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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直肠系膜切除术联合自主神经保留术对男性
直肠癌患者性功能及排尿功能的影响
王剑△　熊辉　郑晓峰
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普外科，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全直肠系膜切除术（ｔｏｔａｌｍｅｓｏｒｅｃｔａｌｅｘｃｉｓｉｏｎ，ＴＭＥ）联合自主神经保留术（ｐｅｌｖｉｃａｕ
ｔｏｎｏｍｉｃｎｅｒｖ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ＰＡＮＰ）对男性直肠癌患者性功能及排尿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８８例男性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
组和观察组，每组各４４例。对照组患者行常规全直肠系膜切除术，观察组患者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保留盆
腔自主神经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功能、排尿功能、生存率和术后并发症等。结果　两组患者在年龄、肿
瘤直径、Ｄｕｋｅｓ分期、分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勃起功能Ⅰ级２８
例（６３６４％），Ⅱ级１３例（２９５５％），Ⅲ级３例（６８２％），勃起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射精功能Ⅰ级２９例（６５９１％），Ⅱ级１２例（２７２７％），Ⅲ级３例（６８２％），射精功能
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排尿功能Ⅰ级３０例（６８１８％），Ⅱ级８例
（１８１９％），Ⅲ级４例（９０９％），Ⅳ级２例（４５５％），排尿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具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１年局部复发率为６８２％，１年生存率为９５４５％，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为６８２％，对
照组分别为９０９％、９３１８％和９０９％，以上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男性直肠癌患
者采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治疗可以有效减少对盆腔自主神经丛的损伤，从而有利于保

护患者的勃起功能、射精功能和排尿功能，且不会影响患者的局部复发率、生存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值得

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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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直肠系膜切除（ＴＭＥ）在直肠癌外科手术治疗中应用后，
大大降低了中低位直肠癌的局部的复发率，且根治效果明显提

高，但在未重视神经功能保护之前，由于过度根治、扩大清扫造

成患者术后排尿功能和性功能明显降低［１２］。盆腔自主神经保

护术（ＰＡＮＰ）的出现则大大改善患者术后排尿和性功能，极大
地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让改善患者直肠癌术后生存质量与

肿瘤的根治同时并存［３］。本文则进一步采用 ＴＭＥ联合 ＰＡＮＰ
治疗直肠癌患者，并观察其对男性直肠癌患者性功能及排尿功

能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
诊治的８８例男性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患者
均为男性，年龄 ＜６０岁；②患者均为原发性中、低位直肠腺癌，
肿瘤下缘距齿状线≤１０ｃｍ；③患者术排尿功能和性功能正常；
④患者ＫＰＳ评分＞７０分，能耐受手术；⑤患者及其家属均签署
知情同意书并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①术前已发现肿瘤
全身转移或广泛侵犯直肠周围组织器官；②合并严重原发性
心、肝、肺、肾等疾病；③既往有盆腔手术史；④术前接受放疗；⑤
有急性并发症并需行急诊手术。用随机数表法分为对照组（ｎ
＝４４）和观察组（ｎ＝４４）。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５岁 ～５９岁，
年龄（４５２７±５８１）岁，肿瘤直径（４３６±１０３）ｃｍ；Ｄｕｋｅｓ分期：
Ａ期１５例，Ｂ期１８例，Ｃ期１１例；分化程度：高分化１６例，中分
化１６例，低分化１２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４岁 ～５８岁，年
龄（４５４１±５７３）岁，肿瘤直径（４３１±１０６）ｃｍ；Ｄｕｋｅｓ分期：Ａ
期１４例，Ｂ期１７例，Ｃ期１３例；分化程度：高分化１５例，中分化
１６例，低分化１３例。两组患者在年龄、肿瘤直径、Ｄｕｋｅｓ分期、
分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本研究患者及家
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得襄阳市襄州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行术前检查、术前肠道准备及肛门指检，纠正

贫血、水电解质紊乱、改善患者营养状况，并均采用气管内全麻

方式进行麻醉。对照组患者行常规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按照无

瘤原则完整地切除病灶。取于脐部置观察孔，左、右麦氏点以及

右锁骨中线平脐３个操作孔。用强生 ＧＥＮ３００超生刀（美国强
生公司生产）逐步分离出肠系膜下动脉后夹闭并离断。充分游

离直肠和乙状结肠，直线型切割闭合器闭合离断直肠，整块切

除直肠标本，完成结直肠吻合或结肠肛管吻合。

观察组患者行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治疗，

在保证根治术前提下，尽可能地保留一侧或双侧骶前神经丛。

全麻后取膀胱截石位，于脐下作１０ｍｍ切口建立气腹，置入Ｔｒｏ
ｃａｒ与腹腔镜，探查腹腔及肿瘤情况。选择乙状结肠的中线侧入
路分离，注意双侧输尿管位置及走向并予以保护，解剖肠系膜

下动脉、肠系膜下静脉，清扫其根部淋巴结；在肠系膜下动脉和

静脉根部处结扎，沿直肠固有筋膜与盆腔壁腹膜之间间隙分离

至尾骨尖部并在Ｄｅｎｏｎｖｉｌｌｉｅｒｓ筋膜的后面逐层游离直肠前壁直
至前列腺尖部，不显露精囊腺，保护前列腺包膜完整性，以保留

盆腔神经丛至前列腺及精囊腺的传出支；临近直肠两侧壁用电

刀切断直肠侧韧带，避免损伤侧韧带内盆腔神经丛发出到膀肌、

前列腺、阴囊的分支。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勃起功能，分为Ⅰ级、Ⅱ级和Ⅲ级，

其中Ⅰ级指患者能够完全勃起，Ⅱ级指患者能部分勃起，勃起功
能及坚硬度均下降，Ⅲ级指患者勃起功能丧失，Ⅱ级和Ⅲ级均属
于勃起功能障碍。②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射精功能，也分为Ⅰ
级、Ⅱ级和Ⅲ级，Ⅰ级指患者射精功能正常，但射精量正常或减
少；Ⅱ级指患者有射精功能障碍，出现逆行射精；Ⅲ级指患者完
全无射精。③观察两组患者术后的排尿功能，分Ⅰ级、Ⅱ级Ⅲ级
和Ⅳ级，Ⅰ级指患者排尿功能正常；Ⅱ级指患者出现轻度排尿障
碍，尿频；Ⅲ级指患者出现中度排尿障碍，极少，且需导尿；Ⅳ级
指患者出现重度排尿障碍，尿失禁或尿储留，也需导尿治疗。④
统计两组患者术后１年的复发率和生存率以及并发症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分级比较

观察组患者勃起功能Ⅰ级 ２８例（６３６４％），Ⅱ级 １３例
（２９５５％），Ⅲ级３例（６８２％），勃起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勃起功能分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观察组 ４４ ２８（６３６４） １３（２９５５） ３（６８２）

对照组 ４４ １４（３１８２） １９（４３１８） １１（２５００）

Ｚ值 －３１９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射精功能分级比较
观察组患者射精功能Ⅰ级 ２９例（６５９１％），Ⅱ级 １２例

（２７２７％），Ⅲ级３例（６８２％），射精功能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的排尿功能分级比较

观察组患者排尿功能Ⅰ级 ３０例（６８１８％），Ⅱ级 ８例
（１８１９％），Ⅲ级４例（９０９％），Ⅳ级２例（４５５％），排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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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的射精功能分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观察组 ４４ ２９（６５９１） １２（２７２７） ３（６８２）

对照组 ４４ １５（３４０９） １７（３８６４） １２（２７２７）

Ｚ值 －３２３９

Ｐ值 　０００１

表３　两组患者的排尿功能分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观察组 ４４ ３０（６８１８） ８（１８１８） ４（９０９）　 ２（４５５）

对照组 ４４ １７（３８６４） １６（３６３６） ８（１８１８） ３（６８２）

Ｚ值 －２５７３

Ｐ值 　００１０

２４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及复发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１年局部复发率为３例（６８２％），１年生

存率为４２例（９５４５％），切口感染１例，吻合口瘘１例，肺部感
染１例，并发症的总发生率为６８２％；对照组患者术后１年局
部复发率为４例（９０９％），１年生存率为４１例（９３１８％），肠梗
阻１例，切口感染１例，吻合口瘘１例，肺部感染１例，并发症的
总发生率为９０９％；两组患者的术后１年复发率、生存率和并
发症的发生率相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直肠癌是消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发病以老年人为主，

且男性高于女性，其中以中低位为主，手术切除是目前中低位

直肠癌主要的治疗手段［４］。健康男性的性功能受交感、副交感

神经及盆腔自主神经协调控制，而 ＴＭＥ会损伤盆腔自主神经，
使患者出现性功能障碍，同时交感神经通过抑制逼尿肌收缩和

促进膀胱颈收缩防止尿失禁，直肠癌术后的排尿障碍和神经损

伤往往与直肠盆腔钝性剥离时损伤腹下神经丛和骶神经丛密

切相关［５］，直肠癌手术极易伤及盆腔自主神经，如不于术中进

行保护易导致男性患者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丧失射精功能以及

排尿功能，故在直肠癌的治疗中应以根治癌变病灶的前提下，

尽量保留患者排尿、性功能等机体功能，这也是临床直肠癌手

术治疗的发展趋势。

依据盆腔神经的保留程度 ＰＡＮＰ技术分为４种术式，其中
完全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是主要的手术方法［６］，根据相关研究报

道［７８］，自主神经保留术与传统手术在肿瘤根治效果方面无明

显差异，而且自主神经保留术能有效保护神经功能。本研究中

两组患者在在年龄、肿瘤直径、Ｄｕｋｅｓ分期、分化程度等一般资
料无差异，具有可比性。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术后１２个月的
勃起功能、射精功能、排尿功能均明显优于对照组，ＴＭＥ联合
ＰＡＮＰ更能有效地保护直肠癌患者的排尿功能和性功能，在根
治的基础上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这与相关研究报道的结果

一致［９１１］，也证实Ｔ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治

疗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进一步比较应用两组手术方法的患者的局部复发率、生存

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发现观察组患者术后１年局部复发率、１
年生存率、并发症的总发生率分别为６８２％、９５４５％、６８２％，
而对照组分别为９０９％、９３１８％和９０９％，两组患者在３项指
标比较并无明显差异，表明 ＰＡＮＰ并不会增加患者的术后并发
症，也不影响患者的局部复发率和生存率。但 ＴＭＥ联合 ＰＡＮＰ
操作相较于ＴＭＥ操作更为复杂，不仅需要操作者更需要熟悉盆
腔自主神经的解剖位置、直肠备段肿瘤淋巴转移规律，也需要对

直肠远端固有筋膜及骶前筋膜的层次有直观准确的判断，耗时

更长，需要相对较高的技术手段［１２］。

综上所述，男性直肠癌患者采用全直肠系膜切除术中保留

盆腔自主神经治疗可有效减少对盆腔自主神经丛的损伤，有利

于患者的勃起功能、射精功能和排尿功能的保护，且与常规全直

肠系膜切除术相比，并不会影响患者的局部复发率、生存率和并

发症发生情况，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本研究缺少对全直肠系

膜切除术中保留盆腔自主神经治疗直肠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

老年患者以及其他进展期患者的研究，将会在以后的研究中进

一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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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利那新对２型糖尿病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术后
并发症和性功能的影响
王东　窦小亮△　付晓亮　舒涛　崔栋　杨增悦　王禾
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泌尿外科，西安 ７１００３８

【摘要】　目的　观察索利那新对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患者术后并发症和性
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收治的９６例 Ｔ２ＤＭ合并 ＢＰＨ
患者做为研究对象。将９６例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４８例。两组均行
尿道前列腺电切术，对照组术后给予病情监控、注射胰岛素、预防感染等常规治疗干预措施，研究组在对照

组基础上给予索利那新口服治疗。观察术后１个月内并发症发生情况，于术前（Ｔ１）及术后１个月（Ｔ２）时评
价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胰岛素分泌指数（ＨＯＭＡβ）、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和尿流动力学指标［最
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最大尿流率时逼尿肌压力（ＰｄｅｔＱｍａｘ）］，于 Ｔ２时比较两组患者前列腺症
状［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性功能［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５）、早泄诊断量表（ＰＥＤＴ）］和性生活
质量［性生活质量调查表（ＳＬＱＱ）］差异。结果　术后１个月内，两组继发性出血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尿失禁、膀胱痉挛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２时，两
组ＩＰＳＳ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ＨＯＭＡβ、Ｑｍａｘ、ＰｄｅｔＱｍａｘ水平均较Ｔ１时上升，ＨＯ
ＭＡＩＲ、ＰＶＲ水平则较 Ｔ１时降低，且研究组 ＨＯＭＡβ、Ｑｍａｘ、ＰｄｅｔＱｍａｘ、水平和 ＩＩＥＦ５、ＳＬＱＱ评分均大于对照
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ＨＯＭＡＩＲ、ＰＶＲ水平和ＰＥＤＴ评分则小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索利那新可降低Ｔ２ＤＭ合并 ＢＰＨ患者术后尿失禁、膀胱痉挛发生率，对改善
其排尿功能、性功能和性生活质量有一定帮助，于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术后恢复有利。

【关键词】　索利那新；２型糖尿病；良性前列腺增生；并发症；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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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ＤＭ）是一组因胰岛素绝对或相对分泌不足以及靶
组织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引起蛋白质、脂肪和电解质等一

系列代谢紊乱综合征。约９５％患者为２型糖尿病（Ｔ２ＤＭ），且
常于４０岁以后起病，具有发病缓慢、症状较轻的特征［１］。老年

男性作为Ｔ２ＤＭ的高发群体，随年龄增长易并发前列腺增生。
随着我国人口趋于老龄化，Ｔ２ＤＭ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ＰＨ）
的患者人数也相应增加，严重影响老年男性的身体、生活质量。

目前临床多采取手术治疗并取得良好疗效，但术后并发症和性

功能障碍于患者疾病恢复和生活质量改善不利［２］。相关研究

发现，索利那新对降低 ＢＰＨ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改善性功
能障碍有一定帮助［３］。对此，本研究观察索利那新在 Ｔ２ＤＭ合
并ＢＰＨ术后患者中应用情况。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３月空军军医大学唐都医院诊
治的９６例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做为研究对象。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各 ４８例。纳入标准：①同时符合中国
Ｔ２ＤＭ防治指南相关诊断标准［４］及国际 ＢＰＨ咨询委员会推荐
ＢＰＨ诊断标准［５］；②行尿道前列腺电切术（ＴＵＲＰ）；③自愿签订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恶性肿瘤及严重心肝肾等脏器
功能不全；②手术禁忌症；③对本研究药物过敏；④精神智力障
碍。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平均年龄（岁） Ｔ２ＤＭ病程（年） ＢＰＨ病程（年） 入院时空腹血糖水平（ｍｍｏｌ／Ｌ）

研究组 ４８ ６２８１±９４９ １５３１±２１９ ６０１±１１１ １１０１±０７８

对照组 ４８ ６３１２±９５３ １５２９±２２１ ５９８±１０８ １１０２±０８１

χ２／ｔ值 ０１５９ ００４５ ０１３４ ００６２

Ｐ值 ０８７４ ０９６５ ０８９４ ０９５１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治疗方法　两组均行 ＴＵＲＰ治疗。对照组术后给予病
情监控、注射胰岛素、预防感染等常规治疗干预措施。研究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索利那新（生产企业：安斯泰来制药有限公

司，规格：５ｍｇ，批准文号：Ｈ２０１４５０２１０）口服，５ｍｇ／次／ｄ，持续１
个月。

１２２　指标检测方法　于术前（Ｔ１）及术后１个月（Ｔ２）时清晨
采集两组患者外周血４ｍＬ，离心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测定胰岛素水平，试剂盒来自青岛捷世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根

据ＨＯＭＡ稳态模型计算胰岛素分泌指数（ＨＯＭＡβ）和胰岛素
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采用 Ｌａｂｏｒｉｅ尿流动力检查仪检测最大
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最大尿流率时逼尿肌压力
（ＰｄｅｔＱｍａｘ）等尿流动力学指标。
１３　评估标准

①前列腺症状评估标准：以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６］

为依据；该量表涵盖８个条目，总分４１分；评分越高表示症状越

严重。②勃起功能评估标准：以国际勃起功能评分表（ＩＩＥＦ
５）［７］为依据；该量表涵盖５个方面，总计２５分，≤２１分则认为
存在勃起功能障碍；评分越低表示障碍越严重。③早泄评估标
准：以早泄诊断量表（ＰＥＤＴ）［８］为依据；该量表涵盖５个方面，
总分２０分，≥１１分认为存在早泄；评分越高表示早泄越严重。
④性生活质量评估标准：以性生活质量调查表（ＳＬＱＱ）［９］为依
据；该量表涵盖１６个条目，按比例设为１００分；评分越高表示性
生活质量越好。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术后１个月内并发症发生情况，于 Ｔ１、Ｔ２时评价胰岛

素抵抗相关指标（ＨＯＭＡβ、ＨＯＭＡＩＲ）和尿流动力学指标
（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ｄｅｔＱｍａｘ），于 Ｔ２时比较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ＩＰ
ＳＳ）、性功能（ＩＩＥＦ５、ＰＥＤＴ）和性生活质量（ＳＬＱＱ）差异。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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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１个月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术后１个月内，两组患者继发性出血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尿失禁、膀胱痉挛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１个月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继发性出血 尿失禁 膀胱痉挛

研究组 ４８ ４（８３３） ２（４１７） １（２０８）

对照组 ４８ ３（６２５） １１（２２９２） ６（１２５０）

χ２值 ０１５４ ７２０７ ７１４４

Ｐ值 ０６９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８

２２　两组患者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比较
Ｔ１时，两组患者 ＨＯＭＡβ、ＨＯＭＡＩＲ水平比较比较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２时，两组患者ＨＯＭＡβ水平均较Ｔ１
时上升，且研究组大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ＨＯＭＡＩＲ水平则 Ｔ１时降低，且研究组患者小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２３　两组患者尿流动力学指标比较

Ｔ１时，两组患者 Ｑｍａｘ、ＰＶＲ、ＰｄｅｔＱｍａｘ水平比较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２时，两组患者 Ｑｍａｘ、ＰｄｅｔＱｍａｘ水平
均较Ｔ１时上升，且研究组患者大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００５）；
ＰＶＲ水平则较Ｔ１时降低，且研究组患者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ＨＯＭＡβ

Ｔ１ Ｔ２

ＨＯＭＡＩＲ

Ｔ１ Ｔ２

研究组 ４８ ２２４２±３５２ ４０１３±３４８ａ ３４２±０１５ ２１４±０１６ａ

对照组 ４８ ２２４４±３４７ ３２３８±３５４ａ ３４１±０１６ ２５１±０１５ａ

ｔ值 ００２８ １０８１６ ０３１６ １１６８８

Ｐ值 ０９７８ ００００ ０７５３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Ｔ１时相比，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Ｔ１和Ｔ２时Ｑｍａｘ、ＰＶＲ、ＩＰＳＳ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ＰＶＲ（ｍＬ） ＰｄｅｔＱｍａｘ（ｃｍＨ２Ｏ）

研究组 ４８ Ｔ１ ８５４±１７３ １３３２７±８５３ ２７８７±３３６

Ｔ２ １８３５±１７２ａｂ ６７８５±８５４ ３７８４±３３５ａｂ

对照组 ４８ Ｔ１ ８５６±１６９ １３３３１±８４９ ２７８９±３３７

Ｔ２ １４２８±１７１ａ ８７６２±８５５ ３２７６±３３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Ｔ１时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Ｔ２时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前列腺症状、性功能和性生活质量比较
Ｔ２时，两组患者ＩＰＳＳ评分比较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ＳＬＱＱ评分大于对照组患者，

ＰＥＤＴ评分则小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ＩＰＳＳ、ＩＩＥＦ５、ＰＥＤＴ、ＳＬＱＱ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 ＩＩＥＦ５ ＰＥＤＴ ＳＬＱＱ

研究组 ４８ ６９３±２４２ １９６４±３８３ １２３２±３１５ ５７６３±６７４

对照组 ４８ ６８８±２４４ １７２１±３４２ １４４１±３１７ ５２４２±６７２

ｔ值 ０１０１ ３２７９ ３２５６ ３７９３

Ｐ值 ０９２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

　讨论
男性患者随年龄增长易出现 ＢＰＨ，可引起尿频、尿失禁、排

尿困难等尿路症状。合并Ｔ２ＤＭ时，Ｔ２ＤＭ引起的代谢紊乱、氧
化应激损伤、神经营养因子缺乏等情况可能致周围神经病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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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旦累及支配膀胱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可导致排尿功能

异常，严重时还可能引发血尿、泌尿系感染、膀胱结石、肾功能损

害等情况，增加患者痛苦［１０］。目前，对严重 Ｔ２ＤＭ合并 ＢＰＨ且
具备手术指征的患者及时给予手术切除前列腺治疗取得了良

好效果，但术后并发症和性功能障碍对于患者疾病恢复和生活

质量改善不利［１１］。

研究发现，毒蕈碱Ｍ３受体在膀胱平滑肌收缩、刺激唾液分
泌等主要由胆碱能介导的功能中发挥重要作用［１２］。索利那新

作为一种竞争性毒蕈碱受体拮抗剂，对膀胱有较高的选择性，

其可通过阻滞膀胱平滑肌的毒蕈碱 Ｍ３受体抑制逼尿肌活动，
从而达到缓解尿失禁、尿急、尿频等症状［１３］。本研究中，予以索

利那新的研究组患者术后１个月内尿失禁、膀胱痉挛发生率低
于未予以索利那新的对照组，且尿流动力学指标改善情况显著

优于对照组，表明该药物对改善 ＴＵＲＰ术后并发症及患者排尿
功能均有一定帮助，推测与该药物可通过阻滞膀胱平滑肌的毒

蕈碱Ｍ３受体抑制逼尿肌活动有关。王小磊等［１４］研究也指出，

索利那新不仅可通过选择性阻断乙酰胆碱与Ｍ３受体的结合等
途径降低ＢＰＨ患者术后膀胱痉挛等并发症发生风险，还能通过
抑制逼尿肌活动改善其排尿功能，与本研究一致。

此前有研究表明，下尿路症状（ＬＵＴＳ）的严重程度与勃起、
射精功能障碍（ＥＤ、ＥｊＤ）密切相关，且ＬＵＴＳ是射精痛或射精不
适的主要预测因子，在排除年龄及其他已知影响性功能的因素

后，ＬＵＴＳ与性功能障碍的相关关系仍然存在［１５］。解剖学研究

也显示，支配膀胱和前列腺与控制阴茎勃起的海绵体神经均来

自盆神经丛，由于神经的同源性，Ｔ２ＤＭ合并 ＢＰＨ患者术后并
发ＬＵＴＳ将使控制勃起和射精的交感神经也受到影响，导致性
功能障碍［１６］。胰岛素抵抗、胰岛 β细胞分泌功能相对不足是
Ｔ２ＤＭ的主要病理特征，而 Ｔ２ＤＭ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累及控
制性功能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时［１７］，将会加重性功能障碍。相

关研究发现，Ｔ２ＤＭ合并 ＢＰＨ患者 ＨＯＭＡβ与 Ｑｍａｘ、ＰｄｅｔＱｍａｘｔ

呈正相关，与 ＰＶＲ呈负相关，ＨＯＭＡＩＲ则与 Ｑｍａｘ、ＰｄｅｔＱｍａｘｔ呈

负相关，与ＰＶＲ呈正相关［１８］。本研究中，予以索利那新的研究

组ＨＯＭＡβ、ＨＯＭＡＩＲ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表明该药物可减
轻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胰岛素抵抗，推测与该药物可改善其尿
流动力学指标有关。可见该药物对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Ｔ２ＤＭ
症状、Ｔ２ＤＭ引起的周围神经病变有一定改善作用，于避免其累
及控制性功能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有利。本研究中，予以索利

那新的研究组患者ＩＩＥＦ５、ＰＥＤＴ和ＳＬＱＱ评分均优于于未予以
索利那新的对照组，表明该药物对避免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术
后出现性功能障碍有一定帮助，推测与该药物可通过降低术后

并发症发生率、减轻胰岛素抵抗以减轻上述情况对控制性功能

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有关。

综上所述，索利那新可显著降低Ｔ２ＤＭ合并ＢＰＨ患者术后
尿失禁和膀胱痉挛等并发症发生率，并可通过改善其尿流动力

学指标间接减轻其胰岛素抵抗，从而减轻上述情况对控制性功

能的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影响，对避免其出现性功能障碍有一

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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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１９（２）：２３０２３３．

［１８］　姜仲坪，魏捷．糖尿病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尿流动力学特征

与胰岛素抵抗及血清损伤介质的相关性［Ｊ］．海南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２３（３）：３５５３５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１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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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汽化
切除术相关症状的疗效观察
邵长帅△　辛士永　肖飞　张建国
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河南 洛阳，４７１００３）

【摘要】　目的　评估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汽化切除术（ｐｈｏｔｏ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ＶＰ）
术前使用索利那新对术后膀胱痉挛的防治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河南科技大学临床
医学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诊治的６０例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实验组３０例，对照组
３０例。实验组：术前１日起口服索利那新 ５ｍｇ／次，１次／ｄ，至拔除导尿管；对照组：术前１日起口服安慰剂，１
次／ｄ，至拔除导尿管。上述两组如术后发生膀胱痉挛，吲哚美辛栓１００ｍｇ纳肛，２次／ｄ。观察指标：病程，术
前ＩＰＳＳ评分，手术时间，术后２４ｈ内膀胱痉挛次数，膀胱痉挛持续时间，术后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留置导
尿管时间等情况。结果　术前ＩＰＳＳ评分，手术时间，实验组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
组术后２４ｈ膀胱痉挛次数及痉挛持续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实验组
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及留置导尿管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
ＢＰＨ患者术前开始口服索利那新，能有效减少患者术后膀胱痉挛的发生，安全有效。索利那新是防治 ＰＶＰ
术后ＯＡＢ的有效药物。

【关键词】　索利那新；列腺绿激光汽化切除；膀胱过度活动；膀胱痉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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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ｐａｓｍ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良性前列腺增生（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中老
年男性常见疾病之一，经尿道前列腺绿激光汽化切除术（ｐｈｏｔｏｓ

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ＶＰ）是近年新兴的手术方式
之一，术后膀胱过度活动时常发生，给患者带来较大痛苦［１］。

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是一种以尿急症状为
特征的症候群，常伴有尿频和夜尿症状，可伴或不伴有急迫性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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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禁［２］。琥珀酸索利那新（ｓｏｌｉｆｅｎａｃｉｎｓｕｃｃｉｎａｔｅ，卫喜康）是一种
高选择性胆碱能受体（Ｍ３）阻滞剂，可以缓解膀胱平滑肌痉挛，
用于治疗各种原因引起的 ＯＡＢ［３］。作者采用索利那新治疗
ＰＶＰ术后膀胱过度活动症，疗效满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在河南科技大学临床医学
院（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确诊的６０例 ＢＰＨ，且行 ＰＶＰ
手术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６０岁 ～８５岁，平均７２岁。
纳入标准：①有ＬＵＴＳ相关症状；②直肠指检及超声检查提示前
列腺增大；③尿流动力学检查提示膀胱出口梗阻；④手术指诊
明确且欲行ＰＶＰ。排除标准：①存在抗胆碱能药物禁忌症，如闭
角型青光眼、消化性溃疡、重症肌无力；②术前尿流动力学提示
膀胱逼尿肌收缩无力；③对索利那新及相关辅料过敏；④伴有
泌尿系感染及膀胱结石；⑤膀胱及前列腺癌；⑥严重肝肾疾病。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均在全身麻醉下行ＰＶＰ术，术中均剜除部分前列
腺组织术后送病理检查，术中常规留置Ｆ２２导尿管、气囊２０ｍｌ，
术后常规留置尿管１ｄ～３ｄ。随机分为实验组３０例，对照组３０
例。实验组：术前１日起口服索利那新 ５ｍｇ／次，１次／ｄ，至拔除
导尿管；对照组：术前１日起口服安慰剂，１次／ｄ，至拔除导尿
管。上述两组如术后发生膀胱痉挛，吲哚美辛栓１００ｍｇ纳肛，２
次／ｄ，至拔除导尿管。同时两组在观察期间均不予其他干扰膀
胱逼尿肌收缩的药物，如山莨菪碱、托特罗定等药物。观察指

标：病程（ｙ），术前ＩＰＳＳ评分，手术时间（ｍｉｎ），术后２４ｈ内膀胱

痉挛次数（次），术后２４ｈ内膀胱痉挛持续时间（ｍｉｎ），术后２４ｈ
内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ｍｉｎ），留置导尿管时间（ｄ）等情况。
术后膀胱痉挛定义：患者术后突发急迫性排尿感，阵发性下腹

部憋胀感、严重时胀痛，下腹部或阴茎前段痉挛性疼痛难忍；术

后引流尿液血色加深定义：术后尿管内引流尿液由清变红，血

色加深或血色向冲洗管反流（尿管通畅）。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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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检验条件则采用秩和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６０例患者均完成临床观察，无中途改变治疗方式或退出

者。病程，术前ＩＰＳＳ评分，手术时间，实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术后２４ｈ膀胱痉挛次数
及痉挛持续时间均少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实验组患者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及留置导尿管
时间均少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表２。

表１　两组术后膀胱痉挛次数及持续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索利那新组

（ｎ＝３０）
安慰剂组

（ｎ＝３０）
ｔ值 Ｐ值

痉挛次数（次） ０６７±０２３ ２１７±０５４ ３６７ ＜００５

痉挛持续时间（ｍｉｎ） ３０４±０３４ ６１５±０５９ ２３４ ＜００５

表２　两组术后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及留置导尿管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索利那新组（ｎ＝３０） 安慰剂组（ｎ＝３０） ｔ值 Ｐ值

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ｍｉｎ） ５３５±０１９ ８６３±０４７ ２８１ ＜００５

留置导尿管时间（ｄ） １０５±０３６ ２３７±０６４ ３０９ ＜００５

#

　讨论
ＢＰＨ是中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之一，相关下尿路症状（ｌｏｗｕ

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ＬＵＴＳ）严重影响生活质量。ＰＶＰ是临床治
疗该疾病近年新兴的手术方式之一，但术后时常并发 ＯＡＢ，如
何阻止、减缓相关症状是临床面临的问题。

我们临床观察，很多ＢＰＨ患者术前存在不稳定膀胱；ＰＶＰ手术
汽化与切割操作刺激；术中经常需剜除部分前列腺组织术后送病理

检查，因部分医院无粉碎器，需冲洗前列腺组织碎块操作；术后留置

尿管、前列腺手术创面及膀胱粘膜充血水肿等术后因素均可诱发膀

胱逼尿肌不自主收缩甚至痉挛，出现ＯＡＢ症状［１］。和普通ＯＡＢ临
床表现不同，ＯＡＢ呈突发性、阵发性特点、临床症状剧烈，主要表现：
患者术后急迫性排尿感，阵发性下腹部憋胀感、严重时胀痛，下腹部

或阴茎前段痉挛性疼痛难忍；尿道外口有尿液或淡血性液沿尿管流

出或喷出；尿管内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或向冲洗管反流（尿管通畅）

等情况。频繁的膀胱痉挛，引起手术区域出血增加，膀胱内血块形

成，堵塞尿管，增加再手术风险，延长留置尿管时间。

以尿急症状为特征的ＯＡＢ，发病原因在于膀胱逼尿肌的收
缩功能紊乱［２］。相关生理学研究表明，正常膀胱平滑肌收缩主

要依赖于毒蕈碱受体Ｍ３［４］，乙酰胆碱与Ｍ３受体结合能激活钙

离子通道，钙离子进入平滑肌细胞进而引起膀胱逼尿肌的收缩。

索利那新作为选择性 Ｍ３受体拮抗剂，竞争性作用于膀胱逼尿
肌Ｍ３受体，抑制逼尿肌不自主收缩，用于缓解膀胱过度活动所
致的尿频、尿急和急迫性尿失禁［３］。因高选择性作用于膀胱逼

尿肌，对唾液腺受体结合较少，故较少发生口干反应［５］。我们

的研究提示：和安慰剂组相比，术前１日起口服索利那新 ５ｍｇ／
次，１次／ｄ，至拔除导尿管，在术后膀胱痉挛次数及痉挛持续时
间均较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术后尿管引流
尿液血色加深时间及留置导尿管时间方面，实验组较对照组亦

明显减少，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实验组及安慰
剂组如术后发生膀胱痉挛，吲哚美辛栓１００ｍｇ纳肛，２次／ｄ，至
拔除导尿管。非甾体抗炎药吲哚美辛栓，采用栓剂是因为术后

禁食水、且能减轻胃肠道反应，它能减少前列腺素合成释放，具

有一定镇痛作用。实验组患者术前口服索利那新较对照组明显

减少了ＰＶＰ术后膀胱痉挛的发作次数，缩短了膀胱痉挛时间，
并且在引流尿液血色加深时间及留置导尿管时间也明显减少。

综上所述，对ＢＰＨ患者术前开始口服索利那新，能有效减
少患者术后膀胱痉挛的发生，安全有效。索利那新是防治 ＰＶＰ
术后ＯＡＢ的有效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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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手术方案治疗高危良性前列腺增生症患者的
疗效对比研究
关胜△　徐皖江　蔡万松　闻立平　蒋祥新
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杭州 ３１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比较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ＴＵＲＰ）、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ＴＵＥＰ）、经尿道选择性绿
激光前列腺汽化术（ＰＶ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术（ＴＵＰＫＥ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ＴＵＰＫＲＰ）５
种手术方法治疗高危患者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ＰＨ）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杭州市富
阳区第一人民医院诊治的２６３例高危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法，将患者分为五组，其中ＴＵＲＰ
组５６例，ＴＵＥＰ组５２例，ＰＶＰ组５４例，ＴＵＰＫＥＰ组５１例，ＴＵＰＫＲＰ组５０例。记录患者术中、术后指标手术时
间（Ｔ１）、术中出血量（ＡＢ）、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Ｔ２）、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Ｔ３）、前列腺体体积（ＰＶ）和术后
住院时间（Ｔ４）并发症情况；记录患者术前、术后３个月的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国际前列腺
状态评分（ＩＰＳＳ）和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结果　 ＰＶＰ组Ｔ１、ＡＢ、Ｔ３、Ｔ４较 ＴＵＲＰ组、ＴＵＰＫＲＰ组、ＴＵＥＰ组、
ＴＵＰＫＥＰ组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ＥＰ组 Ｔ１、ＡＢ、Ｔ２、Ｔ３、Ｔ４较 ＴＵＲＰ组、ＴＵＰ
ＫＲＰ组、ＴＵＥＰ组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ＥＰ组ＡＢ、Ｔ２、Ｔ３、Ｔ４较ＴＵＲＰ组均显著降
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较ＴＵＰＫＲＰ组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ＲＰ组
ＡＢ、Ｔ２、Ｔ３、Ｔ４较ＴＵＲＰ组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五组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ＱＯＬ
比较无差异（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五组组间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ＱＯ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ＱＯＬ均较手术前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五组组间术后各并发症
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随访期间无复发。结论　 ＴＵＲＰ、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
ＰＶＰ治疗高危ＢＰＨ有效性及并发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ＰＶＰ安全性均高于ＴＵＲＰ，
以ＰＶＰ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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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ｖｏｌｕｍｅ（ＰＶ），ａｎｄ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Ｔ４）ａｎｄ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Ｔｈｅｍａｘｉ
ｍｕｍｕｒｉｎａｒｙｆｌｏｗｒａｔｅ（Ｑｍａｘ），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ｕｒｉｎｅｖｏｌｕｍｅ（ＰＶ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ｔｕｓｓｃｏｒｅ（ＩＰＳＳ），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ＱＯＬ）ｗｅｒｅ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ｔ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１，ＡＢ，Ｔ３，ａｎｄＴ４
ｉｎＰＶＰ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ＴＵＰＫＲＰｇｒｏｕｐ，ＴＵＥＰ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ＵＰＫＥＰ
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１，ＡＢ，Ｔ２，Ｔ３，ａｎｄＴ４ｉｎＴＵＰＫＥＰ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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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ＡＢ，Ｔ２，Ｔ３，ａｎｄＴ４ｉｎＴＵＰＫＲＰ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ＵＲＰ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ａｎｄＱＯＬ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ａｎｄＱＯＬ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５ｇｒｏｕｐｓａｔ３
ｍｏｎｔｈ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ａｎｄＱＯＬ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ｉｖ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ｎｏ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ｄ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ｃｅｎｃｙ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ｍｏｎｇＴＵＲＰ，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ａｎｄ
ＰＶＰ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ＢＰＨ，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ｆｅｔｙｏｆ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ａｎｄＰＶＰｉ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
ｏｆＴＵＲＰ，ｔｈｅｂｅｓｔｂｅｉｎｇＰＶ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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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性前列腺增生症（ｂｅｎｉｇｎ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ｈｙｐｅｒｐｌａｓｉａ，ＢＰＨ）是一
种引起男性排尿困难的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ＢＰＨ的发病率
也呈连年上升趋势，已成为我国中老年男性的常见疾病之

一［１］。ＢＰＨ是由于前列腺腺体、基质增生等病理变化引起的膀
胱出口梗阻和良性前列腺增大，导致出现下尿路症状［２］。目前

手术是ＢＰＨ的主要治疗方法，相较药物治疗可达到较为彻底的
效果。经尿道前列腺电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ｃ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ＵＲＰ）因创伤小，术后恢复快等优点，一直被视为手术治疗
ＢＰＨ的金标准［３］。但 ＴＵＲＰ也存在并发症及术后复发率高等
缺点。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及经验积累，经尿道前列腺手术方

法不断进步，大大提高了ＢＰＨ的治疗效果。本研究通过ＴＵＲＰ、
经尿道前列腺剜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ＴＵＥＰ）、经尿道选择性绿激光前列腺汽化术（ｇｒｅｅｎｌａｓｅｒｐｈｏｔｏｓｅ
ｌｅｃｔｉｖｅｖａｐ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ＰＶ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剜除
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ｅｎｕｃｌ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Ｐ
ＫＥＰ）、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切除术（ｔｒａｎｓｕｒｅｔｈｒａｌｐｌａｓｍａｋｉ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ＴＵＰＫＲＰ）５种手术方法治疗高危ＢＰＨ的
比较，探讨不同手术方法的疗效，为后续高危 ＢＰＨ患者个性化
治疗方案制定积累临床数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杭州市富阳区第一人民医
院诊治的２６３例高危ＢＰＨ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６９岁

～８９岁，年龄（８１６９±１０４７）岁，患者有完整病例资料。根据
手术方法，将患者分为五组，其中 ＴＵＲＰ组 ５６例；ＴＵＥＰ组 ５２
例；ＰＶＰ组５４例；ＴＵＰＫＥＰ组５１例；ＴＵＰＫＲＰ组５０例。纳入标
准：①患者符合高危ＢＰＨ诊断标准［４］；②患者符合ＢＰＨ手术指
征，且患者及家属均同意选择手术治疗；③患者顺利完成手术，
且随访一年；④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尿道
狭窄患者；②前列腺癌患者；③依从性较差患者。五组患者年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术前治疗　调查、统计患者的基础疾病，并积极治疗。
①高血压患者需口服降压药，血压降至１６０／９０ｍｍＨｇ以下；②心
肌梗死或脑溢血患者发病０５年后方可进行手术；③肺心病、支
气管炎患者，口服祛痰、扩支气管药物，合理使用抗生素；④糖尿
病患者血糖控制在９ｍｍｏｌ／Ｌ以下；⑤心内科会诊调节心功能不
全患者心功能；⑥改善梗阻性慢性肾功能不全患者肾功能，尿素
氮、肌酐水平回复正常。

１２２　手术方法　①ＴＵＲＰ：采用Ｆ２６单极电切镜系统，电切镜
功率１８０Ｗ，电凝功率１００Ｗ，冲洗液为５％甘露醇。相关术前准
备后，经尿道将电切镜置于精阜近端６点作点状切割，再于５
点、７点处切除中叶，两侧叶沿标线，１点 ～５点切除左侧叶，１１
点～７点切除右侧叶，最后修整创面并止血。切除的腺体碎片
随灌洗液冲出膀胱，送检。留置 Ｆ２２号三腔导尿管，球囊注入
５０ｍＬ～６０ｍＬ生理盐水，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常规留置镇痛
泵。②ＴＵＥＰ：采用Ｆ２６单极电切镜系统，电切镜功率１８０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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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功率１００Ｗ，冲洗液为５％甘露醇。相关术前准备后，经尿道
入境于精阜近端６点下方切割分离至前列腺内外线体间隙，并
向左右扩大，电切镜鞘前端置于６点处间隙，剥离前列腺增生组
织，少量血管撕脱出血时，可采用电凝止血，５点～７点距离膀胱
颈约０５ｃｍ～１ｃｍ处停止剥离，再向两侧叶进行剥离至１２点处
汇合，此时，整个剥离的腺体组织只有约０５ｃｍ～１ｃｍ区域与膀
胱颈附近包膜连接，进行无血化切割。检查创面光整、无明显出

血后，用灌洗器将切除的腺体碎片吸出，送检。留置Ｆ２２号三腔
导尿管，球囊注入５０ｍＬ～６０ｍＬ生理盐水，压迫于膀胱颈部，纱
布固定牵引导尿，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常规留置镇痛泵。③
ＰＶＰ：采用Ｌａｓｅｒｓｃｏｐｅ公司的非接触式绿激光治疗系统，汽化功
率为８０Ｗ，冲洗液为生理盐水，持续冲洗。膀胱入镜后观察前
列腺各叶增生情况及精阜位置，光纤伸出膀胱镜１ｃｍ～２ｃｍ，观
察到光纤标志物和瞄准光后进行汽化。从膀胱颈６点位置开
始，左右缓慢匀速摆动做粉刷运动，光纤不接触组织，距离组织

０５ｃｍ。汽化至纤维环与膀胱三角相平，直至精阜，后汽化两侧
叶。手术过程随时清除光纤上的腺体组织碎片。观察尿道与膀

胱三角在同一水平线，创面平整无出血，退出膀胱镜。术中需要

单独动脉止血时，光纤应离开腺体组织２ｍｍ～３ｍｍ，激光功率
调整为６０Ｗ。灌洗器吸出的腺体组织碎片送检。灌注冲洗液
２００ＭＬ，留置Ｆ２２号三腔导尿管，无需牵引和膀胱冲洗。④ＴＵＰ
ＫＲＰ、ＴＵＰＫＥＰ均采用 Ｆ２６日本奥林巴斯 ３０°双极等离子电切

镜，电切镜功率１６０Ｗ，电凝功率８０Ｗ，灌洗液为生理盐水，术中
均持续灌洗。手术方法分别与ＴＵＲＰ、ＴＵＥＰ相同。为排除术者
对术中及术后出血及其他指标影响，手术由同一术者完成。

１２３　观察指标　统计手术时间（Ｔ１）、术中出血量（ＡＢ）、术
后膀胱冲洗时间（Ｔ２）、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Ｔ３）、前列腺体体
积（ＰＶ）、术后住院时间（Ｔ４）并发症情况，记录患者术前、术后３
个月的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残余尿量（ＰＶＲ）、国际前列腺状态评
分（ＩＰＳＳ）、生活质量评分（ＱＯ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符合正态分
布和方差齐性检验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如果方差不齐，则进行对数

转换后再采用方差分析，当方差分析有意义者再进一步采用

ＬＳＤｔ或ＳＮＫｑ进行两两比较；不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
中位数和四分位数表示，采用秩和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五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

五组患者年龄及并发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等疾病

人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五组患者术前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类别 ＴＵＲＰ组（ｎ＝５６） ＴＵＰＫＲＰ（ｎ＝５２） ＴＵＥＰ（ｎ＝５４） ＴＵＰＫＥＰ（ｎ＝５１） ＰＶＰ（ｎ＝５０） Ｆ／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７９４８±１０３６ ８０１４±１１２９ ７９６９±１１３１ ８１６８±１１３０ ８２１７±１０２８ ０６５５ ０６２４

呼吸系统疾病 １３（２３．２１） １４（２６．９２） １５（２７．７８） １４（２７．４５） １２（２４．００） ０６００ ０８９６

心血管系统疾病 ２８（５０．００） ２６（５０．００） ２７（５０．００） ２６（５０．９８） ２５（５０．００） １７２４ ０８１３

脑血管疾病 １０（１７．８５） ９（１７．３１） ９（１６．６７） １１（２１．５７） １０（２０．００） ０６１８ ０７１４

肝功能不全 ３（５．３６） ３（５．７７） ２（３．７０） ２（３．９２） ２（４．００） ０２００ ０６５５

肾功能不全 ６（１０．７１） ５（９．６２） ６（１１．１１） ４（７．８４） ５（１０．００） ０２１８ ０６７１

腹股沟疝 ２（３．５７） ３（５．７７） ２（３．７０） ３（５．８８） ３（６．００） ０３９７ ０４９８

糖尿病 １３（２３．２１） １２（２３．０８） １２（２２．２２） １４（２７．４５） １１（２２．００） ０７１９ ０７９５

２２　五组患者术中、术后观察指标比较
五组患者组间Ｔ１、ＡＢ、Ｔ２、Ｔ３、Ｔ４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ＰＶＰ组患者 Ｔ１、ＡＢ、Ｔ３、Ｔ４较 ＴＵＲＰ组患者、ＴＵＰ
ＫＲＰ组患者、ＴＵＥＰ组患者、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均显著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Ｔ１、ＡＢ、Ｔ２、Ｔ３、Ｔ４较
ＴＵＲＰ组患者、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ＴＵＥＰ组患者均显著降低，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ＵＥＰ组患者 ＡＢ、Ｔ２、Ｔ３、Ｔ４较
ＴＵＲＰ组患者均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较
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显著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ＡＢ、Ｔ２、Ｔ３、Ｔ４较 ＴＵＲＰ组患者均显著降低，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五组患者术前与术后３个月随访数据比较

术前五组患者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ＱＯ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五组患者组间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

ＱＯＬ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
ＱＯＬ均较手术前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五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

五组患者组间术后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术后继发性出血，ＴＵＲＰ组患者发生 ２例
（３５７％），ＴＵＥＰ组患者发生１例（１８５％），两组患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尿道膀胱刺激症，ＴＵＲＰ组患者发
生３例（５３６％）；尿道狭窄，ＴＵＲＰ组患者发生１例（１７９％），
ＴＵＰＫＲＰ组患者发生１例（１９２％），ＴＵＰＫＥＰ组患者发生１例
（１９６％），ＰＶＰ组患者发生１例（２０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拔出尿管后尿潴留，ＴＵＲＰ组患者发生 ３例
（５３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各组患者随访期间
均无复发。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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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五组患者术中、术后观察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１（ｍｉｎ）　 ＡＢ（ｍＬ）　 Ｔ２（ｈ）　 Ｔ３（ｈ）　 Ｔ４（ｄ）

ＴＵＲＰ组 　 ５６ ６８．３９±２１．６４ ３２４．１９±９１．０８ ６１．２８±９．０４ １６４．２３±３９．６３ ８．３４±２．６７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５２ ６１．７１±１８．３９ ８９．６５±２７．４２ａ ２２．３４±２．６２ａ ７８．４３±９．６１ａ ６．３７±０．７８ａ

ＴＵＥＰ组 　 ５４ ５７．４３±１９．１８ ２４３．７２±５６．３９ａｂ ４２．３４±６．１５ａｂ １２４．８３±２３．９４ａｂ ７．１４±１．２６ａｂ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５１ ５０．３４±１５．４２ａｂｃ ６２．１８±１４．９１ａｂｃ １２．３９±１．９７ａｂｃ ６２．１４±１２．２６ａｂｃ ５．２０±０．６９ａｂｃ

ＰＶＰ组　　 ５０ ７６．４９±１８．３２ａｂｃｄ ４１．６４±８．３７ａｂｃｄ 　　 — ３４．１９±６．４６ａｂｃｄ ４．９４±１．３０ａｂｃ

Ｆ值 １４．６６７ ３１７．０５８ ７５１．４８３ ２８０．９１７ ４４．１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Ｕ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 ＴＵＰＫＲＰ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 ＴＵＥＰ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

“ｄ”项表示，与ＴＵＰＫＥＰ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五组患者术后３个月随访数据（Ｍｅａｎ±ＳＤ）

类别 组别　　　 例数 ＩＰＳＳ（分） Ｑｍａｘ（ｍＬ／ｓ） ＰＶ（ｍＬ） ＰＶＲ（ｍＬ） ＱＯＬ

术前 ＴＵＲＰ组 ５６ ２０．１９±４．２３ ７．８２±２．３５ ４６．９５±１４．１７ ９８．３７±３１．４８ ４．６２±０．９６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５２ １９．４６±４．１８ ８．０２±２．６８ ４７．１０±１５．０８ １００．６１±３２．１９ ４．７８±１．０３

ＴＵＥＰ组 ５４ ２０．０４±３．８７ ７．９４±２．４８ ４６．２８±１４．４３ ９９．２６±３１．１８ ４．６９±０．８９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５１ １９．９３±４．２１ ７．８６±２．５１ ４７．２６±１４．４９ １０１．２６±３１．１４ ４．７６±０．８５

ＰＶＰ组 ５０ ２０．１２±４．３８ ８．１０±２．３９ ４６．９５±１５．３６ １００．１８±３１．０９ ４．７１±０．９３

术后３个月 ＴＵＲＰ组 ５６ ４．６０±１．３１ａ １８．５２±３．４７ａ ２２．９６±６．１３ａ ２５．８６±８．４７ａ ２．１１±０．６５ａ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５２ ４．４９±１．０２ａ １８．３２±３．１８ａ ２３．７９±６．２９ａ ２５．３８±８．３６ａ ２．０７±０．６１ａ

ＴＵＥＰ组 ５４ ４．３２±１．０８ａ １８．１６±３．２９ａ ２３．６４±６．４８ａ ２６．９１±８．３４ａ ２．１９±０．６８ａ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５１ ４．４２±１．１６ａ １８．２９±３．６２ａ ２３．１８±７．５６ａ ２５．２７±８．２３ａ ２．１０±０．６２ａ

ＰＶＰ组 ５０ ４．１６±１．３２ａ １８．５８±３．１６ａ ２３．０６±７．０８ａ ２５．５０±８．１３ａ ２．２３±０．７０ａ

Ｆ值 １．０５３ ０．１４０ ０．１５９ ０．３４３ ０．５４４

Ｐ值 ０．３８１ ０．９６７ ０．９５９ ０．８４９ ０．７０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同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五组患者术后并发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继发性出血 尿道膀胱刺激症 尿道狭窄 拔出尿管后尿潴留 总计 复发

ＴＵＲＰ组 ５６ ２（３．５７） ３（５．３６） １（１．７９） ３（５．３６） ９（１６．０７） ０

ＴＵＰＫＲＰ组 ５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２） ０

ＴＵＥＰ组 ５４ １（１．８５）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８５） ０

ＴＵＰＫＥＰ组 ５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０

ＰＶＰ组 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

　 χ２值 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 ０２００ １８０６ １８７６ —

　 Ｐ值 ０４４９ ０１８０ ０６５５ ０２８７ ０４７８ —

#

　讨论
ＢＰＨ是引起中老年男性排尿障碍的常见良性疾病，目前认

为其相关的发病因素主要有：生长因子、炎症因子水平异常、遗

传因素、雄激素和雌激素相互作用［５６］。ＢＰＨ的临床进展使得
部分患者最终需要手术治疗。随着医疗技术、手段的发展，ＢＰＨ
手术技术也趋于多样化。由于高危 ＢＰＨ患者多伴有基础性疾

病，对开放性前列腺手术治疗方法耐受力较差，风险较高，因此，

研究者致力于寻找低创伤、高疗效的手术方法。ＴＵＲＰ具有创
伤小、出血少、痛苦少、疗效好等优点，在临床应用中不断发展、

改进，在全球泌尿外科被广泛使用，逐渐被认为是手术治疗

ＢＰＨ的金标准［７］。尽管如此，ＴＵＲＰ仍有缺陷，如增生腺体切割
不足、引起复发、尿道电切综合征发生率高等。有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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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Ｐ远期复发率可高达１７％［８］。因此，寻找疗效更好、并发症

少的手术方式十分必要。

传统ＴＵＲＰ针对切开创面进行电凝止血；ＴＵＰＫＲＰ虽然能
够有效止血，但会因在未阻断供血情况下反复切割出血，其出

血量取决于手术技巧和腺体体积［９］；ＴＵＥＰ先剥离增生腺体组
织，阻断腺体供血，再行腺体切割，可有效降低术中出血，大大缩

短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效率［１０］；ＴＵＥＰ则融合了ＴＵＲＰ和开放前
列腺摘除术的优点，创伤小、恢复快、复发率低。与单极电切比

较，双极电切系统具有高热能特点，可使手术组织汽化，快速破

坏前列腺组织结构，形成较单极电切更厚的凝固层，达到快速

止血效果，缩短手术时间，利于术后上皮再生，瘢痕组织减少，且

ＴＵＰＫＲＰ相对ＴＵＲＰ单纯的高温热效应，可对组织形成局限低
温作用，减小周围组织损伤，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有研究提

出，ＴＵＰＫＲＰ和ＴＵＰＫＥＰ治疗效果无显著差异，但ＴＵＰＫＥＰ组织
切除更彻底，手术时间、术中出血进一步减少。目前有关 ＴＵＰ
ＫＥＰ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仍存在争议，因此临床需谨慎选择使
用［１１］。

ＰＶＰ术将激光技术引进到前列腺微创手术中，绿激光能量
较高，可在前列腺组织上集中汽化切割，形成凝固带，减少术中

出血，术后患者恢复快。且波长５３２ｎｍ绿激光不被人体水分吸
收，但是可被血红蛋白选择性吸收，可低压持续清洗膀胱［１２］。

另ＰＶＰ术后住院时间和留置导尿管时间明显缩短，对尿道括约
肌刺激性低，术后尿失禁发生率也较低［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

ＴＵＰＫＲＰ组术中、术后指标 ＡＢ、Ｔ２、Ｔ３、Ｔ４显著优于 ＴＵＲＰ；ＴＵ
ＥＰ组术中、术后指标 ＡＢ、Ｔ２、Ｔ３、Ｔ４显著优于 ＴＵＲＰ组，差于
ＴＵＰＫＲＰ组；ＴＵＰＫＥＰ组术中、术后指标 Ｔ１、ＡＢ、Ｔ２、Ｔ３、Ｔ４显著
优于ＴＵＲＰ、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组；ＰＶＰ组术中、术后指标 Ｔ１、ＡＢ、
Ｔ２、Ｔ３显著优于 ＴＵＲＰ、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组，术中出血
情况及手术时间是衡量手术安全性的指标，本研究结果提示，

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ＰＶＰ安全性均高于 ＴＵＲＰ，以 ＰＶＰ最
优。本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术后３个月五组组间 ＩＰＳＳ、Ｑｍａｘ、
ＰＶ、ＰＶＲ、ＱＯＬ比较无差异，ＩＰＳＳ、Ｑｍａｘ、ＰＶ、ＰＶＲ、ＱＯＬ均较手术
前有显著改善，提示５种手术方法治疗 ＢＰＨ均可取得良好效
果，且彼此无显著差异。并发症统计显示，五组发生并发症例数

无显著差异。ＴＵＲＰ在术中一般选择的灌洗液为甘露醇等非电
解质，该液体会在切除创面被吸收入血，引起患者体内电解质

紊乱，而ＴＵＥＰ术中创面小，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ＰＫＥＰ、ＰＶＰ使用灌洗液
为生理盐水，可有效避免这一问题［１４１５］。

综上所述，ＴＵＲＰ、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ＴＵＰＫＥＰ、ＰＶＰ治疗 ＢＰＨ
有效性、并发症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ＵＰＫＲＰ、ＴＵＥＰ、
ＴＵＰＫＥＰ、ＰＶＰ安全性均高于ＴＵＲＰ，以ＰＶＰ最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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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早泄患者 ＣＩＰＥ评分与 ＳＷ振动值相关性研究
崔腾腾１　王宝田１　桂士良１△　迟宝进１　李玉芝１　辛华２　魏勃１　刘琛１　罗振国１

郭玉刚１　曹会峰１

１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科，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０
２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验科，黑龙江 佳木斯 １５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原发性早泄患者（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ＰＥ）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
（ＣＩＰＥ）的分值与ＳＷ振动值之间的相关性，以及ＰＥ患者与婚检者ＳＷ振动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而为原发性
早泄的临床诊疗提供客观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男科门诊
诊治的１２１例符合国际性医学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ＳＭ）诊断标准的原发性早泄患
者作为研究对象（实验组）。填写ＣＩＰＥ评价表，根据分值将实验组分为轻、中、重三组，再将４９例正常婚检
者作为对照组，ＳＷ震动检测仪分别检测各组阴茎干左、右及龟头６点、１２点振动值大小，进行数据分析，得
出结论。结果　实验组与对照组阴茎干左、右及龟头６点、１２点振动值相对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早泄组轻、中、重三组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　原发性早泄患者阴茎干及龟头振动
值较对照组降低，敏感性增高，但是依据早泄患者ＣＩＰＥ分值分组后，三组间振动值结果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因此，临床上可将ＳＷ振动值检测做为原发性早泄诊断筛查的一种客观依据。

【关键词】　原发性早泄；中国早泄患者性功能评价表；ＳＷ振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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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１），ｗｈｉｌ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
ｍｏｎｇ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ｈｅａｖｙｇｒｏｕｐ．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ｅｎｉｓａｒｅ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ｎ
ｓｉ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Ｐ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ｗｉｔｈ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ｕｔｔｈｅｒｅｉ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ｇｎｉｔｕｄｅｏｆｔｈｅ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ＰＰ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ｖａｌｕｅｃａｎｓｅｒｖｅａｓ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ｔｈｅ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ａｎｄ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ＰＰ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Ｐ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ｄｅｘ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ＩＰＥ）；
ＳＷ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一种最常见的男性性功
能障碍，其患病率为２２７％～３９０％［１］，其中就诊的ＰＥ患者中
约３６％～６３％为原发性 ＰＥ［２］。原发性早泄具有３个特点：①

从初次性交开始，射精往往或总是在插入阴道前或插入阴道后

大约１分钟内发生；②总是或几乎总是不能控制／延迟射精；③
消极的身心影响，如苦恼、忧虑、沮丧和（或）躲避性生活等［３４］。

袁亦铭等人［５］发现 ＣＩＰＥ评分中包括射精潜伏期、患者性生活
满意度、配偶性生活满意度、射精控制困难程度及焦虑紧张程度

等５项问题与早泄显著相关（Ｐ＜０００１），根据这５项问题得分



·２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将其分为轻度（＞１３分）、中度（１０分 ～１３分）、重度（５分 ～９
分）。本研究将在佳木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就诊的１２１名
原发性早泄患者作为实验组，并根据 ＣＩＰＥ得分情况将其分为
轻、中、重三组，将４９名婚检者作为对照组，通过 ＳＷ震动值检
测仪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震动值检测。

!

　对象及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实验选取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４月佳木斯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男科门诊诊治的１２１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５岁、有规律
性生活史０５年以上、排除躯体其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甲状
腺疾病）并且符合 ＩＳＳＭ定义的原发性早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实验组）。另将至门诊性生活正常的４９名婚检患者列为对照
组。

１２　研究方法
男科医师取得ＰＥ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获得佳木斯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后，告知并指导患者填写 ＣＩＰＥ
评分表，将各项分值录入数据库，根据得分情况分为轻、中、重三

组。患者安静、舒适的环境下取仰卧位，启动ＳＷ震动值分析系
统，先以手柄自重施压于患者上臂皮肤，告知患者初次感到振

动时立即按压控制器停止按钮并告诉检查医师，患者充分掌握

后嘱患者闭目放松，分别于阴茎干左、右及龟头６点、１２点方向
行振动值检测各３次，取平均值，将震动值数据录入数据库；采
用同样的方法检测对照组患者，将震动值数据录入数据库。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数据资料描述时符合正态分布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偏态分布用中位数、最大值和最小值表示，不符合正态性采用

非参数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实验组患者轻、中、重振动值分析

实验组１２１名患者根据 ＣＩＰＥ得分情况分为轻（２６例）、中
（５２例）、重（４３例）三组，经方差齐性检验，阴茎干左 Ｆ＝０４９，
Ｐ＝０６１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阴茎干右 Ｆ＝１９３，Ｐ＝０１５，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龟头６点方向，Ｆ＝０４７，Ｐ＝０６２，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龟头１２点方向，Ｆ＝１７４，Ｐ＝０１８，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实验组患者组间振动值大小（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振动值 轻 中 重

阴茎干左 Ｍｅａｎ±ＳＤ ３０２７±１１８３ ２８４０±８２５ ２７８１±１０９９

阴茎干右 Ｍｅａｎ±ＳＤ ３１２７±１２１８ ２７２７±７４３ ２７１９±９３４　

６点 Ｍｅａｎ±ＳＤ ３４２７±１１３０ ３１９０±７８３ ３２７４±１１８２

１２点 Ｍｅａｎ±ＳＤ ３１３８±１０５８ ２７１０±８４４ ２９６３±１１５０

２２　实验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振动值分析
实验组１２１名患者及对照组４９名婚检者经非参数检验，阴

茎干左ｔ＝１５６，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阴茎干右ｔ＝
１６８５，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龟头６点方向ｔ＝４４９，
Ｐ＜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龟头１２点方向 ｔ＝６０４，Ｐ＜

００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见表２。

表２　实验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振动值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振动值 观察组 对照组

阴茎干左 Ｍｅａｎ±ＳＤ ２８５９±１００６ａ ４７３５±５４６

ｍｉｎ ６ ３８

ｍａｘ ３８ ６０

阴茎干右 Ｍｅａｎ±ＳＤ ２８１０±９３６ａ ４７９１±５６８

ｍｉｎ ３ ３８

ｍａｘ ５４ ６０

６点 Ｍｅａｎ±ＳＤ ３２７１±１０１２ａ ３８４５±６２１

ｍｉｎ ２ ２９

ｍａｘ ６８ ５２

１２点 Ｍｅａｎ±ＳＤ ２８９２±１０１４ａ ３６７３±６３６

ｍｉｎ ８ ２５

ｍａｘ ６９ ４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实验组与对照组数值相比，Ｐ＜００１

#

　讨论
早泄是一种最常见的男性性功能障碍疾病，属于射精功能

障碍范畴，严重影响患者及伴侣的身心健康。虽然对早泄已有

上百年的认识，但其病因至今未明。Ｗａｌｄｉｎｇｅｒ提出原发性 ＰＥ
可能是由于５羟色胺（５ＨＴ）２Ｃ受体敏感性降低和１Ａ受体的
超敏反应［６］所致。张春影等人研究发现原发性早泄患者的阴

茎背神经分支较正常人多，兴奋性高，振动阈值低，在性交过程

中容易诱发早泄［７］。Ｊｅｒｎ等人研究提示遗传会增加 ＰＥ的倾
向，但不会导致其发生的因果关系［８］。此外，前列腺炎、勃起功

能障碍、甲状腺疾病、心理因素和人际关系因素都有可能导致或

加重ＰＥ。刘鹏等人研究发现年龄在４０岁以下患者比４０岁以
上患者更容易发生早泄［９］。同时也有报道研究发现 ＰＥ与年
龄、职业、文化程度等无相关性［１０］。

ＰＥ的诊断主要依赖于病史和性生活史［１１］。早泄的定义一

直存在争议，目前推荐的定义为 ＩＳＳＭ第二次定义［１２］，包括：①
从初次性交开始，射精往往或总是在插入阴道前或插入阴道后

１分钟以内发生；②总是或几乎总是不能控制射精；③引起消极
的情绪。阴道内射精潜伏时间（Ｉｎｔｒａｖａｇｉｎａｌ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ｏｒｙｌａｔｅｎｃｙ
ｔｉｍｅ，ＩＥＬＴ），指阴茎插入阴道到射精开始的时间）缩短是临床诊
断ＰＥ所必须的［１３］。ＣＩＰＥ作为国人早泄评分量表被广泛应用
于临床，但其主观性较强，受患者文化程度等因素的影响。ＰＥ
的客观指标主要通过神经生理仪测定阴茎感觉传导反应，如震

动感觉阈值、阴茎背神经躯体感觉诱发电位（ＤＮＳＥＰ）、交感神
经皮肤反应（ＳＳＲ）等［１４］，其中阴茎震动感觉阈值检测具有操作

简便、费用低等优点。本研究将原发性早泄患者作为实验组，根

据ＣＩＰＥ得分情况将其分为轻、中、重三组，将婚检者作为对照
组，分别对各组患者阴茎干左、右及龟头６点、１２点方向行振动
阈值检测各３次后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原发性早泄患者ＣＩＰＥ得
分高低与振动值大小无明显统计学意义（阴茎干左、右、龟头６
点方向、龟头１２点方向均Ｐ＞００５），而原发性早泄患者各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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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值与对照组振动值相比均有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因此，可将ＳＷ振动值检测做为临床筛查原发性早泄的客观指
标之一。

总之，早泄的诊断目前仍然存在问题，如主观性太强、缺乏

客观指标等，给临床治疗带来了一定的困难，ＳＷ震动值检测仪
可为原发性早泄的诊断提供一定的客观依据，而对于原发性早

泄的规范化诊疗还有待进一步、深层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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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对早泄患者阴茎敏感性
影响的研究
余宏亮△　朱琛艳　薄立伟
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生殖健康中心，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要】　目的　本研究拟通过回顾性分析，探讨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对早泄患者阴茎敏感度的
影响。方法　随机抽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诊治的１１０例在
早泄患者的病例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对患者年龄、身高、体重指数、龟头敏感度数值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２０岁至５０岁男性：年龄与龟头处１２点、９点、６点敏感度呈负相关；身高、体重、ＭＢＩ与龟头敏感度无
相关性；体重与体重指数密切相关；龟头１２点处、９点处、３点处和６点处敏感度数值比较无明显差别；早泄
患者肥胖率为３７２７％。结论　２０岁至５０岁之间的男性，随年龄增长，其龟头处敏感度呈减低趋势；２０岁
至５０岁之间的男性龟头１２点处、９点处、３点处和６点处神经敏感度基本一致；身高、体重、体重指数与早泄
患者龟头敏感度无必然关系；肥胖是早泄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肥胖与早泄患者的龟头敏感度大小无关。

【关键词】　早泄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阴茎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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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泄是男科常见疾病，阴茎生物震感阈值测定是鉴定神经
敏感性早泄的常见方法，有研究表明使用阴茎生物震感阈值测

定阴茎头敏感度、阴茎体敏感度均与术中阴茎背神经数目成负

相关性，阴茎头敏感度越高的部位神经分布越多，越稠密［１］；还

有研究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原发性早泄患者阴茎生物震感

阈值检测的各点数值有逐渐增大趋势，龟头敏感度有不同程度

减低［２］；亦有报道，体重增加会增加阴茎神经敏感性［３］；以上报

道强调了某项特定因素与早泄的关系，虽然有一定参考意义，

但是总体来说不够全面。为求检验上述相关结果是否准确、是

否具有可重复性，现将近３年来在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
技术研究院生殖健康中心行阴茎生物震感阈值测定的患者资

料加以整理和分析，以期更为全面、准确、客观地评价年龄、身

高、体重指数对早泄患者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近３年来在河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
院生殖健康中心就诊的早泄患者资料，患者年龄、身高、体重指

数、阴茎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数值等病史资料。纳入标准：①
已婚或与固定女友同居６个月及以上的原发或继发性早泄。②
总是或几乎总是在进入阴道之前或进入阴道后约 １ｍｉｎ内射
精，不能在全部或几乎全部进入阴道后延迟射精。以及由此产

生消极的个人结果，如苦恼、忧虑、挫折感和／或避免性活动等。
且已排除可影响兴奋期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如年龄、对性伴

侣的新鲜感、性交环境改变，以及近期性交频度等因素的影

响”［４］。③阴茎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为同一医师所测定。排
除标准：①有发生重大生活变故可能导致患者早泄生活史的；
②有影响射精功能外伤史的；③有服用可能影响射精功能药物
史的；④有急性病病史的；⑤早泄前已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冠
心病、高血脂等）慢性病的；⑥早泄前或早泄时有精神障碍性疾
病病史的。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阴茎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方法，包括①检查环境：

安静独立的空间，室温在２０℃ ～２５℃左右。②被检查者：仰卧
位，阴茎未勃起状态，龟头露出。③检查部位：以龟头为中心取
时钟３、６、９、１２点处；阴茎体处。④检查过程：向患者说明检查
目的、过程。让患者先在食指上体验测试过程。开启设备电源，

然后打开测试软件。软件左下角提示“设备已连接”，表示设备

已准备就绪。选择“阴茎敏感神经”检查项，输入病人信息。让

病人手持“反应器”，医生手持“震动探头”，依次对上述部位进

行检查。保存检查数据，可选择打印报告。⑤检查注意事项：在
检查部位可涂抹少量医用润滑剂（液体石蜡、凡士林等）用于润

滑检查部位。为防止交错感染，请使用一次性探头套。有认知

障碍的病人禁用。⑥参考范围：参考数值（单位：Ｖ）龟头：正常
人群４～６；阴茎体：４～６。
１３　仪器设备及软件

阴茎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仪（ＶＰＴ，北京蓝讯时代科技有
限公司）。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
表示；检验水准α＝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数值型小数点后一般保留２位（保留３位的予以注明）；ｓｐｅｒｍａｎ
检测结果双尾时保留小数点后３位，单尾时保留小数点后２位；
体重指数（ＢＭＩ）计算公式：体重指数 ＝体重（ＫＧ）／身高（米）的
平方（ｋｇ／ｍ２），正常体重指数１８＜２５，轻度肥胖２５＜３０，中
度肥胖，３０＜４０，重度肥胖４０。
"

　结果
２１　１１０例早泄患者基本情况

完全符合纳入条件的早泄患者共计１１０例，年龄范围２０岁
～５０岁，年龄（２９１５±６０５）岁。身高范围１３８ｃｍ～１８３ｃｍ，身
高（１７１７６±５７１）ｃｍ。体重范围４５ｋｇ～１２５ｋｇ，体重（７１７５±
１３１０）ｋｇ。体重指数范围 １７４～４０８，体重指数（２４２４±
４２４）。体重指数偏低的２人，占患者总人数的１８２％；体重指
数正常的６９人，占患者总人数的６２７３％；轻度肥胖的３１人，占
患者总人数的 ２８１８％；中度肥胖的 ７人，占患者总人数的
６３６％；重度肥胖的１人，占患者总人数的０９％；肥胖４１人，占
患者总人数的３７２７％。
２２　１１０例患者阴茎龟头部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

１１０例阴茎龟头部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结果，１２点处最
小值０９Ｖ，最大值 ７３Ｖ，平均值 ２８２±１４３Ｖ；９点处 ２９７±
１６１Ｖ，最小值１０Ｖ，最大值９８Ｖ；３点处最小值０９Ｖ，最大值
９２Ｖ，平均值２７８±１４６Ｖ；６点处，最小值０７Ｖ，最大值８６Ｖ，
平均值２８１±１４３Ｖ；四点最小值０７Ｖ，最大值９８Ｖ，平均值
２８５±１４８Ｖ，正态性检验结果该组数据偏斜度 １５２，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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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为非正态性分布，行非参数检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结果
０８５，据此可以认为，１１０例早泄患者龟头１２点处、９点处、３点
处和６点处神经敏感度没有不同。
２３　１１０例患者阴茎龟头部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结果

１１０例阴茎龟头部生物震动感觉阈值测定结果，其中４个
点均小于４Ｖ的７３人，占６６３６％；４个位点中有至少１个位点
小于４Ｖ的共计２７例，占２４５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１０例患者敏感度检测结果［ｎ（％）］

项目 １２点处 ９点处 ３点处 ６点处

敏感度增高人数 ８６（７８１８） ９１（８２７３） ９２（９３６４）８６（７８１８）

敏感度正常人数 ２０（１８１８） １９（１７２７） １８（１６３６）２２（２０００）

敏感度减低人数 ４（３６４） ６（５４５） ４（３６４） ２（１８０）

　　 合计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２４　１１０例患者龟头４个点测定结果
龟头４个点均小于 ４Ｖ的 ７３例患者中，１２点处最小值

０９Ｖ，最大值 ３９Ｖ，平均值为 ２０５±０６３ｖ；９点处最小值
１０Ｖ，最大值 ３８Ｖ，平均值为 ２１７±０６７Ｖ；３点处最小值
０９Ｖ，最大值 ３７Ｖ，平均值为 ２０７±０６６Ｖ；６点处最小值
０７Ｖ，最大值３９Ｖ，平均值为２０９±０７７Ｖ；４个点总平均值为
２０９±０６８，最小值０７Ｖ，最大值３９Ｖ，４个点测定数据行正态
性检验后行非参数检验的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双尾结果为
０７７，据此可以认为，龟头４个点均小于４Ｖ的７３例患者中，龟

头１２点处、９点处、３点处和６点处神经敏感度没有不同。
２５　４个点与１１０例患者身体基本情况比较

① ４个点均大于４Ｖ的患者１０人，占９１％；４个点均大于
４Ｖ的１０人年龄（２９６±７３７）岁。４个点均小于４Ｖ的７３人，
占６６３％；年龄（２９２７±５９７）岁，两组年龄无差别（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双尾结果０４４）。② ４个点均大于４Ｖ的１０人身
高１７２４±３５ｃｍ；４个点均小于 ４Ｖ的 ７３人身高（１７０１±
１１７７ｃ）ｍ，两者比较无差别（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结果为０８１）。
③ ４个点均大于４Ｖ的１０人体重指数（２６８３±６５２）ｋｇ／ｍ２；４
个点均小于４Ｖ的７３人体重指数（２４１７±４０２）ｋｇ／ｍ２，两者比
较无差别（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双尾结果０４３）。
２６　４个点与１１０例患者身高、体重和体重指数与的关系

①２０岁至５０岁之间早泄男性，年龄与身高负相关，即随着
年龄增长，身高将有所降低；年龄与体重及体重指数无明显相

关性；身高与体重正相关；年龄与龟头１２点、９点、６点正相关，
随着年龄增长，龟头１２点、９点、６点敏感度将有所降低；年龄与
龟头３点处敏感度无关。② ２０岁至５０岁之间早泄男性，体重
与身高及体重指数明显相关，与年龄及龟头１２点、９点、６点、３
点处敏感度无关。③ ２０岁至５０岁之间早泄男性，体重指数与
体重密切相关外，与年龄、身高、及龟头１２点处、９点处、６点处
和３点处敏感度无关。④ ２０岁至５０岁之间早泄男性，龟头１２
点处、９点处、６点处和３点处敏感度之间密切相关，具有较高的
一致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２（ｓｐｓｓ统计结果默认保留小数点后３
位）。

表２　１１０例患者ｓｐｅｒｍａｎ检验结果

项目 年龄 身高 体重 ＢＭＩ １２点处 ９点处 ３点处 ６点处

年龄相关系数１ －０１９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５ ０２０１ ０２２７ ０１４５ ０１６７

显著性（双尾） ． ００４５ ０９３４ ０４９９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７ ０１３１ ００８１

身高相关系数 －０１９１ １ ０２５８ －００９９ ００４４ ００６２ ００３２ ００８１

显著性（双尾） ００４５ ． ０００６ ０３０３ ０６４６ ０５２２ ０７４２ ０４０１

体重相关系数 ０００８ ０２５８ １ ．８９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５ ０１０８

显著性（双尾） ０９３４ ０００６ ． ０ ０４５２ ０５５７ ０５０３ ０２６１

ＢＭＩ相关系数 ００６５ －００９９ ０８９５ 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９

显著性（双尾） ０４９９ ０３０３ ０ ． ０５９４ ０９５８ ０８４７ ０４７１

１２点处相关系数 ０２０１ ００４４ ００７２ ００５１ １ ０７５８ ０７８４ ０７１５

显著性（双尾） ００３５ ０６４６ ０４５２ ０５９４  ０ ０ ０

９点处相关系数 ０２２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５ ０７５８ １ ０７８８ ０７６３

显著性（双尾） ００１７ ０５２２ ０５５７ ０９５８０ ． ０ ０

３点处相关系数 ０１４５ ００３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１９ ０７８４ ０７８８ １ ０７６４

显著性（双尾） ０１３１ ０７４２ ０５０３ ０８４７０ ０ ． ０

６点处相关系数 ０１６７ ００８１ ０１０８ ００６９ ０７１５ ０７６３ ０７６４ １

显著性（双尾） ００８１ ０４０１ ０２６１ ０４７１ ０ ０ ０ ．

　　 合计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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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早泄是男科常见疾病［５］，国际性医学学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ｏ
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ｓｅｘｕ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ＳＳＭ）采用了全新的早泄定义，即首个
循证医学定义。“早泄是一种男性性功能障碍，其特征是：总是

或几乎总是在进入阴道之前或进入阴道后约１ｍｉｎ内射精，不能
在全部或几乎全部进入阴道后延迟射精。以及消极的个人结

果，如苦恼、忧虑、挫折感和／或避免性活动等”，《精神疾病诊断
和统计手册Ⅳ正文修订版》（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ｍａｎｕａｌｏｆ
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ＩＶＴｅｘｔ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ＤＳＭＩＶＴＲ）将早泄定义为“总
是或经常在插入阴道前、插入时或刚刚插入阴道后，即在极小

的性刺激下不为所愿地射精。临床医生必须考虑到可影响兴

奋期持续时间的各种因素，如年龄、对性伴侣的新鲜感、性交环

境改变，以及近期性交频度等”［６８］，坎贝尔泌尿外科将早泄定

义描述为三联征，射精潜伏期短、缺乏控制、性生活不满意［９］。

总体上认为，国际性学会的早泄定义更加准确［１０１１］。

阴茎生物震感阈值测定是鉴定神经敏感性早泄的常见方

法［２］，亦是外科医师行阴茎背神经阻断术的依据［１２１４］，按传统

阴茎解剖理论上来说，阴茎背侧１２点处神经敏感性应该比两侧
的９点处、３点处高，腹侧６点处敏感度最低。且有研究表明使
用阴茎生物震感阈值测定阴茎头敏感度、阴茎体敏感度均与术

中阴茎背神经数目成负相关性，阴茎头敏感度越高的部位神经

分布越多，越稠密［１］，但本研究表明龟头部１２点处、９点处、３点
处和６点之间的神经敏感性数值并无明显不同，１２点位置的神
经敏感性并没有因为阴茎背神经主干在阴茎背侧正中附近走

行而比腹侧的６点处更加敏感，这与上述报道并不一致，但与临
床基本相符，因为，作为外科医师在行包皮环切术的局部麻醉

时，系带部分的痛觉比阴茎其他部位敏感，而往往需要额外补

充麻醉。

本研究分析年龄与龟头部位敏感性关系发现，随年龄增长

龟头敏感性总体会有所减低，这与之前的报道基本相符［１５］。研

究也显示，两者与龟头敏感度之间无关；体重与身高及体重指

数密切相关。

有报道认为肥胖会增加阴茎神经敏感性［３］，本研究显示，

体重指数正常的患者占总人数的６２７３％，经过分析体重指数
与龟头敏感性数值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并无因果关系

（见表２）。所以本研究认为体重指数增加可增加龟头敏感性增
高从而导致男性容易早泄的论断需要更多的研究来验证。

另外，本研究显示 １１０例的早泄患者中肥胖者 ４１人，占
３７２７％，略高于中国北方３５％的肥胖指数，说明早泄群体中的

肥胖者比一般人群高，肥胖者容易早泄的原因与龟头敏感度无

关，可能与肥胖引起的其他因素相关［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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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治疗男性单纯性
后尿道狭窄对勃起功能影响研究
王泽民１　李静２　王志勇１△　于满１　王海龙１　李俊鹏１　迟强１

