于 ＣＩＮ
Ⅰ，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不同 ＣＩＮ 分级妇女的阴

道镜图像醋酸白色上皮、点状血管比例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和上述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结果还表明，５４ 例 ＣＩＮ 妇女诊断后的性渴望、性唤

起、性润滑、性高潮、性满意评分均显著高于诊断前，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性疼痛评分显著低于诊断前，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说明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阴道镜诊断

能够有效提升妇女性生活质量。 但是，如果患者有宫颈管内病

变，那么阴道镜检查就具有局限性，这是应该将阴道镜检查和

颈管搔刮及细胞学检查等病理检查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诊

断准确率的有效提升［１８］ 。
总之，宫颈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阴道镜诊断能够有效提升妇

女性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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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在不孕症患者中的应用
研究
姜卫香△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院）超声医学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

【摘要】 　 目的　 分析经阴道 ３Ｄ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应用于不孕症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在浙江省中医院诊治的 ７５ 例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原发性不孕症 ４５ 例，继发性

不孕症 ３０ 例。 所有患者均行经阴道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检查，重建 ３Ｄ 图像并综合评估子宫腔结构和输卵

管的通畅性。 结果　 ７５ 例患者共检查 １４５ 条输卵管（５ 例患者因宫外孕切除一侧输卵管）。 ４４ 例（５８ ７％ ）
患者诊断为双侧输卵管通畅，１９ 例（２５ ３％ ）患者诊断为输卵管通而不畅，１２ 例（１６ ０％ ）患者诊断为输卵管

阻塞。 其中，２ 例患者合并子宫肌瘤，２ 例患者合并卵巢内膜异位囊肿，１ 例患者合并子宫腺肌症。 结论　 经

阴道 ３Ｄ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显示子宫结构和输卵管走行全面直观，是一种安全可行的不孕症影像学检查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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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不孕症的患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造成不孕症的

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子宫输卵管的异常［１］ 。 评估子

宫输卵管病变的传统方法主要有：碘油造影检查、输卵管通液

术和腹腔镜检查等。 但这些方法均存在诸多缺点［２⁃３］ ，如碘油

造影检查需在 Ｘ 线下进行，以便医生观察造影剂的弥散情况，
而且不能用于过敏体质患者中，这些因素大大影响其在临床上

的广泛应用和普及。 输卵管通液术主要依据液体在输卵管内

流动的声音来评估输卵管是否通畅，这种检查方法主观性较

大，而且也无法确定堵塞的具体部位。 虽然，腹腔镜是目前评估

输卵管通畅性的金标准，但属于侵入性检查，有创伤性，而且无

法明确宫腔内的病变。
近年来，３Ｄ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３Ｄ 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ａｌｐｉｎｇｏ⁃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 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３Ｄ⁃ＨｙＣｏＳｙ）成像技术日益成熟，逐渐成为用于

子宫输卵管病变检查的最具前景的技术［４］ 。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安全、
易行，无创、无辐射，注入宫腔的造影剂对闭合的宫腔和输卵管

起到一定的扩张作用，利用 ３Ｄ 成像技术能够评估宫腔和输卵

管的情况［５］ 。 ３Ｄ 超声和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的相结合，大大改

善了超声声像图的质量，并且明显提高了临床诊断特异性和敏

感性［６］ 。 近年来，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省中医

院）将阴道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技术应用于不孕症患者中，以评估宫腔

病变和输卵管的通畅性，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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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符合不孕症的诊断标准：同居不低于 ２ 年，未避

孕，生殖功能正常；性生活正常（其中原发性不孕症指婚后从未

受孕）；继发性不孕指曾生育或流产后，未避孕而又 １ 年以上不

再受孕。 年龄 ＞ １８ 岁；内分泌无异常；男方精液检查正常。 排

除标准：有精神、神经系统疾病；不能配合检查和不愿参加本研

究；有严重肝肾功能障碍；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患肿瘤。
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在浙江省中医院诊

治的 ７５ 例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原发性不孕症 ４５
例，继发性不孕症 ３０ 例。 患者年龄范围 ２６ 岁 ～ ３３ 岁，年龄

（２８ １ ± ５ １）岁。 病程（不孕时间）范围 １ ５ 年 ～ ５ ５ 年，病程

（２ ９ ± １ ８）年。
１ 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检查前均行血常规、白带和衣原体常规检查。 检

查于月经干净后 １ 周内进行。 取膀胱截石位，常规消毒后，将子

宫输卵管造影管（１２ 号）插入宫腔上部，向球囊内注入生理盐

水。 采用 ＧＥ 公司的 ＧＥ Ｖｏｌｕｓｏｎ Ｅ８ 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

行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检查，将探头（探头 ＲＩＣ５⁃９，频率 ６ ５ＭＨｚ）放入阴

道内，造影前行 ２Ｄ 超声检查患者子宫和附件的情况，然后在 ３Ｄ
模式下，向宫腔内缓缓注入 １０ ～ ２０ｍＬ 的 ＳｏｎｏＶｕｅ 造影剂（意大

利 Ｂｒａｃｃｏ 公司），当造影剂到达宫角时开始采集 ３Ｄ 容积数据并

启动 ３Ｄ 编码成像技术，同时观察宫腔是否粘连，畸形或存在占

位性病变等，观察造影剂在双侧输卵管内的流动情况，及其在

输卵管远段和盆腔内的充盈和弥散情况。 并根据造影剂在输

卵管内的充盈和弥散情况判断输卵管是否通畅。
１ ３　 输卵管通畅的判断标准和影像学特点

①双侧输卵管通畅：推动造影剂时无阻力，无反流，双侧输

卵管内造影剂填充弥散好，输卵管显影完整，卵巢周围环状强

回声带，子宫直肠窝和肠间隙可见强回声带。 ②单侧输卵管通

畅：推动造影剂时无阻力，无反流，单侧输卵管内造影剂填充弥

散好，输卵管显影完整，一侧卵巢周围可见环状强回声带，子宫

直肠窝和肠间隙可见强回声带。 ③输卵管通而不畅：推动造影

剂有部分阻力，有少量反流，宫腔内积聚较多造影剂。 显影不完

整，较细的输卵管，且走行迂回成团，卵巢周围、子宫直肠窝和肠

间隙可见强回声带。 ④输卵管阻塞：推动造影剂有较大阻力，且
反流较多。 ３Ｄ 成像显示宫腔饱满，且呈高回声。 输卵管显影不

完整，甚至不显影。 卵巢周围、子宫直肠窝和肠间隙未见强回声

带。 以提高输卵管阻塞诊断的准确性，这部分患者需再次注射

造影剂，根据三次结果评估输卵管通畅程度，
2　 结果

本组 ７５ 例患者均顺利完成经阴道子宫输卵管超声造影检

查，检查过程中，２ 例（２ ７％ ）患者出现下腹胀痛，停止注射造影

剂后半小时内均好转，其他患者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 ７５ 例患

者共检查 １４５ 条输卵管（５ 例患者因宫外孕切除一侧输卵管）。
４４ 例（５８ ７％ ）患者诊断为双侧输卵管通畅。
２． １　 双侧输卵管通畅

图 １ 为代表性图像，造影剂迅速弥散整个输卵管，输卵管双

侧走行呈自然弯曲状，早期 ３Ｄ 容积示输卵管伞端，造影剂呈团

状扩散，并迅速弥散于盆腔内。 １９ 例（２５ ３％ ）患者诊断为输卵

管通而不畅，其中 １２ 例为单侧输卵管通而不畅，７ 例为双侧输

卵管通而不畅。 具体结果详见图 １。
２． ２　 双侧输卵管阻塞

图 ２ 为代表性图像，双侧输卵管未见显影，可见有造影剂滞

留，若整条输卵管未见造影剂滞留，可判断宫角处发生梗阻。 １２
例（１６ ０％ ）患者诊断为输卵管阻塞，其中 ９ 例为单侧输卵管阻

塞，３ 例为双侧输卵管阻塞。 具体结果详见图 ２。
２． ３　 双侧输卵管通而不畅

图 ３ 为代表性图像，可见双侧输卵管细，管腔弯曲成角，走
行明显迂曲，无伞端的喷射状图像在输卵管阻塞的患者中，２ 例

患者合并子宫肌瘤，２ 例患者合并卵巢内膜异位囊肿，１ 例患者

合并子宫腺肌症。 具体结果详见图 ３。

图 １　 双侧输卵管通畅的代表性 ３Ｄ 重建图

图 ２　 双侧输卵管阻塞的代表性 ３Ｄ 重建图

图 ３　 双侧输卵管通而不畅的代表性 ３Ｄ 重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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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不孕症是育龄期女性的常见疾病，输卵管异常为其主要原

因之一。 评估输卵管的通畅性是诊断不孕症的常规方案，有利

于制定和优化治疗方法。 虽然，传统的诊断方法已在临床上应

用多年，但各有其不足之处，大大影响其在临床上的广泛应用，
而这些诊断方法的准确性，特异性和灵敏度均有待进一步提

高。 既往研究［７］报道碘油输卵管造影诊断输卵管堵塞的准确

率为 ８３％ ，但这种检查禁止用于碘过敏的患者，而且具有辐射

性。 腹腔镜检查是一种侵入性检查，不可作为常规的检查方法。
因此，寻找一种可靠、安全的方法迫在眉睫。

随着造影剂和成像技术的发展［８⁃９］ ，２Ｄ 子宫输卵管超声造

影大大提高了妇科疾病的检出率，而且检查过程安全，无需麻

醉和住院，但需要依赖检查者的技术和经验，而且此检查难以

获得整个输卵管全段图像。 而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技术克服这些缺点，
可自动获得子宫及输卵管的 ３Ｄ 立体结构图像，对操作者的经

验和技术的依赖性相对较小，而且图像可保存，便于后期通过

对子宫输卵管分段性诊断评价子宫异常和输卵管通畅性。 另

外，由于微泡造影剂和周围组织信号有明显的区别，能完全将

造影剂与周围组织区分，图像直观清晰。 本研究中，我们采用了

第 ２ 代超声造影剂 ＳｏｎｏＶｕｅ，并在 ３Ｄ 编码成像技术支持下进行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能够全程显示造影剂在输卵管内的流动情况。 另

外，３Ｄ 编码成像技术能够多方位显示输卵管的空间走行，对于

明显扭曲的输卵管可更好地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性。 Ｚｈｏｕ 等［９］

报道，３Ｄ 编码成像技术的准确率，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９０％ ，９３ ５％和 ８３ ７％ 。 本研究中，７５ 例患者（１４５ 条输卵管），
有 ６ 条输卵管于第 ３ 次注射造影剂时才显影，而且输卵管的部

分节段迂曲或较细，这可能是由于检查时，患者因为情绪紧张，
导致了输卵管痉挛，而放松后，输卵管痉挛消失，所以再次造影

又可见造影剂充填输卵管。 另外也可能是由于输卵管部分节

段不完全粘连，早期未显影，反复注入造影剂使粘连节段的输

卵管疏通而显影。 因此，多次注射造影剂后采集 ３Ｄ 容积图像

能够避免输卵管阻塞误诊，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此外，本研究中

有 １ 例患者因造影管插入宫腔过深至宫角内，从而引起对侧输

卵管不显影，适当调整球囊位置后，双侧输卵管均显影。 因此，
放置造影管不宜过深，球囊位置以接近宫底为佳［１０］ 。

另外，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检查不仅能够判断输卵管的通畅性，还能

够观察到子宫腔是否畸形，是否存在占位病变和粘连情况。 有

研究报道，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在诊断不同类型的子宫畸形方面与宫腔

镜及腹腔镜检查结果基本一致［１１］ 。 本研究中，２ 例患者合并子

宫肌瘤，２ 例患者合并卵巢内膜异位囊肿，１ 例患者合并子宫腺

肌症。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检查过程中不良反应较少，常见的并发症有恶

心、呕吐、盆腔痛、阴道出血等［１２］ 。 本组有 ２ 例患者在检查时有

下腹部疼痛的症状。 因此，我们认为造影剂推注的过程中，应当

遵守缓慢匀速的原则，以防止过大压力引起的迷走神经反射。

另外，应当依据宫腔容积选择球囊大小。 造影剂的量以清晰显

示输卵管为宜，注射 １ 次造影剂后，若双侧输卵管显示清晰即可

开始采集容积，以避免并发症的发生。
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检查结果的判断仍存在一定局限性，如无法判

断显影时管腔较细是因为输卵管本身原因，还是因为盆腔粘连。
另外，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对于盆腔粘连情况无法做出客观诊断。 然而，
本研究的病例数较少，而且对部分超声影像的分析和判断经验

不足，相信随着超声造影技术的不断发展，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检查能够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子宫输卵管碘油造影，甚至宫腔镜与腹腔镜

检查。
综上所述，３Ｄ⁃ＨｙＣｏＳｙ 检查是一种安全可靠、直观、准确评

估腔病变和输卵管通畅性的有效方法，有望成为不孕患者首选

的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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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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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水平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中检测的临床价值。
方法　 选取 １１２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为病例组，选取因男方少弱精子症需要进行夫精宫腔内人工

授精的妇女 ５０ 例为对照组，对比分析两组研究对象的氧化应激及 ＩＧＦ⁃Ｉ 等指标水平是否存在差异，以及相

关指标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促排卵及妊娠结局等的相关性。 结果　 病例组患者 ＳＯＤ 水平低于对照组

（６８ ６４ ± １２ ２２ｖｓ１１３ ６２ ± ２３ ６０μＵ ／ ｍｌ），血清 ＭＤＡ、 ＬＰＯ 、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 １ 水平高对照组（１３ ２５ ±
４ ６７ＶＳ６ ７ ３ ± ２ ７５ Ｕ ／ Ｌ、８ ３４ ± １ ２７ ＶＳ ３ ４８ ± ０ ６８μＵ ／ ｍｌ、２１１ ８６ ± ３２ ２７ ＶＳ １６１ ４８ ± ２１ ６８ Ｕ ／ Ｌ、
２６２ ８３ ± ２９ ９４ ＶＳ １４９ ３８ ± １２ ５０μｇ ／ 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病例组中排卵率以及妊娠率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 （７８ ５７ ＶＳ ９４ ００％ 、１５ １８ ＶＳ３６ ００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流产率及多胎率

高于对照组（４ ４６ ＶＳ ２ ００ ％ 、３ ５７ＶＳ ０ ． ００ ％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血清氧化应激 ＭＤＡ、
ＬＰＯ 、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 １ 水平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呈负相关相关（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７３１， － ０ ５６２， － ０ ６８９， － ７ ７８６； － ０ ６８５， － ０ ６８０， － ０ ７７６， － ０ ７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流产率以及早产率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 ６８７， ０ ６６４， ０ ６８５， ６ ０３８； ０ ５８７， ０ ６３４， ０ ５６４， ０ ６５６），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血清 ＳＯＤ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呈正相关（ ｒ ＝
７ ８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与流产率以及早产率呈正相关（ ｒ ＝ － ０ ８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临床妊娠组血清 ＭＤＡ，ＬＰＯ，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 １ 水平高于未妊娠组，而血清 ＳＯＤ 水平明显高于

未妊娠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结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与促排卵疗

效和妊娠结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上述指标可能在临床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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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ＣＯ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５０ ｗｏｍｅｎ ｎｅｅｄｉｎｇ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ｈｕｓｂａｎｄｓ′
ａｓｔｈｅｎ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ＩＧＦ⁃Ｉ ｌｅｖｅｌ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ｒｅｇ⁃
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ＣＯ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６８ ６４ ± １２ ２２） μＵ ／ ｍｌ ｖｓ （１１３ ６２ ± ２３ ６０） μＵ ／ ｍｌ］；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ＭＤＡ， ＬＰＯ， ＧＳＨ⁃Ｐｘ ａｎｄ ＩＧＦ⁃
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１３ ２５ ± ４ ６７） Ｕ ／ Ｌ ｖｓ （６ ７ ３ ± ２ ７５） Ｕ ／ Ｌ，
（８ ３４ ± １ ２７） μＵ ／ ｍｌ ｖｓ （３ ４８ ± ０ ６８） μＵ ／ ｍｌ， （２１１ ８６ ± ３２ ２７） Ｕ ／ Ｌ ｖｓ （１６１ ４８ ± ２１ ６８） Ｕ ／ Ｌ，
（２６２ ８３ ± ２９ ９４） μｇ ／ Ｌ ｖｓ（１４９ ３８ ± １２ ５０） μｇ ／ Ｌ］， 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１）．
Ｔｈｅ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ａｓｅ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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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５７％ ｖｓ ９４ ００％ ， １５ １８％ ｖｓ ３６ ００％ ），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ｂｏｒ⁃
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ｅｍｂｒｙｏｎｙ ｒａｔｅ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７８ ５７％ ｖｓ ９４ ００％ ， １５ １８％ ｖｓ
３６ ００％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Ｓｅｒｕｍ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ＤＡ， ＬＰＯ， ＧＳＨ⁃Ｐｘ
ａｎｄ ＩＧＦ⁃ 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ＣＯＳ （ｒ ＝
－ ０ ７３１， － ０ ５６２， － ０ ６８９， － ７ ７８６； － ０ ６８５， － ０ ６８０， － ０ ７７６， － ０ ７４２）， 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 ＜ ０ ０５）， ｂｕｔ ｗｅｒｅ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ｂｉｒｔｈ （ｒ ＝ ０ ６８７， ０ ６６４，
０ ６８５， ６ ０３８； ０ ５８７， ０ ６３４， ０ ５６４， ０ ６５６）， ａｌｌ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Ｓｅｒｕｍ
ＳＯＤ ｗａ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ｒａｔ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ＣＯＳ（ｒ ＝ ７ ８３４，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ｂｉｒｔｈ （ ｒ ＝ － ０ ８３４，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ＭＤＡ，
ＬＰＯ， ＧＳＨ⁃Ｐｘ ａｎｄ ＩＧＦ⁃ １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ｂｕｔ
ｓｅｒｕｍ ＳＯＤ ｌｅｖｅｌ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 ＜
０ ０１）．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ＩＧＦ⁃Ｉ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ＣＯＳ ｉ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ｈｅｒｅｂｙ ｗｉｔｈ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ｅｒ⁃
ｔｉｌｉ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ＣＯ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 ｏｖ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１（ＩＧＦ⁃Ｉ）； Ｐｒｅｇｎａｎ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 ｏｖ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妇科

临床常见的一类代谢性疾病［１］ ，同时 ＰＣＯＳ 也是导致育龄期妇

女无排卵性不孕的主要原因，目前的研究显示 ＰＣＯＳ 患者中有

９０％左右会发生不孕 ［２］ ，研究 ＰＣＯＳ 患者发病机制对治疗 Ｐ⁃
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大量研究证实氧化应激

水平及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均与 ＰＣＯＳ 的发生发展有密切相

关［３⁃５］ ，但是对于相关血清学指标是否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促排

卵效果及妊娠结局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目前罕有相关报道研

究，因此本研究对 １１２ 例 Ｐ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进行了相关研究。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定州市妇幼保健、河北省

第七人民医院和石家庄市第一医院诊治的 １１２ 例 ＰＣＯＳ 不孕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这 １１２ 例 Ｐ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设为病例

组。 纳入标准：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诊断标准采用 ２００３ 年鹿

特丹 ＥＳＨＲＥ ／ ＡＳＲＭ 标准［６］ ；同时满足下列 ３ 项中的两项且患

者近 ３ 月内未接受过促排卵治疗：稀发排卵或无排卵，临床症状

和 ／或生化检查提示雄激素过高，超声检查有多囊性卵巢， 一侧

或双侧卵巢内直径 ２ ｍｍ ～ ９ ｍｍ 的卵泡数量≥１２ 个，和 ／或卵

巢体积≥１０ ｍＬ。 排除标准：高泌乳素血症；甲状腺功能异常；
肾上腺皮质增生；分泌雄激素肿瘤；柯氏综合征。 同时将同期来

石家庄市第一医院就诊的年龄等一般资料匹配的因男方少弱

精子症需要进行宫腔内人工授精的妇女 ５０ 例设为对照组，两组

患者年龄等基线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

过，开始本研究。
１ 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于月经或黄体酮撤退性出血的第 ５ｄ 开始口服来

曲唑片（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ＨＩ９９９１００１，
２ ５ｍｇ ／片） ２ ５ ｍｇ ／ ｄ ～ ５ｍｇ ／ ｄ，连服 ５ｄ，第 １０ｄ 开始阴道 Ｂ 超监

测子宫内膜和卵泡发育，当最大卵泡的平均直径≥１４ｍｍ 时开

始监测尿 ＬＨ，直至出现尿 ＬＨ 峰，且卵泡直径≥１８ｍｍ 时，肌肉

注射 ｈＣＧ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０６７３ ，
２０００ＩＵ） ５０００ ＩＵ ～ １００００ＩＵ。 １ ｄ 后行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具
体采用密度梯度离心法对精液进行处理，处理后用一次性人工

授精管将其缓慢注入患者宫腔并抬高患者臀部 ３０ ｍｉｎ。
两组受检者均于注射 ＨＣＧ 日清晨空腹取静脉血 ３ｍｌ，

３０００ｒ ／ ｍｉｎ 下离心 ５ｍｉｎ 取血清保存于 ＥＰ 管中备用，保存温度⁃
８０℃，等待统一检测。 随访排卵结局及妊娠结局：随访两组患者

的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以及早产率等指标。
１ ３　 观察指标

氧化应激指标检测：丙二醛（ＭＤＡ）、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超氧化物歧化酶 （ ＳＯＤ） 以及晚期氧化蛋白产物

（ＡＯＰＰ）检测采用双抗体两步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试
剂盒均上海科兴生化试剂有限公司提供，操作过程严格按照说

明书进行。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ＧＦ⁃Ｉ）检测：采用 ＥＬＩＳＡ 进行

分析，试剂盒由上海易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操作过程严格

按照说明书进行。 随访排卵结局及妊娠结局：随访两组患者的

促排卵周期、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以及早产率等指标。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连续型资

料统计比较前予以正态性检验及采用 Ｌｅｖｅｎｅ 检验法进行方差

齐性检验。 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成组 ｔ 检验，以Ｍｅａｎ ± ＳＤ 表

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相关性关系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氧化应激及 ＩＧＦ⁃Ｉ 水平比较

病例组患者 ＳＯＤ 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血清 ＭＤＡ、 ＬＰＯ 、
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 １ 水平高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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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两组患者氧化应激及 ＩＧＦ⁃Ｉ 水平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ＭＤＡ（Ｕ ／ Ｌ） ＳＯＤ（μＵ ／ ｍｌ） ＬＰＯ（μｍｏｌ ／ Ｌ） ＧＳＨ⁃Ｐｘ（Ｕ ／ Ｌ） ＩＧＦ⁃１（μｇ ／ Ｌ）

病例组 １１２ １３ ２５ ± ４ ６７ ６８ ６４ ± １２ ２２ ８ ３４ ± １ ２７ ２１１ ８６ ± ３２ ２７ ２６２ ８３ ± ２９ ９４

对照组 ５０ ６ ７３ ± ２ ７５ １１３ ６２ ± ２３ ６０ ３ ４８ ± ０ ６８ １６１ ４８ ± ２１ ６８ １４９ ３８ ± １２ ５０

ｔ 值 ９ １７７８ １５ ５０１８ ２５ ３１０６ ９ ９８１８ ２５ ６８４６

Ｐ 值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２ ２　 两组患者促排卵疗效和妊娠结局的比较

病例组患者中排卵率以及妊娠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１），而流产率及多胎率高于对照

组患者，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促排卵疗效和妊娠结局的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排卵率 临床妊娠率 流产率 多胎率

病例组 １１２ ８８（７８ ５７） １７（１５ １８） ５（４ ４６） ４（３ ５７）

对照组 ５０ ４７（９４ ００） １８（３６ ００） １（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χ２ 值 ５ ９２４６ ８ ８４８１ ０ ２８５４ １ ８３０９

Ｐ 值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２９ ０ ５９３２ ０ １７６０

２ ３　 对照组患者与病例组患者促排卵及妊娠结局参数间相关性

对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促

排卵疗效和妊娠结局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氧

化应激 ＭＤＡ、ＬＰＯ、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１ 水平与多囊卵巢综合征不

孕症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呈负相关相关（ ｒ 值分别为 － ０ ７３１， －
０ ５６２， － ０ ６８９， － ７ ７８６； － ０ ６８５， － ０ ６８０， － ０ ７７６， －
０ ７４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与流产率以及早产率

呈正相关（ ｒ 值分别为 ０ ６８７，０ ６６４，０ ６８５，６ ０３８；０ ５８７，０ ６３４，
０ ５６４，０ ６５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血清 ＳＯＤ 与多

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患者排卵率、妊娠率呈正相关相关（ ｒ 值分

别为 ７ ８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与流产率以及早

产率呈正相关（ｒ 值分别为 － ０ ８３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２ ４　 不同妊娠结局 Ｐ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血清指标比较

根据治疗后妊娠情况，将 Ｐ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分为未妊娠组

和临床妊娠组，经过观察发现临床妊娠组患者血清 ＭＤＡ，ＬＰＯ，
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１ 水平高于未妊娠组患者，而血清 ＳＯＤ 水平明显

高于未妊娠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１）。 具

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不同妊娠结局 Ｐ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血清指标（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ＭＤＡ（Ｕ ／ Ｌ） ＳＯＤ（μＵ ／ ｍｌ） ＬＰＯ（μｍｏｌ ／ Ｌ） ＧＳＨ⁃Ｐｘ（Ｕ ／ Ｌ） ＩＧＦ⁃１（μｇ ／ Ｌ）

未妊娠组　 ９５ １８ ４５ ± ６ ９８ ５３ ３７ ± １３ ３４ １１ ３４ ± ２ ２２ ２５６ ３４ ± ３７ ２７ ２９３ ４２ ± ４３ ２３

临床妊娠组 １７ １１ ３３ ± ４ ６７ ７８ ５６ ± ２５ ４５ ７ ７８ ± １ ３４ ２０１ ４５ ± ２４ ６７ ２３４ ３４ ± ２３ ３４

ｔ 值 ４ ０３９１ ６ ０９５２ ６ ３９２１ ５ ８３６１ ５ ４７９６

Ｐ 值 ０ ０００１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3　 讨论

ＰＣＯＳ 的具体发病机制目前依然不十分清楚，胰岛素抵抗

（ＩＲ）和高雄激素血症是目前研究 ＰＣＯＳ 的重要的病理基础［７⁃８］ ，
但是胰岛素抵抗和高雄激素不能完全阐明 ＰＣＯＳ 的发病机制，
氧化应激不仅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而且与女性的多种生殖

道疾病有密切相关性［９］ ，氧化应激是指人体受到外部的有害刺

激后，机体应激性的产生一些氧化自由基，当这些氧化自由基

的产生超过了机体可以承受的范围，导致机体的抗氧化能力无

法清除这些氧化自由基时，机体的机体氧化系统和抗氧化系统

的平衡被破坏［１０⁃１１］ ，目前大量的研究显示，人体卵巢的卵泡微

环境内也存氧化应激的平衡状态，这种动态平衡与卵泡的成熟

密切相关，如果这种氧化活性氧表达增加（表现为 ＬＰＯ、ＭＤＡ 和

ＧＳＨ⁃Ｐｘ 等升高）和 ／或卵母细胞抗氧化能力下降（表现为 ＶＳＯＤ
等的下降），从而产生氧化应激损伤，使卵泡发育受损卵泡不能

成熟，患者可能出现月经紊乱、不孕，而这些特征与 ＰＣＯＳ 高度

符合。 由此推测，氧化应激极有可能是 ＰＣＯＳ 的发病机制之

一［１２⁃１４］ ．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多囊卵巢不孕症患者 ＳＯＤ 水平低

于对照组，血清 ＭＤＡ、ＬＰＯ、ＧＳＨ⁃Ｐｘ 和 ＩＧＦ⁃１ 水平高对照组，结
合以往的研究结果，本研究氧化应激反应与 ＰＣＯＳ 发表密切相

关。
在调节卵巢雄激素的形成过程中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ＩＧ⁃

Ｆｓ）的作用十分重要，ＩＧＦ⁃１ 能够诱导雄激素的分泌与合成，进
而通过增加雄激素的水平导致排卵功能受到影响［１５］ 。 ＩＧＦ⁃１ 与

卵巢维持正常的生殖功能相关，可通过激活以及加强卵泡的发

育，进而调节卵巢的生理功能［１６］ 。 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ＩＧＦ⁃１
在病例组患者血清中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由于 ＩＧＦ⁃１ 的

过度表达，导致卵巢增加了对黄体生成素的敏感性，增加了卵泡

募集的数目，雄激素的局部产生导致已经发育到某特定阶段的

卵泡停止或延迟发育，高浓度的 ＩＧＦ⁃１ 持续激活原始卵泡，最终

导致 ＰＣＯＳ 形成，故而推断 ＩＧＦ⁃１ 可能通过促进雄激素的合成

而参与 ＰＣＯＳ 的发病过程。
ＰＣＯＳ 患者排卵往往较少甚至不排卵，临床上也观察到部

分 ＰＣＯＳ 患者促排卵治疗反应欠佳，或受孕后早期流产率高，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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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 ＰＣＯＳ 患者体内促性腺激素的分泌以及微环境的改变有

关。 本研究对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与 ＰＣＯＳ 患者促排卵疗效

和妊娠结局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１ 排卵及临床妊娠，流产等情况密切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一

方面上述氧化应激特别是 ＩＧＦ⁃Ｉ 通过改变 ＰＣＯＳ 促性腺激素的

分泌，造成下丘脑促性腺激素对卵巢分泌激素的敏感性降低，
最终导致 ＰＣＯＳ 患者卵泡发育异常、卵裂和植入率降低、胚胎质

量低下，从而造成临床妊娠率较低，另一方面人体正常妊娠过

程中，氧化应激也是处于一种平衡状态，如果该平衡被打破，则
发生流产、早产等［１７⁃１８］ ，因此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与 ＰＣＯＳ 患者的

妊娠结局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血清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可能与 ＰＣＯＳ 发病密切相

关，并且上述指标可能影响促排卵治疗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在

ＰＣＯＳ 不孕症患者进行促排卵治疗过程中，对氧化应激和 ＩＧＦ⁃Ｉ
进展针对性的治疗，以提高促排卵治疗的妊娠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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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皮质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α 用药对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
不孕患者的疗效及其性激素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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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与分析糖皮质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ａ 用药对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疗效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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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激素的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 ２４１ 例轻度子宫内膜

异位症不孕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将其分为 Ａ 组（激素治疗组）８０ 例、Ｂ 组（ＧｎＲＨ⁃α 组）８０
例和 Ｃ 组（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α 组）８１ 例。 比较三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的免疫抗体指标和性激素水

平。 结果　 Ｃ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好于 Ａ 组和 Ｂ 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前，三组患

者的免疫抗体指标和性激素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后，Ｃ 组患者的免疫抗体

指标阳性率低于 Ａ 组和 Ｂ 组患者，Ａ 组患者低于 Ｂ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Ａ 组患

者血清 ＦＳＨ 和 ＬＨ 均低于 Ｂ 组和 Ｃ 组患者，血清 Ｅ２均高于 Ｂ 组和 Ｃ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 ０５）。 结论　 糖皮质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ａ 用药对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疗效较好，且对其性激素

影响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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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在临床中较为常见。 相关研究结果

显示，本类不孕可能与免疫等因素有关［１⁃２］ ，因此本类患者存在

较多免疫抗体指标阳性的情况。 在治疗过程中，对此方面的调

控尤为必要。 近年来，临床中关于糖皮质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ａ 用

药在免疫性不孕患者中的应用研究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对于子

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疗效及其性激素的影响研究却比较

匮乏，且此方面的研究争议也较为明显［３⁃４］ 。 本研究就糖皮质

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ａ 用药对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疗效

及其性激素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比较，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本院诊治的 ２４１ 例轻度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式的不同将

其分为 Ａ 组（激素治疗组）８０ 例、Ｂ 组（ＧｎＲＨ⁃α 组）８０ 例和 Ｃ
组（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α 组）８１ 例。 Ａ 组患者中，年龄范围 ２１ 岁

～ ４１ 岁，年龄（３１ ０ ± ６ ９）岁；不孕病程范围 １ ２ ～ ７ ５ 年，病程

（４ ２ ± １ ３）年；ｒ⁃ＡＦＳ 分期：Ⅰ期 ２４ 例，Ⅱ期 ５６ 例。 Ｂ 组患者

中，年龄范围 ２１ 岁 ～ ４２ 岁，年龄（３１ ３ ± ７ ０）岁；不孕病程范围

１ １ ～ ７ ６ 年，不孕病程（４ ３ ± １ １）年；ｒ⁃ＡＦＳ 分期：Ⅰ期 ２２ 例，

Ⅱ期 ５８ 例。 Ｃ 组患者中，年龄范围 ２２ 岁 ～ ４２ 岁，年龄（３１ ２ ±
７ ３）岁；不孕病程范围 １ １ ～ ７ ６ 年，不孕病程（４ １ ± １ ２）年；ｒ⁃
ＡＦＳ 分期：Ⅰ期 ２３ 例，Ⅱ期 ５８ 例。 三组患者的年龄、不孕病程

和 ｒ⁃ＡＦＳ 分期等数据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同时，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

意，并均签署相关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符合不孕标准者；Ｂ 超检查结果显示排卵及子宫

正常者；输卵管通畅者；配偶生殖方面检查正常者。
排除标准：并发其他生殖系统疾病者；伴有免疫性疾病和内

分泌疾病者。
１ ２　 治疗方法

三组患者均进行常规腹腔镜手术治疗，其手术方式相同。
在此基础上，Ａ 组患者于术后给予口服甲泼尼龙片。 从经期第

５ｄ 开始服药，４ｍｇ ／次，１ 次 ／ ｄ；同时，口服维生素 Ｃ、Ｅ，１０ｍｇ ／次，
２ 次 ／ ｄ；一个疗程持续 ２０ｄ，每个疗程间隔 ５ ～ ７ｄ，直至确诊妊娠

为止。 治疗期间同时进行隔绝疗法，夫妻生活中使用避孕套，避
免精子抗原对女性的进一步刺激。 Ｂ 组患者于术后第 １ｄ 给予

丙瑞林 ３ ７５ｍｇ、曲普瑞林 ３ ７５ｍｇ 或戈舍瑞林 ３ ６ｍ，２８ｄ ／疗程，
共 ３ 个疗程。 维持雌激素水平在 １１０ ～ １８０ｐｍｏｌ ／ Ｌ 范围内，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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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给予反向添加（补充雌激素 １⁃２ｍｇ ／ ｄ）。 Ｃ 组患者在 ＧｎＲＨ⁃
α 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口服甲泼尼龙片。 本研究所有患者术后均

接受 ３ 个月的系统治疗。 统计与比较三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妊
娠率、治疗前后的免疫抗体指标和性激素水平。
１ ３　 检测指标

于治疗前和治疗后 １ 个疗程、２ 个疗程分别采集患者的空

腹肘静脉血标本，采集量为 ５ ０ｍｌ。 将血标本离心后取血清部

分进行检测，检测指标为免疫抗体指标和性激素，前者包括抗

子宫内膜抗体（ＥＭＡｂ）、抗精子抗体（ＡｓＡｂ）、抗卵巢抗体（ＡＯ⁃
Ａｂ）和抗透明带抗体 （ ＡＺｐＡｂ），性激素包括卵泡生成激素

（ＦＳＨ）、黄体生成激素（ＬＨ）和雌二醇（Ｅ２），分别以电化学发光

法和酶联免疫法相关试剂盒进行对应指标的检测。
１ ４　 评价标准

经过 ２ 个疗程的治疗后，患者免疫抗体阳性全部转为阴性，
并且停药治疗后成功妊娠为治愈；经过 ２ 个疗程的治疗后，患者

免疫抗体阳性全部转为阴性为显效；经过 ２ 个疗程的治疗后，２
种及以上免疫抗体阳性的患者有 １ 项免疫抗体阳性转阴性为有

效；经过 ２ 个疗程的治疗后，患者的免疫抗体仍然呈阳性为无

效［５］ 。 （治愈 ＋显效 ＋有效） ／总例数 × １００％ ＝总有效率。

经过 ２ 个疗程的治疗后，血清 ＦＳＨ 和 ＬＨ 比治疗前有所下

降（数值均小于 １０ Ｕ ／ Ｌ），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为降调有

效；血清 Ｅ２比治疗前下降且具有统计学意义，为卵泡萎缩有效。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

料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 ＳＤ）表示，采用 ｔ 检验，重复测量的

计量资料进行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ｎ（％ ）］表
示，采用 χ２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Ｃ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好于 Ａ 组和 Ｂ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Ａ 组患者与 Ｂ 组患者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２ 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抗体指标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的免疫抗体指标阳性率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后，Ｃ 组患者的免疫抗体指标

阳性率低于 Ａ 组和 Ｂ 组患者，Ａ 组患者低于 Ｂ 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１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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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８０
８０
８１

６（７ ５）
８（１０ ０）

２０（２４ ７）

１２（１５ ０）
１２（１５ ０）
２４（２９ ６）

１７（２１ ３）
１８（２２ ５）
２４（２９ ６）

４５（５６ ３）
４２（５２ ５）
１３（１６ ０）

３５（４３ ８）
３８（４７ ５）
６８（８４ ０）

χ２Ａ组·Ｃ组值

ＰＡ组·Ｃ组值

χ２Ｂ组·Ｃ组值

ＰＢ组·Ｃ组值

χ２Ａ组·Ｂ组值

ＰＡ组·Ｂ组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２８ ２２３
＜ ０ ０５
２３ ７７６
＜ ０ ０５
０ ２２７
＞ ０ ０５

表 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抗体指标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时间 ＥＭＡｂ ＡｓＡｂ ＡＯＡｂ ＡＺｐＡｂ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８０

８０

８１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４０（５０ ０）
２４（３０ ０）
１８（２２ ５）
４２（５２ ５）
４２（５２ ５）
３６（４５ ０）
４１（５０ ６）
８（９ ９）
６（７ ４）

４０（５０ ０）
２６（３２ ５）
２０（２５ ０）
４４（５５ ０）
４４（５５ ０）
４０（５０ ０）
４３（５３ １）
１０（１２ ３）
６（７ ４）

２６（３２ ５）
１０（１２ ５）
８（１０ ０）

２６（３２ ５）
２６（３２ ５）
２６（３２ ５）
２８（３４ ６）
２（２ ５）
０（０） 　

２８（３５ ０）
１２（１５ ０）
１２（１５ ０）
２８（３５ ０）
２８（３５ ０）
２６（３２ ５）
３１（３８ ３）
２（２ ５）
１（１ ２）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χ２值
Ｐ 值

χ２值
Ｐ 值

χ２值
Ｐ 值

０ １０９
＞ ０ ０５
３４ ３９４
＜ ０ ０５
３０ ７８８
＜ ０ ０５

０ ４０９
＞ ０ ０５
３３ ０４７
＜ ０ ０５
３７ ０６０
＜ ０ ０５

０ １０４
＞ ０ ０５
２８ ２９３
＜ ０ ０５
３６ ７５１
＜ ０ ０５

０ ２５０
＞ ０ ０５
３０ ０８９
＜ ０ ０５
２９ １３０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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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后，Ａ 组患者血清 ＦＳＨ 和 ＬＨ 均低于 Ｂ 组

和 Ｃ 组患者，血清 Ｅ２均高于 Ｂ 组和 Ｃ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Ｂ 组和 Ｃ 组治疗前后对比，血清 Ｅ２均

有明显下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

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ＦＳＨ（Ｕ ／ Ｌ） ＬＨ（Ｕ ／ Ｌ） Ｅ２（ｐｍｏｌ ／ Ｌ）

Ａ 组

Ｂ 组

Ｃ 组

８０

８０

８１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６ ５２ ± １ １２
６ ６０ ± １ ０２
６ ７１ ± １ １５
６ ５７ ± １ ２０
７ ８４ ± １ ５６
８ １２ ± １ ７３
６ ６８ ± １ ２０
６ ９０ ± １ ６１
６ ２３ ± １ ８８

７ ３５ ± １ ２３
７ ２９ ± １ ３１
７ ２７ ± １ ２０
７ ４０ ± １ ３０
８ ９２ ± １ ４６
９ ２１ ± １ ６０
７ ３７ ± １ ２９
７ ９８ ± １ ５２
７ ３２ ± １ ６３

３３０ ４５ ± ２８ ９６
３１６ ７５ ± ２６ ４２
３０９ ８４ ± ２５ ９９
３３１ ６８ ± ２９ ２４
１７６ ９６ ± ２０ ４２
１６０ ４２ ± １８ ７２
３３０ １７ ± ２９ ６８
１８２ ７２ ± ２１ ０８
１６６ ３１ ± １９ ０２

治疗前　 　 　

治疗 １ 个疗程

治疗 ２ 个疗程

Ｆ 值

Ｐ 值

Ｆ 值

Ｐ 值

Ｆ 值

Ｐ 值

０ １０８
＞ ０ ０５
９ ４６０
＜ ０ ０５
９ ９８７
＜ ０ ０５

０ ５７９
＞ ０ ０５
１１ ３３５
＜ ０ ０５
１４ ０２８
＜ ０ ０５

０ ３０５
＞ ０ ０５
１２ ９７３
＜ ０ ０５
１３ ６６５
＜ ０ ０５

3　 讨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在临床高发，与其相关的不孕症也较为多

见，因此关于本类不孕症的诊断与治疗研究均多见。 有关研

究［６⁃７］显示，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导致的不孕患者可能还存在

免疫抗体阳性的情况，且其不孕的发生与此类抗体的表达有密

切关系，因此在本类不孕患者治疗过程中，相关调控也是重点

干预方面。 亦有研究显示，本类不孕患者的 ＥＭＡｂ、ＡｓＡｂ、ＡＯＡｂ
和 ＡＺｐＡｂ 等指标阳性率相对较高，尤其是存在创伤和流产史的

患者，其表达相对更高，这提示我们在治疗过程中对其阳性率

的控制需求［８⁃９］ 。 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的治疗中，ＧｎＲＨ⁃
α 是较好的药物之一，本药主要通过抑制内源性雌激素水平来

达到使子宫内膜蜕膜化和萎缩的目的，进而实现控制异位内膜

的目的，故其疗效较好。 但是，研究也普遍显示了其在提升妊娠

率方面的不足，这可能与其对生殖道炎性状态和免疫抗体调节

不佳等有关，因此在轻度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患者治疗的过程

中，采用有效的治疗方案十分必要［１０⁃１１］ 。 糖皮质激素应用在近

年来的临床研究中争议较大。 有关研究认为其辅助治疗效果

较好，对于控制生殖系统炎症等方面有较好的作用，同时有助

于调节免疫抑制作用；也有研究认为其在本类患者的妊娠率提

升方面作用并不明显［１２⁃１３］ 。
再者，性激素作为生殖系统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评估方

面，ＧｎＲＨ⁃α 对其影响较大，主要表现为对 ＦＳＨ 和 ＬＨ 的降调及

卵泡的萎缩［１４⁃１５］ 。 然而，在糖皮质激素加用的情况下，性激素

的变化研究尚十分匮乏。 本研究设计了 ３ 组用药方案，并对用

药后的性激素变化进行了比较。 可以看出，在单用糖皮质激素

时对 ＦＳＨ 和 ＬＨ 降调有作用而对萎缩卵泡作用较弱，而加用

ＧｎＲＨ⁃ａ 后则既有降调作用又有较强萎缩卵泡的作用，为卵泡

的重新启动做好准备。
本研究结果显示，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α 治疗轻度子宫内膜异

位症不孕患者的临床疗效好于单用激素或 ＧｎＲＨ⁃α，治疗后的

免疫抗体指标阳性率显著低于单用激素或 ＧｎＲＨ⁃α。 这说明激

素的加用有助于患者疾病状态的改善；同时，对于免疫抗体的调

节有着较好的作用，这为妊娠率的提升奠定了基础。 此外，对于

性激素的影响也有积极作用［１６⁃１８］ 。 因此，可以认为其在本类患

者中的应用效果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糖皮质激素联合 ＧｎＲＨ⁃α 用药在轻度

子宫内膜异位症不孕中的疗效较好，且对性激素影响也有积极

作用，因此应用价值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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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对于妊娠
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观察
叶晖　 王青　 扈玉婷　 程英祝△

宝鸡市中医医院产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更进一步对宫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对女性患者妊娠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情况进行探究。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宝鸡市中医医院生殖科诊治的 １１０ 例输卵管不孕女

性进行回顾分析。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及对每位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所行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均分至单一

宫腔镜下实施输卵管疏通治疗的单一组，与宫腹腔镜下联合输卵管疏通术治疗的联合组。 对不同治疗方案

下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术后妊娠与性生活治疗的疗效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结果　 不同腔镜下输卵管疏通

术不孕女性各围手术期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在术后 ６ 个月及 １２ 个月后，实施宫腹腔镜联

合治疗的联合组女性的妊娠率分别达 ３８ ２％ 、８０ ０％ ，远远高于单一组的 ２０％和 ４３ ６％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同时，联合组女性并发症率明显低于单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此外，研究结

果表明联合组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术后其性交愉悦评分、性欲评分、性心理以及性高潮等各项评分均远高

于单一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对于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实施宫腹腔镜联合治疗法能

够有效提升妊娠率及性生活质量，并降低并发症率，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性生活；不孕症；宫腔镜；疏通术；宫腹腔镜；输卵管；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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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上将男女双方在未采取避孕措施下同居 １ 年并行正常

性生活状态下而女性未受孕的病症统称为不孕症。 近年来，随
着人们工作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大，加之各类饮食安全及性传

播疾病的影响，使得我国不孕症患者越发增多。 临床研究已证

实在各类不孕症中，女方不孕是最主要的原因，约占全部不孕

的 ５０％ ，男性因素则占 ３０％左右，其余 ２０％ 则分别为双方共同

因素与其他因素所致。 而在女性不孕因素中因输卵管异常造

成的不孕占全部女性不孕因素的近 ３０％ ，因此，进一步探究输

卵管性不孕症的有效治疗手段十分必要［１］ 。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宝鸡市中医医院生殖科诊

治的 １１０ 例输卵管不孕女性进行回顾分析。 纳入标准：①通过

专项检查确诊为输卵管不畅或堵塞；②影像学监测均表明有排

卵且月经正常；③所有女性不孕时间均不低于 １２ 个月；④在经

医学手段促排卵治疗 ０ ５ 年后仍未妊娠［２］ 。 排除标准：①阴道

出血异常；②男性因素不孕；③合并严重基础性脏器病变；④盆

腔或生殖急性炎症。 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及对每位输卵管性不

孕症女性所行治疗方案的不同将其均分至单一宫腔镜下实施

输卵管疏通治疗的单一组，与宫腹腔镜下联合输卵管疏通术治

疗的联合组。 单一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 岁 ～ ４０ 岁，年龄（３０ ８ ±
２ ５）岁，不孕年限（５ ７ ± ２ ２）年，其原发、继发性不孕患者各有

３５ 例、２０ 例；联合组不孕患者年龄范围 ２１ 岁 ～ ３９ 岁，年龄

（３０ ７ ± ２ ４）岁，不孕年限（５ ６ ± ２ ３）年，其原发、继发性不孕

患者各有 ３７ 例、１８ 例。 两组不孕女性的年龄、不孕症状、不孕

年限及检查手段等一般信息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 ２　 研究方法

首选，于术前对 １１０ 例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均行统一的血

检、尿检、白带常规检查、肝肾功能检查以及凝血功能等各项检

查。 其次，在确保各项检查正常及每位患者月经干净 ３ｄ ～ ７ｄ 后

实施手术［３］ 。
单一组：对 ５５ 例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行单一宫腔镜下输卵

管疏通术进行治疗。 本次研究取沈阳医用光学仪器厂生产的

直径大小为 ７ｍｍ 的硬质弯管型宫腔镜进行手术治疗，膨宫介质

则取浓度为 ５％的甘露醇进行手术［４］ 。 而后令患者呈平卧位后

立即取其膀胱截石位，在进行有效消毒铺巾后随即将手术用窥

阴器置入，在将患者宫颈依次扩张后，慢慢将手术用弯管型宫腔

镜送至宫腔，密切观察术者宫腔情况，包括输卵管开口情况、宫
腔形态情况、卵巢情况以及内膜厚度等。 而后在术者两侧宫角

处准确找到输卵管开口，并将 １ ６ｍｍ 的医用塑料导管置入患者

的输卵管开口与输卵管间质部位，然后通过已插入导管将美篮

液体注 入， 然 后 在 观 察 每 位 术 者 的 输 卵 管 通 畅 度 后 将

２０ｍｌ０ ５％的甲硝唑（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４０２３９９２，厂家：亚
宝药业太原制药有限公司）及 ５ｍｇ 的地塞米松混合液（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Ｈ４１０２１０３８ （国家食药总局查询）；生产厂家：遂成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原天津药业集团新郑股份有限公司）加压

缓慢推注。 最后，每月通液 １ 次，不间断治疗 ３ 个月［５］ 。
联合组：５５ 例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在单一组宫腔镜的基础

上联合腹腔镜一同行输卵管疏通术进行治疗。 其中，本次研究

取日本 Ｏｌｙｍｐｕｓ 生产的电视腹腔镜系统进行手术。 行宫腹腔镜

联合输卵管疏通术时一般取气管插管静吸，同时复合全身麻醉，
在麻醉后密切监测术者各项生命体征，在确保无异常后同样取

膀胱结石位后，于其脐轮下侧将气腹针刺入以便形成人工气腹，
气腹形成后立即将腹腔镜置入，于腹腔镜可视情况下探明术者

子宫宫腔、输卵管以及盆腔、卵巢等状况，尤其是要观察输卵管

同四周组织有无粘连［６］ 。 与此同时，还应利用宫腔镜对术者进

行全面的宫腔检查，同样于输卵管开口将医用塑料导管插至输

卵管间质处，而后推注美篮液体，进而观察术者输卵管是否通

畅。 最后，探明术者输卵管是否有病变的发生，并于腹腔镜下行

卵巢、盆腔以及输卵管四周粘连术、输卵管伞成形术及输卵管造

口术，而后实施输卵管疏通术［７］ 。
１ ３　 观察指标

对不同腔镜手术方式下两组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的麻醉、
手术、住院时间以及术中出血量等四项手术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同时，对两组不孕女性术后半年内所发生的并发症等情况进行

对比分析，包括术后出血、低血压、术后感染以及低钠血症等情

况。 此外，还需对单一、联合两组不孕女性术后性生活质量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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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妊娠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本次研究取 ＢＩＳＦ⁃ｗ 量表（国际女性

性功能评分量表，ｂｒｉｅｆ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ＢＩＳＦ⁃
ｗ）进行分析，此量表包括性心理、性欲、性交程度以及性高潮等

四方面，分数同性生活好坏呈正相关。 而妊娠程度则依据每位

术者术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两个时间节点门诊复查情况为准进行

妊娠率统计［８⁃９］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两组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所产生数

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
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差异

无论在两组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的手术方面、住院时间方

面，还是在其麻醉用时、术中出血量等方面，单一组患者、联合组

患者两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手术指标差异（Ｍｅａｎ ± ＳＤ，分）

组别 例数
麻醉时间

（ｍｉｎ）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后住院时间

（ｄ）
术中出血量

（ｍｌ）

单一组 ５５ １１４ １ ± ３７ ３ ６６ ５ ± １１ ３ ６ ４ ± ２ ２ ２ ７ ± １ ０

联合组 ５５ １１５ ３ ± ３４ ８ ６３ ７ ± １０ ４ ６ ５ ± ２ １ １ ４ ± ０ ９

ｔ 值 ０ ３９３ ０ ８６８ ０ １３２ ０ ７４１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差异

单一组患者、联合组患者两组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术后并

发症率分别为 ２７ ２７％ （１４ ／ ５５）、７ ２７％ （４ ／ ５５），两者差异明显，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不同护理措施下股骨骨折镇痛护理效果差异［ｎ（％ ）］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 低钠血症 感染 低血压 总计

联合组 ５５ １（１ ８２） ０（０ ００） １（１ ８２） ２（３ ６４） ４（７ ２７）

单一组 ５５ ４（７ ２７） ３（５ ４５） ３（５ ４５） ５（５ ４５） １５（２７ ２７）

χ２值 — — — — ７ ８０９

Ｐ 值 — — — — ＜０ ０５

２ ３　 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差异

联合组患者的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术后性欲、性心理、性
交愉悦、性高潮各项评分分别为（３５ ２２ ± ７ １９）分、（４０ ９０ ±
４ １１）分、（４５ ５５ ± ６ ２３）分、（４０ ５９ ± ６ ７９）分，各项评分均远

远高于单一组患者评分，两组患者性生活质量评分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２ ４　 两组患者术后妊娠率差异

单一组患者术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妊娠率分别为 ２０％ （１１ ／
５５）和 ４３ ６％ （２４ ／ ５５），而宫腹腔镜联合手术的联合组患者术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妊娠率分别 ３８ ２％ （２１ ／ ５５）、８０ ０％ （４４ ／ ５５），两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不孕症女性术后性生活质量评分差异（Ｍｅａｎ ± ＳＤ，分）

组别 例数 性欲 性心理 性交愉悦 性高潮

单一组 ５５ ２５ ５５ ± ６ ４４ ３０ ６３ ± ７ １２ ３０ ５１ ± ６ １９ ２５ ４３ ± ６ ２１

联合组 ５５ ３５ ２２ ± ７ １９ ４０ ９０ ± ４ １１ ４５ ５５ ± ６ ２３ ４０ ５９ ± ６ ７９

ｔ 值 ９ ５５１ １２ ３６３ ７ １５３ ８ ５２２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3　 讨论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在育龄女性中不孕症占比已超过

１０％ ［１０⁃１１］ ，并仍随着国民性观念的改变及生活、工作方式的变

化，加之人工流产的日益增多均使得我国不孕症的发生率逐年

攀升［１２］ 。 不孕症的发生不仅对患者个人的身心健康带来了极

大的影响，而且极易引发家庭矛盾，进而增加社会矛盾的而出

现［１３］ 。 而在众多不孕因素中，女性输卵管性不孕占比突出［１４］ 。
本文就输卵管性不孕症临床治疗方案的临床疗效及其对不孕

女性性生活质量的影响情况进行探究［１５］ 。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输卵管性不孕症的治疗以开

腹手术疗法为主，但随着临床技术的不断发展，尤其是腔镜技术

的发展，陆续出现了经宫腔镜输卵管通液术及宫腔镜下输卵管

插管通液术、宫腹腔镜联合手术等［１６］ 。 尽管开腹手术具有直

观、效果佳等特点，但其创伤大，术后妊娠率低，现已很少应用此

疗法［１７］ 。 而宫腔镜下输卵管疏通术同宫腹腔镜下输卵管疏通

术是近年来应用最多的术式，但大量临床实践表明，不同腔镜下

手术方式在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术后妊娠及性生活质量方面

影响不同［１８］ 。 其中，宫腔镜能够对女性宫腔内病变及时诊断，
而腹腔镜则可以有效观察患者盆腔内内生殖器的形态、解剖结

构等，进而了解输卵管具体状况，便于诊治恢复患者盆腔内生殖

器的生理功能，进而有效提升妊娠率。 宫腹腔镜联合治疗方案

则兼具了宫腔镜、腹腔镜两者的优点，能够全方位地对女性患者

宫腔、盆腔以及生殖器等情况进行观察诊治，进而提升治疗效果

及术后妊娠率。
由上述研究结果可知，同单一宫腔镜下输卵管疏通术治疗

的单一组患者相比，行宫腹腔镜联合治疗的联合组患者不仅术

后妊娠率，而且各项性生活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单一组患者，两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同时，宫腹腔联合治疗组

其并发症率为 ７ ２７％ ，明显低于单一宫腔镜的 ２７ ２７％ ，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综上所述，对于输卵管性不孕症女性采取宫腹腔镜联合治

疗法能够有效提升妊娠率、降低并发症率、提升性生活质量评

分，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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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临床分析［Ｊ］ ． 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４，４１（１０）：４５⁃４７．
［４］ 　 谷保双． 宫腔镜手术治疗宫腔粘连临床效果观察及对预后影响

分析［Ｊ］ ． 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４，９（７）：１３２⁃１３３．
［５］ 　 邱兰，陈玉环，张慧莉，等． 宫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 ６０

例的疗效观察［Ｊ］ ． 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７，２８（４）：７２７⁃７２８．
［６］ 　 王玲丽，姚进利． 宫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的疗效研究

［Ｊ］ ． 实用妇科内分泌杂志：电子版，２０１６，３（２）：１２２⁃１２２．
［７］ 　 Ｃａｌｉｓｋａｎ Ｅ，Ｃａｋｉｒｏｇｌｕ Ｙ，Ｓｏｆｕｏｇｌｕ Ｋ，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ａｌｐｉｎｇ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
ｉｔ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Ｊ］ ．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Ｒｅｓ，２０１４，４０ （１０）：２１０４⁃
２１０９．

［８］ 　 路云． 宫腔镜与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 ６８ 例疗效观察

［Ｊ］ ． 中国继续医学教育，２０１４，６（８）：５６⁃５８．
［９］ 　 王洋，马彩虹，乔杰，等． 子宫内膜异位症合并内膜息肉宫、腹腔

镜联合手术后的自然妊娠结局［Ｊ］ ．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４，１４
（３）：２０７⁃２１１．

［１０］ 　 刘瑾，余志英，刘闽华，等． 腹腔镜下输卵管通液对输卵管性不孕

患者的诊断价值分析［ Ｊ］ ．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５，３０ （１７）：２７９６⁃
２７９８．

［１１］ 　 Ｂｅｋｉｅｓｉńｓｋａ⁃Ｆｉｇａｔｏｗｓｋａ 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ａｓ ａ ｎｏｎｉｎｖａ⁃
ｓ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ｅｘｔｒａｏｖａｒｉａｎ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ｏｗｎ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Ｊ］ ．

Ｇｉｎｅｋｏｌ Ｐｏｌ，２０１４，８５（９）：６５８⁃６６４．
［１２］ 　 徐晓雁，张春兰，汪玮，等． 宫腹腔镜联合手术治疗输卵管性不孕

症临床效果分析［Ｊ］ ． 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２，１０（１０）：１５２４⁃１５２６．
［１３］ 　 葛永勤，徐丽丽，李雪芬，等． 专项化护理干预对育龄期宫颈癌患

者术后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Ｊ］ ． 护理研究，２０１４，２０ （７）：２４４９⁃
２４５１．

［１４］ 　 Ｚｏｕ ＳＥ，Ｊｉｎ Ｙ，Ｋｏ ＹＬ，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ｕｂ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Ｊ］ ． 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Ｅｘｐ Ｍｅｄ，２０１４，７
（５）：１４１０⁃１４１６．

［１５］ 　 崔立新，张洲． 宫腹腔镜联合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对于妊娠与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Ｊ］ ．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９）：８０⁃８３．
［１６］ 　 王敏飞，刘丽国． 子宫输卵管造影与腹腔镜输卵管检查输卵管性

不孕症的临床分析［ Ｊ］ ． 医学影像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７ （４） ：７７９⁃
７８１．

［１７］ 　 侯爱贞，王利平． 永磁旋振治疗仪联合中药直肠滴入治疗输卵管

性不孕症疗效分析［Ｊ］ ． 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２５ （２） ：１３９⁃１４３．
［１８］ 　 钟沛文，张四友，朱敏珊． 宫腔镜、腹腔镜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的

效果及对妊娠结局的影响［ Ｊ］ ．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 （１６） ：
３９４３⁃３９４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１⁃１２）

【基金项目】 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Ｂ２０１２２４１６）
△【通讯作者】 纪道华，Ｅ⁃ｍａｉｌ：ｊｉｄａｏｈｕａ０８＠ １６３ 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１７ ·妇科与生殖医学·

凋亡抑制蛋白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与 Ｋｉ６７ 在无排卵性功血患者
子宫内膜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尚丽　 杜二球１ 　 李咏梅１ 　 纪道华２△ 　 李斌３

１ 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２ 十堰市郧阳区胡家营镇中心卫生院内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５３９
３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东风医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分析无排卵性功血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及其与预后的关系。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妇科诊治的 ５２ 例无

排卵性功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诊断性刮宫获得子宫内膜组织，并以取自同期因男方精液异常或因输卵管

性不孕行腹腔镜检查术的不孕患者的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组织作为对照组，采用 ＲＴ⁃ＰＣＲ、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免
疫组化检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及蛋白的表达情况，并分析免疫组化检测结果与预后的相关性。 结果　 两

组患者间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及蛋白的表达量相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阳性细胞率 ２６％ ⁃５０％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４２ ３１％和 ４６ １５％ ，所有病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表达均

为阳性，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染色强度最高的均为 ２ 分，分别为 ５１ ９２％ 和 ４６ １５％ ，免疫组化综合评分显示

研究组所有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表达均为阳性，两组患者间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免疫组化综合评分阴

性、 ＋ ＋ 、 ＋ ＋ ＋ 的比例相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阳性程度越高则治疗无效的比例也越高，阳性程度越低则治疗痊愈及显效的比例也越高。 结论　 无排

卵性功血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及蛋白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子宫内膜组织，并提示患

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与预后成负相关性。
【关键词】 　 无排卵性功血；子宫内膜组织；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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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Ｋｉ６７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ｂｏｔｈ ２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５１ ９２％ ａｎｄ
４６ １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ｔ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Ｋｉ６７ ｉｎ ａｌｌ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 ＋ ａｎｄ ＋ ＋ ＋ ，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Ｋｉ６７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ａｎｄ Ｋｉ６７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Ｋｉ６７；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简称功血） （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ＤＵＢ）是一种常见的妇科疾病，在更年期妇女中发病

