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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腹腔完全腹腔镜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治疗上尿路
上皮癌效果及对患者短期生存质量的影响
童占表

青海红十字医院泌尿外科，西宁 ８１０００１

【摘要】　目的　分析经腹腔完全腹腔镜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治疗上尿路上皮癌（ｕｐｐ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
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ＵＵＴＵＣ）效果及其对患者短期生存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
月青海红十字医院泌尿外科诊治的６０例上尿路上皮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不同治疗方法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３１例患者采用ＵＵＴＵＣ治疗方法，对照组２９例患者采用根治性肾输尿管全长切除
术（ｒａｄｉｃａｌｎｅｐｈｒｏｕｒｅ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ＲＮＵ）。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并发症发生情况和癌症患者生存质量评
估工具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病理随访结果。结果　①与对照组患者相比，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
镇痛药物剂量更少，手术耗时、引流管留置时间、导管留置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更短，其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②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③术前及术后１个月，两组患者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术后１周，观察组患者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④两组患者随访时间、病理分级、病理分期、复发率、远处转移率、死亡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结论　经腹完全腹腔镜输尿管全长切除术与目前临床使用的上尿路上皮癌金标准根治性肾输尿
管全长切除术比较，两者效果及远期预后相当，且前者创伤更小，并发症更少，能够减少术后镇痛药物使用

量，促进短期恢复，改善患者短期生存质量。

【关键词】　上尿路上皮癌；经腹腔完全腹腔镜输尿管全长切除术；生活质量；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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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尿路上皮癌（ｕｐｐｅｒｔｒａｃｔ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ＵＴＵＣ）在临
床中比较少见，仅占尿路上皮瘤的５％～１０％，其特征与膀胱肿
瘤类似，但ＵＴＵＣ更为少见，且与一些家族性综合征有关，更难
直观形象化并进行局部治疗，且上、下尿路间肌肉厚度等解剖

因素导致预后不同；６０％的ＵＴＵＣ患者确诊时已经发生浸润，７０
岁～８０岁老年人是发病高峰人群，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１２］。

ＵＴＵＣ复发和进展风险较高，但双侧上尿路发生肿瘤的几率较
小，约为１６％，故根治性肾输尿管切除（ＲＮＵ）和膀胱袖状切除
术为治疗ＵＴＵＣ的标准术式［３４］。但是，ＲＮＵ需要做下腹部和
胁腹部２个较大切口，且并发症较多，术后复发和进展风险大。
随着泌尿外科微创技术的发展和完善，腹腔镜在其治疗中占据

了重要地位。目前，已经有研究证实，腹腔镜在上尿路上皮肿瘤

治疗中安全性和可行性较好，相比开放手术其并发症较少，远

期预后较好。本研究以根治性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ｒａｄｉｃａｌ
ｎｅｐｈｒｏｕｒｅ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ＲＮＵ）术式为对照，分析了经腹腔完全腹腔
镜输尿管全长切除术（ｕｐｐ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ＵＵＴＵＣ）在该病中的治疗效果，以及对患者短期生命质量的影
响，以寻找更为安全有效的治疗方式。现将有关研究内容报道

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青海红十字医院泌尿外科
诊治的６０例上尿路上皮癌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５６］：经

Ｂ超、尿脱落细胞学检查、逆行肾盂造影、泌尿系造影、磁共振泌
尿系水成像技术（ＭＲＵ）、输尿管镜检查或（和）输尿管镜活检术
确诊，符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手册》中上尿路上皮癌

诊断标准；完成术后随访项目，包括体格检查、病史检查、旁观镜

检查、胸片、尿液脱落细胞学检查、腹部或盆腔 ＣＴ检查。排除
标准［６］：术前淋巴结及远处转移、术前有对侧上尿路上皮肿瘤

史及膀胱肿瘤史；未签署知情同意书；凝血功能异常。本研究获

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不同治疗方法将其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３１例患者采用ＵＵＴＵＣ治疗方法，对照
组２９例患者采用 ＲＮＵ治疗方法。比较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
标、并发症发生情况及癌症患者生存质量评估工具 ＥＯＲＴＣ
ＱＬＯＣ３０分值、病理随访结果。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选项 观察组（ｎ＝３１） 对照组（ｎ＝２９） χ２／ｔ值 Ｐ值

性别（男／女）（例） １８（５８１）／１３（４１９） １７（５８６）／１２（４１４） ０００１９ ０９６５５

年龄（岁） ６２３２±７５２ ６２７８±４１９ １．２１２ ０．５１４４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９５±１２６ ２４０１±１２３ １．８５１ ０．５４１２

首诊原因（例） 偶然发现 １（３２） ２（６９） ０７１ ０７００５

腰腹疼痛 ４（１２９） ５（１７２）

血尿 ２６（８３９） ２２（７５９）

肿瘤位置（例） 输尿管 １２（３８７） １５（５１７） １６３ ０６５３０

肾盂 １４（４５２） １１（３７９）

肾盂输尿管多发肿瘤 ２（６５） ２（６９）

肾盂输尿管连接部 ３（９７） １（３４）

右侧／左侧 １４（４５２）／１７（５４８） １４（４８３）／１５（５１７） ００６ ０８１０６

肿瘤分期 Ｔ１Ｎ０ １２（３８７） １０（３４５） ０５２ ０７１９９

Ｔ２Ｎ０ ８（２５８） １０（３４５） ０．４５ ０．６４２１

Ｔ２Ｎ１ １１（３５５） ９（３１０） ０．６５ ０．６２３５

１３　手术方法
１３１　观察组手术方法　观察组患者行 ＵＵＴＵＣ手术治疗。
采取气管插管全麻，健侧４５°斜卧位，做患侧锁骨中线肋缘下
１ｃｍ处切口，置入气腹针，腹压维持在１４ｍｍＨｇ。另做患侧脐下
３ｃｍ和脐上３ｃｍ腹直肌外缘、髂前上棘内上方３ｃｍ穿刺点，选
择合适的Ｔｒｏｃａｒ，穿刺套管并置入操作器械。沿升（降）结肠旁
沟用超声刀切开侧腹膜，牵拉十二指肠暴露生殖静脉和下腔静

脉、肾周筋膜。游离输尿管，确定深静脉位置，保留一侧与肾蒂

脂肪和淋巴组织，游离肾动静脉并夹闭切断，夹闭肿瘤上下方输

尿管，切除肾脏，保留肾上腺。在下腹做穿刺点，置入 １０ｍｍ
Ｔｒｏｃａｒ，夹闭切断腺血管；切开腹膜直至膀胱外侧，游离至输尿管
膀胱开口。游离输尿管周围膀胱逼尿肌，将输尿管和部分膀胱

黏膜游离到膀胱壁外夹闭部分膀胱壁和黏膜，无尿液渗出后切

除输尿管，将输尿管和肾脏置入标本袋，沿着穿刺通道外缘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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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６ｃｍ处取出，放置引流管，缝合切口。
１３２　对照组手术方法　对照组患者行ＲＮＵ手术治疗。在预
备术侧背部垫小枕头，行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在患侧浮肋尖端

向前至腹直肌外侧缘做切口，垂直向下延伸到耻骨联合上端，

形成“７”形切口。逐层切开皮肤和皮下组织直至肌肉，向后斜
行切开腹外斜肌，向下至耻骨联合上方，向上直至浮肋下缘，将

腹内外斜肌和腹直肌分离，做腹直肌后鞘直线切开和腹膜钝性

分离。推开腹膜、脂肪和内脏，行腰筋膜切口扩大处理，充分暴

露肾脏和输尿管。行肿瘤下方输尿管结扎，肾脏钝性分离，明确

肾盂、肾血管，结扎肾动静脉并离断端。游离肾脏并提出，游离

输尿管至膀胱入口，止血钳夹闭切除并缝合，完整移除输尿管、

肾脏，置入标本袋，引流，缝合。

１４　观察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术中出血量、手术耗时、引流

管留置时间、导尿管留置时间、肠功能恢复时间、住院时间、术后

镇痛药物剂量）；记录并发症发生情况；记录两组患者术前、术

后１周、术后１个月期间 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７］；记录两组患

者病理随访情况，包括随访时间、病理分级、病理分期、复发率、

远处转移率、无瘤生存率、带瘤生存率和死亡率。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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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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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药物剂

量更少，手术耗时、引流管留置时间、导管留置时间、胃肠功能恢

复时间和住院时间均更短，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２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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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表２　两组患者手术相关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中出血量

（ｍＬ）

手术耗时

（ｍｉｎ）

引流管留置

时间（ｄ）

导尿管留置

时间（ｄ）

肠功能恢复

时间（ｄ）

住院时间

（ｄ）

术后镇痛药物

剂量（ｍｇ）

观察组 ３１ １４７３２±２７６９ １１７２５±３１０４ ４２３±１１７ ６５２±２０７ ２１３±０３１ ９０３±２６８ ３２２０±９３２

对照组 ２９ １８０１２±３５６１ １４３２０±２１６５ ７０６±１４４ １１１７±３０１ ２８７±０７４ １２４５±３１４ ４７１８±１０２４

ｔ值 ４００ ３７３ ８３８ ７０１ ７２４ ４５５ ５９３

Ｐ值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延迟出血 肠梗阻 切口脂肪液化 疝 漏尿 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３１ ０（０）　 １（３２） １（３２） ０（０）　 ０（０）　 ２（６５）

对照组 ２９ １（３４） ２（６９） ３（１０３） １（３４） ２（６９） ９（３１０）

χ２值 — — — — — ２０７３

Ｐ值 — — — —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术前和术后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比较
术前及术后１个月，两组患者 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术后１周，观察组患者
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４　两组患者病理随访情况比较

两组患者随访时间、病理分级、病理分期、复发率、远处转移

率、死亡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５。

表４　术前和术后两组患者生存质量评估
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术前 术后１周 术后１个月

观察组 ３１ ６２１２±９２１ ７４２０±６１２ ７８１２±５１６

对照组 ２９ ６３３２±１０２６ ６５８５±８２１ ７６５１±４９８

ｔ值 ０４８ ４５３ １２４

Ｐ值 ０６３２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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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患者病理随访情况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ｎ（％）］

　　　项目 选项 观察组（ｎ＝３１） 对照组（ｎ＝２９） χ２／ｔ值 Ｐ值

平均随访时间（月） ２７３０±５３２ ２９１２±１１７ １８０ ００７６９

病理分级 Ⅰ＋Ⅱ １９（６１３） １７（５８６） ００４ ０８３４３

Ⅲ １２（３８７） １２（４１４）

病理分期 表浅肿瘤 ８（２５８） １０（３４５） ０５３ ０４６７４

浸润肿瘤 ２３（７４２） １９（６５５）

复发 ２（６５） ４（１３８） ３５４ ００６００

远处转移 ３（９７） ５（１７２） ２０９ ０１４８５

死亡 ３（９７） ３（１０３） ００６ ０８０９９

　　注：表浅肿瘤为Ｔｉｓ＋Ｔａ＋Ｔ１期；浸润肿瘤为Ｔ２＋Ｔ３期

#

　讨论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高，目前越来越多的上尿路上皮癌

在早期时确诊，为微创手术提供了良好条件。患者普遍是因为

出现血尿而入院检查，本研究中，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均是如

此。在治疗上，传统手术 ＲＵＮ切除范围包括输尿管全长、患侧
肾、输尿管开口周围部分膀胱壁，手术必须做２个切口，腰部肌
肉损伤较大，游离范围广，患者术后恢复慢［８］。同时，开放手术

也存在一定缺点，膀胱袖口切除不足，包括对侧输尿管口损伤，

操作难度大，在肥胖者中以上表现更为显著。随着腹腔镜技术

的应用，使ＵＴＵＣ面临新机遇和挑战，虽然目前 ＲＮＵ术式在临
床应用广泛，但术后并发症较多，限制其发展［９］。本研究发现

ＵＵＴＵＣ效果与 ＲＮＵ相当，且更有利于患者短期生命质量提
高。

ＵＵＴＵＣ具有创伤小、出血少、恢复快、并发症少的优点，在
上尿路上皮癌治疗中受到重视。传统开放性手术创口大、操作

广、肌肉损伤重，术后疼痛对患者造成不良影响，并发症较多，恢

复较慢。腹腔镜的应用仅采用穿刺孔或小切口，对肌肉、肋间神

经的损伤更小，患者术后恢复更快。戴志红等［１０］、陈志军等［１１］

指出，ＵＵＴＵＣ的标本取出口制作不会对皮神经、肌肉组织造成
严重创伤，从而减轻了患者术后疼痛。本研究中，与对照组相

比，观察组患者术中出血量、术后镇痛药物剂量更少，手术耗时、

引流管留置时间、导管留置时间、胃肠功能恢复时间和住院时

间均更短，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这提示观
察组患者术后疼痛程度更低，无需更多镇痛药物，此与观察组

患者术中出血量少、创伤小有关。上述结果说明，ＵＵＴＵＣ的手
术操作时间更短，术后康复更快。这是因为 ＵＵＴＵＣ能够充分
暴露内脏，患者在整个输尿管、肾切除中保持侧卧，术者仅需要

移动显示器便可以保证手术连贯，从而缩短了手术时间；后腹

腔镜解剖结构和术野限制需要更换患者体位，才能准确切除输

尿管末端；而经腹腔完全腹腔镜时，患者可以一直保持健侧卧

位，不需要更换为仰卧位，从而节约了许多时间；腹腔镜的应用

为术者提供了良好视野，确保手术准确、顺利进行，缩短了操作

时间。有关研究报道，比较ＵＵＴＵＣ与ＲＮＵ在上尿路上皮癌中
的疗效，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同时指出经腹完全
腹腔镜操作难度大，增加了手术时间；加上腹腔镜手术器械操

作不熟练也会延长手术时间［１２１４］。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提高术

者腹腔镜操作熟练程度来提高工作效率。本研究中，观察组患

者并发症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是因为，腹腔镜提供了更清晰的术野和更大的操
作空间，从而提高了手术精准性，减少了周围组织和器官损伤，

缩短了手术时间；由于操作口小，减少了腔内脏器、组织与外界

空气接触，进一步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１５］。而术后并发症直

接影响患者短期生存质量，尤其是癌症患者机体耐受性较差，术

后生存质量关系预后。本研究中，术前及术后１个月，两组患者
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术后１周，观察组患者 ＥＯＲＴＣＱＬＯＣ３０分值高于对照
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提示 ＵＵＴＵＣ
更有利于患者术后短期机体恢复，改善生存质量，这与患者术后

疼痛程度更轻、并发症更少有关。在病理随访上，两组患者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提示２种术式取得的远期预后相
当。

综上所述，经腹完全腹腔镜输尿管全长切除术与上尿路上

皮癌金标准根治性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效果相当，在远期预后

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前者创伤更小，并发症更少，能够减少

术后镇痛药物使用量，促进短期恢复，改善患者短期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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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４０７４４．

［３］　袁道彰，都兴华，石利平，等．经腹腹腔镜与后腹腔镜治疗上尿路
尿路上皮癌的比较研究［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６，１６（９）：
８１２８１５．

［４］　ＥｍｉｌｉａｎｉＥ，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ＴＲ，ＢｒｅｄａＡ，ｅｔａｌ．Ｔｈｕｌｉｕｍｌａｓ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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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Ｗｏｒｌ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３（４）：５９５５９７．

［５］　ＣｈａｎｇＩＷ，ＬｉａｎｇＰＩ，ＬｉＣＣ，ｅｔａｌ．ＨＡＳ３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ｓａｎ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ｏｆｐｏｏｒ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ｒ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ｏｆｔｈｅｕｐ
ｐ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ｕｒｉｎａｒｙｂｌａｄｄｅｒ［Ｊ］．Ｔｕｍｏｕｒ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６
（７）：５４４１５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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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２０１５，３８（７／８）：３７９３８１．

［７］　邢云超，熊耕砚，方东，等．非肌层浸润性上尿路尿路上皮癌５年
随访生存分析及其预后相关因素研究［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
２０１６，３７（３）：１９０１９４．

［８］　吴肖冰，葛力源，戴黎阳，等．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术后预防性膀胱
灌注化疗的临床意义［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７，３８（４）：２８６
２８９．

［９］　杨钧显，张超雄，陈磊，等．后腹腔镜联合经尿道电凝与经尿道电
切在治疗上尿路尿路上皮癌的对照研究［Ｊ］．微创泌尿外科杂
志，２０１６，５（２）：８０８３．

［１０］　戴志红，白杰，刘志宇，等．Ⅰ期完全腹腔镜单侧肾、输尿管及全
膀胱根治性切除术治疗上尿路尿路上皮癌合并膀胱癌效果观察

［Ｊ］．肿瘤研究与临床，２０１７，２９（９）：６２８６３０．

［１１］　陈志军，李庆文，汪盛，等．完全腹腔镜下上尿路尿路上皮癌根治
术１２例分析［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５，１２（３）：２７５２７７．

［１２］　张殿锋．经腹与经腹膜后腹腔镜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治疗上尿路
尿路上皮癌的临床研究［Ｊ］．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３）：４８９
４９２．

［１３］　韩登俊，梁勇，黄凤鸣，等．经腹腔完全腹腔镜肾输尿管切除治疗
上尿路移行细胞癌的效果观察［Ｊ］．广西医学，２０１６，３８（５）：７２９
７３１．

［１４］　任宇，于广海，王艳龙，等．后腹腔镜肾盂部分切除术治疗肾盂尿
路上皮癌１例报告并文献复习［Ｊ］．现代泌尿生殖肿瘤杂志，
２０１７，９（２）：１０５１０６．

［１５］　方林．后腹腔镜联合下腹部斜行小切口根治性切除上尿路肿瘤
（附３６例报告）［Ｊ］．国际泌尿系统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１）：７８８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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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化因子 ＧＲＯａ在肾透明细胞癌中的表达及意义
孙尧荣１　陈崇杨２

１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泌尿外科，浙江 温岭 ３１７５２３
２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病理科，浙江 温岭 ３１７５２３

【摘要】　目的　探讨趋化因子ＧＲＯａ在肾透明细胞癌中的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８
月台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诊治的４６例肾透明细胞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设为实验组；另随机选取开放
切除的正常肾组织的４６例患者设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两组患者ＧＲＯａ的表达。结果　本研
究中，实验组患者ＧＲＯａ蛋白的阳性例数为３４例，阳性率为７３９％；对照组患者ＧＲＯａ蛋白的阳性例数为
１４例，阳性率为３０４％；实验组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４９，Ｐ＜００５）。实
验组患者中，ＧＲＯａ表达的阳性率与患者性别、肿瘤数量、临床分期及有无淋巴结转移均无明显关系（均Ｐ＞
００５），而与肿瘤初发与复发均有关系（均Ｐ＜００５）。结论　肾透明细胞癌组织中 ＧＲＯａ蛋白表达水平增
加，针对ＧＲＯａ的免疫治疗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肾脏肿瘤；免疫组织化学；生长相关癌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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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肾细胞癌（ｒｅｎａｌ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ＲＣＣ）是起源于肾实质泌尿
小管上皮系统的恶性肿瘤，占肾脏恶性肿瘤的８０％ ～９０％，约
占全身恶性肿瘤的 ３％，其中肾透明细胞癌约占 ＲＣＣ的
８９６％［１］。肾透明细胞癌高发年龄为５０岁 ～７０岁，男女患者
发病率比例约为１８３∶１；城市地区是农村地区发病率的４３１
倍［２］。早期发现的肾透明细胞癌根治术后５年生存率为９０％，
但我国约３０％的肾癌患者被诊断时已经出现了转移灶，其预后
非常差［２］。趋化因子是功能特殊的蛋白质，能够发挥重要的生

理功能，重构细胞形态、趋化免疫细胞、参与炎性反应等，最近的

研究也提示，趋化因子与肿瘤发生相关［３４］。趋化因子中生长

相关癌基因（ｇｒｏｗｔｈｒｅｌａｔｅｄｏｎｃｏｇｅｎｅ，ＧＲＯ）在结肠癌、黑色素
瘤、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等呈高表达，但与肾透明细胞癌的关系

目前尚不清楚。本研究通过检测手术后肾透明细胞癌组织

ＧＲＯａ的表达，探讨肾透明细胞癌的发病与预防的关系，为临床
靶向治疗肾透明细胞癌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我院泌尿科诊治的４６例
肾透明细胞癌患者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４８岁 ～７２岁，
年龄（５７２５±１３０７）岁，术后病理确诊为肾透明细胞癌纳入研
究。

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泌尿外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中关
于原发性肾透明细胞癌的病理学表现；②原发肾脏病变；③Ｂ超
和ＣＴ资料齐全；④术前未行放疗和化疗。排除标准：①转移性
肾脏肿瘤；②精神异常者；③有明显的手术禁忌症。

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本研究通过本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选取术后病理确诊为肾透明

细胞癌的４６例患者为实验组，另随机选取开放切除的正常肾组
织的４６例患者为对照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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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两
组患者ＧＲＯａ的表达。
１３　治疗方法

采用多克隆兔抗人 ＧＲＯａ抗体，购自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
ｇｉｅｓ公司；即用型ＳＰ试剂盒（ＰＶ６０００），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免疫组化方法：采用 ＳＰ法测定 ＧＲＯａ蛋白的
表达。主要步骤包括标本经石蜡切片，切片的厚度为５μｍ，二
甲苯脱蜡梯度酒精水化，３％双氧水灭活内源性过氧化物酶活
性，枸橼酸盐缓冲液中抗原修复，兔血清液封闭，滴加Ⅰ抗，４℃
过夜，漂洗后滴加Ⅱ抗及链霉素抗生素蛋白过氧化物酶复合
物，ＤＡＢ显色，苏木素复染，脱水封片。

两组患者阴性对照采用 ＰＢＳ代替Ⅰ抗进行。抗体稀释浓
度为１∶１００。
１４　结果判定

细胞着色情况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每张切片随机观察５

个视野（×２００），取其平均值（ＭＤ）为每张切片的观察结果。评
分方法：①染色强度：细胞膜和胞浆无着色记０分；淡黄色记１
分；黄色记２分；棕黄色或棕色记３分。②染色细胞计数：呈棕
色或棕黄色，按照阳性细胞占比判定结果分析。阳性细胞数在

２４％以内记１分；阳性细胞数为２５％～５０％记２分；阳性细胞数
＞５０％记３分。③最后得分为 ５个视野两者之和的平均值
（ＭＤ）。判定标准：１≤ＭＤ≤２为阴性（）；ＭＤ＞２为阳性（＋）。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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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ａ蛋白表达比较

ＧＲＯａ蛋白主要表达在肾透明细胞癌和正常肾组织上皮细
胞胞浆内，免疫组化结果显示阳性细胞胞浆呈棕黄色。本研究

实验组４６例患者中，ＧＲＯａ蛋白的阳性例数为３４例，阳性率为
７３９％；对照组 ４６例患者中，阳性例数为 １４例，阳性率为
３０４％；实验组患者阳性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４９，Ｐ＜００５）。
２２　实验组患者中ＧＲＯａ蛋白表达与生物学行为的关系

肾透明细胞癌组织中ＧＲＯａ蛋白表达的阳性率与肿瘤的数
量、是否转移、临床分期均无明显关系（均Ｐ＞００５），而与肿瘤的
初发和复发有密切关系（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肾癌组织中ＧＲＯａ的表达与生物学关系［ｎ（％）］

　项目 例数
ＧＲＯａ蛋白表达

阴性 阳性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３０ ９（３００） ２１（７００） １５８ ＞００５

　女 １６ ３（１８８） １３（８１３）

肿瘤数量

　单发 １５ ４（２６７） １１（７３３） ０２９ ＞００５

　多发 ３１ ８（２５８） ２３（７４２）

临床分期

　Ⅰ期 ２９ ７（２４１） ２２（７５９） １２８ ＞００５

　ⅡⅣ期 １７ ５（２９４） １２（７０６）

是否转移

　无转移 ２５ ７（２８０） １８（７２０） ０８６ ＞００５

　有转移 ２１ ５（２３８） １６（７６２）

是否复发

　初发 ２９ １０（３４５） １９（６５５） ６５６ ＜００５

　复发 １７ ２（１１８） １５（８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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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肿瘤的发生是多基因作用的结果，包括 ＤＮＡ过度复制，细

胞周期功能紊乱、逃逸凋亡，血管增生和转移浸润等一系列病

理过程。细胞因子是在细胞间传递信号的多肽类或蛋白质，其

中趋化因子是细胞因子的一种类型，对免疫细胞具有趋化作

用，氨基酸排列有高度相似性。ＧＲＯａ属于 ＣＸＣ类趋化因子，
还包括ＧＲＯβ、ＧＲＯγ、ＩＬ８、中性粒细胞激活蛋白２（ＮＡＰ２）、
内皮源性中性粒激活肽７８（ＥＮＡ７８）、血小板因子４（ＰＦ４）［５］。
ＧＲＯａ在调节细胞免疫反应方面有促进作用已经成为共识，其
在肿瘤的表达和作用及针对其靶点的治疗已经成为近年来的

研究热点［６］。随着研究的深入，大量的证据表明，ＧＲＯａ的表
达与肿瘤的生物学关系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可能参与了肿瘤的

发生、发展、侵润和转移的过程［７］。当 ＧＲＯａ与细胞表面相应
受体结合后，通过细胞信号级联放大系统传递到胞内引起一系

列生物学效应，包括促进癌基因的表达，导致细胞的持续扩

增［８］。Ｏｗｅｎ等［９］发现黑色素瘤中 ＧＲＯａ表达明显增多，在体
外实验中针对其靶点的抗ＧＲＯａ抗体可以抑制瘤细胞的增殖，
并且随着浓度增大，抑制效能增强。Ｆｏｌｋｍａｎ［１０］报道，ＧＲＯａ能
够刺激内皮细胞扩增，促进肿瘤血管形成，而新生的血管能够

提供肿瘤细胞扩增所需要的物质和能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肾透明细胞癌组织中 ＧＲＯａ蛋白表达阳
性率明显高于正常组织（χ２＝１３４９，Ｐ＜００５），这提示 ＧＲＯａ
蛋白的高表达与肾癌的发生发展过程密切相关，推测随着

ＧＲＯａ蛋白表达增加，其可能参与了肿瘤细胞的发生与进展过
程。本研究也发现，在肾透明细胞癌中，ＧＲＯａ蛋白表达在性
别、肿瘤数量、肿瘤的临床分期、是否转移生物学行为之间，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而与是否复发之间，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 ＧＲＯａ蛋白与肾透明细胞癌
恶性程度呈正相关。笔者推测，复发患者 ＧＲＯａ蛋白的高表达
意味着 ＧＲＯａ基因表达不受控制，无限扩增，由此引起肿瘤的
一系列生物学行为。ＧＲＯａ蛋白的高表达表明肿瘤复发危险性
较高，这提示ＧＲＯａ蛋白的表达可以作为手术后监测有无肿瘤
复发的一项独立指标。推测随着肿瘤细胞发生，表达 ＧＲＯａ蛋
白增加；随着肿瘤恶性程度的增加，肿瘤细胞通过自分泌或旁

分泌途径也增多，促进基因扩增从而表达更多的 ＧＲＯａ蛋白，

更进一步破坏了细胞膜的屏障作用，同时促进了肿瘤新生血管

的形成，更为其局部浸润和远处转移扫清了障碍，形成了一个

恶性循环的过程。

综上所述，肾透明细胞癌组织中 ＧＲＯａ蛋白表达水平增
加，其可能参与肾透明细胞癌组织生物进程，故针对 ＧＲＯａ的
靶向治疗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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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后尿白细胞阳性
相关因素分析
柯磊磊　疏仁义△　张启旺　黄进
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安徽 池州 ２４７１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相关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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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诊治并行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ＰＫＰＲ）的６３例患者
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对影响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　年龄、抗生素使用天数、术前
导尿、前列腺重量与手术时间之比无统计学意义，与术后尿白细胞阳性无关。术前尿路感染（Ｐ＝００２６）、术
后尿管留置时间（Ｐ＝００２５）、膀胱冲洗时间（Ｐ＝０００８）与术后尿白细胞阳性有关。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术前尿路感染、术后尿管留置时间、膀胱冲洗时间是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相关因素。结论　术前尿路感
染、术后尿管留置时间为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危险因素，膀胱冲洗时间为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保护因素。

术前积极控制感染、术后持续膀胱冲洗及早期拔除导尿管能降低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发生率。

【关键词】　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尿白细胞阳性；相关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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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经尿道前列腺电切术作为前列腺增生手术的金标准
已被临床泌尿外科医师广泛认可，电切综合征作为其主要手术

并发症之一也一直为临床所诟病。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经

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因其极低的电切综合症发生率

等技术优势越来越多的被临床所选择，并被广泛应用于临床治

疗。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后尿路感染发生率较高，

为了解影响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后尿白细胞阳性

存在何种相关因素，回顾性分析了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２０１７
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收治并行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
术的６３例前列腺增生患者手术前后及随访数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
收治并行经尿道前列腺双极等离子电切术的６３例患者资料作
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有明确手术指征，术后病理确认为良

性前列腺增生，无尿道狭窄、神经源性膀胱及既往下尿路手术

治疗史。患者年龄范围５３岁 ～８３岁，年龄（６８８±６８）岁；前
列腺体积范围２８ｇ～２４７ｇ，前列腺体积（７６１±３５８）ｇ；手术时
间范围３４ｍｉｎ～１６５ｍｉｎ，手术时间（８３７±２５５）ｍｉｎ；留置尿管
时间范围１ｄ～１０ｄ，留置尿管时间（５２±１４）ｄ；术后膀胱冲洗
时间范围２ｄ～７ｄ，术后膀胱冲洗时间（３８±１４）ｄ；术前导尿
患者３０例，未导尿患者３３例；术前存在尿路感染患者２５例，无
尿路感染患者３８例；术前有前列腺增生相关并发症患者３１例，

无前列腺相关并发症患者３２例。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
知情同意，并获安徽省池州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患者均采用ｗｏｌｆ牌双极等离子电切镜行经尿道前列腺等

离子电切术，具体参数设置为：电凝功率８０Ｗ，双极切割功率
１２０Ｗ。术后进行尿管留置，引流时采用密封式引流袋，术后住
院期间每间隔３ｄ在无菌操作的原则下对患者尿液进行收集、送
检，如持续膀胱冲洗，则要求停膀胱冲洗４ｈ～６ｈ后留取尿液送
检。尿白细胞阳性为中段尿常规检查尿沉渣白细胞≥５个／ＨＰ，
并常规予尿培养检查进一步检查。收集可能影响经尿道前列腺