１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
２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超声科，河北 承德 ０６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治疗男性单纯性后尿道狭窄对勃起功能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收治的４５例后尿道狭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用数表法将这４５例患者随机分为联合组（２３例）和对照组（２２例），联合组应用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
离子治疗，对照组应用尿道狭窄段切除端端吻合术治疗，对比两组患者临床指标。结果　联合组住院时间、
尿管冲洗时间、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及术后１月、术
后３月，联合组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平均尿流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前，联合组 ＰＳＶ、
ＥＤＶ、ＲＩ、勃起频率、阴茎头最大勃起硬度、勃起持续时间、ＩＩＥＦ５评分、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与对照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术后６月，联合组 ＰＳＶ、ＲＩ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
ＥＤＶ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年，联合组勃起频率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

００５），联合组阴茎头最大勃起硬度、勃起持续时间、ＩＩＥＦ５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联合组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肾造瘘球囊
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术治疗男性单纯性后尿道狭窄可以有效改善术后排尿功能的同时对勃起功能有保护

作用。

【关键词】　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等离子；尿道狭窄；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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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尿道狭窄手术方式多样，如何既改善排尿功能，又减
少术中副损伤，促进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
恢复是手术面临的问题。有研究［１］显示，骨盆骨折合并尿道狭

窄患者ＥＤ发生率高达７２％，术中保护勃起功能意义重要，为减
少尿道离断带来的血管神经损伤，采用不离断尿道成形术式，

有效保护术后勃起功能。还有研究［２］联合应用输尿管软镜、硬

镜、尿道扩张导管早期尿道会师治疗外伤尿道断裂，能恢复患

者信心，减少勃起功能障碍发生。腔内手术的微创特点有利于

术后勃起功能恢复，而多种腔内技术联合治疗尿道狭窄目前无

统一标准。我们探索将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与等离子技术联

合用于男性单纯性后尿道狭窄治疗并与传统尿道离断成形术

式做对比，观察两组围手术期指标及术后排尿功能、勃起功能

变化。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承德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
的４５例行尿道探条扩张失败，单一段后尿道狭窄长度≤２ｃｍ的
男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数表法随机分组成联合组（２３
例）和对照组（２２例），联合组应用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
离子电切术治疗，对照组应用尿道狭窄段切除端端吻合术治

疗。联合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６２岁，年龄（４４１３±９７７）
岁；尿道狭窄长度范围０３ｃｍ ～２０ｃｍ，尿道狭窄长度（１０６±
０４７）ｃｍ。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７岁 ～６３岁，年龄（４４４５±
９８６）岁；尿道狭窄长度范围 ０３ｃｍ～１９ｃｍ，尿道狭窄长度
（１０３±０４７）ｃｍ。两组患者的年龄、尿道狭窄部位、长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纳入标准：尿道造影或超声证
实后尿道狭窄，尿道狭窄长度≤２０ｃｍ，术前尿流动力学检查除
外神经源性膀胱，最大尿流率（Ｑｍａｘ）＜１５ｍｌ／ｓ。排除标准

［３］：未

成年尿道狭窄；尿道狭窄伴尿道下裂；尿道肿瘤狭窄；血液系统

疾病；颅脑疾病；精神疾病病史；性器官发育异常。

１２　研究方法
联合组麻醉后，取截石位，输尿管镜直视下置入斑马导丝

通过后尿道狭窄段到达膀胱，在尿道外口与输尿管镜鞘交界处

用丝线打结，标记尿道狭窄处距尿道外口的距离，退镜后沿导

丝置入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Ｆ２４），以标记丝线的输尿管镜鞘为
准，球囊顺导丝进入标记深度后固定，定位于狭窄段尿道扩张

加压，压力达到２５个～３０个大气压，保持压力固定，扩张３ｍｉｎ
～５ｍｉｎ。可以扩张多次，达到满意的管径为止。退出球囊扩张
导管后再引入等离子电切镜，直视下切除已经被扩裂的瘢痕狭

窄段组织并止血，使尿道光滑、通畅，给予患者排尿实验。对照

组采用会阴倒“Ｙ”形切口或阴囊切口，尿道狭窄段切除端端吻
合术治疗，同上进行排尿实验。两组手术患者均留置三腔硅胶

尿管（Ｆ２０～Ｆ２２）４周。术后静脉应用抗生素治疗１周。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术后尿管冲洗时间、

住院天数，检测术前及术后１月、术后３月Ｑｍａｘ、平均尿流率、术
后１年勃起功能国际问卷（ＩＩＥＦ５）评分。两组术前、术后６月
均接受同一位专科超声医师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监测血流动

力学指标，患者均口服西地那非１００ｍｇ，１小时后应用辅助眼镜
式影像仪给予听觉视觉性刺激诱导患者阴茎勃起，采用Ｈｉｔａｃｈｉ
ｐｒｅｉｒｕｓ超声诊断仪，高频探头置于阴茎腹侧，由近至远扫查双侧
阴茎深动脉，分析血流频谱，测定动脉收缩期峰值血流流率

（ｐｅａｋｓｙｓｔｏｌｉｃ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ＰＳＶ）、舒张末期血流流率（ｅｎｄ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ｖｅ
ｌｏｃｉｔｙ，ＥＤＶ）、阻力指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ｉｎｄｅｘ，ＲＩ）［４］。术前及术后１
年患者均检查夜间阴茎胀大试验（ｎｏｃｔｕｒｎａｌｐｅｎｉｌｅｔｕｍｅｓｃｅｎｃｅ，
ＮＰＴ），应用伟力多参数夜间阴茎勃起测定记录盒，记录阴茎勃
起频率、阴茎头部最大勃起硬度、勃起持续时间。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
组间分析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期相关情况比较

联合组患者的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尿管冲洗时间、住院

时间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联合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围术期情况对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长（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尿管冲洗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联合组 ２３ ５３１７±７４３ ６４７８±２０４２ １１９１±３３９ ９３４±１５２

对照组 ２２ １０２８６±１０３１ １２５６８±３６１９ ４１７７±９７２ １２０９±１４１

ｔ值 －１８６０８ －７０４５ －１３８７４ －６２５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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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尿动力学指标变化
术前及术后１月、术后３月，联合组患者Ｑｍａｘ及平均尿流率与

对照组患者差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阴茎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

术前，联合组患者 ＰＳＶ、ＥＤＶ、ＲＩ与对照组患者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６月，联合组患者ＰＳＶ、ＲＩ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患者ＥＤＶ低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ＮＰＴ结果及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术前，联合组患者勃起频率、阴茎头最大勃起硬度、勃起持

续时间、ＩＩＥＦ５评分与对照组患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１年，联合组患者勃起频率与对照组患者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组患者阴茎头最大勃起硬度、勃起持
续时间、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术前、术后１年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

术前，联合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１年，联合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２　联合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尿动力学指标变化（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最大尿流率（ｍｌ／ｓ）

术前 术后１月 术后３月

平均尿流率（ｍｌ／ｓ）

术前 术后１月 术后３月

联合组 ２３ ３９５±１２９ １９２１±１２０ １７８２±１３０ ２３４±０７７ １１２１±１７５ ８７８±０８５

对照组 ２２ ４０４±１１７ １９１３±１０８ １７９０±１０６ ２３６±０７２ １０８６±２２３ ８２７±０９３

ｔ值 －０２４１ ０２３７ －０２３３ －００７１ ０５９２ １９１５

Ｐ值 　０８１１ ０８１４ 　０８１７ ０９４４ ０５５７ ００６２

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阴茎血流动力学指标变化（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ＳＶ（ｃｍ／ｓ）

术前 术后

ＥＤＶ（ｃｍ／ｓ）

术前 术后

ＲＩ

术前 术后

联合组 ２３ ２９９５±１７１ ２９５６±１６７ ２２１±０７３ ２４７±０７９ ０９２±００２ ０９１±００２

对照组 ２２ ２９２２±１９０ ２４６３±１６１ ２３１±０７１ ３５９±１１４ ０９１±００２ ０８５±００５

ｔ值 １３５１ １００３１ －０４６５ －３８１８ ０４１３ ４６３７

Ｐ值 ０１８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４４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２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手术前后ＮＰＴ结果及ⅡＥＦ５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勃起频率（次）

术前 术后

最大勃起硬度（％）

术前 术后

勃起持续时间（ｍｉｎ）

术前 术后

ＩＩＥＦ５评分（分）

术前 术后

联合组 ２３ ３２６±０９１ ２８２±０９３ ６０００±７６８ ５５２１±６８２ １４１３±１６３ １２４７±１６４ １９４３±１３０ １７８２±１３７

对照组 ２２ ３３１±０９４ ２６３±０８４ ５８８６±６７１ ４１８１±６２７ １３９５±１３９ １０１３±１３５ １９３１±１４２ １５０４±１２９

ｔ值 ０４５０ ０７１１ ０５７２ ６８４８ ０３８８ ５１９３ ０２８６ ７００２

Ｐ值 ０６５５ ０４８１ ０６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６ ００００

表５　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１年

联合组 ２３ ３（１３０４） ４（１７３９）

对照组 ２２ ２（９０９） １０（４５４５）

χ２值 ０１７８ ４１３２

Ｐ值 ０６７３ ００４２

#

　讨论
尿道狭窄段切除端端吻合术是治疗尿道狭窄的经典术式，

疗效确切，要求解剖对位尿道断端，恢复通畅排尿。但经典术式

在切除狭窄段尿道时需离断尿道海绵体动脉及周围神经组织，

并且手术视野暴露难度大，操作空间狭小，使尿道吻合技术要

求高，对患者勃起功能恢复存在不利影响［５］。尿道扩张是治疗

尿道狭窄的简单、有效办法。传统尿道扩张比较盲目，属于强行

扩张，并发症有假道形成和直肠损伤等，而反复更换尿道器械操

作导致局部尿道菌群变化引起一过性脓毒血症更加危险［６］。

为此，我们选择球囊扩张导管扩张狭窄尿道，球囊扩张导管表面

光滑、管体纤细，适合腔内微创操作，可以在斑马导丝引导下进

入尿道狭窄段，顺应性好，球囊扩张时压力稳定，扩张过程无需

更换多个型号导管，减少了机械摩擦引起的尿道损伤，并且扩张

的力度、速度、时间均可以掌控，使尿道扩张变得更安全。我们

在后尿道狭窄段扩张后再引入等离子双极电切技术，是要彻底

切除扩张后的瘢痕组织，从根本上防止后尿道狭窄反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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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后的尿道狭窄段变开阔，等离子切除过程冲洗液循环通

畅，视野始终清晰，手术中切割及止血操作自如。研究中，联合

组术前、术后１月、术后３月Ｑｍａｘ及平均尿流率与对照组差别无
统计学意义，提示微创腔内技术联合也能达到尿道狭窄段切除

端端吻合术的排尿效果。且联合组手术时长、术中出血量、尿管

冲洗时间、住院天数均低于对照组，这说明肾造瘘球囊扩张导

管联合等离子术式可以降低手术创伤、加速术后恢复。

阴茎勃起过程是一系列神经血管活动作用的结果，阴茎血

流动力学改变在勃起过程中作用重要［７］。尿道狭窄术后勃起

功能障碍可能与神经血管紊乱有关。阴茎勃起需要维持充足

的血供，如先天性动脉狭窄、外伤后动脉狭窄、海绵体动静脉漏

存在等引起的阴茎动脉供血不足或静脉功能不全都会导致勃

起功能障碍，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具有安全、准确的特点，是一

种有效的阴茎血供检查方法［８］。阴茎正常勃起时，超声测量

ＰＳＶ值为左右两侧海绵体动脉均 ＞２５ｃｍ／ｓ，或两侧相加 ＞５０
ｃｍ／ｓ，如果ＰＳＶ＜２５ｃｍ／ｓ，诊断动脉性ＥＤ，正常ＥＤＶ＜５ｃｍ／ｓ，
ＲＩ接近０９９，如果 ＥＤＶ＞５ｃｍ／ｓ，或 ＲＩ＜０８，则诊断静脉性
ＥＤ，同时有ＰＳＶ值下降和 ＥＤＶ、ＲＩ值异常，诊断为动静脉混合
性ＥＤ［４９］。Ｈａｒｗｏｏｄ［１０］报道，尿道端端吻合术可能导致静脉瘘
形成，增大了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Ｋｏｒａｉｔｉｍ［１１］进行荟萃
分析，８７１名患者用不同手术方式修复尿道损伤，尿道离断成形
术过程中切开尿道周围组织可能进一步损伤血管束及神经，术

后ＥＤ及尿失禁分别达到５６％和２１％。后尿道狭窄段切除端
端吻合过程中，需要局部空间扩展，不具备腔内手术的技术优

势，创伤范围很难精细掌控，极易损伤血管、神经、正常尿道、阴

茎海绵体等。而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手术全程在

尿道内操作完成，极少出现穿孔、假道、海绵体损伤，对保护阴茎

血管有优势，减少了血管性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本组研

究中，术前两组对比血流动力学指标无明显差异，术后６月，联
合组ＰＳＶ、ＲＩ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
合组ＥＤＶ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表明
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治疗方案可有效保护患者阴

茎血流动力学稳定，减少术中副损伤，促进患者勃起功能恢复。

ＩＩＥＦ５是现在临床最广泛使用的判断勃起功能障碍的量
表，按ＩＩＥＦ５评分标准将总分≤ ７分划为重度 ＥＤ，８分 ～１１分
为中度ＥＤ，１２分～１６分为中低度ＥＤ，１７～２１分为轻度ＥＤ，≥
２２分为正常勃起功能［９］。ＩＩＥＦ５评分侧重的是患者的主观体
验，而结合ＮＰＴ进行客观监测，是为了更充分反应患者阴茎勃
起功能变化。ＮＰＴ的正常范围：勃起次数２次／夜 ～６次／夜；勃
起硬度≥７０％；每次勃起时间持续≥１０ｍｉｎ［１２］。等离子切除狭
窄瘢痕不同于整块瘢痕段尿道切除。等离子刀在切割时表面

温度仅（４０℃～７０℃），热量渗透范围小，高频电流在局部形成
回路，切割精确，对周围血管、神经副损伤少，对保护勃起功能有

帮助［１３］。本研究显示联合组术后１年ＩＩＥＦ５评分高于对照组，
说明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术后患者对勃起功能的

主观体验优于后尿道狭窄段切除端端吻合术。术后１年，联合
组的夜间勃起次数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联合组术后勃起硬度

及勃起时间均高于对照组，联合组术后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可能由于后尿道离断成形过程中血管也随之横断，

再吻合后血管重建伴随着血管侧支循环再生及局部动静脉漏

的形成，影响了阴茎维持勃起所依赖的血流动力环境，而后尿

道腔内操作很少发生尿道穿孔、血管结扎、神经离断等情况。说

明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手术方式客观有效减轻血

管性阴茎勃起功能障碍，促进术后勃起功能的恢复。

本研究通过分组对比，发现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

子术式治疗男性单纯性后尿道狭窄有效并且对勃起功能有保

护作用。但是对于尿道狭窄段长或尿道闭锁，导丝无法进入尿

道狭窄段，疗效需要进一步临床验证，应继续创新腔内扩张材料

的科学研究。此外，本研究的样本容量有限且均为承德医学院

附属医院患者，存在地区差异，需要我们继续开展大样本容量深

入研究。最后，本研究随访时间有限，长期观察这一手术方案对

男性单纯性后尿道狭窄的勃起功能及尿动力学影响，将继续进

行。

综上所述，肾造瘘球囊扩张导管联合等离子治疗男性单纯

性后尿道狭窄可有效改善术后排尿功能，并且减少阴茎血管神

经损伤，促进勃起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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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灯笼式”后尿道吻合器在后尿道狭窄术中的
应用
樊胜海　李学德△　何庆鑫　江志勇　汪中兴　贲晶华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泌尿男科，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２

【摘要】　目的　探索提高后尿道狭窄治疗效果的方法。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泌尿男科诊治的３５例后尿道狭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１２岁～７２岁，平
均４５岁。全部病例均经膀胱尿道造影确诊，后尿道狭窄长度１ｃｍ～４５ｃｍ，平均２５ｃｍ。３例合并前尿道狭
窄。经会阴径路行倒“Ｙ”切口，分离球部及阴囊部尿道，在狭窄处切断尿道，充分切除后尿道瘢痕组织，采用
自制“灯笼式”后尿道吻合器在显示器直视下用３０可吸收线间断行后尿道吻合６针～８针。２７例行狭窄后
尿道切除后端端吻合，８例采用阴囊纵隔带蒂皮瓣卷管成尿道后与后尿道行端端吻合。结果　手术时间５０
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平均７５ｍｉｎ，术后２周～３周拔出导尿管，随访２个月～２８个月，平均１４个月。３５例患者术后
排尿通畅，不需尿道扩张，最大尿流率＞１５ｍｌ／Ｓ。一次性手术治愈率９４％。２例术后再狭窄，１例行尿道扩
张治愈，１例再次行狭窄部切除吻合治愈。结论　采用自制“灯笼式”后尿道狭窄吻合器行后尿道吻合术治
疗瘢痕性后尿道狭窄，吻合方便，手术时间短，成功率高，是一种较好的手术方式。

【关键词】　后尿道狭窄；尿道重建；经会阴；端端吻合；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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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尿道狭窄是泌尿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多由骨盆骨折后
尿道断裂引起，其治疗颇为棘手。国际上一些著名的尿道中心

已将后尿道端端吻合术作为修复后尿道狭窄的主要方法之

一［１］。后尿道狭窄部位深、范围狭小、显露困难，要完整切除病

变及精确吻合相当困难［２］。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国
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四医院泌尿男科共诊治３５例后尿道狭窄患
者，采用自制“灯笼式”后尿道吻合器在显示器直视下行后尿道

吻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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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二四
医院泌尿男科诊治的３５例后尿道狭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研究
对象均为男性后尿道狭窄患者，年龄范围１２岁～７２岁，平均４５
岁。３例合并前尿道狭窄。３２例有骨盆骨折病史，２例有后尿道
狭窄手术史，１例前列腺电切术后后尿道狭窄。全部病例均经膀
胱尿道造影确诊，后尿道狭窄长度１ｃｍ～４５ｃｍ，平均２５ｃｍ。尿
道狭窄病程６个月～１５年，平均２４个月。术前常规尿细菌培养
＋药敏，抗感染治疗２天～５天，复查尿常规阴性再行手术。
１２　研究方法

２７例行狭窄后尿道切除后端端吻合，８例采用阴囊纵隔带
蒂皮瓣卷管成尿道后与后尿道行端端吻合。经会阴径路行倒

“Ｙ”切口，显露尿道球部海绵体，自前尿道插入Ｆ２１尿道探子引
导，向后游离至尿道狭窄部并切断，并将前尿道自耻骨联合下

方向前游离，使尿道能伸展延长２ｃｍ～４ｃｍ，将后尿道狭窄段
完全切除，并将周围瘢痕组织切除，查看尿道狭窄段切除长度，

若可直接吻合，则予以行前尿道后尿道端端吻合，若切除段较
长，两端尿道不能直接吻合，可用阴茎及阴囊皮肤做成尿道并

与后尿道相吻合。

连接冷光源、显示器及冲洗液，置入自制“灯笼式”后尿道吻

合器观察后尿道，将后尿道断端粘膜修齐，若尿道周围及粘膜有

瘢痕则予以完全切除。用自制弧形尿道缝合针在近端尿道粘膜

用３０肠线分别缝６针～８针，自外向尿道内进针，缝合时将缝线
置入缝针“Ｃ”型凹槽的近端，将缝线的两端稍加牵拉，缝针进入
尿道后放松牵拉，缝线即可自“Ｃ”形缺口处退出，退出弧形针，再
进入尿道，利用“Ｃ”型凹槽将尿道内缝线钩出，将缝线用空针对
应缝于前尿道粘膜，留置Ｆ２０硅胶导尿管，靠拢两端并打结，结线
留于尿道外。留置引流管并逐层缝合切口。术后１个月、３个月
和６个月返院复查尿常规、尿流率，必要时定期行尿道扩张。
"

　结果
３５例均顺利完成手术，手术时间 ５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平均

７５ｍｉｎ，术后２周～３周拔出导尿管，随访２个月～２８个月，平均
１４个月。３５例患者术后排尿通畅，不需尿道扩张，最大尿流率
＞１５ｍｌ／Ｓ，一次性手术治愈率９４％。２例术后再狭窄，１例行尿
道扩张治愈，１例再次行切除吻合治愈。
#

　讨论
尿道狭窄是泌尿外科常见且易复发的疾病，男性发病率约

３００／１０万［３］。近年来，随着我国机动车及电单车数量的迅猛增

加和建筑业的大力发展，由生产安全事故和交通事故导致的骨盆

骨折、后尿道损伤导致的后尿道狭窄的发病率逐年提高。但因后

尿道狭窄部位深，范围狭小，显露困难，临床上处理较为棘手［２］。

复杂性后尿道狭窄的外科治疗至今仍是泌尿外科的难题之一，其

手术成功率为６５％～８６％［４］。后尿道狭窄治疗方法较多，有腔

镜配合电切、钬激光、等离子、冷刀等，有经会阴途径开放手术治

疗后尿道狭窄及各种改良术式［５７］，更有机器人辅助后尿道成

形［８］。目前主流手术仍是开放手术治疗［９］，但临床效果仍不甚

理想。Ｋｏｒａｉｔｉｍ等认为，彻底切除尿道周围瘢痕组织、良好的粘
膜粘膜对端吻合及进行无张力的吻合是保证成功的３要素［１０］，

那么在狭窄的后尿道，位置深，空间小，术野差，缝合极其困难，要

高质量、均匀缝合６针～８针更是困难。哈木拉提·吐送等对位
置较深的后尿道狭窄借助膀胱镜经膀胱造瘘口观察近端尿道粘

膜血颜色及瘢痕去除情况［１１］，还有作者创造了直针缝合及各种

改良术式［１２１４］，但仍面临很多困难，如：①操作困难导致速度较
慢；②后尿道吻合部位不精准，甚至有未缝及尿道粘膜的情况发
生；③为了缝合尿道而切开膀胱及缝合时手指经膀胱盲探入后尿
道引导直针，易伤术者；④需经验极其丰富医师操作。鉴于以上
困难，我们结合膀胱镜的特点，研制成了“灯笼式”后尿道吻合

器，即将膀胱镜鞘的前端制成“灯笼”样的骨架，缝合时可用冲洗

液冲洗后尿道断端，并在显示器直视下观察后尿道断端，使其具

有直视、冲洗、扩张的功能，配合自制弧形缝针，依据骨架位置在

“灯笼”扩张的后尿道均匀缝合，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缝合时我

们强调吻后尿道粘膜的长度及针距，确保对合精准并且尿道粘膜

不会撕脱，在提高缝合的精准度的同时，缩短了缝合时间，平均

７５ｍｉｎ，提高了治疗效果，一次性手术治愈率达９４％。
彻底切除尿道周围瘢痕组织是手术成功的重要保障。术中

在切除尿道近端狭窄部尿道时，我们可用 Ｆ２１尿道探子自膀胱
造瘘口进入后尿道狭窄部，将其向外推顶，先充分切除狭窄部周

围瘢痕组织，再切除病变粘膜。这样有利于充分切除瘢痕组织，

并保留粘膜的完整性，有利于术后愈合。

对部分尿道狭窄段较长患者，我们采用阴囊纵隔带蒂皮瓣

卷管成尿道，再与后尿道行端端吻合。由于后尿道缝线已利用

吻合器缝好并留置，用空针将缝线对应缝合于新卷管的尿道即

可，要注意吻合口不能有张力，必要时结合阴茎海绵体中隔切开

和耻骨下缘部分凿除以缩短后尿道吻合的走行途径［１５］。本组

８例采用此方法吻合，２例行耻骨下缘部分切除。
通过本组患者的治疗，我们认为自制“灯笼式”后尿道狭窄

吻合器行后尿道吻合术治疗瘢痕性后尿道狭窄，吻合方便，手术

时间短，成功率高，是一种较好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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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用于预测经皮肾镜术后全身炎症
反应综合征的临床研究
宋大龙１，２　谭龙泉２　江克华１　胡建新１　徐述雄１　朱建国１　孙发１△

１贵州省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贵阳 ５５０００２
２盘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贵州 六盘水 ５５３５３７

【摘要】　目的　探讨尿石症患者行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ＣＮＬ）后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发生的危险因素，以及术前中性粒细胞／淋
巴细胞比值（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Ｒ）、衍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ｌｙｍ
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ｄＮＬＲ）、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ｏ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ＬＭＲ）在预测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发
生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贵州省人民医院诊治的２９２例ＰＣＮＬ术后患者的临床
资料及体检健康对照者１２０例的相关资料作为研究对象。依据ＰＣＮＬ术后是否发生ＳＩＲＳ分为非ＳＩＲＳ组和
ＳＩＲＳ组，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２９２例结石患者中，ＰＣＮＬ术后发生 ＲＩＲＳ共８８
例，与非ＳＩＲＳ组相比较，在性别、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肌酐、尿素氮、ＧＦＲ、术中尿培养、结石负荷、
手术时间、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性别（ＨＲ＝
０１７９，Ｐ＝００２２）、白细胞（ＨＲ＝２３２１，Ｐ＜０００１）、中性粒细胞（ＨＲ＝１４１１，Ｐ＝００４６）、淋巴细胞（ＨＲ＝
０１７９，Ｐ＝０００３）、术中尿培养（ＨＲ＝２４３７，Ｐ＝００１８）、结石负荷（ＨＲ＝１００５，Ｐ＜０００３）、手术时间（ＨＲ
＝１０２８，Ｐ＜００２９）、鹿角型肾结石（ＨＲ＝５７７５，Ｐ＝００１７）、ＮＬＲ（ＨＲ＝２９０５，Ｐ＝０００４）、ｄＮＬＲ（ＨＲ＝
１４６８７，Ｐ＝０００２）是结石患者行 ＰＣＮＬ术后发生 ＳＩＲ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ＲＯＣ曲线图结果显示术前
ＮＬＲ曲线下面积（ＡＵＣ）为０８３１，其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为７５７％，ｄＮＬＲ曲线下面积为０８１３，其敏感度和特
异度分别为８４９％、６６９％。结论　性别、术前ＮＬＲ、ｄＮＬＲ值、结石负荷、术中尿培养、鹿角型肾结石为 ＰＣ
ＮＬ术后ＳＩＲＳ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其中术前 ＮＬＲ、ｄＮＬＲ值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具有简便、安
全、经济的优点，是预测术后感染并发症发生的一个良好指标。

【关键词】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衍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经
皮肾镜碎石术；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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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ａｆ
ｔｅ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ＣＮ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ｄＮＬＲ）ａｎｄ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ｏ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
（ＬＭ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９２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ＣＮＬａｎｄ１２０ｈｅａｌｔｈｙｐｅｏｐｌｅｆｏｒｈｅａｌｔｈ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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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ｇｅｎｄｅｒ，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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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８，Ｐ＜００２９），ｓｔａｇｈｏｒｎｒｅｎ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ｉ（ＨＲ＝５７７５，Ｐ＝００１７），ＮＬＲ（ＨＲ＝２９０５，Ｐ＝０００４）ａｎｄｄ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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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ｗａｓ０８３１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ｄＮＬＲ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８４９％ ａｎｄ６６９％，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ｅａ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ｗａｓ０８１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ｅｎｄｅｒ，ｃａｌｃｕｌｕｓｌｏａｄ，ｓｔａｇｈｏｒｎｒｅｎ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ｉ，
ＮＬＲａｎｄｄＮＬＲ，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ｕｒｉｎ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ＳＩＲＳａｆｔｅｒＰＣＮＬ，ｗｈｅｒｅ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ＮＬＲａｎｄｄＮＬＲａｒｅｏｆ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ｏｆｐｏｓｔＰＣＮＬＳＩＲＳｉｎ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ｉａ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Ｒ）；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ｄＮＬＲ）；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ｔｏ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ＬＭＲ）；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ＣＮＬ）；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ＳＩＲＳ）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尿石症是泌尿外科最为常见疾病之一，随着经济水平发展
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发病率日趋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其复发

率高达５０％，给治疗和预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１４］。此外，还增

加了患者肾功能损害、衰竭和肾癌等疾病发生的风险。目前关

于肾结石的主要治疗方式为微创治疗，其中以经皮肾镜碎石取

石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ｎｅｐｈｒｏｌｉｔｈｏｔｏｍｙ，ＰＣＮＬ）临床应用最为广泛，
具有微创、结石清除率高等优点，但是术后并发症如出血、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ｙｓｔｅｍｉｃ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ＳＩＲＳ）发生率亦逐渐增加，其中ＳＩＲＳ严重时进展为脓毒血症，危
及患者的生命［５７］。因此，迫切的需要寻找可以预测ＰＣＮＬ术后
ＳＩＲＳ的生物标记物，能够在早期识别，并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
降低其发生率和死亡率。

目前，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ｒａｔｉｏ，ＮＬＲ）、衍生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ｄｅｒｉｖｅｄ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ｔｏ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ｄＮＬＲ）、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ｔｏｍｏｎｏｃｙｔｅｒａｔｉｏ，ＬＭＲ）被用于预测如肿瘤、肺炎、冠心病、肝炎
等多种疾病的诊断和预后［８１３］。这些指标可以很容易地从外周

血常规全血计数中获得。此外，它们是常规检测，测试成本低，

因此可能提供现成的客观信息帮助医生评估患者的病情。然

而，到目前为止，关于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用于预测肾结石患者经
皮肾镜术后ＳＩＲＳ的报道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贵
州省人民医院 ＰＣＮＬ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 ＮＬＲ、ｄＮＬＲ、
ＬＭＲ三者在预测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的临床意义。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首先，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贵州省人民医院诊
治的２９２例 ＰＣＮＬ术后患者的临床资料及体检健康对照者１２０
例的相关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在健康对照组中，男性７１例，女
性４９例，年龄（５０１±１３３）岁，ＢＭＩ（２４１７±３５）；而在结石

患者组中，男性１６４例，女性１２８例，年龄（５２８±１０９）岁，ＢＭＩ
（２３９５±２６９）。本研究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贵州
省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ＢＭＩ等方
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另外，ＰＣＮＬ术后患者共２９２例，其中发生ＳＩＲＳ８８例，男性
３２例，女性５６例，年龄（５１１９±１１３７）岁，ＢＭＩ（２３７１±２８２）；
除２例患者经抢救无效死亡外，其余患者均痊愈出院；未发生肠
管、胸膜、肝脾等脏器损伤。未发生ＳＩＲＳ（ＳＩＲＳ组）共２０４例，男
性１３２例，女性 ７２例，年龄（５２７２±１００１）岁，ＢＭＩ（２３６３±
３０９）。两组患者在年龄、ＢＭＩ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详见表２。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术前均行ＣＴ、ＫＵＢ检查诊断明确为肾结石及
输尿管上段结石；②术前均行血常规、肾功能、尿常规、尿培养等
常规检查；③手术方式均为 ＰＣＮＬ。排除标准：①合并肿瘤、血
液系统疾病、感染性疾病、免疫系统疾病、心功能不全、马蹄肾及

多囊肾等泌尿畸形患者；②术前静息ＨＲ＞９０次／ｍｉｎ；③术前已
留置输尿管支架管、肾造瘘管；④同期行其他手术操作者。
１３　数据的收集

收集健康对照组及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合

并症、结石表面积、血常规、肾功能、尿常规、尿培养等，并通过收

集的血常规结果计算 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的值。其中结石表面积
的计算公式为：结石最大长径×最大横径×π×０２５［１４］。
１４　ＳＩＲＳ的诊断标准

其中ＳＩＲＳ的诊断标准为：①术后体温 ＞３８℃或 ＜３６℃；②
ＨＲ＞９０次／ｍｉｎ；③呼吸＞２０次／ｍｉｎ；④白细胞计数 ＜４×１０９／Ｌ
或＞１２×１０９／Ｌ。符合以上标准２项及２项以上可确诊为ＳＩＲＳ。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独立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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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ｎ（％）表示；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确定危险因素；而术前
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最佳截断点、敏感度和特异度的分析采用
ＲＯＣ曲线进行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我们通过收集结石患者及健康对照组（健康体检者）的基

本资料，其中健康对照组共１２０例，结石患者为２９２例，并进行
相关分析，其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在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

胞、单核细胞、肌酐、尿素氮、ＧＦＲ、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比较，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结石患者发生ＳＩＲＳ危险因素分析

我们将结石组患者行经皮肾镜术后是否发生 ＳＩＲＳ进行分
组，其结果显示，术后发生 ＳＩＲＳ共８８例，未发生 ＳＩＲＳ（非 ＳＩＲＳ
组）共２０４例，两组患者在年龄、ＢＭＩ、血红蛋白、术前尿培养、肾
积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两组患者在
性别、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肌酐、尿素氮、

ＧＦＲ、术中尿培养、鹿角型肾结石、手术时间、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
方面进行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１　结石患者与健康者相关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变量 健康对照组（ｎ＝１２０） 结石患者（ｎ＝２９２）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０１±１３３ ５２８±１０９ １８４９ ００７２

性别（男／女） ７１／４９ １６４／１２８ ０３１３ ０５７６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４１７±３５ ２３９５±２６９ ０６７６ ０４００

白细胞（１０９／Ｌ） ６１４±１６４ ６９６±１９０ ２７８４ ＜０００１

中性粒细胞（１０９／Ｌ） ３０７±１２１ ３９３±１３３ ２９３２ ＜０００１

淋巴细胞（１０９／Ｌ） ２３±０７ １９５±０７６ ２８９３ ＜０００１

单核细胞（１０９／Ｌ） ０４４±０１５ ０５０±０２１ ２６７７ ００１２

血红蛋白（ｇ／Ｌ） １３４２６±２１５５ １２７６８±３８１３ ０９９２ ０３５７

肌酐（ｕｍｏｌ／Ｌ） ７８５２±６７１ １２９３６±１６４９９ ３５９６ ＜０００１

尿素氮（ｍｏｌ／Ｌ） ５１６±３７８ ７６８±４５１ ２２５７ ＜０００１

ＧＦＲ（ｍｌ／ｍｉｎ） １０６００±３０５７ ６３３９±２８１３ ２３３７ ＜０００１

合并症

　高血压（例，％） ０（０％） ２２（７５３％） ９５５１ ＜０００１

　糖尿病（例，％） ０（０％） ２５（８６％） １０９３８ ＜０００１

ＮＬＲ １５２±０９１ ２３７±２０７ ３７４５ ０００９

ｄＮＬＲ １２４±０５３ １９０±１１８ ２５９６ ００１２

ＬＭＲ ５２９±２０６ ３３４±１４１ ３６４９ 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术中危险因素分析［Ｍｅａｎ±ＳＤ／ｎ（％）］

　　　变量 ＳＩＲＳ组（ｎ＝８８） 非ＳＩＲＳ组（ｎ＝２０４） 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１１９±１１３７ ５２７２±１００１ ０１６５ ０２７１

性别（男／女） ３２／５６ １３２／７２ ２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７１±２８２ ２３６３±３０９ ０３１４ ０４０１

白细胞（１０９／Ｌ） ６５３±１８８ ５５８±１５１ ２０２６ ０００２

中性粒细胞（１０９／Ｌ） ４４７±１７４ ３０８±１０１ ８８６８ ＜０００１

淋巴细胞（１０９／Ｌ） １４６±０５０ １８７±０４６ ９２４３ ＜０００１

单核细胞（１０９／Ｌ） ０４７±０１９ ０４２±０１３ ２８４１ ＜０００１

血红蛋白（ｇ／Ｌ） １１７６４±２４２０ １１９４７±１９９３ ０３５５ ０４９８

肌酐（ｕｍｏｌ／Ｌ） １６２１９±１９６９２ １０２９１±８０３７ ４６２３ ＜０００１

尿素氮（ｍｏｌ／Ｌ） ８３３±８５２ ６４５±４４１ ２３６９ ００１４

ＧＦＲ（ｍｌ／ｍｉｎ） ６２４４±３１１３ ７１５７±２８０１ ２２２４ ００１４

合并症

　高血压 ８（９１０） ２０（９８） ００３６ ０８４９

　糖尿病 ７（７９５） １６（７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９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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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两组患者术前、术中危险因素分析［Ｍｅａｎ±ＳＤ／ｎ（％）］

　　　变量 ＳＩＲＳ组（ｎ＝８８） 非ＳＩＲＳ组（ｎ＝２０４） ｔ值 Ｐ值

结石负荷（ｍｍ２） ４０９５６±３３４３５ ２９７１７±３０１８２ ２９８３ ０００５

术前尿培养（例，％） １９（２１６） ３０（１４７１） ２０８７ ０１４９

术中尿培养（例，％） １８（２０２） ２０（９８０） ６１６１ ００１３

感染性结石（例，％） １１（１２８） １５（７３５） ２００８ ０１５６

手术时间（分钟） １３４９８±４７９４ １１８９９±４８３２ ２６５５ ００１０

鹿角型肾结石（例，％） ３４（３８６４） ５４（２６４７） ４３２２ ００３８

肾积水（例，％） ８１（９５０５） １７８（８７２５） １４０８ ０２３５

ＮＬＲ ３４０±２２１ １７８±０５４ ９４６９ ＜０００１

ｄＮＬＲ ２３４±１４８ １３０±０３５ ９３９４ ＜０００１

ＬＭＲ ３５２±１４４ ４５８±１７７ ８８０５ ＜０００１

２３　两组患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将发生ＳＩＲＳ的危险因素如性别、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等多个

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ｓ回归分析，其结果显示：性别（ＨＲ＝０１７９，Ｐ
＝００２２）、白细胞（ＨＲ＝２３２１，Ｐ＜０００１）、中性粒细胞（ＨＲ＝
１４１１，Ｐ＝００４６）、淋巴细胞（ＨＲ＝０１７９，Ｐ＝０００３）、术中尿
培养（ＨＲ＝２４３７，Ｐ＝００１８）、结石负荷（ＨＲ＝１００５，Ｐ＜
０００３）、手术时间（ＨＲ＝１０２８，Ｐ＜００２９）、鹿角型肾结石（ＨＲ
＝５７７５，Ｐ＝００１７）、ＮＬＲ（ＨＲ＝２９０５，Ｐ＝０００４）、ｄＮＬＲ（ＨＲ
＝１４６８７，Ｐ＝０００２）是结石患者行 ＰＣＮＬ术后 ＳＩＲＳ发生的独
立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ＲＯＣ曲线分析

通过进行ＲＯＣ曲线分析，其结果显示，ＮＬＲ的最佳截断点
为１９３２６，其特异性及敏感性均为 ７５７％，曲线下面积（ａｒｅａ
ｕｎｄｅｒｃｕｒｖｅ，ＡＵＣ）为０８３１，；ｄＮＬＲ的最佳截断点为１５９１８，敏
感性为６６９％，ＡＵＣ为０８１３，其特异性为８４９％。具体结果
详见图１。

表３　术前、术中各项参数与经皮肾镜术后ＳＩＲＳ关系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ＳＩＲＳ多因素分析

ＨＲ ９５％ ＣＩ　

性别（男／女） ０１７９ ００４１０７８０

白细胞（１０９／Ｌ） ２３２１ １５９４３３７８

中性粒细胞（１０９／Ｌ） １４１１ １００７１９７９

淋巴细胞（１０９／Ｌ） ０１７９ ００５７０５６５

单核细胞（１０９／Ｌ）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１７８

肌酐（ｕｍｏｌ／Ｌ） １００５ ０９９７１０１２

尿素氮（ｍｏｌ／Ｌ） ０９９６ ０８９４１１１１

ＧＦＲ（ｍｌ／ｍｉｎ） １０２７ ０９９８１０５７

结石负荷（ｍｍ２） １００５ １００２１００９

术中尿培养（例，％） ２４３７ １１６７５０９０

手术时间（分钟） １０２８ １００３１０５５

鹿角型肾结石（例，％） ５７７５ １３６３２４４６１

ＮＬＲ ２９０５ １３９５６０４９

ｄＮＬＲ １４６８７ ２７３０７９００４

ＬＭＲ ０９２７ ０５９１１４５４

图１　ＮＬＲ及ｄＮＬＲ的ＲＯＣ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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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尿石症是泌尿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和复发率

均高，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目前治疗以经皮肾镜碎石取石术

应用最为广泛，ＥＡＵ及 ＡＵＡ均推荐经皮肾镜取石术作为肾结
石及输尿管上段结石治疗的首选，但是也伴随着不可避免的并

发症，其中最常见的并发症为出血、感染、周围脏器的损伤，其中

以感染最为凶险。有研究报道，即使术前经过充分仔细的准备，

ＰＣＮＬ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率仍然高达３５％，且２５％的患
者最终发展为脓毒血症［１５］。临床中因 ＰＣＮＬ术后脓毒血症导
致患者死亡的情况时有发生［１６］。本文中，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的发
生率为２９９％（８８／２９４），和其他学者报道的的结果基本一致。
大量的文献报道，ＰＣＮＬ术后发生 ＳＩＲＳ的危险因素与女性、术
前尿培养阳性、鹿角型肾结石、肾积水、结石负荷、结石成分、多

通道手术、术中冲水压力、术中肾盂尿和结石培养阳性等因素

密切相关［１７２０］。因此，控制这些可能的危险因素可以显著的降

低术后 ＳＩＲＳ的发生，但目前仍然没有一个确切的指标来评估
ＰＣＮＬ术后发生ＳＩＲＳ的风险。因此，分析上尿路结石经皮肾镜
碎石术并发感染的术前危险因素，对于预防术后感染的发生、

指导诊疗方案及术中操作、提高经治医师的警惕性具有重要意

义。

文献报道，感染的发生除了与手术时间、术中灌注压力、结

石负荷等因素相关外，术前患者的综合因素尤为重要。本文从

患者术前、术中因素进行分析，旨在寻找术后感染的术前危险

因素，以期早期识别高危因素，早期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从而

降低术后感染性并发症的发生。

外周血白细胞包括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以及单核细胞，

ＮＬＲ是指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绝对值与淋巴细胞绝对值之比；
ｄＮＬＲ为中性粒细胞／（白细胞中性粒细胞）的值；ＬＭＲ为外周
血淋巴细胞与单核细胞的之比。大量的研究报道 ＮＬＲ、ｄＮＬＲ、
ＬＭＲ被广泛的应用于肿瘤、肺炎、肝炎等疾病的诊断及预后判
断［１０１３］，而关于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用于预测肾结石患者经皮肾
镜术后ＳＩＲＳ的报道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经 ＰＣ
ＮＬ手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 ＮＬＲ、ｄＮＬＲ、ＬＭＲ三者在预测
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的临床意义。结果显示，术前 ＮＬＲ、ｄＮＬＲ等因
素为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即术前 ＮＬＲ、ｄＮＬＲ
可用来预测ＰＣＮＬ术后 ＳＩＲＳ发生的风险性。根据 ＲＯＣ曲线，
当术前 ＮＬＲ＞１９３２６、ｄＮＬＲ＞１５９１８时，ＰＣＮＬ术后发生 ＳＩＲＳ
风险性较高，要予以充分的认识，且ＮＬＲ预测ＳＩＲＳ发生的特异
性和敏感性均为 ７５７％，而 ｄＮＬＲ特异性和敏感性分别为
８４９％和６６９％，而ＬＭＲ对于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发生无相关性。
这亦表明炎症可能在尿石症的初始形成及发展中起着关键的

作用［２１］，这与其他学者研究结果相一致［２２］。目前，ＮＬＲ、ｄＮＬＲ、
ＬＭＲ被用于预测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以
及高脂血症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另外，ＮＬＲ、ｄＮＬＲ还与泌尿系
系肿瘤、胰腺癌、肺癌、睾丸肿瘤等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预后密

切相关［８１３］。

有学者回顾性分析了１４６８例患者的资料，结果发现 ＮＬＲ
可用于预测感染及菌血症的发生，且最佳截断点为５０［２３］。另
有研究表明ＮＬＲ的升高与血浆促炎细胞因子密切相关，这其中
主要包括ＩＬ８、ＩＬ１７等［２４］。这些炎性因子在组织、细胞微环境

内积聚，导致炎症的加剧及促进肿瘤行为。目前在临床中，评估

ＰＣＮＬ术后感染的临床指标主要为白细胞计数、降钙素原
（ＰＣＴ）、Ｃ反应蛋白（ＣＲＰ）等。然而ＣＲＰ、ＰＣＴ在临床上并非术
前常规检查，且检测费用较贵，部分医院无法普及，而术前白细

胞计数对术后ＳＩＲＳ的预测价值有限。而术前 ＮＬＲ、ｄＮＬＲ水平
的测定可用于预测ＰＣＮＬ术后ＳＩＲＳ的发生率，从而对高危尿石
症患者进行早期干预，预防严重感染并发症的发生率及死亡率。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性别、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术中

尿培养、结石负荷、手术时间、鹿角型肾结石为 ＰＣＮＬ术后发生
ＳＩＲＳ的另外独立危险因素，这与之前大量的研究结果一致，对
于上述的危险因素，术前要做到早期的识别和干预准备，从而降

低ＳＩＲＳ甚至是尿源性脓毒血症的发生。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证实 ＮＬＲ、ｄＮＬＲ可作为 ＰＣＮＬ术后

ＳＩＲＳ的预测指标，为早期识别 ＳＩＲＳ的发生及早期采取相应的
干预措施，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与ＰＣＴ等指标相比，两者具有简
便、安全、有效、经济的特点。但其临床应用仍然需要多中心、大

样本的临床前瞻性研究进一步论证其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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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苏省镇江市卫生计生科技重点专项项目（ＳＨＷ２０１７０１１）
△【通讯作者】殷新明，Ｅｍａｉｌ：１０６７１２００６２＠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切缘阴性宫颈锥切术后影响宫颈上皮内肿瘤
残留／复发的因素
杨扬１　殷新明１△　袁霞２

１江苏大学附属四院（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妇科，江苏 镇江 ２１２００３
２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２００

【摘要】　目的　 为明确影响切缘阴性的宫颈锥切术后患者宫颈上皮内肿瘤残留／复发的因素。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江苏大学附属四院暨镇江市妇幼保健院在诊治的２５０例经组织学证
实的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访包括临床检查、液基细胞学检查、人乳头状瘤病毒

（ＨＰＶ）检测、阴道镜检查，必要时行阴道镜活检。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ｅｒ方法分析平均复发时间，而用对数检验和
Ｃｏｘ回归模型确定残留／复发ＣＩＮ的预测因子。结果　 在８７名切缘阴性的患者中确认了８例残留／复发的
病例（９２％）。在单因素分析中，后续的细胞学检查异常（Ｐ＜０００１），锥切方法（Ｐ＝００１７），ＨＰＶ阳性 （Ｐ
＜０００１），ＨＰＶ感染后持续感染（Ｐ＜０００１），相同基因型 ＨＰＶ持续感染（Ｐ＜０００１），ＨＰＶ锥切术后１８个
月阳性（Ｐ＜０００１），是残留／复发的预测因素。多因素分析的结果进一步揭示了术后ＨＰＶ的持续感染（Ｐ＝
００３５）、锥切术后１８个月ＨＰＶ阳性（Ｐ＝００１７），随访细胞学检查异常（Ｐ＜０００１）会增加残留／复发ＣＩＮ的
风险。结论　 在随访期间，持续ＨＰＶ感染或细胞学异常的患者存在残留／复发 ＣＩＮ的高风险，应进行密切
监测。ＨＰＶ感染者在术后１８个月之内转为阴性的复发风险较低。

【关键词】　宫颈上皮内瘤变；锥切；人乳头状瘤病毒；术后残留／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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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高级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主要采用宫颈局部切除术
进行治疗，包括宫颈冷刀锥切（ＣＫＣ）或环形电极切除
（ＬＥＥＰ）［１２］。然而宫颈上皮内肿瘤治疗后的术后复发概率为
７％到２５％不等，大多数术后复发发生在锥切术后的头两年
内［３］。患有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并接受治疗的妇女发展为浸

润性宫颈癌并死亡或阴道癌的风险比一般女性人群高。此外，年

龄在６０岁以上的妇女复发的风险会增加，因此要强调术后密切
监测残留／复发宫颈上皮内瘤变并早期诊断的重要性［４］。

目前已有多项研究调查残留／复发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
的潜在风险因素。年龄、锥切后组织的病理分级、是否累及切

缘、累及切缘的位置、术前人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的病毒载量、
术后ＨＰＶ的感染状况、特定ＨＰＶ类型的持续感染、宫颈搔刮术
（ＥＣＣ）标本的病理分析结果是可以影响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残
留／复发的因素［５６］。锥切术后的切缘阳性被定义为在切下的

宫颈鳞状上皮内瘤变组织的切缘发现任何级别的上皮内瘤变

累及，这也是残留／复发宫颈上皮内瘤变的预测因子。然而，很
少有研究只使用切缘阴性的样本来进行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江苏大学附属四院暨镇江
市妇幼保健院在诊治的２５０例经组织学证实的高级别鳞状上皮
内病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切缘阳性（ｎ＝６，２５９％），切缘性
质不明（ｎ＝１，０４％），锥切标本显示有宫颈癌或微浸润宫颈癌
（ｎ＝３，１０％），进一步行全子宫切除术（ｎ＝１，０２％），术后没
有进行ＨＰＶ检测（ｎ＝６，２６％）和接受宫颈药物治疗或物理治
疗，如干扰素、冷冻、微波和激光导致后续检查不完整（ｎ＝８８，

３５５％）的患者被排除在外。其余８７例切缘阴性患者符合纳入
标准。患者诊断时的年龄范围２３岁 ～７０岁，平均年龄为３９１
岁。这项研究由江苏大学附属四院暨镇江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患者行锥切术后，标本进行病理分析及 ＨＰＶ检测。术后２

年内，每０５年进行１次随访，随访观察的指标包括常规临床检
查、液基细胞学检查、ＨＰＶ检测、阴道镜评估，如果有必要，阴道
镜下行活检。随访时间范围３个月 ～１２０个月，平均随访时间
为２７４个月。患者被分成四个年龄组，分组如下：＜３０岁，３０
岁～３９岁，４０岁～４９岁，≥５０岁。所有细胞学和阴道镜检查结
果正常的妇女将会在之后继续随访。同时，对细胞学异常和／或
ＨＰＶ感染者行阴道镜定位活检。当移行区不可见、只是部分可
见，或阴道镜没有异常时，行ＥＣＣ检查。
１３　观察指标

在锥切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１８个月和２４个月进行人乳头
状瘤病毒的基因分型试验。ＨＰＶ感染阴性定义为连续３次ＨＰＶ
检测结果阴性。只有１次ＨＰＶ阳性（包括－／－／＋，－／＋／－，
和 ＋／－／－）或者２次非连续的相同分型 ＨＰＶ阳性（例如 ＋／
－／＋）被定义为暂时性的 ＨＰＶ感染。≥２次连续的相同分型
ＨＰＶ阳性（包括＋／＋／＋，－／＋／＋，和 ＋／＋／－）被定义为持
续性的ＨＰＶ感染。根据阴道镜活检或 ＥＣＣ的组织学的阳性结
果诊断残留／复发ＣＩＮ。任何等级ＣＩＮ的组织学证据可被认为是
残留／复发。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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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
表示；Ｋａｐｌａｎ

"

Ｍｅｉｅｒ法用于分析平均复发时间，使用 Ｃｏｘ比例
风险回归模型通过多元性的分析评估有意义的变量；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ＨＰＶ感染状态患者锥切术后复发率比较

ＨＰＶ基因检测显示，锥切术后 ８７例患者中有 ２７例
（３１０％）在随访ＨＰＶ检验中呈阳性。２７例中，高风险 ＨＰＶ阳
性者有２１例（７７８％），低风险 ＨＰＶ阳性者有６例（２２２％）。
ＨＰＶ基因型以 ＨＰＶ１６型最多 （１８５％），其次为 ＨＰＶ１８
（１１１％）、ＨＰＶ５２（１１１％）和 ＨＰＶ５８（１１１％）。锥切前８７例
患者中有８０例（９２０％）检出高危 ＨＰＶ基因阳性。首次随访
时，有２０例患者（２３０％）呈现 ＨＰＶ阳性。第２次和第３次随
访的ＨＰＶ阳性率分别为１８４％（ｎ＝１６）和１２６％（ｎ＝１１）。３
次随访的 ＨＰＶ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４７３３，Ｐ＝
０００１）。３次ＨＰＶ检测结果表明，６０例（６９０％）患者为 ＨＰＶ
阴性，１１例（１２６％）患者为短暂感染ＨＰＶ，１６例（１８４％）患者
为持续感染ＨＰＶ。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ＨＰＶ感染状态患者锥切术后复发率比较

ＨＰＶ感染状态 数量
残留／复发

数量 百分比

阴性 ６０ １ １７

一过性感染 １１ １ ９１

－／－／＋ １ １

－／＋／－ １ ０

＋／－／－ ８ ０

＋／－／＋ １ ０

持续性感染 １６ ６ ３７５

＋／＋／－ ８ ２

－／＋／＋ ３ ２

＋／＋／＋ ４ １

＋／＋／ＮＡａ １ １

　 合计 ８７ ８ ９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锥切术后１０个月 ～１２个月时，患者已经被诊
断为复发，因此，无第三次ＨＰＶ检测结果

２２　ＨＰＶ基因型分布与术后残留／复发ＣＩＮ关系
在８７例患者中，８例患者（９２％）被诊断为残留／复发宫

ＣＩＮ。在这８名患者中，只有１人被诊断为ＨＳＩＬ［ＣＩＮ２＋阴道上
皮内瘤变（ＶＡＩＮ）３］。复发时间的中位数为１０３个月（６５２９５～
１４０７０５）个月，没有病例恶化发展为子宫颈癌。表２总结了残
留／复发ＣＩＮ患者的主要临床资料。其中，术后６个月、术后１２
个月、术后２年和２年后出现复发的患者分别为１个、２个、３个
和２个。
８例残留／复发的患者中，随访 ＨＰＶ阳性的患者有 ７例。

表３是残留／复发ＣＩＮ患者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所
有ＨＰＶ阴性患者的复发率为１７％（１／６０），所有 ＨＰＶ阳性患
者的复发率 ２５９％ （７／２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２２４５４，Ｐ＜０００１）。ＨＰＶ持续性感染和一过性感染的复发率
分别为３７５％（６／１６）和９１％（１／１１），两者有显著性的差异（χ２

＝４２３９３，Ｐ＜０００１）。１６例持续性 ＨＰＶ感染患者中，相同基
因型和不同基因型ＨＰＶ患者的复发率分别为５００％（５／１０）和
１６７％（１／６），两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５００５７，Ｐ＜
０００１）。术后 １８月随访时 ＨＰＶ阳性（包括 ＋／＋／＋，－／＋／
＋，＋／－／＋，－／－／＋，Ｎ＝８）和 ＨＰＶ

"

阴性（包括 －／－／－，
＋／－／－，－／＋／－，＋／＋／－；Ｎ＝７８）患者的复发率分别为
５００％（４／８）和 ２６％（２／７８），两者有显著性的差异（χ２ ＝
５９７９１，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残留／复发ＣＩＮ患者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评估了其他因素（如患者年龄、锥切方法、随访时细胞学检

查结果、锥切宽度、锥切深度、腺体累及以及合并尖锐湿疣）对

残留／复发ＣＩＮ的影响。ＣＩＮ患者与没有残留／复发ＣＩＮ患者在
锥切深度（Ｐ＝００８３）、锥切宽度（Ｐ＝００５６）、腺体累及（Ｐ＝
０３８２）、年龄组（Ｐ＝０３３３）以及合并尖锐湿疣（Ｐ＝０７０７））等
方面的差异没有无统计学意义。同时，ＣＩＮ患者与没有残留／复
发ＣＩＮ患者在锥切法（Ｐ＝．０１７）和随访时细胞学检查结果异
常（Ｐ＜０００１）方面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残留／复发ＣＩＮ患者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 Ｃｏｘ回归分析显示，ＨＰＶ在锥切术后１８个月呈阳
性（Ｐ＝．０１７），锥切术后 ＨＰＶ持续感染（Ｐ＝００３５），随访时的
细胞学异常（Ｐ＜０００１）是残留／复发ＣＩＮ的独立危险因素。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２　ＨＰＶ基因型分布与术后残留／复发ＣＩＮ关系（ｎ＝１４）

病例

编号

术前

ＨＰＶ类型
术后

ＨＰＶ类型
术后细胞学

检查结果ａ

残留／复发
时间（月）

诊断结果

（残留／复发）
末次随访

时间（月）

ＨＰＶ

类型ｂ

最终

结果ｂ

１ １６＋５６ １６ ＮＩＬＭ １７ ＬＳＩＬ ２４ １６ ＨＰＶ感染

２ ３３＋５３ ４２＋１８ ＡＳＣＵＳ ６ ＬＳＩＬ １２ １８ ＬＳＩＬ

３ １６ ６６ ＮＩＬＭ １４ ＬＳＩＬ ３２ ６６ ＨＰＶ感染

４ ６６ ６６ ＮＩＬＭ １９ ＬＳＩＬ ２８ 阴性 正常

５ ４３＋３５＋５８ ３５ ＡＳＣＵＳ １８ ＬＳＩＬ ２１ 阴性 正常

６ ３１ 阴性 ＬＳＩＬ ４２ ＬＳＩＬ ７４ 阴性 正常

７ １６ １６ ＡＳＣＵＳ ４３ ＨＳＩＬ（ＣＩＮ２＋ＶＡＩＮ３） ６６ 阴性 正常

８ １６＋５８ １６ ＮＩＬＭ ７６ ＬＳＩＬ ８４ １６ ＬＳＩＬ

　　注：标有“ａ”项表示，随访过程中最严重的一次结果；标有“ｂ”项表示，最后一次随访时的结果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３９　　　·

表３　残留／复发ＣＩＮ患者的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变量 数量
残留／复发

是（ｎ＝１４） 否（ｎ＝１５８）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０４６ ０３３３
　＜３０ ７ ０ ７
　３０～３９ ４０ ４ ３６
　４０～４９ ３２ ２ ３０
　≥５０ ８ ２ ６
锥切法 ５６９９ ００１７
　ＬＥＥＰ ５５ ７ ４８
　ＣＫＣ ３２ ０ ３２
随访中细胞学异常 ５３４３４ ＜０００１
　阴性 ８４ ５ ７９
　ＡＳＣＵＳ或更高 ３ ２ １
任意随访时ＨＰＶ结果 ２２４５４ ＜０００１
　阳性 ２６ ７ １９
　阴性 ６１ １ ６０
锥切术后ＨＰＶ感染状况 ４２３９３ ＜０００１
　持续性感染 １６ ６ １０
　一过性感染 １１ １ １０
　阴性 ６０ １ ５９
持续ＨＰＶ感染 ５００５７ ＜０００１
　相同ＨＰＶ基因型 １０ ５ ５
　不同ＨＰＶ基因型 ６ １ ５
锥切术后１８个月时ＨＰＶ的感染状况 ５９７９１ ＜０００１
　阳性 ８ ４ ４
　阴性 ７８ ３ ７５
锥切宽度（ｍｍ） ３６６３ ００５６
　５～２０ ５３ ７ ４６
　２１～４５ ３４ １ ３３
锥切深度，ｍｍ ３０１３ ００８３
　２～１５ ５４ ７ ４７
　１６～４０ ３３ １ ３２
腺体累及 ０７６４ ０３８２
　阳性 ３６ ２ ３４
　阴性 ５１ ６ ４５
合并尖锐湿疣 ０１４１ ０７０７
　阳性 １２ １ １１
　阴性 ７５ ６ ６９

表４　残留／复发ＣＩＮ患者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变量 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的

标准差
χ２值 Ｐ值 优势比率

优势比率的９５％可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随访时细胞学结果异常 ３２６６ ０８２７ １５５９７ ＜０００１ ２６２０１ ５１８１ １３２４９６

任意一次随访时ＨＰＶ的感染情况 －０５７５ １６４２ ０１２３ ０７２６ ０５３６ ００２３ １４０５３

ＨＰＶ持续感染 ３０２６ １４３８ ４４３０ ００３５ ２０６１５ １２３１ ３４５１４３

锥切方法 １１１３１ ２０８８７５ ０００３ ０９５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９１２Ｅ＋１７２

同一ＨＰＶ亚型的持续感染 ０５０７ ０８３５ ０３６８ ０５４４ １６６０ ０３２３ ８５２４

锥切术后１８个月ＨＰＶ的感染状况 １２２９ ０５１７ ５６６２ ００１７ ３４１９ １２４２ ９４１０

#

　讨论
锥切术后的残留／复发率在７％到２５％之间，并且有在治疗

后出现浸润性癌的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宫颈锥切术后切缘

阴性的患者复发率为 ９２％，仅 １例出现过 ＨＳＩＬ（ＣＩＮ＋
ＶＡＩＮ３）。Ｋｕｄｏｈ等人在随访中在阴性切缘的１２９例患者中报
道过两例ＨＳＩＬ［７］。这些结果表明，切缘阴性患者在 ＨＳＩＬ治疗



·４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后２年～３年内复发的风险高。许多研究表明，高危 ＨＰＶ是宫
颈疾病进展的一个风险指标［８］。明确ＨＰＶ基因型，有助于预测
治疗成败和疾病的进展。就不同的人乳头状瘤病毒基因型在

接受锥切术的女性患者中的分布而言，目前研究普遍共识是，

与其他ＨＰＶ基因型相比，ＨＰＶ１６和 ＨＰＶ１８更有可能导致宫颈
上皮内高度病变［９］。因此，美国２０１３年的阴道镜和宫颈病理指
南中提出即使细胞学检查为阴性，ＨＰＶ１６／１８基因型阳性的患
者也应该进行阴道镜检查。

顺利完成治疗后，ＨＰＶ１６／１８阳性患者是否更容易复发仍
有待确定。最近的研究表明，ＨＰＶ１６／１８增加了高级别 ＣＩＮ和
宫颈癌的风险。Ｌｕｔｔｍｅｒ报道了有ＨＰＶ１６基因型的女性患者残
留／复发高级别ＣＩＮ的概率远高于其他高危 ＨＰＶ基因型患者
（Ｐ＝００３）［１０］。其他高危ＨＰＶ基因型与复发／残留高级别ＣＩＮ
的高发生率无关。Ｆｒｉｅｂｅ等人还报道说已经发展为残留／复发
ＣＩＮ和正在发展为残留／复发 ＣＩＮ的大多数女性患者在治疗前
均为ＨＰＶ１６阳性［１１］。然而，这些研究不能证实感染特定 ＨＰＶ
基因型与复发之间的关系。在本研究中，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
ＨＰＶ５８和ＨＰＶ５２是锥切术后的患者中发现 ＨＰＶ基因型，也有
的ＨＰＶ基因型在多重感染和持续ＨＰＶ感染中有相同基因型的
存在。然而，这些数据未能证实任何单个ＨＰＶ基因型感染与复
发之间的相关性，可能由于残留／复发ＣＩＮ病例数较少。

有研究报道了 ＣＩＮ锥切治疗后出现的 ＨＰＶ持续感染［５］。

在首次随访检查完成后，本次研究中的ＨＰＶ阳性率从锥切前的
９２４％下降到锥切６个月后的２５２％，第二次检查和第三次检
查的ＨＰＶ阳性率分别为１９５％和１０３％。这提示 ＨＰＶＤＮＡ
的清除速度较快，通常发生在治疗后 ６个月内。Ｎａｍ等人和
Ｓｏｎｇ等人检测阴性切缘高危ＨＰＶ的清除率，在锥切后的第６个
月的检查发现 ８２２％和 ８２１％病例的高危 ＨＰＶ基因型被清
除［１２１３］。因此，ＨＰＶ检测是一种监测锥切术治疗效果和明确高
复发风险患者的有效方法。

在本研究中，其他影响ＣＩＮ复发的因素，如患者得年龄、锥
切方法、细胞学检查、锥切宽度、锥切深度、是否累腺以及合并尖

锐湿疣等也被评估。单因素分析显示锥切方法和随访细胞学

异常是治疗后复发的最重要预测因素。然而，多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随访细胞学异常是复发的最重要独立预测因素。

许多研究表明，大多数持续感染ＨＰＶ的病例是由高危ＨＰＶ基
因型引起的，并且这些感染发生在ＨＳＩＬ之前［１４１５］。慢性病毒携带

者是临床检测不到宫颈病变的女性，但是病毒的持续感染可以通过

分子诊断工具在病变部位检测到。临床可通过细胞学涂片、阴道镜

检查和活检检出宫颈病变。ＨＰＶ检测对ＣＩＮ的敏感性明显高于细
胞学检查。由于接受过ＨＳＩＬ治疗的妇女患复发疾病的风险很高，
因此敏感性要比特异性的意义更重要，这预示目前的术后的监测应

该包括密切的细胞学检查和高危ＨＰＶ检测，以确保能够及早发现
任何有增加ＨＳＩＬ和宫颈癌复发风险的患者。

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缺乏随机

与对照设计，随访的时间较短。此外，患者的依从性较差，一些患者

在随访中失联，导致选择偏倚，可能会影响统计结果。虽然增加患

者的依从性是极其困难的，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是最有价值

的途径。

综上所述，切缘阴性的患者ＣＩＮ复发风险较高。本研究表明，
持续ＨＰＶ感染，锥切后１８个月内ＨＰＶ阳性和随访的细胞学异常
是残留／复发ＣＩＮ的独立预测因子。ＨＳＩＬ术后的检查方案应包括

细胞学检查和高危ＨＰＶ检测，以便早期发现ＨＳＩＬ和宫颈癌残留／
复发风险增加的患者，帮助临床医生提供早期治疗，提高患者的生

存率。将来需进行前瞻性的研究，以明确这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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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前 Ｄ二聚体联合纤维蛋白原对早期宫颈癌术后
复发的诊断价值
徐丹军

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产科，杭州 ３１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术前Ｄ二聚体（ＤＤ）联合纤维蛋白原（Ｆｉｂ）对评估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诊断价
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于杭州市富阳区妇幼保健院行手术切除治疗的４８例早
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术前ＤＤ／Ｆｉｂ水平（正常值：ＤＤ≤０５ｍｇ／Ｌ；Ｆｉｂ≤４ｇ／Ｌ）将患者分为低危组
（ＤＤ／Ｆｉｂ均为正常值）、中危组（任意１项高于正常值）、高危组（２项均高于正常值）。比较三组患者ＤＤ／Ｆｉｂ
水平与临床病理学资料以及术后复发的关系，并建立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危
险因素。结果　４８例早期宫颈癌患者中，低危组１６例患者，中危组１７例患者，高危组１５例患者。与低危
组、中危组比较，高危组患者肌层侵犯程度更大（χ２＝７６３５，Ｐ＝００２２）、ＦＩＧＯ分期更高（χ２＝６１７４，Ｐ＝
００４６）、肿瘤直径更大（χ２＝１１７８７，Ｐ＝０００３）、淋巴结转移占比更多（χ２＝８３１９，Ｐ＝００１６）。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
生存分析显示，低危组患者的无瘤生存率最高（９３３％），中危组患者次之（８７５％），高危组患者最低
（３８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ｒａｎｋχ２＝１７５３２，Ｐ＜０００１）。ＣＯＸ单因素分析显示，ＦＩＧＯ分期、肿
瘤直径、淋巴结转移、治疗方案、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与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相关（均Ｐ＜００５）；ＣＯＸ多因素
分析显示，ＦＩＧＯ分期（ＨＲ＝５２８６，Ｐ＝００３３）、治疗方案（ＨＲ＝０１９９，Ｐ＝００２４）、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ＨＲ＝
３８０５，Ｐ＝００２２）是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术前 ＤＤ联合 Ｆｉｂ对早期宫颈癌术后复
发具有重要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　早期宫颈癌；Ｄ二聚体；纤维蛋白原；术后复发；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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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ｖｅＤＤ／Ｆｉｂｌｅｖｅｌ（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ＤＤ＝０．５ｍｇ／Ｌ；Ｆｉｂ＝４ｇ／Ｌ），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ｌｏｗ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
（ＤＤ／Ｆｉｂ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ａｎ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ｔｗｏｉｔｅｍｓ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ａｂｏｖｅｎｏｒｍａｌ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ＤＤ／Ｆｉｂｌｅｖｅｌ，ｔｈｅｄａｔａ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ａ
ＣＯＸ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ｓｋ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ｍｏｎｇ４８ｃａｓｅｓ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１６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ｉｎｌｏｗ
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１７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１５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ｏｗ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ｉｓｋ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ｍｙ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ｗａｓｇｒｅａｔｅｒ（χ２＝７６３５，Ｐ＝００２２），ＦＩＧＯｓｔａｇｉｎｇ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χ２＝
６１７４，Ｐ＝００４６），ａｎｄ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ｗａｓｌａｒｇｅｒ（χ２＝１１７８７，Ｐ＝０００３）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ｍｏｒｅ
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χ２＝８３１９，Ｐ＝００１６）．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ｔｕｍｏｒ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
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ｅｓｔ（９３３％），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８７５％），ａｎｄ
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３８９％）．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ｏｇｒａｎｋχ２＝
１７５３２，Ｐ＜０００１）．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ｕｎ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Ｃｏｘ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ＦＩＧＯｓｔａｇｉｎｇ，ｔｕｍｏｒ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ｌｙｍｐｈｎｏｄｅ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ＤＤ／Ｆｉｂ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
ｉｎｇ（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Ｃｏｘｍｏｄｅ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ＦＩＧＯｓｔａｇｉｎｇ（ＨＲ＝５２８６，Ｐ＝００３３），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ＨＲ＝０１９９，Ｐ＝００２４）ａｎｄＤＤ／Ｆｉｂｒｉｓｋ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ＨＲ＝３８０５，Ｐ＝００２２）．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Ｆｉｂｈａ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ｆｏ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ｅａｒｌ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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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渐呈上升之势［１］。对于早期宫颈癌患者（Ⅰ期、Ⅱａ期）
而言，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依旧是其主要针对性治疗方

案［２］。然而，术后的复发仍然是影响患者生存率、降低生存质

量的重要因素。及早甄别宫颈癌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并针对

性地调整治疗方案，对患者治疗效果的改善以及远期预后的判

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关研究指出［３４］，恶性肿瘤存在进展及

发生转移倾向时，往往会出现机体呈高凝状态，肿瘤产生的促

凝物质能够直接或间接激活凝血级联反应，并正反馈至肿瘤细

胞造成进一步促凝物质的释放，而Ｄ二聚体（ＤＤ）、纤维蛋白原
（Ｆｉｂ）是监测这一过程的关键。近年来的研究指出，ＤＤ／Ｆｉｂ水
平与肺癌［５］、胃癌［６］、鼻咽癌［７］、卵巢癌［８］的预后和术后复发或

转移存在很大的相关性，ＤＤ［９］和Ｆｉｂ［１０］对宫颈癌的研究亦见诸
文献。由于ＤＤ是 Ｆｉｂ经特异性降解的产物，因此血浆 ＤＤ与
Ｆｉｂ水平存在很大的关联性，而联合２种指标对宫颈癌预后的
预测却鲜有报道。有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术前血浆 ＤＤ联
合Ｆｉｂ与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关系，为患者术后复发的防范
及干预性治疗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月于我院行手术切除治疗的早
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并设定相关标准如下。纳入标准：①患
者术前均经活检或刮诊病理证实为宫颈癌；②临床分期为早期宫颈
癌，即ＦＩＧＯⅠ期、Ⅱａ期；③于我院行手术切除治疗，并行盆腔淋巴结
清扫。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恶性肿瘤；②患有严重心肾功能病变
不耐受手术者。经本研究入组标准筛选后，最终共计纳入早期宫颈

癌患者４８例，年龄（４８８１±１０９６）岁。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审核通过，并在其监督下实施整个研究过程。

记录患者术前各项临床和病理资料，具体包括：年龄、分娩次

数、组织类型、肌层侵犯程度、ＦＩＧＯ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以
及治疗方案等。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患者术前常规凝血功能

和Ｄ二聚体（ＤＤ）检验结果，将４８例患者进行 ＤＤ和 Ｆｉｂ危险
度分组［１１］，以正常值ＤＤ≤０５ｍｇ／Ｌ，Ｆｉｂ≤４ｇ／Ｌ为参考标准，将
患者分为低危组（ＤＤ和Ｆｉｂ均为正常值）、中危组（任意１项高
于正常值）、高危组（２项均高于正常值）。低危组１６例患者，中
危组１７例患者，高危组１５例患者。

采用门诊或电话的形式进行随访。患者出院后每３个月随访
１次，以术后复发作为随访的截点，随访日期截至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
１３　统计学处理

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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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率［ｎ
（％）］表示。多样本的单因素分析采用ＡＮＯＶＡ检验，组间多重
比较采用ＳＮＫｑ检验。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三组患者
生存分析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并行 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建立 ＣＯＸ
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对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

和多因素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的比较

三组患者的年龄、分娩次数、组织类型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同时，与低危组和中危组比较，高危组
患者肌层侵犯程度更大（χ２＝７６３５，Ｐ＝００２２）、ＦＩＧＯ分期更高
（χ２ ＝６１７４，Ｐ＝００４６）、肿瘤直径更大（χ２ ＝１１７８７，Ｐ＝
０００３）、淋巴结转移占比更多（χ２＝８３１９，Ｐ＝００１６），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早期宫颈癌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ｎ（％）］

　　 变量 低危组（ｎ＝１６） 中危组（ｎ＝１７） 高危组（ｎ＝１５） Ｆ／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０４４±１２３３ ４９２４±９６３ ４６６０±１１２１ ０４８４ ０６２０
分娩次数

　１次 ８（５０．０） ４（２３５） ４（２６５） ３０３５ ０２１９
　≥２次 ８（５０．０） １３（７６５） １１（７３３）
组织类型

　鳞癌 ８（５０．０） １０（５０８） ５（３３３） ２１１６ ０３４７
　腺癌 ８（５０．０） ７（４１２） １０（６６７）
肌层侵犯程度

　＜１／２ｃｍ １３（８１２） １１（６４７） ５（３３３） ７６３５ ００２２ａ

　≥１／２ｃｍ ３（１８８） ６（３５３） １０（６６７）
ＦＩＧＯ分期
　Ⅰ １３（８１２） １２（７０６） ６（４００） ６１７４ ００４６ａ

　Ⅱａ ３（１８８） ５（２９４） ９（６００）
肿瘤直径

　＜４ｃｍ １１（６８８） １１（６４７） ２（１３３） １１７８７ ０００３ａ

　≥４ｃｍ ５（３１２） ６（３５３） １３（８６７）
淋巴结转移

　存在 １３（８１２） １２（７０６） ５（３３３） ８３１９ ００１６ａ

　不存在 ３（１８８） ５（２９４） １０（６６７）
治疗方案

　单纯手术 ３（１８８） ５（２９４） ７（４６７） ２８５０ ０２４１
　手术＋辅助治疗ｂ １３（８１２） １２（７０６） ８（５３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低危组、中危组、高危组患者两两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辅助治疗包括放疗或同期放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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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三组患者生存分析
４８例早期宫颈癌患者术后随访时间是９个月～９１个月，中

位随访时间６１个月。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分析显示，低危组患者
的无瘤生存率最高（９３３％）、中危组患者次之（８７５％）、高危
组患者最低（３８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Ｌｏｇｒａｎｋχ２＝
１７５３２，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三组早期宫颈癌患者术后无瘤生存曲线

２３　三组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分析
以患者是否出现术后复发作为因变量，协变量赋值情况详

见表２。ＣＯＸ单因素分析显示，ＦＩＧＯ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
移、治疗方案、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与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相关
（均Ｐ＜００５）；ＣＯＸ多因素分析显示，ＦＩＧＯ分期（ＨＲ＝５２８６，
Ｐ＝００３３）、治疗方案（ＨＲ＝０１９９，Ｐ＝００２４）、ＤＤ／Ｆｉｂ危险度
分组（ＨＲ＝３８０５，Ｐ＝００２２）是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独立危
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早期宫颈癌患者ＣＯＸ风险比例模型变量赋值情况

　　　变量 　　　　　　　赋值

协变量

年龄 —

分娩次数 １次＝０；≥２次＝１

组织类型 鳞癌＝１；其他＝２

肌层侵犯深度 ＜１／２ｃｍ＝０；≥１／２ｃｍ＝１

ＦＩＧＯ分期 Ⅰ期＝１；Ⅱａ期＝２

肿瘤直径 ＜４ｃｍ＝０；≥４ｃｍ＝１

淋巴结转移 不存在＝０；存在＝１

治疗方案 单纯手术＝０；手术＋辅助治疗＝１

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 低危＝０；中危＝１；高危＝２

因变量

预后 无复发＝０；复发＝１

表３　三组早期宫颈癌患者术后复发的ＣＯＸ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变量 　　ＨＲ（９５％ＣＩ） Ｐ值 　　　ＨＲ（９５％ＣＩ） Ｐ值

年龄 ０９５４（０８９７～１０１４） ０１３２ — —

分娩次数 １４７８（０４００～５４６３） ０５５８ — —

组织类型 ２１４７（０６５９～６９９４） ０２０５ — —

肌层侵犯程度 １７０２（０５６８～５１０４） ０３４２ — —

ＦＩＧＯ分期 ８７８４（２３８０～３２４２４） ０００１ ５２８６（１１４３～２４４５８） ００３３

肿瘤直径 ６９５１（１５３６～３１４５０） ００１７ １７６７（０１１５～５１２５） ０７８４

淋巴结转移 ５９４５（１６０６～２２００５） ０００８ ３４３４（０６６５～１７４７６） ０１４１

治疗方案 ００９５（００２４～０３６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９９（００４９～０８０６） ００２４

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 ４８５８（１７８７～１３２０６） ０００２ ３８０５（１２１２～１１９４７） ００２２

#

　讨论
早期宫颈癌的手术机会较多，手术方式的选择对患者术后

的预后有着很大的关联，而手术方案的选择多取决于对患者病

情的评估，尤其是要考虑到术后复发的风险，这对患者术后生

活质量的提高、生存时间的延长是至关重要的［２］。传统的ＦＩＧＯ
分期对宫颈癌患者的病情评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２］：首先，未

能考虑到淋巴结因素的影响；其次，与手术病理分期的符合性

较差（约５９１％），且这种符合率随着 ＦＩＧＯ分期的升高而下降
愈发明显。目前，随着宫颈癌患者的发病年龄正呈下降之势，年

轻宫颈癌患者在提高远期预后的同时，还对保留生育能力提出

了要求［１３］。因此，术前对患者病情的精准化评估，对术后不良

预后的有效预测，为患者治疗方案的调整、干预措施的制定有着

重要的参考价值。本研究在传统 ＦＩＧＯ分期的基础上，并引入
Ｆｉｂ／ＤＤ指标进行综合探讨，旨在为患者病情的评估、为患者预
后的判断提供理论依据。

恶性肿瘤在病情进展或侵袭性增加时，往往会出现凝血功

能异常，表现为血浆纤维蛋白原（Ｆｉｂ）与 Ｄ二聚体（ＤＤ）水平升
高［３４］。因此，以监测血浆 Ｆｉｂ或 ＤＤ为切入点，对不同恶性肿
瘤患者的预后具有较大的预测价值［５１１］。杨爱武等［９］通过对早

期宫颈癌患者的长期随访研究发现，ＤＤ可以作为宫颈癌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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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ｏｌｔｅｒａｕｅｒ等［１０］的研究亦表明，Ｆｉｂ
与宫颈癌的不良预后关系密切。