率为 １０％ ［１］ 。 根据其发病机制，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无

排卵性功血，另一种是有排卵性功血，其中无排卵性功血占

８５％ ［２］ 。 无排卵性功血这种妇科疾病在更年期女性和育龄期

女性中比较常见，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发病机制，可能是由于内

分泌系统异常，引起的子宫出血和子宫内膜凝血机制异常，期
临床表现为经期不稳定，周期紊乱，经量时多时少和症状反复，
严重的化还会引起大出血，在临床治疗主要运用孕激素，对妇

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殖健康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３］ 。 本研究选

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在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

院附属人民医院）诊治的 ５２ 例无排卵性功血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 分析了这 ５２ 例患者的无排卵性功血子宫内膜组织中 Ｓｕｒ⁃
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的表达情况，并分析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的表达与预后

的相关性，以期为无排卵性功血患者的诊断和预后预测、评价

提供新的方法和指标。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十堰市人民医院（湖北医

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妇科诊治的 ５２ 例无排卵性功血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 诊断性刮宫时获得患者病变子宫内膜组织，所有

患者出血时间范围 ８ 天 ～ ３５ 天，时间（５１ ５８ ± ４ ４３）天。 对照

组的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组织取自同期因男方精液异常或因

输卵管性不孕行腹腔镜检查术的不孕患者。 所有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 岁 ～ ４８ 岁，年龄（３４ ５３ ± ５ ２７）岁，体重（５６ ４７ ± ５ ８５） ｋｇ。
所有患者均同意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十堰

市人民医院（湖北医药学院附属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纳入标准：年龄为范围 ２２ 岁 ～ ４８ 岁；术前妇科常规检查及 Ｂ 超

检测均未见器质性病变；无凝血障碍及全身性疾病史；术前 ６ 个

月内未使用性激素类药物。 排除标准：无法获取子宫内膜组织

者；并发艾滋病、肿瘤、心脑血管等严重疾病者；并发精神疾病

者；使用宫内节育器者。
１ ２　 研究方法

①分组情况：研究组子宫内膜组织为 ５２ 例，对照组正常增

生期子宫内膜组织为 ２２ 例，两组患者年龄分别为（３４ ５３ ±
５ ２７）和（３２ ９６ ± ６ ４６）岁、体重分别为（５６ ４７ ± ５ ８５ ｋｇ）和

（５４ ９２ ± ６ １３ ｋｇ），两组患者基本资料相比较差异均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显示两组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具

有可比性。 ②主要仪器：低温台式离心机（购自德国 Ｔｈｅｒｍｏ 公

司）； ＤＹＹ⁃６Ｃ 型高压电泳仪、ＤＺＹ⁃Ｅ５ 电转仪（购自北京六一仪

器厂）；⁃８０℃ 超低温冰箱、高压灭菌器 （购自日本 ＳＡＮＹＯ 公

司）；凝胶成像分析仪（苏净安泰公司）等。 ③所需试剂：ＲＮＡ 提

取试剂盒（由北京博凌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荧光定量

ＰＣＲ 试剂盒 （由北京达科为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ＳＤＳ⁃
ＰＡＧＥ 凝胶电游试剂盒（由上海生工生物有限公司生产）；反转

录试剂盒（由 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生产）；鼠抗人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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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羊抗鼠 ＨＲＰ 抗体（购自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其他试剂均为

分析纯试剂。
１ ３　 观察指标

①ＲＴ⁃ＰＣＲ 检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表达：使用 ＲＮＡ 提

取试剂盒提取子宫内膜组织的总 ＲＮＡ，使用反转录试剂盒对获

得的 ＲＮＡ 进行反转录，然后选 ＧＡＰＤＨ 为内参，利用 ＰＣＲ 检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的表达情况。 ②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检测 Ｓｕｒ⁃
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蛋白表达：使用血细胞裂解液提取总蛋白，吸取

１０μｌ 蛋白样品，加入 １０μｌ 的 ２ ×上样 Ｂｕｆｆｅｒ，混匀后加入到浓缩

胶的上样孔中，以 ６０Ｖ 的电压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 电泳完毕

后切下含有目的条带的凝胶，放入电转仪后放入 ＰＶＤＦ 膜进行

转膜。 转膜完后将 ＰＶＤＦ 膜取出冲洗干净，加入鼠抗人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抗体，放置在 ３７℃条件下反应 １２ｈ，洗涤后向溶液中加

入 ＨＲＰ 标记的羊抗鼠抗体，室温下反应 ６ｈ，洗涤后使用 ＤＡＢ 显

色试剂盒对 ＰＶＤＦ 膜进行显色。 使用凝胶成像分析仪对显色后

的 ＰＶＤＦ 膜进行拍照，并使用 Ｂａｎｄｃａｎ 软件进行灰度值分析。
③免疫组化检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蛋白表达：在获得两组患者子

宫内膜组织后使用 １０％ 甲醛固定，石蜡包埋后进行切片，然后

脱蜡，进行水化和抗原修复，分别加入鼠抗人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抗

体，放置在 ３７℃恒温培养箱内作用 ３０ ｍｉｎ，加入 ＰＢＳ 溶液清洗 ３
次后加入羊抗鼠 ＨＲＰ 抗体，加入 ＰＢＳ 溶液清洗 ３ 次后进行 ＤＡＢ
显色，使用苏木素复染，中性树脂封片，在显微镜下观察 Ｓｕｒ⁃
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的阳性染色表达情况。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主要存在和定位于胞

浆中，Ｋｉ６７ 主要存在和定位于细胞核中。 对阳性结果评分采用

半定量积分方法，最终结果 ＝ 染色强度 × 阳性细胞百分率。 最

终结果分数 ０ 分为阴性；１ 分 ～ ４ 分为弱阳性（ ＋ ）；５⁃８ 分为中

度阳性（ ＋＋ ）；９ 分 ～ １２ 分为强阳性（ ＋＋＋ ）。 在染色效果较好

的位置随机选取 ５ 个视野进行观察和阳性细胞计数，然后进行

阳性细胞百分率评分，阳性细胞百分率评分标准如下：阳性细

胞率≤５％为 ０ 分；阳性细胞率 ６％ ～ ２５％ 为 １ 分；阳性细胞率

２６％ ～５０％为 ２ 分；阳性细胞率 ５１％ ～７５％为 ３ 分；阳性细胞率

＞ ７５％为 ４ 分。 染色强度评分标准如下：黄色为 １ 分；棕黄色为

２ 分；棕褐色为 ３ 分。
１ ４　 评价标准

对所有患者经过治疗后 ３ 个月后的疗效情况进行评价，疗
效标准如下：在治疗 ３ 个月后，控制出血后连续 ３ 个月的月经周

期自觉症状消失，并恢复正常排卵为痊愈；控制出血后连续 ３ 个

月的月经周期基本恢复正常，但是经期仍会延长为显效；患者

经过治疗后出血量已经减少，自觉症状得到改善为有效；出血、
月经周期、自觉症状均未得到改善为无效［４］ 。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情况

采用 ＲＴ⁃ＰＣＲ 及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对两组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ｍＲ⁃
ＮＡ 及蛋白的表达量，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ｍＲ⁃
ＮＡ 及蛋白的表达量均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间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ｍＲＮＡ 及蛋白的表达量相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情况（Ｍｅａｎ ± ＳＤ）

检测项目 研究组（ｎ ＝ ５２） 对照组（ｎ ＝ ２２） ｔ 值 Ｐ 值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ＲＴ⁃ＰＣＲ ４ ５７ ± ０ ６３ １ １４ ± ０ １２ ２５ ２４７ ０ ０００
　 ＷＢ ３ ９８ ± ０ ７４ １ ０２ ± ０ ０７ １８ ６５３ ０ ０００
Ｋｉ６７
　 ＲＴ⁃ＰＣＲ ３ ３５ ± ０ ３６ １ ０９ ± ０ １１ ２８ ７８０ ０ ０００
　 ＷＢ ３ １６ ± ０ ２３ １ ０３ ± ０ ０８ ４２ ２２５ ０ ０００

２ ２　 两组患者免疫组化情况

对研究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免疫组化阳性细胞百分率情

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阳性细胞率 ２６％ ⁃
５０％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４２ ３１％ 和 ４６ １５％ ，其次为阳性细胞

率 ５１％ ～７５％的 ３ 分患者，所有病例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表达

均为阳性。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研究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免疫组化阳性细胞百分率情况［ｎ（％ ）］

蛋白 ０ 分 １ 分 ２ 分 ３ 分 ４ 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０（０ ００） ７（１３ ４６） ２２（４２ ３１） １７（３２ ６９） ６（１１ ５４）
Ｋｉ６７ ０（０ ００） ５（９ ６２） 　 ２４（４６ １５） １９（３６ ５４） ４（７ ６９） 　

对研究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免疫组化染色强度情况进行

统计，结果显示，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染色强度最高的均为 ２
分，分别为 ５１ ９２％和 ４６ １５％ 。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患者子宫内膜组织免疫组化染色强度情况［分，ｎ（％ ）］

蛋白 １ ２ ３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１２（２３ ０８） ２７（５１ ９２） １３（２５ ００）
Ｋｉ６７ １６（３０ ７７） ２４（４６ １５） １２（２３ ０８）

对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免疫组化综合评分情况进行统

计，结果显示，研究组所有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表达均为阳

性，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表达阳性 ＋ ＋ 比例最高，分别为 ６１ ５４％
和 ６３ ８５％ ，两组患者间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Ｋｉ６７ 蛋白的免疫组化综合评

分阴性、 ＋＋ 、 ＋＋＋的比例相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详细结果见表 ４。

表 ４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免疫组化情况［ｎ（％ ）］

检测项目组别 例数 阴性 ＋ ＋＋ ＋＋＋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研究组 ５２ ０（０ ００） ６（１１ ５４） ３２（６１ ５４） １４（２６ ９２）
　 对照组 ２２ １９（８６ ３６） ３（１３ ６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χ２值　 ６０ ４２ ０ ０６ ２３ ８５ ７ ３１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８０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７

Ｋｉ６７ 　
　 研究组 ５２ ０（０ ００） ９（１７ ３１） ２８（５３ ８５） １５（２８ ８５）
　 对照组 ２２ ２１（９５ ４５） １（４ ５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χ２值 ６９ ３ ２ １５ １９ ０６ ７ ９６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１４３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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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免疫组化检测与预后相关性

对研究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与预后

相关性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阳性程度越高则治疗无效的比例也越高，阳性程度越低则

治疗痊愈及显效的比例也越高，显示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与预后成负相关性。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５。

表 ５　 研究组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表达与预后相关性情

况［ｎ（％ ）］

检测项目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阴性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４（７ ６９） ２（３ ８５）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２（３ ８５） １１（２１ １５） １２（２３ ０８） ７（１３ ４６）
　 ＋＋＋ ０（０ ００） １（１ ９２） ３（５ ７７） １０（１９ ２３）
Ｋｉ６７
　 阴性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 ６（１１ ５４） ２（３ ８５） １（１ ９２） ０（０ ００）
　 ＋＋ ２（３ ８５） １３（２５ ００） ７（１３ ４６） ６（１１ ５４）
　 ＋＋＋ ０（０ ００） １（１ ９２） ３（５ ７７） １１（２１ １５）

3　 讨论

无排卵性功血主要是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功能调节或靶

细胞效应异常造成的，而多种因素均可能会导致无排卵性功

血，造成子宫内膜受单一雌激素刺激，并且缺乏或无孕酮对抗，
从而出现雌激素突破性出血或者撤退性出血。 有研究人员研

究分析后认为，是患者子宫内膜的雌激素、孕激素分泌的时间、
数量及两者的比例出现失调而造成的［５］ 。 从而造成患者出现

子宫不规则出现、月经周期紊乱、经期时间及经量不定、甚至大

量出血等症状出现，但一般无腹痛和其他不适症状。 如果出血

量较多或出血持续时间过长，则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贫血甚至

休克，严重影响患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６］ 。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基因是构成凋亡蛋白抑制因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研

究人员研究结果显示，在增殖期内，子宫内膜中的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ｍＲ⁃
ＮＡ 表达表达水平会持续按升高，在子宫内膜样腺癌中，随着组

织学分级的提高，表达水平也出现显著增长。 有研究人员经过

研究后表示，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在正常内膜阳性率方面，随着增生程度阳

性率的提高，其概率为 ６ ７％ ［７］ 。 表明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在功血状态下，
表达状态比较高，对于凋亡具有比较低的敏感性，因此增生和

凋亡处于失衡状态，再加上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表达缺乏周期性，造成子宫

内膜长时间处于低凋亡、相对高增生状态，通过对内膜细胞凋

亡进行抑制，促进内膜细胞快速增值，促进功血的进一步发生

和发展［８］ 。
近年来，相关研究结果显示，无排卵功血主要是受到激素

调节的影响，子宫内膜局部微环境出现变化［９］ ，子宫内膜局部

微环境主要包括：生长因子及其受体、细胞因子及其受体、血管

活性物质、细胞外基质及相关酶等，这些因素对于子宫内膜的

生长修复具有重要作用。 有研究指出，利用 ＲＴ⁃ＰＣＲ 法对子宫

内膜组织和子宫内膜样腺癌中的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ｍＲＮＡ 的表达进行检

测，结果显示，所有标本中都存在检测表达。 在增值期，子宫内

膜中表达水平也出现提高，子宫内膜样腺癌中，随着组织学分

级的提高，表达水平也出现增长［１０］ 。
相关工作人员研究发现，在无排卵性功出血患者子宫内膜

中，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的表达显著高于正常增生期子宫内膜，充分说明前

者腺上皮细胞的抑制凋亡作用明显高于后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过度表

达，会造成子宫内膜细胞凋亡和减少，进一步增加细胞数量，促
进子宫内膜出现增生，进一步验证了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对于细胞具有抑

制凋亡作用和促进增值作用，因此，子宫内内膜腺体上皮细胞所

具有的增殖和凋亡失衡作用，对于无排卵性功血的发生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１１］ 。
Ｋｉ６７ 属于一种核抗原，与细胞增殖具有紧密的联系，属于

一种 ３９５ＫＤ 的大分子蛋白，主要是由 ３ 万个碱基对编码而

成［１２］ ，在研究细胞增值活动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肿瘤生物

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除 Ｇ０ 期和 Ｇ１ 早期外，其他各期均

有 Ｋｉ ６７ 的表达，Ｍ 期达到高峰。 Ｋｉ６７ 抗原可以对肿瘤细胞的

增值活动做出直接的表达，与恶性肿瘤的发展、转移和预后具有

紧密联系［１３］ 。 近年来，相关学者经过研究指出，Ｋｉ６７ 能够有效

表达出肿瘤细胞的特点，主要包括分化低和增值快等。 属于肿

瘤早期发生发展的重要事件［１４］ 。 Ｋｉ６７ 指数（即 Ｋｉ６７ 阳性细胞

所占比例）能够准确体现正常细胞的增值情况，也能够体现出

肿瘤细胞的增生活性［１５］ 。
我们对无排卵性功血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量进行检测后显示，无排卵性功血患者子宫内膜组织中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量较正常人子宫内膜组织中的表达量明

显升高，很多患者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阳性率细胞较高，并
且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量越高，患者治疗效果越差，子宫内

膜组织中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量与无排卵性功血预后呈负

相关，所以我们认为，采用检测子宫内膜组织中 Ｓｕｒｖｉｖｉｎ 及 Ｋｉ６７
的表达量可以对无排卵性功血患者进行诊断和预测治疗预后

情况，为无排卵性功血的治疗提供新的辅助检测和预后预测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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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妇女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
结局的比较研究
董瑜１ 　 杨健红１ 　 姚毓筠１ 　 黄少坤２

１ 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产科，广西 梧州 ５４３００２
２ 钦州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广西 钦州 ５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高龄妇女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结局差异。 方法　 随机选

取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治疗的高龄产妇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非疤痕子宫

再次妊娠产妇各 １５０ 例，分别设为研究组和对照组。 比较两组人员的妊娠并发症、妊娠合并症、围生儿结局、
手术中出血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和恶露时间等的差异。 结果　 研究组和对照组产妇的羊水量异常、前置

胎盘、胎盘黏连、子宫肌瘤、手术中出血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和恶露时间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高龄妇女疤痕子宫再次妊娠比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风险性更高，产妇需要根据适

应症，合理选择顺产或剖宫产。
【关键词】 　 高龄妇女；疤痕子宫；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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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龄再次妊娠妇女又称高龄经产妇，指到达预产期时年龄

≥３５ 周岁，第 ２ 次或以上分娩的产妇。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

各年龄阶段女性生育率随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３
年，３５ 岁 ～ ４９ 岁女性生育率由 １７２ ／万增长到 ２５１ ／万［１］ 。 随诊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起“全面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大量的女性再

次生育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许多就是高龄妇女。 据美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２０１３ 年生育报告显示，美国 ２０ 岁 ～ ２９ 岁女性生

育率在下降，而 ３５ 岁 ～ ４４ 岁高龄女性的生育率在上升［２］ 。 生

育年龄推迟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剖宫术可以在短时间内结束分娩，且既能够避免分娩的剧

痛，又能够减少多种因素对产妇和胎儿的危害，深受产妇的青

睐［３⁃４］ 。 由于人们对剖宫产术的盲目推崇，选择剖宫产的产妇

比例越来越高，造成高龄产妇的疤痕子宫比例也越来越高。 其

中，许多产妇都是没有必要剖宫产的。 没有必要的剖宫产，既对

产妇的身体健康不利，又会在经济上造成浪费。 开展高龄妇女

疤痕子宫的再次妊娠与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结局对比研究，
对降低剖宫产率具有重要意义［５⁃６］ 。 本研究随机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治疗的高龄产妇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各 １５０ 例进行相关分

析和比较，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住

院分娩的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 １５０ 例高龄产妇设为研究组，其
年龄范围 ３５ 岁 ～ ４６ 岁，年龄（３７ ７ ± １ ６）岁；孕周范围 ３５ 周 ～
４２ 周，孕周（３８ ４ ± １ ９）周。 选择同期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

１５０ 例高龄产妇设为对照组，其年龄范围 ３６ 岁 ～ ４７ 岁，年龄

（３８ ２ ± １ ３）岁；孕周范围 ３４ ～ ４２ 周，孕周（３８ ２ ± １ ６）周。 两

组产妇年龄和孕周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有可比性。

入选标准：①年龄≥３５ 周岁的妇女；②第 ２ 次或以上分娩

的产妇。 排除标准：①盆腔或腹腔接受过其他手术者；②多胎妊

娠者；③患有慢性疾病者或合并其他系统严重疾病者；④药物

过敏者；⑤不同意和不配合者；⑥辅助生育技术助孕者；⑦资料

不全者。
１ ２　 研究方法

对高龄妇女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与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的

合并症及并发症、新生儿结局进行回顾性分析，比较两组产妇

数据之间的差异。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统计学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符

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不符合正态分布

的计量资料采用 Ｍｅｄｉａｎ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率

［ｎ（％ ）］表示。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的比较采用 ｔ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两组间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 α 取 ０ ０５。
2　 结果

２ １　 两组产妇妊娠并发症比较

研究组产妇羊水量异常、前置胎盘、胎盘黏连的发生率均

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研究

组产妇妊娠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胆汁内淤积症和胎

膜早破与对照组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产妇并发症比较［ｎ（％ ）］

　 　 妊娠并发症
研究组

（ｎ ＝ １５０）
对照组

（ｎ ＝ １５０）
χ２ 值 Ｐ 值

妊娠期高血压 １７（１１ ３） １９（１２ ７） １ ５６ ＞ ０ ０５

妊娠期糖尿病 ２８（１８ ７） ２５（１６ ７） ０ ９２ ＞ ０ ０５

妊娠期胆汁内淤积症 ５（３ ３） ３（２ ０） ２ ４１ ＞ ０ ０５

胎膜早破 １８（１２ ０） １６（１０ ７） １ １２ ＞ ０ ０５

羊水量异常 １９（１２ ７） ８（５ ３） ６ ３４ ＜ ０ ０５

前置胎盘 １２（８ ０） 　 ５（３ ３） ５ ６７ ＜ ０ ０５

胎盘粘连 １４（９ ３） 　 ６（４ ０） ４ ７６ ＜ ０ ０５

２ ２　 两组产妇妊娠合并症比较

研究组产妇子宫肌瘤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在慢性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甲
状腺功能异常、贫血等其他合并症方面，两组产妇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３　 两组围生儿结局比较

研究组和对照组围生儿结局中，有关巨大儿、胎儿窘迫、胎
儿生长受限、新生儿窒息、胎儿畸形和死胎方面的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表 ２　 两组产妇妊娠合并症比较［ｎ（％ ）］

　 妊娠并发症
研究组

（ｎ ＝ １５０）
对照组

（ｎ ＝ １５０）
χ２ ／ Ｆ 值 Ｐ 值

子宫肌瘤 １２（８ ０） ３（２ ０） ４ ２４ａ ＜ ０ ０５

慢性高血压 １０（６ ７） ９（６ ０） ０ ＞ ０ ０５

糖尿病 ０（０） 　 １（０ ７） — —

心脏病 ２（１ ３） １（０ ７） ２ ０１ ＞ ０ ０５

甲状腺功能异常 ２（１ ３） ３（２ ０） ０ ６６∗ ＞ ０ ０５

贫血 １６（１０ ７） １９（１２ ７） ０ １３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所采用的是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表 ３　 两组围生儿结局比较［ｎ（％ ）］

围生儿结局
研究组

（ｎ ＝ １５０）
对照组

（ｎ ＝ １５０）
χ２ ／ Ｆ 值 Ｐ 值

巨大儿 ６（４ ０） ５（３ 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５

胎儿窘迫 １４（９ ３） １２（８ ０） ０ ０４ ＞ ０ ０５

胎儿生长受限 ５（３ ３） ７（４ ７） ０ ０８ ＞ ０ ０５

新生儿窒息 ３（２ ０） ４（２ ７） ０ ７４ａ ＞ ０ ０５

胎儿畸形 ６（４ ０） ７（４ ７） ０ ＞ ０ ０５

死胎 ８（５ ３） ６（４ ０） ０ ０７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所采用的是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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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两组产妇手术中出血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和恶露时间

比较

　 　 研究组产妇手术中出血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多于对照组

产妇，研究组产妇恶露时间长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４　 两组产妇手术中出血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和恶露时间

比较［ｍｅｄｉａｎ（ ＩＱＲ）］

组别
手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

（ｍｌ）
恶露时间

（天）

研究组 ３８８ ６５（１４６ ４７） １３３ １０（６９ ７５） ２ ８１ ± ０ ４８

对照组 ２３１ ９３（９８ １４） ７５ ９２（４７ ０６） １ ５４ ± ０ ２１

Ｗ ／ ｔ 值 １９５４５ａ １８３０６ａ ３０ ４１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所采用的是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3　 讨论

现代社会竞争的加剧，生活节奏的加快，由于工作压力、经
济原因等导致的找对象难、结婚滞后、生育搁浅，造成高龄的产

妇比例越来越高。 加之“全面二孩”新政实施、离婚率和再婚率

增高等原因，再次妊娠的高龄妇女所占比例也不断升高。 再次

妊娠的高龄妇女是一组特殊的群体，随着年龄、孕产次增长，不
良妊娠结局有所增加［７⁃９］ 。 由于剖宫产能够缩短分娩时间，减
少产妇痛苦，导致社会盲目的推崇，使得我国近年来剖宫产率

随之增高。 而高龄产妇更加重视分娩过程中的安全性，担心阴

道分娩有更多不确定因素，故而选择剖宫产生产方式的更

多［１０⁃１３］ 。 ２０１２ 年，我国剖宫产率已经高达 ５０％左右。 世界卫生

组织把中国的剖宫产率和日本、韩国对比，结果发现，中国剖宫

产率最高，且明显高于日本和韩国［１４］ 。
本研究结果表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高龄产妇的羊水量异

常、前置胎盘、胎盘黏连、子宫肌瘤比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高龄

产妇的发生率更高。 这可能是由于胚胎不容易在子宫的疤痕

处着床，而在子宫下部着床，如此导致胎盘前置等的发生；疤痕

子宫的盆腔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导致大网膜、腹膜、子宫和附

件等盆腔组织和脏器粘连；子宫疤痕处功能层更薄甚至可能受

到破坏，胎盘会进一步向基底层植入去获得足够的营养，从而

出现胎盘粘连［１５⁃１６］ 。 子宫肌瘤是女性一种最常见的良性肿瘤，
好发于 ３０ 岁 ～ ５０ 岁妇女，而高龄孕产妇则是高发年龄段［１７］ 。
有关研究发现，高龄妇女疤痕子宫再次妊娠比非疤痕子宫再次

妊娠的子宫肌瘤发生率更高，这可能是由于疤痕子宫剖宫产手

术导致血液循环不良或机械性压迫以及周围环境的改变等因

素引起［１８］ 。 妊娠期子宫肌瘤可以导致流产、先露及胎位异常，
阻碍正常分娩，产后容易发生子宫收缩不良导致产后出血。 因

此，对妊娠合并子宫肌瘤孕妇应当加强监护，预防不良并发症

的发生。
本研究还发现，疤痕子宫再次妊娠高龄产妇的手术中出血

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和恶露时间均高于非疤痕子宫再次妊娠

高龄产妇。 其原因可能是剖宫产后出现疤痕，子宫切口处弹性

变差，疤痕子宫收缩功能减退，导致再次剖宫术术中切口更容

易被撕裂，胎盘容易粘连、植入子宫下段疤痕处，手术中剥离胎

盘时容易引起出血。
综上所述，高龄妇女疤痕子宫再次妊娠比非疤痕子宫再次

妊娠的风险率更高，遇到疤痕子宫高龄产妇，医生应该更加留

意，密切关注她们的羊水量异常、前置胎盘、胎盘黏连、子宫肌

瘤、手术中出血量、术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和恶露时间等情况，严防

意外发生。 此外，产妇在首次妊娠时，医生应当综合多方面因素

评估是否适合顺产，有顺产适应症的尽量建议产妇尝试顺产，同
时还要加强对孕妇和家属的宣教，降低社会因素导致的剖宫产，
减少疤痕子宫的出现，从而降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所引发的更

高风险的出现。

参 考 文 献

［１］ 　 梁朝霞，杜蒙恺，陈丹青． 高龄妇女再生育的产科合并症风险

［Ｊ］ ． 中国计划生育和妇科，２０１４，６（７）：７⁃９．
［２］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Ｈａｎｉｌｔｏｎ ＢＥ，Ｖｅｎｔｕｒａ ＳＪ，ｅｔ ａｌ． Ｂｉｒｔｈｓ：Ｆｉｎ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２０１３

［Ｊ］ ． Ｎａｔｌ Ｖ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 Ｒｅ，２０１５，６４（１）：１⁃６５．
［３］ 　 韩悦．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并发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妊娠结局分

析［Ｊ］ ．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５（１０）：１５６５⁃１５６７．
［４］ 　 钱慧．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二次剖宫产与非疤痕子宫剖宫产的对

比研究［Ｊ］ ． 河北医学，２０１３，４（６）：８２３⁃８２６．
［５］ 　 Ｌｉａｎ Ｆ，Ｗａｎｇ Ｙ，Ｃｈｅｎ Ｗ，ｅｔ ａｌ．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
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Ｊ］ ． Ｃａｒ⁃
ｄｉｏ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３５（２）：２８６⁃２９１．

［６］ 　 杨桂香． 剖宫产后疤痕子宫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临床探讨［ Ｊ］ ．
河北医学，２０１３，１１（４）：１６３９⁃１６４２．

［７］ 　 汪雪雁，张迅． 高龄孕妇的孕前与孕期保健［ Ｊ］ ． 实用妇产科杂

志，２０１３，２９（１）：７⁃９．
［８］ 　 唐中兰，张文静，韩钰，等． 高龄产妇剖宫产术后切口感染的危险

因素及预后分析［Ｊ］ ．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７（２２）：５２４０⁃
５２４２．

［９］ 　 徐瑾，陈淑梅，李国梅． 高龄产妇妊娠情况的临床研究［ Ｊ］ ． 当代

医学，２０１７，２３（３２）：８０⁃８２．
［１０］ 　 张蓉华，陈小海，危秀清，等． ５４７ 例高龄妇女妊娠情况分析［ Ｊ］ ．

海峡预防医学杂志，２０１２，７（１）：３４⁃３５．
［１１］ 　 阮焱，张为远． 剖宫产的现状及剖宫产率高居不下的原因［ Ｊ］ ． 实

用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１（４）：２４１⁃２４３．
［１２］ 　 李博雅，杨慧霞． 剖宫产后阴道分娩相关问题［ Ｊ］ ． 中国实用妇科

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８）：７４８⁃７５３．
［１３］ 　 汤斐，赵云． 剖宫产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子宫破裂风险防范［ Ｊ］ ．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８，３３（２）：４５７⁃４６０．
［１４］ 　 潘春煦，杨鹏． ４１１７ 例二次妊振合并疤痕子宫产妇剖宫产并发症

情况分析［Ｊ］ ． 山东医药，２０１４，５４（２）：３９⁃４０．
［１５］ 　 钟致向，蔡敏． 疤痕子宫妊娠孕晚期经阴道分娩的临床结局分析

［Ｊ］ ． 白求恩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１５（５）：５９１⁃ ５９２．
［１６］ 　 陶艳萍，张步振． 疤痕子宫阴道分娩的临床分析［ Ｊ］ ． 昆明医科大

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１２）：１３１⁃１３３．
［１７］ 　 孙彦飞，方浴娟，张薏女． 疤痕子宫再次妊娠二次剖宫产与非疤

痕子宫剖宫产的对比研究［Ｊ］ ．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６）：９３⁃９５．
［１８］ 　 Ｂｏｓｅｖ Ｄ，ｄｉｍｉｔｒｏｖ Ａ．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ｍｙｏｍａ ｄｉ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 ． Ａｋｕｓｈ Ｇｉｎｅｋｏｌ （Ｓｏｆｉｉａ），２００７，４６（５）：３⁃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２⁃０１）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６５　　　 ·

【基金 项 目 】 湖 北 省 卫 生 和 计 划 生 育 委 员 会 科 研 立 项 项 目

（ＷＪ２０１５ＭＢ００２）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１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剖宫产后瘢痕子宫妊娠早产经阴道分娩的可行性
与安全性
周艳１ 　 黄瑜１ 　 陈鸿雁２

１ 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武汉 ４３０１００
２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普爱医院，武汉 ４３００３４

【摘要】 　 目的　 评价剖宫产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经阴道分娩的风险和优势。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５８ 例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产妇的临床资料。
其中，随机抽取 ７９ 例经阴道分娩的产妇，设为观察组；随机抽取 ７９ 例剖宫产的产妇，设为对照 Ｂ 组。 同时，
随机选择同时期的非瘢痕子宫妊娠早产经阴道分娩产妇 ７９ 例，设为对照 Ａ 组。 比较三组产妇母婴结局。
结果　 观察组与对照 Ａ 组在产程时间、产后出血量、住院时间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入住监护室比例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观察组与对照 Ｂ 组产妇均无一例发生子宫破裂等严重不良事件。
两组孕妇在产后出血量、输血率、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和入住监护室比例等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Ｐ ＞ ０ ０５）；对照 Ｂ 组孕妇的产褥感染率明显高于观察组（１５ ０７％ ｖｓ ３ ０６％ ）（ χ２ ＝ ４ ６６８，Ｐ ＜ ０ ０５），住
院时间也长于观察组［（４ ３２ ± ０ ８３）ｄ ｖｓ（１ ３６ ± ０ ７４） ｄ］ （ ｔ ＝ １８ ０３４，Ｐ ＜ ０ ０５），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 结论　 对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产妇而言，阴道分娩是一种安全可行的分娩方式，值得推广。
【关键词】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阴道分娩；剖宫产；二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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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 ｃａｒｅ ｒｏｏｍ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ｂｌｏｏｄ ｔｒａｎｓｆｕ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ｒｅ ｕｎｉｔ （ａｌｌ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１５ ０７％ ｖｓ ３ ０６％ ） （χ２ ＝ ４ ６６８， Ｐ ＜ ０ ０５），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Ｂ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４ ３２ ±
０ ８３） ｄ ｖｓ （１ ３６ ± ０ ７４） ｄ］ （ ｔ ＝ １８ ０３４， Ｐ ＜ ０ ０５），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ｓ ａ ｓａｆｅ ａｎｄ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ｆｏ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ｃａｒｒｅｄ ｕｔｅｒｕ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ｔｏ ｂｅ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ｉｔｈ ｓｃａｒ ｕｔｅｒｕｓ；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ｈｉ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２０００ 年以后，剖宫产设备和操作技术日趋成熟，手术成功 率已经相当高，同时由于孕妇的主动诉求和医务人员本身水平

差异和医院经济效益考虑等因素，剖宫产率增长迅速［１］ 。 据我

国卫计委报道，目前国内剖宫产率高达 ３６％ ～ ５６％ ，华南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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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甚至达到 ７５％ ～８５％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我国全面实施

“二胎”政策，曾经接受过剖宫产手术的女性又有了生育需求，
临床上剖宫产后瘢痕子宫孕妇数量大量增加［３］ 。 瘢痕子宫再

次妊娠存在子宫破裂的致命风险，危及母婴生命安全，因而对

剖宫产术后再次妊娠阴道分娩 （ＶＢＡＣ，ｖａｇｉｎａｌ ｂｉｒｔｈ ａｆｔｅｒ ｃａｅｓａｒ⁃
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的可行性与安全性已经成为产科医生关注的热点问

题［４］ 。 本研究对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收治的剖宫产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产妇的临床资料进

行回顾性分析，为临床选择合适的分娩方式提供可信的参考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武汉市蔡甸区人民

医院诊治的 １５８ 例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产妇的临床资料。 其

中，随机抽取 ７９ 例经阴道分娩的产妇设为观察组；随机抽取 ７９
例剖宫产的产妇设为对照 Ｂ 组。 纳入标准：均仅有一次剖宫产

史，均采用子宫下段横切口方式且影像学检查愈合良好；单胎

孕妇；本次妊娠与上次剖宫产手术间隔 ３ 年以上；未到预产期且

有明显的早产征象的孕妇。 剔除标准：合并有妊娠期高血压疾

病、绒毛膜羊膜炎的孕妇［５］ 。 本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后实施，产妇及家属均对研究内容知晓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此外，随机选择同时期的非瘢痕子宫妊娠早产经阴道分娩产妇

７９ 例设为对照 Ａ 组。 三组产妇一般情况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１ ２　 观察指标

由主管护士详实记录各组产妇总产程时间、产后出血量和

输血率，子宫破裂率、产褥感染率和住院时间，新生儿窒息率、入

住儿科监护室比例的相关临床检查与检验资料，再由专人负责

校对数据。

表 １　 三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ｗ） 新生儿体质量

观察组

对照 Ａ 组

７９
７９

３０ １２ ± ５ ２３
２９ ２５ ± ５ １１

３３ ７８ ± ４ １２
３３ ４２ ± ３ ５５

２１０６ ６８ ± ６１２ ０８
２１４３ ６０ ± ６００ ３０

对照 Ｂ 组 ７９ ３０ ４２ ± ４ ３５ ３４ ５１ ± ４ ０４ ２０８８ ４５ ± ５７８ ４３

　 ｔ１值 ０ １７１ ０ ３５７ ０ ３４６

　 Ｐ１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ｔ２值 ０ ２８４ ０ ２３２ ０ ９４８

　 Ｐ２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注：ｔ１为观察组与对照 Ａ 组比较，Ｐ１ ＞ ０ ０５；ｔ２为观察组与对照 Ｂ 组

比较，Ｐ２ ＞ ０ ０５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将项目获得的原始数据输入 Ｅｘｃｅｌ 软件中，由专业的医学

统计员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处理。 产后出血量等计量资料以

（Ｍｅａｎ ± ＳＤ）表示，采用 ｔ 检验；输血率等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

示，采用 χ２ 检验。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数据处

理由 ２ 位研究者同时进行，以便核对校准。
2　 结果

２ １　 瘢痕子宫与非瘢痕子宫早产经阴道分娩母婴情况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 Ａ 组产妇在产程时间、产后出血量、住院时

间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入住监护室比例方面进行比较，其差异

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观察组与对照 Ａ 组产妇与新生儿情况比较 ［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组别 例数 产程时间（ｈ） 产后出血量（ｍｌ） 住院时间（ｄ） 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入住监护室率

对照 Ａ 组 ７９ ６ ３０ ± １ ０２ ３４０ ６７ ± ５７ ５６ １ ３７ ± ０ ２１ １４（１７ ７２） ４５（５６ ９６）

观察组 　 ７９ ５ ９８ ± ０ ８３ ３７１ ８４ ± ６３ ０８ １ ４２ ± ０ ３０ ９（１１ ３９） ４３（５４ ４３）

ｔ ／ χ２ 值 １ １３５ａ １ ２７１ａ ０ ８５２ａ ２ ２６２ｂ ０ ２１７ｂ

Ｐ 值 ０ ２６２ ０ ２１１ ０ ４０３ ０ １３１ ０ ６４２

　 　 注：标有“ ａ”项表示，采用 ｔ 检验；标有“ ｂ”项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２ ２　 瘢痕子宫早产经阴道分娩与剖宫产母婴情况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 Ｂ 组产妇均无一例发生子宫破裂等严重不

良事件。 两组孕妇在产后出血量、输血率、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和

入住监护室比例等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对照 Ｂ 组患者的产褥感染率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

（１５ １９％ ｖｓ ２ ５３％ ）（χ２ ＝ ４ ６７０，Ｐ ＜ ０ ０５），住院时间也长于观

察组患者［（４ ３２ ± ０ ８３）ｄ ｖｓ（１ ４２ ± ０ ３０）ｄ］ （ ｔ ＝ １８ ０３４，Ｐ ＜
０ ０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观察组与对照 Ｂ 组孕妇母婴情况比较 ［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组别 例数 产后出血量（ｍｌ） 输血率 产褥感染率 住院时间（ｄ） 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入住监护室率

观察组 　
对照 Ｂ 组

７９
７９

３７１ ８４ ± ６３ ０８
４１５ ８７ ± ７６ ２０

６（７ ５９）
７（８ ８６）

２（２ ５３）
１２（１５ １９）

１ ４２ ± ０ ３０
４ ３２ ± ０ ８３

９（１１ ３９）
８（１０ １３）

４３（５４ ４３）
４４（５５ ７０）

ｔ ／ χ２ 值 ０ ２５３ａ ０ ０１１ｂ ４ ６７０ｂ １８ ０３４ａ ０ ０７１ｂ ０ ０８７ｂ

Ｐ 值 ０ ８０２ ０ ９９３ ０ ０２３ ０ ０００ ０ ８１４ ０ ７７４

　 　 注：标有“ ａ”项表示，采用 ｔ 检验；标有“ ｂ”项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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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检索中外文报道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的相关文献，超过 ９０％
的方向均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足月产相关，而以瘢痕子宫再次

妊娠早产阴道分娩为研究方向的研究并不多见［６⁃７］ 。 赵薇等［８］

和陆宣平等［９］在文献中报道，相对于非瘢痕子宫妊娠早产，瘢
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经阴道分娩子宫破裂危险性上升 １８ ／ １０
０００，围产儿死亡比例上升 １４ ／ １０ ０００，需要行子宫切除病例增加

３０ ／ １０ ０００，而且一旦阴道分娩尝试失败，母婴生命安全受到严

重威胁，风险过大，因而在以往相当一段时间，相当比例的瘢痕

子宫再次妊娠早产孕妇以及产科医师往往首选再次行剖宫产

手术［１０⁃１１］ 。 然而，随着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研究的深入、自然分

娩监护技术的进步和急诊剖宫产手术的成熟，经自然产道分娩

的安全性大幅提升［１２］ 。 经自然产道分娩与剖宫产手术相比具

有创伤小、产后恢复时间短、费用低廉、新生儿过敏性疾病发病

率低等诸多优点［１３⁃１４］ 。 目前取得的共识包括［１５］ ：仅有 １ 次子宫

下段横切口剖宫产手术史，切口愈合良好，且没有明显阴道分娩

禁忌症的产妇，在全面充分的评估母体和围产期风险后，征得家

属及产妇本人同意后应当积极给予阴道试产机会。 ２０ 世纪末，
世卫组织联合我国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推广的爱母行动中也要求

提高 １ 次剖宫产史后阴道分娩率［１６］。 随着普通百姓对剖宫产手

术的进一步了解，认识到手术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在选择分娩

方式时更加理性，产妇本人及其家属更容易接受阴道分娩途径。
Ｍａｃ Ｄｏｒｍａｎ Ｍ 等［１７］和单丹等［１８］ 在文献里指出瘢痕子宫足月产

阴道试产成功率为 ５６ ７％ ～ ７９ ４％，推测这与早产新生儿孕周

小、胎儿体质量小有一定关系，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观察组与对照 Ａ 组产妇在产程时间、产后出血

量、住院时间及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入住监护室比例比较，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这提示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经

阴道分娩对母婴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愈合情况良好的瘢痕

子宫的产妇并不会延长产程及产后恢复时间，产后失血量也没

有明显增加，非瘢痕子宫妊娠早产母体的结局与瘢痕子宫再次

妊娠经阴道分娩孕妇基本一致。 而新生儿的结局主要与妊娠

周期相关，因在前期科学评估与产程监护条件下，瘢痕子宫再

次妊娠早产经阴道分娩子宫破裂一例都没有出现，瘢痕子宫的

因素并未增加新生儿的窒息率以及入住新生儿监护室比例。
观察组与对照 Ｂ 组产妇在产后出血量、输血率、新生儿窒息发

生率和入住监护室比例等方面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对照 Ｂ 组患者的产褥感染率明显高于观察组患者

（１５ １９％ ｖｓ ２ ５３％ ）（χ２ ＝ ４ ６７０，Ｐ ＜ ０ ０５），住院时间也长于

观察组［（４ ３２ ± ０ ８３） ｄ ｖｓ（１ ３６ ± ０ ７４） ｄ］ （ ｔ ＝ １８ ０３４，Ｐ ＜
０ ０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这提示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

产产妇进行了二次剖宫产，产妇及新生儿结局未获得改善，而
且，因为剖宫产手术的创伤，产褥感染发生率增加到 １５ １９％ ，
延长了住院时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产妇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

力。 而且二次剖宫产可能增加早产儿肺功能不良发生率，也会

增加产妇致命性产后出血、凶险性前置胎盘、胎盘植入等远期

并发症的罹患风险。 本研究结果与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Ｋ 等［１９］ 和朱庆

霞［２０］在文献中报道的基本类似。 所以，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

的产妇应该尽量避免二次剖宫产。
综上所述，剖宫产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产妇再分娩，

应当严格依据瘢痕子宫阴道试产的适应症和禁忌症筛选病例，

并在严密监护以及医院有条件行急诊剖宫产的情况下给予阴

道试产机会，相当比例的 ＶＢＡＣ 早产产妇均能够经过阴道安全

完成分娩，对于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早产产妇而言，阴道分娩是一

种安全可行的分娩方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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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ＨＣＧ 值在孕早期剖宫产瘢痕妊娠治疗方法选择
中的指导意义
张志革△ 　 高敏　 马琳　 韩越

邢台市第三医院妇科 ，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寻找一种简单、有效、便于开展的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ＳＰ）
的方法。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邢台市第三医院妇科诊治的 ２４ 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进

行回顾性分析。 入组的患者分为两组，实验组治疗前血 β⁃ＨＣＧ≤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对照组血 β⁃ＨＣＧ ＞ 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 首先给予药物治疗，１ 周后复查血 β⁃ＨＣＧ，降低后在超声引导下清宫，必要时给予宫腔压迫球囊止血。
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急诊手术率（药物治疗过程中和清宫术中）、球囊压迫率、出血量、住院天数、β⁃
ＨＣＧ 下降至正常时间、阴道流血时间、月经复潮时间。 结果　 实验组 ８ ３％ 的患者（１ ／ １２）用药后因肝功异

常行腹腔镜下 ＣＳＰ 病灶切除 ＋ 剖宫产瘢痕修补术。 １６ ７％ 的患者（２ ／ １２）药物治疗两个疗程，８ ３％ 的患者

（１ ／ １２）清宫术后宫腔压迫球囊止血。 清宫术中出血量 ３０ ｍｌ ～ １８０ｍｌ，７５％ 的患者（９ ／ １２）住院时间≤１０ｄ，
２５％的患者（３ ／ １２）住院时间 ＞ １０ｄ。 术后血 β⁃ＨＣＧ 降至正常的时间为 ２ ｗ ～ ４ｗ，术后阴道出血持续时间 １０
ｄ ～ ２０ｄ，月经复潮时间 ３０ ｄ ～ ５５ｄ。 治疗过程中无急诊手术发生。 与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结论　 以血

β⁃ＨＣＧ 值为 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 为临界值，甲氨蝶呤联合超声引导下清宫术 ＋ 球囊压迫治疗剖宫产瘢痕妊娠效果

确切，风险低，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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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Ｆｏｌｅｙ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ｕ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ｂｌｏｏ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ｓｔａｙ，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ｌｅｖｅｌ ｏｆ β⁃ＨＣＧ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ｄａｙｓ ｏｆ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８ ３％ （１ ／ １２）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ＣＳＰ ｌｅｓｉｏｎｅｃｔｏｍｙ ａｎｄ 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ｙ ｏｆ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ｄｕｅ ｔｏ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ｌｉｖ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６ ７％ （２ ／ １２） ｏｆ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ｔｗｏ 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８ ３％ （１ ／ １２）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ｌｅｙ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ｉｎｔｒａ⁃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ｂｌｏｏｄ ｌｏｓｓ ｗａｓ ３０⁃１８０ｍｌ， ｗｈｅｒｅ ７５％ （９ ／ １２）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ｄａｙｓ
ａｎｄ ２５％ （３ ／ １２）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１０ ｄａｙ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β⁃ＨＣＧ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ｗａｓ ２⁃４ｗｅｅｋ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ｌａｓｔｅｄ ｆｏｒ １０⁃２０ｄａｙ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３０⁃５５ｄａｙ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ｇｕｉｄｅｄ ｓ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ｅｔ⁃
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ｅｙ ｔａｍｐｏｎａｄｅ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ＭＴＸ）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剖宫产瘢痕妊娠（ＣＳＰ）是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之一，发病

率在 １ ∶ １８００ ～ １ ∶ ２２１６［１］ 。 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异位妊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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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 年由 Ｌａｒｓｅｎ 和 Ｓｏｌｏｍｏｎ 首次报道［２］ 。 近年来该病的发病

率在全球范围内呈迅速上升趋势，尤其是在中国。 这可能和剖

宫产率的增加、医务人员对 ＣＳＰ 的重视程度提高以及经阴道彩

色多普勒超声技术的应用有关［３⁃４］ 。 该病的主要并发症是子宫

破裂，大出血，失血性休克，危及患者生命［５］ 。 如何提高剖宫产

瘢痕妊娠早期诊断的准确性以及及时治疗、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是近年来临床医生研究的热点。 对 ２４ 例无大出血发生、子宫无

破裂风险的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以血 ＨＣＧ 值 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 作
为临界值，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经甲氨蝶呤保守治疗

后，在超声引导下行清宫术，根据术中出血多少采用宫腔球囊

止血，效果好。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邢台市第三医院妇科诊治

的 ２４ 例剖宫产瘢痕妊娠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 入组的患者肝

肾功能正常，无阴道大量出血及子宫破裂危险，无药物治疗的

禁忌证。 实验组血 β⁃ＨＣＧ≤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对照组血 β⁃ＨＣＧ 大

于 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两组患者妊娠囊的直径≤４０ｍｍ，彩色多普勒超

声提示子宫前壁下段点状血流，孕囊与膀胱之间肌壁厚度≥
３ｍｍ。 该研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许可。 患者具体情况

见表 １。
１ ２　 ＣＳＰ 的诊断标准［６］

１９９７ 年 Ｇｏｄｉｎ 等提出的超声诊断标准：①既往有剖宫产史

手术史；②有停经史，化验血 β⁃ＨＣＧ 升高；③经阴道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指标：宫腔及宫颈管内均无妊娠组织回声，原剖宫产

切口瘢痕出可见妊娠囊回声；④妊娠囊与膀胱之间子宫肌层缺

乏或连续性中断。
１ ３　 治疗方法

入组的患者均首先给予药物治疗，血 β⁃ＨＣＧ 下降后行超声

引导下清宫，根据清宫术中出血多少决定是否给予宫腔压迫球

囊止血。
１ ３ １　 药物治疗 　 甲氨蝶呤（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ＭＴＸ）是目前治疗

ＣＳＰ 最常用的药物，给药剂量：按 ５０ｍｇ ／ ｍ２计算，给药途径：甲氨

蝶呤溶于 ２０ｍｌ０ ９％ 氯化钠中，分臀肌内注射。 于用药后第 ４
到 ７ 天复查血 ＨＣＧ，术后第 ７ 天复查彩超、肝肾功能、血常规，

如用药后第 ７ 天血 ＨＣＧ 较前下降幅度不足 １５％ ，超声血流无

明显变化的患者，重复用药。 待血 ＨＣＧ 值开始下降，彩色多普

勒超声提示子宫前壁下段孕囊种植部位血流明显减少，行超声

引导下清宫术。
１ ３ ２　 超声引导下清宫术　 清宫前宫颈局部注射利多卡因针

１０ｍｌ，宫颈扩张器扩张宫颈至 ７ ５ｍｍ，７ 号金属宫腔吸引管在超

声引导下吸引宫腔一周，然后自宫腔退出至子宫下段时双折夹

闭一次性吸管，吸出妊娠组织。 超声观察宫腔积血的变化，并观

察阴道出血量。
１ ３ ３　 宫腔压迫球囊　 清宫术后观察 １０ 分钟，同时给予缩宫

素 ２０Ｕ ＋ ０ ９％氯化钠液 ５００ｍｌ 持续静点。 如 １０ 分钟内阴道出

血量小于 ２０ｍｌ 认定无需进一步处理，如出血量超过 ２０ｍｌ，宫腔

内放置 ２２ 号 Ｆｏｌｅｙ 氏双腔尿管，球囊内注水量为 １０ ～ １５ｍｌ，于
术后 ２４ｈ 后逐渐放出，同时超声观察宫腔积血及阴道流血量。
术中出血量用称重法计算：出血量（ｍｌ） ＝ （会阴垫湿重⁃会阴垫

干重） ／ １ ０５（血液比重）。
１ ４　 观察指标

术后每周复查血 β⁃ＨＣＧ，每 ４ 周复查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

声。 血 β⁃ＨＣＧ 值恢复正常、阴道流血停止、剖宫产切口瘢痕处

超声检查无异常回声，判定为治疗成功。 如治疗中或术后随访

出现血 β⁃ＨＣＧ 下降不理想，阴道淋漓出血不止需进一步采用其

他方法治疗时为失败。 同时对治疗过程中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率、急诊手术率（药物治疗过程中和清宫术中）、球囊压迫率、清
宫术中出血量、住院天数、ＨＣＧ 下降至正常时间、月经复潮时间

做了统计。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各时间段血 β⁃ＨＣＧ 水平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Ｐ ＜ ０ ０５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基本情况

研究中的 １２ 例均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在邢台市

第三医院妇科诊断为剖宫产瘢痕妊娠，并接受住院治疗的患者。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基本情况一览表

组别 例数 年龄（ｙｅａｒｓ）
孕龄

（ｄａｙｓ）
治疗前血 β⁃ＨＣＧ 水平

（ｍＩＵ ／ ｍＬ）
妊娠囊直径大小

（ｍｍ）

实验组 １２ ３２ ６ ± ３ ５ ５６ ９ ± １３ ９ ４１９９ ８ ± １２１３ ４ ２５ ８ ± ７ ２

对照组 １２ ３２ ８ ± ３ ４９ ５６ ０ ± １１ ３ ９７１１ ７ ± ２５６８ ３ ３０ ５ ± ４ ９２

ｔ 值
Ｐ 值

０ ９８４
０ ５５７

１ ９２９
０ １４６

３８ ７７９
０ ０００

３ １４９
０ ００９

２ ２　 实验组患者治疗结果分析

实验组 １２ 例患者给药次数不同，ＭＴＸ∗２ 表示给药两次；
而 １２ 例实验组患者清宫术均为超声引导下清宫术；ＬＳＣ 则表示

腹腔镜下 ＣＳＰ 病灶切除 ＋ 剖宫产瘢痕修补术。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２。

２ ３　 对照组患者治疗结果分析

实验组 １２ 例患者给药次数不同，ＭＴＸ∗２ 表示给药两次；
而 １２ 例实验组患者清宫术均为超声引导下清宫术；ＬＳＣ 则表示

腹腔镜下 ＣＳＰ 病灶切除 ＋ 剖宫产瘢痕修补术。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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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实验组 １２ 例患者治疗结果

病例 　 治疗方法
急诊

手术

血 β⁃ＨＣＧ 降至

正常时间

（ｗｅｅｋ）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阴道出血

持续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月经复潮时间

（ｄ）
合并症

１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３ ３０ ２０ １０ ３５ —

２ ＭＴＸ ＋ ＬＳＣ — ３ ５０ １０ １０ ４０ 肝功能异常：ＡＬＴ１２５Ｕ ／ Ｌ

３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２ ５０ １４ ９ ４５ —

４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２ １８０ １５ １３ ５０ 宫腔压迫球囊

５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４ ６０ １８ １０ ４６ —

６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３ ５０ １８ ９ ５５ —

７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３ ７０ ２０ １６ ３８ —

８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４ ７０ １４ ９ ３９ —

９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３ ８０ １３ ７ ３０ —

１０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３ ５０ １５ １７ ３７ —

１１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３ ８０ １８ ９ ４５ —

１２ ＭＴＸ ＋ 清宫术 — ４ １２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

表 ３　 对照组 １２ 例患者治疗结果

病例 治疗方法
急诊

手术

血 β⁃ＨＣＧ 降至

正常时间

（ｗｅｅｋ）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阴道出血

持续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月经复潮时间

（ｄ）
合并症

１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５ ５０ ２０ １６ ３５ ⁃

２ ＭＴＸ∗２ ＋ ＬＳＣ ⁃ ３ ７０ １０ １５ ４０ 肝功能异常择期手术 ＡＬＴ１０８Ｕ ／ Ｌ

３ ＭＴＸ∗３ ＋开腹手术 ＋ ５ ８０ １４ ２０ ４５ ⁃

４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６ １００ １５ ２３ ５０ 宫腔压迫球囊

５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４ ７０ １８ １５ ４６ ⁃

６ ＭＴＸ ＋ ＬＳＣ ⁃ ４ ６０ １８ １４ ５５ ⁃

７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３ ８０ ２０ １６ ３８ ⁃

８ ＭＴＸ∗３ ＋ 清宫术 ⁃ ４ ９０ １４ １８ ３９ 肝功能异常 ＡＬＴ９８Ｕ ／ Ｌ

９ ＭＴＸ∗２ ＋ ＬＳＣ ⁃ ５ ８０ １３ ２５ ３０ ⁃

１０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３ ６０ １５ １２ ３７ ⁃

１１ ＭＴＸ∗２ ＋ 清宫术 ⁃ ４ ８０ １８ １５ ４５ ⁃

１２ ＭＴＸ ＋ 开腹手术 ＋ ４ ２５０ １０ １４ ３０ 宫腔压迫球囊失败

２ ４　 实验组与对照组 ２４ 例患者治疗结果对比分析

两组患者的年龄、孕龄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分

别为 ０ ５５７、０ １４６）。 剖宫产手术史均为 １ 次 ～ ２ 次。 治疗前对

照组患者的血 β⁃ＨＣＧ 值，妊娠囊直径明显高于实验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所有患者入院后排除用药禁忌

证后给予甲氨蝶呤（ＭＴＸ）分臀肌内注射。 实验组 ８ ３％ （１ ／ １２）
的患者术后一周复查血 ＨＣＧ 下降不明显，出现转氨酶（ＡＬＴ）升
高，择期行腹腔镜下 ＣＳＰ 病灶切除 ＋ 剖宫产瘢痕修补术。 另外

１１ 位患者均在两个疗程以内血 ＨＣＧ 下降。 （对照组）患者需用

药 ２ 个 ～ ３ 个疗程才出现血 ＨＣＧ 明显下降，对照组 １６ ７％的患

者（２ ／ １２）因清宫术中出血量多行急诊手术，１６ ７％ 的患者（２ ／
１２）药物治疗后血 ＨＣＧ 降低不明显，并出现谷丙转氨酶升高，择
期手术。 实验组患者急诊手术率、血 ＨＣＧ 降至正常的时间、清
宫术中出血量、住院时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宫腔球囊压迫

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中清宫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而月经复潮时间实验组患者高于对

照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持续时间在两组患者间比较无明显差

异。 实验组无治疗失败患者，对照组中 １６ ７％的患者用药后血

ＨＣＧ 降低不明显择期手术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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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实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结果对比

组别
急诊手术率

（％ ）

血 β⁃ＨＣＧ
降至正常时间

（ｗｅｅｋ）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术后阴道出血

持续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月经复潮时间

（ｄ）

药物不良反应

发生率

（％ ）

球囊压迫率

（％ ）

实验组 ０ ３ ２ ± ０ ６ ９４ １ ± ４８ ５ １６ １ ± ３ １ １１ ５ ± ３ ２ ４２ １ ± ７ ３ ８ ３ ８ ３

对照组 １６ ７ ４ ３ ± ０ ９ １１７ ５ ± ７４ １ １６ ０ ± ３ ２ １７ ７ ± ４ ０ ３６ ８ ± ４ ７ １６ ７ １６ ７

ｔ ／ χ２值

Ｐ 值

２ １８２
０ ２３９

－ １ ４３０
　 ０ １８０

５ ９２１
０ ００３

２ ２３４
０ ８３３

８ ４２７
０ ０００

３ １１２
０ ０４２

０ ３８１
０ ５００

０ ３８１
０ ５００

3　 讨论

ＣＳＰ 的治疗在目前尚缺乏统一的规范，单纯药物治疗创伤

小，但患者随访时间长，心里负担重［７］ 。 手术治疗疗效确切，但
创伤大，费用相对较高。 其中宫腹腔镜手术，术者必须技术娴

熟，能处理各种应急情况。 对设备的技术指标要求也很高。 子

宫动脉栓塞术在一般基层医院难以实现。 如果将药物治疗和

手术治疗联合起来，降低并发症，提高治愈率，找到一种操作简

单，费用及风险低，疗效高的治疗方法，以便更好的在基层医疗

机构开展。
在我们的研究中首先设定了明确的入组标准，主要标准为

血 β⁃ＨＣＧ≤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临界值选择 ６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 的原因有：
首先，如不考虑治疗前患者血 β⁃ＨＣＧ 水平高低，需多次重复给

药，剂量大，毒性反应明显［８］ 。 Ｓｍｉｔｈ，Ｍｕｒａｊｉ 等报道血 β⁃ＨＣＧ 值

＞ ６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 时常需全身联合局部用药以及重复给药，而且

单纯药物治疗失败率高。 血 β⁃ＨＣＧ 降至正常及妊娠包块完全

吸收所需的时间长，在 ６ｗ ～ ２６ｗ 之间［７，９］ 。 相当于患者长时间

面临子宫破裂的潜在风险。 Ｓａｒａｈ 等总结了大量的关于 ＣＳＰ 治

疗的数据，发现单纯药物治疗的成功率仅为 ５６％ ，但 ＭＴＸ 联合

清宫术成功率升高至 ８２％ ［１０］ 。 其次，根据杨文兰等学者的研

究发现，经药物治疗后，清宫术前血 ＨＣＧ 值 ＞ ５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 是

清宫术中出血多的高危因素之一［１１］ ，因此我们界定治疗前血

β⁃ＨＣＧ≤６０００ ｍＩＵ ／ ｍＬ，治疗后降低 １５％为治疗有效，相当于治

疗后的血 ＨＣＧ 值 ＜ ５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与杨文兰等的研究相符合。
另外，入组的标准还包括，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局部血

流为点状（片状血流有胎盘植入的风险），测量妊娠包块最大径

线 ＜ ４０ｍｍ，妊娠囊与膀胱之间的厚度≥３ｍｍ，为临床医生提供

了明确的治疗依据。
药物治疗常用的药物为甲氨蝶呤，治疗过程中首先给予

ＭＴＸ 分臀肌注，待血 β⁃ＨＣＧ 下降及局部血流减少后行超声监

护下清宫术。 实验组 ８ ３％ 的患者术后一周复查血 ＨＣＧ 下降

不明显，并且出现了肝功能损伤，治疗方式改为腹腔镜下 ＣＳＰ
病灶切除 ＋剖宫产瘢痕修补术。 １６ ７％的患者药物治疗两个疗

程后血 β⁃ＨＣＧ 开始下降，８ ３％ 的患者因清宫术后阴道流血量

大于 ２０ｍｌ 宫腔压迫球囊止血，于术后第 ４ 天拔除，无需进一步

治疗。 清宫术中出血量 ３０ｍｌ ～ １８０ｍｌ。 ７５％ 的患者住院时间≤
１０ｄ，住院时间超过 １０ 天是由于用药疗程增加和采取了球囊压

迫止血。 血 β⁃ＨＣＧ 降至正常的时间为 ２ｗ ～ ４ｗ，出血量在 ３０ｍｌ
～ １８０ｍｌ 之间。 实验组无急诊手术发生，而对照组两例治疗失

败，两例急诊手术，考虑与实验组血 ＨＣＧ 较低，局部瘢痕处血流

信号不丰富有关，这也可以使清宫术中出血量减少。 而对照组

的患者由于用药疗程长，导致住院时间长。 患者血 ＨＣＧ 持续不

降，患者随时有瘢痕处破裂，阴道流血量增多的风险。 而药物不

良反应发生率也与患者用药疗程长有关，引起肝功能急性损伤，
导致谷丙转氨酶升高。 对照组的月经复潮时间短于实验组，考
虑与对照组手术率高，手术清除妊娠组织彻底，使妊娠过程中升