电切术后发生尿白细胞阳性的相关临床指标，包括年龄、术前导

尿、术前尿路感染、前列腺重量与手术时间比值、抗生素使用天

数、术后膀胱冲洗时间、术后留置尿管时间。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先进行单因素分

析，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指标进行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为避免有效信息的丢失，多因素分析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影响患者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表明，年龄、前列腺重量与手术时间之比、术前

导尿、抗生素使用时间与患者术后尿白细胞阳性无关，术前尿路

感染、术后留置尿管时间长（＞５ｄ）、膀胱冲洗时间长（＞３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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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术后尿白细胞阳性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患者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单因素分析

　　　　　相关因素 数量 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７０
　≤７０

３６
２７

００９３ ０７６０

前列腺重量与手术时间之比（ｇ／ｍｉｎ）
　≤１
　＞１

４０
２３

＜０００１ ０９８６

术前导尿

　有
　无

３０
３３

３３８４ ００６６

术前尿路感染

　有
　无

２５
３８

９５８１ ０００２

抗生素使用时间（ｈ）
　≤７２
　＞７２

３６
２７

０５８２ ０４４６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ｄ）
　≤５
　＞５

４６
１７

３０５７ ０００８

膀胱冲洗时间（ｄ）
　≤３
　＞３

２７
３６

１６８２ ００１５

２２　患者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分析表明，年龄、抗生素使用天数、术前导尿、前列腺

重量与手术时间之比无统计学意义，可以认为与术后尿白细胞阳

性无关。术前尿路感染（Ｐ＝００２６）、术后尿管留置时间（Ｐ＝
００２５）、膀胱冲洗时间（Ｐ＝０００８）与术后尿白细胞阳性有关；其
中二分类变量术前尿路感染ＯＲ＞１、连续性变量术后尿管留置
时间回归系数为１３０４＞０，为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危险因素，连
续性变量膀胱冲洗时间回归系数为１０１２＜０，为术后尿白细胞
阳性的保护因素；术前尿路感染的人与术前无尿路感染的人相

比，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增加大约５９８倍；术后留置尿管每增加
１天增加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几率增加２６８５倍。膀胱冲洗时间增
加可以减少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发生。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患者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ＳＥ值 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术前尿路感染　　 　１９４３ ０８７１ ４９７７ ００２６ ６９８０

术后尿管留置时间 　１３０４ ０５８１ ５０３８ ００２５ ３６８５

膀胱冲洗时间　　 －１０１２ ０３８３ ６９９５ ０００８ ０３６３

#

　讨论
经尿道前列腺等离子双极电切术（ＰＫＲＰ）进行手术时，高

频电流通过两个电极时激发生理盐水形成动态等离子体，组织

进入这一等离子球体内即可被汽化切除。在手术过程中，患者

靶组织表面温度在４０℃ ～７０℃，减少组织热损伤，有效避免手
术并发症的发生，大大增加患者手术安全性［１２］。与传统经尿

道前列腺电切术比，ＰＫＲＰ手术时间短、汽化凝固毛细血管迅速
闭合，痂下愈合黏膜再生速度快，能有效减少术后感染几率［３］。

ＰＫＲＰ术后尿路感染发生率因医院综合条件、术者操作水平及
地区差异等因素存在较大差别，但文献报道其发生率仍高达

１０％～２０％［４６］。尿路刺激症状合并尿常规白细胞阳性的前列

腺增生术后患者需长时间口服抗生素，增加了患者痛苦及经济

负担。本研究探讨了ＰＫＲＰ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相关因素，结果
发现术前尿路感染、术后留置尿管时间、术后膀胱冲洗时间与

ＰＫＲＰ术后尿白细胞阳性有关。
尿路感染是前列腺增生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前列腺增生患

者排尿困难，残余尿增多，膀胱内尿盐沉积，不能及时排出脱落

上皮细胞及细菌，成为诱发尿路感染的基础；膀胱壁小梁、小室、

膀胱憩室形成，利于细菌种植且清除困难；膀胱长期充盈，膀胱

壁缺血，降低了自身的抗菌能力［７］。对于需要行 ＰＫＲＰ的但术
前已经发生尿路感染的患者，原则上应当先给予广谱抗生素治

疗，并留取尿液进行尿常规检查和尿培养及药敏试验，然后根据

培养结果选择有效的抗生素进行治疗，待感染控制后再行手术

治疗。本研究发现，即使患者已经在术前积极控制感染后行手

术治疗，其尿白细胞阳性发生率仍高于术前未感染患者。术前

尿路感染患者除积极控制感染外，术后仍需警惕尿白细胞阳性

及感染复发。

术后留置尿管时间过长是引起术后尿白细胞阳性的因素

之一。留置尿管与细菌尿发生有直接关系［８］。有关研究指出，

若导尿时间 ＜３天则感染的发生率是导尿时间 ＞７天的
９５％［９］。术后留置尿管能保持尿液通畅，减少术后出血，但操

作过程中破坏了尿道的正常生理解剖结构、尿道粘膜受损，削弱

了对细菌的抵抗能力，同时增加了经导管及导管与尿管间细菌

逆行感染的机会。留置尿管时间越长，感染的几率越高。本研

究者，术后留置尿管每增加 １天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几率增加
２６８５倍，与赵小佩［１０］研究结果一致。这提示术后应根据病人

病情，选择合适的留置导尿时间，并尽可能缩短留置导尿时间。

留置尿管期间，应当加强护理，保持尿道口清洁，定期更换导尿

袋。事实上已有研究证明，严格执行导管相关尿路感染防控设

施，其感染几率能够有效减少１／３［１１１２］。
前列腺术后等渗液持续膀胱冲洗能保持尿管引流通畅，及

时清除血凝块及组织碎片，减少术后膀胱痉挛发生，广泛应用于

前列腺电切术后的治疗。膀胱冲洗液的持续灌入及引流，能降

低细菌经尿管内逆行感染机会，有利于膀胱内细菌和脱落细胞

及时清除，减少细菌繁殖引起的感染。本研究中，持续膀胱冲洗

能有效降低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除

常规生理盐水膀胱冲洗液外，国内外亦有多篇报道将洗必泰、两

性霉素Ｂ、稀释性碘伏、苯扎氯胺、碳酸氢钠等作为膀胱冲洗液
进行膀胱冲洗用于预防或治疗导管相关尿路感染［１３１７］。但值

得注意的是，膀胱冲洗有其局限性，其不能对尿管及尿道粘膜间

的逆行感染进行控制，过高频率的膀胱冲洗降低了膀胱粘膜自

身的灭菌能力，且可能损伤膀胱粘膜和引起化学性膀胱

炎［１８２０］。因此，ＰＫＲＰ术后应予膀胱冲洗治疗，如术后出血不
多，应适当降低冲洗速度或间歇性膀胱冲洗。

本研究结果表明，术前尿路感染、术后尿管留置时间为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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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白细胞阳性的危险因素，膀胱冲洗时间为术后尿白细胞阳性

的保护因素。因此，术前积极控制感染、术后持续膀胱冲洗及早

期拔除导尿管能降低术后尿白细胞阳性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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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皮肾镜术后发生尿源性脓毒血症的相关性危险
因素的研究
姜伟△　付明
鄂州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湖北 鄂州 ４３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评估经皮肾镜取石术（ＰＣＮＬ）后发生发热和尿脓毒血症的风险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
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鄂州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６０例肾结石患者（男３８例，女２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
者进行术前调查，包括年龄、性别、ＢＭＩ、ＤＭ、肾积水的程度、结石的数量和大小等。所有患者在麻醉诱导下
静脉注射预防性抗生素。穿刺肾盂系统后，采集所有患者的肾盂尿液样本。术后仔细监测患者发热和脓毒

血症的时期。结果　手术的平均持续时间为７７０８分钟，手术时间范围为４０分钟 ～１２０分钟。所有患者都
有术后肾造口管。１７例（２８３３％）患者在ＰＣＮＬ后发热的统计学显著性因素是糖尿病（ＤＭ）（Ｐ＝０００１），结
石负荷（Ｐ＝０００１），结石数量（Ｐ＜０００１），肾积水程度（Ｐ＝０００１），手术持续时间（Ｐ＜０００１）和残石（Ｐ＝
０００１）。ＰＣＮＬ脓毒症发生后有３例（５００％）发生，统计学显示ＰＣＮＬ后脓毒症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是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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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Ｐ＝００１３）和术中出血量，术后血红蛋白（ＨＢ）水平下降（Ｐ＝００４６）。结论　ＤＭ、鹿角型结石、肾
积水的程度、手术时间和结石数量是术后ＰＣＮＬ发热的危险因素，而失血、手术持续时间和残留结石是ＰＣＮＬ
后脓毒症的危险因素。

【关键词】　经皮肾镜取石术；肾结石；发热；尿脓毒血症；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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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皮肾镜取石术（ＰＣＮＬ）是对于输尿管上段结石或复杂肾
结石的一种安全和有效的首选治疗选择［１］。但是，ＰＣＮＬ后发
热的几率高达２１％～３９８％［２］。ＰＣＮＬ后的发热可能继发于尿
道感染（ＵＴＩ），这也是 ＰＣＮＬ在临床上发展为脓毒血症的重要
因素［３］。因此，确定具有哪种危险因素的患者手术后风险最大

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发热也可能是由于在手术操作过程中炎

症介质的释放或者是全身性炎症反应综合征（ＳＩＲＳ）［４］。一些
研究显示，ＰＣＮＬ后尿源性脓毒血症发生率为０３％～９３％，这
也是潜在的危及生命的情况和患者最常见的死因［３，５］。其中发

现增加尿路感染的危险因素有性别因素、糖尿病（ＤＭ）因素、体
重指数（ＢＭＩ）因素和肾盂肾盏扩张因素等［６７］。而几项术中因

素是平均的，如在ＰＣＮＬ期间持续的肾压力、手术时间、病变的
数量和出血的程度等［３，５］。尽管患者术前尿液培养阴性以及注

射预防性抗生素，但是 ＰＣＮＬ导致的脓毒血症仍多有发生［６，８］。

肾脏肾盂尿液培养阳性被认为是 ＰＣＮＬ后发热的重要危险因
素［８］。肾盂尿液培养与膀胱尿培养相比较，前者能更好地预测

潜在的ＰＣＮＬ后的脓毒血症。与此同时，在 ＰＣＮＬ并发症的管
理中，有一项重要研究就是注射预防性抗生素，以此预防脓毒

血症［９］，术前使用短期抗生素已被发现可显著降低 ＰＣＮＬ术后
发热和脓毒血症的发生概率。美国泌尿科协会（ＡＵＡ）指南建
议，ＰＣＮＬ术前２４ｈ内预防性使用抗生素［５］。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鄂州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６０例
肾结石患者（男３８例，女２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都要调查
病史以及体检，且进行尿检和血检，包括出血概况、病毒筛查和血型

等。同时，所有患者都进行了超声检查、肾和膀胱的影像学研究，如

肾输尿管膀胱摄影（ＫＵＢ）和排泄性尿路造影以及泌尿系统计算
机断层扫描（ＣＴ）。术前信息的记录包括年龄、性别、ＢＭＩ、ＤＭ、肾积
水的程度、结石的数量和大小等。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

同意，并获鄂州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手术方法
在麻醉情况下，所有患者接受单剂量的预防性抗生素。在

患者麻醉和同侧输尿管插管后，将患者转向俯卧。一旦从肋椎

区域经皮穿刺进入肾脏肾盂抽出肾盂尿液，便将其作为肾盂尿

液送往实验室培养。若有超过１０万个细菌生长则被认为是尿
培养阳性（即尿液感染）。然后，根据石块大小选择适当尺寸的

Ａｍｐｌａｔｚ扩张器扩张该管道。
１３　术后管理

不管有无双Ｊ管插入，取石通道的数量多少，手术时间和肾
盂尿的培养结果如何，所有患者至少留置肾造瘘管７２ｈ以上。
根据国际脓毒症会议定义，有以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症状的话

即可定义为全身性炎症反应（ＳＩＲＳ）患者：体温 ＜３６℃或 ＞
３８℃，心率＞１００次／分钟，呼吸频率＞２０次呼吸／分钟或 ＰａＣＯ２
＜３２ｍｍＨｇ，白细胞（ＷＢＣ）数＞１２×１０９／Ｌ或＜４×１０９／Ｌ，当有
ＳＩＲＳ记录的感染时，患者被记录为发热和脓毒症。随后发生任
何发热被密切记录。如果出现持续升高的发热、心动过速、呼吸

急促和意识神志的变化，则该患者被认为进入经皮肾镜取石术

后脓毒症发热和脓毒症的危险因素状态，并被转入重症监护室，

直到脓毒症的所有体征和症状恢复正常。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数据输入到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Ｅｘｃｅｌ电子表格中，进行数据清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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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行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
分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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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一般信息

纳入６０例患者（男３８例，女２２例），本研究的平均年龄为
４０２５岁。结石的平均数量是２３２，结石的平均尺寸是３０８毫
米。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患者的历史和生理信息详见表 ２
（ＵＲＳ为输尿管镜检查）。

表１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基本资料

　　　项目 范围 Ｍｅａｎ±ＳＤ

年龄（年） ３０５～７６５ ４０２５±８４３

结石数量 １～６ ２３２±０３７

结石尺寸（ｍｍ） １１～７００ ３０８±７６

白细胞数（１０９／Ｌ） ７２～１３ ７６７±２０９

血红蛋白（ｇ／ｄＬ） １０４～１７４ １３９９±１６１

血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１３３～８５６ ３２６±０４３

血清肌酸酐（μｍｏｌ／Ｌ） ２６５５～２１２１６ ８５１３±１５５９

表２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病史和生理信息表［ｎ（％）］

　　　 检测项 例数
检测结果

阳性 阴性

糖尿病 ６０ ８（１３３） ５２（８６７）

高血压 ６０ １１（１８３） ４９（８１７）

ＰＣＮＬ ２（３３） ５８（９６７）

ＵＲＳ １１（１８３） ４９（８１７）

开放性肾脏手术的历史 １７（２８３） ４３（７１７）

体外碎石术的历史 ２４（４００） ３６（６００）

２２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术中数据
通道数量ｎ（％）：４５例是１个通道（７５０％），１４例是２个

通道（２３３％）和１例是３个通道（１７％）。结石位置：１７例是
肾盂（２８３％），肾盂输尿管结合处２４例（４００％）和肾盏结石
１９例 （３１７％）。１３例 （２１７％）出现严重肾积水，３６例
（６００％）患有中度肾积水，１１例（１８３％）有轻度肾积水。９名
患者（１５０％）有鹿角形结石，９名（１５０％）有部分结石为鹿角
形结石和４２名（７００％）为非鹿角形结石。
２３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手术护理发现

５１例（８５０％）插入双 Ｊ支架，所有患者均插入肾造口管
（１００％）。５名（８３％）患者需输血，５名（８３％）患者肾盂尿检
测结果呈阳性。１９名患者（３１７％）出现残留结石。
２４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术后数据

手术时间（７７０８±２１５３）ｈ，白细胞数为（１０９４６２８９２）×
１０９／Ｌ，血红蛋白是（１２４５～１４８）ｇ／ｄＬ，血尿素氮为（３２１３～
１７０２）ｍｍｏｌ／Ｌ。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手术时间和术后调差统计表

　　　项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数±标准差

操作时间（ｍｉｎ） ４０ １２０ ７７０８±２１５３

白细胞数（×１０９／Ｌ） ６ ２５ １０９０±２８９

血红蛋白（ｇ／ｄＬ） ９９ １６５ １２４５±１４８

血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１４２８ １１４２４ 　３２１±０４５

血清肌酸酐（μｍｏｌ／Ｌ） １７６８０ ２６５２０００ １００７０±２５０８

２５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发热发生数据
体温＞３８℃的术后发热的发生 ｐ值统计显著，共 １７例

（２８３％）患者；５例（６２５％）糖尿病患者，７例（７７８％）鹿角
石，４例（４４４％）部分鹿角石，１０例（２７８％）中度肾积水，６例
（５４５％）轻度肾积水，１０例残留结石。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脓毒血症和发热的发病率统计表［ｎ（％）］

项目 　 选项
合计

（ｎ）

发热

出现 未出现
χ２值 Ｐ值

脓毒血症

出现 　 未出现
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３８ １１（２８９） ２７（７１１） ０３５９ ０８９０ ２（５３） ３６（９４７） ０４２５ ０９０２

女 ２２ ６（２７３） １６（７２６） １（４５） ２１（９５５）

ＢＭＩ 过轻 ７ ０（０） ７（１０００） ０５７２ ０４４６ ０（０） ７（１０００） ０３９１ ０２４３

正常 ６ ２（３３３） ４（６６７） ０（０） ６（１０００）

超重 ２５ ７（２８０） １８（７２０） ３（１２０） ２２（８８０）

肥胖 ２２ ８（３６４） １４（６３６） ０（０） ２２（１０００）

糖尿病 阳性 ８ ５（６２５） ３（３７５） ４９９８ ０００１ １（１２５） ７（８７５） ０７８２ ０２９６

阴性 ５２ １２（２３１） ４０（７６９） ２（３８） ５０（９６２）

结石负荷 鹿角型 ９ ７（７７８） ２（２２２） ６２８０ ０００１ １（１１１） ８（８８９） ０８１５ ０３６４

部分鹿角型 ９ ４（４４４） ５（５５６） １（１１１） ８（８８９）

非鹿角 ４２ ６（１４３） ３６（８５７） １（２４） ４１（９７６）

肾积水的程度 严重 １３ １（７７） １２（９２３） ６１２６ ０００１ ０（０） １３（１０００） ０７６８ ０３４９

中等 ３６ １０（２７８） ２６（９２２） ３（８３） ３３（９１７）

轻度 １１ ６（５４５） ５（４５５） ０（０） １１（１０００）

双Ｊ管 插入 ５１ １７（３３３） ３４（６６７） ４２５６ ００４１ ３（５９） ４８（９４１） ０６５３ ０２４３

未插入 ９ ０（０） ９（１０００） ０（０） ９（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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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脓毒血症和发热的发病率统计表［ｎ（％）］

项目　 　 选项
合计

（ｎ）
发热

出现 未出现
χ２值 Ｐ值

脓毒血症

出现 未出现
χ２值 Ｐ值

肾盂尿培养 阳性 ５ ３（６００） ２（４００） ２１０６ ０１０１ 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０４２５ ０５９１

阴性 ５５ １４（２５５） ４１（７４５） ３（５５） ５２（９４５）
残石 ＜５ｍｍ ９ ２（２２２） ７（７７８） ５６３８ ０００１ １（１１１） ８（８８９） ６８６７ ０００１

５～１０ｍｍ ５ ４（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 ５（１０００）

＞１０ｍｍ ５ ４（８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４００） ３（６００）

无 ４１ ７（１７１） ３４（８２９） ０（０） ４１（１００．０）

　 合计 ６０ １７ ４３

２６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脓毒血症发生
３例患者（５０％）发生脓毒症，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９０２）。超重患者中有３例（１２０％）脓毒血症发生，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２３）。由表４还可知脓毒血症的发生率：糖
尿病患者（１２５％）；鹿角型结石患者（１１１％），部分鹿角型患

者（１１１％），非鹿角型结石患者（２４％）。
发热的发生在 ＷＢＣ升高和血清肌酐升高、结石数量和手

术时间的患者中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１）。而在手术持续
时间延长、ＷＢＣ升高和降低血红蛋白的患者中脓毒血症的发生
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６０例肾结石患者与发热和脓毒症有关患者信息表（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发热

（ｎ＝１７）
未发热

（ｎ＝４３）
ｔ值 Ｐ值

脓毒血症

（ｎ＝３）
无脓毒血症

（ｎ＝５７）
ｔ值 Ｐ值

年龄（年） ４３０±１２４ ３６７±１６５ １１０５ ０３１４ ５２６±１３４ ３９６０±１５４ １２０６ ０１５５

结石数量 ３４７±１３７ １８６±１０８ ６３２７ ＜０００１ ４３３±１５２ ２２１±１２９ ５１７２ ０００８

结石大小（ｍｍ） ４２２±１３１ ２６３±１１１ ５２９８ ＜０００１ ４００±１００ ３０３±１３７ ２３５９ ０２３８

通道数量 １４７±０５１ １１９±０４５ ４８８７ ００３８ １３３±０５７ １２６±０４８ １２３０ ０８０８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９７６５±１４３７ ６８９±１８２ ６７５１ ＜０００１ １０６６７±１１５４　 ７５５±２０８ ４９９５ ００１３

白细胞数（×１０９／Ｌ） １３３７０±３４６９　 ９６７４±２２０５ ７１２４ ＜０００１ １７５００±６５００　１０６０１±２２０９　 ６４２５ ＜０００１

血红蛋白（ｇ／ｄＬ） １１８５±１１８　 １２６９±１５３　 ４５５３ ００４８ １０８±０７２ １０６０１±２２０９　 ４５５３ ００４６

血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０１１±０３３ ３０７±１００８ １１２０ ０３２３ ３６３±４５０ １２５４±１４６　 １２０４ ０６７０

血清肌酸（μｍｏｌ／Ｌ） １２９９５±０７２　 ８９２８±０３３　 ６３６２ ０００１ １４４０９±０４１　 ３１９±９７４ ２０１５ ００９１

#

　讨论
有多项关于ＰＣＮＬ后发热的研究报道，其研究结果均不同，

发病率介于１０％～３２％之间，本研究中１７例（２８３％）ＰＣＮＬ后
发热（腋温＞３８℃）。有许多因素被用来解释ＰＣＮＬ后发热在研
究中的广泛变化。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性别是发生 ＰＣＮＬ后发
热的危险因素［１０］，但在本研究中，女性性别不是危险因素（Ｐ＝
０８９０）。一项研究报道ＢＭＩ＞１８５ｋｇ／ｍ２被认为是ＰＣＮＬ后
发热的危险因素［３］，本研究中，１７例术后发热患者中有８例肥
胖，体重不足患者未发现发热，ＰＣＮＬ后发热和 ＢＭＩ的 Ｐ＝
０４４６，无统计学意义。此外，糖尿病也被认为是 ＰＣＮＬ后发热
的危险因素［５，１１］，而根据本实验结果，糖尿病确实是 ＰＣＮＬ后发
热的危险因素之一。在８例糖尿病患者中，５例（６２５％）患者
发热（Ｐ＜０００１）。结石负荷作为 ＰＣＮＬ后发热的危险因素的
影响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５，１２］，在本研究中，结石负荷是

促进ＰＣＮＬ后发热的主要危险因素。在本研究中，肾积水的程
度也是ＰＣＮＬ后发热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０１），而且术后双 Ｊ支
架插入可增加 ＰＣＮＬ发热发展的风险（Ｐ＝００４１）。肾盂尿培
养阳性被认为是ＰＣＮＬ后发热的重要危险因素［６，１３］。但在目前

的研究中，肾盂尿培养阳性不是ＰＣＮＬ后发热的重要危险因素。
残石的大小不同在一些研究中被认为是危险因素［５，１０，１２］，而也

有人予以否认［６］。本研究中，存在残留结石是 ＰＣＮＬ后发热的

重要危险因素。通道的创建数量，石头的大小和数量都是非常

重要的风险因素。手术持续时间是 ＰＣＮＬ后发热的风险因
素［５，１２，１４］。本研究中，手术时间的统计数据非常显著（Ｐ＜
０００１）。白细胞计数和术后血清肌酐的升高与ＰＣＮＬ后发热有
显著相关性，而术后血红蛋白水平下降的相关性为Ｐ＝００４８。

ＰＣＮＬ后脓毒血症并不常见，但可能会危及生命［６，１３］。不

同研究之间术后脓毒血症的发生率不同，一些报道发生率为

２４％，另一些报道发生率为０３％ ～４７％［１５］和１４％［１６］。在

目前的研究中，ＰＣＮＬ后脓毒症发生率为５０％，结石数量是ＰＣ
ＮＬ后脓毒症发生的危险因素（Ｐ＝０００８）。手术持续时间也是
ＰＣＮＬ后脓毒血症一个危险因素（Ｐ＝００１３）。持续发热的患者
术后第２天和第３天的术后白细胞计数升高与ＰＣＮＬ后脓毒症
相关。术后血红蛋白水平下降是ＰＣＮＬ后脓毒症发生的危险因
素（Ｐ＝００４６）。几项研究认为，肾盂尿液培养阳性被认为是
ＰＣＮＬ后脓毒血症的重要危险因素［８］。在目前的研究中，肾盂

尿液培养阳性不是ＰＣＮＬ后脓毒血症发生的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ＰＣＮＬ后发热的预测因子包括：糖尿病，结石负

荷和数量，肾积水，通道数量，手术持续时间，术中出血，是否存

在残余结石和术后双Ｊ管的存在。发生 ＰＣＮＬ后发热与术后白
细胞计数的升高、血清肌酐的升高以及血红蛋白水平下降有显

著相关性。ＰＣＮＬ后脓毒症的预测因素包括：结石数量，手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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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出血和残留结石的存在。ＰＣＮＬ后脓毒症的发生与
ＷＢＣ术后升高和ＨＢ水平下降有显著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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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精片联合他莫昔芬治疗勃起功能障碍合并少弱
精子症研究
刘建家　曾健文△　莫鉴锋　赖香茂　曾少华　胡荣生
清远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二区，广东 清远 ５１１５１８

【摘要】　目的　探讨针对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少弱精子症患者，采用生精片与他莫昔芬联合治疗的效
果。方法　随机选取前来清远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门诊就诊，存在不育症病史、精液常规检查提示少弱精
子症、临床诊断为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的１２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生精片治疗组（ｎ＝３７）、他
莫昔芬治疗组（ｎ＝３８）和双药联合治疗组（ｎ＝３７）。观察治疗前后三组患者ＩＩＥＦ５评分、精液常规和性激素
检验结果等指标的变化。结果　治疗前，三组患者基础特征、精液质量、性生活状况等方面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三组患者在性生活状况和精液质量方面均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转。其中，双药联合治

疗组患者在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０４０比１６３０，Ｐ＜０００１）、精子密度（２１０８×１０６比１２９９×１０６，Ｐ＜０００１）和精
子活力（３６２９％ 比２５３８％，Ｐ＜０００１）、睾酮值（３９２ｎｇ／ｍｌ比３７７ｎｇ／ｍｌ，Ｐ＝０００１）等多个方面均有了
明显的改善。相对于单药治疗，双药联合治疗组患者在 ＩＩＥＦ５评分改善（４１０比３１６比１５５，Ｐ＜０００１）
和精子密度改善（８０９×１０６比７６６×１０６比７３９×１０６，Ｐ＝０００２）方面效果最为突出。结论　联合应用生
精片和他莫昔芬可以有效改善合并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的少弱精子症患者的精液质量，提高患者的性生活

质量。

【关键词】　生精片；他莫昔芬；少精子症；弱精子症；勃起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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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与勃起功能障碍都是近年来男科门诊常见疾
病。在临床工作中经常见到合并勃起功能障碍的少弱精子症

患者，该类患者常常因为不育而就诊，经病史采集发现患者在

一定程度上存在勃起功能障碍而影响性生活，精液常规检查明

确存在少弱精子症而影响受孕。该类患者往往以改善不育为

就医诉求，但其勃起功能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夫妻性生活

和受孕。为了探索针对该类患者理想的治疗药物选择，清远市

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在开展前瞻性试验分析连生精片联合枸橼

酸他莫昔芬的治疗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从本院泌尿外科门诊随机选取存在不育症病史、精液常规

检查提示少弱精子症、临床诊断为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的１２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存在不育病史（未采取避孕措施，夫妻规律性
生活６个月以上未能怀孕）；②精液常规检查提示少弱精子症
（精子密度＜２０×１０６／ｍｌ，精子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比例＜４０％）；
③ＩＩＥＦ５评分为８～２１分（诊断为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④愿
意参与本研究并配合治疗和随访。

排除标准：①信息不全；②存在明确发育异常（如隐睾、先
天性睾丸缺如、尿道下裂、小阴茎等）或染色体异常；③存在局
部相关的外伤和手术史（阴囊手术、阴茎手术、前列腺手术等）

或影像学可以发现的明显解剖异常（如考虑射精管或附睾梗阻

等）；④合并其他可能影响生育或性生活的疾病（如冠心病、精
神分裂症等）。所有患者入组时均进行了病史采集、性激素、生

化（血脂、血糖、肝肾功能）、阴囊内容物超声等检查。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１２０例患者随机平均分为三

组：生精片治疗组，单纯采用生精片治疗；他莫昔芬治疗组，单纯

采用他莫昔芬治疗组；双药联合治疗组，采用生精片联合他莫昔

芬治疗组。生精片采用贵州联盛药业有限公司所生产剂型，服

用方法为每天３次，每次１６８ｇ（４片）；枸橼酸他莫昔芬采用扬
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所生产剂型，服用方法为每日２次，每次
１０ｍｇ（１片）。要求三组患者戒烟限酒、适度运动、保持规律性
生活。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未服用其他可能影响生育或性功能

的药物。随访观察：原则上自开始治疗起，每３个月随访一次，
随访信息主要包括病史采集、ＩＩＥＦ５、精液分析，必要时进行超
声、性激素等检查。本研究的随访期原则上为１年。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χ２检验
进行分类变量比较，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Ｈ检验进行连续变量比
较，采用配对ｔ检验分析治疗前后变化。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基础信息比较

三组患者中分别有３例、２例、３例患者脱离随访，故最终实
际纳入研究患者数目为１１２名，平均年龄３０岁，平均不育时间
１３个月，中位精子密度１３２８×１０６／ｍｌ，活力２４％，中位 ＩＩＥＦ５
评分１７分。三组患者基础特征、精液质量情况、性生活情况等
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生精片治疗组患者相对饮

酒者较多、肝功能异常比例相对较高。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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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患者治疗前基础情况比较［Ｍｅｄ（Ｐ２５，Ｐ７５）／ｎ（％）］