本研究通过对早期宫颈癌患者的长期随访，并分析不同

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术后复发的差异。结果显示，低危组患者的
无瘤生存率最高，中危组患者次之，高危组患者最低。三组患者

基线资料的比较结果显示，与低危组、中危组比较，高危组患者

肌层侵犯程度更大、ＦＩＧＯ分期更高、肿瘤直径更大、淋巴结转移
占比更多。这表明早期宫颈癌患者术前 ＤＤ／Ｆｉｂ水平越高，往
往伴随着更高的肿瘤恶性程度，该结果很好地解释了 ＤＤ／Ｆｉｂ
水平越高预后越差的原因，与之前的研究结果是相类似的［９１０］。

此外，本研究通过建立 ＣＯＸ风险比例模型发现，ＦＩＧＯ分期、治
疗方案、ＤＤ／Ｆｉｂ危险度分组是早期宫颈癌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
因素，由此亦可推断 ＤＤ／Ｆｉｂ水平的升高参与了肿瘤的进展或
复发，导致患者预后不佳。综合分析既往资料，笔者推测其原因

或在于，Ｆｉｂ经肝脏合成，属于凝血酶和纤维蛋白溶解酶的底
物，在恶性肿瘤的进展当中，由于大量促凝血物质的释放，并通

过级联反应正反馈，导致Ｆｉｂ水平的增加［３４］。Ｐａｌｕｍｂｏ等［１４］通

过构建Ｆｉｂ基因敲除肺癌裸鼠模型，有关研究结果显示，Ｆｉｂ基
因敲除组较之于对照组裸鼠，肺内及淋巴结内形成转移灶的数

目显著较少，这提示Ｆｉｂ可能对肿瘤细胞的转移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Ｓｈｕ等［１５］的研究发现，Ｆｉｂ能够促进上皮间质转化
（ＥＭＴ），而这一过程是肿瘤进展及转移的重要步骤。同理，ＤＤ
是经Ｆｉｂ酶解后的降解产物，其增高也能够反映体内血液的高
凝状态，继而间接反映肿瘤的侵袭性和不良预后。此外，Ｍａｇｎｕｓ
等［１６］的研究指出，ＤＤ能够介导组织因子（ＴＦ）的活化表达，进
一步促进肿瘤血管增生，肿瘤恶性程度提升。

综上所述，本研究论证了 ＤＤ／Ｆｉｂ水平对早期宫颈癌术后
复发的预测价值，为早期宫颈癌预后的判断和治疗方式的改进

提供了参照依据。当患者存在 ＤＤ／Ｆｉｂ高水平时，可以针对性
地使用抗凝剂进行治疗干预。Ｋｕｄｅｒｅｒ等［１７］通过体外实验和动

物模型实验研究发现，低分子肝素等抗凝剂能够有效抑制肿瘤

细胞的侵袭和转移。Ｐａｒｋ等［１８］的研究亦表明，对前列腺癌患者

使用抗凝剂干预，能够有效延长患者的生存周期，减少患者肿

瘤细胞的转移率。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本研究纳入的病例数

尚少，且研究范围多集中在早期宫颈癌患者，未来有待进一步

扩充病例数和细化分组以获取更多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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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镜下活检遗漏子宫颈浸润癌的阴道镜图像特点
分析
颛佳１，２　张岱１　毕蕙１△

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００３４
２沧州市人民医院妇科（现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进修医师），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要】　目的　通过分析阴道镜下活检遗漏的子宫颈浸润癌的图像特点，提高早期子宫颈浸润癌的诊
断率。方法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０１８年１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科阴道镜下子宫颈活检病理提示高级
别上皮内病变（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ＨＳＩＬ），通过子宫颈锥切或子宫全切术后病理确诊
的子宫颈浸润癌且具有完整临床资料的６５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其临床特点和阴道镜
图像特征。结果　６１５％的患者因筛查异常就诊。细胞学结果高级别异常者占比６６２％，高危人乳头瘤病
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者占比９３８％，阴道镜拟诊ＨＳＩＬ者占比８９２％。阴道镜下图像特点按
照出现比率的高低排序分别为：醋白上皮病变向宫颈管延伸者占比７８５％；病变累及３个及以上象限者占
比７６９％；病变最大直径≥１ｃｍ者占比６６２％；病变范围占子宫颈表面积≥５００％者占比５２３％；可见剥脱
出血者占比５０８％、可见异型血管者占比１８５％、可见溃疡者占比１２３％，仅存在以上３种征象中的任意一
种者占比３６９％，同时存在２种征象者占比１５４％，同时存在３种征象者占比４６％。５４例行子宫颈锥切
术患者中，切缘阳性６８６％，切缘阴性２２４％。结论　阴道镜下活检病理结果存在遗漏子宫颈浸润癌可能，
对于筛查、阴道镜拟诊极高风险者，或阴道镜下存在病变剥脱出血、病变直径及面积大、并向子宫颈管内延

伸的ＨＳＩＬ者，应当高度警惕浸润癌的可能性，建议行诊断性锥切术明确诊断。
【关键词】　阴道镜检查；阴道镜指引下活检；子宫颈浸润癌；细胞学；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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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既往研究发现，阴道镜检查诊断早期子宫颈浸润癌的敏感
性较低［１２］，在阴道镜下常常无特征性图像，阴道镜下子宫颈活

检病理存在遗漏浸润癌的可能［３５］，绝大多数子宫颈早期浸润

癌需要行诊断性锥切进行进一步诊断。因此，分析研究子宫颈

早期浸润癌的图像特点，发现一些阴道镜下浸润癌的“警示

征”，在最具有代表性的病变部位进行定位活检，有望提高早期

子宫颈浸润癌的诊断率。本研究通过对阴道镜下活检漏诊的

早期浸润癌的就诊原因、子宫颈细胞学和高危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筛查结果、阴道镜下特点、活检病
理和进一步锥切的病理结果，探讨子宫颈镜下浸润癌的早期诊

断问题。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科
因筛查异常，阴道镜下子宫颈活检病理提示高级别上皮内病变

（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ＨＳＩＬ），通过子宫颈
锥切或子宫全切术后病理确诊的浸润癌的具有完整临床资料

的６５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回顾性分析。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分析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就诊原

因、子宫颈细胞学及ＨＰＶ检测结果、阴道镜所见及阴道镜诊断、
子宫颈点活检及子宫颈管搔刮（ｅｎｄｏ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ｕｒｅｔｔａｇｅ，ＥＣＣ）病
理结果、进一步行手术治疗的方式及病理结果，探究子宫颈早

期浸润癌的阴道镜下图像特点和诊断路径。

１２１　子宫颈癌筛查方法　①细胞学检查：采用液基薄层细胞
学检查方法，按照２０１４ＴＢＳ（Ｔｈｅ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ｓｙｓｔｅｍ）系统诊断。根
据细胞学异常程度分为低级别异常（细胞学 ＬＳＩＬ及以下异常，
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和高级别异常（细胞学
ＡＳＣＨ及以上异常，ａｔｙｐｉｃａｌ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ｎｎｏｔｅｘｃｌｕｄｅｈｉｇｈ
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６］。②ＨＰＶ检测：检测高危
亚型ＨＰＶ（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ｔｙｐｅｓ，ＨＲＨＰＶ）１５种（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３９、
４５、５１、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
１２２　阴道镜检查　阴道镜检查按照技术操作规范要求操作，
按照国际子宫颈病理与阴道镜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ＩＦＣＰＣ）２０１１年阴道镜诊断术
语统一评估及诊断［７］。阴道镜检查发现异常时在最异常部位

行多点活检，对于阴道镜检查子宫颈转化区未见异常或转化区

不能完全或完全不可见者，行ＥＣＣ。
１２３　风险分层　依据２０１７年美国阴道镜检查和子宫颈病理
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Ｓ
ＣＣＰ）发布的《ＡＳＣＣＰ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Ｃｏｌｐｏｓｃｏ
ｐ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ＣＣＰ阴道镜检查标准之基于风险的阴道镜实
践》）［８］。极低风险：细胞学 ＨＳＩＬ以下、无 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证
据、完全正常的阴道镜图像（无醋白、化生及其他可见异常）；极

高风险（至少符合以下２项指标）：细胞学结果≥ＨＳＩＬ、ＨＰＶ１６／
１８阳性、阴道镜印象为高级别；两者之间者为中等风险。
１２４　病理检查　所有活检及再次手术标本均经１０％中性缓
冲福尔马林固定液固定后送至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病理科进行

病理诊断和Ｐ１６免疫组织学染色及结果判读。以２０１４年世界
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女性生殖器官肿瘤
学分类标准进行病理分类［９］：子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１级和 ＣＩＮ２Ｐ１６阴性归为 ＬＳＩＬ，而
ＣＩＮ２Ｐ１６阳性和ＣＩＮ３则归为ＨＳＩＬ。组织病理学结果作为诊断
的金标准。

１２５　子宫颈浸润癌分期　按照国际妇产科联盟（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ＦＩＧＯ）２００９年子宫颈浸
润癌分期标准［１０］：Ⅰａ期癌灶局限子宫颈，其中Ⅰａ１期间质浸
润深度≤３ｍｍ，宽度≤７ｍｍ；Ⅰａ２期间质浸润深度 ＞３ｍｍ～
５ｍｍ，宽度≤７ｍｍ；Ⅰｂ１期癌灶局限子宫颈，肉眼可见癌灶最大
直径≤４ｃｍ。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包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分析
６５例患者的就诊原因、子宫颈细胞学和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结果
及阴道镜下特征：病变范围、病变最大直径、异型血管、剥脱、溃

疡等出现比率、阴道镜诊断、活检和ＥＣＣ病理结果、进一步诊断
性锥切及子宫切除术的病理结果。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

［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
"

　结果
２１　患者年龄和就诊原因

６５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５岁 ～７１岁，年龄（４６３５±９１８）岁。
其中，４０例患者因子宫颈癌筛查异常就诊，占比 ６１５％（４０／
６５）；２５例患者因接触性出血、阴道排液等症状就诊，占比
３８５％（２５／６５）。
２２　子宫颈癌筛查结果、阴道镜拟诊和风险分层

６５例患者细胞学筛查结果：ＮＩＬＭ６例，占比９２％（６／６５）；
低级别异常１６例，占比２４６％（１６／６５）；高级别异常４３例，占
比６６２％（４３／６５）。６５例患者ＨＰＶ高危亚型检测结果：阴性者
４例，占比６２％（４／６５）；阳性者６１例，占比９３８％（６１／６５），其
中，１６／１８亚型感染患者４９例，占比７５４％（４９／６５），其他亚型
感染者１２例，占比１８５％（１２／６５）。６５例患者阴道镜拟诊：正
常阴道镜所见者 ２例，占比 ３１％（２／６５）；ＬＳＩＬ者 ５例，占比
７７％（５／６５）；ＨＳＩＬ者５８例，占比８９２％（５８／６５）。６５例患者
基于筛查风险和阴道镜印象的风险分层：依据２０１７年 ＡＳＣＣＰ
发布的基于筛查风险和阴道镜印象进行风险分层，极高风险者

５０例，占比 ７６９％（５０／６５）；中等风险者 １５例，占比 ２３１％
（１５／６５）。
２３　阴道镜图像特点
２３１　阴道镜下醋白上皮病变范围　６５例患者阴道镜下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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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皮病变范围：①醋白上皮病变向子宫颈管延伸程度；②醋白
上皮病变累及象限数目；③醋白上皮病变直径；④醋白上皮病
变累及面积占子宫颈表面积的百分比。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６５例患者阴道镜下醋白上皮病变范围［ｎ（％）］

　　　　　　　项目 选择 患者

醋白上皮向子宫颈管延伸

醋白上皮病变累及象限数目（个）

醋白上皮病变直径（ｃｍ）

醋白上皮病变面积占子宫颈表面积的

百分比（％）

有

无

未见病变

１

２

３

４

＜１

１≤直径＜２

≥２

０～２４

２５～４９

５０～７４

７５～１００

５１（７８５）

１４（２１５）

２（３１）

５（７７）

８（１２３）

１０（１５４）

４０（６１５）

２２（３３８）

１７（２６２）

２６（４００）

１９（２９２）

１２（１８５）

１５（２３１）

１９（２９２）

２３２　阴道镜下可疑浸润癌征象　６５例患者中均无肉眼可见
外生性肿瘤。其中，存在上皮剥脱出血者 ３３例，占比 ５０８％
（３３／６５）；可见异型血管者１２例，占比１８５％（１２／６５）；可见溃
疡者８例，占比１２３％（８／６５）。存在以上３种征象中的任意一
种者２４例，占比３６９％（２４／６５）；同时存在２种征象者１０例，
占比 １５４％（１０／６５）；同时存在 ３种征象者 ３例患者，占比
４６％（３／６５）；未见３种可疑浸润癌征象的任意１种者２８例，占
比４３１％（２８／６５）。
２４　阴道镜下活检病理结果

６５例患者中，４７例患者单纯行多点活检，占比７２３％（４７／
６５）；余１８例同时行多点活检和ＥＣＣ，占比２７７％（１８／６５）。６５
例患者中，活检病理为 ＣＩＮ２者５例，占比７７％（５／６５），ＣＩＮ３
患者６０例，占比９２３％（６０／６５）。其中，２７例患者活检选择位
点未包含进一步手术病理提示的癌变位点，占比 ４１５％（２７／
６５）；３８例活检选择位点包含了进一步手术病理提示的癌变位
点，占比５８５％（３８／６５）。
２５　锥切术／子宫全切术后病理结果
２５１　子宫颈锥切术方法和病理结果　５４例行子宫颈锥切术
患者中，４０例采用子宫颈环型电切术（ｌｏｏｐｅｌｅｃｔｒｏ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ｅｘｃｉ
ｓ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ＬＥＥＰ），占比７４１％（４０／５４）；１４例采用子宫颈
冷刀锥切术（ｃｏｌｄｋｎｉｆｅｃ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ＫＣ），占比２５９％（１４／５４）。
５４例患者子宫颈锥切术后病理结果：子宫颈浸润癌Ⅰａ１期者
３６例，占比６６７％（３６／５４）；Ⅰａ２期者４例，占比７４％（４／５４）；
Ⅰｂ１期者１４例，占比２５９％（１４／５４）。５４例子宫颈锥切术患
者中，共发现切缘阳性者３７例，占比６８５％（３７／５４）；切缘阴性
者１７例，占比３１５％（１７／５４）。其中，在ＬＥＥＰ术后切缘阳性率
７００％（２８／４０），ＣＫＣ术后切缘阳性率６４３％（９／１４），两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５７，Ｐ＝０６９２）。
子宫颈锥切术后，４７例患者实行了进一步的手术治疗，发

现１７例患者病变持续存在，占比３６２％（１７／４７）。其中，切缘
阳性者病变持续存在率４７１％（１６／３４），切缘阴性者病变持续
存在率７７％（１／１３），两者相比，切缘阳性患者存在更高的病变
持续存在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０５３，Ｐ＝００４４）。
２５２　子宫全切手术方法和术后病理结果　１１例活检术后病
理ＣＩＮ３的患者未实行诊断性锥切术而直接进行全子宫切除
术。其中，行筋膜外全子宫切除术者５例，包括Ⅰａ１期４例、Ⅰ
ｂ１期１例；行次广泛子宫切除术者３例，包括Ⅰａ１期１例、Ⅰｂ１
期２例；行广泛全子宫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者２例，均为Ⅰ
ｂ１期；因既往子宫次全切除史行腹腔镜子宫颈残端切除术者１
例，为Ⅰｂ１期。
#

　讨论
多项研究发现，阴道镜下活检病理存在着遗漏子宫颈浸润

癌的可能性，阴道镜诊断早期浸润癌的敏感性仅为 ４５％左
右［１２］，但子宫颈浸润癌早期治疗创伤小疗效好，且预后好，尤

其对于Ⅰａ１期的年轻患者可仅行子宫颈锥切术，保留其生育功
能，故子宫颈早期浸润癌的早发现、早治疗尤为重要。本研究发

现，６１５％（４０／６５）的子宫颈浸润癌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主要
通过筛查异常后经阴道镜评估活检提示ＨＳＩＬ，再进一步手术明
确浸润癌的诊断。目前，临床上大多数医生单纯依据阴道镜下

活检的病理结果决定进一步治疗选择，这有可能带来进一步治

疗的过度与不足。如果能够在阴道镜检查时结合筛查结果、阴

道镜印象和阴道镜下的图像特征判断有无浸润癌的风险，并采

用诊断性锥切术进一步明确诊断，对下一步治疗方法的选择具

有指导性作用。

３１　阴道镜下诊断早期镜下浸润癌的不足
由于阴道镜检查无法发现病变是否累及间质以及无法评

价子宫颈管深部有无病变和病变程度，且阴道镜的评估存在主

观性，与阴道镜医生的培训程度和实践经验密切相关，使得阴道

镜下诊断子宫颈早期浸润癌存在困难。ＣｏｎｇＱ等［３］发现，经阴

道镜引导下活检诊断为 ＨＳＩＬ、ＡＩＳ及持续 ＬＳＩＬ的患者中，经进
一步ＬＥＥＰ术后病理可以发现有５９８％的子宫颈浸润癌遗漏；
毕蕙等［４］发现阴道镜下活检病理 ＣＩＮ２＋者可以遗漏 ２２％
（１４／６３０）的浸润癌；吕卫国等［５］曾经分析了１５３例阴道镜下活
检为ＨＳＩＬ的患者，其 ＬＥＥＰ术后最终病理诊断１８例有子宫颈
浸润癌，漏诊率达１１８％（１８／１５３）。

另有研究发现，阴道镜检查诊断高级别及以上病变的敏感

性为６６２％，４６７％的患者的病变程度可能被低估［１１］；同时，临

床症状、细胞学结果、阴道镜诊断、活检数量等因素可能是经阴

道镜活检诊断ＨＳＩＬ不足的预测因素［１２］。ＰａｌｍｅｒＪＥ等［１３］发现，

８５例子宫颈微小浸润癌患者中，行阴道镜活检仅有５例能够明
确诊断。郑群芳［１４］研究发现，阴道镜检查对于子宫颈微小浸润

癌的漏诊率高达９６８％。而本研究中的６５例患者阴道镜活检
后并未得到病理证实，其中４１５％（２７／６５）的患者宫颈活检并
未在癌变位点取材，５８５％（３８／６５）的患者虽然在癌变位点取
材，但可能因为取材深度的不足，也未能明确诊断，后经进一步

手术才得以明确诊断，这也恰恰印证了上述观点。

此外，由于阴道镜下诊断子宫颈早期浸润癌本身存在的局

限性和主观性，阴道镜医生的培训和实践显得更为重要。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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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下能否在病变最严重的部位取材以及取材的点数、取材的范

围等均与最终能否检出病变有关。有关研究发现，不同医师对

于ＣＩＮ３以上的诊断，阴道镜指引下多点活检敏感性从２８６％
到９２９％之间不等［１５］。所以，做好阴道镜医师上岗前的培训

以及不断临床实践和定期的知识更新是提高阴道镜诊断敏感

性的关键所在。

３２　子宫颈早期浸润癌的阴道镜图像特征分析
２０１１年，ＩＦＣＰＣ有关阴道镜可疑浸润癌征象包括非典型血

管、脆性血管、表面不规则、外生型病变、坏死、溃疡和肿瘤／肉眼
可见肿瘤等［７］。分析本研究的 ６５例阴道镜下的图像特点可
见，５０８％（３３／６５）的患者存在剥脱出血；１８５％（１２／６５）的患
者存在异型血管；１２３％（８／６５）的患者存在溃疡。本研究中也
发现，６６２％（４３／６５）的患者细胞学程度高级别异常，７５４％
（４９／６５）的患者ＨＰＶ１６／１８阳性，７８５％（５１／６５）的患者存在病
变向子宫颈管内延伸，７６９％（５０／６５）的患者病变累及３个象
限及以上，６６２％（４３／６５）的患者病变最大直径超过 １ｃｍ，
５２３％（３４／６５）的患者病变面积占据子宫颈表面积的 ５０％以
上。因此，对于阴道镜下无明显的浸润癌征象的阴道镜印象

ＨＳＩＬ者，如存在病变直径大于 １ｃｍ、面积超过子宫颈表面积
５００％，累及３个及以上象限，病变向子宫颈管延伸者，或存在
剥脱出血者，应当高度警惕浸润癌的可能性，建议进一步行诊

断性锥切术明确诊断。

３３　减少子宫颈浸润癌漏诊的举措
为了减少子宫颈癌前病变的漏诊或筛查高级别异常者的

流失，２０１７年９月，ＡＳＣＣＰ颁布了《ＡＳＣＣＰ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ＲｉｓｋＢａｓｅｄ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ＣＣＰ阴道镜检查标准之基
于风险的阴道镜实践》），建议对于筛查阴道镜评估的极高风险

者可以选择不需要经活检病理确诊的诊断性锥切术［６］。所以，

在临床上应当综合分析子宫颈筛查结果、阴道镜印象和活检病

理结果等以确定ＨＳＩＬ及以上病变风险。按照ＡＳＣＣＰ的评判标
准，本研究中的６５例患者中有５０例存在至少２项极高风险指
标，属于极高风险人群，阴道镜评估后可以不经子宫颈多点活

检而选择直接的诊断性锥切术明确诊断。此外，对于子宫颈多

点活检病理结果与筛查结果、阴道镜印象不相符合，或细胞学

提示非典型腺细胞倾向瘤变或腺癌时，均应当建议行诊断性锥

切术以进一步明确诊断［１６］。

对于组织学确诊的子宫颈ＨＳＩＬ的治疗，ＡＳＣＣＰ［１６］和《子宫
颈癌综合防控指南》［１７］均建议对于其初始治疗可以采用子宫颈

锥切术或慎重选择子宫颈消融性治疗，分析本研究中的６５例患
者的治疗方式的选择，基于病变部位、范围和不能除外浸润癌

的可能性均不适宜行消融性治疗，均应当进一步行诊断性锥切

术以明确诊断和治疗。

由此可见，如果按照基于筛查风险和阴道镜评估的阴道镜

管理指南或按照组织病理学确诊的 ＨＳＩＬ管理指南，本研究中
的６５例患者均应当行进一步的诊断性锥切术以明确诊断和治
疗，但在临床中也发现有１１例患者未经进一步的锥切术明确诊
断而直接选择了全子宫切除术。按照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ｎｃｅｒＮｅｔｗｏｒｋ，ＮＣＣＮ）“２０１９ＮＣＣＮ宫
颈癌临床实践指南（第一版）”［１８］对于不同期别浸润癌的治疗

规范建议就可以发现，该１１例患者的６例Ⅰｂ１患者中，４例患
者未行广泛全子宫切除＋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存在治疗不足；５

例Ⅰａ１期患者中，１例行次广泛子宫切除术，存在治疗过度。因
此，应当在临床实践中尽量避免治疗的过度与不足。

目前，随着对于ＨＰＶ致癌机理研究的日益深入，也发现了
一些分子标记物与子宫颈ＨＳＩＬ进展为浸润癌的风险相关。有
关研究发现［１９］，ＨＰＶ基因的过度甲基化与 ＨＳＩＬ进展为浸润癌
相关，未来有望通过这些生物标记物的检测早期发现浸润癌的

风险，有利于临床对ＨＳＩＬ的管理。
３４　子宫颈早期镜下浸润癌锥切手术方式及其管理

本研究６５例患者中，５４例最终通过子宫颈锥切术明确诊
断，其中４０例行 ＬＥＥＰ，１４例行 ＣＫＣ，切缘阳性率高达６０％ ～
７０％，但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这与ＪｉａｎｇＹＭ等［２０］的Ｍｅｔａ分
析结果一致。所以，对于ＨＳＩＬ的子宫颈锥切手术方式而言，两
者均可以选择。应当注意的是，在最终病理诊断的子宫颈浸润

癌者中切缘阳性率高达 ６８６％，明显高于锥切手术的平均
２３０％的切缘阳性率［２１］；同时，无论是切缘阳性者（４４１％）还
是阴性者，其病变持续存在率（７７％）均高于锥切术后的平均
病变持续存在率（３２％）［２２］。所以，对于高度怀疑浸润癌的患
者的治疗，应该在阴道镜下全面评估，根据病变范围及其向宫颈

管内延伸程度，确定手术范围及切除类型。同时，对于切缘阳性

者的进一步治疗时的手术方式选择应当慎重，避免手术范围的

不足或过度。

综上所述，由于阴道镜下多点活检存在遗漏浸润癌的可能

性，因此，对于阴道镜前子宫颈癌筛查极高风险者，或阴道镜下

存在病变直径及面积大、向子宫颈管内延伸者，或存在病变剥

脱、出血、溃疡、异型血管等征象时，应当警惕浸润癌的可能，即

使阴道镜下活检病理提示为 ＨＳＩＬ者，也应当通过诊断性锥切
术进一步明确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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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学科联合早期强化干预对妊娠期糖尿病高危因素
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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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多学科联合早期强化干预对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高
危因素孕妇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接收
的８６１例产前门诊行产前检查且建立围产期保健卡的具有 ＧＤＭ高危因素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知情
同意原则将孕妇分为两组，愿意配合的干预组在孕早期（８周～１２周＋６天）即给予心理、营养、运动和体重
管理等多学科综合强化管理的干预措施，对照组则给予常规的孕期营养及运动宣教。比较两组孕妇的分娩

孕周，计算母婴妊娠结局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羊水过多、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巨大儿、新生儿窒息、新生儿低

血糖和早产的发生率。结果　干预组分娩孕周增加，妊娠期糖尿病发病率和母婴妊娠并发症的发生率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多学科联合早期强化干预对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可显著
改善母婴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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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指的是在
孕期初期发现及发生的糖代谢异常情况，是糖尿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ＤＭ）的一种特殊类型［１］。导致其发病的根源追溯于

妊娠期代谢变化以及内分泌的特殊性，ＧＤＭ的发生主要是和体
内的胰岛素抵抗有关。伴随不断增加的孕周，处于孕期中的孕

妇明显提升着拮抗胰岛素激素水平，如肾上腺糖皮质激素、孕

激素、胎盘催乳素与胎盘生乳素等，胰腺 β细胞也将出现增生
及肥大，机体血糖水平为得到维持则需胰岛素的分泌增加，伴

随以上激素释放的持续进行，也将相对提高拮抗作用的时间，

若胰腺功能发展至无法代偿时，葡萄糖代谢异常的情况便会随

之产生，以糖耐量异常为开始，从而发展成 ＧＤＭ。ＧＤＭ属于高
危妊娠，会对母婴造成危害，妊娠期容易引发难产、流产、先天畸

形、妊娠期高血压、胎膜早破等不良妊娠结局［２］，远期增加母亲

及子女罹患２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肥胖等风险［３］，严重威胁

到母婴的健康。有研究表明，ＧＤＭ的发病率在有 ＧＤＭ高危因
素孕妇中显著上升［４］。因此，为了降低 ＧＤＭ的发病率，应对
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采取有效的早期干预措施，改善母婴妊娠结
局。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

港医院接收（并建立围产期孕妇保健卡，定期进行产检，从中筛

选出）的８６１例具有 ＧＤＭ高危因素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孕周范围８周 ～１２周 ＋６天。②单胎妊娠。③ＧＤＭ
高危因素：高龄（年龄≥３５岁）；孕前超重或肥胖，ＢＭＩ≥２４ｋｇ／
ｍ２；ＰＣＯＳ病史；糖尿病家族史；不良孕产史（巨大儿分娩史、不
明原因的死胎死产史、流产史、羊水过多、胎儿畸形史、ＧＤＭ
史）。符合上述任何一项或多项，即可纳入 ＧＤＭ高危因素人
群。排除标准：①孕周≥１３周。②双胞或多胎妊娠。③既往有
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等疾病史。④孕妇存在吸烟酗酒史。⑤
在孕期曾用过可能会影响糖、脂代谢的药物。⑥孕早期有先兆
流产症状。⑦存在精神疾病或精神疾病病史，无法配合完成整
个研究。⑧研究过程中失访。

本研究均与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获徐州医科大学附属

连云港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８６１例孕妇分为对照组（ｎ＝４１５）
和干预组（ｎ＝４４６），组间患者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临床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周（周） 孕前ＢＭＩ（ｋｇ／ｍ２） 血糖 受教育时间（年）

干预组 ４４６ ２８２６±４６４ １０９４±１１２ ２１９０±２６８ ４９０±０３４ １１４４±３２９

对照组 ４１５ ２８４１±４８１ １０８２±１０９ ２１７３±２５４ ４９３±０２９ １１６６±２７６

ｔ值 ０４８６ １６５１ ０９４８ １５６７ １０４７

Ｐ值 ０６２７ ００９９ ０３４３ ０１１８ ０２９６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孕妇孕早期建卡时未进行强化干预，仅进行常规产

检、健康教育，如注意饮食、适量运动、定期监测血糖，控制效果

未统计；确诊ＧＤＭ时开始进行强化干预。
干预组孕妇于孕早期８周～１２周＋６天建围产期保健卡时

即开始干预，直至分娩。包括心理干预、营养干预、运动干预、体

重管理。

１２１　心理干预　产前门诊医生在建卡时即以一对一的方式
对孕妇开展ＧＤＭ知识、孕期营养健康及体重增长规划等内容
讲解，使孕妇对ＧＤＭ从机制到危害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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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加深了解，消除思想认识误区，减轻孕妇心理压力。对心理压

力较大的孕妇，身心门诊的医生对孕妇实行心理治疗。通过取

得孕妇及家属的理解和支持，推动早期筛查、早期干预的顺利

进行。通过开展孕妇学校课堂教育，每两周举办１次ＧＤＭ相关
知识讲座和孕妇交流会，推动孕妇与医生、孕妇之间相互交流，

及时了解孕妇心理状态，定期掌握孕妇对 ＧＤＭ知识熟悉情况，
显著提高孕妇患者遵医行为的依从性。

１２２　营养干预　营养门诊的营养师针对孕妇 ＢＭＩ、饮食习
惯、血糖血脂情况，结合血糖生成指数（ｇｌｙｃｅｍｉｃｉｎｄｅｘ，ＧＩ），制
定合理的个性化膳食方案，进行饮食干预，把血糖控制在正常

的范围内。首先，制定个体化膳食菜单，根据阶段性情况进行调

整。其次，指导孕妇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①少食多餐，每天５
餐～６餐适宜；②少吃主食以及所有不健康的零食。孕妇宜食
血糖指数低、高膳食纤维含量、易消化清淡的食物。低糖、低盐、

低脂饮食，限制各种糖果、甜食和减少脂肪的摄入；③不吃外边
烹饪的饭菜；④最后还要保证营养的摄入，尽量保持营养均衡，
促进胎儿健康发育。每日总热量的摄入控制在１８ｋｃａｌ／ｋｇ～２４
ｋｃａｌ／ｋｇ，减少脂肪摄入量，可适当增加碳水化物摄入。另外，孕
妇在孕期需要补充维生素、叶酸、铁质、钙等营养元素。

１２３　运动干预　运动理疗师给予孕期运动知识宣教和指导，
告知孕期运动的目的和注意事项，结合孕妇的个人爱好和身体

状况，推荐其选择适合孕期的运动项目。每日予以至少１次，每
次０５小时以上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采取散步、快走、孕妇
操等运动形式，要求于餐后１ｈ进行，心率控制在１２０次／分以
内，在整个运动过程中要做好安全防护，安排专人陪同，如果孕

妇出现运动不耐受、低血糖等症状，要立即停止运动、对症处理。

如果出现阴道出血、频发宫缩等先兆早产的症状或者合并其他

严重并发症者，应停止运动干预，及时就诊。

１２４　体重管理　以美国医学研究所（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ＯＭ）制定的个性化孕期体重增长表为参考［５］，结合孕妇孕前

ＢＭＩ，对孕妇每周体重进行监测，做好体重管理。凡是体重增长
不在既定范围内，应适当调整其能量摄入。建议家庭备人体秤，

每周测量并记录ＢＭＩ至少２次。每２周电话随访１次，了解计
划执行情况。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ＧＤＭ发病率、分娩孕周和母婴妊娠结局包括妊

娠期高血压、羊水过多、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巨大儿、新生儿窒

息、新生儿低血糖和早产的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ＧＤＭ发病率、分娩孕周和产妇妊娠并发症的比
较

　　进入到２４周～２８周时，由于对照组孕妇因畸形引产１例，
失访 ３例，干预组孕妇失访４例。因此，此阶段对照组孕妇４１１
例，干预组孕妇４４２例。经过检测，干预组孕妇 ＧＤＭ发病率明
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研究结束时，由于对照组孕妇失访 ８例，干预组孕妇失访５
例。因此，在此阶段对照组孕妇４０３例，干预组孕妇４３７例。对
照组孕妇分娩孕周（３８２０±１６６周），干预组孕妇分娩孕周
（３９０３±１６５周），χ２值为７４０９，Ｐ为００００，分娩孕周明显增
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产妇妊娠并发症发生
率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孕妇ＧＤＭ发病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ＧＤＭ
异常ＯＧＴＴ

空腹血糖 一小时血糖 两小时血糖

干预组 ４４２ ７２（１６２９） １６（３６２） １８（４０７） ３１（７０１）

对照组 ４１１ １２１（２９４４） ５９（１４３６） ３１（７５４） ７４（１８００）

χ２值 ２１０３９ １３３８０ ０００９ ５９６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９２４ ００１５

表３　两组孕产妇并发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妊高症 羊水过多 胎膜早破 产后出血

干预组 ４３７ ２２（５０３） ８（１８３） ２８（６４１） ６（１３７）

对照组 ４０３ ５１（１２６５） ２１（５２１） ４５（１１１７） ２８（６９５）

χ２值 １５３４４ ７１８７ ５９８４ １６７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新生儿并发症的比较
检测结果表明，干预组新生儿并发症发生率降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对比两组围产儿结局［ｎ（％）］

组别 例数 新生儿窒息 早产 巨大儿 新生儿低血糖

干预组 ４３７ １１（２５２） ７（１６０） ２４（５４９） ５（１１４）

对照组 ４０３ １６（３９７） １８（４４７） ４２（１０４２） １９（４７１）

χ２值 １４２３ ５９５８ ７０３８ ９６３０

Ｐ值 ０２３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

#

　讨论
本次研究筛查出８６１例具有ＧＤＭ高危因素的孕妇，研究表

明［６］ＧＤＭ高危因素的孕妇，如果不进行早期筛查，大部分将于
２４周 ～２８周后才被发现。ＧＤＭ除了造成近期不良影响，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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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远期不良后果。虽然大多数 ＧＤＭ患者分娩后血糖能恢复
到正常，不过，这也增加了日后罹患２型糖尿病的风险，且会明
显提高罹患代谢性疾病对子代的患病概率。因此，也突出了孕

早期筛查的进行对 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的必要性。在孕早期
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筛查的过程中，发现孕妇对 ＧＤＭ的认识程
度不够，狭隘的认为只要注意饮食，不吃甜食，就不会患 ＧＤＭ。
所以，我们应在孕前、孕早期积极做好 ＧＤＭ知识的普及工作，
使育龄期妇女全面了解ＧＤＭ对母婴健康的危害，明确 ＧＤＭ高
危因素，提高其配合开展各种相关检查的积极性和依从性，有

利于ＧＤＭ高危人群的早发现、早干预，减少 ＧＤＭ发病率，降低
ＧＤＭ对母婴不良影响。

早期强化综合干预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的首要任务是改善
胰岛素抵抗，控制好孕妇血糖，满足母儿正常营养需求，提高妊

娠质量［７］。李英等人［８］的研究表明，实施早期强化综合干预后

的患有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其胰岛素抵抗情况能够得到有效
减缓，血糖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使妊娠结局得以明显改善，且

妊娠结局发生母婴不良的概率也能够得到有限降低，与相关研

究一致。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ＧＤＭ患者发现、诊断和治疗的
时间越早，且积极配合治疗，越易将血糖控制在满意范围，其发

生妊高症、产后出血、羊水过多、早产儿、巨大儿的几率比晚期治

疗越低［９１０］。

在本次研究中干预组孕妇 ＧＤＭ发病率（１６２９％）低于对
照组孕妇（２９４４％），干预组孕妇空腹血糖及服用７５ｇ葡萄糖
后２小时的血糖异常数量均低于对照组孕妇。该结果证明，早
期强化综合干预对糖代谢有促进作用，可降低 ＧＤＭ发生风险。
相关研究发现，ＧＤＭ孕妇与血糖指数正常的孕妇间存在的差
异，重点显示于血糖情况在餐后２小时的不同，其原因大致为
ＧＤＭ孕妇胰岛素在餐后分泌峰值较晚，血糖恢复也较慢，而血
糖指数正常的孕妇胰岛素在餐后分泌峰值较早，血糖恢复也较

快，因此，往往餐后２小时的 ＧＤＭ患者血糖升高的情况更为明
显［１１］，在对ＧＤＭ高危孕妇进行早期干预后，胰岛素抵抗得以改
善，７５ｇ葡萄糖后２小时的血糖异常数量明显减少［１２］。而对照

组的孕妇因未进行早期强化干预，随着孕周的增加，胰岛素抵

抗加重，７５ｇ葡萄糖后２小时的血糖异常数量相应增多，罹患
ＧＤＭ的几率也大大增加。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合理有效早期强
化综合干预，对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的血糖控制有显著效果，本
研究结果与此相符。

此次研究显示，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早期干预组中巨大儿、
早产儿发生率及妊高症、羊水过多、产后出血、胎膜早破等不良

妊娠结局明显低于常规干预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表明对ＧＤＭ孕妇实施早期强化综合干预，可大大降低
对新生儿以及母体的不良影响。可以认为，提前对有 ＧＤＭ高
危因素孕妇予以早期筛查和多学科强化综合干预，通过开展孕

妇心理干预、饮食干预、运动干预、体重管理等早期综合干预措

施，加强孕期保健及产检，减少高血糖的发生，及时有效的控制

血糖，降低ＧＤＭ发病率，预防 ＧＤＭ患者近期及远期并发症的

发生，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降低家庭疾病负担［１３１５］。

综上所述，早期强化综合干预作为一种集合了产科、营养

科、心理科、运动医学科等多学科联合协作的管理干预措施，可

以显著改善ＧＤＭ高危人群的母婴妊娠结局。研究不足是病例
选择存在局限性，数量有限。另外，ＧＤＭ高危因素孕妇对 ＧＤＭ
的认识不足、孕早期建卡即给予强化干预难度较大，是影响研究

的重要不利因素；存在一定失随访率。所以，该研究结果还有待

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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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妊娠糖尿病（ＧＤＭ）和正常糖耐量（ＮＧＴ）孕妇血清２５（ＯＨ）Ｄ、炎性细胞因子和血
糖水平。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８年 ４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

"

医院安宁分院诊治的４５例
ＧＤＭ和４５例ＮＧＴ孕妇做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分为 ＧＤＭ和ＮＧＴ组，每组各４５例孕妇，妊娠范围２０周～
３０周。检测两组研究对象的空腹血清２５（ＯＨ）Ｄ、胰岛素、血糖、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超敏 Ｃ反应
蛋白（ｈｓＣＲＰ）、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水平。结果　与 ＮＧＴ组比较，ＧＤＭ组孕妇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显
著降低（Ｐ＜００５）。两组间胰岛素和ＴＮＦα水平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ＧＤＭ组孕妇ＨＯＭＡＩＲ和ｈｓ
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ＮＧ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ＧＤＭ组中，２５（ＯＨ）Ｄ与空腹血糖及孕前
ＢＭＩ存在显著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ＮＧＴ组中，２５（ＯＨ）Ｄ也与孕前ＢＭＩ（Ｐ＜０００１）
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呈负相关（Ｐ＜００５）。结论　低水平维生素Ｄ可能与孕妇血糖和炎性细胞因子紊乱有关，在
超重孕妇中更明显。

【关键词】　２５羟维生素Ｄ；炎性细胞因子；妊娠期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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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是指妊 娠时出现或者首次发现糖代谢异常导致的血糖升高［１］。在妊

娠期间，由于孕妇外周组织中类固醇激素升高及胰岛素抵抗发

生，容易引起血糖升高［２］。此外，孕妇脂肪组织和胎盘分泌的

炎性细胞因子也可导致胰岛素抵抗和ＧＤＭ［３］。ＧＤＭ对母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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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的健康均有不利影响。最近研究已经表明，维生素 Ｄ缺乏
可能与ＧＤＭ发病有关［４］。有研究表明维生素Ｄ在葡萄糖稳态
和胰岛素抵抗中起关键作用［５］。此外，维生素 Ｄ在糖尿病中具
有抗炎作用［６］。根据以往的研究，维生素 Ｄ缺乏可诱导胰岛素
抵抗和炎症，从而参与ＧＤＭ发病机制。但是 ＧＤＭ患者中维生
素Ｄ水平与炎症的相关性仍未明确。因而，本研究旨在比较
ＧＤＭ和正常糖耐量（Ｎｏｒｍ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ＮＧＴ）孕妇血清
２５（ＯＨ）Ｄ和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ｓＣＲＰ）、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水
平，并分析其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８年 ４月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四

#

医院安宁分院诊治的４５例ＧＤＭ和４５例ＮＧＴ孕妇做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１８岁～３５岁；②妊娠范围２０
周～３０周；③怀孕前体重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范围１８５
～２９９；④单胎妊娠；⑤３个月内未使用糖皮质激素、抗惊厥药
和维生素Ｄ等。排除标准：①妊娠前ＢＭＩ≥３０；②存在炎症性疾
病；③既往有妊娠史；④肾、肝、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疾病；⑤吸烟
史。研究对象分为 ＧＤＭ和ＮＧＴ组，每组４５例。本研究获解放
军联勤保障部队第九四

#

医院安宁分院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所有研究对象或其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血液生化检查
抽取所有研究对象空腹静脉血，通过医院中心实验室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检测受

试者空腹血糖和胰岛素等。

１３　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ＡＩＲ）
采用稳态模型计算 ＨＯＭＡＩＲ，公式为：ＨＯＭＡ—ＩＲ＝空腹

血糖水平（ｍｍｏｌ／Ｌ）×空腹胰岛素水平（ｍＩＵ／Ｌ）／２２５［７］。
１４　ＥＬＩＳＡ检测

所有研究对象晚上禁食１２ｈ，第二天清晨抽取空腹静脉血

５ｍｌ，低速离心１０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吸取上层血清，然后７０℃冰箱
保存。按照相应的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上海恒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上规定的步骤分别检测血清中的 ２５（ＯＨ）Ｄ、ｈｓＣＲＰ和
ＴＮＦα水平。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或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
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与其他变量的相关性；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一般特征比较

两组孕妇年龄、妊娠时间和妊娠期增重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然而，ＧＤＭ组孕妇怀孕次数、孕前 ＢＭＩ和体重
显著高于ＮＧ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ＧＤＭ组直
系亲属Ｔ２ＤＭ史和既往妊娠史也高于ＮＧ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但是ＧＤＭ组和ＮＧＴ组孕妇每天日照时间及
膳食维生素Ｄ摄入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孕妇生化指标比较

ＧＤＭ组孕妇和ＮＧＴ组孕妇间胰岛素和ＴＮＦα水平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ＧＤＭ组孕妇空腹血糖、ＨＯＭＡＩＲ和
ｈｓＣＲＰ水平显著高于ＮＧＴ组孕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ＧＤＭ组孕妇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明显低于ＮＧＴ组孕
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孕妇相关性分析

ＧＤＭ组孕妇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与孕前ＢＭＩ、空腹血糖、胰
岛素、ＨＯＭＡＩＲ和 ｈｓＣＲＰ呈负相关。ＮＧＴ组孕妇血清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也与孕前ＢＭＩ和ｈｓＣＲＰ水平呈负相关。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孕妇基本特征［ｎ（％）／Ｍｅａｎ±ＳＤ］

　　　　变量 ＧＤＭ组（ｎ＝４５） ＮＧＴ组（ｎ＝４５）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２９３４±４３２ ２７５１±４８９ １８８１ ００６３

妊娠时间（周） ２６５１±２４８ ２５９３±３３８ ０９２８ ０３５６

孕前ＢＭＩ ２５７５±３０６ ２４３１±３０５ ２２３６ ００２８

妊娠期增重（ｋｇ） ５２６±５７３ ５９８±４４１ ０６６８ ０５０６

妊娠次数 ２３４±１２８ １４９±０６３ ３９９７ ００００

直系亲属Ｔ２ＤＭ史（％） ２０（４４４） １１（２４４） ３９８６ ００４６

既往妊娠史（％） ８（１７８） １（２２） ４４４４ ００３５

日照时间 ０１８５ ０９１８

＜１０ｍｉｎ（％） ９（２００） １２（２６６）

１０ｍｉｎ～６０ｍｉｎ（％） ３４（７５６） ２８（６２２）

６０ｍｉｎ～１２０ｍｉｎ（％） ２（４４） ５（１１１）

维生素Ｄ摄入量（ｍｃｇ／ｄ） ４３７±２３８ ４９１±２７３ １０００ ０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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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孕妇生化特征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变量 ＧＤＭ组（ｎ＝４５）　　　 ＮＧＴ组（ｎ＝４５）　　　 ｔ值 Ｐ值

空腹血糖（ｍｇ／ｄｌ） ９３４７±１０５４ ７８７５±７０９ ７７７３ ００００

空腹胰岛素（ｍｃＩＵ／ｍｌ） ８４３±３５６ ８１４±２８９ ０４２４ ０６７２

ＨＯＭＡＩＲ １９４±０９８ １５３±０５４ ２４５８ ００１６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３９６７±２５１６ ３５５３±２３９８ ０７９９ ０４２６

ｈｓＣＲＰ（ｍｃｇ／ｍｌ） ８０３±２８４ ６２６±３４５ ２６５７ ０００９

２５（ＯＨ）Ｄ（ｎｇ／ｍｌ） １３４５±５１２ １６９８±５５２ ３１４５ ０００２

表３　两组孕妇２５（ＯＨ）Ｄ与参数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ＧＤＭ组（ｎ＝４５）

ｒ值 Ｐ值

ＮＧＴ组（ｎ＝４５）

ｒ值 Ｐ值

孕前ＢＭＩ －０７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６６８ ０００２

空腹血糖 －０３９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３ ０８９４

空腹胰岛素 －０２９２ ００４７ －００６５ ０６７８

ＨＯＭＡ－ＩＲ －０３５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８１ ０６２９

ＴＮＦ－α －０３３１ ０３５６ －０１１７ ０４６６

ｈｓ－ＣＲＰ －０３３７ ００２８ －０４４５ ０００４

２４　两组孕妇维生素Ｄ水平
在本研究中，研究对象根据维生素 Ｄ营养状况分为３类：

严重缺乏（＜１０ｎｇ／ｍｌ）、缺乏（≥１０且 ＜２０ｎｇ／ｍｌ）和不足（≥
２０且＜３０ｎｇ／ｍｌ）。其中，ＧＤＭ组孕妇维生素 Ｄ严重缺乏比例
显著高于ＮＧＴ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孕妇维生素Ｄ营养状况 ［ｎ（％）］

　　维生素Ｄ状况 ＧＤＭ组 ＮＧＴ组 χ２值 Ｐ值

严重缺乏（＜１０ｎｇ／ｍｌ） ９（２００） ２（８９） ５０７４ ００２４

缺乏（≥１０且＜２０ｎｇ／ｍｌ） ２８（６２２２）３３（７３３） １２７２ ０２５９

不足（≥２０且＜３０ｎｇ／ｍｌ） ８（１７７８）１０（２２２） ０２７８ ０５９８

#

　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ＧＤＭ和ＮＧＴ孕妇血清维生素Ｄ和一

些炎症标志物变化及其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两组间血清２５
（ＯＨ）Ｄ水平存在显着差异，这与其他研究是一致的。在以往一
项横断面研究中指出，ＧＤＭ妇女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显著降低
ＮＧＴ女性，严重维生素 Ｄ缺乏在 ＧＤＭ妇女中发生率较高［８］。

根据以往的研究，维生素Ｄ缺乏在孕妇中是常见的［５］。在本研

究中，尽管孕妇日照充足，但也存在维生素 Ｄ缺乏；而且 ＧＤＭ
组孕妇维生素Ｄ严重缺乏比例显著高于ＮＧＴ组。

正常妊娠时胰岛素抵抗是常见的［９］。随着妊娠的发展，孕

妇机体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而使餐后血糖水平增加，胰岛素介

导葡萄糖吸收可能下降约５０％［１０］。同时胰岛素分泌必须增加

２００～２５０％，才能维持机体正常血糖［１０］。正如预期的那样，本

研究中ＧＤＭ组孕妇空腹血糖和 ＨＯＭＡＩＲ均高于 ＮＧＴ组。这

与以往的一些研究是一致的［５］。然而在本研究中，各组之间血

清胰岛素水平无显著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胰岛素功能减弱，而

不是胰岛素分泌受损，ＧＤＭ类似于Ｔ２ＤＭ患者。
与ＮＧＴ组相比，ＧＤＭ组孕妇血清 ｈｓＣＲＰ水平升高。这与

以往的研究相似［１１］。该研究指出妊娠中期非肥胖孕妇中低程

度炎症反应与ＧＤＭ存在相关性。他们发现 ＧＤＭ孕妇血清 ｈｓ
ＣＲＰ水平显著增高，尽管妊娠和妊娠前 ＢＭＩ无显著差异。此
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怀孕期间，炎症细胞因子从脂肪组织和胎

盘分泌［１２］。有研究报道，ｈｓＣＲＰ参与胰岛素抵抗［１３］。而本研

究中，ＧＤＭ组孕妇ＨＯＭＡＩＲ确实高于ＮＧＴ组。
在本研究中，我们发现ＧＤＭ和ＮＧＴ组孕妇血清２５（ＯＨ）Ｄ

水平与孕前 ＢＭＩ呈显著负相关。Ｄａｎｉｅ等人也指出，血清 ２５
（ＯＨ）Ｄ水平与 ＢＭＩ存在负相关［１４］。研究还发现，当血清 ２５
（ＯＨ）Ｄ水平从缺乏提高到充足水平后，ＢＭＩ的平均值下降。最
近一项调查证实，在超重和肥胖人群中，尽管摄入能量较高，但

是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Ｄ的摄入量低于正常体重者［１５］。本研

究中，两组人群维生素 Ｄ的平均摄入量低于膳食参考摄入量。
本研究结果表明，ＧＤＭ组孕妇血糖指标（空腹血糖、胰岛素和
ＨＯＭＡＩＲ）也与血清２５（ＯＨ）Ｄ呈负相关。在一项７４１例妊娠
妇女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８］。在本研究中，两组孕妇血

清２５（ＯＨ）Ｄ和ｈｓＣＲＰ水平也存在负相关关系。然而，ＭｃＭａ
ｎｕｓ等人发现ＧＤＭ和 ＮＧＴ组孕妇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和炎性
细胞因子不存在相关性［１６］。但是有研究证实，在健康人群中血

清２５（ＯＨ）Ｄ水平和 ｈｓＣＲＰ存在负相关［１７１８］。维生素 Ｄ干预
炎症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核因子κβ，从而抑制内源性 ＣＲＰ
的合成［１９２０］。

总之，维生素 Ｄ缺乏在 ＧＤＭ和 ＮＧＴ孕妇中普遍存在。
ＧＤＭ组与ＮＧＴ组相比，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降低，而ｈｓＣＲＰ水
平升高。在ＧＤＭ孕妇中血清２５（ＯＨ）Ｄ水平与孕前 ＢＭＩ、空腹
血糖、胰岛素、ＨＯＭＡＩＲ和ｈｓＣＲＰ呈负相关。低维生素Ｄ可能
对ＧＤＭ孕妇血糖和炎症反应起调节作用。然而，未来的研究
需要探讨补充维生素Ｄ对ＧＤＭ和ＮＧＴ孕妇炎症标志物及血糖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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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妊娠晚期胎盘早剥产前检查的临床效果
孙婷　许永红
北京太和妇产医院超声科，北京 １００１４３

【摘要】　目的　分析产前检查在妊娠晚期胎盘早剥中的临床诊断意义，为临床提供更为安全有效的检
查方法。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２０１８年５月在北京太和妇产医院进行产前检查的妊娠晚期患者１２０例，
回顾性分析上述患者的检查资料，并随访３个月，记录最终胎盘早剥情况。以随访结果为参考标准，对比产
前检查与随访发现的胎盘早剥诊断情况、胎盘早剥分度情况以及胎盘早剥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结果　随
访结果证实胎盘早剥２０例（Ⅰ度７例、Ⅱ度１２例、Ⅲ度１例），其中经过Ｂ超诊断１６例，其他检查方式诊断
４例；同时，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胎心改变２例、腹痛４例、血性羊水６例、阴道流血８例。产前检查发现胎盘早
剥１８例，（Ⅰ度６例、Ⅱ度１１例、Ⅲ度１例），其中经过Ｂ超诊断１５例，其他检查方式诊断３例；同时，其主要
临床表现为胎心改变２例、腹痛４例、血性羊水５例、阴道流血７例。经过统计学分析发现，产前检查的诊断
准确率、胎盘早剥分度情况与随访结果和胎盘早剥者的主要临床表现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产前检查可以为胎盘早剥提供较为准确的依据，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但也存在一定的
缺陷，因此需要综合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和各项检查结果，对胎盘早剥进行准确的诊断，有利于临床尽早采

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关键词】　产前检查；诊断；胎盘早剥；妊娠晚期；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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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盘早剥是妊娠晚期比较常见的严重并发症，胎盘早剥患
者经常表现为胎心改变、腹痛、血性羊水和阴道流血等。由于该

疾病起病较急，病情进展较快，若诊断和治疗不及时，极易增加

母婴围产期的病死率，大大地增加了患儿家属的精神和经济压

力［１２］。有关研究发现，改善胎盘早剥预后的关键在于有效预

防和早期诊断、早期治疗［３］。近年来，产前检查在尽早诊断胎

盘早剥方面有一定的应用［４］。为了进一步分析妊娠晚期胎盘

早剥诊断应用产前检查的临床效果，本研究特选取在我院进行

产前检查的１２０例妊娠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相关资料并
进行分析。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在北京太和妇产医院进行
产前检查的１２０例妊娠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岁～４０岁，年龄（２９５１±２３３）岁；孕周范围２８ｗ～４０ｗ，孕周
（３８２０±１０５）ｗ；双胎４例，单胎１１６例；初产妇６７例，经产妇
５３例。

纳入标准［５］：①孕妇精神状态良好；②本研究经过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后实施；③本研究目的、过程均为患者及其家属
了解，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６］：①检查、随访等资料不够完整者；②存在检查
禁忌症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产前检查，检查时间为孕２８周、３１周、３４

周、３６周、３８周、４０周。具体检查项目如下：①症状：了解孕妇
的基本情况，如患者的家族史、胎盘早剥史等，并询问患者有没

有特殊的不适症状，如阴道有无出血、下肢有无水肿、头痛以及

胎动变化等。②全身检查：测量患者体重指数、检测血压、检查
口腔、听诊心肺等；③产科检查：检查胎位情况，如听诊胎心音、
测量宫高等，同时测量腹围，检查患者阴道、宫颈等。④其他辅
助检查：①尿常规：检查患者尿蛋白；②血常规、凝血功能：检查
患者纤维蛋白原水平、凝血酶原时间和血红蛋白含量等；③超声
检查：了解患者胎位、胎心率、胎盘的位置和成熟度等情况。此

外，给予患者电子胎心监护、心电图检查、肝肾功能检查和筛查

妊娠期糖尿病等辅助检查。对于复查患者，重点检查存在腹痛、

阴道出血或外伤等情况。所有患者均进行３个月随访，记录最
终胎盘早剥情况，并以随访结果作为参考标准，分析产前检查结

果。

１３　观察指标［７］

１３１　产前检查与随访发现的胎盘早剥诊断情况比较　胎盘
早剥的诊断标准：（１）临床表现：胎盘早剥的典型临床表现主要
包括血性羊水、腹痛、胎心改变、腹背痛、子宫收缩、阴道流血、腰

酸和子宫压痛等；（２）血常规、凝血功能：胎盘早剥患者的凝血
功能发生异常，纤维蛋白、凝血酶原时间发生改变，血红蛋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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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下降；（３）超声检查表现：在羊水中，可以发现血凝块或中强
回声光点漂浮，透声存在异常；回声不均匀，胎盘局部增厚，胎儿

面凸起；在胎盘后方与宫壁间出现混合回声区，且混合回声强

弱不等，几乎未显示正常胎盘，或者低回声区、小范围的无回声

区，形态不规则；胎盘边缘出血，血液可能会沿羊膜、绒毛膜扩展

一定的距离，同时胎盘边缘被抬高剥离。

１３２　胎盘早剥分度情况比较　胎盘早剥分度情况：胎盘早剥
分度标准根据２００７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乐杰主编《妇产科
学》第７版制定，具体分度标准如下：①胎盘早剥Ⅰ度：根据产
后胎盘血肿情况进行诊断，患者没有腹痛表现或存在轻微腹

痛，没有明显贫血，胎盘剥离四分之一，胎盘剥离面积相对较小。

②Ⅱ度：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阴道出血，但流血量较少或没有
阴道流血，伴有持续性的轻度腹痛、腰酸或腰背痛。通过查体可

以发现患者间歇宫缩，压痛不明显，子宫大小与孕周一致，胎心

大多数正常，但出血量多者，会出现胎心改变。产后检查胎盘可

以发现有血凝块、压痕。胎盘剥离三分之一。③Ⅲ度：患者主要
临床表现为持续性腹痛或腰痛，大多数有内出血和混合性出

血，伴或不伴有血压降低、脉搏细数、恶心呕吐、面色苍白、四肢

湿冷等。通过触诊可以发现患者子宫硬如板状，但当胎盘附着

于子宫后壁时，子宫压痛多不明显。胎盘剥离二分之一。

１３３　胎盘早剥患者主要临床表现比较　主要临床表现包括
胎心改变、腹痛、血性羊水、阴道流血。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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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ｎ（％）］表示，样本率比较采用χ２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产前检查与随访发现的胎盘早剥诊断情况比较

产前检查发现胎盘早剥１８例，其中经过Ｂ超诊断１５例，其
他检查方式诊断３例；随访结果证实胎盘早剥２０例，其中经过
Ｂ超诊断１６例，其他检查方式诊断４例；产前检查的诊断准确
率与随访结果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１２５，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产前检查与随访发现的胎盘早剥诊断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非胎盘早剥
胎盘早剥

Ｂ超诊断 其他诊断
准确率

产前检查 １２０ １０２（８５０） ３（２５） １５（１２５） １８（９００）

随访　　 １２０ １００（８３３） ４（３３） １６（１３３） ２０（１０００）

２２　产前检查与随访发现的胎盘早剥分度情况比较
产前检查发现胎盘早剥Ⅰ度６例、胎盘早剥Ⅱ度１１例、胎

盘早剥Ⅲ度１例；随访结果证实胎盘早剥Ⅰ度７例、胎盘早剥Ⅱ
度１２例、胎盘早剥Ⅲ度１例；产前检查的胎盘早剥分度情况与
随访结果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３４，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产前检查与随访中胎盘早剥者的胎盘早剥分度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胎盘早剥Ⅰ度 胎盘早剥Ⅱ度 胎盘早剥Ⅲ度

产前检查 １８ ６（３３３） １１（６１１） １（５６）

随访　　 ２０ ７（３５０） １２（６００） １（５０）

２３　产前检查与随访中胎盘早剥者主要临床表现比较
产前检查发现胎盘早剥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中，胎心改变２

例，腹痛４例，血性羊水５例，阴道流血７例；随访结果证实胎盘
早剥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中，胎心改变２例，腹痛４例、血性羊水
６例，阴道流血８例；产前检查的胎盘早剥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与
随访结果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２８，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产前检查与随访中胎盘早剥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胎心改变 腹痛 血性羊水 阴道流血

产前检查 １８ ２（１１１） ４（２２２） ５（２７８） ７（３８９）

随访　　 ２０ ２（１００） ４（２００） ６（３００） ８（４００）

#

　讨论
近年来，胎盘早剥在临床上的发病率有所上升，是妊娠晚期

严重并发症中的一种。目前，胎盘早剥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有

关研究发现其与多种因素有关，如子宫缺氧、并发重度妊娠期高

血压、子宫血压灌注量降低、胎盘功能障碍、多胎妊娠、慢性高血

压和胎盘形成不良妊娠等［８９］。晚期妊娠胎盘早剥的孕妇由于

胎盘从子宫壁的正常位置部分或全部剥离，极容易导致胎儿死

亡，同时极容易并发产后出血等，严重威胁孕妇生命安全［１０］。

大量研究提示，改善胎盘早剥预后最重要的是早期及时诊断和

尽早治疗，即在胎盘早剥患者出现相关临床表现之前，有效预测

胎盘早剥，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围生儿与孕妇的死亡率［１１１２］。因

此，临床上应当选择有效、准确的诊断方式来及时发现并予以治

疗，以提高胎盘早剥患者的生存率。

在产前检查中，首先要了解孕妇的基本情况，如患者的家族

史、胎盘早剥史、临床表现等，若产前检查过程中存在胎盘早剥

史、家族史等情况，应当进一步进行检查，同时立即随访，以利于

及早发现胎盘早剥［１３］。本研究中经过产前检查发现，胎盘早剥

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胎心改变２例、腹痛４例、血性羊水５例、
阴道流血７例，而经过随访结果证实胎盘早剥者的主要临床表
现为胎心改变２例、腹痛４例、血性羊水６例、阴道流血８例。
可见若患者存在阴道出血、腹痛情况，则应当进行重点检查，警

惕胎盘早剥的发生。此外，本研究主要以妊娠２８周至４０周的
妊娠晚期患者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随访结果证实胎盘早剥

２０例，包括胎盘早剥Ⅰ度７例、胎盘早剥Ⅱ度１２例、胎盘早剥
Ⅲ度１例，其中经过 Ｂ超诊断１６例，其他检查方式诊断４例。
产前检查发现胎盘早剥１８例，胎盘早剥Ⅰ度６例、胎盘早剥Ⅱ
度１１例、胎盘早剥Ⅲ度１例，其中经过 Ｂ超诊断１５例，其他检
查方式诊断３例。产前检查的诊断准确率、胎盘早剥分度情况
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这提示产前检查，
尤其Ｂ超检查在诊断胎盘早剥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率，且有一
定的临床价值。在超声检查中，其会对胎位、胎心率、胎盘的位

置和成熟度等情况进行详细观察，同时超声诊断在胎盘早剥方

面，具有自身特有的超声图像表现，主要包括胎盘边缘血肿，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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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盘边缘出血，且血液可能会沿羊膜、绒毛膜扩展一定的距离，

导致胎盘边缘抬高剥离［１４］；单纯性胎盘局部增厚，回声不均匀；

胎盘后血肿、羊水光团、羊水透声异常以及胎心消失等。所以，

超声检查对胎盘早剥诊断符合率比较高，是胎盘早剥的主要诊

断手段；同时，在产前检查过程中，应用超声检查观察患者是否

存在绒毛膜下出血等情况，可以判断患者发生胎盘早剥的几

率［１５］。因此，建议在产前检查中，若孕妇符合超声检查指征，可

以应用超声进行辅助诊断［１６１７］。但是，超声检查也存在一定的

误诊率和漏诊率，尤其对于不典型胎盘早剥不容忽视。有关研

究发现，产前检查中超声检查存在胎盘早剥漏诊、误诊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胎盘早剥面积相对较小，不够典型，或
者胎盘位于子宫后壁，增加诊断难度［１８］；②胎盘剥离位于前壁
时，由于出血速度相对较慢、时间长，很难发现；③胎盘边缘的新
鲜血肿与胎盘回声比较相似，在鉴别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④
胎盘早剥的血肿可能破裂，进入羊膜腔时，导致羊水混浊，降低

透声度，不能够清晰地显示血肿，不可分辨，增加了漏诊的发生

几率。对于临床表现、体征不典型的胎盘早剥患者，应当加强产

前检查，综合分析患者、胎儿的各项检查结果，避免误诊、漏诊的

发生，进而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胎盘早剥，以有效降低母婴死亡

率、提高生育质量［１９２０］。

综上所述，对于妊娠晚期患者来说，产前检查可以为胎盘

早剥提供较为准确的依据，值得在临床上推广和应用，但其也

存在一定的缺陷，因此需要综合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各项检

查结果，以便对胎盘早剥进行准确的诊断，以利于临床尽早采

取有效的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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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２９（１５）：２２７３２２７５．

［２０］　吴晓华．产前检查在妊娠晚期胎盘早剥诊断中的临床应用［Ｊ］．
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４，２９（１２）：１８３８１８３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１６）

△【通讯作者】郑操，Ｅｍａｉｌ：ｃｈａｏｒｏｎｇｙｉ＠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１６ ·妇科与生殖医学·

ＤＳＡ低剂量技术在子宫异位妊娠介入治疗中的应用
郑操△　张荣胜　潘勇　刘惠玲　周超
黄冈市中心医院介入科，湖北 黄冈 ４３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并探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ｕｂ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ａｎｇ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ＤＳＡ）低剂量技术在子宫
异位妊娠介入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黄冈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００例
子宫异位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计算机中应用数字随机表法，将１００例子宫异位妊娠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每组５０例。两组均由同一组医生团队负责开展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采用 ＧＥ２１００ＩＱ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检查仪器，低剂量组采取低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标准剂量组采取标准剂量 ＤＳＡ采集模式，比较两组的
手术时间、曝光时间、图像质量、辐射剂量、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终引产成功率、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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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血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月经恢复时间。结果　低剂量组与标准
剂量组在手术时间、曝光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剂量组的图像质量优良率为
８２％，标准剂量组的图像质量优良率为８６％，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辐射剂量方面，低剂量
组低于标准剂量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的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终引产成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血 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月经恢
复时间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后，两组的血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均较术前显著减少，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而血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在术后两组之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子
宫异位妊娠患者行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时，数字减影血管造影采取低剂量采集模式可达到与标准剂量采

集模式相当的治疗效果，可保证图像质量，顺利完成引产，使患者血βＨＣＧ有效恢复，还可通过减少放射线
剂量，有效减少ＤＳＡ辐射，有利于减轻对患者机体的损害。

【关键词】　子宫异位妊娠；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低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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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子宫异位妊娠是一类常见的异位妊娠，主要是指发生于子
宫但不在腔内的异位妊娠，常见的类型诸如瘢痕妊娠、宫颈妊

娠、宫角妊娠等，由于患者妊娠时的孕囊着床位置不当，随着孕

囊生长，可能会导致子宫破裂出血，严重时甚至会危及患者的

生命安全［１３］。清宫术是临床治疗子宫异位妊娠的主要手段，

但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较大，术后患者易发生大出血。近年

来，介入技术被逐渐用于异位妊娠治疗中，可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大出血，而在介入治疗时，往往需要采取影像学手段进行引导

治疗，如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４］，根据其放射线剂量可分为

标准剂量和低剂量，标准剂量 ＤＳＡ是临床常用的手段，本研究
旨在探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低剂量技术在子宫异位妊娠介入

治疗中的应用效果，为此，针对１００例子宫异位妊娠患者开展研
究，在其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时采取低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和
标准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６１　　　·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黄冈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１００例子宫异位妊娠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计算机中应用数字
随机表法，将１００例子宫异位妊娠患者随机分为两组（低剂量
组和标准剂量组，每组５０例）。其中，低剂量组患者的年龄范
围２１岁～３４岁，年龄（２６６７±４３７）岁，体重范围４７ｋｇ～６０ｋｇ，
体重（５３７２±５１９）ｋｇ，其异位妊娠类型为瘢痕妊娠 ２９例
（５８％）、宫颈妊娠１８例（３６％）、宫角妊娠３例（６％）；标准剂量
组患者的年龄范围２０岁 ～３３岁，年龄（２６１５±４４１）岁，体重
为范围４７ｋｇ～６１ｋｇ，体重（５４０３±５１２）ｋｇ，其异位妊娠类型为
瘢痕妊娠２８例（５６％）、宫颈妊娠２０例（４０％）、宫角妊娠２例
（４％）。两组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证实本研究可比。

两组子宫异位妊娠患者均符合本研究纳入标准和排除标

准，其纳入标准为：①停经，存在腹部疼痛症状，经血清人绒毛促
性腺激素（βＨＣＧ）检测显示为阳性，经腹部Ｂ超证实为子宫异
位妊娠；②育龄期妇女；③对研究知情，自愿配合研究。排除标
准：①不孕症；②近期无性行为；③采取避孕措施；④合并其他生
殖系统疾病。本研究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黄冈市

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均由同一组医生团队负责开展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

疗，采用ＧＥ２１００ＺＱ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仪器，配套有 Ｓｙｎｇｏ
Ｘｌｅｏｎａｒｄｏ工作站、ＬＦ高压注射器、４Ｆ导管、连接管，对比剂选
择碘海醇（３００ｍｇＩ／ｍｌ）。低剂量组采取低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
标准剂量组采取标准剂量 ＤＳＡ采集模式，其中，低剂量 ＤＳＡ采
集模式下的透视频率为１５Ｐ／ｓ，曝光频率为４ｆ／ｓ，管电压为７０
ｋＶ，脉冲宽度为 ５０ｍｓ，剂量为 １２０μＧｙ／ｆ，处理模式为 ＤＳＡ
ＳＵＢ，增益校正参数为 －１５ＥＰ，本底像边缘增强参数为５０％，
减影像边缘增强参数２５％；标准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下的透视频
率为１５Ｐ／ｓ，曝光频率为４ｆ／ｓ，管电压为７０ｋＶ，脉冲宽度为８０
ｍｓ，剂量为３６０μＧｙ／ｆ，处理模式为ＤＳＡＳＵＢ，增益校正参数为
－１５ＥＰ，本底像边缘增强参数为４５％，减影像边缘增强参数
２０％。

经患者一侧股动脉进行穿刺，将５Ｆ血管鞘植入，再置入５Ｆ
Ｙａｓｈｉｒｏ导管，将其作为工作导管，导管头端放置于一侧髂动脉
内，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先进行二维正侧位检查，再改为

旋转模式，在正位透视和侧位透视下，使投照视野中心与兴趣

区中心相互垂直，设置为三维模式，启动曝光扫描，造影机自右

侧位向左侧位进行２００°旋转，以每秒３０帧的速度进行摄片，第
一次旋转时无需注射对比剂，蒙片采集完成后，将造影机再次

自右侧位向左侧位进行２００°旋转，采用高压注射器将对比剂注
入靶血管，获取造影图像。

根据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图像，明确子宫动脉的开口位置，

再将导管头端插入至子宫动脉内进行第２次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检查，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图像中，将５０ｍｇ甲氨蝶呤（生产单
位：山西普德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６６５１８；规
格：５０ｍｇ）经子宫动脉注入，注入完毕后，再将粒径合适的明胶
海绵颗粒（生产单位：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金陵制药厂；

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３２０２４０９６；规格：６ｃｍ×２ｃｍ×０５ｃｍ或

６ｃｍ×６ｃｍ×１ｃｍ）对子宫动脉进行栓塞处理，再将导管头端撤回
至髂动脉内进行第３次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如数字减影血
管造影图像中显示子宫动脉无显影，即可确认一侧子宫动脉栓

塞成功，再按照相同步骤对另一侧子宫动脉进行甲氨蝶呤注射

和明胶海绵颗粒栓塞。

１３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的手术时间（股动脉穿刺点局部麻醉至血管鞘拔

出）、曝光时间（透视时间与 ＤＳＡ时间之和）、图像质量、辐射剂
量（由ＤＳＡ仪器自动生成）、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终引产成功
率、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血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血βＨＣＧ
值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月经恢复时间。

图像质量评价［５］：①优良：图像无伪影，清晰度高，对介入
治疗无干扰；②尚可：图像有少量伪影存在，清晰度尚可，但对介
入治疗无干扰，可顺利完成操作；③差：图像中存在明显的伪影，
对介入治疗产生严重干扰，无法继续操作。

引产成功判定［６］：①成功：患者腹部不适等症状基本消失
或缓解，血 βＨＣＧ值下降幅度达到 ３０％，孕酮水平下降至
１５ｎｍｏｌ／Ｌ以下，影像学图像中可见子宫异位妊娠包块消失或者
体积缩小，且术后３个月未出现血 βＨＣＧ反弹情况、包块破裂
出血情况。②失败：患者腹部不适症状未缓解，血 βＨＣＧ值下
降幅度不足３０％，孕酮水平超过１５ｎｍｏｌ／Ｌ，影像学图像中可见
子宫异位妊娠包块体积未缩小，需转为手术治疗；或血 βＨＣＧ
值下降幅度达到３０％，子宫异位妊娠包块体积缩小，但术后３
个月出现血βＨＣＧ反弹情况、包块破裂出血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异位妊娠类型、图像质量优良率、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终引产

成功率等行χ２检验，以ｎ（％）表示；计量资料年龄、体重、手术时
间、曝光时间、辐射剂量、最终引产成功率、术中出血量、术后出

血量、血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血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时间、住院
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等行ｔ检验，其中，组间比较行两独立样本ｔ
检验，组内比较行配对 ｔ检验，均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曝光时间比
较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曝光时间等
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手术时间、曝光时间
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曝光时间（ｍｉｎ）

标准剂量组 ５０ ３５４７±２８１ ７０２±１８４

低剂量组　 ５０ ３５９８±２６７ ７３１±１９２

２２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图像质量比较
低剂量组患者的图像质量优良率为８２％，标准剂量组患者

的图像质量优良率为８６％，组间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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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图像质量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优良 尚可 差

标准剂量组 ５０ ４３（８６） ７（１４） ０（０）

低剂量组　 ５０ ４１（８２） ９（１８） ０（０）

２３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辐射剂量比较
在辐射剂量方面，低剂量组患者低于标准剂量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辐射剂量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辐射剂量（ｍＧｙ）

标准剂量组 ５０ ２１３４±７８６

低剂量组　 ５０ ９２８±３０５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标准剂量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
终引产成功率比较

　　两组患者的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终引产成功率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一次性引产成功率、
最终引产成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一次性引产成功率 最终引产成功率

标准剂量组 ５０ ３８（７６） ４９（９８）

低剂量组　 ５０ ３５（７０） ４８（９６）

２５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术中及术后出血量比
较

　　两组患者的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术中及
术后出血量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ｍｌ） 术后出血量（ｍｌ）

标准剂量组 ５０ ８６５８±１２５６ ５０６３±１１７１

低剂量组　 ５０ ８７２４±１３８７ ５１４２±１０８９

２６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血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
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月经恢复时间比较

　　两组患者的血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时间、住院时间以及月经
恢复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６。
２７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血 βＨＣＧ值、包块直
径比较

　　术后，两组患者的血 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均较术前显著减
少（Ｐ＜００５），而血 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在术后两组患者之间
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表６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血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时间、
住院时间以及月经恢复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血βＨＣＧ值恢复
正常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月经恢复时间

（ｄ）

标准剂量组 ５０ ３２８±１１６ ５４６±１７８ ３４９１±４３８

低剂量组　 ５０ ３４１±１０９ ５９３±１７２ ３５４９±４２５

表７　低剂量组患者与标准剂量组患者的血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比较

组别 例数 时间 血βＨＣＧ值（Ｕ／Ｌ） 包块直径（ｃｍ）

标准剂量组 ５０ 术前 １９１４１８±５４２５３ ３７２±０８３

术后 １３２２６９±３５８０９ａ １７６±０６５ａ

低剂量组　 ５０ 术前 １９１２２７±５３８５９ ３７４±０８８

术后 １３２５２３±３３２７４ａ １９３±０６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异位妊娠又被称为“宫外孕”，属于临床上较为常见的产科

疾病，其发病率较高，在产科疾病中占比约为１５％［７８］。异位

妊娠主要是指受精卵在子宫体腔外着床生长，临床上根据异位

妊娠的孕囊着床位置将其分为输卵管异位妊娠、子宫异位妊娠、

腹腔妊娠等，其中，子宫异位妊娠较为常见，且近年来出现增高

趋势，主要包括子宫切口瘢痕妊娠、宫颈妊娠、宫角妊娠等，随着

子宫异位妊娠孕周的增大，孕囊也会逐渐增大，当孕囊生长至一

定体积时，很可能会导致子宫破裂，甚至引发大出血，对患者的

生命健康构成严重威胁［９１１］，因此，临床上需针对子宫异位妊娠

予以积极治疗，避免其孕囊继续生长而引发子宫破裂大出血。

以往，临床上治疗子宫异位妊娠主要以终止妊娠为治疗目

标，治疗手段主要可分为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药物治疗主要是

采用甲氨蝶呤、米非司酮等药物，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子宫异位

妊娠包块的生长，使患者血清人绒毛促性腺激素水平降低；手术

主要为清宫术，主要是通过吸刮子宫，将孕囊取出，来达到终止

妊娠的目的，但清宫术过程中，容易损伤患者子宫内膜及基底

层，易导致宫腔粘连和出血，还可能会导致远期并发症的发生，

如不孕症、反复性流产等，对患者生育健康较为不利［１２１３］。

近年来，介入技术被逐渐用于治疗子宫异位妊娠，常用手段

为子宫动脉栓塞术，该介入手术主要是将大剂量甲氨蝶呤单次

注入子宫动脉内，再采用明胶海绵颗粒对子宫动脉栓塞，可使甲

氨蝶呤在子宫动脉内发挥叶酸拮抗作用，对胚胎组织产生影响，

有利于杀灭滋养细胞，阻断胎盘血供，促使胚胎坏死、缩小，达到

终止妊娠的目的。相比于清宫术，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手术的安

全性相对可靠，适用于存在大出血风险的子宫异位妊娠患者中，

而在子宫动脉介入治疗时，需采取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技术进行

治疗方面的引导［１４１６］。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是一种先进的影像学成像技术，多

被用于血管病变诊疗中，其空间分辨率高，可对血管病变予以清

晰显示，对血管形态、分布、与相邻血管之间的关系予以三维立

体显示，可避免影像重叠、血管折返而导致的血管病变漏诊情

况，在数字减影血管造影图像引导下，可对患者子宫动脉予以准

确栓塞，有利于提高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的成功率，但由于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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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时需对患者实施曝光处理，不可避免地会

带来一定的放射线辐射，而由于子宫异位妊娠患者均为育龄期

女性，具有一定的生育需求，在介入治疗时必须考虑到数字减

影血管造影放射线辐射对患者生育功能的影响［１７］。

由于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时，无法对子宫异位妊娠患者

实施有效的放射线辐射防护干预，因此，减少放射线剂量是降

低放射线辐射的唯一途径。现阶段，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检查的

放射线剂量主要包括标准剂量、低剂量，但临床上关于低剂量

ＤＳＡ采集模式下的图像质量尚存在争议。本研究的研究目的
在于明确低剂量ＤＳＡ技术用于子宫异位妊娠介入治疗中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为此，将低剂量 ＤＳＡ采集模式下行子宫动脉栓
塞介入治疗的子宫异位妊娠患者（低剂量组）与标准剂量 ＤＳＡ
采集模式下行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的子宫异位妊娠患者（标

准剂量）作比较，研究发现，两组术后的血 βＨＣＧ值、包块直径
均较术前显著减少（Ｐ＜００５），而术后组间血 βＨＣＧ值、包块
直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低剂量组与标准剂量组在
手术时间、曝光时间、图像质量优良率、一次性引产成功率、最终

引产成功率、术中出血量、术后出血量、血βＨＣＧ值恢复正常时
间、住院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这说明低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下行子宫动脉栓塞介
入治疗的效果与标准剂量ＤＳＡ采集模式较为接近，均可有效促
使子宫异位妊娠包块缩小，促使血βＨＣＧ水平恢复。本研究还
发现，在辐射剂量方面，低剂量组低于标准剂量组（Ｐ＜００５）。
也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低剂量 ＤＳＡ采集模式可在
确保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效果和ＤＳＡ图像质量的同时，尽可
能减轻ＤＳＡ曝光扫描对患者的辐射，有利于减轻 ＤＳＡ扫描的
危害。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剂量 ＤＳＡ采集模式不会影响到图像质
量，也不会影响手术的进度，这主要是因为图像质量主要受到