高的雌孕激素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降至正常，对下丘脑的负反

馈抑制接触，月经复潮。 实验组无治疗失败患者，对照组中

１６ ７％的患者用药后血 ＨＣＧ 降低不明显择期手术治疗。
针对 ＣＳＰ 患者子宫收缩差的特点，首先吸引宫腔一周，蜕

膜脱落后促进子宫收缩，利于妊娠囊的排出。 在超声的引导下，
宫腔吸引管退出宫腔经过子宫下段接触妊娠囊的同时术者双

折夹闭一次性塑料吸管，利用宫腔吸引管中残留的负压将妊娠

囊带出宫腔。 宫腔操作的过程中严禁宫腔吸引管直接接触子宫

下段瘢痕处肌层。 根据术后出血量的多少决定是否置入宫腔压

迫球囊。 操作简单，便于掌握。 １２ 位患者有 １ 位患者因吸宫过

程中出血多行宫腔压迫球囊止血，术后 ４ 天拔除球囊，阴道流血

无增多，无需进一步治疗。 实验组患者的急诊手术率、药品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及球囊压迫率均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原因可能与样本量较少有关，今后的临床研究中

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观察上述指标。
综上所述，以血 β⁃ＨＣＧ≤６０００ｍＩＵ ／ ｍＬ 为临界值，对无大出

血及子宫破裂风险的患者采用药物治疗联合超声引导下清宫

术，必要时宫腔压迫球囊治疗 ＣＳＰ 是一种切实有效的方法，值
得推广，尤其是基层医院。

参 考 文 献

［１］ 　 Ｄｅｖａｒａｊａｎ Ｓ，Ｄａｔｔａ Ｓ．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ｅｃｔｏｐｉｃ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Ｊ］ ．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Ｒｅｐｒｏｄ Ｍｅｄ，２０１４，２４（５）：１５３⁃１５３．

［２］ 　 Ｌａｒｓｅｎ ＪＶ，Ｓｏｌｏｍｏｎ ＭＨ．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ｉｎ ｕｔｅｒｉｎｅ ｓｃａｒ ｓａｃｃｕｌｕｓ⁃ａｎ ｕｎｕ⁃
ｓｕａｌ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ａｂｏｒｔａｌ ｈａ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 ｃ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 ［ Ｊ］ ．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
Ｍｅｄ Ｊ，１９７８，５３（４）：１４２⁃１４３．

［３］ 　 Ｔｉｍｏｒ⁃Ｔｒｉｓｃｈ ＩＥ，Ｍｏｎｔｅａｇｕｄｏ Ａ． Ｕｎｆｏｒｅｓｅｅｎ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ｅｓ：Ｅａｒｌｙ ｐｌａｃｅｎｔａ ａｃｃｒｅｔａ ａｎｄ ｃｅｓａｒｅ⁃
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２０１２，２０７
（１）：１４⁃２９．

［４］ 　 Ｗａｎｇ ＪＨ，Ｑｉａｎ ＺＤ，Ｚｈｕａｎｇ ＹＬ，ｅｔ ａｌ．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 ａｔ ｅｖａｃ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ｕｔｅｒ⁃
ｉｎｅ ａｒｔｅｒｙ ｅｍｂｏ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３，２３（３）：２４０⁃
２４３．

［５］ 　 谢幸，苟文丽． 妇产科学 ［Ｍ］． ８ 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３：５１⁃５８．

［６］ 　 Ｇｏｄｉｎ ＰＡ，Ｂａｓｓｉｌ Ｓ，Ｄｏｎｎｅｚ Ｊ，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ｃｔｏｐｉｃ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ｃａｅｓａｒｉ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ｒ ［ Ｊ］ ． Ｆｅｒｔｉｌ Ｓｔｅｒｉｌ． １９９７，６７（２）：



·７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３９８⁃４００．
［７］ 　 Ｓｍｉｔｈ ＪＰ，Ｍａｒａ Ｌ，Ｋｉｒｓｔｅｎ Ｍ，ｅｔ ａｌ． Ｓｒｕ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ｆｏｒ

ｃａ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Ｊ］ ．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ａｅｃｏｌ Ｃａｎ，２０１７，３９（８）：
６１９⁃６２６．

［８］ 　 Ｂｏｄｕｒ Ｓ，Ｇｕｎ Ｉ，Ｇｕｉｄｏ Ｒ．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ｃａｒ ｅｃｔｏｐｉｃ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 Ｊ］ ． Ａｍ Ｊ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２０１４，２１０（４）：３７９⁃３８０．

［９］ 　 Ｍｕｒａｊｉ Ｍ，Ｍａｂｕｃｈｉ Ｓ，Ｈｉｓａｍｏｔｏ Ｋ，ｅｔ ａｌ．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ｔｈｏｔｒｅｘａｔｅ ［ Ｊ ］ ． Ａｃｔａ Ｏｂｓｔｅｔ Ｇｙｎｅｃｏｌ
Ｓｃａｎｄ，２００９，８８（６）：７２０⁃７２３．

［１０］ 　 Ｓａｒａｈ ＭＬ，Ｆｉｏｎａ Ｌ，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Ｂ，ｅｔ ａｌ． Ｃｅｓａｒｅａｎ ｓｃａｒ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ｉｅｓ：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ＭＩＧ，２０１７，２４（６）：９１５⁃
９２５．

［１１］ 　 杨文兰，王金玲，张运平． 剖宫产瘢痕部位妊娠保守治疗时出血

的影响因素探讨［Ｊ］ ． 现代妇产科进展，２０１４，２３（５）：３８３⁃３８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２３）

【基金项目】 沧州市科技局重点研发计划指导项目（１７２３０２１００）
△【通讯作者】 闫芳，Ｅ⁃ｍａｉｌ：１２７４７８０５２４＠ ｑｑ． 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２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孕晚期 ＨｂＡ１ｃ 的测定对妊娠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的
预测价值分析
李格琳　 闫芳△ 　 王丽丽　 刘新花　 施民新

沧州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索孕晚期糖化血红蛋白（ｇｌｕ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ＨｂＡ１ｃ）的测定在预测妊娠糖尿病

孕妇妊娠结局中的价值。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沧州市人民医院行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的

１２０ 例妊娠糖尿病孕妇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分娩前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的含量分为控制组（ＨｂＡ１ｃ ＜ ６ ５％ ）和

未控制组（ＨｂＡ１ｃ≥６ ５％ ），分别为 ７２ 例、４８ 例，另选取同期 ＨｂＡ１ｃ 正常的 ６０ 例孕妇作为对照组。 分别于

妊娠 ２８ 周及分娩前测定并比较 ３ 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比较 ３ 组孕妇妊娠高血压、羊水过多、羊水粪染、
胎膜早破、剖宫产的发生率及产前体质指数（ＢＭＩ）；比较 ３ 组新生儿出生后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早产

儿、巨大儿、胎儿宫内窘迫、死胎、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等发生情况。 结果　 妊娠 ２８ 周时，控制组和未控制

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未控制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分娩前，未控制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明显高于控制组和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对照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未控制组孕妇妊娠高血压、羊水过多、羊水粪染、胎膜早破、剖宫产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控制组和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对照组各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三组孕

妇产前 ＢＭＩ 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未控制组新生儿出生后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早
产儿、巨大儿、胎儿宫内窘迫、死胎、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明显高于控制组和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对照组各项比较无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孕晚期

ＨｂＡ１ｃ 高表达的妊娠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较差，新生儿并发生发生率明显增高，可将其作为预判妊娠结局

的重要监测指标，具有较可靠好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 　 　 妊娠糖尿病；糖化血红蛋白；妊娠结局；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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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是指妊娠

期间首次发生或识别到的不同程度的糖耐量异常，是妊娠期女

性较常见的并发症之一，据统计［１］ 该病的发病率大约为 ５％ ～
６％ ，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了母婴的生命健康安全［２］ 。 因此，早
期对妊娠期糖尿病孕妇进行诊断和干预对改善妊娠结局显得

尤为重要。 以往对妊娠期糖尿病病情监测主要依靠空腹血

糖［３］ ，然而由于机体血糖波动大，且易受采血时间、运动、用药

剂量等多种因素影响，限制了其广泛应用［４］ 。 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可较好的反映机体近 ２ 个月 ～ ３ 个月平均血糖水平，
且不受孕妇进食、胰岛素治疗、运动等因素的影响［５］ ，是一种能

较准确的评判机体糖代谢情况的指标，目前被广泛应用于妊娠

期糖尿病的监测中［６］ ，然而其在预测妊娠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

方面研究不多，为此，本研究通过对不同 ＨｂＡ１ｃ 水平的妊娠糖

尿病孕妇进行研究分析，探讨孕晚期 ＨｂＡ１ｃ 的测定对妊娠糖尿

病孕妇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旨在为预防不良妊娠结局提供参

考。
1　 对象和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沧州市人民医院行产前检

查并住院分娩的 １２０ 例妊娠糖尿病孕妇作为研究对象。 按照分

娩前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的含量分为控制组（ＨｂＡ１ｃ ＜ ６ ５％ ）和未

控制组（ＨｂＡ１ｃ≥６ ５％ ），分别为 ７２ 例、４８ 例。 控制组年龄范

围 ２４ 岁 ～ ４０ 岁，年龄（２８ １４ ± ３ ８４）岁；初产妇 ５６ 例，经产妇

１６ 例；孕周范围 ２４ 周 ～ ２８ 周，孕周（２５ ６８ ± ２ ８４）周；未控制组

年龄范围 ２３ 岁 ～ ３９ 岁，年龄（２８ ０７ ± ３ ６９）岁；初产妇 ３７ 例，
经产妇 １１ 例；孕周范围 ２４ 周 ～ ２８ 周，孕周（２５ ７１ ± ２ ７９）周。

另选取同期 ＨｂＡ１ｃ 正常的 ６０ 例孕妇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 ２３
岁 ～ ４０ 岁，年龄（２８ １７ ± ３ ７６）岁；初产妇 ４８ 例，经产妇 １２ 例；
孕周孕周范围 ２４ 周 ～ ２８ 周，孕周（２５ ７３ ± ２ ７６）周。 三组孕妇

年龄、孕周等一般资料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
有可比性。 本研究通过沧州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认可，
且所有孕妇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控制组及未控制组所有孕妇空腹及口服 ７５ｇ 葡

萄糖后 １ｈ、２ｈ、３ｈ 血糖值有 ２ 项或 ２ 项以上超过 ５ ６ ｍｍｏｌ ／ Ｌ、
１０ ５ ｍｍｏｌ ／ Ｌ、９ ２ ｍｍｏｌ ／ Ｌ、８ １ｍｍｏｌ ／ Ｌ 且符合《妊娠合并糖

尿病诊治指南（２０１４）》 ［７］ 中妊娠糖尿病的诊断标准；孕周范围

２４ 周 ～ ２８ 周；单胎妊娠；未使用任何降糖药物；对照组孕妇未被

诊断为妊娠糖尿病且 ＨｂＡ１ｃ≤６ ５％ ，并维持至分娩前；自愿签

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妊娠前糖尿病；合并高血压；合并妊娠期恶性肿

瘤；合并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近期使用过糖皮质激素；合并

精神障碍。
１ ３　 治疗方法

所有入组孕妇定期产检，常规保胎。 控制组及未控制组给

予常规妊娠期糖尿病健康管理，包括健康教育、饮食管理、运动

管理、胰岛素治疗等措施。 ①健康教育。 每周定期组织糖尿病

健康教育或播放糖尿病健康教育视频，内容主要包括妊娠期糖

尿病的病因及诱因、饮食注意事项、运动疗法、自我心理调节、自
我血糖监测等内容，消除孕妇对妊娠期糖尿病的错误认知，帮助

其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②饮食管理。 针对孕妇体重、血糖水

平等基本情况确定其总热量需求量，并制定个体化食谱。 嘱孕

妇少食多餐，建议睡前加餐，保持 ５ 餐 ／日 ～ ６ 餐 ／日，确保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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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钙剂、铁剂、叶酸及多种维生素。 ③运动管理。 指导孕妇餐

后半个小时进行孕期体操或轻体力运动，运动量不宜过大，以
运动后有微汗为佳，饮食睡眠良好，可有轻微疲乏及肌肉酸痛，
但休息后消失，保持次日体力充沛，运动持续 ０ ５ｈ ～ １ｈ。 ③胰

岛素治疗。 所有妊娠期糖尿病孕妇经 ２ 周常规饮食、运动等干

预后血糖仍控制不佳，或控制饮食之后出现酮症，增加能量摄

入后血糖值又超标者需行胰岛素治疗。 均选用门冬胰岛素（产
品名：诺和锐，生产厂家：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５００７３）或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

（产品名：诺和灵 Ｎ，生产厂家：诺和诺德（中国）制药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０００８８）治疗。
１ ４　 观察指标

１ ４ １　 三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检测 　 分别于妊娠 ２８ 周及

分娩前抽取 ３ 组孕妇空腹肘静脉血，使用赛默飞离心机离心分

离获取血清，转速为 ３０００ｒ ／ ｍｉｎ，离心时间为 １０ｍｉｎ，将血清放于⁃
７０℃冰箱内保存。 采用 ＨＡ⁃１２０ 全自动糖化血红蛋白检测仪

（由广东优尼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和配套试剂盒测定并

比较 ３ 组孕妇妊娠 ２８ 周及分娩前血清 ＨｂＡｌｃ 水平，所有操作均

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１ ４ ２　 三组孕妇妊娠结局　 观察并记录 ３ 组孕妇妊娠高血压、
羊水过多、羊水粪染、胎膜早破、剖宫产的发生例数，并测量其产

前 ＢＭＩ。 其中妊娠高血压是指妊娠 ２０ 周后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
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羊水过多［８］ 是指分娩前最后一次超

声检查显示腹部四象限羊水池最大深度不小于 ８ｃｍ 或四象限

羊水池深度综合不低于 １８ｃｍ，或者分娩后羊水收集量超过

２０００ｍＬ；胎膜早破是指临近分娩前胎膜的自然破裂。
１ ４ ３　 三组新生儿围生期结局　 观察并记录 ３ 组新生儿生后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早产儿、巨大儿、胎儿宫内窘迫、死胎、低
血糖、高胆红素血症的发生例数。 其中早产儿是指妊娠 ２８ ～ ３７
周分娩出的胎儿；巨大儿是指体重超过 ４０００ｇ 的新生儿；胎儿宫

内窘迫［９］是指连续超过 １０ｍｉｎ 胎儿心率 ＜ １２０ 次 ／分或 ＞ １８０ 次 ／
分，胎心监护显示重度变异减速或持续晚期减速；新生儿低血糖

是指全血血糖小于 ２ ２ｍｍｏｌ ／ Ｌ；高胆红素血症是指胎龄大于 ３５
周的新生儿出生 １ 周内血清总胆红素含量≥３４μｍｏｌ ／ Ｌ。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配对资料 ｔ 检验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对数据进行比较，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三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比较

妊娠 ２８ 周时，控制组孕妇和未控制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

制组孕妇和未控制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分娩前，未控制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明显高于控制组

孕妇和对照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

孕妇和对照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三组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血清 ＨｂＡ１ｃ

妊娠 ２８ 周 分娩前
ｔ 值 Ｐ 值

控制组　 ７２ ７ ３８ ± １ ３２ ５ ２８ ± １ １３ １０ ２５５ ０ ０００

未控制组 ４８ ７ ４６ ± １ ３３ ６ ８７ ± １ ２８ａ ２ ２１４ ０ ０２９

对照组　 ６０ ５ １４ ± １ １２ａｂ ４ ９８ ± １ ０９ｂ ０ ７９３ ０ ４２９

Ｆ 值 ６５ １２１ ４４ ８００ — —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 —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控制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未

控制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三组孕妇妊娠结局比较

未控制组孕妇妊娠高血压、羊水过多、羊水粪染、胎膜早破、
剖宫产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控制组孕妇和对照组孕妇，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对照组各项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三组孕妇产前 ＢＭＩ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三组孕妇妊娠结局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孕妇妊娠高血压 羊水过多 羊水粪染 胎膜早破 剖宫产 产前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控制组　 ７２ １（１ ３９） ５（６ ９４） ３（４ １７） ３（４ １７） ６（８ ３３） ２６ ７３ ± ７ ８９

未控制组 ４８ １１（２２ ９２） ａ ２９（６０ ４２） ａ １５（３１ ２５） ａ １４（２９ １７） ａ ３２（６６ ６７） ａ ２８ ９６ ± ８ ６７

对照组　 ６０ １（１ ６７） ｂ ４（６ ６７） ｂ ３（５ ００） ｂ ３（５ ００） ｂ ４（６ ６７） ｂ ２５ ９４ ± ７ ４８

χ２ ／ Ｆ 值 ２４ ０６５ ６０ ７２０ ２４ ３８０ ２１ ６２８ ６８ ７５８ ２ ０１６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１３６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控制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未控制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２ ３　 三组孕妇新生儿围生期结局比较

未控制组孕妇新生儿出生后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早产

儿、巨大儿、胎儿宫内窘迫、死胎、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

明显高于控制组孕妇和对照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孕妇和对照组孕妇各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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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三组新生儿围生期结局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

早产儿　 巨大儿　 胎儿宫内窘迫 死胎　 低血糖　 高胆红素血症　

控制组　 ７２ ８（１１ １１） ８（１１ １１） ７（９ ７２） ９（１２ ５０） ０（０ ００） ８（１１ １１） ４（５ ５６）

未控制组 ４８ １２（２５ ００） ａ １３（２７ ０８） ａ １４（２９ １７） ａ １４（２９ １７） ａ ３（６ ２５） ａ １６（３３ ３３） ａ １０（２０ ８３） ａ

对照组　 ６０ ４（６ ６７） ｂ ４（６ ６７） ｂ ２（３ ３３） ｂ ８（１３ ３３） ｂ ０（０ ００）△ ７（１１ ６７）△ ３（５ ００）△

χ２ 值 ８ ２６９ １０ ０６８ １６ ９７３ ６ ５６６ ８ ３９０　 １１ ９２５　 ９ ９３９　

Ｐ 值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０ ０３８ ０ ０１５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控制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未控制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妊娠期糖尿病是妊娠期较常见的并发症，该病是由于妊娠

中晚期，孕妇体内皮质醇、胎盘生乳素、胎盘胰岛素酶、孕酮等抗

胰岛素样物质分泌增加，导致机体胰岛 β 细胞储备功能不能够

平衡上述物质造成的胰岛素抵抗［１０］ ，进而引起糖代谢异常，最
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 妊娠期糖尿病一方面可使大量糖类物

质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刺激胎儿胰岛 β 细胞分泌，导致新

生儿出现糖代谢紊乱，引发低血糖、早产等不良后果［１１］ ，另一方

面由于胰岛素抵抗，导致孕妇体内脂肪分解增加，合成减少，引
发高脂血症，损伤了孕妇的微血管，增加了产后出血风险［１２］ ，严
重威胁了母婴生命健康安全。 因此，早期诊断并及早干预对改

善母婴预后显得尤为重要。 ＨｂＡｌｃ 是由葡萄糖和血红蛋白游离

氨基形成的酶缩合产物，其水平仅与机体平均血糖浓度和红细

胞寿命有关，是评判妊娠期糖尿病病情严重程度的 “金标

准” ［１３］ 。 马永萍等［１４］研究认为高水平的 ＨｂＡｌｃ 与不良妊娠结

局密切相关，ＨｂＡｌｃ 水平越高，妊娠及分娩期母婴并发症发生率

就越高，可作为妊娠结局预测指标之一。 为此，本研究分析了不

同 ＨｂＡ１ｃ 水平的妊娠糖尿病孕妇的妊娠结局，旨在探索孕晚期

糖化血红蛋白的测定在预测妊娠糖尿病孕妇妊娠结局中的价

值。

本研究结果显示妊娠 ２８ 周时，控制组与未控制组糖尿病妊

娠孕妇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给予积极干预治疗后，分娩前控制组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基本降至正常，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而未控制组血清 ＨｂＡ１ｃ 水平仍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提示未控制组糖尿病妊娠孕妇

平均血糖水平一直较高，Ｓｔøａ Ｅ Ｍ 等［１５］文献指出尽管给予妊娠

期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饮食运动干预、降糖药甚至胰岛素等

治疗措施，仍有部分患者 ＨｂＡｌｃ 水平不能达标，本研究进一步

证实了该结论，考虑可能与患者确诊时 ＨｂＡｌｃ 水平、妊娠前体

重指数、自我管理能力及个人认识程度有关，早期对孕妇进行

规范化管理可有效控制其 ＨｂＡｌｃ 水平［１６］ 。 进一步对 ３ 组孕妇

妊娠结局比较发现，未控制组孕妇妊娠高血压、羊水过多、羊水

粪染、胎膜早破、剖宫产的发生率均明显高于控制组和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对照组各项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王泓等［１７］ 研究指出

ＨｂＡ１ｃ 水平与妊娠糖尿病孕妇羊水过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胎膜早破、剖宫产等呈明显的正相关，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

了该结论。 同时对 ３ 组孕妇的新生儿结局进行研究发现，未控

制组新生儿出生后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早产儿、巨大儿、胎
儿宫内窘迫、死胎、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发生率明显高于控制

组和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而控制组和对照

组各项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这与王明蕊等［１８］

研究结果相似。
随着妊娠糖尿病的发展，胰岛 β 细胞功能逐渐下降，机体

对葡萄糖的反映灵敏性也随之降低，导致血糖及胰岛素水平增

高，增强了 Ｋ ＋ 对交感神经的刺激作用，进而引起血压升高［１９］ ，
导致妊娠高血压的发生。 羊水过多一方面是由于胎儿长期暴露

于高浓度血糖环境中，致使胎儿血糖升高，血浆渗透压增高，导
致肾小球滤过率增加，尿液增多，羊水量增加，同时由于羊水中

糖含量的增高，可刺激羊膜分泌［２０］ ，进一步促使羊水增加。 随

着羊水量的增加，宫腔内压力增大，极易导致胎膜早破及早产的

发生。 妊娠糖尿病孕妇体内过多的糖类物质可通过胎盘进入胎

儿体内，致使胎儿体内血糖升高，加速合成代谢，加快生长发育，
导致胎儿发育过度，形成巨大儿，巨大儿的增加可导致分娩时头

盆不相称，增加了剖宫产率。 妊娠糖尿病孕妇过高的血糖可导

致胎盘内毛细血管痉挛，致使进入胎儿的血流量减少，降低了对

胎儿的供血供氧量，导致胎儿宫内窘迫，进而引起羊水粪染［２１］ 。
胎儿在宫内的缺血缺氧状态可导致髓外造血增强，胎儿体内红

细胞生成增多，血液中有核红细胞明显增加，随着胎儿的娩出，
胎儿体内过多的有核红细胞可在短时间内大量破坏，引起新生

儿高胆红素血症［２２］ 。 由于胎儿在妊娠糖尿病孕妇体内时糖代

谢处于较高水平，胎儿娩出后机体仍处于较高的糖代谢水平，极
易导致新生儿低血糖。 巨大胎儿及胎儿宫内窘迫的增多可导致

新生儿出生后 １ 分钟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 分的例数增加，严重者可引

起死胎。
综上所述，孕晚期 ＨｂＡ１ｃ 高表达的妊娠糖尿病孕妇妊娠结

局较差，新生儿并发生发生率明显增高，可将其作为预判妊娠结

局的重要监测指标，具有较可靠好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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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地区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临床调查
研究
李林芝１ 　 程亮２△

１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全科医学二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２ 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四川 宜宾 ６４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宜宾地区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为临床防治提供基础。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 ６０ 例糖尿病女性伴性功能障碍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 将这 ６０ 例患者作为观察组。 另选取同期收治的单纯糖尿病女性患者 ４０ 例作为对照组。 采用

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糖尿病

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情况，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

危险因素。 结果　 两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年龄（３９ ３ ± ６ ８）岁，糖尿病病史（１１ ３ ± ６ ８）年，空腹血糖水

平（１０ ３ ± ２ ６）ｍｍｏｌ ／ ｌ，餐后血糖水平（１４ ７ ± １ ９）ｍｍｏｌ ／ ｌ，糖化血红蛋白（９ ３ ± ２ ３）ｍｍｏｌ ／ ｌ，１２ 例糖尿病肾

病，３２ 例糖尿病神经病变，５ 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糖尿病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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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病变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

平、餐后血糖水平、糖尿病神经病变均为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女性糖尿

病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较高，而其主要高危因素为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糖
尿病神经病变，这一研究结果值得临床借鉴。

【关键词】 　 女性糖尿病；性功能障碍；空腹血糖；餐后血糖；糖尿病神经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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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糖尿病的发病

率也不断升高［１］ 。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性功能障碍（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
ｕ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是女性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
如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及改善，将给个人及家庭生活带来

一定的影响，亦可导致一定的社会及健康问题［２］ 。 由于受传统

观念的影响，有关 ＦＳＤ 与女性糖尿病的国内相关报道仍然较

少，且关于 ＦＳＤ 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资料较少，研究内

容不全［３⁃４］ 。 因此，本文特研究宜宾地区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

功能障碍的流行病学特点，为临床防治提供基础。
1　 对象和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

的 ６０ 例糖尿病女性伴性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这 ６０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作为观察组，另选取同期收治的 ４０ 例单纯糖

尿病女性患者作为对照组。 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３１ 岁 ～ ５７
岁，病程范围 ６ 个月 ～ １２ 年。 所有入选者均符合 ＷＨＯ 糖尿病

诊断标准，且均为已婚患者，有正常的性生活。 所有患者及其家

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本研究已获宜宾市第二人民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１ ２　 研究方法

纳入标准：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评估患者是否存在性功能

障碍［５］ ，以调查问卷的方式进行。 问卷内容包括性欲，性高潮，
性满足，性交疼痛等 １９ 个方面的问题。 患者及其配偶共同完成

调查问卷，最高分值为 ３６ 分，患者积极配合进行答卷，低于

２２ ５ 分者即确定为性功能障碍。 排除标准：未签署知情同意书

者；有精神类问题患者；量表填写不规范或不完整者；中晚期癌

症患者。 调查方法：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对比两组患者的年

龄、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糖化血红蛋白、
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情况，并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单因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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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素分析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多因素分析；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一般资料对比

两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年龄 （３９ ３ ± ６ ８） 岁，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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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３ ± ６ ８）年，空腹血糖水平（１０ ３ ± ２ ６）ｍｍｏｌ ／ ｌ，餐后血糖

水平（１４ ７ ± １ ９）ｍｍｏｌ ／ ｌ，糖化血红蛋白（９ ３ ± ２ ３）ｍｍｏｌ ／ ｌ，１２
例糖尿病肾病，３２ 例糖尿病神经病变，５ 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其中平均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糖尿病神经病变

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

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一般资料对比（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 性功能障碍组（ｎ ＝ ６０） 正常对照组（ｎ ＝ ４０） ｔ 值 Ｐ 值

平均年龄（岁）
平均病史（年）
空腹血糖水平（ｍｍｏｌ ／ ｌ）

３９ ３ ± ６ ８
１１ ３ ± ３ ８
１０ ３ ± ２ ６

３５ ３ ± ６ ２
６ ８ ± ３ ２
８ ５ ± ２ ２

５ ２６８
４ ９３４
４ ２６３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餐后血糖水平（ｍｍｏｌ ／ ｌ）
糖化血红蛋白（ｍｍｏｌ ／ ｌ）
糖尿病肾病（ｎ，％ ）
糖尿病神经病变（ｎ，％ ）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ｎ，％ ）

１４ ７ ± １ ９
９ ３ ± ２ ３

１２（２０ ０％ ）
３２（５３ ３％ ）
５（８ ３％ ）

１３ ３ ± １ ６
９ ４ ± ２ ４

　 ９（２２ ５％ ）
３（７ ５％ ）
３（７ ５％ ）

５ ２１３
６ ９３２
５ ８０３
４ ９３２
６ ２５０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２ ２　 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

糖水平、糖尿病神经病变均为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

独立危险因素。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碍的危险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　

组别 β ＳＥ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糖尿病病史

空腹血糖　
餐后血糖　
神经病变　

０ ４２
０ ４６
０ ３６
０ ３４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１３

８ ２５３
５ ２１６
６ ２６２
４ ５９２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２ ６１３
３ ５１３
２ ０２６
１ ６６８

3　 讨论

作为一种胰岛素作用障碍或分泌缺陷导致的以高血糖为

主要特征的代谢性疾病，糖尿病患者如若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及

治疗，可导致性功能障碍、全身组织器官损害及衰竭等严重并

发症［６］ 。 目前，临床上评估 ＦＳＤ 的指标主要包括性功能障碍病

史、糖尿病病史、精神疾病史及健康体检报告等［７］ 。 但值得注

意的是，上述指标仅可用于简单的定性评估，缺乏严重程度的

定量分析［８］ 。 有研究认为，光学体积描记法可用于检测生殖器

官血流或阴道、阴蒂及阴唇氧张力，其是评估 ＦＳＤ 最敏感、最可

靠的指标，但其评估操作方法较为复杂［９］ 。 本研究中采用女性

性功能指数总共含六项指标，即性唤起、性欲、性高潮、阴道润

滑、性交疼痛及性满意度，具有简便、有效、可信度高的特点［１０］ 。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平均年龄 （３９ ３ ±

６ ８）岁，平均病史（１１ ３ ± ６ ８）年，空腹血糖水平（１０ ３ ± ２ ６）
ｍｍｏｌ ／ ｌ，餐后血糖水平（１４ ７ ± １ ９）ｍｍｏｌ ／ ｌ，糖化血红蛋白（９ ３
± ２ ３）ｍｍｏｌ ／ ｌ，１２ 例糖尿病肾病，３２ 例糖尿病神经病变，５ 例糖

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平均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
糖尿病神经病变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有研究同样认为，糖尿病对女性患者性功能影响较大，
其机制可能与糖尿病患者机体血脂、血糖代谢紊乱，导致患者

血管神经病变，从而影响其性功能有关［１１⁃１２］ 。 也有研究认为，
ＦＳＤ 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性高潮消失、性欲减退等症状，从而

使其性生活质量明显降低，且降低程度与血糖水平呈明显负相

关［１３］ 。 有文献报道，糖尿病病史为 ＦＳＤ 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这
可能与长期糖尿病导致生活量下降有关，但其具体机制不

明［１４］ 。 当然也有文献报道，女性年龄越高，其为盆底肌肉约松

弛，且激素降低更明显，综合血管及神经等生物因素，使其性功

能发生障碍［１５］ 。 这点与本研究不尽相同，可能与年龄较高的女

性对性功能要求较低，导致其障碍 “阈值” 主观标准降低有

关［１６］ 。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
后血糖水平、糖尿病神经病变均为糖尿病女性患者伴性功能障

碍的独立危险因素。 我们认为，ＦＳＤ 患者可能由于血糖控制不

良，导致发生神经病变，降低性活动时阴道及周围组织充血，使
性高潮感受降低，从而影响性功能［１７⁃１８］ 。

综上所述，女性糖尿病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的发病率较，而
其主要高危因素为糖尿病病史、空腹血糖水平、餐后血糖水平、
糖尿病神经病变，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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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对先兆流产患者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的影响
林娟　 关红琼△ 　 叶春燕　 李婷娜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产科，海口 ５７０３１１

【摘要】 　 目的　 研究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对先兆流产患者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的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治的 ９０ 例先兆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分为对照组

和观察组，每组 ４５ 例。 观察组采用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进行治疗，对照组采用硫酸镁、葡萄糖注射液进

行治疗。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ｈ１７ 水平表达、Ｔｒｅｇ 细胞因子水平表达，观察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宫缩

消失时间、妊娠延长时间，治疗疗效情况。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 ＩＬ⁃１７、ＩＬ⁃６（１３ ２９ ± ４ ３９、１１ ２４ ± ３ ４０）ｐｇ ／
ｍｌ 均小于对照组（１８ ０７ ± ５ ３１、１５ ４７ ± ４ １０）ｐｇ ／ ｍ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组 ＴＧＦ⁃β１、ＩＬ⁃１０
（５６０ ８３ ± ７６ ２０、１７６ ３９ ± ３４ ５８）ｐｇ ／ ｍｌ 均大于对照组（４９８ ９８ ± ７２ ８３、１４５ ２８ ± ３２ ３５）ｐｇ ／ ｍｌ，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４ ５０ ± １ ２１）ｄ、宫缩消失时间（７ ８２ ± ２ ０８）ｈ 均小于对照

组（７ ０２ ± １ ９８）ｄ、（９ ７９ ± ３ ０２）ｈ，妊娠延长时间（３９ ０９ ± ４ ９３）ｄ 大于对照组（２９ ３８ ± ３ ２０）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 ９５ ５５％ （４３ ／ ４５）优于对照组 ７３ ３３％ （３３ ／ ４５），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结论　 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能够使先兆流产患者的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达到平衡的状态，有
利于妊娠。

【关键词】 　 盐酸利托君；硝苯地平；先兆流产；Ｔｈ１７ Ｔｒ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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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兆流产是临床上常见的妊娠疾病，主要在产妇妊娠期 １２
周 ～ ２８ 周的时候，阴道内少量出血，伴有腰酸、腹痛及下坠的现

象［１］ 。 若不及时采取正确的治疗，可导致产妇流产，给患者的

生理及心理带来较大的损害，影响家庭的和谐［２］ 。 先兆流产的

原因与遗传因素、母体的内分泌疾病、免疫失衡、环境均有联系，
临床认为［３］ ，黄体功能不全是导致产妇先兆流产的主要原因。
辅助性 Ｔ 细胞 １７（Ｔ ｈｅｌｐｅｒ ｃｅｌｌ １７， Ｔｈ１７）和调节性 Ｔ 细胞（ｒｅｇ⁃
ｕｌａｔｏｒｙ ｃｅｌｌｓ，Ｔｒｅｇ）细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亚型，其水平失衡会

影响患者的妊娠结局［２］ 。 因此，改善黄体功能，调节辅助性 Ｔ
细胞水平是治疗的关键。 盐酸利托君是一种 β２ 肾上腺素受体

激动剂，可作用于子宫肌层，松弛子宫平滑肌，具有阻止早产的

功效。 硝苯地平是一种选择性钙拮抗药，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
抑制子宫收缩。 本研究旨在探讨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对

先兆流产患者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诊治的 ９０ 例先兆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这 ９０ 例患者均符合

先兆流产诊断标准［４］ ：妊娠 ２８ 周及以前出现少量阴道流血、腹
痛、腰痛。 纳入标准：①宫口未开，羊水未流；②妊娠周期 ２０ 周

～ ２８ 周；③心肺功能无异常者；④孕囊完整患者；排除标准：①
有严重妊娠并发症；②不配合研究；③患其他严重疾病；④患有

精神疾病。 本研究家属及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经海南医

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许可，按抽签法分组。 观察组 ４５
例，年龄范围 ２５ 岁 ～ ３７ 岁，年龄（２７ ８３ ± １ ２０）岁，孕周范围 ２０
周 ～ ２８ 周，孕周（２３ ３８ ± ３ ９２）周，其中初产妇 ２７ 例，经产妇 １８
例；对照组 ４５ 例，年龄范围 ２５ 岁 ～ ３８ 岁，年龄（２６ ９０ ± １ ３１）
岁，孕周范围 ２０ 周 ～ ２８ 周，孕周（２４ ０８ ± ３ ５７）周，其中初产妇

２９ 例，经产妇 １６ 例；比较两组性别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存在可比性。
１ ２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保胎、护理等基础治疗，给予对照组采

用 ２５％ 硫酸镁（规格：１０ｍｌ；生产厂家：河北天成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批号：２０１３１２１４）、５％葡萄糖注射液 ５００ｍｌ 持续 ２４ 小时进

行静脉滴注，直至患者的临床症状消失。 给予观察组患者采取

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进行治疗，将 １００ｇ 盐酸利托君（规格：
５０ｍｇ；生产厂家：信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批号：２０１４０１１３）加入

５００ｍｌ 稀释液中，以每分钟 ０ １ｍｇ 的速度进行静脉滴注，逐渐增

至每分钟 ０ １５ｍｇ ～ ０ ３５ｍｇ，持续 １２ 小时，口服硝苯地平片（规
格：１０ｍｇ；生产厂家：石药集团中诺药业（石家庄）有限公司；批
号：２０１４０１２１），每次 １０ｍｇ，每天 ２ 次，直至患者的临床症状消

失。
１ ３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ｈ１７ 、ＩＬ⁃６ 水平，Ｔｒｅｇ 细胞因子

ＴＧＦ⁃β１、ＩＬ⁃１０ 水平，观察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宫缩消失时间、
妊娠延长时间，治疗疗效。 指标检测：分别于治疗前后采集患者

静脉血，离心分离血清后等待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的

白介素 １７（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７）、白介素 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６）、转化生长因

子⁃β（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β）、白介素 １０（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 １０）水
平，按照试剂说明书操作。 ＩＬ⁃１７、ＩＬ⁃１０ 试剂盒购自 Ｂｉｏｓｏｕｒｃｅ；
ＩＬ⁃６ 试剂盒购自 ｅ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ＧＦ⁃β１ 试剂盒购自 Ｒ＆Ｄ ｓｙｓｔｅｍ。
疗效评定标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胚胎发育正常为显效；临床

症状有所改善，Ｂ 超检查可见胎心为有效［５］ ；临床症状及 Ｂ 超

检查无变化为无效。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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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以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以 ｎ（％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ｈ１７、ＩＬ⁃６ 水平表达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ＩＬ⁃１７、ＩＬ⁃６ 水平无明显差异，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 ＩＬ⁃１７、ＩＬ⁃２３ 均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２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ｒｅｇ 细胞因子水平表达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ＴＧＦ⁃β１、ＩＬ⁃１０ 水平无明显差异，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 ＴＧＦ⁃β１、ＩＬ⁃１０ 均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３　 两组患者治疗相关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时间、宫缩消失时间均小于对照

组患者，妊娠延长时间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２ ４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ｈ１７、ＩＬ⁃６ 水平表达（Ｍｅａｎ ± ＳＤ，ｐｇ ／ ｍｌ）

组别 例数
ＩＬ⁃１７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值 Ｐ 值

ＩＬ⁃６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值 Ｐ 值

观察组 ４５ ２３ ７０ ± ７ ０８ １３ ２９ ± ４ ３９ ８ ３８３ ０ ０００ １９ １２ ± ５ ３２ １１ ２４ ± ３ ４０ ８ ３７２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５ ２４ ２９ ± ７ １２ １８ ０７ ± ５ ３１ ４ ６９８ ０ ０００ １８ ２６ ± ５ ３６ １５ ４７ ± ４ １０ ２ ７７３ ０ ００７

ｔ 值 ０ ３９４ ４ ６５４ — — ０ ７６４ ５ ３２７ — —

Ｐ 值 ０ ６９４ ０ ０００ — — ０ ４４７ ０ ０００ — —

表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Ｔｒｅｇ 细胞因子水平表达（Ｍｅａｎ ± ＳＤ，ｐｇ ／ ｍｌ）

组别 例数
ＴＧＦ⁃β１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值 Ｐ 值

ＩＬ⁃１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值 Ｐ 值

观察组 ４５ ２８７ ２６ ± ３７ ７２ ５６０ ８３ ± ７６ ２０ ２１ ５８４ ０ ０００ ５３ ６０ ± １１ ０１ １７６ ３９ ± ３４ ５８ ２２ ６９７ ０ 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５ ２８８ １８ ± ３５ ４８ ４９８ ９８ ± ７２ ８３ １７ ４５５ ０ ０００ ５２ ２８ ± １２ ３３ １４５ ２８ ± ３２ ３５ １８ ０２０ ０ ０００

ｔ 值 ０ １１９ ３ ９３６ — — ０ ５３６ ４ ４０７ — —

Ｐ 值 ０ ９０５ ０ ０００ — — ０ ５９４ ０ ０００ — —

表 ３　 两组患者治疗相关情况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临床症状消失

时间（ｄ）
宫缩消失

时间（ｈ）
妊娠延长时间

（ｄ）

观察组 ４５ ４ ５０ ± １ ２１ ７ ８２ ± ２ ０８ ３９ ０９ ± ４ ９３

对照组 ４５ ７ ０２ ± １ ９８ ９ ７９ ± ３ ０２ ２９ ３８ ± ３ ２０

ｔ 值 ７ ２８５ ３ ６０４ １１ ０８２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表 ４　 两组患者治疗疗效情况比较［ｎ ／ （％ ）］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５ ２４（５３ ３３） １９（４２ ２２） ２（４ ４４） ４３（９５ ５５）

对照组 ４５ １９（４２ ２２） １４（３１ １１） １２（２６ ６６） ３３（７３ ３３）

Ｕ ／ χ２ 值 ８ ４８２ ８ ４５９

Ｐ 值 ０ ０１４ ０ ００４

3　 讨论

先兆流产是临床妇女妊娠的常见疾病，而随着女性生活及

工作压力的增加，先兆流产的病发率也越来越高［６］ 。 有研究表

明，妊娠成功的关键在于母胎之间的双向免疫调节的平衡，给予

先兆流产患者进行正确的治疗能够使其顺利达到足月妊娠，避
免出现流产［７］ 。 近年来发现，机体体内存在一种由 Ｔ 细胞分化

而来的新型 ＣＤ４ 效应 Ｔ 细胞，即 Ｔｈ１７，具有较强的促炎作用，其
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 ＩＬ⁃１７、ＩＬ⁃６、ＴＮＦ⁃α 等，在患者的各种

生理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发挥作用［８］ 。
目前对于 Ｔｈ１７ 的相关报道较少，有研究表明，Ｔｈ１７ 细胞明

显高于正常妊娠女性，通过 Ｔｈ１７ 分泌的 ＩＬ⁃１７、ＩＬ⁃６ 检查发现，
其水平浓度出现上升，参与患者的病情发展［９］ 。 ＩＬ⁃１７ 由活化

的 Ｔ 细胞产生的致炎细胞因子，能够释放大量的炎症反应，是 Ｔ
细胞诱导的炎症反应的早期启动因子，能够促使 Ｔ 细胞激活，
刺激患者的上皮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从而产生多种细

胞因子［１０］ 。 ＩＬ⁃６ 是常见炎性细胞因子，可促进其他炎性因子释

放，会产生大量的炎性细胞，会刺激到患者的内皮细胞增生，损
伤内皮细胞造成，增加内皮细胞通透性［１１］ 。

基础研究表明，Ｔｒｅｇ 细胞主要分泌 ＩＬ⁃１０ 和 ＴＧＦ⁃β 发挥免

疫负调控作用，能够抑制 Ｔ 细胞的分泌的作用［１２］ 。 ＩＬ⁃１０ 是具

有抗炎作用的细胞因子，具有抑制嗜酸粒细胞的作用，并且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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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加速凋亡，具有抗过敏效应。 有研究表明［１３］ ，ＩＬ⁃１０ 还具有

阻止 Ｔ 细胞受体介导的 ＣＤ４ ＋ Ｔ 细胞活化的作用。 ＴＧＦ⁃β 是一

种一种多肽生长因子，可对免疫功能、细胞分化作用，可有效的

抑制炎症，促进组织修复，有利于胚胎发育。 基础研究表明［１４］ ，
能够抑制滋养细胞的增生、迁移、浸润，参与胎盘结构的形成及

功能的调节，能够有利于维持妊娠。
研究表明［１５］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之间的关系较复杂，相互独

立且互相逆反，在正常的情况下，两者是处于平衡的状态，能够

有利于机体免疫稳定。 ＩＬ⁃６ 在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的分化中起关

键的作用，其能够抑制 ＴＧＦ⁃β１ 分化 Ｔｒｅｇ 细胞，趋向于 Ｔｈ１７ 细

胞，导致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之间的失调，Ｔｈ１７ 上升、Ｔｒｅｇ 下降，从
而发生一系列炎症反应，促进患者的病情发展［１６］ 。

盐酸利托君是一种抗早产药物，能够使患者的子宫平滑肌

松弛，抑制患者子宫平滑肌收缩频率和强度，能够有效的延长

患者妊娠时间，使其达到满月妊娠［１７］ 。 硝苯地平能够降低患者

细胞内的游离钙浓度，抑制子宫收缩，两种药物联合使用，能够

使其疗效更佳，能够改善患者体内的免疫状态，使其达到平

衡［１８］ 。 在本研究中，采用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进行治疗的

患者 ＩＬ⁃１７、ＩＬ⁃６ 均小于采用硫酸镁、葡萄糖注射液进行治疗的

患者。 说明了两者联合使用能够更进一步的降低炎性因子的

释放，可缓解病情的发展。 采用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进行

治疗的患者 ＴＧＦ⁃β１、ＩＬ⁃１０ 水平均更高。 说明了两者联合使用

能够有效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增强抗炎作用，促进组织修复。
采用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进行治疗的患者临床症状消失

时间、宫缩消失时间均小于采用硫酸镁、葡萄糖注射液进行治

疗的患者，妊娠延长时间大于采用硫酸镁、葡萄糖注射液进行

治疗的患者；采用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进行治疗的患者总

有效率更佳。 说明了两者联合使用可显著提高治疗疗效，消除

产妇的临床症状，有利于妊娠及产妇预后。
综上所述，盐酸利托君联合硝苯地平能够使先兆流产患者

的 Ｔｈ１７ 和 Ｔｒｅｇ 细胞达到平衡的状态，可改变妊娠结局，有利于

产妇的健康。 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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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湖北省卫生厅科研指导性项目（ＪＸ６Ｃ⁃１１）
△【通讯作者】 袁琛，Ｅ⁃ｍａｉｌ：１３９５４８２３２１＠ ｑｑ．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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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分子肝素钠用于治疗复发性流产的效果观察
王征１ 　 杨双祥２ 　 吴惠１ 　 袁琛３△ 　 曹江珊４

１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药剂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２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３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４ 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摘要】 　 目的　 探讨低分子肝素钠治疗复发性流产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接受治疗的 ９０
例复发性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实施分组，对照组 ４５ 例，给予常规治疗；观察组 ４５ 例，
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低分子肝素钠治疗。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临床指标、妊娠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凝血酶原时间（ＰＴ）、凝血酶时间（ＴＴ）等水

平均有所改善，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妊娠并发症率为

６ ６７％ ，与对照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且观察组治疗后有 ４ 例患者存在不良反应，占

８ ８９％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２６ ６７％ ，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低分子肝素钠治疗复发

性流产，能够提升妊娠结局，促进患者各项指标改善，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低分子肝素钠；阿司匹林；复发性流产；妊娠并发症；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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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 ８ ８９％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６ ６７％ ），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ｓｏ⁃
ｄｉｕｍ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ｅｗ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ｏｗ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ｈｅｐａｒｉｎ ｓｏｄｉｕｍ； Ａｓｐｉｒｉｎ；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复发性流产主要是指同一患者连续发生 ３ 次或 ３ 次以上自

然流产的病理现象［１］ ，其诱发因素复发多样，研究显示复发性

流产与遗传因素、感染以及子宫异常等因素密切相关。 患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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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下腹疼痛、阴道出血等，降低纤溶功能，影响胎盘微循

环［２］ ，若治疗不及时，将会引起胚胎缺血血氧、胚胎发育不良，
进而诱发流产，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传统临床中对复发

性流产的治疗多以阿司匹林为主，其能够对血小板聚集起到抑

制作用，缓解疼痛，避免血栓的发生［３］ ，然而单纯的药物治疗效

果并不理想，且容易产生一系列不良反应，近年来，低分子肝素

钠在复发性流产治疗中得以应用，为探究其治疗效果及预后，
回顾性分析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鄂东医疗集团黄

石市中心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妇女 ９０ 例复发性流产患者

的病例资料，对研究结果予以总结。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

幼保健院、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

接受治疗的 ９０ 例复发性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

字表对患者实施分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４５ 例。 观察组：年龄

范围 ２４ 岁 ～ ３７ 岁，年龄（２８ ５ ± ３ ６）岁，流产次数范围为 ３ 次

～７ 次，流产次数（４ ２ ± １ ２）次；对照组：年龄范围 ２５ 岁 ～ ３６
岁，年龄（２８ １ ± ３ ５）岁，流产次数范围为 ３ 次 ～ ８ 次，流产次数

（４ ３ ± １ ３）次。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①对所有入选病例给予临床

诊断及超声检查，诊断结果与国际复发性流产临床诊断标准相

符［４］ ；②该研究得到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妇幼保健院、鄂东医

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和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的批准同意，并征得了临床科室的支持，入组患者均对研究知

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③配偶双方外周血

染色体核型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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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生殖器官异常；⑤存在既往剖宫产史患；⑥伴随感染

性疾病及自身免疫性疾病；⑦存在药物过敏史［５⁃８］ 。
１ 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阿司匹林（上海信谊黄河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０１４２）治疗，７５ｍｇ ／次，１ 次 ／ ｄ，连续治疗 ２ 个月。
在用药期间，医护人员向患者讲解正确受孕的相关知识，并指

导患者补充叶酸，避免发生胎儿缺陷。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加用低分子肝素钠（江苏万邦生化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Ｈ２００２０１７９）治疗，实施低分子肝素钠皮下注射，１ 次 ／ ｄ，
５０００Ｕ ／次，在治疗期间对患者的凝血功能进行检查，一般每 ０ ５
个月检测 １ 次，确保患者凝血功能稳定，之后可每月检查 １ 次。
两组患者均给予为期 ２ 个月治疗。
１ ３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各项临床指标、妊娠并发症发生情

况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６］ 。 患者凝血功能相

关指标采用 ＲＡＣ⁃０６０ 全自动血凝分析仪检测（上海寰熙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临床指标改善情

况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 ＰＴ、ＴＴ、ＡＰＴＴ 等指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各项指标与

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各项临床指标改善情况比较 （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
观察组（ｎ ＝ ４５）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ｎ ＝ ４５）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Ｔ（ｓ）
ＴＴ（ｓ）
ＡＰＴＴ（ｓ）
ＦＩＢ（ｇ ／ Ｌ）

１０ ７５ ± １ ６８
１４ ３５ ± １ ２６
２５ ４１ ± ４ １８
４ ５２ ± ０ ５２

１２ ３４ ± １ ８３ａｂ

１６ １７ ± １ ５６ａｂ

２８ ５２ ± ４ ８２ａｂ

３ ５９ ± ０ ４６ａｂ

１０ ７２ ± １ ６５
１４ ２４ ± １ ２４
２５ ３５ ± ４ ２４
４ ４９ ± ０ ５２

１１ ３６ ± １ ７２
１５ １４ ± １ ４５
２６ ７１ ± ４ ５６
３ ９６ ± ０ ４３

　 　 注：标有“ ａ”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２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妊娠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有 １ 例出现前置胎盘，１ 例出现产后出血，１ 例

为早产，妊娠并发症率为 ６ ６７％ ，与对照组患者的 ２４ ４４％ 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妊娠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前置胎盘 产后出血 早产 妊娠并发症率

观察组

对照组

４５
４５

１（２ ２２）
３（６ ６７）

１（２ ２２）
４（８ ８９）

１（２ ２２）
４（８ ８９）

３（６ ６７）
１１（２４ ４４）

χ２值

Ｐ 值

—
—

—
—

—
—

９ ３２９
＜ ０ ０５

２ ３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后对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效予以随访与评估，
可以发现观察组患者有 １ 例出现肠胃不适，２ 例血小板减少，１
例瘀斑，不良反应率为 ８ ８９％ ，与对照组患者的 ２６ ６７％ 比较，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３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肠胃不适 瘀斑 血小板减少不良反应率（％ ）

观察组

对照组

４５
４５

１（２ ２２）
３（６ ６７）

１（２ ２２）
４（８ ８９）

２（６ ７） 　
５（１１ １１）

４（８ ８９）
１２（２６ ６７）

χ２值

ｐ 值

—
—

—
—

—
—

１１ ２０８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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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临床中将妊娠不足 ２８ 周、胎儿体重 ＜ １０００ｇ 而终止妊娠的

行为称为流产，而复发性流产则指的是同一患者连续发生 ３ 次

或 ３ 次以上而产生的自然流产现象［９⁃１１］ 。 目前，大部分医学专

家将连续发生 ２ 次及 ２ 次以上自然流产也纳入复发性流产范

畴，引起了医学界的高度重视。 复发性流产病因复杂，包括遗传

因素、生殖道结构异常、内分泌异常、免疫因素、血栓前状态等。
在大多数的自然流产中，“胚胎停育”是出现较多的一种类型。
Ｂ 超检查表现为妊娠囊内胎芽或胎儿形态不整，无胎心搏动，或
表现为妊娠囊枯萎。 在临床上，复发性流产可达 ７％ ～ １３％ ，不
孕及复发性流产得到国家卫计委的高度重视，已形成了社会问

题，这部份人群不仅承受着疾病的压力，还承担着心理压力和

经济压力，严重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 传统临床中对复发性

流产的治疗多以药物阿司匹林为主，作为一种乙酰水杨酸类药

物，其能够对局部血循环起到改善作用，抑制血小板活性，使血

液粘稠度大大降低，预防血栓的形成。 治疗同时辅之以叶酸治

疗，能够保障胎儿正常发育，降低胎儿畸形发生率。 然而，单纯

采用阿司匹林药物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若患者存在免疫损伤，
将会处于高凝状态，效果达不到预期。 研究显示，单纯阿司匹林

药物治疗流产率高达 ２９ ３％ ，且伴随较高的瘀斑发生率［１２⁃１４］ ，
需进一步研究。

近年来，低分子肝素钠在复发性流产治疗中得以应用，其
作为一种肝素低分子衍生物，具有较高的抗炎作用，能够激发

机体凝血酶的活性，使凝血酶失活，抗凝作用良好，对机体蛋白

Ｃ 活性具有显著增强作用，进而对患者血管内皮细胞释放相溶

物及抗凝物质起到刺激作用。 另外，低分子肝素钠可对血管新

生起到有效的调控作用，阻断血小板的粘附与聚集，进而促进

患者血管壁的通透性的增加。 除此之外，低分子肝素钠会对滋

养细胞凋亡起到抑制作用，进而实现对滋养细胞增殖的调节，
使胎儿能够正常生长发育。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阿司

匹林与低分子肝素钠治疗后，结果显示该组患者治疗后 ＰＴ、ＴＴ、
ＡＰＴＴ 等指标均得到改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提示低分子肝素钠对患者凝血功能的改善作用。
低分子肝素钠通过对内皮细胞释放组织因子的刺激，对凝血途

径抑制物以及纤溶酶原活化物产生影响，若分子量超过相应水

平，会延长 ＡＰＴＴ，使患者的高凝状态得到缓解。 其抗血栓作用

则能够大大降低患者产后出血发生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

组患者妊娠并发症率仅为 ６ ６７％ ，用药不良反应率为 ８ ８９％ ，
均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提示该治疗方

式的安全性，其能够增强预后。 学者 Ｃｅｔｉｎ Ｏ 等人［１５］ 在研究中

分析了低分子肝素钠治疗复发性流产的效果，结果显示 ５４ 例患

者中仅有 ４ 例发生妊娠并发症，占 ７ ４１％ ，与本次研究结果也

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对复发性流产患者给予低分子肝素钠治疗，有

利于改善患者的凝血功能，减少前置胎盘、产后出血等并发症

的发生，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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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
研究
何艳舫１ 　 郭艳娟１ 　 唐亚娟１ 　 丁霄１ 　 付丽君１ 　 虞向阳２△

１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妇产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２ 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普外科，河北 唐山 ０６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调查与分析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２４５ 例人工流产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 ＦＳＦＩ 问卷对患者基

本情况（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和治疗情况（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

状态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评估，并对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同时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

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的关系。 结果　 ２４５ 例人工流产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较差，且不同基本

情况（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和治疗情况（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状

态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存在显著差异，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婚姻状

态、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状态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均是此

类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较差，且
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状态和术后并发症发

生情况均是其影响因素，应当根据这些因素实施针对性干预。
【关键词】 　 人工流产；术后性生活状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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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在我国临床应用率极高，此类手术可以导致患者

的术后生存状态处于较差的状况，而此类手术作为生殖系统常

见的治疗方式，对于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的影响更为明显，患
者的改善需求也比较强烈［１⁃２］ 。 因此，有必要对人工流产患者

进行术后性生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以为其

状态的改善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本院诊治的 ２４５ 例人工

流产患者为研究对象。 患者年龄： ＜ ３０ 岁者 １６０ 例，≥３０ 岁者

８５ 例；婚姻状态：已婚 ２０１ 例，其他 ４４ 例；患者文化程度：小学

与初中 １２４ 例，中专与以上 １２１ 例；配偶文化程度：小学与初中

１２０ 例，中专与以上 １２５ 例；社会支持程度：较高 １６２ 例，一般及

较低 ８３ 例；手术方式：超导可视人流 ９４ 例，普通人流 １５１ 例；人
工流产次数：１ 次 １８０ 例，２ 次及以上 ６５ 例；心理状态：焦虑抑郁

４２ 例，焦虑或抑郁 ５０ 例，无焦虑抑郁 １５３ 例；术后并发症发生

情况：是 ３５ 例，无 ２１０ 例。 所有研究对象及其配偶均对本研究

知情同意。
１ ２　 研究方法

术后 ３ 个月，采用 ＦＳＦＩ 问卷对 ２４５ 例人工流产患者进行评

估，并将其中不同基本情况（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化

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和治疗情况（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

理状态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的评估结果进行比较，同
时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处理上述因素与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

活状态的关系。
１ ３　 评价标准

ＦＳＦＩ 问卷是有效评估女性性生活状态质量的量表，在我国

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本问卷中包括 ３６ 个评估问题，涉及对

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和性心理等方面进行评分，每项分值最高

为 １００ 分，分值越高表示性生活状态越好［３］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重复测量的计量资料进行

方差分析，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不同基本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比较

２４５ 例人工流产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较差，且不同基

本情况（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
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年龄较高、其
他婚姻状况、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较低、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

的评分均低于年龄较低、已婚、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较高、社会

支持程度较高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

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基本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选项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综合评分

年龄

　 ＜ ３０ 岁 １６０ ７６ ７６ ± ７ ０５ ８２ ６２ ± ７ ６３ ８５ ２６ ± ６ ９３ ７７ ２７ ± ６ ４２ ８２ ４９ ± ７ ３１

　 ≥３０ 岁 ８５ ６１ ２８ ± ５ ８４ａ ６５ ２６ ± ６ １３ａ ６０ ２１ ± ５ ４３ａ ５９ ２０ ± ４ ９１ａ ６２ ３５ ± ５ ７６ａ

婚姻状态

　 已婚 ２０１ ７７ ２８ ± ７ ０１ ８４ ２６ ± ７ ７９ ８４ ９３ ± ６ ８６ ７８ ２４ ± ６ ５６ ８１ ９１ ± ７ ６３

　 其他 ４４ ５９ ５９ ± ５ ６６ａ ６３ ７１ ± ６ ０５ａ ５８ ２５ ± ５ ３４ａ ５６ １３ ± ４ ８０ａ ６０ ２４ ± ５ ６４ａ

患者文化程度

　 小学与初中 １２４ ５９ ３６ ± ５ ６４ａ ６０ ４１ ± ６ ２５ａ ５６ ２６ ± ５ １５ａ ５５ １０ ± ４ ５９ａ ５８ ３４ ± ５ ５９ａ

　 中专与以上 １２１ ７７ ２８ ± ７ ２５ ８１ ３５ ± ７ ５４ ８７ ３２ ± ７ ０３ ８１ ２９ ± ６ ７６ ８２ １６ ± ７ ２３

配偶文化程度

　 小学与初中 １２０ ６０ ２２ ± ５ ７３ａ ６１ ５１ ± ６ ９４ａ ５７ ３８ ± ５ ２４ａ ５４ ２５ ± ４ ６８ａ ５８ ３９ ± ５ ９２ａ

　 中专与以上 １２５ ７６ １５ ± ７ １３ ８０ ７７ ± ７ ５２ ８６ ７６ ± ７ １１ ８０ ４２ ± ６ ６１ ８２ ２５ ± ７ ２６

社会支持程度

　 较高 １６２ ７８ ９５ ± ７ ３２ ８４ ３９ ± ７ ６６ ８６ ２４ ± ７ １１ ８０ ９３ ± ６ ７２ ８２ ９８ ± ７ ３７

　 一般及较低 ８３ ５７ ２０ ± ５ ４９ａ ６１ ２１ ± ５ ９７ａ ５５ ３５ ± ５ １９ａ ５６ ３２ ± ４ ６３ａ ５８ ３５ ± ５ ４６ａ

　 　 合计 ２４５ ６８ ７３ ± ６ ２０ ７２ ６２ ± ６ ８４ ６６ ３６ ± ５ ９２ ６７ ２５ ± ５ ８０ ６９ １２ ± ６ ３３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本分类的其他患者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不同治疗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比较

不同治疗情况（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状态及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差异，表
现为普通人流、人工流产次数 ２ 次及以上、心理状态较差及存在

术后并发症者的评分均低于超导可视人流、人工流产次数 １ 次、
心理状态较好及无术后并发症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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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不同治疗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果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选项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综合评分