　　指标
生精片治疗组

（ｎ＝３７）
他莫昔芬治疗组

（ｎ＝３８）
双药联合治疗组

（ｎ＝３７）
χ２／Ｚ值 Ｐ值

病程（月） １４（１１，１６） １４（１０，１５２５） １４（１２，１６） ０９０２ ０６３７

年龄（岁） ２９（２６，３５） ２９（２６７５，３３） ２９（２７，３３） ００５０ ０９７５

吸烟史 ３８１３ ０１４９

　不存在 ３０（８１１） ２３（６０５） ２６（７０３）

　存在 ７（１８９） １５（３９５） １１（２９７）

饮酒史 １２９４６ ０００２

　不存在 ２７（７３０） ３７（９７４） ３５（９４６）

　存在 １０（２７０） １（２６） ２（５４）

血脂异常 ３１６９ ０２０５

　不存在 ２７（７３０） ３３（８６８） ３２（８６５）

　存在 １０（２７０） ５（１３２） ５（１３５）

血糖异常 １３３３ ０５１３

　不存在 ３１（８３８） ３２（８４２） ３４（９１９）

　存在 ６（１６２） ６（１５８） ３（８１）

肝功能异常 ７７６０ ００２１

　不存在 ２６（７０３） ３５（９２１） ３３（８９２）

　存在 １１（２９７） ３（７９） ４（１０８）

配偶年龄 ２９（２５，３３） ２９０（２６０，３２３） ３０（２７，３３） ０３５４ ０８３８

ＩＩＥＦ５ １７（１３，１９） １７５（１４０，１９０） １８０（１３５，１８５） ０４３２ ０８０６

精液量（ｍｌ） ２２（２１，２３） ２２０（２０７，２３０） ２２（２０，２３） ０１０７ ０９４８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１３２８（１１７６，１５２６） １３７７（１１９８，１５４０） １３２８（９６０，１５７５） ０６８４ ０７１０

精子活力（％） １９（１６，３０） １９（１６，３０） ２４（１８，３０） １９５０ ０３７７

睾丸体积（ｍｌ） １３００（１０６５，１５４０） １２７５（１１８７，１４７０） １２５０（１０７５，１４２５） ０５５３ ０７５９

ＦＳＨ值（ｍＩＵ／ｍＬ） ４８０（４１４，６６７） ５４９（４６１，７７７） ５２８（４５９，８３０） ２１５１ ０３４１

ＬＨ值（ｍＩＵ／ｍＬ） ３２３（２６６，５０８） ３９５（３０４，５４２） ３７４（３００，５６２） ２１６０ ０３４０

睾酮值（ｎｇ／ｍｌ） ４２６（３３６，４６２） ３８１（３０２，４３６） ３９３（２９５，４３８） ２２３３ ０３２７

２２　三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状况和精液质量比较
三组患者治疗后性生活状况和精液质量方面均有一定的

好转。在治疗期间所有患者均未出现明显药物不良反应或副

作用。随访期结束时，三组患者中分别有６例、６例、８例患者实

现了受孕。双药联合治疗组患者在 ＩＩＥＦ５评分改善（４１０比
３１６比１５５，Ｐ＜０００１）和精子密度改善（８０９×１０６比７６６×
１０６比７３９×１０６，Ｐ＝０００２）方面效果最为突出，与单药治疗效
果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治疗后改善情况［Ｍｄ（Ｐ２５，Ｐ７５）／ｎ（％）］

　　　　指标
生精片治疗组

（ｎ＝３７）
他莫昔芬治疗组

（ｎ＝３８）
双药联合治疗组

（ｎ＝３７）
χ２／Ｚ值 Ｐ值

ＩＩＥＦ５变化值 ３（３，４） ２（１，２） ４（４，５） ８０９７６ ＜０００１

精液量变化（ｍｌ） ０（－０２０，０１５） ０（－０１２，０１０） ０（－０２０，０２５） ００５９ ０９７１

精子密度增加值（×１０６／ｍｌ） ５０６（４１５，７７３） ６２１（５１６，８６７） ７７８（６４９，９０３） １２３４２ ０００２

精子活力增加值（％） １２（３５，１４０） ７（１０，１２０） １０（８０，１６０） ９２１９ ００１０

睾丸体积增加值（ｍｌ） ０７（－０６０，１５５） ０５（－０６７，１５０） ０４０（－０３０，１４５） ０２８８ ０８６６

ＦＳＨ变化值（ｍＩＵ／ｍＬ） －００３（－０１１，０３６） ００１（－００９，０４６） －０１０（－００９，０３４） ０４５１ ０７９８

ＬＨ变化值（ｍＩＵ／ｍＬ） ００８（－０２２，０１４） －００２（－０１７，０１２） ００９（－０１１，０１２） １６０２ ０４４９

睾酮值增加值（ｎｇ／ｍｌ） ００５０（－００３５，０４７０） ０１２０（０，０３８０） ０１１０（－００４０，０４００） ０５８３ ０７４７

受孕（人） ６（１６２） ６（１５８） ８（２１６） ０５３６ ０７６５

２．３　双药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比较
双药联合治疗组患者在 ＩＩＥＦ５评分（２０４０比１６３０，Ｐ＜

０００１）、精子密度（２１０８×１０６比１２９９×１０６，Ｐ＜０００１）和精

子活力（３６２９％比 ２５３８％，Ｐ＜０００１）、睾酮值（３９２ｎｇ／ｍｌ
比 ３７７ｎｇ／ｍｌ，Ｐ＝０００１）等方面均有明显改善，与单药治疗效
果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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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双药联合治疗组患者治疗前后改善情况［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指标 治疗前 治疗后 χ２／ｔ值 Ｐ值

ＩＩＥＦ５ １８０（１３５～１８５） ２２０（１７０～２３０） －１６４０１ ＜０００１

精液量（ｍｌ） ２２（２０～２３） ２２（２０～２３） －０３９２ ０６９７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 １３２８（９６０～１５７５） １９９５（１８０７～２３９５） －２００４８ ＜０００１

精子活力（％） ２４０（１８０～３００） ３５０（２９５～４１５） －１０１６６ ＜０００１

睾丸体积（ｍｌ） １２５０（１０７０～１４２５） １３００（１１２０～１５２５） －１７５２ ００８８

ＦＳＨ值（ｍＩＵ／ｍＬ） ５２８（４５９～８３０） ５５２（４４９～８４９） ０６５４ ０５１７

ＬＨ值（ｍＩＵ／ｍＬ） ３７４（３００～５６２） ３８７（３１１～５４４） ００５１ ０９６０

睾酮值（ｎｇ／ｍｌ） ３９３（２９５～４３８） ４０９（２９９～４６１） －３５６５ ０００１

#

　讨论
针对男性不育症的治疗近年来学界关注较多，但对男性不育

症合并性功能障碍的治疗与研究为之甚少。已有研究表明，我国

ＥＤ患者虽然潜在发病率高，但大多数就诊的ＥＤ患者多数为轻
中度、并且以心理性原因居多，且治疗效果不错［１］；尤其是合并不

育症的患者，年龄相对年轻，由于不育的原因反而更增加了他们

的心理压力。本研究对象均为没有明显解剖或发育异常的患者，

实际检测中性激素、血脂血糖存在异常的患者亦很少。此外，为

了解患者是否存在严重的器质性勃起功能障碍，针对部分患者进

行了Ｒｉｇｉｓｃａｎ检查，并未发现患者存在明显异常，因此推断该类
患者病情程度可能并不重，治疗的前景比较乐观。

原则上，从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角度出发，欧洲泌尿外科学

会（ＥＡＵ）指南推荐的治疗是采用ＰＤＥ５抑制剂类［２］。但实际工

作中，由于患者存在心理顾虑，往往担心药物对生育造成影响，从

而难以遵循医嘱服药，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于需要同时服用改善

生育的药物，患者也存在经济负担方面的顾虑。因此，本研究基

于临床工作的实际情况，力图探索通过生精片联合枸橼酸他莫昔

芬来改善患者病情，并且设立了两药分别单独使用的对照组来验

证联合治疗的效果。

生精片的主要成份包括马鞭草、鹿茸、冬虫夏草、覆盆子、枸

杞子、菟丝子、杜仲、骨碎补、沙苑子、大血藤、人参、补骨脂、黄精、

金樱子、银杏叶、何首乌、桑椹、淫羊藿、仙茅等，可以发挥补肾益

精、滋阴壮阳的作用。既往文献报道中，其改善精液质量的原理

包括改善生精环境，调节生殖内分泌轴；改善附属性腺的分泌功

能，调整精子自身的功能状态等［３］。此外，据报道其也可以提高

细胞组织的供氧能力，全面改善人体微循环，增强新陈代谢能力，

延缓细胞衰老［４］。在既往报道中，生精片对于改善精子密度、精

子活力、精子ＤＮＡ和顶体完整率等均有作用［５］。

他莫昔芬是一种合成的抗雌激素药物，结构类似雌激素，其

作用途径为与雌二醇竞争性结合的雌激素受体，从而阻断雌激素

的作用并同时消除血液循环中Ｅ２的负反馈抑制，促进下丘脑和
垂体释放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卵泡刺激素（ＦＳＨ）和黄
体生成素（ＬＨ），以促进睾酮分泌和生精细胞增生，改善精液质
量［６］。此外，他莫昔芬还可以增加Ｌｅｙｄｉｇ细胞对ＬＨ的敏感性，
进一步改善生精功能［７］。实际工作中，他莫昔芬改善精子密度的

效果较好，改善精子活力的效果相对一般，且经常与其他药物合

并使用［８］。本研究也观察到联合治疗对于改善精子的密度效果

最佳，这也与他莫昔芬的常见作用效果相匹配。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发现了上述２种药物的联合治疗对于改
善勃起功能的效果。既往文献中，针对这２种药物在改善勃起功

能方面的报道较少。而本文结果提示，至少就没有明确器质性病

变、没有严重合并症的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患者而言，这种双药

联合治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ＩＩＥＦ５评分，改善性生活质量。
推测其原因，一方面，生精片中补肾益精的效果可以同样带来性

功能方面的改善；另一方面，２种药物都可以作用于生殖内分泌
轴，双药联合治疗组患者已经可以测定到睾酮值的上升，这种激

素水平的波动会对勃起功能产生效果。此外，改善精液质量也可

以很大程度上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降低患者焦虑的情感反应，

也会对性功能的改善有一定促进作用。

本研究的主要局限性为入组患者数目相对有限，并且没有进

行与直接改善勃起功能的药物（如他达拉非、西地那非等）的联

合治疗研究。本研究可以作为对该类患者联合用药的初步探索，

在此基础上，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联合中西药治疗的研究与探

索。

综上所述，联合应用生精片和他莫昔芬可以有效地改善合并

轻中度勃起功能障碍少弱精症患者的精液质量和勃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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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与传统睾丸下降固定术对隐睾患儿的肝功能
以及机体炎症反应的影响
袁翔　曹海波　刘振勇△

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科，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腹腔镜与传统睾丸下降固定术对隐睾患儿的肝功能以及机体炎症反应的影响。
方法　选取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科诊治的８０例隐睾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
每组４０例。观察组患儿予以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对照组患儿予以传统睾丸下降固定术，比较两组患儿
的肝功能和机体炎症水平变化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儿术后２ｈ的血清 ＴＢＩＬ、ＡＬＢ、ＰＴＡ水平均较术前降低
（均Ｐ＜００５），术后２４ｈ逐渐恢复正常；观察组患儿术后的血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儿（均Ｐ
＜００５）。结论　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与传统睾丸下降固定术比较，手术创伤小，可以降低患儿机体的炎
症反应水平。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术后患儿会出现暂时性的肝功能波动，但２４ｈ后会逐渐恢复至正常。

【关键词】　睾丸下降固定术；开放手术；腹腔镜；隐睾；肝功能；炎症反应；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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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睾症为临床上常见的儿童泌尿生殖系统畸形，是指睾丸
未能从腰部腹膜后按照正常的发育过程下降至阴囊内，影响睾

丸发育异常，为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之一，甚至可以恶变成肿

瘤［１］。以往临床上对隐睾症的治疗主要采取开放手术睾丸下

降固定术治疗为主，随着近年来微创治疗及腹腔镜技术的迅速

发展，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儿童隐睾症

的治疗中，并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治疗效果［２３］。但许多研究提

出［４］，腹腔镜手术操作要求高、手术时间长、因此需要维持的

ＣＯ２气腹时间较长，形成的压力可以对各脏器尤其肝脏造成较
大的影响。而儿童各系统尚未发育完全，肝脏重量与体重之比

较大，有关研究指出［５］，当患儿气腹压力大于１２ｍｍＨｇ时，即可

以对其肝功能造成一定影响。因此，隐睾手术是否会对患儿生

理功能尤其是肝功能造成不良影响，至今尚无明确的说法［６］。

本研究对腹腔镜与传统睾丸下降固定术对隐睾患儿的肝功能

和机体炎症反应的影响进行探讨，为儿童隐睾症选择安全有效

的治疗方法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小儿外
科诊治的８０例隐睾患儿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儿。纳入标准：①患
儿年龄范围１岁～１０岁，年龄（３１０±２１０）岁；②所有患儿均
经果临床诊断和彩超等辅助检查确诊为隐睾者；③所有患儿睾
丸大小正常、质地柔软，活动性良好，无粘连；④所有患儿均具备
睾丸下降手术的适应征；⑤所有患儿的性激素水平无异常。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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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标准：①既往曾行腹部手术患儿；②同时合并先天性疾病、恶
性肿瘤或凝血功能障碍患儿；③睾丸位于阴囊上极的低位隐睾
患儿。所有患儿家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表示对研究内容

理解。两组患儿的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隐睾类型

腹腔型隐睾 非腹腔型隐睾

隐睾位置

左侧 右侧 双侧

观察组 ４０ ３１５±０７７ １４（３５０） ２６（６５０） １３（３２５） １９（４７５） ８（２００）

对照组 ４０ ２９８±０８７ ９（２２５） ３１（７７５） １６（４００） １７（４２５） ７（１７５）

ｔ／χ２值 －０９２５ １５２６ ０４８８

Ｐ值 　０３５８ ０２１７ ０７８３

１２　治疗方法
两组患儿入院后均予以完善相关检查，根据患儿具体情况

予以择期行睾丸下降固定术，观察组患儿予以行腹腔镜下睾丸

下降固定术，对照组患儿予以行传统睾丸下降固定术。

１２１　观察组治疗方法　嘱观察组患儿取仰卧位，入室后予以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于患儿脐下取０５ｃｍ切口，置入 Ｖｅｒｅｓｓ针
建立气腹，缓慢注入 ＣＯ２，维持控制气腹压力为 ８～１０ｍｍＨｇ
（１ｍｍＨｇ＝０１３３ｋＰａ）。置入腹腔镜行腹腔探查，对输精管、肠
道和精索血管等情况进行检查，并明确隐睾位置。再于脐部两

侧行２个０５ｃｍ切口，分别置入５ｍｍＴｒｏｃａｒ及操作钳，于腹腔
镜下操作将睾丸和精索血管分离。再将腹膜近睾丸外侧位置

处切开，分离睾丸，同时分离精索血管与输精管，充分游离精索

血管，保留睾丸远端的引带。用操作钳从腹内环口将睾丸经腹

股沟管放入阴囊，使阴囊到达阴囊底。将止血钳从阴囊进入腹

腔，切开１ｃｍ阴囊皮肤，将睾丸牵引至阴囊并固定。若睾丸引
带发育良好，但无法将其牵引至对侧内环口水平，可以使用无

损伤钳夹闭睾丸精索５ｍｉｎ，若睾丸外观颜色与精索未被夹关时
无明显变化，继续切开睾丸白膜见鲜红出血，则可以对精索血

管予以分离并行Ｆｏｗｌ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ｓ手术。或切断距离睾丸处２～
３ｃｍ的精索，将睾丸在６个月后再行手术治疗放入阴囊。于阴
囊底做一切口，置入卵圆钳到达腹腔，牵引睾丸并予以固定，最

后于腹腔镜监视下关闭内环口，手术完毕。双侧隐睾则同单侧

方法处理对侧。

１２２　对照组治疗方法　嘱对照组患儿取仰卧位，入室后予以
气管插管全身麻醉。于患儿腹股沟处行一横手术切口，依次将

腹部皮肤、皮下、筋膜和腹外斜肌腱膜切开，打开腹股沟管找到

睾丸，将提睾肌分离，使精索显露，切开精索前内方的鞘膜囊和

鞘突管，将鞘膜腔内的睾丸牵出，记录睾丸大小、位置、精索等情

况。保留睾丸远端引带，将精索周围组织和精索血管充分松解。

将睾丸经腹股沟管牵引至阴囊底，并采用肉膜袋法将其固定。

牵引后对各层切口缝合，修补内环口，牵引操作应当防止精索

血管、输精管扭转。若睾丸无法牵引到阴囊底，而引带发育良

好，可以夹闭精索５ｍｉｎ，若睾丸外观颜色与精索未被夹关时无
明显变化，继续切开睾丸白膜若见鲜红出血，可认为睾丸血运

良好，可以对睾丸精索血管分离并行 ＦｏｗｌｅｒＳｔｅｐｈｅｎｓ术［７］。双

侧隐睾开放性手术为２个切口，其余操作与单侧隐睾手术相同。
术后对两组患儿进行为期６个月的随访。

１３　观察指标
干预治疗后分别对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肝功能（ＴＢＩＬ、

ＡＬＴ、ＡＳＴ）水平和机体炎症反应水平（ＣＲＰ、ＩＬ６、ＴＮＦα）等进行
比较。

１３１　肝功能评价　分别在术前、术后２ｈ和术后４８ｈ抽取两
组患儿静脉血５ｍｌ，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速度下离心１０ｍｉｎ，离心后取
上层血清于７０℃冰箱中静置待测。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分
别对两组患儿血清的总胆红素（ｔｏｔａｌＢｉＴＢＩＬ）、直接胆红素（ｄｉ
ｒｅｃｔ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ＤＢＩＬ）、谷草转氨酶（ａｓｐａｒｔａｔｅＡ，ＡＳＴ）、谷丙转氨
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碱性磷酸酶（ａｌｋａｌｉｎｅｐｈｏｓ
ｐｈａｔａ，ＡＬＰ）、γ谷氨酰转肽酶（γＧｌγＧＴ）、血清白蛋白（ａｌｂｕｍ，
ＡＬＢ）水平和凝血酶原活动度（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ａｃｔｉ，ＰＴＡ）进行
测定。

１３２　炎症水平测定　分别在术前、术后第１ｄ和术后第４ｄ于
清晨患儿空腹状态下抽取两组患儿静脉血５ｍｌ，采用酶联免疫
法（ＥＬＩＳＡ）对两组患儿的血清Ｃ反应性蛋白（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ＲＰ）、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α，ＴＮＦα）、及白细
胞介素６（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ＩＬ６）水平进行测定。测定所需要的试
剂盒均由美国Ｒ＆Ｄｓｙｓｔｅ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所有操作均
严格按照试剂盒要求进行。

１３３　临床疗效评价　将患儿的总治疗效果分为以下３个等
级进行评价，①显效：患儿术后临床症状完全消失，未见有严重
术后并发症发生；②有效：患儿术后临床症状明显好转，未见有
严重术后并发症发生；③无效：患儿术后临床症状未见明显改
善，或出现严重术后并发症。总治疗有效率 ＝（显效 ＋有效）／
总例数×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
以频数和百分比［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肝功能水平比较

术前两组患儿的血清 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ＡＳＴ、ＡＬＴ、ＡＬＰ、γＧＴ、
ＡＬＢ和ＰＴＡ水平比较，其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
组患儿术后２ｈ血清ＴＢＩＬ、ＡＬＢ和ＰＴＡ水平比术前显著降低，且
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在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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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２４ｈ逐渐恢复正常，与术前比较其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照组患儿术后２ｈ、２４ｈ的血清 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ＡＳＴ、ＡＬＴ、
ＡＬＰ、γＧＴ、ＡＬＢ和ＰＴＡ水平与术前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２４ｈ的血清 ＴＢＩＬ、ＤＢＩＬ、ＡＳＴ、
ＡＬＴ、ＡＬＰ、γＧＴ、ＡＬＢ和ＰＴＡ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儿肝功能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ＤＢＩＬ（μｍｏｌ／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ＡＳＴ（Ｕ／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观察组 ４０ ５６５±１８５ ５０９±１５５ｂ ５７０±１７８ｂ １８１±０５９ １７６±０４３ １８３±０５７ ３１８５±９３７ ２８６４±８３２ｂ ３３２０±９５４ｂ

对照组 ４０ ５６３±１７９ ５５５±１８０ａ ５７５±１９１ａ １７６±０５４ １７２±０４９ １８５±０５１ ３３０１±１０２２ ３０７６±９８７ａ ３３９５±８５６ａ

ｔ值 －００４９ １２２５ ０１２１ －０３９５ －０３８８ ０１６５ ０５２９ １０３９ ０３７０

Ｐ值 　０９６１ ０２２４ ０９０４ 　０６９４ 　０６９９ ０８６９ ０５９８ ０３０２ ０７１２

组别 例数
ＡＬＴ（Ｕ／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ＡＬＰ（Ｕ／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γＧＴ（Ｕ／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观察组 ４０ ２９２１±７７６ ３２５６±８１０ｂ ２９９５±８２１ｂ ２４３６８±５０３４２３７７６±４３８７２２９３３±４３９４ １３８７±３４５ １３６０±３６８ １３９９±３４５

对照组 ４０ ２８９８±８０１ ３０６４±７７６ａ ２８３４±８６５ａ ２５３８６±８０１０２４６７６±７９５５２３７６４±６５３７ １５０１±４４７ １４８７±４２０ １５１２±５８７

ｔ值 －０１３０ －１０８３ －０８５４ ０６８１ ０６２７ ０６６７ １２７７ １４３８ １０５０

Ｐ值 　０８９７ 　０２８２ 　０３９６ ０４９８ ０５３３ ０５０７ ０２０５ ０１５４ ０２９７

组别 例数
ＡＬＢ（ｇ／Ｌ）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ＰＴＡ（％）　　　

术前 术后２ｈ 术后２４ｈ

观察组 ４０ ３７０１±５４５ ３０５４±４６５ａ ３６３２±５８９ｂ ８８３７±８６５ ７２８７±８７３ ８５３７±７９９ｂ

对照组 ４０ ３６７８±５６７ ３７０１±５８８ ３６６５±６０１ ９０５９±８３６ ８５６５±９３６ ８６８７±８３７

ｔ值 －０１８５ 　５４５９ ０２４８ １１６７ 　６３１５ ０８２０

Ｐ值 　０８５４ ＜０００１ ０８０５ ０２４７ ＜０００１ ０４１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术后２ｈ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术后２４ｈ与术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儿炎症反应水平比较
术前两组患儿的血清 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术后第１ｄ、第４ｄ两组患儿的血
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均较术前明显升高，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且对照组患儿的血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
水平均明显高于观察组患儿，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儿的血清ＣＲ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４ｄ

ＴＮＦα（ｎｇ／ｍ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４ｄ

ＩＬ６（ｐｇ／ｍｌ）　

术前 术后１ｄ 术后４ｄ

对照组 ４０ ４７６±１２９ ３８９８±８７９ａ ２９０１±５７６ａ ８６４３±１８０４２６８８７±７６３２ａ１９７６９±５３８７ａ ５４８９±１１０３４２９８０±２１８７ａ ３６５６５±３２３４ａ

观察组 ４０ ４８５±１３１ ２７６５±５８６ｂ １３０２±３４０ｂ ８５３８±１６９８１８５６６±５５４３ｂ１０２４５±３００７ｂ ５６０１±９７６ ３５９２３±４００３ｂ １２３６３±３０４８ｂ

ｔ值 －０３０１ ６７８３ １５１２０ ０２６８ ５５８０ ９７６３ －０４８１ ９７８５ ３４４０１

Ｐ值 ０７５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７８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６３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对照组患儿手术前后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观察组患儿手术前后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总治疗有效率为９２５％，对照组患儿的总治

疗有效率为８５０％，两组总有效率之间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儿的临床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２０（５００） １７（４２５） ３（７５） ３７（９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８（４５０） １６（４００） ６（１５０） ３４（８５０）

χ２值 — — — １１２７

Ｐ值 — — — ０２８８

#

　讨论
隐睾症为临床上常见的小儿外科先天性生殖系统畸形疾

病，近年来其发病率有所上升［８］。据相关流行病学研究数据显

示，出生时体质量越低的患儿越容易发生隐睾症，足月儿的隐睾

症发病率约为３４％，而在早产儿中隐睾症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３０％［９］。隐睾症不仅给患儿的外观带来较大影响，严重者可以

导致患儿日后生育能力下降甚至不育，且容易并发睾丸扭转和

睾丸恶变，对患儿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影响［１０］。有关学者认

为［１１１２］，对于出生后６个月，睾丸尚未下降至阴囊的隐睾患儿
应当尽早行手术治疗，最佳的手术时间为患儿６个月至１岁年
龄段。治疗的目的是对可见的缺陷予以改善，避免睾丸恶变，改

善患儿生育能力，减少疾病对儿童造成的身心创伤。

以往临床上对儿童隐睾症的治疗主要以开放性手术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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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固定术为主，但其创伤大，且无法准确对患儿睾丸位置予

以及时定位，在手术切口选择、腹腔内探查操作中具有较大的

盲目性，容易加大对患儿身体带来的创伤性应激，使机体内的

炎症因子、炎症细胞水平显著升高，增加患儿手术疼痛感［１３１４］。

较大的手术创伤增加了患儿术后并发感染的发生率。此外，二

次手术的实施大大增加了对精索血管的损伤，增加了患儿术后

并发睾丸萎缩发生率，严重影响患儿的预后及生活质量［１５］。随

着近年来微创技术的迅速发展，腹腔镜下手术被广泛应用于多

种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中，并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１６］。

腹腔镜下手术创伤小、视野广，与传统开放性手术相比，腹腔镜

手术能够有效减少手术对患者造成的创伤性应激，降低机体内

的炎症反应水平，减轻了患者的手术疼痛［１７］；同时，恢复时间

快，不容易并发感染、出血等术后并发症，对于老人、儿童等不易

耐受手术者均可适用。有关研究［１８１９］指出，采用腹腔镜下睾丸

下降固定术对隐睾症儿童进行治疗，其创伤小、并发症少，具有

较显著的安全性和临床治疗效果，可以加速患儿的术后康复。

但也有研究提出［２０］，尽管腹腔镜下手术可以用于多种腹部

复杂手术中，但高难度的手术操作会增加手术时间，延长ＣＯ２气
腹的维持时间，可能会对患者的生理功能尤其肝功能造成一定

的影响。有关研究指出［２１］，腹腔镜手术的ＣＯ２气腹可以影响机
体的免疫过程和免疫系统，导致患者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和酸

碱平衡系统出现一系列的生理病理变化，影响机体的血流动力

学改变，导致各系统器官功能发生紊乱。肝脏是对氧气和血流

灌注具有较高依赖性的器官，为人体内最容易受到缺血缺氧影

响的脏器之一，对低血流灌注十分敏感。当腹腔压力从０ｍｍＨｇ
逐渐升高时，腹腔内的内脏血管受到压迫，增加了门静脉血管、

肝血管和胃肠血管的阻力，内脏为防止毛细血管床压力增加而

产生反射性收缩，减少内脏血流，使液体外渗。有关研究指出，

肝功能水平与门静脉血流密切相关，门静脉血流越少对肝功能

的影响越大［２１２２］。腹内压力越大，门静脉血流减少越重，当ＣＯ２
气腹压力增加至７ｍｍＨｇ时，门静脉血流可以减少约 ３７％；若
ＣＯ２气腹压力增加至１４ｍｍＨｇ时，门静脉血流可以减少 ５３％。
ＣＯ２气腹压力增加至１５ｍｍＨｇ时，患者明显出现静脉怒张，头面
部、乳头以上肩颈部充血表现，而将ＣＯ２气腹压力降至１０ｍｍＨｇ
后，患者以上现象迅速消失，这与廖桂榕等［２３］和曾传彪等［２４］的

研究结果一致。因此，腹腔镜下手术时间应当尽量缩短，并将

ＣＯ２气腹压力尽量控制在１０ｍｍＨｇ以下，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肝
功能的影响［２５］。本研究中，我们把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的

ＣＯ２气腹压力维持控制在８～１０ｍｍＨｇ之间，术后发现，观察组患
儿术后２ｈ的血清ＴＢＩＬ、ＡＬＢ、ＰＴＡ水平比术前明显降低，且低于
对照组患儿，但在术后２４ｈ逐渐恢复正常，期间未见患儿有明显
临床症状出现。该结果与前面所提到的结论相符合。这说明，将

ＣＯ２气腹压力有效控制在１０ｍｍＨｇ以下，且对气腹时间严格掌
握，对患儿的肝功能影响仅为一过性，不会造成持续性损害。

采用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对隐睾患儿进行治疗，与传

统开放性手术相比，手术创伤小，可以有效减少患儿机体炎症

反应水平，临床效果显著。腹腔镜下睾丸下降固定术术后患儿

会出现暂时性的肝功能波动，但影响仅为一过性，２４ｈ后会逐渐
恢复至正常，只要将气腹的压力和持续时间严格掌控，就不会

对患儿造成持续性肝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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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慢性疼痛发生情况
分析
焦岗军　李天牧　李晓达　周迈△

民航总医院普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２３

【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慢性疼痛发生情况。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
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民航总医院诊治的２５８例行乳腺癌手术＋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
顾性分析。术后随访６个月，观察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情况，在未发生慢性疼痛的患者中随机抽选相同例
数，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诱发术后慢性疼痛的危险因素。结果　２５８例患者中，术后随访６
个月，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为３７９８％（９８／２５８）。单因素分析显示，慢性疼痛患者与无慢性疼痛患者年龄、
慢性疼痛史、淋巴结清扫个数、术后急性疼痛、评估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淋巴结清扫个数、慢性疼痛史影响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急性疼

痛评分与慢性疼痛、上肢淋巴水肿密切相关。结论　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较高，主
要疼痛部位为手术同侧腋窝，其发生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低龄、淋巴结清扫个数多以及慢性疼痛史，急性疼痛

评分越高则术后慢性疼痛持续时间、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越高，因此需要积极采取镇痛措施。

【关键词】　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慢性疼痛；相关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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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女性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目前，乳腺癌发病率已经
上升至女性恶性肿瘤的第一位。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