噪声的影响，噪声通常与放射线辐射剂量呈正比，通常情况下，

放射线辐射剂量降低后，图像质量也会下降，但在ＤＳＡ检测时，
由于ＤＳＡ仪器所配备的平板探测器具有低剂量噪声优化处理
技术、伪影校正技术和信号预处理技术，可确保动态图像清晰，

同时，在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时，手术操作部位主要为中下

腹部，该部位的组织密度较为接近，ＤＳＡ图像可对该部位导管
予以清晰显影，不会影响到手术医师的操作［１８］。

综上所述，在子宫异位妊娠患者行子宫动脉栓塞介入治疗

时，数字减影血管造影采取低剂量采集模式可达到与标准剂量

采集模式相当的治疗效果，可保证图像质量，顺利完成引产，使

患者血βＨＣＧ有效恢复，还可通过减少放射线剂量，有效减少
ＤＳＡ辐射，有利于减轻对患者机体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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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精浆对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妊娠结局影响的
初步研究
郝天羽　张宁宁△

济南军区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济南 ２５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初步研究人类精浆介入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ＩＵＩ）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济南军区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诊治的１６０例实施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助孕的不
孕夫妇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盐水注入组和精浆注入组（简称盐水组，精浆组），排除夫精宫腔内人工授

精过程中不符合研究要求的病例，最后共有１３６例入组，盐水注入组７５例，精浆注入组６１例。前者于超声监
测排卵当日用硅橡胶医用导管（作为人工授精管用）于宫颈管内近宫颈外口１ｃｍ～２ｃｍ处和阴道后穹隆处注入
生理盐水，即行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后者于同等时机同等部位注入同等剂量其丈夫精浆，即行夫精宫腔内人

工授精。比较两组临床妊娠率。结果　精浆注入组的临床妊娠率高于盐水注入组（２４５９％和１６００％），两组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２１）。结论　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助孕过程中，精浆有改善妊娠结局的趋势。

【关键词】　精浆、宫腔内人工授精、临床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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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课题在将精浆介入至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这一辅
助生殖技术中，由此探讨上述介入因素对辅助生殖技术结局的

影响。ＶｏｎＷｏｌｆｆ等人［１］在体外研究中发现，精浆刺激原始的子

宫内膜上皮细胞后将上调一些因子，比如白血病抑制分化因子

（ＬＩＦ）和ＩＬ６，这两种因子在人类胚胎种植和早期妊娠中都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而它们在不孕患者和复发性流产患者中则表

现为表达抑制。ＭｏｔａＰｉｎｈｅｉｒｏＲ等人［２］首次提出了精浆能够纠

正ＣＯＨ导致的子宫内膜失调。另外，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精浆
是一种生理性的子宫内膜调节剂，它含有多种信号因子，能够

与女性生殖道相互作用而启动免疫应答，从而影响胚胎种植和

妊娠结局。一些对动物及人类的研究证实了在宫颈及宫腔内

应用精浆能够显著的提高妊娠的成功率［３］。鉴于精浆因素可

能在维持精子活力、调节女性生殖免疫反应和引起子宫内膜生

物化学变化等方面发挥影响辅助生殖技术结局的作用，由此我

们将这一可能的作用扩展到在宫腔内人工授精中的应用观察。

有关此项研究的检索显示尚未见到同类的国内外研究报道。

本项研究将精浆这一介入因素作为一个整体而并非分离

出其中某些生物化学成分而进行的研究。选择了普遍采用的分

组对照研究方法，旨在初步观察上述介入因素对妊娠率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济南军区总医院生殖医
学中心的诊治的１６０例实施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助孕的不孕夫
妇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两组，盐水注入组（简称盐水组）和

精浆注入组（简称精浆组），排除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过程中不

符合研究要求的病例，最后共有１３６例入组，盐水注入组７５例，
精浆注入组６１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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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标准：①女方年龄范围２２岁～２５岁；②女性月经周期
规则（２８ｄ～３０ｄ），基础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
二醇（Ｅ２）、泌乳素（ＰＲＬ）、睾酮（Ｔ）水平均正常；③既往 Ｂ超监
测提示卵泡发育并排卵；④子宫输卵管造影示双侧输卵管通
畅；⑤男方近期３次精检查：至少两次无精液液化不良因素，形
态正常（畸形精子率＜９６％），无严重少弱精症（精子浓度＜５×
１０６／ｍｌ、前向运动精子 ＜１０％。参考第五版 ＷＨＯ人类精液实
验室检验手册）；⑥近１年双方无长期出差、加夜班及异地分居
史，性生活和谐；⑦入组前３个月双方仅服用复合维生素类药
物，未用激素类药物、中药等；⑧无其他全身性疾病；⑨不孕年限
超过１年，既往门诊行自然周期监测排卵指导同房３个 ～６个
周期未孕，患者知情同意后要求选择ＩＵＩ治疗；⑩病例资料完整
且易于随访。

排除标准：①多囊卵巢综合征：诊断标准采用２００３年鹿特
丹标准，以下３项中存在２项：稀发排卵或无排卵，高雄激素血
症或高雄激素的临床表现（如多毛、痤疮等），超声检查在月经

周期或体酮撤退后出血的３天 ～５天进行，显示双侧卵巢均有
≥１２个且直径２ｍｍ～９ｍｍ的小卵泡，即卵巢多囊样改变，排除
导致高雄激素血症的其他原因；②子宫内膜异位症（Ｂ超提示单
侧或者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或者腹腔镜诊断子宫内膜异位

症）；③优势卵泡＞３个；④至少夫妇一方合并生殖系统炎症疾
病；⑤男方患有白细胞精子症或自身免疫性疾病；⑥取卵当日
男方精浆获取量＜１０ｍｌ；⑦夫精人工授精周期至授精后１４天
～１５天期间内有性生活；⑧排卵障碍。
所有患者均口头告知研究情况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

究通过济南军区总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伦理委员会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盐水注入方法与精浆注入方法　超声监测排卵当日，取
膀胱截石位，臀部略抬高，用无菌生理盐水擦洗外阴，窥器暴露

宫颈，纱布擦洗阴道及宫颈分泌物，用２ｍｌ注射器连接一次性硅
橡胶医用导管吸取制备好的精浆／生理盐水１０ｍｌ～１５ｍｌ，将
０５ｍｌ精浆／生理盐水缓慢注入宫颈管内近宫颈外口１ｃｍ～２ｃｍ
处，再将剩余的精浆／生理盐水注入阴道后穹隆处，即行人工授
精术。研究过程中，盐水组共５例被排除，原因分别为：１例出
现排卵障碍，２例优势卵泡＞３个，２例有性生活；精浆注入组共
１９例被排除，原因分别为：３例出现排卵障碍，４例优势卵泡 ＞３
个，７例有性生活及５例男方精浆获取量 ＜１０ｍｌ。因此，最终
盐水组样本量为７５例，精浆组样本量为６１例。两组患者在接
受宫颈及阴道后穹隆处的精浆或生理盐水注入后，均无明显不

适及感染等异常情况。

１２２　精浆的制备　男性受试者于配偶排卵日当天（此前未
射精排精２天～７天）通过手淫法获得精液，收集于无菌杯内。
将收集好的精液置于离心机，第一次１５００ｒｐｍ离心１０ｍｉｎ，第二
次１５００ｒｐｍ离心５ｍｉｎ，取上清液用显微镜观察以确保无精子和
其他细胞，收集１０ｍｌ～１５ｍｌ上清液（视精浆获得量而定）于
２ｍｌ无菌吸管内置２０℃保存。同样，将１０ｍｌ～１５ｍｌ生理盐
水置于２ｍｌ无菌吸管内３７℃、６％ＣＯ２培养箱保存备用。所有
精液样本在离心后均经过多次分析，结果精浆中无精子存留。

１３　ＩＵＩ过程
１３１　ＩＵＩ方案　自然周期：患者于月经周期的第８天 ～第１０
天开始使用阴道超声监测卵泡的发育情况，当卵泡直径达到 １４

ｍｍ时测定患者尿中的ＬＨ峰值，当卵泡直径达到１８ｍｍ时，嘱
患者每日来诊监测卵泡，排卵当日行ＩＵＩ助孕。
１３２　宫腔内人工授精　超声监测排卵当日，盐水组和精浆组
分别注入生理盐水或精浆后，即用２ｍｌ注射器连接一次性硅橡
胶医用导管先吸入少许空气后再抽取处理后将 ０５ｍｌ～１０ｍｌ
经过处理的精子混悬液体，缓慢注入患者宫腔内，导管置入宫腔

内距宫底０５ｍｌ～１０ｃｍ处，精子悬浮液缓慢注入宫腔内导管
在宫腔内停留 ３０ｓ。术毕垫高臀部，静卧１０ｍｉｎ后离院。
１４　黄体支持及临床妊娠的判断

所有患者均接受黄体支持。排卵当日开始每天口服地屈孕

酮片（达芙通，荷兰 Ｓｏｌｖａｙ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Ｂ．Ｖ）２０ｍｇ／ｄ口服，
共１４ｄ，在ＩＵＩ术后第 １４或１５天，外周血检测人绒毛膜促性腺
激素 （ｈｕｍａｎｃｈｏｒｉｏｎｉｃ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ＨＣＧ）以判断是否妊娠，如
ＨＣＧ阳性，则调整用药继续黄体支持，１４天～２０天后行阴道超
声检查，以宫腔内见孕囊确定为临床妊娠。

１５　临床妊娠率
即ＩＵＩ术后４周～５周，超声见宫腔内有妊娠囊即定义为临

床妊娠。临床妊娠率（％）＝临床妊娠周期数／ＩＵＩ周期数 ×
１００％。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女性年龄、精液量、精子浓度、前向运动精子比较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的基本资料（Ｍｅａｎ±ＳＤ）

　　基本资料
盐水组

（ｎ＝７５）
精浆组

（ｎ＝６１）
ｔ值 Ｐ值

女性年龄（岁） ２３８５±１１３ ２３５５±１１４ １５３４ ０４１

精液量（ｍｌ） ３７８±１２８ ３６８±１２１ ０４６４ ０８０

精子浓度（×１０６／ｍｌ） １２７４±４５９ １３１４±４２１ ０５２４ ０７７

前向运动精子（％） １６９５±４０５ １６３８±４７１ ０７５９ ０４５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妊娠率比较
盐水组患者７５例，１２例临床妊娠，精浆组患者６１例，１５例

临床妊娠。两组患者临床妊娠率精浆组高于盐水组（２４５９％
和１６００％），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２１）。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的临床结局

　基本资料
盐水组

（ｎ＝７５）
精浆组

（ｎ＝６１）
χ２值 Ｐ值

临床妊娠数 １２ １５

临床妊娠率（％） １６００（１２／７５） ２４５９（１５／６１） １５６０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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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精浆的作用是促进精子在女性生

殖道的存活、运输和保留。７０年代左右精液里潜在的免疫调节
物质的发现使人们意识到精液是具有免疫活性的。后来，越来

越多的临床证据，以及一些关于人类和动物子宫内膜的基础研

究进一步证实了，精浆在人类胚胎种植中发挥作用。最早的临

床证据是由Ｂｅｌｌｉｎｇｅ等人报道，他们发现在ＩＶＦＥＴ胚胎移植后
于阴道上端应用精浆能够改善ＩＶＦＥＴ妊娠结局，精浆组的种植
率５３％，相比之下对照组的种植率为２３％。Ｃｈｉｃｅａ等人在 ＩＶＦ
取卵后于子宫颈管１ｃｍ～２ｃｍ处以精浆进行授精，结果显示接
触精浆组的临床妊娠率为５５５％，高于对照组的４４％，未达到
显著统计学差异，但精浆组的种植率则显著的高于对照组

（３４７％和２７５％，Ｐ＝００２６）。上述临床研究结果都基于这样
的观念：不仅是精子，精浆也会与子宫内膜的一些组分发生相

互作用，从而影响妊娠结局。

我们猜想，通过精浆对子宫内膜的作用或许能够改善 ＩＵＩ
的妊娠结局。这一猜想也得到一些基础研究的支持。Ｈｏｒｃａｊａ
ｄａｓ等人［４］采用微阵列分析证实了控制性超促排卵（ＣＯＨ）可导
致＞３００种子宫内膜基因的表达失调，从而引起子宫内膜容受
性不足，致种植失败。ＶｏｎＷｏｌｆｆ等人用人子宫内膜癌细胞系
（Ｉｓｈｉｋａｗａ细胞）建立评价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功能的体外模型，
以精浆进行刺激，结果发现精浆能够上调或下调一些曾在控制

性超促排卵（ＣＯＨ）过程中被下调或上调的因子，提示精浆有可
能会纠正ＣＯＨ导致的子宫内膜失调。同时，体外研究中发现，
精浆刺激原始的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后将上调一些子宫内膜因

子，比如白血病抑制分化因子（ＬＩＦ）和 ＩＬ６，这两种因子在人类
胚胎种植和早期妊娠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这些结果在小鼠、猪的实验研究中得到佐证［５６］，它们证实

了精浆能够与子宫内膜相互作用并触发后炎症级联反应。精

浆中含有高浓度的转化生长因子 ＴＧＦβ，能够诱导细胞因子合
成激增，比如粒细胞巨噬细胞击落刺激因子（ＧＭＣＳＦ）和ＩＬ６。
这些促炎性细胞因子则启动子宫内膜基质炎性细胞的募集和

激活，包括巨噬细胞和粒细胞，并激活母体免疫活性从而有利

于接受胚胎的植入。

Ｔｒｅｍｅｌｌｅｎ等于２０００年研究通过要求患者于移植前２天内
有１次性交，临床妊娠率（１６５％和 １９４％）及胚胎种植率
（７７％和１１５％）均有显著提高，Ａｆｌａｔｏｏｎｉａｎ等人［７］在２００９年
通过要求患者于移植后 １２ｈ内至少有 １次同房，临床妊娠率
（５５％和６５％）及胚胎种植率（１１７％和１４２％）亦有提高。

鉴于人类精浆对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妊娠结局影响的初步
研究，进一步将精浆介入至夫精宫腔内人工授精这一辅助生殖

技术中，由此探讨上述介入因素对辅助生殖技术结局的影响。

注入方法的选择参考了我们所检索到的国外资料，并保留了大

多数研究报道所采用的注入方法，精浆处理方法亦保留了同等

的方法。本研究评估精浆作用的主要方法为：用２ｍｌ注射器连
接一次性硅橡胶医用导管吸取制备好的精浆／生理盐水

１０ｍｌ～１５ｍｌ，将０５ｍｌ精浆／生理盐水缓慢注入宫颈管内近
宫颈外口１ｃｍ～２ｃｍ处，再将剩余的精浆／生理盐水注入阴道后
穹隆处，即行人工授精术。观察精浆对临床结局包括临床妊娠

率和种植率的影响。因此，我们推测精浆的这种“中和”作用能

够通过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从而发挥提高胚胎种植的作用，之

所以选择授精位置在宫宫颈管内近宫颈外口１ｃｍ～２ｃｍ处和阴
道后穹隆，是考虑到正常性生活中精液在女性生殖道所存留的

位置，且不将精浆注入宫腔是考虑到宫颈粘液栓被破坏则容易

引起生殖器官感染等。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浆组与盐水组在临床妊娠率方面比较

虽无统计学差异，但显示了增高的趋势，分别为 ２４５９％和
１６００％。对此结果的分析尚无同类研究国内外文献报道可比
照。本研究初步得出下列结论：①在人类生殖活动中精浆成分
对辅助生殖技术妊娠的建立和维持具有影响，对之已有的研究

相对于其他影响妊娠的诸多因素而言甚少，尚未引起人们的足

够重视。②本研究显示了精浆注入这一介入因素在夫精人工授
精辅助生殖技术中具有有益的作用，即有可能提高授精的妊娠

率。本研究的局限性如下：①入选研究对象特别地规定了单一
不孕因素，即输卵管因素不孕，使研究结论不能较好的具备普适

性；②未能在生物化学方面对精浆介入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研
究；③本研究精浆的处理和注入系沿用了国外研究大多数报道
中的方法，在注入时机和部位上未进行多样化研究；④纳入本研
究的研究对象例数尚属小样本，其结论有待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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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宫产瘢痕子宫妊娠阴道超声监测下人工流产的
效果观察
王敏１　方月兰 １　胡军武１　陆坤２

１宿迁市人民医院妇科，江苏 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２宿迁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江苏 宿迁 ２２３８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阴道Ｂ超下行无痛人工流产与传统人工流产对剖宫产瘢痕子宫早孕患者临床手
术的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于宿迁市人民医院进行人工流产的１３２例瘢痕子宫早孕
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６例。观察组患者行经阴道Ｂ超
人工流产，对照组患者行传统人工流产，比较两组患者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等围术期指标，记录患者疼痛

情况（ＶＡＳ评分）、月经复潮时间、术后出血、吸宫不全、宫颈粘连、子宫穿孔等并发症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
者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出血等并发
症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ＶＡ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月经复潮时间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阴道Ｂ超下人工流产可以减少瘢痕子宫患者手术时间，降低因反复刮吸子宫内壁而引起的并发症，
手术效果和安全性优于传统人工流产，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阴道Ｂ超人工流产；围术期；月经复潮时间；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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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剖宫产手术是瘢痕子宫产生的主要原因，随着近年来剖宫
产率直线上升，瘢痕子宫的发生率也逐年增高［１］。由于子宫结

构的特殊性，瘢痕子宫早孕后人工流产手术的风险也明显升

高［２］。人工流产是妇科手术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临床手术，但多

数手术处于非直视情况下进行，面临较多的并发症，对于孕期

较长的患者，手术风险更高［３］。近年来，经阴道 Ｂ超下行人工
流产是产科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可视状态下，施术者可以

观察到患者子宫内部结构，不会对其他结构产生影响和损伤，对

于提高手术安全性、降低术后并发症具有积极意义［４５］。本研

究以剖宫产瘢痕子宫早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比较阴道超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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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视人工流产和传统人工流产的临床疗效。现将有关情况

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在宿迁市人民医院进行人
工流产的１３２例瘢痕子宫早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６例患者。

纳入标准：患者均有剖宫产手术史，经确诊为瘢痕子宫早

孕；年龄范围１８岁 ～３５岁；子宫未出现异常增大现象，胎囊位
置正常；患者及其家属了解本研究的治疗方案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

排除标准：其他原因所致的子宫瘢痕；胎盘前置、子宫瘢痕

处胎盘附着患者；合并严重盆腔感染、卵巢囊肿等；凝血功能障

碍患者；合并严重心、肝、肾等重要器官的病变。

观察组６６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４岁，年龄（２６５８±
３３３）岁；妊娠天数范围３４天 ～５２天，天数（４４６５±２３４）天；
孕囊范围１ｃｍ～４ｃｍ，孕囊（２１９±０６６）ｃｍ；妊娠２次３２例，妊
娠３次２６例，妊娠４次８例。对照组６６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３岁，年龄（２５６７±２５３）岁；妊娠天数范围３３天～５３天，天
数（４５６７±２６７）天；孕囊范围１ｃｍ～４ｃｍ，孕囊（２３３±０７２）
ｃｍ；妊娠２次３０例，妊娠３次２６例，妊娠４次１０例。两组患者
年龄、妊娠天数、妊娠次数和孕囊大小等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患者及其家属均已知情同意。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行阴道Ｂ超监测下人工流产：患者术前排空膀

胱，取膀胱截石位，常规外阴消毒铺巾，丙泊酚静脉麻醉，将 Ｂ
型超声探头固定于阴道窥阴器上置入阴道前叶或后叶，放入阴

道穹隆。在超声图像上辩清患者子宫及宫腔，明确子宫形态、位

置、大小和妊娠囊着床位置，在阴道超声引导下，引导手术器械

沿子宫进入宫腔，对孕囊进行负压吸引，迅速吸出妊娠囊，清理

好宫内结束手术。对照组患者采用普通电动人工流产吸引术：

患者取膀胱截石位，丙泊酚静脉麻醉，按照常规方法进行负压

吸宫，清理好宫内后结束手术。

１３　观察指标
记录手术时间和术中出血量等围术期指标：手术时间计算

从扩张宫颈插入吸管开始，到吸宫、宫腔清理完毕结束为止。术

中出血量以吸引器中的收集血量计算。对患者进行为期３个月
的随访，记录患者疼痛情况、月经复潮时间、术后患者出血、吸宫

不全、宫颈粘连、子宫穿孔等并发症情况。疼痛情况采用视觉模

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患者根据主观感受在０
分～１０分之间选择疼痛程度，分数越高表示疼痛程度越严重。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相关数据的录入与处理，采
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包进行资料的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以平均
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
百分率［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指标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围术期指标，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手术出

血量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围术期指标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手术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６６ ５４８±１５９ａ ８９５±１７８ａ

对照组 ６６ １０４２±２８８ １３４８±４２１

ｔ值 １２１９０ ８０５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
比较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观察组患者出血发生率低

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的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出血 宫颈粘连 子宫穿孔 吸宫不全

观察组 ６６ １（１５） １（１５） ０（０）　 ０（０）　

对照组 ６６ ８（１２１） ３（４６） １（１５） ４（６１）

χ２值 ４２９２ ０２５７ — ２３２１

Ｐ值 ００３８ ０６１２ — ０１２７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和月经复潮时间比较
观察组患者ＶＡＳ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月经复潮时间比较，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和月经复潮时间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ＶＡＳ评分（分） 月经复潮时间（ｄ）

观察组 ６６ ２０２±０５５ａ ４０６５±２８８

对照组 ６６ ２３３±０４６ ４１５８±３０７

ｔ值 ３５１２ １６０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１１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人工流产是避孕失败时的主要补救措施，传统人工流产术

完全凭借医生的经验和手感进行操作，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医生

手术技巧或经验的缺乏，极容易导致漏吸、人工流产不完全甚至

子宫穿孔等并发症的发生，为流产患者的生殖和身体健康埋下

巨大的隐患［６］。瘢痕子宫患者与正常早孕患者相比，由于子宫

瘢痕的存在，其人工流产中并发症发生率更高。如何有效减少

人工流产的手术风险和并发症，提高患者生殖健康是目前产科

研究的重点问题［７８］。阴道Ｂ超应用于人工流产中可以准确探
查孕囊及子宫位置，测算宫口至孕囊之间的距离，对刮宫操作提

供有效信息，防止对阴道其他组织产生过度伤害，避免对孕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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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良影响。

尽管随着医学的发展和麻醉药物的普及，人工流产中的疼

痛、出血等并发症比此前已有极大改善，但术中和术后并发症

仍然给患者带来较大困扰［９］。本研究首先比较了阴道 Ｂ超可
视人工流产术与传统人工流产术在瘢痕子宫患者中的围术期

相关指标和并发症发生情况，围术期中手术时间可以反映手术

的精准率，较长的手术时间无疑会增加手术感染的风险，术中

出血量可以反映手术对机体的损伤程度。分析结果显示，采用

超声引导的观察组患者在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等围术期指标

上均显著优于传统人工流产患者，其术后出血等并发症发生率

也显著低于传统人工流产患者。传统人工流产术式中医师基

本靠“盲吸”“盲刮”，根据术中出现血色泡沫、医师抽吸感觉及

患者感受等经验进行判断，出现以上现象时极有可能已经和患

者子宫及其周围组织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加重了患者人工流产

综合症表现，产生术后剧烈疼痛、严重损伤并增加了子宫穿孔

等危险［１０］。同时，医生根据经验进行盲吸，不能观察到宫内具

体情况，不能保证抽吸干净，造成较高的吸宫不全率［１１］。此外，

对于本研究中子宫瘢痕患者及子宫解剖畸形的患者来说，套管

极可能被插入没有怀孕的子宫一侧，从而延长手术时间，造成

手术时间过长，增加宫内感染概率［１２］。阴道 Ｂ超人工流产术
中，医生可以首先对患者子宫、宫腔等结构进行观察，明确抽吸

部位，避免抽吸位置的错误导致对其他组织的损伤，减少术中

出血；在手术过程中，医生可以动态观察抽吸过程，观察探针、刮

匙的位置，减少对子宫壁的损伤，减少子宫穿孔发生率；在观察

视野良好的情况下，医生不用担心刮宫不全而过度刮宫，造成

术后月经较少、闭经和宫颈粘连等远期并发症；在抽吸位置定

位准确的情况下，医生可以减少抽吸次数，大大减少手术时间，

减轻患者身体和心理上的负担，减少术中感染的风险，避免发

生慢性盆腔炎等疾病［１３１４］。唐靖等［１５］的研究证实，采用经阴道

Ｂ超引导下人工流产的患者，其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吸宫不
全和子宫穿孔发生率均显著低于传统人工流产患者；羊俏英

等［１６］的研究也证实，经阴道Ｂ超下人工流产导致的人工流产综
合征发生率低于传统人工流产。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阴道 Ｂ
超下人工流产对瘢痕子宫患者也有较好的手术效果和较低的

并发症发生率。尽管阴道 Ｂ超可视下行人工流产手术具有较
好的效果，医生Ｂ超诊断、治疗技能亦是保证手术效果的前提，
在推广可视人工流产手术的同时，也应当加强妇产科医生超声

诊断、超声下手术的能力，以最大限度减少患者的手术伤害。

综上所述，阴道Ｂ超下可视人工流产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
手术对瘢痕子宫患者子宫内膜的损伤，减少因反复刮吸子宫内

壁而引起的并发症，手术效果和安全性优于传统人工流产，值

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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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度罗哌卡因程序化间断硬膜外给药在分娩
镇痛中的应用观察
杨伟娜　徐雅琴△　于漫　徐翠翠　梁娅?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７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不同浓度罗哌卡因程序化间断硬膜外给药（ＰＩＥＢ）在分娩镇痛中的应用效果及安
全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接收的２４０例硬膜外分娩镇痛初产妇作
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Ａ组、Ｂ组、Ｃ组，每组８０例。两组均实施ＰＩＥＢ＋硬膜外自控镇痛（ＰＣＥＡ）模式。Ａ
组药物配方为００７５％罗哌卡因＋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Ｂ组药物配方为０１％罗哌卡因＋０５μｇ·ｍＬ１舒
芬太尼。Ｃ组药物配方为００５％罗哌卡因＋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观察三组产妇硬膜外分娩镇痛前即刻
（Ｔ０）、镇痛后１ｈ（Ｔ１）、镇痛后２ｈ（Ｔ２）、镇痛后３ｈ（Ｔ３）、镇痛后４ｈ（Ｔ４）、镇痛后５ｈ（Ｔ５）、分娩即刻（Ｔ６）和分娩
后１ｈ（Ｔ７）时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法（ＶＡＳ）评分、硬膜外胸椎阻滞平面及体温。比较２组下肢运动阻滞程度、
单侧阻滞例数、产间发热例数、胎心率、出血量、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镇痛时间、产程时间、罗哌卡因和舒芬太
尼用量、ＰＣＥＡ按压次数、催产素使用例数、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产妇满意度。结果　三组 Ｔ１～Ｔ７时 ＶＡＳ
评分均低于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４～Ｔ７时体温高于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
组、Ｃ组Ｔ４、Ｔ５时体温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产间发热率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改良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单侧阻滞、胎心率、出血量、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指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Ｃ组 ＰＣＥＡ按压次数多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舒芬太尼
用量多于Ａ组、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镇痛时间、产程时间、罗哌卡因用量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产妇满意度高于Ｂ组及Ｃ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催产素使用例
数、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与０１％、００５％罗哌卡因复合０５μｇ·
ｍＬ１舒芬太尼相比，００７５％罗哌卡因复合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行 ＰＩＥＢ＋ＰＣＥＡ模式分娩镇痛，效果确切，
安全性和产妇满意度更高，是一种更合理的给药方式。

【关键词】　罗哌卡因；程序化间断硬膜外给药；分娩镇痛；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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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娩镇痛是现代文明产科的标志。硬膜外分娩镇痛是目
前优先选择的技术方法，主要包括持续背景输注（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ｐｉｄｕｒａｌ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ＣＥＩ）＋硬膜外自控镇痛（ｐａｔｉ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ｐｉｄｕｒａｌ
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ＰＣＥＡ）和程序化间断硬膜外给药（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ｄｉｎｔｅｒ
ｍｉｔｔｅｎｔｅｐｉｄｕｒａｌｂｏｌｕｓ，ＰＩＥＢ）＋ＰＣＥＡ两种给药模式。与 ＣＥＩ＋
ＰＣＥＡ的给药模式相比，ＰＩＥＢ＋ＰＣＥＡ用于分娩镇痛的药量更
少，暴发痛和运动神经阻滞的发生率更低，产妇的满意度更

高［１２］，因此目前一些医院已经将 ＰＩＥＢ＋ＰＣＥＡ作为分娩镇痛
的标准技术［３］。除了给药模式是影响分娩镇痛结果的主要因

素之外，所使用药物的浓度也是影响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重要

因素。有研究［４］显示，浓度范围为００５％～０２０％的罗哌卡因
均适用于硬膜外分娩镇痛，但罗哌卡因有感觉和运动阻滞双重

特性，其浓度较高时会阻断运动神经，较低时仅对感觉神经发

挥阻断作用，且对产妇子宫和胎盘血流无影响［５６］，目前在用药

浓度方面尚无统一推荐。本课题组拟观察不同浓度罗哌卡因

ＰＩＥＢ＋ＰＣＥＡ在分娩镇痛中的应用效果及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接收
的２４０例硬膜外分娩镇痛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美国麻醉医师
协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ＳＡ）分级Ⅰ级 ～Ⅱ
级。纳入标准：①单胎、头位、足月妊娠，进入潜伏期（有规律宫
缩，宫口开１ｃｍ）要求分娩镇痛；②无阴道试产、硬膜外穿刺及麻
醉禁忌；③无长期服用镇痛镇静药物史。排除标准：①前置胎
盘、胎盘早剥、先兆子痫、妊娠期糖尿病、ＨＥＬＬＰ综合征等高危
妊娠；②分娩初未实施分娩镇痛而在分娩过程中实施分娩镇痛
的产妇。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２４０例产妇随机分为 Ａ组、Ｂ组
及Ｃ组，每组８０例。三组产妇入组时一般资料均衡，具有可比
性。本研究方案获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和产

妇及家属知情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产妇入产房后开放上肢静脉，输注复方乳酸钠５ｍＬ·ｋｇ１

·ｈ１～６ｍＬ·ｋｇ１·ｈ１，监测血压、心率、呼吸和血氧饱和度，持
续胎心监护，记录视觉模拟疼痛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ｅ，
ＶＡＳ）评分。取产妇Ｌ２３或 Ｌ３～４间隙穿刺至蛛网膜下腔，穿刺成
功后留置硬膜外导管３ｃｍ～４ｃｍ。给予试验量１５％利多卡因
（含１∶２０万肾上腺素）３ｍＬ，观察 ５ｍｉｎ确认无脊麻或局麻药

中毒征象后，Ａ组经硬膜外导管注入００７５％罗哌卡因（齐鲁制
药有限公司，规格：７５ｍｇ∶１０ｍｌ／支，批号：２０１５１００６）和０５μｇ
·ｍＬ１舒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公司，规格：５０μｇ∶１ｍｌ／
支，批号：２０１５０８２３）的混合液１０ｍＬ（首次剂量）；Ｂ组经硬膜外
导管注入０１％罗哌卡因（厂家批号同Ａ组）和０５μｇ·ｍＬ１舒
芬太尼（厂家批号同 Ａ组）的混合液１０ｍＬ（首次剂量）。Ｃ组
经硬膜外导管注入 ００５％罗哌卡因（厂家批号同 Ａ组）和
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厂家批号同 Ａ组）的混合液１０ｍＬ（首
次剂量）。

三组自注入首次剂量１ｈ后连接镇痛泵行程序化间断脉冲
给药（南通爱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型号：ＺＺＢＩ，标称流量：３
ｍｌ／ｈ，标称容量：１００ｍｌ）。间隔时间１ｈ，脉冲剂量１０ｍＬ·ｈ１。
３组泵内药液均为 １００ｍＬ，配方与首次剂量配方相同。３组
ＰＣＥＡ剂量均设置为５ｍＬ，锁定时间３０ｍｉｎ。分娩镇痛过程中
如ＶＡＳ评分大于３分，则嘱产妇自行按压给药。三组均于宫口
扩张至１０ｃｍ时停止给药。
１３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指标为 ＶＡＳ评分、产妇满意度；次要主要观察指
标包括下肢运动阻滞程度、单侧阻滞例数、产间发热例数、胎心

率、出血量、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及麻醉药用量、ＰＣＥＡ按压次数、
催产素使用例数、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等。

①观察三组产妇硬膜外分娩镇痛前即刻（Ｔ０）、镇痛后１ｈ
（Ｔ１）、镇痛后２ｈ（Ｔ２）、镇痛后３ｈ（Ｔ３）、镇痛后４ｈ（Ｔ４）、镇痛后５
ｈ（Ｔ５）、分娩即刻（Ｔ６）和分娩后１ｈ（Ｔ７）时 ＶＡＳ评分、硬膜外胸
椎阻滞平面及体温（耳室鼓膜温度）。ＶＡＳ疼痛评分标准［７］：无

痛计０分，轻度疼痛计１分～３分，中度疼痛计４分～６分，剧痛
计７分～９分，不能忍受的剧痛计１０分。②比较三组下肢运动
阻滞程度、单侧阻滞例数、产间发热例数、胎心率、出血量及新生

儿Ａｐｇａｒ评分。采用改良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评估下肢运动阻滞程
度：能随意屈曲髋膝踝关节为无运动阻滞（０分）；仅能使髋膝关
节屈曲为１分；仅能使膝关节屈曲为２分；仅能使踝关节屈曲为
３分；髋膝踝关节均不能活动为４分［８］。③记录３组镇痛时间
（Ｔ０～Ｔ７）、产程时间（第一产程时间、第二产程时间、第三产程
时间）、罗哌卡因和舒芬太尼用量、ＰＣＥＡ按压次数、催产素使用
例数、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产妇满意度（０分为很不满意，１０
分为非常满意，＜３分为差，３分 ～５分为一般，＞５分 ～＜７分
为良，７分～１０分为优。）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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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量计

算依据及相关公式：ｎ＝１２３６５×Ｐ（１Ｐ）／δ２，Ｐ取 ０８０，δ取
０２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
间比较采用方差分析；偏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上下四分

位数［Ｍ（Ｐ２５，Ｐ７５）］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Ｈ检验；计数资料比
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

三组产妇在年龄、身高、体重、孕周、ＡＳＡ分级、镇痛前宫口
开放度等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三组产妇不同时点ＶＡＳ评分、阻滞平面及体温比较
观察视觉模拟疼痛评分（ＶＡＳ），三组产妇Ｔ１～Ｔ７时ＶＡＳ评

分均低于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４～Ｔ７时体温高
于Ｔ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组产妇、Ｃ组产妇Ｔ４、
Ｔ５时体温低于Ｂ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产妇硬膜外阻滞安全性指标比较

Ａ组产妇、Ｃ组产妇产间发热率高于Ｂ组产妇，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产妇改良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单侧阻滞、
胎心率、出血量、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等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三组产妇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孕周（周） ＡＳＡ分级 Ｉ／Ⅱ（ｎ） 镇痛前宫口开放度

Ａ组 ８０ ２７±４．０ １５６±４．０ ７４±１０．０ ３８７±１６ ６７／１３ ２８±０６

Ｂ组 ８０ ２７±４．０ １５６±４．０ ７３±１０．０ ３９１±１５ ７０／１０ ２９±０５

Ｃ组 ８０ ２７±４．０ １５６±４．０ ７３±１０．０ ３９２±１５ ６８／１２ ２９±０３

表２　两组产妇不同时点ＶＡＳ评分、阻滞平面及体温比较

指标 组别 Ｔ０ Ｔ１ Ｔ２ Ｔ３ Ｔ４ Ｔ５ Ｔ６ Ｔ７

ＶＡＳ评分 Ａ组 ９（８～９） ０（０～１）ａ ０（０～２）ａ ２（１～３）ａ ２（１～３）ａ ３（２～３）ａ ３（３～４）ａ ０（０～０）ａ

［分，Ｍ（Ｐ２５，Ｐ７５）］ Ｂ组 ９（８～９） ０（０～１）ａ １（１～２）ａ ２（１～２）ａ ２（２～３）ａ ２（１～３）ａ ３（２～３）ａ ０（０～１）ａ

Ｃ组 ９（８～９） ０（０～１）ａ １（１～２）ａ ２（１～２）ａ ２（２～３）ａ ２（１～３）ａ ３（２～３）ａ ０（０～１）ａ

阻滞平面 Ａ组 ／ ８（７～９） ８（８～９） ８（８～９）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１０（１０～１１）

［Ｔ，Ｍ（Ｐ２５，Ｐ７５）］ Ｂ组 ／ ８（７～８） ８（７～９） ８（８～９）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Ｃ组 ／ ８（７～８） ８（７～９） ８（８～９）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０） ９（９～１１）

体温 Ａ组 ３６５±０３ ３６８±０３ ３６８±０３ ３６８±０３ ３６８±０４ａｂ ３６９±０５ａｂ ３７０±０６ａ ３６９±０６ａ

（℃，珋ｘ±ｓ） Ｂ组 ３６５±０４ ３６９±０３ ３６９±０４ ３７０±０３ ３７３±０５ａ ３７５±０６ａ ３７１±０６ａ ３７０±０５ａ

Ｃ组 ３６４±０３ ３６７±０３ ３６９±０３ ３６７±０３ ３６７±０４ａｂ ３６９±０４ａｂ ３７１±０６ａ ３６８±０６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Ｔ０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三组产妇硬膜外阻滞安全性指标比较 ［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改良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

＞１分
单侧阻滞 产间发热

胎心率

（次·分 －１）

出血量

（ｍＬ）

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ｎ（％）］

１ｍｉｎ＞８分 ５ｍｉｎ＞８分

Ａ组 ２（２５０） ３（３７５） ７（８７５）ａ １３５９±２８３ ２７６３±１５４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Ｂ组 ６（７５０） ９（１１２５） １７（２１２５） １３６２±２９０ ２８２７±１６１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Ｃ组 ２（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６（７５０）ａ １３５３±２９０ ２８０６±１５８ ８０（１００） ８０（１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三组产妇镇痛时间、产程时间及镇痛药物使用情况比较
Ａ组产妇、Ｃ组 产妇硬膜外自控镇痛（ＰＣＥＡ）按压次数多

于Ｂ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产妇舒芬太
尼用量多于 Ａ组产妇、Ｂ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三组产妇镇痛时间、产程时间、罗哌卡因用量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三组产妇催产素使用例数、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产妇满
意度比较

　　Ａ组产妇满意度高于Ｂ组产妇、Ｃ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三组产妇催产素使用例数、分娩方式、新生儿
体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７３　　　·

表４　三组产妇镇痛时间、产程时间及镇痛药物使用情况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镇痛时间（ｍｉｎ）
产程时间（ｍｉｎ）

第一产程 第二产程 第三产程

镇痛药物使用情况

罗哌卡因用量（ｍｇ）舒芬太尼用量（ｍｇ） ＰＣＥＡ按压（次）

Ａ组 ４１６５±１２９８ ４６３８±１３３７ ５０６±１７８ ８６±３６ ８１９±１２３ ３６４±６４ １７±１３ａ

Ｂ组 ４２３９±１３０４ ４５６４±１３８０ ５３１±１５４ ９０±５１ ８４６±１３８ ３５３±７０ １２±０６

Ｃ组 ４２３９±１３０４ ４５６４±１３８０ ５３１±１５４ ９０±５１ ８０３±１３８ ４５９±６５ｂ １９±１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Ｂ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及Ｂ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三组产妇催产素使用例数、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产妇满意度比较［ｎ（％），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催产素使用例数

［ｎ（％）］
分娩方式［ｎ（％）］

自然分娩 产钳使用 中转剖宫产

新生儿体重

（ｋｇ）
产妇满意度［ｎ（％）］

优 良 一般 差

Ａ组 ５６（７０００） ６２（７７５０） ３（３７５） １５（１８７５） ３３９±０５１ ７０（８７５０）ａ ４（５００） ６（７５０） ０（０００）

Ｂ组 ６４（８０００） ５９（７３７５） ２（２５０） １９（２３７５） ３４１±０５６ ６０（７５００） １０（１２５０） ５（６２５） ５（６２５）

Ｃ组 ６２（７７５０） ６０（７５００） ３（２５０） １８（２２５０） ３４３±０５８ ５６（７０００） ８（１０００） ６（７５０） １０（１２５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Ｂ组及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ＰＩＥＢ是Ｗｏｎｇ等［９］通过对 ＣＥＩ的改进而提出的一种新的

给药方式，通过使镇痛药物脉冲式流出硬膜外与脊神经充分接

触，在药效消失之前程序化自动给予下次剂量，能够实现每次

给药之间的有效衔接，从而避免分娩镇痛的窗口期。

罗哌卡因配伍舒芬太尼是一种经典的麻醉用药配方，常用

于硬膜外阻滞麻醉中的镇痛镇静，对于分娩镇痛的疗效已被大

量研究所证实［１０１１］。有文献［１２］显示，高浓度罗哌卡因（０１％）
与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的分娩镇痛配方可使产妇的改良Ｂｒｏ
ｍａｇｅ评分明显增高，肌力降低。为提高用药的安全性，本研究
进一步探讨低浓度罗哌卡因复合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的镇
痛效果及安全性。本研究显示，三组Ｔ１～Ｔ７时ＶＡＳ评分均低于
Ｔ０，镇痛后感觉阻滞平面无明显差异，三组在胎心率、出血量、新
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等安全性指标及镇痛时间、产程、镇痛药物消
耗、催产素使用、分娩方式、新生儿体重方面比较也无明显差异，

说明３种罗哌卡因复合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的药物配方均能
提供较满意的分娩镇痛。但研究还显示，三组Ｔ４～Ｔ７时体温高
于Ｔ０。有研究

［１３］表明，硬膜外分娩镇痛可使产间发热的发生

率明显增加。硬膜外分娩镇痛导致产间发热的原因尚不十分

清楚，但一般认为母体体温调节紊乱和阿片类等药物对冷、热

觉阻滞的不同步可能是导致产间发热的重要原因［１４］。此外本

研究还显示，Ａ组、Ｃ组Ｔ４、Ｔ５时体温低于Ｂ组，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产间发热的发生率明显高于Ｂ组，表明较低
浓度的罗哌卡因对产妇体温的影响较小，分娩镇痛所致的体温

升高与镇痛药物的剂量和逐渐累积有关，与其他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１５１６］。虽然３组改良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 ＞１分比例、单侧阻滞
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Ａ组产妇满意度明显高于Ｂ组产
妇，分析原因在于００７５％罗哌卡因对产妇运动神经阻滞的影
响较轻，可提高产妇的舒适度和满意度。Ｃ组产妇满意度明显
低于Ａ组产妇，可能与Ｃ组罗哌卡因的用药浓度过低，导致镇
痛效果较差有关。

综上所述，与０１％、００５％罗哌卡因复合０５μｇ·ｍＬ－１舒
芬太尼相比，００７５％罗哌卡因复合０５μｇ·ｍＬ－１舒芬太尼行
ＰＩＥＢ＋ＰＣＥＡ模式分娩镇痛，效果确切，安全性和产妇满意度更

高，是一种更合理的给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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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水囊压迫法治疗阴道分娩产后出血的疗效
朱颖　张晶　宋伟夫　魏娜　朱丽萍
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对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应用宫腔水囊压迫法的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２月
至２０１８年２月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产科诊治的８８例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
表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宫腔水囊压迫法）和对照组（常规治疗），每组４４例患者。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
的临床疗效。结果　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１４７３９±２４４４）ｓ、止血显效时间（１８８±０４５）ｈ、填
塞物置留时间（１６９０±４９１）ｈ、住院天数（８１５±２３７）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发热率
（２３％）、腹痛发生率（４６％）、感染发生率（０％）、总不良反应发生率（６８％）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
组患者２ｈ出血量（１５０３８±３２２４）ｍＬ、１２ｈ出血量（１０６４２±２９４５）ｍＬ、２４ｈ出血量（８７１７±１９５７）ｍＬ、产
后出血率（４６％）均少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率（１０００％）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治疗依从
率（７０５％），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结论　对于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采取宫腔水囊
压迫法给予治疗，可以有效改善产后出血量，减少并发症发生率，降低术后感染率和提高治疗依从率，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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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ｐｏｓｔｐａｒｔｕｍｈｅｍｏｒｒｈ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ａｎｄ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ｏｉｔｈａｓｈｉｇｈ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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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妇分娩胎儿后一天内出血量多于５００ｍＬ即为产后出血
症状，也是分娩后产妇死亡因素之一［１］。宫缩乏力、胎盘因素

是常见病因，如未及时给予治疗，失血过多就会导致短期内大

出血，严重者会出现休克，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均会

造成极大威胁［２］。目前，临床对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的主要

治疗原则为使用缩宫药物、子宫按摩等治疗，以减少出血量，降

低并发症发生率［３］。为了探究用何种方式治疗此类疾病患者

以取得较佳效果，本研究选取我院诊治的８８例阴道分娩产后出
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对比分析。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

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２月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诊治
的８８例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４例患者。观察组患者
年龄范围２１岁～４３岁，年龄（３１４９±１１７）岁；孕周范围３４周
～４１周，孕周（３７５６±２９２）周；失血量范围４７０ｍＬ～１１００ｍＬ，
失血量（６７３３２±２０５４０）ｍＬ。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２
岁，年龄（３１２６±１０２）岁；孕周范围３４周～４２周，孕周（３７８９
±２２５）周；失血量范围 ５００ｍＬ～１０００ｍＬ，失血量（６６９３２±
２０１７８）ｍＬ。两组患者临床一般资料（年龄、平均孕周以及失血
量）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给予观察组患者进行宫腔水囊压迫法治疗，首先将产后分

娩者阴道及周围进行常规消毒，向宫腔内插入水囊，同时使用

注射器向气囊内注入生理盐水。对于宫颈口松弛患者，填塞阴

道为重点，在注水之前、放置水囊之后，放入无菌棉垫，避免水囊

掉落。患者阴道中段应当置入碘伏纱布包扎的导管末端。此种

方法应用于剖腹产应该将水囊置入宫底，根据每位患者的宫腔

大小注入适量的生理盐水，直到阴道不再出血。水囊置入后将

子宫缝合。一般情况下，水囊管置入宫腔１２小时后，观测患者
的各项生命体征，若指标和尿量均正常，同时阴道出血量也减

少，可以对患者行静脉注射缩宫素，也可以配合使用相应的扩

张器。给予患者精密且不间断的观测，特别需要注重患者阴道

出血情况，观测是否再次出血。一般水囊留置宫腔１２小时后，
患者体征平稳且出血量较少或无血迹，即可以将水囊从宫腔中

取出。如果患者出血量仍然在１０ｍＬ～２０ｍＬ之间，则可以继续
观测１小时，直至无血后行抽水。如果患者出血量大于２０ｍＬ，

应当立即继续注入３０ｍＬ～５０ｍＬ的水，并继续观测２小时，直至
无血后行抽水，但水囊在宫腔时间不可以超过２４小时。

给予对照组患者行纱布填充，应用专用宫腔纱布行强制止

血，同时配以浓度为２％、容积为２００ｍＬ的甲硝锉注射液相融
合。于膀胱截石位使用拉勾器具将患者的宫颈外露，将浸湿药

品的纱布行填塞操作，顺序为宫底至宫颈填至无缝隙为止，注

意在阴道口上滞留出宫腔纱布尾端，同时考虑患者胀腹、腹痛

等感觉。此种方法应用于剖腹产产后出血患者，行完全填塞后

缝合伤口即可。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和住院天数　对两组患者进行术后
指标观测，记录患者的手术时间、止血显效时间、填塞物置留时

间、住院时间。

１３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治疗后，测定和比
较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３３　两组患者产后不同时间段出血量和产后出血率　根据
两组患者产后不同时间段出血量总值进行判定，同时根据患者

产后出血比例进行判定。

１３４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情况　采用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
自制的治疗依从性调查量表对两组患者治疗中的依从性情况

进行评分，６０分以下者为未能配合医生接受治疗，为不依从；６０
分～７９分者，为需要在护理人员的监督下完成治疗，为部分依
从；８０分及以上者为可以积极主动配合医生进行治疗，为完全
依从。依从率＝完全依从＋部分依从。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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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表示，样本率比较采用χ２

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和住院天数比较

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止血显效时间、填塞物置留时间均有

明显好转，手术时间、住院天数均明显缩短，与治疗前相比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ｓ）、
止血显效时间（ｈ）、填塞物置留时间（ｈ）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和住院天数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情况

手术时间（ｓ） 止血显效时间（ｈ） 填塞物置留时间（ｈ）
住院天数（ｄ）

观察组

对照组

４４
４４

１４７３９±２４４４ａ

２２７３４±３３３８
１８８±０４５ａ

３１１±０８４　
１６９０±４９１ａ

２５９２±３５７
　８１５±２３７ａ

１４９９±３４７

ｔ值 ５３６２ １１３２３ ９３６２ ６３２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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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经过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身体情况均有明显好转，与治疗

前相比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的总
不良反应发生率（６８％）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的总不良反应发
生率（２９６％），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产后不同时间段出血量和产后出血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产后出血率（４６％）显著低于对照
组患者的产后出血率，且观察组患者在２ｈ、１２ｈ、２４ｈ时间段的出
血量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各时间段的出血量，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发热 腹痛发生 感染发生 总发生

观察组

对照组

４４
４４

１（２３）　
５（１１４）

２（４６）　
６（１３６）

０（０）　
２（４６）

３（６８）ａ

１３（２９６）

χ２值 — — — ６３９２

Ｐ值 — — —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产后不同时间段出血量和产后出血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２ｈ出血量（ｍＬ） １２ｈ出血量（ｍＬ） ２４ｈ出血量（ｍＬ） 产后出血（％）

观察组 ４４ １５０３８±３２２４ａ １０６４２±２９４５ａ ８７１７±１９５７ａ ２（４６）ａ

对照组 ４４ １６９４５±３７４５ １２０５７±３５３３ ９３６９±２６９３ １５（３４１）

χ２／ｔ值 ７６２０ １１２０３ ５６２１ ５３５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治疗依从率（１０００％）显著高于对

照组患者的治疗依从率（７０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

观察组 ４４ ３２（７２７） １２（２７３） ０（０）　 ４４（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４４ １３（２９６） １８（４０９） １３（２９６） ３１（７０５）　

χ２值 — — — ６３５２

Ｐ值 — — —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产后出血是产妇分娩期较为严重的一种并发症，对产妇有

着较大的危险性，其主要临床症状为分娩后短时间内大量出血

或长时间不间断出血，严重者发生休克［４５］。其发病的主要诱

因为患者分娩后子宫收缩功能减退、软产道受损、凝血功能暂

缓等［６］。其发病机理为产妇分娩后，子宫内的肌纤维走向错综

复杂，且其伸缩功能对患者子宫内的相关血管有一定的有效压

迫，若其有效压迫功能减退就会引发产后大出血［７］。产妇分娩

时紧张的心情、分娩时间过长、体力消耗过大等因素均会造成

其子宫收缩功能减退，进而引发产后大出血［８］。反之，分娩时

间过快、急产则会导致产妇宫颈、阴道等软产道不同程度的损

伤，严重者亦会出现休克，危及生命安全［９］。因此，及时有效的

治疗尤为重要。

分析了产后出血的原因，及时减少出血量、补充不足血量、

降低感染率等是取得良好治疗效果的关键［１０］。在医疗条件较

好的情况下，利用血管造影技术可以帮助医生对产妇分娩后出

血情况进行衡量，并迅速采取有效治疗措施；但在医疗条件较差

的情况下，医生对产后出血患者的子宫栓塞技术应用就可能迟

缓，给患者带来危害。最近几年，采用压迫方法治疗产后出血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１１］。分娩后压迫止血技术多为宫腔内水囊压

迫技术和宫腔纱布堵塞技术［１２］。２种方法治疗原理大致相同，
均为对患者子宫内表膜的静脉行压迫方式，进而对患者的出血

状况加以遏制［９］。传统的纱布堵塞技术虽然效果较好，但对医

生技术的要求较高，若术中出现纱布堵塞不均匀、松弛等状况，

就会对患者造成隐发性出血；同时，由于纱布的尺寸不同，反复

堵塞容易损伤分娩者子宫内膜等组织［１３］。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采用宫腔水囊压迫法治疗，手术时间较短、操作简单容易、注

水速度及用量灵活，可以均匀地让分娩者宫腔内膜受力；同时，

可以灵活地根据不同患者的实时情况调整注水速度和水量等，

最终达到止血目的，水囊留置时间不宜超过２４小时，在感染率
和并发症发生率的降低上也有一定优势。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止血

显效时间、填塞物置留时间、住院天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观察组患者发热率、腹痛发生率、感染发生率、总不良反应发生

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这提示将宫腔水囊压迫法应用于该疾病患者的治疗
中，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手术时间和止血显效时间等，同时也降

低了出现感染的概率。究其原因，宫腔水囊压迫技术是目前治

疗阴道分娩产后出血症状疗效显著的一种方法，它有效避免了

传统纱布反复堵塞治疗对患者造成的软产道受损情况，具有注

水灵活、操作简便、继发感染发生率低等优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经过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２ｈ出血量、
１２ｈ出血量、２４ｈ出血量、产后出血率均少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
患者的治疗依从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这说明采用宫腔水囊

压迫法治疗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可以有效止血，且操作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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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时间缩短，宫腔内压迫受力均匀增加了患者的舒适感。通

过密切观察患者病情，控制并发症产生，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

相关健康知识教育，可以使患者更为主动地配合治疗，有效提

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而提高了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活质

量［１３］。

综上所述，给予阴道分娩产后出血患者行宫腔水囊压迫法

治疗，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泛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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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表观遗传学发病机制的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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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育龄妇女常见的内分泌失调和代谢紊乱
性疾病，在女性生殖年龄非常普遍。ＰＣＯＳ的确切病理生理学机制仍不清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
明，表观遗传学参与了ＰＣＯＳ的发病机制，其中包括ＤＮＡ甲基化、组蛋白修饰、非编码ＲＮＡ及微小ＲＮＡ等内
容。患有ＰＣＯＳ的女性有不同的表观遗传调控，不适当的表观遗传重组被认为是导致该疾病的常见原因。
本文就近几年表观遗传学在ＰＣＯＳ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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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育龄
女性常见的一种内分泌疾病。临床表现为月经异常、不孕、高雄

激素血症或体征、卵巢呈多囊样表现等，同时可伴有肥胖、胰岛

素抵抗、血脂异常等代谢异常，成为２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和
子宫内膜癌的高危因素，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Ｐ
ＣＯＳ的确切病理生理学仍不清楚，有证据表明 ＰＣＯＳ是一种具
有高度遗传性的复杂的多因素紊乱性疾病。

表观遗传学是对基因活动调控的分子机制的研究，是基于

非基因序列改变所致的基因表达水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细

胞分裂的过程中，有时甚至是在隔代遗传中保持稳定，但是不

涉及到基本 ＤＮＡ的改变。目前表观遗传机制包括 ＤＮＡ甲基
化、组蛋白修饰、基因组印迹、非编码 ＲＮＡ调控以及微小 ＲＮＡ
等内容。表观遗传学代表了复杂疾病功能基因组学的新前沿，

是将环境与遗传物质联系起来的潜在分子桥梁。

在许多研究中，表观遗传变化是导致 ＰＣＯＳ发病的潜在机
制［１］。对恒河猴的研究表明，在宫内生活中，胎儿暴露于高水

平的雄激素，决定了 ＰＣＯＳ在青春期的临床表现。绵羊的研究
表明，在胎儿时期过多的雄激素暴露会影响早期的卵泡活动，

这可能解释了ＰＣＯＳ所显示的典型的卵泡发育改变。［２］。表观
遗传学在ＰＣＯＳ中的作用不容小觑，现就其具体内容进行详细
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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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化

ＤＮＡ甲基化（ＤＮＡ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是指在 ＤＮＡ甲基化转移酶
的作用下，在基因组ＣｐＧ二核苷酸的胞嘧啶５′碳位共价键结合
一个甲基基团。ＤＮＡ甲基化参与组织发育过程中基因表达的
稳定，是影响正常基因组调控和发育的表观遗传修饰的关键。

在表观遗传机制中，ＤＮＡ甲基化是最容易理解、最容易测量和
广泛分析的一种，常作为研究遗传和环境因素介导的复杂疾病

的分子基础。

通过ＤＮＡ芯片方法，Ｋｏｋｏｓａｒ等人在瑞典发现，ＰＣＯＳ女性
的脂肪组织中有部分基因在一些甲基化位点上出现了相应的

修饰［３］。Ｗａｎｇ等人在ＰＣＯＳ卵巢组织中进行了全基因组 ＤＮＡ
甲基化分析，发现了 ７９８２个不同甲基化的 ＣｐＧ位点。其中
５９８％为高甲基化，４０２％为低甲基化。而另一研究发现ＰＣＯＳ
女性的颗粒细胞（ＧＣｓ）中 ＤＮＡ的全球甲基化水平低于对照组
女性。鉴于两项研究收集的组织不同，故其结果并不矛盾［４］。

Ｘｕ等报道了２０个ＰＣＯＳ患者外周血细胞的 ＤＮＡ甲基组和２０
个对照组的ＤＮＡ甲基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但 Ｓｈｅｎ等在外周
血中发现了多个不同的甲基化基因。通过对卵巢组织的定位，

Ｗａｎｇ等和Ｙｕ等发现了大量不同的甲基化基因。尽管这两项
研究都是在卵巢组织中进行的，但每项研究中检测到的基因都

与不同的分子功能相关。另有研究揭示了单次甲基化 ＣＰＧ位
点与ＰＣＯＳ的强关联性［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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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组蛋白修饰

组蛋白修饰（ｈｉｓｔｏｎｅ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是指组蛋白在相关酶作

用下发生甲基化、乙酰化、磷酸化、腺苷酸化、泛素化、ＡＤＰ核糖
基化等修饰的过程。事实上，在 ＰＣＯＳ中发现的大多数基因变
异，在理论上是可以通过它们编码的修饰蛋白来参与调控类固

醇的形成、卵泡成熟或胰岛素信号。这些效应通过膜受体 ＩＲ，
ＥＧＦＲ，ＬＨ／ＨＣＧＲ激活，细胞交通参与，最终转录因子的基因表
达调控。

有研究显示，ＰＰＡＲ１２ａｌａ（ＣＧ）基因型增加了ＰＣＯＳ２９６倍
的风险［６］。另有发现水通道蛋白（ＡＱＰｓ）的表达变化可能会影
响ＰＣＯＳ的卵泡发育和卵泡闭锁［７］。Ｍｉｋａｅｉｌｉ等人研究了人类
颗粒细胞中ＦｏｘＯ３表达和磷酸化的变化，结果发现 ＰＣＯＳ女性
颗粒细胞中ＦｏｘＯ３的激活和过表达与细胞凋亡水平的升高相
关，提示ＦｏｘＯ３可能是ＰＣＯＳ女性颗粒细胞凋亡的候选细胞［８］。

有通过定量实时聚合酶链反应（ｑＲＴＰＣＲ）观察 ＰＣＯＳ患者颗粒
细胞（ＧＣｓ）中的ＢＭＡＬ１表达，证明ＢＭＡＬ１对ｈＧＣｓ中雌激素合
成的影响，并提出了 ＢＭＡＬ１ＳＩＲＴ１ＪＮＫ阳性反馈周期，指出
ＢＭＡＬ１在ＰＣＯＳ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９］。ＰＣＯＳ在 ＧＣ中
的ＡＰＰＬ１和 ＩＮＳＲ的表达显著降低。此发现表明，ＡＰＰＬ１可能
是脂联素和胰岛素信号在ＧＣ中的重要介质，可能是ＰＣＯＳ的发
展和胰岛素抵抗的一个重要因素［１０］。有报告显示，热休克蛋白

９０Ｂ１（ＨＳＰ９０Ｂ１）在ＰＣＯＳ患者的卵巢细胞中高度表达，并促进
颗粒细胞的增殖。进一步的体外研究表明，ＰＣＯＳ患者的卵巢
细胞在ＨＳＰ９０Ｂ１后凋亡率更高，但过度表达 ＨＳＰ９０Ｂ１可逆转
这一效应。通过分子干预调节ＨＳＰ９０Ｂ１活性可以为ＰＣＯＳ的治
疗提供一种新的策略［１１］。有证据表明，在 ＰＣＯＳ的卵母细胞成
熟过程中，血管生成素样蛋白１（ＡＮＧＰＴＬ１）和血管生成素样蛋
白２（ＡＮＧＰＴＬ２）ｍｒｎａ的表达模式是无序的，这可能与异常的卵
母细胞质量和发育能力有关［１２］。氧化应激（ＯＳ）已被报道与Ｐ
ＣＯＳ的发病机制有关。在 ＯＳ存在的情况下，正常的人血清白
蛋白（ＨＳＡ）经过修饰，形成了具有降低金属结合能力的缺血修
饰白蛋白（ＩＭＡ）。有研究 发现，血清 ＩＭＡ水平升高反映了 Ｐ
ＣＯＳ发病过程中氧化应激状态的增加［１３］。另有分析表明，ＩＭＡ
水平与ＰＣＯＳ患者血清游离睾酮水平相关，此相关性可能会影
响卵母细胞的质量，改变卵泡微环境中关键卵泡液因子的平

衡［１４］。

#

　
$%&'

和基因组印迹

基因组印迹（Ｇｅ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是指在配子或合子发生期
间，来自亲本的等位基因或染色体在发育过程中产生专一性的

加工修饰，导致双亲中某一方的等位基因被沉默，从而使后代体

细胞中两个亲本来源的等位基因有不同的表达活性的现象。这

类基因表达与否取决于它们所在染色体的来源（父系或母系）

以及在其来源的染色体上该基因是否发生沉默。印记基因的存

在能导致细胞中两个等位基因的一个表达而另一个不表达。印

记的基因只占人类基因组中的少数，可能不超过５％，但在胎儿
的生长和行为发育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研究发现，１ｎＭ的胰岛素显著刺激细胞增殖，诱导细胞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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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并使健康女性和ＰＣＯＳ患者的ＧＣｓ中端粒酶活性降低，但沉
默的ＩＮＳＲ表达抑制了胰岛素的作用。ＰＣＯＳ患者中胰岛素诱
导的ＧＣｓ细胞凋亡明显多于健康女性［１５］。另有研究分析了

２００个ＰＣＯＳ患者和对照组的基因组，发现在１０个ＳＮＰ位点中，
只有 ｒｓ３４６７９５０８１、ｒｓ３４６８０３５１３、ｒｓ３４６９９９２３６和 ｒｓ３４７０２９５００的
等位基因有显著差异。在第一阶段排除６个ＳＮＰ位点后，实验
样本量增加到１２００例，结果显示 ＳＮＰｒｓ３４７０２９５００位点没有显
著差异，其他 ３个 ＳＮＰ位点，ｒｓ３４６７９５０８１，ｒｓ３４６８０３５１３和
ｒｓ３４６９９９２３６与ＰＣＯＳ的发生密切相关［１６］。基于已发表的ＰＣＯＳ
风险等位基因频率的种群遗传计算表明，在１９个 ＰＣＯＳ相关基
因中，有１３个 ＰＣＯＳ相关基因的纯合子风险基因型频率为
１１％，这一观察反驳了对女性（或男性）具有纯合子风险基因型
的任何显著的纯化（阴性）选择［１７］。最近的基因型表型相关性

研究表明，ＴＨＡＤＡ和 ＤＥＮＮＤ１Ａ携带的风险等位基因与 ＰＣＯＳ
患者的内分泌和代谢紊乱有关［１８］。从ＦＡＤＳ２中分离出的卵巢
缺乏成熟的黄体，表明ＦＡＤＳ２可能在卵泡成熟和排卵中发挥作
用［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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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非编码
,)*

调控（
-./,)*0

）

非编码ＲＮＡ调控（ＬｎｃＲＮＡｓ）可调控染色质修饰、转录和转
录后处理水平的相邻蛋白编码 ｍＲＮＡ的表达。最近竞争的内
源ＲＮＡ（ｃｅＲＮＡ）假说认为，ＬｎｃＲＮＡｓ可以通过 ｍｉＲＮＡ竞争调
节基因表达，其功能可以反映在相关的 ｍＲＮＡ中。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ＬｎｃＲＮＡｓ在各种妇科肿瘤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
用，已成为许多生物学过程中的关键调控因子。然而，ＬｎｃＲＮＡｓ
在ＰＣＯＳ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尚不明确。

研究发现，ＰＣＯＳ患者 ＬｎｃＲＮＡＳＲＡ表达明显高于对照组，
与肥胖呈正相关。因此，ＬｎｃＲＮＡＳＲＡ的升高可能是ＰＣＯＳ的脂
肪相关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中介［２０］。另有发现 ＬｎｃＲＮＡ
ＨＣＧ２６在ＰＣＯＳ中上调，并与 ＡＦＣ和吸入的卵母细胞数量有
关。ＨＣＧ２６抑制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周期的进展，敲除促进了芳
香化酶基因表达和 Ｅ２的产生，对 ＦＳＨ受体 ｍＲＮＡ水平没有影
响。这表明差异表达的 ＬｎｃＲＮＡｓ参与了 ＧＣ增殖和类固醇生
成，导致了ＰＣＯＳ的发病机制［２１］。ＴＥＲＲＡｓ是一种长时间的非
编码ＲＮＡ，它参与端粒长度、端粒酶活性和异染色质化的调控。
改变的ＴＥＲＲＡ水平与端粒长度有关。在 ＰＣＯＳ中，ＴＥＲＲＡ与
ＴＴ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以及 ＬＴＬ与 ＴＴ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表
明，ＴＥＲＲＡ和ＴＴＥ在ＰＣＯＳ患者的ＬＴＬ调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基于目前的研究结果，ＴＥＲＲＡ和ＴＴＥ可能是ＰＣＯＳ中调控
ＬＴＬ的潜在靶点，进一步的研究应该更详细地探讨这些发
现［２２］。研究显示，在ＰＣＯＳ患者的积云细胞中，ｌｎｃｒｎａ的表达水
平与正常女性相比是异常的，这种差异表达可能导致 ＰＣＯＳ的
发生，影响卵母细胞的发育［２３］。

1

　
$%&'

和微小
,)*

（
23/45,)*

）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是一类内生的、长度约为２０２４个核苷
酸的单链非编码 ＲＮＡ，主要通过结合靶基因的３′未翻译区域
（３′ＵＴＲｓ）和抑制这些基因的 ｍＲＮＡ转录发挥其作用，引导
ＲＮＡ诱导的沉默复合物（ＲＩＳＣ）达到转录后调控基因表达，在女
性生殖系统和卵泡发育的正常功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每个ｍｉＲＮＡ可以有多个靶基因，而几个 ｍｉＲＮＡ也可以调节同
一个基因。这种复杂的调节网络既可以通过一个 ｍｉＲＮＡ来调
控多个基因的表达，也可以通过几个ｍｉＲＮＡ的组合来精细调控

某个基因的表达。所有的卵泡发育阶段都可以通过 ｍｉＲＮＡ的
活动来调节［２４］。以往的证据表明，重要的调控因子，如 ｍｉｃｒｏＲ
ＮＡｓ，在ＰＣＯＳ的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２５］。

有研究表明，异常表达的ｍＲＮＡ与几种特定的信号通路有
关，包括胰岛素抵抗、类固醇激素生物合成、ＰＰＡＲ信号通路、细
胞粘附分子、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和 ＡＭＰＫ信号通路［２０］。

ｍｉＲ３３ｂ５ｐ在ＰＣＯＳ／ＩＲ大鼠的卵巢组织中被过度表达，并可在
ＰＣＯＳ的发展过程中靶向ＨＭＧＡ２抑制谷氨酸。该发现为ＰＣＯＳ
提供了一些新的有希望的治疗靶点，并提示通过抑制 ｍｉＲ３３ｂ
５ｐ或增加 ＨＭＧＡ２和 ＳＲＥＢＦ１水平来增加 ＧＬＵＴ４的表达可能
是治疗ＰＣＯＳ的一个有希望的策略［２６］。研究发现，女性患 Ｐ
ＣＯＳ的可能性每增加 １倍，ｍｉＲ２３ａ的表达量就会下降 ００１
倍［２７］。有证据表明ｍｉＲＮＡ５０９３ｐ可改善雌二醇（Ｅ２）的分泌，
抑制ＭＡＰ３Ｋ８的表达，这有助于描述ＰＣＯＳ中排卵的发病机制，
特别是Ｅ２生产的调控［２８］。另有证明ｍｉＲ２１和 ｍｉＲ１４６ａ表达
水平的升高，提示低级别慢性炎症和氧化应激可作为 ＰＣＯＳ的
主要病因［２９］。

ＰＣＯＳ不仅是一种生殖病理，而且是一种全身的疾病，其发
病机制仍未完全被了解。表观遗传学作为新的领域为研究 Ｐ
ＣＯＳ的性质和培育提供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工具。目前，ＰＣＯＳ
的表观遗传学研究提供了更多令人信服的证据，将表观遗传调

控与疾病的发生机制联系起来。总的来说，这些新的研究结果

强调了表观遗传调控在 ＰＣＯＳ发病机制中的重要作用，并进一
步提高了我们的认识，从而有助于预防和治疗 ＰＣＯＳ，促进育龄
妇女的生殖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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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２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营养干预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抗苗勒管
激素和受孕率影响的研究
朱璇

枣庄市妇幼保健院生殖医学中心，山东 枣庄 ２７７０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营养干预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抗苗勒管激素（ａｎｔｉｍｉｉ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ＭＨ）和受孕率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８０例肥胖型多
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为研究对象，依照随机信封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
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采用营养干预，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方案进行干预。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

的身体质量指数（ｂｏｄｙｍａｓｓｉｎｄｅｘ，ＢＭＩ）、空腹血糖（ｆａｓｔ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ＦＢＧ）和胰岛素抵抗指数（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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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ＨＯＭＡＩＲ）进行调查，检测患者血清中的 ＡＭＨ水平，并在治疗结束
后记录两组患者妊娠率、排卵率和早孕流产率。结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和 ＦＢＧ水平均显
著降低（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和ＦＢ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治疗后，
两组患者血中ＡＭＨ水平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血中 ＡＭＨ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
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妊娠率和排卵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早孕流产率
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采用营养干预后，可以有效改善患者
体内ＡＭＨ水平并提高患者受孕率。

【关键词】　营养干预；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症；抗苗勒管激素；受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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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中较为常见的妇科内分泌系统疾病，
也是临床中导致生育期女性月经紊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占全部

无排卵性不孕症的６０％左右［１］。有关研究指出，持续无排卵和

雄激素过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主要临床特征，且常伴随月经量

少、月经失调、肥胖、闭经、多毛、不孕、痤疮等症状［２］。有关研究

指出，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患者并发２
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增高［３］。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多伴随代谢综合征，其中肥胖也是重要的代谢综合征特

征，临床中也将多囊卵巢综合征伴肥胖症状称为肥胖型多囊卵巢

综合征［４］。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单纯采用药物治疗时其

临床疗效多不理想，若处理不及时极有可能导致并发乳腺癌、糖

尿病、代谢紊乱症候群等并发症。有关研究指出，采用合理的营

养干预方案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病情，提

高临床疗效［５］。因此，本研究以我院诊治的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

征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析营养干预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

抗苗勒管激素水平（ＡＭＨ）和受孕率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枣庄市妇幼保健院诊治

的８０例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为研究对象，依照随机
信封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
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８岁，年龄（３２３８±７３１）岁；初潮年龄
范围１０岁～１５岁，初潮年龄（１２７４±１７４）岁；不孕时间范围１
年～８年，不孕时间（４４７±１３５）年。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
岁～３９岁，年龄（３３１９±６８９）岁；初潮年龄范围１０岁～１４岁，
初潮年龄（１２４８±１４９）岁；不孕时间范围１年 ～９年，不孕时
间（４６４±１２９）年。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方案亦经我院
伦理委员会审议并批准。

纳入标准：①均为已婚女性；②入组前３个月内未服用激素
类药物；③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功能正常；④有妊娠要求；⑤愿意
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生殖系统病变患者；②恶性肿瘤患者；③合并
其他内分泌系统疾病患者；④精神状态异常，无法配合本研究；
⑤主动申请退出本研究。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采用营养干预，在患者入

院后对患者的基础代谢率、劳动强度进行综合评估，然后制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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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合理的个性化营养方案，鼓励患者以蛋白质２０％、脂肪３０％、
碳水化合物５０％的比例使用低能量膳食，鼓励患者采用实物交
换法，指导其进行膳食搭配和选择，尽可能选择全谷类、薯类、豆

类、无糖奶类、水果、蔬菜等食物。指导患者制定科学食谱，记录

日常饮食和营养摄入情况，且每天可以依照实际情况适度调整

食谱，依照早中晚１∶２∶２的比例进行分配。
对照组患者基于促排卵药物进行治疗，如卵泡成熟后使用

绒毛膜促性腺素进行肌肉注射，月经周期第５天至第９天口服
氯米芬５０ｍｇ，每天一次，共持续干预 ３个月经周期。在此期
间，患者给予常规护理方案干预，包括健康饮食建议，鼓励患者

采用低碳水化合物、高膳食纤维、高蛋白、低热量饮食、戒酒戒

烟，同时进行心理、用药、生活方式指导等，教会患者掌握科学合

理的监测体温方法，若出现异常后及时干预。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 ＢＭＩ、ＦＢＧ和 ＨＯＭＡＩＲ进行

调查。采集两组患者空腹静脉血，离心收集血清，然后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血清中的 ＡＭＨ水平，所用试剂盒购买自
联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严格遵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治

疗结束后，分别对两组患者随访一年，记录两组患者的妊娠率、

排卵率和早孕流产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使用ＳＰＳＳ２００数理统计软件包对相关数据进行

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实行 χ２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实行ｔ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和ＦＢＧ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和 ＦＢＧ水平均有明显降
低，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各项
指标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ＢＭＩ、ＨＯＭＡＩＲ和ＦＢＧ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ＢＭＩ（ｋｇ／ｍ２） ＨＯＭＡＩＲ ＦＢＧ（ｍｍｏｌ／Ｌ）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８４７±１７４ ３７２±０８７ ５５６±０６７

治疗后 ２４３２±１１４ １６５±０２９ ４１３±０４８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８７４±１６９ ３６４±０７９ ５７６±１０８

治疗后 ２５９８±１０８ ２１５±０２４ ４８９±０２９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ＡＭＨ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ＡＭＨ水平均显著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ＡＭＨ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妊娠率、排卵率和早孕流产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妊娠率和排卵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早孕
流产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ＡＭＨ水平比较（μｇ／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４０ １７７±０１８ ０５１±００４ ４３２１８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１７９±０１９ ０７８±０１２ ２８４２５ 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８０８ １３５００

Ｐ值 ０４２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妊娠率、排卵率和早孕流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妊娠率 排卵率 早孕流产率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６２５） ３７（９２５） 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６（１５０） ３０（７５０） ３（７５）

χ２值 ４７５３１ １１２５１ ７７９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

　讨论
有关研究结果显示，在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生和发展过程中，

肥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是导致患者出现不孕症的重要

因素之一［６］。生育能力下降与脂肪异常分布和过剩密切相关。

有关学者对体重正常女性与肥胖女性进行对比发现，肥胖女性

的不孕治疗周期和自然周期受孕率均显著降低，且其自然流产

率也随之增高。此外，肥胖症患者体内多存在内分泌代谢紊乱

和胰岛素抵抗等因素。此外，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肥胖症患者体

内经常可能伴随性出现诱导外周脂肪组织芳香化酶异常活化

及持续无排卵，导致患者体内雄激素持续转化为雌激素，使子宫

内膜暴露于雌激素环境中，且无孕激素拮抗作用，最终可能导致

患者出现子宫内膜癌［７］。目前，临床中在对肥胖型多囊卵巢综

合征患者进行治疗时经常采用药物方案进行治疗，其中二甲双

胍应用较为广泛，其临床疗效虽然较好，但容易导致患者出现胃

肠道不良反应，且在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一定局限性［８］。采用

二甲双胍治疗时，必须长期服用药物，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发生

率。

有关研究指出，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内多出现雄

激素分泌增加，抑制卵泡成熟，导致卵泡闭锁、优势卵泡无法形

成［９］。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营养干预模式可以有效解除卵巢

内卵泡成熟阻滞，促进卵泡排卵和成熟，恢复正常月经周期。通

过营养干预模式，可以有效降低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体

重，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改善患者体内代谢水平，提高治疗效果，

促进患者妊娠。采用营养干预是目前临床中经济、健康、简便的

方案，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采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干预

后，患者可以显著降低体重、改善不孕症。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采用低碳水化合物饮食为主的营养干预，设定体重控制目标，

掌握食物交换法，有助于患者进行操作并提高依从性。

ＡＭＨ是人体内重要的二聚体糖蛋白，属于转化生长因子家
族成员［１０］。有关研究结果显示，转化生长因子家族成员对组织

分化、生长有显著调节作用，ＡＭＨ在卵泡成熟和发育过程中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１１１２］。有关学者指出，ＡＭＨ水平增高经常导
致机体内卵泡的ＦＳＨ敏感性降低，卵泡发育出现障碍，使其无
法成熟，并导致无排卵［１３］。有关研究指出，在肥胖型多囊卵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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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患者发生和发展过程中，ＡＭＨ异常升高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１４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采用营养干预后，

其血中ＡＭＨ水平均显著降低，且观察组患者妊娠率和排卵率
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分析认为，低碳水化合物热量低，可以促进

肝糖原分泌，加速糖异生，并帮助患者减轻体重。体重控制可以

有效加速恢复胰岛素敏感性，减少体内合成雄激素水平，降低

影响卵泡发育的不良因素，改善体内 ＡＭＨ水平，促进排卵率，
增加受孕几率。

综上所述，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采用营养干预后，

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体内ＡＭＨ水平并提高患者受孕率。但本研
究临床样本数较少，尚有待后续扩大临床样本数继续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ＲｅｉｎｅｈｒＴ，ＫｕｌｌｅＡ，ＲｏｔｈｅｒｍｅｌＪ，ｅｔａｌ．Ｗｅｉｇｈｔｌｏｓｓｉｎｏｂｅｓｅｇｉｒｌｓｗｉｔｈ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ａｎｔｉ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
８７（２）：１８５１９３．

［２］　ＪａｃｏｂＳＬ，ＦｉｅｌｄＨＰ，ＣａｌｄｅｒＮ，ｅｔａｌ．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８６（３）：３９５４００．

［３］　冷芹，魏兆莲．多囊卵巢综合征病因、发病机制及治疗的最新研
究进展［Ｊ］．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２０１８，３７（１）：５７６１，
７５．

［４］　ＰａｕｌｓｏｎＭ，ＳａｈｌｉｎＬ，Ｈ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ＡＬ．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ａｎｄｐｒｏ
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ｉｎｏｂ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ｎｄｏ
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２０１７，１０２（４）：１２４４１２５３．

［５］　ＭｉｏｎｉＲ，ＣàＡＤ，ＴｕｒｒａＪ，ｅｔａｌ．Ｈｙｐｅ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ｅｍｉａａｎｄｏｂｅｓｅｐｈｅｎｏ
ｔｙｐ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ｂｌｏｏ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ｙｏｕｎｇｎｏｒｍｏｔｅｎｓｉｖｅ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２０１７，５５（２）：１
１０．