手术方式

　 超导可视人流 ９４ ７６ ５６ ± ６ ５３ ８１ ９１ ± ７ ２６ ８３ ９３ ± ７ ５３ ７８ ９８ ± ６ ５６ ８０ ０４ ± ６ ８７

　 普通人流 １５１ ５９ ８９ ± ５ ２８ａ ５５ ２５ ± ５ ９０ａ ５２ ６５ ± ５ ４５ａ ５５ ３５ ± ５ １９ａ ５４ ９４ ± ５ ６３ａ

人工流产次数

　 １ 次 １８０ ７３ ９３ ± ６ ４５ ８０ ２５ ± ７ １９ ８１ ８４ ± ７ ３６ ７７ ２６ ± ６ ６１ ７９ ２１ ± ６ ９５

　 ２ 次及以上 ６５ ５５ ４５ ± ５ １０ａ ５８ ３８ ± ５ ９４ａ ５５ ６５ ± ５ ２４ａ ５３ ６２ ± ５ １０ａ ５５ １５ ± ５ ６８ａ

心理状态

　 焦虑抑郁 ４２ ５６ ５６ ± ５ １３ａ ５６ ４２ ± ５ ０３ａ ５２ ６２ ± ５ １２ａ ５０ ３４ ± ４ ８３ａ ５２ ２３ ± ４ ９７ａ

　 焦虑或抑郁 ５０ ６８ ０２ ± ６ １５ａ ６９ ８９ ± ７ ０２ａ ６５ ３５ ± ５ ８０ａ ６４ ６４ ± ５ ７６ａ ６６ ７６ ± ６ ２５ａ

　 无焦虑抑郁 １５３ ７８ ９８ ± ６ ６７ ７７ ３７ ± ７ １２ ８０ ８４ ± ６ ３４ ７６ ３６ ± ６ ３５ ７７ ８７ ± ６ ９０

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

　 是 ３５ ５４ ３４ ± ４ ９９ａ ５２ ６２ ± ５ ６７ａ ５４ ７４ ± ５ ３７ａ ５３ ２３ ± ４ ８８ａ ５５ ３５ ± ５ ０６ａ

　 否 ２１０ ７８ ３５ ± ６ ６９ ７９ ８４ ± ７ ２６ ８１ ３５ ± ６ ９０ ７６ ５９ ± ６ ４２ ７８ ２６ ± ６ ８８

　 　 　 合计 ２４５ ６８ ７３ ± ６ ２０ ７２ ６２ ± ６ ８４ ６６ ３６ ± ５ ９２ ６７ ２５ ± ５ ８０ ６９ １２ ± ６ ３３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本分类的其他患者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３　 基本情况和治疗情况因素与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

态的关系分析

　 　 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

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状态及术

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均是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的重要

影响因素。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基本情况和治疗情况因素与人工流产患者

术后性生活状态的关系分析

　 　 项目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年龄 ６ ３２５ ＜ ０ ０５ ２ ５０７ １ １９５ ～ ８ ２５４

婚姻状态 ６ ６７１ ＜ ０ ０５ ２ ６１５ １ ２４２ ～ ８ ８９５

患者文化程度 ７ １５３ ＜ ０ ０５ ３ ５９９ １ ２９９ ～ ９ ２４３

配偶文化程度 ６ ８９２ ＜ ０ ０５ ２ ８７６ １ ２８１ ～ ９ ０７２

社会支持程度 ６ ０３８ ＜ ０ ０５ ２ ３７８ １ １６７ ～ ７ ８９１

手术方式 ５ ９４２ ＜ ０ ０５ ２ ３５９ １ １５６ ～ ７ ２３６

人工流产次数 ７ ４６７ ＜ ０ ０５ ３ ６８８ １ ３０５ ～ ９ ４８７

心理状态 ８ ０５１ ＜ ０ ０５ ３ ７５１ １ ３３６ ～ １０ ２６９

术后并发症 ８ １６７ ＜ ０ ０５ ３ ８０４ １ ３４５ ～ １１ ３５７

3　 讨论

人工流产术的高应用率是临床对其重视程度较高的重要

原因，临床中关于此类手术方式的技术与经验均有丰富积累，
其中包括有关此类手术方式对机体多系统的影响研究，而此类

手术作为生殖系统的常见手术方式，其对于患者性生活方面的

不良影响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其程度存在差异［４⁃５］ ，且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十分不足。 因此，开展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

生活状态的研究十分必要，同时要达到预期改善效果，掌握此

类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的影响因素则是必要的基础与前

提［６⁃８］ 。 此外，临床中对于各类子宫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
尤其是性生活质量方面的研究虽然较为多见，但是在人工流产

患者中的研究比例仍然相对较低，因此存在着探究的空间 。
我们就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

调查研究与分析，结果显示，１２０ 例人工流产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

评估结果较差，且不同基本情况（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

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和治疗情况（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

数、心理状态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患者的 ＦＳＦＩ 问卷评估结

果存在明显差异。 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婚姻状态、患
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手术方式、人工流产次数、心
理状态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均是此类手术患者术后性生活

状态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全面细致地肯定了人工流产患

者性生活状态较差的现状，且其影响因素较多。 其中，年龄较高

者术后性生活质量较差可能与其生殖方面功能的下降有关；未
婚者则因各方面压力包括社会压力等较大而对性功能状态产

生了不良影响；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较低者则与其术后相关知

识认知度较低等因素有关；社会支持程度较低者则可能与其受

到的辅助等较少有关［９⁃１１］ ；超导可视人工流产者的生殖系统受

到的不良影响较小，其性生活状态方面表现较好；人工流产次数

较多及心理状态较差者则受此方面影响较大且表现恐惧等情

况，因此状态较差［１２⁃１３］ ；人工流产术后发生并发症并对生殖系

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性生活质量较差［１４⁃１５］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工流产患者术后性生活状态较差，且

年龄、婚姻状态、患者及配偶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手术方

式、人工流产次数、心理状态和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均是其影响

因素，应当根据这些因素实施针对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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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黄体酮给药方式对辅助生殖治疗妊娠结局的
影响
麦扬青　 黄炜　 马燕琳

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生殖科，海口 ５７０１０２

【摘要】 　 目的　 评价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以及注射用黄体酮针剂对辅助生殖治疗效果以及对母婴安

全性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海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采用辅助生殖

技术诊治的 ２００ 例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黄体酮给药方式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１００ 例患者。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黄体支持分别选择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与黄体酮针剂肌肉注射。 记录两

组患者基本妊娠结局、新生儿基本情况、围产期并发症以及分娩后 １ 年子宫内膜容受性改变。 结果　 两组患

者基本妊娠结局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新生儿体重、性别、缺陷发生率以及出生后 Ａｐ⁃
ｇａｒ 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患者母体围产期并发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 两组患者入院后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 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日和种植窗日子宫动脉

血流脉搏指数（ｐｕｌｓｅ ｉｎｄｅｘ，ＰＩ）、抵抗指数（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ＲＩ）以及内膜下血管化⁃血流指数（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ＶＦＩ）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随访 １ 年后，两组患者子宫动脉血流 ＰＩ、ＲＩ
与入院时相比均无显著改变，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内膜下 ＶＦＩ 均比入院时显著降低，而且观察

组患者内膜下 ＶＦＩ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黄体酮阴道缓释

凝胶以及注射用黄体酮针剂都是辅助生殖中安全有效的黄体支持方案，但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能够有效保

护子宫内膜容受性，减少超促排卵对子宫内膜功能的损伤，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辅助生殖技术；妊娠结局；黄体酮；子宫内膜容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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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 ｒｅｃｅｐｔｉｖｉｔ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不孕症一直是困扰人类健康的一个难题。 近年来，随着生

活节奏、生活压力以及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发病率

已经高达 １０ ～ １５％ ，越来越多的已婚夫妇受到不孕症的困

扰［１］ 。 辅助生殖技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不孕症，以达到生

育的目的，也是生育调节的主要组成部分［２］ 。 然而，有关研究

发现，辅助生殖技术中的控制性超促排卵和卵泡抽吸可能会引

起黄体功能不全，导致子宫内膜发育不完整，不能分泌足够的

营养物质，从而影响胚胎在子宫的种植而导致妊娠率下降［３］ 。
因此，黄体支持方案已经成为辅助生殖操作中的常规步骤之

一，但是其使用方案尚存在争议［４］ 。 我院通过黄体酮阴道缓释

凝胶和注射用黄体酮针剂比较，探讨其对妊娠结局以及母婴的

影响，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我院妇产科采用辅助生殖

治疗的 ２００ 例不孕症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其黄体酮给药方式

不同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１００ 例患者。 患者纳

入标准：①采用标准的控制性超促排卵方案；②采用常规体外

受精与胚胎移植（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ＩＶＦ⁃
ＥＴ）和卵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与胚胎移植（ ｉｎｔｒａｃｙｔ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ｓｐｅｒｍ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ｒｙｏ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ＣＳＩ⁃ＥＴ）技术受孕；③首次助

孕治疗；④年龄小于 ３７ 岁；⑤取得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通过

医院伦理审查。 排除标准：①输卵管积水；②子宫内膜粘连或粘

连分解术史；③子宫畸形；④急性生殖道炎症；⑤子宫内膜异位

症以及子宫内膜息肉患者。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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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 ） ／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指标 观察组（ｎ ＝ １００） 对照组（ｎ ＝ １００） 统计值 Ｐ 值

年龄（岁） ３０ ３ ± ４ ２ ２９ ７ ± ３ １ １ １４９ ０ ２５２

不孕年限（年） ３ ０（１ ９，４ ３） ３ ４（２ １，４ ８） １ １１０ ０ ２６８

体重指数（ＢＭＩ） ２２ ８ ± １ ９ ２３ １ ± １ ６ １ ２０８ ０ ２２９

不孕原因

　 原发性不孕 ７６（７６ ０） ８２（８２ ０）

　 继发性不孕 ２４（２４ ０） １８（１８ ０）
１ ０８５ ０ ２９７

基础 ＦＳＨ 值（ＩＵ ／ Ｌ） ６ ３（４ ２，９ ２） ６ １（３ ９，１０ ２） ０ ７４２ ０ ４５９

１ ２　 治疗方案

两组患者在口服地屈孕酮片（荷兰 Ａｂｂｏｔｔ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 Ｂ． Ｖ． ，
１０ｍｇ ／片，批准文号 Ｉ２０１３０１１０）１ 次 ／天，２０ｍｇ ／次的基础上分别

采取以下治疗。 观察组患者自取卵日开始，阴道放置黄体酮软

胶囊（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１００ｍｇ ／粒，批准文

号：Ｈ２００４０９８２），３ 次 ／天，２００ｍｇ ／次。 对照组患者自取卵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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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每天肌肉注射黄体酮注射液（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ｍｇ ／支，批准文号 Ｉ３３０２０８２９），１ 次 ／日，６０ｍｇ ／次。 两组患者均

自取卵后 ３ ～ ４ 天进行胚胎移植，移植后 １４ 天检测两组患者血

清 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ｕｍａｎ 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
β⁃ｈＣＧ≥１０ＵＩ ／ Ｌ 为妊娠阳性，需要继续给药，否则视为妊娠阴

性，停止给药。 移植后 ４ ～ ６ 周进行超声检查，发现孕囊则为临

床妊娠，此后根据患者个体状况逐渐停止给药。
１ ３　 观察指标

１ ３ １　 患者基本妊娠结局　 ①临床妊娠：胚胎移植后 ４ ～ ６ 周，
超声检查发现孕囊为临床妊娠；②生化妊娠：孕周超过 ７ 周，阴
道超声随访始终未发现宫内外孕及附件包块，且 β⁃ｈＣＧ 水平最

终≤１０ ＩＵ ／ Ｌ；③异位妊娠：阴道超声检测见宫外孕囊或后穹隆

穿刺阳性以及腹腔镜等病理检测证实异位妊娠者；④流产：妊
娠 ２８ 周之前终止称为流产；⑤早产：孕周为 ２８ ～ ３７ 周或体重低

于 ２５００ｇ。
１ ３ ２　 新生儿基本状况　 分娩后，记录新生儿体重、性别、新生

儿缺陷发生率、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 评分［５］等。
１ ３ ３　 母体妊娠期并发症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妊娠期间出

现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贫血、前置胎盘、胎
盘粘连、胎盘早破、羊水过少以及产后出血等妊娠期并发症发

生情况。
１ ３ ４　 母体子宫内膜容受性　 所有患者分娩后随访 １ 年，分别

于入院后 ｈＣＧ 日、种植窗日（排卵后 ７ 天）以及随访末期后 ｈＣＧ
日、种植窗日（排卵后 ７ 天）阴道超声测量患者子宫内膜厚度、
子宫内膜类型、子宫动脉血流脉搏指数（ｐｕｌｓｅ ｉｎｄｅｘ，ＰＩ）、抵抗

指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ＲＩ）以及内膜下血管化⁃血流指数（ｖａｓｃｕ⁃
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ｌｏｏｄ ｆｌｏｗ ｉｎｄｅｘ，ＶＦＩ），评价母体子宫内膜容受性。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 ＳＤ）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
不同时间点的比较重复测量采用方差分析，不服从正态分布的

用四分位数表示，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数

［ｎ（％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基本妊娠结局比较

两组患者基本妊娠结局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２　 两组患者新生儿基本情况比较

观察组 ４１ 名患者正常分娩，其中单胎 ３３ 例，双胎 ６ 例，三
胎 ２ 例，新生儿共 ５１ 例；对照组 ３１ 名患者正常分娩，其中单胎

２６ 例，双胎 ５ 例，三胎 ０ 例，新生儿共 ３６ 例；两组患者单胎患者

比例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间新生儿体

重、低体重儿比例和超重儿比例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Ｐ ＞ ０ ０５）。 两组新生儿性别、缺陷发生率和出生后 Ａｐｇａｒ
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

见表 ３。
２ ３　 两组患者妊娠期并发症比较

两组患者妊娠期并发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２ ４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比较

两组患者入院后 ｈＣＧ 日和种植窗口日子宫内膜厚度、三线

型子宫内膜比例和子宫血流结果检查，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Ｐ ＞ ０ ０５）。 两组患者随访末期与入院后子宫血流 ＰＩ、ＲＩ 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随访末期 ｈＣＧ 日和

种植窗口日内膜下 ＶＦＩ 均显著低于入院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且观察组患者内膜下 ＶＦＩ 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５。

表 ２　 两组患者基本妊娠结局比较［ｎ（％ ）］

指标
观察组

（ｎ ＝ １００）
对照组

（ｎ ＝ １００）
χ２ 值 Ｐ 值

临床妊娠 ５４（５４ ０） ４２（４２ ０） ２ ８８５ ０ ０８９

异位妊娠 ８（８ ０） ５（５ ０） ０ ３９１ ０ ５３２

流产　 　 ３（３ ０） ６（６ ０） １ ０４７ ０ ３０６

活产　 　 ４１（４１ ０） ３１（３１ ０） ２ １７０ ０ １４１

早产　 　 １２（１２ ０） ９（９ ０） ０ ４７９ ０ ４８９

生化妊娠 ３２（３２ ０） ３７（３７ ０） ０ ５５３ ０ ７４４

表 ３　 两组患者新生儿基本情况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统计值 Ｐ 值

新生儿例数 ５１ ４４ ０ ９８３ ０ ３２２

出生体重（ｇ） ２８１２ ２ ± ５８１ ８ ２７７３ ６ ± ４７２ ３ ０ ４３７ ０ ６６３

　 ＜ ２５００ｇ ６（１１ ８） ２（４ ５） １ ５９６ ０ ２０６

　 ２５００ ～ ４０００ｇ ４１（８０ ４） ４０（９０ ６） ２ ０７９ ０ １４９

　 ≥４０００ｇ ４（７ ８） ２（４ ５） ０ ４３４ ０ ５１０

性别（男 ／ 女） ２４ ／ ２７ １９ ／ ２５ ０ １４３ ０ ７０５

新生儿缺陷 ４（７ ８） ２（４ ５） ０ ４３４ ０ ６５９

　 微小缺陷 ３（５ ９） ２（４ ５） ０ ０８５ ０ ７７１

　 严重缺陷 １（２ ０） ０ ０ ８７２ ０ ３５０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 ≤７ ３（５ ９） ４（１０） ０ ３５６ ０ ５５１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 ≤７ １（２ ０） １（２ ３） ０ ０１１ ０ ９１６

表 ４　 两组患者妊娠期并发症比较［ｎ（％ ）］

　 　 　 指标
观察组

（ｎ ＝ １００）
对照组

（ｎ ＝ １００）
χ２ 值 Ｐ 值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 ８（８） １３（１３） １ ３３０ ０ ２４９

妊娠期糖尿病 ４（４） ６（６） ０ ４２１ ０ ５１６

产后出血 ８（８） １２（１２） ０ ８８９ ０ ３４６

妊娠期贫血 ４（４） ２（２） ０ ６８７ ０ ４０７

前置胎盘 ２（２） ３（３） ０ ４５３ ０ ６５１

胎盘粘连 ５（５） ７（７） ０ ３５５ ０ ５５２

胎膜早破 ４（４） １（１） １ ８４６ ０ １７４

羊水过少 ６（６） ２（２） ２ ０８３ ０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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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指标　 　

观察组

入院后

ｈＣＧ 日 种植窗日

随访末期

ｈＣＧ 日 种植窗日

对照组

入院后

ｈＣＧ 日 种植窗日

随访末期

ｈＣＧ 日 种植窗日

内膜厚度（ｍｍ） ８ ７ ± ２ ５ ９ ２ ± ２ ６ ８ ４ ± ２ ８ ９ ５ ± ２ ７ ９ ９ ± ２ １ １０ ６ ± ２ ９ ９ ４ ± ３ １ １０ ２ ± ２ １

三线型内膜 ２７（２７ ０） ２９（２９ ０） ３４（３４ ０） ３６（３６ ０） ２４（２４ ０） ２６（２６ ０） ２８（２８ ０） ２７（２７ ０）

子宫血流

　 ＰＩ ２ １４ ± ０ ２３ ２ ２１ ± ０ ３４ １ ８９ ± ０ ３９ １ ９１ ± ０ ２５ ２ １９ ± ０ ４２ ２ ２６ ± ０ ３７ ２ ４１ ± ０ ５２ ２ ３７ ± ０ ４７

　 ＲＩ ０ ５８ ± ０ １３ ０ ６８ ± ０ １７ ０ ６６ ± ０ １９ ０ ６９ ± ０ １１ ０ ５６ ± ０ １６ ０ ６２ ± ０ １７ ０ ６９ ± ０ １６ ０ ７１ ± ０ １８

　 ＶＦＩ ２ ４６ ± ０ ４１ ２ ５７ ± ０ ３９ １ ７９ ± ０ ２８ １ ９３ ± ０ ３２ ２ ４８ ± ０ ３６ ２ ５１ ± ０ ５９ １ ５８ ± ０ ３１ １ ５８ ± ０ ２９

3　 讨论

辅助生殖技术是指以生育为目的，在体外对精子、卵子和

胚胎进行人工处理后，再植入女性生殖道内，以达到受孕目的，
是不孕症的主要治疗方法。 黄体是维持妊娠必需的激素，对子

宫内膜具有显著的形态学影响［６］ 。 因为促排卵周期 ＧｎＲＨ⁃ａ 的

降调作用严重干扰了黄体期孕酮产生的量和时间，辅助生殖种

周期中控制性促排卵和卵泡抽吸导致雌激素水平增高，溶黄体

作用增强，取卵术中大量颗粒黄体细胞丢失，造成黄体生成减

少，最终引起黄体功能不足［３］ 。 外源性黄体支持是辅助性生殖

技术中重要的环节，孕激素类是常见的黄体支持药物，主要包

括黄体酮和地屈孕酮等［７］ 。
临床常用的黄体支持方案主要包括肌肉内注射液和阴道

用黄体酮缓释凝胶，２ 种方法有其各自的优点。 肌肉注射吸收

迅速，无肝脏首过效应，疗效确切，治疗成本低廉，但是每日注射

操作复杂，注射部位红肿硬结和坐骨神经损伤等不良反应较

多，部分患者容易出现过敏反应［８］ 。 有关研究报道，个别患者

肌肉内注射黄体酮会出现急性嗜酸性粒细胞性肺炎等严重并

发症。 阴道用黄体酮缓释凝胶，阴道给药后，不经过肝脏代谢，
存在子宫首过效应，迅速经上皮细胞吸收并扩散至宫颈和宫

体，子宫局部浓度高，方便无痛苦，副作用少，临床应用广泛［９］ 。
本研究结果证明，辅助生殖治疗中使用黄体酮阴道缓释凝

胶和注射用黄体酮针剂，２ 种方案在临床妊娠率、异位妊娠率、
流产率、活产率和生化妊娠率等妊娠结局上无显著差别，与国

内外多项前瞻性研究和荟萃分析结果一致［１０⁃１２］ 。 黄体酮针剂

肌肉注射后，血孕酮水平 ８ 小时即可以达到高峰，能够维持 ２４
小时，但是血孕酮水平并不能代表子宫内膜孕酮水平，与妊娠

结局无显著相关性。 黄体酮阴道给药后，能够保持子宫内膜较

高的孕酮水平，是子宫内膜转化为分泌期的关键。 黄体酮阴道

给药与肌肉注射，对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为证实本研究结果提供了理论依据。 同样，在本研究中，两组患

者多胎妊娠比例、早产发生率、新生儿体重和低体重儿比例、性
别、缺陷发生率以及新生儿 １、５ｍｉｎ Ａｐｇａｒ ＜ ７ 比例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Ｂｒｉｚｏｔ 等［１３］研究表明，阴道用黄体酮对早产、
新生儿体重、性别缺陷率和出生后 Ａｐｇａｒ 评分无显著影响，２ 种

给药方式都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母体妊娠

期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此与上述研究结

果一致。 通过本研究证明，２ 种黄体酮给药方式的妊娠结局、新
生儿结局和母体妊娠期并发症影响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都是辅助生殖技术中安全、有效的黄体支持方法。
良好的子宫内膜容受性，是孕龄妇女能够持续妊娠直至分

娩的关键［１４］ 。 但是，辅助生殖中人为的高分泌状态，使得子宫

内膜容受性受到很大影响［１５］ 。 子宫内膜厚度、内膜类型和子宫

血流是评价子宫内膜容受性的关键指标［１６］ 。 子宫内膜厚度在

保证受精卵顺利植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内膜最小厚度为 ５ ～
８ｍｍ 之间是保证顺利植入的最小值［１７］ 。 两组患者入院后以及

随访末期 ｈＣＧ 日和种植窗日内膜厚度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 子宫内膜厚度受雌、孕激素等性激素调节，黄体酮支持可

以促使子宫内膜由增生期转化为分泌期，黄体酮阴道给药与肌

肉注射对患者子宫内膜厚度的改变无显著差异。 三线型内膜是

指在雌激素的作用下，受孕酮的影响，内膜回声增强且中间为低

回声带，内膜呈三线型。 Ｆａｎｃｈｉｎ 等［１８］ 的研究结果提示，三线型

内膜者比均质性内膜者妊娠预后好。 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患

者间三线型内膜患者比例无显著差别。 目前，最常见的子宫血

流的检测指标主要为脉搏指数（ＰＩ）和抵抗指数（ＲＩ）。 Ｈａｂａｒａ
等［１９］的研究发现，子宫动脉阻力增加容易导致反复流产。 本研

究中，两组患者种植窗日和随访末期 ｈＣＧ 日子宫动脉 ＰＩ、ＲＩ 与
入院后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均存在改变的趋势，
可能是由于样本量和测量标准不同，造成了假阴性结果。 内膜

下血管血流指数（ＶＦＩ）比子宫内膜厚度以及子宫动脉更能够预

测妊娠结局，更能够代表子宫内膜容受性。 内膜下区域超声显

示为肌层至内膜之间的薄层低回声区，基底动脉由此上升形成

螺旋动脉，供应内膜血流，在胎盘种植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

研究结果显示，在入院后，两组患者 ｈＣＧ 日和种植窗日 ＶＦＩ 均
无显著差别；随访末期，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 ｈＣＧ 日和种植窗

日 ＶＦＩ 均显著低于入院后，观察组患者 ｈＣＧ 日和种植窗日 ＶＦＩ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这说明辅助生殖技术对患者子宫内膜

容受性造成了不良影响。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辅助生殖过程中

控制性超促排卵会对患者子宫内膜容受性产生不良影响［２０］ ，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 黄体酮针剂注射可能会引起药物吸收不良、
局部药物蓄积等，造成子宫内膜局部孕酮水平不稳定，对子宫内

膜造成不良影响。 黄体酮凝胶阴道给药后，不经肝脏代谢，由于

其子宫首过效应，子宫内膜局部孕酮水平较高，且维持稳定，对
子宫内膜内膜的影响较小。 辅助生殖中，影响子宫内膜容受性

的具体机制还有待研究，但是从本研究的结果中可以看出，黄体

酮阴道内给药的方法相对于肌肉注射，对于患者子宫内膜容受

性的影响最小，对于需要再孕的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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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和注射用黄体酮针剂均是

辅助生殖中安全有效的黄体支持方法，黄体酮阴道缓释凝胶给

药，简单方便，避免了注射引起的并发症，而且对患者子宫内膜

容受性有较好的保护作用，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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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临床分析
吴泽俊　 庄雅丽△ 　 何娟　 朱婷婷　 汪海妍　 李长雨　 项兰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合肥 ２３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的分娩方式构成情况及妊娠结局，探讨瘢痕子宫再次妊娠阴道

分娩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安徽省妇

幼保健院）妇产科诊治的 １６８０ 例瘢痕子宫再次妊娠产妇的临床资料作研究回顾性调查。 比较经阴道分娩、
有剖宫产指征行剖宫产手术、无剖宫产指征行剖宫产手术的构成情况，分析各组孕产期情况、妊娠合并症、
妊娠结局等发生情况，为之后瘢痕子宫分娩方式合理选择提供指导。 结果　 １６８０ 例瘢痕子宫产妇中 ５１ 例

经阴道分娩 ３ ０４％ 、无指征行剖宫产手术者 １３０２ 例（占 ７７ ５０％ ）。 经阴道分娩者宫颈评分、宫口开大等均

高于剖宫产组，住院费用低于剖宫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剖宫产组患者中无手术指征亚组

患者宫口开大低于无指征亚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妊娠并发症发生率排名前 ２０ 的疾病类型

中，盆腔粘连占比最高，依次为妊娠期糖尿病、胎膜早破、贫血等；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贫血、脐带异常等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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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并发症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妊娠结局方面产时出血量、新生儿体重和住院时间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瘢痕子宫产妇采用无指征行剖宫产手术者占比较高，并发症以盆腔粘连、胎膜

早破等为主，经阴道分娩者入院时的宫口和宫颈情况好于剖宫产者，行剖宫产分娩方式产妇出血量较大，需
加强贫血、产后感染等并发症的预防。

【关键词】 　 　 瘢痕子宫；分娩；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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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我国孕产妇生育观念的改变，医疗行为中介

入了较多的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剖宫产手术的实施已经不

止于单纯地考虑医学指征。 剖宫产率呈现增高的趋势，尤其是

无医学指征剖宫产率在不断增加，依据相对指征和其他因素而

实施的剖宫产手术已经占据较大的比例［１］ ，剖宫产术正经历从

有明确临床手术指征到无医学指征的选择性手术的转变。 然

而，剖宫产是一种非自然的分娩过程，作为一项创伤性的手术，
剖宫产手术的不良后果是难以避免的［２⁃３］ 。 由于生育政策调

整，瘢痕子宫再次妊娠产妇的分娩方式选择以及经阴道分娩产

妇妊娠结局等已成为产科关注的主要安全性问题。 为此，本研

究开展相关的调查，分析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的分娩方式构成情

况比较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和剖宫产的妊娠结局，进
一步探讨瘢痕子宫再次妊娠阴道分娩的可行性与安全性。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幼

保健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妇产科诊治的 １６８０ 例瘢痕子宫再

次妊娠产妇的临床资料作研究回顾性调查。

１ ２　 调查方法

查阅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

幼保健院（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分娩的产妇病历记录，摘抄瘢痕

子宫产妇年龄、孕产史、入院时 ＢＭＩ、既往瘢痕子宫原因（有无

剖宫产指征）、本次妊娠与最后一次生产的间隔时间、分娩时孕

周、本次分娩方式、分娩前宫颈评分、宫口开大情况、本次分娩并

发症与合并症、产时及产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新生儿体重和评分、
住院天数等相关研究指标。
１ ３　 瘢痕子宫的剖宫产手术指征

根据《中华妇产科学》第 ２ 版、《妇产科手术学》第 ２ 版，结
合《妇产科学》第 ８ 版，将其分为以下几类，即 ２ 次及以上剖宫

产手术后再次妊娠、既往子宫肌瘤剔除术穿透宫腔、前次剖宫产

的手术指征在此次妊娠依然存在、本次妊娠距前次剖宫产间隔

时间不足 １８ 个月、有子宫切口感染愈合欠佳病史、前次剖宫产

切口在子宫体部、子宫下段疤痕厚度在 ２ｍｍ 以下、既往发生过

子宫破裂、双胎或多胎、头盆不称（包括巨大儿及胎头位置异

常，如持续性枕横位或枕后位）、胎儿窘迫、胎位异常（臀位、横
位）、产道异常、前置胎盘及前置血管、胎盘早剥、严重妊娠合并

症和并发症、妊娠合并肿瘤、生殖道严重的感染性疾病、羊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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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脐带脱垂、产程异常（潜伏期、活跃期或第二产程异常）等。
１ ４　 无医学指征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

无医学指征行剖宫产手术的产妇是指不具备上文所列的

瘢痕子宫剖宫产手术指征而选择性地实施剖宫产手术的产妇。
１ ５　 资料管理与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 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比较经阴道分娩、有剖

宫产指征行剖宫产手术、无剖宫产指征行剖宫产手术产妇的构

成情况，分析各组孕产期情况、妊娠合并症与并发症、妊娠结局

等发生情况。 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检验水平 α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５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瘢痕子宫产妇再次妊娠分娩方式的构成及一般情况

本次调查发现，２０１６ 年在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妇幼保健院

（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分娩的瘢痕子宫产妇 １６８０ 例，５１ 例经阴

道分娩者 （占 ３ ０４％ ），有指征行剖宫产手术者 ３２７ 例占

（１９ ４６％ ）、无指征行剖宫产手术者 １３０２ 例（占 ７７ ５０％ ）。 分

析 １６８０ 例瘢痕子宫产妇既往瘢痕子宫的原因，有手术指征者

６７９ 例（占 ４０ ４２％ ，）无手术指征者 １００１ 例（占 ５９ ５８％ ）。
１６８０ 例瘢痕子宫产妇年龄（３１ ４９ ± ３ ９８９）岁，经阴道分娩

者年龄（３１ ０２ ± ３ ９２７）岁、有指征的剖宫产者年龄（３１ ９１ ±
４ １９２）岁、无指征的剖宫产者年龄（３１ ４１ ± ３ ９３４）岁。 三组年

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方差齐（Ｆ ＝ ２ ４４３，Ｐ ＝ ０ ０８７），
三组年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 ２　 瘢痕子宫产妇的孕产期情况

按照分娩方式将瘢痕子宫产妇分成经阴道分娩，有指征行

剖宫产手术、无指征行剖宫产手术三组，对三组孕次、上次妊娠

与此次妊娠间隔年数、入院时孕周、入院时 ＢＭＩ、宫口开大情况、
宫颈评分、子宫下端厚度、日均住院费进行方差分析，三组间的

孕次、入院时孕周、入院时 ＢＭＩ、宫口开大情况、宫颈评分、子宫

下端厚度、日均住院费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进

一步做多重比较，经阴道分娩者的孕次、日均住院费低于剖宫

产者，宫颈评分、子宫下端厚度高于剖宫产者，宫口开大高于无

指征剖宫产者；有指征剖宫产者的孕次、入院时 ＢＭＩ 大于其他

两组产妇，子宫下端厚度低于其他两组产妇；无指征剖宫产者

的分娩孕周大于其他两组产妇。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三组产妇瘢痕子宫产妇孕期指标的组间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孕产期指标
经阴道分娩者

（ｎ ＝ ５１）
有指征剖宫产者

（ｎ ＝ ３２７）
无指征剖宫产者

（ｎ ＝ １３０２）
Ｆ 值 Ｐ 值

孕次（次） ２ ６９ ± １ ０１ ２ ７１ ± １ ２０ ２ ７５ ± １ １４ ０ ３７０ ＞ ０ ０５
妊娠间隔（年） ５ ３７ ± ２ ５５ ６ ００ ± ３ １４ ６ １７ ± ２ ９９ １ ８８４ ０ ０６０
孕周（周） ３８ ０８ ± ２ ２９ ３８ １８ ± １ ４３ ３８ ２１ ± ０ ９１ ０ ９１５ ０ ３６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７ ０３ ± ２ ６６ ２７ ３９ ± ３ １０ ２７ ５５ ± ３ ２１ １ １４１ ０ ２５４
宫口开大（ｃｍ） ３ １８ ± ２ ５１ ２ ２５ ± ２ ０７ １ ５０ ± １ ８６ ６ ３０１ ０ ００３
宫颈评分（分） ４ ５９ ± １ ２４ ３ ４０ ± ０ ９０ ３ ４３ ± ０ ９１ ８ ７０３ ＜ ０ ００１
子宫下端厚度（ｍｍ） ２ ３７ ± ０ ９２ ２ ００ ± ０ ８１ ２ １６ ± ０ ７５ １ ５６０ ０ １１０
日均住院费（元） １５４３ ５９ ± ５６２ ３９ １９５５ １５ ± ４２０ ４８ １９４５ ０６ ± ３４３ １１ ８ １４６ ＜ ０ ００１

２ ３　 瘢痕子宫产妇本次妊娠并发症与合并症分析

分析瘢痕子宫产妇本次妊娠并发症与合并症，排位前 ２０ 的

并发症与合并症构成情况，在所有瘢痕子宫产妇中，发生盆腔

粘连产妇所占构成比最高 ２０ ６５％ ，其次是妊娠期糖尿病

１０ ８９％ 。 此外还需注意不完全性子宫破 裂 所 占 构 成 比

０ ９５％ ，且无一例是经阴道试产者。 在经阴道分娩者中，并发症

与合并症所占构成比最高是会阴裂伤 ２９ ４１％ ，其次是胎膜早

破、脐带绕颈、早产 １５ ６９％ ，且无 １ 例发生子宫破裂；在有指征

者中，并发症与合并症所占构成比最高是巨大儿 ２９ ９７％ ，其次

是盆腔粘连 ２３ ８５％ ；在无指征者中，并发症与合并症所占构成

比最高是盆腔粘连 ２０ ６６％ ，其次是妊娠合并贫血 ９ ６０％ 。 具

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瘢痕子宫产妇的妊娠主要的并发症与合并症构成情况［ｎ（％ ）］

　 　 并发症与合并症 经阴道分娩者 有指征剖宫者 无指征剖宫产者 χ２值 Ｐ 值

盆腔粘连 ０ ７８（２３ ８５） ２６９（２０ ６６） １３ １５１ ０ ０００３
妊娠期糖尿病 ３（５ ８８） ５６（１７ １３） １２４（９ ５２） ０ ７６５ ０ ３８２
胎膜早破 ８（１５ ６９） ５３（１６ ２１） １０５（８ ０６） ３ ７２５ ０ ０４２
妊娠合并贫血 ３（５ ８８） ３２（９ ７９） １２５（９ ６０） ０ ８００ ０ ３７１
脐带异常 ８（１５ ６９） ２８（８ ５６） １１６（８ ９１） ２ ７０７ ０ １００
巨大儿 ２（３ ９２） ９８（２９ ９７） ０ １５ ３８５ ０ ０００
羊水过少 １（１ ９６） ６４（１９ ５７） ０ ９６ １００ ０ ０００
早产 ８（１５ ６９） ２４（７ ３４） ２４（１ ８４） ２７ ６０７ ０ ０００
妊娠合并血小板减少症 １（１ ９６） １１（３ ３６） ２８（２ １５） ０ ２８３ ０ ５９５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 ０ ７（２ １４） ３３（２ ５３） ４ １７６ ０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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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瘢痕子宫产妇的妊娠主要的并发症与合并症构成情况［ｎ（％ ）］

　 　 并发症与合并症 经阴道分娩者 有指征剖宫者 无指征剖宫产者 χ２值 Ｐ 值

胎盘粘连 ２（３ ９２） ５（１ ５３） ２６（２ ００） １ ３８９ ０ ２３８
妊娠合并子宫肌瘤 ０ ３１（９ ４８） ０ １４１ ３６ ０ ０００
妊娠期高血压 ２（３ ９２） ８（２ ４５） ２０（１ ５４） ０ ３７３ ０ ５４２
臀位 ０ ２５（７ ６５） ０ ４ １７５ ０ ０４１
ＲＨ 阴性 １（１ ９６） ５（１ ５３） １７（１ ３１） ０ ０５３ ０ ８１９
胎儿畸形 １（１ ９６） ６（１ ８３） １６（１ ２３） ０ ００４ ０ ９５１
绝育术后 ０ ９（２ ７５） １０（０ ７７） １ ４３７ ０ ２３０
羊水过多 ０ １１（３ ３６） ７（０ ５４） １ ７６７ ０ １８４
不完全性子宫破裂 ０ １６（４ ８９） ０ ５ ６０５ ０ ０１６
会阴裂伤 １５（２９ ４１） ０ ０ ９２ ５８１ ０ ０００
妊娠合并甲减 ０ １（０ ３１） １４（１ ０８） ３ ５４７ ０ ０５９

２ ４　 三组产妇的妊娠结局的比较

比较三组产妇的产时与产后 ２４ 小时出血量、新生儿体重和

评分、住院天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三组产妇的产时出血量、新
生儿体重、住院天数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进

一步做多重比较，经阴道分娩者的产时出血量、新生儿体重、住
院天数均低于剖宫产者。 有指征剖宫产者的产时出血量、新生

儿体重、住院天数均高于其他两组。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瘢痕子宫产妇妊娠结局的组间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孕产期指标 Ｎ 经阴道分娩者 有指征剖宫产者 无指征剖宫产者 合计 Ｆ 值 Ｐ 值

产时出血量（ｍｌ） １６８０ １６１ ７７ ± ７８ ４８ ３６１ ３２ ± １０２ ４７ ３３３ ２２ ± ８６ ０６ ３３３ ４８ ± ９４ ９１ １１０ ２３１ ＜ ０ ００１
产后出血量（ｍｌ） １６８０ ４３ ３３ ± ４ ７６ ５５ ０５ ± ５３ ５１ ５１ ９７ ± ４９ ３３ ５２ ３０ ± ４９ ４６ １ ３７２ ０ ２５４
新生儿体重（ｋｇ） １６７３ ３２５７ ６５ ± ５１８ ９９ ３５０４ １７ ± ５９０ ８３ ３３８１ ２８ ± ３２８ ６　 ３４０１ ３１ ± ４０２ ７９ １５ ６８４ ＜ ０ ００１
一分钟评分 １６８０ ９ ００ ± ０ ００ ８ ９９ ± ０ ２２ ９ ００ ± ０ １４ ８ ９９ ± ０ １６ ０ ４０８ ０ ６６５
五分钟评分 １６８０ １０ ００ ± ０ ００ １０ ００ ± ０ ０６ １０ ００ ± ０ ０３ １０ ００ ± ０ ０３ ０ ６０７ ０ ５４５
住院天数 １６８０ ２ ８８ ± １ ０７ ４ ５６ ± １ １７ ４ ３３ ± ０ ８９ ４ ３４ ± １ ００ ６７ ７６５ ＜ ０ ００１

3　 讨论

３ １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慎重选择分娩方式

世界卫生组织在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产科技术

水平的前提下，推荐的剖宫产手术使用率的标准为 ５％ ～ １５％ 。
然而，近年来剖宫产术在世界范围内被频繁地使用。 本次调查

发现，２０１６ 年在本院分娩的瘢痕子宫产妇中经阴道分娩者仅占

３ ０４％ 、有指征行剖宫产手术者仅占 １９ ４６％ 、无指征行剖宫产

手术者占 ７７ ５０％ 。 分析瘢痕子宫产妇既往瘢痕子宫的原因，
无手术指征者占 ５９ ５８％ 。 吴方银等人［４］ 对四川剖宫产产妇的

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近年来无医学指征剖宫产率的增加是导致

整体剖宫产率升高的主因。
在广大群众自主权意识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孕妇及其家属

更愿意自主选择分娩方式，但在产前健康宣教、自我保健方面

的意识薄弱。 张智勤［５］等人的调查显示，无医学指征剖宫产产

妇认为相较于阴道分娩方式，剖宫产的安全性更高。 正是因为

其健康保健意识不足、错误的观念，以致于不能科学、客观的评

估自己适合的分娩方式。 医务人员和产妇在知识结构上存在

较大的差异，产科本就为风险较高的特殊科室，针对瘢痕子宫

妊娠且无手术指征者，分娩前可积极主动和孕妇、家属进行健

康宣教和交流沟通，详细告知手术分娩和阴道分娩的优劣势，
可以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给患者提供建议，消除无医学指征者

对阴道分娩风险更大的错误认知。

３ ２　 瘢痕子宫孕产妇的盆腔粘连发生率较高

剖宫产手术作为处理产科并发症、解决高危妊娠的主要方

法，是妇女腹部常用手术；但剖宫产也可能增加孕产妇输血、子
宫切除、死亡的发生率以及围产儿死亡的风险［６⁃７］ 。 本研究发

现，瘢痕子宫产妇本次妊娠并发症与合并症，盆腔粘连的发生率

最高 ２０ ６６％ ，该种合并症会增加手术难度、延长手术时间，从
而易造成产后出血，或切除子宫等不良预后。 因此在瘢痕子宫

合并子宫粘连等合并症行剖宫产时，应仔细分离粘连组织，避免

损伤盆腔其他脏器，做到充分暴露子宫下段。 本次实验中，合并

盆腔粘连的瘢痕子宫产妇，术后有出现组织瘀血、月经量增多、
月经失调等不适，治疗后得以缓解。
３ ３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的预后较好

国内有研究报道［８⁃９］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剖宫产的术中出

血量明显高于首次剖宫产和经阴道分娩者。 本研究结果显示，
瘢痕子宫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者的产时出血量低于剖宫产者。
可能由于瘢痕绝大多数是在子宫下段，再次手术时因子宫弹性

差、收缩不良，导致出血量较多。 对于存在合并症或并发症的瘢

痕子宫孕妇，应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例如配血和准备抢救药品。
对于出血量较大的甚至危及产妇生命的，应迅速采取有效的止

血方法，分析原因，当机立断实施抢救措施。
本次研究为了明确基础资料进行一致的情况下，阴道分

娩、有指征剖宫产和无指征剖宫产患者并发症和妊娠结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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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三组患者的孕次、入院时 ＢＭＩ、子宫下段厚度差异无明

显差异，但是阴道分娩的瘢痕子宫患者其妊娠间隔、宫口开

大、宫口评分等方面均显著优于剖宫产患者，提示经阴道分娩

瘢痕子宫妇女具备更好的经阴道分娩条件。 本研究发现，瘢
痕子宫产妇本次妊娠不完全性子宫破裂发生率 ０ ９５％ ，而且

经阴道分娩者无 １ 例发生子宫破裂，值得关注。 由于瘢痕子

宫是子宫破裂的最常见高危因素，不完全性子宫破裂是产科

较严重的并发症，威胁母儿生命，对于瘢痕子宫产妇再次妊娠

期间需要仔细检查，做好风险筛查与评估，严格把握经阴道试

产的条件和手术助产的指征，分娩过程中严密观察产程，密切

观察子宫收缩、阴道出血、生命体征等。 分娩后仔细进行宫腔

探查，检查子宫壁是否完整，尤其注意子宫下段是否有裂伤

等。 一旦发现子宫破裂，必须快速地采取有效措施抑制子宫

收缩，以缓解子宫破裂的进程，并尽快行剖宫产术，注意术中

检查子宫是否已发生破裂。
综上所述，瘢痕子宫再次妊娠选择性实施剖宫产手术占比

较高，瘢痕子宫产妇盆腔粘连和妊娠期糖尿病发生率较高，经
阴道分娩者入院时的宫口和宫颈情况以及产后出血量好于剖

宫产者。 经过严密的风险筛查评估和科学的产时处理，瘢痕子

宫再次妊娠经阴道分娩是安全的，而且避免了再次剖宫产手术

给产妇及家庭带来的创伤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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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超声影像下阴道分娩后早期女性盆底特征
及耻骨直肠肌损伤危险因素分析
张春梅１△ 　 葛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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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三维超声影像技术对阴道分娩后早期女性盆底特征及耻骨直肠肌损伤的危险因素。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滨湖医院和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接收的 １２８
例初次妊娠并经阴道分娩后 ３ 天 ～５ 天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将这 １２８ 例初产妇作为研究组，另选取 ８０ 例育龄

期无流产史、无生育史的女性作为对照组。 对两组女性进行三维超声影像检查，分析阴道分娩后早期女性盆

底特征，并对耻骨直肠肌损伤危险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研究组 ＡＰ（６ ２２ ± ０ ５９）ｃｍ、ＬＲ（４ ５２ ± ０ ６２）ｃｍ、ＨＡ
（１６ ８４ ±１ ４１）ｃｍ２均大于对照组（５ ００ ±０ ５１）ｃｍ、（４ １９ ±０ ４６）ｃｍ、（１４ ５２ ± １ ３４）ｃｍ２，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研究组 Ｔ⁃ＬＰＲ（０ ５６ ±０ ０９） ｃｍ、Ｔ⁃ＲＰＲ（０ ５８ ± ０ １１） ｃｍ 均小于对照组（０ ４８ ± ０ ０４） ｃｍ、（０ ７３ ±
０ ０６）ｃ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两组 Ａ⁃ＰＲ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对研究组女性依据

直肠肌是否损伤分为损伤组（５２ 例）和未损伤组（７６ 例），未损伤组胎儿头围（３０ ３５ ± １ ６３）ｃｍ、腹围（３３ ８５ ±
１ ５７）ｃｍ 均小于损伤组（３２ ３７ ±１ ４２）ｃｍ、（３５ ４８ ±１ ５３）ｃ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未损伤组第二

产程、三产程时间（４１ ５２ ± ２８ ５３）ｍｉｎ、（７ ６９ ± ３ ７２）ｍｉｎ 均低于损伤组（６９ ９２ ± ４８ １２）ｍｉｎ、（１０ ５２ ± ９ ４１）
ｍｉ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未损伤组孕末 ＢＭＩ（２５ ８３ ± ３ ２９）低于损伤组（２７ ４５ ± ２ １９），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应用三维超声影像对两组ＡＰ、ＬＲ、ＨＡ、Ｔ⁃ＬＰＲ、Ｔ⁃ＲＰＲ、Ａ⁃ＰＲ 进行重复性测量，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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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内、组间测量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三维超声影像技术这一影像学检查手段对女

性盆底支持系统结构有较好的评估作用，阴道分娩后早期女性会伴随盆隔裂孔结构异常情况，耻骨直肠肌损

伤与第二产程、三产程时间，胎儿头围、腹围及母体孕末期 ＢＭＩ 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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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ｉｎ ｎｏｎ⁃ｉｎｊｕ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５ ８３ ± ３ ２９）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ｉｎｊｕ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 （２７ ４５ ± ２ １９），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Ｐ， ＬＲ，
ＨＡ， Ｔ⁃ＬＰＲ， Ｔ⁃ＲＰＲ ａｎｄ Ａ⁃Ｐ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
ａｇｉｎｇ（Ｐ ＞ 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ｉ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ｆｔｅｒ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ｗｏｍｅｎ ｍａ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ｐｅｌｖｉｃ ａｎｏｍａ⁃
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ｆｅｔａｌ ｈｅａｄ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
ｎａｌ ｅｎｄ⁃ｓｔａｇｅ ＢＭＩ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ｐｕｂｏｒｅｃｔａｌｉｓ ｉｎｊｕ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ｉｍａｇ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ｆｔｅｒ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Ｐｅｌｖｉｃ ｓｅｐｔｕｍ；
Ｐｕｂｏｒｅｃｔａｌｉｓ ｉｎｊ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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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盆底位于躯干底部，包括肌肉和筋膜，层次多、联系紧

密是其主要特点。 盆底自外而内分为 ３ 层：浅层筋膜与肌肉，中
层为泌尿生殖隔，内层为盆隔，内部从腹侧至背侧，尿道、阴道及

直肠贯通。 盆隔是盆底最坚韧部分，支持者整个盆底系统［１⁃３］ 。
盆隔中的裂孔是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ｐｅｌｖｉｃ ｆｌｏｏ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ＰＦＤ）较易发病部位，随着人口的老龄化，ＰＦＤ 发病率呈上

升趋势，已成为一种危害妇女健康生活的主要疾病，出于对阴

道分娩引发的盆底损伤及 ＰＦＤ 的顾忌，越来越多的孕妇选择剖

宫产，因此如何预防 ＰＦＤ 已成为目前妇科所面临的主要问

题［４⁃６］ 。 传统二维超声影像技术在获取盆底支持系统横断面影

像方面并不完美，因此其不能够有效观察盆底支持系统结构，
三维超声影像技术的出现给盆底超声检查带来了全新的改变，
为对盆底结构的研究及临床应用提供了新手段，它能够直观反

映盆底软组织形态的改变，便捷、清晰的获取盆底横断面影像，
借助三维技术得到所需的重建图像，大大弥补了二维超声的缺

陷［７⁃９］ 。 本研究就是选取阴道分娩后 ３⁃５ 天产妇为对象，通过应

用三维超声影像学技术对产妇特征进行观察分析，探讨耻骨直

肠肌损伤的危险因素，以期为临床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

滨湖医院和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接收的 １２８ 例初次妊娠并经阴

道分娩后 ３ 天 ～ ５ 天产妇作为研究对象。 将这 １２８ 例产妇作为

研究组，另选取 ８０ 例育龄期无流产、生育史女性作为对照组，两
组年龄、身高、孕前体重、孕前 ＢＭＩ 等各项数据对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本研究通过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集团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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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医院和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家属均签

署知情同意书。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产妇一般资料对比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ｔ 值 Ｐ 值

年龄（岁） ２７ ８１ ± ２ ９３ ５ ００ ± ０ ５１ ３ ２６５ ０ ６２１
身高（ｃｍ） １６２ ４６ ± ４ ５９ １６１ ３８ ± ５ ６３ ４ １２８ ０ ５９１
孕前体重（ｋｇ） ５３ ６８ ± ６ ３３ ５１ ３６ ± ６ ５５ ３ ５７１ ０ ８１７
孕前 ＢＭＩ １９ ２４ ± ２ ９１ ２０ ２４ ± １ ２９ ３ ９５４ ０ ７６１

１ ２　 研究方法

１ ２ １　 仪器　 超声诊断仪：ＧＥ Ｗｏｃｄｔ７５３０ 超声诊断仪，德国莱

德医疗器械公司； ＲＩＣＳ⁃９Ｗ 型容积探头（频率 ５⁃ｌ０ＭＨｚ，观察角

度 １４６０⁃１３５０）；飞利浦磁共振扫描仪。
１ ２ ２　 前期准备　 对受测者病史询问，包括流产生育、盆腔手

术、失禁、盆腔器官脱垂等病史，测量身高及体重。 研究组对受

测者基本情况（孕前、末期体重、产程、孕末期胎儿超声生长测

量参数等）。 进行妇科常规检查，排除盆腔器官脱垂及病理性

占位。
１ ２ ３　 步骤　 ①膀胱排空仰卧操作台，腿部岔开露出下体，容
积探头涂祸合剂并加附避孕套；②分开阴唇，在三维模式下持

稳探头置于尿道与阴道外口之间，勿加压外力，调节扫描参数；
③受测者稳定后进行三维图像采集，直至效果满意，冻结存储

图像以备后用。
１ ２ ４　 观察指标及测量方法　 盆隔裂孔前后径（ａｎｔｅｒｏ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ｅｌｖｉｃ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ｈｉａｔｕｓ， ＡＰ）：耻骨内侧缘中点与直

肠肌在直肠后方汇合处内侧缘之间的距离。 盆隔裂孔左右径

（ｌｅｆ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ｐｅｌｖｉｃ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ｈｉａｔｕｓ， ＬＲ）：耻骨直肠

肌两侧支内缘二间的最大距离。 盆隔裂孔面积（ ａｒｅａ ｏｆ ｐｅｌｖｉｃ
ｄｉａｐｈｒａｇｍ ｈｉａｔｕｓ， ＨＡ）：耻骨支内侧缘、耻骨联合内侧缘和耻骨

直肠肌内侧缘三者面积。 耻骨直肠朋厚度（ ｐｕｂｏｒｅｃ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Ｔ⁃ＰＲ）：耻骨直肠肌的二个点与垂直于肌肉方向各测

量点处耻骨直肠肌内侧缘与外侧缘间距离的平均值。 耻骨直

肠肌角度（ｐｕｂｏｒｅｃ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ｇｌｅ， Ａ⁃ＰＲ）：耻骨直肠肌左右两

支夹角。
１ ３　 重复性检验

组内：从对照组随机抽取 ２０ 例，测量 ＡＰ、ＬＲ、ＨＡ、Ｔ ＬＰＲ、Ｔ

ＲＰＲ、Ａ⁃ＰＲ 等指标，一名医护人员对所有病例分别测量两次，记
录结果。 组间：从研究组随机抽取 ２０ 例，测量 ＡＰ、ＬＲ、ＨＡ、Ｔ
ＬＰＲ、Ｔ ＲＰＲ、Ａ⁃ＰＲ，两名医护人员各测量一次，记录结果。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以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
以 ｎ（％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产妇三维超声影像下盆隔裂孔参数检测结果分析

研究组产妇 ＡＰ、ＬＲ、ＨＡ 均大于对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研究组产妇 Ｔ⁃ＬＰＲ、Ｔ⁃ＲＰＲ 均小于对照组产

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两组产妇 Ａ⁃ＰＲ 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产妇三维超声影像下盆隔裂孔参数比较

　 　 项目 研究组 对照组 ｔ 值 Ｐ 值

ＡＰ（ｃｍ） ６ ２２ ± ０ ５９ ５ ００ ± ０ ５１ ２ ９８１ ０ ０１３
ＬＲ（ｃｍ） ４ ５２ ± ０ ６２ ４ １９ ± ０ ４６ ３ １９５ ０ ０３２

ＨＡ（ｃｍ２） １６ ８４ ± １ ４１ １４ ５２ ± １ ３４ ３ ２７６ ０ ０２９
Ｔ⁃ＬＰＲ（ｃｍ） ０ ５６ ± ０ ０９ ０ ４８ ± ０ ０４ ３ ５８１ ０ ０１６
Ｔ⁃ＲＰＲ（ｃｍ） ０ ５８ ± ０ １１ ０ ７３ ± ０ ０６ ２ ３６４ ０ ０２３
Ａ⁃ＰＲ（度） ４９ ３８ ± ６ ９６ ５４ ２６ ± ６ ７２ １ ６６１ ０ ０７３

２ ２　 损伤组和未损伤组产妇产后耻骨直肠肌损伤组与未损伤

组参数比较

　 　 对研究组产妇依据直肠肌是否损伤分为损伤组（５２ 例）和
未损伤组（７６ 例），对两组产妇骨盆外测量参数、胎儿超声参数、
产程时间、产前一般参数等比较，未损伤组产妇胎儿头围、腹围

均小于损伤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未损伤组

产妇第二产程、第三产程时间均低于损伤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未损伤组产妇孕末 ＢＭＩ 低于损伤组产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２ ３　 重复性检验结果

应用三维超声影像对两组产妇 ＡＰ、ＬＲ、ＨＡ、Ｔ⁃ＬＰＲ、Ｔ⁃ＲＰＲ、
Ａ⁃ＰＲ 进行重复性测量，结果显示组内、组间测量结果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表 ３　 损伤组和未损伤组产妇产后耻骨直肠肌损伤组与未损伤组参数比较

　 　 　 项目 损伤组　 未损伤组　 ｔ 值 Ｐ 值

骨盆外测量参数

　 骼棘间径（ｃｍ） ２４ ４７ ± １ ４５ ２４ ６４ ± １ ２４ ２ ７５１ ０ ０７２
　 骼嵴间径（ｃｍ） ２７ １９ ± １ ８５ ２７ ２５ ± １ ２６ ２ ９５２ ０ ０９１
　 骸耻外径（ｃｍ） １９ ５３ ± ０ ９１ １９ ５３ ± ０ ９８ ２ ５７６ ０ ０８１
　 坐骨结节间径（ｃｍ） 　 ９ １３ ± ０ ６１ 　 ８ ９７ ± ０ ４９ ３ ２５７ ０ ０７４
胎儿超声参数

　 双顶径（ｃｍ） 　 ９ ５５ ± ０ ３０ 　 ９ ３５ ± ０ ４６ ３ ２６４ ０ ０５３
　 股骨长（ｃｍ） 　 ７ ２８ ± ０ ４８ 　 ７ ２２ ± ０ ３８ ２ ６６５ ０ ０９３
　 头围（ｃｍ） ３２ ３７ ± １ ４２ ３０ ３５ ± １ ６３ ２ ９７３ ０ ０１２ａ

　 腹围（ｃｍ） ３５ ４８ ± １ ５３ ３３ ８５ ± １ ５７ １ ９６４ ０ ０２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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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损伤组和未损伤组产妇产后耻骨直肠肌损伤组与未损伤组参数比较

　 　 　 项目 损伤组　 未损伤组　 ｔ 值 Ｐ 值

骨盆外测量参数

产程时间

　 第一产程（ｍｉｎ） ５３９ ８２ ± ２６１ ３４ ４８３ ５１ ± ２３８ ６４ ３ ５２２ ０ ３２９
　 第二产程（ｍｉｎ） ６９ ９２ ± ４８ １２ ４１ ５２ ± ２８ ５３ ２ ５３１ ０ ０１１ａ

　 第三产程（ｍｉｎ） １０ ５２ ± ９ ４１ 　 ７ ６９ ± ３ ７２ ２ ３７４ ０ ０２４ａ

　 总产程（ｍｉｎ） ６１９ ２４ ± ２７０ ３１ ５３６ ２８ ± ２３８ ５１ ２ ６５３ ０ １０３
产前一般参数

　 身高（ｃｍ） １６１ ３４ ± ４ ８９ １６２ ３８ ± ４ ９２ ３ ４３５ ０ １９６
　 孕末体重（ｋｇ） ６８ ４４ ± ６ ７１ ６８ ８１ ± ８ ２１ ３ ４１１ ０ １７６
　 增加体重（ｋｇ） １５ ２４ ± ３ ７１ １５ ６１ ± ４ ２６ ２ ２７４ ０ ２１３
　 孕末 ＢＭＩ ２７ ４５ ± ２ １９ ２５ ８３ ± ３ ２９ １ ６７１ ０ ０３３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损伤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三维超声影像检查具有操作简单、安全，结果准确、不侵入

等优点，受检者仅需检查时仰卧，操作人员依据检查目的截取

相应图像待后处理即可，整个过程不超过 ３ 分钟，大大缩短了产

后女性行动不便带来的疼痛和不便［１０⁃１１］ 。 同时超声检测整个

过程，探头一直放置在尿道与阴道外口之间，不会与分娩切口

发生碰撞，受检女性也不会感到不适，容易被受检者认可，除此

之外探头不入阴道内部，也大大降低了感染的风险，故阴道分

娩后行经三维超声检查极具可行性［１２⁃１３］ 。
本研究结果显示，阴道分娩后早期女性盆隔裂孔前后径、

左右径以及面积都大于正常女性，而耻骨直肠肌厚度比正常

薄，耻骨直肠肌角度与常人相比差异不明显。 由此可知在妊娠

和阴道分娩过程中耻骨直肠肌由于受到拉伸影响而厚度减少，
盆隔裂孔却因拉伸增大，分析原因可能是妊娠期往往伴随子宫

体积增大、胎儿体重增加、羊水量增多，这些增加的重量负荷都

要由盆底支持系统来支持，在持续并不断增加的压力作用下，
耻骨直肠肌受到拉伸而延长，并且在分娩时胎头会直接作用于

耻骨直肠肌进而造成更大的压力，这与 Ｌｉ ＫＤ 等借助三维计算

机模拟分析分娩肛肌扩张的结果一致［１４］ 。 在直肠肌损伤的研

究中发现未损伤组胎儿头围、腹围均小于损伤组，第二产程、第
三产程时间均低于损伤组，孕末 ＢＭＩ 低于损伤组，由此提示阴

道分娩引发直肠肌损伤主要在第二产程、第三产程，胎头出阴

道时和盆底肌肉群会产生相互作用力，随着胎头下降，其和盆

底肌肉群之间的压力会不同程度的增大或减小，这个膨胀收缩

的过程就会造成肌肉损伤并对周边筋膜组织造成破坏，第二产

程越长胎头对盆底肌肉群的损伤就越大，当超出正常生理承受

范围时就会导致可盆底肌肉群永久损伤［１５⁃１６］ 。 损伤组 ＢＭＩ 较
高可能是过量的体重加大了盆底额外的压力，且这种损伤由于

时间久往往难以恢复。 未损伤组胎儿头围、腹围均小于损伤组

提示在孕末期超声测量胎儿头围及腹围，对临床精确估算胎儿

大小，判断阴道分娩可行性，减少阴道分娩盆底支持系统受损

有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三维超声影像技术这一影像学检查手段对是女

性盆底支持系统结构有较好的评估作用，阴道分娩后早期女性

会伴随盆隔裂孔结构异常情况，耻骨直肠肌损伤与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时间，胎儿头围、腹围及母体孕末期 ＢＭＩ 等因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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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全子宫切除术的性功能及卵巢功能对比分析
杨琳１△ 　 周敏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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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科，成都 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探究不同方式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性功能及卵巢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什邡市人民医院诊治的 ９０ 例全子宫切除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患

者分为 ＴＬＨ（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术）组、ＴＶＨ（阴式全子宫切除术）组和 ＴＡＨ（开腹全子宫切除术组），每组

各 ３０ 例。 对三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术后性功能以及手术前后卵巢功能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ＴＬＨ 组患

者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等相关指标均显著少于 ＴＡＨ 组，在术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方面达到最佳，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术后性功能比较，ＴＬＨ 组与 ＴＶＨ 组均显著优于 ＴＡＨ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但 ＴＬＨ 组与 ＴＶＨ 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术后 ６ 个月卵巢功能比较，ＴＬＨ 组 Ｅ２、
ＦＳＨ 与 ＴＡＨ 组比较有具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手术对患者卵巢内分泌功能

影响相对较小，能够促进患者性功能恢复，疗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全子宫切除术；腹腔镜；阴式手术；性功能；卵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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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疾病作为影响妇女生活质量与生命健康的重要危险