进步，保乳手术治疗已经成为早期乳腺癌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且

手术范围也越来越小，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是乳腺癌手术治疗中极为

重要的部分［１２］。术后慢性疼痛是乳腺癌术后常见不良反应之一，

尤其对于乳腺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患者而言，术后慢性疼痛发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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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主要与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对机体神经功能的损伤有关［３］。随

着现代诊疗技术的不断提高，乳腺癌患者术后总体生存时间有明显

延长，患者对生活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４５］。术后慢性疼痛的

发生，严重影响了患者生活质量，而目前临床对患者术后慢性疼痛

尚无有效的预防治疗措施，因此了解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术后

慢性疼痛发生的相关因素便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探讨分析乳腺

癌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慢性疼痛发生情况，并分析患者术后慢

性疼痛发生的相关因素。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民航总医院诊治的２５８例行
乳腺癌手术＋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
性分析。术后继发慢性疼痛９８例，平均年龄为（４１５±５７）岁；
肿瘤类型：浸润性导管癌６３例、导管内癌１８例、黏液癌１０例、浸
润性小叶癌８例；肿瘤分期：Ⅰ期４１例、Ⅱａ期５７例。在未伴慢性
疼痛的患者中随机抽选９８例作为无慢性疼痛组，平均年龄为
（４２２±４９）岁；肿瘤类型：浸润性导管癌６６例、导管内癌２１例、
黏液癌８例、浸润性小叶癌４例；肿瘤分期：Ⅰ期４７例、Ⅱａ期５２
例，两组患者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患者术后慢性疼痛符合国际疼痛研究协会定义的相关标

准［６］：①疼痛时间超过乳腺癌术后理论组织愈合时间（３个月）；
②疼痛性质为麻木、灼烧样疼痛、针刺或针扎样疼痛等；③疼痛部
位为手术侧腋下、上臂、肩背部或胸壁。纳入标准：①患者术前经
临床确诊为原发性乳腺癌且无远处转移；②无既往恶性肿瘤史；
③ＡＳＡ分级Ｉ～ＩＩ级；④年龄≥１８岁；⑤无认知功能障碍；⑥既往
无患侧肢体运动感觉功能受损；⑦临床资料完整；⑧均行腋窝淋
巴结清扫术。排除标准：①行乳房重建术患者；②既往有乳腺手
术史患者；③术后发生乳腺癌复发或慢性感染患者；④术后长期
服用镇痛药物或阿片类药物成瘾患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

签署知情同意，并民航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①记录术后继发慢性疼痛患者数量，计算乳腺癌患者腋窝淋

巴结清扫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②在非慢性疼痛患者中随机抽取
继发慢性疼痛患者相同例数，对比两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

（ＢＭＩ）、术前化疗、术前焦虑／抑郁、手术类型（乳腺癌改良根治
术、保乳手术）、慢性疼痛史（头痛／原发性痛经）、淋巴结清扫个
数、患者术后急性疼痛情况、术后化疗及术后放疗等各项信息。

术前焦虑／抑郁于术前１ｄ采用医院焦虑／抑郁情绪测量表（ＨＡＤ
量表）对患者进行焦虑、抑郁评估，焦虑、抑郁各自总分２１分，各
自评分＞９分为有焦虑或抑郁；患者术后急性疼痛情况于术后
２４ｈ内患者安静时采用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０分 ～３分为无痛
或轻微疼痛，４分～６分为中度疼痛，７分～１０分为重度疼痛，以
评分≥４分为出现急性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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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对可能影响乳腺癌腋窝
淋巴结清扫术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

对单因素比较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
归分析；指标相关性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系数分析法，相关系数ｒ
的取值范围是－１≤ｒ≤＋１，当０＜ｒ≤＋１时，成正相关关系；当

ｒ＝０时，不相关；当１≤ｒ＜０时，成负相关关系；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９８例慢性疼痛患者疼痛部位、疼痛性质分布情况

２５８例患者中，术后随访６个月以上，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
为３７９８％（９８／２５８）。在９８例慢性疼痛患者中，疼痛部位不仅
仅只限于１处，有时可累及２处及２处以上部位出现疼痛。主
要疼痛部位及疼痛性质详见表１。

表１　９８例术后慢性疼痛患者疼痛部位及疼痛性质

　　　 指标 例数 构成比

疼痛部位

手术同侧腋窝 ５８ ５９１８
手术同侧胸部或乳房 ４３ ４３８８
手术同侧上臂 ２９ ２９５９
疼痛性质

麻木 ５３ ５４０８
针刺样 ４０ ４０８２
过电样 １５ １５３１
灼烧样 ８ ８１６
其他 ５ ５１０

２２　９８例术后慢性疼痛患者单因素分析
对可能影响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

素分析，结果显示，慢性疼痛患者与无慢性疼痛患者年龄、慢性

疼痛史、淋巴结清扫个数、术后急性疼痛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可能影响患者术后慢性疼痛相关
因素单因素分析［Ｍｅａｎ±ＳＤ／ｎ（％）］

　　　因素
慢性疼痛

（ｎ＝９８）
无慢性疼痛

（ｎ＝９８）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０．１７±６．９３５５．３８±７．２８ ５．２９３ ＜０．０５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３．４６±３．２７２３．６５±２．７７ ０．２４７ ＞０．０５
术前焦虑／抑郁
　有 ４１（４１．８４） ５２（５３．０６） ２．４７５ ＞０．０５
　无 ５７（５８．１６） ４６（４６．９４）
慢性疼痛史

　有 ３４（３４．６９） ２０（２０．４１） ５．０１０ ＜０．０５
　无 ６４（６５．３１） ７８（７９．５９）
手术类型

　乳腺癌改良根治术 ４７（４７．９６） ５３（５４．０８） ０．７３５ ＞０．０５
　保乳手术 ５１（５２．０４） ４５（４５．９２）
淋巴结清扫个数

　＜１５ ５３（５４．０８） ７１（７２．４５） ７．１１３ ＜０．０５
　≥１５ ４５（４５．９２） ２７（２７．５５）
术后评估时间

　术后２４ｈ ３．５２±１．１４ ３．１７±１．０３ ２．０４３ ＜０．０５
　１周 ２．８７±０．８５ ２．２９±１．２４ ４．３７１
　３个月 ２．０５±０．９３ １．４６±０．２６ ６．２０７
　６个月 １．３６±０．７４ ０．５２±０．２４ １１．４４６
镇痛药物

　阿片类 ３７（３７．７６） ４３（４３．８８） ０．０５９ ＞０．０５
　非阿片类 ４３（４３．８８） ３９（３９．８０）
　其他 １８（１８．３７） １６（１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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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可能影响患者术后慢性疼痛相关
因素单因素分析［Ｍｅａｎ±ＳＤ／ｎ（％）］

　　因素
慢性疼痛

（ｎ＝９８）
无慢性疼痛

（ｎ＝９８）
χ２／ｔ值 Ｐ值

术后急性疼痛

　是 ３７（３７．７６） １９（１９．３９） ５．０３４ ＜０．０５

　是 １５（１５．３１） ２１（２１．４３） ０．３４１ ＞０．０５

　否 ８３（８４．６９） ７７（７８．５７）

术后化疗

　是 ４６（４６．９４） ２４（２４．４９） ３．６２１ ＞０．０５

　否 ５２（５３．０６） ７４（７５．５１）

术后放疗

　是 ２４（２４．４９） ３０（３０．６１） ０．９２０ ＞０．０５

　否 ７４（７５．５１） ６８（６９．３９）

２３　术后慢性疼痛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对上述单因素分析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各因素进行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淋巴结清扫个数以及慢性疼
痛史进入回归模型（Ｐ＜００５），为影响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
的独立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急性疼痛与术后慢性疼痛、上肢淋巴水肿的相关性

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分析乳腺癌术后２４ｈ内急性疼痛患
者与术后慢性疼痛、上肢淋巴水肿的相关性，９８例患者术后急
性疼痛ＶＡＳ评分与患者术后１个月、３个月、６个月时慢性疼痛
评分、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图１和见表４。

表３　乳腺癌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重要因素 回归系数 ＳＥ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 ＣＩ

年龄 －１７８２ ０３１６ ２１７８４ ０００１ ０２０４ ００８８～０７９２

淋巴结清扫个数 １２６１ ０４２８ １２３７１ ０００５ ２４１７ ２８７１～０９７８

慢性疼痛史 １３６２ ０７９４ ８３８４ ００１７ １８９５ １２６３～４５７２

图１　９８例乳腺癌患者术后急性疼痛评分散点图

表４　乳腺癌术后急性疼痛与慢性疼痛评分、上肢淋巴水肿相关性

　　 因变量
急性疼痛评分

ｒ值 Ｐ值

慢性疼痛持续时间 ０６７４ ＜００５

上肢淋巴水肿 ０４８１ ＜００５

#

　讨论
乳腺癌术后慢性疼痛是患者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其发

生率可达２０％～７０％不等，导致各研究发生率差异较大的原因
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的不同、纳入样本量的不同、对疼痛的定义

以及评估方式的不同等［７９］。本研究中，患者术后慢性疼痛的

发生率为３７９８％（９８／２５８），主要疼痛部位为手术同侧腋窝。
与学者相关研究报道相似［１０１１］，同时说明了腋窝淋巴结清扫术

所导致的神经损伤可能是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针对乳腺癌患者腋窝淋巴结清扫术术后慢性疼痛

发生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

龄、淋巴结清扫个数以及慢性疼痛史进入回归模型（Ｐ＜００５），
为影响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年龄因素

上，低龄患者发生术后慢性疼痛的危险性更高，与学者相关研究

相一致［１２１３］。大量研究证据表明［１４１５］，对于越年轻的女性乳腺

癌患者而言，其术后发生慢性疼痛的可能性越高，由于年轻女性

患者肿瘤预后较差，肿瘤术后发生复发的可能性增加，手术操作

侵袭性更强，患者术后辅助治疗手段更多，而这些因素均可对患

者身体以及心理造成不同程度的创伤。有关研究证实［１６１７］，腋

窝淋巴结清扫术是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重要因素，主要由

于手术期间对机体神经功能的损伤多导致，本研究分析了腋窝

淋巴结清扫数量与术后慢性疼痛的关系，结果显示，淋巴结清扫

个数越多，患者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的危险性越高，这提示淋巴结

清扫个数越多，则对神经损伤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患者术后疼痛

发生的风险也越高。此外，本研究中，对于有慢性疼痛史，包括

头痛以及原发性痛经病史的患者而言，其术后慢性疼痛发生风

险越高，这可能是由于慢性疼痛史患者中枢敏化的建立所导致，

随着长期慢性疼痛的发生，机体神经元可建立中枢敏化，通过各

种刺激作用使中央伤害感受器保持永久活性，可以产生自发电

位而引发疼痛，因此此类患者更容易发生术后慢性疼痛［１８２０］。

此外分析了乳腺癌术后急性疼痛与慢性疼痛持续时间、上肢淋

巴水肿的相关性，结果发现急性疼痛评分越高则慢性疼痛持续

时间越长，上肢淋巴水肿发生率越高，彼此之间呈正相关性。

综上所述，乳腺癌腋窝淋巴结清扫术后慢性疼痛发生率较

高，主要疼痛部位为手术同侧腋窝，其发生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低

龄、淋巴结清扫个数多以及慢性疼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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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乳手术联合他莫昔芬治疗早期乳腺癌患者的疗效
及对 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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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保乳手术联合他莫昔芬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 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间唐山市协和医院诊治的８０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
机信封法分为观察组及对照组。对照组采用保乳手术治疗，观察组采用保乳手术联合他莫昔芬治疗；随访３
年统计患者１年、２年和３年生存率、复发率及不良反应发生率；检测患者血中 ＴＧＦβ１水平和 ｈＭＡＭ水平。
结果　观察组患者０年～１年、１年～２年及２年～３年生存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０年～１年、１年～２年及２年～３年乳腺癌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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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阴道流血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保乳手术联
合他莫昔芬治疗乳腺癌后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并降低患者血中ｈＭＡＭ及ＴＧＦβ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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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腺癌是现阶段临床中较为常见的妇科临床恶性肿瘤之
一，其临床发病率呈逐渐增加趋势，并也逐渐呈年轻化趋势。有

研究指出，在乳腺癌发病早期及时采取合理的治疗方案进行治

疗，可有效提高患者长期治愈率，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１］。

早期乳腺癌诊断及治疗可显著降低患者病死率，延迟患者长期

生存率。目前手术治疗是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方法之一，传统改

良根治术是早期乳腺癌治疗的常见手术方式，但其可能破坏患

者形体，对患者生命质量产生严重不良影响［２］。随着临床中对

乳腺癌生物学特征深入研究，现阶段医疗技术的发展及患者对

生活质量和美学的需求不断提高，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已无法满

足人民的要求，保乳术已成为早期乳腺癌治疗主要趋势［３］。有

研究指出，乳腺癌患者中约６０％以上患者为雌激素依赖性癌性
病变。在治疗时避免使用雌激素刺激是关系到乳腺癌治疗疗

效的关键［４］。他莫昔芬是经典的雌激素受体拮抗剂，其可起到

降低乳腺癌复发率、病死率，并有效提高患者生存率［５］。因而

笔者对唐山市协和医院收治的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分析

保乳手术联合他莫昔芬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人乳腺珠蛋

白（ｈｕｍａｎｍａｍｍａｇｌｏｂｉｎｇｅｎｅ，ｈＭＡＭ）、转化生长因子 β１（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β１，ＴＧＦβ１）水平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间唐山市协和医院诊治
的８０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经病理学诊断

确诊为乳腺癌；②乳房发育正常且为单发肿瘤；③肿瘤最大直径
＜３ｃｍ；④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病灶
触及腋窝；②淋巴结肿大；③存在远处或淋巴结转移；④卡式功
能状态评分低于９０分；⑤主动申请退出本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所有患者依照随机信封法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中患者年龄范围
３３岁～４８岁，年龄（３８２３±４７３）岁，肿瘤直径范围０６ｃｍ ～
２３ｃｍ，肿瘤直径（１２６±０２８）ｃｍ，肿瘤 ＴＮＭ分期Ⅰ期２１例、
Ⅱ期１９例，病理分期中浸润性小叶癌１０例、浸润性导管癌１７
例、其他１３例，发病部位为左侧１７例、右侧２３例；对照组中患
者年龄范围３２岁 ～４９岁，年龄（３７１２±５９３）岁，肿瘤直径范
围０５ｃｍ～２４ｃｍ，肿瘤直径（１３１±０３３）ｃｍ，肿瘤ＴＮＭ分期
Ⅰ期２０例、Ⅱ期２０例，病理分期中浸润性小叶癌１１例、浸润性
导管癌１５例、其他１４例，发病部位为左侧１６例、右侧２４例。
两组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本研究经过唐山市协和医院诊医院伦理委员会审议批

准。

１３　治疗方法
本研究中对照组采用保乳手术治疗，观察组采用保乳术

联合他莫昔芬治疗。采用保乳术治疗时依照肿瘤部位选择横

行、放射状或弧形切口，原发病灶局部扩大切除，边缘距离肿

瘤２ｃｍ左右，切除肿瘤时适当切除周围正常组织 １ｃｍ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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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避免切除上方组织，避免影响乳房整体美观及乳头位置。
对肿瘤切缘基底、上、下、内、外多方位做缝线标记，术中冰冻

快速病理检查，保证手术切除边缘结果为阴性，避免恶性肿瘤

细胞残留，若边缘阳性则适当扩大手术切除面积，可切０５ｃｍ
乳腺组织送至检验科检验，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则进一步扩大

手术切除面积，直至切缘结果为阴性。切缘为阴性，将切口缝

合，尽可能在原则上不将两侧残端乳腺腺体进行缝合，避免对

患者术后乳房外形造成损伤，止血完成后采用行皮内缝合。

切口留置一根引流管，负压引流，注意引流畅通，术后尽可能

开展功能锻炼。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额外口服他莫昔

芬（天衡制药有限公司，２０１５１２０７，２０１６０８２４），每天两次，每次
１０ｍｇ，持续治疗。
１４　观察指标

本研究对患者随访３年，参照《乳腺癌的临床诊治指导原
则》［６］对患者临床疗效进行评估，包括１年、２年和３年生存率
及复发率，记录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本研究在治疗前

及治疗结束后６个月时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离心收集血清，
使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患者血中 ＴＧＦβ１水平，试剂盒购买
自联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并严格遵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

作。采用ＲＴＰＣＲ法检测患者血中ｈＭＡＭ水平，所用试剂盒购
买自伯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参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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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治疗生存率调查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０年 ～１年、１年 ～２年及２
年～３年生存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患者治疗生存率调查结果［ｎ（％）］

组别 例数 ０年～１年 １年～２年 ２年～３年

观察组 ４０ ４０（１００００） ３９（９７５０） ３７（９２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３７（９２５０） ３５（８７５０） ３０（７５００）

χ２值 ７７９２ ７２０７ １１２５１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２２　两组患者乳腺癌复发率调查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０年 ～１年、１年 ～２年及２

年～３年乳腺癌复发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调查结果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两组患者 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
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
观察组患者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调查结果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观察组患者阴道流血不良反应

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两组患者恶心呕吐、高血脂症、血栓栓塞及其他不良反
应发生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２　乳腺癌复发率调查结果［ｎ（％）］

组别 例数 ０年～１年 １年～２年 ２年～３年

观察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５（１２５０） ９（２２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４（１００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１７（４２５０）

χ２值 ４８００ １１４７０ ９１１７

Ｐ值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表３　治疗前后ｈＭＡＭ、ＴＧＦβ１水平调查结果（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ｈＭＡＭ（１０２ｃｏｐｙ／ｍ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ＧＦβ１（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０ ９３５±１０３ ３４７±０４３ ９８０１±１３８２ ２０７４±４１９

对照组 ４０ ９２７±１２１ ５７３±０５１ ９９３５±１４０７ ４５２３±７１３

ｔ值 ０２５０ １６２２６ ０５７２ １８７２９

Ｐ值 ０８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８ ００００

表４　患者治疗后不良反应调查结果［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高血脂症 阴道流血 血栓栓塞 其他

观察组 ４０ ８（２０００） ６（１５００） ５（１２５０） ３（７５０） １（２５０）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２７５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６（１５００） ２（５００）

χ２值 １５５３ ３１２５ ５１２８ ２８１７ ０８６６

Ｐ值 ０２１３ ００７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９３ ０３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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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乳腺癌是目前临床中较为常见的受增殖性因素及雌激素

共同影响的恶性肿瘤之一，有关研究指出，在乳腺癌的发生及

发展过程中雌激素功能异常在其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７］。

其中，雌激素是影响细胞凋亡缺失、细胞生长失调的重要因素，

也是乳腺癌发生的必须条件。有关研究指出，乳腺癌属全身性

疾病，内分泌系统的改善也是治疗乳腺癌的关键性因素。此外，

在改善患者内分泌系统异常后，可以有效降低患者不良反应发

生率，避免对患者生活质量产生严重不良影响，并提高患者耐

受性［８］。他莫昔芬是近年来在临床中应用较广的抗乳腺癌类

药物。有关研究指出，乳腺癌细胞内雌激素受体与他莫昔芬具

有极高的亲和力，阻断雌激素受体与雌激素间作用，阻断雌激

素信号，有效实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和增殖活性，诱导细胞凋

亡［９］。有关研究指出，在绝经前患者多可采用他莫昔芬进行治

疗，而绝经后多不采用他莫昔芬治疗［１０］。此外，有关研究发现

采用来曲唑和他莫昔芬序贯治疗后临床疗效优于单用药，２种
药物作用机制不同，可以在抑制肿瘤细胞增殖同时有效抑制雌

激素水平，起到协同抗肿瘤作用［１１］。本研究结果显示，采用保

乳手术联合他莫昔芬对Ⅰ期、Ⅱ期乳腺癌患者进行治疗后，可
以有效改善患者３年生存率，并降低患者复发率。此外，还可以
有效降低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分析认为，采用保乳手术将肿

瘤病灶切除后，联合使用他莫昔芬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体内雌激

素信号通路，改善患者内分泌系统异常，提高患者治疗疗效及

预后质量。

有关研究指出，在乳腺癌细胞株及正常乳腺组织中均可见

ｈＭＡＭ表达，且相较于正常乳腺组织，在乳腺癌患者肿瘤病灶组
织中ｈＭＡＭ的ｍＲＮＡ及蛋白水平均异常升高［１２］。ｈＭＡＭ是近
年来研究较广的乳腺组织特异性蛋白，属于最早发现的乳腺器

官特异性肿瘤标志物。有关研究指出，其在乳腺癌的发生及发

展过程中均起到十分重要作用，其可异常高表达可促进肿瘤细

胞增殖，增强肿瘤细胞侵袭性，提高肿瘤转移概率［１３］。ＴＧＦβ１
属于调节细胞分化和生长的转化生长因子家族成员，其还具有

调控组织修复、炎症和胚胎发育的作用。有关研究指出，年龄、

淋巴结大小、绝经状态、组织学分级、组织学类型、间质参与、细

胞坏死、生存期等因素均与 ＴＧＦβ１表达水平密切相关［１４］。有

关研究指出，相较于ＴＮＭ分期Ⅱ期及组织学Ⅱ期患者，ＴＮＭ分
期Ⅲ期及组织学Ⅲ期患者血清中 ＴＧＦβ１水平明显偏高，结果
提示随着肿瘤恶性程度增强，患者血清中 ＴＧＦβ１水平也呈现
异常增加趋势［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经治疗后两组患者血中

ｈＭＡＭ水平及 ＴＧＦβ１水平均显著降低，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血中ｈＭＡＭ水平及 ＴＧＦβ１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结果表
明，在保乳手术治疗时联合采用他莫昔芬干预可以有效改善患

者血中ｈＭＡＭ及ＴＧＦβ１水平，其可能与他莫昔芬竞争性结合
雌激素受体阻断雌激素下游信号通路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采用保乳手术联合他莫昔芬治疗乳腺癌后可有

效提高患者３年生存率和减少复发率，并降低患者血中 ｈＭＡＭ
及ＴＧＦβ１水平。但本研究临床样本数较少，且受制于研究时
间较短，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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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西他滨对宫颈癌患者癌组织血管新生能力和 ｗｎｔ
通路影响的临床观察
靳妍霞　赵军峰　郭纪红　黄海燕　张斯　陈晨
华北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峰峰总医院肿瘤科，河北 邯郸 ０５６２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吉西他滨对宫颈癌患者癌组织血管新生能力和 ｗｎｔ通路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华北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峰峰总医院肿瘤科诊治的宫颈癌并行放化疗后手术切除
的１２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实验组患
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施加吉西他滨，对照组患者给予三维适形放疗和顺铂联合氟尿嘧啶化疗后行

切除术，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化疗前后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ＥＧＦ）家族 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及病
灶与健康组织外因子蛋白１（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链蛋白（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结果　化疗前，两组患者 ＶＥＧ
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及健康组织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化疗后，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 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均
显著降低，且实验组显著低于对照组；病灶组织 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健康组织，
实验组患者病灶组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吉西他滨能够
有效提高宫颈癌患者治疗有效率，降低其血管新生因子和Ｗｎｔ通路相关指标水平，进而降低其癌细胞迁移、
侵袭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吉西他滨；宫颈癌；癌组织；血管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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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ａｌｔｈｙ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ｄｔｈｅｙｔｈｅ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ｌｅｓｉｏｎｔｉｓｓｕ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ａｔ
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ｗｎｔｐａｔｈ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ｉｓｒｅａ
ｓｏｎ，ｉｔｃａｎ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ｃａｎｃｅｒｃｅｌｌｓ，ｓｏ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ｍｃｉｔａｂｉｎ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ａｎｃｅｒ；Ｃａｎｃｅｒｔｉｓｓｕｅ；Ａｎｇ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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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作为全球第二大女性恶性肿瘤，我国新发病例占发
展中国家２５％，发病率极高［１］，其治疗和预后一直是肿瘤科医

生及医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目前，手术切除是主要治疗方式，

但其无法对患者病灶进行完全切除。术后患者癌细胞通过新

生血管及其他方式侵袭、转移，引起复发，患者预后不良仍然是

亟待解决的问题。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术前行辅助放化疗能够

有效杀伤癌细胞，控制瘤体大小，进而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改善

患者预后，延长其生存时间［２］。目前，临床使用的放疗联合顺

铂、氟尿嘧啶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患者癌细胞增殖，控

制其转移和扩散，但疗效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吉西他滨作为胰

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药物，近年来逐渐应用于宫颈癌

等治疗，作为二线药物使用，具有较好疗效［３］。但是，对其研究

报道较少。华北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峰峰总医院肿瘤科就此进

行研究，对宫颈癌切除术患者术前放化疗基础上加用吉西他滨

进行治疗，旨在寻找一种降低患者癌细胞迁移能力，改善患者

预后的治疗方法，并为临床宫颈癌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４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华北医疗健康产业集团
峰峰总医院肿瘤科诊治的宫颈癌并行放化疗后手术切除的１２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研究。纳入标准：①符合２０１１年
《子宫颈癌诊断》中宫颈癌诊断标准和活体病理学检验，诊断为

宫颈癌［４］；②宫颈癌分期 Ｉｂ２～ＩＩｂ，并具手术切除条件；③卡氏
体能评分７０分以上；④年龄范围１８岁 ～７０岁。排除标准：①
合并严重肝肾功能、凝血功能障碍者；②合并严重心脑血管病、
免疫系统或慢性疾病者；③合并放化疗及手术史者；④对本次
研究所用药物和治疗方式过敏或不耐受者。无患者排除，合计

共纳入１２０例。本研究经华北医疗健康产业集团峰峰总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且所有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使用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２０例患

者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０例患者。实验组患者年龄
（４５３３±６９５）岁，病程（２０１±０４２）年，肿瘤直径（４６４±
０８０）ｃｍ，腺癌１３例，鳞癌２６例，腺鳞癌２１例，宫颈癌 ＦＩＧＯ分
期Ⅰｂ２４例，Ⅱａ６０例，Ⅱｂ６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４５２８±
６８４）岁，病程（１９７±０３７）年，肿瘤直径（４５５±０７６）ｃｍ，腺
癌１３例，鳞癌２５例，腺鳞癌２２例，宫颈癌ＦＩＧＯ分期Ⅰｂ２３例，
Ⅱａ２９例，Ⅱｂ８例。经统计学检验，两组患者年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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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组后均进行常规抗感染、不良反应防治和常规

护理。实验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基础上加用吉西他滨

（ＥＬＩＬＩＬＬ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注册证号 Ｈ２０１１０５３５，２００ｍｇ：１ｇ）
静脉滴注，４ｇ／ｍ２，滴注时间３０ｍｉｎ，放疗后第１ｄ、第８ｄ给药。对
照组患者给予顺铂注射液（南京制药厂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０３２１６，６ｍｌ：３０ｍｇ）静脉滴注，药品用量７０ｍｇ／ｍ２，滴注时间

３０ｍｉｎ及氟尿嘧啶（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０５９３，１０ｍｌ：０２５ｇ×５支／盒）静脉滴注，药品用量８００ｍｇ／
ｍ２，滴注时间３０ｍｉｎ，放疗后第１ｄ、第２１ｄ给药。两组患者均在
化疗过程中联合放疗，以２８ｄ为１个治疗周期，２个周期后行宫
颈癌根治术，切除患者病灶组织并清扫盆腔淋巴结。

１４　观察指标
本研究有如下３项观察指标：①两组患者临床疗效。②两

组患者化疗前后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③病灶与健康
组织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
１５　判断标准

本研究有如下３项判断标准：①临床疗效：根据 ＲＥＣＩＳＴ评
价标准［５］判定，完全缓解（ＣＲ）：影像学检测结果显示消失；部
分缓解（ＰＲ）：瘤体体积减小５０％及以上；稳定（ＳＤ）：立体体积
减小低于５０％或增长低于２５％；进展（ＰＤ）：患者无好转或加
重。②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取患者外周静脉血，低速离心
后取上清液，使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进行检测，试剂盒由上海酶

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③病灶与健康组织 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
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取患者切除病灶与健康组织按照质量比１
∶９与生理盐水混合，４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后取上清液，使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检测仪器购自德国贝克曼有限公司。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ｔ检
验，干预前后组内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进行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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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率 ＝（ＣＲ＋ＰＲ）／总例数 ×
１００％。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

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缓解 部分缓解 稳定 进展 有效

对照组 ６０ ９（１５０）４１（６８３）６（１００） ４（６７） ５０（８３３）

实验组 ６０ ６（１００）２９（４８３）９（１５０） ６（１００）３５（５８３）

χ２值 — — — — ９０７６

Ｐ值 — — — — ０００３

２２　两组患者化疗前后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的比较
化疗前，两组患者 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化疗后，两组患者 ＶＥＧＦＡ、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均显著降低，但实验组水平显著低于对照
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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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患者化疗前后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的比较（ｐｇ／ｍｌ，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ＶＥＧＦＡ

化疗前 化疗后

ＶＥＧＦＣ

化疗前 化疗后

ＶＥＧＦＤ

化疗前 化疗后

实验组 ６０ ２７１３±５６５ １２０２±１９３ａ ９６０±１１８ ３５７±０６２ａ １１４０±１６９ ４５１±０７２ａ

对照组 ６０ ２６８９±４９９ １７７６±２７２ａ ９５４±１１６ ６３４±０８８ａ １１５９±１７３ ７６６±１０１ａ

ｔ值 ０２４７ １３３３１ ０２８１ １９９３２ ０６０９ １９６７２

Ｐ值 ０８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７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５４４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化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病灶与健康组织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
平的比较

　　两组患者健康组织 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而病灶组织各指标

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健康组织，实验组患者病灶组织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
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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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表３　两组患者体液免疫指标水平的比较（２△△ｃｔ，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Ｗｎｔ１

病灶组织 健康组织

Ｗｎｔ３ａ

病灶组织 健康组织

Ｗｎｔ８

病灶组织 健康组织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病灶组织 健康组织

实验组 ６０ １１５５±３６７ａ ３４３±１０２ １７５９±２９５ａ １４９２±２５９ １０８６±２０８ａ ２６１±０７５ ３０６５±６３７ａ １８７５±４９４

对照组 ６０ １６４８±４９３ａ ３３８±０９５ ２２３８±３４０ａ １５１９±２６７ １４３７±３５６ａ ２５９±０７２ ３４２２±５１５ａ １８６３±４９０

ｔ值 ６２１３ ０２７８ ８２４３ ０５６２ ６５９４ ０４４１ ３３７６ ０１３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０５７５ ００００ ０８８２ ０００１ ０８９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健康组织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宫颈癌作为临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因其肿瘤组织能够