［６］　吴新梅，叶敏欢．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性不孕症治疗过程中高

凝状态的护理体会［Ｊ］．血栓与止血学，２０１７，２３（４）：７００７０２．
［７］　张晓娜，杨镒峰，常彤，等．雌激素、雄激素在卵泡发育中的作用

及应用［Ｊ］．特产研究，２０１７，３９（３）：５０５４．
［８］　ＣａｐｐｙＨ，ＧｉａｃｏｂｉｎｉＰ，ＰｉｇｎｙＰ，ｅｔａｌ．ＬｏｗｖｉｔａｍｉｎＤ３ａｎｄｈｉｇｈａｎｔｉ

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
ＣＯ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ｎｋ？［Ｊ］．ＡｎｎａｌｅｓＤ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ｉｅ，２０１６，７７（５）：
５９３５９９．

［９］　陶云，张芳，王政强．肥胖型与非肥胖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超
声参数与内分泌指标特征比较［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７，３２
（１６）：３７７４３７７６．

［１０］　ＦｒａｉｓｓｉｎｅｔＡ，ＲｏｂｉｎＧ，ＰｉｇｎｙＰ，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
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ｓｓａｙａｓａ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ｆｏｒ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Ｉｍ
ｐａｃｔ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Ｊ］．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７，３２（８）：１７１６１７２２．

［１１］　ＭｃｅｗｅｎＡＥ，ＭａｈｅｒＭＴ，ＭｏＲ，ｅｔａｌ．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ｐｈｏｓｐｈｏｒｙｌａｔｉｏｎｏｃ
ｃｕｒｓｄｕｒｉｎｇｉｔｓ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ｔｓｃｅｌ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ａｄ
ｈｅｓｉｏｎ［Ｊ］．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Ｃｅｌｌ，２０１６，２５（１６）：２３６５２３７４．

［１２］　王馥新，孟庆霞，邹琴燕，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显著升高的抗
苗勒管激素水平对超促排卵的影响［Ｊ］．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１）：２２２６．

［１３］　ＤｅｗａｉｌｌｙＤ，ＲｏｂｉｎＧ，ＰｅｉｇｎｅＭ，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ａｎｄｒｏ
ｇｅｎｓ，ＦＳＨ，ａｎｔｉｍüｌｌｅｒｉａｎｈｏｒｍｏｎｅａｎｄ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ｄｕｒｉｎｇ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ｉｎｔｈｅｈｕｍ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Ｊ］．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Ｕｐｄａｔｅ，２０１６，２２（６）：７０９７２４．

［１４］　王馥新，孟庆霞，邹琴燕，等．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显著升高的抗
苗勒管激素水平对超促排卵的影响［Ｊ］．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
２０１７，３７（１）：２２２６．

［１５］　ＴｓｏｕｌｉｓＭＷ，ＣｈａｎｇＰＥ，ＭｏｏｒｅＣＪ，ｅｔａ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ｈｉｇｈｆａｔｄｉｅｔｉｎ
ｄｕｃｅｄｌｏｓｓｏｆｆｅｔａｌｏｏｃｙｔｅｓｉ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ｄｆｏｌｌｉｃ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ａｄｕｌｔｒａｔｏｆｆｓｐｒｉｎｇ［Ｊ］．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９４
（４）：９４１０４．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１２）

【基金项目】江苏省苏州市科技发展计划“应用基础研究医疗卫生”项目（ＳＹＳＤ２０１２００９）
△【通讯作者】刘琼花，Ｅｍａｉｌ：ｌｑｈ６９９＠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２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隔离法对妇产科腹盆腔手术
术后粘连的预防作用
刘琼花１△　郭静１　成佳景２

１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院妇科，江苏 张家港 ２１５６００
２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妇科，上海 ２０００７２

【摘要】　目的　探讨对妇产科腹盆腔手术术后粘连的预防过程中运用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覆盖、
术后病灶隔离法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院７０例行妇
产科腹盆腔手术的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采用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隔离

预防术后粘连的３５例患者设为观察组，术后使用透明质酸钠凝胶预防肠粘连的３５例患者设为对照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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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两组患者术后总粘连率以及重度粘连率，同时检测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和ＩＬ１０水平，并
对两组患者相关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行比较。结果　观察组第一次手术粘连率为２０００％，重度粘连率为
８５７％，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４５７１％、２２８６％），观察组第二次手术粘连率为 ２２８６％，重度粘连率为
１１４３％，均显著低于对照组（５１４３％、２８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手术前后 ＣＲＰ
、ＴＮＦα、ＩＬ６和ＩＬ１０水平差异显著，同时手术后观察组与对照组也具有显著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观察组全血黏度高、低切值、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与对照组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结论　对妇产科腹盆腔手术术后粘连的预防过程中运用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
隔离法能够显著降低术后粘连率以及重度粘连率，同时能够降低血液黏度，改善相关炎性因子水平，更利于

患者的预后。

【关键词】　透明质酸钠；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隔离；妇产科腹盆腔手术；术后粘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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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ｈｏ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ｏｄｉｕｍｈｙａｌｕｒｏｎａｔｅｇｅｌ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ａｄｈｅ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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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在实施腹盆腔手术后易造成术后盆腔粘连，作为常见
的术后并发症，对女性健康造成巨大的影响［１］。极易诱发不

孕、慢性肠梗阻、盆腔痛等慢性疾病，同时再次手术会增加出血

量、造成膀胱、输尿管的损伤，给患者带来二次伤害，生活质量受

到严重的影响［２］。有研究称，输卵管粘连患者成功受孕率为

２０％左右，超过一半的女性肠梗阻患者有过腹盆腔手术史，由此
可见术后盆腔粘连带来的严重后果［３］。为减少粘连的发生，外

科医生采取一定措施，例如手术操作中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操

作，将腹腔、盆腔的损伤降到最低，保证组织内血液循环正常，避

免粘连发生［４］。以往术者通常通过手术时减少腹腔内必要的

干预和操作以减少对组织的创伤，从而保证组织血运，尽可能

降低手术创伤，但效果较为局限，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展，腹盆

腔手术过程中运用屏障类制剂对粘连起到了良好的预防作用，

其中透明质酸钠的效果广受好评［５６］。本研究研究妇产科腹盆

腔手术术后粘连的预防过程中运用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

覆盖、术后病灶隔离法的应用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江苏大学附属澳洋医院
７０例行妇产科腹盆腔手术的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将采用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隔离预防术后

粘连的３５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将实施常规腹腔清洗的３５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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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设为对照组。观察组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７岁，年龄（３２３１±
３５４）岁，病程范围２个月～４年，病程（１８７±０４３）年，其中异
位妊娠手术８例、卵巢囊肿剥离术１１例、子宫肌瘤剔除７例、子
宫内膜异位症６例、其他３例；对照组年龄范围１９岁 ～４５周
岁，年龄（３３１８±３１３）岁，病程范围５个月 ～５年，病程（１８０
±０７３）年，其中异位妊娠手术７例、卵巢囊肿剥离术９例、子宫
肌瘤剔除９例、子宫内膜异位症５例、其他５例。

纳入标准：①卵巢巧克力囊肿者；②发生卵巢畸胎瘤、盆腔
炎致输卵管积水、输卵管妊娠、卵巢囊肿而需要手术者；③无其
他不孕因素，近期有生育要求者；④患者同意本手术方案。排除
标准：①病历资料不全者；②合并有盆腹腔恶性肿瘤；③需行子
宫切除术者；④发生盆腔急性感染者。两组患者年龄、病程、手
术方式等一般资料进行比较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对照组患者在术后使用透明质酸钠凝胶预防肠粘连，在充

分止血后，透明质酸钠凝胶（常州药物研究所有限公司，国械注

准２０１５３６４１１５７）１０ｍｌ均匀涂抹于手术切口表面。观察组运用
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隔离：手术开始打开

腹盆腔后，在病灶摘除之前，均匀将透明质酸钠涂抹于病灶及

其周围所对应的腹膜上，根据病灶大小以及手术范围合理选择

５ｍＬ～２０ｍＬ的剂量，完全剔除病灶之后进行病灶隔离，在病灶
摘除后的创伤再次均匀涂抹透明质酸钠，充分发挥其隔离作

用，有效降低渗出量，加速创口的愈合，根据创口大小合理选择

５ｍＬ～２０ｍＬ的剂量。
１３　指标判定标准

粘连：手术结束３周后实施 Ｂ超检查；互相粘连的脏器发
生形变；腹膜具有连续性回声；腹壁下不同层面脏器的活动度；

经期下腹严重疼痛、日常活动深呼吸腹部疼痛、附件指检压痛、

无月经、具有动作牵扯疼痛，上述症状满足３项即表现为粘连，４

项及以上为严重粘连［７］。

术后３ｄ检测两组炎性因子水平。血清肿瘤坏死因子
（ＴＮＦα）、白介素６（ＩＬ６）、白介素１０（ＩＬ１０）水平采用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检测，ＥＬＩＳＡ试剂盒由上海酶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
产。Ｃ反应蛋白（ＣＲＰ）试剂盒购自浙江爱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术后３ｄ对两组进行血液粘度检查。采用松下全自动血液
流变分析仪对全血黏度高、低切值、血浆黏度、血细胞比容等血

液流变学指标进行检测。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后粘连率以及严重粘连率比较

对于需二次手术者手术间隔时间为４个月～６个月。观察
组需进行二次手术者有１５例，对照组有１６例。观察组患者第
一次手术粘连率为２０００％，重度粘连率为８５７％，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患者（４５７１％、２２８６％），观察组患者第二次手术粘连
率为２２８６％，重度粘连率为１１４３％，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
（５１４３％、２８５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０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和 ＩＬ１０水平差异显
著，同时手术后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行比较

术后观察组患者全血黏度高、低切值、血浆黏度、血细胞比

容与对照组患者差异显著，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术后粘连率以及严重粘连率比较 ［ｎ（％）］

组别
第一次手术

总粘连率 严重粘连率

第二次手术

总粘连率 严重粘连率

观察组 ７（２０００％）ａ ３（８５７％）ａ ８（２２８６％）ａ ４（１１４３％）ａ

对照组 １６（４５７１％） ８（２２８６％） １８（５１４３％） １０（２８５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０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ＣＲＰ（ｍｇ／Ｌ） ＴＮＦα（ｎｇ／Ｌ） ＩＬ６（ｎｇ／Ｌ） ＩＬ１０（ｎｇ／Ｌ）

观察组 前 ５４３±２２１ ２６８７±５９９ １１３４３±２４９７ ８４３５６±１３２７６

后 １１０５±３５１ａｂ ４１７８±４７７ａｂ ３５６６６±５７６７ａｂ １４８６５４±２４５４０ａｂ

对照组 前 ５３２±２１７ ２５７８±４９７ １０９５６±２４０６ ８１９６７±１２５７７

后 １９８７±４３１ｂ ６９０５±９３２ｂ ７４３９７±９９０４ｂ ３２１６５４±４５３７７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手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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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血液流变学指标进行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全血黏度高切（ｍＰａ·ｓ） 全血黏度低切（ｍＰａ·ｓ） 血浆黏度（ｍＰａ·ｓ） 血细胞比容（％）

观察组 前 ４１２±０５５ ８２８±１１２ １２３±０３２ ４２４３±３０２

后 ４４５±０６５ａ ８４６±１２３ａ １４３±０４２ａ ３６６５±２８７ａ

对照组 前 ４０９±０５２ ８４３±１４３ １２９±０３５ ４２３２±２８８

后 ６０４±０８８ １１４３±２４３ １９８±０６５ ４２０１±３５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作为妇产科腹盆腔手术众多并发症之一，术后粘连影响较

大且发生率较高，慢性盆腔疼痛是盆腔粘连的常见症状［８９］。

主要原因为腹腔内脏器受到粘连使其正常生理活动受到限制，

从而造成内脏慢性疼痛，影响患者的正常生活、工作节奏，严重

者甚至造成不孕不育，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再次手术，增加经济

压力的同时带来不必要的痛苦，因此手术期间的积极预防对减

少术后粘连起到重要的作用［１０］。预防粘连的前提不能影响患

者自身身体健康，例如免疫系统以及腹膜正常愈合的过程［１１］。

通过加快创口纤维蛋白溶解、抑制凝血级联反应、减少腹膜的

损伤是预防粘连的有效途径［１２］。临床上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

式：①对创面与腹腔器官的理化屏障进行屏蔽；②对纤维的形
成与降解、炎性反应过程进行医学干预；③手术操作中尽量减
少不必要的操作，将腹腔、盆腔的损伤降到最低［１３］。

透明质酸钠预防粘连主要作用机制如下：具有较高的大分

子网状结构，水合性较高，还具有作用于受体的生理学功

能［１４１７］。作为构建细胞外基质与细胞间质的主要成分，透明质

酸钠能够有效填充以及覆盖细胞空间；透明质酸钠含有的羰基

能够形成氢键，对可发生粘连面的水分子具有一定的结合能

力，具有防止水分散失、调节渗透压的功能；透明质酸钠能与蛋

白质形成强的变形与弹性凝胶，在组织细胞表面形成保护层，

具有润滑以及吸收应力的功能［１７１９］。在以往的研究中，已经证

明透明质酸钠具有调节蛋白质、血管壁的通透性、电解质和水

的扩散及运转，还有加速创口愈合的作用，通过减少瘢痕、增强

免疫力、阻止细胞分化、加快细胞运动迁移、提高创口愈合再生

能力等减少组织之间粘连的发生［２０］。

本探究结果显示，由于手术对患者机体造成的影响使得两

组患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０水平及各血液流变学指标相比
于术前均出现显著上升，而采用透明质酸钠后，观察组 ＣＲＰ，
ＴＮＦα、ＩＬ６、ＩＬ１０等炎性因子水平及各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相
比于对照组较低，可见透明质酸钠能够有效减轻体内炎性反应

程度，加速创口愈合。全血黏度高、低切值、血浆黏度、血细胞比

容的改善能够加快组织血液循环，减少粘连的发生。

综上所述，对妇产科腹盆腔手术术后粘连的预防过程中运

用透明质酸钠进行术前内皮覆盖、术后病灶隔离法能够显著降

低术后粘连率以及重度粘连率，同时能够降低血液黏度，改善

相关炎性因子水平，更利于患者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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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行无正压通气诱导在５分钟剖宫
产中对产妇血流动力学及新生儿 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影响
周伟１　李鹏１　彭晓红２

１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麻醉科，武汉 ４３０１００
２武汉市普爱医院麻醉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行无正压通气诱导在５分钟剖宫产中对产妇血流动力学及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蔡甸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７０例５分钟剖
宫产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瑞芬太尼组和氯胺酮组，每组３５例产妇。瑞芬太尼组产妇：静脉给予瑞
芬太尼１μｇ／ｋｇ和丙泊酚１５ｍｇ／ｋｇ；氯胺酮组产妇：静脉给予氯胺酮１ｍｇ／ｋｇ和丙泊酚１５ｍｇ／ｋｇ。观察诱导
插管时（Ｔ０）、切皮时（Ｔ１）和胎儿娩出时（Ｔ２）产妇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记录从麻醉诱导至胎儿娩出时间，
新生儿娩出后１分钟和５分钟的Ａｐｇａｒ评分，及胎儿娩出后１分钟内的脐动脉血气分析；记录手术期间产妇
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结果　Ｔ０和 Ｔ１时，瑞芬太尼组产妇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显著低于氯胺酮组产妇
［Ｔ０：（７７１±１０５）次／ｍｉｎ比（９１６±９４）次／ｍｉｎ，（８４１±８７）ｍｍＨｇ比（９２２±１１４）ｍｍＨｇ；Ｔ１：（８２３±
１１３）次／ｍｉｎ比（８９４±７７）次／ｍｉｎ，（８７２±１０１）ｍｍＨｇ比（９５７±９６）ｍｍＨ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当Ｔ２时，两组产妇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相比［（８５９±９２）次／ｍｉｎ比（８７２±８６）次／ｍｉｎ，
（８９７±１０７）ｍｍＨｇ比（９０８±１０８）ｍｍＨｇ］，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产妇的麻醉诱导
至胎儿娩出时间均小于５分钟［（３９±０５）ｍｉｎ比（４０±０４）ｍｉｎ］，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新生儿娩出后１分钟和５分钟的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新生儿脐动脉
血气分析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产妇均未发生反流和误吸等不良反应。结论　瑞芬太
尼复合丙泊酚行无正压通气诱导在５分钟剖宫产中对产妇血流动力学波动小，不影响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且
无明显的不良反应情况发生，对母婴安全可靠。

【关键词】　瑞芬太尼；丙泊酚；无正压通气诱导；剖宫产；血流动力学；Ａｐｇａｒ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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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ｍ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ｎｄ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ｉｎ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　
７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ｉｄｉ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６
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ｎ＝３５）．Ｔｈｅ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ｎｔｒａ
ｖｅｎｏｕ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１μｇ／ｋｇ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１５ｍｇ／ｋｇ．Ｔｈｅ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１ｍｇ／ｋｇａｎｄ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１５ｍｇ／ｋｇ．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
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Ｔ０），ｉｎｃｉｓｉｏｎ（Ｔ１）ａｎｄ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ｔｕｓ（Ｔ２）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ｆｅｔ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１ｍｉｎｕｔｅａｎｄ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ｒｅ
ｃｏｒｄｅｄ．Ｔｈｅ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ｏｄｇａｓｗｉｔｈｉｎ１ｍｉｎｕｔｅａｆｔｅｒ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ｆｔｈｅｆｅｔｕ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
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ｓｕｒｇｅｒｙ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０ａｎｄＴ１，ｔｈ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ａｎｄ
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ｋｅｔａｍ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Ｔ０：７７１±
１０５ｖｓ９１６±９４，８４１±８７ｖｓ９２２±１１４；Ｔ１：８２３±１１３ｖｓ８９４±７７，８７２±１０１ｖｓ９５７±９６），
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ｔ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Ｔ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ｉｎ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ａｎ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８５９±９２ｖｓ８７２±８６，８９７±１０７ｖｓ
９０８±１０８），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ｉｍｅｆｒｏｍａｎｅｓｔｈｅｓｉａｉｎｄｕｃ
ｔｉｏｎｔｏ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３９±０５ｖｓ４０±０４）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ｉｎｂｏｔｈ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



·８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ｐ
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ｆｔｅｒ１ａｎｄ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ｂｌｏｏｄｇ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Ｎｅｉｔｈｅｒ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ｈａｄ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ｕｃｈａｓｒｅｆｌｕｘａｎｄ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ｗａ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ｂｙｎｏ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５ｍｉｎｕｔｅｓ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ｌｉｔｔ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ｌｕｃｔｕ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ｍａｌｌ，ｎｏ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Ａｐｇａｒｓｃｏｒｅ．Ｉｔｄｏｅｓｎｏｔｃａｕｓｅｏｂｖｉｏｕｓａｄｖｅｒｓｅ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ｓｏｉｔｉ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ｒｅｌｉａ
ｂｌｅｆｏｒｍｏｔｈｅｒａｎｄｉｎｆａ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Ｒｅｍｉｆｅｎｔａｎｉｌ；Ｐｒｏｐｏｆｏｌ；Ｎｏ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ｖｅｎｔｉｌａｔｉｏｎ；Ｃｅｓａｒｅａ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Ｈｅ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ｐｇａｒ
ｓｃｏｒ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５分钟剖宫产的概念是指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为挽救母
婴生命而采取的即刻剖宫产［１］，从决定剖宫产至胎儿娩出要小

于５分钟，因为在该时间段内娩出的胎儿存活率较高，同时可以
避免长时间缺氧给胎儿大脑造成的损伤［２３］。瑞芬太尼是一种

起效快、作用时间短的阿片类药物［４］，目前，在临床上已经用于

多种手术的麻醉诱导与维持［５］。最新研究表明，它可以应用于

剖宫产手术中［６］。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探讨了瑞芬太尼复

合丙泊酚行无正压通气诱导在５分钟剖宫产中对产妇血流动力
学和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的影响。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蔡甸区人民医院诊治的
７０例５分钟剖宫产产妇，将其随机平均分为瑞芬太尼组和氯胺
酮组，每组３５例产妇。瑞芬太尼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９
岁，年龄（２９４±３６）岁；孕周范围３８周 ～４１周，孕周（３９２±
２７）周；体重范围４９ｋｇ～７２ｋｇ，体重（５７７±１０２）ｋｇ。氯胺酮
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４岁～３８岁，年龄（３０１±４３）岁；孕周范围
３８周～４１周，孕周（３９８±２２）周；体重范围４８ｋｇ～７４ｋｇ，体重
（５８３±１１５）ｋｇ。排除标准：严重的心血管系统疾病，严重的
肝、肾功能异常和凝血障碍等。两组产妇的年龄、孕周和体重等

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本研究经蔡甸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并且与所

有产妇及其家属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２　麻醉方法
两组产妇进入手术室后，按照５分钟剖宫产预案，立即进行

胎心监护，面罩吸氧，静脉给予雷尼替丁５０ｍｇ、琥珀胆碱１ｍｇ／
ｋｇ和复方乳酸钠１０ｍｌ／ｋｇ，同时监测产妇的心率、血压和血氧饱
和度。

瑞芬太尼组：静脉给予瑞芬太尼（宜昌人福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Ｈ２００３０１９９，２ｍｇ／支）１μｇ／ｋｇ和丙泊酚 １５ｍｇ／ｋｇ诱导气
管插管。氯胺酮组：静脉给予氯胺酮１ｍｇ／ｋｇ和丙泊酚１５ｍｇ／
ｋｇ诱导气管插管。两组药物均需要在１分钟内注射完毕。诱
导同时开始手术，整个手术过程行无正压辅助通气，插入气管

导管后连接呼吸机行机械通气。所有产妇均在胎儿娩出后铵

照０１ｍｇ／ｋｇ剂量静脉追加咪达唑仑２ｍｇ和顺苯磺胺阿曲库，
并静脉持续泵注丙泊酚４ｍｇ·ｋｇ－１·ｈ－１维持。
１３　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诱导插管时（Ｔ０）、切皮时（Ｔ１）和胎儿娩出时
（Ｔ２）产妇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记录从麻
醉诱导至胎儿娩出时间与新生儿娩出后１分钟和５分钟的 Ａｐ
ｇａｒ评分；对胎儿娩出后１分钟内的脐动脉血进行血气分析，包
括ｐＨ值、ＰａＣＯ２和ＰａＯ２３项指标。
１４　统计学分析

使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
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
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不同时间点心率和平均动脉压比较

当Ｔ０和Ｔ１时，瑞芬太尼组产妇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显著
低于氯胺酮组产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当
Ｔ２时，两组产妇的心率和平均动脉压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产妇麻醉诱导至胎儿娩出时间及新生儿娩出后１分
钟和５分钟的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
　　瑞芬太尼组和氯胺酮组的麻醉诱导至胎儿娩出时间均小
于５分钟，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两组新生
儿娩出后１分钟和５分钟的 Ａｐｇａｒ评分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新生儿的脐动脉血气分析比较

瑞芬太尼组的新生儿脐动脉血 ｐＨ值、ＰａＣＯ２和 ＰａＯ２与氯

胺酮组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产妇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对于产妇来讲，全身麻醉的并发症主要是返流与误吸。本

研究结果显示，瑞芬太尼组和氯胺酮组共７０例产妇，没有出现
１例反流与误吸的并发症，两组产妇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为０％，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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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产妇不同时间点心率和平均动脉压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组别 例数 Ｔ０ Ｔ１ Ｔ２

心率（次／分钟） 瑞芬太尼组 ３５ ７７１±１０５ａ ８２３±１１３ａ ８５９±９２

氯胺酮组　 ３５ ９１６±９４　 ８９４±７７　 ８７２±８６

ｔ值 ６０８７ ３０７２ ０６１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 瑞芬太尼组 ３５ ８４１±８７ａ ８７２±１０１ａ ８９７±１０７

氯胺酮组　 ３５ ９２２±１１４ ９５７±９６　 ９０８±１０８

ｔ值 ３３４２ ３６０９ ０４２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氯胺酮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产妇麻醉诱导至胎儿娩出时间与新生儿娩出后

１分钟和５分钟的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从麻醉诱导至胎儿

娩出时间（分钟）

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１分钟 ５分钟

瑞芬太尼组 ３５ ３９±０５ ９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

氯胺酮组　 ３５ ４０±０４ ９４±０７ １００±００

ｔ值 ０９２４ ０９２４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新生儿脐动脉血气分析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Ｈ值
ＰａＣＯ２
（ｍｍＨｇ）

ＰａＯ２
（ｍｍＨｇ）

瑞芬太尼组 ３５ ７３２±１０５ ４８３±７３ ２１２±８２

氯胺酮组　 ３５ ７３１±９４ ４９４±６７ ２０６±７６

ｔ值 ０００４ ０６５７ ０２６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５分钟剖宫产手术并非针对一般的剖宫产产妇，它是以抢

救母婴生命为前提，主要应对分娩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如子宫

破裂、血管破裂和脐带脱垂等紧急情况［７９］。由于该手术时间

紧迫，故对麻醉而言是一种极大的挑战。一般来说，可以作为剖

宫产的麻醉药物需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起效快、代谢快、对产

妇血流动力学影响小，且对胎儿、新生儿呼吸抑制小［１０１２］。目

前，氯胺酮是一种临床剖宫产手术常用的全麻诱导药，但其对

产妇的血流动力学影响较大［１３］，因此，寻求一种可以用于５分
钟剖宫产手术，且对母婴安全有效的麻醉药物极为重要。

瑞芬太尼是一种超短效阿片类药物，该药起效快、代谢快，

且在胎儿体内也可以迅速代谢，镇痛效果好，能够有效抑制产

妇的应激反应，同时长期持续输注体内无蓄积［１４］。丙泊酚是一

种短效静脉麻醉药，有关研究表明，在剖宫产手术中药物剂量

达２～２５ｍｇ／ｋｇ时，对新生儿无明显的呼吸抑制作用，并且可以
有效抑制产妇的应激反应［１５］。本研究中，我们以氯胺酮复合丙

泊酚作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对产妇的血

流动力学影响较小，而氯胺酮复合丙泊酚可以引起产妇的血流

动力学波动。本研究还发现，两组产妇从麻醉诱导至胎儿娩出

时间均小于５分钟，两组新生儿娩出后１分钟和５分钟的Ａｐｇａｒ
评分基本正常；同时两组胎儿娩出后１分钟内的脐动脉血气分
析也在正常范围，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行常规剖宫产的产妇会要求禁食禁水，而行５分钟剖宫产
的产妇大多数呈饱胃状态，在麻醉诱导过程中面罩加压通气容

易使产妇胃内容物反流和误吸，继而发生危险［１６１７］，故在使用

麻醉药和适量的抗酸药、止吐药的同时，采取无正压通气不仅不

会增加胃内压，而且会减少麻醉诱导期产妇的应激反应。本研

究结果也显示，两组产妇均未发生反流和误吸等情况。上述结

果提示我们，瑞芬太尼起效快，可以有效减轻产妇的应激反应，

不增加新生儿呼吸抑制的风险，且无明显的不良反应情况发生，

是一种可以用于５分钟剖宫产、对母婴安全性较高的麻醉药。
综上所述，瑞芬太尼复合丙泊酚行无正压通气诱导在５分

钟剖宫产中对产妇血流动力学波动小，能够明显减轻应激反应，

且对新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影响小，可控性好，对母婴安全可靠，具
有一定的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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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动脉栓塞术和微创肌瘤切除术的疗效比较
应德美　杨娟　周潞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医院妇产科，重庆 ４０００３７

【摘要】　目的　比较子宫动脉栓塞术和子宫肌瘤切除对子宫肌瘤患者子宫体积、卵巢功能和生殖内分
泌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医院妇产科诊治的３００例子
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３００例子宫肌瘤患者分为观察组（ｎ＝１５９）和对照组（ｎ＝
１４１）。观察组患者行子宫动脉栓塞术，对照组患者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
标和临床症状改善情况。采用全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测定患者手术前后激素水平，调查患者月经恢复时

间、月经周期、恢复排卵时间和自然妊娠时间。结果　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降低、手
术时间和住院时间缩短，两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患者，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前，两组患者子宫体积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术
后，两组患者子宫体积均小于术前，观察组患者子宫体积大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术后３个月，两组患者ＦＳＨ和ＬＨ水平高于术前、Ｅ２水平低于术前，且观察组患者ＦＳＨ和ＬＨ水平低于对照
组、Ｅ２水平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月经恢复时间、月经周期、恢复排卵时间和自然妊娠时间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子宫动脉栓塞术后半年就可以怀孕，肌瘤切除至少２年才能怀孕，而
且手术切除后妊娠，有子宫破裂的风险。结论　子宫动脉栓塞术对卵巢功能和生殖内分泌功能影响较小。

【关键词】　子宫动脉栓塞术；子宫体积；卵巢功能；生殖内分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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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肌瘤影响５０％～８０％的育龄妇女，并可以导致显著的
发病率，包括月经过多、不孕症和肿块效应症状等［１４］。在希望

保留生育能力的育龄妇女中，症状性肌瘤传统上是通过腹部肌

瘤切除术切除的，腹腔镜下肌瘤切除术是治疗育龄妇女子宫肌

瘤的首选方法，该手术用于切除大的壁内和浆膜下肌瘤，这些

肌瘤被认为妨碍受孕，并可以恢复生育能力。一项研究显示，腹

腔镜下肌瘤切除术术后５年复发的风险为５００％，１０年后再手
术的风险为２００％。子宫动脉栓塞术是治疗子宫肌瘤的另一
种微创方法，它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其中通过股总动

脉插入的导管用于输送颗粒以阻塞通过子宫动脉的血供，导致

肌瘤缺血和退缩，术后恢复期较短，能够为育龄妇女保留生育

能力［５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育龄女性选择接受子宫动脉栓

塞术。目前，针对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子宫肌瘤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肌瘤大小和术后并发症方面［７８］，对于患者术后卵巢功能

和生殖内分泌功能方面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为此，本研究旨

在从子宫体积、卵巢功能和生殖内分泌功能等方面比较子宫动

脉栓塞术与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的手术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医
院手术治疗的３００例子宫肌瘤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符合诊断标准的子宫肌瘤患者；②无手术和麻醉禁忌证；③临
床资料完整者。排除标准：①不符合手术指征患者；②合并其他
妇科疾病患者；③心肺功能、肝肾功能严重受损者；④合并恶性
肿瘤患者；⑤合并宫颈恶性病变者。本研究获得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批准，且患者均已签署书面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入选的

子宫肌瘤患者，其肌瘤的大小均为即可选择腹腔镜手术，亦可

选择实施子宫动脉栓塞术者，以探究患者情况同时适合２种处
置时做出抉择的理论依据。子宫动脉栓塞的适应症包括：子宫

肌瘤、子宫腺肌病、腺肌瘤（浆膜下子宫肌瘤不在适应症）。

２００８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强烈推荐：子宫肌瘤栓塞术是安
全有效的，可以作为子宫肌瘤的首选治疗方法之一；并在２０１５
版子宫肌瘤的治疗指南中明确提出该治疗方法，注明“栓塞或

射频消融治疗可以使患者迅速恢复健康，并降低并发症的风

险”。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患者分组　根据不同手术方式，将３００例子宫肌瘤患者

分为观察组（ｎ＝１５９）与对照组（ｎ＝１４１），观察组患者行子宫动
脉栓塞术，对照组患者行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

１２２　手术方式　观察组患者采取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患者
接受抗生素预防和药物治疗过程中的疼痛控制；采用无菌

Ｓｅｌｄｉｎｇｅｒ技术和局部麻醉将一个血管鞘插入右股总动脉，并以
逆行方式推进；使用法式Ｃ２滑动器和００３５角形滑动钢丝选择
左侧髂总动脉和髂内动脉，用３００～５００μｍ的库克聚乙烯醇泡
沫颗粒将左子宫动脉在其近侧颈段的颈静脉分支处栓塞至近

完全闭塞；选择右子宫动脉近端升段并以相同的方式栓塞；患者

入院后疼痛控制隔夜使用吗啡自控镇痛泵。手术由经验丰富的

外科、介入放射科医师进行。对照组患者采取腹腔镜下子宫肌

瘤切除术治疗，术前行经阴道超声和超声心动图纤维瘤标测以

记录纤维瘤的大小及位置，并排除任何粘膜下纤维瘤；将加压素

溶液注射到纤维层上的浆膜和肌层，以减少出血；水平切口，通

过浆膜和子宫肌层至纤维瘤的水平；纤维瘤沿着卵裂平面小心

去核；缝合，子宫肌层缺损采取间断缝合；切除的肌瘤用电破细

胞器取出，用连续棒球针闭合子宫浆膜，在子宫切口处放置氧化

再生纤维素阻隔剂，患者入院监测过夜，第二天出院。

１２３　观察指标　①调查并比较两组患者术前年龄、性别、体
重等基线资料。②比较两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和住院
时间。③比较两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情况和术后盆腔疼痛、小
腹坠胀改善情况。④比较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子宫体积。⑤采用
雅培 ｉ２０００全自动免疫发光分析仪测定两组患者手术前、术后３
个月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雌二醇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水平。⑥
比较两组患者月经恢复时间、月经周期、恢复排卵时间和自然妊

娠时间。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中全部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分析软件（美国ＩＢＭ

公司）进行处理；计量资料采用 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
±ＳＤ）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者重复测量的
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ＬＳＤ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
百分率［ｎ（％）］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两组患者年龄、性别、体重等基线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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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故可以排除上述因素对
研究结果造成的影响，两组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年） 体重（ｋｇ）

观察组 １５９ ３７３３±５１５ ４０１±０６０ ６５１９±１２０４

对照组 １４１ ３７２１±５０３ ４０５±０６４ ６５３０±１１７６

ｔ值 ０２９９ ００６７ ０４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和住院时间比较
相对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降低、手术时

间和住院时间缩短，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和住院时间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术中出血量（ｍＬ）住院时间 （ｄ）

观察组 １５９ ２９５０±６５９ ９８４±２１３ ２７９±０２３

对照组 １４１ ８０２１±１２３３ ３００４８±５５６０ ５０７±１２１

ｔ值 ８６２３ ７２２４ ６２２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感染和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感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盆腔疼痛、小腹坠胀改善率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术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术后感染 盆腔疼痛 小腹坠胀

观察组 １５９ ２（１３） １４７（９２５） １３６（８５５）

对照组 １４１ １１（７８） １３０（９２２） １２１（８５８）

χ２值 ８４７３ ０４１９ ０６６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子宫体积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子宫体积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术后，两组患者子宫体积均小于术前，观察组患者子宫
体积大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由于对照组已经将子宫肌瘤摘除，故不需要比
较两组患者的肌瘤大小，只需要比较子宫大小即可以分析２种
治疗方式的优劣。

表４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子宫体积比较（ｃｍ３，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

观察组 １５９ ５２８９±１００３ ４２１１±８２４

对照组 １４１ ５３０４±１０１５ ３５０１±７４９

ｔ值 ０５５０ ７４５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卵巢功能比较
术前，两组患者激素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两组患者 ＦＳＨ、ＬＨ水平均高于术前、Ｅ２
水平低于术前，且观察组患者 ＦＳＨ、ＬＨ水平高于对照组、Ｅ２水
平低于对照组，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Ｕ／Ｌ）

术前 术后３个月

ＬＨ（Ｕ／Ｌ）

术前 术后３个月

Ｅ２（ｐｇ／ｍｌ）

术前 术后３个月

观察组 １５９ ６９６±１３０ ９９９±１４７ ９３０±１５２ １２３９±１９４ ５６２５±４９８ ５３４９±４６５

对照组 １４１ ６９３±１２７ ７１４±１３２ ９２８±１５６ １００１±１８６ ５６３２±５０３ ５５２０±４３３

ｔ值 ０２２６ ４５８７ ００４９ ３９８７ ００３０ ４８６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生殖内分泌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月经恢复时间、月经周期、恢复排卵时间和自然

妊娠时间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６。

表６　两组患者手术前后生殖内分泌功能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月经恢复

时间（ｄ）
月经周期

（ｄ）
恢复排卵

时间（月）

自然妊娠

时间（月）

观察组 １５９ ４１８８±５５９３０１４±１６７ ４０８±０８０ ９６２±１７８

对照组 １４１ ４２０３±５６７３００８±１５４ ４０９±０７８ ９５３±１８１

ｔ值 ０６６７ ０８７６ ０４０５ ００４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子宫动脉栓塞术在１９９５被首次报道为一种独立的治疗纤维

瘤的方法。这是一种以血管造影为基础的微创手术，其有效性和

安全性已经在许多研究中得到证实。２００８年，美国妇产科医师
学会承认子宫动脉栓塞术是子宫切除术或子宫肌瘤切除术的可

接受的替代物。由于该手术的微创性，越来越多的有症状的子宫

肌瘤患者在生育年龄选择子宫动脉栓塞术［９］。本研究发现，术后

两组患者子宫体积均小于术前，且观察组患者子宫体积大于对照

组，这提示子宫动脉栓塞术在降低子宫体积方面效果更优。笔者

分析，其原因是由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子宫动脉栓塞术是一种独

立的治疗方法，可以有效地治疗子宫肌瘤，相对于腹腔镜下子宫

肌瘤切除术，子宫动脉栓塞术的优点包括减少术中失血，缩短手

术时间，减少宫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中液体过载的可能性，以

及切除可能更大的肌瘤［１０１２］。此外，腹腔镜肌瘤切除术受平滑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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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大小的限制，一般建议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切除术的肌瘤大小上

限为１０ｃｍ，以避免失血过多；而子宫动脉栓塞术则无此担心。
由于骨盆血管的解剖和子宫的侧支血液供应，子宫动脉栓

塞术可能对卵巢有不利影响。子宫动脉栓塞术可能通过不经

意中断卵巢血液供应或通过直接卵巢损伤影响卵巢功能［１３１５］。

“卵巢储备”一词是指卵巢中剩余卵母细胞的数量和质量，反映

剩余生殖能力。当生殖储备妇女卵巢储备减少时，它可以导致

卵巢刺激对生育能力的反应减弱，并有可能降低生殖力。卵巢

储备不能直接测量，但可以用激素测定和超声测量来估计。因

此，国外研究人员已经从卵巢灌注和卵巢储备的措施２个角度
进行了研究。鉴于卵巢在生殖和妇女健康方面发挥的中心作

用，了解卵巢衰竭的机制是重要的。一些业内人士已经开始研

究子宫动脉栓塞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许多研究依赖于血清激

素水平的分析，特别是 ＦＳＨ、Ｅ２、ＬＨ等。ＦＳＨ从垂体释放，以刺
激未成熟卵泡的生长。当卵巢储备（以残留的卵巢卵泡的数量

来衡量）被耗尽或降低时，ＦＳＨ由于抑制素 Ｂ（一种从窦卵泡释
放的激素）对垂体的负反馈减少而增加。因此，在月经周期的第

三天测量的ＦＳＨ水平升高表明卵巢储备下降，Ｅ２从窦卵泡释放，
因此，在高ＦＳＨ水平影响下的低Ｅ２水平表明卵巢储备减少。本
研究中，术后３个月，两组患者 ＦＳＨ、ＬＨ水平高于术前，Ｅ２水平
低于术前，但观察组患者激素水平变化幅度较小，可以用于推断

使用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对患者的卵巢功能影响较小。

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子宫肌瘤和产后出血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已经得到公认［１６１８］，但子宫动脉栓塞术对患者未来生育力的

影响仍然存在争议。目前，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ｌ
ｌｅｇｅｏｆ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ａｎ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ＡＣＯＧ）和介入放射学会等
专业机构将希望未来生育列为子宫动脉栓塞术的相对禁忌症。

子宫动脉栓塞术后的生育力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问题，取决于卵

巢、输卵管、子宫肌层和子宫内膜的正常功能，它也可能受子宫动

脉栓塞术后残留的纤维瘤疤痕的解剖变形的影响。子宫动脉栓

塞术术后的生育率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子宫动脉栓塞术患者

在年龄、以前的治疗方法和对未来生育力的兴趣方面存在很大差

异［１９２０］。大多数接受子宫动脉栓塞术治疗的患者在栓塞后恢复

了正常的月经周期，并且由卵巢功能衰竭引起的闭经似乎非常罕

见，发病率大约为７％，几乎所有患者的年龄都在４５岁以上。因
此，除了需要研究子宫动脉栓塞术对子宫肌瘤的治疗效果外，还

应当对该术式对女性生殖和内分泌功能产生的作用进行探讨。

适当的生殖内分泌功能对维持妇女健康至关重要，了解子宫动脉

栓塞术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作用也很重要。有报道称子宫动脉

栓塞术后卵巢功能出现衰竭。当考虑生育期老年妇女子宫肌瘤

的最佳治疗方案时，重要的是考虑每个过程对女性多方面机体功

能的潜在影响。在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月经恢复时间、月经周期、

恢复排卵时间和自然妊娠时间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子宫动脉栓塞术对卵巢功能和生殖内分泌功能

影响较小，是一种安全、高效的治疗方式，术后半年就可以怀孕，

而肌瘤切除需要至少２年才能怀孕，且手术切除后妊娠有子宫
破裂的风险。子宫动脉栓塞术具有创伤小、安全、可靠、操作简

单等优点，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子宫动脉栓塞术在妇产科疾

病诊治中越来越具有广阔的应用价值和发展前景。但是，其对

卵巢功能的影响仍然缺乏大样本的长期随访研究，尤其缺乏对

生育期女性的研究，这就要求临床医师术前做好充分的沟通，

并做好术后的随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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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在不孕症治疗中的应用效果
观察
苗艳玲△　高凯
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南 焦作 ４５４１５０

【摘要】　目的　分析研究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在不孕症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
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７８例不孕症患者进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所有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每组各３９例。其中给予传统输卵管通液法治疗的为对照组，
给予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治疗的为研究组，比较两组治疗后的疗效、并发症发生情况及１年后的妊娠成
功率。结果　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２０５％，研究组为９７４４％，研究组高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０５１％，研究组为５１３％，研究组低于对照组且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另外研究组患者１年后的妊娠成功率为６１５４％，对照组为３３３３％，研究组高
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在对不孕症治疗的过程中应用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
法，能够进一步提升治疗效果，同时有着很高的安全性，患者治疗后的妊娠成功率也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具

有大范围应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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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妇科疾病中不孕症是比较常见的，同时其发病率呈逐渐
上涨的趋势。不孕症的诱发因素有很多种，其中最为严重的诱

因是输卵管阻塞，大概占总人数的２６％ ～４９％，因此治疗不孕
症应着重通畅患者输卵管［１］。近些年，随着医疗科技的迅速发

展，宫腔镜技术被广泛应用在了各种疾病的治疗中，输卵管通

液术也是如此，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治疗效果。宫腔镜下输

卵管通液法优势在于能够对宫腔病变情况加以清晰的观察，术

中药物的注射可通过药管腔开口直达患处，实现输卵管疏通的

目的［２］。鉴于此，本院开展了此次针对不孕症不同治疗方案的

对比研究，旨在进一步明确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的使用效果。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１月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
民医院诊治的７８例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将所有患者均分为对照组和研究组两组，每组各３９例。纳
入标准：①所有患者经由实验室检查、Ｂ超检查后皆已确诊；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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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两年无避孕措施性生活未受孕；③签署了知情同意书；④
经由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①染色体异常、内分泌失
调、男性不孕等其他因素导致不孕；②有其他妇科疾病；③精神
病；④严重心肺功能障碍、凝血功能障碍；⑤其他输卵管通液术
禁忌症。其中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６岁 ～３６岁，年龄（２９３３
±１３５）岁；２２例继发不孕，１７例原发不孕；单、双侧阻塞人数比
为２７∶１２；病程范围２年～６年，病程（２５７±０１６）年。研究组
患者年龄范围在２７岁 ～３７岁，年龄（２９０７±１４６）岁；２１例继
发不孕，１８例原发不孕；单、双侧阻塞人数比为２５∶１４；病程范
围２年～５年，病程（２０６±０２９）年。两组患者以上基础资料
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　对照组患者予以传统输卵管通液术治疗。手
术方案如下：引导患者取截石位后行子宫造影管，子宫宫腔注

入０５ｍｌ美蓝液、５ｍｌ２％利多卡因（生产厂商：华润紫竹药业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１０２２３９６）、５ｍｇ塞米松（生产厂
商：沈阳光大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５２１８６）、
８００００ＩＵ庆大霉素（生产厂商：南阳普康集团衡縮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４１０２４０８５）、２０ｍｌ生理盐水，参照液
体返流情况、注射阻力及注射液体总量对输卵管是否通畅加以

判断。

１２２　研究组　研究组患者予以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术治疗。
手术方案如下：取０４ｍｇ米索前列醇（生产厂商：ＳｅａｒｌｅＰｈａｒｍａ
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ｓ；批准文号：注册证号 Ｘ２００００１７６）于术前一小时含服，
引导患者取截石位后取０５ｍｇ阿托品（生产厂商：河南普瑞制
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７３８１９）＋５ｍｌ２％利多卡
因于术前半小时行宫旁阻滞麻醉，入麻后将宫腔镜置入，对子

宫前后壁、子宫底部等部位以及输卵管情况进行仔细观察，找

到输卵管内口准确位置。将输卵管套管经由输卵管内口置入

其中至间质部３ｃｍ处，取上述对照组所用药品混合液经由输卵
管两侧进行注射［３］。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对所有患者术后一年的妊娠情况进行回访，计算妊娠成

功率并加以比较。②评判治疗效果，分为治愈、有效、无效三个
层次。治愈：输卵管注入混合液后没有发生反流情况，注射阻力

轻微，子宫直肠内的液性暗区经Ｂ超显示明显增大；有效：注入
混合液后有部分液体反流，注射阻力稍大，液性暗区有所增大；

无效：混合液无法注入，存在很大阻力，液性暗区无明显变化。

③详细记录两组出现的不同并发症，计算并比较并发症发生
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治疗效果及妊娠成功率进行统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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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治疗后，对照组患者与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分别为

８２０５％、９７４４％，对照组患者显著低于研究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对照组患者术后出现内膜增生、穿孔、息肉、宫腔内疏松粘

连等并发症的人数比为３∶３∶１∶１，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０５１％（８／
３９）；研究组患者术后出现上述并发症的人数比为２∶０∶０∶０，并
发症发生率为５１３％（２／３９）。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
于对照组（χ２≈４１２９，Ｐ≈００４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研究组 ３９ ２８（７１７９） １０（２５６４） １（２５６） ３８（９７４４）

对照组 ３９ １７（４３５９） １５（３８４６） ７（１７９５） ３２（８２０５）

χ２值 — — — ５０１４

Ｐ值 — — — ００２５

２３　两组的妊娠成功率比较
术后１年随访得知，研究组成功妊娠２４例，妊娠成功率为

６１５４％；对照组成功妊娠１３例，妊娠成功率为３３３３％，研究组
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显著（χ２≈６２２２，Ｐ≈００１３）。
#

　讨论
妇科疾病中的不孕症有着比较高的发生率，也是常见的妇

科疾病之一。据相关医学调查资料显示［４］，有高达２／３的育龄
期妇女存在不孕症。不孕症的诱发因素多种多样，主要有输卵

管阻塞、生殖器器变以及内分泌紊乱等，其中以输卵管阻塞导致

的不孕症人数为其中之最［５］。而出现输卵管阻塞也必然有着

其特定因素，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因素是急慢性输卵管炎症，不孕

症除了影响患者身体健康，同时为其带来了较大的心理负担。

以往临床中对于该病的治疗所采取的传统输卵管通液法、显微

镜外科手术以及开腹输卵管复通术等，取得的治疗效果差强人

意，同时有着比较高的并发症发生率，不利于患者的身体健康，

其长远疗效更是难以有效保证［６］。

随着医疗科技的长足进步和发展，宫腔镜技术被广泛应用

在了不孕症的治疗中，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在对患者实施治

疗的过程中，能够兼顾对患处病变情况的检查，集诊、疗于一处，

大大提升了治疗方案的针对性和准确性，为治疗效果的有效提

升提供了必要的保障［７８］。另外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操作起

来也十分方便。对患者身体造成的创伤也比较有限，患者不用

承受太大痛苦，并且该术式不会产生较大医疗费用，患者无需承

担过高的医疗负担。在宫腔镜下实施插管以及通液等相关操

作，操作者能够对通液情况进行实时、及时查看，手术操作对于

其宫腔组织以及卵巢功能的影响会大大降低，因此治疗期间发

生并发症的几率也会得到有效的控制，减轻患者承受更多的痛

苦［９］。宫腔镜下药物的注射会更加的直接准确，可达到精准用

药的目的，药物在局部患处的浓度也会相应的有所提升，因而疗

效也会随之有所提升。与此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要严格按照手

术流程对患者进行治疗，因为通液治疗往往需要多次实施插管

等动作，因此手术操作方式要严格按照无菌方式开展，并且尽量

保持轻柔的实施各项操作，以求最大限度的降低对患者造成的

侵入性创伤。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对照组与研究组的治疗总有效

率分别为 ８２０５％、９７４４％，对照组显著低于研究组（Ｐ＜
００５）。提示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治疗不孕症可有效促进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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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管的进一步通畅，达到治疗目的。另外对照组患者术后出现

内膜增生、穿孔、息肉、宫腔内疏松粘连等并发症的人数比为３∶
３∶１∶１，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０５１％（８／３９）；研究组患者术后出现
内膜增生、穿孔、息肉、宫腔内疏松粘连等并发症的人数比为２∶
０∶０∶０，并发症发生率为５１３％（２／３９）。研究组的并发症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χ２≈４１２９，Ｐ≈００４２）；术后１年随访得知，
研究组成功妊娠２４例，妊娠成功率为６１５４％；对照组成功妊
娠１３例，妊娠成功率为３３３３％，研究组高于对照组且差异显
著（χ２≈６２２２，Ｐ≈００１３）。提示宫腔镜下输卵管通液法治疗不
孕症，在有效减少并发症的同时，促使患者受孕时间有效缩短，

妊娠成功率也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王书平［１０］等人指出，宫腔

镜下输卵管通液法治疗不孕症能够有效解除输卵管梗阻，提高

妊娠成功率，同此次研究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在对不孕症治疗的过程中应用宫腔镜下输卵管

通液法，能够确保治疗效果得以进一步提升，同时术后并发症

的发生几率相较于传统手术方案更低，并且大大增加了患者治

疗后的妊娠成功率，达到了理想的应用效果，可大范围应用和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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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泌尿生殖道支原体菌种分布
及耐药性分析
欧财文　林馥嘉△　郑智明　曹顺旺　陈颖婷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验科，广州 ５１０１２０

【摘要】　目的　动态分析泌尿生殖道支原体菌种的临床分布及耐药谱的变化，为临床经验治疗提供参
考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广东省中医院
大学城医院、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检测的５１９５５例支原体数据和药敏结果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结果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共检出支原体５１９５５例，５年总检出率为４０６８％，每年检出率
的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单纯解脲支原体５年总检出率最高（３２５６％），每年检出率的
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单纯人型支原体的５年总检出率为１３０％，每年检出率变化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的５年总检出率为６８２％，每年混合检出率明显上
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支原体感染患者中，２１岁～４０岁的中青年患者占６１８１％，其中女性
患者占５１１０％，性别构成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
药敏的变化情况，单纯解脲支原体对交沙霉素、强力霉素和氧氟沙星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对其余９种常用抗生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１），其中红霉素、
环丙沙星、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司巴沙星耐药率逐年上升；单纯人型支原体对常用的１２种抗生
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左氧沙星、红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罗红霉
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和司巴沙星的每年耐药率均高于９６％；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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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脲支原体和人型支原体混合感染对常用的１２种抗生素耐药检测结果显示，红霉素和司巴沙星、氧氟沙星
和罗红霉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的８种常用抗生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左氧沙星、红霉素、环丙沙星、氧氟沙星、罗红霉素、阿奇霉素、克拉霉素
和司巴沙星的每年耐药率均高于９６％。结论　５年来支原体检出率和耐药率的变化足以引起重视，临床应
该加强对支原体的研究与预防，定期监测其分布特点与耐药情况，并根据药敏结果和患者状况选择合适的

抗生素。

【关键词】　支原体；菌种分布；检出率；耐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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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ｕａｎｄｊｏｓａｍｙｓｃｉｎ（ＪＯＳ），ｄｏｘｙｃｙｃｌｉｎｅ（ＤＯＸ），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ＯＦＬ）
（Ｐ＞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ｏｔｈｅｒ９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ｌｌＰ＜００１）．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ｅｒ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ＥＲＹ），ｃｉｐｒ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ＣＩＰ），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ＲＯＸ），
ａｚ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ＡＺＩ），ｃｌａｒ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ＣＬＡ）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Ｍｈ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１２ｃｏｍｍｏｎ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Ｐ＞００５）．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ｆｒｏｍ２０１３ｔｏ
２０１７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ｌｅｖｏｆｌｏｘａｃｉｎ（ＬＥＶ），ＥＲＹ，ＣＩＰ，ＯＦＬ，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ａｎｄ
ＳＰＡｗａｓ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９６％．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ｒｕｇ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ｔｅｓｔｉｎ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ＵｕａｎｄＭｈ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ＥＲＹ，ＳＰＡ，ＯＦＬａｎｄＲＯＸ（Ｐ＜００５），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８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ｕｓｅｄ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ｓｈｏｗｅｄ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ＬＥＶ，ＥＲＹ，ＣＩＰ，ＯＦＬ，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 ａｎｄＳＰＡ ｗａｓａｌｌ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９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Ｍｏｒ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
ｔｈｅｐａｓｔ５ｙｅａｒｓａｎｄｔａｒｇｅｔｅ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ｍｏｎｉｔｏｒ
ｉ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ｙ，ｆｏｒ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ｔｏｃｈｏｏｓｅｔｈｅ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ｒｕｇ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Ｓｔｒａｉ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献报道支原体分布广泛，其中解脲支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
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和人型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ｈｏｍｉｎｉｓ，Ｍｈ）等５种
支原体可致使人体发病，常引发非淋菌性尿道炎［１］。其中解脲

支原体可引起不孕不育，是人类泌尿生殖道中常见的病原

菌［２］。目前，许多医院生殖道感染的研究都表明支原体感染发

病率正逐渐上升［３］，应引起重视。本文希望通过分析２０１３年至
２０１７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检测的支原体感染的基
本情况和耐药谱的变化，为临床医生提供支原体感染变化状况

以及指导临床用药参考。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标本来源

选取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广东省
中医院二沙岛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医院、广东省中医院芳

村医院检测的５１９５５例支原体数据和药敏结果进行回顾性统
计分析。患者为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于广东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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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路总院、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医院、广东省中医院大学城

医院、广东省中医院芳村医院这４家广州医院就诊的疑似支原
体感染的患者，标本由各医院临床医生按照《全国临床检验操

作规程》［４］要求采集或指导患者采集。标本采集后１ｈ内送至
各医院检验科进行接种和药敏检测，具体采集要求及步骤如

下：

①男性：用男性无菌拭子由前尿道１ｃｍ～２ｃｍ处取尿道分
泌物，根据病情需要，也可取前列腺按摩液、精液，用含无菌生理

盐水棉拭子尽量多的沾取。②女性：采集宫颈分泌物，标本采集
时应先擦去宫颈口多余粘液，再用另一个拭子在宫颈管内１ｃｍ
～２ｃｍ处取宫颈分泌物。③尿液标本留取：如果必须用尿液做
支原体培养，可留取清晨中段尿１０ｍＬ～２０ｍＬ，高速离心后取沉
淀物接种，但尿液支原体的阳性率明显低于尿道（或宫颈）分泌

物。

１２　试剂与方法
采用珠海迪尔公司生产的支原体分离培养和药敏检测的

试剂盒，包括有 １２种抗生素的药敏检测，分别是：四环素
（ＴＥＴ）、左氧沙星（ＬＥＶ）、红霉素（ＥＲＹ）、交沙霉素（ＪＯＳ）、强力
霉素（ＤＯＸ）、环丙沙星（ＣＩＰ）、氧氟沙星（ＯＦＬ）、美满霉素
（ＭＩＮ）、罗红霉素（ＲＯＸ）、阿奇霉素（ＡＺＩ）、克拉霉素（ＣＬＡ）和
司巴沙星（ＳＰＡ）。支原体的培养、药敏检测和结果判读严格依
照说明书要求进行。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通过医院检验信息系统导出所有支原体标本送检情况以

及培养和药敏检测结果的数据，转化为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数据

包，使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包建立数据库，计算构成比及检出
率，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或Ｆｉｓｈｅｒ），检验水平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支原体感染情况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支原体标本的送检数为１２５８３３
份，其中２０１３年为２６３１４份，２０１４年为 ２５３１４份，２０１５年为
２５４４２份，２０１６年为２５２１７份，２０１７年２３５４６份，每年支原体
送检数呈下降趋势。经统计，共有５１９５５份标本培养分离出支
原体，总检出率为４０６８％，每年的检出率略呈上升趋势，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单纯的Ｕｕ有４０９７２份，检出
率最高（３２５６％），每年检出率呈下降趋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单纯的Ｍｈ有１６３５份，检出率最低（１３０％），每
年检出率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Ｕｕ和Ｍｈ混合感
染的有８５８８份，混合检出率为６８２％，每年混合检出率明显上
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支原体检出的患者人群分布情
况

　　最年轻的为１５岁的女性患者，年纪最大的为７８岁的女性
患者。从检出人群分布看，每个年龄段患者的比例都有明显差

别，性别构成比经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２１岁
～４０岁的中青年为主要检出人群（６２８１％），其中 ＞６０岁的人
群最少（１６１％）。按性别分析，２１岁 ～４０岁年龄段的女性患
者占的比例最高（５１１０％），＞６０岁年龄段的男性患者最低
（０１２％）。具体数据详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支原体检出率［ｎ（％）］

年份 送检数 单纯Ｕｕ感染检出率 单纯Ｍｈ感染检出率 Ｕｕ和Ｍｈ混合感染检出率 支原体总感染检出率

２０１３ ２６３１４ ８８８１（３３７５） ３３４（１２７） １２３９（４７１） １０４５４（３９７３）

２０１４ ２５３１４ ８５０６（３３６０） ３３２（１３１） １５５２（６１３） １０３９０（４１０４）

２０１５ ２５４４２ ８１１３（３１８９） ３２１（１２６） １７９６（７０６） １０２３０（４０２１）

２０１６ ２５２１７ ８１７３（３２４１） ３４９（１３８） ２００７（７９６） １０５２９（４１７５）

２０１７ ２３５４６ ７２９９（３１００） ２９９（１２７） １９９４（８４７） ９５９２（４０７４）

χ２值 ６１１０５ ２０６４ ３５７７３２ ２５６９０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表２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支原体感染患者分布［ｎ（％）］

年龄（岁） 男性感染检出率 女性感染检出率 χ２值 Ｐ值

１５～２０ ６２１（１２１） ４８１６（９４１）

２１～４０ ５９９７（１１７１） ２６１５９（５１１０）

４１～６０ １７６８（３４５） １１０１０（２１５１） ３２３５９２ ＜０００１

＞６０ ６２（０１２） ７６２（１４９）

合计 ８４４８（１６５） ４２７４７（８３５０）

２３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支原体检出标本分布情况
从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的支原体标本分布分

析，不同类型标本分布有明显差别，其中阴道分泌物标本最多，

为４２５９９例（占女性９９６５％）；其次为精液标本，为７３２２例（占

男性的 ８６７９％）；前列腺分泌物标本为 ６３９（占男性的
７５６％）；尿道分泌物标本为５７９（占总标本数１１３％）；最少的
为尿液标本（占总标本数００９％）。
２４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对单纯Ｕｕ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
的耐药率情况检测结果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５年间，单纯 Ｕｕ对 ＪＯＳ、ＤＯＸ和 ＯＦＬ每
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其余９种抗
生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其中
ＥＲＹ、ＣＩＰ、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和 ＳＰＡ的耐药率逐年上升。１２种抗
生素中，耐药率最高的为 ＣＩＰ，每年的耐药率超过６０％，最高达
６７２８％，耐药率最低的是 ＪＯＳ，每年的耐药率低于０５％，ＴＥＴ、
ＤＯＸ和ＭＩＮ每年的耐药率均低于１０％，ＯＦＬ每年的耐药率均
低于２０％，ＬＥＶ２０１５年的耐药率（２０８６％）和 ＡＺＩ２０１７年的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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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率（２０２８％）略高于２０％外，其余年份的耐药率均低于２０％，
ＲＯＸ２０１３年的耐药率（１９５６％）略低于２０％外，其余年份的耐

药率均高于２０％，ＳＰＡ每年的耐药率均高于２０％，ＥＲＹ每年的
耐药率均高于３０％。具体药敏数据详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Ｕｕ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率［（Ｒ＋Ｉ）％］的变化情况

抗生素
２０１３年
（８８８１例）

２０１４年
（８５０６例）

２０１５年
（８１１３例）

２０１６年
（８１７３例）

２０１７年
（７２９９例）

χ２值 Ｐ值

ＴＥＴ ８４６ ９１３ ８２２ ６４７ ６８０ ５８０６ ＜０００１

ＬＥＶ １８４０ １９０１ ２０８６ １８０８ １８３９ ２６４６０ ＜０００１

ＥＲＹ ３１３５ ３２７７ ３３３７ ３６０５ ４２０７ ２４４８９０ ＜０００１

ＪＯＳ ０３４ ０４７ ０４４ ０３７ ０３０ ４２４９ ０３７３

ＤＯＸ ４１５ ４０４ ３９８ ３８７ ３９２ １１１３ ０８９２

ＣＩＰ ６０６２ ６２０６ ６５１５ ６５９４ ６７２８ １０９９６１ ＜０００１

ＯＦＬ １９４６ １８７０ １８２４ １９１９ １８５８ ５１７１ ０２７０

ＭＩＮ ３９５ ４０７ ３３２ ３１９ ３１９ １７８３４ ０００１

ＲＯＸ １９５６ ２０７６ ２２８９ ２３３０ ２７７８ １７７６２５ ＜０００１

ＡＺＩ １４１４ １５３５ １６４１ １７４５ ２０２８ １２４０４９ ＜０００１

ＣＬＡ １４９２ １５４２ １５８９ １６３７ １８３９ ４０９２６ ＜０００１

ＳＰＡ ２６９１ ２６２９ ２８４６ ２９２３ ３０４６ ４５５７１ ＜０００１

２５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单纯 Ｍｈ对１２种常用抗
生素的耐药率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单纯Ｍｈ对常
用的１２种抗生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中耐药率最低的是 ＪＯＳ，每年的耐药率低于 ０４％，

ＴＥＴ２０１４年的耐药率（６０２％）略高于６％外，其余年份的耐药
率均低于６％，ＤＯＸ每年的耐药率均低于５％，ＭＩＮ每年的耐药
率均低于６％，ＬＥＶ、ＥＲＹ、ＣＩＰ、ＯＦＬ、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和ＳＰＡ每年
的耐药率均高于９６％，其中 ＲＯＸ２０１４年的耐药率和 ＣＬＡ２０１６
年的耐药率高达１００％。具体药敏数据详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Ｍｈ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率［（Ｒ＋Ｉ）％］的变化情况

抗生素
２０１３年
（３３４例）

２０１４年
（３３２例）

２０１５年
（３２１例）

２０１６年
（３４９例）

２０１７年
（２９９例）

χ２值 Ｐ值

ＴＥＴ ５３９ ６０２ ４９８ ５１６ ５６９ ０４４０ ０９７９

ＬＥＶ ９８２０ ９７５９ ９６８８ ９７９９ ９７９９ １６０８ ０８０７

ＥＲＹ ９６４１ ９７２９ ９６５７ ９７９９ ９７９９ ２７７７ ０５９６

ＪＯＳ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０１３ １０００

ＤＯＸ ４７９ ３９２ ３７４ ４０１ ３６８ ０６７６ ０９５４

ＣＩＰ ９９１０ ９８４９ ９８１３ ９８８５ ９７９９ １９６０ ０７４３

ＯＦＬ ９８５０ ９９１０ ９８４４ ９７１３ ９７３２ ４９８１ ０２８９

ＭＩＮ ４７９ ５１２ ４０５ ４５８ ５０２ ０５１６ ０９７２

ＲＯＸ ９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０７ ９８５７ ９９３３ ５０７２ ０２８０

ＡＺＩ ９９１０ ９９４０ ９９３８ ９９７１ ９８３３ ４３８３ ０３５７

ＣＬＡ ９８８０ ９７８９ ９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００ ７０９７ ０１３１

ＳＰＡ ９９４０ ９８４９ ９９３８ ９８８５ ９９００ １９７２ ０７４１

２６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Ｕｕ和Ｍｈ混合感染对１２
种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Ｕｕ和 Ｍｈ混
合感染对ＥＲＹ和ＳＰＡ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ＯＦＬ和ＲＯＸ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其余的８种抗生素每年耐药率的变化差异均无
统计意义（Ｐ＞００５）。其中 ＪＯＳ每年的耐药率最低（１％），
ＴＥＴ、ＤＯＸ和 ＭＩＮ每年的耐药率低于 １０％，ＬＥＶ、ＥＲＹ、ＣＩＰ、
ＯＦＬ、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和 ＳＰＡ每年的耐药率均高于９６％。具体
药敏数据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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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Ｕｕ和Ｍｈ混合感染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耐药率［（Ｒ＋Ｉ）％］的变化情况

抗生素
２０１３年
（１２３９例）

２０１４年
（１５５２例）

２０１５年
（１７９６例）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０７例）

２０１７年
（１９９４例）

χ２值 Ｐ值

ＴＥＴ ５３９ ６０２ ４９８ ５１６ ５６９ ３１４９ ０５３３

ＬＥＶ ９８２０ ９７５９ ９６８８ ９７９９ ９７９９ ８９５１ ００６２

ＥＲＹ ９６４１ ９７２９ ９６５７ ９７９９ ９７９９ ２１０５６ ＜０００１

ＪＯＳ ０３０ ０３０ ０３１ ０２９ ０３３ ０２５６ ０９９２

ＤＯＸ ４７９ ３９２ ３７４ ４０１ ３６８ ２７８８ ０５９４

ＣＩＰ ９９１０ ９８４９ ９８１３ ９８８５ ９７９９ １１５６ ０８８５

ＯＦＬ ９８５０ ９９１０ ９８４４ ９７１３ ９７３２ １１８０４ ００１９

ＭＩＮ ４７９ ５１２ ４０５ ４５８ ５０２ １８１７ ０７６９

ＲＯＸ ９９４０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０７ ９８５７ ９９３３ １２２４０ ００１６

ＡＺＩ ９９１０ ９９４０ ９９３８ ９９７１ ９８３３ １４６１ ０８３４

ＣＬＡ ９８８０ ９７８９ ９８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９９００ ４７７５ ０３１１

ＳＰＡ ９９４０ ９８４９ ９９３８ ９８８５ ９９００ ５７０３０ ＜０００１

２７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支原体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总
耐药率的检测情况分析

　　从表６的单纯Ｕｕ、单纯Ｍｈ和混合感染的５年总耐药率数
据分析可得：单纯 Ｕｕ与单纯 Ｍｈ的５年总耐药率比较：ＪＯＳ和
ＤＯＸ的５年总耐药率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ＭＩＮ的５年总耐药率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其余９
种抗生素的５年总耐药率的比较均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１），除了单纯Ｕｕ对ＴＥＴ的５年总耐药率（７８６％）高于单纯
Ｍｈ的（５４４％）外，单纯Ｍｈ对其余８种抗生素的５年总耐药率
均明显高于单纯Ｕｕ的。单纯 Ｕｕ与混合感染５年总耐药率比
较：除了ＴＥＴ５年总耐药率的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外，
其余１１种抗生素的５年总耐药率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混合感染的５年总耐药率均高于单纯Ｕｕ的５年总
耐药率，其中混合感染对 ＬＥＶ、ＥＲＹ、ＣＩＰ、ＯＦＬ、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
和ＳＰＡ的５年总耐药率均明显高于单纯 Ｕｕ的。单纯 Ｍｈ与混
合感染５年总耐药率比较：ＴＥＴ、ＥＲＹ、ＡＺＩ和ＣＬＡ的５年总耐药
率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ＣＩＰ的５年总耐药率
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余７种抗生素的５年
总耐药率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混合感染的５
年总耐药率均高于单纯Ｍｈ的５年总耐药率。具体检测情况详
见表６（Ｋ１为单纯 Ｕｕ５年总耐药率（％）与单纯 Ｍｈ５年总耐药
率（％）的比较；Ｋ２为单纯 Ｕｕ５年总耐药率（％）与混合感染５
年总耐药率（％）的比较；Ｋ３为单纯 Ｍｈ５年总耐药率（％）与混
合感染５年总耐药率（％）的比较）。

表６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Ｕｕ、Ｍｈ和混合感染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５年总耐药率［（Ｒ＋Ｉ）％］情况

抗生素

单纯Ｕｕ５年
总耐药率

（％）

单纯Ｍｈ５年
总耐药率

（％）

混合感染５年
总耐药率

（％）

Ｋ１

χ２值 Ｐ值

Ｋ２

χ２值 Ｐ值

Ｋ３

χ２值 Ｐ值

ＴＥＴ ７８６ ５４４ ８４９ １２８０８ ＜０００１ ３８２７ ００５０ １７３０２ ＜０００１

ＬＥＶ １８９５ ９７７４ ９７７８ ５６９３３１９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７６７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０ ０９２２

ＥＲＹ ３４８９ ９７２５ ９８２８ ２６１４６５５ ＜０００１ １１４８８８３５ ００００ ７８５１ ０００５

ＪＯＳ ０３９ ０３１ ０６３ ０２６３ ０６０８ ９８５５ ０００２ ２４９７ ０１１４

ＤＯＸ ４００ ４０４ ４５６ ０００６ ０９３７ ５８０３ ００１６ ０８９４ ０３４４

ＣＩＰ ６４０７ ９８５３ ９９１０ ８２５２６４ ＜０００１ ４１６１４０６ ００００ ４５８３ ００３２

ＯＦＬ １８８５ ９８１０ ９８５９ ５７７５７５３ ＜０００１ ２０５２４７２４ ００００ ２２２５ ０１３６

ＭＩＮ ３５６ ４７１ ４９４ ５９３９ ００１５ ３６６３７ ００００ ０１５３ ０６９６

ＲＯＸ ２２６８ ９９２７ ９９４１ ４８３９７６６ ＜０００１ １８１４６７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４４０ ０５０７

ＡＺＩ １６５９ ９９２０ ９９７９ ６７６６１２６ ＜０００１ ２２９６９９２１ ００００ １５５７２ ＜０００１

ＣＬＡ １６１２ ９８９０ ９９５８ ６９１６８２５ ＜０００１ ２３２９２５３４ ００００ １２１４９ ＜０００１

ＳＰＡ ２８１８ ９９０２ ９９２４ ３６９５０５７ ＜０００１ １４８７７９９８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９ ０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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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支原体是常见的泌尿生殖道病原体之一［２］，其感染可以影

响精子的质量［５］，可导致复发性自然流产［６］，是胎膜早破及引

发早产的重要原因［７］。目前我国生育率逐渐下降，国家开放二

胎政策，但支原体的感染对下一代的孕育有着严重的影响，故

应引起重视。

３１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支原体五年阳性率分析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共送检支原体标本１２５８３３份，

标本送检数呈逐年下降，这与医生的诊疗习惯、地区人群及当

地医保政策有关，特别是２０１７年送检数量突然下降，这与广州
地区医保政策关联很大，新医保政策的实施，一部分患者分诊

到地方医院，前来三甲医院就诊的患者数下降。５年支原体的
总检出率为４０６８％，与重庆地区的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检
验科得到的支原体检出率为３７９％［８］结果基本一致。尹秋生

等运用多重ＰＣＲ检测数精液中３种生殖道支原体，总阳性率高
达４２６％［９］。目前，检测支原体的金标准方法是液体培养基和

固体培养基相结合，临床上多采用液体培养法［１０］。越来越多的

研究表明，标本采集过程中有细菌污染，会引起液体培养基产

生颜色变化，进而增加支原体培养的假阳性率［１１］。将液体培养

法与固体培养法相结合，或者液体培养法时，同时进行细菌分

离培养，可提供更为准确的报告，避免临床过度治疗。另外，通

过分析本文支原体患者的临床数据可得，来院检测支原体的患

者中，大部分患者是临床怀疑支原体感染的患者，这可能也是

导致本文临床支原体检出率高的一个原因。此外，本研究结果

表明单纯Ｕｕ的５年总检出率最高（３２５６％），略呈下降趋势，
每年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这与广州地区的医疗
水平提高和人们卫生意识提升有关。单独Ｍｈ的５年总检出率
最低（１３０％），每年变化差异无的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与
Ｍｈ的致病机理有关［１２］。Ｕｕ和 Ｍｈ混合检出率每年明显上升，
从２０１３年的４７１％上升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４７％，变化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１），这应引起医疗工作者和感染控制部门的重
视［１３］。

３２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支原体年龄和标本类型构
成比的分析

　　从检测人群的数据可知，２１岁～４０岁的中青年人群为主要
的感染人群（６１８１％），其中以女性为主（５１１０％），最低的为
＞６０岁的男性（０１２％），这与女性生殖道结构和不同人群的生
活习惯有关，特别与性生活习惯有关［１４］。２１岁 ～４０岁为育龄
年龄，该人群占高感染比例，应加强对此人群的检查和治疗，建

议把支原体培养和药敏分析列为婚检的一项，避免因支原体感

染造成生育的难题［１５］。另外从感染标本构成比数据可知，阴道

分泌物标本占比最高（８３２１％），这与女性为主要感染人群一
致。精液标本位列第二（１４３２％），这与临床对支原体感染引
起精子质量下降的重视有关。

３３　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检测支原体耐药率分析
从单纯Ｕｕ对常用的１２种抗生素耐药率数据可知，２０１３年

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ＣＩＰ的耐药率均在６０％以
上，ＥＲＹ的耐药率次于 ＣＩＰ，ＳＰＡ耐药率位列第三，这与国内外
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１６１７］。１２种常用抗生素中，单纯 Ｕｕ对 ＪＯＳ
的耐药率最低，每年的耐药率均低于０５％，因此该药物仍是临
床治疗单纯Ｕｕ感染的最佳选择。ＴＥＴ、ＤＯＸ和 ＭＩＮ每年的耐

药率均低于１０％，ＯＦＬ、ＬＥＶ和 ＡＺＩ的每年耐药率稳定于２０％
或略高于２０％，故临床医生可根据药敏结果和患者情况选择合
适的抗生素。另外，单纯 Ｕｕ对 ＥＲＹ、ＣＩＰ、ＲＯＸ、ＡＺＩ、ＣＬＡ和
ＳＰＡ的耐药率逐年上升，且变化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这应引起临床工作者和感染控制部门的高度重视，应避免长期

使用单一抗生素治疗所引起高的耐药率［１８］。

从单纯Ｍｈ对常用的１２种抗生素耐药率的数据可知，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的检测结果显示，每种抗生素的耐药率变
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主要是单纯Ｕｕ临床检出
率低（１３０％），不容易出现耐药株。从抗生素耐药率分析看，
除ＪＯＳ、ＴＥＴ、ＤＯＸ和ＭＩＮ每年的耐药率低于６％外，其他８种抗
生素每年的耐药率均高９６％，因此临床可用于治疗单纯 Ｍｈ感
染的抗生素有限，临床工作者应严格按照药敏结果选用抗生素，

避免产生高耐药株，导致临床无药可用。从Ｕｕ和Ｍｈ混合感染
对常用的１２种抗生素耐药率的数据可知，混合感染的耐药谱与
单纯Ｍｈ感染的耐药谱一致。但从支原体对１２种常用抗生素５
年总耐药率的情况分析来看，混合感染的５年总耐药率均高于
单纯Ｕｕ和单纯Ｍｈ的５年总耐药率，这可能与混合感染更容易
抑制单一抗生素的抗菌疗效和更容易出现耐药株有关。且每年

的混合检出率明显上升，这应引起高度重视，在使用抗生素治疗

混合感染时一定要根据药敏结果进行选择合适抗生素，避免长

期使用单一抗生素治疗而引起更多的耐药株出现［１９］。

总之，从５年支原体变化的数据分析，单独 Ｕｕ、单独 Ｍｈ和
混合感染的检出率及抗生素耐药率的差异和变化不尽相同，临

床应加强对支原体检出率和耐药率变化的监控，避免凭经验用

药和滥用抗生素，避免使用高耐药率的抗生素［２０］。

综上所述，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７年４家医院５年来支原体检出率
和耐药率的变化足以引起重视，应加强对支原体的研究与预防，

定期监测其的分布特点与耐药情况，并根据药敏结果和患者状

况选择合适的抗生素。另外有文献报道［２１］，将抗生素和中药百

仙妇炎清栓一起使用可以很好的稳定病情，并且能降低耐药菌

株的发生，或许我们可以将治疗重心聚焦于中西医结合治疗，提

高治疗支原体感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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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４例女性生殖道支原体、衣原体和淋病奈瑟菌分子
生物学检测分析
陈华云　张蕾　吕涛　黄振宇　王颖　张琼琼　廖秦平△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妇产科，北京 １０２２１８

【摘要】　目的　采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Ｔ）技术检测
分析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妇科门诊就诊女性宫颈管沙眼衣原体、淋病

奈瑟菌、解脲脲原体和生殖支原体的感染情况，为临床诊治提供实验室依据。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妇科门诊采集的１４３４例患者宫颈管
拭子标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ＳＡＴ技术，对标本中的ＣＴＲＮＡ、ＵＵＲＮＡ、ＭＧＲＮＡ和ＮＧＲＮＡ进行检测和分
析。结果　患者以５０岁为年龄界限，分为两组，两组年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５６，Ｐ＝０９２５）。
１４３４例患者中ＵＵ、ＭＧ、ＣＴ和 ＮＧ检出率依次为５７９％、１３０％、１１５％和２９％；２０１７年 ＮＧ（χ２＝９２３１，Ｐ
＝０００６）和２０１８年ＭＧ（χ２＝１０６８１，Ｐ＝０００５），检出率显著低于２０１６年。＜５０岁组 ＣＴ检出率显著高于
≥５０岁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２０５，Ｐ＝００４０），其余３种病原体感染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４种病原体混合感染率为２５７％，以ＭＧ＋ＵＵ和ＣＴ＋ＵＵ多见，感染率分别为８８％和７３％，ＣＴ＋
ＮＧ感染率（０６％）最低；无患者同时感染这４种病原体。ＭＧ感染与ＣＴ（χ２＝６２６３，Ｐ＝００１２）或ＮＧ（χ２＝
１１４１２，Ｐ＝０００１）感染存在相关性。结论　取宫颈管分泌物结合ＳＡＴ检测技术诊断女性支原体、衣原体和
淋病奈瑟菌现症感染的敏感性及特异性高，阳性提示有宫内感染风险，临床上应该对育龄期女性给予抗感