因素，临床医学中多采用手术方式对其进行治疗［１］ 。 子宫切除

术主要是针对无生育要求存在良性子宫疾病患者的有效术式。
目前全子宫切除术主要包括 ＴＡＨ、ＴＶＨ 及 ＴＬＨ 三种方式［２］ 。
研究显示全子宫切除术对患者的盆腔结构及性功能均会产生

不同程度的影响［３］ ，为比较三种不同全子宫切除术在子宫疾病

中的应用效果，研究收集什邡市人民医院 ９０ 例全子宫切除术患

者的病例资料予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什邡市人民医院诊治的 ９０
例全子宫切除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对患者

实施分组，ＴＬＨ 组、ＴＶＨ 组及 ＴＡＨ 组各 ６０ 例。 ＴＬＨ 组：年龄范

围 ３８ 岁 ～ ５６ 岁，年龄（４３ ５ ± ６ ６）岁；ＴＶＨ 组：年龄范围 ３５ 岁

～ ５７ 岁，年龄（４３ １ ± ６ ５）岁；ＴＡＨ 组：年龄范围 ３６ 岁 ～ ５８ 岁，
年龄（４３ ４ ± ６ ２）岁。 纳入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符合全子宫切

除术的手术指征［４］ ；②子宫体积≥１２ 孕周；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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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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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参与研究，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署患者及家属姓名。 排除标

准：①存在重要脏器疾病者及伴随心、肝、肾功能疾病者；②意识

模糊及精神紊乱者；③合并严重器质性病变者；④存在子宫恶

性病变者；⑤术前膀胱膨出、直肠膨出者［５］ 。 三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１ ２　 研究方法

ＴＬＨ 组：麻醉后取膀胱截石位，将举宫器置入其中，于患者

脐上缘位置行一 １ｃｍ 左右的切口，将套管穿入，并建立人工气

腹，将腹腔镜置入，于左侧中、下腹分别放置第 ２ 个、第 ３ 个套

管，第 ４ 个套管则放置于右下腹位置，采用百克钳、双极电将双

侧圆韧带切断，对于保留附件者采用百克钳将双侧卵巢固有韧

带切断，对于有保留附件要求者则将双侧骨盆漏斗韧带切断，
采用单级电钩打开阔韧带前叶，并下推膀胱，充分暴露子宫，采
用百克钳将暴露的子宫动静脉上行支及主骶韧带切断，阴道穹

隆采用单极电钩切开，取出子宫，如子宫体积较大，可通过阴道

楔形将子宫切除，术后留置引流管。 ＴＶＨ 组：手术体位为膀胱

截石位，于阴道黏膜注射缩宫素，于阴道黏膜和子宫颈交界位

置切开，予以钝性分离，上推膀胱，充分暴露前后腹膜，打开腹膜

后从腹腔内翻出子宫，给予钳夹、切断处理，缝扎两侧主骶韧带，

采用 ２⁃０ 可吸收线将腹膜缝合。 ＴＡＨ 组：给予常规开腹手术治

疗。
１ ３　 观察指标

对三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术后性功能以及手术前后卵巢

功能进行综合评价。 术后性功能指标采用 ＦＳＦＩ 问卷调查，主要

包括性唤起、性欲望、阴道润滑及性生活满意度 ４ 个部分，分值

越高，性功能越好［６］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 Ｆ 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２ １　 三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与 ＴＡＨ 组患者相比，ＴＬＨ 组患者手术时间、排气时间、住院

时间短，术中出血量少，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ＴＬＨ
组患者与 ＴＶＨ 组患者在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指标上差异存在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三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排气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ＴＬＨ 组

ＴＶＨ 组

ＴＡＨ 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９４ ２ ± ９ ７ａ

９３ ３ ± ９ ２ａ

１１３ ４ ± １０ ４

９７ ６ ± １０ ４ａｂ

１１０ ４ ± ９ ７ａ

１３１ ２ ± １１ ３

２５ ３ ± ２ ６ａ

２８ ２ ± １ ５
２９ ３ ± ２ ３

４ ４ ± １ ７ａｂ

５ ７ ± １ ４ａ

９ ８ ± １ ６

Ｆ 值

Ｐ 值

１２ ３７７　
＜ ０ ０５　

９ ０４７　
＜ ０ ０５　

９ ３７５　
＜ ０ ０５　

７ ８４６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 ＴＡＨ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 ＴＶＨ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２　 三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比较

术后总体性功能比较，ＴＬＨ 组患者与 ＴＶＨ 组患者均显

著优于 ＴＡＨ 组患者（Ｐ ＜ ０ ０５） ，但 ＴＬＨ 组患者与 ＴＶＨ 组患

者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２。

表 ２　 三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性欲望 性唤起 阴道润滑 性生活满意度 总体性功能

ＴＬＨ 组

ＴＶＨ 组

ＴＡＨ 组

３０
３０
３０

６ ０ ± １ ２

６ ２ ± １ ３ａ

５ ５ ± １ ２

２６ ± ７
２７ ± ５
２４ ± ５

２７ ± ８ａ

２８ ± ８ａ

２４ ± ５　

１１ １ ± １ ６ａ

１１ ７ ± ２ ２ａ

９ ７ ± ２ １

７１ ± １８ａ

７２ ± １７ａ

６２ ± １６

Ｆ 值

Ｐ 值

３ ２９４
＜ ０ ０５

１ ０２８
＞ ０ ０５

５ ３８６
＜ ０ ０５

７ ２０８
＜ ０ ０５

４ ６８２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 ＴＡＨ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３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三组患者术前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术后 ６ 个月卵巢功能比较，ＴＬＨ 组患者 Ｅ２、ＦＳＨ

与 ＴＡＨ 组患者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

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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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三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Ｍｅａｎ ± ＳＤ）

指标
Ｅ２（ｎｇ ／ Ｌ）

术前 术后 ６ 个月

ＦＳＨ（Ｕ ／ Ｌ）

术前 术后 ６ 个月

ＬＨ（Ｕ ／ Ｌ）

术前 术后 ６ 个月

ＴＬＨ 组

ＴＶＨ 组

ＴＡＨ 组

１０３ ± ７
１０５ ± ６
１０４ ± ７

９７ ± ７ａｂ

９７ ± ８ａ

９３ ± ７ａ

７ ４ ± ２ ４
７ ６ ± ２ ２
７ ６ ± ２ ３

８ ８ ± ３ １ａｂ

９ ６ ± ２ ３ａｂ

１１ ７ ± ２ ２ａ

９ ７ ± ２ ３
９ １ ± １ ８
８ ８ ± ２ １

１２ ３ ± ３ ２ａ

１１ ６ ± ２ ７ａ

１２ ９ ± ２ ３ａ

Ｆ 值

Ｐ 值

１ ０７４
＞ ０ ０５

５ ３０８
＜ ０ ０５

１ ２０４
＞ ０ ０５

１４ ５９２
＜ ０ ０５

１ ４８６
＞ ０ ０５

１ ８４６
＞ ０ ０５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术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 ＴＡＨ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临床研究报道，子宫良性肿瘤疾病呈现出逐年增高的趋

势，通常无生育要求的育龄期妇女多会选择全子宫切除术，常
见的有 ＴＡＨ、ＴＶＨ 及 ＴＬＨ 三种［７⁃９］ 。 作为女性内分泌重要器

官，子宫会分泌大量的激素。 实施全子宫切除术后患者子宫内

分泌将会处于失衡状态，其对子宫动脉结构具有一定的破坏作

用，会影响正常的卵巢血液供应［１０⁃１２］ ，进而影响到卵巢功能。
传统的开腹全子宫切除术创伤大、术后并发症多，效果并不理

想。 随着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发展，腹腔镜下全子宫切除

术在子宫良性疾病治疗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主要是在腹腔

镜的作用下，对子宫进行游离，使子宫动脉上行支受到阻碍，然
后将子宫切除的方法。 与传统的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下子宫

全切除术是在密闭的盆、腹腔内进行的一种微创手术，内环境

受到的影响较小，对机体创伤小有效降低了术后感染、愈合不

良等并发症的发生［１３⁃１５］ ，大大降低了术中出血量，能够促进患

者术后恢复，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该研究中 ＴＬＨ 组患者手术各

项指标均显著优于 ＴＡＨ 组，在三组中达到最优，提示其手术有

效性。 卵巢主要包括产卵、合成分泌性激素两种功能，其功能均

由黄体生成素、血清卵泡雌激素等实施控制，通过对上述指标

的监测能够评估出患者卵巢内分泌功能［１６⁃１８］ 。 该研究中三组

患者术后卵巢功能均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ＴＬＨ 组与 ＴＶＨ 组变

化相对较小；且在术后性功能方面，ＴＬＨ 组与 ＴＶＨ 组也显著优

于 ＴＡＨ 组，ＴＬＨ 与 ＴＶＨ 均为微创手术，ＴＶＨ 无需行腹部切口，
能够促进患者早日下床活动，手术效果优于 ＴＡＨ。

综上所述，腹腔镜全子宫切除术是一种微创术式，其对患

者卵巢功能及性功能影响较阴式全子宫切除术及开腹全子宫

切除术小，手术安全性高，可广泛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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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电刺激联合盆底康复训练治疗对女性压力性
尿失禁患者盆腔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朱月芳１ 　 刘妮２△ 　 向敏１ 　 汪亚玲１

１ 湖北省恩施市中心医院妇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２ 恩施亚菲亚妇产医院妇科，湖北 恩施 ４４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低频电刺激联合盆底康复训练治疗对女性压力性尿失禁（ ｓｔｒｅｓｓ ｕｒｉｎａｒｙ ｉｎｃｏｎｔｉｅｎ⁃
ｃｅ，ＳＵＩ）患者盆腔功能及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将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湖北省恩施市中心医院

诊治的 １４９ 例女性 ＳＵＩ 患者为研究对象。 按照就诊顺序将其分为联合组（７５ 例，给予低频电刺激 ＋ 盆底康

复训练）和对照组（７４ 例，给予盆底康复训练），治疗 ８ 周后，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肌电位、Ａ３ 反

射、盆腔功能、尿失禁性生活质量问卷（ＰＩＳＱ）评分等变化。 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盆底Ⅰ类纤维和Ⅱ类纤

维肌力、ＳＵＩ 等级评分均有显著改善（均 Ｐ ＜ ０ ０５），肌电位、ＰＩＳＱ 各维度评分及总分均有显著提高（均 Ｐ ＜
０ ０５），Ａ３ 反射异常、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及子宫脱垂、阴道前壁膨出、阴道后壁膨出发生率均有显著降低（均

Ｐ ＜ ０ ０５），联合组患者盆底肌力、肌电位、Ａ３ 反射、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盆腔功能和 ＰＩＳＱ 评分改善幅度均大

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低频电刺激联合盆底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女性 ＳＵＩ 患者尿失禁症状

和盆腔功能，促进盆底肌力恢复，提高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低频电刺激；盆底康复训练；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功能；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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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性尿失禁（ｓｔｒｅｓｓ 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ｅｎｃｅ，ＳＵＩ）是指腹压超过 最大尿道压时（如大喷嚏、咳嗽、运动等）尿液不自主流出的一

种常见性疾病，尤以中老年女性为高发人群，该病虽不致命，但
长期尿失禁会给患者生理、心理带来负面影响［１］ 。 国际控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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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认为，ＳＵＩ 已经成为困扰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 我国对 ＳＵＩ
的重视程度也逐渐提高，对于 ＳＵＩ 的治疗，大多数学者主张采用

非手术治疗，随着我国康复医学的不断发展，ＳＵＩ 的治疗方法也

呈多样化［２］ 。 盆底康复训练是治疗 ＳＵＩ 的传统方法，其改善盆

底功能之疗效已经大量临床研究证实，低频电刺激疗法在 ＳＵＩ
中的应用也获得显著疗效［３］ 。 本研究对湖北省恩施市中心医

院诊治的女性 ＳＵＩ 患者给予低频电刺激 ＋ 盆底康复训练，旨在

探讨低频电刺激联合盆底康复训练治疗对 ＳＵＩ 患者盆腔功能、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湖北省恩施市中心医院诊

治的 １４９ 例女性 ＳＵＩ 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符合《女性

ＳＵＩ 诊断和治疗指南》中 ＳＵＩ 诊断标准［４］ ；②咳嗽、运动或上下

楼梯等腹压增高时不自主漏尿；③压力试验、指压试验结果均

为阳性；④年龄 ＞ ２５ 岁；⑤有性生活史和婚姻史；⑥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⑦患者均自愿接受本研究治疗方案，并签

订入组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近半年内有盆底手术史者；②有生

育要求者；③患阴道、盆腔急性炎症或泌尿系统感染者；④合并

恶性肿瘤者；⑤放置心脏起搏器者；⑥宫内植入金属节育器者；
⑦急迫性尿失禁或充盈性尿失禁者；⑧合并结石者；⑨癫痫或

痴呆者。 按照入院顺序，采用奇偶数法将 １４９ 例 ＳＵＩ 患者分为

联合组（７５ 例）和对照组（７４ 例）。 两组患者年龄、孕次、月经状

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具有

可比性。 具体情况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孕次（次）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绝经前 ／ 绝经过渡期 ／ 绝经后

联合组 ７５ ４３ ２７ ± ７ ４５ ３ １８ ± １ ０４ ２ ４６ ± ０ ７８ ２２ ５７ ± ６ ２３ ５０（６６ ７） ／ １７（２２ ７） ／ ８（１０ ７）

对照组 ７４ ４２ ８６ ± ７ ３９ ３ １１ ± １ ０２ ２ ３５ ± ０ ７４ ２２ ３８ ± ６ １２ ４６（６２ ２） ／ １９（２５ ７） ／ ９（１２ ２）

χ２ ／ ｔ 值 ０ ３４ ０ ４１ ０ ８８ ０ １９ ０ ３３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１ ２　 治疗方法

联合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低频电刺激，使用盆底康复

治疗仪（上海诺诚），将阴道电极置入患者阴道内，电极另一端

与治疗仪相连接，调整输出电流，给予低频电刺激（频率 ８ ～
１００Ｈｚ、脉宽 ２５０ ～ ７４０μｓ）２０ｍｉｎ，根据患者情况调节电流强度，
以自觉盆底肌肉跳动感而无痛感为宜，通过电流刺激诱发盆底

肌肉收缩，处于绝经过渡期者，需要先调整阴道内环境；２ 次 ／
周，治疗 ８ 周。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和盆底康复训练，在医护人员指导

下进行正确的盆底康复训练，放松腹部和大腿肌肉，收缩肛门、
尿道和会阴，收缩 ３ｓ 后放松 ４ｓ，重复训练 ２０ｍｉｎ，３ 次 ／ ｄ；先训练

Ⅰ类纤维，再训练Ⅱ类纤维，最后进行综合性训练，共训练 ８ 周。
１ 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有如下 ５ 项：①盆底肌力、肌电位和 Ａ３ 反射：采
用盆底康复治疗仪测定两组患者治疗前后Ⅰ类纤维和Ⅱ类纤

维肌力、肌电位、Ａ３ 反射。 ②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５］ ：进行 １ｈ 尿

垫试验漏尿量，先记录尿垫重量，患者 ５ｍｉｎ 内饮水 ５００ｍｌ，休息

５０ｍｉｎ 后做以下运动，上下 ４ 层楼梯 ４ 次，下蹲起立 １０ 次，弯腰

捡物品 １０ 次，原地跑步 １ｍｉｎ，凉水洗手 １ｍｉｎ，用力咳嗽 １０ 次；
而后记录尿垫重量，前后差值即为 １ｈ 漏尿量。 ③ＳＵＩ 等级评

分［６］ ：根据 ＳＵＩ 诱因不同，将其分为 ５ 个等级，无 ＳＵＩ 为 ０ 级；
ＳＵＩ 诱因为运动或跑步即为 １ 级；诱因为阵嗽、打喷嚏、笑或提

重物即为 ２ 级；诱因为一次性咳嗽、下蹲、走路或意外移动即为

３ 级；诱因为变化体位等最小压力即为 ４ 级。 ④盆腔功能：记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腔功能障碍发生率，包括阴道前壁膨出、
阴道后壁膨出、子宫脱垂。 ⑤性生活质量：采用尿失禁性生活质

量问卷（ＰＩＳＱ） ［７］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包括情感

因素、生理因素和性伴侣因素 ３ 个维度，该问卷信度为 ０ ５６ ～
０ ９３，评分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高。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以平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 ＳＤ）表示，行 ｔ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

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ｎ（％ ）］表示，行 χ２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概率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肌电位和 Ａ３ 反射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盆底Ⅰ类纤维和Ⅱ类纤维肌力均有显著

改善（均 Ｐ ＜ ０ ０５），肌电位均有显著提高（Ｐ ＜ ０ ０５），Ａ３ 反射

异常均有明显减少（Ｐ ＜ ０ ０５），联合组患者盆底肌力、肌电位、
Ａ３ 反射改善幅度均大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２。
２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ＳＵＩ 等级评分比

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均有显著降低（Ｐ ＜
０ ０５），ＳＵＩ 等级评分均有显著改善（Ｐ ＜ ０ ０５）；联合组患者 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ＳＵＩ 等级评分改善幅度均大于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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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肌力、肌电位和 Ａ３ 反射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组别 例数 时间
盆底肌力（级）

Ⅰ类纤维 Ⅱ类纤维
肌电位（μＶ）

Ａ３ 反射

正常 ／ 异常

联合组 ７５ 治疗前 １ ６３ ± ０ ５２ ０ ６８ ± ０ ２１ １０ ４８ ± ３ ３７ １２（１６ ０） ／ ６３（８４ ０）

治疗后 ４ ７４ ± ０ ９８ａｂ ３ ６５ ± ０ ７１ａｂ １７ ９２ ± ３ ９４ａｂ ３８（５０ ７） ／ ３７（４９ ３） ａｂ

对照组 ７４ 治疗前 １ ６６ ± ０ ５５ ０ ７２ ± ０ ２３ １０ ５３ ± ３ ４２ ９（１２ ２） ／ ６５（８７ ８）

治疗后 ３ ０５ ± ０ ８６ａ ２ ８３ ± ０ ５４ａ １４ ５５ ± ３ ８６ａ ２１（２８ ４） ／ ５３（７１ ６） 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ＳＵＩ 等级评分比较（ｇ，Ｍｅａｎ ± ＳＤ ／ ｎ（％ ））

组别 例数 时间 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
ＳＵＩ 等级评分

０ 级 １ 级 ２ 级 ３ 级 ４ 级

联合组 ７５ 治疗前 ６ ４７ ± ２ １３ ０（０） 　 ７（９ ３） ３６（４８ ０） ２４（３２ ０） ８（１０ ７）

治疗后 ２ ０８ ± ０ ６４ａｂ ４（５ ３） ３０（４０ ０） ３２（４２ ７） ９（１２ ０） ０（０） ａｂ 　

对照组 ７４ 治疗前 ６ ３５ ± ２ １０ ０（０） 　 ８（１０ ８） ３８（５１ ４） ２０（２７ ０） ８（１０ ８）

治疗后 ４ ７６ ± １ ５５ａ ０（０）　 １７（２３ ０） ４３（５８ １） １１（１４ ９） ３（４ １） 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 ０ ０５

２ 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腔功能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子宫脱垂、阴道前壁膨出和阴道后壁膨

出发生率均有显著降低（均 Ｐ ＜ ０ ０５），联合组患者降低幅度大

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４。
２ 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ＰＩＳＱ 评分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ＰＩＳＱ 各维度评分和总评分均有显著提

高，联合组患者 ＰＩＳＱ 评分提高幅度大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５。

表 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腔功能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时间 子宫脱垂 阴道前壁膨出 阴道后壁膨出

联合组 ７５ 治疗前 ２０（２６ ７） ４９（６５ ３） ２２（２９ ３）

治疗后 ２（２ ７） ａｂ １８（２４ ０） ａｂ ３（４ ０） ａｂ

对照组 ７４ 治疗前 １９（２５ ７） ４８（６４ ９） ２０（２７ ０）

治疗后 ９（１２ ２） ａ ３０（４０ ５） ａ １０（１３ ５） 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 ０ ０５

表 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ＰＩＳＱ 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情感因素 生理因素 性伴侣因素 总评分

联合组 ７５ 治疗前 ３０ ４６ ± ２ ３３ ２７ ８１ ± ２ ３０ １９ ４５ ± １ ５０ ７７ ６９ ± ６ ８８

治疗后 ３３ １５ ± ２ ６２ａｂ ２９ ７３ ± ２ ４１ａｂ ２１ ６３ ± １ ６７ａｂ ８３ ７６ ± ７ ０２ａｂ

对照组 ７４ 治疗前 ３０ ５２ ± ２ ３７ ２７ ７５ ± ２ ２６ １９ ３８ ± １ ４６ ７７ ５２ ± ６ ８４

治疗后 ３１ ７９ ± ２ ５６ａ ２８ ８６ ± ２ ３９ａ ２０ ４６ ± １ ５８ａ ８０ ９５ ± ６ ９３ａ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ＳＵＩ 是一种病情进展较慢的疾病，其病因与吸烟、饮食、独
居、便秘、体育锻炼等密切相关，尿道括约肌功能障碍和尿道局

部支撑结构缺陷为其主要病理基础，该病虽然不危及患者生

命，但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生活、社交和性生活，且 ＳＵＩ 越严

重，患者生活质量越差［８］ 。 神经、筋膜、肌肉、韧带等构成了女

性盆底支持系统，维持子宫、膀胱等盆腔脏器的正常解剖位置

为其主要生理功能，参与阴道收缩、尿控和便控，腹部肌肉与盆

底肌肉群的协调收缩以确保盘底脏器及其组织的协调，并与会

阴肌共同参与女性性反应和性功能，故 ＳＵＩ 患者经常伴有子宫

脱垂、性功能障碍等［９］ 。 轻中度 ＳＵＩ 患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及

时治疗，不断控制尿失禁症状，甚至痊愈。 在临床上，单一治疗

效果往往不稳定，为巩固疗效，经常采用联合治疗方案［１０］ 。 本

研究对我院接诊的 ７５ 例女性患者给予低频电刺激 ＋ 盆底康复

训练治疗，并与盆底康复训练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发现联合治

疗可以有效改善女性 ＳＵＩ 患者尿失禁症状、盆腔功能、盆底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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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性生活质量。
盆底康复训练是患者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掌握正确的训

练方法，通过增强盆底肌力和收缩能力，增强 ＳＵＩ 患者控尿能

力，同时还能够加强尿道外括约肌、提肛肌、肛门括约肌的收缩

力，增强膀胱稳定性，从而提高尿道内压力，最终降低 ＳＵＩ 发生

率［１１］ 。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治疗 ８ 周后，１ｈ 尿垫试验漏尿量

明显少于治疗前，ＳＵＩ 等级评分明显优于治疗前，这说明盆底康

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女性 ＳＵＩ 患者尿失禁症状。 盆底康复训练

大多时候是患者在家中自行完成，其疗效受依从性影响，而低

频电刺激是应用康复治疗仪在医院定期治疗，通过置入阴道内

的电极释放的低频电流刺激患者阴部神经的传入神经纤维，从
而诱发尿道周围平滑肌、骨骼肌和盘底肌收缩，改善尿道关闭

能力，同时还能够抑制交感神经反射，降低 ＳＵＩ 患者的膀胱活动

度，从多方面改善患者的控尿能力，减少 ＳＵＩ 的发生［１２⁃１３］ 。
盆底Ⅰ类肌纤维是慢纤维，主要维持静息状态下的盆底支

持功能，子宫脱垂、阴道松弛为Ⅰ类肌纤维肌力下降的主要临

床表现；盆底Ⅱ类肌纤维是快纤维，主要与盆底肌肉快速收缩

功能有关，咳嗽、大笑、运动时漏尿是Ⅱ类肌纤维肌力下降的主

要表现［１４］ 。 联合组患者治疗后盆底Ⅰ类肌纤维和Ⅱ类肌纤维

肌力和肌电位改善幅度均大于对照组患者，这提示低频电刺激

联合盆底康复训练治疗女性 ＳＵＩ 患者的临床效果优于单一盆底

康复训练。 Ａ３ 反射异常意味着当膀胱压增大时，盆底肌肉尿控

能力下降，容易出现 ＳＵＩ，故 Ａ３ 反射可以间接反映 ＳＵＩ 患者尿

失禁发生率，联合组患者治疗后 Ａ３ 反射异常率低于对照组患

者，这进一步说明联合治疗效果更优［１５］ 。 盆腔功能出现障碍

时，容易发生子宫脱垂、阴道前壁膨出和阴道后壁膨出，联合组

患者治疗后子宫脱垂、阴道前壁膨出和阴道后壁膨出发生率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和治疗前，这说明联合治疗还有助于改善盆腔

功能［１６］ 。 ＰＩＳＱ 是评估 ＳＵＩ 患者性生活质量信度和效度较高的

问卷。 本研究中，联合组患者治疗后各维度 ＰＩＳＱ 评分和总评分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和治疗前，这与联合组患者盆底肌力显

著提高有关，盆底肌力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阴道紧缩度，从而改

善了 ＳＵＩ 患者的性功能，提高了性生活质量［１７］ 。
综上所述，低频电刺激联合盆底康复训练可以有效改善女

性 ＳＵＩ 患者尿失禁症状和盆腔功能，促进盆底肌力恢复，提高患

者尿控能力和阴道紧缩度，从而提高了患者性生活质量。 性生

活质量受生理、心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只针对女性 ＳＵＩ 患
者进行研究，未考虑其他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仅代表低频电刺

激联合盆底康复训练治疗女性 ＳＵＩ 患者的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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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气腹压下右美托咪定对老年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
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邱建敏△ 　 汪福珍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妇科，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７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低气腹压下右美托咪定对老年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妇科诊治的 １６０ 例腹腔镜卵巢癌 ／ 宫颈癌根治

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 Ａ 组、对照 Ｂ 组、观察 Ａ 组、观察 Ｂ 组，每组 ４０ 例。 麻醉诱导

前，观察 Ａ 组和观察 Ｂ 组以微泵注入右美托咪定 ０ ５ μｇ ／ ｋｇ，对照 Ａ 组和对照 Ｂ 组输注等量生理盐水。 手术

开始后，对照 Ｂ 组和观察 Ｂ 组气腹压维持在 １ ０６ ｋＰａ ～ １ ２０ｋＰａ，对照 Ａ 组和观察 Ａ 组气腹压维持在 １ ３３
ｋＰａ ～ １ ４５ ｋＰａ。 观察比较 ４ 组术前 １ｄ、术后 １ｄ、术后 ３ｄ、术后 ５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术后 ＰＯＣＤ 发生率及血清

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ＮＳＥ）、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 结果　 对照 Ｂ 组、观察 Ａ 组、观察 Ｂ 组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较对照 Ａ 组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在术后观察期内观察 Ｂ 组 ＭＭＳＥ 评分均较

对照 Ｂ 组、观察 Ａ 组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术前 １ｄ 比较，对照 Ａ 组和对照 Ｂ 组在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下降，观察 Ａ 组在术后 １ｄ、３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对照 Ａ 组、观察 Ａ 组、观察 Ｂ 组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ＮＳＥ 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 Ｂ 组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较对照 Ｂ 组、观察 Ａ 组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４ 组术后 １ｄ、
３ｄ、５ｄ ＮＳＥ 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较术前 １ｄ 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⑶与对照 Ａ 组比较，观
察 Ａ 组和观察 Ｂ 组在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ＰＯＣＤ 发生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对照 Ｂ 组在术后

１ｄ ＰＯＣＤ 发生率明显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对照 Ｂ 组比较 ，观察 Ｂ 组 ＰＯＣＤ 发生率在

术后 １ｄ、３ｄ 下降；与观察 Ａ 组比较，观察 Ｂ 组 ＰＯＣＤ 发生率在术后 １ｄ 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低压力气腹下右美托咪定对老年妇科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
有效降低 ＮＳＥ、Ｓ１００⁃β 蛋白血清水平。

【关键词】 　 右美托咪定；ＣＯ２气腹；腹腔镜手术；认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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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科腹腔镜手术需要建立一定压力的 ＣＯ２气腹而利于手术

的操作，但 ＣＯ ２气腹可明显影响患者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术后

认知功能下降［１］ 。 尤其对于中枢神经系统退化的老年患者，高
压力气腹可进一步增加术后认知功能障碍（ＰＯＣＤ）的发生率。
右美托咪啶是高选择性 α２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可通过抑制交

感活性和炎症因子释放等药理作用减少脑细胞凋亡、改善认知

功能［２］ 。 本研究拟探讨低压力气腹下右美托咪定对老年妇科

腹腔镜手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的影响。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妇

科诊治的 １６０ 例腹腔镜卵巢癌 ／宫颈癌根治术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分级Ⅰ ～Ⅱ级，年龄范围 ６０ 岁 ～
７３ 岁，年龄（６７ ４ ± ８ ３）岁。 纳入标准：①无严重心肺疾病、中
枢神经系统及精神疾病；② 术前简易智力状态检查量表

（ＭＭＳＥ）评分 ＞ ２３ 分；③受教育年限≥９ 年；④无视听及交流障

碍；⑤患者或家属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①气腹时间小于 １ｈ 或

大于 ３ｈ；②术中持续低血压；③改为开放手术或术后再次手术；
④对右美托咪定或术中其他药物过敏。

按照 ＳＰＳＳ ２１ ０ 软件中随机分组程序，将患者随机分为对

照 Ａ 组、对照 Ｂ 组、观察 Ａ 组、观察 Ｂ 组，每组各 ４０ 例。 四组患

者年龄、性别比、体重、ＡＳＡ 分级、气腹时间、手术时间、苏醒时

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１ ２　 麻醉方法

患者入室后常规监测心电图、心率、ＮＩＢＰ、血氧饱和度、呼
气末 ＣＯ２ 分压等，上肢静脉开放后以复方乳酸钠注射液 ８ ｍｇ ／
ｋｇ 扩容，行桡动脉穿刺置管监测桡动脉压。 麻醉诱导前，观察

Ａ 组和观察 Ｂ 组以微泵注入右美托咪定 ０ ５ μｇ ／ ｋｇ，对照 Ａ 组

和对照 Ｂ 组输注等量生理盐水。 以咪达唑仑、丙泊酚、芬太尼、
罗库溴铵等行麻醉诱导，诱导平稳后气管插管，麻醉机控制呼

吸。 手术开始后，将气腹针缓慢刺入患者腹腔并注入 ＣＯ２ 气

体，对照 Ｂ 组和观察 Ｂ 组气腹压维持在 １ ０６ ｋＰａ ～ １ ２０ｋＰａ，对
照 Ａ 组和观察 Ａ 组气腹压维持在 １ ３３ ｋＰａ ～ １ ４５ ｋＰａ。

１ ３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四组术前 １ｄ、术后 １ｄ、术后 ３ｄ、术后 ５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 术后 ＭＭＳＥ 评分较术前降低≥２ 分则判为 ＰＯＣＤ［３］ 。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 ４ 组术前 １ｄ、术后 １ｄ、术后 ３ｄ、术
后 ５ｄ 血清神经元特异烯醇化酶（ＮＳＥ）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试
剂盒由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ｔ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前后 ＭＭＳＥ 评分比较

对照 Ｂ 组患者、观察 Ａ 组患者、观察 Ｂ 组患者术后 １ｄ、３ｄ、
５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较对照 Ａ 组患者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在术后观察期内观察 Ｂ 组患者 ＭＭＳＥ 评分均较对

照 Ｂ 组患者、观察 Ａ 组患者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术前 １ｄ 比较，对照 Ａ 组患者和对照 Ｂ 组患者在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下降，观察 Ａ 组患者在术后 １ｄ、３ｄ 的

ＭＭＳＥ 评分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１。
２ ２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前后 ＮＳＥ、Ｓ１００β 水平比较

与对照 Ａ 组患者比较，对照 Ｂ 组患者、观察 Ａ 组患者、观察

Ｂ 组患者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ＮＳＥ 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 Ｂ 组患者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较对照

Ｂ 组患者、观察 Ａ 组患者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４ 组术后 １ｄ、３ｄ、５ｄ ＮＳＥ 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较术前 １ｄ
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３　 不同组别患者术后 ＰＯＣＤ 发生率比较

与对照 Ａ 组患者比较，观察 Ａ 组患者和观察 Ｂ 组患者在术

后 １ｄ、３ｄ、５ｄ ＰＯＣＤ 发生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对照 Ｂ 组患者在术后 １ｄ ＰＯＣＤ 发生率明显下降，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与对照 Ｂ 组患者比较 ，观察 Ｂ 组



·１１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患者 ＰＯＣＤ 发生率在术后 １ｄ、３ｄ 下降，与观察 Ａ 组患者比较，观
察 Ｂ 组患者 ＰＯＣＤ 发生率在术后 １ｄ 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１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前后 ＭＭＳＥ 评分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１ｄ 术后 １ｄ 术后 ３ｄ 术后 ５ｄ
观察 Ａ 组 ４０ ２７ ７ ± １ ０ ２４ ８ ± １ ５ａｄ ２５ ４ ± １ ５ａｄ ２６ ９ ± １ ７ａ

观察 Ｂ 组 ４０ ２８ ３ ± １ ３ ２６ ３ ± １ ６ａｂｃ ２７ ２ ± １ ６ａｂｃ ２８ ７ ± １ １ａｂｃ

对照 Ａ 组 ４０ ２７ ９ ± １ ０ ２１ ６ ± ２ １ｄ ２３ ０ ± １ ３ｄ ２４ ３ ± ２ ６ｄ

对照 Ｂ 组 ４０ ２８ ７ ± ０ ８ ２３ ２ ± １ ９ａｄ ２４ ６ ± １ ６ａｄ ２６ ０ ± ２ ２ａｄ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对照 Ａ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 对照 Ｂ 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ｃ”项表示，与观察 Ａ 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 ｄ”项表示，与术前 １ ｄ 比较， Ｐ ＜ ０ ０５

表 ２　 不同组别患者手术前后 ＮＳＥ、Ｓ１００β 水平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指标 组别 例数 术前 １ｄ 术后 １ｄ 术后 ３ｄ 术后 ５ｄ
ＮＳＥ（μｇ ／ ｍｌ） 观察 Ａ 组 ４０ ５ ９８ ± １ ０１ １３ ６９ ± ２ ３３ａｄ １３ ２６ ± １ ２９ａｄ １１ ３９ ± ２ ２８ａｂｄ

观察 Ｂ 组 ４０ ６ ２０ ± １ １０ １１ ２３ ± １ ５１ａｂｃｄ １１ ０９ ± １ ４０ａｂｃｄ １１ ２１ ± １ ７６ａｂｃｄ

对照 Ａ 组 ４０ ６ ２３ ± ０ ９６ １９ ６５ ± １ ８３ｄ １７ ８９ ± ３ ２７ｄ １５ ５９ ± ２ ４０ｄ

对照 Ｂ 组 ４０ ６ ４５ ± ０ ８６ １５ ８１ ± ２ ２１ａｄ １５ ５１ ± ２ ３５ａｄ １３ ４４ ± ２ ０９ａ

Ｓ１００⁃β 蛋白（μｇ ／ Ｌ） 观察 Ａ 组 ４０ ０ １８ ± ０ ０４ ０ ６９ ± ０ １２ａｂｄ ０ ６０ ± ０ ０８ａｂｄ ０ ４８ ± ０ １１ａｂｄ

观察 Ｂ 组 ４０ ０ １７ ± ０ ０３ ０ ４６ ± ０ ０９ａｂｃｄ ０ ４６ ± ０ １３ａｂｃｄ ０ ２７ ± ０ ０６ａｂｃｄ

对照 Ａ 组 ４０ ０ １９ ± ０ ０２ １ １０ ± ０ １３ｄ ０ ０９ ± ０ ０２ｄ ０ ８９ ± ０ １０ｄ

对照 Ｂ 组 ４０ ０ ２０ ± ０ ０３ ０ ９８ ± ０ １１ａｄ ０ ８７ ± ０ １３ａｄ ０ ６９ ± ０ １７ａｄ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对照 Ａ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 对照 Ｂ 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ｃ”项表示，与观察 Ａ 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 ｄ”项表示，与术前 １ ｄ 比较， 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不同组别术后 ＰＯＣＤ 发生率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术后 １ｄ 术后 ３ｄ 术后 ５ｄ　 　

观察 Ａ 组 ４０ ７（１７ ５） ａ ３（７ ５） ａ ０（０） ａ

观察 Ｂ 组 ４０ １（２ ５） ａｂｃ ０（０） ａｂ ０（０） ａ

对照 Ａ 组 ４０ ２１（５２ ５） １４（３５ ０） ９（２２ ５）

对照 Ｂ 组 ４０ １０（２５ ０） ａ ４（１０ ０） ２（５ ０）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对照 Ａ 组比较，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

对照 Ｂ 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标有“ ｃ”项表示，与观察 Ａ 组比较， 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ＰＯＣＤ 是指手术后出现的中枢神经系统并发症，多发生于

老年患者，以及手术后 ５ 天内［４］ ，常表现为手术后定向力、记忆

力、集中力和认知力的下降以及社交能力的障碍。 目前 ＰＯＣＤ
的发生原因尚不十分清楚，多认为与高龄、手术方式、麻醉药物、
手术疼痛、应激及炎症反应等有关［５］ 。

目前临床上对 ＰＯＣＤ 的诊断主要依靠神经心理学测试以及

血清学检查。 ＭＭＳＥ 量表是目前国内外广泛采用认知缺损筛查

工具之一，可信度较高，ＭＭＳＥ≤２３ 分即认为有认知功能障碍。
ＮＳＥ 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在脑组织细胞内含量最高，当神经细胞

受损后，细胞膜完整性破坏，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释放入血，
血清中浓度升高。 因此 ＮＳＥ 及 Ｓ１００⁃β 蛋白血清水平可在一定

程度上可反映患者脑受损状况［６］ 。 有研究表明手术开始后即

刻 Ｓ１００⁃β 蛋白血清水平升高为术后 １ｄ 发生 ＰＯＣＤ 的危险预测

因子［７］ 。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 ＭＭＳＥ 评分、ＮＳＥ 和 Ｓ１００⁃β

蛋白水平、ＰＯＣＤ 的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分析原因可能与右美托

咪定减少脑细胞凋亡、改善脑神经功能有关：作为一种有效的

α２⁃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右美托咪定可降低交感神经兴奋性，
调节中枢神经递质的释放，降低儿茶酚胺类物质浓度；还可抑制

小胶质细胞分泌炎性细胞因子，减轻炎性细胞因子趋化活性氧

和神经毒素对神经元的损伤作用；此外还可促进神经元细胞加

强对谷氨酸的代谢，减轻谷氨酸的神经毒性，从而起到脑保护作

用［８⁃９］ ，同时也与其加强镇痛镇静作用，而降低疼痛可减少

ＰＯＣＤ 的发生风险［１０］ 。 本研究还显示，术中采用低气腹压的对

照 Ｂ 组术后不同时间点 ＭＭＳＥ 评分及血清 ＮＳＥ、Ｓ１００⁃β 蛋白水

平明显高于对照 Ａ 组，术后 １ｄ ＰＯＣＤ 也明显下降。 有研究认为

高 ＣＯ２气腹压可使脑血管舒张和脑血流增加，可引起颅内压增

高和脑水肿［１１］ ；同时脑血管舒张可引起动静脉短路开放，动⁃静
脉氧差缩小，使脑组织氧摄取和利用减少，从而引起脑功能改

变［１２］ 。 因此适当降低气腹力可有效减轻 ＣＯ２的刺激，从而减轻

酸性物质堆积对脑组织的损伤。 本研究中低气腹压下加用右美

托咪定的观察 Ｂ 组不论在 ＭＭＳＥ 评分、血清指标，还是在 ＰＯＣＤ
发生率方面都优于其他 ３ 组的结果表明，低气腹压和右美托咪

定具有协同作用的效果，具有一定的临床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低压力气腹下右美托咪定对老年妇科腹腔镜手

术患者术后认知功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可有效降 低 ＮＳＥ、
Ｓ１００⁃β 蛋白血清水平。 但由于目前 ＰＯＣＤ 缺乏更为精确的诊

断手段，主要依靠神经心理学测试，而术中气腹压影响因素也较

多，这对研究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影响，本研究结论还需要更为深

入的临床试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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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法治疗原发性痛经及对患者
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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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法治疗原发性痛经及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　 采用

前瞻性研究法，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唐山市中医医院诊治的 ８０ 例原发性痛经（均为寒凝血瘀证）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配合同法针灸治疗，对照组

给予西药常规治疗。 对比两组疗效及性生活质量相关指标。 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痛经症状积分、ＶＡＳ 分值

均降低且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９２ ５０％ ）较对照组高（７０ ００５）；复发率（５ ００％ ）较对照组

（１２ ５０％ ）低，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０ ００％ ）低于对照组（２０ ００％ ）；观察组治疗后生活质量各个量表分

值均提高且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联合针灸治疗

原发性痛经，效果好，安全性高，能预防复发，改善患者性生活质量。
【关键词】 　 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法；针灸；寒凝血瘀证；原发性痛经；性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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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经是女性经期间或经期之前出现的小腹疼痛或腰骶痛，
呈周期性，剧痛甚至可致晕厥，该病以未婚青年女性较多见。 根

据病因病机将痛经分为继发性痛经和原发性痛经，原发性痛经

是生殖器官并无器质性病变，在初潮时开始有痛感。 继发性痛

经是生殖器官病变所致痛经。 痛经对女性学习、工作等造成严

重影响，我国妇女痛经中原发性痛经占 ５３ ２０％ ，工作及学习受

影响的患者 １３ ５５％ ［１⁃２］ 。 现代医学认为痛经与加压素、前列腺

素、钙离子、催产素等分泌以及患者心理、遗传因素等有关。 目

前主要使用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前列腺素合成酶抑制剂、微生

物等对症治疗，止痛效果明显，但治标不治本，效果短暂，有副作

用，通常不被患者接受。 中医治疗则标本同治，副作用小，疗效

好，患者乐于接受［３⁃４］ 。 女性普遍体寒，体内寒邪侵袭，淤滞胞

宫，导致血气不畅，引起痛经，临床以寒凝血瘀证原发痛经最常

见。 本研究采用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法给予治疗。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唐山市中医医院诊治的 ８０
例原发性痛经（均为寒凝血瘀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两组，观察组采用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配合同法针

灸治疗，对照组给予西药常规治疗。 纳入标准：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２９ 岁；符合中西医诊断标准；经期规律，１ 月 １ 次；病程持续

１２ 个月及以上；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５］ ：影像学确诊为

器质性病变所致痛经；子宫异位引起的原发痛经；已生育女性；
晕针；对本研究用药过敏；伴严重肾、肝、脑、心、造血系统等疾

病。 观察组：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２９ 岁，年龄（２４ ５２ ± ２ ０１）岁；病
程范围 １２ 个月 ～ ２５ 个月，病程（１８ ２０ ± ２ ０１）个月。 对照组：
年龄范围 １９ 岁 ～ ２７ 岁，年龄（２５ ０１ ± １ ８９）岁；病程范围 １１ 个

月 ～ ２４ 个月，病程（１８ ３４ ± １ ９５）个月。 两组患者上述资料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

为前瞻研究，经唐山市中医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１ ２　 研究标准

西医诊断参考《中药新药治疗痛经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和《妇产科学》，痛经；经期及经期前有下腹坠胀、下腹疼痛感，

伴有其它不适症状［６］ 。 中医诊断参考《中医妇科学》：痛经：经
期前后及经期内出现周期性小腹疼痛，伴腰骶疼痛等不适症状，
严重则晕厥，确诊为痛经。 寒凝血瘀证：主症：经期及经期前小

腹疼痛拒按，得热后疼痛缓解；次症：经期血量少，畏寒肢冷，血
色暗且伴血块，面色青白；舌脉：舌质黯，苔白，脉沉紧。 具有以

上主症兼舌症可确诊，加选次症［７］ 。
１ ３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痛经时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

（长春 海 外 制 药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规 格： ０ ３ｇ， 生 产 批 号：
２０１５１２０９），早晚各 １ 次，治疗 ３ 个月经周期。 观察组使用温经

疏肝化瘀通络法治疗：①给予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柴胡 ６ｇ，赤
芍 １５ｇ，丹参 １５ｇ，川芎 １０ｇ，三七粉 ６ｇ，元胡 １０ｇ，桂枝 ６ｇ，乌药

６ｇ，川楝子 ６ｇ，香附 １０ｇ，全蝎 ６ｇ，丝瓜络 １５ｇ，鸡血藤 １５ｇ，杜仲

１０ｇ。 水煎剂 每日一剂，每剂水煎 ３００ｍｌ ，每次服 １５０ｍｌ，早晚各

服一次，月经来潮前 ３ 天开始口服，连服 ７ 天，连续 ３ 个月经周

期为一个评估疗程。 ②针灸。 从经期之前 ７ 天开始，１ 次 ／日，
直至月经来潮，共治疗 ３ 个月经周期。
１ ４　 观察指标

痛经症状积分参考《中药新药治疗痛经的临床研究指导原

则》中相关内容，其中经期及小腹疼痛为 ５ 分，是基础分，此外

有腹痛明显、腹痛难忍、坐卧不宁、冷汗淋漓、面色咣白等，共 １７
项，除基础分值外，其他项目为 ０ ５ 分或 １ 分，或 ２ 分，总分值越

高则越严重［８］ 。 使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评估疼痛，共 １０ 个

刻度，根据疼痛程度打分，分值越高则疼痛越严重。 疗效评估：
症状积分降至 ０ 分，腹痛等症状消失，３ 个月经周期无复发，为
痊愈；积分低于治疗前 １ ／ ２，腹痛显著缓解，其余症状好转，可不

服止痛药并继续工作，为显效；积分降至治疗前的 １ ／ ２ ～ ３ ／ ４，症
状减轻，服用止痛药后能工作，为有效；症状、积分等均无明显变

化，为无效［９］ 。 记录不良反应及复发率，痊愈后在 ３ 个月经周

期内再次痛经为复发。 采用中国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１０］ 、国际

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ＢＩＳＦ⁃Ｗ）、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问卷评

价患者性生活质量。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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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ｔ ／ Ｆ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 ６ 个月痛经症状积分对

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痛经症状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治疗后、６ 个月时观察组患者分值降低且低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 ６ 个月痛经症状

积分对比（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６ 个月

观察组 ４０ １０ ７５ ± ２ １８ ４ ３０ ± １ ５０ ４ １０ ± １ １４

对照组 ４０ １１ ０１ ± １ ９５ ７ ４６ ± １ ８２ ６ ７５ ± １ ７３

ｔ 值 ０ ５６ ８ ４７ ８ ０９

Ｐ 值 ０ ５７５６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０

２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后及治疗后 ６ 个月时 ＶＡＳ 分值对比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ＶＡＳ 分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后、６ 个月时观察组患者分值降低且低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ＶＡＳ 分值对比（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６ 个月

观察组 ４０ ７ １５ ± ０ ５６ ４ ２５ ± ０ ２１ ２ ３１ ± ０ ３２

对照组 ４０ ７ １４ ± ０ ４８ ６ １２ ± １ ０１ ４ ０７ ± ０ ２９

ｔ 值 ０ ０９ １１ ４６ ２５ ７８

Ｐ 值 ０ ９３１９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２ 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９２ ５０％ （３７ ／ ４０），痊愈 １７ 例，
显效 １４ 例，有效 ６ 例，无效 ３ 例。 对照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为

７０ ００％ （２８ ／ ４０），痊愈 ６ 例，显效 ９ 例，有效 １３ 例，无效 １２ 例。
两组患者比较，χ２ ＝ １７ ４６（Ｐ ＝ ０ ００００）。
２ 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及复发率对比

观察 组 患 者 无 明 显 不 良 反 应 （ ０ ００％ ）， 复 发 ２ 例

（５ ００％ ）；对照组患者出现 ３ 例消化不良，２ 例厌食，３ 例恶性，
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２０ ００％ ，复发 ５ 例，复发率为 １２ ５０％ 。 两

组患者不良反应率比较，χ２ ＝ ２２ １１（Ｐ ＝ ０ ００００）；两组复发率比

较，χ２ ＝ ３ ８９（Ｐ ＝ ０ ０４８６）。
２ ５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评估相关量表总分对比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各量表分值均提高且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两组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评估相关量表总分对比（分，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治疗前

ＦＳＦＩ ＢＩＳＦ⁃Ｗ 性生活质量问卷

治疗后

ＦＳＦＩ ＢＩＳＦ⁃Ｗ 性生活质量问卷

观察组 ６１ ２０ ± ４ ２１ ９２０ １２ ± １２ ２０ １２５ ３２ ± １９ ２０ ６８ ５２ ± ４ ３８ａ ９７６ ２０ ± １８ ２０ａ １３７ ２０ ± １２ ３０ａ

对照组 ６２ ０１ ± ３ ９５ ９２１ ２０ ± １０ ９５ １２７ ２６ ± ２０ １２ ６３ ２０ ± ３ ７５ａ ９２５ ２０ ± ８ ９５ａ １２１ ２０ ± １０ ５６ａ

ｔ 值 ０ ８９ ０ ４２ ０ ４４ ５ ８４ １５ ９０ ６ ２４

Ｐ 值 ０ ３７７６ ０ ６７８１ ０ ６６０３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中医对痛经的认知。 痛经最早在《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

证并治》中记录为“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 中医对该病的

病因病机研究历史悠久，到明清使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善病因病

机认知，诸多医学家均指出肝郁、肾虚、寒湿是痛经发病原因。
近现代医学家指出寒凝血瘀证和肝郁气滞证为最常见痛经症

型，肝失疏泄则肝气郁结，气滞则气血瘀滞，不通则痛［１１］ 。 《中
医妇科学》中指出痛经与冲脉任脉相关，邪气扰冲任二脉，则气

血不畅，血滞胞宫，不通则痛；或胞宫、冲任失于濡养，即不荣则

痛，引起痛经，常因气血虚弱，肾气亏虚，气滞血瘀，湿热蕴结，寒
凝血瘀等原因引起。 中医讲究辩证而治，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

是基于辩证的药房，由《金匮要略》中古方转化而来。 针灸治疗

经期腹痛的理论首次由唐代孙思邈提出，发展至今取得良好效

果，现代中医学家将隔姜艾灸用于寒凝血瘀证痛经中，根据症

状加减穴位，取得显著效果［１２］ 。 本研究给予温经疏肝化瘀通络

法，用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针灸治疗，治疗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２ ５０％ ，较对照组（７０ ００％ ）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温经疏肝化瘀通络对原发痛经病情影响。 肝乃藏血之脏，

主疏泄，肝气郁滞为原发痛经主要病因之一，因此予以温经活

血，疏肝解郁治疗［１３］ 。 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汤方中醋柴胡能宣达

脏腑气血，酒白芍、醋香附能散肝脏郁结，能调理肝气；香附理气

行气；杜仲能补肝益肾，强筋壮骨；鸡血藤能通络调经，活血补

血；丝瓜络能生津止渴，痛经活络［１４⁃１５］ 。 该方具有同治标本，温
经散寒，疏肝理气，活血止痛之效。 本研究中针刺穴位选穴包括

命门、肾俞、关元、中极、三阴交，隔姜灸选命门、肾俞。 肾俞血是

背腧穴，为足太阳膀胱经经穴，针灸肾俞穴能温补肾阳，提高患

者机体抵御寒邪的能力。 命门穴为督脉经穴，总司全身之阳。
本研究中患者寒凝胞脉，气血瘀滞，灸此穴能通条督脉，起到温

经散寒作用，能提高机体免疫力。 中极穴是膀胱经募穴，针刺该

穴能通调冲任，使气血通畅，能治疗气血不通所致原发性痛

经［３］ 。 关元穴为元气之本，针灸刺血能调理冲任气血，散寒温

经；能调节患者内分泌，直接作用靶器官，控制子宫收缩。 三阴

交为足太阴脾经之经穴，针刺该穴能调理冲任气血，使血气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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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温经通脉，化瘀活血；同时能刺激疼痛相关脑功能区，调节疼

痛相关中枢网络缓解疼痛。 隔姜灸借助温热刺激腧穴，能消瘀

散结、温经散寒，防病保健［１４］ 。 故观察组治疗后症状积分明显

降低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本研究治疗方法对患者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

中国女性性生活质量问卷、ＢＩＳＦ⁃Ｗ、ＦＳＦＩ 综合评估患者性生活

质量。 发现治疗后观察组各量表分值均有提高且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一般而言原发性痛经对

性行为无影响，继发性痛经则会引起部分患者后深部性性交

痛；但一些原发性痛经患者在经期前、经期后也有一段时间痛

经，对患者性生活主观感受有很大影响，降低性生活质量［１６⁃１７］ 。
本研究中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法能有效降低 ＶＡＳ 评分，观察组治

疗 ＶＡ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提

示本研究治疗方法能缓解患者痛经期间疼痛感，改善主观感

受。 最后，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不良发生率（５ ００％ ）较对照组

（２０ ００％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提示该治疗方

法副作用小，安全性好。
综上所述，温经疏肝化瘀通络法治疗原发性痛经能缓解痛

经疼痛等症状，效果好，安全性高，有利于患者性生活质量的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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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３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研究
赵薇　 刘小慧　 李丹丹　 于秀芳　 王新华　 周红英

解放军第三○二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９

【摘要】 　 目的　 研究与分析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及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解放军第三○二医院诊治的 １８０ 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其中，９０ 例乙肝产妇设为观察组，９０ 例健康产妇

设为对照组。 比较两组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观察组中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地、新
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状态、育儿效能感、疾病认知度、产后抑郁情况和产后出血情况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
同时，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上述因素与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关系。 结果　 观察组产妇的性

心理满意度低于对照组产妇（Ｐ ＜ ０ ０５）。 观察组中不同产后出血情况者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地、新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状态、育儿效能

感、疾病认知度和产后抑郁情况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地、新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状态、育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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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疾病认知度和产后抑郁情况均是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 结论　 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

态较差，且影响因素较多，应当根据其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干预。
【关键词】 　 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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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肝产妇在临床中并不少见，有关乙肝产妇妊娠期、围生

期及产后恢复等多方面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产妇产后生存状

态是日益受到重视的一个方面，而产妇自身的状态又关系到新

生儿的各方面状态［１］ 。 相关研究结果显示，乙肝产妇产后存在

不良心理情绪突出和生理状态功能较差的情况。 随着产妇及

其配偶对改善产后性生活质量需求的提升，乙肝产妇产后性心

理的改善要求也不断提高［２］ 。 本研究对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

状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现将研究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本院诊治的 １８０ 例产妇

为研究对象，其中，９０ 例乙肝产妇设为观察组，９０ 例健康产妇设

为对照组。 观察组乙肝产妇，年龄： ＜ ３０ 岁 ３８ 例，３０ 岁 ～ ３５ 岁

３０ 例， ＞ ３５ 岁 ２２ 例；初产妇 ７０ 例，经产妇 ２０ 例；文化程度：初
中 ３８ 例，中专 ３１ 例，高中及以上 ２１ 例；社会支持程度：较高 ６３
例，较低 ２７ 例；居住地：农村 ４０ 例，城镇 ５０ 例；新生儿情况：感
染 １２ 例，未感染 ７８ 例；配偶性心理状态：满意 ４０ 例，一般 ３０
例，不满意 ２０ 例；育儿效能感：较低 ５２ 例，较高 ３８ 例；疾病认知

度：较高 ４５ 例，一般 ２５ 例，较低 ２０ 例；产后抑郁情况：是 １３ 例，
否 ７７ 例；产后出血情况：是 １２ 例，否 ７８ 例。 对照组健康产妇，
年龄： ＜ ３０ 岁者 ４０ 例，３０ 岁 ～ ３５ 岁者 ３０ 例， ＞ ３５ 岁者 ２０ 例；
初产妇 ６８ 例，经产妇 ２２ 例；文化程度：初中 ３８ 例，中专 ３０ 例，

高中及以上 ２２ 例；社会支持程度：较高 ６５ 例，较低 ２５ 例；居住

地：农村 ３８ 例，城镇 ５２ 例；育儿效能感：较低 ５０ 例，较高 ４０ 例；
产后抑郁情况：是 １５ 例，否 ７５ 例；产后出血情况：是 １１ 例，否 ７９
例。 两组产妇及其配偶均对本研究知情同意；同时，两组产妇的

年龄、分娩史、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育儿效能感、抑郁情况

和产后出血情况等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 ２　 研究方法

产后 １２ 周，评估和比较两组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同时，比
较观察组乙肝产妇中不同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

地、新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状态、育儿效能感、疾病认知度、产
后抑郁情况和产后出血情况者的性心理满意度，并采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上述因素与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关系。
１ ３　 评价标准

性心理状态［３］ ：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方式进行评估，问卷

包括 １０ 个项目 ２４ 个类别，每个类别具有 ３ 个选项，分别为非常

满意、基本满意与不满意。 两组产妇分门别类，根据自身对性心

理感受选取代表自身感受的选项。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选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计量资料

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采用 ｔ 检验；等级资料进行秩和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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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２ １　 两组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乙肝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低于对照

组健康产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

见表 １。
２ ２　 观察组不同情况乙肝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观察组乙肝产妇中不同产后出血情况者的

性心理满意度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不同年

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地、新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

状态、育儿效能感、疾病认知度和产后抑郁情况者的性心理满

意度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２。

表 １　 两组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非常满意 ｚ 值 Ｐ 值

对照组 ９０ １８（２０ ０） ２７（３０ ０） ４５（５０ ０） ２ ９６３ ０ ００３

观察组 ９０ １０（１１ １） １５（１６ ７） ６５（７２ ２）

表 ２　 观察组不同情况乙肝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ｎ（％ ）］

　 项目分类 例数 不满意 基本满意 非常满意 ｚ 值 Ｐ 值

年龄

　 ＜ ３０ 岁 ３８ ０（０） ２（５ ３） ３６（９４ ７） ２８ １２５ ０ ０００

　 ３０ ～ ３５ 岁 ３０ ３（１０ ０） ５（１６ ７） ２２（７３ ３）

　 ＞ ３５ 岁 ２２ ７（３１ ８） ８（３６ ４） ７（３１ ８）

文化程度

　 初中 ３８ ６（１５ ８） １２（３１ ６） ２０（５２ ６） １３ ２２０ ０ ００１

　 中专 ３１ ３（９ ７） ３（９ ７） ２５（８０ ７）

　 高中及以上 ２１ ０（０） １（４ ８） ２０（９５ ２）

社会支持程度

　 较高 ６３ ６（９ ５） ６（９ ５） ５１（８１ ０） ２ ６０５ ０ ００９

　 较低 ２７ ４（１４ ８） ９（３３ ３） １４（５１ ９）

居住地

　 农村 ４０ ６（１５ ０） １１（２７ ５） ２３（５７ ５） ２ ６３５ ０ ００８

　 城镇 ５０ ４（８ ０） ４（８ ０） ４２（８４ ０）

新生儿情况

　 感染 １２ ３（２５ ０） ４（３３ ３） ５（４１ ７） ２ ５３０ ０ ０１１

　 未感染 ７８ ７（９ ０） １１（１４ １） ６０（７６ ９）

配偶心理状态

　 满意 ４０ ０（０） ３（７ ５） ３７（９２ ５） １７ ２２１ ０ ０００

　 一般 ３０ ２（６ ７） １０（３３ ３） １８（６０ ０）

　 不满意 ２０ ８（４０ ０） ２（１０ ０） １０（５０ ０）

育儿效能感

　 较高 ３８ １（２ ６） ２（５ ３） ３５（９２ １） ３ ５６１ ０ ０００

　 较低 ５２ ９（１７ ３） １３（２５ ０） ３０（５７ ７）

疾病认知度

　 较高 ４５ ０（０） ２（４ ４） ４３（９５ ６） ３５ １８４ ０ ０００

　 一般 ２５ ３（１２ ０） ５（２０ ０） １７（６８ ０）

　 较低 ２０ ７（３５ ０） ８（４０ ０） ５（２５ ０）

产后抑郁情况

　 是 １３ ２（１５ ４） ５（３８ ５） ６（４６ ２） ６ ６８４ ０ ０００

　 否 ７７ ８（１０ ４） １０（１３ ０） ５９（７６ ６）

产后出血情况

　 否 ７８ ８（１０ ３） １２（１５ ４） ５８（７４ ４） １ １３３ ０ ２５７

　 是 １２ ２（１６ ７） ３（２５ ０） ７（５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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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研究因素与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关系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

支持程度、居住地、新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状态、育儿效能感、
疾病认知度和产后抑郁情况均是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

影响因素。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研究因素与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关系分析

　 研究因素 ＷＡＬＤ 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 ＣＩ

年龄 ５ ５６３ ＜ ０ ０５ ２ ２３７ １ １１９ ～ ７ ５８４

文化程度 ６ １６８ ＜ ０ ０５ ２ ３０９ １ ２０８ ～ ８ ３４３

社会支持程度 ７ ２６３ ＜ ０ ０５ ２ ４９５ １ ２７０ ～ ９ １４５

居住地 ７ ５６４ ＜ ０ ０５ ２ ７１０ １ ２８７ ～ ９ ９２２

新生儿情况 ５ ４２０ ＜ ０ ０５ ２ ２２６ １ １０３ ～ ７ ２６９

配偶性心理状态 ６ ６６８ ＜ ０ ０５ ２ ３９８ １ ２２７ ～ ８ ９９１

育儿效能感 ７ ９６３ ＜ ０ ０５ ２ ９２３ １ ３１８ ～ １０ ５４６

疾病认知度 ８ ３９６ ＜ ０ ０５ ３ １９９ １ ３７２ ～ １１ ８７０

产后抑郁情况 ８ １２８ ＜ ０ ０５ ３ ０５２ １ ３３６ ～ １１ ００５

3　 讨论

乙肝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且本病涉及的患者群较广，其
中不乏育龄期妇女。 因此，有关乙肝产妇的相关研究不断增多，
加之产妇自身、家属对产妇产后生存状态改善重视程度的提