通过淋巴管和新生血管浸润性生长，手术治疗仅能够对肉眼可

见的瘤体和淋巴结进行清扫，对于浸润和转移的癌细胞无清除

作用，因此术后患者容易复发及转移［６］。辅助性术前放化疗能

够有效杀灭患者肿瘤浸润和转移细胞，抑制其血管新生，从而

减小瘤体体积，为其手术切除提供良好基础。但是，常规放疗联

合化疗，放疗对患者浸润病灶照射不全面，若增大放射量则会

引起其不良反应加剧，从而导致患者无法耐受而放弃治疗。顺

铂对宫颈癌患者癌细胞分裂具有一定抑制作用，但疗效并不理

想［７］。因此，目前宫颈癌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均不令人满意。

吉西他滨，即盐酸双氟脱氧胞苷，是一种人工合成药物，具

有抗代谢和抗癌作用。进入人体后，经过人体代谢转化为三磷

酸、二磷酸和双氟脱氧嘧啶核苷，可以抑制癌细胞ＤＮＡ合成，从
而引起细胞凋亡，目前用于胰腺癌、乳腺癌等癌症治疗方面均

取得可喜疗效［８９］。同时，有关研究指出，吉西他滨用于非小细

胞肺癌和胰腺癌中，能够有效减少患者血管新生因子和 βｃａｔｅ
ｎｉｎ分泌，从而抑制癌细胞转移［１０１１］。

ＶＥＧＦ是促进血管新生的重要介导因子，其家族成员 ＶＥＧ
ＦＡ能够加快血管新生作用，使血管内皮细胞增殖加快，ＶＥＧＦＣ、
ＶＥＧＦＤ则能够促进淋巴管新生［１２１３］。在此作用下，患者癌细胞

随新生血管和淋巴管侵袭、转移，进而引起其病情恶化或复发。

Ｗｎｔ信号通路则与患者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可以反映
其肿瘤细胞的侵袭性。已有报道证实，Ｗｎｔ通路的开启是宫颈
癌患者癌细胞转移与侵袭的主要原因之一［１４］。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

则可以调控其Ｗｎｔ通路开闭，其水平上升则Ｗｎｔ通路由关闭转
换为开放［１５］。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化疗前，两组患者 ＶＥＧＦＡ、
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和健康组织 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
水平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化疗后，实验组患者治疗有效率
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两组患者 ＶＥＧＦＡ、ＶＥＧＦＣ、ＶＥＧＦＤ水平
均显著降低，且实验组患者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病灶组织

Ｗｎｔ１、Ｗｎｔ３ａ、Ｗｎｔ８、βｃａｔｅｎｉｎ水平均显著高于其健康组织，实验
组病灶组织显著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这提示２种放化疗方式均能够有效抑制患者血管新生，
且患者癌组织内 Ｗｎｔ水平显著上升，相比常规放化疗，联合吉
西他滨能够有效提高治疗效果，抑制血管和淋巴管新生，从而降

低癌细胞侵袭和浸润能力。据此，笔者分析，吉西他滨调控宫颈

癌患者血管新生因子水平，降低其新生能力，有效阻断癌细胞浸

润通道；同时，血管和淋巴管可以为癌组织提供生长必需物，其

生成减少抑制癌组织生长，从而控制或减小肿瘤体积，为患者手

术切除打下良好基础。此外，黄梦君等［１６］指出，吉西他滨还可

以通过上调 ｍｉＲ４９７抑制宫颈癌患者癌细胞侵袭迁移。任庆
等［１７］提到，吉西他滨可以提高患者放疗敏感性，提高放疗效果，

通过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提高患者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吉西他滨能够有效提高宫颈癌患者治疗有效率，

降低其血管新生因子和 ｗｎｔ通路相关指标水平，进而降低其癌
细胞迁移、侵袭能力，但本研究选取样本较少，且全部为华北医

疗健康产业集团峰峰总医院肿瘤科患者，此结论有待多中心、大

样本实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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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道镜与病理学检测对宫颈癌前病变的一致性探究
邵桂芳　王琛　田红岩
宁海县妇幼保健院妇科，浙江 宁海 ３１５６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阴道镜及镜下可疑病变活检在宫颈癌前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浙江省宁海县妇幼保健院采用宫颈新柏氏液基细胞学检测（ｔｈｉｎｐｒｅｐｃｙｔｏｌｏｇｉｃ
ｔｅｓｔ，ＴＣＴ）检查确认的７７８例异常者作为研究对象。以临床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分析阴道镜对宫
颈癌前病变的筛查结果以及阴道镜下可疑病变活检与阴道镜下四象限活检结果情况。结果　７７８例患者
中，阴道镜诊断结果阳性６３０例，占比８１０％，包括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ｌｏｗ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ｌｅｓｉｏｎ，ＬＳＩＬ）４２７例（５４９％），高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ＨＳＩＬ）１９３例
（２４８％），可疑癌１０例（１３％）。其中，ＨＳＩＬ及可疑癌例数占到总病例数的２６１％（２０３／７７８）；此与病理诊
断阳性率、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可疑癌检出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阴道镜与病理诊断阳性
一致率为７３８％，阴道镜下 ＨＳＩＬ及以上灵敏度８９０％，特异度７８６％，阳性预测值７９１％，阴性预测值
１４５％。阴道镜下可疑病变活检结果：ＬＳＩＬ１２７例（２０２％）；ＨＳＩＬ１３６例（２１６％）；鳞癌抗原 ＳＣＣ８例
（１３％）。四象限活检结果：ＬＳＩＬ１４１例（２２４％）；ＨＳＩＬ１３７例（２１７％）；ＳＣＣ８例（１３％）。两组活检结果中
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ＳＣＣ检出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活检一致率为９１９％，ｋ值为
０９０８；阴道镜可疑病变活检漏诊５１例（８１％），其中 ＬＳＩＬ漏诊３５例（２４８％），ＨＳＩＬ漏诊１６例（１１７％）。
结论　阴道镜下可疑活检是临床宫颈癌前病变诊断的有效方法，准确率高，阴道镜下四象限活检可以提高
宫颈前病变临床检出率、降低漏诊率，在宫颈癌前病变筛查和改善预后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阴道镜；四象限活检；宫颈癌前病变；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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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ＬＳＩＬ），１９３ｃａｓｅｓ（２４８％）ｏｆ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ＨＳＩＬ）ａｎｄ１０
ｃａｓｅｓ（１３％）ｏｆ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ｃａｎｃｅｒ．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ｃａｓｅｓｏｆＨＳＩＬａｎｄ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ｃａｎｃｅｒ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２６１％
（２０３／７７８）ｏｆ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ＬＳＩＬ，ＨＳＩＬａｎｄｓ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ｃａｎｃｅｒ（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ａｓ７３８％，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ＨＳＩＬａｎｄａｂｏｖｅｗａｓ８９０％，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ｗａｓ７８６％，ｔｈ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７９１％，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ｗａｓ１４５％．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ｌｅｓｉｏｎｓ：１２７ｃａｓｅｓ（２０２％）ｏｆＬＳＩＬ，１３６ｃａｓｅｓ（２１６％）ｏｆＨＳＩＬ，８ｃａｓｅｓ（１３％）ｏｆ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ｃｅｌｌ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
ａｎｔｉｇｅｎＳＣＣ．Ｆｏｕｒ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１４１ｃａｓｅｓ（２２４％）ｏｆＬＳＩＬ，１３７ｃａｓｅｓ（２１７％）ｏｆＨＳＩＬ，８ｃａｓｅｓ
（１３％）ｏｆＳＣＣ．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ｓｏｆＬＳＩＬ，ＨＳＩＬａｎｄＳＣＣ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ｂｉｏｐｓｙｒｅｓｕｌｔ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ａｓ９１９０％，ａｎｄｔｈｅｋ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０９０８５１ｃａｓｅｓ（８１％）ｏｆ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ｌｅｓｉｏｎｓｗｅｒｅｍｉｓｓｅｄｂｙ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ｉｃｂｉｏｐｓｙ．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ｍ，３５ｃａｓｅｓ
（２４８％）ｗｅｒｅＬＳＩＬａｎｄ１６ｃａｓｅｓ（１１７％）ｗｅｒｅＨＳＩＬ．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ｉｃｂｉｏｐｓｙｆｏｒ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ｌｅｓｉｏｎｓ
ｉｓ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Ｉｔｓ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ｉｓｈｉｇｈ．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ｉｃｆｏｕｒｑｕａ
ｄｅｎｔｂｉｏｐｓ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ｒａｔｅｏｆｍｉｓｓｅｄｄｉａｇ
ｎｏｓｉｓ．Ｓｏｉｔｉｓｏｆｇｒｅａｔ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ｉｎ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ｐｏｓｃｏｐｙ；Ｆｏｕｒｑｕａｄｒａｎｔｂｉｏｐｓｙ；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ｐｒｅｃａｎｃｅｒｏｕｓ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ｖａｌ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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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是临床妇科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随着社
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及工作压力

的增加、环境的不断恶化等，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不断

上升且有年轻化的趋势，严重威胁到广大女性患者的生命健康

安全［１］。做好宫颈癌前病变的筛查工作可以及时发现恶性病

变，从而为临床治疗赢得足够时间，以改善患者预后质量。目

前，临床对于宫颈癌前病变的筛查方法主要有醋酸／碘染色法
（ＶＩＡ／ＶＩＬＩ）、液基细胞学（ＬＢＣ）、人乳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
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等多种方法［２３］。本研究以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

标准，探讨阴道镜在宫颈癌前病变筛查中的应用价值，为临床

宫颈癌前病变筛查和诊断提供一定的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浙江省宁海县妇幼保健
院采用宫颈ＴＣＴ检查确认的７７８例异常者为研究对象。所有
入选者均为非月经期有性生活史妇女、２４ｈ内未发生性生活、年
龄２２岁以上，排除妊娠期妇女，有精神疾病、子宫切除以及放疗
化疗史妇女。所有纳入病例均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并签署书面

知情同意书。本次入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２岁 ～６８岁，年龄
（４１６４±７３５）岁；孕次范围１次～５次，孕次（２３４±０７５）次。
１２　 检测方法

患者取膀胱截石位，镜下暴露子宫后，用干卫生棉球将宫

颈表面分泌物擦去，使用５％醋酸溶液在宫颈表面涂抹均匀，
１ｍｉｎ～２ｍｉｎ后出现白色上皮、各种血管状、脑回状以及镶嵌等
异常区域，接着使用５％复合碘液涂抹在以上异常区域，根据钟
面时刻对宫颈表面进行四象限划分，记录各个象限内的观测结

果。当阴道镜下发现可疑时，对该象限内可疑病灶处进行指示

性活检，而对于未发现异常的象限内分别使用２ｍｍ活检钳于鳞
柱交界处取２、４、８、１０点位置进行随机活检，所有样本均进行
ＥＣＣ校检并放在１０％福尔马林固定后送病理检查［４］。阴道镜

检及病理检查均分别由本院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２名医师共同
诊断完成，两者诊断一致为最终诊断，诊断结果不一致时由宁海

县妇幼保健院另外１名临床妇科专家进行联合会诊。
１３　 临床分级

诊断结果采用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ｎｅｏ
ｐｌａｓｉａ，ＣＩＮ）命名系统，根据宫颈癌规范化诊治指南［５］以及ＷＨＯ
最新妇科病分类［６］中的分级标准，我们将诊断结果为轻度非典

型增生（ＣＩＮ１）归类为低度鳞状上皮内病变（ＬＳＩＬ），将中度非典
型增生（ＣＩＮ２）、重度非典型增生（ＣＩＮ３）归类为高度鳞状上皮内
病变（ＨＳＩＬ）。
１４　观察指标

比较阴道镜检查结果与病理组织学检查结果的关系；阴道

镜检查可疑病变活检与四象限随机活检结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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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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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数或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一致性采用 Ｋａｐｐａ
检验，以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和阴性预测值等描述阴道

镜的诊断价值，以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阴道镜检查结果与病理检查结果比较

总共７７８例可疑患者中，病理诊断结果阴性１６３例，占比
２１０％；阳性６１５例，占比７９０％。阳性患者中 ＬＳＩＬ３９９例，占
比５１３％（３９９／７７８）；ＨＳＩＬ２０９例，占比２６９％（２０９／７７８）；鳞癌
抗原（ＳＣＣ）７例，占比０９％（７／７７８）。其中，ＨＳＩＬ及可疑癌２１６

例，占比２７８％（２１６／７７８）。阴道镜诊断结果阴性１４８例，占比
１９０％；阳性６３０例，占比８１０％。阳性患者中 ＬＳＩＬ４２７例，占
比５４９％（４２７／７７８）；ＨＳＩＬ１９３例，占比２４８％（１９３／７７８）；可疑
癌１０例，占比１３％（１０／７７８）。其中，ＨＳＩＬ及可疑癌２０３例，占
比２６１％（２０３／７７８）。两组阳性检查率、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及可疑癌检
出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阳性一
致率为５７４例（７３８％），以病理检查结果为参照标准，阴道镜
检下 ＨＳＩＬ及以上灵敏度 ８９０％（９５％置信区间 ８５４％ ～
９１３％），特异度７８５５％（９５％置信区间７５７％ ～８１５％），阳
性预测值７９１％（９５％置信区间７７３％～８１３％），阴性预测值
１４５％（９５％置信区间１２２％～１６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病理检查结果与阴道镜检查结果情况比较［ｎ（％）］

阴道镜诊断结果 例数
病理诊断结果

阴性 ＬＳＩＬ ＨＳＩＬ ＳＣＣ　

　　阴性 １４８ １４５（９８０） 　３（２０） 　０（０） ０（０）

　　ＬＳＩＬ ４２７ １４（３３） ３８７（９０６） ２６（６１） ０（０）

　　ＨＳＩＬ １９３ 　４（２１） 　９（４７） １８０（９３３） ０（０）

　　可疑癌 １０ 　０（０） 　０（０） 　３（３００） ７（７００）

　　 合计 ７７８ １６３（２１０） ３９９（５１３） ２０９（２６９） ７（０９）

２２　阴道镜检查可疑病变活检与四象限随机活检结果比较
阴道镜诊断 ６３０例可疑病变活检结果：ＬＳＩＬ１２７例，占比

２０２％；ＨＳＩＬ１３６例，占比２１６％；ＳＣＣ８例，占比１３％。四象限
活检结果：ＬＳＩＬ１４１例，占比２２４％；ＨＳＩＬ１３７例，占比２１７％；
ＳＣＣ８例，占比１３％。两组活检结果中ＬＳＩＬ、ＨＳＩＬ和ＳＣＣ检出
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活检一致

率为９１９％（９５％置信区间８９８％～９３３％），一致系数ｋ值为
０９０８；阴道镜可疑病变活检漏检５１例，漏检率为８１％；其中
包括ＬＳＩＬ漏检３５例，占比２４８％（３５／１４１），ＨＳＩＬ漏检１６例，
占比１１７％（１６／１３７）。此外，在１４８例阴性患者中，四象限随
机活检ＬＳＩＬ检出２例（１４％），ＨＳＩＬ检出１例（０７％）。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阴道镜检查可疑病变活检与四象限随机活检结果比较［ｎ（％）］

阴道镜可疑病变活检 例数
四象限随机活检

正常 ＬＳＩＬ ＨＳＩＬ ＳＣＣ　

　　　 正常 ３５９ ３３４（９３０） ２０（５６） 　５（１４） ０（０）

　　　 ＬＳＩＬ １２７ 　０（０） １１６（９１３） １１（８７） ０（０）

　　　 ＨＳＩＬ １３６ 　０（０） １５（１１０） １２１（８９０） ０（０）

　　　 ＳＣＣ ８ 　０（０） 　０（０） 　０（０） ８（１０００）

　　　 合计 ６３０ ３３４（５３０） １５１（２４０） １３７（２１７） ８（１３）

#

　讨论
宫颈癌是女性恶性肿瘤中死亡率仅次于乳腺癌的恶性肿

瘤，患者高发于４０岁 ～６０岁妇女人群，近年来有年轻化的趋
势。宫颈癌存在一个较长的可逆癌前病变期，从宫颈癌前病变

到宫颈癌会经过ＣＩＮ１、ＣＩＮ２、ＣＩＮ３、原位癌和侵润癌过程，其中
ＣＩＮ期是宫颈癌发生的关键过程［７］。一项关于宫颈癌进展病变

的研究显示，ＣＩＮ１期进展为ＣＩＮ２及以上的发生率约为２０％左
右，８０％左右的 ＣＩＮ１期患者会维持或发生逆转［８］。而 ＣＩＮ２、
ＣＩＮ３进展为癌的风险显著高于 ＣＩＮ１，ＣＩＮ级别越高，消退的概
率越小，发生癌变的风险越高［９］。国外临床病理研究证实，通

过接种ＨＰＶ疫苗及对宫颈癌前病变进行筛查可以有效降低宫
颈癌的发生率及病死率［１０］。但是，我国目前尚无相关疫苗可

用，因此，宫颈癌前病变筛查变得极为重要，而筛查方法的准确

率是保证宫颈癌病变良好预后质量的关键。

阴道镜是目前临床上使用最为广泛的了解子宫及生殖器

有无病变的一种有效方法。通过光源和滤镜的作用，将宫颈或

生殖器表皮组织在镜下放大数十倍，以便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宫

颈鳞柱交接及上皮情况，通过涂碘处理结果来判断宫颈是否发

生病变及病变程度，并做出可疑病变的活检指示。阴道镜检查

作为活检的基础，其诊断的准确率与最终病理检查结果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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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有密切的关系。许多临床研究表明，阴道镜下对宫颈病变组

织进行活检能够提高宫颈疾病的检出率及准确性［１１１２］。因此，

阴道镜检查对宫颈癌的筛查、分类、诊断、预防和改善预后质量

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本研究中，７７８例 ＴＣＴ检查异常者的阴
道镜检查阳性率为 ８１０％，与病理检查结果的一致率为
７３８％，阴道镜下 ＨＳＩＬ及以上灵敏度８９０％，特异度７８６％，
阳性预测值７９１％，阴性预测值１４５％。此结果与 Ａｓｍａ等［１３］

的研究报道相近。阴道镜可疑病变活检与四象限活检的一致

率达到９１９％，相对于四象限活检，阴道镜下可疑病变活检的
漏检率为８１％，而在１４８例阴性患者中，四象限随机活检ＬＳＩＬ
检出２例（１４％），ＨＳＩＬ检出１例（０７％）。结果表明，在阴道
镜可疑病变活检的基础上，采用四象限随机活检，可以减少漏

诊率，提高阴道镜检出率和活检准确性。

目前，阴道镜下可疑病变的活检病理诊断作为临床判断宫

颈病变的金标准，在临床宫颈病变的筛查中意义重大。然而，其

在临床的应用上仍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阴道镜仅能观察到子

宫颈内的病变，对于阴道狭窄、出血、宫颈表面上皮组织坏死等

并不适用，尤其在诊断绝经后的妇女宫颈病变的作用上是非常

有限的［１４］，因此，应当严格控制阴道镜的临床适应症。此外，

Ｋｒｉｓｈｎｅｇｏｗｄａ等［１５］的研究结果表明，宫颈表面光滑程度、鳞状

上皮厚度等均能够造成检查结果的偏差和漏诊；而郭董平等［１６］

的研究结果显示，通过扩大活检范围和增加活检数量，可以提

高宫颈病变的检出率。本研究中通过镜下四象限随机活检提

高了检出率，其结果与郭董平等一致。总之，阴道镜下可疑活检

是临床宫颈癌前病变诊断的有效方法，具有较高的准确率，阴

道镜下四象限随机活检可以提高宫颈癌前病变临床检出率、降

低漏诊率，在宫颈癌前病变筛查和改善预后方面具有重要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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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 ｃＭｅｔ对宫颈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及细胞
凋亡的影响
庄婧１　伏晓清１　高月２△

１泗阳县人民医院检验科，江苏 泗阳 ２２３７００
２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检验科，重庆 ４００７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沉默ｃＭｅｔ对宫颈癌细胞Ｈｅｌａ生物学特性的影响。方法　利用小ＲＮＡ干扰技术在宫
颈癌细胞Ｈｅｌａ中沉默ｃＭｅｔ，将实验分为ＳｉｃＭｅｔ（实验组）和ＳｉＣｏｎ（阴性对照组），平板克隆实验检测Ｈｅｌａ细胞生
长情况，流式细胞术检测Ｈｅｌａ细胞的周期和凋亡情况。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抑凋亡基因Ｂｃｌ２和促凋亡基因Ｂａｘ的
蛋白表达情况。结果　平板克隆实验显示，沉默ｃＭｅｔ７天后，Ｈｅｌａ细胞形成的克隆团少于ＳｉＣｏｎ（Ｐ＜００５）。流
式结果显示，Ｈｅｌａ细胞中ＳｉｃＭｅｔ组的凋亡细胞数量明显多于ＳｉＣｏｎ组（Ｐ＜００５）。细胞周期分布结果显示，沉默
ｃＭｅｔ对宫颈癌Ｈｅｌａ细胞周期变化没有影响（Ｐ＞００５）。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结果显示，沉默ｃＭｅｔ后Ｂｃｌ２的蛋白表达量
下降而Ｂａｘ的蛋白表达量升高。结论　沉默ｃＭｅｔ抑制了宫颈癌Ｈｅｌａ细胞的生长增殖，并且通过增加Ｂａｘ、降低
Ｂｃｌ２的蛋白表达量来促进细胞凋亡，但沉默ｃＭｅｔ对宫颈癌Ｈｅｌａ细胞周期变化没有影响。

【关键词】　宫颈癌；细胞增殖；细胞周期；细胞凋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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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颈癌的发病率占全身恶性肿瘤的１２％，是常见的女性恶
性肿瘤之一，严重危害女性的身心健康［１］，近年来其发病率呈

逐年上升趋势，并趋于低龄化。因此，更深入地研究宫颈癌的发

生发展机制尤显重要。ｃＭｅｔ是由 ｃＭｅｔ原癌基因编码的一种
蛋白产物，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ｃＭｅｔ的异常表达能够导致
肿瘤的发生、发展、浸润和转移。本研究旨在明确 ｃＭｅｔ对宫颈
癌细胞的生长增殖以及对宫颈癌细胞周期、细胞凋亡的影响。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和试剂

本研究所用材料和试剂为凋亡基因相关蛋白 Ｂａｘ和 Ｂｃｌ２

抗体；沉默 ｃＭｅｔ的小干扰 ＲＮＡ片段及人宫颈癌 Ｈｅｌａ细胞株
等。①所需抗体：Ⅰ抗为兔抗人 Ｂａｘ、兔抗人 Ｂｃｌ２抗体和兔抗
人βａｃｔｉｎ多克隆抗体（均购于美国 Ａｂｃａｍ）；②所需试剂：沉默
ｃＭｅｔ的小干扰ＲＮＡ和阴性对照ＲＮＡ片段（由上海吉玛公司合
成）。③所需细胞株：人宫颈癌 Ｈｅｌａ细胞株（由本实验室保
存）。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细胞培养　Ｈｅｌａ细胞在高糖 ＤＭＥＭ培养液（含１０％的
胎牛血清）中３７℃细胞培养箱中培养，３天换一次培养液。
１２２　Ｈｅｌａ细胞的转染　将生长良好的 Ｈｅｌａ细胞，按照每孔
１×１０５个细胞的浓度加入６孔板，待细胞密度约达到６０％左右，
进行细胞转染。操作按照 Ｌｉｐｏｆｅｃｔａｍｉｎｅ２０００说明书进行。培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４１　　　·

养４８ｈ后进行后续实验。细胞分为阴性对照组 ＳｉＣｏｎ和实验组
ＳｉｃＭｅｔ。
１２３　平板克隆法检测 Ｈｅｌａ细胞生长增殖　将小干扰 ＲＮＡ
ＳｉＣｏｎ和ＳｉｃＭｅｔ转染到Ｈｅｌａ细胞中，１２ｈ后将细胞浓度调整为
１０００个／ｍｌ，按照５００个／孔加入１２孔板，轻轻混均。每隔２天
换一次培养液。７天后取出细胞，用ＰＢＳ缓冲液清洗３次，然后
用４％多聚甲醛进行固定，１０ｍｉｎ后ＰＢＳ缓冲液再清洗３次，最
后加入１ｍｌ的结晶紫染液进行染色，５ｍｉｎ后观察拍照。
１２４　流式细胞仪检测沉默 ｃＭｅｔ对 Ｈｅｌａ细胞周期的影响　
将小干扰ＲＮＡＳｉＣｏｎ和 ＳｉｃＭｅｔ转染 Ｈｅｌａ细胞４８ｈ后消化细
胞，再用ＰＢＳ缓冲液进行清洗１次，然后用７０％乙醇进行重悬，
４℃冰箱放置 １２ｈ。离心弃上清，加入 ５００μｌ含 ０１％ＢＳＡ和
００１％ ＮａＮ３的缓冲液复溶细胞。再加入 ＲＮａｓｅ２５μｌ，３７℃放
置１５ｍｉｎ，加入ＰＩ染液２５μｌ，避光放１５ｍｉｎ。流式细胞仪检测
各组Ｈｅｌａ细胞的ＤＮＡ含量。
１２５　流式细胞术检测沉默 ｃＭｅｔ对 Ｈｅｌａ细胞凋亡的影响　
将小干扰ＲＮＡＳｉＣｏｎ和ＳｉｃＭｅｔ转染Ｈｅｌａ细胞７２ｈ后消化，用
冷的ＰＢＳ缓冲液进行细胞重悬，然后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后加入
１ｍｌＰＢＳ缓冲液混匀，再转移到 ＥＰ管中。加 ＡｎｎｅｘｉｎＶ５μｌ，进
行振荡混匀，放置４℃冰箱孵育１５ｍｉｎ后加入ＰＩ５μｌ，最后室温
放５ｍｉｎ。流式细胞仪检测Ｈｅｌａ细胞凋亡情况。
１２６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　消化、收集转染４８ｈ的 Ｈｅｌａ细胞，
提取Ｈｅｌａ细胞的总蛋白并进行浓度测定。进行 ＳＤＳＰＡＧＥ电
泳，然后电转移到 ＰＶＤＦ膜。在室温条件下用５％脱脂牛奶封
闭２ｈ。加入一抗体４℃冰箱过夜。第二天，ＴＢＳＴ缓冲液清洗５
次，室温条件下加入二抗体，孵育２ｈ。ＴＢＳＴ缓冲液再清洗 ５
次，进行ＥＣＬ化学发光，检测Ｂａｘ和Ｂｃｌ２的蛋白表达情况。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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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沉默ｃＭｅｔ对Ｈｅｌａ细胞体外增殖能力的影响

利用平板克隆形成实验检测 Ｈｅｌａ细胞生长增殖情况。结
果发现，实验组形成的克隆数（２０００±５００）少于对照组
（４７６７±６５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５８４０，Ｐ＝
０００４）。这表明沉默 ｃＭｅｔ后细胞克隆数目减少，细胞生长受
到抑制。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沉默ｃＭｅｔ影响Ｈｅｌａ细胞平板克隆形成能力

２２　沉默ｃＭｅｔ对Ｈｅｌａ细胞周期的影响
利用流式检测沉默 ｃＭｅｔ对 Ｈｅｌａ细胞周期的影响。结果

显示，沉默 ｃＭｅｔ对细胞周期的变化没有影响。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和图２。

表１　沉默ｃＭｅｔ对Ｈｅｌａ细胞周期的影响（％，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Ｇ０／Ｇ１ Ｇ２／Ｍ Ｓ

实验组 ５６３２±１８９ １７４２±１２３ ２７２３±２６８

对照组 ５９３８±２０１ １６２９±０７７ ２４３３±１２６

ｔ值 ０８９５ －１３５２ －１６９３

Ｐ值 ０１２８ 　０２４８ 　０１６６

图２　沉默ｃＭｅｔ影响Ｈｅｌａ细胞周期

２３　沉默ｃＭｅｔ对Ｈｅｌａ细胞凋亡的影响
流式细胞仪观察沉默 ｃＭｅｔ对 Ｈｅｌａ细胞凋亡的影响。

结果显示，实验组中细胞凋亡率（６４２±１０６）明显高于对
照组（０８４±０３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８５２３，Ｐ＜
０００１）。这表明沉默 ｃＭｅｔ能够促进细胞凋亡。具体结果
详见图３。

图３　沉默ｃＭｅｔ影响Ｈｅｌａ细胞凋亡

２４　沉默ｃＭｅｔ影响凋亡基因蛋白的表达
利用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检测沉默 ｃＭｅｔ后细胞中 Ｂａｘ和 Ｂｃｌ２的

蛋白表达，结果显示，实验组中 Ｂａｘ蛋白表达增高，而 Ｂｃｌ２蛋
白表达低于对照组。具体结果详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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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沉默ｃＭｅｔ对凋亡基因蛋白表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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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ｃＭｅｔ具有酪氨酸激酶活性，是由 ｃＭｅｔ原癌基因编码的，

具有自主磷酸化活性的一类跨膜受体。研究发现，ｃＭｅｔ可以
通过激活细胞内多种信号通路，如 ＰＩ３ＫＡＫＴ、ＳＴＡＴ３、ＰＩ３Ｋ、
ＥＲＫ和ＦＡＫ等，促进肿瘤细胞的增殖和侵袭迁移等［２６］。有关

文献报道，ｃＭｅｔ在卵巢癌、肝癌、大肠癌、肺癌、乳腺癌和泌尿
生殖道癌等许多肿瘤组织中高表达，并且在许多肿瘤中 ｃＭｅｔ
的表达与与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和患者预后关系密切［７１４］。

但是，ｃＭｅｔ在宫颈癌中的作用还不明确。
肿瘤的发生发展是多步骤、复杂的过程。不受调控的恶性

增殖是肿瘤的基本特征。为了明确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细胞增殖、
细胞周期和细胞凋亡等方面是否起到作用，我们在宫颈癌细胞