染治疗。

【关键词】　沙眼衣原体；淋病奈瑟球菌；支原体（解脲、生殖）；核酸扩增技术；Ｒ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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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２２１８，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ｕｒｅ
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ａｎｄ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ｉｎ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ｂｙ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
ｔｉｎｇ（ＳＡ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ａｌ
ｓｗａｂｓｏｆ１４３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ｗａ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ＳＡＴ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ＴＲＮＡａｎｄＵＵＲＮＡ，ＭＧＲＮＡａｎｄＮＧＲＮＡ．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ａｇｅｌｉｍｉｔｏｆ５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ａｇ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２０１６２０１８（χ２＝０１５６，Ｐ＝０９２５）．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ＵＵ，ＭＧ，ＣＴａｎｄＮＧ
ｉｎ１４３４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５７９％，１３０％，１１５％ ａｎｄ２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ＮＧ（χ２＝９２３１，Ｐ
＝０００６）ａｎｄＭＧ（χ２＝１０６８１，Ｐ＝０００５）ｉｎ２０１７ａｎｄ２０１８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２０１６Ｍｏｒｅｏ
ｖｅｒ，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Ｔｉｎｔｈｅ＜５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５０ｙｅａｒｏｌｄｇｒｏｕｐ
（χ２＝４２０５，Ｐ＝００４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
ｍｉｘ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ｗａｓ２５７％，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ＭＧ＋ＵＵａｎｄＣＴ＋ＵＵｗｅ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ｅｘｉｓ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８８％ ａｎｄ７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Ｔ＋ＮＧｗａｓ
０６％，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ｔｈｅｌｏｗｅｓｔ．Ｎｏ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ｕｒ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ＭＧ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Ｔ（χ２＝６２６３，Ｐ＝００１２）ｏｒＮＧ（χ２＝１１４１２，Ｐ＝０００１）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Ｔ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ａｎｄ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ｈｉｇｈ，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ａ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ｏｆ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ｏｍｅ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ｇｉｖｅｎａｎｔｉｉｎ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ｌｉｎ
ｉｃａｌ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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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眼衣原体（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淋病奈瑟菌（ｎｅｉｓ
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ＮＧ）、解脲脲原体（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
和生殖支原体（ｍｙｃｏｐｌａｓｍａｇｅｎｉｔａｌｉｕｍ，ＭＧ）是女性生殖道感染
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可致女性生殖道炎及盆腔炎，与宫外孕、

不孕不育及不良孕产结局密切相关，对育龄期女性生殖健康造

成严重影响［１２］，从而引起人们高度重视。目前已有多种临床

检测方法检测这些病原体，包括分泌物镜检及培养、免疫学检

测法、ＰＣＲ等方法，加之地域差异，对这些病原体感染率的报道
并不一致。本研究通过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
ｏｕ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Ｔ）技术，回顾性分析了清华大学
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妇产科门诊就

诊女性近３年ＣＴ、ＮＧ、ＵＵ和ＭＧ检出情况，以了解北京北部地
区女性生殖道感染状况，指导临床诊断和治疗。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
长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妇科门诊采集的１４３４例就诊
女性宫颈管拭子标本作为研究对象。该１４３４例女性就诊于北
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门诊，主诉外阴痒或阴道分泌物异常

者，取宫颈分泌物送检共计１４３４例，患者年龄范围１７岁 ～８５
岁，中位年龄３４岁。所有患者均有性生活史，但近１周无性生
活。鉴于中国目前平均绝经年龄接近５０岁［３］，绝经后女性性

生活频率明显低于绝经前［４］，本研究对象分为＜５０岁组和≥５０

岁组。

１２　仪器与试剂
采用西安天龙ＰＬ９８８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仪，ＣＴＲＮＡ、ＵＵ

ＲＮＡ、ＭＧＲＮＡ和ＮＧＲＮＡ检测试剂盒均购自上海仁度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１３　研究方法
样本采集：无菌棉球擦净宫颈表面分泌物，利用专用无菌棉

拭子伸入宫颈口内１ｃｍ～２ｃｍ，旋转３周，停留３０ｓ取出，将拭子
头置于１ｍｌＲＮＡ核酸保存液中（仁度试剂盒提供），立即送检。
样本检测：按照试剂盒说明，设置阴性和阳性对照。取１００μｌ核
酸提取液和 ４００μｌ加有保存液的分泌物样本混匀，６０℃恒温
５ｍｉｎ，室温放置１０ｍｉｎ，置磁珠分离器上静置５ｍｉｎ，弃去液体，加
入洗涤液洗涤２次，保留与磁珠结合的 ＲＮＡ，加入４０μｌ核酸反
应液。取其中 ３０μｌ转移到 ＰＣＲ反应管中，６０℃１０ｍｉｎ，４２℃
５ｍｉｎ，加入４２℃预热的ＳＡＴ酶液，４２℃实时恒温扩增４０ｍｉｎ。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样本率的
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就诊女性年龄构成

以５０岁为界，将就诊女性分为两组，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两组
就诊女性间年龄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９２５）。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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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两组就诊女性年龄比较 ［ｎ（％）］

年度
＜５０岁组
１２９９例

≥５０岁组
１３５例

合计

１４３４例
χ２值 Ｐ值

２０１６年 ５４６（３８１） ６０（４２） ６０６（４２２）

２０１７年 ３８１（２６６） ３６（２５） ４１７（２９１） ０１５６ ０９２５

２０１８年 ３７２（２５９） ３９（２７） ４１１（２８７）

２２　两组就诊女性不同年度感染情况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４种病原体的感染总人数为９４２人（总

阳性率６５７％），虽然近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病原体阳性检出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０９７，Ｐ＝０５７８），但近２年 ＮＧ（χ２＝
９２３１，Ｐ＝０００６）和ＭＧ（χ２＝１０６８１，Ｐ＝０００５）检出率较２０１６
年显著下降，ＣＴ和 ＵＵ感染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两组就诊女性各病原体阳性检出率 ［ｎ（％）］

年度 例数 ＣＴ ＮＧ ＵＵ ＭＧ 感染人数

２０１６ ６０６ ６６（１０９） ３３（５４） ３５４（５８４） １１４（１８８） ４１４（６８３ａ）

２０１７ ４１７ ４２（１０１） ９（２２） ２３４（５６１） ３９（９４） ２６４（６３３ａ）

２０１８ ４１１ ５７（１３９） ０（０） ２４３（５９１） ３３（８０） ２６４（６４２ａ）

合计（１４３４） １６５（１１５） ４２（２９） ８３１（５７９） １８６（１３０） ９４２（６５７ａ）

χ２值 １１０７ ９２３１ｂ ０２８８ １０６８１ １０９７

Ｐ值 ０５７５ ０００６ｂ ０８６６ ０００５ ０５７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年度病原体感染率及总体感染率（％）；标有“ｂ”项表示，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的精确检验

２３　两组就诊女性中被检出病原体阳性者混合感染情况
有２种或３种病原体混合感染者３６９例（２５７％）。以 ＭＧ

＋ＵＵ（８８％）和ＣＴ＋ＵＵ（７３％）为多见；ＭＧ感染与 ＣＴ或 ＮＧ
感染有关联性（χ２＝６２６３，Ｐ＝００１２；χ２＝１１４１２，Ｐ＝０００１）。
见具体结果详表３。

表３　两组就诊女性中被检出病原体阳性者
２种病原体混合感染情况 ［ｎ（％）］

病原体组合 例数 χ２值 Ｐ值

ＭＧ＋ＣＴ ３９（２７） ６２６３ ００１２

ＭＧ＋ＮＧ １８（１３） １１４１２ ０００１

ＭＧ＋ＵＵ １２６（８８） ２８０３ ００９４

ＣＴ＋ＵＵ １０５（７３） ０８２５ ０３６４

ＵＵ＋ＮＧ ２７（１９） ０２３８ ０６２６

ＣＴ＋ＮＧ ９（０６） １３９４ ０２３８

ＵＵ＋ＭＧ＋ＣＴ和ＵＵ＋ＭＧ＋ＮＧ三联感染率分别为１５％
和１３％，而ＵＵ＋ＮＧ＋ＣＴ和ＮＧ＋ＭＧ＋ＣＴ三联感染率均为

０２％，无人同时感染这４种病原体。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就诊女性中被检出病原体阳性者
３种病原体混合感染情况 ［ｎ（％）］

病原体组合 感染情况

ＵＵ＋ＭＧ＋ＣＴ ２１（１５）

ＵＵ＋ＭＧ＋ＮＧ １８（１３）

ＵＵ＋ＮＧ＋ＣＴ ３（０２）

ＮＧ＋ＭＧ＋ＣＴ ３（０２）

２４　不同年龄组就诊女性ＣＴ、ＮＧ、ＵＵ和ＭＧ检出情况
＜５０岁组和≥５０岁组就诊女性中被检出病原体阳性者４

种病原体的感染人数分别为８６７人（该年龄段感染率６６７％）
和７５人（该年龄段感染率５５６％），两组间就诊女性中被检出
病原体阳性者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３５１）；≥５０岁组
ＣＴ感染率显著低于 ＜５０岁组（Ｐ＝００４０），而两组间 ＮＧ（Ｐ＝
１０００）、ＵＵ（Ｐ＝０７３２）和ＭＧ（Ｐ＝０６９６）感染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就诊女性中被检出病原体阳性者不同年龄组４种病原体感染差异 ［ｎ（％）］

病原体 ＜５０岁组 ≥５０岁组 合计 χ２值 Ｐ值

ＣＴ １６２（１２５） ３（２２） １６５（１１５） ４２０５ ００４０

ＮＧ ３９（３０） ３（２２） ４２（２９） ００８７ ０９９９

ＵＵ ７５６（５８２） ７５（５５６） ８３１（５７９） ０１１７ ０７３２

ＭＧ １７１（１３２） １５（１１１） １８６（１３０） ０１５２ ０６９６

总感染人数 ８６７（６６７ａ） ７５（５５６ａ） ９４２（６５７ａ） ３２７６ ０３５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不同年龄组病原体感染率及总体感染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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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研究显示，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８年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

庚医院（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妇科门诊患者年龄结构变化不

大，各病原体感染结果具有可比性。育龄期女性性生活活跃，生

殖道易感ＣＴ、ＮＧ、ＵＵ和ＭＧ等病原微生物，由于女性生殖道解
剖生理特点，病原体可沿着生殖道上行蔓延，导致子宫及输卵

管内膜结构及功能破坏，并引起盆腔广泛粘连。易感者感染这

些病原体后通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而忽略就医诊治，导致病

情迁延进展其具有传染性。临床上通过各种实验室检查明确

病原体感染及种类，指导临床诊断及治疗。

３１　ＳＡＴ检测方法
临床上常采取女性阴道或宫颈分泌物直接涂片镜检检测

支原体、衣原体和淋球菌，因方法简单，使用广泛，但是敏感度及

特异性低，ＷＨＯ不推荐作为诊断手段。衣原体为寄生于细胞内
的原核生物，借助宿主细胞繁殖并感染新的宿主细胞；支原体

没有细胞壁，对干燥敏感；淋球菌喜潮湿，怕干燥，不耐热，离开

人体不易生存，因此对取材及标本转运要求较高。之前，临床上

多采用培养法来检测病原体，因其敏感性及特异性较高，是公

认诊断这些病原体感染的金标准。由于培养基材料、培养条件

差异，导致检测结果存在假阳性或假阴性问题。且培养法耗时

长，成本高，限制了临床应用。血清免疫学方法检测时间短，仪

器分析自动化程度高，可消除许多偶然误差，结果较为客观而

广泛应用于临床。但血清学检查抗体阳性无法判断是现症感

染还是既往感染，想证明现在的感染状态，需２周后再次检测才
能判断。因此，抗体“窗口期”检测的假阴性无法避免。近些

年，来随着ＰＣＲ技术的发展，核酸扩增试验因其对标本要求低，
不受病原体存活状态影响，诊断快捷，敏感性高，成为生殖道病

原体检测较为理想的方法［５］。由于在实验过程中产物易污染，

对实验条件、试剂及操作人员要求较高；尚不能排除痊愈后

ＤＮＡ残留造成的假阳性，导致临床过度治疗的现实，促使临床
工作者寻求更加精准高效的检测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ＳＡＴ）技术测定病
原体ＲＮＡ。采用的ＳＡＴ检测试剂盒，将取出的宫颈分泌物标本
保存于ＲＮＡ保存液中，该液体可有效防止 ＲＮＡ降解。应用磁
珠法核酸提取技术，通过清洗特异性结合核酸的磁性颗粒而获

得纯净的靶标核酸，不仅减少污染，而且一次取材就能对标本

同时进行ＣＴ、ＮＧ、ＵＵ和 ＭＧ检测，大大缩短了结果报告时间。
ＳＡＴ是建立在ＲＮＡ恒温扩增技术和实时荧光检测技术基础上
的第二代核酸检测技术，利用活的病原体 ＲＮＡ逆转录成 ｃＤＮＡ
后循环扩增；同时，带有荧光标记的探针和这些 ＲＮＡ拷贝特异
结合，仪器实时捕获荧光信号，直观反映扩增循环情况。检测时

同时设立阳性对照和阴性对照，从而提高了检测方法的灵敏度

和特异性。与 ＰＣＲ方法相比，两者病原体检出率虽无显著差
异［６］，但ＳＡＴ方法只检测ＲＮＡ，阳性提示病原体处于活性状态，
对诊断现症感染更有意义，且加入内标后可以排除由抑制物引

起的假阴性，检测所得阳性真实可靠，指导临床避免过度治疗。

鉴于核酸扩增试验在总体敏感性、特异性和标本运输易用性方

面的表现优于任何其他感染诊断的试验，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

理局（ＦＤＡ）批准用于沙眼衣原体和淋球菌感染的筛查或诊断
测试［７］。

３２　ＣＴ和ＮＧ感染分析
ＣＴ和ＮＧ是目前已知的最重要的可预防的生殖道感染病

原体，ＵＵ和ＭＧ不同定植部位与上生殖道病理改变的联系尚未
明确。加强无症状感染者的筛查对预防这些病原体导致的生殖

道和盆腔病变，以及不孕和不良妊娠结局意义重大。

美国ＣＴ感染率呈逐年上升趋势，２０１７年女性发病率为
３６％，较２０１６年上升４９％，自２０１３年来增加了８８％［８］。国

内报道，２００８年至 ２０１５年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发病率由
４１３１／１０万增长到５２７４／１０万［９］，而２０１６年北京市女性生殖
道沙眼衣原体发病率７５８／１０万［１０］，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广州

地区２０１６年普通体检女性中ＣＴ阳性率为４０７％，在性病门诊
患者中ＣＴ阳性检出率为１２２９％［１１］。从年龄结构分析，我国

生殖道沙眼衣原体感染高发年龄在２０岁 ～４４岁，发病率最高
的年龄组为２５岁 ～２９岁，女性明显高于男性［９］。本研究结果

显示，来院就诊女性 ＣＴ总检出率 １１５％，２０１８年略高于前 ２
年，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然而，比较５０岁前后女性，＜５０岁
组检出率显著高于≥５０岁组，说明性活跃人群更容易感染沙眼
衣原体，这与全国检测数据相吻合。支原体、衣原体感染是目前

引起输卵管炎症、引发输卵管妊娠的主要原因之一。ＣＴ感染后
大多呈无症状携带状态［７］，但病原体侵犯人体的粘膜上皮细胞

并寄生于细胞内，表面的 Ｃｈｓｐ６０与人体 ｈｓｐ６０引起交叉免疫
反应，导致输卵管炎症、瘢痕形成或梗阻，这些与不孕、宫外孕及

盆腔炎等不良结局相关［１２１３］，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性的，警

示育龄期女性需积极预防和治疗衣原体感染。

人是淋病奈瑟菌的唯一天然宿主，成人主要通过性交直接

接触传染。与衣原体感染类似，很多女性感染淋病奈瑟菌后无

明显临床症状或症状轻微［８］，易被忽略，但仍具有传染性。淋

病奈瑟菌通过菌毛和外膜蛋白粘附侵入上皮细胞，释放脂多糖

内毒素，在局部介导免疫炎症反应，破坏粘膜上皮细胞，上行感

染引起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和盆腔腹膜炎。本研究结果亦显

示，近３年来女性ＮＧ感染呈逐渐下降趋势，绝经前女性虽性生
活频率高于绝经后女性，但ＮＧ感染率并无显著差异，这与人们
对ＮＧ认识逐渐深入，性活跃人群对性卫生的重视，尤其是通过
广泛开展ＮＧ筛查，其感染率以及因其所致的盆腔炎和宫外孕
发病率均大幅下降［１４］。

３３　ＵＵ和ＭＧ感染分析
ＵＵ和ＭＧ同属支原体脲原体属，缺乏细胞壁，生存于细胞

质，也可存在于细胞外。由于目前支原体检测方法多样，没有统

一标准，故国内外关于支原体各型的流行情况及致病性报道不

一致。

目前已知ＵＵ能产生多种酶，如脲酶、ＩｇＡ蛋白酶及磷脂酶
等，通过介导宿主炎症、免疫反应，损伤细胞间质和上皮细胞纤

毛，是引发输卵管妊娠的主要原因［１２］；还可干扰宿主细胞代谢，

激发细胞产生前列腺素，或可导致孕期早产、胎膜早破及分娩发

动［１５］。国内研究报道，女性体检者宫颈分泌物 ＵＵ阳性率
５４８５％［１６］，本研究中ＵＵ检出率高达５７９％，近３年无显著差
异，说明本地区女性有较高的生殖道携带率。

ＭＧ是男性非淋菌性尿道炎和女性宫颈炎的病因，亦可粘
附并入侵粘膜上皮细胞，在女性生殖道上行感染致输卵管炎症、

损伤及梗阻，甚至导致盆腔炎。运用ＰＣＲ方法，ＣｈａｒｌｏｔｔｅＧａｙｄｏｓ
等检测３２４例性传播疾病门诊的女性阴道分泌物和尿液，发现
ＭＧ总检出率为１９２％［１７］。Ｇｒｚｅｓｋｏ等报道，不孕女性宫颈分
泌物中ＭＧ检出率１９６％，而已育女性检出率为４４％［１８］。本

研究中ＭＧ检出率８０％～１８８％，与已有研究结果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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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５０岁 ＵＵ或 ＭＧ感染人群与≥５０岁并无明显
差异，提示性生活并不是这２种支原体感染的主要原因。鉴于
人群中较高的无症状携带率，这种无差异可能与病原体在生殖

道具有持久的定植能力有关。本研究显示，近３年 ＵＵ感染率
无明显变化，但 ＭＧ感染与 ＮＧ感染情况类似，呈逐年下降趋
势，说明ＮＧ感染与ＭＧ感染相关（Ｐ＝０００１），而与ＵＵ感染无
明显相关性（Ｐ＝０６２６）。如通过控制 ＮＧ感染途径，可能会使
ＭＧ感染率降低，亦提示临床上针对 ＮＧ感染治疗，可能潜在获
益降低ＭＧ感染。

目前，国内外对支原体的致病性认识混乱，某些医疗机构

只要检出阳性就给予抗生素治疗，不孕者不转阴就不给与助

孕，患者由于惊恐和担忧亦主观要求治疗。与之相反，部分医务

人员由于不能判断支原体的致病性，就不给与治疗。Ｅｓｃｈｅｎｂａｔｈ
对１１８１例中孕期无症状但阴道 ＵＵ定植者给予红霉素３３３ｍｇ
治疗，每日３次口服及安慰剂双盲治疗７天，治疗结束后４周再
进行培养，发现两组ＵＵ检出率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均无显
著差异［１９］。鉴于支原体是一种条件致病微生物，宫颈检出支原

体者较正常女性更易发生流产及早产［２，１５］，故育龄期女性及妊

娠期患者阴道支原体检出阳性一般不需治疗，若有上行进入宫

腔感染则需要治疗。

３４　混合感染分析
与很多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中 ＵＵ检出率远高于 ＣＴ和

ＮＧ。ＵＵ高度多形性，能通过滤器，可在无生命培养基中生长繁
殖；而ＣＴ和ＮＧ生存条件比ＵＵ苛刻，尤其是ＮＧ，生存能力低。
这可能是培养法ＵＵ检出率高于其他病原体的原因之一。相对
于病原体单一感染，还有很多混合感染患者。我们经统计发现，

这４种种病原体中混合感染者比例高达２５６％，说明每４个就
诊者中即有１位至少感染２种或以上病原体。混合感染对患者
不良影响更大。有研究表明，异位妊娠妇女≥２种病原体共同
感染率是对照组（子宫全切者和输卵管结扎者）的５倍，进一步
证明了多重感染导致输卵管损伤的风险更大［２０］。

综上所述，ＣＴ、ＮＧ、ＵＵ及 ＭＧ在育龄期女性生殖道感染较
为普遍，各报道结果由于取材部位、检测方法及地域差异而不

同，有待多中心、大样本量的研究证实。加强对这些病原体的筛

查，有助于尿道炎、阴道炎、盆腔炎、不孕不育及宫外孕等疾病的

诊治，防止严重并发症和后遗症的发生。ＳＡＴ技术是一种新的
高通量基因检测技术，可快速、准确检测ＣＴＲＮＡ、ＮＧＲＮＡ、ＵＵ
ＲＮＡ及ＭＧＲＮＡ，适用大规模的临床筛查。但由于该检测手段
不能对病原体进行药敏实验指导临床用药治疗，且只能在具备

一定条件的单位开展，从而限制了该技术的应用。另外，需要进

行前瞻性研究来评估人口和行为因素、共同感染的影响以及阴

道微生物组的影响，以厘清这些病原体与生育能力受损和不良

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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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０例不孕症患者阴道微生态的研究
刘阳△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妇科，陕西 宝鸡 ７２１００８

【摘要】　目的　了解不孕症女性阴道微生态情况，探讨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用于不孕症患者的临床意
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２２０例不孕症女性作为研究对
象。将这２２０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并依据其主要致病因素分为输卵管障碍亚组、排卵障碍亚组和男性因素亚
组；并以同期２８０例生育年龄的体检妇女作为对照组。取阴道分泌物进行微生态评估分析。结果　对照组
与观察组，对照组与输卵管障碍亚组、排卵障碍亚组在菌群密集度、优势菌、功能学指标检测，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阴道微生态失调的发生率高于对照组，输卵管障碍亚组、排卵障碍亚组微
生态失调率同样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男性因素亚组在菌群密集度、优势菌、功
能学指标检测及微生态失调发生率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中单纯性
排卵功能异常组的ＶＶＣ患病率高于单纯性输卵管因素组和单纯性男性因素组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单纯输卵管因素组的ＢＶ及ＢＶ中间型患病率均高于其余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排卵功能异常组ＶＶＣ发病率高，单纯输卵管因素组ＢＶ发病率高。阴道微生态失调与女性自身因素
造成的不孕症发生有一定的相关性。

【关键词】　不孕症；阴道分泌物；阴道微生态；阴道微生态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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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ｓｏｆｏｖｉｄｕｃｔ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ｗａｓａｌｓ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
ｏｆ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ＶＶＣ）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ｏｆ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ｏｆ
ｔｕｂ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ｏｆｍ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ｅｖａ
ｌ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ＢＶａｎｄＢＶ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ｔｙｐｅｉｎｔｈｅｏｖｉｄｕｃｔ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ＶＶＣｉｓｈｉｇｈ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ｏｆ
ｏｖｕｌａｔｏｒｙ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ＢＶｉｓｈｉｇｈｉｎｔｈｅｓｕｂｇｒｏｕｐｏｆｔｕｂ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ｆｅｍａ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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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１０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阴道微生态系统是由阴道微生物群、宿主的内分泌系统、
阴道解剖结构及阴道局部免疫系统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正

常阴道内有多种多样的微生物，包括霉菌、支原体、细菌等

等［１２］。它们与宿主阴道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达到一种以乳

杆菌为主导的动态生态平衡，这种状态对提高阴道抵抗各种病

原微生物的抗感染能力非常有效［３］。不孕症不是一个独立的

疾病，而是一种由多种病因导致的一个生育障碍状态，生殖道

感染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研究这一人群的

微生态情况，就显得非常有意义。我们对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首次就诊的２２０例不孕症妇女
进行了阴道分泌物检查，并以同期妇科门诊就诊的健康育龄女

性为对照组，对比分析其阴道微生态状态。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资料来源于２０１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陕西省宝鸡市
中心医院妇科不孕门诊首次就诊的２２０名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０岁，平均年龄为２９５岁。同时选取同龄段正常体检妇女
２８０例作为对照组。纳入标准：月经干净至少３天，２４小时内无
性生活、盆浴，无阴道局部上药或正在吃药者，无停药未超过７
天的患者样本；对照组女性均有生育史，且经同时段体检的妇

科超声、子宫输卵管造影／通水、排卵监测等检查，确定无排卵异
常或输卵管病变存在，性伴侣精液测定显示正常，即精子浓度

≥１５×１０６／ｍＬ，前向运动精子百分率≥３２％，正常精子百分率
≥４％。对入选的２２０例不孕症患者通过输卵管造影、Ｂ超检测
排卵及男方精液检查。分为单纯性输卵管因素的不孕女性６４
例（输卵管障碍亚组），单纯性排卵功能障碍的不孕女性５５例
（排卵障碍亚组）及单纯性男性因素的不孕症６０例（男性因素
亚组），剩余的４１例为其他因素或多因素导致的不孕。其中单
纯男方因素造成不孕的诊断符合２０１０年 ＷＨＯ对男性精液检
查分析标准：①弱精子即前向运动（ＰＲ）精子百分率 ＜３２％；②
少精子即精子浓度＜１５×１０６／ｍｌ；③畸形精子症：正常形态精子
百分率＜４％；④少弱精子即精子浓度 ＜１５×１０６／ｍｌ，且前向运
动（ＰＲ）精子百分率 ＜３２％；⑤少弱畸精子症：即精子浓度 ＜１５
×１０６／ｍｌ，且前向运动（ＰＲ）精子百分率 ＜３２％，正常形态精子
百分率＜４％；⑥少畸精症：即精子浓度＜１５×１０６／ｍｌ，正常形态
精子百分率＜４％；⑦无精子症：精液中无精子。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门诊妇科医师在阴道侧壁上１／３处及后穹
窿处用无菌长棉签取得阴道分泌物，装于无菌试管中，记录阴

道分泌清洁度、形态后，立即送至微生态检测工作站。

１２２　阴道微生态检测　检测试剂由江苏硕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使用硕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ｂＰＲ２０１４Ａ阴道炎自动
检测工作站，进行形态学和功能学检测，包括：ｐＨ值、菌群多样
性、优势菌、芽生孢子、Ｎｕｇｅｎｔ评分及唾液酸苷酶、Ｈ２Ｏ２、白细胞
酯酶、β葡萄糖醛酸酶、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等。
１２３　阴道微生态评价　标准依据《阴道微生态评价的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４］进行判定。阴道微生态正常标准：阴道菌群

的密集度为Ⅱ级～Ⅲ级、多样性为Ⅱ级 ～Ⅲ级、优势菌为乳酸
大杆菌、阴道ｐＨ值介于３８～４５之间、乳杆菌功能正常（Ｈ２Ｏ２
分泌正常）、白细胞酯酶等阴性。当上述任何一项指标异常，即

可诊断为阴道微生态失调状态。镜检阴道分泌物中存在真菌假

菌丝、芽生孢子、孢子等，即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
ｎａｌＣａｎ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ＶＶＣ）；革兰染色阳性，镜检发现滴虫，即滴虫性
阴道病（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ｓ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ＴＶ）；采用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４］的标准，

评分０分～３分正常，４分～６分诊断为 ＢＶ中间型≥７分诊断
为 ＢＶ阳性（即为细菌性阴道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阴道
ｐＨ值范围≤范围≤（一般介于３８～４５）为正常；＞４５为异
常。阴道微生物功能测定，分别检测过氧化氢酶、唾液酸苷酶、

白细胞脂酶、β葡萄糖醛酸酶及乙酰氨基葡萄糖苷酶功能。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记录统计观察组整体与对照组（正常生育组）之间微生
态状况，对照组与输卵管障碍亚组、排卵障碍亚组、男性因素亚

组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②对比观察组中男性因素亚组、输卵
管因素亚组及排卵障碍亚组之间导致阴道微生态失衡的主要

感染类型。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ｎ（％）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研究对象阴道微生态状况比较

对照组和观察组在阴道分泌物菌群多样性、密集度、优势

菌、ｐＨ值、Ｎｕｇｅｎｔ评分以及微生态功能学检测比较，对照组和
输卵管障碍亚组、排卵障碍亚组在阴道分泌物菌群多样性、密集

度、优势菌、ｐＨ值、Ｎｕｇｅｎｔ评分以及微生态功能学检测比较，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孕症组、输卵管障碍亚组、
排卵障碍亚组的阴道微生态失调率均高于正常育龄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但不孕患者中男性因素亚组和对
照组在阴道分泌物菌群多样性、密集度、优势菌、ｐＨ值、Ｎｕｇｅｎｔ
评分以及微生态功能学检测、阴道微生态失调率间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３种常见不孕因素中阴道微生态的分析经卡方检验

三个亚组阴道微生态感染类型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３０５７，Ｐ＝０００１）。采用卡方分割法对三个亚组进行两
两比较，其中排卵障碍亚组与输卵管障碍亚组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５８７１，Ｐ＝０００３），排卵障碍亚组与男性因素亚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１１６２，Ｐ＝００２５），输卵管障碍
亚组与男性因素亚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１１６２，Ｐ
＝００２５），输卵管障碍亚组 ＢＶ例数、ＢＶ中间型例数均高于其
余两组（χ２ ＝４３５４、６７１３、６８７３、４０８９，Ｐ＝００３７、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００４３），排卵障碍亚组 ＶＶＣ患病例数高于其余两组（χ２

＝６２５２、１００４４，Ｐ＝００１２、０００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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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研究对象阴道微生态状况比较［ｎ（％）］

　　 因素

观察组

输卵管障碍亚组

（ｎ＝６４）
排卵障碍亚组

（ｎ＝５５）
男性因素亚组

（ｎ＝６０）
总体

（ｎ＝２２０）

对照组

（ｎ＝２８０）
χ２值 Ｐ值

菌群密集度

　Ⅱ和Ⅲ ３３（５１５６） ３０（５４５４） ５７（９５００） １４９（６７７０） ２６０（９２９０） ７０３７４ａ ００００ａ

５８０２５ｂ ００００ｂ

　Ⅰ和Ⅳ ３１（４８４４） ２５（４５４５） ３（５００） ７１（３２３０） ２０（７１０） ０３６０ｃ ０５４９ｃ

５２２６０ｄ ００００ｄ

菌群多样性

　Ⅱ和Ⅲ ４８（７５００） ３７（６７２７） ５３（８８３３） １６８（７６４０） ２４３（８６８０） ５５２８ａ ００１８ａ

１２７５５ｂ ００００ｂ

　Ⅰ和Ⅳ １６（２５００） １８（３２７３） ７（１１６７） ５２（２３６０） ３７（１３２０） ０１０５ｃ ０７４６ｃ

９１４６ｄ ０００２ｄ

优势菌

　革兰阳性大杆菌 ４１（６４０６） ３９（７０７１） ５０（８３３３） １５７（７１４０） ２４０（８５７０） １６３２４ａ ００００ａ

７２３８ｂ ０００７ｂ

　其他 ２３（３５９４） １６（２９０９） １０（１６６７） ６３（２８６０） ４０（１４３０） ０２２３ｃ ０６３７ｃ

１５５１２ｄ ００００ｄ

ｐＨ

　≤４５ ４９（７６５６） ３９（７０７１） ５１（８５００） １７２（７８２０） ２４７（８８２０） ５８９０ａ ００１５ａ

１１０２４ｂ ０００１ｂ

　＞４５ １５（２３４４） １６（２９０９） ９（１５００） ４８（２１８０） ３３（１１８０） ０４７２ｃ ０４９２ｃ

９１３４ｄ ０００３ｄ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

　０～４ ４５（７０３１） ３９（７０７１） ５２（８６６７） １６６（７５５０） ２４６（８７９０） １５９０８ａ ００００ａ

１１３９８ｂ ０００５ｂ

　４～７ １０（１５６３） １０（１８１８） ６（１０００） ３１（１４１０） ２５（８９０） ００７２ｃ ０９６４ｃ

　≥７ ９（１４０６） ６（１０９１） ２（５００） ２３（１０５０） ９（３２０） １５３２２ｄ ００００ｄ

功能测定

　正常 ２９（４５３１） ２１（３８１８） ４１（６８３３） １０６（４８２０） ２１２（７５７０） ２２９５３ａ ００００ａ

３０５７９ｂ ００００ｂ

　异常 ３５（５４６９） ３４（６１８２） １９（３１６７） １１４（５１８０） ６８（２４３０） １４１４ｃ ０２３４ｃ

４０３４１ｄ ００００ｄ

阴道微生态

　正常 ２２（３４３８） １９（３４５５） ３６（６０００） ８４（３８２０） １６３（５８２０） １１９１０ａ ０００１ａ

１０３７９ｂ ０００１ｂ

　异常 ４２（６５６２） ３６（６５４５） ２４（４０００） １３６（６１８０） １１７（４１８０） ００６５ｃ ０７９９ｃ

１９７７９ｄ ００００ｄ

　　注：标有“ａ”项表示，输卵管障碍组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ｂ”项表示排卵障碍组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ｃ”项表示男性因素组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ｄ”
项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

表２　三个亚组研究对象不同不孕因素中阴道微生态的分析［ｎ（％）］

　　 组别 ＢＶ例数 ＢＶ中间型 ＶＶＣ 菌群异常 微生态正常 ｘ２值 Ｐ值

排卵障碍亚组 ５（９０９） ５（９０９） １６（２９０９） １１（２０００） １８（３２７３）

输卵管障碍亚组 １５（２３４４） １８（２８１３） ７（１０９４） ８（１２５０） １６（２５００） ３０５７ ０００１

男性因素亚组 ４（６６７） ８（１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１６（２６６７） ２６（４３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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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１８９２年Ｄｅｄｅｒｌｅｉｎ等首次发表了关于人类阴道微生态菌群

的研究，认为女性的阴道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体系。阴道分泌物

是由阴道、前庭大腺、子宫及其周围结构分泌［５］，在正常状态

下，女性阴道内可分离出几十种微生物，这些菌群与宿主、环境

之间构成了相互制约、相互协调、动态平衡的阴道微生态系

统［６］。在目前临床工作中我们发现，各种类型的阴道炎均伴随

着不同程度的阴道微生态失调［７９］。那么，保持生育年龄妇女

阴道微生态环境的稳定，对保护女性的生育功能有至关重要的

作用［１０］。有研究表明，阴道炎症及感染性疾病特别是细菌性阴

道病、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滴虫阴道炎等，往往是由阴道微

生态失调引起的［１１］，这些疾病同样也可能导致女性不孕。本文

从微生态角度利用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重新审视不孕症患者

的阴道微生态环境，发现不孕症组的阴道微生态失调率

（６１８％）高于正常育龄组，尤其是以输卵管障碍和排卵障碍导
致的不孕症患者阴道微生态失调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但男性因

素导致的不孕症患者阴道微生态失调率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这就说明了大部分的不孕症患者均存在阴道微生

态失衡，尤其是诸如输卵管障碍、排卵功能障碍等自身疾病导

致的不孕症患者。此结果同时也说明，阴道微生态失衡主要是

女性自身因素导致。本研究结果与郑阳等［１２］的研究一致，但与

徐阳等的研究不一致［１３］，这可能与宝鸡地区属于四线城市，人

口的流动性低，就诊患者多为本地长期居民，文化程度整体偏

低，以及个人卫生保健意识不同等差异影响有关。

本研究同时对比单纯性排卵功能障碍组、单纯性输卵管因

素组和男性不育组之间的阴道微生态情况，结果表明，输卵管

组ＢＶ例数、ＢＶ中间型例数均高于其余两组。这与王蕊等［１４］

研究一致，这项研究指出，不孕症女性下生殖道 ＢＶ感染率明显
增高。认为ＢＶ的感染可能影响输卵管的抓拾卵子及运输受精
卵的过程，部分输卵管性不孕症可延续为盆腔炎性疾病的后遗

症。王蕊等研究还发现，ＢＶ感染的不孕症中大部分人未诉外
阴瘙痒、白带异常。这就告诉临床工作者对于有生育要求的女

性，则需要严密观察其微生态，防止漏诊ＢＶ中间型及隐形感染
的ＢＶ患者。

女性不孕症中排除了输卵管的因素，排卵功能异常最为常

见，本研究发现排卵功能障碍组中患 ＶＶＣ高达２９１％，排卵功
能障碍组ＶＶＣ患病例数高于男性组及单纯输卵管组，这可能与
排卵功能异常患者中 ＰＣＯＳ患者居多有关。ＰＣＯＳ由于血中黄
体生成素、雄激素等水平异常，导致无排卵。由于无排卵，体内

持续性低雌激素状态，导致粘膜增厚、糖原分泌增加、ＰＨ值下
降，从而有利于念珠菌生长繁殖，或由于阴道不规则出血破坏

阴道菌群平衡，导致 ＶＶＣ发病常见［１５］。

由于本研究纳入样本量有限，仅仅是一个断面的研究，因

此，本研究虽然研究了排卵功能异常患者的微生态，但是未将

ＰＣＯＳ患者单独研究，促排治疗可以改善妊娠率，但是对于这类
人群，改善阴道微生态环境后，能否提高 ＰＣＯＳ患者妊娠率，降
低流产率，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阴道微生态体系对防御疾病，繁衍后代方面不

可或缺，这也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因此，积极正确地检查、诊

断和恢复不孕症女性患者的正常阴道微生态环境，对于保护和

治疗其生育能力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１］　李兰娟．感染微生态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２２

４２４．

［２］　ＤｏｎａｔｉＬ，ＤｉＶｉｃｏＡ，ＮｕｃｃｉＭ，ｅｔ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ｆｌｏｒａａｎｄｏｕｔ

ｃｏｍｅ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Ｊ］．Ａｒｃｈ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０，２８１（４）：５８９

６００．

［３］　谢幸，孔北华，段涛等．妇产科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８，２３８２３９．

［４］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感染性疾病协作组．阴道微生态评价

的临床应用专家共识［Ｊ］．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６，５１（１０）：７２１

７２３．

［５］　秦晓梅，孙成华．不孕症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分析［Ｊ］．中国性科

学，２０１６，２５（８）：８８９０．

［６］　刘朝晖，廖秦平．中国阴道感染性疾病诊治策略［Ｍ］．北京：人民

军医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３．

［７］　黄小英，沈鹤萍．需氧菌性阴道炎的临床及微生态特征分析．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１）：６６６８．

［８］　周蕊，张宜群．４４５例女性阴道炎患者致病菌种类及年龄分布观

察．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３）：５７５８．

［９］　张学文，陈运群，李国栋．１２０例女性阴道分泌物检验结果分析．

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６，２５（４）：７７７９．

［１０］　植枝福，蒋晓莉．阴道微生态评价体系在妇产科疾病的应用现状

［Ｊ］．中国微生态，２０１７，２９（１０）：１１８３１１９１．

［１１］　肖冰冰，刘朝晖，廖秦平．妇科门诊不同阴道症状就诊者阴道微

生态状况调查［Ｊ］．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０９，４４（１）：６８．

［１２］　郑阳，刘旭华，刘志磊，等．郑州地区５６０例不孕症妇女阴道微生

态分析［Ｊ］．中国卫生检验杂志，２０１６，２６（９）：１２９４１２９６．

［１３］　徐阳，张蕾，陈菲，等．３００例不孕症女性阴道微生态状况分析

［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１，２０（４）：４８．

［１４］　王蕊，李春霞，邵幸曙，等．女性不孕症患者下生殖道细菌性阴道

病感染状况初探［Ｊ］．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２００８，９（２）：１２１

１２３．

［１５］　鞠慧岩，陈菲，张蕾，等．控制性超促排卵患者阴道微生态的监测

及护理［Ｊ］．护理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７（６）：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７）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１１１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８１４７３６４０／８１５７３８９８、
８１１７３２３７）；北京中医药科技发展资金项目（ＪＪ２０１６１１）
△【通讯作者】樊永平，Ｅｍａｉｌ：ｙｏｎｇｐｉｎｇｆ＠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３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女性多发性硬化患者性功能障碍调查分析
仝延萍１　杨涛１　王静文２　赵天佑１　康越之１　程翠翠２　樊永平１△

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医科，北京 １０００７０
２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女性多发性硬化（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ＭＳ）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情况。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中医科诊治的７６例 Ｍ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采用电话与电子调查问卷，结合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人口学与临床资料、性功能状况、二便情况等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结果　７６例被访患者中有５３例患者的ＦＳＦＩ评分低于２６５分，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的发生率为６９７％，ＦＳＤ组患者平均年龄和发病年龄均显著高于无ＦＳＤ患者，年龄≥４０岁
的患者在ＦＳＤ组所占比例（５４７％）显著高于无 ＦＳＤ组（１７４％），两组间病程、发病次数无显著差异，≥４０
岁患者ＦＳＦＩ调查量表总得分及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交痛４个维度单项得分均显著低于＜４０岁患者，
４９例存在大便和（或）小便异常（６４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病程是女性 ＭＳ患者发生性功
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　女性ＭＳ患者并发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高，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关键词】　女性；多发性硬化；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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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Ｍ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ａｓ６９７％．ＴｈｅｍｅａｎａｇｅａｎｄｏｎｓｅｔａｇｅｏｆＦＳＤ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ＦＳ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ｇｅｄｏｖｅｒ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ｉｎ
ＦＳＤｇｒｏｕｐ（５４７％）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ｎｏｎＦＳＤｇｒｏｕｐ（１７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ｙ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ｒｒｅｌａｐｓｅｔｉｍ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ｓｉｎｇｌｅｓｃｏｒ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ａｒｏｕｓａｌ，ｖａｇｉｎａｌ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ｐａｉｎ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４０ｙｅａｒｓｏｌ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９ｆｅｍａｌｅＭＳ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ｈａｄｂｌａｄｄｅｒ／ｂｏｗｅ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６４５％）．Ａｇｅ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ＳＤ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Ｍ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ＭＳ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ｓｈｉｇｈ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ｌｉｆｅｉ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ｅｍａｌｅ；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ＭＳ）；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多发性硬化（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ＭＳ）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自
身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疾病，全球患者人数约为２３０万，西方国家
多见，我国发病率约为０／１０万 ～５／１０万［１］，２０１８年中国公布
《第一批罕见病目录》，ＭＳ被收录其中。临床上以时间多发性
和空间多发性为主要特征，高复发率和致残率严重影响患者生

活质量，为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压力。女性性功能障碍（ｆｅｍａｌｅ

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ＳＤ）是指女性个体不能参与她所期望的性行
为、在性行为过程不能或者难以得到满足［２］。研究发现 ＦＳＤ的
发生率在普通正常人群上可高达４０％以上［３］，ＦＳＤ可能会引起
一系列家庭和社会问题。ＭＳ好发于中青年女性，疾病对女性
性功能的影响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目前有关女性 ＭＳ患者
性功能障碍的研究鲜见报道。本研究主要对女性ＭＳ患者合并
性功能障碍进行调查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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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坛医院中医科诊治的７６例 Ｍ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诊断均
符合２０１０年版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诊断标准。本研究已获患者知情同
意。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流行病学横断面调查方法，采用电话与电子调查问

卷，并调阅患者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人口学与临床资料、性功

能状况、二便情况等。本研究采用国际认可的自评量表：女性性

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调查问卷，包括
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和性交疼痛６个维度
１９个问题，每个维度满分６分，含２个～４个问题，问卷总分３６
分。总分≥２６５分表示性功能正常，＜２６５分则可诊断性功能
障碍。单项得分说明：性欲或性唤起维度单项低于３６分者提
示性欲低下或性唤起障碍，阴道湿润维度低于３９分者提示阴
道润滑困难，性高潮维度低于４０分者提示性高潮障碍，性满意
度维度或性交痛维度单项低于４４分提示性满意度障碍或存在
性交疼痛。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两组比较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 ｔ检验，偏态分布者采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Ｕ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利用逐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检验 ＦＳＤ发生的影响因
素；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ＭＳ女性患者一般资料

① ７６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６２岁，年龄（３７３７±８７６）
岁，＜４０岁者４３例，占５６６％；发病年龄范围１７岁 ～５９岁，年
龄（３１１１±８８１）岁，发病时＜４０岁者６０例，占７８９％。② 病
程和复发次数　７６例患者病程范围０５年 ～２２年，病程（６３７
±５２７）年，发作次数范围１次～１７次，发作次数（３９２±３２５）
次。

２２　ＭＳ女性患者性功能障碍情况
对７６例女性ＭＳ患者进行性功能状况调查，７６例被访患者

中有５３例患者的 ＦＳＦＩ评分低于 ２６５分，ＦＳＤ的发生率为
６９７％。ＦＳＤ组患者平均年龄和发病年龄均显著高于无 ＦＳＤ
患者，年龄≥４０岁的患者在 ＦＳＤ组所占比例（５４７％）显著高
于无ＦＳＤ组（１７４％）。ＦＳＤ组和无ＦＳＤ组患者的病程、发病次
数无显著差异。具体调查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不同年龄段ＭＳ女性患者性功能各维度情况

统计分析不同年龄段 ＭＳ女性患者的 ＦＳＦＩ各维度得分情
况，不同年龄段女性 ＭＳ患者 ＦＳＦＩ得分及单项得分有显著差
异。≥４０岁患者的ＦＳＦＩ总得分显著低于 ＜４０岁患者，≥４０岁
患者ＦＳＦＩ调查量表各维度的单项得分亦显著低于 ＜４０岁患
者，其中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性交痛四个维度的得分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具体分值详见表２。
２４　ＭＳ女性患者发生ＦＳＤ的危险因素研究

为了探讨女性 ＭＳ患者发生 ＦＳＤ的危险因素，我们以 ＭＳ
患者是否存在ＦＳＤ（Ｙ）为因变量，以年龄（Ｘ１）、发病年龄（Ｘ２）、
病程（Ｘ３）、疾病发作次数（Ｘ４）和是否存在二便异常（Ｘ５）为自
变量，对ＭＳ患者发生ＦＳＤ的危险因素进行了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回归
分析。结果显示，女性 ＭＳ患者的年龄和病程是影响 ＭＳ患者
ＦＳ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Ｐ＝０００３，Ｐ＝００１４；Ｙ＝２７５７＋

０１０７Ｘ１＋０１６７Ｘ３）。５３例ＦＳＤ组患者中３３例自认为其性功
能障碍发生与患ＭＳ有关。

表１　患者性功能障碍情况统计

条目
性功能障碍组

（ｎ＝５３）
性功能正常组

（ｎ＝２３）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３９５５±１２２ ３２３５±１２９ ３５３ ００００７

　＜４０岁 ２４（４５３％） １９（８２６％） ９１０ ０００３

　≥４０岁 ２９（５４７％） ４（１７４％）

发病年龄 ３３６８±１２０ ２５１７±１１８ ４２９ ＜００００１

　＜４０岁 ３８（７１７％） ２２（９５６％） — ００２９

　≥４０岁 １５（２８３％） １（４３％）

大便异常 ２９（５４７％） １１（４７８３％） ０３１ ０５８

小便异常 ３０（５６６０％） １２（５２１７％） ０１３ ０７２

病程（年） ５９７±５２０ ７２８±５４１ －１４５ ０１５

发作次数 ４０４±３１４ ３６５±３５５ －０８５ ０３９

表２　不同年龄段ＭＳ女性患者ＦＳＦＩ性功能各维度状况

ＦＳＦＩ得分 ＜４０岁 ≥４０岁 Ｚ／ｔ值 Ｐ值

总得分 ２４５０±５８６ ２０３２±８５０ －２２８ ００２３

性欲 ３６６±１０３ ２７１±１１０ ３８５ ００００２

性唤起 ３７３±１２１ ２８４±１４６ －２９４ ０００３

阴道润滑 ４８３±１１７ ３９２±１７１ －０７５ ０００６

性高潮 ３５３±０２２ ３１４±０２９ １１０ ０２８

性满意度 ３９６±０２４ ３６７±０３３ ０７３ ０４７

性交痛 ４８０±１０３ ４０５±１８７ －１６６ ００９６

#

　讨论
ＭＳ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炎性脱髓鞘疾病，

临床表现除了常见的运动感觉障碍、视觉障碍等，还可造成脑干

和脊髓的自主神经系统损伤，出现性功能障碍、尿便障碍、排汗

障碍、循环系统症状等自主神经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但临床中往往容易被临床医师忽视。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发

生率其实比较普遍，在正常人群中可高达４０％以上［３］，而有国

外研究报道６０岁以下女性中至少６０％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功能
障碍［４］，性功能障碍可能会引发一系列婚姻家庭问题。ＭＳ好
发于中青年女性，患者多数处于育龄期，疾病对患者性功能的影

响值得进行深入临床调查与研究。国内外关于ＭＳ患者性功能
障碍的研究较少。国外调查显示女性ＭＳ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
生率为３３％７５％［５６］，而国内有学者报道 ＭＳ患者性功能障碍
发生率２０％［６］，低于普通人群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可能因判

断性功能障碍的标准不一以及患者羞于报告性问题所致。

既往有研究报道女性ＭＳ患者性功能的发生率为７１７％左
右［７］，本研究中女性ＭＳ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为６９７％，高
于普通人群，与既往研究相近。ＦＳＤ患者组的年龄和发病年龄
均显著高于性功能正常组患者，４０岁以上患者发生ＦＳＤ的比例
显著高于４０岁以下患者，ＦＳＤ的发生与否与患者的病程和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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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无关。≥４０岁患者的 ＦＳＦＩ得分显著高于 ＜４０岁患者，且
在性欲、性唤起、阴道润滑和性交痛４个维度得分均显著增高。
ＭＳ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发病机制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
的性功能障碍因脑或脊髓病变导致的神经损伤所致，女性 ＭＳ
患者的性高潮功能障碍与脑干病变、自主神经通路和视觉联系

相关区域的病变有关［８９］。ＭＳ相关症状可导致患者的继发性
性功能障碍，研究发现神经源性肠道与膀胱、认知功能减退及

疲劳与女性ＭＳ患者的性功能障碍有关［１０１１］。皮质脊髓和小脑

功能障碍所导致得虚弱、痉挛、协调受损和言语不利都会影响

患者性亲密的愿望，继发于下丘脑炎症或神经病变的激素失调

也可导致性功能障碍［１２１３］。再者，ＭＳ患者的文化背景、社会心
理状况和情绪异常亦可影响患者的性功能状况，年龄增加是不

可抗因素，随着年龄增加，女性体内激素水平变化，阴道湿润性、

阴唇肌肉伸缩性减弱，血管充血减少，造成阴道弹性显著减弱

而出现女性患者的性高潮障碍、阴道润滑障碍等。尿便障碍是

ＭＳ常见的自主神经症状，临床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等待、尿失
禁、便秘、排尿便无力、大便失禁等，本研究中６４５％的女性 ＭＳ
患者存在大便和或小便异常。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逐步分析我们发现ＭＳ
患者的年龄和病程是影响 ＭＳ患者 ＦＳ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而本研究中６２３％的 ＦＳＤ患者自认为其性功能障碍与 ＭＳ有
关，这提示 ＭＳ患者发生 ＦＳＤ可能是年龄和长期患病带给患者
的心理负担、全身症状等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

总之，女性ＭＳ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较高，严重影响患
者生活质量，在临床工作中需通过积极的干预措施来提高患者

生活质量，改善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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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母细胞衰老的氧化应激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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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殖能力强的卵母细胞广泛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如人类生殖，动物克隆，遗传资源以及基础
研究。然而，当前卵母细胞的潜能仍然低于成熟的卵母细胞，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氧化应激导致的细胞衰

老成为导致卵母细胞质量低下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卵母细胞；氧化应激；ＲＯＳ；抗氧化物酶；氧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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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生育能力下降，甚至在辅助生殖项
目中，高龄妇女妊娠率和植入率（ＡＲＡ）都要比年轻患者低得
多。其中卵母细胞的衰老引起的卵巢功能减退占重要原因。目

前认为，氧自由基聚集、氧化应激，是细胞衰老的普遍机制，也是

卵母细胞衰老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氧化应激机制

在卵母细胞衰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就

近些年卵母细胞衰老的氧化应激机制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

　线粒体与卵母细胞的衰老
１１　线粒体ＤＮＡ拷贝数和卵母细胞老化

正常情况下，卵母细胞在中期被排卵和受精。不同物种卵

母细胞的最佳受精时间不同：小鼠在排卵后８小时 ～１２小时；
兔子，６小时～８小时；对恒河猴和人类来说，２４小时。如果卵
母细胞在最佳受精期未受精，则未受精的卵母细胞留在输卵管

中，并逐渐进入退化和凋亡过程，即排卵后卵母细胞衰老。在排

卵前的卵母细胞衰老过程中，与母体年龄有关的衰老过程已经

开始，但尚未进入退化阶段。母亲年龄的增加可能导致卵母细

胞质量和发育潜力的逐渐下降。高龄引起的卵母细胞衰老，而

不是排卵，导致受精和胚胎发育异常。ｍｔＤＮＡ拷贝数的控制对
于正常的细胞功能至关重要。ｍｔＤＮＡ随着卵母细胞的成熟而
不断复制，但在成熟（减数分裂 ＩＩ卵）后停止并稳定。ＭＰＶ１７
是哺乳动物和酵母内线粒体膜蛋白，在维持ｍｔＤＮＡ和氧化磷酸
化活性方面发挥作用。成熟中期卵母细胞可以包含１００，０００个
线粒体和５００００个～１５０００００个线粒体基因组拷贝。ｍｔＤＮＡ
数目稳定性表明，在植入前发育过程中，从成熟中期的卵母细

胞到植入前的胚胎，ｍｔＤＮＡ的复制是停止的。它在小鼠胚胎的
５天～６天恢复，并一直持续到囊胚期。中期卵母细胞中 ｍｔＤ
ＮＡ拷贝数作为发育能力的标志正在被研究。多项研究显示
ｍｔＤＮＡ含量与生育能力之间具有相关性，表明人类卵母细胞中
的ｍｔＤＮＡ水平与母体年龄和卵巢储备指标成反比关系。在一
项对２７名年龄在３０岁到４５岁之间的女性卵母细胞活组织的
第一极体（ＰＢｓ）的ｍｔＤＮＡ水平进行量化的研究中，年龄较大的
女性的ＰＢｓ比年轻女性的ｍｔＤＮＡ含量更低。
１２　线粒体膜电位和卵母细胞老化

许多线粒体功能依赖于膜电位的维持，包括蛋白导入、ＡＴＰ
生成和脂质生物发生（Ｂａｕｅｒ，２０１４）。在正常的静止状态下，Ｎａ
＋／Ｋ＋和Ｎａ＋／Ｃａ２＋质子泵创造并稳定膜电位。嵌入线粒
体内膜的质子泵通过将质子从线粒体基质泵入膜间空间而产

生梯度。梯度由相对不透水的内膜保持。ＡＴＰ的产生取决于膜
电位的稳定性，而线粒体膜中的ＡＴＰ／Ｋ＋通道与这种稳定性有

关。

"

　抗氧化剂与卵母细胞老化
体外成熟（ＩＶＭ）卵母细胞的发育能力可通过抗氧化剂得到

增强。目前的研究首次在兔子模型中，添加的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参与
抗氧化防御（超氧化物歧化酶２，线粒体）（ＳＯＤ２）、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１（ＧＰＸ１）、过氧化氢酶（（ＣＡＴ），细胞周期调控和细胞
凋亡级联（肿瘤细胞凋亡蛋白５３）（ＴＰ５３），半胱天冬酶３ａｐｏｐｔｏ
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半胱氨酸蛋白酶（ＣＡＳＰ３），细胞周期进展细胞周期Ｖ
Ａｋｔ小鼠胸腺瘤病毒癌基因同源基因１（ＡＫＴ１），积云扩展间隙
连接蛋白，１，４３ｋＤａ（ＧＪＡ１）和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合酶２（前
列腺素 Ｇ／Ｈ合酶和环加氧酶）和代谢葡萄糖６磷酸脱氢酶
（Ｇ６ＰＤ）。同时还对减数分裂进展、线粒体重分配、卵丘细胞凋
亡和体外受精后卵母细胞的发育能力进行了评估。ＳＯＤ２的表
达，ＴＰ５３ＣＡＳＰ３和 ＧＪＡ１１００，ｃｕｍｕｌｕｓｏｏｃｙｔｅ复合物（ＣＯＣｓ）在
ＩＶＭμｍ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与对照组相比没有抗氧化剂。凋亡率和
ｎ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ｅｄ线粒体模式的比例低 ＣＯＣｓ培养１００μｍ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
ｏｌ，卵母细胞的质量更好。事实上，早期胚胎发展提高１００μｍα
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包含在ＩＶＭ介质，但仍低于ｉｎｖｉｖｏｍａｔｕｒｅｄ卵母细胞。
总之，使用１００μｍαｔｏｃｏｐｈｅｒｏｌ做为成熟的媒介是一个合适的方
法来管理氧化应激和细胞凋亡，以及增加兔卵母细胞的体外发

育能力。

#

　肥胖与氧化应激所致的卵母细胞衰老
母亲的肥胖会损害小鼠的卵母细胞质量，通过比较蛋白质

组学分析，确定了在高脂饮食（ＨＦＤ）喂养的小鼠的卵母细胞中
ＴＩＧＡＲ（ｔｐ５３诱导糖酵解和凋亡调节剂 ）蛋白的表达减少。小
鼠卵母细胞中ＴＩＧＡＲ的特异缺失导致活性氧（ＲＯＳ）水平显著
升高，减数分裂器组装失败。重要的是，ＴＩＧＡＲ在 ＨＦＤ卵母细
胞中的强制表达不仅可以减少ＲＯＳ的产生，还可以在减数分裂
过程中防止纺锤体的紊乱和染色体的失调。与此同时，注意到

雌细胞中ＴＩＧＡＲ敲除诱导自噬的强烈激活，而 ＴＩＧＡＲ的表达
则显著降低ＨＦＤ卵母细胞中ＬＣ３的积累。通过抗氧化剂处理，
进一步证明这种自噬反应依赖于 ＴＩＧＡＲ控制的 ＲＯＳ的产生。
综上所述，数据表明了ＴＩＧＡＲ在调节卵母细胞成熟过程中氧化
还原稳态中的作用，并揭示了ＴＩＧＡＲ的缺失是介导母亲肥胖对
卵母细胞质量影响的重要途径。

+

　化学物质引起的氧化应激与细胞衰老的研究
４１　有机污染物与氧化应激所致的卵母细胞衰老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基）酯（ＤＥＨＰ）是一种广泛使用的
高环境暴露水平的增塑剂。ＤＥＨＰ是一种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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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哺乳动物中引起生殖和发育毒性。以秀丽隐杆线虫为模型，

确定了评价ＤＥＨＰ生态毒性作用的敏感性指标。Ｌ４秀丽隐杆
线虫幼虫评估ＤＥＨＰ的ＬＣ５０和窝大小和时间的变化，发现ＤＥ
ＨＰ的ＬＣ５０秀丽隐杆线虫超过１００ｍｇ／Ｌ。和１０ｍｇ／ＬＤＥＨＰ
暴露显著降低窝的大小而不是一代的时间。卵母细胞和 ｄｉｓｔａｌ
ｔｉｐ细胞（ＤＴＣ）计算的结果表明，卵母细胞的数量减少和凋亡细
胞，从单边性腺臂增加１ｍｇ／Ｌ和１０ｍｇ／ＬＤＥＨＰ暴露组。而
ＤＴＣ的荧光强度无显著差异。外壳１荧光分析显示，外壳１蛋
白在ＤＥＨＰ暴露后过表达。分别用 Ｂｒａｄｆｏｒｄ蛋白分析和 ＡＰ染
色检测ＨＯ水平和ＤＮＡ损伤。结果表明，ＤＥＨＰ暴露后 ＨＯ水
平无显著差异，ＤＮＡ损伤明显增加。此外，１０ｍｇ／ＬＤＥＨＰ暴
露浓度显著增加 ｃｅｐ１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基因的表达水平，ｅｇｌ１
ｃｅｄ４，ｃｅｄ３和降低 ｃｅｄ９的表达水平。提示 ｅｐ１、ｅｇｌ１、ｃｅｄ４、
ｃｅｄ３基因促进细胞凋亡，ｃｅｄ９基因抑制细胞凋亡。同时，１０
ｍｇ／ＬＤＥＨＰ浓度接触氧化应激相关基因的表达减少 ｍｅｖ１
ｇａｓ１。ｍｅｖ１和ｇａｓ１主要参与线虫氧化应激的抑制。简而言
之，线虫暴露于ＤＥＨＰ时，其卵母细胞数量减少，细胞凋亡增加，
这与氧化应激引起的ＤＮＡ损伤有关。
４２　双酚ＡＦ与氧化应激所致的卵母细胞衰老

双酚ＡＦ（ＢＰＡＦ）是工业生产中常用的双酚ａ（ＢＰＡ）的替代
品。许多研究表明，ＢＰＡＦ对人和动物的某些生理过程有负面
影响。然而，ＢＰＡＦ对卵母细胞成熟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却
知之甚少。在目前的研究中发现，１００μｍＢＰＡＦ暴露影响卵母细
胞的成熟与降低第一极体挤压（ＰＢＥ）率。免疫荧光研究显示，
ＢＰＡＦ破坏纺锤体的形态通过影响微管组织中心（ＭＴＯＣｓ）的函
数，它证实了 γｔｕｂｕｌｉｎ的障碍和磷酸化增殖蛋白激酶（ｐ
ＭＡＰＫ）。活性氧（ＲＯＳ）积累表明，ＢＰＡＦ暴露也会诱导氧化应
激。此外，ＢＰＡＦ暴露后 ＤＮＡ损伤明显增加，这可能是氧化应
激所致。

1

　氧化应激引起的卵母细胞衰老的改善
５１　ＡＲＥ通路的抗氧化应激机制研究

核因子ｅ２相关因子 ２（Ｎｒｆ２）／ｋｅｌｃｈｅｃｈ相关蛋白 １
（Ｋｅａｐ１）抗氧化反应元件（ＡＲＥ）信号通路是抗氧化应激的重
要防御机制，已知口服药物富马酸二甲酯（ＤＭＦ）可激活该通
路。将２０ｍｇ／ｋｇＤＭＦ给予雌性小鼠３２周～４８周，检测Ｎｒｆ２水
平、抗氧化水平、卵巢储备、ＤＮＡ损伤和氧化应激。结果：ＤＭＦ
给药后Ｎｒｆ２、抗氧化剂、端粒ｍＲＮＡ和蛋白水平升高，血清 Ｎｒｆ２
和抗苗勒氏激素水平升高。小鼠卵巢组织 ＴＵＮＥＬ检测和免疫
组化结果显示，ＤＭＦ处理可显著降低ＤＮＡ损伤和氧化应激，收
集的卵母细胞明显增多，原始卵泡保留量增加６０％。数据提示
ＤＭＦ给药激活Ｎｒｆ２／Ｋｅａｐ１通路，提高抗氧化剂水平，减少 ＤＮＡ
损伤和氧化应激，从而改善小鼠卵巢储备

５２　ＤＮＡ自我修复与抗氧化应激研究
对于氧化应激引起的 ＤＮＡ碱基损伤，ＤＮＡ自我修复的途

径主要是剪辑切除修复（ＢＥＲ），在该过程中限速酶是脱嘌呤脱
核酸内切酶ＡＰＥ１。目前的研究表明，ＡＰＥ１使得细胞容易受到
氧化应激而引起细胞衰老，但对于引起细胞存活或死亡的机制

尚不清楚。

6

　临床关于氧化应激的预防治疗
在ＩＶＦＥＴ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激活机体自身的抗氧化系统

来清楚自由基，还可以通过在培养基中加入外源性的自由基清

除剂如褪黑素，ＧＥ１３２，半胱氨酸。并严格控制实验室环境，维
持胚胎所需要的低氧环境，保持合适的氧分压，尽量降低外界

ＲＯＳ对胚胎的影响，改善胚胎的辅助生殖结局。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大部分认为氧化应激所致的卵母细胞

衰老主要由于随女性年龄的增长卵母细胞抗氧化应激机制减

弱，纺锤体异常增加，染色体失调和非整倍体，活性氧代谢受损，

ＤＮＡ修复减少，纺锤体装配检查点灵敏度降低，而蛋白质修复
和降解能力的下降共同使衰老的卵母细胞对抗氧化的能力下

降。同时研究发现许多抗氧化剂有减弱氧化应激的作用从而用

来改善卵母细胞的质量。体内和体外的抗氧化处理可能减轻排

卵后氧化应激对卵母细胞的损伤。但氧化应激所引起的卵母细

胞衰老机制尚不完全清楚，需要更多大量的研究以期更全面细

致搞清氧化应激机制在卵母细胞衰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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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６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６０３６３４）；２０１５年湖南省中医药科研计划项目（２０１５１０１）；２０１６年湖南省教育厅课题资助（１６Ｃ１２２４）
△【通讯作者】宾东华，Ｅｍａｉｌ：ｂｉｎｄｏｎｇｈｕａ＠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３２ ·中医性学·

疏肝益肾汤治疗青年勃起功能障碍疗效分析
赵丹　杨赛　高亚　刘梦竹　宾东华△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外科，长沙 ４１０００７

【摘要】　目的　观察疏肝益肾汤治疗青年勃起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
２０１８年３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门诊诊治的１３５例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就诊
顺序和数字随机方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中药疏肝益肾汤）、西药对照组（他达拉非）和中成药对照组（肾

气丸），每组４５例患者。分别于治疗前、服药４周后和停药２周后记录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１１７　　·

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ＩＥＦＦ５）。结果　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７２１％，西药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
８７８％，中成药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５７１％。三组患者之间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西药对照组与中成药对
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西药对照组与观察组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停药２周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６５１％，西药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５３７％，中成药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
４５２％。三组患者之间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患者与西药对照、中成药对照组患者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西药对照组患者与中成药对照组患者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中药疏
肝益肾汤治疗青年ＥＤ不仅具有较好的短期疗效，长期疗效分析亦优于他达拉非和肾气丸。

【关键词】　疏肝益肾汤；青年；勃起功能障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ＺＨＡＯＤａｎ，ＹＡＮＧＳａｉ，ＧＡＯＹａ，ＬＩＵＭｅｎｇｚｈｕ，ＢＩＮＤｏｎｇｈｕ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ｕｒｇｅｒ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
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ｈａｎｇｓｈａ４１０００７，Ｈｕ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３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ｒｅａｔｅｄｉｎ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ｔｏ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ｓ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ｈｅｎｑｉｐｉｌｌ）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ｒｄｅｒｏｆ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ｎｕｍｂｅｒ，ｗｉｔｈ４５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ＩＥＦＦ５ｓｃｏｒｅ
ｗａｓ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４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
ａｎｃ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４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７２１％ 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８７８％ 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５７１％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
ｍｏｎｇ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
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２ｗｅｅｋ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ｄｒｕｇ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６５１％
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５３７％，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４５２％ 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３ｇｒｏｕｐ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ａｔｅｎｔｍｅｄｉ
ｃｉｎ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ａｎ
ＴａｄａｌａｆｉｌａｎｄＳｈｅｎｑｉｐｉｌｌｉｎ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ｈｕｇａｎＹｉｓｈｅｎ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Ｙｏｕｎｇ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Ａ

　　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又称“阳痿”，是指
男性在性刺激下阴茎萎软不能勃起，或虽能勃起但不能获得满

意的性生活。勃起功能障碍是一种常见的男科疾病，经过对不

同年龄段人群进行分组（小于３０岁、３０岁 ～３９岁、４０岁 ～４９
岁、５０岁～５９岁、大于６０岁）调查发现［１］，各组人群患病率分

别为 ２３３％、１５８％、２２４％、４５１％和 ６９３％。有关研究表
明，不同年龄阶段人群阳痿的发病机理不同［２３］。笔者在长期

临床实践中发现，曾经有手淫史的青年阳痿患者运用疏肝益肾

汤（药物主要由柴胡疏肝散和肾气丸化裁而来）进行治疗，能够

取得满意疗效。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男科门诊诊治的符合标准的１３５例勃起功能障碍患者为
研究对象。按照就诊顺序和数字随机方法，将其平均分为疏肝

益肾汤组（观察组）、他达拉非组（西药对照组）和肾气丸组（中

成药对照组），每组４５例患者。治疗前，３组患者年龄、病程等
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

纳入标准：参考《吴阶平泌尿外科学》《ＡＵＡ勃起功能障碍
诊疗指南》（２００９）拟定诊断标准。①性冲动时阴茎不能勃起，
或勃起不坚，以致７５％的机会不能完成正常性交，病程在３个
月以上的患者；②患者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５）≥８分且 ＜２２分；③年龄在１８岁 ～
３０岁之间；④患者有长期手淫史。

排除标准：①重度ＥＤ（ＩＩＥＦ５评分＜８分）；②继发于脊髓损伤
的勃起功能障碍；③任何严重心理异常且未能很好控制；④酒精中
毒史或药物滥用史；⑤患有严重的血液、肾脏等严重器质性疾病。

删除标准：①纳入后发现不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例，予以剔除；②
受试者依从性差，中途失访，发生严重不良事件等视为脱落病例。

１２　治疗方法
３组患者均接受连续４周的药物治疗，且在此期间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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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其他治疗措施，并节制性生活。各组分别服药４周后进行
一次疗效评定，停药２周后再次进行疗效评定。

观察组：柴胡１０ｇ，郁金１０ｇ，白芍１５ｇ，山茱萸１０，山药１５，
茯苓，丹皮１０，泽泻１０ｇ，肉桂３ｇ，生地黄１０ｇ，淫羊藿１０ｇ。每日
一剂，水煎，早晚分服。

西药对照组：他达拉非（美国礼来公司，商品名“希爱力”），

睡前（３０ｍｉｎ～１ｈ）口服，每次５ｍｇ，每日一次。
中成药对照组：肾气丸（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制药厂，国药准字Ｚ１１０２０１４７），口服，一次２０粒（４ｇ）～２５粒
（５ｇ），每日２次。
１３　评判标准

参照国际勃起功能评分（ＩＩＥＦ５）［４］有关标准制定评判标
准。根据过去６个月内性生活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包
括５个题目，每题分值０分～５分，总分２５分。根据评分表：各
项得分相加，≥２２分为勃起功能正常，１２分～２１分为轻度 ＥＤ，
８分～１１分为中度ＥＤ，５分～７分为重度ＥＤ。治疗效果评判标
准：显效：ＩＩＥＦ５评分恢复至正常或增长 ＞９分；有效：ＩＩＥＦ５评
分增长３分～９分；无效：ＩＩＥＦ５评分无变化或增长＜３分。
１４　统计学分析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频数和百分率［ｎ（％）］表示，采用ｔ检验；计量资料数据以均
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３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
评分值对比采用重复测量资料的方差分析，同组患者不同时间

比较采用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法，同一时间不同组患者比较采用ＬＳＤ法。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观察组有２例患者脱落，尚有４３例患者；西药对照组有４

例患者脱落，尚有４１例患者；中成药对照组有３例患者脱落，尚
有４２例患者。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治疗前，三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各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第四周末，观察组与西药对照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４１１）；但两组患者
ＩＩＥＦ５评分均优于中成药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１）。停药２周后，观察组与中成药对照组患者ＩＩＥＦ５
评分均优于西药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优于中成药对照组患者，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与治疗后及停药２周后
ＩＥＦＦ５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４周后 停药２周后

观察组　　　 ４３ １１１３±１６７ １５９０±２１０ １５７７±２０５

西药对照组　 ４１ １０２３±１６０ １７５０±３５６ １２１０±２２４

中成药对照组 ４２ ９８９±１３４ １３３４±３０４ １１２０±３０１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前后总有效率比较
治疗４周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７２１％，西药对照组患

者总有效率８７８％，中成药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５７１％。三组
患者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西药对照组与中成药对照组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西药对照组与观察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停药２周后，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６５１％，西药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５３７％，中成药对照组患者
总有效率４５２％。三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与西药对
照、中成药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西药对照组
与中成药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患者治疗
４周后及停药２周后疗效比较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患者安全性和耐受性比较

服药后，观察组中２例患者出现胃脘部胀闷不适症状，西药
对照组中６例患者出现面色潮红、眼结膜充血表现，中成药对照
组中３例患者出现腹胀症状，均尚可耐受。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４周后及停药２周后疗效比较［ｎ（％）］

时间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４周后 观察组　　　 ４３ ２０（４６５） １１（２５６） １２（２７９） ３１（７２１）

西药对照组　 ４１ ２５（６１０） １１（２６８） ５（１２８） ３６（８７８）

中成药对照组 ４２ １５（３５７） ９（２１４） １８（４２９） ２４（５７１）

停药２周后 观察组　　　 ４３ １８（４１９） １０（２３３） １５（３４９） ２８（６５１）

西药对照组　 ４１ １４（３４１） ８（１９５） １９（４６３） ２２（５３７）

中成药对照组 ４２ １２（２８６） ７（１６７） ２３（５４８） １９（４５２）

#

　讨论
阳痿是男科常见疾病。西医认为，阳痿的病因可以分为器

质性和功能性两大类，而功能性阳痿占大多数［５］。功能性阳痿

多因心理和精神因素所致。西医治疗本病的主要药物有西地

拉非、他达拉菲、雄激素等药，还有负压吸引、假体植入等方法。

这些治疗方法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满意的效果［６］，但从远期疗

效观察，效果并不理想，并且有较多不良反应［７９］。

中医认为或忧郁伤肝，肝气郁结；或思虑伤脾，运化无力，气

血化生无源；或惊恐房劳伤肾，肾精亏损；或多病久病，元气亏

虚，肾之阴阳皆虚；或饮食不节，湿热内生，蕴于下焦精室等诸多

因素皆可以起宗筋弛纵、萎软无力，导致阳痿发生［１０１１］。在脏

多责之于肝、脾、肾，但不同年龄阶段的阳痿患者，其发病机理有

所偏重［１２］。青年阳痿与肝关系密切，而中老年阳痿则多与脾、

肾关系密切［１３］。因此，临证之时应当根据患者年龄，并凭舌脉

症进行辨证施治。

长期临床观察发现，伴有长期手淫的青年阳痿患者，其发病

机制以肝郁气滞、肾精亏虚为主，故治以疏肝解郁、补肾益精为

主，运用疏肝益肾汤治疗青年阳痿能够获得满意疗效。疏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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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汤组方由柴胡疏肝散和肾气丸化裁而来。方中以柴胡、郁金、

白芍为君药，取其疏肝行气解郁治效。臣以淫羊藿、肉桂补肾

气，助命门，起阳痿；“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

生化无穷”，故以生地、山茱萸补益阴血，荣养宗筋；山药益气健

脾，补后天以滋先天肾气。肝郁日久化火，故佐以丹皮、泽泻、茯

苓清泄肝肾之火。本方补不滋腻，泄不伤正，寓补于通，共奏疏

肝解郁、补肾益气之效。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疏肝益肾汤治疗青年勃起功能障碍

不仅取得较好的短期疗效，而且长期效果比西药稳定，副作用

较少，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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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味海龙黄精饮联合来曲唑治疗脾肾两虚型
高雌二醇合并 ＥＤ的临床研究
彭超１　马顺水２　毕焕洲３△

１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医科，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０１
２大连大学医学院２０１６级中西医结合基础专业硕士研究生，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６２２
３北京中医药大学深圳医院男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加味海龙黄精饮联合来曲唑治疗脾肾两虚型高雌二醇合并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ｅ
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的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医科诊治
的脾肾两虚型高雌二醇合并ＥＤ的７０例患者，将其随机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５例患者。治疗组
患者采用加味海龙黄精饮联合来曲唑治疗方法，对照组患者采用来曲唑治疗方法。治疗结束后去除失访

者，实际完成治疗的治疗组有 ２９例患者，对照组有 ２９例患者，对两组患者治疗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　采用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评分，治疗后对照组患者病情无
明显改善（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评分［２３（２１，２４）分］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５（５，１０）分］，两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清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含量，治疗后两组患者均有所降低，且治疗组患者 Ｅ２含量
［（２８４５±８９４）ｐｇ／ｍＬ］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４０９３±９７９）ｐｇ／ｍＬ］，两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血清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水平，治疗后两组患者均有所提高，且治疗组患者水平［（２１２０±５５０）
ｎｍｏｌ／Ｌ］与对照组患者水平［１９３７（１３９８，２２６０）ｎｍｏｌ／Ｌ］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促性腺激
素（ｆｏｌｌｉｃｕ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和（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的含量，治疗后两组患者均有所提高，且治
疗组患者ＦＳＨ［（１４５９（８１９，１８８８）ｍＩＵ／ｍＬ］、ＬＨ［１１９６（６３９，１６４６）ｍＩＵ／ｍＬ］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 ＦＳＨ
［６０１（４２１，９３１）ｍＩＵ／ｍＬ］、ＬＨ［５３８（３８６，９３０）ｍＩＵ／ｍＬ］，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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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泌乳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含量，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加味
海龙黄精饮联合来曲唑治疗脾肾两虚型高雌二醇合并阴茎勃起功能障碍的疗效显著，不仅能够降低 Ｅ２、提
高Ｔ水平，而且能够提高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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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０）ｎｍｏｌ／Ｌ］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１９３７（１３９８，２２６０）ｎｍｏ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ｇｏｎａｄ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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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９（８１９，１８８８）ｍＩＵ／ｍ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Ｈ［１１９６（６３９，１６４６）ｍＩＵ／ｍＬ］ｏｆ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ＳＨ［６０１（４２１，９３１）ｍＩＵ／ｍＬ］，ａｎｄｔｈｅＬＨ［５３８（３８６，９３０）ｍＩＵ／ｍＬ］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ｓｅｒｕｍ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ｄｉｄｎｏｔｃｈａｎｇｅ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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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ｇｈ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Ｄｗｉｔｈ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ｓｐｌｅｅｎａｎｄｋｉｄｎｅｙ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ｔｃｏｕｌｄｎｏｔｏｎｌｙｒｅｄｕｃｅＥ２，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Ｔｌｅｖｅｌ，ｂｕｔａｌｓ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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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雌激素使内分泌系统失调，进而影响性、生殖和发育
等［１］。环境雌激素正在导致雄性功能的退化、精子减少乃至雄

性不育的高发。如果雄性胎儿长期暴露在环境雌激素中，到成

年后其性与生殖就会受到严重影响［２］；出生后发育期，如果雄

性长期暴露在环境雌激素中，其性与生殖也会出现异常，这已

经得到动物实验和人类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成年雄性如果长

期暴露在环境雌激素中，不仅自身生殖功能受损，而且还增加

了后代对环境雌激素的敏感性，出现跨代和多代效应［３］。雌二

醇是环境雌激素的重要一种，雌二醇暴露不仅与生殖损伤有

关，而且还会影响性功能，也与性取向改变有关［４］。环境雌激

素损伤男性性与生殖功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

是，目前人们对环境雌激素的性与生殖毒性认识不足，治疗药

物更是少之又少，临床治疗遇到瓶颈。本研究选择高雌二醇合

并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患者，采用加味海龙黄精饮联合来曲唑联

合治疗，取得满意疗效，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中

医科就诊，并且辨证为脾肾两虚型高雌二醇合并 ＥＤ的７０例患
者为研究对象，按照其就诊序号，采用计算机随机软件将其平均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３５例患者。由于治疗过程中两组患
者放弃治疗失访者６例，要求改变方案者６例，实际完成全部治
疗的治疗组有２９例患者、对照组有２９例患者。治疗组患者中
年龄最大者６５岁，年龄最小者２０岁，年龄（３４７８±８６６）岁；治
疗组患者中年龄最大者６０岁，年龄最小者１９岁，年龄（３６１１±
９４７）岁；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ＥＤ诊断标准，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定义［５］：不

能达到和（或）维持足够的勃起以完成满意的性生活，病程≥３
个月。空腹血清雌二醇检查，高于正常者，我院正常雌二醇参考

标准：０～３９８ｐｇ／ｍＬ。肾脾两虚型 ＥＤ辨证标准，参照《中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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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６］。主症：阴茎痿软，勃起无力；腰