升，相关研究日益多见，其中较多为产后各方面心理状态的研

究［４⁃５］ 。 产后性心理状态作为近年来产妇研究中占比不断提升

的一个方面，关于乙肝产妇产后性功能、性生活质量和性心理

的研究均有所见，且研究者普遍认为，乙肝疾病的存在导致产

妇产后上述方面的状态受到影响［６⁃７］ 。 但是，乙肝产妇产后性

心理状态影响因素的研究十分匮乏，故此方面的探究空间较

大。 而产后性心理状态与性生活质量、其他性功能方面因素之

间相互影响［８⁃９］ ，但是相互影响程度的研究较少，因此相关探究

很有意义。
本研究结果显示，乙肝产妇的性心理满意度低于健康产

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乙肝产妇中不同产后出血情况者

的性心理满意度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不同年龄、文化

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地、新生儿情况、配偶性心理状态、育
儿效能感、疾病认知度和产后抑郁情况者的性心理满意度比

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社会支持程度、居住地、新生儿情况、配偶

性心理状态、育儿效能感、疾病认知度和产后抑郁情况，均是乙

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的影响因素。 上述研究结果说明，乙肝

产妇产后的性心理状态明显较差，且影响因素较多，其中年龄

较低者的性心理状态相对较好，可能与其产后恢复较快和改善

认知度较高等因素有关［１０⁃１１］ ；文化程度较高和受自身外其他人

支持程度较高的产妇对于疾病危害与防控等方面均有更高的

认知，由此导致的忧虑、恐惧等心理情绪相对较弱，故性心理状

态相对较好［１２⁃１３］ ；农村产妇的乙肝防控、治疗与育儿知识接受

概率较低，导致其性生活过程中的心理重视程度较低，性生活

质量较低，性心理状态也较差［１４⁃１５］ ；新生儿感染的产妇对新生

儿及预后的担忧程度更高，进行性生活的需求也较低，性生活

过程中的异常情绪与心理表现也更为突出［１６⁃１７］ ；配偶性心理状

态较大程度地影响到产妇的性生活质量，进而导致其性心理状

态受到影响；育儿效能感较低和疾病认知度较低者的预后担忧

程度更高，加之日常精力不足，进而导致性生活质量低下，性心

理状态较差［１８］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乙肝产妇产后性心理状态

较差，且影响因素较多，应当根据其影响因素进行针对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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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对儿童特发性性早熟
各生长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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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ＧｎＲＨ⁃ａ）对儿童特发性性早熟（ ＩＣＰＰ）各生长指标的

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２５ 例特发性性早熟儿童作为研究

对象。 所有患儿均给予 ＧｎＲＨ⁃ａ 治疗，５０ ～ ８０ｕｇ ／ ｋｇ，每周 １ 次，连续治疗 １ 年，对患儿治疗前后激素水平变化

情况、身高、体重、骨龄等生长指标变化情况以及性发育积分变化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　 对所有患儿给予为

期 １ 年的随访，结果显示患儿治疗后 ６ 个月、治疗后 １ 年的促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 ）、促卵泡激素

（ＦＳＨ）等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Ｐ ＜ ０ ０５），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经过为期 １ 年的治疗，患儿

身高、体重显著增长，与治疗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患儿骨龄增长速度有所减缓，预测身高治疗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分别增长至（１５０ ８９ ± ２ ２４）ｃｍ、（１５５ ２４ ± １ ９８）ｃ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治疗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女童患儿子宫、卵巢、乳房以及阴毛等性发育积分均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治疗儿童特发性性早熟，能够延缓骨龄发育，改善身

高，促进激素水平恢复正常，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ＧｎＲＨ⁃ａ）；儿童特发性性早熟；性激素；生长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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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临床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成长发育异常性疾病，儿童特 发性性早熟主要指的是儿童在性发育年龄段前产生第二性征

的现象，且女性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１］ 。 该疾病会到导致儿童

青春期及性征提前出现，在女童中表现为乳房发育过早、提前月

经来潮等，且伴随性征的提前出现，患儿骨骼生长会出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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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２］ ，尽管其在短时间内身材会较同龄儿童高，但由于骨骼提

前融合，待其成年后身高会低于正常人，因此，对特发性性早熟

的临床治疗尤为重要［３］ 。 近年来，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拟似剂

在儿童特发性性早熟治疗中得以应用，其能够促进性激素分泌

降低，延缓或暂停性腺发育，对患儿最终成年身高有着显著的

改善作用［４］ ，为探究其应用有效性及可行性，研究收集延安大

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２５ 例特发性性早熟儿童作为研究对象。 ２５
例特发性性早熟儿童的病例资料予以分析。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延安大学附属医院诊治的

２５ 例特发性性早熟儿童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 ８ 例，女 １７ 例，
年龄范围 ６ 岁 ～ １２ 岁， 年龄 （９ ２５ ± １ ３６ ） 岁， 身高范围

１１０ ２３ｃｍ ～ １３２ ２１ｃｍ，身高（１３５ ３３ ± １ ２４） ｃｍ。 纳入标准：①
对所有入选病例给予临床诊断及实验室相关检查，诊断结果与

国际特发性性早熟临床诊断标准相符［５］ ；②该研究得到医学伦

理会的认可，并征得了临床科室的支持，入组患儿及其家属均

对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③２ 岁 ～
６ 岁存在明显性发育特征，腋毛、卵巢及睾丸等性征已发育，部
分女性患儿已有月经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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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药物过敏史；⑤存在中枢神经系统疾病；⑥
合并其他内分泌疾病［６］ 。
１ ２　 研究方法

患儿入院后，主动询问患儿的病史、身高增长情况、饮食状

况等，了解患儿第二性征出现的准确时间、性征出现顺序及发

展速度等。 向患儿家属询问第二性征出现的同时有无其他合

并症，并做好详细的记录。 对所有患儿给予 ＧｎＲＨ⁃ａ［Ｔｒｉｐｔｏｒｅｌｉｎ
ａｃｅｔａ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ｐｈｅｒｅｌｉｎｅ），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００７３３］治疗，

用药剂量以 ５０ｕｇ ／ ｋｇ ～ ８０ｕｇ ／ ｋｇ 为宜，每周注射 １ 次，并指导患

儿进行适量有氧运动，３０ｍｉｎ ／ ｄ，所有患儿均持续治疗 １ 年。
１ ３　 观察指标

对患儿治疗前后激素水平变化情况、身高、体重、骨龄等生

长指标变化情况以及性发育积分变化进行综合评价［７］ 。 身高、
体重测量等由专人负责，严格按照规定方法案进行测量。 对左

手腕部给予 Ｘ 光照射检查，采用 Ｇ ｒｅｕｐｏｉｃｈ⁃Ｐｙｌｅ 法对骨龄进行

评估。 女患儿子宫、卵巢等相关指标采用 Ｂ 超检查，采用化学

发光法对患儿 ＦＳＨ、ＬＨ 以及 Ｅ２等水平予以测定［８⁃１０］ 。
１ ４　 ＩＣＰＰ 诊断标准

①女性儿童于 ８ 岁之前、男性儿童于 ９ 岁之前出现第二性

征；②骨龄成熟速度快，超出患儿实际年龄 １ 年以上；③对患儿

实施 ＧｎＲＨａ 兴奋试验，显示血浆 ＬＨ 与兴奋前基础值比较超出

３ 倍以上，且 ＬＨ ／ ＦＳＧ ＞ １，ＬＨ 增高峰值超过 １０ｕ ／ Ｌ；④经过中枢

神经系统相关检查，将占位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器质性病变排

除在外［１１］ 。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８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Ｆ 主要用于多组间比较，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2　 结果

２ １　 患儿治疗前后性激素实验室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患儿的 ＬＨ、ＦＳＨ 及 Ｅ２等性激素水平均处于较高状

态，经过为期 １ 年的治疗，患儿治疗后 ６ 个月、治疗后 １ 年各项

性激素指标均得到显著改善，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患儿治疗前后性激素实验室指标变化情况比较 （Ｍｅａｎ ± ＳＤ）

　 　 时间 ＬＨ（ｍＩＵ ／ ｍｌ） ＦＳＨ（ｍＩＵ ／ ｍｌ） Ｅ２（ｍＩＵ ／ ｍｌ） ＦＳＨ 峰值（ｍＩＵ ／ 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６ 个月

治疗后 １ 年

３ ５８ ± ０ ０４
２ ５２ ± ０ １６
２ １９ ± ０ ０４

３ １６ ± １ ２２
２ ５６ ± １ ２４
２ ０５ ± １ ０１

１９ ７６ ± １２ ５５
１１ ６７ ± １０ ５２
７ ７５ ± ３ ６２

１４ ８１ ± ６ ３６
９ ２８ ± ２ ２６
４ ２４ ± ２ ３２

　 　 Ｆ 值

　 　 Ｐ 值

５ ２３９
０ ０１４

４ ２９５
０ ０２６

７ ５０３
０ ０１６

１１ ２９４
０ ０００

２ ２　 患儿治疗前后身高、骨龄、预测身高变化情况

经过为期 １ 年的治疗，患儿身高、体重显著增长，与治疗前

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患儿骨龄增长速度有所

减缓，预测身高治疗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分别增长至（１５３ ２４ ±
２ １４）ｃｍ、（１６０ ２４ ± ２ ４３） ｃ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患儿治疗前后身高、骨龄、预测身高变化情况 （Ｍｅａｎ ± ＳＤ）

　 　 时间 年龄（岁） 身高（ｃｍ） 骨龄（岁） 预测身高（ｃｍ）

治疗前

治疗后 ６ 个月

治疗后 １ 年

９ ２５ ± １ ３６
１０ ５５ ± １ ０３
１１ ３３ ± ０ ７６

１３５ ３３ ± １ ２４
１４３ ４２ ± ７ ６９
１４６ ３５ ± ４ ６０

１１ ２４ ± １ ５５
１１ ８４ ± １ ４２
１２ １１ ± ０ ７２

１４９ ５２ ± １ ６８
１５０ ８９ ± ２ ２４
１５５ ２４ ± １ ９８

　 　 Ｆ 值

　 　 Ｐ 值

５ ３９５
０ ０３１

１ ２０４
０ ３８４

６ ８０３
０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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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女性患儿治疗前后性发育积分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后 ６ 个月、１２ 个月 １７ 例女性患儿子宫、卵巢、乳房以

及阴毛等性发育积分均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女性患儿治疗前后性发育积分变化情况比较（分，Ｍｅａｎ ± ＳＤ）

　 　 时间 子宫 卵巢 乳房 阴毛

治疗前

治疗后 ６ 个月

治疗后 １ 年

５ ３６ ± ０ ４６
３ ４７ ± ０ １５
１ ２９ ± ０ ２６

３ ４１ ± ０ ４５
２ ３９ ± ０ ２６
１ ２８ ± ０ １３

３ ２６ ± １ ５３
２ ５６ ± １ ２３
１ ２４ ± ０ ５２

２ ４８ ± １ ８２
１ ６８ ± １ ２６
１ ０４ ± １ ２９

　 　 Ｆ 值

　 　 Ｐ 值

８ ４０９
０ ０００

１２ ８６２
０ ０００

９ ３９５
０ ０１６

５ ２９５
０ ０３６

3　 讨论

随着现代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儿童出现性早

熟。 这对儿童的身心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因此明确儿童性早熟

的发生原因和如何进行相应的药物治疗至关重要。 性早熟儿

童尽管体格发育和第二性征提早出现，但其心理状态往往滞后

于其性征发育的年龄［１２⁃１４］ 。 性早熟患儿的身体和心理均处于

儿童期，而在性的方面却已经步入青春期，俨然似成人。 通常青

春期正常发动期女孩为 １１ 岁，男孩为 １３ 岁，而 ＩＣＰＰ 患者性腺

发育过早，导致青春期提前，骨龄提前，导致骨骼发育提前闭合，
影响到终身身高［１５］ 。 在临床治疗方面应以抑制成熟、促进生长

为主。 近年来，ＧｎＲＨ⁃ａ 在儿童特发性性早熟治疗中得以应用，
其能够与垂体 ＧｎＲＨ 受体相结合，降低垂体对内源性 ＧｎＲＨ 的

反应，减少 ＬＨ 分泌量及性腺激素分泌量，其对骨龄具有显著的

抑制作用，有利于改善成年升高［１６⁃１７］ 。 该研究中对 ２５ 例特发

性性成熟儿童给予 ＧｎＲＨ⁃ａ 治疗，结果显示该组患者治疗前半

年未发生明显的抑制现象，半年后有所降低，经过有氧运动训

练，患儿平均增高达到了每月 ０ ５ｃｍ 左右，与青春前期生长速

度基本相符。 与此同时接受治疗后患儿的骨龄受到了抑制，其
身高预测值明显增加，接近靶身高，接受治疗时间越长，患儿治

疗越早，获得的益处最大［１８］ 。 对患儿给予为期 １ 年的随访，结
果显示患儿性激素各项指标得到明显改善，且女性患儿子宫、
卵巢、乳房等发育积分明显降低，阴毛积分有所改善，显著优于

治疗前，体现出该治疗方式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对特发性性早熟患儿给予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拟似剂治疗，有利于抑制性激素分泌，延缓骨龄发育，使身高正

常发育，维持激素水平正常，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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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十一五”重点学科中医男科学建设项目（国中

医药发［２００９］３０ 号）
△【通讯作者】 秦国政， Ｅ⁃ｍａｉｌ：ｙｎｚｙｈ＠ ｈｏｔｍａｉｌ． 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３５ ·中医性学·

基于数据挖掘《临证指南医案》遗精病用药规律探讨
周丽１ 　 徐加艳２ 　 王定国１ 　 王明凯１ 　 郭付祥１ 　 张明强１ 　 秦国政１△

１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男科，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２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妇科，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探讨叶天士治疗遗精病用药规律，为当代医家中医临证用药提供参考和借鉴。 方法　
统计《叶天士医学全书·临证指南医案·卷三》中遗精病使用药物，并分别查出其药性、药味、功效及归经，
运用 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 ２２ ０、Ｗｅｋａ ３ ８、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３ ６ １ 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叶天士治疗遗精病的高频药

物为地黄、芡实、茯神、五味子、党参、茯苓、龙骨、远志、湖莲、山药等，多属补虚药和收涩药，药性多温平，药味

多甘涩，归经多属肾经、脾经。 根据高频药物的关联规则分析，得到药对配伍规则如地黄—芡实、芡实—湖

莲、芡实—五味子、五味子—湖莲、茯神—地黄、地黄⁃芡实⁃湖莲、五味子⁃湖莲⁃地黄等。 结论　 数据挖掘结果

发现叶氏治疗遗精病以益肾填精、收敛固涩为主，兼以健脾益气，宁心安神、养阴生津、清热利湿等，对于当

代医家在临床上辨证施治用药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数据挖掘；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遗精病；用药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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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精有生理性遗精和病理性遗精之分，生理性遗精是指成

年男性在无性生活的前提下每月遗精 １ 次 ～ ２ 次，且无其他不

适，属正常排泄的生理现象，对身体无明显影响。 病理性遗精是

指单身男性频繁出现遗精，每周发生数次，甚至一日数次，或婚

后有规律的性生活仍出现遗精，或仅在性欲意念出现时即发生

遗精，并伴有神疲乏力、头晕耳鸣、失眠健忘、腰膝酸软等症

状［１］ ，属于病理状态，需要进行治疗。 遗精根据是否有梦来区

分梦遗和滑精，在睡梦中发生的谓之“梦遗”；无梦而遗精，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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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醒时精液流出者称为“滑精”。 遗精的发病机制与神经中枢

失调、生殖器官的炎症及病后体弱有关，西医目前无统一肯定

的治疗方法，主要为抗菌及对症治疗；中医药治疗具有明显的

优势和特色［２］ 。 清代医家叶天士学术思想被后人整理于《叶天

士医学全书》 ［３］一书中，其中《叶天士医学全书·临证指南医案

·卷三》为治疗遗精病专篇。 利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叶氏治

疗遗精病的用药组方规律，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客观总结

出方药规律，以期为临床治疗和研究本病提供可靠的参考依

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数据来源及筛选

选用《叶天士医学全书·临证指南医案·卷三》为研究资

料，其中收录遗精病医案 ４０ 例，涉及初诊及复诊处方共 ４６ 首

（剂型包括丸、膏、粉、汤），共包含中药味数 ７３ 种（剔除淡菜、淡
盐汤、青盐、穞豆皮、金箔、牛骨髓、羊骨髓、猪脊髓、麋角胶、鳇鱼

胶丸、鱼鳔胶）。
１ ２　 数据规范

医案中有方剂名称，而无具体药物者参考《叶天士医学全

书》的集方补充其药物。 药物名称根据 《中药学》 ［４］ 和 ２０１５ 年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５］进行规范，如“苡仁”规范为“薏苡

仁”，“萸肉”规范为“山茱萸”，“五味”规范为“五味子”等。 对

于同一药物的不同入药部位，如“归尾”“归身”规范为“当归”。
中药名称因品种、地域、炮制等不同而存在差异，为确保数据的

可靠性，将异名同药的药物根据《中药学》统一作规范处理，如
“熟地”“生地”“干地黄” “九蒸熟地”统作为地黄收录，“白龙

骨”“生白龙骨”“青花龙骨”统作为龙骨收录等。 药物性、味、归

经根据《中药学》规范，如“芡实”：甘、涩，平，归脾、肾经。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将符合筛选要求并规范整理后的中药复方药物数据，包括

中药药性、药味、功效及归经，采用二分类的量化方法处理，将每

味中药按“无 ＝ ０，有 ＝ １”进行赋值，录入 Ｅｘｃｅｌ 软件，建立电子

数据表，并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 ０ 对药物频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其中用

方频率 ＝出现频次 ／中药汤剂复方总数，用药频率 ＝ 出现频次 ／
总频次。 采用 Ｗｅｋａ ３ ８ 对药物潜在关联规则进行分析，其中支

持度是包含前项 Ａ 的记录与总记录的比值；置信度是包含前项

Ａ 也包含后项 Ｂ 的记录数与所有含 Ａ 的记录数的比值；提升度

是包含前项 Ａ 也包含后项 Ｂ 的记录数与所有含 Ｂ 的记录数的

比值；Ｉｆ Ａ ｔｈｅｎ Ｂ，则他的支持度为：Ｓ ＝ ｐ（Ａ） ／ ｐ（总）；置信度为：
Ｃ ＝ ｐ（Ａ ａｎｄ Ｂ） ／ ｐ（Ａ）；提升度为：Ｌ ＝ ｐ（Ａ ａｎｄ Ｂ） ／ ｐ（Ｂ）。 采用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３ ６ １ 对所得关联规则进行网络视图制作。
2　 结果

经上述方法筛选，共纳入《临证指南医案·卷三》治疗淋浊

病处方 ４６ 首，分别见于 ４０ 个医案中（部分医案有复诊记录），
其中涉及中药 ７３ 味，累计使用药物总频次 ３８０ 次，药性总频次

３８０ 次，药味总频次 ６３９ 次，归经总频次 ９８５ 次。
２ １　 高频药物使用分布

统计结果示：使用频次≥４ 的药物分别为地黄、芡实、茯神、
五味子、党参、茯苓、龙骨、远志、湖莲、山药、黄柏、金樱子、甘草、
桑螵蛸、山茱萸、覆盆子、龟板、白术、当归、麦冬、知母、黄芪、牡
蛎、木香、女贞子、砂仁、酸枣仁、天冬、菟丝子、泽泻，共 ３０ 味药，
以上药物累计使用频次 ３０７ 次，累计占药物总频次（３８０ 次）的
８０ ８７％ 。 统计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治疗遗精病的高频药物使用分布表

序号 药物 频次
用方频率

（％ ）
用药频率

（％ ）
累计频率

（％ ）
　 　 　 　 　 　 功能主治

１ 地黄 ２７ ５８ ６７ ７ １１ ７ １１ 补血滋阴，填精益髓

２ 芡实 ２０ ４３ ４８ ５ ２６ １２ ３７ 益肾固精，补脾止泻，祛湿止带

３ 茯神 １９ ４１ ３０ ５ ００ １７ ３７ 宁心安神

４ 五味子 １９ ４１ ３０ ５ ００ ２２ ３７ 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

５ 党参 １８ ３９ １３ ４ ７４ ２７ １１ 健脾益肾，补血，生津

６ 茯苓 １８ ３９ １３ ４ ７４ ３１ ８５ 利水渗湿，健脾安神

７ 龙骨 １８ ３９ １３ ４ ７４ ３６ ５９ 镇惊安神，平肝潜阳，收敛固涩

８ 远志 １８ ３９ １３ ４ ７４ ４１ ３３ 宁心安神，祛痰开窍，消散痈肿

９ 湖莲 １６ ３４ ７８ ４ ２１ ４５ ５４ 补脾止泻，益肾涩精，养心安神

１０ 山药 １４ ３０ ４３ ３ ６８ ４９ ２２ 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

１１ 黄柏 １０ ２１ ７４ ２ ６３ ５１ ８５ 清热燥湿，泻火解毒，退虚热

１２ 金樱子 １０ ２１ ７４ ２ ６３ ５４ ４８ 固精缩尿止带，涩肠止泻

１３ 甘草 ９ １９ ５７ ２ ３７ ５６ ８５ 补脾益气，祛痰止咳，缓急止痛，清热解毒，调和诸药

１４ 桑螵蛸 ９ １９ ５７ ２ ３７ ５９ ２２ 固精，缩尿，补肾助阳

１５ 山茱萸 ９ １９ ５７ ２ ３７ ６１ ５９ 补益肝肾，收敛固涩

１６ 覆盆子 ７ １５ ２２ １ ８４ ６３ ４３ 补肾益肝，固精，缩尿，明目

１７ 龟板 ７ １５ ２２ １ ８４ ６５ ２７ 滋阴潜阳，益肾健骨，养血补心，固经止血

１８ 白术 ６ １３ ０４ １ ５８ ６６ ８５ 健脾益气，燥湿利水，止汗，安胎

１９ 当归 ６ １３ ０４ １ ５８ ６８ ４３ 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

２０ 麦冬 ６ １３ ０４ １ ５８ ７０ ０１ 养阴润肺，益胃生津，养心除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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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治疗遗精病的高频药物使用分布表

序号 药物 频次
用方频率

（％ ）
用药频率

（％ ）
累计频率

（％ ）
　 　 　 　 　 　 功能主治

２１ 知母 ５ １０ ８７ １ ３２ ７１ ３３ 清热泻火，滋阴润燥

２２ 黄芪 ４ ８ ７０ １ ０５ ７２ ３８ 补气升阳，益胃固表，利水退肿，脱毒生肌

２３ 牡蛎 ４ ８ ７０ １ ０５ ７３ ４３ 潜阳息风，镇惊安神，软坚散结，收敛固涩

２４ 木香 ４ ８ ７０ １ ０５ ７４ ４８ 行气，调中，止痛

２５ 女贞子 ４ ８ ７０ １ ０５ ７５ ５３ 滋补肝肾，乌须明目

２６ 砂仁 ４ ８ ７０ １ ０５ ７６ ５８ 化湿行气，温中止泻，安胎

２７ 酸枣仁 ４ ８ ７ １ ０５ ７７ ６３ 养心益肝，安神，敛汗

２８ 天冬 ４ ８ ７ １ ０５ ７８ ６８ 滋阴润燥，清肺降火

２９ 菟丝子 ４ ８ ７ １ ０５ ７９ ７３ 补肾固精，养肝明目，止泻，安胎

３０ 泽泻 ４ ８ ７ １ ０５ ８０ ８７ 利水渗湿，泄热

２ ２　 高频药物功效分布

统计结果示：使用频次≥４ 的药物类别分别为补虚药、收涩

药、安神药、利水渗湿药、清热药、平肝息风药、理气药、化湿药。

其中补虚药 ＞收涩药 ＞安神药 ＞ 利水渗湿药，以上药类的药物

累计使用频次 ２８０ 次，累计占总频次（３８０ 次）的 ７３ ６８％ 。 统计

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治疗遗精病的药物功效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功效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

（％ ）
累计频率

（％ ）
　 　 　 　 　 　 　 　 　 　 药物名称

１ 补虚药 １２ １０９ ２８ ６８ ２８ ６８
地黄、党参、山药、甘草、龟板、白术、当归、麦冬、黄芪、
女贞子、天冬、菟丝子

２ 收涩药 ７ ９０ ２３ ６８ ５２ ３６ 芡实、五味子、湖莲、金樱子、桑螵蛸、山茱萸、覆盆子

３ 安神药 ４ ５９ １５ ５３ ６７ ８９ 茯神、龙骨、远志、酸枣仁

４ 利水渗湿药 ２ ２２ ５ ７９ ７３ ６８ 茯苓、泽泻

５ 清热药 ２ １５ ３ ９５ ７７ ６３ 黄柏、知母

６ 平肝息风药 １ ４ １ ０５ ７８ ６８ 牡蛎

７ 理气药 １ ４ １ ０５ ７９ ７３ 木香

８ 化湿药 １ ４ １ ０５ ８０ ７８ 砂仁

２ ３　 高频药物药性分布

统计结果示：使用频次≥４ 的药物药性分布为平性、温性、寒
性。 其中平性 ＞温性 ＞寒性，以上药性的药物累计使用频次 ３０３
次，累计占药性总频次（３８０ 次）的 ７９ ７４％。 统计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治疗遗精病的药物药性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药性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

（％ ）
累计频率

（％ ）
　 　 　 　 　 　 　 　 　 　 药物名称

１ 平 １１ １５５ ４０ ７９ ４０ ７９
芡实、茯神、党参、茯苓、龙骨、湖莲、山药、金樱子、甘
草、桑螵蛸、酸枣仁

２ 温 １１ １０８ ２８ ４２ ６９ ２１
地黄、五味子、远志、山茱萸、覆盆子白术、当归、黄芪、
木香、砂仁、菟丝子

３ 寒 ７ ４０ １０ ５３ ７９ ７４ 黄柏、龟板、麦冬、知母、牡蛎、天冬、泽泻

４ 凉 １ ４ １ ０５ ８０ ７９ 女贞子

２ ４　 高频药物药味分布

统计结果示：使用频次≥４ 的药物药味分别为甘味、涩味、
苦味、酸味、辛味、淡味、咸味。 其中甘味 ＞ 涩味 ＞ 苦味，以上药

味的药物累计使用频次 ３８４ 次，累计占药味总频次（６３９ 次）的
６０ ０９％ 。 统计结果详见表 ４。

２ ５　 高频药物归经分布

统计结果示：使用频次≥４ 的药物归经分布为肾经、脾经、
心经、肝经、肺经、胃经、膀胱经、大肠经、胆经。 其中肾经 ＞脾经

＞心经 ＞肝经，以上归经的药物累计使用频次 ６１２ 次，累计占归

经总频次（９８５ 次）的 ６２ １２％ 。 统计结果详见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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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治疗遗精病的药物药味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药味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

（％ ）
累计频率

（％ ）
　 　 　 　 　 　 　 　 　 　 药物名称

１ 甘 ２４ ２５４ ３９ ７５ ３９ ７５
地黄、芡实、茯神、五味子、党参、茯苓、龙骨、湖莲、山药、金樱子、甘
草、桑螵蛸、覆盆子、龟板、白术、当归、麦冬、知母、黄芪、女贞子、酸枣

仁、天冬、菟丝子、泽泻

２ 涩 ５ ７３ １１ ４２ ５１ １７ 芡实、龙骨、湖莲、金樱子、覆盆子

３ 苦 ８ ５７ ８ ９２ ６０ ０９ 远志、黄柏、白术、麦冬、知母、木香、女贞子、天冬

４ 酸 ５ ４９ ７ ６７ ６７ ７６ 五味子、金樱子、山茱萸、覆盆子、酸枣仁

５ 辛 ４ ３２ ５ ０１ ７２ ７７ 远志、当归、木香、砂仁

６ 淡 ３ ３８ ５ ９５ ７８ ７２ 茯神、茯苓、泽泻

７ 咸 ３ ２０ ３ １３ ８１ ８５ 桑螵蛸、龟板、牡蛎

表 ５　 治疗遗精病的药物归经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归经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

（％ ）
累计频率

（％ ）
　 　 　 　 　 　 　 　 　 　 药物名称

１ 肾 ２１ ２３１ ２３ ４５ ２３ ４５
地黄、芡实、五味子、茯苓、龙骨、远志、湖莲、山药、黄柏、金樱子、桑螵

蛸、山茱萸、覆盆子、龟板、知母、牡蛎、女贞子、砂仁、天冬、菟丝子、泽泻

２ 脾 １３ １４２ １４ ４２ ３７ ８７
芡实、茯神、党参、茯苓、湖莲、山药、甘草、白术、当归、黄芪、木香、砂
仁、菟丝子

３ 心 １１ １４０ １４ ２１ ５２ ０８ 茯神、五味子、茯苓、龙骨、远志、湖莲、甘草、龟板、当归、麦冬、酸枣仁

４ 肝 １１ ９９ １０ ０５ ６２ １２
地黄、龙骨、桑螵蛸、山茱萸、覆盆子、龟板、当归、牡蛎、女贞子、酸枣

仁、菟丝子

５ 肺 ９ ９７ ９ ８５ ７１ ９８ 五味子、党参、远志、山药、甘草、麦冬、知母、黄芪、天冬

６ 胃 ７ ３８ ３ ８６ ７５ ８４ 甘草、白术、麦冬、知母、木香、砂仁、天冬

７ 膀胱 ３ ２４ ２ ４４ ７８ ２８ 黄柏、金樱子、泽泻

８ 大肠 ３ ２４ ２ ４４ ８０ ７２ 黄柏、金樱子、木香

９ 胆 ３ １２ １ ２２ ８１ ９４ 牡蛎、木香、酸枣仁

２ ６　 高频药物关联规则

关联规则挖掘的目的是找出强规则，其需明确的参数是支

持度（Ｓｕｐｐｏｒｔ）、置信度（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和提升度（Ｌｉｆｔ）。 支持度主

要是测量关联的普遍性；置信度主要是测量精确度（可信度）；
提升度主要是用于度量规则是否可用的指标。 本研究选择以

最小支持度 ８％ 、最小置信度 ５５％ 和最大前项数 １ 进行关联规

则分析。 所得药对配伍规则结果详见表 ６。
根据药对的关联规则，采用网络视图的方式将药对关联规则

展示出来，见图 １。 以最小支持度 １０％、最小置信度 ８５％和最大

前项数 ２ 进行关联规则分析。 所得药组配伍规则结果详见表 ７。

表 ６　 治疗遗精病的药对关联规则表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
置信度

（％ ）
提升度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
置信度

（％ ）
提升度

１ 地黄 芡实 ３６ ９９ ５９ ００ １ ３６ １６ 金樱子 湖莲 １３ ７０ ８０ ００ ２ ３０

２ 芡实 湖莲 ２７ ４０ ７５ ００ ２ １６ １７ 金樱子 茯神 １３ ７０ ６０ ００ １ ５３

３ 芡实 五味子 ２７ ４０ ６５ ００ １ ５７ １８ 桑螵蛸 龙骨 １２ ３３ ８９ ００ ２ ４１

４ 五味子 湖莲 ２６ ０３ ６８ ００ １ １７ １９ 山茱萸 地黄 １２ ３３ ８９ ００ ２ ５６

５ 茯神 地黄 ２４ ６６ ６１ ００ １ ０４ ２０ 桑螵蛸 茯神 １２ ３３ ７８ ００ １ ９９

６ 龙骨 茯神 ２３ ２９ ５９ ００ １ ５０ ２１ 山茱萸 五味子 １２ ３３ ７８ ００ １ ８８

７ 湖莲 地黄 ２１ ９２ ８８ ００ １ ４９ ２２ 山茱萸 湖莲 １２ ３３ ７８ ００ ２ ２４

８ 湖莲 五味子 ２１ ９２ ６９ ００ １ ６６ ２３ 山茱萸 山药 １２ ３３ ７８ ００ ２ ７５

９ 湖莲 茯神 ２１ ９２ ５６ ００ １ ４４ ２４ 桑螵蛸 党参 １２ ３３ ６７ ００ １ ６１

１０ 山药 地黄 １７ ８１ ９２ ００ １ ５７ ２５ 甘草 党参 ９ ５９ ８６ ００ ２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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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治疗遗精病的药对关联规则表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
置信度

（％ ）
提升度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
置信度

（％ ）
提升度

１１ 山药 五味子 １７ ８１ ７７ ００ １ ８６ ２６ 覆盆子 芡实 ９ ５９ ７１ ００ １ ６４

１２ 山药 芡实 １７ ８１ ６９ ００ １ ５９ ２７ 覆盆子 五味子 ９ ５９ ７１ ００ １ ７３

１３ 山药 湖莲 １７ ８１ ６２ ００ １ ７７ ２８ 覆盆子 湖莲 ９ ５９ ７１ ００ ２ ０５

１４ 金樱子 地黄 １３ ７０ ８０ ００ １ ３６ ２９ 麦冬 地黄 ９ ５９ ７１ ００ ２ ５０

１５ 金樱子 五味子 １３ ７０ ８０ ００ １ ９４ ３０ 麦冬 五味子 ８ ２２ ８３ ００ ２ ２０

图 １　 最小支持度为 ８％ 、最小置信度为 ５５％和最大前项数为

１ 的药对组关联规则网络视图（实线越粗，表示支持度越高）

表 ７　 治疗遗精病的药对关联规则表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
置信度

（％ ）
提升度

１ 地黄⁃芡实 湖莲 ２１ ９２ ８８ ００ ２ ５２

２ 芡实⁃湖莲 地黄 ２０ ５５ ９３ ００ １ ５９

３ 五味子⁃湖莲 地黄 １５ ０６ ９１ ００ １ ５５

４ 五味子⁃湖莲 芡实 １５ ０６ ９１ ００ １ ０９

５ 芡实⁃茯神 湖莲 １３ ７０ ９０ ００ ２ ５９

６ 五味子⁃山药 芡实 １３ ７０ ９０ ００ ２ ０７

７ 芡实⁃山茱萸 地黄 １２ ３３ ８９ ００ １ ５１

８ 茯神⁃五味子 地黄 １２ ３３ ８９ ００ １ ５１

９ 茯神⁃湖莲 地黄 １２ ３３ ８９ ００ １ ５１

１０ 芡实⁃山药 湖莲 １２ ３３ ８９ ００ ２ ５６

１１ 芡实⁃远志 地黄 １０ ９６ ８８ ００ １ ４９

１２ 五味子⁃金樱子 地黄 １０ ９６ ８８ ００ １ ４９

１３ 地黄⁃金樱子 五味子 １０ ９６ ８８ ００ ２ １２

１４ 地黄⁃山茱萸 五味子 １０ ９６ ８８ ００ ２ １２

１５ 湖莲⁃金樱子 地黄 １０ ９６ ８８ ００ １ ４９

3　 讨论

本研究根据《叶天士医学全书·临证指南医案·卷三》遗
精部分所载 ４０ 例医案原文，对其中 ４６ 首治疗遗精病的处方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分析，将中药功效、药性、药味及归经等特

征因素进行总结，发现中药特征与其治疗遗精病存在一定的关

联规律，以此为临床医生遣方用药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此方

法对中药组方规律的分析仍是建立在中医基础理论上，需中医

医生对患者的疾病进行辨证论治，方可遣方用药，离开这一理法

则意义不大。
中医对遗精早有认识，仲景在《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

证并治》中称之为“男子失精”，至朱丹溪《丹溪心法》始见“遗
精”病名。 前人认为遗精有虚实之分，病程日久以虚证为多见，
病位主要在肾，遗精病虽离不开肾，但亦应责之于心。 傅青主在

《傅青主男科·夜梦遗精》中阐述了遗精系心、肾、脾、肝多脏，
故在治疗上主张以补肾为主，辅以入心、肝、脾之品［６］ 。 在隋唐

之前，医家多认为虚劳是遗精的主要病因；至巢元方《诸病源候

论·虚劳失精候》指出：“肾气虚损，不能藏精，故精漏失。”认为

肾虚精关不固是导致遗精的病机；至朱丹溪，又补充了其病因病

机，认为遗精与湿热下注、扰动精室相关。 综上所述，遗精病因

病机多样，主要有肾虚不固，封藏失职，劳伤心脾，气不摄精，君
相火动，心肾不交，湿热下注，热扰精室等，但其根本病理变化总

属肾失封藏，精关不固。 从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挖掘结果来看，治
疗本病多以补虚药与收涩药为主，两类药累计频率达 ５２ ３６％ ，
同时配入安神药及利水渗湿药加以辅助治疗，均符合古代医家

的观点和临床实践用药规律。
３ １　 高频药物使用分布分析

使用频次前 ３ 位的药物有地黄（２７ 次）、芡实（２０ 次）、茯神

（１９ 次）。 ３ 药均首见于《神农本草经》，地黄味甘苦，性寒，生地

黄以清热、凉血、止血为主，熟地黄以养血补虚为主，张锡纯在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论述：“……干地黄性凉而不寒，生血脉，
益精髓，聪明耳目。 ……熟地黄性微温，甘而不苦，为滋阴补肾

主药。”中药药理研究表明，地黄多糖具有增强免疫功能、促进

造血功能、抗肿瘤、促进 ＭＳＣｓ 的增殖并诱导其分化、抗氧化、调
节血糖和血脂、抗焦虑、抑制神经系统等作用［７］ 。 芡实味甘涩，
性平，有益肾固精，健脾祛湿、止泻止带之效，《本草纲目》云：
“止渴益肾，治小便不禁，遗精白浊带下。”中药药理研究表明，
芡实具有抗氧化、抗疲劳、抗癌等药理作用。 临床上在肾脏疾

病、血尿、慢性肠炎等疾病的治疗中具有显著效果［８］ 。 茯神味

甘淡，性平，有宁心安神、利水渗湿、健脾补中之功效，《本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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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曰：“茯神甘平，无毒，辟不祥，疗风眩风虚，五劳口干，止惊

悸、恚怒、善忘，开心益智，安魂魄，养精神……”，并被列为上

品。 中药药理研究表明，茯神具有镇静、抗炎抑菌的作用，茯神

中所含的茯苓素可改善人体的免疫功能，增强体质，预防和减

轻放疗、化疗的毒副反应［９］ 。 上述“三药”（地黄、芡实、茯神）从
中医理论阐述为补血滋阴、益肾固精、收敛止带、宁心安神等多

种功效，从药理理论阐述为通过增强免疫功能及抗焦虑、抗疲

劳、镇静等作用，达到扶正固本、健脾补中的功效，从而对遗精病

起得良好疗效。
３ ２　 高频药物功效分布分析

功效频次前 ４ 位的药类有补虚药 （１０９ 次）、收涩药 （９０
次）、安神药（５９ 次）、利水渗湿药（２２ 次）。 其中补虚药使用频

次最多，补虚药中补气药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４１ ６７％ ；病理性

遗精是指患者遗精次数增多，且遗精后伴有头晕耳鸣、神疲乏

力、腰膝酸软、心慌气短、记忆力减退等不适。 中医素有“精血

同源”“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之说，故长久遗精可致精、血、
气三者亏损，则必然以补虚药为主，收涩药次之。 姜德友等［１０］

也认为治疗遗精应以补肾益气、涩精止遗为主要方法。 滑精大

多由于长期梦遗发展而来，因此早期的遗精应配合宁心安神之

药，且安神药体现了中医的情志治病原则，优质的睡眠能让人

心情舒畅，促进疾病康复。 治疗遗精应辩证准确，分清虚实，切
勿一昧补肾固涩；且有心火妄动、湿热下注均可下扰精室，导致

遗精，故利水渗湿药也占有一定比例。
３ ３　 高频药物药性分布分析

药性频次前 ３ 位为平性（１５５ 次）、温性（１０８ 次）、寒性（４０
次）。 在遗精病中虚证相关的证型颇多，治疗时以补益为主，补
益之法又分为平补与温补，故治疗时常用平性类药物和温类药

物，平性药物用药频率为 ４０ ７９％ ，温性为 ２８ ４２％ ；平性与温性

药物占据比例较高，同时寒性药物也占据一定比例，表明治疗

遗精病时补虚的药物药性应和缓，不能太过于温燥，可适度用

寒性药物加以调和。
３ ４　 高频药物药味分布分析

药味频次前 ３ 位为甘（２５４ 次）、涩（７３ 次）、苦（５７ 次）；甘
味能补、能和、能缓，可顾护脾胃，扶正祛邪，治病求本，调和诸

药；涩味能收、能涩，可固精止遗；苦味能泄、能燥、能坚阴，具有

清泻火热、燥湿、泻火存阴的功效，甘、涩、苦味药物并用，体现了

用药补泻结合，刚柔相济，共同达到祛邪而不伤正、清泻火热而

不伤阴败胃之功。
３ ５　 高频药物归经分布分析

归经频次前 ４ 位为肾经 （２３１ 次）、脾经 （１４２ 次）、心经

（１４０）、肝经（９９ 次），其中归肾经的药物最多，其后是归脾经、
心经、肝经的药物；肾主生殖，主藏精，肾气虚失于固摄可引起遗

精，导致肾气虚而不固的原因不止手淫过度、房事不节［１１］ ；也有

饮食不节、劳心太过、情志不畅等原因可导致肾气不固，进而诱

发遗精，因此病理性遗精的发生涉及到多个脏腑功能的失调。
《素问·六节藏象论》言：“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可
见，肾与遗精病密切相关；同时，肾与脾之间先后天相互资助；肾
与心上下水火相济；肾与肝有精血互生、阴液互养、藏泄互用、同
具相火之联系；故遗精病的发病可从归经规律中看出常用中药

紧扣以肾、脾、心、肝功能失调为本，用药归经切合病机。

３ ６　 高频药物关联规则分析

当以最小支持度 ８％ 、最小置信度 ５５％ 和最大前项数 １ 进

行关联规则分析；所得药对配伍规则可见，支持度最高的药对地

黄—芡实配伍最多，其次是芡实—湖莲、芡实—五味子、五味

子—湖莲、茯神—地黄等；以上 ５ 组药对共用可有填精益髓、益
肾涩精、补脾益气、宁心安神之效。 以最小支持度 １０％ 、最小置

信度 ８８％和最大前项数 ２ 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所得药队配伍规

则可见，支持度排名前 ２ 位的药组地黄⁃芡实⁃湖莲、芡实⁃湖莲⁃
地黄，倾向于填精益髓、益肾固精；其次是五味子⁃湖莲⁃地黄，倾
向于补肾宁心，收敛固涩。

以药测方，通过药物关联规则分析可知，使用频次支持度较

高的几味中药在临床上应用也颇多，将使用频次支持度较高的

几味中药组合，可见桑螵蛸散、金锁固精丸的影子。 《本草衍

义》中的桑螵蛸散，功效为调补心肾、涩精止遗，主治心脾两虚

证，症见遗精，心神恍惚，健忘等。 方中桑螵蛸温肾补阳，固精止

遗，茯神宁心安神，本方补肾固精与养心安神相伍，使水火既济，
心肾相交。 《医方集解》中的金锁固精丸功效为补肾涩精，主治

肾虚不固之遗精，症见遗精滑精，腰痛耳鸣，四肢酸软，神疲乏

力。 方中莲肉、芡实为补肾涩精、益肾固精之品，本方集补肾摄

精药于一方，以温肾涩精为主，补肾益精为辅，标本兼治，治标为

主。 桑螵蛸散、金锁固精丸均为临床上治疗遗精的常用方。
4　 结语

数据挖掘技术在各大领域广泛应用，在名老中医传承工作

中也起着重要作用［１２］ 。 它能够从大量医药数据中提取出有用

的知识，从而合理应用信息资源。 通过建立药物和方剂数据库，
可把部分潜藏知识的内在规律挖掘出来。 目前应用较多的方法

有频数分析、关联分析、复杂系统熵聚类分析、描述性分析、因子

分析、判断分析等等。 如戴斌等［１３］ 采用关联分析方法挖掘《临
证指南医案》痰饮医案的用药规律，叶氏在辨治痰饮时，遵循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的原则，重用茯苓、半夏、生姜等药

物；发现其外饮治脾、内饮治肾、开太阳、阖阳明的治疗法则，这
与痰饮的临床认识和治疗相符合，说明数据挖掘方法可用于中

医医案研究，为名中医经验传承开拓新思路。
本研究通过对《叶天士医学全书·临证指南医案·卷三》

中的处方进行频数分析及关联分析，得出了叶天士治疗遗精病

用药组方的规律。 可以发现，叶氏治疗遗精病常用地黄、芡实、
茯神、五味子、党参、茯苓、龙骨、远志、湖莲、山药、黄柏、金樱子

等药物，以益肾填精、收敛固涩、健脾益气、宁心安神、养阴生津、
清热利湿为法，选药多平温寒，且归经多为肾经、脾经、心经、肝
经；多选用地黄—芡实、芡实—湖莲、芡实—五味子、五味子—湖

莲、茯神—地黄、地黄⁃芡实⁃湖莲、芡实⁃湖莲⁃地黄、五味子⁃湖莲⁃
地黄等药物组合。 通过对单个药物组合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以

益肾填精、收敛固涩为主，兼以健脾益气，宁心安神、养阴生津、
清热利湿等，选方多以归脾汤、四君子汤、金锁固精丸、桑螵蛸散

等为基础加减化裁。 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对于当代医家在临床

上辨证施治用药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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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广西桂北地区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探讨勃

起功能障碍中医证型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桂林市妇幼保健院辅助生

殖中心门诊就诊或住院治疗的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记录患者一般情况、中医证

型，并同时进行危险因素调查。 结果　 经过中医证型分析，纳入本研究的 １８８ 例患者中，多数患者中医证型

为复合型，５ 种中医证型出现的频率分别为：肝郁气滞型 １１１ 例（５９ ０％ ），肝胆湿热型 ７５ 例（３９ ９％ ），肾阳

微衰型 ７３ 例（３８ ８％ ），肝肾阴虚型 ９８ 例（５２ １％ ）、心脾两虚型 ３５ 例（１８ ６％ ）；肝郁气滞型、肾阳微衰型、
肝肾阴虚型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肝胆湿热型、肝肾阴虚型病程上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其中肝胆湿热型病程较长，而肝肾阴虚型病程相对较短；肝郁气滞型、肾阳微

衰型和心脾两虚型在原发性高血压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肝胆湿热型在吸烟上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肝胆湿热型、肾阳微衰型、心脾两虚型在发病季节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广西桂北地区勃起功能障碍患者的中医证型以肝肾阴虚和肝郁气滞型分布较多，这
２ 种证型患者年龄明显偏小，病程也比较短，其与心理压力、吸烟、饮酒、季节等因素相关。

【关键词】 　 勃起功能障碍；中医证型；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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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是常见的男性性功

能障碍疾病，病程一般在 ３ 个月以上［１］ 。 ＥＤ 在中医学中称为

阳萎病，表现为痿而不举、举而不坚、坚而不久。 我国部分地区

ＥＤ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ＥＤ 总患病率为 ２６ １％ ，４０ 岁以上

男性 ＥＤ 患病甚至到达了 ４０ ２％ ［２］ 。 ＥＤ 对患者生活质量、性伴

侣关系、家庭稳定等造成了严重影响［３⁃４］ 。 中医治疗在 ＥＤ 治疗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辨证论治具有明显的特色和优

势［５⁃６］ 。 因此，分析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分布规律，对制定科学的

中医干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本研究通过开展广西桂北地区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流行病学调查，了解该地区 ＥＤ 中医证型分布

特征，为制定 ＥＤ 中医治疗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在桂林市妇幼保健院辅

助生殖中心门诊就诊或住院治疗、且符合纳入标准的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为研究对象。 入选患者年龄范围 ２３ 岁 ～ ６７ 岁，年龄（４０ ４
± ７ ６）岁，病程范围 ２ ～ ６０ 个月，病程（１５ ８ ± ９ ５）个月。

诊断标准：ＥＤ 西医诊断标准参考《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

指南（２０１３ 版）》 ［７］ ；ＥＤ 中医证型标准参考《勃起功能障碍中西

医结合诊疗指南（试行版）》 ［８］ ，将 ＥＤ 中医证型分为肝郁气滞

型、肝胆湿热型、肾阳微衰型、肝肾阴虚型和心脾两虚型等 ５ 种

类型。
纳入标准：①年龄 ＞ １８ 岁；②广西桂北地区居民；③符合西

医 ＥＤ 诊断标准和中医证型诊断；④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

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上述西医诊断和中医辨证标准；
②外伤性阴茎损伤患者；③脊髓损伤患者；④患有精神疾病患

者。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内容分为一般情况、中医

证型，并同时进行危险因素调查。 由医师记录就诊 ＥＤ 患者主

诉、一般情况及病史；患者经过西医诊断后，再由中医主任医师

根据中医辨证标准确定被调查者的中医证型。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所有计数

资料均采用频数和百分数描述，采用 χ２ 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分布情况

通过中医证型分析发现，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中多数患者中医证

型为复合型，且中医证型组合较多，大部分组合比例较低，具体

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中列举了频率 ５％ 及以上证型或证型组合

类型，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中医证型组合为肝郁气滞型 ＋ 肝胆

湿热型 ＋肝肾阴虚型 ２８ 例（１４ ９％ ）、肝郁气滞型 ＋ 肾阳微衰

型 ＋肝肾阴虚型 ２４ 例（１２ ８％ ）、肝胆湿热型 ＋ 肾阳微衰型 ＋
肝肾阴虚型 １６ 例（８ ５％ ）；５ 种中医证型出现的频率分别为肝

郁气滞型 １１１ 例（５９ ０％ ），肝胆湿热型 ７５ 例（３９ ９％ ）、肾阳微

衰型 ７３ 例（３８ ８％ ）、肝肾阴虚型 ９８ 例（５２ １％ ）、心脾两虚型

３５ 例（１８ ６％ ）。

表 １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主要中医复合证型分布情况

中医证型及组合 例数 构成比（％ ）

Ａ ３０ １６ ０

　 Ａ ＋ Ｂ ＋ Ｄ ２８ １４ ９

　 Ａ ＋ Ｂ ＋ Ｃ １８ ９ ６

　 Ａ ＋ Ｃ ＋ Ｄ ２４ １２ ８

　 Ｂ ＋ Ｃ ＋ Ｄ １６ ８ ５

　 Ｂ ＋ Ｃ ＋ Ｅ １２ ６ ４

Ｄ １３ ６ ９

　 Ｄ ＋ Ｅ １０ ５ ３

　 　 注：Ａ⁃肝郁气滞型，Ｂ⁃肝胆湿热型，Ｃ⁃肾阳微衰型，Ｄ⁃肝肾阴虚型，Ｅ⁃
心脾两虚型

２ ２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的年龄分布

肝郁气滞型、肾阳微衰型、肝肾阴虚型在各年龄段的分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肝郁气滞型和肾阳微衰型

患者年龄主要分布小于 ５０ 岁，而肝肾阴虚型患者年龄主要分布

于 ４０ 岁 ～ ６０ 岁间。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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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病程分布

肝胆湿热型、肝肾阴虚型的病程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其中肝胆湿热型病程较长，而肝肾阴虚型病程相对较

短。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２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的年龄分布 ［ｎ（％ ）］

年龄段（岁） 例数 肝郁气滞型 肝胆湿热型 肾阳微衰型 肝肾阴虚型 心脾两虚型

　 ＜ ４０ ６３ ３２（５０ ８） １９（３０ ２） ３４（５４ ０） ２１（３３ ３） １８（２８ ６）
　 ４０ ～ ４９ ５７ ２７（４７ ４） １８（３１ ６） ２１（３６ ８） ２３（４０ ４） １５（２６ ３）
　 ５０ ～ ５９ ３８ １０（２６ ３） １５（３９ ５） １１（２８ ９） ２８（７３ ７） １７（４４ ７）
　 ＞ ６０ ３０ ９（３０ ０） １６（５３ ３） ８（２６ ７） １８（６０ ０） １１（３６ ７）

　 χ２ 值 ８ ２９４ ５ ５１４ ９ ５３５ １８ ５４２ ４ ２７２
　 Ｐ 值 ０ ０４０ ０ １３８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０１ ０ ２３４

表 ３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中医证型的病程分布 ［ｎ（％ ）］

病程（月） 例数 肝郁气滞型 肝胆湿热型 肾阳微衰型 肝肾阴虚型 心脾两虚型

＜ ３０ ４５ １５（３３ ３） ２１（４６ ７） １６（３５ ６） ２５（５５ ６） １４（３１ １）
３０ ～ ４４ ７９ ３５（４４ ３） ４１（５１ ９） ２９（３６ ７） ３３（４１ ８） ３４（４３ ０）
≥４５ ～ ６４ ２５（３９ １） １７（２６ ６） ２８（４３ ８） ２０（３１ ３） ３５（５４ ７）

　 χ２值 １ ４６７ ９ ８４ ４ ５２ ６ ４３４ ６ ０２４
　 Ｐ 值 ０ ４８ ０ ００７ ０ １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９

２ ４　 中医证型 ＥＤ 患者相关因素分析

在多种影响因素中，肝郁气滞型、肾阳微衰型和心脾两虚

型在原发性高血压上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肝胆湿热型在吸烟上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肝胆

湿热型、肾阳微衰型、心脾两虚型在发病季节上的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3　 讨论

目前，ＥＤ 病因并未完全阐明。 一般认为，神经、心理、血管

性疾病、代谢性疾病、内分泌性和药物等多种因素引起 ＥＤ 发

生［８］ 。 中医学对勃起功能障碍的认识比较早，而现代中医学家

也对 ＥＤ 做了诸多研究。 赵冰等［９］ 提出了“阴茎中风”的理论，
高五芝等［１０］运用督灸联合心理康复对勃起功能障碍进行治疗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中医辨证类型与 ＥＤ 具有一定的相关

性，不同中医证型 ＥＤ 的原因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可以根

据不同中医证型对高危人群实施干预，从而达到预防勃起功能

障碍的目的。

表 ４　 不同中医证型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相关因素分析（ｎ（％ ））

　 相关因素 选项 例数 肝郁气滞型 χ２ 值 Ｐ 值 肝胆湿热型 χ２ 值 Ｐ 值 肾阳微衰型 χ２ 值 Ｐ 值

吸烟 是 １１９ ９１（７６． ５）

否 ６９ ４９（７１． ０）

饮酒 是 １２９ ８８（６８． ２）

否 ５９ ３５（５９． ３）

原发性高血压 是 ３６ １０（２７． ８）

否 １５２ ４６（３０． ３）

糖尿病 是 ２０ ９（４５． ０）

否 １６８ ８７（５１． ８）

冠心病 是 ４５ ２２（４８． ９）

否 １４３ ６０（４２． ０）

季节 春 ３０ ２１（７０． ０）

夏 ５８ ４２（７２． ４）

秋 ６８ ５２（７６． ５）

冬 ３２ ２５（７８． １）

０． ６８４ ０． ４０８

１． ４１６ ０． ２３４

７． ０５７ ０． ００８

０． ３２９ ０． ５６６

０． ６６９ ０． ４１４

０． ８１２ ０． ８４７

３９（３２． ８）

３２（４６． ４）

９５（７３． ６）

３５（５９． ３）

７（１９． ４）

３３（２１． ７）

１０（５０． ０）

７８（４６． ４）

１６（３５． ６）

５６（３９． ２）

９（３０． ０）

２２（３７． ９）

２２（３２． ４）

１７（５３． １）

１２． ３３２ ＜ ０． ００１

３． ８９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８９ ０． ７６５

０． ０９２ ０． ７６２

０． １８８ ０． ６６４

１２． ５４７ ０． ００６

４５（３７． ８）

２４（３４． ８）

５６（４３． ４）

２５（４２． ４）

２５（６９． ４）

７３（４８． ０）

１１（５５． ０）

８１（４８． ２）

３１（６８． ９）

７１（４９． ７）

６（２０． ０）

１５（２５． ９）

２０（２９． ４）

１５（４６． ９）

０． １７３ ０． ６７８

１． １４５ ０． ２８５

１２． ２１５ ＜ ０． ００１

０． ３２９ ０． ５６６

５． １０４ ０． ０２４

６． ２７３ ０． 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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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不同中医证型 １８８ 例 ＥＤ 患者相关因素分析（ｎ（％ ））

　 相关因素 选项 例数 肝肾阴虚型 χ２ 值 Ｐ 值 心脾两虚型 χ２ 值 Ｐ 值

吸烟 是 １１９ ４４（３７． ０）
否 ６９ ２９（４２． ０）

饮酒 是 １２９ ６５（５０． ４）
否 ５９ ２８（４７． ５）

原发性高血压 是 ３６ １０（２７． ８）
否 １５２ ４８（３１． ６）

糖尿病 是 ２０ ７（３５． ０）
否 １６８ ７３（４３． ５）

冠心病 是 ４５ ２３（５１． １）
否 １４３ ６７（４６． ９）

季节 春 ３０ １０（３３． ３）
夏 ５８ １６（２７． ６）
秋 ６８ １７（２５． ０）
冬 ３２ １１（３４． ４）

０． ４７０ ０． ４９３

０． ０１８ ０． ８９４

１． ２２８ ０． ２６８

０． ５２２ ０． ４７０

０． ２４９ ０． ６１８

２． ２７０ ０． ５１８

３８（３１． ９）
２０（２９． ０）
６０（４６． ５）
２０（３３． ９）
２３（６３． ９）
７８（５１． ３）
８（４０． ０）

７８（４６． ４）
３２（７１． １）
７５（５２． ４）
１３（４３． ３）
１４（２４． １）
２１（３０． ９）
１７（５３． １）

０． １７８ ０． ６７３

０． ６１８ ０． ４３２

５． ３４７ ０． ０２１

０． ２９８ ０． ５８５

４． ８６２ ０． ０２７

９． ０８８ ０． ０２８

　 　 本研究中，多数患者中医证型为复合型，这与相关研究结

果类似［１１⁃１２］ 。 其中，肝郁气滞型出现的频率最高，肝肾阴虚型

次之，肝胆湿热型和肾阳微衰型出现的频率少于前 ２ 种，而心脾

两虚型出现的频率最低。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日趋激烈，
受生活、工作、情感等各种压力困扰，使人的思想和情绪经常处

于焦虑不安之中，因此容易引起肝郁气滞，肝郁气滞患者经常

感觉心理压力较重，或郁怒寡欢、焦虑不安。 肝肾阴虚多见于素

体阴虚或性欲亢进、房事过频者。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

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食肥甘厚味，或妄投滋补，使体

内热量过剩，脾胃运化失职，脏腑功能失调，气机紊乱而蕴湿生

热，导致湿热体质。 阳虚体质是由于阳气不足，失于温煦。 因

此，用中医证型指导临床 ＥＤ 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不同中医证型的 ＥＤ 发病机制不一样，其发病的危险

因素也有所不同［１３⁃１４］ 。 本研究结果显示，肝郁气滞型和肝肾阴

虚型 ＥＤ 患者的年龄明显偏小，病程也比较短，肝胆湿热型、肾
阳微衰型和心脾两虚型患者的年龄明显偏大，病程也比较长；
肾阳微衰型和心脾两虚型 ＥＤ 患者患有原发性高血压病和冠心

病者明显居多；而肝胆湿热型患者吸烟和饮酒明显增高；中医

证候学可以将上述变化解释为，烟草属燥邪、火邪，因其辛香走

窜、苦温燥烈，故畅行脏腑，伤阴损阳耗气，痰热瘀阻留滞脉络，
终致宗筋失用而阳痿，而酒具湿热二性，可以伤阴损阳，若肆饮

无度，则走窜五脏、阻滞经络、浸淫宗筋，终因宗筋失养不充而阳

痿［１５］ 。 肾阳微衰患者多见于年纪大且体质虚弱者，导致其阳道

不举，或举而不坚［１６］ ；心脾两虚型患者由于久病体虚、暗耗气

血［１７］ ，先有性欲淡漠，逐渐发展，进而阳道渐行疲软、勃起无力。
中医证型已经广泛应用于临床诊疗，针对特定人群进行中

医证型研究对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重大的临床意义。 本研

究中，广西桂北地区阳痿患者主要证型为肝肾阴虚和肝郁气滞

型，其危险因素为心理压力、吸烟、饮酒等因素，这对 ＥＤ 进行中

医药干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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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艾滋病体液免疫及预后的
影响
刘意心　 王宁　 王敏

长沙市第一医院艾滋病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对艾滋病体液免疫及预后的影响。 方法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长沙市第一医院诊治的 １００ 例艾滋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是否接受规律高效抗反转录病

毒治疗将其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５０ 例患者。 观察组患者接受规律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使用药物

为拉米夫定 ＋ 齐多夫定 ＋ 奈韦拉平，连续治疗 １２ 个月为 １ 个疗程；对照组患者为依从性差，未规律服药者。
结果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体液免疫相关指标中，ＩｇＧ、ＩｇＡ、ｓＩｇＡ 和 ＩｇＭ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观察组患者出现的皮肤结核感染、念珠菌感染、间质性肺炎、隐孢子虫腹泻等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 结论　 针对艾滋病患者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可以显著提高机体体液免疫能力，减
少机会感染发生率。

【关键词】 　 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艾滋病；体液免疫；疾病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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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目前临床最常见的全身性免疫缺陷功能障碍性疾

病，主要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所致［１］，性行为尤其男男

同性性行为是目前艾滋病的一条重要传播途径，其能够特异性地破

坏人体细胞免疫功能，尤其以降低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水平和活性，
进而导致机体免疫功能抑制［２］，出现机会性感染甚至导致恶性肿

瘤。 针对 ＨＩＶ 感染者，多使用抗病毒治疗，目前临床治疗指南推荐

的规律治疗方案中［３］，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ＨＡＡＲＴ）被认为是

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可以显著抑制体内 ＨＩＶ 病毒的复制［４］，进而

提高 ＣＤ４ ＋Ｔ 淋巴细胞数量，但其对体液免疫功能是否有积极意

义，目前较少有研究报道。 近年来，本院针对ＨＩＶ 感染者行ＨＡＡＲＴ
取得一定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择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本院收治的 １００ 例艾滋病患者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过血清学检查确诊，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５０ 岁，入组前实施告知同意并取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