Ｈｅｌａ中沉默ｃＭｅｔ基因，利用平板克隆和流式细胞仪等技术探
讨ｃＭｅｔ对宫颈癌细胞这几方面的影响。本研究发现，沉默 ｃ
Ｍｅｔ后实验组宫颈癌 Ｈｅｌａ细胞的克隆细胞团数明显少于对照
组，这说明沉默ｃＭｅｔ后能够抑制 Ｈｅｌａ细胞的生长增殖。细胞
周期的正常调控是维持细胞正常生长增殖的关键所在。一旦

细胞周期调控异常将会造成细胞不可控地恶性增殖，最终可能

发展成为肿瘤。本研究结果发现，沉默 ｃＭｅｔ对 Ｈｅｌａ细胞的周
期变化并没有影响。这提示我们：沉默 ｃＭｅｔ能够抑制宫颈癌
细胞增殖能力可能与细胞周期的调控无关。

细胞凋亡是机体自身调控的能够清除衰老细胞和维持机

体内环境稳定，并且由多种基因参与最终引起细胞主动死亡的

过程。机体往往能够通过启动细胞凋亡程序来抑制细胞的增

殖［１５］。为了探明沉默ｃＭｅｔ抑制Ｈｅｌａ细胞增殖的原因，我们进
行了细胞凋亡实验。实验结果发现，沉默 ｃＭｅｔ后实验组早期
细胞凋亡率高于对照组。我们猜测沉默ｃＭｅｔ抑制宫颈癌细胞
的增殖很可能与沉默ｃＭｅｔ促进宫颈癌细胞的凋亡有关。能够
引起细胞凋亡最重要的途径是内源性凋亡通路。其中，Ｂｃｌ２蛋
白家族在此通路中担当重要的角色。Ｂｃｌ２蛋白家族包括促凋
亡基因Ｂａｘ和抑凋亡基因Ｂｃｌ２等成员，Ｂａｘ表达的上调与 Ｂｃｌ
２表达的下调均能引起细胞凋亡［１６１７］。本研究结果显示，沉默

ｃＭｅｔ使Ｂａｘ蛋白表达增高和 Ｂｃｌ２蛋白表达降低。这说明，沉
默ｃＭｅｔ可能启动了内源性凋亡途径引起 Ｂａｘ蛋白表达增高和
Ｂｃｌ２蛋白表达下降，进而诱导了宫颈癌细胞的凋亡。综合上述
结果，我们可以肯定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中作为一种癌基因通过内

源性凋亡途径诱导细胞凋亡进而达到抑制细胞增殖的作用。

本研究说明，沉默 ｃＭｅｔ能够通过促进宫颈癌细胞的凋亡
来抑制宫颈癌细胞的生长增殖，这为进一步研究 ｃＭｅｔ在多种
肿瘤发生发展中分子机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对ｃＭｅｔ的深
入研究也将会推动以ｃＭｅｔ为分子靶向治疗的药物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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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 ＣＴ分别联合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ＡＦＰ用于卵巢癌的
诊断价值研究
徐洁△　王彦辉　史志涛　朱来敏　姜鑫
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影像科，山东 济宁 ２７２０２９

【摘要】　目的　分析螺旋ＣＴ分别联合血清糖类抗原１２５（ＣＡ１２５）、附睾蛋白４（ＨＥ４）、甲胎蛋白（ＡＦＰ）
在卵巢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１１２例经
病理学诊断确诊为卵巢癌的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恶性肿瘤５２例，良性肿瘤６０例。收集所有患者的
螺旋ＣＴ检查结果，以及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Ｐ的检测结果，分析比较螺旋ＣＴ与不同标志物分别联合检测
在卵巢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价值。结果　与良性肿瘤组患者相比，恶性肿瘤组患者的血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ＡＦＴ水平均明显更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螺旋ＣＴ分别联合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Ｐ对卵巢
癌良恶性的鉴别诊断，对应病理诊断（金标准）结果，螺旋ＣＴ、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Ｐ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效
果最好（灵敏度＝９２３％，特异度 ＝９３３％，准确率 ＝９２９％）。结论　螺旋 ＣＴ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
ＡＦＰ检测能够提高卵巢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关键词】　螺旋ＣＴ；糖类抗原１２５；附睾蛋白４；甲胎蛋白；卵巢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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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常见的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具有较高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早期卵巢癌患者的５年生存率较高，但晚期患者的
５年生存率明显降低，仅为１５％～２５％［１３］。早期卵巢癌患者的

发病隐匿，大多数患者于临床确诊时已处于晚期，因此，如能尽

早诊断则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生存率［４５］。卵巢位于盆腔深

部，研究表明螺旋ＣＴ检测可以获得较为清晰的盆腔解剖图像，
继而获得较为精确的肿瘤位置及影像以用于肿瘤的诊断［６７］。

但有些恶性肿瘤患者的 ＣＴ表现并不典型，难以进行准确的诊

断［８］。近年来，实验室血清学检查逐渐应用于卵巢癌的早期诊

断，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均是卵巢癌筛查诊断中应用较多的血清肿
瘤标志物，在卵巢癌的诊断与预后评估中均具有重要作用［９１０］。

但血清肿瘤标志物单独诊断的灵敏度与特异度均不十分理想，

漏诊、误诊现象频发。因此，临床中往往通过对多种肿瘤标志物

的联合检测来提高诊断效果，本研究对患者进行了螺旋 ＣＴ检
查，并检测患者血清的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水平，旨在探讨螺旋
ＣＴ分别联合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对卵巢癌的诊断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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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济宁
医学院附属医院诊治的经病理学确诊为卵巢癌的１１２例患者为
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以病理组织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回顾性分

析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①首次确诊卵巢疾病；②临床资
料完整；③患者及家属同意研究内容，并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②妊娠期和哺
乳期妇女；③合并其他部位肿瘤。恶性肿瘤组（观察组，ｎ＝５２）：
年龄３５～６１岁，平均（４７２±１１５）岁；病理分类：粘液性囊腺癌
１１例、浆液性囊腺癌２４例、混合性囊腺癌５例、交界性卵巢肿瘤
３例、无性细胞瘤２例、颗粒细胞瘤３例、子宫内模样腺癌３例、库
肯勃瘤１例；肿瘤分期：Ｉ期～Ⅱ期２５例，Ⅲ期～Ⅳ期２７例。良性
肿瘤组（对照组，ｎ＝６０）：年龄３６～６０岁，平均（４７８±１２１）岁；
病理分类：粘液性囊腺瘤２６例、浆液性囊腺瘤１８例、混合性囊腺
瘤例４、纤维瘤５例、卵泡膜细胞瘤３例、宫内膜样肿瘤４例；肿瘤
分期：Ｉ期～Ⅱ期３４例，Ⅲ期～Ⅳ期２６例。两组患者年龄、病理分
类和肿瘤分期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
比性。本研究已获得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螺旋ＣＴ检查　患者于检查前６ｈ禁食，检查前１ｈ口服
５００ｍＬ的２％泛影葡胺溶液，检查前饮水，将膀胱与小肠充盈，
已婚妇女需标记宫颈未知。采用螺旋 ＣＴ扫描机（ＧＥ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ｐｔｉｍａＣＴ６６０），患者取平卧位，扫描范围：耻骨联合
上缘至膈下区域。将ＣＴ扫描采集到的原始数据输入Ｇ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ｅｗｏｒｋｓｔａｔｉｏｎ４３工作站处理图像，重建参数：视野３５ｃｍ×
３５ｃｍ、窗位（３０～６０）Ｈｕ、窗宽（２００～４００）Ｈｕ，需尽可能显示病
灶、以及病灶与膀胱、输尿管、子宫、直肠之间的关系，将立体感

最强的图像保存。

１２２　血清的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检测方法　检测患者的血
清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水平，抽取患者的清晨空腹静脉血５ｍＬ，
３０００ｒｐｍ／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留取上层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

（ＥＬＩＳＡ）检测血清中的ＨＥ４表达水平，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
测定血清ＣＡ１２５和ＡＦＰ的表达水平，试剂盒均购自罗氏公司。
血清诊断的阳性标准如下：ＣＡ１２５≥３５Ｕ／Ｌ；ＡＦＰ≥１０μｇ／Ｌ；ＨＥ４
≥１５０ｐｍｏ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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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水平比较

与良性肿瘤组患者相比，恶性肿瘤组患者的血清 ＣＡ１２５、
ＨＥ４和ＡＦＴ水平均明显更高，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比较两组患者的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水平（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ＨＥ４（ｐｍｏｌ／Ｌ） ＣＡ１２５（Ｕ／Ｌ） ＡＦＰ（ｐｍｏｌ／Ｌ）

恶性肿瘤组 ５２ １２６３±１８５ ３０３５±３４８ ７２６±２６１

良性肿瘤组 ６０ ３１２±７３ ２５４±６１ １７１±４５

ｔ值 ３６６８０ ６０８７２ １６２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螺旋ＣＴ分别联合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Ｐ对卵巢癌良恶性的
诊断结果

　　采用螺旋ＣＴ分别联合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ＡＦＰ对卵巢癌良恶
性的鉴别诊断，对应病理诊断（金标准）结果，分析发现，螺旋

ＣＴ、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Ｐ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效果最好，灵敏
度＝９２３％，特异度＝９４８％，准确率＝９３９％。具体结果详见
表２。

表２　螺旋ＣＴ分别联合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Ｐ对卵巢癌良恶性的诊断［ｎ（％）］

　　　　检测方法 真阳性 假阳性 真阴性 假阴性 灵敏度 特异度 准确率

螺旋ＣＴ ３９（３４．８） １１（９．８） ４９（４３．８） １３（１１．６） ３９／５０（７８．０） ４９／６２（７９．０） ８８／１１２（７８．６）

ＣＡ１２５ ３２（２８．６） １７（１５．２） ４３（３８．４） ２０（１７．９） ３２／４９（６５．３） ４３／６３（６８．３） ７５／１１２（６７．０）

ＨＥ４ ２９（２５．９） １６（１４．３） ４４（３９．３） ２３（２０．５） ２９／４５（６４．４） ４４／６７（６５．７） ７３／１１２（６５．２）

ＡＦＰ ３４（３０．４） １９（１７．０） ４１（３６．６） １８（１６．１） ３４／５３（６４．２） ４１／５９（６９．５） ７５／１１２（６７．０）

螺旋ＣＴ＋ＣＡ１２５ ４１（３６．６） １０（８．９） ５０（４４．６） １１（９．８） ４１／５１（８０．４） ５０／６１（８２．０） ９１／１１２（８１．３）

螺旋ＣＴ＋ＨＥ４ ４０（３５．７） ９（８．０） ５１（４５．５） １２（１０．７） ４０／４９（８１．６） ５１／６３（８１．０） ９１／１１２（８１．３）

螺旋ＣＴ＋ＡＦＰ ４３（３８．４） ８（７．１） ５２（４６．４） ９（８．０） ４３／５１（８４．３） ５２／６１（８５．２） ９５／１１２（８４．８）

螺旋ＣＴ＋ＣＡ１２５＋ＨＥ４ ４４（３９．３） ７（６．３） ５３（４７．３） ８（７．１） ４４／５１（８６．３） ５３／６１（８６．９） ９７／１１２（８６．６）

螺旋ＣＴ＋ＣＡ１２５＋ＡＦＰ ４６（４１．１） ８（７．１） ５２（４６．４） ６（５．４） ４６／５４（８５．２） ５２／５８（８９．７） ９８／１１２（８７．５）

螺旋ＣＴ＋ＨＥ４＋ＡＦＰ ４５（４０．２） ７（６．３） ５３（４７．３） ７（６．３） ４５／５２（８６．５） ５３／６０（８８．３） ９８／１１２（８７．５）

螺旋ＣＴ＋ＣＡ１２５＋ＨＥ４＋ＡＦＰ ４８（４２．９） ４（３．６） ５６（５０．０） ４（３．６） ４８／５２（９２．３） ５６／６０（９３．３） １０４／１１２（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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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近年来，大量研究表明血清肿瘤标志物被发现，其在肿瘤

的早期诊断与预后预测中均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不同来源的

肿瘤细胞所分泌的肿瘤标志物存在着一定差异，且同一肿瘤也

会分泌多种不同的肿瘤标志物［１１１２］。因此单独检测一种肿瘤

标志物的诊断价值并不理想，临床中多进行肿瘤标志物联合检

测来提高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率［１３］。ＣＡ１２５是一种在
上皮性卵巢癌中发现的糖蛋白，研究表明ＣＡ１２５在健康妇女的
血清中含量极低，而卵巢癌患者血清中ＣＡ１２５的含量是健康女
性的５倍～１０倍，并且随着卵巢癌患者血清 ＣＡ１２５的水平增
高，患者的预后情况更差［１０，１４１６］。但也有研究表明，ＣＡ１２５在一
些良性宫颈肿瘤和子宫内膜癌中也有高表达，因此，无法作为

单一的卵巢癌标志物用于卵巢癌的诊断，本研究结果也显示

ＣＡ１２５对卵巢癌诊断的灵敏度只有６１５％。
有关研究发现，ＡＦＰ是一种对卵巢肿瘤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的肿瘤标志物，它主要在胎儿肝细胞合成，在胃肠道粘膜、卵黄

囊和肾脏中也有合成，目前ＡＦＰ主要广泛应用于肝癌的诊断和
预后预测，同时在卵巢生殖细胞肿瘤中ＡＦＰ的表达也存在明显
升高［１７１８］。文献报道，ＨＥ４在卵巢癌患者血清中呈高表达，并
且明显高于正常人与良性卵巢肿瘤患者，并且其血清浓度变化

与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１９］。有关研究报道，ＣＡ１２５与
ＨＥ４联合检测对卵巢癌的诊断特异性与灵敏度均有提高的作
用［２０］。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螺旋ＣＴ检查联合ＣＡ１２５与ＨＥ４
检测相较于各指标单独监测，诊断的特异性、灵敏度与准确率

均有所提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良性肿瘤组患者相比，恶性肿瘤组患

者的血清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ＡＦＴ水平均明显更高，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螺旋 ＣＴ分别联合 ＣＡ１２５、ＨＥ４和
ＡＦＰ对卵巢癌良恶性的鉴别诊断，对应病理诊断（金标准）结
果，发现四者联合检测对卵巢癌诊断效果（灵敏度 ＝９２３％，特
异度＝９４８％，准确率＝９３９％）是最好的。

综上所述，螺旋ＣＴ联合血清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和ＡＦＰ检测能
够提高卵巢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及准确率，具有重要的临

床意义。

参 考 文 献

［１］　葛丽，吴令英．循环肿瘤细胞检测在卵巢上皮性癌中应用的研究
进展［Ｊ］．中华妇产科杂志，２０１７，５２（１２）：８５３８５６．

［２］　王爽，汪彩霞，林蓓．外泌体在卵巢癌诊治中的研究现状［Ｊ］．中
国实用妇科与产科杂志，２０１８，３４（４）：４６２４６４．

［３］　周琳，何秀萍．卵巢癌形成、诊断及治疗的研究进展［Ｊ］．中国生
育健康杂志，２０１８，２９（５）：４９１４９３．

［４］　张肖肖，王玲，吴晓彤，等．卵巢癌分子靶向治疗进展［Ｊ］．中国妇
幼保健，２０１８，３３（８）：１９１５１９１８．

［５］　关永红，董全宇，唐艳，等．４种肿瘤相关抗原联合检测对卵巢癌
早期诊断的价值［Ｊ］．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８，２２（７）：１１４１１５．

［６］　徐丽萍，毛竹青，陈爱平，等．ＣＴ联合血清 ＣＡ１２５水平评估卵巢
癌行初次理想肿瘤细胞减灭术的临床价值［Ｊ］．现代生物医学进
展，２０１８，１８（３）：５３７５４０．

［７］　赵锦．彩色多普勒超声与ＣＴ在卵巢癌诊断及临床分期中的应用
价值对比［Ｊ］．广西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４（１）：１０９１１１．

［８］　戴海波，张艳伟，臧燕，等．早期动态增强 ＣＴ扫描用于诊断卵巢
良恶性肿瘤的价值［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８，２７（９）：４２４４．

［９］　雷月，段晓义，朱冬琴，等．ＣＥＡ、ＡＦＰ、ＣＡ１２５、ＣＡ１９９、ＨＥ４检测对
非良性卵巢肿瘤的诊断价值［Ｊ］．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２０１７，
３８（１）：７６７９．

［１０］　郭萃琴，宋俊杰，朱东林，等．ＣＤＦＩ联合血清 ＨＥ４、ＣＡ１２５水平检
测对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诊断效能的影响［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８，
２７（７）：５３５７．

［１１］　邱虎，余保平．血清肿瘤标志物在消化系统肿瘤诊断中的研究进
展［Ｊ］．医学综述，２０１７，２３（１）：７２７５．

［１２］　谭祥．血清肿瘤标志物 ＣＥＡ、ＣＡ７２４、ＣＡ２４２、ＣＡ１９９联合检测诊
断肺癌的临床价值分析［Ｊ］．标记免疫分析与临床，２０１７，２４（８）：
９００９０４．

［１３］　郭婧，赵会海，苗蕊，等．彩超联合不同种类肿瘤标志物检测在卵
巢癌早期诊断中的临床应用［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８，４０（８）：２５２８．

［１４］　吕晓兰，康媛媛．上皮性卵巢癌术前血清ＣＡ１２５水平与临床病理
特征及患者预后的关系［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７，２８（２２）：３６６４３６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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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ｍ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Ｊ］．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Ｏｎｃｏｌｏｇ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８（１）：１
６．

［１６］　ＧｕＺ，ＨｅＹ，ＺｈａｎｇＹ，ｅｔａｌ．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ｓｅｒｕｍＣＡ１２５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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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１８，１６（１）：１１４．

［１７］　冯利，杨欣慰，李晓兰．联合检测血清癌抗原７２４及甲胎蛋白在卵
巢癌诊断、临床分期中的价值［Ｊ］．现代肿瘤医学，２０１７，２５（１２）：
１９６７１９７０．

［１８］　屈明利，邓晓红，赵侃侃，等．血清 ＣＡ１２５、ＣＥＡ、ＡＦＰ联合检测在
卵巢恶性肿瘤诊断中的临床价值［Ｊ］．实用癌症杂志，２０１７，３２
（７）：１０６５１０６８．

［１９］　王晓坤．上皮性卵巢癌患者血清人附睾蛋白４的表达及其对预
后的影响［Ｊ］．中国综合临床，２０１８，３４（５）：４６８４７０．

［２０］　兰庆站，刘鸣，高琦，等．ＣＡ１２５联合ＨＥ４检测对卵巢癌诊断及临
床应用中的价值［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７，２６（１１）：３７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１５）



·４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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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毛建英，Ｅｍａｉｌ：３１２８０５４７９７＠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１３ ·妇科与生殖医学·

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的危险
因素及其对早期子宫内膜癌预后的影响研究
刘晓敏１　苏俊玲１　杜洁１　张龙２　毛建英１△

１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７
２内蒙古医科大学医科科学部，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１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的危险因素及其对早期子宫内膜癌预后
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８６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对１８６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进行腹水细胞学检查，观察检查阳性者与阴性者的临床资料，采用Ｌｏ
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进行计算，分析影响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其对早期子
宫内膜癌预后的影响。结果　１８６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４５例腹水细胞学检查呈阳性，其余均为阴性，腹
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包括年龄、肿瘤直径、肌层浸润深度、宫颈浸润深度、宫颈间质侵犯、淋巴血管

间隙受累等，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将上述有差异单因素带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计算，发现腹水细
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包括年龄、肿瘤直径、肌层浸润深度、宫颈浸润深度、宫颈间质侵犯、淋巴血管间隙

受累等。随访调查发现，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者的复发率及远处复发率明显高于阴性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腹腔细胞学阳性病患的２年累积生存率为６０６８％，而阴性患者的生存率高达７４６９％，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的危险因素较多，并且其对患者
的复发及预后有一定影响，建议临床腹水阳性的相关因素及时采取相应对策，积极防治。

【关键词】　子宫内膜癌；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危险因素；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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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恶性肿瘤第二大常见的恶性肿 瘤，在我国其发病率仅次于宫颈癌［１］。发病人群集中在围绝经

期妇女当中，近年来随着女性个人卫生的不洁以及生活节奏的

紊乱，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呈现年轻化升高的趋势，成为当今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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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主要卫生问题，关于该病的预后一直是大家关注的重

点［２］。腹水细胞学检查是子宫内膜癌患者重要的检查项目，然

而，近年来，许多学者对早期子宫内膜癌腹水细胞学的意义进

行了大量的临床研究，关于其阳性检查结果的危险因素以及对

患者预后是否有影响至今仍存在较大争议［３４］。在此基础上，

本研究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收治的１８６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对这１８６例患
者进行腹水细胞学检查，观察检查阳性者与阴性者的临床资

料，采用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进行计算，分析影响早期子宫内膜癌
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的危险因素，并探讨其对早期子宫内

膜癌预后的影响，为临床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临床纳入１８６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均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
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所收治，纳入标准［５］：①术前均
行刮宫检查；②于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经手术病理确诊为子
宫内膜癌，且癌症分期处于Ｉ期～ＩＩ期；③术中已留足够腹腔冲
洗液送检；④对本次研究知情同意；⑤临床资料、随访资料完整。
排除标准：①无法进行手术或拒绝手术；②肿瘤分期≥ＩＩＩ期；③
伴随有其他重大疾病；④不能自始至终完成本研究，如态度不
合作、不愿意随访及不可能完成研究。患者年龄范围２８岁～５５
岁，年龄（４５５１±４２８）岁，文化程度：初中３０例，高中９６例，大
专及以上６０例。
１２　研究方法

收集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所有入选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

书，参照根据相关文献调查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

查阳性的危险因素［６］，自制调查表，其内容包括年龄、ＢＭＩ、初次
分娩年龄、病理分期、组织学类型、病理分级、肌层浸润深度、病

灶范围、肿瘤直径、ＣＡ１２５分组、有无宫颈间质侵犯、有无淋巴血
管间隙受累。避免使用诱导性词语，只向患者解释不容易理解

的医学术语，根据患者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结果进

行分组，由专人记录、整理和比较所收集数据，对比阳性与阴性

患者临床资料，对有差异项目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计算，分析
导致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的危险因素，并探讨阳性结果与患者

预后的关系。

采用电话随访、信件随访及门诊随访。随访截止日期 ２０１９
年１月 １日，共１８６例获得随访，随访率１００００％，随访时间３
个月～２６个月，中位随访时间１４５个月。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全文数据均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分析，其中均
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用于表达计量资料，χ２用于检验计数资
料，将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结果作为因变

量，以所有患者的一般资料为自变量进行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Ｐ值决定差异是否有统计学意义。生存分析采用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法检验，其中Ｐ＜００５表示数据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腹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本组１８６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４５例腹水细胞学检查
呈阳性，其余均为阴性，腹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包

括年龄、肿瘤直径、肌层浸润深度、宫颈浸润深度、宫颈间质侵

犯、淋巴血管间隙受累等，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腹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ｎ（％）］

　　项目 例数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ＢＭＩ

　正常 １１４（６１２９） ２８（２４５６） ８６（７５４４） ００２２ ０８８３

　超重 ７２（３８７１） １７（２３６１） ５５（７６３９）

年龄

　≤６０ ６５（３４９５） ９（１３８５） ５６（８６１５） ５８３３ ００１６

　＞６０ １２１（６５０５） ３６（２９７５） ８５（７０２５）

初次分娩年龄

　≤２０ １５（８０６） ６（４０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２０７０ ０３５１

　２１～２９ １２９（６９３５） ２４（１８６０） １０５（８１４０）

　≥３０ ４２（２２５８） １５（３５７１） ２７（６４２９）

病理分期　Ⅰ ７０（３７６３） ２０（２８５７） ５０（７１４３） １１７３ ０２７９

　Ⅱ １１６（６２３７） ２５（２１５５） ９１（７８４５）

病理分级

　Ｇ１～Ｇ２ ５２（２７９６） １６（３０７７） ３６（６９２３） １７０２ ０１９２

　Ｇ３ １３４（７２０４） ２９（２１６４） １０５（７８３６）

肌层浸润深度

　无浸润 ３５（１８８２） ６（１７１４） ２９（８２８６） １１９２４ ０００３

　浅肌层 ７６（４０８６） １１（１４４７） ６５（８５５３）

　深肌层 ７５（４０３２） ２８（３７３３） ４７（６２６７）



·４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续表１　腹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单因素分析［ｎ（％）］

　　项目 例数 阳性 阴性 χ２值 Ｐ值

宫颈浸润深度

　未达 １２４（６６６７） １２（９６８） １１２（９０３２） ４２７４０ ０００００

　已达 ６２（３３３３） ３３（５３２３） ２９（４６７７）

组织学类型

　子宫内膜样腺癌 ８５（４５７０） ２１（２４７１） ６４（７５２９） ００２２ ０８８１

　非子宫内膜样腺癌 １０１（５４３０） ２４（２３７６） ７７（７６２４）

病灶范围

　弥漫 ４６（２４７３） １０（２１７４） ３６（７８２６） ０２０１ ０６５４

　局限 １４０（７５２７） ３５（２５００） １０５（７５００）

肿瘤直径

　≤２ｃｍ ５５（２９５７） ３１（５６３６） ２４（４３６４） ４４０６６ ００００

　＞２ｃｍ １３１（７０４３） １４（１０６９） １１７（８９３１）

ＣＡ１２５分组

　≤平均值 ９８（５２６９） ２５（２５５１） ７３（７４４９） ０１９６ ０６５８１

　＞平均值 ８８（４７３１） ２０（２２７３） ６８（７７２７）

宫颈间质侵犯

　有 ４７（２５２７） ３６（７６６０） １１（２３４０） ９４１６５ ００００

　无 １３９（７４７３） ９（６４７） １３０（９３５３）

淋巴血管间隙受累

　有 ５４（２９０３） ３５（６４８１） １９（３５１９） ６８４６０ ００００

　无 １３２（７０９７） １０（７５８） １２２（９２４２）

２２　腹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将上述有差异单因素带入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方程计算，发现腹

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包括年龄、肿瘤直径、肌层浸

润深度、宫颈浸润深度、宫颈间质侵犯、淋巴血管间隙受累等，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腹水细胞学阳性危险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值 Ｓ．Ｅ．值 Ｄｆ值 Ｐ值 ９５％ ＣＩｆｏｒＥｘｐ（Ｂ）值

年龄 ０２４３ ０１８０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９～０６８０１

肿瘤直径 ０３１６ ０１６１ 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６０～０６４２２

肌层浸润深度 ０２５１ ００７５ 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６３５～０４６１４

宫颈浸润深度 ０２８７ ０１０４ １ ００００ ０２２１０～０４２７２

宫颈间质侵犯 ０２５９ ００８９ １ ００００ ０１８５～０３８２

淋巴血管间隙受累 ０３２８ ０１２３ １ ００００ ０６７２～０４５１

２３　对比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与阴性患者的复发情况
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者的复发率及远处复发率明显高于

阴性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生存情况

腹腔细胞学阳性病患的２年累积生存率为６０６８％，而阴
性患者的生存率高达 ７４６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表３　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与阴性患者的复发情况比较［ｎ（％）］

检查结果 例数 复发 局部复发 远处复发

阳性 ４５ １８（４０００） ２（４４４） １６（３５５６）

阴性 １４１ ７（４９６） ３（２１３） ４（２８４）

χ２值 ３５２２８ ０８４０ ３４５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３５９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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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子宫内膜癌患者腹腔细胞学阳性与阴性患者的生存曲线

#

　讨论
子宫内膜癌是女性生殖道的３大恶性肿瘤之一，约占所有

恶性肿瘤的４％，占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的２０％ ～３０％［７］。在

中国过去１０年的统计中显示，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不断升高甚
至接近宫颈癌的水平［８］。与子宫内膜癌相关的临床症状和体

征主要是表现为阴道不规则出血，早期诊断率可达９０％，虽然
子宫内膜癌多发生于绝经后妇女，但近年来的数据显示子宫内

膜癌年轻化的趋势也逐渐明显，绝经前患者约占２５％，４０岁以
下患者占４％～５％［９１０］。而不同患病人群的预后也各有差异，

研究认为［１１］，年轻的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较好，且具有早期、良

好的分化、无远处转移等特点。在大规模人口普查中，不到４０
岁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５年疾病相关生存率为９３％，加上年轻
患者对生活质量和生育的要求，其预后恢复一直是大家关注的

焦点，也使妇科肿瘤专家面临着子宫内膜癌治疗的新挑战［１２］。

鉴于２００９年子宫内膜癌国际妇产科联盟（ＦＩＧＯ）的分期，
从 ＩＩＩＡ的诊断标准中删除了腹水细胞学，简单的腹水细胞学
阳性不仅仅再归属于外科病理分期中，关于其检查结果是否会

影响患者的预后遭到质疑［１３］。本研究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医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收集的１８６例早期子宫内膜
癌患者进行资料分析，探讨子宫内膜癌和阳性腹水细胞学的危

险因素，并对患者预后的积极结果，为临床开发有针对性的预

防措施提供参考，从而有助于改善子宫内膜癌的预后及生活质

量。结果显示，１８６例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４５例腹水细胞学
检查呈阳性，其余均为阴性，比较阳性与阴性患者的一般资料

发现，其在年龄、肿瘤直径、肌层浸润深度、大网膜转移、宫颈浸

润深度、宫颈间质侵犯、淋巴血管间隙受累等方面，其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并将上述有差异资料带入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程计算，证实为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腹水细胞学检查阳

性的危险因素。分析原因可能由于以下几点：①年龄：发病年龄
≥６０岁是腹水细胞学阳性的危险因素，可能与老年患者深部子
宫肌层浸润有关，特殊病理类型，组织学Ｇ３和其他不良预后因
素与更大的风险相关［１４］。②肿瘤直径：有学者提出［１５］，与子宫

肌层浸润深度相比，肿瘤的长径更适合作为预测早期子宫内膜

癌患者远处转移和预后的临床因素。③肌层浸润深度：子宫内

膜癌子宫肌层浸润的深度在淋巴结切除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深

部肌肉浸润则意味着手术范围的扩大。手术后需要辅助治疗，

预后较差，并且与腹水细胞学检查密切相关［１６］。子宫内膜癌肌

层浸润的术前或术中评估有助于做出正确的临床决策。④宫颈
浸润深度：与子宫肌层浸润的深度不同，１９８８ＦＩＧＯ手术分期系
统提出了与子宫内膜癌的预后和复发相关的病理性高危因素，