膝酸软；大便溏薄。次症：性欲减退，神疲乏力，头晕耳鸣，食少

纳呆。舌脉：舌淡胖有齿痕，苔薄白，脉沉弱。凡具备以上主症

和次症，并符合舌脉即可辨证为肾脾两虚型。

１３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同时符合中医证候标准及 ＥＤ西医诊断标准；国

际勃起功能问卷（ＩＩＥＦ５）评分 ＜２２分（正常：２２～２５分；轻度
ＥＤ：１２～２１分；中度 ＥＤ：８～１１分；重度 ＥＤ：５～７分）；年龄在
２０岁～６５岁之间；未参加其他相关临床试验；近１个月未接受
过补肾健脾中药治疗；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和肝肾疾病者；合并

有严重精神疾病者；合并有严重糖尿病者；阴茎畸形者；严重阴

茎硬结症者；阴茎球海绵体肌反射异常者；阴茎彩色多普勒血

流异常者。剔除标准：剔除受试者包括依从性差者、检查记录不

全者、药物过敏者、服药过程中由于其他原因必须停药者。

１４　治疗方法
治疗组患者服用加味海龙黄精饮，其组成为：海龙３ｇ，黄精

１５ｇ，党参１２ｇ，白术１２ｇ，黄芪１２ｇ，当归１２ｇ，炙甘草 １２ｇ，茯苓
１２ｇ，酸枣仁６ｇ，木香１０ｇ，龙眼肉９ｇ，每日１剂，自动煎药包装机
（广州市大祥电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产品型号：ＤＸ８Ｙ２０１４）水
煎，每次１袋（１５０ｍｌ），早晚温服，共服１０天；治疗期间忌食辛
辣、生冷、油腻饮食及避免过劳；同时服用来曲唑（江苏恒瑞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商品名芙瑞，批号：１６１２０１５６），每日１次，
每次２５ｍｇ，口服，１０天。对照组患者单纯应用来曲唑，每日１
次，每次２５ｍｇ，口服，１０天。嘱治疗组和对照组的患者治疗期
间注意合理饮食，以清淡易消化为主，忌辛辣刺激性食物，忌烟

酒，勿过劳，保证充足睡眠，适当体育锻炼，保持心情舒畅，如此

有助于治疗效果。

１５　观察指标
１５１　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ｅｘｏｆ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ＩＥＦ５）评分ＩＩＥＦ５评分诊断 ＥＤ敏感性为９８％［７］。两组

患者均于治疗前和治疗１周后进行１次ＩＩＥＦ５评分。
１５２　中医证候评分　观察脾肾两虚型症状，包括腰膝酸软，
大便溏薄，性欲减退，神疲乏力，头晕耳鸣，食少纳呆等。根据患

者自身感受的程度评定：“无”：１级，“轻度”：２级，“中度”：３
级，“重度”：４级，并按照程度以０～３分进行评分。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均进行评分，治疗后计算差值（差值 ＝疗前值 －疗后
值）：“０”：无效，“１”：有效，“２”：显效，“３”：治愈（若疗前值＞０，
疗后值＝０，亦记为治愈）。舌脉部分：根据医者望诊、切诊评
定：“无”：１级，“轻度”：２级，“重度”：３级，并按照程度以０～２
分进行评分。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均进行评分，治疗后计算差值

（差值＝疗前值－疗后值）：“０”：无效，“１”：有效，“２”：治愈（若
疗前值＞０，疗后值＝０，亦记为治愈）。
１５３　血中性激素　雌二醇 Ｅ２（ｐｇ／ｍＬ）、睾酮 Ｔ（ｎｍｏｌ／Ｌ）、黄
体生成素ＬＨ（ｍＩＵ／ｍＬ）、卵泡刺激素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泌乳素
ＰＲＬ（ｎｇ／ｍＬ）。

１６　不良反应观察
观察两组患者服药后的不良反应，停药后随访１周。

１７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

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Ｍｄ（Ｐ２５，
Ｐ７５）”表示，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率［ｎ（％）］
表示，采用χ２检验。由于本研究中，中医证候（脾肾两虚证）所
列症状（腰膝酸软等）采集的病例中频数较小，且有频数（指无

效、有效、显效、治愈对应的病例数）为０的情况，根据 χ２检验
中，如果有理论频数Ｔ＜１，或ｎ＜４０，应当采用Ｆｉｓｈｅｒ′ｓ检验。因
此，在符合该情况的例数统计中，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ｓ检验。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记录其 ＩＩＥＦ５评分并进行疗效比
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ＩＥＦ５评分比较［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２９ ５（４，６） ２３（２１，２４）ｂｃ

对照组 ２９ ５（４，８） ５（５，１０）ａ

Ｚ值 ０１６３３ ００００

Ｐ值 ０２２６３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
示，治疗组治疗前后疗效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治疗后两组疗
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性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检测各项性激素指标并进行疗效

比较，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脾肾两虚证候的症状疗效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分别采集患者四诊信息并进行疗效比

较，具体结果详见表３。表３中“有效［ｎ（％）］”，指治疗后有效
人数和有效率。如腰膝酸软症状，治疗组中，２７（１００）ａ，结合总
例数２９人，患病例数２７人，那么此处“有效”指经过治疗后，治
疗组２７例患者全都有效，有效率１０００％；对照组３（１０３），指
经过治疗后，对照组 ２９例患者中只有 ３例有效，有效率为
１０３％。
２４　不良反应观察

治疗组患者治疗过程中未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患者服药

期间出现１例大便溏薄症状加重情况。该例患者系脾肾两虚证
候，治疗前已有伴随症状（大便溏薄），经过详细询问，患者系治

疗期间未能充分休息所致，嘱患者合理起居充分休息，未经特殊

处理自行缓解。停药１周后未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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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激素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Ｚ值 Ｐ值

Ｅ２ 治疗组 ２９ ５２９５±８１４ ２８４５±８９４ｂｃ

对照组 ２９ ４７５８±９３７ ４０９３±９７９ａ
５０２１ — ００００

Ｔ 治疗组 ２９ １１２９±３３９ ２１２０±５５０ｂ

对照组 ２９ １２４１（８８９，１２２２） １９３７（１３９８，２２６０）ａ
— ０２５９５ ０９１３８

ＬＨ 治疗组 ２９ ４１３（３１２，５３２） １１９６（６３９，１６４６）ｂｃ

对照组 ２９ ３２１（２６０，４３９） ５３８（３８６，９３０）ａ
—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３２

ＦＳＨ 治疗组 ２９ ４６１（３３０，７３３） １４５９（８１９，１８８８）ｂｃ

对照组 ２９ ５０２（２９４，５７９） ６０１（４２１，９３１）ａ
—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６

ＰＲＬ 治疗组 ２９ ６９３（５３５，９３８） ６６５（５３０，９３５）

对照组 ２９ ６８４（５０９，８４６） ６０８（５２４，７５７）
— ０１８６２ ００４５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对照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治疗组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治疗后治疗组与对照组比
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后效果比较 ［ｎ（％）］

症状 组别 总例数 患病 有效 χ２值 Ｐ值

腰膝酸软 治疗组 ２９ ２７（９３１） ２７（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２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３（１０３）
６５３９３ ００００

头晕　　 治疗组 ２９ ２４（８２８） ２４（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２９ １６（５５２） ２（１２５）
１７６６０ ００００

耳鸣　　 治疗组 ２９ ２５（８６２） ２５（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２９ ２５（８６２） ５（２００）
４２７８０ ００００

神疲乏力 治疗组 ２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２９（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２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７（２４１）
４１５２０ ００００

食少纳呆 治疗组 ２９ ２６（８９７） ２６（１０００）ａ

对照组 ２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８（２７６）
３５３３２ ００００

大便溏薄 治疗组 ２９ ２５（８６２） ２４（９６０）ａ

对照组 ２９ ２１（７２４） ８（３８１）
７５１９ ００２３

舌脉 治疗组 ２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２７（９３１）ａ

对照组 ２９ ２９（１０００） １５（５１７）　
４７０６ ００３０

　　注：标有“ａ”表示，与对照组比较，腰膝酸软等症状例数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００００，Ｐ＜００１；舌脉证候例数Ｆｉｓｈｅｒ′ｓｅｘａｃｔ＝０００１，Ｐ＜００１

#

　讨论
临床研究发现，患有高雌二醇增高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患

者，往往表现为脾肾两虚型证候，因此本课题选择了符合西医

诊断且具有脾肾两虚型证候者进行研究。本研究结果表明，治

疗组患者能够显著改善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神疲乏力、食少纳

呆、大便溏薄等症状，显著提高 ＩＩＥＦ５评分，且优于对照组。两
组患者治疗后均能够降低血清雌二醇（Ｅ２）含量，且治疗组明显
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后均能够提高血清睾酮（Ｔ）水平，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治疗后均能够提高促性腺激素

ＦＳＨ和ＬＨ含量，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血清泌乳素（ＰＲＬ）含量未见明显变化。本研究的缺点是病例数
不多。原本治疗组和对照组各选择３５例患者，符合大样本要
求，但因研究过程中，两组各有６例病例失落导致样本数量减

少。由于本研究中，中医症状（脾肾两虚证）所采集病例中频数

较小，且有频数为０的情况（指无效、有效、显效、治愈对应的病
例数），根据χ２检验中，如果有理论频数Ｔ＜１，或ｎ＜４０，应当采
用Ｆｉｓｈｅｒ′ｓ检验。因此，在符合该情况的例数统计中，采用了
Ｆｉｓｈｅｒ′ｓ检验。
　　长期以来，关于雌激素对勃起功能影响的研究较少，且现有
的结果尚存在争议。有关学者曾经在２３０例患者的双向实验研
究中发现，睾酮／雌二醇对 ＥＤ及性欲低下没有关联性，且没有
必要测量Ｅ２

［８］。在第四届国际性医学讨论会上，还有专家提出

双氢睾酮（ｄｉｈｙｄｒｏ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ＨＴ）和雌激素对男性性欲的调
节起着次要作用（２Ｂ级），不建议对主诉为性欲减退的男性进
行ＤＨＴ和雌二醇（Ｅ２）评估

［９］。目前认为，Ｅ２影响 Ｔ平衡的可
能性以及Ｅ２在勃起功能障碍中的作用尚未完全明确。国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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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专家认为，影响男性老化的内分泌因素包括：睾酮降低、雄

激素雌二醇的生理性失衡，以及 Ｅ２Ｔ比率的改变等。此前研
究已经证实，男性阴茎的勃起主要依赖５α还原酶将雄激素转
化成活性更强的双氢睾酮（ＤＨＴ）来发挥效应，而雌激素可以抑
制该酶的作用，从而降低了体内的 ＤＨＴ，因此有关专家认为高
水平的雌激素与勃起功能障碍的发生关系密切［１０］。还有研究

者通过动物实验得出了与之相似的结论［１１］：在利用高脂饮食诱

导的代谢综合征动物模型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了高雌二醇

（Ｅ２）和低Ｔ水平的相关性，并指出Ｅ２是可以作为诱发阴茎勃起
功能障碍的独立危险因素，这与之前公认的低 Ｔ诱发 ＥＤ的经
典结论不同。ＳｒｉｌａｔｈａＢ等［１２］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尽管低睾

酮水平总是和性欲低下和勃起功能障碍一同出现，但若同时伴

随高雌二醇水平的话，这或可是造成 ＥＤ和／或延续 ＥＤ时间的
原因。ＡｈｍｅｄＩＥｌＳａｋｋａ［１３］的研究也发现类似的结果，并且发
现低睾酮伴随高雌二醇水平会比单独低睾酮的情形损伤更为

严重。ＫａｔａｏｋａＴ等［１４］的动物研究实验表明，大鼠在高雌激素

水平环境下，睾酮治疗并不能改善雌激素水平过高引起的 ＥＤ。
雌二醇具有与睾酮相反的作用，因此男性睾酮降低会影响生理

平衡。其结果就是，高水平的雌二醇具有强力的促性腺激素抑

制作用，可能导致老年男性继发性性腺机能减退。

关于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来曲唑治疗雌激素增高所致

的ＥＤ案例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结果。在最近的一项纳入了
３０例患有雌二醇增高所致 ＥＤ患者的临床试验研究中，应用常
规计量来曲唑治疗１～３个月后，通过评估ＩＩＥＦ评分、性激素水
平、精液分析等指标来记录结果，发现患者经过治疗后，其性激

素水平、阴茎勃起功能、精液质量等指标均得到满意改善［１５］。

还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应用来曲唑可以使 Ｅ２水平降低，同时

也可以改善勃起功能，性生活质量也能够得以提高［１６１７］。然

而，同样的治疗方法却有不同的结果。尽管患者口服来曲唑会

提高治疗后的血清Ｔ水平，但对患者的性功能（勃起功能）似乎
并没有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１８］。目前已知应用阿那曲唑（第三

代芳香化酶抑制剂）虽然能够提高生物药效应，使总睾酮增高、

雌二醇降低，却没有同时提高 ＩＩＥＦ评分，这表明其他共存因素
的重要性［１９］。茅江峰等［２０］凭借多年男科临床的用药体会，认

为在性欲和勃起功能两方面，芳香酶抑制剂并没有明确的治疗

作用。一些ＥＤ患者合并性欲减退和性高潮障碍，单味和中药
复方均可以改善勃起功能、性欲和性高潮，同时中药能够通过

调理脏腑功能，来保护与勃起相关的血管和海绵体平滑肌，从

而延缓甚至避免勃起功能恶化［２１］。吴秀全等［２２］用仙芪方治疗

肾脾两虚型ＥＤ，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抗疲劳，改善微循环，
又具有激素样作用。以上研究说明，要改善勃起功能甚至提高

整体机能，仅仅从激素水平上调整是不够的。芳香化酶抑制剂

虽然可以降低Ｅ２，但并未有效改善患者性欲和勃起功能，甚至
有患者用药后表现更差。

前期的临床研究发现，高雌二醇性 ＥＤ患者通常表现为腰
腹冷痛，久泻久痢，畏冷肢凉，纳差食少，面色淡白，性欲淡漠，大

便溏薄，小便清长，舌淡胖或有齿痕，苔薄白，脉沉弱等临床症

状，可以归为脾肾两虚证范畴。本研究采用加味海龙黄精饮，方

中主药海龙，咸、温，归肝、肾经，具有补肾壮阳的效用。《本草

纲目拾遗》曾载“海龙功同海马而力倍之”；黄精补脾，脾为后天

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精血同源，补脾即能“补虚填精”（《滇南

本草》）。党参补脾益气，黄芪“补丈夫虚损、五劳羸瘦”（《别

录》）；白术“益气，补中补阳”（《珍珠囊》）；炙甘草补益虚损，共

促气血生化有源；当归养血和血、滋阴；酸枣仁、龙眼肉养心安

神；木香温中行气，理气醒脾，使补而不滞；诸药合用共奏补肾健

脾、养心安神之功。本研究从整体角度出发，在辨证分型的基础

上标本兼治，以恢复性功能，调节整体状态，既能够降低雌二醇

水平、提高睾酮水平，又能够改善患者性欲。

降低雌二醇水平，提高睾酮水平，芳香化酶抑制剂能够做

到，而提高性欲则是治疗瓶颈。本研究主要药物海龙是一个神

奇药物。《纲目拾遗》有记载：“海龙功倍海马，催生尤捷效。”催

生即催产之意，此意指海龙具有促进妇女生产的功用。催产素

（ｏｘｙｔｏｃｉｎ，ＯＴ）是一种经由下丘脑垂体系统控制合成的、由９个
氨基酸构成的神经肽［２３］，在分娩时会大量分泌，具有止痛或镇

定的作用［２４］；同时，ＯＴ与情感紧密相关，如信任、慷慨、依恋、爱
等；当我们心情开朗舒畅的时候，心脏会分泌ＯＴ，使我们得以放
松、舒缓压力；它会影响我们的社会关系，密切人与人之间的情

感，既可以帮助不自信的人克服社交羞涩，还能够促进亲子关系

和夫妻关系等［２３］。治疗组患者在服用中药后，性欲得以明显改

善，这与海龙的作用密切相关。那么，海龙是否含有催产素，或

者是否具有促进催产素分泌的功能，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文献记

载和研究，这也是课题组需要继续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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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ｅｕｒｏ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８（７）：１

１５．

［５］　王晓峰，朱积川，邓春华，等．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２０１３

版）［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３：５７．

［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Ｍ］．北

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３：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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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ｘｕａｌ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ａｒｏｕｓａｌ／ｅｒｅｃｔｉｏｎ［Ｊ］．Ｊ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６，１３（３）：３１７



·１２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３３７．

［１０］　李贤龙．小剂量来曲唑联合他达拉非治疗雌激素过多勃起功能

障碍的临床观察［Ｄ］．南昌：南昌大学，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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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ｉｎｄｕｃｅｄ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ｔｕｄｙｉｎｔｈｅｒａｂｂｉｔ［Ｊ］．Ｊ

ＳｅｘＭｅｄ，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２８９０２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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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ｏｌａｎｄｌｏｗ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ｎ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Ｊ］．Ａ

ｓｉａｎＪＡｎｄｒｏｌ，２０１３，１５（４）：４９２４９６．

［１４］　ＫａｔａｏｋａＴ，ＨｏｔｔａＹ，ＯｈｎｏＭ，ｅｔａｌ．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ｆｏｒ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ｈｉｇｈ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ｒａｔｓ

［Ｊ］．ＩｎｔＪＩｍｐｏｔＲｅｓ，２０１３，２５（６）：２０１２０５．

［１５］　范连明．芳香化酶抑制剂（来曲唑）在治疗血清雌激素水平升高

ＥＤ中的临床疗效观察［Ｄ］．大连：大连医科大学，２０１７．

［１６］　李涛，罗晓辉，李朝彬，等．来曲唑治疗单纯雌激素升高勃起功能

障碍的疗效及对Ｅ２水平的影响［Ｊ］．临床医学研究与实践，２０１７，

２（９）：６７，１０．

［１７］　黄发荣，邓新喜，张望月．来曲唑治疗单纯雌激素升高ＥＤ患者疗

效观察［Ｊ］．中华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５，２１（９）：８５５８５７．

［１８］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ＪＭ，ＣｏｈｅｎＰＧ．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ｉｄｉ

ｏｐａｔｈｉｃ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ｃ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ｉｓｍｉｎ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Ｊ］．ＳｏｕｔｈＭｅｄＪ，２００３，９６（６）：５４４５４７．

［１９］　ＬｅｄｅｒＢＺ，ＲｏｈｒｅｒＪＬ，ＲｕｂｉｎＳ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ｍｅ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ｏｒｂｏｒｄｅｒｌｉｎｅｌｏｗｓｅｒｕｍ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

［Ｊ］．ＪＣｌｉｎ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４，８９（３）：１１７４１１８０．

［２０］　茅江峰，伍学焱．芳香化酶抑制剂在男性中的应用［Ｊ］．药品评

价，２０１６，１３（３）：２４２６．

［２１］　刘保兴，陈斌，王琦．论西地那非与中医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

优势与不足［Ｊ］．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２００４，１１

（２）：１２１４．

［２２］　吴秀全，王福，高庆和，等．仙芪方治疗肾脾两虚型勃起功能障碍

临床观察［Ｊ］．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３（４）：５７７５７９．

［２３］　刘金婷，蔡强，王若菡，等．催产素与人类社会行为［Ｊ］．心理科学

进展，２０１１，１９（１０）：１４８０１４９２．

［２４］　吴南．催产素———爱与信任的荷尔蒙［Ｊ］．科技导报，２０１５，３３

（７）：１２５１２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１２３）

【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自筹经费科研课题（Ｚ２０１６８１８）
△【通讯作者】王权胜，Ｅｍａｉｌ：４１５８１１６００＠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８．０３４ ·中医性学·

抑精洗剂外洗结合穴位按摩治疗早泄的疗效观察
胡恩宜１　陆中荣１　王仁丽１　罗彩娇１　丁起武１　罗斌１　殷绪胜１　李春龙１

胡志敏１　王权胜２△

１钦州市中医医院男科，广西 钦州，５３５０９９
２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男科，南宁，５３００２３

【摘要】　目的　观察抑精洗剂外洗结合穴位按摩治疗早泄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钦州市中医医院男性科门诊诊治的１２０例早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６０例。观察组给予抑精洗剂外洗结合穴位按摩治疗，对照组给予口服达泊西丁片。结果　观察组患
者治疗前后ＣＩＳＦＰＥ评分及 ＩＥＬＴ评分及总体疗效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抑精洗剂外洗结合穴位按摩治疗早泄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推进一步研究及推广应用。

【关键词】　抑精洗剂；穴位按摩；临床疗效

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ｅｒｍｉｃｉｄａｌｌ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Ｕ
Ｅｎｙｉ１，ＬＵＺｈｏｎｇｒｏｎｇ１，ＷＡＮＧＲｅｎｌｉ１，ＬＵＯＣａｉｊｉａｏ１，ＤＩＮＧＱｉｗｕ１，ＬＵＯＢｉｎ１，ＹＩＮＸｕｓｈｅｎｇ１，ＬＩＣｈｕｎｌｏｎｇ１，ＨＵ
Ｚｈｉｍｉｎ１，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ｓｈｅｎｇ２△．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Ｑｉｎｚｈ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Ｑｉｎｚｈｏｕ５３５０００，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Ａｎｄｒｏｌｏｇｙ，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
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Ｎａｎｎｉｎｇ５３５０９９，Ｇｕａｎｇｘ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ｅｔｈ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ｅｒｍｉｃｉｄａｌｌ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２０Ｐ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Ｑｉｎｚｈｏｕ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６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ｐｅｒｍｉｃｉｄａｌｌ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ｈ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１２５　　·

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ｏｒ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ｐｈｅｎａｃｅｔｉｎｔａｂｌｅ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ＣＩＳＦＰＥｓｃｏｒｅｂｅｆｏｒｅａｎｄ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ＩＥＬＴ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ｐｅｒｍｉｃｉｄａｌｌｏ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ａ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ｉｓｏｆｒｅｍａｒｋａ
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ｒｍｉｃｉｄａｌｌｏｔｉｏｎ；Ａｃｕ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ｕ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Ａ

　　早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ｅｊａ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是男性最常见的射精功
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和性伴侣的生质量，也常引起家庭不和

谐和夫妻关系紧张［１］。研究认为 ＰＥ的患病率为 ２０％ ～
３０％［２］。中医认为精之藏泄，虽制于肾，但与心、肝关系密切，

脏虚不固是早泄的主要病机，邪扰精关是基本特点，治疗原则

是补虚固涩、驱邪固精［３］。钦州市中医医院运用抑精洗剂外洗

结合穴位按摩治疗６０例早泄患者（观察组），与对照组（达泊西
丁组）常规治疗进行对比，发现观察组的总疗效及 ＣＩＳＦＰＥ评分
优于对照组。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钦州市中医医院男性病
门诊诊治的１２０例早泄患者作为观察对象。中医纳入与排除标
准：①早泄，病理属肾精亏虚型；②排除湿热下注、七情劳损、心
脾两虚等证型；③排除其他生殖器畸形。西医纳入与排除标准：
①早泄；②排除前列腺炎、肾盂肾炎、膀胱炎、尿道炎等生殖器炎
症；③排除全身性疾病如：肝炎、脊柱疾病、肿瘤、血液性疾病等；
④年龄范围２０岁～５０岁；⑤病程１到１０年；⑥ＰＨＱ９评分４分
以下，ＧＡＤ７评分４分以下。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中药抑精洗剂（千斤拔 ２０ｇ、金樱子 ２０ｇ、五倍子
２０ｇ、苍术１０ｇ、细辛２ｇ、丁香２ｇ、肉苁蓉５ｇ、锁阳１０ｇ、吴茱萸２ｇ、
肉桂２ｇ、阳起石 １０ｇ），水煮 ６０分钟后，待水温下降到 ３５℃ ～
４０℃，将阴茎泡入药水，用小纱布轻柔龟头及冠状沟约３０分钟，
最后用纱布浸药水按摩前列腺穴及会阴穴３０分钟。每天坚持
２次，１个月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１个疗程，每周性生活１次 ～２
次。对照组：对照组给予口服达泊西丁片，按需服用，于每次性

生活前两小时服用，每周性生活１次～２次，１个月为１个疗程，
共治疗１个疗程。
１３　评估标准

根据ＣＩＳＦＰＥ评分、ＩＥＬＴ评分及总疗效分析观察结果。总
疗效判断方法：治愈、显效、好转、无效４个评级标准。治愈：评
分达到５０分以上为治愈；显效：评分达到４０分不足５０分为显

效；好转：１４分以上不足４０分为好转；无效：１３分以下为无效。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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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 ＰＨＱ９评分 ＧＡＤ７评分及年龄、病程的比较

两组患者 ＰＨＱ９评分 ＧＡＤ７评分及年龄、病程的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总体疗效对比

两组患者总体疗效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ＩＥＬＴ及ＣＩＳＦＰＥ评分情况比较

通过治疗后，观察组的潜伏射精时间明显延长，其 ＣＩＳＦＰＥ
评分显著提高，两组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者年龄、病程、ＰＨＱ９评分、ＧＡＤ７评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 病程 ＰＨＱ９评分 ＧＡＤ７评分

观察组 ６０ ３２．９０±８．５６１０．３５±３．４６１．７０±０．４６ １．６８±０．４７

对照组 ６０ ３３．７２±７．４１９．８５±３．０５１．６７±０．４８ １．７１±０．４５

ｔ值 －０．５５９ ０．８４ ０．３８９ －０．３９５

Ｐ值 　０．５７７ ０．４０２ ０．６９８ 　０．６９３

表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６０ ３ ２１ ２３ １３ ８３

对照组 ６０ １ １４ ２１ ２４ ６２

ｚ值 — — — — －２３２８

Ｐ值 — — — — ００２

表３　两组患者ＩＥＬＴ、ＣＩＳＦＰＥ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ＥＬＴ

治疗前 治疗后

ＣＩＳＦＰＥ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６０ １．７８±０．４２ａ ３．５３±０．９６ｂ ９．２８±１．９８ａ ２３．７３±６．４３ｂ

对照组 ６０ １．７７±０．４３ａ ２．７０±０．６５ｂ ９．２５±１．８７ａ １６．８３±４．５０ｂ

ｔ值 ０．２１７ ５．５６０ ０．０９５ ６．８１４

Ｐ值 ０．８２９ ０．００ ０．９２５ 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两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两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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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早泄在性活跃期的成年男性发生率很高，其病因复杂，病

机尚未十分明确。现代医学认为早泄的原因主要分为器质性

和心理性两大部分，其中心理性占了很大一部分［４６］。中医学

对ＰＥ早有论述，先后称之为“臻疾”［７］。“鸡精”“泄精”［８］。历
代医家认为肾之开合之权，与心肝肾相关，以虚为本，多责之于

肾，早期多为实证，后期以虚为主。《医心方》较早记载治疗早

泄的一些行为方法及性技巧，对后世治疗早泄有一定指引。中

药外洗文献记载及近年的文献报道常用的有五倍子、细辛、丁

香等，方法大多是做成酊剂外涂或水煮外洗治疗早泄［９］。现代

医学中称为“透皮吸收”理论，即药物应用于皮肤体表，通过水

合作用、表面活性剂作用、汗腺通道、角质层转运和表皮深层转

运等途径被机体吸收，发挥治疗作用［１０］。行为治疗也是运用较

多的治疗手段，最常用的是“动停法”（ｓｔｏｐｓｔａｒｔ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和
“挤压法”（ｓｑｕｅｅｚ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１１１２］。目前西医治疗早泄的口

服药主要运用ＳＳＲＩ（抗抑郁药），达泊西汀是目前唯一获得批准
治疗ＰＥ适应证的药物，成为 ＳＳＲＩ按需治疗的一线推荐药
物［１３１４］。

钦州市中医医院运用抑精洗剂（千斤拔、金樱子、五倍子、

苍术、细辛、丁香、肉苁蓉、锁阳、吴茱萸、肉桂、阳起石）结合手

法穴位按摩，全方中以五倍子、千斤拔、金樱子为君，意为涉精补

肾、强精固脱，肉苁蓉、锁阳、吴茱萸、肉桂、阳起石温阳补肾、疏

通经脉为臣，细辛温经通阳为佐，苍术、丁香芳香走络为使。千

斤拔是西南少数民族常用的民间民族药物［１５］，现代药理学研究

表明千斤拔在热板法实验中，千斤拔能显著提高小鼠痛阈，其

作用效果与吗啡类似，提示其具有明显的镇痛作用［１６］；中药五

倍子的主要成分为五倍子鞣质、没食子酸、脂肪、树脂、蜡质及淀

粉等，形成保护膜而呈收敛作用［１７］；自拟抑精洗剂煮成药液后

形成半胶状液，湿敷龟头及阴茎，药液在局部形成一层较为黏

稠的胶状膜，能降低龟头及阴茎的敏感度，结合较大强度的局

部按摩，更有效地刺激阴茎的勃起兴奋放松的交替，有节律地
按摩，提高射精阈，延长射精潜伏时间，并对前列腺穴及会阴穴

进行按摩，使肝经气血通畅，宗筋血运流畅，肾气充，涩精力强，

固能延长射精潜伏时间。通过对６０例早泄患者的临床观察，对
比对照组的常规用药治疗，观察组的 ＣＩＳＦＰＥ及 ＩＥＬＴ评分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无不良反应。其优点
是操作简单易行，可以较长疗程使用，能更好地巩固疗效。在配

偶协助治疗时疗效更佳，同时可以融合夫妻情感，提高依从性

高的特点。对照组按需服用达泊西丁，虽然可以有效地延长射

精时间，但是口服用药的副作用明显降低患者的耐受性和依从

性，因其不能长期服用的弱点也很难获得比较稳固的长期疗

效。

通过对抑精洗剂的外洗结合，按摩手法的临床观察，两组

对比说明自拟抑精洗剂的外洗结合按摩手法对早泄的治疗疗

效明显优于单纯的传统的药物口服治疗，值得进一步研究及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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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８．

［１５］　吴征．新华本草纲要［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３

３４．

［１６］　陈一，李开双，黄凤娇．千斤拔的镇痛和抗炎作用［Ｊ］．广西医学，

１９９３，１５（２）：７７７９．

［１７］　敖杰．黄柏黄芩与五倍子配伍外用治疗急性湿疹的效果分析

［Ｊ］．中国医药科学，２０１３，１（３）：３０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５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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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虎教授治疗男性不育症经验总结
邓宇飞１　翁治委２　周少虎２△

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临床专业２０１６级，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２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摘要】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周少虎教授长期从事不育症的研究，认为肾虚血瘀是男性不
育的重要病机，临症时常以补肾活血法治疗男性不育，兼顾健脾益气、振奋心阳、滋阴润肺、疏肝解郁；将精

液异常分为：精少、精寒、精热、精瘀、精浊，强调辩精论治，疗效满意。

【关键词】　周少虎；男性不育；治疗；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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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育龄夫妇婚后同居１年以上，性生活正
常而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由男方原因造成女方不孕者，称为

男性不育症［１］。大量研究表明男性精液质量在不断下降，男性

不育症发病率有逐年升高趋势［２４］。据 ＷＨＯ统计，发达国家
５％～８％育龄夫妻存在生育问题，发展中国家可高达３０％［５］。

１５％夫妇结婚后１年内不能生育，其中由于男性因素导致的不
育症约为５０％［１］。２０１２年版ＥＡＵ男性不育症指南中特发性不
育症约占３０％［６］，针对特发性不育症，西药有效性的循证医学

证据仍有限［７］。不育症不仅影响夫妻婚姻质量和生活质量，还

带来诸多家庭及社会问题［８］。

周少虎教授从事男科临床工作３０余年，学验俱丰。笔者有
幸跟随导师出诊，获益匪浅。

!

　肾虚血瘀是男性不育的重要病机
男性不育症归属于中医“无子”，“求嗣”的范畴，《素问·上

古天真论》云：“二八肾气盛，天癸至……阴阳和，故能有子”［９］，

对男性生长发育生理过程作了阐述，提出了肾主生殖理论。

《诸病源候论》亦云：“虚劳肾气虚弱，故精少无子也”，肾藏精，

主生殖，为先天之本。肾精不足，肾气亏虚，则精少不育，肾虚症

是不育症的重要病因之一，补肾法是男性不育的治疗大法。现

代研究亦表明补肾中药可以修复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受损的结

构并恢复其功能［１０］。

临床上肾虚证患者常兼见血瘀证表现，肾虚易瘀，肾虚多

瘀，二者常互为因果。肾阳虚，易致寒凝血瘀；肾阴虚，煎灼津

液，血行不畅，易致阴虚血瘀；血瘀则五脏六腑失去血之濡养，新

血不生，不能化精，久之累及肾脏，导致肾虚。且男性不育症多

病程较久，久病必瘀，久病及肾。周少虎教授提出男科病从瘀论

治［１１］，认为肾虚血瘀是男性不育症的重要病机，自拟益肾活血

方：丹参１５ｇ，枸杞１５ｇ，五味子１５ｇ，酒黄精２０ｇ，三七粉３ｇ（冲
服），淫羊藿１５ｇ，杜仲１５ｇ，车前子１５ｇ，黄芪１５ｇ，当归１０ｇ，菟丝
子１５ｇ，覆盆子１０ｇ。方中菟丝子、淫羊藿、杜仲温肾益精，覆盆
子、五味子、枸杞补肾固精，配伍黄精养阴益肾，黄芪健脾补气，

气行则血行；当归、丹参、三七养血活血通络，车前子泄肾浊。此

方临床可化裁灵活应用。

"

　辩精论治
周少虎教授基于古人对于不育症的认识，在整体辩证论治

基础上，结合精液分析检查结果，注重精液辩证，提出辩精论治，

下面从精寒、精热、精少、精瘀、精浊５个方面加以阐述。
２１　精少

此证多由肾精不足所致。先天禀赋不足，后天失养，或大病

之后，久病及肾，纵欲过度，最终导致肾精匮乏。肾精不足，肾气

虚衰，天癸不能按时而至，任冲脉虚，则生精匮乏。临床症见：腰

膝酸软，性欲低下，耳鸣耳聋，齿松发脱，精神恍惚，神情呆顿，精

液稀少，甚者点滴，舌淡，脉弱。临床可见少精子症、弱精子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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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精子症、无精子症等。

精少者添其精，治疗当补肾填精，可予益肾活血方，加补肾

益精之品，如何首乌、山茱萸、熟地黄、山药、桑椹子、沙苑子、女

贞子、肉苁蓉。《素问· 阴阳应象大论》云：“精不足者，补之以

味”，草木之品难以奏效者，可加用动物药，如生牡蛎、雄蚕蛾、

紫河车、蛤蚧、阿胶、鱼鳔等血肉有情之品，必要时可用龟角胶、

鹿角胶以补肾通督、调理冲任。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傅青主女科》云：“脾为后

天，肾为先天；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补肾

而不补脾，则肾之精何以遂生也”，肾藏先天之精，饮食水谷经

脾胃化生为后天之精，先天之精在后天之精的资助下逐渐充

盛，化生生殖之精，以繁衍生育。脾胃虚弱，后天之精无法充养

先天之精，亦可导致肾精亏虚。且男性不育症多缠绵难愈，常需

坚持治疗一个完整的生精周期。大病之后或肾阴阳两虚者，脾

胃虚弱，常虚不受补。因此，补肾之中应不忘补气健脾，从中焦

入手，以甘味之药调之，如四君子类（党参、茯苓、白术、甘草、砂

仁等）。待中焦斡旋作用恢复，再投以补肾填精之剂，常获得满

意疗效。

２２　精寒
该症多由肾阳亏虚所致。多因久居阴寒之地，苦寒伤脾败

胃，或嗜食生冷，伤及阳气；素体阳虚，久病及肾所致。肾阳虚

衰，命门无火，精虫失去肾阳的温煦、推动之力，可致生精乏力，

精虫活力低下，精虫生长发育畸形。《内经》云“阳化气”，阳虚

不能气化，则精稀如水。症见：腰膝耳鸣，畏寒肢冷，神疲乏力，

性欲下降，阳痿早泄，精液稀薄清冷，舌质淡，胖大，有齿痕，脉沉

细。表现为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

治法当温肾壮阳。临症可在益肾活血方基础上，加仙茅

１５ｇ，巴戟天１５ｇ，补骨脂１５ｇ，肉桂４ｇ（后下）。周师治疗此证，常
加肉桂，《本草从新》谓其：“气厚纯阳，入肝肾血火。补命门相

火之不足”［１２］。肉桂，入心、肝、肾经，亦可振奋心阳，鼓舞气血。

盖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唐容川《血证论》云：“心为

火脏，烛照万物”，心君犹如红日，离照当空，阴霾自散。心火为

君火，肾火为相火，心火旺，相火亦盛。若兼见完谷不化，大便溏

泄，脾肾阳虚之症，加益智仁，肉豆蔻；小腹、阴囊拘急牵扯疼痛

者，肝寒也，加用吴茱萸１０ｇ，小茴香１５ｇ，川楝子１５ｇ。
２３　精热

该症多由肾阴亏虚所致。长期熬夜、房劳、劳心过度、过服

温燥之品，阴精亏耗引起。热邪煎熬精液，精液黏稠，导致精液

不液化，精子活力下降；阴成形，肾阴虚，则精虫失于濡养，生精

乏源。症见：腰膝酸软，性欲亢进，颧红盗汗，口燥咽干，失眠多

梦，心悸，精液质稠，量多或少，色可偏黄，甚则掺有血丝，舌质

红，少苔，脉弦细。可导致少精、畸形精子症等。

治疗当滋肾养阴，可以六味地黄丸合二至丸加黄精、生地

黄、玄参、石斛、麦冬、天冬、北沙参，加用养阴润肺之品，实为金

水相生之意。肺阴充足，母脏充养子脏，则肾水不虚。若兼见心

烦失眠、心悸多梦，遗精等心肾不交之症，加以黄连 ８ｇ，远志
１５ｇ，肉桂２ｇ，以清心火，交通心肾，收摄浮阳。君火以明，相火
以位。心神清明，相火自然潜藏守位；肾水充足，涵养相火，相火

潜藏而不上僭。热邪易燔灼精液，临症加少许当归、鸡血藤，可

防止热灼精瘀。

２４　精瘀
精出不畅，瘀滞精道也。“精瘀”之名首见于叶天士《临证

指南医案》，载曰：“精淤者，当先理其离宫腐浊，继与补肾之

治”［１３］。本病长因忍精不射、房劳过度、情志内伤、外伤、精索静

脉曲张等引起精窍瘀阻，精失血之濡养，精虫生长乏源、变形。

症见：小腹、阴囊、会阴区坠胀疼痛，射精痛，小便淋漓涩痛、余沥

不尽，精液呈团块状，不易液化，舌质暗红或有瘀斑、瘀点，脉弦

涩。可见精液不液化、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以及死

精子症。

治疗当活血化瘀通络。可先予桃红四物汤、血府逐瘀汤、大

黄蛰虫丸化瘀通窍，再进以益肾活血方。肝经循行绕阴器，朱震

亨在《格致余论》云：“主闭藏者肾也，司疏泄者肝也”，肝主疏

泄，肝藏血，体阴而用阳，肝气调达，则气血津液输布正常，男子

可正常排精。因此，精瘀的发病与肝郁气滞密切相关，临症加用

疏肝之品，如柴胡、郁金、刺蒺藜、青皮。

合并精索静脉曲张者，周教授常以川牛膝配升麻。川牛膝，

善于活血通经，引血下行，可引诸药直达病所；升麻可升举阳气，

补中益气，二药合用一升一降，有利于瘀滞之消退。轻度精索静

脉曲张，可加用益母草、泽兰、路路通、王不留行、当归、川芎、鸡

血藤、地龙；中重度可选用姜黄、三棱、莪术、水蛭、蜈蚣等破血化

瘀通络之药。

２５　精浊
乃湿热夹于精中，需与中医之“精浊”病名相区别。素体脾

胃虚弱，嗜食肥甘厚味、烟酒、辛辣食物，或性事不节，沾染邪毒

等引起。湿热下注精室，闭阻气机，精络不利，精虫失养；湿热煎

灼精室，灼伤精道及生殖之精。症见：胸闷脘痞，尿浊，阴囊湿

痒，口苦口干，胁肋不适，大便干结或粘滞不爽，小便短黄，涩痛，

精液浓稠难化，舌苔黄腻，脉弦。表现为弱精子症、畸形精子症、

死精子症、精液不液化。

治以清热利湿，养阴生精。湿热壅盛，大便干结者，先予龙

胆泻肝汤荡涤湿热，急下存阴；苦寒之药败胃伤脾，大便得通后，

中病即止；继予自拟清精煎：虎杖１５ｇ，薏苡仁３０ｇ，土茯苓１５ｇ，
萆１５ｇ，秦皮１０ｇ，蒲公英１５ｇ，石斛１５ｇ，麦冬１５ｇ，女贞子１５ｇ，
墨旱莲１５，枸杞子１５ｇ，砂仁３ｇ，赤芍１５ｇ；兼瘀滞者，加酒大黄、
丹参、牛膝；湿重者，加丝瓜络３０ｇ，木瓜２０ｇ。检查精液不液化
者，周师善用天花粉１５ｇ，以开郁结，降痰火；死精、畸形精子症
者，加土茯苓解毒除湿。

#

　案例举隅
患者，男，３７岁，某机场工作人员，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０日因“未

避孕未育１年”于北京宣武医院就诊，先后２次行精液分析检
查：镜下未见精子。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８日于北京协和医院就诊，
查精液分析：浓度 １９８百万／ｍｌ，ａ级１０７％，ｂ级３０％，抑制素
Ｂ：１５２９ｐｇ／ｍｌ（８０ｐｇ／ｍｌ～３５０ｐｇ／ｍｌ），性激素五项、Ｙ染色体微
缺失、外周血染色体核型检查未见异常。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７日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行睾丸活检：右睾丸曲细精管生精细胞轻度

减少，可见少量精子，先后行２次二代试管（ＩＣＳＩ）未成功。２０１８
年３月 ２２日复查精液分析：浓度 １１５百万／ｍｌ，ａ级 ０，ｄ级
１００％，精子ＤＮＡ碎片率（ＤＦＩ）６０９％，后多次于北京大学第三
医院就诊，治疗效果不理想。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７日因不育症至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男科门诊就诊，症见：劳累后腰膝酸软，神疲乏力，性欲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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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差，大便软，小便正常，舌淡暗，苔薄白略腻，脉沉缓。查体：

毛发浓密，阴毛、阴茎发育正常，双侧睾丸１５ｍｌ左右，质地韧，且
富有弹性，双侧精索静脉、双侧输精管、附睾未触及明显异常；既

往手淫史，否认睾丸炎、附睾炎、腮腺炎。

中医诊断：精少肾精不足证，治法：补肾填精，方药：丹参
１５ｇ，枸杞１５ｇ，五味子１５ｇ，酒黄精２０ｇ，三七粉３ｇ（冲服），淫羊
藿１５ｇ，杜仲１５ｇ，黄芪１５ｇ，当归１０ｇ，菟丝子１５ｇ，熟地黄１５ｇ，沙
苑子１５ｇ，桑椹子１５ｇ，山茱萸１５ｇ，山药１５ｇ，土茯苓３０ｇ。共２８
剂，日一剂，早晚温服。瞩多食用新鲜蔬菜、谷物、种仁（南瓜

子、芝麻、核桃）、鱼鳔、海参、雪蛤膏等粘滑之品，避免酗酒、熬

夜。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１日二诊，患者诉腰膝酸软改善，食欲好转，
效不更方，２８剂。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６日患者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复查精液分析：浓度 ２３０百万／ｍｌ，ａ级 １８％，ｂ级 ７３％，治疗
有效，守原方。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行阴囊Ｂ超示：双侧精索静脉曲张
（轻度）。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７日复诊，诉女方９月份自然妊娠１次，后孕
５周余生化妊娠。患者无明显不适，舌淡红，苔薄白，脉沉。考
虑到患者轻度精索静脉曲张，前方基础上加牛膝、升麻，去丹参，

继续治疗２个月。２０１９年１月８日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查精液
分析：精子浓度 ３２３０百万／ｍｌ，ａ级 １５２８％，ｂ级 ４８０％，正常
精子形态 ２６７％。

按：本例隐匿精子症病情特殊，患者第二性征发育正常，性

激素五项、睾丸体积、抑制素 Ｂ未见明显异常，辩精为肾精不
足，以补肾填精为大法，兼健脾益气，活血化瘀，治疗２个生精周
期，精子浓度恢复正常。周教授主张临症时应结合现代医学检

查手段，综合分析，判断预后，睾丸储备功能Ⅲ级以上的患
者［１４］，可尝试药物治疗。

肾虚血瘀是男性不育的重要病机，补肾活血法是男性不育

的重要治法，现代研究亦表明补肾活血法疗效优于其他疗

法［１５］。五脏相关，临床除重视补肾活血外，还用重视脾、心、肺、

肝与肾之间生理、病理联系，兼顾健脾益气、振奋心阳、滋阴润

肺、疏肝解郁。五脏功能协调，肾可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肾

精充盈，则易有子。辩精论治是中医男科四诊的延伸，临床上多

种精病可同时发病，需综合分析。

总之，中医药在治疗男性不育症方面疗效确切，但作用机

制尚未完全阐明，需要未来进一步科学实验研究去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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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的临床诊断与治疗
安月娥１　郑梅玲２　张玢玢３

１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妇产科，太原 ０３００００
２山西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优生遗传室，太原 ０３００００
３晋中婴泰妇产医院妇产科，山西 晋中 ０３０６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的临床诊断及治疗的方法和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３年７月
至２０１５年７月晋中婴泰妇产医院妇产科诊治的５０例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临床治疗



·１３０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８月　第２８卷第８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８

方式的不同（诊断方式相同），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式）和对照组（单纯采用西医治

疗方式），每组２５例患者。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患者对临床治疗工作
（包括诊断）的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２５例患者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９２０％）明显优于对照组２５例患
者的临床疗效（总有效率为 ７２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４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６８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对
临床治疗工作（包括诊断）的总满意率（８４０％）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对临床治疗工作（包括诊断）的总满意
率（６８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西医手术治疗 ＋中药熏洗方坐浴治疗外阴上
皮内瘤样病变，疗效显著且比较安全（并发症发生率低），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外阴上皮内瘤样

病变临床诊治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临床诊断；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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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多发于绝经后妇女，是一种常见的女
性生殖器官肿瘤。有关研究报道，神经性皮皮炎、女性阴道慢性

炎症、病毒感染等是该病的主要病因，但至今尚不明确［１］。近

年来，该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必须加以重视。中医认为，外

阴上皮内瘤样病变与肝、脾、肾失调有关［２］。因此，本研究以外

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的临床资料为对象，探究其临床诊断及

治疗的方法和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７月晋中婴泰妇产医院妇产科
诊治的５０例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治
疗方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２５例患者。观察组患者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增加中医治疗（采取中药熏洗方坐浴治

疗），对照组患者采用手术治疗。观察组２５例患者年龄范围５２
岁～７９岁，年龄（６３２±２３）岁。对照组２５例患者年龄范围５１
岁～７７岁，年龄（６３８±２６）岁。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次调查研究的所

有对象均无严重糖尿病、无心脑血管疾病等。

１２　诊断治疗方法
大多数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无明显的临床症状，一般

表现为外阴皮损、外阴富有瘙痒灼痛感、外阴溃疡或者出现斑点

等；同时，也可能伴随阴道分泌物增多、接触性阴道出血等。因

此，该病的临床诊断需要对患者的局部病灶进行活检病理检查，

对所有的病变可疑部位进行多点活检，并且要保证取材的深度，

可以利用阴道镜更加准确地定位取材，全面提高病理诊断效率。

观察组患者治疗方法：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中药熏

洗方坐浴治疗。重要熏洗方坐浴治疗的配方为：补骨脂６０ｇ；丹
参和当归各２０ｇ；苦参、艾叶、野菊花各１５ｇ；虎杖１２ｇ；淫羊藿、苍
术、白矾、防风各１０ｇ。将所有的中草药融合加水浸泡３０分钟，
并将其煮沸１５分钟，待温度降下后，患者坐浴２０分钟，每天使
用１剂。

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单纯采用西医手术治疗，其具体做法

为：根据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患者病灶的局限，可以适当缩小切

除范围，加深局部切除深度，在距离病灶少５ｍｍ处，以皮肤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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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除标本性的病灶，并且将切片冰冻。若发现患者的病灶边缘

存在不典型的增生性质的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则需要进一步

扩大切除范围；若发现患者的病灶比较分散或者病灶处于相对

不易被切除的部位，则可以选用冷冻、激光治疗。不过，这样的

局限性（缺点）在于：治疗后，可能存在坏死溃疡，使得伤口愈合

的比较缓慢。近年来，西医手术治疗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多采

用多中心病灶切除，若患者切除部位比较广时，需要做厚片植

皮（选取臀部或大腿内侧与切除部位大小一致的皮肤）。

１３　疗效判定
将参与本研究的５０例患者的临床治疗效果分为痊愈、显效

和无效３个等级。痊愈：病灶彻底清除，恢复正常生活水平，无
并发症；有效：病灶基本清除，但是仍然有部分残存，生活质量有

所改善，无严重并发症；无效：病灶无法清除，甚至有蔓延趋势，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临床总有效率（９２０％）明显优于对照组患

者的临床总有效率（７２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２５ ６（２４０） １７（６８０） ２（８０） ２３（９２０）

对照组 ２５ ３（１２０） １５（６００） ７（２８０） １８（７２０）

χ２值 ３５２６ ２７１５ ５８２７ ７５５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４００％）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６８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情况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对临床治疗（包括诊断）的总满意率（８４０％）
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对临床治疗工作（包括诊断）的总满意率

（６８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
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感染 复发 癌症 性功能丧失 无并发症 总发生

观察组 ２５ ２（８０） ５（２００） ２（８０） １（４０） １５（６００） １０（４００）

对照组 ２５ ３（１２０） ８（３２０） ３（１２０） ３（１２０） ８（３２０） １７（６８０）

χ２值 １２９７ ３１８５ １３２６ ２５２９ ７５９３ ８９５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对临床治疗工作的满意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总满意

观察组 ２５ ７（２８０） １４（５６０） ３（１２０） １（４０） ２１（８４０）

对照组 ２５ ４（１６０） １３（５２０） ５（２００） ３（１２０） １７（６８０）

χ２值 ４５２７ １８９５ ２７１３ ２５９６ ６０２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临床研究发现［３］，当女性阴道上皮发

生不典型增生时，往往通过阴道镜可以看到其阴道上皮过度角

化或者发生角化不全，从而使得鳞形细胞增生，并且核增大深

染，核的分裂程度也会相应地增加。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初期，

染色质往往会凝集；待病情较为严重时，便会出现核浆比例失

调［４］，造成不规则的细胞膜和细胞核排列紊乱；当病变的范围

能够被肉眼看见，便转化为病情较难控制的上皮内癌，且病灶

经常为多发性的，具有一定的蔓延性［５］。在外观上，往往呈现

斑块状、丘疹状或者乳头状；在颜色上，往往呈现深褐色、白色或

者粉红色。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过程比较缓慢，可以多年无任

何变化，同时也可以转化为浸润癌［６］。

近年来，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的发生率越来越高，而且是一

种外阴癌的前期病变表现，因此，应当引起医学界的广泛关

注［７］。临床医学中，西医治疗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经常采用病

灶清除术，但是由于外阴容易感染，对患者的生殖器官会造成不

同程度的损害，而且病灶不能保证清除完全，不利于该病的痊

愈［８］。因此，在西医手术治疗的基础上，增加中药熏洗方坐浴

治疗，利用补骨脂、淫羊藿的补肾助阳作用，防风的祛风止痒作

用，丹参、当归、虎杖的养血活血作用，以及苍术、艾叶、苦参、野

菊花的解毒、清热利湿的作用［９］，全面提高外阴上皮内瘤样病

变的临床治疗效果。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采用中西医结

合治疗方式，即手术治疗 ＋中药熏洗方坐浴治疗）２５例患者的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９２０％（２３／２５），明显高于对照组（单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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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西医治疗，即手术治疗）２５例患者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
７２０％（１８／２５）。临床治疗后，对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进
行了调查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２５例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为
４００％（１０／２５），明显低于对照组 ２５例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
６８０％（１７／２５），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西医手术治疗 ＋中药熏
洗方坐浴治疗对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的防治具有重要功

效［１０１１］。除此之外，患者对临床治疗工作（包括临床诊断）的满

意率也能够反映临床治疗方式的有效性及其应用价值。本研

究中，观察组２５例患者对临床治疗工作的总满意率为８４０％
（２１／２５），明显高于对照组２５例患者的６８０％（１７／２５），这进一
步证实了西医手术治疗 ＋中药熏洗方坐浴治疗外阴上皮内瘤
样病变的应用价值［１２１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临床治疗后，患

者要养成保持阴道清洁、勤换内裤的好习惯，且要禁忌吃容易

过敏或者刺激性食物，戒烟戒酒，保证良好的生活习惯，且在清

洗时，要尽可能避免使用香皂或者沐浴露，降低病变复发的可

能性。

综上所述，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是女性生殖器官肿瘤的一

种形式，患者一般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多伴随阴道瘙痒、灼痛，其

临床诊断需要对患者的各个病灶进行逐一排查［１４１５］，以降低遗

漏率，而该病的临床治疗采用中西医结合方式，即西医手术治

疗＋中药熏洗方坐浴治疗，其疗效显著且比较安全（并发症发
生率低），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在外阴上皮内瘤样病

变临床诊治中进一步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吴六凤，熊煜．阴道镜下活检对产妇宫颈病变的临床意义［Ｊ］．中
国性科学，２０１４，２３（１０）：８１０．

［２］　刘燕，陈锐，毕蕙，等．阴道镜指引下多点活检在宫颈上皮内瘤样
病变诊断中的作用［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９）：３７４０．

［３］　朱巧君，彭慧平，颜剑丹，等．宫颈环形电切术对宫颈上皮内瘤变

患者阴道病原体感染率的影响观察［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
（６）：２２２４．

［４］　廖家华，孙江川．外阴上皮内瘤样病变研究进展［Ｊ］．科学咨询，
２０１８（１４）：５０５２，５７．

［５］　朱丽叶．妇科千金凝胶联用宫颈环形电切术治疗重度宫颈糜烂
及宫颈轻度不典型增生宫颈上皮内瘤样病Ⅰ疗效分析［Ｊ］．中国
实用医刊，２０１１，３９（１９）：８８８９．

［６］　ＴａｎｇＱＹ，ＨｕａｎｇＰ，ＬｉＺＹ，ｅｔａｌ．Ｂｃｌ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
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ｉａａｎｄ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Ｊ］．Ｈｅｂｅｉ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３，３５
（１４）：２１７４２１７５．

［７］　张英，唐乾坤．ＬＥＥＰ电切术治疗１９６例宫颈上皮内瘤样变患者
的疗效观察［Ｊ］．西部医学，２０１１，２３（７）：１３２６１３２７．

［８］　顾海娜．环形电切术对海岛妇女宫颈上皮内瘤变的诊治价值
［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１，２６（３１）：４９３５４９３７．

［９］　张化莲．高危型 ＨＰＶ检测在宫颈上皮内瘤变 ＬＥＥＰ术后疗效及
随访监测中的临床意义［Ｊ］．中国实用医药，２０１２，７（３３）：９７９８．

［１０］　李婕．宫颈活检与宫颈环切术后病理检查在宫颈上皮内瘤样病
变诊断中临床应用比较［Ｊ］．医学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１，２４（１５）：
１７７５１７７６．

［１１］　吴云飞，钟丽君，王霞，等．ＰＣＮＡ、ＣＤＫ４及ｐ１６ＩＮＫ４ａ在外阴上皮内
非瘤样病变中的表达及意义［Ｊ］．重庆医学，２０１４，４３（３１）：４１９３
４１９６．

［１２］　李迎春．穴位注射治疗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变［Ｊ］．中国医师杂
志，２０１５（ｚ２）：９９１００．

［１３］　李迎春．穴位注射治疗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变的临床观察［Ｊ］．
中国基层医药，２０１５，２２（２０）：３１６１３１６３．

［１４］　常江霞，董燕，冯素霞，等．聚焦超声治疗外阴上皮内非瘤样病变
疗效观察［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５，３７（１５）：２２８８２２９０．

［１５］　董石燕．胎盘注射液、肤痔清软膏局部封闭治疗外阴上皮内非瘤
样病变的临床效果观察［Ｊ］．海峡药学，２０１６，２８（６）：１６１１６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２８）

【基金项目】吉林省中医药科技项目（２０１７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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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气虚
血瘀证的临床观察
臧大伟１　王小龙１△　董晓斌１　孙海莲２　高海林１　丛芙蓉１　臧晶娇３　白晶１　刘波１

１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长春 １３００６１
２长春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长春 １３００５２
３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神经内二科，长春 １３００３３

【摘要】　目的　观察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气虚血瘀证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和妇科门诊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２４０例患者作为
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２０例患者。治疗组患者给予中药联合达英３５（炔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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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环丙孕酮片）治疗，对照组患者采用达英３５治疗，两组患者疗程均为３个月。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妊
娠情况、月经情况、卵泡数目、卵巢体积，检测治疗前后两组患者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ｅｒｏｎｅ，Ｔ）、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
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和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水平，以及两组患
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结果　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８８３％，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６４２％，两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患者卵泡数目、卵巢体积、Ｔ、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两组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气虚血瘀证效果明显，能
够有效缩小卵巢体积、减少卵泡数目，降低患者Ｔ、ＦＳＨ、ＬＨ和Ｅ２水平。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气虚血瘀证；达英３５；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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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妇科
常见的疾病，以稀发排卵或无排卵以及高雄激素血症为特征，

临床表现为月经周期不规律、不孕、多毛、痤疮等。经过临床观

察，多囊卵巢综合征以气虚血瘀证较为多见，根据中医理论，采

用大补元气、破血逐瘀组方治疗，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现将

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吉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
和妇科门诊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２４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将其随机平均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２０例患者。治
疗组１２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５岁，年龄（２８５±６５）岁；
病程范围８个月～２４个月，病程（１６±８）个月。对照组１２０例
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３岁，年龄（２７５±５５）岁；病程范围９
个月～２６个月，病程（１７５±８５）个月。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参照２００３年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与美
国生殖医学学会的鹿特丹 ＰＣＯＳ专题讨论会制定的诊断标准：
①稀发排卵和／或无排卵；②高雄激素血症的临床表现；③一侧
或双侧卵巢直径 ２～９ｍｍ的卵泡≥１２个，和／或卵巢体积≥
１０ｍｌ。④上述①～③具备任意２个或３个者，并排除其他高雄
激素病因，如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分泌雄激素的肿瘤即可诊

断为ＰＣＯＳ。
１２２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
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确定不孕症中肾气虚血瘀的

中医辨证标准；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欧阳惠卿主
编的《中医妇科学》暂拟中医诊断标准：（１）主症：①婚久不孕；
②月经周期错后，或渐至闭经；③月经量少，色紫黑或淡黯，夹有
血块；④腰膝酸痛，或腰脊疼痛。（２）次症：①头晕；②性欲低
下；③耳鸣或耳聋。舌苔脉象：舌淡紫或有瘀点瘀斑，脉沉涩。
综上所述，主症必备，次症具备１项或者以上，结合舌苔脉象，辨
证为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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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医的辨证标准和西医的诊断标准；②符

合不孕症的中医辨证标准；③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５岁；④病程范
围０５～３年；⑤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中医辨证和西医诊断标准；②伴有宫
颈炎和盆腔炎等患者；③有盆腔手术的患者；④伴有子宫畸形
或输卵管不通患者；⑤伴有心脏疾病的患者；⑥有其他神经疾
病如帕金森等患者；⑦服用对本研究有影响的药物者。
１４　治疗方法
１４１　治疗组患者　给予达英３５和补阳还五汤合抵挡汤制剂
（生黄芪１２０ｇ，赤芍６ｇ，川芎６ｇ，当归９ｇ，桃仁６ｇ，红花６ｇ，地龙
１２ｇ，酒大黄６ｇ，烫水蛭３ｇ，虻虫０５ｇ）联合治疗。每日１剂，早
晚分服，２８天为１疗程，连续治疗３个疗程。
１４２　对照组患者　采用达英３５治疗，２８天为１疗程，连续
治疗３个疗程。达英３５使用方法：每次月经出血第５日起服用
达英３５，每天１片，连续服用３周，停药１周后，重复用药。
１５　观察指标

疗效性观测：主要症状：①月经情况改变；②妊娠情况。实
验室检查指标：①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ｅｒｏｎｅ，Ｔ）；②血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
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血清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
ＦＳＨ）、ＬＨ／ＦＳＨ、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物理检查：监测排卵。Ｂ
超：卵巢体积。

１６　疗效判断标准
参照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出版、华克勤主编的《实用妇

产科学》和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出版的《中药新药临床
研究指导原则》，确定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症疗效判断标准：①
痊愈：患者症状消失，性激素 ＦＳＨ、ＬＨ、Ｔ和 ＬＨ／ＦＳＨ均为正常，
卵巢体积正常，患者怀孕。②显效：患者症状基本消失，血清
ＦＳＨ、ＬＨ、Ｔ正常或降低７０％以上，患者未怀孕。③有效：患者症

状减轻，ＬＨ／ＦＳＨ降低３０％，Ｔ降低，卵巢体积变小３０％以上，患
者未怀孕。④无效：未达到上述标准。
１７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Ｒｉｄｉｔ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治疗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８８３％，对照组患者的
总有效率为６４２％，经过 Ｒｉｄｉｔ分析，Ｒ＝０３３２，两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Ｕ＝４５０２，Ｐ＜０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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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治疗组 １２０４６（３８３）３６（３００）２４（２００）１４（１１７）１０６（８８３）

对照组 １２０２１（１７５）３３（２７５）２３（１９２）４３（３５８） ７７（６４２）

Ｕ值 — — — — ４５０２

Ｐ值 — — — —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卵泡数目和卵巢体积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卵泡数目和卵巢体积比较，其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 Ｔ、ＬＨ、ＦＳＨ、Ｅ２激素水平比较，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卵泡数目和卵巢体积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类别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卵泡数目（个） 治疗组 １２０ ３０６００±６１２３ １６１００±２２９５ １２１４６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２０ ２５７３３±５６０７ １９２３３±２６３５ ５７４６ ＜００５

卵巢体积（ｍｌ） 治疗组 １２０ １２６００±１２７６ １１５６７±０８９６ ３６３０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２０ １２４８０±１１４５ １１６５３±０９９５ ２９８５ ＜００５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血清性激素 例数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Ｔ（ｎｍｏｌ／Ｌ） １２０ 治疗组 　０７０５±００８０ 　０３１８±０１０８ ２２５２２ ＜００５

对照组 　０７０７±００７９ 　０３５５±００９４ ２２１７８ ＜００５

ＬＨ（ｍＩＵ／ｍＬ） １２０ 治疗组 １７５１６±０９３７ １５２６５±１１２４ ８４２５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７４３０±０９２３ １５３０４±１１１７ ８０３３ ＜００５

ＦＳＨ（ｍＩＵ／ｍＬ） １２０ 治疗组 　８４４５±１８０５ 　６３１０±１９３３ ４４２２ ＜００５

对照组 　８４０８±１７４３ 　７０６０±１８２９ ２９２３ ＜００５

Ｅ３（ｐｍｏｌ／Ｌ） １２０ 治疗组 １８０２３３±５５１７７ ９８７６７±２９３７１ ７１３９ ＜００５

对照组 １７９９８６±５５３２５ １１２４５８±２７４５３ ６８７８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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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月经改善和妊娠情况
２４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经过治疗，前３个月恢复正

常月经者１４４例，其中第１个月３８例，第二个月６８例，第３个
月３８例。２４０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有１２例在治疗期间
妊娠。这说明大补元气、破血逐瘀法能够有效改善 ＰＣＯＳ患者
月经不调的症状，提高妊娠率。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归属于中医“月经不调”“不孕”等范畴［１］。

不孕病名最早见于《周易》，提出“妇三岁不孕”。《素问·骨空

论》云：“督脉者，……起于少腹之下，……其女子不孕。”历代医

家对不孕症的病因病机概括为肾虚、肝郁、痰湿、血瘀等证型。

韩欣［２］报道肾虚是导致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主要病因病机。杨

正望等［３］总结肾虚血瘀为本病的基本病机，肾虚是排卵障碍的

根本原因。杨雪萍［４］认为肾虚不能化生为血，日久则成瘀，使

卵子难以排出而成ＰＣＯＳ。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病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心理因素、高

胰岛素血症和肾上腺皮质机能异常等［５］。多囊卵巢综合症的

病理生理表现为促卵泡激素的水平降低，无法形成卵泡期黄体

生成素峰，从而影响卵巢的正常发育。此外，脂肪对芳香化酶的

活性有激活作用，使机体处在无周期高雌激素状态，导致不排

卵、不孕和月经不调［６７］。

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治疗方法较多，常用药物包括达英３５、
促性腺激素、屈螺酮炔雌醇复合片等。腹腔镜下卵巢打孔术可

以实现缩短治疗时间，并且能够对解剖异常导致的不孕做出诊

断，临床优势显著且值得关注［８１０］。近年来，随着辅助生殖技术

（ＡＲＴ）的发展，使许多ＰＣＯＳ不孕的患者成功妊娠，合并不孕因
素的ＰＣＯＳ患者选择ＡＲＴ方式助孕。因此，应当结合患者的年
龄、输卵管情况、男方情况、患者意愿和经济状况等综合评估，选

择合适的辅助生殖技术［１１１２］。冯英培［１３］采用益肾通络汤联合

达英３５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通过调节相关激素水平，从而提
高临床证候疗效。张华军等［１４］采用加减膈下逐瘀汤联合炔雌

醇环丙孕酮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通过临床观察，能够很好地

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血清中性激素水平，进而改善激素紊乱

的情况。

在临床观察中，大多数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出现月经周期

错后，或渐至闭经，月经量少，色紫黑或淡黯，腰膝酸痛，或腰脊

疼痛，头晕，倦怠乏力。舌淡紫或有瘀点瘀斑，脉沉涩。我们认

为，本病多以正气亏虚、瘀血阻络为主，治疗采取大补元气、破血

逐瘀为法。大补元气是指补充先天之肾气，肾气充盛有利于卵

子的发育成熟，有利于改善卵巢功能和子宫内环境。破血逐瘀

有利于促进排卵、降低雄激素和调节月经量［１５］。方中重用黄芪

补中益气，为君药。当归尾具有活血化瘀通络，为臣药。方中赤

芍行气活血，《本经》曰：赤芍主除血痹，止痛。川芎活血行气止

痛，故治疗气血瘀滞等症。方中桃仁、红花加强其活血祛瘀作

用。大黄活血瘀通经，与当归尾合用增强其活血化瘀的作用。

广地龙善于通络，治疗气虚血滞证。方用水蛭、虻虫破血逐瘀通

络，广地龙、水蛭、虻虫三药力专善走，破血化瘀力强，共为佐药。

诸药合而用之，使气血旺盛、破瘀血消、经络通畅，诸证向

愈［１６１７］。

经过临床观察，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８８３％，对照组患者
总有效率６４２％，两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
患者卵泡数目、卵巢体积、Ｔ、ＬＨ、ＦＳＨ和 Ｅ２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患者，两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中药联合达
英３５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依从性不超过８００％。患者担心
达英３５影响怀孕，不能长时间服用中药。在服用中药过程中，
自然怀孕１５余例，服用达英３５患者２～３例怀孕。患者体重减
低、体能上升、痛经减少，子宫附件彩超显示子宫内膜由厚变薄，

子宫内膜薄能够恢复正常，卵泡表现为成熟的卵泡，治疗组明显

优于对照组。本治疗方法针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优于其他治

法方法。综上所述，多囊卵巢综合征气虚血瘀证患者，应用中药

联合达英３５治疗效果显著且安全有效，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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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星青霉素联合多西环素治疗对男性早期梅毒患者
皮损、免疫功能及性功能的影响
唐许△　龚成　刘慧
武汉市汉阳医院皮肤科，武汉 ４３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卞星青霉素联合多西环素治疗对男性早期梅毒患者皮损、免疫功能及性功能的影
响。方法　按纳入与排除标准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武汉市汉阳医院收治的９０例男性梅毒患者
中作为研究对象。按区化随机化设计分组，对照组４１例，给予多西环素治疗，观察组４９例则在对照组基础
上联合苄星青霉素进行治疗。对比两组皮损范围、皮损严重程度、免疫功能及性功能指标，并统计不良反应

发生率。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皮损范围显著缩小，严重指数下降，且皮损范围缩减、严重指数下降幅度均
优于对照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高于对照组，ＣＤ８＋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同时，治疗后两组勃起功能障碍、性欲淡漠及射精障碍患者均下降，性功能正常患者显著上升，但观
察组性功能障碍患者显著较对照组多，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４２９％
ｖｓ２１９５％）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结论　卞星青霉素联合多西环素治疗对男性早期梅毒患
者皮损、免疫功能及性功能的改善更显著，且不增加不良反应发生风险。

【关键词】　卞星青霉素；多西环素；男性早期梅毒；皮损；免疫功能；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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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作为性传染性疾病，其于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威胁是
显而易见的；据现有研究表明，本病系因梅毒螺旋体感染所致，

临床表现极为复杂；若未经及时干预，病情一旦进展至晚期便

可导致不可逆转的心血管损伤、中枢神经异常症状，严重者可

致死亡［１］。多西环素作为是非青霉素药物治疗的一种，治疗早

期梅毒时患者血清转阴率可达８３％ ～１００％，加之多西环素对
其他性传染性疾病也有一定治疗作用，故被作为当前治疗早期

梅毒的有效手段［２］。而早期梅毒则是指梅毒螺旋体感染时间

＜２年，基于此感染阶段及其对青霉素的高敏感度，胃肠外青霉
素治疗也有着良好的治愈率［３］，但鲜有研究将其与多西环素联

合用于早期梅毒治疗，鉴于此，笔者采集资料并将其联合用于早

期梅毒治疗，并拟以对照研究方式对患者治疗后的皮损、免疫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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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性功能进行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按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９月武
汉市汉阳医院收治的９０例男性梅毒患者中作为研究对象。按
区化随机化涉及分组，对照组４１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２０岁 ～
６５岁，年龄（４１２７±１０６６）岁，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０岁 ～６３岁，
年龄（４１６９±１０１２）岁，两组年龄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梅毒［４］诊断要求；②梅毒螺旋体感染时间
＜２年，均为二期早期梅毒；③均为男性患者，且年龄＞１８周岁；
④均为首次进行梅毒相关治疗；⑤研究通过武汉市汉阳医院伦理
委员会，且患者均自愿签署研究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青霉素或多西环素过敏患者；②合并本病以外
的其他内外科疾病，如肝肾功能异常患者；③合并其他性传染性
疾病；④依从性不佳，不能确保多西环素２周治疗周期患者。
１３　研究方法

对照组给予盐酸西环素片（株洲市金泰制药有限公司，

Ｈ４３０２０５５２，规格：０１ｇ／片），按以 １５０ｍｇ为单次剂量，１２ｈ／次，
单个疗程为２周，持续治疗２个疗程；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
合苄星青霉素（上海新先锋药业有限公司，Ｈ３１０２０６９２，规格：
１２０万单位）肌注，单次注射剂量为１２０万单位，注射频率为２
周／次。
１４　观察指标

皮损指标：采用银屑病面积及皮损严重程度指数（ＰＡＳＩ）评
价皮损范围及严重程度，以受累部位占此部位体表面积的百分

比评价皮损范围，分值范围０分 ～６分，０分为正常，无皮损，皮
损面积１０％为 １分，１０％ ～２９％为 ２分，３０％ ～４９％为 ３分，
５０％～６９％为４分，７０％～８９％为５分，９０％～１００％为６分；而
严重程度依次为０分无症状，轻度症状１分，中度２分，中度３
分，极其严重４分。分值越高提示皮损范围越大、症状越严重。

免疫功能指标：分别于治疗前、疗程结束后取晨间空腹外

周静脉血２ｍｌ，采用 ＦＡＣＳＣａｎ流式细胞仪（美国 ＢＤ）检测外周
血Ｔ淋巴细胞免疫指标，包括 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８＋、ＣＤ４＋／
ＣＤ８＋、ＮＫ细胞。

性功能指标：①采用国际勃起功能问卷（ＩＩＥＦ５）评价勃起
功能，量表最终得分＜２２分则提示勃起功能障碍；②采用男性
性功能问卷（Ｑ′Ｌｅａｒｙ，１９９５）评价是否有性欲淡漠及射精功能障
碍，该量表中问题关注维度评分不足２分视为性欲淡漠，射精评
分维度分值不足２分则视为射精障碍。

药物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反应、肝毒性、过敏反应、过敏性

休克、哮喘、血液系统、中枢神经系统、二重感染、维生素缺乏等

不良反应症及注射局部疼痛、压痛表现。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内配对

样本、组间独立样本采用 ｔ检验，皮损及免疫功能指标水平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性功能及不良反应症状采用 χ２检验，以 ｎ（％）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皮损比较

两组患者皮损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皮损范围、严重指数

对比无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皮损范围显著降低，严重指数下
降，且观察组患者皮损范围缩减、严重指数下降幅度均优于对照

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皮损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皮损范围 严重指数

观察组 ４９ 治疗前 ３０１±１１５ ２１０±０９８

治疗后 ０６４±０１１ａｂ ０２７±００５ａｂ

对照组 ４１ 治疗前 ３１２±１０９ ２０９±１０１

治疗后 １５７±０８５ａ １０７±０８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水平比较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水平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免疫功

能指标水平无差异（Ｐ＞００５）；治疗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
ＣＤ８＋、ＮＫ均显著上升，ＣＤ８＋显著下降，且观察组患者ＣＤ３＋、
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高于对照组患者，ＣＤ８＋低于对照组
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免疫功能指标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ＣＤ３＋ ＣＤ４＋ ＣＤ８＋ ＣＤ４＋／ＣＤ８＋ ＮＫ

观察组 ４９ 治疗前 ６１２２±４５８ ３８９８±６２８ ３３０２±５２３ １３０±０４１ １２２２±４１８

治疗后 ７０８２±３８７ａｂ ４２６８±５２６ａｂ ２２３１±６７３ａｂ １９６±０４２ａｂ） ２１５７±４２４ａｂ

对照组 ４１ 治疗前 ６０４７±４５３ ３７１６±６６６ ３３１４±４９０ １２４±０４４ １１９０±４１６

治疗后 ６５０７±４０１ａ ３９１１±５０２ａ ２７１４±５７７ａ １５９±０４０ａ １６３４±４１０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治疗前，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性

欲淡漠、射精障碍及正常性功能患者占比无差异（χ２＝０６３０，Ｐ
＝０４２６）；治疗后两组患者勃起功能障碍、性欲淡漠及射精障

碍患者均下降，性功能正常患者显著上升，且观察组患者性功能

障碍患者显著较对照组患者多，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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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性功能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时间 勃起功能障碍 性欲淡漠 射精障碍 正常

观察组 ４９ 治疗前 ７（１４２９） ２５（５１０２） ２（４０８） １５（３０６１）

治疗后 １（２０４）　 ７（１４２９） １（２０４） ４０（８１６３）ａｂ

对照组 ４１ 治疗前 ５（１２２０） ２２（５３６６） ３（７３２） １１（２６８３）

治疗后 １（２４４）　 １２（２９２７） ２（４８８） ２６（６３４１）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两组患者主要表现为恶心

呕吐、腹泻、腹痛等胃肠道不良反应症状，均未见苄星青霉素注

射后局部疼痛或压痛现象；观察组恶心呕吐２例、腹泻２例，重
新强调医嘱指导患者饭后再服用多西环素后得到改善，未经干

预自行好转；１例第一个疗程结束后血常规复查可见血小板减

少，１例视神经乳头水肿，均给予停药处理后缓解，１例疗程结束
后复查有舌炎，经复合维生素干预后痊愈，总发生率为

１４２８％；对照组患者恶心呕吐３例、腹泻２例，中性粒细胞减少
２例、头痛１例、口角炎１例，均按观察组患者方式进行对症处
理后缓解，总发生率为２１９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胃肠道 血液系统 中枢神经系统 其他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４９ ４（８１６）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４） １（２０４） ７（１４２９）

对照组 ４１ ５（１２２０） ２（４８８） １（２４４） １（２４４） ９（２１９５）

χ２值 — — — — ０８９７

Ｐ值 — — — — ０３４３

#

　讨论
早期梅毒作为梅毒的主要传染源，其传播强度极大，如何

有效控制早期梅毒不仅于遏制梅毒传播有重要价值，也可通过

早期有效干预最大限度避免病情进展至晚期，降低不良预后风

险。而苄星青霉素、多西环素分别作为青霉素及非青霉素药物

治疗梅毒推荐治疗方案，在梅毒的临床治疗上虽发挥了一定效

能，但因缺乏评估梅毒疗效的金标准及诊断定义差异等，极大

限度限制了梅毒治疗方案的横向比较，仍需大量高质量临床研

究对梅毒治疗方案的临床应用价值予以佐证［５］。加之且近年

来，随着应用的深入，联合用药治疗梅毒的研究较多，如闫宁

等［６］的报道联合使用头孢曲松钠及苄星青霉素治疗梅毒时便

指出较单一用药，联合用药可进一步有效缩短血清血浆反应素

转阴时间，降低血清固定率；张锐利等［７］也报道联合头孢曲松

钠治疗梅毒患者皮疹消退更快，且血清血浆反应素转阴率更

高；但当前关于苄星青霉素联合多西环素治疗梅毒的临床报道

相对鲜见。而本研究则发现，经治疗后，采用苄星青霉素联合多

西环素治疗的观察组皮损范围显著缩小，严重指数下降，且皮

损范围缩减、严重指数下降幅度均优于对照组；ＣＤ３＋、ＣＤ４＋、
ＣＤ４＋／ＣＤ８＋、ＮＫ高于对照组，ＣＤ８＋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同时，治疗后两组勃起功能障碍、性欲淡
漠及射精障碍患者均下降，性功能正常患者显著上升，但观察

组性功能障碍患者显著较对照组多，提示较单一使用多西环素

治疗，联合用药或能取得更佳的治疗获益，这与既往联合用药

的相关研究结果相符［８９］。

同时，既往有研究表明［１０１１］，梅毒患者外周血中ＣＤ３＋ＣＤ４＋、
ＮＫ等致敏的 Ｔ淋巴细胞水平均较正常人群低，而抑制性 Ｔ淋

巴细胞ＣＤ８＋则高于正常人群，而梅毒患者血液中致敏类 Ｔ淋
巴细胞缺失又直接影响 ＴＨ细胞完成其对梅毒抗原的迟发型变
态反应机制，致使梅毒螺旋体持续存在，并下调机体细胞免疫佛

功能，表现出免疫抑制及机体自身免疫监视能力下降，并破坏

ＣＤ４＋／ＣＤ８＋平衡机制，紊乱机体免疫调节网络，从而促进疾病
进展，增加不良预后风险。而本研究中，两组梅毒患者经治疗

后，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均显著上升，ＣＤ８＋显著
下降，且观察组ＣＤ３＋、ＣＤ４＋、ＣＤ４＋／ＣＤ８＋、ＮＫ高于对照组，
ＣＤ８＋低于对照组，提示较单一使用多西环素，联合苄星青霉素
对免疫功能的改善更显著；这与何金等［１２］的报道有相似指出，