曾经不规律接受抗艾滋病治疗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酗酒者、吸
毒者、对使用药物过敏者、合并精神疾病者、治疗过程出现严重不

良反应者。 按照是否接受规律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将 １００ 例

艾滋病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５０ 例患者。 观察组患者

中，男 ３９ 例，女 １１ 例；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５０ 岁，年龄（４１ ２ ± １ ３）
岁；病程范围 １ ～１０ 年，病程（５ １ ±０ ３）年。 对照组患者中，男 ３８
例，女 １２ 例；年龄范围 １８ 岁 ～５０ 岁，年龄（４１ ３ ±１ ３）岁；病程范

围 １ ～１０ 年，病程（５ ０ ± ０ ３）年。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和病程等

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 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接受规律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使用药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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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米夫定（葛兰素史克公司，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０５８１）每日 １ 次，
每次 ０ １ｇ ＋齐多夫定（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１９７１）每次 ４０ｍｇ，每日 ２ 次 ＋奈韦拉平（上海迪赛诺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０５８０），每次 ２００ｍｇ，每日 １ 次，以连

续治疗 １２ 个月为 １ 个疗程。 对照组患者拟定实施治疗方法与

观察组相同，但整体依从性差，未规律服药。
１ 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机体免疫功能 ｇＧ、ＩｇＡ、ｓＩｇＡ 和 ＩｇＭ 水

平变化情况，统计两组患者术后 ２０ 个月随访期间出现的机会感

染情况。
１ ４　 评定标准

机体免疫功能主要探讨体液免疫相关指标变化情况，如
ＩｇＧ（２３ ６ ～ ９ ６ｍｇ ／ Ｌ）、ＩｇＡ（３ １４ ～ ４ ６６ｍｇ ／ Ｌ）、ｓＩｇＡ（１４ ８ ｍｇ ／ Ｌ
～ ４４ ５ｍｇ ／ Ｌ）和 ＩｇＭ（３ ０５ ～ ３ ８５ｍｇ ／ Ｌ）；随访期间出现的机会

感染主要总结皮肤结核感染、念珠菌感染、间质性肺炎、隐孢子

虫腹泻发生情况。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 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Ｐ ＜ ０ ０５ 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机体免疫功能比较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体液免疫相关指标中 ＩｇＧ、ＩｇＡ、ｓＩ⁃
ｇＡ 和 ＩｇＭ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

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后机体免疫功能比较（ｍｇ ／ Ｌ，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ＩｇＧ ＩｇＡ ｓＩｇＡ ＩｇＭ

对照组 ８ ０ ± ０ １０ １ ６ ± ０ １５ ８ ６ ± ０ ０５ １ ２ ± ０ ０２

观察组 １６ ５ ± ０ １２ ３ ５ ± ０ ２０ １３ ２ ± ０ １１ ３ １ ± ０ ０３

ｔ 值 ３８４ ７７７ ５３ ７４０ ２６９ １９５ ３７２ ６２１

Ｐ 值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２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出现的机会感染情况比较

术后 ２０ 个月随访期间，观察组患者出现的皮肤结核感染、
念珠菌感染、间质性肺炎、隐孢子虫腹泻等比例均显著低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随访期间发生机会感染情况比较［ｎ（％ ）］

组别 例数 念珠菌感染
间质性

肺炎

隐孢子虫

腹泻

皮肤结核

感染

对照组 ５０ ２１（４２ ０） ２３（４６ ０） ２５（５０ ０） ２６（５２ ０）

观察组 ５０ ６（１２ ０） ５（１０ ０） ４（８ ０） ６（１２ ０）

χ２ 值 １１ ４１６ １６ ０７１ １９ ４２７ １８ ３８２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3　 讨论

ＨＩＶ 感染后机体将出现明显的免疫功能抑制，同时持续的

免疫细胞激活将进一步引起 ＨＩＶ 感染患者病情的恶化［５］ 。 针

对此类病毒，目前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抗病毒治疗，其可以显

著提高体内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功能，提高患者机体免疫能力［６］ ，
对改善患者预后、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具有重要价值。 在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上，目前临床上大多推荐 ＨＡＡＲＴ 方案［７］ 。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实施规律的 ＨＡＡＲＴ 方案，对照组患

者未实施规律的 ＨＡＡＲＴ 方案。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机体免疫

功能发现，观察组患者体液免疫相关指标中，ＩｇＧ、ＩｇＡ、ｓＩｇＡ 和

ＩｇＭ 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 实践证明，实施 ＨＡＡＲＴ 方案

治疗，不但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机体细胞免疫功能，同时对提高

患者机体体液免疫功能亦有积极意义。 比较两组患者随访期间

出现的机会感染情况发现，观察组患者出现的皮肤结核感染、念
珠菌感染、间质性肺炎、隐孢子虫腹泻等比例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患者。 实践证实，针对艾滋病患者实施 ＨＡＡＲＴ 方案治疗，能够

有效减少机会感染发生率，进而改善患者预后，延长患者生存时

间。
观察组患者实施 ＨＡＡＲＴ 后，迅速促使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水

平达到平台期，进而维持机体 ＣＤ４ ＋ Ｔ 淋巴细胞数量和活性，显
著提高了机体抵抗力［８］ 。 同时，机体细胞免疫能力增强后，更
好地防御了外源性机会感染病原菌感染和恶性肿瘤的发生［９］ ，
降低了机体炎症反应［１０］ ，提高了机体营养状况［１１］ ，使得患者体

液免疫球蛋白水平得到显著提升［１２］ ，尤其是 Ｔ 细胞介导的免疫

耐受性得到改善，提高了 ＩｇＡ、ｓＩｇＡ 分泌等水平［１３⁃１８］ 。
综上所述，针对艾滋病患者进行高效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可

以显著提高机体体液免疫能力，减少机会感染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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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神经梅毒联合中药治疗神经梅毒对淋巴细胞
亚群的影响及分析
唐许△ 　 龚成　 刘慧

武汉市汉阳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抗神经梅毒联合中药治疗神经梅毒对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及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武汉市汉阳医院诊治的 １３４ 例神经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分为对照

组与观察组。 对照组患者接受青霉素 Ｇ 钠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之上加用参附注射液。 观察两组患者

血清中相关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并对比临床效果。 结果　 接受不同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ＣＤ４ ＋ （％ ）、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ＮＫ（％ ）水平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精神、神经系统状态比较则

显示，观察组患者脑脊液 ＰＲＰ 滴度、ＣＳＦ ＴＰＰＡ（ ＋ ）例数、ＣＳＦ ＷＢＣｓ≥１０ × １０６ ／ Ｌ 例数、脑脊液蛋白 ＞ ０ ４５ｇ ／
Ｌ（例）例数、ＭＭＳＥ 评分、ＶＦＴ 评分、ＤＳ 评分、Ｓｔｒｏｏｐ 评分和 ＡＶＬＴ 评分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神经梅毒患者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对其进行抗神经梅毒联合中药注射液治疗，能够

改善患者血清中 ＣＤ４ ＋ ／ ＣＤ８ ＋ 以及 ＮＫ 细胞水平，达到提高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目的，此外，两者联用还有较

强的驱梅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神经梅毒；青霉素 Ｇ 钠；参附注射液；淋巴细胞；细胞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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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Ｄ４ ＋ （％ ），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ａｎｄ ＮＫ （％ ）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ｅｒｅｂｒｏｓｐｉｎａｌ ｆｌｕｉｄ ＰＲＰ
ｔｉｔｅ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ＳＦ ＴＰＰＡ（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ＳＦ ＷＢＣｓ ＞ １０ × １０６ ／ Ｌ，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ｅ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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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ｅｕｒｏ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ｓ ｉｎ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ｎｅｕｒｏ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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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感染引起的慢性性传播疾病。
有研究发现，３０％未经治疗的晚期梅毒患者会出现因梅毒螺旋

体（ＴＰ）侵犯神经系统导致的不可逆器质性损害，成为神经梅

毒［１⁃２］ 。 在感染早期，梅毒螺旋体即可入侵神经系统，但由于病

程隐匿，往往待神经系统器质性损害导致严重临床症状方可诊

断［３］ 。 对于该类患者应尽早给予驱梅治疗和免疫支持［４］ 。 本

研究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武汉市汉阳医院诊治的 １３４
例神经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抗神经梅毒联合中药治疗神

经梅毒对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及临床效果。 结果令人满意。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武汉市汉阳医院诊治的 １３４
例神经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其中男性 ９６ 例，女性 ３８ 例，年
龄范围 ３５ 岁 ～６７ 岁，年龄（４６ ４ ± ８ ４）岁。 均有不同程度低热、
恶心症状。 ７９ 例患者有脑膜血管梅毒表现（头晕、心悸、鼓腮口

角偏向对侧、偏侧肢体肌力 ＩＩＩ ～ ＩＶ 级），４９ 例患者有麻痹性痴呆

表现（狂躁、易激惹、记忆力下降），３７ 例有脊髓痨表现（双下肢放

射痛、乏力、麻木、袜套样感觉减退），另有 １２ 例出现树胶肿性神

经梅毒。 所有患者出现神经、精神症状时间为 １ 个月 ～ ３ 年余。
纳入标准：①符合国家卫生部制定的神经梅毒相关诊断标准［５］；
②未接受正规驱梅治疗；③临床资料完整，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

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性传播疾病或感染性疾病；②患有自身免疫

性疾病者；③近 ６ 个月内有免疫接种史者。 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

批，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６７ 例。 两组患者

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
１ 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青霉素 Ｇ 钠抗神经梅毒治疗，具体为将

４００ 万单位青霉素 Ｇ（国药准字 Ｈ２１０２１６７７，辽宁科泰生物基因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钠溶于 １００ｍＬ 生理盐水注射液，每 ４ 小时

肌肉注射 １ 次，连续 １４ｄ。 在此基础上，观察组患者接受参附注

射液治疗，具体为将 １００ｍＬ 参附注射液（Ｚ５１０２０６６４，雅安三九

药业制药公司）溶至 ２５０ｍＬ 生理盐水，进行静脉滴注，连续 １４ｄ。
１ ３　 观察指标

使用流式细胞仪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后对两组患者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ＮＫ 细胞水平进行检测。 同时对所有患者进

行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ＲＰＲ）、梅毒螺旋体明胶凝聚试验（ＴＰ⁃
ＰＡ），并使用简易精神状态量表（ＭＭＳＥ）、数字广度测验（ＤＳ）、
语言流畅性测验（ＶＦＴ）、词关联测验（Ｓｔｒｏｏｐ）和听觉词汇学习

测试（ＡＶＬＴ）对所有患者精神、神经状态进行评价。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数据的

正态分布性。 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

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以 α ＝ ０ ０５ 为检验标准，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对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以及发病形式等基线资料进行

统计学比较，结果显示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具有

可比性。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 观察组（ｎ ＝ ６７） 对照组（ｎ ＝ ６７） ｔ ／ χ２值 Ｐ 值

年龄（岁） ４７ ０５ ± ４ ８２ ４５ ８４ ± ５ ４２ － １ ３５０

性别

　 男 ４４ ５２ 　 ２ ３５１ ０ １２５

　 女 ２３ １５

病程（年） １ ７５ ± ０ ５３ １ ６４ ± ０ ７１ － １ ０１６

发病形式

　 急性 ３１ ３０ 　 ０ ９５０ ０ ８１３

　 亚急性 ２２ ２０

　 慢性 ９ １３

　 潜伏 ５ ４

２ ２　 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 ＣＤ３ ＋ （％ ）、 ＣＤ４ ＋ （％ ）、 ＣＤ８ ＋ （％ ）、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ＣＤ１９ ＋ （％ ）、ＣＤ５６ ＋ （％ ）和 ＮＫ（％ ）等外周血淋

巴细胞亚群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可进行统计学

比较。 接受不同治疗后，对照组患者 ＣＤ４ ＋ （％ ）、ＣＤ４ ＋ ／ ＣＤ８ ＋ 、
ＣＤ５６ ＋ （％ ）水平较治疗前改善，观察组患者 ＣＤ４ ＋ （％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ＮＫ（％ ）水平较治疗前改善。 进一步组间比较，观察组患

者 ＣＤ４ ＋ （％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ＮＫ（％ ）水平优于对照组患者（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３　 精神、神经系统状态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脑脊液 ＰＲＰ 滴度、血清 ＰＲＰ 滴度、ＣＳＦ
ＴＰＰＡ（ ＋ ）例数、ＣＳＦ ＷＢＣｓ≥１０ × １０６ ／ Ｌ 例数、脑脊液蛋白 ＞
０ ４５ｇ ／ Ｌ（例）例数、ＭＭＳＥ 评分、ＶＦＴ 评分、ＤＳ 评分、Ｓｔｒｏｏｐ 评分

和 ＡＶＬＴ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可进行统计学比

较。 接受不同治疗后，对照组患者血清 ＰＲＰ 滴度、ＭＭＳＥ 评分、
ＶＦＴ 评分、ＤＳ 评分、Ｓｔｒｏｏｐ 评分、ＡＶＬＴ 评分较治疗前改善，观察

组患者以上所有项目均较治疗前改善。 进一步组间比较，除血

清 ＰＲＰ 滴度以外，观察组患者其余项目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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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两组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
治疗前

对照组（ｎ ＝ ６７） 观察组（ｎ ＝ ６７）

治疗后

对照组（ｎ ＝ ６７） 观察组（ｎ ＝ ６７）

ＣＤ３ ＋ （％ ） ６０ ５４ ± ５ ５３ ６１ ２３ ± ６ ２３ ６１ ０２ ± ５ ０２ ６２ ６５ ± ３ ９９

ＣＤ４ ＋ （％ ） ３６ ０６ ± ６ ９５ ３７ ０１ ± ６ ０２ ３９ ０５ ± ６ ６３ａ ４３ ３４ ± ５ １２ａｂ

ＣＤ８ ＋ （％ ） ２４ ９５ ± ７ ０１ ２３ ９４ ± ４ ０５ ２３ ０１ ± ５ ９６ ２２ ０３ ± ４ ５４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１ ５１ ± ０ ３９ １ ５２ ± ０ ６０ １ ７３ ± ０ ５５ａ １ ９８ ± ０ ４１ａｂ

ＣＤ１９ ＋ （％ ） １３ ９５ ± ２ ０９ １３ ０４ ± ４ ０１ １３ ７８ ± ４ ９８ １３ ７５ ± ５ ２９

ＣＤ５６ ＋ （％ ） １４ ９３ ± ３ ３２ １５ ０１ ± ４ ０１ １５ ７６ ± ４ ８５ａ １６ ５４ ± ３ ４５
ＮＫ（％ ） １１ ９０ ± ３ ２３ １１ ９８ ± ３ ０１ １３ ７８ ± ５ ９４ １６ ５３ ± ７ ０１ａｂ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 ＜ ０ ０５

表 ３　 两组患者精神、神经系统状态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项目
治疗前

对照组（ｎ ＝ ６７） 观察组（ｎ ＝ ６７）

治疗后

对照组（ｎ ＝ ６７） 观察组（ｎ ＝ ６７）

脑脊液 ＰＲＰ 滴度 １：（１２ ２２ ± ３ ０１） １：（１２ ７５ ± １ ４２） １：（６ ５４ ± １ ８５） １：（５ ６５ ± １ ５０） ａｂ

血清 ＰＲＰ 滴度 １：（３３ ７５ ± １０ ４３） １：（３４ ５３ ± ９ ９８） 　 １：（３０ ９１ ± ７ ０８） ａ １：（２６ ７６ ± ７ ７５） ａ

ＣＳＦ ＴＰＰＡ（ ＋ ）（例） ２９ ３１ ２２ １１∗＃

ＣＳＦ ＷＢＣｓ≥１０ × １０６ ／ Ｌ（例） ２２ ２４ １３ ４∗＃

脑脊液蛋白 ＞ ０ ４５ｇ ／ Ｌ（例） １３ １３ １２ ３∗＃

ＭＭＳＥ（分） ２５ ８５ ± ２ ９５ １５ ９６ ± ３ ０１ ２４ ９５ ± ２ １０ａ ２３ ４４ ± ３ ０５ａｂ

ＶＦＴ（分） １７ ０３ ± ２ ０１ １７ ９４ ± ３ ２１ １８ ２３ ± １ ９４ａ １９ ８５ ± ２ ８７ａｂ

ＤＳ（分） ５ ０２ ± ０ ８９ ５ ２１ ± ０ ５９ ５ ５４ ± ０ １２ａ ５ ９８ ± ０ ６７ａｂ

ＳＴＲＯＯＰ（分） １５ ８５ ± ７ ９５ １５ ０４ ± ８ ９８ １７ ９８ ± ７ ７６ａ ２０ ０１ ± ３ １２ａｂ

ＡＶＬＴ（分） ８ ７６ ± １ ７４ ８ ７０ ± ２ ０１ ９ １０ ± １ ４５ａ ９ ７２ ± １ ５６ａｂ

　 　 注：标有“ 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 ＜ ０ 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作为由梅毒螺旋体感染导致的慢性性传播疾病，梅毒可造

成患者骨骼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多系统损伤［６］ 。 随

着近年来抗生素的发展，心血管梅毒这一严重类型的梅毒感染

在临床上已逐渐减少，但神经梅毒由于其临床表现不典型，病
情发展隐匿等特点，常被误诊漏诊，使其在我国发病率逐年上

升，对患者、家属及社会造成严重危害［７⁃８］ 。 故探寻一种行之有

效的治疗神经梅毒的方法，对改善患者预后和控制本病的流行

具有重要意义。
在常规应用青霉素 Ｇ 钠抗神经梅毒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对

观察组患者联合应用参附注射液，以观察其临床效果以及外周

血淋巴细胞亚群的变化，主要原因包括：①参附注射液对神经

元的直接保护作用［９］ ；②参附注射液能够抑制炎性反应，降低

炎性反应导致的免疫球蛋白损伤［１０］ ；③参附注射液能够通过改

善组织代谢达到平衡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目的［１１］ ；④参附注

射液所带的负电荷能有效防止管道破坏红细胞［１２］ ；⑤参附注射

液对特异性细胞免疫功能的促进效应［１３］ 。
国外有学者通过动物研究发现［１４］ ，ＣＤ３ ＋ 在家兔感染梅毒

后会逐渐上升，其与机体产生 ＴＰ 抗体的水平密切相关，其外周

血水平与患兔临床症状严重程度呈正相关。 但本研究中治疗

前后 ＣＤ３ ＋ 差异不显著，推测与本研究中无症状神经梅毒患者

较多有关，有待于进一步加大样本量的试验。 大量研究证实，
ＣＤ４ ＋ 细胞分泌的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２ 等细胞因子能在 ＴＰ 感染的恢

复中起重要作用，而 ＴＰ 则能够通过诱导 ＢＣＬ⁃２ 蛋白表达下调

和 Ｆａｓ 过渡表达达到降低患者外周血 ＣＤ４ ＋ 淋巴细胞数，破坏机

体免疫功能。 ＣＤ８ ＋ 则可产生抑制机体细胞免疫反应和抑制梅

毒螺旋抗体产生的作用，其在梅毒感染患者外周血中水平的升

高，可显著抑制细胞免疫功能，促进 ＴＰ 的繁殖与扩散［１０］ ，故
ＣＤ４ ＋ ／ ＣＤ８ ＋ 常作为一项评价机体细胞免疫水平的重要指

标［１５］ 。 而在本研究中，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ＣＤ８ ＋ 水平和 ＣＤ４ ＋ ／
ＣＤ８ ＋ 水平均优于对照组患者，与前人研究结果一致。 此外，还
有国外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梅毒发展成为神经梅毒的过程中，
ＮＫ 细胞这一能够大量分泌细胞因子的免疫细胞数量和活性均

会降低［１６］ ，而本研究中接受联合治疗的观察组患者，其外周血

ＮＫ 细胞水平优于对照组，提示联合治疗对改善神经梅毒患者

的免疫功能有确切疗效。 作为 Ｂ 细胞重要的表面抗原，ＣＤ１９ ＋

可与 ＢＣＲ 结合，经内吞后以 ＭＨＣ 形式将信号传递给 Ｔ 细

胞［１７⁃１８］ ，本研究中，两组患者 ＣＤ１９ ＋ 治疗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提示 ＣＤ１９ ＋ 可能未参与神经梅毒的发展。 而进一步的精

神、神经系统状态比较，也基本证实联合治疗对神经梅毒患者有

较好的临床效果。
综上所述，神经梅毒患者免疫功能受到抑制，对其进行抗神

经梅毒联合中药注射液治疗，能够改善患者血清中 ＣＤ４ ＋ ／
ＣＤ８ ＋ 以及 ＮＫ 细胞水平，达到提高患者细胞免疫功能的目的，
此外，两者联用还有较强的驱梅效果，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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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石地区妊娠梅毒流行特征及新生儿结局研究
王是　 蔡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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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黄石地区妊娠梅毒流行特征及新生儿结局，为妊娠梅毒的预防及治疗提供参考价

值。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黄石地区共 ３ 家综合医院诊治的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作回顾性

分析。 统计新生儿终止妊娠、高危分娩、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早产、死胎、畸形儿、胎传梅毒等妊娠不良结局，
同时统计患者的相关特征信息，并分析相应防治对策。 结果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新生儿中有 ２２０ 例单一

或合并多种妊娠结局不良，其中 ７６ 例为高危分娩、７０ 例就诊时梅毒晚期出现神经系统或心血管系统功能障

碍行引产手术终止妊娠、死胎 ６ 例、早产和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３０ 例、胎传梅毒 ５０ 例、畸形儿 ２ 例。 ３６４ 例妊

娠梅毒患者中，年龄 ＜ ２５ 岁 ３０４ 人、无业 ２１８ 例、离婚 １０４ 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７４ 例、对梅毒相关认知不

合格 ３４４ 例、未行产前保健体检 ２５６ 例、外来人员 １１６ 例、就诊时 ７６ 例为 ２ 期或 ３ 期梅毒症状、２８４ 例为隐性

梅毒。 结论　 黄石地区妊娠梅毒具有患者年龄较小、无业程度高、梅毒相关知识不足、产前保健未实施、多
为隐形感染等流行特征，且严重影响新生儿结局，建议可针对性制定防控政策。

【关键词】 　 妊娠梅毒；流行特征；新生儿结局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１３７　　 ·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ｉ ａｒｅａ 　 ＷＡＮＧ Ｓｈｉ，
ＣＡＩ Ｇｈｕａｎｇｈｕｉ△ ．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ｎｇｓｈ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Ｔｈｅ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ｄｏ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Ｇｒｏｕｐ，Ｈｕａｎｇｓｈｉ ４３５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ｓｇｈｉ ａｒｅａ，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ｎ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３６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ｉ ａｒｅａ ｆｒｏｍ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
ｉｎ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ｂｉｒｔｈ， 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 ｂｉｒｔｈ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３６４ ｃａ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２２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７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ｃｈｉｌｄｂｉｒｔｈ， ７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 ａｂｏｒ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ａｇｅ， 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 ３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ｅｔ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５０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ｇｅｎ⁃
ｉｔａｌ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ａｎｄ 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３６４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３０４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ｇｅ ＜ ２５ ｙｅａｒｓ， ２１８ ｃａ⁃
ｓｅｓ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１０４ ｃａｓｅｓ ｄｉｖｏｒｃｅｄ， ７４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ｏｒ ｂｅｌｏｗ， ３４４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２５６ ｃａｓ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ａ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１１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７６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２ ｏｒ ３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ａｎｄ ２８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ｌａｔｅｎｔ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ｓｈｉ ａｒｅａ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ｙｏｕｎｇ ａｇｅ， ｈｉｇｈ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ｕ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ｌａｃｋ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ｐｒｅｎａｔ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ｓｏ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作为由苍白螺旋体导致的慢性性传播疾病，梅毒近年来的

发病率随着人口流动及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呈现不断上升

的趋势。 且该病可侵犯全身各脏器，导致多种多样的体征及症

状［１⁃３］ 。 目前公认的梅毒最主要也是最常见的传播途径为性接

触传播，但其亦可通过胎盘传给下一代而发生胎传梅毒。 有相

关数据显示，全球每年越有 ２００ 万孕产妇感染梅毒，其中约有并

１２０ 万患者会把梅毒传播给下一代。 因此，对妊娠梅毒的早发

现、早诊断意义重大，妊娠梅毒的及时发现并有效干预对阻断

母婴传播十分重要。 有文献报道，妊娠梅毒患者若不规范治疗

或未经治疗，其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可高达 ６９％ ，尤其是妊娠

梅毒未经治疗，综合数据认为，约有 １３％ 产生低体重出生儿或

早产，２５％患者可产生晚期死产或流产，２０％出现新生儿典型梅

毒感染症状，１１％出现新生儿死亡［４⁃６］ 。 因此，我们特研究黄石

地区妊娠梅毒流行特征及新生儿结局，为妊娠梅毒的预防及治

疗提供参考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 年６ 月至２０１７ 年６ 月黄石地区共３ 家综合医院诊治

的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作回顾性分析。 所有梅毒患者的诊断及治

疗均依照中国 ＣＤＣ 性病控制中心《性传播疾病临床诊疗指南（第 ２
稿，２００６）》及《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治疗指南》（２００６ 年）进
行［７⁃８］。 其中排除标准：①孕妇及其家属未签知情同意书；②家属拒

绝采血出生后新生儿；③孕妇妊娠期内梅毒血清试验 ＴＰＰＡ 或

ＴＲＵＳＴ 单一阳性，且 ３ 个月后复查排除梅毒者。 纳入标准：①孕产

妇无梅毒病史，血清学 ＴＰＰＡ 和 ＴＲＵＳＴ 试验均阳性；②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 年间在黄石地区 ３ 家综合医院接受筛查的育龄妇

女；③孕妇及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且接受梅控项目管理。 ④
新生儿出生后 １ 个月、３ 个月和 ６ 个月的随访期内母婴至少完成 ２
次随访并接受梅毒血清学检测者。

１ ２　 研究方法

采用黄石地区妊娠梅毒孕产妇流行病学调查问卷（该问卷

由笔者及黄石地区著名妇产科及性病专家共同制作完成），统
一培训调查者，使调查标准保持相同水平，调查方式采取一对一

填表 ＋询问形式，注意应保护患者隐私采取单独房间调查。 调

查内容包括：患者的年龄、职业、婚姻状态、文化程度、对梅毒相

关认知、是否行产前保健体检、人员流行性、就诊时梅毒症状、梅
毒显隐性等一般资料，新生儿终止妊娠、高危分娩、胎儿宫内生

长受限、早产、死胎、畸形儿、胎传梅毒等妊娠不良结局。 所有患

者及新生儿随访均按照《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

作实施方案》要求实施，随访时间为新生儿出生后 １ 月、３ 月和 ６
月龄，应至少保证 ２ 次随访并对其进行梅毒血清学检测。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组间比较

采用 ｔ 检验，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Ｍ（Ｐ２５，Ｐ７５）和四分位间

距（ＩＱＲ）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妊娠梅毒新生儿结局研究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新生儿中有 ２２０ 例单一或合并多种妊

娠结局不良，其中 ７６ 例为高危分娩、７０ 例就诊时梅毒晚期出现

神经系统或心血管系统功能障碍行引产手术终止妊娠、死胎 ６
例、早产和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３０ 例、胎传梅毒 ５０ 例、畸形儿 ２
例。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２ ２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研究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中，年龄 ＜２５ 岁 ３０４ 人、无业 ２１８ 例、离婚

１０４ 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７４ 例、对梅毒相关认知不合格 ３４４ 例、
未行产前保健体检 ２５６ 例、外来人员 １１６ 例、就诊时 ７６ 例为 ２ 期或

３ 期梅毒症状、２８４ 例为隐性梅毒。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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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妊娠梅毒新生儿结局研究［ｎ（％ ）］

　 新生儿结局 例数 占比

先天性梅毒 ５０ １３ ７
胎儿宫内生长受限 １２ ３ ３
死胎 ６ １ ７
畸形儿 ２ ０ ６
终止妊娠 ７０ １９ ２
高危分娩 ７６ ２０ ９
早产 １８ ５ ０

表 ２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的流行病学资料研究［ｎ（％ ）］

　 　 　 指标分层 例数 构成比

对梅毒相关认知

　 不合格 ３４４ ９４ ５
　 合格 ２０ ５ ５
居住地

　 城市 ２０２ ５５ ５
　 农村 １１２ ３０ ８
　 城乡结合部 ５０ １３ ７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７４ ２０ ３
　 初中 １５０ ４１ ２
　 高中 １０８ ２９ ７
　 大专及以上 ３２ ８ ８
职业状况

　 无业 ２１８ ５９ ９
　 短暂失业 ５０ １３ ７
　 断续就业 ４８ １３ ２
　 全职 ６８ １８ ７
年龄（岁）
　 ＜ ２５ ３０４ ８３ ５
　 ≥２５ ６０ １６ ５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１２ ３０ ８
　 未婚 １５２ ４１ ８
　 离婚 １０４ ２８ ６
产前保健检查

　 行产前保健检查 １０８ ２９ ７
　 未行产前保健检查 ２５６ ７０ ３
户籍

　 本市户籍人员 ２４８ ６８ １
　 外来人员 １１６ ３１ ９
梅毒类型

　 隐形梅毒 １４２ ７８ ０
　 显性梅毒 ３８ ２０ ９
　 神经梅毒 ２ １ １
就诊时临床症状及分期

　 梅毒 １ 期症状 ０ ０
　 梅毒 ２ 期 ５６ １５ ４
　 梅毒 ３ 期 ２０ ５ ５

3　 讨论

有数据报告显示，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我国梅毒新发患病例

数呈持续增长，其中 ２０１６ 年高达 ４５ 万人左右，近 １０ 年的复合

增长率约为 ３ ３％ ［９］ 。 有研究认为，我国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孕

产妇妊娠合并梅毒的 ５ 年平均发生率 ２ ５‰，而广东地区最新

的 ５ 年平均发生率 １ ５‰，其认不同地区因经济水平、防控措施

的不同，发病率呈现显著不同［１０］ 。 但值得注意的是，梅毒目前

仍然是我国性病发病率之首，且相关数据均显示妊娠合并梅毒

发病率呈线性增长趋势［１１］ 。 当然，也有文献报道，某地区妊娠

合并梅毒年发病率由 ２００９ 年 ３ １‰逐步降低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 ７‰，成效显著［１２］ 。
作为妊娠期最常见的性传播疾病，妊娠梅毒如若得不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可导致产妇出现胎儿宫内发育迟缓、胎膜早破、
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给患者及其家庭乃至社会带来严重负

担［１３⁃１５］ 。 因此，研究其流行特征，制定针对因预防措施意义重

大。 本研究中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中，年龄 ＜ ２５ 岁 ３０４ 人、无
业 ２１８ 例、离婚 １０４ 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 ７４ 例、对梅毒相关

认知不合格 ３４４ 例、未行产前保健体检 ２５６ 例、外来人员 １１６
例、就诊时 ７６ 例为 ２ 期或 ３ 期梅毒症状、２８４ 例为隐性梅毒。 说

明黄石地区妊娠梅毒具有患者年龄较小、无业程度高、梅毒相关

知识不足、产前保健未实施、多为隐形感染等流行特征［１５］ 。 因

此，我们建议以下几点［１６⁃１８］ ：①产科医生应做好孕前梅毒相关

宣传工作，同时落实好婚前检查，以便早发现、早诊断。 ②妊娠

梅毒常合并多种疾病混合感染，因而治疗方案首先应与性伴侣

进行通气治疗，并采取早期驱梅治疗。 ③加强重点人群，尤其是

无业、低学历人群的重点监控。 本研究中 ３６４ 例妊娠梅毒患者

新生儿中有 ２２０ 例单一或合并多种妊娠结局不良，其中 ７６ 例为

高危分娩、７０ 例就诊时梅毒晚期出现神经系统或心血管系统功

能障碍行引产手术终止妊娠、死胎 ６ 例、早产和胎儿宫内生长受

限 ３０ 例、胎传梅毒 ５０ 例、畸形儿 ２ 例。 有研究与本文结果类

似，其认为对于妊娠梅毒患者每延后抗梅毒治疗 １ 周，胎儿感染

梅毒风险将增加约 １０％ ，且孕妇 ＲＰＲ 滴度与新生儿早产率、病
死率、低出生体重儿发生率呈明显正相关，即梅毒患者 ＲＰＲ 滴

度越高，其预后越差。 因此，我们建议需每月对梅毒妊娠患者行

梅毒血清学滴度测定，若 ＲＰＲ 度较前持续升高 ３ 个月或增加 ４
倍，则建议再次驱梅治疗，直至 ＲＰＲ 滴度下降 ４ 倍或结果阴性。

总而言之，黄石地区妊娠梅毒具有患者年龄较小、无业程度

高、梅毒相关知识不足、产前保健未实施、多为隐形感染等流行

特征，且严重影响新生儿结局，建议可针对性制定防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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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介素⁃６ 及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 诊断尖锐湿疣的
检验分析
毛辉１ 　 叶敏欢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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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 湖北 黄石 ４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及白介素⁃６（ ＩＬ⁃６）诊断尖锐湿疣的价值。 方法　 选

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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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例尖锐湿

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 ８１ 例患者设为观察组。 另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

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接待的 ５６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再将观察组 ８１ 例患者中的尖锐

湿疣初发患者 ３０ 例设为初发组，尖锐湿疣复发患者 ５１ 例设为复发组。 入组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 ３
ｍＬ 外周静脉血，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 比较观察组和对

照组组间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观察组组内所分的初发组和复发组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及
ＴＮＦ⁃α ＋ ＩＬ⁃６ 诊断方法学效能。 结果　 观察组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初发组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ＴＮＦ⁃α ＋ ＩＬ⁃６ 诊

断特异度和灵敏度高于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单项检测。 结论　 尖锐湿疣患者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均降低，
ＴＮＦ⁃α ＋ ＩＬ⁃６ 诊断特异度和灵敏度较高，具有重要临床研究价值。

【关键词】 　 肿瘤坏死因子⁃α；白介素⁃６；尖锐湿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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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Ａ ｗｅｒ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５１ 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３ ｍＬ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ｖｅｎｏｕｓ ｂｌｏｏｄ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ｅｎ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 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 ａｓｓａｙ （ＥＬＩＳ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ｌｅｖ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Ｐ ＜ ０ ０５）．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ＮＦ⁃ α ｊ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Ｌ⁃６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ａｌｏｎ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ＮＦ⁃ α ａｎｄ ＩＬ⁃６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Ａ ａｒｅ ｌ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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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是常见的一种疾病，主要是由人类乳头瘤病毒感

染造成的，近年来其发病率呈不断上升的性传播疾病之一［１⁃２］ 。
调查显示，尖锐湿疣发病率在性病中仅次于淋病，位居第二，受
到临床医师的重视［３］ 。 近年来，研究报道认为尖锐湿疣的发

生、发展与机体免疫功能关系紧密，且临床上对于尖锐湿疣患

者细胞因子研究报道较少［４⁃５］ 。 故而，本文旨在探讨血清肿瘤

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及白介素⁃６（ ＩＬ⁃６）诊断尖锐湿疣的价值，
为临床治疗和诊断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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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１ 例尖锐湿疣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 将这 ８１ 例患者设为观察组。 另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

医院）接待的 ５６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组。 再将观察组 ８１ 例

患者中的尖锐湿疣初发患者 ３０ 例设为初发组，尖锐湿疣复发患

者 ５１ 例设为复发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卫生防疫司

制定的《性病防治手册》 ［６］ 中关于尖锐湿疣诊断标准，纳入标

准：①符合尖锐湿疣诊断标准；②患者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６５ 岁；
③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且通过批准；④入组患者均签订知情

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感染性或者全身性疾病；②合并

肝肾功能不足；③哺乳期或者妊娠期妇女；④精神疾病。 入组的

８１ 例患者中，男性患者 ４６ 例，女性患者 ３５ 例；患者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６５ 岁，年龄（３７ ３９ ± ４ １５）岁；其中初发 ３０ 例，复发 ５１ 例。
另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

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接待的 ５６ 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对照

组。 男性 ３２ 例，女性 ２４ 例；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６５ 岁，年龄（３７ ８０
± ４ ２６） 岁。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所有纳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研究方法

入组研究对象均于清晨空腹抽取 ３ ｍＬ 外周静脉血，以离心

半径 １５ ｃｍ，转速 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２ ｍｉｎ，分离血清，放置于⁃２０℃
下保存待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采用日本日立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７６００ 型测定，人
ＥＬＩＳＡ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试剂盒购于上海广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 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②观察初发组和

复发组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③观察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联

合诊断方法学效能：真阳性例数 ／ （真阳性例数 ＋ 假阳性例数） ／
× １００％ ＝特异性，真阳性例数 ／ （真阳性例数 ＋ 假阴性例数） ×
１００％ ＝灵敏度。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人员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比较

观察组人员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低于对照组人员，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人员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ＮＦ⁃α（ｐｇ ／ ｍＬ） ＩＬ⁃６（ｐｇ ／ ｍＬ）

观察组 ８１ ２３ ９８ ± ４ ６７ ３０ ８１ ± ５ １４

对照组 ５６ ３７ ３９ ± ５ ８７ ４４ ５３ ± ６ ５７

ｔ 值 １４ ８６０ １３ ６９３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２ ２　 初发组和复发组人员血清 ＴＮＦ⁃α、ＩＬ⁃６ 含量变化比较

初发组人员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高于对照组人员，且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表 ２　 初发组和复发组人员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变化

比较（Ｍｅａｎ ± 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ＮＦ⁃α（ｐｇ ／ ｍＬ） ＩＬ⁃６（ｐｇ ／ ｍＬ）

初发组 ３０ ２９ ７４ ± ５ ８０ ３８ ９７ ± ５ ８９

复发组 ５１ １９ ８４ ± ４ １３ ２２ ３５ ± ４ ２３

ｔ 值 １０ ９８７ １８ １２２

Ｐ 值 ＜ ０ ０５ ＜ 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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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联合诊断方法学效能

ＴＮＦ⁃α ＋ ＩＬ⁃６ 诊断特异度和灵敏度高于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单项

检测。

表 ３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联合诊断方法学效能

　 　 指标 特异度 灵敏度

ＴＮＦ⁃α ５３ ２９ ４９ ８１

ＩＬ⁃６ ５１ ７２ ５０ ０８

ＴＮＦ⁃α ＋ ＩＬ⁃６ ８４ ３２ ７８１ ４５

3　 讨论

尖锐湿疣又为肛门生殖器疣、生殖器疣，主要通过性接触

直接传染。 认为其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性接触传播、间接接触传

播、医源性传播、母婴传播。 其中性接触传播主要是 ＨＰＶ 感染

经直接性接触传播，其感染率占全部患者 ９５％ 以上［７］ ；间接接

触传播主要是经接触患者的便器、用具、物品、被褥等物品，也有

可能被传染 ＨＰＶ［８］ ；医源性传播主要是医务人员在护理、治疗

以及检查患者时防护不严，导致医务人员自身感染，或者医务

人员将 ＨＰＶ 传播给其他患者，或者治疗和检查器械消毒不彻

底，均可导致医院性传播；母婴传播主要是婴儿经患有 ＣＡ 孕妇

的产道时，可被感染 ＨＰＶ，该为母婴传播的一种主要途径。 认

为尖锐湿疣发病高危因素与长期使用避孕药、饮酒、吸烟、性紊

乱、过早性交、性伴侣数以及免疫力低下如患有免疫系统疾病

和恶性肿瘤［９］ 。
现代医学认为，细胞因子参与尖锐湿疣发生、发展。 生理含

量的 ＴＮＦ 能够提高炎症部位单核巨噬细胞系统的活性，以及刺

激 Ｔ 细胞发挥其作用，且具有抗病毒作用。 过多的 ＴＮＦ 则抑制

某些克隆的 Ｔ 细胞房恩华，同时具有直接细胞毒样作用如对

ＣＤ４ 细胞的细胞毒作用，致使免疫功能的抑制。 ＴＮＦ⁃α 是重要

的一种 ＴＮＦ 因子，且为机体中广泛存在及参与到一系列的病理

生理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细胞因子［１０］ 。 血清中 ＴＮＦ⁃α 能够激活

体内的 Ｔ 细胞和 ＮＫ 细胞，让单核局四细胞和中性粒细胞不断

活化和趋近，从而提高宿主细胞的防御能力［１１］ 。 此外，适量的

ＴＮＦ⁃α 能够杀伤病毒感染细胞，具有抗病毒作用。 有学者研究

报道显示，尖锐湿疣患者血清 ＴＮＦ⁃α 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２］ 。 本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血清 ＴＮＦ⁃α 含量低于对照组，说明尖锐

湿疣患者血清 ＴＮＦ⁃α 含量显著降低；初发组血清 ＴＮＦ⁃α 含量高

于对照组，说明尖锐湿疣复发患者血清 ＴＮＦ⁃α 含量显著降低。
ＩＬ⁃６ 来源广泛，为机体中广泛存在及参与到一系列的病理生理

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细胞因子。 ＩＬ⁃６ 产生细胞主要为活化的 Ｔ 淋

巴细胞和单核巨噬细胞，其次为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及纤维

母细胞等。 ＩＬ⁃６ 在生理浓度下对免疫细胞自分泌作用较

弱［１３⁃１４］ 。 血清中 ＩＬ⁃６ 能够调节 Ｂ 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作用，促
进 Ｔ 淋巴细胞出现增生活化，发挥抗病毒作用［１５⁃１６］ 。 此外，研
究报道认为尖锐湿疣患者血清 ＩＬ⁃６ 会在机体的抗病毒过程中

被消耗，从而使其含量水平会明显降低［１７］ 。 本研究结果表明，
观察组血清 ＩＬ⁃６ 含量低于对照组，说明尖锐湿疣患者血清 ＩＬ⁃６
含量显著降低；初发组血清 ＩＬ⁃６ 含量高于对照组，说明尖锐湿

疣复发患者血清 ＩＬ⁃６ 含量显著降低。
综上所述，尖锐湿疣患者血清 ＴＮＦ⁃α 和 ＩＬ⁃６ 含量均降低，

ＴＮＦ⁃α ＋ ＩＬ⁃６ 诊断特异度和灵敏度较高，具有重要临床研究价

值。 但本研究相对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观察例数相对较少，故
而还需在后续的研究中增加观察例数，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可

靠的临床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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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剂量 ２０％ 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
湿疣患者有效性和安全性比较
万焰　 房慧　 杨和荣　 蒋亚辉△

遂宁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四川 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剂量 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ＡＬＡ⁃ＰＤＴ）治疗外阴尖锐湿疣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遂宁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８６ 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 将其简单随机分组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４３ 例。 观察组采用 ０ ５ｍＬ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

治疗，对照组采用 ０ ２５ｍＬ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和不良反应。 结果　
观察组 １ 次治疗、２ 次治疗、３ 次治疗后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７４ ４％ 、９５ ３％和 ９７ ７，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期总

有效率，差异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观察组患者 １ 次治疗、２ 次治疗、３ 次治疗后的疣体清除

率分别为 ７６ ８％ 、９２ ９％及 ９６ ４％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同期疣体清除率，差异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治疗 ８ 周、１２ 周及 ２４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观察组共出现不良反应 ６ 例（１４ ０％ ），对照组出现 ７ 例（１６ ３％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采用 ０ ５ｍＬ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更佳，疣
体清除率高、复发率低，且未见不良反应增多，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尖锐湿疣；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有效性；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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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ｉｔｈ ０ ５ｍＬ２０％ 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ｕｌｖａ ＣＡ⁃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ｖｅｒｒｕｃａ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ｌｏｗ 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ｉｄ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ｕｍ （ＣＡ）；Ａｍｉｎｏｌｅｖｕｌｉｎｉｃ ａｃｉｄ；Ｐｈｏｔ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ａｆｅｔｙ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尖锐湿疣（ＣＡ）作为一种常见的性传播疾病，是由人乳头瘤

病毒（ＨＰＶ）感染所致，其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仅次于淋病。
目前临床上多采用手术、激光、冷冻、电灼、微波等手段治疗 ＣＡ，

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清除疣体，但患者痛苦大、不良反应多、复发

率较高，治疗效果不理想［１⁃２］ 。 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疗法

（ＡＬＡ⁃ＰＤＴ）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治疗方法，该方法以氧、光及

光敏剂的相互作用为基础，利用光动力效应治疗外生殖器和尿

道尖锐湿疣，能够针对性的杀伤肿瘤细胞和病毒感染细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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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便、安全、可靠、疗效突出、复发率低等特点，因而广泛应用于

临床［３］ 。 本研究探讨不同剂量 ２０％ 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

疗外阴尖锐湿疣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旨在为该病的治疗和预后

提供帮助。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遂宁市中心医院收治的 ８６
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简单随机分组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各 ４３ 例。 其中观察组年龄范围 ２１ 岁 ～ ５８ 岁，
年龄（３５ ２ ± ７ ６）岁；病程范围 １ 个月 ～ ７ 个月，病程（３ １ ±
０ ８）个月；疣体直径范围 １ ｍｍ ～ １６，直径（３ ３ ± ２ ６）ｍｍ；疣体

数范围 １ 个 ～ ５ 个，疣体数（１ １ ± ０ ３）个 。 对照组年龄范围 １９
岁 ～ ５７ 岁，年龄（３５ ６ ± ７ ４）岁；病程范围 １ 个月 ～ ６ 个月，病程

（２ ９ ± ０ ７）个月；疣体直径范围 １ ｍｍ ～１７ｍｍ，直径（３ ４ ± ２ ５）
ｍｍ；疣体数范围 １ 个 ～ ４ 个，疣体数（１ ３ ± ０ ４）个 。 两组患者

年龄、病程、疣体直径、疣体个数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所有入选患者均经病理或临床确诊为外

阴尖锐湿疣，排除有光敏史者、对治疗药物过敏者、严重系统疾

病者及怀孕或哺乳期妇女。 本研究经遂宁市中心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２　 治疗方法

患者取膀胱截石位，碘伏常规消毒，２％ 利多卡因局麻。 观

察组采用生理盐水配制 ２０％ＡＬＡ 溶液 ０ ５ｍＬ。 以疣体为中心，
将沾有 ＡＬＡ 溶液的无菌脱脂棉敷于患处，再覆盖一层塑料薄膜

并用胶布固定以防止药物流失。 对照组同法配制 ２０％ ＡＬＡ 溶

液 ０ ２５ｍＬ 敷于患处。 ３ｈ 后暴露疣体，使用氦氖激光仪（桂林兴

达光电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型号：ＸＤ２６３５ＡＢ）照射，距离

２０ｃｍ，照射时间 ２０⁃２５ ｍｉｎ ／光斑， 能量密度 １００Ｊ ／ ｃｍ２。 １ 次 ／周，
共治疗 ３ 次。 两组患者治疗后连续随访 ６ 个月，观察有无复发

情况等。
１ ３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包括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疣体清除率、复发率

及不良反应情况。 其中临床疗效评价标准为［４］ ：疣体完全脱

落，无醋酸发白区，无疣状赘生物，皮肤正常，症状消失且随访期

间无复发为治愈；多数疣体脱落，症状缓解为显效；多数疣体未

脱落，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为无效。 总有效率 ＝ （治愈例

数 ＋显效例数） ／总例数 × １００％ 。 疣体清除率 ＝ 被清除疣体

数 ／疣体总数 × １００％ 。 随访期间患者无接触史或不洁性生活的

情况下，症状再次出现或加重，病情反复，即为复发。 复发率 ＝
复发例数 ／治愈例数 × １００％ 。 不良反应包括水疱、疼痛、瘙痒、
肿胀、烧灼感、色素沉着等。 不良反应发生率 ＝不良反应发生例

数 ／总例数 × １００％ 。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 １ 次治疗、２ 次治疗和 ３ 次治疗后的总有效率

分别为 ７４ ４％ 、９５ ３％和 ９７ ７％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同期

总有效率，差异比较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

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

组别 例数
１ 次治疗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２ 次治疗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３ 次治疗后

治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３ １２ ２０ １１ ３２（７４ ４） １８ ２３ ２ ４１（９５ ３） ２３ １９ １ ４２（９７ ７）

对照组 ４３ ８ １２ ２３ ２０（４６ ５） １３ １７ １３ ３０（６９ ８） １８ １５ １０ ３３（７６ ７）

χ２值 ６ ７４２ ９ ４２７ ７ ９５２

Ｐ 值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７

２ ２　 两组患者疣体清除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 １ 次治疗、２ 次治疗、３ 次治疗后的疣体清除率

分别为 ７６ ８％ 、９２ ９％及 ９６ ４％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同期

疣体清除率，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体结果

详见表 ２。

表 ２　 两组患者疣体清除率比较 ［ｎ（％ ）］

组别 例数 疣体总数 １ 次治疗后 ２ 次治疗后 ３ 次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３ ５６ ４３（７６ ８） ５２（９２ ９） ５４（９６ ４）

对照组 ４３ ５８ ２６（４４ ８） ４３（７４ １） ４８（８２ ８）

χ２值 １０ ４６３ ８ １６４ ４ ５２８

Ｐ 值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２５

２ ３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治疗 １ 周和 ４ 周后，两组患者的复发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治疗 ８ 周、１２ 周及 ２４ 周后，观察组患者的复发率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具

体结果详见表 ３。

表 ３　 两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ｎ（％ ）］

组别 例数
治疗后随访

１ 周 ４ 周 ８ 周 １２ 周 ２４ 周

观察组 ４３ ３（７ ０） 　 ４（９ ３） 　 ４（９ ３） 　 ４（９ ３） ４（９ ３）

对照组 ４３ ６（１４ ０） ７（１６ ３） ８（１８ ６） １０（２３ ３） １２（２７ ９）

χ２值 ０ ９２３ ０ ７１６ ３ １６８ ４ ６２７ ５ １８３

Ｐ 值 ０ ３５７ ０ ４１３ ０ ０４３ ０ ０３２ ０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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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两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均出现一定的不良反应，包括疼痛、
瘙痒、肿胀、烧灼感等，均在治疗后自行缓解，无色素沉着发生。
观察组患者共出现不良反应 ６ 例（１４ ０％ ），对照组患者出现不

良反应 ７ 例（１６ ３％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 ０ ０５）。
3　 讨论

ＣＡ 是由 ＨＰＶ 感染引发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其发病率既往

位列我国性传播疾病的第二位，约为 ７０ ／ １０ 万。 近年来，随着生

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ＣＡ 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给人们的生

活造成巨大困扰。 由于该类患者伴有的 ＨＰＶ 感染是肛门生殖

器区鳞状细胞癌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与肿瘤发生及发展存在

相关性，因此，积极、有效治疗 ＣＡ 意义重大［５］ 。
ＣＡ 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激光、手术、冷冻、电灼、药物外涂

等，以上方法虽具有较显著临床疗效，但亦具有一定程度的破

坏性，容易产生出血、疼痛、瘢痕等不良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生

活质量［６］ 。 ＣＡ 病灶周围广泛存在着由 ＨＰＶ 导致的潜伏感染和

亚临床感染，传统方法难以彻底清除，这也是 ＣＡ 治愈困难和易

复发的重要原因之一［７⁃９］ 。 因此，寻找一种积极有效且安全的

治疗手段就显得尤为重要。
众多研究表明，ＡＬＡ⁃ＰＤＴ 治疗皮肤肿瘤、寻常性痤疮、病毒疣

等疾病的疗效突出，其用于治疗外阴 ＣＡ 具有痛苦小、安全高效、复
发率低的特点，近年来被广大患者所接受［１０］。 ＡＬＡ 作为第二代光

敏剂的一种，是血红素的前体，其具有良好的皮肤透过性，进入细胞

后在 ＡＬＡ 脱水酶等一系列酶促作用下快速生成原卟啉 ＩＸ（ＰＰＩＸ）。
通常 ＡＬＡ 在体内的合成通过负反馈调节而被严格限制，故体内

ＡＬＡ 的含量不高。 但在大量外源性 ＡＬＡ 的作用下，负反馈的调节

机制可被打乱而导致 ＡＬＡ 选择性的蓄积于生长活跃、增生异常的

尖锐湿疣组织细胞中，产生大量 ＰＰＩＸ，被 ６３０ｎｍ 波长的光照射后即

可产生光动力学效应，生成单态氧和其他自由基，诱导蛋白质等生

物大分子发生光氧化失活，进而引起细胞内线粒体、内质网、细胞核

等细胞器损伤而对靶细胞产生杀伤作用，达到治疗目的［１１⁃１２］。 由于

周围正常组织的 ＡＬＡ 摄入量很少，故 ＡＬＡ⁃ＰＤＴ 可选择性的清除疣

体而不损伤周围的正常组织，从而避免局部不良反应的发生［１３］。
ＡＬＡ 还能使靶细胞周围的微血管损伤，导致细胞缺血性坏死，有利

于疣体的脱落［１４］。 ＡＬＡ⁃ＰＤＴ 可影响细胞色素氧化酶、碱性磷酸酶

等代谢酶活性，加速角质形成细胞的坏死，还能使皮损部位周围的

ＣＤ４ ＋ 、 ＣＤ８ ＋ Ｔ 细胞的含量增加，提高细胞免疫功能，有利于彻底

清除患者体内的 ＨＰＶ，改善临床疗效。 研究表明，通过扩大给药范

围，ＡＬＡ⁃ＰＤＴ 能够作用到潜伏感染和亚临床感染等识别困难区域，
临床疗效显著［１５］。

ＡＬＡ⁃ＰＤＴ 的临床疗效受到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如药物剂量、
激光总能量、光照时间及疣体大小等［１６⁃１７］。 现阶段，国内外采用

ＡＬＡ⁃ＰＤＴ 治疗外阴 ＣＡ 时的浓度选择多在 １０％⁃２０％之间。 本研究

探讨不同剂量 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 ＣＡ 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 结果显示，观察组 ３ 次治疗后的总有效率和疣体清除率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观察组治疗 ８
周、１２ 周及２４ 周后的复发率则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０ ０５）。 说明 ＡＬＡ⁃ＰＤＴ 治疗外阴 ＣＡ 的效果与剂量相关，采
用较高剂量的０ ５ｍＬ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ＣＡ 的疗

效更为显著，复发率更低。 此外，两种剂量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较

低，且无显著性差异（Ｐ ＞０ ０５），说明不同剂量的 ＡＬＡ⁃ＰＤＴ 治疗外

阴 ＣＡ 的安全性均较高。 需要注意的是，ＡＬＡ⁃ＰＤＴ 无法进入体积大

的疣体，直径大于 ５ｍｍ 的疣体不适合采用该法治疗［１８］。
综上所述，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外阴尖锐湿疣复发

率低、安全性高，而采用 ０ ５ｍＬ２０％盐酸氨基酮戊酸光动力治疗

外阴尖锐湿疣的临床疗效更佳，疣体清除率高、复发率低，且未

见不良反应增多，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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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特灵治疗巨大尖锐湿疣 ２２ 例临床观察
王素林１△ 　 李娟１ 　 王伟２ 　 包图雅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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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派特灵（Ｐａｉｔｅｌｉｎｇ）治疗巨大尖锐湿疣临床疗效。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诊治的 ２２ 例巨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应用派特

灵治疗，随访 ６ 个月，观察其治疗效果及不良反应。 结果　 ２２ 例患者中痊愈 １９ 例，显效 ３ 例，治愈率 ８６ ３６
％ ；治疗后不良反应主要有疼痛、红肿等，未出现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结论　 派特灵治疗巨大尖锐湿疣效果

明显，治愈率高，复发率低，无明显瘢痕形成，无明显毒副作用，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关键词】 　 巨大尖锐湿疣；派特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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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锐湿疣（ｃｏｎｄｙｌｏｍａ ａｃｕｍｉｎａｔａ，ＣＡ） 是由一种常见性传播

疾病，是感染人乳头状瘤病毒所致。 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已位居我国性传播疾病的第 ２ 位［１］ 。 由于疾病传染的特殊性、
个体免疫功能及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等原因，个别患者会出现

巨大尖锐湿疣。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十一集团军医院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采用派特灵治疗 ２２ 例巨大尖锐湿疣

患者取得了良好效果。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八

十一集团军医院皮肤性病科门诊收治的通过人乳头瘤病毒 ＰＣＲ
监测结果为阳性及醋酸白实验检测的 ２２ 例巨大尖锐湿疣患者作

为研究对象。 患者年龄（３６ ４０ ± １２ ２２９）岁，病程范围 ３ 个月 ～ １
年。 其中男 １３ 例，女 ９ 例。 巨大疣体位于阴茎冠状沟、包皮内 ２
例，位于大阴唇 ５ 例，肛周 １５ 例。 最大者 ５ｃｍ × ８ ｃｍ 大小，疣体

最小者 ４ ０ ｃｍ × ５ ０ ｃｍ。 疣体外观呈蕈样、菜花状、鸡冠状隆

起性损害，部分表面污秽、出血。 其中 ３ 例非常巨大破溃者行病

理检查，排除恶性肿瘤。 另外还有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者 １ 例。

还有合并糖尿病患者 ３ 例，此 ３ 例均血糖控制欠佳。
１ ２　 治疗方法

去疣体：治疗前消毒冲洗患处，一般疣体用棉签蘸取派特灵

原液涂抹于疣体表面，疣体较大、数量较多者用纱布蘸原液湿

敷，１５ｍｉｎ ／次，２ 次 ／天，连续治疗 ３ 天，暂停涂药，７ 天为 １ 疗程。
停药期间局部涂抹夫西地酸乳膏，以防创面感染，若疣体仍未脱

落，继续下一疗程治疗。 总疗程不超过 ３ 次。 防复发：疣体脱落

后，再使用派特灵稀释液（１ ∶ ５０）患处。 １０ｍｉｎ ／次，持续减量并

冲洗 ３ 个月。
１ ３　 判断疗效标准

治愈判定为：肉眼及醋酸白实验观察患者疣体消除，且在治

疗后 ３ 个月内，原疣体部位未复发。 有效判定为：患者疣体脱落

３０％ ～６０％ 。 复发判定为：经此次治疗后患者疣体均消除，不存

在不洁性接触状况，治疗后 ３ 个月内，出现新生疣体，通过醋酸

白实验检测及人乳头瘤病毒 ＰＣＲ 监测结果为阳性［２］ 。
１ ４　 不良反应评价

治疗过程中是否有疼痛、红肿不适、创面是否继发感染，以
及最后一次随访时是否有局部瘢痕形成等情况进行评价。
2　 结果

２ １　 临床疗效

使用派特灵脱疣 ３ 个疗程后，１８ 例可见赘生物脱落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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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个疗程后，２２ 例均可见赘生物脱落完全。 治疗后 ３ 个月随访 复发 ２ 例；２２ 例无局部瘢痕形成。

图 １　 治疗前 图 ２　 治疗后

图 ３　 治疗前 图 ４　 治疗后

图 ５　 为图 ３ 患者局部组织病理检查（ＨＥ 染色 ×４０，鳞状上皮

乳头样增生，局灶见挖空细胞，真皮内慢性炎细胞浸润）
图 ６　 为图 ３ 患者局部组织病理检查（ＨＥ 染色 ×１００，鳞状

上皮乳头样增生，局灶见挖空细胞，真皮内慢性炎细胞浸润）

２ ２　 不良反应

治疗过程中有 ２ 例疼痛，１ 例红肿；均未特殊处理，停药 ５ｄ
后恢复。 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系统性毒副作用。

3　 讨论

巨大尖锐湿疣，又称 Ｂｕｓｃｈｋｅ⁃Ｌｏｗｅｎｓｔｅｉｎ 瘤，目前主张手术

配合物理及免疫治疗。 但反复切除易形成切口瘢痕挛缩，造成

局部狹窄［３］ ，从而影响患者正常生理功能，使患者生存质量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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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派特灵是由中国科学院北京派特博恩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研制的一种纯中药制剂，属于清热解毒化湿类复方中草

药，已证实具有清热解毒、除湿散结、抗病毒的作用。 其主要包

括鸦胆子油、蛇床子、金银花、大青叶、苦参等 ２０ 多味中药组成，
其中鸦胆子具有抑制 ＨＰＶ 增殖和清除 ＨＰＶ 的作用；大青叶具

有广谱的抗菌及抗病毒作用；苦参可以干扰、阻止 ＨＰＶ 的 ＤＮＡ
合成，抑制病毒的生长与繁殖，引起疣体坏死而脱落［４］ 。 配合

沙棘油抗炎生肌、促进组织再生的从而减少瘢痕形成，使用冷

开水稀释派特灵 ５０ ∶ １湿敷患部，连用 ３ 个月，对预防尖锐湿疣

的复发简单有效［５］ 。
尖锐湿疣复发率高，给患者身体上及精神带来很大痛苦和

压力。 尤其巨大尖锐湿疣患者，本次通过外用派特灵治疗巨大

尖锐湿疣，通过观察，２２ 例巨大尖锐湿疣患者应用派特灵治疗

效果值得肯定，派特灵可以减轻患者治疗过程中的痛苦，解除

治疗后复发率高的烦恼。 治愈率较高，复发率较低，无明显瘢痕

形成，无明显毒副作用，治疗效果满意。 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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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地区无偿献血人群 ＨＩＶ 感染状况分析
陈剑锋１ 　 李蓬２ 　 肖晨１ 　 曹丹１ 　 李洪涛１ 　 唐建华１ 　 李文超１△

１ 山东省血液中心检验科，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２ 山东省血液中心纪委，济南 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目的　 分析济南地区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状况和流行特征，制订有效的无偿献血招募措施，
降低临床输血传播 ＨＩＶ 的风险。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山东省血液中心采集的 ３２０ ４３８ 例无偿献血