包括宫颈浸润［１７］。而浸润深度越高，患者预后越差，也从侧面

证实宫颈浸润深度与腹水细胞学之间的相关性。⑤宫颈间质浸
润、淋巴管血管间隙受累：在女性盆腔中，子宫直肠陷凹是最低

点，分离的细胞很容易聚集在这里，它更有可能在道格拉斯的巢

中找到癌细胞［１８］；这也提示临床应用术前深部子宫肌层浸润和

术中腹水细胞学检查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有助于防止肿瘤细

胞的遗漏或细胞扩散至盆腹腔［１９］。此外，临床上，本研究结果

显示：腹水细胞学检查阳性者的复发率及远处复发率明显高于

阴性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腹腔细胞学阳性
患者的２年累积生存率为６０６８％，而阴性患者的生存率高达
７４６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阳性腹水
细胞学检查是Ｉ～ＩＩ期子宫内膜癌术后复发，转移和预后的影响
因素。这符合当前的国内和国际研究报告。

综上所述，腹水细胞学阳性患者的预后较阴性患者差，这可

能与深肌层浸润和宫颈浸润等危险因素有关。腹水细胞学检查

的阳性结果可以作为早期子宫内膜癌的预后因素之一，临床对

于高危人群应当做好体检工作，及早发现病情恶化，采取早治

疗，改善患者预后和生活质量。此外，关于腹水细胞学检查结果

是否为子宫内膜癌患者的独立危险因素还需开展进一步研究，

提高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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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维生素 Ｄ与 ＧＤＭ病程中胰岛素抵抗、炎症应激
反应的相关性研究
陈秦莉　梁丽霞△　梁秋红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妇产科，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１５

【摘要】　目的　研究血清维生素Ｄ与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病程中胰岛素抵抗、炎症应激反应的相关
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分娩的６２例诊断为ＧＤＭ并接受
剖宫产分娩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ＧＤＭ组），选取７０例同期进行剖宫产分娩的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测定
血清中２５羟维生素Ｄ３［２５（ＯＨ）Ｄ３］及胰岛素抵抗指标、肌肉组织中胰岛素信号分子、胎盘组织中炎症应激
反应分子。结果　ＧＤＭ组孕妇血清中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ＩＳＩ的水平及肌肉组织中 ＩＲＳ１、ＩＲＳ２、ＧＬＵＴ２、
ＧＬＵＴ４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及胎盘组织中ＳＯＤ、ＣＡＴ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血清中ＦＩＮＳ的含量及ＨＯＭＡＩＲ
的水平、胎盘中ＮＦκＢ、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ＣＨＯＰ、ＧＰＲ７８的 ｍＲＮＡ表达量及 ＭＤＡ的含量明显高于对照组；
ＧＤＭ组孕妇血清中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与 ＦＩＮＳ、ＨＯＭＡＩＲ、ＮＦκＢ、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ＣＨＯＰ、ＧＰＲ７８、ＭＤＡ的
含量呈负相关，与ＩＳＩ、ＩＲＳ１、ＩＲＳ２、ＧＬＵＴ２、ＧＬＵＴ４、ＳＯＤ、ＣＡＴ呈正相关。结论　ＧＤＭ孕妇血清中２５（ＯＨ）
Ｄ３含量的减少与胰岛素抵抗加重以及胎盘中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反应、内质网应激的过度激活有关。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维生素Ｄ；胰岛素抵抗；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内质网应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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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妊娠期糖尿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是特殊类
型的糖尿病，会对母婴健康造成危害，但发病机制未明确［１２］。维

生素Ｄ是一类参与钙磷代谢的脂溶性维生素，由皮肤经紫外线
照射获取后与血浆中的维生素Ｄ结合蛋白结合，而后依次在肝
脏和肾脏中发生羟基化并生成２５羟维生素 Ｄ３［２５（ＯＨ）Ｄ３］和
１，２５羟维生素Ｄ［１，２５（ＯＨ）２Ｄ］，其中２５（ＯＨ）Ｄ３是维生素Ｄ在
血液循环中主要的存在形式、检测其含量能够反应体内维生素Ｄ
的总含量。近年来关于维生素Ｄ的研究发现，２型糖尿病患者体
内胰岛素的敏感性受到维生素Ｄ的调控，维生素Ｄ含量的减少
会加重患者的胰岛素抵抗［３］。ＧＤＭ患者具有与２型糖尿病类似
特征、即胰岛素抵抗，也有研究报道 ＧＤＭ患者血清中维生素 Ｄ
的含量明显减少［４］，但维生素Ｄ对ＧＤＭ病程中炎症反应、应激
反应的影响尚未明确，阐明维生素Ｄ与炎症反应、应激反应的关
系有助于深入认识维生素Ｄ减少参与ＧＤＭ发生发展的潜在机
制。为此，本研究具体分析了血清维生素Ｄ与ＧＤＭ病程中胰岛
素抵抗、炎症应激反应的相关性，旨在明确维生素 Ｄ在 ＧＤＭ发
生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并为疾病的早期防治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
医院分娩并被诊断为ＧＤＭ并接受剖宫产分娩的６２例孕妇和同
期接受剖宫产的７０例健康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孕
２４周～２８周时经ＯＧＴＴ诊断为ＧＤＭ，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②孕
期采用饮食运动控制血糖；③分娩方式为剖宫产；④取得医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并经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孕期
采用胰岛素治疗的患者；②妊娠期合并糖尿病的孕妇、妊娠期合
并子痫前期、肝内胆汁淤积症的孕妇；③合并感染、自身免疫性疾
病、胎儿先天性畸形的孕妇。本研究已经获得患者及家属签署知

情同意，并获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诊断为 ＧＤＭ并接受剖宫产

分娩的６２例孕妇设为观察组，将接受剖宫产的７０例健康孕妇
设为对照组。观察组６２例孕妇，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６岁，年龄
（２７５４±４８５）周；分娩时孕范围 ３７周 ～４０周，分娩时孕
（３８６２±４７７）周；口服葡萄糖耐量检测（ｏｒａｌｇｌｕｃｏｓｅ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ｔｅｓｔ，ＯＧＴＴ）时ＢＭＩ（２３１２±３４８）ｋｇ／ｍ２，剖宫产前 ＢＭＩ（２４４７
±４５１）ｋｇ／ｍ２。对照组７０例孕妇，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４岁，年
龄（２７１９±４３５）周；分娩时孕范围 ３７周 ～４１周，分娩时孕
（３８９１±４８４）周；ＯＧＴＴ时 ＢＭＩ（２２９８±３３７）ｋｇ／ｍ２，剖宫产
前ＢＭＩ２４２５±４３８ｋｇ／ｍ２。两组孕妇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检测方法
１３１　两组孕妇血清标本的采集及指标的检测　孕２４～２８周
时，分别抽取两组孕妇空腹肘静脉血５ｍｌ，分离血清后采用电化
学发光法测定２５（ＯＨ）Ｄ３、空腹胰岛素（ＦＩＮＳ）的含量，采用全
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空腹血糖（ＦＢＧ）的含量，按照公式ＨＯＭＡ
ＩＲ＝ＦＰＧ×ＦＩＮＳ／２２５评估胰岛素抵抗程度，按照公式 ＨＯＭＡ
ＩＳＩ＝ｌｎ［２２５／（ＦＰＧ×ＦＩＮＳ）］评估胰岛素敏感性。
１３２　两组孕妇肌肉组织的采集及指标的检测　两组孕妇剖宫
产术中，收集腹直肌组织适量，液氮冷冻后通过超纯ＲＮＡ提取试
剂盒提取分离 ＲＮＡ，通过 ＳｕｐｅｒＲＴｃＤＮＡ第一链合成试剂盒和
ＵｌｔｒａＳＹＢＲＭｉｘｔｕｒｅ试剂盒分别完成反转录反应和荧光定量ＰＣＲ
反应。根据ＰＣＲ反应结果，以ＧＡＰＤＨ作为内参、对照组作为参
照标准、代入公式２△△Ｃｔ计算胰岛素受体底物１（ＩＲＳ１）、胰岛
素受体底物１（ＩＲＳ２）、葡萄糖转运蛋白２（ＧＬＵＴ２）、葡萄糖转运
蛋白４（ＧＬＵＴ４）的ｍＲＮＡ表达量。所有试剂盒均购自康为世纪
生物公司，操作均严格按照试剂盒的说明书进行。

１３３　两组孕妇肌肉组织的采集及指标的检测　两组孕妇剖
宫产取出胎盘后，在胎盘母体面中央、靠近脐带处剪取 １０×
１０×１０ｃｍ的组织块，液氮冷冻后按照１３２相同的方法采集
ＲＮＡ、反转录合成 ｃＤＮＡ、进行荧光定量 ＰＣＲ反应并计算 ＮＦ
κＢ、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ＣＨＯＰ、ＧＰＲ７８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分别采用
羟胺法和可见光法测定超氧化物歧化酶（ＳＯＤ）和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的含量，羟胺法试剂盒和可见光法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
成生物工程研究所。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对相关性进行
Ｐｅａｒｓｏｎ检验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血清中维生素Ｄ含量的比较

ＧＤＭ组孕妇血清中 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为（１３７１±１５９）

ｎｇ／ｍＬ，对照组孕妇血清中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为（１８４７±２８７）
ｎｇ／ｍＬ。经ｔ检验分析两组孕妇间血清２５（ＯＨ）Ｄ３含量的差异
可知：ＧＤＭ组孕妇血清中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孕
妇，组间血清２５（ＯＨ）Ｄ３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血清中胰岛素抵抗指标的比较

ＧＤＭ组孕妇血清中ＦＩＮＳ的含量ＨＯＭＡＩＲ的水平明显高
于对照组孕妇，ＩＳＩ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孕妇，组间胰岛素抵抗
指标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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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孕妇血清中胰岛素抵抗指标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ＦＩＮＳ（ｍＩＵ／Ｌ） ＨＯＭＡＩＲ ＩＳＩ

ＧＤＭ组 ６２ １３４１±１９４ ４２９±０６４ －６５２±０９３

对照组 ７０ ６９６±０８８ ２４１±０３６ －３５１±０６４

ｔ值 ２６３６１ ２１９３２ ２１４７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孕妇肌肉组织中胰岛素信号分子的比较
ＧＤＭ组孕妇肌肉组织中胰岛素信号分子 ＩＲＳ１、ＩＲＳ２、

ＧＬＵＴ２、ＧＬＵＴ４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孕妇，组间
胰岛素信号分子表达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两组孕妇胎盘组织中炎症反应分子的比较

ＧＤＭ组孕妇胎盘组织中炎症反应分子 ＮＦκＢ、ＴＮＦα、ＩＬ
１、ＩＬ６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孕妇，组间炎症反
应分子表达量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孕妇肌肉组织中胰岛素信号分子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ＩＲＳ１ ＩＲＳ２ ＧＬＵＴ２ ＧＬＵＴ４

ＧＤＭ组 ６２ ０５５±００８ ０７１±００９ ０６５±０１０ ０５８±００８

对照组 ７０ １０３±０１４ １０１±０１５ ０９８±０１１ １０４±０１５

ｔ值 ２２７８１ １２６１１ １６６０１ ２２１８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孕妇胎盘组织中炎症反应分子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ＮＦκＢ ＴＮＦα ＩＬ１ ＩＬ６

ＧＤＭ组 ６２ １８３±０２８ １６９±０２０ １８０±０２４ １５９±０２５

对照组 ７０ １０４±０１６ １０２±０１４ １０１±０１５ ０９７±０１６

ｔ值 ２０３１２ ２４０９７ ２３３７２ １８３０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５　两组孕妇胎盘中氧化应激及内质网应激分子的比较
ＧＤＭ组孕妇胎盘组织中氧化应激分子ＭＤＡ的含量明显高

于对照组孕妇，ＳＯＤ、ＣＡＴ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孕妇，内质网

应激分子ＣＨＯＰ、ＧＰＲ７８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孕
妇，组间氧化应激分子含量及内质网应激分子表达量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孕妇胎盘组织中氧化应激及内质网应激分子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ＭＤＡ（ｎｍｏｌ／ｍＬ） ＳＯＤ（ＮＵ／ｍＬ） ＣＡＴ（ｋｕ／Ｌ） ＣＨＯＰ ＧＲＰ７８

ＧＤＭ组 ６２ ８３０±１３２ ７８３５±９３９ ４３８５±６６２ １６７±０２５ １５３±０２２

对照组 ７０ ３３２±０６１ １０１３２±１５１６ ５５６３±７５６ １０２±０１７ ０９９±０１４

ｔ值 ３０１３５ １０２７４ ９７０１ １８８７１ １８９９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ＧＤＭ是妊娠期间首次确诊的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属于特

殊类型糖尿病。该病的病理生理特征与２型糖尿病类似、表现
出胰岛素抵抗程度的加重以及胰岛素分泌的代偿性增多。

ＧＤＭ会对母婴健康造成危害，增加羊水过多、巨大儿、新生儿低
血糖或高血糖等的发病率，但发病机制未明、缺乏有效的预防

手段［５］。维生素Ｄ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参与胰岛素生物活性调
控的脂溶性维生素，一方面能够直接促进胰岛素下游生物信号

的转导并增强胰岛素的生物学活性，另一方面能够抑制炎症应

激反应、减轻炎症应激介质对胰岛素的拮抗效应［６７］。本研究

对ＧＤＭ患者血清中维生素Ｄ含量变化及其与胰岛素抵抗关系
的分析发现：ＧＤＭ组患者血清中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及 ＩＳＩ水平
明显低于对照组，血清ＦＩＮＳ含量及ＨＯＭＡＩＲ的水平明显高于
对照组且２５（ＯＨ）Ｄ３与ＦＩＮＳ含量及ＨＯＭＡＩＲ水平呈负相关，
与ＩＳＩ水平呈正相关。此结果与周晔［４］的研究结果一致，表明

ＧＤＭ患者体内存在维生素Ｄ含量减少且与胰岛素抵抗具有相
关性，进而提示ＧＤＭ患者体内减少的维生素 Ｄ能够影响胰岛
素敏感性、加重胰岛素抵抗。

骨骼肌是胰岛素发挥生物学效应的重要外周组织，胰岛素

与骨骼肌细胞上的受体结合后能够使细胞内的 ＩＲＳ１、ＩＲＳ２发
生活化，活化的ＩＲＳ１和ＩＲＳ２能够进一步激活下游 ＰＩ３Ｋ／ＡＫＴ
通路并最终引起 ＧＬＵＴ２、ＧＬＵＴ４表达增多［８９］。ＧＬＵＴ２和
ＧＬＵＴ４的生物学活性是促进葡萄糖从细胞外液向细胞内转移，
进而在细胞内进入氧化呼吸供能的过程并被消耗［１０１１］。在基

础静息状态和胰岛素刺激状态下，骨骼肌对葡萄糖的摄取利用

量分别占全身组织的２０％和７５％～９５％；而当胰岛素下游信号
分子表达发生异常时，胰岛素无法正常发挥生物学效应、糖代谢

出现异常并导致血糖升高。本研究创新性的分析了 ＧＤＭ患者
肌肉组织中胰岛素信号分子的变化与维生素Ｄ的相关性，结果
如下：ＧＤＭ组患者肌肉组织中胰岛素信号分子 ＩＲＳ１、ＩＲ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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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ＵＴ２、ＧＬＵＴ４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与血清
中２５（ＯＨ）Ｄ３的含量呈正相关。此结果表明 ＧＤＭ患者体内维
生素Ｄ与肌肉组织中胰岛素的信号转导存在相关性，维生素 Ｄ
的减少能够阻碍胰岛素生物信号通路的激活并造成胰岛素抵

抗。

在维生素Ｄ发挥胰岛素生物学活性调节作用的过程中，抑
制炎症反应是重要的生物学环节。维生素 Ｄ具有强大的抑炎
活性，能减少多种炎症细胞因子的分泌；而胰岛素抵抗的发生

与炎症反应的激活有关，多种炎症细胞因子能够阻碍胰岛素下

游信号分子的激活并造成胰岛素抵抗［１２１３］。ＮＦκＢ是体内炎
症反应的核心调控分子，发生活化的 ＮＦκＢ能够启动 ＴＮＦα、
ＩＬ１、ＩＬ６等炎症基因的表达，表达产物具有明显的促炎活性并
且能够拮抗胰岛素的生物学活性［１４１６］。胎盘具有极强的内分

泌功能、是妊娠过程中炎症细胞因子的重要来源，本研究对

ＧＤＭ胎盘中炎症反应分子的分析发现：ＧＤＭ组患者胎盘组织
中炎症反应分子ＮＦκＢ、ＴＮＦα、ＩＬ１、ＩＬ６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且与２５（ＯＨ）Ｄ３含量呈负相关。这一结果首先表
明ＧＤＭ胎盘存在炎症反应的过度激活，炎症与维生素 Ｄ的相
关性分析结果则进一步表明维生素Ｄ的减少能够造成ＧＤＭ胎
盘中炎症反应的过度激活、通过炎症对胰岛素信号通路的拮抗

作用能够加重胰岛素抵抗。

在妊娠过程中，胎盘一方面能够通过介导炎症反应来影响

母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另一方面能够通过应激反应的激活来

造成胎盘功能的改变、影响胎盘对葡萄糖的摄取及转运、进而

加重妊娠过程中母体的胰岛素抵抗［１７］。氧化应激和内质网应

激是２种不同的应激类型，前者以氧自由基大量生成为特征，能
够促进脂质发生过氧化反应并产生ＭＤＡ，同时也不断消耗抗氧
化酶ＳＯＤ、ＣＡＴ［１８１９］；后者以未折叠蛋白的蓄积为特征，能够使
ＣＨＯＰ、ＧＰＲ７８发生激活［２０］。本研究对ＧＤＭ胎盘中氧化应激和
内质网应激分子的分析发现：ＧＤＭ组患者胎盘组织中 ＭＤＡ的
含量及ＣＨＯＰ、ＧＰＲ７８的ｍＲＮＡ表达量明显高于对照组且与２５
（ＯＨ）Ｄ３含量呈正相关，ＳＯＤ、ＣＡＴ的含量明显低于对照组且与
２５（ＯＨ）Ｄ３含量呈负相关。此结果首先表明 ＧＤＭ胎盘存在氧
化应激及内质网应激反应的过度激活，应激与维生素Ｄ的相关
性分析结果则进一步表明维生素Ｄ的减少能够造成ＧＤＭ胎盘
中氧化应激及内质网应激反应的过度激活、通过应激对胰岛素

信号通路的拮抗作用能够加重胰岛素抵抗。

综上所述，ＧＤＭ孕妇血清中２５（ＯＨ）Ｄ３含量明显减少；减
少的２５（ＯＨ）Ｄ３与胰岛素抵抗加重以及胎盘中炎症反应、氧化
应激反应、内质网应激的过度激活有关。本实验的结果均从临

床标本获取，通过相关性分析能够初步提示维生素Ｄ对胰岛素
信号转导、炎症应激反应的调控，但要明确维生素 Ｄ对维生素
Ｄ对胰岛素信号转导、炎症应激反应的直接调控作用，需要在今
后进一步完善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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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岛素不同给药方式对高龄ＧＤＭ患者血糖控制、母体
及胎盘微炎症反应的影响比较
练新兰　欧庆凤△　李六民
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妇产科，广东 中山 ５２８４１５

【摘要】　目的　研究胰岛素不同给药方式对高龄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患者血糖控制、母体及胎盘微炎
症反应影响的差异。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诊治的６８例ＧＤＭ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６８例 ＧＤＭ患者分为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的观察组与接受胰岛素分
次皮下注射治疗的对照组，观察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胰岛素抵抗程度、血清炎性因子含量及胎盘炎症信

号分子表达量。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血糖控制达标时间短于对照组，治疗过程中低血糖发生率低于对照
组，治疗５天后的胰岛素用量、ＦＰＧ、１ｈＰＧ、２ｈＰＧ水平以及孕２８周、孕３６周时的ＨｂＡ１ｃ水平均低于对照组；
治疗后，观察组的血清 ＦＩＮＳ、ＦＣＰ、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ｈｅｍｅｒｉｎ含量、ＨＯＭＡＩＲ水平及胎盘中 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ＮＬ
ＲＰ３、ＡＳＣ、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低于对照组，血清 ＡＰＮ、Ｏｍｅｎｔｉｎ１含量及 ＩＳＩ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结论　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高龄 ＧＤＭ的血糖控制效果、减轻炎症反应效果均优于胰岛素分
次皮下注射治疗。

【关键词】　妊娠期糖尿病；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炎症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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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ｓｕｌｉｎ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ｎ
ｔｒｏｌ，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６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ＤＭ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ｔｏ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
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ｂｙｐｕｍｐ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ｒｕｍ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ｗｅｒ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ｐｏ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ｉｎｓｕｌｉｎｄｏｓａｇｅａｎｄＦＰＧ，１ｈＰＧ，２ｈＰＧｌｅｖｅｌｓａｔ５ｄａｙｓ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
ＨｂＡ１ｃｌｅｖｅｌｓａｔ２８ａｎｄ３６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ｅｋｓ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ｏｆＣｈｅｍｅｒｉｎ，
ＨＯＭＡＩ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ＲＮＡ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ＮＬＲＰ３，ＡＳＣ，Ｃａｓｐａｓｅ１ｉｎ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ＡＰＮ，Ｏｍｅｎｔｉｎ１ａｎｄＩＳＩｉｎｓｅｒｕｍ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ｌｏｏｄｇｌｕｃｏ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ＧＤＭｂｙｃｏｎ
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ｂｙｐｕｍｐｉｎｆｕｓｉｏｎｉ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Ｉｎｓｕｌｉｎｐｕｍｐ；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ｆｕ
ｓｉｏ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妊娠期糖尿病（ＧＤＭ）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具体是指妊
娠期间首次确诊的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容易导致羊水过多、

巨大儿、新生儿低血糖或高血糖等的发病率，对母婴健康均造

成较大危害，需要积极进行防治［１］。ＧＤＭ的病理特征与２型糖
尿病类似，表现为胰岛素抵抗及代偿性高胰岛素血症，而胎盘

内炎症反应的过度激活、母体血液循环中炎性因子的大量释放

是造成胰岛素生物信号传导受阻、胰岛素敏感性降低的关键病

理环节。目前，临床上治疗ＧＤＭ的首选措施是生活方式干预，
若生活方式干预后血糖仍控制不达标，需要启动胰岛素治

疗［２］。胰岛素分次皮下注射是使用最广泛的胰岛素治疗方式、

使用方便，但是血糖波动较大且容易增加高龄患者低血糖的发

生风险［３］。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可以模拟体内胰岛素

的生理分泌模式，最大限度的减小血糖波动、避免低血糖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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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确胰岛素分次皮下注射和胰岛素泵持续皮下注射治疗

ＧＤＭ效果的差异，本研究具体分析了胰岛素不同给药方式对高
龄ＧＤＭ患者血糖控制、母体及胎盘微炎症反应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
医院诊治的６８例ＧＤ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
ＧＤＭ诊断标准［４］；②单胎；③常规饮食及运动干预后血糖控制
不达标。排除标准：①妊娠前合并糖尿病及其他内分泌系统疾
病的患者；②合并酮症或酮症酸中毒的患者；③合并妊娠期高
血压、肝内胆汁淤积等其他妊娠期并发症的患者。共纳入６８例
患者，根据意向性分析结果，将其分为观察组（３２例）和对照组
（３６例）。观察组年龄范围３２岁 ～３８岁，年龄（３５２１±３９４）
岁，孕周范围３６周～３９周，孕周（３７９４±５２３）周；对照组年龄
范围３３岁～３８岁，年龄（３４９８±３７）岁，孕周范围３６周 ～４０
周，孕周（３７８３±４９５）周。两组患者间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书，并获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小榄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胰岛素泵皮下注射门冬胰岛素降糖治疗，

每日胰岛素总量与对照组相同，基础量和餐前追加量的方案参

照对照组。治疗过程中，根据血糖水平调整胰岛素剂量。对照

组患者给予多次胰岛素皮下注射降糖治疗，三餐前给予门冬胰

岛素（诺和锐）皮下注射、晚睡前给予地特胰岛素（诺和平）皮下

注射，每日门冬胰岛素总量的起始剂量为０２Ｕ／ｋｇ、按照１∶１∶１
比例分配至三餐，地特胰岛素的起始剂量为０２Ｕ／ｋｇ。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血糖控制情况　按照ＦＢＧ＜５１ｍｍｏｌ／Ｌ、２ｈＰＧ＜８５ｍｍｏｌ／Ｌ
为血糖达标标准、判断患者治疗后的血糖达标时间；治疗后第５
天，观察胰岛素用量并测定 ＦＢＧ、２ｈＰＧ；孕２８周及３６周时，测
定糖化血红蛋白 ＨｂＡ１ｃ水平；治疗过程中，以血糖低于
３９ｍｍｏｌ／Ｌ为低血糖标准、观察低血糖发病例数。

１３２　胰岛素抵抗程度　治疗前及治疗后，测定 ＦＢＧ、空腹胰
岛素（ＦＩＮＳ）、空腹Ｃ肽（ＦＣＰ），按照稳态模型计算胰岛素抵抗
指数（ＨＯＭＡＩＲ）、胰岛素敏感性指数（ＩＳＩ）。
１３３　血清炎性因子含量　治疗前及治疗后，采集空腹静脉血
３５ｍＬ，静置后离心分离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剂盒测定肿
瘤坏死因子α（ＴＮＦα）、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脂联素（ＡＰＮ）、
网膜素１（Ｏｍｅｎｔｉｎ１）、趋化素（Ｃｈｅｍｅｒｉｎ）的含量。
１３４　胎盘炎症信号分子表达量　分娩后，在胎盘母体面、靠
近脐带的部位剪取绒毛丰富的组织适量，采用北京康为世纪公

司生产的超纯ＲＮＡ提取试剂盒分离组织中的ＲＮＡ，采用ｃＤＮＡ
第一链合成试剂盒将 ＲＮＡ反转录为 ｃＤＮＡ，采用 ＵｌｔｒａＳＹＢＲ
Ｍｉｘｔｕｒｅ试剂对ｃＤＮＡ进行扩增，所用引物为 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ＮＬ
ＲＰ３、ＡＳＣ、Ｃａｓｐａｓｅ１基因的特异性引物，根据扩增曲线计算
ｍＲＮＡ表达量。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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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血糖控制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血糖控制达标时间短于对照组患者，治疗过

程中低血糖发生率低于对照组患者，治疗５天后的胰岛素用量、
ＦＢＧ、１ｈＰＧ、２ｈＰＧ水平以及孕２８周、孕３６周时的ＨｂＡ１ｃ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患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胰岛素抵抗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ＦＩＮＳ、ＦＣＰ含量及 ＨＯＭＡＩＲ、ＩＳＩ水平
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组内治疗后的 ＦＩＮＳ、ＦＣＰ含量及
ＨＯＭＡＩＲ水平均低于治疗前，ＩＳＩ水平均高于治疗前，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ＦＩＮＳ、ＦＣＰ含
量及ＨＯＭＡＩＲ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ＩＳＩ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间血糖控制情况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血糖控制达标

时间（ｄ）
低血糖

［ｎ（％）］
胰岛素用量

（Ｕ）
ＦＢＧ

（ｍｍｏｌ／Ｌ）
１ｈＰＧ

（ｍｍｏｌ／Ｌ）
２ｈＰＧ
（ｍｍｏｌ／Ｌ）

ＨｂＡ１ｃ（％）

孕２８周 孕３６周

观察组 ３２ ３６２±０６２ ３（９３８） ３１３８±５８４ ４５１±０６２ ７０３±０８２ ６６２±０８６ ６５９±０８２ ６１２±０７６

对照组 ３６ ６０３±０９８ １０（２７７８） ４０５２±６３９ ５２３±０６７ ８１２±０９４ ７８３±０９４ ７２１±０８９ ７０１±０８７

ｔ／χ２值 １１９４３ ４６４９ ６１２９ ４５８０ ５０６６ ５５１３ ２９７５ ４４６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胰岛素抵抗程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ＦＩＮＳ（ｍＩＵ／Ｌ） ＦＣＰ（ｎｇ／ｍＬ） ＨＯＭＡＩＲ ＩＳＩ

观察组 ３２ 治疗前 １４２８±１８４ ２５１±０３７ ３８６±０５２ －６３１±０７８

治疗后 ８３８±１０３ａｂ １４２±０１８ａｂ １７７±０２４ａｂ －４１２±０５８ａｂ

对照组 ３６ 治疗前 １４１４±１８６ ２４７±０３７ ３９１±０４８ －６２７±０７４

治疗后 １０９３±１４５ａ １９８±０２７ａ ２３７±０３５ａ －５１８±０７７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组内治疗前后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治疗后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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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血清中炎性因子的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血清 ＴＮＦα、ＩＬ６、ＡＰＮ、Ｏｍｅｎｔｉｎ１、

Ｃｈｅｍｅｒｉｎ含量无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组内治疗后的 ＴＮＦα、
ＩＬ６、Ｃｈｅｍｅｒｉｎ含量均低于治疗前，ＡＰＮ、Ｏｍｅｎｔｉｎ１含量均高于
治疗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的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ｈｅｍｅｒｉｎ含量均低于对照组患者，ＡＰＮ、Ｏｍｅｎ

ｔｉｎ１含量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胎盘中炎症信号分子的表达量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胎盘中 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ＮＬＲＰ３、ＡＳＣ、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中炎性因子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ＴＮＦα（ｐｇ／ｍＬ） ＩＬ６（ｐｇ／ｍＬ） ＡＰＮ（ｎｇ／ｍＬ） Ｏｍｅｎｔｉｎ１（ｎｇ／ｍＬ） Ｃｈｅｍｅｒｉｎ（ｐｇ／ｍＬ）

观察组 ３２ 治疗前 ３０２４±４８５ １７５９２±２２３４ ５６８±０７７ ３９５２±６３２ ４９３８±６８３

治疗后 １５６８±２２５ａｂ １０１３２±１３８４ａｂ １２３１±１４６ａｂ ５８２７±７２３ａｂ ３０２１±４２４ａｂ

对照组 ３６ 治疗前 ３０１３±４２９ １７７１２±２０３４ ５７４±０７２ ４０１３±５７６ ５０１２±６６７

治疗后 ２１３８±３３８ａ １３７５２±１６８５ａ ９３０±１１５ａ ４９５２±６８４ａ ３８９４±６７４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组内治疗前后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组间治疗后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患者胎盘中炎症信号分子表达量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ＴＬＲ４ ＮＦκＢ ＮＬＲＰ３ ＡＳＣ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