其研究也指出较单一用药而言，苄星青霉素联合非青霉素药物

治疗或可取得更佳的血液免疫改善获益。且研究还表明，两组

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无差异，提示较单一应用多西环素，联合苄

星青霉素不增加药物不良反应风险。

综上所述，苄星青霉素联合多西环素治疗梅毒较单一应用

多西环素或能进一步改善患者皮损、细胞免疫及性功能，且不增

加治疗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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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类型
与复发的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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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类型与复发的相关性，为临床诊治提
供参考。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
诊治的２３８例女性外阴尖锐湿疣ＨＰＶ感染患者作回顾性分析。分析 ＨＰＶ感染类型及 ＨＰＶ亚型基因检测
结果，并随访１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复发情况，观察各感染类型与复发的相关性。结果　ＨＰＶ感染类型
中，单一感染２２４例占９４１％，双重感染１２例占５１％，三重感染２例占０８％。ＨＰＶ亚型基因检测中，低危
型１４４例占６０５％，高危型８０例占３３６％，混合型１４例占５９％。且低危型中，以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感染患
者较多，分别为１００例和３６例。随访１２个月显示，高危型总复发率为７７５％高于混合型的５７１％，且混合
型高于低危型的２７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类型以
单一感染为主，且低危型居多，不同感染类型对应不同复发率，其中高危型复发率较高，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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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可导致发生外阴上皮内瘤变
（ＶＩＮ）、尖锐湿疣及外阴癌。而作为一种主要通过性传播的良
性肿瘤，生殖器尖锐湿疣可累及阴道、外阴、尿道、宫颈、肛周皮

肤及肛门［１］。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ＨＰＶ感染率在不同的研究
人群差异性较大，且临床上典型的外阴病变比宫颈病变ＨＰＶ感
染较少见到［２］。有研究认为，导致典型生殖道尖锐湿疣最常见

的ＨＰＶ类型师 ＨＰＶ６型及 ＨＰＶ１１型［３］。值得注意的是，尖锐

湿疣组织中常伴有高危型ＨＰＶ感染，而宫颈癌发生发展的必要
因素便是高危型ＨＰＶ感染，因此 ＨＰＶ感染不仅可以诱发女性
外阴尖锐湿疣瘤变及癌变，还可导致宫颈上皮的瘤变及癌

变［４］。因此，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女性外阴尖锐湿疣组织中 ＨＰＶ
感染的型别及其比例，对防治我国女性宫颈癌及外阴肿瘤及研

发ＨＰＶ疫苗都十分重要［５］。因此，我们特研究女性外阴尖锐湿

疣患者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类型与复发的相关性，为临床诊治

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鄂东医疗集团黄石市中
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２３８例女性外阴尖锐
湿疣ＨＰＶ感染患者作回顾性分析。患者年龄范围１６岁 ～７５
岁，年龄（３１７±８３）岁。所有患者标本均由２位高年资主治
以上医师按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２００３年组织学妇科肿瘤的
分类标准复片，并复习其临床病理资料。所有患者确认非月经

期、无妊娠，且均有性接触史，且本研究已获鄂东医疗集团黄石

市中心医院（湖北理工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入院后均积极采取常规临床疗法治疗病情，并分

析ＨＰＶ感染类型及ＨＰＶ亚型基因检测结果。即所有患者外阴
皮疹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采用聚合酶链反应法，标本为采集患者
外阴皮损脱落细胞，采用由凯普生物科技集团提供的ＨＰＶ核酸
扩增分型检测试剂盒，基因扩增仪为德国ＧｅｎｅＡｍｐＰＣＲｓｙｓｔｅｍ
２４００型，高速冷冻离心机为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５８１０Ｒ型，采用由江
苏省兴化分析仪器厂生产的分子杂交仪ＦＹＹ３型，所有操作均
严格按照仪器及试剂盒操作说明书进行。患者在医院接受治

疗后，医护人员随访１个月、６个月及１２个月复发情况，观察各
感染类型与复发的相关性。其中复发标准：治疗后局部病灶及

症状消失完全，且患者在无再接触史条件下，随访时局部再次

出现病灶。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组间多项

目比较采用Ｆ值检验，两组样本对应数据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以 Ｍｅａｎ±ＳＤ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类型研究

ＨＰＶ感染类型中，单一感染２２４例占９４１％，双重感染１２
例占５１％，三重感染２例占０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类型研究

感染类型 例数 比例

单一 ２２４ ９４１

双重 １２ ５１

三重 ２ ０８

合计 ２３８ １０００

２２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基因检测结果
ＨＰＶ亚型基因检测中，低危型１４４例占６０５％，高危型８０例占

３３６％，混合型１４例占５９％。且低危型中，以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感
染患者较多，分别为１００例和３６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复发情况

随访１２个月显示，高危型总复发率为７７５％，高于混合型
的５７１％，且混合型高于低危型的２７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亚型基因检测结果

感染类型 例数 ＨＰＶ基因型 阳性例数 阳性率

高危型 ８０ ＨＰＶ１６ ３６ １５１

ＨＰＶ１８ １８ ７６

ＨＰＶ３１ １０ ４２

ＨＰＶ３３ ８ ３４

ＨＰＶ４５ ４ １７

ＨＰＶ５６ ２ ０８

ＨＰＶ５９ ２ ０８

低危型 １４４ ＨＰＶ６ １００ ４２０

ＨＰＶ１１ ３６ １５１

ＨＰＶ４２ ４ １７

ＨＰＶ４３ ２ ０８

ＨＰＶ４４ ２ ０８

混合感染 １４ ＨＰＶ６＋１１ ８ ３４

ＨＰＶ１８＋１１ ４ １７

ＨＰＶ６＋１１＋１８ ２ ０８

合计 ２３８ ２３８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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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复发情况［ｎ（％）］

组别 例数 １个月 ６个月 １２个月 合计

低危型 １４４ １２（８３）　 ２４（１６７） ４（２８） ４０（２７８）

高危型 ８０ １８（２２５） ３２（４００） １２（１５０） ６２（７７５）

混合型 １４ ２（１４３） ４（２８６） ２（１４３） ８（５７１）

合计 ２３８ ３２（１３４） ６０（２５２） １８（７６） １１０（４６２）

#

　讨论
作为一种典型的 ＤＮＡ病毒，ＨＰＶ具有感染性高、结构复

杂、免疫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６］。在我国的大部分研究文献

中，低危型ＨＰＶ感染可导致女性外阴尖锐湿疣，还可引起女性
宫颈糜烂甚至宫颈癌等疾病［７］。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常规

诊断较难准备判断 ＨＰＶ基因分型，且价格高昂［８］。因此，本研

究特使用ＨＰＶ核酸扩增分型诊断试剂盒，可操作性及实用性均
较好，可较好的诊断 ＨＰＶ基因分型［９］。有研究认为，目前１００
多种已发现的ＨＰＶ亚型中有近一半可侵入人体生殖器官，而依
据ＨＰＶ致病能力不同可将其分为低危型、高危型，其中导致尖
锐湿疣的主要致病因素是ＨＰＶ６、１１等低危亚型，而易诱发女性
宫颈癌的主要致病因素是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３等高危亚型［１０］。但近

年来，关于高危亚型的报道较多，且各地区的亚型分布及复发

状况存在较大的差异性［１１］。因此，我们特检测女性外阴尖锐湿

疣ＨＰＶ感染的１２种常见病毒亚型，以期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本研究中ＨＰＶ感染类型中，单一感染２２４例占９４１％，双

重感染１２例占５１％，三重感染２例占０８％。有研究与本文
结果类似，其对３２２例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类型研究发
现，单一型和多型感染之比为１９∶１［１２］。也有研究认为宫颈
ＨＰＶ感染的单一型和多型感染之比为２８∶１［１３］。这可能与尖
锐湿疣患者生殖道内外环境作用相关，但仍需大样本研究加以

证明［１４］。而ＨＰＶ亚型基因检测中，低危型１４４例占６０５％，高
危型８０例占３３６％，混合型１４例占５９％。且低危型中，以
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感染患者较多，分别为１００例和３６例。有研究
认为，高病毒载量可使宫颈癌前病变及宫颈癌发生几率增大，

其研究分析宫颈上皮内瘤变行宫颈锥切患者发现，患者术前宫

颈ＨＰＶ病毒载量较高可导致术后病毒清除率降低，增高ＣＩＮ复
发率［１５］。也有文献报道，外阴尖锐湿疣感染的主要 ＨＰＶ型为
低危型ＨＰＶ６／１１，但高危型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的机率亦较高，且大
部分低危型ＨＰＶ６／１１感染常伴有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１８感染，即双
重感染［１６］。本研究中随访 １２个月显示，高危型总复发率为
７７５％高于混合型的５７１％，且混合型高于低危型的２７８％，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有研究认为，女性外阴尖
锐湿疣同时存在高危型、低危型 ＨＰＶ复合感染，而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常可导致发生宫颈癌及癌前病变［１７］。因此，有研究建议针

对高危型ＨＰＶＤＮＡ，可进行早期筛查从而降低潜在风险［１８］。

综上所述，女性外阴尖锐湿疣患者ＨＰＶ感染类型以单一感
染为主，且低危型居多，不同感染类型对应不同复发率，其中高

危型复发率较高，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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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晚期 ＨＰＶ感染分型与分娩结局、母婴传播的关系
探讨研究
杨洪△

余姚市人民医院妇产科，浙江 余姚 ３１５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检测孕晚期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感染分型，并探讨ＨＰＶ分型与分娩结局、母婴传播的
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余姚市人民医院接收的１２０例孕晚期 ＨＰＶ感染孕妇及同
期４０例非ＨＰＶ感染健康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聚合酶链反应（ＰＣＲ）结合脱氧核糖核酸
（ＤＮＡ）探针杂交法对ＨＰＶ感染孕妇宫颈分泌物进行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将感染高危型ＨＰＶ孕妇纳入高危
组，感染低危型ＨＰＶ孕妇纳入低危组，统计并对比高危组、低危组及健康组分娩结局；采用同法检测两组新
生儿ＨＰＶ感染情况；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孕妇感染不同分型ＨＰＶ与分娩结局及母婴传播的关系；统计
不同分娩方式新生儿ＨＰＶ感染情况。结果　 孕晚期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２和 ＨＰＶ
５８孕妇构成比分别为４３３３％、１５００％、６６７％、１２５０％和９１７％，感染低危型 ＨＰＶ６和 ＨＰＶ１１患者构成
比分别为７５０％和５８３％，均为单一病毒感染；高危组、低危组及健康组胎膜早破、早产等不良分娩结局发
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产出１２０例胎儿中ＨＰＶ感染率为２５８３％，其中感染ＨＰＶ分
型与母亲一致者２６例，ＨＰＶ分型不一致者５例；高危组新生儿感染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２和
ＨＰＶ５８构成比分别为３７５０％、１２５０％、６２５％、１５６３％和９３８％，低危组感染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构成比分
别为９３８％和６２５％，均为单一病毒感染；孕妇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和低危型 ＨＰＶ与分娩结局均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孕妇感染高危型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５２和ＨＰＶ５８与新生儿感染同型ＨＰＶ呈正相关，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孕妇感染低危型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与新生儿感染同型ＨＰＶ呈正相关，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阴道分娩和剖宫产新生儿脐血 ＨＰＶ阳性率、口咽分泌物 ＨＰＶ阳性率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孕晚期ＨＰＶ感染以１６型为主，可通过多种途径垂直传播引起新
生儿感染，与分娩方式无关，孕妇感染不同分型ＨＰＶ与新生儿感染同型ＨＰＶ相关，但对分娩结局无影响。

【关键词】　孕晚期；人乳头瘤病毒；分型；分娩结局；母婴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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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ｉｎｌｏｗ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ｌｏｗ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ｇｒｏｕｐａｒｅｃｏｕｎｔｅｄ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ｏｆ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ｅａｒｍａ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ａｎａｌｙｚ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ＨＰＶ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ＨＰＶｉｎ
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ｓｏｆ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ｗａｓｃｏｕｎ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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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０％ ａｎｄ９１７％，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ｔ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ｌｏｗｒｉｓｋＨＰＶ６ａｎｄＨＰＶ１１ｗｅｒｅ
７５０％ ａｎｄ５８３％，ａｌｌｏｆ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ｓｉｎｇｌｅｖｉｒｕｓ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ｍｏｎｇ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ｓａｎｄ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ｉｎ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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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ｗａｓ２５８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２６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ｔｈｅｓａｍｅＨＰＶｔｙｐｉｎｇａｓｔｈｅｉｒｍｏ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５ｃａｓｅｓｈａ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Ｈ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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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ＨＰＶ，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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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ＨＰＶ）是一种高度特异性嗜皮肤上皮和黏
膜性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病毒，主要通过皮肤或性接触感染，
妊娠期女性为主要感染人群［１］。ＨＰＶ发病隐匿，不仅是引起宫
颈癌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而且可通过母婴传播途径感染胎

儿，对母婴健康造成严重影响［２］。研究发现［３］，不同妊娠期

ＨＰＶ感染率不同，且感染率随妊娠时间延长而呈上升趋势，不
同分型ＨＰＶ（高危型和低危型）引起生殖器病变程度不同，但关
于感染不同分型ＨＰＶ孕妇与分娩结局、母婴传播的关系尚少，
需进一步研究。为此，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余姚市人民医院接收的１２０例孕晚期 ＨＰＶ感染孕妇及同期
４０例非ＨＰＶ感染健康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余姚市人民医院共接诊分娩
孕产妇 ４２５４例，２２６例确诊为 ＨＰＶ感染者，ＨＰＶ感染率为
５３１％。选取１２０例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孕晚期生殖道
ＨＰＶ感染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年龄范围２０岁 ～
４０岁，年龄（２８６０±３５３）岁；孕周范围 ３６周 ～４１周，孕周
（３８４４±２５２）周；孕次范围１次～４次，孕次（２１６±０３５）次；
产次范围１次～２次，产次（１５３±０２４）次；孕前ＨＰＶ感染者８
例（病程范围１２个月～个２４月），均为单胎妊娠。另回顾性分
析同期接诊的４０例非ＨＰＶ感染孕产妇临床资料，设为健康组，
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５岁，年龄（２７１５±３５０）岁，孕周范围３８周
～４２周，孕周（４００８±１１６）周，孕次范围 １次 ～４次，孕次
（１７０±０２０）次；产次范围１次 ～３次，产次（１５０±０１７）次，
均为单胎妊娠。本回顾性分析研究获得余姚市人民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并由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

１２　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经宫颈分泌物检测确诊为ＨＰＶ阳性感染［４］；②
孕周≥３６周；③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选择人工引产；②合
并宫颈癌及其他恶性肿瘤；③合并严重肝肾功能不全。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孕妇ＨＰＶ分型检测采集宫颈分泌物２ｍＬ，离心后取沉
淀物１００μＬ，２０℃保存，１周内检测完毕。采用聚合酶链反应
（ＰＣＲ）结合脱氧核糖核酸（ＤＮＡ）探针杂交法进行分型，严格按
照ＨＰＶ分型试剂盒（港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说明书步骤操
作，根据不同ＨＰＶ分型设计高度特异性引物及探针（上海生工
生物公司设计和合成，包括ＨＰＶ１６、３３、４２等２３种亚型）进行分
型检测。

１３２　分组及分娩结局统计根据孕妇 ＨＰＶ分型检测结果，将
感染高危型ＨＰＶ孕妇纳入高危组，感染低危型 ＨＰＶ孕妇纳入
低危组，统计并对比２组胎膜早破、早产、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
征（ＮＲＤＳ）等不良分娩结局发生率。
１３３　新生儿ＨＰＶ感染情况及分型检测分娩时取新生儿脐静
脉血（无母血污染）、口咽部分泌物，２０℃保存，１周内检测完
毕。采用ＰＣＲ结合 ＤＮＡ探针杂交法进行 ＨＰＶ感染及分型检
测，方法同１３１。
１４　观察指标

①孕晚期ＨＰＶ感染分型检测结果；②高危组、低危组及健
康组分娩结局对比；③高危组与低危组新生儿感染情况对比；④
不同分娩方式新生生儿ＨＰＶ感染情况。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多组间计
数资料采用整体 χ２检验，以 ｎ（％）表示；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
义。进一步两两比较，样本量≤４０或理论频数 ＜１的组间计数
资料采用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样本量 ＞４０且理论频数１～５进行
χ２校正检验，样本量＞４０且理论频数 ＞５进行 χ２检验，检验水
准α′需校准，α′＝α／ｋ× ｋ( )１／２，其中ｋ为组数，α＝００５；采

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法分析孕妇感染不同分型 ＨＰＶ与分娩结
局及母婴传播相关性；Ｐ＜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孕晚期ＨＰＶ感染患者分型检测结果

孕晚期感染高危型患者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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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５８构成比分别为 ４３３３％、１５００％、６６７％、１２５０％和
９１７％，感染低危型患者ＨＰＶ６、ＨＰＶ１１构成比分别为７５０％和
５８３％，均为单一病毒感染。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高危组患者、低危组患者及健康组孕妇分娩结局对比

高危组患者、低危组患者及健康组孕妇胎膜早破、早产等

不良分娩结局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高危组新生儿与低危组新生儿感染情况对比

产出１２０例胎儿中 ＨＰＶ感染３１例，感染率为２５８３％，其
中感染ＨＰＶ分型与母亲一致者２６例，ＨＰＶ分型不一致者５例；
高危组新生儿感染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２和 ＨＰＶ５８
构成比分别为３７５０％、１２５０％、６２５％、１５６３％和９３８％，低
危组感染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构成比分别为９３８％、和６２５％，均
为单一病毒感染。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孕晚期ＨＰＶ患者感染分型检测结果［ｎ（％）］

ＨＰＶ分型 例数 构成比

高危型

　１６ ５２ ４３３３

　１８ １８ １５００

　３３ ８ ６６７

　５２ １５ １２５０

　５８ １１ ９１７

低危型

　６ ９ ７５０

　１１ ７ ５８３

表２　高危组、低危组及健康组分娩结局对比［ｎ（％）］

组别 例数 胎膜早破 早产 胎儿生长受限 ＮＲＤＳ 产后出血

高危组 １０２ １５（１４７１） ５（４９０） ４（３９２） ７（６８６） ６（５８８）

低危组 １８ １（５５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５５６） １（５５６）

健康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χ２值 ０４６８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９７ ０２４０

Ｐ值 ０４９４ ０７４０ ０８８２ ０７５５ ０６２８

表３　高危组与低危组新生儿感染情况对比［ｎ（％）］

组别 例数 构成比

高危组

　１６ １２ ３７５０

　１８ ４ １２５０

　３３ ２ ６２５

　５２ ５ １５６３

　５８ ３ ９３８

低危组

　６ ３ ９３８

　１１ ２ ６２５

２４　孕妇感染不同分型ＨＰＶ与分娩结局及母婴传播相关性分
析

　　孕妇感染高危型ＨＰＶ和低危型ＨＰＶ与分娩结局均无相关
性，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Ｐ＞００５），孕 妇 感 染 高 危 型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ＨＰＶ５２和 ＨＰＶ５８与新生儿感染同型
ＨＰＶ呈正相关（ｒ＝０８３１、０９２２、０７３４、０８５０；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８、００００），孕妇感染低危型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与新生儿感染同
型ＨＰＶ呈正相关（ｒ＝０７５１、０９１２；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５　不同分娩方式新生生儿ＨＰＶ感染情况

经阴道分娩和剖宫产新生儿脐血ＨＰＶ阳性率、口咽分泌物
ＨＰＶ阳性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分娩方式新生生儿ＨＰＶ感染情况［ｎ（％）］

分娩方式 例数 脐血ＨＰＶ阳性 口咽分泌物ＨＰＶ阳性

经阴道分娩 ６６ １８（２７２７） ２０（３０３０）

剖宫产 ５４ １０（１８５２） １１（２０３７）

χ２值 １２７２ １５２９

Ｐ值 ０２５９ ０２１６

#

　讨论
女性生殖道ＨＰＶ感染是临床常见的病毒感染性疾病，性接

触是其主要传播途径，涉及ＨＰＶ亚型达１００多种［５］。年龄范围

２０岁～２５岁、性生活紊乱、不使用安全套、免疫力低下等均是引
起ＨＰＶ感染的危险因素［６］。另有研究发现［７］，妊娠期更易感

染ＨＰＶ，且病毒拷贝水平较高，推测与该时期性激素水平升高、
机体免疫耐受及局部生理学功能改变等因素有关。孕前或孕期

ＨＰＶ感染可导致生殖道疣迅速增大，甚至巨型疣，且可垂直感
染胎儿，引起新生儿喉乳头瘤、皮肤黏膜 ＨＰＶ感染等疾病［８］。

目前，临床中对孕晚期ＨＰＶ感染分型及其与分娩结局和母婴传
播的研究报道尚少，本研究通过检测孕晚期 ＨＰＶ感染分型，并
分析不同分型与分娩结局和母婴传播的相关性，以期指导临床

及早干预、改善预后。

本研究发现，孕晚期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１６ＨＰＶ１８、ＨＰ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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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５２和 ＨＰＶ５８孕妇构成比分别为 ４３３３％、１５００％、
６６７％、１２５０％和９１７％，感染低危型ＨＰＶ６和ＨＰＶ１１患者构
成比分别为７５０％和５８３％，均为单一病毒感染，提示孕晚期
ＨＰＶ感染以１６型为主。临床中将引起宫颈癌、癌前病变等恶
性肿瘤的ＨＰＶ归为高危型，而将仅引起喉乳头瘤等良性病变的
ＨＰＶ归为低危型。卢丹华等报道［９］，分别对９６例孕早期、中期
和晚期孕妇进行ＨＰＶ筛查发现，不同妊娠期以孕晚期感染率最
高，所有孕妇中共 １０８例阳性感染，且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率为
５６６％，以１６型最多，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流行病学调查显
示［１０］，９９％以上的宫颈癌患者伴有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其中
ＨＰＶ１６占所有感染比例达５０％，本研究应用 ＰＣＲ结合 ＤＮＡ探
针杂交法分析ＨＰＶ基因分型，发现 ＨＰＶ１６型占４３３３％，提示
临床中需尽早对 ＨＰＶ感染进行分型检测，以早期发现高危型
ＨＰＶ感染、给予干预和治疗。

本研究发现，高危组、低危组及健康组分娩结局发生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孕妇感染ＨＰＶ分型与分
娩结局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提示孕晚期感染不同分
型ＨＰＶ对分娩结局影响较小。廖燕等关于孕晚期ＨＰＶ感染对
分娩结局影响的研究结果发现［１１］，ＨＰＶ感染组与健康组早产、
胎儿生长受限等不良分娩结局比较无差异，推测感染ＨＰＶ对分
娩结局影响较小。本研究中发现感染高危型 ＨＰＶ与低危型
ＨＰＶ分娩结局比较，也无显著差异，进一步提示感染不同分型
ＨＰＶ对分娩结局的影响较小。此外，本研究中，产出１２０例胎
儿中ＨＰＶ感染率为２５８３％，高危组新生儿感染高危型和低危
型ＨＰＶ与新生儿感染同型ＨＰＶ呈显著正相关（Ｐ＜００５），其中
高危型ＨＰＶ１６构成比最高，为３７５０％，提示孕晚期 ＨＰＶ感染
可通过多种途径垂直传播引起新生儿感染，且孕妇感染不同分

型ＨＰＶ与新生儿感染同型ＨＰＶ相关。妊娠期孕妇感染可经羊
水、胎盘及产道接触等宫内和宫外多种传播途径引起胎儿感

染［１２］。报道发现，新生儿ＨＰＶ检出率为５％～８５％，差异较大，
同时新生儿与母亲感染同型 ＨＰＶ约６５％，说明母婴传播途径
多样，主要以垂直感染为主［１３］。ＳáｎｃｈｅｚＴｏｒｉｃｅｓＭＳ等检测孕
期感染ＨＰＶ患者分娩时宫颈刮片及新生儿鼻炎部分泌物ＨＰＶ，
并对其进行分型检测，发现若母亲 ＨＰＶ感染（包括亚临床感
染），胎儿也易感染，且感染型与母体一致，说明 ＨＰＶ可垂直感
染胎儿［１４］。本研究发现，高危型和低危型 ＨＰＶ感染与胎儿感
染分型正相关，且在新生儿口腔、阴道中均检测出 ＨＰＶ，进一步
说明孕晚期ＨＰＶ感染可通过多种途径垂直传播于胎儿。本研
究统计结果显示，经阴道分娩和剖宫产新生儿脐血 ＨＰＶ阳性
率、口咽分泌物 ＨＰＶ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提示分娩方式与新生儿ＨＰＶ感染无关，与霍晓燕等人研
究结果相似［１５］。新生儿 ＨＰＶ感染有多种途径，可在孕期经血
液、羊水或胎盘发生宫内传播，此外，分娩时母体宫颈分泌物可

增加经口咽部感染ＨＰＶ风险，同时与母体ＨＰＶ分型有关。
综上所述，孕晚期ＨＰＶ感染以１６型为主，可通过多种途径

垂直传播引起新生儿感染，但与分娩方式无关。孕妇感染不同

分型ＨＰＶ与新生儿感染同型ＨＰＶ相关，但对分娩结局无影响，
提示孕晚期感染不同分型ＨＰＶ均不是终止妊娠的指征，分娩后
应注重新生儿是否存在ＨＰＶ感染，并给予相应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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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的
效果分析
王军　徐伏兰　杨娟△

孝感市中心医院妇科二病房，湖北 孝感 ４３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微波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和伐昔洛韦对女性生殖器疱疹患者治疗效果及其对患
者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孝感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００例女性生
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平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患者。研究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
采用微波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对照组患者使用伐昔洛韦药物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

对两组患者的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免疫功能指标以及治疗效果进行比较。结果　治疗后，研究组患者
的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Ｐ＜００５），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结论　微波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
和伐昔洛韦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具有显著效果，改善了人体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功
能，提高了患者的治愈率。

【关键词】　微波治疗；卡介菌多糖核酸；伐昔洛韦；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女性生殖器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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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殖器疱疹属于性传播疾病，临床上多见于已婚女
性，主要症状为患者生殖器以及周围皮肤出现溃烂、水样疱，多

是由于病毒感染造成。一旦女性患上此种疾病则不易治愈，会

时常复发，给患者带来诸多难以忍受的痛苦，破坏患者的免疫

系统，使免疫功能低下，极大地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１］。临床

上治疗疱疹的常用药物为伐昔洛韦，但是仅靠该药物无法对患

者实施有效的治疗，不能使患者完全康复。本次研究采用微波

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和伐昔洛韦对女性患者的生殖器疱疹进

行治疗，且效果显著［２］。现将有关结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我院诊治的１００例女性生
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平均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

组５０例患者。患者的纳入标准：①研究对象对伐昔洛韦药物无
过敏反应，治疗前６个月内不曾服用过免疫抑制剂类药物。②
所有研究对象均为初次发病，存在未婚性行为或者其性伴侣有

疱疹感染史。③患者除生殖器疱疹外未发现其他溃烂性疾
病［３］。④取患者疱疹组织进行病理ＰＣＲ扩增检查发现 ＨＳＶ呈
阳性。⑤患者生殖器周边和肛门周围遍布水泡样疱疹且多成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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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皮肤溃烂，患者能够明显感受到刺痛，症状发生于就诊前的

一周以内［４］。所有患者均知情且同意参加本次研究。排除标

准：①存在肝肾疾病等脏器性疾病以及原发性心脏病和高血压
患者。②不能协助院方完成随访和治疗的患者。③孕期以及哺
乳期妇女［５］。研究组５０例患者，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９岁，年龄
（３１８±４９）岁；患病时长范围 １～５个月，患病时长（３６±
１６）个月。对照组 ５０例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５１岁，年龄
（３２８±４８）岁；患病时长范围 １～６个月，患病时长（３８±
２１）个月［６］。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同时，本研究经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１２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治疗期间不得有性生活，注意休息防止劳累过

度。

１２１　研究组治疗方法　研究组患者采用微波联合卡介菌多
糖核酸和伐昔洛韦治疗方法。在对照组伐昔洛韦给药的基础

上，对患者实施卡介菌多糖核酸（商品名：斯奇康，湖南斯奇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Ｓ２００２００１９），肌肉注射１ｍＬ卡介菌
多糖核酸配３ｍｌ生理盐水制成制剂，每日注射一次，２个月为一
疗程［７］。与对照组相同，对患者实施随访，记录患者的Ｔｈ１／Ｔｈ２
水平变化以及免疫功能指标和治疗效果。

１２２　对照组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伐昔洛韦药物进行
治疗。盐酸伐昔洛韦片剂（成都倍特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６６８５６），规格为０３ｇ／片，３次／ｄ，１片／次，饭前服用。１周
为一个疗程，一个疗程结束后减量至每天１片，疗程增加到２个
月［８］。对患者进行随访观察，记录患者的 Ｔｈ１／Ｔｈ２水平变化以
及免疫功能指标和治疗效果。

１３　观察指标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测定，主要方式是测定患者治疗前

后的ＩＦＮγ和ＩＬ４水平，当水平低时说明患者免疫功能高［９］。

其次是患者免疫功能各项指标测定，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进行

检测，包括中性粒细胞、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３项，指标高则表示患者自

主免疫功能较高［１０］。治疗效果测定标准：患者患处疱疹完全消

失，就诊时所有症状全部消失，视为痊愈；患处大部分疱疹消失，

相关疾病症状明显缓解，疼痛症状基本消失，视为显效；患处小

部分疱疹消退，临床症状得到部分缓解，仍有轻微疼痛，恢复面

积小于患处４０％，视为有效［１１］；患者治疗后疱疹未见消退，临

床症状未得到缓解，视为无效；（患者总数无效数）／患者总数
＝有效率。复发情况：治疗后除患者定期复诊外医院要做好随
访调查，时间为６个月，记录患者的复发情况和复发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
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比较

研究组患者 ＩＬ４水平明显降低而 ＩＦＮγ水平升高（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各项免疫功能指标比较

研究组患者中性粒细胞、ＩｇＧ、ＩｇＡ、ＩｇＭ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ＩＬ４水平和ＩＦＮγ水平比较

（ｐｇ／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Ｌ４ ＩＦＮγ

研究组 ５０ 治疗前　 ６０１２±１１９３ １５３±０４８

５０ 治疗后ａ ２８５７±６３７ ４８３±１５９

对照组 ５０ 治疗前　 ５９１３±１２１４ １４７±０４７

５０ 治疗后ａｂ ３６３５±８４９ ３５１±１１６

　　注：标有“ａ”项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组间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免疫功能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ＩｇＣ ＩｇＭ ＩｇＡ 中性粒细胞

研究组 ５０ 治疗前　 ８６１±１０２ １１３±０３５ ０８９±０２８ ４４３６±１１０１

５０ 治疗后ａｂ １０５７±１８７ １４３±０４５ １１９±０３５ ５４３７±１２６７

对照组 ５０ 治疗前　 ８９３±０８８ １０７±０３１ ０９２±０２９ ４３６５±１０８３

５０ 治疗后ａ ９５５±１４９ １３１±０４２ １０５±０３４ ４８３２±１１４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治疗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有效率、复发率分别为８８０％和１２０％，对照

组患者有效率、复发率分别为７６０％和４２０％，研究组患者治
疗效果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具体情况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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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 复发

研究组 ５０ ２３（４６０） １４（２８０） ７（１４０） ６（１２０） ４４（８８０） ６（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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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有关研究证明，女性生殖器疱疹发病率增高，其主

要原因是病毒感染加剧，且未加以及时治疗。治疗后复发率极

高，是因其病毒消灭不完全而残留在患者体内，当患者免疫力

低下时即可以复制导致疱疹发作。病毒在激活复制过程中会

攻击患者免疫系统，使免疫因子Ｔｈ１和Ｔｈ２分泌出现紊乱，造成
免疫抑制现象，免疫功能降低，且病毒的清除难以做到彻底，导

致疾病发作严重且容易复发。有关研究证明，伐昔洛韦药物能

够治疗生殖器疱疹感染，药物进入体内后经过化学作用形成阿

昔洛韦，抑制病毒ＤＮＡ复制繁殖，从而控制疾病的发作［１２］。本

次研究中，研究组患者采用微波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和伐昔洛

韦治疗女性生殖器疱疹，结果显示，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 Ｔｈ１／
Ｔｈ２细胞因子水平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现在临床
上越来越多地应用卡介菌多糖核酸作为免疫调节剂进行免疫

病的治疗，利用核酸、多糖等活性物质作为载体调节体内免疫

物质的活性，促进 ＮＫ（自然杀伤细胞）和 Ｍ（巨噬细胞）等免
疫细胞活性增强，提高机体的免疫力［１３］。

诸多研究证实，Ｔｈｌ／Ｔｈ２免疫失衡是该病发病机制中最关
键的核心环节，表现在 Ｔｈｌ细胞反应低下、Ｔｈ２细胞活化亢进。
Ｔｈｌ／Ｔｈ２免疫失衡参与生殖器疱疹发生需要 Ｔｈｌ、Ｔｈ２细胞因子
的功能活性来实现。ＩＬ４主要由 Ｔｈ２细胞分泌产生，为多源性
炎性细胞因子，对Ｂ淋巴细胞、Ｔ淋巴细胞、肥大细胞、巨噬细胞
等都具有免疫调节作用。ＩＮＦｒ主要由Ｔｈｌ细胞分泌产生，它的
主要功能是激活巨噬细胞，产生抗病毒作用，促进主要组织相

容性复合体（ＭＨＣ）分子表达和抗原提呈，诱导 Ｔｈｌ细胞分化，
抑制Ｔｈ２细胞分化。微波治疗利用微波外照射辐射器的方法
治疗皮肤疾病，能够起到消毒、灭菌的作用，帮助患者促进疱疹

恢复，微波在治疗过程中可以产生较高的热能，使病毒组织中

的蛋白质变性而失活，细菌等物质也因为难以耐受高温而死

亡［１４］。由此改变了病毒生存环境，使其不利于细菌和病毒生

长，于是繁殖过程受阻，病情发作得到控制。当微波局部照射皮

肤时，导致局部皮肤温度升高，血液循环加快，促进患者炎症吸

收，提高机体免疫力，同时杀灭细菌较为彻底，降低了疱疹的复

发率［１５］。上述结果表明，研究组疗法有利于患者免疫功能的恢

复，其免疫功能指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与此同
时，微波探头能够发挥自身优势，直接深入到女性宫颈内部，进

行更加深入的治疗，弥补了单纯的药物治疗无法彻底清除病灶

的劣势，提高了治愈率。调查结果显示，研究组患者治愈率达到

４６０％，而对照组患者只有３００％，治疗后研究组患者的复发
率为１２０％，对照组患者达到４２０％，这说明微波联合卡介菌

多糖核酸和伐昔洛韦杀灭疱疹病毒的方法更加有效，对患者作

用更加持久，能够提高患者免疫力，降低生殖器疱疹的复发率，

治疗效果也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微波联合卡介菌多糖核酸和伐昔洛韦治疗女性

生殖器疱疹具有显著效果，改善了人体 Ｔｈ１／Ｔｈ２细胞因子水
平，使其达到平衡，提高了机体的免疫功能，且患者各类免疫功

能指标趋于正常化，提高了机体抵抗病毒的能力，总体治疗成功

率较高、复发率较低，提高了患者治疗效果，改善了患者生活质

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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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的慕课课程与线下课程教学效果对比
缪金玲　江剑平△

福建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福州 ３５０１１７

【摘要】　目的　了解慕课与线下课程开展性教育的特点和教学效果差异，为性教育的开展提供思路和
建议。方法　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法，以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走进性科学”为例，对慕课和线下课程的
学习者展开调查，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性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比选修线下课程
的学生好，但在性行为与性态度方面两者不存在明显差异。慕课与线下课程存在一种互补的关系。结论　
通过慕课与线下课程开展性教育各有特点、各具优势，为优化性教育教学效果提出以下建议：①出台性教育
保障政策，完善性教育机制；②慕课可开展网上直播课、线下见面课或混合式教学；③线下课程应适当组织
测试与活动，补充性教育资源。

【关键词】　性教育；慕课；线下课程；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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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ｓ，ｏｆｆｌｉｎｅ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ｏｒｂｌｅｎｄｅ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３）Ｔｏ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ｏｆｆｌｉｎｅｔｅｓｔ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ｓ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ＯＯＣ）；Ｏｆｆｌｉｎｅｃｏｕｒ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慕课全称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ｍａｓｓｉｖｅｏｐｅｎ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ｕｒｓｅ，ＭＯＯＣ），这一概念是由 ＤａｖｅＣｏｒｍｉｅｒ和 Ｂｒｙａ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在２００８年最先提出来的［１］，慕课的初衷是为了向全球的人们

提供大量免费的课程［２］。２０１３年被认为是中国的 ＭＯＯＣ元

年［３］，至今仍有很高的关注度。在２０１８年４月，教育部发布了
《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努力建成“互联网＋教育”的大平
台［４］。慕课在“互联网＋教育”的大平台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是新型的慕课课程与传统的线下课程相比，效果到底孰优孰

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由江剑平老师主讲的“性健康教育学”线下课程于２００１年
在福建师范大学开设，至今已经持续１８年。２０１５年秋季，江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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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主讲的“走进性科学”慕课在优课联盟平台正式上线向社会

开放［５］，并陆续在中国大学 ＭＯＯＣ、好大学在线等平台上线，同
样广受学生欢迎。短短４年，选修人数已超过９万人，选修高校
超过２００所。“走进性科学”被认定为２０１８年国家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６］。本研究以“性教育”课程为例，探讨慕课课程与线下

课程的教学效果，为更好地普及性教育提供建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利用“问卷星”平台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生

成后通过“问卷星”平台公开发布，并分享问卷链接到腾讯 ＱＱ
和微信等通讯平台以及中国大学ＭＯＯＣ（爱课程）、智慧树等慕
课教学平台，邀请慕课学习者填写问卷。同时，邀请线下学习者

扫描二维码，填写问卷。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受访者的一般情况、

对性科学基本知识的掌握情况、对性的态度以及对慕课和线下

课程的看法。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１５４３份，回收问卷１５４３份，
全部有效。其中男性 ６８３人（占 ４４３％），女性 ８６０人（占
５５７％）；选修慕课课程１２４１人，线下课程３０２人。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在参考相关文

献［７９］的基础上自制调查问卷。采用不记名调查，并且在慕课

与线下学习者中随机抽选学生进行访谈，力求调查结果真实可

靠。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和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 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性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

本次调查在问卷中设置了６道与性相关的基础知识的单选
题，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从表１中可以看出，问及“结扎后男
性是否仍有产生精子和射精现象”时，８５２％的学生选择“有”，
其中慕课课程的学生（下称“慕课学生”）占８８６％，线下课程
的学生（下称“线下学生”）占７１２％，慕课学生的正确率明显
高于线下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有７９３％的
学生认为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学生对“怀孕后的女性子

宫壁厚度变化”的知晓率只有４５１％，慕课学生知晓率明显高
于线下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从整体情
况而言，慕课学生对于与性相关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好，

正确率高于线下学生。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在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上，６７３％的学生表示“理解”，
２４６％表示“支持”，其中慕课学生更能理解婚前性行为（Ｐ＜
００１），而线下学生支持的比例高于慕课学生，（Ｐ＜００５）。虽
然在态度上表示理解或支持，但并不代表愿意尝试婚前性行

为，７０９％的学生表示“顺其自然”，只有 １３６％的学生表示

“会”去尝试婚前性行为。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在选择“会”和“顺其自然”的学生中，８４５％的学生认为婚

前性行为必须发生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并且应该采取安全措

施；而选择“不会”的２３９人中，６９５％是因为自身的观念比较
保守，６６１％则会担心安全健康问题。说明无论慕课学生还是
线下学生，性观念都比较开放，同时有一定的健康意识。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１　选修慕课的学生与性相关的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统计［ｎ（％）］

　　　　　　　项目
慕课课程

（ｎ＝１２４１）

线下课程

（ｎ＝３０２）

合计

（ｎ＝１５４３）

结扎后男性是否仍有产生精子和射精现象

　有 １１００（８８６） ２１５（７１２）ｃ １３１５（８５２）

　没有 １１６（９３） ４７（１５６）ｂ １６３（１０６）

　不清楚 　２５（２０） ４０（１３２）ｂ 　６５（４２）

怀孕后的女性子宫壁厚度变化

　越来越厚 ５９３（４７８） １０３（３４１）ｃ ６９６（４５１）

　越来越薄 ３８２（３０８） １２０（３９７）ｂ ５０２（３２５）

　不变 　５３（４３） １５（５０） 　６８（４４）

　不清楚 ２１３（１７２） ６４（２１２） ２７７（１８０）

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

　会 ２１０（１６９） ６９（２２８）ａ ２７９（１８１）

　不会 １０００（８０６） ２２３（７３８）ｂ １２２３（７９３）

　不清楚 　３１（２５） １０（３３） 　４１（２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线下课程与慕课课程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

“ｂ”项表示，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２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婚前性行为态度统计［ｎ（％）］

　　　　项目
慕课课程

（ｎ＝１２４１）

线下课程

（ｎ＝３０２）

合计

（ｎ＝１５４３）

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支持，认为很正常 ２８９（２３３） ９１（３０１）ａ ３８０（２４６）

　理解，无伤大雅 ８６２（６９５） １７７（５８６）ｂ １０３９（６７３）

　反对，不符道德规范 ９０（７３） ３４（１１３）ａ １２４（８０）

是否会尝试婚前性行为

　会 １５７（１２７） ５３（１７５） ２１０（１３６）

　顺其自然 ９００（７２５） １９４（６４２）ｂ １０９４（７０９）

　不会 １８４（１４８） ５５（１８２） ２３９（１５５）

　　注：线下课程与慕课课程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

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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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于慕课课程的看法
此题为多选题。学生对慕课课程的看法。慕课课程的优点

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时间安排自由灵活”（９０１％）、“视频可
重复播放”（７８６％）等，慕课学生对以上优点的认同感均明显
高于线下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同时，慕课
课程也有不足，一些学生认为慕课“缺乏课堂气氛”（５５５％），
“师生互动不够及时”（５２２％）等，线下学生对慕课缺点的认同
率普遍明显高于慕课学生（除“监督机制力度不够”无统计学差

异外），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２４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于线下课程的看法

此题为多选题。线下课程的主要优点是“有疑问可以当场

向老师提出”（６７５％），“可以感受课堂气氛”（６１６％）等；其
中选择“可以感受课堂气氛”的线下学生明显高于慕课学生，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对于线下课程的缺点，６２５％
的学生认为“容易走神听漏知识点”，５５０％认为“授课时间太
长”，４９３％认为“时间地点固定”，慕课学生对以上３点的认同
率明显高于线下学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慕课课程看法统计［ｎ（％）］

　　　　项目
慕课课程

（ｎ＝１２４１）

线下课程

（ｎ＝３０２）

合计

（ｎ＝１５４３）

慕课课程的优点

　平台操作简单方便 １０８１（８７１） １９７（６５２）ｃ １２７８（８２８）

　课程安排合理 ７７８（６２７） １２７（４２１）ｃ ９０５（５８７）

　时间安排自由灵活 １１４１（９１９） ２５０（８２８）ｃ １３９１（９０１）

　资源更加丰富 ６６２（５３３） １２４（４１１）ｃ ７８６（５０９）

　视频可以重复播放 １００９（８１３） ２０４（６７５）ｃ １２１３（７８６）

　自主把握进度 ９５５（７７０） １６４（５４３）ｃ １１１９（７２５）

　可以学习名校名师的课 ５８３（４７０） １１５（３８１）ｂ ６９８（４５２）

慕课课程的缺点

　平台功能不完善 ２０６（１６６） ７１（２３５）ｂ ２７７（１８０）

　课程安排不合理 ８９（７２） ４４（１４６）ｃ １３３（８６）

　缺乏课堂氛围 ６４９（５２３） ２０８（６８９）ｃ ８５７（５５５）

　师生互动不够即时 ６００（４８３） ２０６（６８２）ｃ ８０６（５２２）

　自制力不够 ５０４（４０６） １５８（５２３）ｃ ６６２（４２９）

　监督机制力度不够 ３９１（３１５） １１２（３７１） ５０３（３２６）

　容易犯困 ２６０（２１０） ９４（３１１）ｃ ３５４（８９）

　　注：线下课程与慕课课程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

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表４　选修慕课的学生对线下课程看法统计 ［ｎ（％）］

　　　　项目
慕课课程

（ｎ＝１２４１）

线下课程

（ｎ＝３０２）

合计

（ｎ＝１５４３）

线下课程的优点

　时间地点固定 ４２２（３４０） １６６（５５０）ｃ ５８８（３８１）

　课程进度由老师安排 ３６５（２９４） １６２（５３６）ｃ ５２７（３４２）

　有疑问可以当场提出 ８２５（６６５） ２１７（７１９） １０４２（６７５）

　老师能客观掌握总体情况 ６７８（５４６） １９７（６５２）ｃ ８７５（５６７）

　老师能根据反馈即时调整 ７０７（５７０） １９８（６５６）ｂ ９０５（５８７）

　可以与同学讨论交流 ７２４（５８３） １８５（６１３） ９０９（５８９）

　可以感受课堂气氛 ７３３（５９１） ２１７（７１９）ｃ ９５０（６１６）

线下课程的缺点

　时间地点固定 ６４１（５１７） １１９（３９４）ｃ ７６０（４９３）

　课程进度由老师安排 ３５２（２８４） ６７（２２２）ａ ４１９（２７２）

　容易受同学影响 ４９８（４０１） ９４（３１１）ｂ ５９２（３８４）

　容易走神听漏知识点 ８１５（６５７） １４９（４９３）ｃ ９６４（６２５）

　难以顾及每个学生进度 ６０６（４８８） ７７（２５５）ｃ ６８３（４４３）

　授课时间太长 ７４２（５９８） １０７（３５４）ｃ ８４９（５５０）

　　注：线下课程与慕课课程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

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

　分析与讨论
３１　性科学基础知识掌握程度有差异

“性教育”课程无论在慕课还是线下，都是作为一门公共选

修课，主要目的是为了提供性教育的平台，普及性科学知识，传

播健康的性观念。为什么慕课学生对性基础知识的掌握比线下

学生要好呢？经过分析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①慕课视频可以
反复观看［１０］。慕课课程分为许多单元，每单元由几个小视频构

成，配有相应测验。当学生测验遇到不懂的问题，可以再次观看

视频进行学习，内在求知欲推动学习。②慕课与线下课程的考
核方式不同，慕课课程注重过程性评价，观看视频、讨论、测验等

都是成绩的组成部分，通过外在监督机制促使学习；相反，线下

课程更注重结果，学生只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学习，期末提交

相关作业即可，没有进行测验。由于以上两点原因，造成慕课和

线下课程在性科学基础知识的掌握方面存在差异。性科学基础

知识是性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强这部分的学习有利于性知

识的正确传播。

３２　性观念和性态度差异不大
调查结果表明，在性观念和性态度方面两者并没有显著差

异。主要原因有：①人的观念和态度是受多方面因素长期综合
影响的结果，教育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更何况这门课程只是

短期教育，对性观念和性态度的教育效果无法充分体现；说明性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应该贯穿人的一生。目前性教育大环境

尚未完全形成［１１］。②近年来受西方性观念及一些自媒体的影
响，大学生的性观念是朝着开放的方向发展的［１２］。大部分学生

对于婚前性行为表示理解，但也不排除部分学生因为了解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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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而更加谨慎，与林佩贤等［１３］的研究相符。这也是性教育的效

果，增强学生能力去面对自己的性权利及性责任，促进人格全

面发展。

+

　建议与实践
４１　出台性教育保障政策，完善性教育机制

性教育对基础知识的教学效果比较明显，但是对性态度和

性行为方面的影响却不大，其根源在于目前性教育的相关政策

还未落实，性教育还不普及，对性行为、性态度的教育效果未充

分体现。

性教育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应该根据不

同年龄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性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习内

容也应该更加丰富和全面，呈现螺旋式上升。２０１８年颁布的
《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定义和描述了全面性教

育，全面性教育是一个基于课程，探讨性的认知、情感、身体和

社会层面的意义的教学过程［１４］，说明课程只能作为性教育的

基础载体，社会、家庭同样应该采取行动，共同努力，为性教育

贡献力量。

近年来，我国非常重视人民健康，为贯彻落实《“健康中

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对学校健康教育提出的工作要求，提高
高校学生健康素养和体质健康水平，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

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下称《纲要》）［１５］，“性与生殖健

康”是《纲要》的主要内容之一。《纲要》中倡导多途径加强

健康教育教学能力建设，扩大健康教育的覆盖面，而“走进

性科学”这门课正在积极落实这一实施建议，为提高学生健

康素养做出贡献。

４２　慕课可开展网上直播课、线下见面课或混合式教学
慕课正如其名，最大的优点是大规模、在线开放。对于师

资严重不足、资源相对匮乏的性教育而言，慕课是最好的选

择。但慕课也存在不足，针对慕课的不足，我们进行了教学改

革实践。

我们的方式是：①慕课教育应适当融入见面课。根据调
查显示，慕课的主要不足是缺乏课堂气氛、师生互动不及时

等。见面课能明显拉近师生距离，及时解决学习中的困惑，提

高教学效果。江老师也曾多次前往深圳大学与慕课学生进行

见面课，进行现场互动、交流，场面非常热闹，营造出良好的学

习性科学的氛围。②可开展慕课与线下教学相合的混合式教
学。在进行线上学习一段时间后，可适当插入网上直播课或

线下教学。学生在慕课中学习性科学的基础知识后，通过直

播课或线下教学，讨论遇到的困惑，进而引导学生树立健康的

性观念和性态度。也可以发挥实时通讯交互功能，任课教师

及助教团队应经常进入慕课的讨论区，并且建立相应的 ＱＱ群
或微信群，实现师生间实时交流，回答学习中遇到的问题，讨

论社会热点话题等。

４３　线下课程应适当组织测试与活动，补充性教育资源
①适当组织测试。鉴于线下课程的教学效果在基础知识

这一块不太理想，可以适当加入小测试或者活动，优化性教育

的效果。可以以课前提问的方式，让学生进行抢答；或者在下课

前提出一个与日常生活相关的思考题，让学生限时作答。以这

种方式不仅可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最大程度的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②指导学生参与性教育实践活动。指导有兴趣的学生
开展性教育实践活动，使他们学以致用，还可以起到同伴性教育

的作用。例如福建师范大学的“青芽”性教育服务团队，就是线

下课程的一个衍生产物。“青芽”团队作为一支性教育的志愿

科普团队，在社会上和校园内开展各式各样的科普活动，将知识

转化为能力，扩大性教育的影响，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效益［１６］。

青芽作为优秀的榜样，充分利用资源与所学知识，值得慕课和线

下课程学习推广。

综上所述，性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慕课教育和线下教育这两

个平台，希望笔者的研究更够为性教育的发展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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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里市两所高校６８８名男性大学生男性生殖健康知识
调查及分析
刘滴△　杨长庆　邓国　李博　陶钧　毛永福　张军　龙德本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泌尿外科，贵州 凯里 ５５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在校大学生对男性生殖健康保健的认识，为高校健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作者２０１８年随机抽取凯里市两所高校７１０名男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及分析。结果　７１０名被调查者中，收
回问卷６８８份，对男性生殖保健知识了解很多者占 １１７％，了解一点者占 ５３１％，不了解者占 ３５２％。
３９６７％受调查者认为自身存在生殖健康问题，并有不同程度负面心理影响。在校男性大学生对自身生殖健
康知识的认知评估有偏差；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多样化，以网络途径为主，缺乏系统性和准确性。

结论　 当代男性大学生对生殖健康知识以及产生的危害严重缺乏认识。高校应加强在校大学生的生殖健
康教育，同时重视新生的生殖系统体检。同时，公立医院应加大宣传力度，便于群众发现问题时能及时就

诊，获得规范治疗。

【关键词】　大学生；男性生殖健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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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今，网络传播能力异常发达，已成为获取信息最主要的
途径，加上网络上性观念开放程度远远大于现实社会，在此环

境冲击下，当今大学生表现出性机能发育成熟早，而心理成熟、

性道德观念形成滞后。当今大学生作为中国未来发展和强大

的重要后备力量，其身心健康状况备受关注，为了解当前在校

男性大学生对自身生殖健康知识的掌握情况，便于开展当地生

殖健康教育工作，笔者于２０１８年９月对凯里市某二所高校６８８
名在校男性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调查对象

对凯里市某二所高校７１０名在校男性大学生，采用自制问

卷，以无记名方式进行调查，当场填写当场收回，对男性生殖健

康知识认识程度进行分析。

１２　调查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具体内容详见

表１。
"

　结果
２１　男性大学生对生殖健康及性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

７１０人调查中，收回问卷６８８份，问卷收回率９６９％。对男
性生殖健康知识了解程度有偏差，了解很多者占１１７％，了解
一点者占５３１％，不了解者占３５２％；仅有１３８％关心家人生
殖健康或得到家人的关心，６７３％不知道怎么去关心；获取男性
生殖健康知识途径多样化，以网络、广告、杂志等途径为主，父母

及学校老师途径最少；３９６７％认为自身存在生殖健康问题，并
有不同程度负面心理影响，比如抑郁、焦虑、注意力不集中、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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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等；７１７％出现生殖保健问题选择专科私立医院就诊；７９１％
在校大学生希望更多了解生殖健康及性保健知识，但偏向于对

性保健和避孕知识更感兴趣。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凯里市高校男性健康调查表

　　１您是否知道每年１０月２８日是男性健康日：
　 Ａ知道（）；Ｂ不知道（）
２您是否有性健康体检的习惯：
　 Ａ有（）；Ｂ没有（）
３您是否了解男性生殖器官解剖结构：
　 Ａ了解（）；Ｂ不了解（）；Ｃ了解一点（）
４家人对您的健康是否关注：
　 Ａ不大关注，对此，（）我很郁闷 （）我无所谓；Ｂ关注一般，对此，（）我无所谓 （）我有些不满；Ｃ特别关注，对此，（）我很幸福 （）我很烦
５您对家人（男性）健康是否关心：
　 Ａ非常关心（）；Ｂ偶尔关心（）；Ｃ不知道怎样关心（）；Ｄ不关心（）
６您如何获取生殖健康及性保健知识的方式：
　 Ａ父母（）；Ｂ学校（）；Ｃ报刊、广告（）；Ｄ电视（）；Ｅ网络（）；Ｆ同学间交流（）；Ｇ宣传手册（）
７您得了男性疾病是否及时就医：
　 Ａ是（）；Ｂ否（）
８如果您患了男性生殖疾病首选就诊医院会采取的方式：
　 Ａ欧亚男科或恒生男科专科医院（）；Ｂ黔东南州人民医院（）；Ｃ考虑到面子问题，到一些小医院或小诊所治疗（）；Ｄ自己查相关资料，自

行医治（）

９您觉得自己患有以下男性生殖系统或性传播疾病：
　 Ａ慢性前列腺炎（）；Ｂ包皮或包茎（）；Ｃ艾滋病（）；Ｄ其他性病，如淋病、梅毒（）；Ｅ性功能障碍，如阳痿或早泄（）；Ｆ尿路感染（）；Ｇ阴

茎短小（）；Ｈ睾丸畸形（）；Ｉ其他疾病，如精索静脉曲张、隐睾等（）
１０您认为自身患有生殖或性病对生活学习（心理健康）的影响程度：
　 Ａ轻度，无所谓或偶尔想起，对学习生活影响小）（）；Ｂ中度，经常想起，注意力不集中，对生活学习有影响（）；Ｃ重度，严重抑郁，烦躁，不

自信，有自杀倾向（）

１１您对前列腺疾病的认知情况：
　 Ａ知道长期久坐的男性易患前列腺疾病（）不知道（）；Ｂ知道经常吸烟、饮酒会引起前列腺疾病（）不知道（）；Ｃ知道前列腺疾病会影响

男性精子质量（）不知道（）

１２您对男性生殖器官疾病的认知情况：
　 Ａ知道包皮过长会引起生殖器发育短小、泌尿系统炎症、性交时性病感染几率增加、女方妇科炎症等（）；Ｂ知道包皮过长，特别是包茎患者，阴

茎癌的发病率较高（）；Ｃ知道隐睾可导致不育，且隐匿的睾丸发生睾丸癌的几率也增多（）；Ｄ知道精索静脉曲张会使精子数减少，影响生育（）
１３您对性生活的认知情况：
　 Ａ目前为止没有性生活 （）；Ｂ有过性生活，感觉正常（）；Ｃ有过性生活，感觉不正常（）
１４您对于解性传播疾病（性病）及其危害的认知情况：
　 Ａ了解很多（）；Ｂ了解一点（）；Ｃ不了解（）
１５您对于艾滋病知识及其危害的认知情况：
　 Ａ了解很多（）；Ｂ了解一点（）；Ｃ不了解（）
１６您对于预防性疾病传播的认知情况：
　 Ａ知道（）；Ｂ知道一点（）；Ｃ不知道（）
１７您对避孕的方法的认知情况：
　 Ａ知道：一种（）两种以上（）；Ｂ不知道（）
１８您对避孕套使用方法的了解情况：
　 Ａ知道（）；Ｂ不知道（）
１９您对避孕套除了可以避孕还可以预防性传播疾病的了解情况：
　 Ａ知道（）；Ｂ不知道（）
２０目前您最想了解的性知识：
　 Ａ性保健，如如何避孕、性病的类型和预防等（）；Ｂ生殖健康，如包茎、包皮过长、前列腺炎、泌尿系感染、精索静脉曲张、隐睾等男性生殖疾

病的诊治情况）（）；Ｃ生殖解剖结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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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男性大学生对生殖健康及性保健知识的了解程度统计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了解很多 ８０ １１６

了解一点 ３６５ ５３１

不了解　 ２４３ ３５３

总计 ６８８ １００

２２　男性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
评估标准：对男性生殖器官解剖、性病（艾滋病、淋病、梅毒）、

性保健（如何避孕）、一般男性生殖系统疾病（慢性前列腺炎、包皮、

包茎、精索静脉曲张等）的了解程度。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男性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统计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父母 ５１ ７４

学校 ９３ １３５

报纸，杂志 ３３７ ４８９

电视 ２９５ ４２８

网络 ４８６ ７０６

同学朋友间交流 １９２ ２７９

宣传手册 １１７ １７０

２３　男性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主要途径
男性大学生获得生殖健康知识的首选就诊途径以私立男

科医院为主，少部分选择小诊所和自行治疗。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４　男性大学生首选就诊途径统计

　　　　项目 人数 百分比（％）

公立医院 １７４ ２５３

私立男性专科医院 ４９３ ７１７

小诊所 １６ ２３

网络书刊查询自行医治 ５ ０７

２４　男性大学生生殖健康问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男性大学生３９６７％认为自身存在生殖健康问题。且绝大

多数都伴有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影响正常的生活质量，严重者

可有自杀倾向。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大学生男性生殖健康问题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统计

　　　　　　影响心理健康程度 人数 百分比（％）

轻度（无所谓或偶尔想起，对学习生活影响小） １０９ １５８４

中度（经常想起，注意力不集中，对生活学习有影响） １５１ ２１９４

重度（严重抑郁，烦躁，不自信，有自杀倾向） １３ １８９

　　　　　　　　　总计 ２７３ ３９６７

#

　讨论
３１　在校男性大学生性观念开放，但是生殖保健知识缺乏

近年来，在校大学生的性观念愈发开放，男生对婚前性行为

接受度明显高于女生［１］，多数女生受传统文化和道德影响，表

现得比较保守。国内资料显示，有性生活史的大学生达

１３８％［２］，有些达２０２％以上［３］，可见大学生有婚前性行为的

不在少数；而大学生对生殖保健知识认知存在局限性，有报告显

示，在校大学生中有５９３３％男生和 ８８８７％女生未曾接触过或
了解过避孕用品及其使用方法［１］，这说明大学生的生殖健康知

识缺乏系统性和准确性，加上很多学生羞于个人隐私，不敢正视

自身的性及性器官问题，导致生殖系统疾病、非意愿妊娠及不安

全流产发生率增高，严重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４５］。本调查显

示，对生殖健康相关知识了解很多者仅占１１７％；在性传播疾
病知识了解中，主要以了解艾滋病（ＡＩＤＳ）居多，也仅占总调查
人数的３１％，这得益于近年来社会整体尤其在高校中宣传教育
力度的加强，使在校大学生都能够了解 ＡＩＤＳ疾病的相关知识，
提高自我保健意识；但遗憾的是，对 ＡＩＤＳ以外的疾病如淋病 、
梅毒、尖锐湿疣等性病的认识，在校大学生仍知之甚少甚至不了

解。本调查结果显示，随着性观念的日益开放，７９１％在校大学
生对性保健和避孕知识更感兴趣，但对生殖解剖及生殖器官疾

病方面知识的需求度不高，这表明大学生生殖健康和性保健知

识的匮乏及局限，但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他们渴望获取这一类

的相关知识。

３２　大学生生殖健康知识获取途径应当正规化
现今，通过学校宣传教育并不是大学生获取生殖健康知识

的主要途径，也极少会咨询老师，一部分通过同学间交流，更多

的是通过网络、书刊杂志、色情影片等媒介自学而来［６］。本调

查结果显示，６１９％在校大学生获取生殖健康知识的途径为网
络、书刊等，仅７％接受过父母和学校的生殖健康教育。网络的
快捷、便利，可以让学生在更隐私的环境中获取他们想查询的生

殖健康知识；父母对子女的生殖保健教育意识不强，加上父母本

身也缺乏生殖保健方面的知识，导致在培养子女生殖健康观念

的过程中，父母参与甚少，且教育不全面、不具体；很多学校对生

殖健康教育处于似有似无状态，在这方面的教育不全面，内容简

单；在校大学生更愿意选择与同龄同学、朋友交流性健康话题。

大学生的性观念已逐渐由保守变得开放，对于婚前性行为也越

来越宽容［７］，但没有正规的渠道来教育大学生如何进行性及生

殖方面的保健，导致他们大多数通过网络和书刊查询过相关知

识，然而这些非正规途径获得的知识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对获取

来的信息理解偏差，会误导大学生，甚至严重影响在校大学生的

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后果。学生更需要的是家庭的正确指引

和学校的专业教育，学校应适时、适度、适量地给学生开展生殖

健康教育；父母也应提高自身的生殖保健意识及知识，给孩子以

正确的性教育。

３３　在校男性大学生生殖系统疾病检出率高但就诊率底，生殖
保健问题与心理问题相互影响

　　目前许多高校在新生入学体检时，只注重一般体格检查及
常规化验、影像等辅助检查，而对专科特别是生殖系统检查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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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很多男性生殖系统问题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治疗。国内有

报告，在大学新生中，男性生殖器官疾病检出率占８１９％，其中
以包皮过长、包茎和精索静脉曲张为主［８］。有研究表明，包皮

过长及包茎可增加尿路感染及性病传染几率，还可影响阴茎发

育［９］，而精索静脉曲张可影响精子质量，严重者可导致男性不

育［１０］，隐睾症男性睾丸肿瘤的相对危险度是非隐睾症男性的２
８倍［１１］。本调查结果显示，３９６７％认为自身存在生殖健康问
题，主要以包皮过长、尿路感染及慢性前列腺炎为主，并都伴有

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轻者表现为注意力不集中，影响正

常的生活和学习，重者可产生严重的抑郁，甚至有自杀倾向。生

殖健康问题与心理问题相互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重视大学生

生殖健康教育的同时，不能忽视心理健康的正确引导。

３４　就诊不及时，不规范
许多怀疑自身存在男性生殖健康问题的大学生羞于个人

隐私，不敢正视自身的性及性器官问题，选择逃避，不及时治疗

或不通过正规途径就诊，不仅延误病情，加重疾病的发展，同时

加剧心理负担，两者又相互影响，对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本次

调查显示，表面上大多数大学生患病后会首先选择正规的大型

专科医院，而他们所指的正规大型专科医院实际是大肆做广告

的私立专科医院。这类医院往往存在虚假诊断、过度医疗、乱收

费等问题，不仅增加患者治疗费用，同时对疾病夸大的解释给

患者带来更负面的心理影响。本调查发现，大多数在校大学生

选择私立医院就诊的原因是不知道公立医院设有男性专科，故

公立医院应加强专科宣传力度。还有一小部分大学生选择小

门诊或者自学自医，因为诊断不准确、用药不合理，导致疾病长

久不愈或愈发严重。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在校大学生有近２０００万，是中国未来
发展和强大的重要后备力量，健康的身心发展，积极向上的人

格培养，是学好知识，报效国家的前提，因此，在高校中，应加强

生殖健康知识宣传与教育，重视对新生男性生殖系统检查；同

时，公立医院应加大宣传力度，便于群众发现问题时能及时就

诊，获得规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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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６１０６９．

［３］　孙朝珍，陈楠，白文兴，等．某高校学生婚前性行为、意外妊娠的

发生及影响因素分析［Ｊ］．中国生育健康杂志，２０１３，２４（３）：１９５

１９８．

［４］　陈凯，郑崇达．１０７名男性少年生殖器体检调查报告［Ｊ］．男科学

杂志，１９９３，７（４）：２４０２４１．

［５］　黄晓丽，李可兴．高校学生易导致意外怀孕和性传播疾病的健康

危险行为现况研究［Ｊ］．现代预防医学，２０１３，４０（９）：１６９６１６９９，

１７０２．

［６］　徐桂秋，殷玉明．职业高中学生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现状调查与研

究［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１）：１０１１０３．

［７］　周远忠，张玫玫，尹平，等．北京市大学生对生殖健康、避孕教育

及服务需求的调查［Ｊ］．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Ｏ０９，１７（２）：７４

７７．

［８］　李强，刘忠强，付秀艳，等．高校２４０９名男大学新生男科查体结果

分析［Ｊ］．中国学校卫生，２００７，２８（８）：６７４６７５．

［９］　吴伟成，罗康平，彭宣芙，等．四所大学新生男性生殖器疾病及包

皮卫生调查［Ｊ］．中国学校卫生，１９９４，１５（６）：４４０４４１．

［１０］　郭应禄．男生殖系常见疾病［Ｍ］．北京：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２０５．

［１１］　那彦群．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２０１３：４１０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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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大学生性行为相关因素分析
许玉军　王天艺　朱考考△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防治科，海口 ５７０２０６

【摘要】　目的　了解海南省大学生性行为现状，及其相关因素，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性健康教育策略提
供参考。方法　本研究２０１５年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海南省４所高校１７１７名大学生，对其进
行匿名问卷调查。结果　调查学生中性行为发生率为１４３１％，其中男性性行为发生率为２３６４％，女性性
行为发生率为６９６％。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恋爱史、学历、年龄、性别、年级、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
程度和婚前性行为接受度８个因素对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有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
中恋爱史、年龄、年级和婚前性行为接受度与性行为发生率成正相关关系，学历与性行为发生率为负相关关

系。多因素回归分析中年级无统计学意义，其余７个因素对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对于
性病的了解与性行为的发生无统计学关联。结论　大学一年级新生已有一定的性行为发生率，需结合家庭
性教育在大学生入学或高中即开展系统性性教育，从而缓解青年学生性生理发育与性知识水平滞后的矛

盾。

【关键词】　学生；性教育；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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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性自由、性解放观念逐渐
侵入我国，性健康教育的落后与青年学生思想观念的矛盾日益

凸显。当中国家长还在抨击早恋棒打鸳鸯时，孩子在某些国家

已经达到了合法结婚年龄。部分研究结果体现了现代大学生

对婚前性行为宽容度呈上升趋势，贞操观逐渐淡化，男性比女

性表现更淡漠［１］。大学生处于性活跃年龄阶段，性病和艾滋病

也逐渐在学生中开始流行，因而对大学生性行为的研究显得尤

为重要［２３］。中国父母一边羞于谈性，甚至抵制性教育，一边希

望自己的孩子树立正确的性观念。性教育目前处在一个十分

尴尬的局面，很难全面铺开，那么抓住关键少数，补充薄弱环节

成了较为有效的措施。为了探索关键少数在哪里，哪些特征的

青年更需要相关知识，本研究２０１５年对海南省４所大中专院校
大学生进行了相关调查，了解当代大学生恋爱情况及性行为现

状。本研究获得被调查对象的知情同意，并获得海南省第五人

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２０１５年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海南省
４所高校１７１７名大学生，对其进行匿名问卷调查。向海南省２
所本科院校（其中１所为医学院校）和２所专科院校的１年级～
３年级学生发出问卷 １７１７份，收回问卷 １７１２份，回收率
９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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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调查表

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包括一般人口学特

征、专业、性行为和恋爱现状、艾滋病知识了解情况等。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双人双录入的模式将问卷录入 Ｅｐｉｄａｔａ，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了解各因素与大学生性行为和恋爱情况的关系，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２１１　性行为　共向被调查对象发出问卷１７１７份，有效回答
性行为情况的有１６９１人，有效率９８４９％。其中有性行为史的
青年学生２４２人，性行为发生率为１４３１％。有效问卷中男性

７１９人，１７０人有性行为史，性行为发生率为２３６４％；女性９３８
人，６５人有性行为史，性行为发生率为６９６％；性别不详３４人，
７人有性行为史，性行为发生率为２０５９％。参与调查的学生有
７５人未填写年龄，其余学生年龄范围１４岁～２７岁，年龄（１９４５
±１４５）岁。
２１２　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将性别、年龄、民族、恋爱史
和学历等１３个因素纳入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
龄、恋爱史、学历和年级等８个因素对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有
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本次调查中男性比
女性的性行为发生率高，恋爱史、年龄、年级和婚前性行为接受

度与性行为发生率成正相关关系，学历与性行为发生率为负相

关关系，母亲受教育程度和父亲受教育程度成 Ｕ型相关关系。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相关因素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赋值
性行为（例）

是 否

性行为发生率

（％）
Ｐ值 ＯＲ值

性别 女＝０ ６５ ８７３ ６９３ ＜０００１ ４１５９

男＝１ １７０ ５４９ ２３６４

民族 汉族＝０ １８２ １１７６ １３４０ ０１２７ １３７８

少数民族＝１ ３２ １５０ １７５８

恋爱史 无＝０ ２０ ７０９ ２７４ ＜０００１ １０５６８

有＝１ ２２０ ７３８ ２２９６

社团活动 不参加＝０ ８９ ５０７ １４９３ ０５９８ ０９２６

参加＝１ １４７ ９０４ １３９９

艾滋病教育 未参与过＝０ ５３ ２９３ １５３ ０５１９ ０８９６

参与过＝１ １７８ １０９８ １３９５

学历 专科＝０ １０９ ５５５ １６４２ ００４７ ０７５７

本科＝１ １３３ ８９４ １２９５

年龄 岁 ２３０ １３８６ １４２３ ０００２ １１６７

年级 总体 ００１２

一年级＝０ ４３ ３２６ １１６５ ０００８ ０５８３

二年级＝１ ７３ ４８８ １３０１ ００１９ ０６６１

三年级＝２ ８１ ３５８ １８４５

母亲受教育程度 总体 ＜０００１

文盲＝０ ３８ ９４ ２８７９ ０７５２ １０８８

小学＝１ ６２ ５９３ ９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１

高中／中专＝２ ７４ ５３３ １２１９ ＜０００１ ０３７４

大专＝３ ２５ １０８ １８８０ ０１０４ ０６２３

本科及以上＝４ ３９ １０５ ２７０８

父亲受教育程度 总体 ＜０００１

文盲＝０ ３１ ４２ ４２４７ ＜０００１ ２８６

小学＝１ ４８ ４５３ ９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１４４

高中／中专＝２ ９６ ６３９ １３０６ ０００９ ０５８２

大专＝３ ２５ １４４ １４７９ ０１５７ ０６７３

本科及以上＝４ ４０ １５５ ２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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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相关因素单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赋值
性行为（例）

是 否

性行为发生率

（％）
Ｐ值 ＯＲ值

居住地 总体 ０３０９

农村＝０ １００ ６６３ １３１１ ００６９ ０７３５

乡镇＝１ ３７ ２４０ １３３６ ０１９３ ０７５１

县城＝２ ３２ １８７ １４６１ ０４３３ ０８３４

城市＝３ ７０ ３４１ １７０３

专业类型 总体 ０１５１

文科 ６５ ４００ １３９８ ００５６ ０５４８

理科 ９１ ５４７ １４２６ ００８５ ０５９

医学 ６６ ４５２ １２７４ ００２４ ０４９３

艺术／体育 １６ ５４ ２２８６

婚前性行为接受度 总体 ＜０００１

非常反对 ３６ １６３ １８０９ ＜０００１ ０４２５

反对 ３７ ５４６ ６３５ ＜０００１ ０１３

无所谓 １００ ６１２ １４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３１４

赞同 ６５ １２５ ３４２１

２１３　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选取单因素回归分析中对性
行为发生率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的恋爱史、学历、年龄、性别、年

级、母亲受教育程度、父亲受教育程度和婚前性行为接受度８个

因素进行多因素回归分析。其中年级在多因素回归分析中无

统计学意义，其余７个因素对性行为发生率的影响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相关因素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项目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下限 上限

恋爱史 ２８７９ ０３３９ ７２３４４ ＜０００１ １７８０４ ９１７ ３４５６８

学历 －０９５ ０２５８ １３５５７ ＜０００１ ０３８７ ０２３３ ０６４１

年龄 ０２０３ ００８８ ５２９６ ００２１ １２２６ １０３１ １４５８

性别 １４８９ ０２１７ ４７１６ ＜０００１ ４４３５ ２８９９ ６７８４

年级 ３３３３ ０１８９

　一年级 －０５１４ ０３１４ ２６７６ ０１０２ ０５９８ ０３２３ １１０７

　二年级 －０４４２ ０２７１ ２６６ ０１０３ ０６４３ ０３７８ １０９３

　三年级

母亲受教育程度 １５７４８ ０００３

　文盲 －１４４１ ０５４９ ６８９７ ０００９ ０２３７ ００８１ ０６９４

　小学 －１５９７ ０４１４ １４８７７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３ ００９ ０４５６

　高中／中专 －１２９８ ０３６６ １２５６５ ＜０００１ ０２７３ ０１３３ ０５６

　大专 －０９０７ ０４３６ ４３２１ ００３８ ０４０４ ０１７２ ０９５

　本科及以上

父亲受教育程度 １７６２１ ０００１

　文盲 １９３６ ０５８７ １０８６２ ０００１ ６９３１ ２１９２ ２１９１７

　小学 －０１２１ ０４０６ ００８９ ０７６５ ０８８６ ０４ １９６１

　高中／中专 －００５２ ０３４４ ００２３ ０８８ ０９５ ０４８４ １８６３

　大专 －０２３９ ０３９７ ０３６３ ０５４７ ０７８７ ０３６１ １７１４

　本科及以上

婚前性行为态度 ３８１０５ ＜０００１

　非常反对 －０６４２ ０３３２ ３９６６ ００４６ ０５２６ ０２８ ０９９

　反对 －１６７８ ０３０８ ２９７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８７ ０１０２ ０３４１

　无所谓 －１２６３ ０２４９ ２５７８１ ＜０００１ ０２８３ ０１７４ ０４６１

　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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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有恋爱史与无恋爱史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比较
有恋爱史的青年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比无恋爱史的高（ＯＲ＝

１７８０４，Ｐ＜０００１），无恋爱史的学生中２７４％有性行为史。本
科学生较专科生性行为发生率更低（ＯＲ＝０３８７，Ｐ＜０００１），男
性性行为发生率高于女性（ＯＲ＝４４３５，Ｐ＜０００１），调查对象中
随着年龄的增加性行为发生率也显著增加（ＯＲ＝１２２６，Ｐ＝
００２１）。
２．３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孩子性行为发生率关系

母亲受教育程度：①设本科及以上为参照水平，其他４种受
教育程度母亲的孩子性行为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参照水平（Ｐ＜
００５）；②设文盲为参照水平，除了本科及以上受教育程度母亲
的孩子性行为发生率高于参照水平（ＯＲ＝４２２４，Ｐ＝０００９），其
他３种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孩子性行为发生率与参照水平的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

父亲受教育程度：①设本科及以上为参照水平，除了文盲
父亲的孩子性行为发生率高于参照水平（ＯＲ＝６９３１，Ｐ＝
０００１），其他３中受教育程度的父亲的孩子性行为发生率与参
照水平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②文盲为参照水平，其他４种受
教育程度父亲的孩子性行为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参照水平（ＯＲ＜
１，Ｐ＜００５）。
２．４　青年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态度

婚前性行为态度：①设赞同为参照水平，其他４种态度性行
为发生率均显著低于参照水平（Ｐ＜００５）；②设非常反对为参
照水平，态度为反对和无所谓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低于参照水

平，并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态度为赞同的学生性行
为发生了率高于参照水平（ＯＲ＝１９００，Ｐ＝００４６）。
#

　讨论
性行为是艾滋病、梅毒和淋病等性传播疾病的主要传播途

径，因此大学生性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制定预防大学生性传

播疾病策略有着重要意义。本研究学生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４３１％，其中男性性行为发生率为２３６４％，这与杨银梅等［４］

人的ｍｅｔａ分析研究结果相似，大学生总体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５１％（９５％ＣＩ＝１３９％１６４％），男性性行为发生率为２１１％
（９５％ＣＩ＝１９１％２３１％）。而女性性行为发生率为６９６％低
于国内其他研究的１０６％１８１０％［４５］，女性性行为发生率为

１０６％（９５％ＣＩ＝９４％１１８％）。
本研究发现，虽然恋爱经历是性行为发生的危险因素并且

有恋爱史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是无恋爱史学生的１７８０４倍，但
无恋爱史的学生仍有２７４％有性行为时，这提示性交易或一夜
情等非稳定性关系也可能存在与学生人群中，这一点在伍迎春

等［６］的报道中也有所验证。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人群性

行为发生率也随之增长，但本科学生的年龄虽然比专科生大但

性行为发生率低于专科生，可推断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学生性行

为发生率更低。

父母亲受教育程度与孩子学生时期性行为发生率也有一

定关联。父亲文化程度为文盲时孩子的性行为发生率会显著

高于其他组，母亲文化程度为文盲和大学及以上时孩子性行为

发生率更高。这可能由于父母亲为文盲的家庭会避讳谈及性，

性教育意识偏弱，孩子性知识匮乏。母亲为大学及以上学历的

家庭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对性教育的态度较为开放有

关。也可能与母亲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家庭条件较好谈恋

爱的机会较多，增加了性行为发生的机会，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

研究。

从对待婚前性行为态度来看，非常反对和赞同婚前性行为

的学生性行为发生率较高，但由于研究无法验证婚前性行为态

度与性行为发生的时间顺序，是性行为态度的影响了婚前性行

为的发生还是婚前性行为的发生改变了性行为的态度开展进

一步的队列研究得出结论。

近１０年来，我国性健康教育逐渐受到重视，但也发现部分
家长和教师担心性生理及性病等方面的教育可能导致青少年

性行为年龄提前，性观念开放。本研究发现艾滋病培训的接触

情况与性行为发生无统计学相关，性病防治宣传和健康性行为

教育不会增加青年学生的性行为发生率。

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的改善，青少年性生理成熟逐渐

提前，性知识水平及心理成长水平的滞后［７］。我国系统性性健

康教育的滞后和青少年对性知识的渴望矛盾日益激化，大学生

心理和性教育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同时需要不断提升相关医

疗技术水平和医疗服务质量［８］。大学生处于生理和心理发育

的敏感时期，同时对健康教育的接受度较好，培训集中度高，因

此，加强大学生性知识和性病预防知识的培训效果较好。学校

可将性教育融入到学校的整体教育体系中，以主干或相关课程

为载体推进性教育［９］，加强学生的安全性行为意识。同时教会

家长如何回答孩子们的性健康问题，遇到孩子在性方面的各种

问题如何解决如何面对，对于提高青少年的性知识知晓率有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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