者标本进行 ＨＩＶ 常规检测。 调查 ＨＩＶ 抗体确认阳性献血者的流行病学和献血史。 结果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共有 ３２０ ４３８ 人进行了无偿献血，７８ 人被确认为 ＨＩＶ 抗体阳性，ＨＩＶ 感染率为 ２ ４３ ／ 万；检出 ２ 位 ＨＩＶ 窗口

期感染者，追踪随访均转为阳性；感染者以青年男性居多，感染方式主要是性传播；初次与重复献血的阳性

率无明显差异，成分与全血的阳性率无明显差异，学生群体中 ＨＩＶ 感染率明显低于其他群体，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 ＜ ０ ０１）。 结论　 济南地区献血者中 ＨＩＶ 感染率呈上升趋势，感染者主要来源于 ３５ 岁以下男性，
且部分近期发生过高危性行为，献血动机不纯。 因此，血站在招募献血者时应加大 ＨＩＶ 预防感染知识的宣

传，加强献血前的征询、查体工作，有必要对疑似同性恋献血者使用 ＨＩＶ 金标法进行采前快检，建立与国家

疾控中心联网的 ＨＩＶ 感染者筛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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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一种由艾滋病病毒（ｈｕｍａｎ 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
ｒｕｓ，ＨＩＶ）引起的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主要通过性途径传播，以
及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 １９８１ 年，ＨＩＶ 病毒在美国首次发现，
在我国经历了传入期、局部流行期、扩散期，现在到了快速增长

期，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报告现存 ＨＩＶ 感染者 ／ ＡＩＤＳ
病人 ７５８ ６１０ 例［１］ ，比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６６４ ７５１ 例） ［２］ 增加

了 １３４ ５１２ 例，年增幅为 ２０ ２３％ ，防艾治艾形式非常严峻。 通

过本文可以了解 ＨＩＶ 在济南地区无偿献血人群中的流行特征，
以制定相关防范措施，排除以体检为目的的高危献血者献

血［３］ ，为献血宣传、血源招募和采前快检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山东省血液中心采集的 ３２０ ４３８ 例无

偿献血 者 标 本 进 行 ＨＩＶ 常 规 检 测。 通 过 血 站 管 理 系 统

（ＳＨＩＮＯＷ９ ０）调取献血者的登记信息，查阅济南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 ＨＩＶ 确证实验室反馈的初筛反应性标本结果报告单，以
及阳性献血者的电话咨询记录和对结果为不确定献血者的随访

信息。
１ ２　 仪器与试剂

Ｓｔａｒ 全自动加样仪（瑞士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公司）、ＦＡＭＥ 酶免全自

动检测分析仪（瑞士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公司）、Ｃｏｂａｓ Ｓ２０１ 全自动核酸检

测系统（美国罗氏公司）。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所使用酶免试剂来源包

括第 ４ 代进口 ＨＩＶ 抗原抗体酶免试剂（法国伯乐、美国雅培）和
第 ３ 代国产抗⁃ＨＩＶ⁃１ ／ ＨＩＶ⁃２ 试剂（北京万泰、北京金豪、厦门新

创、珠海丽珠）；ＮＡＴ 检测使用的是核酸联合检测试剂（上海罗

氏诊断）。
１ ３　 研究方法

①ＥＬＩＳＡ 筛查：血液标本进行 ２ 次 ＥＬＩＳＡ 检测（国产第 ３ 代

和进口第 ４ 代各做 １ 遍），２ 种试剂均阴性判为酶免阴性，单试

剂反应性用 ２ 种试剂做双孔复试，１ 孔或双孔为反应性就判为

ＥＬＩＳＡ 反应性。 ②ＮＡＴ 检测：对酶免阴性与单试剂反应性标本

进行 ６ 混样样模式检测，ＨＩＶ⁃ＲＮＡ 阳性视为 ＮＡＴ 反应性，做拆

分鉴别试验，确定 ＮＡＴ 反应性标本。 ③确认试验：初筛反应性

标本送济南市疾控中心 ＨＩＶ 确证实验室，采用蛋白免疫印迹法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进行 ＨＩＶ 抗体确认。 ④不确定献血者追踪：确认

结果为 ＨＩＶ 抗体不确定的献血者由筛查实验室按规定追踪随

访，以最后一次献血日期为准，间隔 ３ 个月检测 １ 次、连续 ２ 次、
为期 ６ 个月的随访，并送 ＨＩＶ 确证实验室进一步确认。
１ 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对 ＨＩＶ 抗

体阴性人数和 ＨＩＶ 抗体阳性人数差异进行 χ２检验，以 ｎ（％ ）表
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不同年份献血者 ＨＩＶ 检测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东省血液中心共

筛查无偿献血者标本 ４０４ ６８１ 份，有 ３２０ ４３８ 人进行了一次或多

次献血，其中 ＨＩＶ 初筛反应性标本 ７３８ 份，经 ＨＩＶ 确证实验室

确认为 ＨＩＶ 抗体阳性 ７８ 人（包括 ２ 位由不确定结果转为阳性

的献血者），ＨＩＶ 感染阳性率为 ２ ４３ ／ １０ 万，ＨＩＶ 抗体不确定 ２１
人，ＨＩＶ 抗体阴性 ６３９ 人。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检测确认结果

年份 例数 初筛反应性人数 阳性人数 阳性率（ ／ 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７４ ７４４
７８ ５３６
８０ ０４８
８５ ６３５
８５ ７１８

１４１
１６９
１３６
１７４
１１８

１０
２４
１７
９
１８

１ ３４
３ ０６
２ １２
１ ０５
２ １０

２ ２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年龄和性别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男性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 ７４ 人，女性 ＨＩＶ 阳

性献血者仅有 ４ 人，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３３ ４６，Ｐ ＜
０ ０１）；男性 ３５ 岁及以下感染者 ５８ 人，其他年龄 ＨＩＶ 感染者 ２０
人，两者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３２ ４３，Ｐ ＜ ０ ０１）。 具体

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３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户籍分布情况

济南市是山东省省会，是全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中心，是重

要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省内其他地市和外籍人口流动较为

频繁，这类人群参加献血的 ＨＩＶ 感染者的数量比济南户籍的还

要多，是具有潜在 ＨＩＶ 散播危险的人群。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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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按性别、年龄分布

性别 年龄 献血者人数
阳性人数

（构成百分比）
阳性率

（ ／ 万）

男 ５６ ～ ６０
４６ ～ ５５
３６ ～ ４５
２６ ～ ３５
１８ ～ ２５

　 １５７５
２５ ６４８
３９ ４９３
６４ ４５９
７１ ６６５

０
４（５ １２）

１２（１５ ３８）
２８（３５ ９０）
３０（３８ ４６）

０
１ ５６
３ ０４
４ ３４
４ １９

合计 ２０２ ８４０ ７４（９４ ８７） ３ ６５

女 ５６ ～ ６０
４６ ～ ５５
３６ ～ ４５
２６ ～ ３５
１８ ～ ２５

　 　 ８１１
１１ ５２５
１５ ６０４
２９ ７９７
５９ ８６１

０
１（１ ２８）

０
１（１ ２８）
２（２ ５６）

０
０ ８７
０

０ ３４
０ ３４

合计 １１７ ５９８ ４（５ １３） ０ ３４

表 ３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按户籍分布

户籍 性别 阳性人数 阳性百分占比构成

山东省

外省　

济南地区

其他地区

外省

２２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５
３６

２ ４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文化程度分布情况

　 　 专科学历与其他文化程度感染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２ ＝ ４ ８５，Ｐ ＜ ０ ０１），其余 ４ 个等级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 ４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按文化程度分布

性别 例数 阳性人数 阳性率（ ／ 万）

本科及以上

专科　 　 　
高中中专　
初中及以下

其他　 　 　

９０ ７４８
６４ ９８５
３９ ３５０
３４ ８６４
９０ ４９１

２６
８
１０
１０
２４

２ ８７
１ ２３
２ ５４
２ ８７
２ ６５

２ ５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的献血次数和献血成分

７８ 位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首次与重复献血之间（ χ２ ＝ １ ４８，Ｐ
＞ ０ ０５）、机采血小板与全血献血者之间 χ２ ＝ １ ６５，Ｐ ＞ ０ ０５）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５。

表 ５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按献血次数与献血形式分布

　 　 类型 献血者人数 确认阴性数 确认阳性数 阳性率（ ／ 万）

献血次数

　 初次 ２６９ ０９４ ２６９ ０３１ ６３ ２ ３４

　 重复 ４５ ２４２ ４５ ２２７ １５ ３ ３２

献血形式

　 全血 ３１４ ３３６ ３１４ ２６１ ７５ ２ ３４

　 机采血小板 ６００８ ６００５ ３ ３ ３２

２ ６　 ＨＩＶ 传播途径

接受电话随访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为 ２１ 人，绝大部分都是经

过性传播感染，占接受电话随访人数的 ９５ ３４％ 。 性传播献血

者中有 ８ 例为男男性传播，１２ 例为异性传播，仅有 １ 例疑似在

小门诊未经消毒的医疗器械感染。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６。

表 ６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被感染方式（％ ）

传染方式 阳性 阳性构成百分比

男男性传播

男女性传播

小针刀手术

８
１２
１

３８ １０
５７ １４
４ ７６

２ ７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职业分布　
在校大学生是献血群 体 中 的 主 力 （ ２７ ７０％ ， ８８ ７６８ ／

３２０ ４３８），ＨＩＶ 阳性感染率为 １ ８０ ／ １００００，高校生与其他人群感

染率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 １１，Ｐ ＜ ０ ０１），另外本

次研究发现，医务工作者的感染率最高。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７。

表 ７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济南地区无偿献血人群 ＨＩＶ 感染状况

　 例数 职业 确认阳性 阳性（ ／ １００００）

８８ ７６８
　 ５ ５００
　 ６ ８２８
１０ ５０３
２０ ９９０

　 ９ ６６７
１７８ １８２

在校大学生

医务人员

公职人员

工人

公司职员

农民

不详

１６
４
３
５

１２
６

３２

１ ８０
７ ２７
４ ３９
４ ７６
５ ７２
６ ２１
１ ８０

3　 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济南地区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率为 ２ ４３ ／ １００００，明显高于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０ ９７ ／
１００００） ［４］ ，与省内青岛地区同期流行趋势相近（青岛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为 １ ０２ ／ １０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为 ２ １１ ／ １００００） ［５］ ，两
城市感染率均高于省内同期其他地区，如日照地区（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６ 年为 １ ６７ ／ １００００，１５ ／ ８９ ６２２） ［６］ 、滨州地区（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２
年为 ０ ７９ ／ １００００，１５ ／ １８８ ９９１） ［７］ ，这与张娜等［８］ 、王浩等［９］ 分

析的山东省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流行时空特征相吻合，即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流

行的因素存在地区差异，济南作为省会城市位于省会城市群的

核心，青岛作为单列市属于半岛蓝色经济区的龙头，两副省级城

市政治经济发达，人口流动最为频繁，而经济越发达，高危性行

为发生频率越高［１０］ ，流动人口增多则加剧疫情的流行和聚集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资料，两城市流入人口占全省

的 ３０ ８４％ ，其中省外流入占 ３９ ９６％ ［１１］ ），所以两地市是山东

最主要的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热点区域。 ＨＩＶ 感染流行病学统计显示，
我国 ＨＩＶ 感染已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并向无偿献血者

队伍蔓延［１２］ ，济南和青岛的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率超过同期其他

已统计过的城市，本次调查 ＨＩＶ 感染者中外省户籍为 ３６％ ，其
中医生 ２ 人，其余 ２４ 人均为上学、打工和商业等临时职业，流动

性极强，符合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流行时空热点流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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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７８ 位 ＨＩＶ 感染献血者中，１８ 岁 ～ ３５ 岁的男性感染者为

７４ ３６％ ，与青岛相似［５］ ，而该年龄段男性也是无偿献血的主力

军（占献血者总数的 ４２ ４８％ ），经随访这些男性均通过性传播

而被感染，有 ８ 例为男男性传播，这与该年龄段男性的性活跃程

度和防范意识有关（如青春期、对性好奇、性观念开放、自我防

护意识差）。 我们认为，ＭＳＭ 人群虽然隐蔽性强，但有时医务工

作人员可以在征询或者采血时发现端倪，如有的男士行为女性

化、有的与男友一起来献血，他们参与无偿献血必将对血液安

全造成极大的威胁，应引起采血科室的高度重视。
在校大学生是非常重要的献血群体，占献血总人数的

２７ ７％ ，大学生与非大学生之间 ＨＩＶ 感染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 ＜ ０ ０１），但在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有同一所大学检出 ４ 名男

生感染艾滋病，证实了艾滋病也在向高校学生蔓延。 另外 ＨＩＶ
感染者的职业涵盖了警察、公务员、医务工作者、事业单位职工、
公司职员、外来务工者等所有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之间的差异

并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这意味着除了学生之外，其他社会

群体也并无低危人群之说，无偿献血形势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倡导建立固定献血队伍，尽量从低危重复献

血者采集血液［１３］ ，以作为保障临床供血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
岑宪铭等［１４］通过分析也认为，重复献血者献血次数越多捐献的

血液越安全，成分血献血者多为预约的重复献血者，检出的

ＨＩＶ 感染者极低。 但在本研究中，ＨＩＶ 感染率在初次与重复、成
分与全血之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比如我们所发现的 ３ 位

机采血小板 ＨＩＶ 阳性献血者中，第 １ 位捐献机采血小板达 ２０
次，距离上次献血时间仅 １６ｄ；第 ２ 位献机采 ２８ 次，距离上次献

血时间 ７９ｄ；第 ３ 位献血 １０ 次，距离上次献血时间接近 ２ 年。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有 １５ 位感染者有一定思想准备，在发

生性高危行为后通过献血来确认自己是否感染，另外在 ２０１３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各有 １ 位 ＨＩＶ 确认结果为不确定的献血者明知因

ＨＩＶ 项目不合格而被淘汰，却依然利用献血信息屏蔽系统漏洞

在 １ 年后重复献血进行检测。
近几年，经血传播艾滋病的事件在我国偶有发生，每 １ 例感

染都会给受血者及其家庭带去致命的伤害，为采取有效措施保

障血液安全，采供血机构可采取包括以下措施在内的手段进行

防范，一是针对大学生群体性行为发生率高，又缺乏性病艾滋

病相关知识的特点［１５⁃１７］ ，加强无偿献血招募和咨询人员的专业

知识培训，在高校进行团体招募时对大学生进行艾滋病健康教

育，如“男男性行为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行为” “疾控中心是艾

滋病的检测机构”、艾滋病检测“窗口期”“安全套是预防性病的

最有效手段”等，协助学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恋爱观，在性行为

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推广安全套使用，提倡安全性行为；二是提

高体检医生与有意向献血者的沟通能力和征询技巧，增强识别

高危行为和不良动机人群的能力，严格按照献血者健康检查标

准对献血者进行检查，对疑似感染者使用 ＨＩＶ 金标法采前快

检［１８］ ，降低 ＨＩＶ 感染者参与献血的比例；三是在献血场所展示

献血相关法律规定，震慑不良动机者参加献血，譬如《献血者健

康检查要求》有明确规定“请高危行为者（如有静脉药瘾史、男
男性行为、艾滋病或性病等）不要献血”，以及“高危献血者通过

故意献血，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在醒目位置展示“保密性弃血”

宣传资料，制定简单易行的主动退出制度，以方便献血者退

出［１９］ ；四是建立全国 ＨＩＶ 确证阳性感染者信息联网系统，实现

屏蔽名单共享，拒绝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网络直报

信息系统已审核为艾滋病患者的人进行献血。
综上所述，为增强人们防范 ＨＩＶ 的风险意识，降低经输血

传播 ＨＩＶ 的风险，采供血机构应通过多种渠道和多种媒介加大

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宣传力度，同时做好献血前的健康征询工作，
确保临床用血安全。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

心．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 Ｊ］ ． 中国艾滋病性病，
２０１７，２４（１２）：１０８５⁃１０８５．

［２］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

心．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 Ｊ］ ． 中国艾滋病性病，
２０１７，２３（２）：９３⁃９３．

［３］ 　 蔡于茂，洪福昌．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 年深圳市 ＭＳＭ 献血者梅毒 ／ ＨＩＶ 感染

调查［Ｊ］ ． 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３，１９（４）：２５１⁃２５３．
［４］ 　 曹磊，朱海峰，唐建华，等．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年济南市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情况调查［Ｊ］ ． 社区医学杂志，２０１３，１１（１７）：６７⁃６８．
［５］ 　 周宝琴，张霞，王同显． 青岛地区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流行特征

分析［Ｊ］ ． 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８，３１（１）：５４⁃５６．
［６］ 　 陈凯，古金龙，袁志凤，等． 日照市无偿献血者 ＨＩＶ 感染情况分析

［Ｊ］ ． 中国艾滋病性病，２０１７，２３（１１）：１０８０，１０８３．
［７］ 　 李洪波，王静，孙春莲． 滨州市无偿献血者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

染情况调查分析［Ｊ］ ． 国际输血及血液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８（６）：４７７⁃
４８０．

［８］ 　 张娜，杨兴光，王国永，等． 山东省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流行的

时空分布特征［Ｊ］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２）：２２６⁃２３０．
［９］ 　 王浩，张娜，薛付忠，等． 山东省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

空间流行特征［Ｊ］ ． 山东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５，５３（２）：８１⁃８６．
［１０］ 　 Ｂｅｒｈａｎ Ｙ，Ｂｅｒｈａｎ Ａ．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ｓｋｙ ｓｅｘｕ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Ａｉｄｓ Ｒｅｓ 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５，２０１５：
１⁃９．

［１１］ 　 王洪娜． 山东省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Ｄ］． 长春：吉
林大学，２０１５：３４⁃４４．

［１２］ 　 冯晴，孟忠华，徐伶，等． 采供血机构防范 ＨＩＶ 感染者献血的对策

探讨［Ｊ］ ． 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２，２５（４）：３８３⁃３８４．
［１３］ 　 曹晓莉，叶世辉，张瑶婵，等． 实施 ＷＨＯ 血液安全战略，确保临床

用血安全［Ｊ］ ． 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５，２８（５）：５８７⁃５８９．
［１４］ 　 岑宪铭，刘明，梁立飞，等． 重复献血对血液安全的影响［ Ｊ］ ． 临床

输血与检验，２０１２，１４（１）：６２⁃６４．
［１５］ 　 刘振红，武培丽． 北京市某高校大学生性行为及艾滋病相关知识

态度的调查分析［Ｊ］ ． 中国健康教育，２０１７，３３（１０）：９４６⁃９４９．
［１６］ 　 陈晓滨，程伟彬，徐慧芳，等． 广州市中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

及其影响因素［Ｊ］ ． 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７，３８（３）：３６１⁃３６３．
［１７］ 　 林荣，程晓松，姜聚军，等． 烟台高校新生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及

疫情通报落实情况［Ｊ］ ． 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８，３９（２）：２６８⁃２７１．
［１８］ 　 王文，张国权，赵晓华，等． ＨＩＶ 金标法检测在无偿献血中的应用

效果分析［Ｊ］ ． 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４，２７（８）：８５８⁃８６０．
［１９］ 　 陈杰，黄国永，林杰，等． 温州地区实施献血前干预措施降低 ＨＩＶ

阳性率的效果评价［Ｊ］ ． 中国输血杂志，２０１７，３０（２）：１５９⁃１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６）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１５１　　 ·

【基金 项 目 】 ２０１７ 年 国 家 卫 计 委 重 大 传 染 病 专 项 任 务 项 目

（ＳＱ２０１７ＺＸ１０６０６３）；“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项目（２０１７ＺＸ１０２０５５０１）
△【通讯作者】 滕小春，Ｅ⁃ｍａｉｌ： ｃａｉｍｉｎｇｃ＠ １６３． 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 ／ ｊ．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２⁃１９９３． ２０１９． ０６． ０４４ ·皮肤性病学·

ＨＩＶ 感染合并糖尿病的研究进展
蔡明春　 廖厚莹　 滕小春△ 　 陈耀凯

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中心感染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８

【摘要】 　 自采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以来，ＡＩＤＳ 患者死亡率大幅下降，ＨＩＶ 感染者 ／ ＡＩＤＳ 患者（统称

ＨＩＶ 感染者）寿命延长。 ＨＩＶ 感染者合并代谢异常，如血脂异常、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已经逐渐成为医务

工作者关注的问题。 本文就 ＨＩＶ 感染者相关糖尿病发病率、ＨＩＶ 感染合并糖尿病发生机制以及 ＨＩＶ 感染者

糖尿病的治疗进行综述。
【关键词】 　 ＨＩＶ 感染；糖尿病；研究进展；发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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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采用高效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以来，
ＨＩＶ 感染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大幅下降。 同时，ＨＩＶ 感染合并

其他慢性疾病的管理逐渐成为医务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如 ＨＩＶ
合并糖尿病的管理。 ＨＩＶ 感染对糖代谢的影响是多因素的，各
因素具有不同特点，与 ＨＩＶ 感染及其治疗相关的因素，激素影

响，线粒体功能障碍，免疫重建相关的细胞因子激活，以及个体

遗传倾向等因素相互重叠等因素有关。 在流行病学分析中，难
以将 ＨＩＶ 直接作用与 ＨＡＡＲＴ 治疗、合并症或个体易感性分开。
目前，ＨＩＶ 感染是否为糖尿病危险因素还存在不同意见。 因此，
本文就 ＨＩＶ 感染者合并糖尿病的流行和发病率、致病机制、预
后和管理进行综述。
1　 糖尿病的诊断及 HIV感染者糖尿病发病率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和 ／或作用的缺陷，导致机体出

现高血糖。 诊断标准：空腹高血糖 ＞ １２６ 毫克 ／升（７． ０ 毫摩尔 ／
升）、口服葡萄糖负荷 ２ｈ 后血浆葡萄糖水平 ＞ ２００ 毫克 ／升（１１．
１ 毫摩尔 ／升），或者 ２ 个随机血浆葡萄糖水平 ＞ ２００ 毫克 ／升
（１１． １ 毫摩尔 ／升） ［１］ 。

由于研究对象的群体差异、诊断方法的不同等多种因素，
使 ＨＩＶ 感染合并糖尿病的流行率和发病率变得复杂［２］ 。 目前

尚无证据表明 ＡＲＴ 可导致糖尿病患病率的增加，但与对照组比

较，ＨＡＡＲＴ 治疗的 ＨＩＶ 感染者葡萄糖耐量异常和糖尿病显著

增加［３］ 。 有研究发现，ＡＲＴ 治疗 ＨＩＶ 感染者 ３ 年内糖尿病风险

增加 ３． １ 倍。 其中 ７ ％ 的患者出现明显的 ＤＭ，而健康人群发

病率仅为 ０． ５ ％ 。 Ｖａｌｃｏｕｒ，Ｖｉｃｔｏｒ 等对 １４０６ 例未接受抗病毒治

疗的 ＨＩＶ 感染者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初治 ＨＩＶ 感染者中，
糖尿病发生率低，提示 ＨＩＶ 感染不是糖尿病的高危因素［４］ 。

Ｂｏｎ 等人统计 ４１９ 名接受 ＡＲＴ 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中，糖尿

病患病率为 ２． ６ ％ ［５］ 。 而 Ｃｈｏｐｒａ 等人报道接受 ＡＲＴ 的 ＨＩＶ 感

染者糖尿病患病率为 １４ ％ ，是无 ＨＩＶ 感染对照的 ４ 倍［６］ 。
Ｓａｎｓａｒｅ等人报道：ＨＩＶ 感染的儿童胰岛素抵抗（ ＩＲ ）发生率为

１３ ２ ％ 。 帕拉西奥斯等人调查发现：接受 ＡＲＴ 治疗 １ 年的青少

年 ＨＩＶ 感染者，ＩＲ 发生率为 １３ ％ ［７］ 。
一项针对 ２０８８ 名女性艾滋病研究发现，没有 ＡＲＴ 治疗的

ＨＩＶ 感染艾滋病感染妇女，糖尿病发病率为 １． ５３％ ，含蛋白酶

抑制剂的 ＨＡＡＲＴ 治疗人群的发病率为 ２． ５０％ ，不含蛋白酶抑

制剂的 ＨＡＡＲＴ 治疗发病率为 ２． ９０％ ［８］ 。 文献报道在接受 ＰＩｓ
治疗的 ＨＩＶ 患者中，糖尿病患病率从 ７ ％到 １３ ％不等［９⁃１０］ 。
2　 HIV感染者合并糖尿病的发病机制

２． １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作用

２． １． １　 与核苷酸类 ＨＩＶ 逆转录酶抑制剂（ＮＲＴＩ）相关的线粒体

毒性　 ＺＹＬ． ｖａｎ 等人首先提出了 ＮＲＴＩｓ 可能是 ＨＡＲＲＴ 治疗导

致胰岛素抵抗（ＩＲ）原因［１１⁃１２］ 。 ＮＲＴＩｓ 是核苷类似物，含有胸腺

嘧啶核苷类似物，旨在抑制 ＨＩＶ 逆转录酶，也抑制 ＤＮＡ 聚合酶⁃ｒ，
这种 ＤＮＡ 聚合酶在线粒体复制中发挥作用。 ＮＲＴＩｓ 和靶器官

之间的分布差异导致出现不同临床表现。 例如，肌肉中的线粒

体数量及功能下降可能促使 ＩＲ 发生，脂肪组织中的线粒体功能

障碍可发生脂肪萎缩，肝脏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可出现乳酸



·１５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第 ２８ 卷第 ６ 期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９　 Ｖｏｌ． ２８ Ｎｏ． ６

酸中毒，神经系统中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可出现神经病变。 虽然

轻度缺陷是隐蔽的，但超过一定阈值，功能障碍就会在临床上

显现出来。 Ｐｏｗｅｒｓ 等研究研究表明［１３］ ，个体对 ＨＡＡＲＴ 效果存

在遗传易感性，基因中抵抗性的单核苷酸多态性与发生一系列

代谢变化（包括 ＩＲ ）的风险增加相关。 最近的研究表明［１４］ ，遗
传相关的线粒体功能障碍是普通人群胰岛素抵抗（ ＩＲ）和糖尿

病（ＤＭ）的主要原因。 因此，无论是遗传还是后天因素导致线

粒体功能障碍，都可能导致 ＩＲ 和 ＤＭ 的发生。
２． １． ２　 蛋白酶抑制剂（ＰＩｓ）⁃相关胰岛素抵抗　 ＰＩｓ 是最先被认

为具有胰岛素抵抗、糖尿病和脂肪营养不良等副作用的一类抗

病毒药物。 在动物模型中，ＷａｎｇＹｕａｎ 等人证明 ｉｎｄｉｎａｖｉｒ（茚地

那韦，佳息患）可逆地抑制胰岛素刺激的葡萄糖通过葡萄糖转

运体四（ＧＬＵＴ４）摄入脂肪细胞，这是葡萄糖摄入肌肉和脂肪组

织的限速步骤［１５］ 。 Ａｎａｎｗｏｒａｎｉｃｈ 等人使用高胰岛素、正常血糖

钳技术在健康人体中证明了这一效果［１６］ 。 其他研究表明［１７］ ，
ＰＩｓ 对葡萄糖代谢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 例如，阿扎那韦（ａｔａｚａ⁃
ｎａｖｉｒ）单独服用或与低剂量利托那韦联合服用并没显著影响胰

岛素敏感性，而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的研究结果不一致。 服用洛

匹那韦 ／利托那韦 ５ 或 １０ 天后，健康受试者会出现胰岛素抵抗，
而另一项为期 ４ 周的研究则没有显著影响，表明有适应性。 用

其他 ＰＩｓ 如安匹那韦治疗，没有发现 ＩＲ，短期增加的 ＩＲ、甚至

ＤＭ 可能是因体重增加导致。
２． １． ３　 ＮＮＲＴＩｓ 与胰岛素抵抗　 目前有关 ＮＮＲＴＩｓ 药物是否导

致患者 ＩＲ 尚无一致的数据。 Ｃａｒｏｌ Ｂｌｉｘｅｎ 等人报道含奈韦拉平

的方案比含依非韦伦或 ＰＩｓ 的抗病毒方案具有更好的葡萄糖⁃
胰岛素曲线［１８］ 。
２． １． ４　 其他抗病毒药物　 较新的抗病毒药物，如融合抑制剂、
ｃｃ５ 拮抗剂或整合酶抑制剂，目前尚没有这类药物影响包括 ＩＲ
等代谢相关的报道。 最近，有人通过 ｃｌａｍｐ 技术、脂肪细胞因子

或治疗 ２ 周后内皮功能标记物测量方法研究，发现 ＮＲＴＩ 替诺

福韦和安慰剂对葡萄糖代谢均没有影响［１９］ 。
２． ２　 非抗病毒药物作用

２． ２． １　 病毒作用　 感染期间，肿瘤坏死因子（ＴＮＦａ）和其他细

胞因子的释放可能会影响葡萄糖代谢。 虽然 ＨＩＶ 感染临床潜

伏期有大量的免疫激活，但是分泌的有活性炎症因子相对较

少。 一些 ＨＩＶ⁃１ 辅助蛋白，如 Ｔａｔ 和 Ｖｐｒ，可能会直接促进 ＩＲ 的

发展。 Ｖｐｒ 可抑制 ＰＰＡＲ⁃ｒ 活性并阻碍胰岛素的转录活性。 Ｔａｔ
可激活核因子 ｋＢ 诱导 ＴＮＦａ 分泌，阻止脂肪细胞摄取 ＦＦＡ，抑
制胰岛素受体对胰岛素信号接受，减少葡萄糖转运和胰岛素受

体底物⁃１ （ＩＲＳ⁃１）磷酸化。 相反，与 ＨＡＡＲＴ 治疗相关的免疫重

建导致的炎症反应，使炎症相关的 ＩＲ 风险显著增加。 关于炎性

细胞因子和 ＤＭ 在普通人群中的关联，有着相互矛盾的数据。
几项流行病学研究明确了它们之间的关联，但是在调整了其他

炎性细胞因子或肥胖指标后，这种关联并不显著。 Ｂｒｏｗｎ 等人

报道称［２０］ ，在 ＨＩＶ 感染者开始接受 ＨＡＡＲＴ 治疗时，治疗后 ４８
周 ＴＮＦａ 激活标记物与糖尿病事件相关。
２． ２． ２　 肝细胞病毒（丙肝）作用 　 以往研究发现，糖尿病患者

中具有较高的 ＨＣＶ 感染流行率，而在感染 ＨＣＶ 的患者中发现

更高的 ＤＭ 流行率。 ＨＣＶ 感染中的糖尿病患病率明显高于其

他慢性肝病，包括乙型肝炎病毒感染。 Ｆｅｒｒａｎｔｅ 等人报道，
ＨＡＡＲＴ 治疗的 ＨＩＶ ／ ＨＣＶ 共同感染受试者比没有合并感染的

受试者有更多的 ＩＲ、更高水平的活化血小板和更多的内皮功能

障碍［２１］ 。 其他研究显示［２２］ ，用基于 ＰＩ 的方案治疗的合并感染

患者出现新发高血糖的风险更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没有

传统危险因素的 ＨＩＶ 感染患者中，合并 ＨＣＶ 感染与 ２ 型糖尿病

相关。 一项对 １５２９ 名 ＨＩＶ 感染门诊患者的回顾性横断面研究

发现［２３］ ，与年龄较大、超重或有糖尿病家族史的患者相比，在没

有高危因素家族史的较瘦、年轻患者中，合并 ＨＣＶ 感染和 ＤＭ
之间的关联更强。 这些数据强烈建议，无论患者的风险状况如

何，都应该对合并 ＨＣＶ 感染的患者进行糖尿病筛查。
3　 HIV感染合并糖尿病的后果

以往研究表明，糖尿病是冠心病（ＣＨＤ）重要危险因素之

一，程静等人的研究就是这一概念的例证［２４］ 。 抗 ＨＩＶ 药物不

良事件数据收集研究（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ｎｔｉ －
ＨＩＶ ｄｒｕｇｓ， ＤＡＤ）显示，与仅有冠心病（１８ ８％ ）相比，仅有糖尿

病的患者（２０ ２％ ）７ 年内心肌梗死（ＭＩ）的发生率没有差异。
但糖尿病合并冠心病患者心肌梗死风险显著增加。 尚不清楚

ＨＩＶ 感染者的情况是否类似，因为 ＨＩＶ 感染者胰岛素抵抗的发

展和糖尿病的演变可能会加快，而胰岛素抵抗通常比糖尿病发

展早几十年［２５］ 。 ＤＡＤ 研究还显示：在抗病毒治疗 ＨＩＶ 感染合

并糖尿病患者中，心肌梗死发生率为 ７ ６％ ，而合并冠心病但没

有糖尿病的患者中，心肌梗死发生率为 ３１ １％ 。 这些结果表

明，ＤＭ 在 ＨＩＶ 感染中并不等同于 ＣＨＤ（冠心病）风险，尽管在

研究中 ＤＭ 是 ＨＩＶ 感染中 ＣＨＤ 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 对于特

定 ＡＲＴ 暴露与心肌梗死风险之间的关联研究显示：累积暴露于

茚地那韦 （有或没有利托那韦增强）、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和阿

巴卡韦，以及最近暴露于阿巴卡韦和迪达诺辛，都与心肌梗死风

险增加相关。 使用其他 ＮＲＴＩｓ，包括替诺福韦，或者使用依法韦

仑或奈韦拉平，没有发现心肌梗死的风险增加。 具体结果详见

图 １。
4　 HIV感染合并糖尿病的诊断和治疗

４． １　 ＨＩＶ 感染合并糖尿病诊断

国际艾滋病协会指南，类似于美国糖尿病协会为艾滋病毒

阴性人群制定的指南。 他们包括在开始 ＨＡＡＲＴ 之前、开始治

疗后 ３ 个月 ～ ６ 个月以及之后每年评估空腹血糖和血脂水平，
如有糖尿病、肥胖、代谢综合征或 ＨＣＶ 合并感染家族史的患者，
在首次就诊时进行的标准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 ）。 不推

荐在 ＨＩＶ 感染者中使用血红蛋白 Ａ１ｃ 作为糖尿病的诊断工具。
对 ＨＡＲＲＴ 相关副作用处理有 ３ 种一般方法；通过抗病毒

的策略选择、转换方案、药物治疗来减轻毒副反应。 如避免使用

ＮＲＴＩ 疗法或已知会促进胰岛素抵抗的 ＰＩ 疗法，或者从这种疗

法切换到代谢更中性的、并可能降低相关 ＤＭ 的发生率疗法，但
目前没有支持后一种说法的证据。 此外，现在缺乏关于 ＨＩＶ 相

关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的发生率和管理的数据，部分原因是大

多数患者随访时间较短。
４． ２　 ＨＩＶ 感染合并糖尿病的药物治疗

如果仅靠饮食和运动不能达到治疗目标，就应该开始药物

治疗，就像治疗非 ＨＩＶ 感染的糖尿病患者一样。 由于 ＨＩＶ 患者

ＤＭ 的发病机制以 ＩＲ 为特征，使用胰岛素敏感疗法如二甲双胍

和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可能是有效的。
４． ２． １　 糖尿病药物二甲双胍　 二甲双胍可降低肝葡萄糖毒性，
改善胰岛素抵抗和葡萄糖不耐受。 丁从芳等人报道显示 ＨＩＶ
感染患者服用二甲双胍，脂肪重新分布，口服糖耐量试验曲线下

胰岛素面积减少 ２０ ％ ，体重和舒张压显著降低，治疗效果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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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年多。 同时降低 ＰＡＩ⁃１ 和 ｔＰＡ、高胰岛素血症和 ＰＡＩ⁃１ ⁃ｔＰＡ
复合物的水平，最大限度地减少内皮损伤和血栓形成［２６］ 。 二甲

双胍开始治疗后的头几个月，推荐对乳酸酸中毒进行临床监

测。 肾功能受损或静脉乳酸水平超过正常上限两倍的患者不

应使用二甲双胍治疗。 噻唑烷二酮：噻唑烷二酮增加胰岛素敏

感性，增加肌肉中的葡萄糖代谢，促进脂肪合成。 两种噻唑烷二

酮类药物罗格列酮和吡格列酮已经用于治疗糖尿病。 赵杰等

人报道，尽管许多正在进行 ＨＡＡＲＴ 患者，包括使用 ＰＩ，罗格列

酮明显改善了胰岛素抵抗，增加了脂联素水平，减少了脂肪萎

缩，降低了高胰岛素血症和游离脂肪酸水平［２７］ 。 相反，张蕴颖

等人发现罗格列酮没有改善 ＨＡＡＲＴ 治疗的 ＨＩＶ 感染成人的脂

肪萎缩［２８］ 。 罗格列酮改善了空腹胰岛素和脂联素水平，甘油三

酯、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异常升高。 还显示罗

格列酮改善了胰岛素抵抗，降低了血清胰岛素浓度，减少了肝

脏脂肪浸润。 ＦＤＡ 建议在噻唑烷二酮治疗第一年每 ２ 个月监

测一次肝功能。 天冬氨酸转氨酶和丙氨酸转氨酶超过正常上

限 ２． ５ 倍的患者需停噻唑烷二酮类药物。 由于对心血管安全性

的担忧日益增加，ＦＤＡ 已经显著限制了噻唑烷二酮类药物，即
罗格列酮的使用。

目前有关 ＨＩＶ 感染合并 ＩＲ 或 ＤＭ 的患者口服磺酰脲类药

物、曲安奈德、ＧＬＰ⁃１ 类似物、ＤＰＰ ⁃４ 抑制剂和相关降血糖药的

数据很少。 而在非 ＨＩＶ 感染患者，二甲双胍和市场上任何一种

噻唑烷二酮类药物都未被证明能降低代谢综合征、糖尿病前期

或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风险。 除了降血糖作用之外，没有足够

的证据来推荐这些药物。 因此，除了糖尿病外，这些药物不推荐

用于治疗胰岛素抵抗或葡萄糖不耐受。
４． ２． ２　 ＨＩＶ 治疗　 长效 ＡＲＶｓ：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ＡＲＴ）是利

用 ２ 种 ～ ３ 种抗 ＨＩＶ 药物联合发挥阻止、干扰 ＨＩＶ 在机体内复

制。 １９８７ 年齐多夫定（ＡＺＴ）为首个药物应用于临床之中，至今

８０ 余种药物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ＦＤＡ）批准，并用于

ＡＲＴ。 常用药物需每日服用 １ 次 ～ ２ 次，维持药物有效浓度，避
免 ＨＩＶ 复制重新刺激及诱导耐药。 然而感染者药物依从性往

往并不理想，随着时间推移趋于下降，会影响到患者抗病毒疗

效及后续免疫重建，造成耐药病毒出现，会相应增加传播 ＨＩＶ
风险。 药物半衰竭更长，相应延长药物服用间隔时间，减少患者

用药负担，改善依从性。 现阶段临床研究重点为长效 ＡＲＶｓ。
２０１６ 年注射长效艾博卫泰 ＩＩＩ 期试验宣布达到研究重点，上述

药物有望成为我国 ＨＩＶ 治疗方面第一种 １ 类新药，并在全球率

先上市。

图 １　 冠心病或糖尿病患者心肌梗死风险的比较

４． ３　 改变生活方式

对于感染艾滋病毒和未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来说，糖尿病治

疗的目标是一样的。 血糖的自我监测，评估治疗反应，调整饮食

和加强锻炼。 尽管 ＨＩＶ 感染的数据相对较少，定期运动对 ＨＩＶ
阴性 ＤＭ 受试者有多种益处。

张红燕等人报道在 ＨＩＶ 阳性受试者中，发现胰岛素抵抗、
空腹甘油三酯水平和习惯有氧训练，以及有氧和抵抗联合训练
之间存在负相关［２９］ 。 Ｙａｒａｓｈｅｓｋｉ 等人发现运动与空腹甘油三酯
水平之间有相似的反向关系，但在 ＨＩＶ 感染患者中胰岛素水平

没有显著差异。 李慧文等人报道称，在患有代谢综合征的 ＨＩＶ
患者中，６ 个月的生活方式改变干预（健康饮食和适度锻炼）改
善了腰围、血压和糖化血红蛋白［３０］ 。 袁洁等人研究了体重减轻
对 １８ 名肥胖 ＨＩＶ 感染妇女身体成分和代谢危险因素的影响。
研究表明，能量限制加上有氧运动和阻力运动导致体重减轻，

脂肪显著减少，同时体能、健康和生活质量也有所提高［３１］ 。 然
而，空腹血糖、胰岛素或胰岛素敏感性没有变化，空腹血脂、组织

纤溶酶原激活物（ ｔＰＡ ）或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１（ＰＡＩ⁃１）也
没有任何变化。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ＨＩＶ 感染不是糖尿病发病的高危因素，
但与普通人群比较，接受 ＡＲＴ 的 ＨＩＶ 感染者糖尿病患病率显著

增加。 尽管 ＨＡＡＲＴ 治疗可能会影响 ＩＲ 发生，但是传统的危险

因素，如糖尿病倾向的家族史、体重指数（ＢＭＩ ）的增加、吸烟和

年龄的增加，仍是 ＤＭ 的发展的关键因素。 除抗病毒药物外，其
他与 ＨＩＶ 感染相关的因素，如：患者经治疗后体重增加、免疫重

建而恢复到以前的健康状态，包括对葡萄糖代谢变化的敏感性

增加等，都是导致糖尿病发生的重要因素。 目前尚需要大规模

的研究来确定 ＨＩＶ 感染患者合并 ＤＭ 最合适的治疗方法及其

对临床结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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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对复发性尖锐湿疣的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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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心理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对复发性尖锐湿疣的护理效果影响。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治的 ８７ 例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８７ 例复发性尖锐

湿疣患者随机分成两组。 对照组采用激光治疗联合口服阿维 Ａ 疗法，再附以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

础上，加强心理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两组均随访 ６ 个月。 结果　 观察组 ４２ 例（９５ ４５％ ）治愈，对照组 ３３ 例

（７６ ７４％ ）治愈，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结论　 心理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作为治疗尖锐湿疣的辅

助治疗与护理手段，提高了患者治疗与护理的依从性，减少了疾病的复发，有较强的临床运用价值。
【关键词】 　 心理护理干预；健康教育；复发性尖锐湿疣；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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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及

思维模式的改变，部分性传播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甚至有增

加趋势。 其中，尖锐湿疣目前已成为我国第三大性传播疾病，主
要侵犯中青年性活跃人群，本病由于容易复发，病程长，患者心

理压力大，生活质量低下［１⁃２］ 。 为进一步评价心理护理干预及

科普教育对复发性尖锐湿疣疗效的影响，本文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至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诊治的 ８７ 例复发性尖锐湿疣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这 ８７ 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观察。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８７ 例患者均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泌尿外科，男 ５８ 例，女
２９ 例，年龄范围 １７ 岁 ～ ６９ 岁，年龄（２７ ８ ± ９ ８）岁；病程范围

１２ 个月 ～ ６ 个月，病程（３ ９ ± １ ８）个月；所有患者 ３％醋酸白试

验阳性，临床表现、病理学诊断或免疫组化结果均符合尖锐湿

疣诊断标准，并且既往都接受过 １ 次 ～ ３ 次治疗，目前复发。 皮

疹以菜花状、扁平状或鸡冠状丘疹、斑块为主要表现，皮疹主要

分布在肛周、尿道口、包皮、外阴等部位，皮损数目 ７ 个 ～ ５０ 个。
发病原因：５６ 例有明确不洁性接触史，１０ 例自述经常出差，宾馆

环境不洁感染所致，２１ 例未询问出明确原因；文化层次：高中

（含）及以下学历 ２５ 例，大专或本科以上学历 ５１ 例，研究生以

上学历 １１ 例。 对入选患者随机分组，观察组 ４４ 例，对照组 ４３
例。 两组入选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皮疹形态、分布部位、发病

原因、学历层次、既往治疗次数等方面经统计学处理后，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所有入选者均没有肝肾系

统性疾病，无高脂血症等。 育龄期女性近 ２ 年内有妊娠计划者

均不入选，不积极配合治疗者、疗程中有新发其他疾病者均被剔

除。
１ 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备皮，常规消毒后，２％利多卡因注射液局部浸润麻

醉或神经阻滞麻醉起效后，根据皮损大小、位置，采用点阵二氧

化碳激光连续或脉冲方式对患处皮损进行烧灼，破坏范围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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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疣体直径 ２⁃３ 毫米，超过疣体深度 １⁃２ 毫米，烧灼至皮损炭

化结痂为终点反应。 术后常规外用聚维酮碘洗液或莫匹罗星

乳膏预防感染，同时口服阿维 Ａ 胶囊，３０ｍｇ 每天一次，连续 ３０
天；护理方式采取常规护理。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从患者

就诊开始直到疗程结束，对患者进行积极心理护理干预及科普

健康教育，每 ２ 周定期电话随访指导，针对病情变化给予个体化

建议。 两组患者均随访 ６ 月。
１ ３　 心理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

１ ３ １　 心理护理　 ①术前护理：在候诊环境，私密性都较好的

诊室里，采取一对一沟通方式进行充分交流。 向患者介绍本病

的发病原因、影响因素，提供治疗建议。 告知具体治疗方式，及
治疗中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 在整个沟通过程中，我们要本着

科学严谨的态度，不夸大治疗效果，做到患者对我们高度信任。
②术中护理：治疗中，安抚好患者，以缓解他们紧张的情绪，必要

时给予他们适当的鼓励，营造轻松的氛围，转移注意力，主动引

导他们配合完成治疗。 ③术后护理：术后要求严格消毒，伤口痊

愈前不可以沾水，遵医嘱用药，如有不适，及时复诊。 告知患者

口服阿维 Ａ 引起口唇、皮肤干燥是正常的，多喝温水，或适当使

用润肤露可以缓解症状，停药后不良反应会逐渐消失。 术后疼

痛，患处瘀斑、肿胀这些反应都是正常过程，指导患者不用担心，
疼痛明显时可以口服止痛药对症处理，瘀斑肿胀大多会逐渐

消，一般不用特殊处理，一般也没有并发症或后遗症。
１ ３ ２　 科普健康教育 　 发放科普健康教育处方及宣传彩页。
告知患者尖锐湿疣规范治疗是能完全治愈的，积极规范治疗是

关键，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讲明不洁性接触的危害，如对自身

身体的影响，破坏夫妻感情的，影响家庭的稳固，甚至对工作事

业带来负面影响，教育患者杜绝性乱，洁身自好，增强自我保护

意识，注意卫生，少熬夜、少喝酒，多进食高蛋白易消化饮食，加
强锻炼提高机体免疫力；注意个人卫生用品要合理放置、清洗，
避免交叉感染。 培养良好的行为、生活习惯、树立正确的健康意

识。
１ ４　 疗效判断标准［３］

痊愈：疣体完全消失，病变处皮肤及黏膜光滑，醋酸试验未

见阳性，６ 个月后无复发。 复发：随访期间在原发皮损或周围皮

肤及黏膜再次出现新疣体。
１ 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计量资料

采用 ｔ 检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
表示； Ｐ ＜ 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２ 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

两组患者均完成全疗程治疗、观察及 ６ 个月随访，无退出患

者。 两组患者痊愈率经统计学处理后，治疗效果对比 χ２ ＝ ６ ４０，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两组患者治疗结束 ６ 个月后两组疗效对比［ｎ（％ ）］

组别 例数 痊愈 复发

观察组 ４４ ４２（９５ ４５） １０（ ４ ５５）

对照组 ４３ ３３（７６ ７４） １０（２３ ２６）

２ ２　 两组患者治疗中的不良反应

两组均有患者在口服阿维 Ａ 期间出现面部鳞屑或唇干、发
红等不良反应，其中观察组 １３ 例，对照组 ９ 例。 但均未停药，嘱
患者多喝水，局部外用保湿霜，上述症状均逐渐缓解。
3　 讨论

尖锐湿疣发病的根本原因是 ＨＰＶ 病毒感染所致，通常患者

有不洁性生活史，同时，熬夜、喝酒，不注意个人卫生等不良生活

习惯均可加重病情或增加治疗难度［４］ 。 本病容易复发，其原因

主要与再感染，患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够、性伴侣没有同时检查或

治疗，局部感染如念珠菌、滴虫、细菌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直以来，尖锐湿疣的的治疗难点都在于其有较高的复发率，虽
然诊疗水平在不断提升，治疗手段也不断多样化，但高复发率仍

然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５］ 。 其高复发率对患者的身体、
心理均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影响［６⁃７］ 。 患者通常有、紧张、恐慌、
焦虑、抑郁的心理［８］ ，这种心理机能失衡，可扰乱机体正常免疫

功能， 使机体抗病毒能力下降， 利于病毒繁殖， 使疾病复发。
本病目前治疗方法较多［９］ ，手术切除、液氮冷冻、微波、激光治

疗、光动力、口服或外用药物等，但医患双方更多去关注药物或

器械对其的治疗作用，而很少从人的整体性考虑，心理因素的影

响、护理及科普教育一直没有引起更多的重视。
在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要求医学把人看成是

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的连续体，同时考虑个体的心理和行为的，
以及社会的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在目前医学模式的转变过程

中，随着护理学发展的进步，心理护理干预是更高层次的护理方

式，对病人的康复更具影响力［１０］ 。 健康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帮

助患者充分认识病情，帮助患者建立健康行为，达到最佳健康状

态，增强患者对治疗、护理的配合意识。 目前，心理护理干预、科
普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应用范围逐渐拓展到各个医

学学科，研究表明，心理护理和科普教育有机结合，通常可以帮

助人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

量，逐渐得到到了众多国内外学者的认可［１１⁃１４］ 。
本研究中，我们选取复发性尖锐湿疣患者为研究对象，这些

患者在既往治疗中仅仅依靠药物或者联合物理治疗方式治疗，
均未接受心理护理干预或科普教育，这可能是复发的原因之一。
我们在观察组中，对患者除了常规治疗，同时进行了心理护理干

预及健康教育，结果表明，治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说明了心理

护理干预及健康教育对于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有明显影响。 作

为治疗尖锐湿疣的辅助手段，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减少了疾病

的复发，促进了患者康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强的现实意

义，也很好的体现了生物 －心理 － 社会医学模式在临床中的运

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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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使用及与 ＨＩＶ 梅毒感染
关系
胡中柱　 李二辉　 张萌△

黄冈市中心医院皮肤性病科，湖北 黄冈 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新型毒品使用的现状，及新型毒品使用与 ＨＩＶ 梅毒感染关

系，并分析影响新型毒品使用的影响因素。 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黄冈市中心医院专科门

诊诊治的 ４００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对于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收集一般人口学特征、高危性行为和毒品

使用等，对于 ＨＩＶ 和梅毒进行实验室检测。 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 ４００ 名研究对象中，年龄（２３ １ ± ３ ９）岁，
有 ８７ 名研究对象使用了新型毒品，占 ２１ ７５％ ，主要使用的毒品为零号胶囊。 使用新型毒品的 ＭＳＭ ＨＩＶ 感

染率为 ２４ １％ ，梅毒感染率为 ２１ ８％ ，远高于未使用新型的 ＭＳＭ 人群。 分析发现月收入、曾购买过性服务、
做过男性性工作者、过去一年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等指标都对于新型毒品的使用有影响。 结论　 在男男

性行为人群中新型毒品的使用率较高，并且新型毒品的使用增加了梅毒和 ＨＩＶ 的感染风险，应重点加强对

于高收入人群、买卖性服务人群的健康教育和干预。
【关键词】 　 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ＨＩＶ；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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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滥用一直是性病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经之一［１］ ，在传

统的毒品使用日益减少的今天，合成的新型毒品滥用正在逐渐

的流行，每年的使用均存在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男男性行为

人群中（ｍｅｍ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ｓｅｘ ｗｉｔｈ ｍｅｎ， ＭＳＭ），为性病艾滋病的预

防带来了新的挑战［２］ 。 本身男男性行为人群就是性病艾滋病

的高发人群，由于新型毒品在此类人群性交过程中的使用，使
得更多的男男性行为人群进行群交、采用无保护的性交、性伴

侣暴力等，更加促进了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播，目前已经成为了

我国目前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３⁃４］ 。 本研究的目的旨在探

究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新型毒品使用的现状，及新型毒品使用

与 ＨＩＶ 梅毒感染关系，并分析影响新型毒品使用的影响因素，
为男男性行为人群的干预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黄冈市中心医院专科门诊

诊治的 ４００ 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年龄≥１８ 周岁；
男性；过去 １ 年和同性发生过性行为；签订知情同意书，同意参

与本次调查。 排除标准：不愿参与本次调查。 本次调查已经获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同意。
１ ２　 资料收集

对于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居
住状况等一般人口学特征，收集研究对象的高危性行为，如过

去 １ 年发生性行为有无使用安全套，有无发生过付费性行为等。
收集研究对象的毒品使用状况，有无使用过新型毒品，如零号

胶囊和麻古等。 对于研究对象进行实验室检测，检测 ＨＩＶ 和梅

毒。 对于 ＨＩＶ 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进行初筛，
采用蛋白印迹（ＷＢ）进行确证。 对于梅毒检测采用梅毒螺旋体

抗体初筛采用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检测进行初筛，用梅毒

螺旋体明胶颗粒凝集试验进行阳性检测者的确认。
１ 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０ 进行数据的双人双录入，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 ０ 软

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对于年龄等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
验，以 Ｍｅａｎ ± ＳＤ 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对
于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和居住状况等分类资料的统计描述采用

频数 ／频率；对于新型毒品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分析采用二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纳入标准为 ０ ０５，排除标准为 ０ １０。 本

次研究的检验水准均为 ０ ０５，若 Ｐ ＜ ０ ０５，则认为具有统计学差

异。
2　 结果

２ 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研究纳入的 ４００ 名研究对象中，年龄范围 １８ 岁 ～ ４２ 岁，

年龄（２３ １ ± ３ ９）岁。 文化程度主要为大专及以上有 ２８２ 人，占
７０ ２％ 。
２ ２　 新型毒品使用与 ＨＩＶ 和梅毒关系

在本次研究中共有 ８７ 名研究对象使用了新型毒品，占
２１ ７５％ ，主要使用的毒品为零号胶囊。 发现新型毒品的使用与

ＨＩＶ 和梅毒的感染具有密切的关联，使用新型毒品的 ＭＳＭ ＨＩＶ
感染率为 ２４ １％ ，梅毒感染率为 ２１ ８％ ，远高于未使用新型的

ＭＳＭ 人群。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表 １　 新型毒品使用与 ＨＩＶ 和梅毒关系［ｎ（％ ）］

项目

使用

新型毒品

（ｎ ＝ ８７）

未使用

新型毒品

（ｎ ＝ ３１３）
合计 χ２值 Ｐ 值

ＨＩＶ ７ ７９３ ０ ００５
　 阳性 ２１（２４ １） ３８（１２ １） ５９（１４ ８）
　 阴性 ６６（７５ ９） ２７５（８７ ９） ３４１（８５ ２）
梅毒 １１ ６７８ ０ ００１
　 阳性 １９（２１ ８） ２７（８ ６） ４６（１１ ５）
　 阴性 ６８（７８ ２） ２８６（９１ ４） ３５４（８８ ５）

２ ３　 新型毒品使用的单因素分析

在本研究中，对于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的使用进行单

因素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月收入、曾购买过性服务、做过男性性

工作者、过去 １ 年是否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等指标都对于新

型毒品的使用有影响。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２。
２ ４　 新型毒品使用的多因素分析

对于男男性行为人群新型毒品的使用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逐步回归分析，分析发现月收入、曾购买过性服务、做过男性性

工作者、过去一年是否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等指标都对于新

型毒品的使用有影响。 月收入 ３０００ 元 ～ ５０００ 元的 ＭＳＭ 人群

使用新型毒品的风险是 ＜ ３０００ 元人群的 １ ７８４ 倍，月收入 ＞
５０００ 的 ＭＳＭ 人群使用新型毒品的风险是 ＜ ３０００ 元人群的

１ ８０９ 倍；曾购买过性服务的 ＭＳＭ 人群使用新型毒品的风险是

不曾购买过的 ＭＳＭ 人群的 ２ ０３０ 倍，曾做过男性性工作者的

ＭＳＭ 人群使用新型毒品的风险是不曾做过人群的 ３ ７９６ 倍，过
去 １ 年未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的 ＭＳＭ 人群使用新型毒品的

风险是接受过的 １ ６８４ 倍。 具体结果详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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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ＭＳＭ 人群新型毒品使用的单因素分析［ｎ（％ ）］

类别 使用新型毒品（ｎ ＝ ８７） 未使用新型毒品（ｎ ＝ ３１３） χ２值 Ｐ 值

年龄 ３ １５５ ０ ２０６
　 ＜ ２５ ２１（１９ ３） ８８（８０ ７）
　 ２５ ～ ３５ ４７（２５ ７） １３６（７４ ３）
　 ＞ ３５ １９（１７ ６） ８９（８２ ４）
文化程度 ３ ３６５ ０ １８６
　 初中及以下 ８（２２ ９） ２７（７７ １）
　 高中或中专 ２４（２８ ９） ５９（７１ １）
　 大专及以上 ５５（１９ ５） ２２７（８０ ５）
月收入（元） ６ ７８０ ０ ０３４
　 ＜ ３０００ １１（１５ ７） ５９（８４ ３）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２（１６ ８） １０９（８３ ２）
　 ＞ ５０００ ５４（２７ １） １４５（７２ ９）
过去一年性行为使用安全套 ０ ４８４ ０ ４８７
　 是 ５２（２３ ０） １７４（７７ ０）
　 否 ３５（２０ １） １３９（７９ ９）
曾购买过性服务 ６ ６７２ ０ ０１０
　 是 ２２（３３ ８） ４３（６６ ２）
　 否 ６５（１９ ４） ２７０（８０ ６）
做过男性性工作者 ４ ６０８ ０ ０３２
　 是 １７（３３ ３） ３４（６６ ７）
　 否 ７０（２０ １） ２７９（７９ ９）
最近一年是否诊断为其他性病 １ ７８７ ０ １８１
　 是 １９（１７ ３） ９１（８２ ７）
　 否 ６８（２３ ４） ２２２（７６ ６）
过去一年是否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 １３ ４６３ ＜ ０ ００１
　 是 ３１（１４ ６） １８１（８５ ４）
　 否 ５６（２９ ８） １３２（７０ ２）
最近一年是否使用过传统毒品 ２ ９３９ ０ ０８６
　 是 １２（１４ ０） ７４（８６ ０）
　 否 ６９（２２ ４） ２３９（７７ ６）
最近一年是否有固定性伴 １ １１７ ０ ２９０
　 是 ６８（２３ １） ２２７（７６ ９）
　 否 １９（１８ １） ８６（８１ ９）
使用手机交友软件 ０ ３１８ ０ ５７３
　 是 ４８（２２ ９） １６２（７７ １）
　 否 ３９（２０ ５） １５１（７９ ５）

表 ３　 ＭＳＭ 人群新型毒品使用的多因素分析

　 　 　 　 　 　 　 类别 估计值 标准误 Ｗａｌｄ χ２ Ｐ 值 ＯＲ（９５％ ＣＩ）
月收入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ＶＳ ＜ ３０００ ０ ５７９ ０ ２２７ ４ ４５６ ０ ０３３ １ ７８４（１ １４３，２ ７８４）
　 ＞ ５０００ ＶＳ ＜ ３０００ ０ ５９３ ０ ２８０ ４ ８４９ ０ ０２８ １ ８０９（１ ０４５，３ １３２）
曾购买过性服务

　 是 ＶＳ 否 ０ ７０８ ０ ２０１ ５ ２４７ ０ ０２４ ２ ０３０（１ ３６９，３ ０１０）
做过男性性工作者

　 是 ＶＳ 否 １ ３３４ ０ ３６１ １１ ６７９ ０ ００１ ３ ７９６（１ ８７１，７ ７０３）
过去一年是否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

　 否 ＶＳ 是 ０ ５２１ ０ １７９ ５ ３６９ ０ ０２１ １ ６８４（１ １８５，２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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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在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新型毒品或娱乐性药物的

使用增加了性病艾滋病的传播风险，新型毒品的使用者艾滋病

毒感染风险比非使用者高 ２ 倍 ～ ４ 倍，并且新型毒品的使用率

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给我国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带来了很大的

挑战［５⁃６］ 。 在本研究中新型毒品使用率达 ２１ ７５％ ，新型毒品使

用者的 ＨＩＶ 感染率为 ２４ １％ ，梅毒感染率为 ２１ ８％ 。
调查发现，月收入越高的 ＭＳＭ 人群使用新型毒品的概率

越高，因为很多的新型毒品价格可能较高，导致收入越高的人

群毒品使用率越高。 同时发现，在曾经购买过性服务的 ＭＳＭ
人群新型毒品的使用率也越高，因为很多购买性服务的男男性

行为人群就是为了享受和放纵［６⁃８］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会倾向

于使用毒品，并且在性交过程中不会使用安全套，更加导致性

病和艾滋病的传播。
调查发现，曾做过男性性工作者的 ＭＳＭ 人群新型毒品的

使用概率更高，这与很多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此类人群一

般是较年轻的人群，追求时尚，同时很多人的毒品是从客户那

里免费得到的，因此使用新型毒品的人数更多［９⁃１２］ 。 在性病艾

滋病的宣传和干预活动中，要重点加强对此类人群的宣传和教

育，提倡在此类人群中加强安全套使用的推广，减少高危性行

为的发生［１３⁃１４］ 。
调查还发现，过去一年接受过性病艾滋病宣教的人群毒品

使用率低，从侧面反映了健康教育和高危人群干预的重要性，
提示要更加注重高危人群的宣传和教育［１５⁃１６］ ，可以采取更加新

颖有吸引力的方式进行［２，１７］ 。
综上所述，在男男性行为人群中新型毒品的使用率较高，

并且新型毒品的使用增加了梅毒和 ＨＩＶ 的感染风险，应重点加

强对于高收入人群、买卖性服务人群的健康教育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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