观察组 ３２ ０６２±００９ ０５８±００６ ０４５±００７ ０７０±００８ ０５２±００６

对照组 ３６ １０３±０１４ １０１±０１５ ０９８±０１７ １０２±０１２ ０９７±０１４

ｔ值 １４１６２ １５１６４ １６４３１ １２７６７ １６８４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ＧＤＭ是妊娠期常见的并发症，血糖控制不达标会增加羊水

过多、巨大儿、新生儿低血糖或高血糖等的发病率，对母婴健康

均造成较大危害。目前，临床上治疗 ＧＤＭ、控制妊娠期血糖的
首选方式是饮食和运动等生物方式干预。在生活方式干活后

血糖控制仍不达标，需要起始胰岛素治疗。胰岛素分次皮下注

射治疗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的胰岛素治疗方式，使用方便且能

够有效降糖，但血糖波动较大且低血糖发生率较高［５６］。胰岛

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是近年来新发展起来的胰岛素治疗

方式，能够模拟胰岛素的生理分泌模式，用于２型糖尿病治疗后
的血糖波动较小、低血糖发生率较低［７８］。为了明确胰岛素泵

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和胰岛素分次皮下注射治疗用于

ＧＤＭ治疗的效果，本研究首先对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血糖控制情
况进行了比较，接受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的观察

组患者的血糖控制达标时间较短，治疗过程中低血糖发生率较

低，同时治疗５天后的胰岛素用量、ＦＰＧ、１ｈＰＧ、２ｈＰＧ水平以及
孕２８周、孕３６周时的ＨｂＡ１ｃ水平也均较低。这一结果提示胰
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 ＧＤＭ的血糖控制效果优于胰
岛素分次皮下注射治疗，由于胰岛素泵的使用能够最大限度地

模拟胰岛素的生理分泌模式，因而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将血糖降

至达标范围、同时也能减少低血糖的发生，整体降糖效果更为

理想。

ＧＤＭ患者的病理生理特点与２型糖尿病类似，以胰岛素抵
抗为主要特征，持续血糖控制不佳会加重胰岛素抵抗、降低胰

岛素敏感性并造成体内胰岛素代偿性分泌增多。本研究对胰

岛素不同给药方式治疗后ＧＤＭ患者胰岛素抵抗程度的变化进
行了分析，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 ＦＩＮＳ、ＦＣＰ含量及 ＨＯＭＡＩＲ
水平较低，ＩＳＩ水平较高。这一结果提示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
素输注治疗ＧＤＭ能够较胰岛素分次皮下注射治疗更为有效地
减轻胰岛素抵抗、增加胰岛素敏感性，进而也有利于血糖的控

制。ＧＤＭ患者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糖基化终末产物的蓄积具有
促炎活性，能够使 ＧＤＭ患者体内产生持续激活的微炎症反应
并引起多种炎性细胞因子释放产生异常，进而通过炎性细胞因

子的生物学活性来影响胰岛素生物信号转导、造成胰岛素抵抗

的发生［９１０］。本研究通过分析孕妇血清中炎性细胞因子含量的

变化发现：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ＴＮＦα、ＩＬ６、Ｃｈｅｍｅｒｉｎ含量均明
显降低，ＡＰＮ、Ｏｍｅｎｔｉｎ１含量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治疗后上述
细胞因子的变化较对照组更为显著。ＴＮＦα、ＩＬ６是具有促炎
活性的细胞因子，能够通过介导炎症反应来阻碍胰岛素下游信

号分子的磷酸化激活并引起胰岛素抵抗［１１１２］；Ｃｈｅｍｅｒｉｎ是具有
趋化活性的细胞因子，能够促进炎症细胞的趋化移动并放大炎

症反应、加重胰岛素抵抗［１３１４］；ＡＰＮ、Ｏｍｅｎｔｉｎ１是两种具有抗炎
活性和胰岛素增敏作用的细胞因子，能够减轻胰岛素抵

抗［１５１６］。结合本研究对细胞因子的分析结果可以提示，胰岛素

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ＧＤＭ能够较胰岛素分次皮下注射
治疗更为有效地减少促炎细胞因子的分泌、增加抗炎细胞因子

的分泌，进而减轻炎症反应及胰岛素抵抗。

胎盘是妊娠期重要的附属器官，具有极强的内分泌功能，是

孕妇血液循环中炎性因子的重要来源、与孕期胰岛素抵抗的产

生密切相关。胎盘中炎性因子的表达及分泌受到多条信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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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控，其中ＴＬＲ４信号通路和 ＮＬＲＰ３信号通路发挥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ＴＬＲ４是一类模式识别受体，发生活化后能够通过细
胞内ＭｙＤ８８依赖途径和非ＭｙＤ８８依赖途径来促进ＮＦκＢ增多
并进入细胞核，进而在细胞核内启动 ＩＬ１β、ＩＬ１８、ＴＮＦα等基
因的表达［１７１８］。ＴＮＦα基因的编码产物能够直接释放进入血
液循环并参与炎症反应，而ＩＬ１β、ＩＬ１８基因的编码产物是无活
性的前体ｐｒｏＩＬ１β、ｐｒｏＩＬ１８，需要进一步在 ＮＬＲＰ３通路的作
用下裂解为具有生物学活性的细胞因子 ＩＬ１β、ＩＬ１８［１９２０］。为
了进一步明确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及胰岛素分次皮

下注射对ＧＤＭ患者体内微炎症反应影响的差异，本研究在分
娩后收集胎盘组织并分析了胎盘中炎症信号分子表达量的变

化，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胎盘中 ＴＬＲ４、ＮＦκＢ、ＮＬＲＰ３、ＡＳＣ、
Ｃａｓｐａｓｅ１的ｍＲＮＡ表达量均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这一结果
表明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 ＧＤＭ能够较胰岛素分
次皮下注射治疗更为有效地抑制胎盘中 ＴＬＲ４通路和 ＮＬＲＰ３
通路所介导的炎症反应，减少相应细胞因子向母体血液循环的

释放并减轻胰岛素抵抗。

综上所述，胰岛素泵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治疗高龄 ＧＤＭ
的血糖控制效果、减轻炎症反应效果均优于胰岛素分次皮下注

射治疗，在ＧＤＭ的治疗中具有更为优越的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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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谢琴，姜艳华，黄红丽．Ｔｏｌ样受体４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外周血

和胎盘组织中的表达及意义［Ｊ］．国际检验医学杂志，２０１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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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１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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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北优秀医学学术带头人计划和湖北省卫生计生科研项目

（ＷＪ２０１５ＭＡ０２４）；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０１７ＣＦＢ３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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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底肌肉锻炼联合电刺激治疗轻中度子宫脱垂的
临床效果及对性生活的影响
张慧君　周金婷△

襄阳市中心医院妇产科，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湖北 襄阳 ４４１０５３

【摘要】　目的　探讨盆底肌肉锻炼联合电刺激治疗轻中度子宫脱垂的临床效果及其对性生活的影响。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诊治的８６例轻中度子宫脱垂患者的
病历资料作为研究对象。遵循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４３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在
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生物电刺激联合治疗，对照组患者单纯采用盆底肌肉功能锻炼治疗，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效果及其对性生活的影响。结果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９７７％）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８６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盆底功能评估测试指标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３个月、１２个月，观察组患者静息状态肌电值比治疗前有明显降低，最大
收缩力、持续收缩力和协调能力比治疗前有所提升。两组患者治疗后盆底功能评估测试指标比较，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两组患者性生活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
疗后，观察组患者性生活满意度和性高潮满意度评分均比治疗前有所提高，且与对照组患者相同指标比较，

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针对轻中度子宫脱垂患者采取盆底肌肉锻炼联合电刺激
治疗，可以促使患者盆底功能恢复，进而改善其性生活质量，促进家庭和谐美满。

【关键词】　盆底肌肉锻炼；电刺激；轻中度子宫脱垂；性生活；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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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临床将子宫从正常位置沿阴道下降，子宫颈达坐骨棘水平 以下，甚至脱出于阴道口外定义为子宫脱垂（ｐｅｌｖｉｅｏｒｇａｎｐｒｏ
ｌａｐｓｅ，ＰＯＰ），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分娩损伤、绝经后雌
激素降低和先天发育不良等机制有关［１］。目前，子宫下垂的治

疗方法包括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以支持疗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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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如盆底肌肉锻炼、生物反馈、电刺激等，其中盆底肌肉功能锻

炼通过有意识的对肛提肌为主的盆底肌肉进行主动收缩，增强

盆底支持组织的力量［２］。为了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本院对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诊治的轻中度子宫脱垂患者在盆底
肌肉锻炼联合电刺激治疗，现将其应用效果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６月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诊
治的８６例轻中度子宫脱垂患者的病历资料为研究对象。入选
标准［３］：①均符合ＰＯＰ诊断标准，ＰＯＰＱ分度Ⅱ度及以下；②治
疗前均未进行系统盆底康复治疗；③无电刺激、盆底肌锻炼疗
法的禁忌证；④均具有良好的依从性，对本次研究项目知情同
意，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心肝肾等脏器功能障碍
者；②盆底完全丧失神经支配；③孕妇、计划妊娠者；④感知障
碍，不能很好配合者；⑤重度子宫脱垂或 ＰＯＰＱ分度在Ⅲ度及
以上者。本研究经过湖北文理学院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且所有患者均已签署治疗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入选的

８６例患者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３例患者。观察组患
者：年龄范围３８岁～６１岁，年龄（４９８７±６３２）岁；病程范围５个
月～３７个月，病程（２００１±５４４）个月；孕次：１次２２例，２次及以
上２１例；ＰＯＰＱ分度：Ⅰ度２２例，Ⅱ度２１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
围３９岁～６０岁，年龄（４９５１±６２８）岁；病程范围４个月～３５个
月，病程（１９５１±５３９）个月；孕次：１次２５例，２次及以上１８例；
ＰＯＰＱ分度：Ⅰ度２０例，Ⅱ度２３例。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患者治疗的基础上，采用美国 ＬＡＢＯ
ＲＩＥ公司生产的 ＵＲＯＳＴＹＭ生物电反馈刺激仪进行治疗。协助
患者取合适体位，暴露下体外阴，同时注意保护患者隐私，如屏

风遮挡等，启动仪器，常规消毒治疗头，观察无异样情况后将治

疗头插入患者阴道内，以低电流刺激开始逐渐加大，电流０～
７０ｍＡ，频率 ５～１００Ｈｚ（子宫脱垂电流在１０～２０ｍＡ、频率５０Ｈｚ
左右），脉冲数２００～５００ｕｓ，每次２０～３０ｍｉｎ，每周治疗２次，以
１０次为１个疗程。

对照组患者单纯接受盆底肌肉锻炼康复治疗，嘱患者每日

自主进行肛门收缩、放松运动，每收缩、放松为１次，１０次为一
组，每组１０分钟，每日３次；通过想象的方式，让患者每日自主
进行肛门收缩，每次坚持３～５ｓ，每组１０～２０次，每天３组。以
６周为１个疗程。
１４　观察指标

全部患者分别在治疗前、治疗后３个月和１２个月进行盆底功
能评估测试以及生活质量调查。盆底功能：主要对其静息状态肌电

值、最大收缩力、持续收缩力、协调性等指标进行观察；生活质量：采

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ＳＦＩ）进行评价，取其中性高潮和满意度２个维
度为此次评价内容，分数越高表示性生活质量越高［４］。

１５　疗效评定标准
治愈：子宫脱垂症状消失，子宫颈与处女膜之间距离≥４ｃｍ；好

转：脱垂症状有所好转，子宫颈与处女膜之间距离仍然＜４ｃｍ；未愈：
症状仍然存在，子宫颈与处女膜之间距离未改变；加重：子宫脱垂达

到Ⅲ度者。总有效率＝（治愈＋好转）／总例数×１００％［５］。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内不同时间计量资料采用
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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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评定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未愈 加重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３ ３２（７４４）１０（２３３） １（２４）　 ０（０）　 ４２（９７７）

对照组 ４３ １９（４４２）１８（４１９） ５（１１６） １（２４） ３７（８６１）

χ２值 — — — — ９０２８

Ｐ值 — — — —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盆底功能评估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盆底功能评估测试指标比较。其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治疗后３个月、１２个月，观察组患
者静息状态肌电值比治疗前有明显降低，最大收缩力、持续收缩

力和协调能力比治疗前均有所提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患者盆底功能评估测试指标比较，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患者性生活评分

治疗前，两组患者性生活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３个月和１２个月性生活满意
度和性高潮满意度评分比治疗前均有所提高，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患者相同指标比较，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ＰＯＰ是中老年妇女的常见疾病。据报道［６］，５０％以上的经

产妇均可以遭受此病困扰，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ＰＯＰ的
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可以由多种因素共同形成，其中阴道分娩是

导致该病最主要的因素［７８］。随着年龄的增大，ＰＯＰ发病率逐
年升高，可以引起一系列心理、社会和卫生问题，但临床上经常

被低估，既往重视也比较少［９］。治疗ＰＯＰ的传统方法为手术治
疗，但手术范围广、创伤大、术后复发率高，手术仅能机械化地恢

复患者正常生理结构，如何更好地提高患者盆底功能，改善其性

生活与正常社交活动，对ＰＯＰ患者而言意义重大［１０１１］。

为了探讨有效的盆底肌肉改善方法，本研究对我院８６例
ＰＯＰ患者分别采用传统单一的盆底肌肉锻炼与盆底功能锻炼联
合电刺激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明显高

于对照组患者；且治疗后观察组患者静息状态肌电值、盆底最大

收缩力、持续收缩力和协调能力比治疗前及同期对照组患者均

有明显好转。这提示相比单纯肌肉锻炼难以达到理想的治疗效

果，配合电刺激治疗可以大大提升疗效，这与李晶等［１２］的研究

结果相符。分析其原因在于：本研究中，由专业人员提供系统性

的锻炼指导，通过盆底肌肉锻炼，促进了血液循环，改善了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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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的功能［１３］；同时，配合电刺激治疗，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选

择合适电流参数，让放置在阴道内的电极从低到高传递相应的

电流刺激，有效激活盆底肌肉和支配神经，增强肌肉收缩幅度，

唤醒受损神经肌肉，从而改善了整个盆底肌群的功能［１４］。此

外，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性功能满意度和性高潮评分均比治疗

前及同期对照组患者亦有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将盆底锻炼与

专业医疗手段（电流刺激）联合运用，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从而提高其性生活质量［１５］。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盆底功能评估结果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静息状态肌电值 最大收缩力 持续收缩力 协调能力

观察组 治疗前　　　 ２８３８±３３４ ３９５４±６６０ ２９８５±９７８ ２９７±０５８

治疗后３个月 ９８６±２７７ ８７２２±９３２ ７０４６±１６０９ ５３８±１５２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７１４±２２８ ８９５２±８１３ ８２４９±１０２６ ７１４±１８７

Ｆ值 ７１７２３ ５２２５９ ２１３４５ ９２０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对照组 治疗前　　　 ２７３１±５３１ ４１５３±７０５ ３１２５±５６３ ３０２±１０３

治疗后３个月 ２１６３±６９８ ６２４３±８０７ ５１１９±８５３ ３９８±１２１

治疗后１２个月 １８４３±３２５ ７４５８±８３６ ６２７４±９１６ ４２８±１３４

Ｆ值 ２４９７ １０１８５ １７３７９ １１７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７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生活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满意度

治疗前 治疗后３个月 治疗后１２个月
Ｆ值 Ｐ１值

性高潮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１２个月
Ｆ值 Ｐ１值

观察组 ４２５±１１６ ８９７±２６４ ９４６±２８５ ６４９６ ０００１ ３６９±０４５ ９８９±２２３ １１９４±２５９ ２００２９ ０００１

对照组 ４２８±１１４ ６３５±１７０ ７２９±１８３ ４０５８ ０００１ ３７２±０３１ ５２６±１８８ ７６３±１９４ ６７６８ ０００１

ｔ值 ０１２１ ５４７１ ４２０１ ０３６０ １０４０９ ５１２４

Ｐ值 ０９４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综上所述，盆底肌肉锻炼联合电刺激治疗子宫脱垂，无任
何创伤，在盆底功能改善、性生活质量提高方面均有明显优势，

可以加强患者盆底肌群肌力，减轻患者痛苦，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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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诊治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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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ｈｅｂｅｔｉ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以下简称青春期功血）多为
无排卵性功血，是指初潮后１年 ～２年内由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ａｘｉｓ，ＨＰＯ）
发育不完善，引起生殖内分泌系统紊乱而造成的子宫长期无规律性出血，为青春期女性（１０岁～１９岁）常见
疾病。治疗方法包括药物和手术，目前临床多以复方口服避孕药、雌孕激素序贯疗法、雌激素、孕激素等激

素类药物治疗为主。本文对近年来青春期功血的相关诊治进展加以综述。

【关键词】　青春期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临床治疗；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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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ｕｔｅｒｉｎｅ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ＵＢ）
以不同程度的经量增多、经期延长、月经周期紊乱为主要临床

表现，按照发病机制分为有排卵性功血和无排卵性功血。青春

期功血常见于后者，是指排除内外生殖器病变和全身病变，初

潮后１年～２年内因下丘脑垂体卵巢轴（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
ｒｙｏｖａｒｉａｎａｘｉｓ，ＨＰＯ）发育不完善，生殖内分泌系统紊乱造成的
子宫异常出血。据 ＡｒｃｈａｎａＤＲａｔｈｏｄ等［１］报道，月经问题

（８４９％）在少女门诊咨询中最为常见，其中８２４％的问题指向
无排卵性ＤＵＢ。月经问题的发生与女性心理、情绪状态密切相
关。该年龄段女性由于学习压力重、“低头族”久坐、运动时间

少等多种原因，患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２］。个体化、规范化的

治疗方案是减轻妇女生理和心理危害的关键，现对近年来青春

期功血诊治进展综述如下。

!

　发病机制
１１　病因

青春期ＨＰＯ轴发育尚未成熟，正反馈机制存在缺陷，卵泡
刺激素处于持续低水平状态，无促排卵性黄体生成素高峰形成

而不能排卵。内膜受单一雌激素持续刺激无孕酮对抗，长此以

往造成不同程度的内膜异常增生。

１２　病理生理特点
以ＨＰＯ轴神经内分泌宏观调节功能异常、卵巢自身调控能

力缺陷、子宫内膜功能层反应欠佳为主，其中增生是最常见的子

宫内膜病理（２０５％）改变［３］。体内雌激素水平随着卵泡的生

长和闭锁发生相应的波动，当多数生长卵泡退化闭锁时，体内雌

激素水平骤然下降发生撤退性出血。突破性出血包括２种情
况，其一雌激素处于高水平时发生大幅波动，内膜大量剥脱，血

量汹涌；其二低水平雌激素维持在阈值水平，内膜不规则脱落，

则会导致间断性少量出血，淋漓不尽。

青春期功血还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长期缺乏孕激素时，间质

细胞中ＰＡＩ１（抑制纤溶酶原激活物／保护患者子宫内膜血管的
稳定性）和ＴＦ（凝血过程的启动者）含量降低，导致纤溶亢进、
凝血功能异常［４］。此外，血液中ＰＧＥ２、ＰＧＩ２的含量增加可舒张
血管引起经量增多。

"

　诊断
功血主要诊断依据为临床表现、体格检查和辅助检查。以排

除器质性病因为基础，分为盆腔病理、全身性疾病、异常出血（除

外妊娠）的医源性原因三大类［５］。在将青少年的功血问题视为

正常的生理过渡之前，对其进行评估是必要的。盆腔超声提供了

关于生殖道结构病变的非侵入性信息，它可以作为青春期女性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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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器质性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和评估子宫内膜厚度的重要手

段。实验室检查可以确定出血的严重程度、凝血功能以及体内的

激素水平等。有２年～３年及以上无排卵性月经周期而未治疗
者推荐宫腔镜直视下取内膜送检或行诊刮术，作为排除医学原因

后评估子宫异常出血的一个安全有效的诊断步骤［６］。

除此以外，月经过多可能是某些遗传性出血疾病的重要临

床表现。经量过多、兼有鼻衄或牙龈出血史的青少年应该首先

排除先天性凝血功能障碍性疾病，尤其是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

紫癜、血管性血友病和单凝血因子缺乏等方面［１］。血小板功能

障碍是一种异质性的遗传性血小板缺陷，近年来已经成为青少

年异常子宫出血的常见病因。有长期出血史和非诊断性初步

检查的患者，可以转诊血液科行进一步诊查［７］。

#

　治疗
青春期功血治疗原则以止血、调整月经周期、促排卵为主，

同时保证血流动力学的稳定性、纠正贫血和维持正常循环［８］，

包括药物和手术治疗。ＨＰＯ轴随着成年会逐步发育健全，故早
期应当以止血、调整月经周期的药物保守性治疗为主［９］，减少

侵入性、不可逆的操作，手术仅在反复药物治疗无效、严重贫血、

大出血无法止血或其他伴随子宫病理情况下进行。

青春期经量过多的女性需要尽早评估、及时治疗，以防急

性出血，避免远期出现排卵障碍、子宫内膜癌等严重后果［１０］。

３１　药物治疗
３１１　激素类药物治疗　①复方口服避孕药（ＣＯＣｓ）。主要由
复方炔诺酮片与复方醋酸甲地孕酮片配制而成，常用药物为优

思明、达英３５等。对ＨＰＯ轴起负反馈作用，通过外源性雌激素
和大量孕激素的补充，抑制内源性雌激素分泌，达到使内膜萎

缩、止血的目的［１１］。规律性服用３个月 ～６个月后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调节人工周期，诱导子宫内膜周期性剥脱，强化 ＨＰＯ轴
的调节反馈功能，停止治疗后，应当继续随访患者是否持续排

卵。大量临床研究推荐其为青春期功血一线治疗药物［１２］。

ＣＯＣｓ长期规律服用除能诱导自然月经周期恢复外，从远期考
虑，激素含量低，对患者生育功能无影响，停药即可妊娠且不增

加胎儿致畸率。出血多者，若２４小时ＣＯＣｓ给药后出血加重或
无法口服药物时，可以给予２５ｍｇ结合雌激素肌注，每隔４ｈ～
６ｈ注射一次，最多使用２次～３次，直到出血减轻后继续规律性
口服ＣＯＣｓ治疗［１３］。ＣＯＣｓ的主要副作用有恶心、呕吐、头晕、
乳房胀痛、水肿、体重增加等，严重的并发症在于心脑血管血栓、

肿瘤、代谢等方面。但对于青春期女性来说，静脉血栓形成的风

险相对较低［１４］。②雌孕激素序贯疗法。戊酸雌二醇片每隔８ｈ
一次，２ｍｇ／次，出血减少后，改为每隔１２ｈ服药一次，连用３ｄ
后改为１ｍｇ／ｄ，连续服用２１ｄ，后１０ｄ加用安宫黄体酮，初始给
药剂量为８ｍｇ／次 ，３次／ｄ。待患者症状减轻后，调整剂量为６
ｍｇ／次，１次／ｄ。连续治疗至少３个月经周期，一方面修复子宫
内膜，防止过度增生，一方面提升孕激素受体，避免停药后撤退

性或突破性出血事件发生。③雌激素。适用于急性出血、血红
蛋白＜８０ｇ／Ｌ或一般状况较差者。常用药物为戊酸雌二醇片，
使机体子宫内膜发生增殖改变，对脱落的子宫内膜创面进行修

复止血，但服药后期需要加用孕激素撤退。不良反应主要体现

在胃肠道反应、突破性出血、血栓风险等方面。④孕激素。在雌
激素作用的基础上起拮抗作用，将内膜转化为分泌期，停药后

功能层内膜完整剥离，有效提高子宫内膜稳定性［１５］；同时，刺激

组织因子和ＰＡＩ１的产生，加速凝血和凝块稳定［１６］。规律服用

可以周期性调整月经周期。常用药物为醋酸甲羟孕酮８ｍｇ／ｄ
（月经第１６ｄ开始，连用７ｄ）或者黄体酮胶囊２～３ｍｇ／ｄ（月经
第１２ｄ开始，服用１０ｄ），此适用于血红蛋白＞８０ｇ／Ｌ或有雌激
素使用禁忌者，特别是有生育需求患者。⑤左炔诺孕酮宫内缓
释系统（ＬＮＧＩＵＳ）。属于孕激素局部用药，以２０ｕｇ／ｄ的速度释
放，在剂量维持时间内，使子宫内膜逐渐萎缩变薄，帮助子宫蜕

膜化和消除内膜基质水肿［１７］，减少经期出血量和持续时间。据

ＫｉｌｉｃＳ等［１８］报道，ＬＮＧＩＵＳ与 ＣＯＣｓ的 ２个随机对照实验中，
ＬＮＧＩＵＳ在减少月经流量方面明显优于ＣＯＣｓ。联合使用后，月
经失血量分别降低了５０％和８０％，同时强化了避孕效果［１９］。

国外一项大规模研究肯定了 ＬＮＧＩＵＳ治疗特发性经期大出血
的疗效，认为其可以作为子宫内膜消融和子宫切除术的替代方

案，其缺点是不能抑制排卵和出血性卵巢囊肿的形成［２０］。

ＬＮＧＩＵＳ对有避孕需求但不能或不愿服用避孕药的患者尤为适
合，但需要警惕过敏、穿孔和带器妊娠风险［２１］，同时其为侵入性

治疗，考虑处女膜完整等因素，推广受到一定限制。⑥合成雄激
素。代表药物达那唑，为１７ａ乙炔睾丸酮的衍生物，具有温和
的雄激素性。通过直接抑制性类固醇合成和竞争性抑制性类固

醇与雄、孕激素受体结合发挥作用，改变脉动性促性腺激素的释

放，在高剂量时抑制排卵，最终造成子宫内膜萎缩。但由于它的

雄激素性及脂质谱副作用，临床上运用甚少。若不规则月经或

重度贫血在激素治疗持续３个月或停止治疗后复发，应当评估
患者可能存在的ＨＰＯ轴、多囊卵巢综合征和结构性原因。有关
学者推荐青春期功血患者在接受激素治疗前先行子宫内膜厚

度检测，依据内膜厚度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对内膜厚度 ＜
３ｍｍ者首选雌激素辅助促进内膜生长；内膜厚度在 ３～５ｍｍ
者，雌激素、孕激素或雌、孕激素联合治疗疗效大体一致［２２］；内

膜厚度＞５ｍｍ者，体内已有一定水平雌激素，此时孕激素和雌、
孕激素联合治疗均是适宜选择［２３］。

３１２　非激素类药物治疗　①抗纤溶药物。止血药物可以作
为激素或外科治疗的替代，或用于纠正凝血缺陷。对于激素治疗

失败并希望保持生育功能的妇女，止血治疗是首选。氨甲环酸是

纤维蛋白溶酶原活化作用的竞争性抑制剂，可以抗纤维蛋白溶

解，增加经血中的纤溶活性。在出血时间超过２４小时，或已知血
小板功能不全时，３９ｇ／ｄ～４ｇ／ｄ，３次，连用４ｄ～５ｄ，防止纤溶酶
原激活同时不影响月经持续时间。与安慰剂、非甾体类抗炎药、

周期性口服孕激素或依托咪酯相比，能够显著而有效地将月经失

血量（ＭＢＬ）降低２６％～６０％［２４］。但是，长期服用此药物会增加

血栓形成风险，且伴头痛、贫血、疲劳等副作用［５］。②非甾体类抗
炎药（ＮＳＡＩＤｓ）。代表药物如萘普生、布洛芬等，通过抑制环氧化
酶降低前列腺素水平，使平衡朝着血栓烷方向倾斜，月经期间服

用可以降低２５～３５％的经血损失［１９］。ＬｅｔｈａｂｙＡ［２５］等的一项回
顾性研究报道，ＮＳＡＩＤｓ在减少月经大出血方面比安慰剂有效，但
不如氨甲环酸、达那唑或ＬＮＧＩＵＳ。③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类似
物。基于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ＧｎＲＨ）拮抗剂耗尽垂体生物活
性促性腺激素的能力，使垂体脱敏以进一步刺激ＧｎＲＨ抑制促性
腺激素释放，减少卵巢活动，导致性腺功能减退。闭经通常发生

在治疗开始后的４周～６周。其他包括补充铁等对症支持治疗。
血红蛋白在１００～１２０ｇ／Ｌ之间，观察和激素治疗都是可以接受的
替代方案，每天补充６０ｍｇ的铁元素即可。严重贫血者必须行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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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功能评估和排查血液疾病，当病情稳定至可口服药物时，开始

每日补充６０ｍｇ～１２０ｍｇ的单质铁［２６］。

３２　手术治疗
３２１　子宫动脉栓塞（ｕｔｅｒｉｎｅａｒｔｅｒｙｅｍｂｏｌｉｓｍ，ＵＡＥ）　子宫动
脉栓塞术通过快速阻断血供，控制急性大出血，仅在严重出血

危及生命时选用。子宫动脉的血供控制需要精准，避免造成不

可逆的子宫内膜缺血甚至坏死［２７］；此外，栓塞物质选择不一，两

者共同构成的不稳定因素对患者远期生育功能影响尚不明确。

子宫动脉栓塞术后罕见并发症包括长时间缺血引起的子宫梗

死和因侧支循环血流欠佳导致的卵巢功能不全［２８］。有关研究

报道，７０％选择ＵＡＥ的患者在随访５年后不需切除子宫［２９］。

３２２　子宫内膜消融术　子宫内膜消融术适用于因良性病因
引起的月经过多、反复多次药物治疗无效、严重贫血无法改善

以及无生育需求者。其中，滚珠状子宫内膜消融（ｒｅｓｅｃｔｏｓｃｏｐｉｃ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ａｂ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Ａ）是最常用的方法，通过选择性破坏子
宫内膜和浅肌层，灭活病灶内的雌、孕激素受体，基本不影响卵

巢激素分泌和储备功能，达到使经量减少甚至闭经的目的［３０］。

虽然此法比子宫切除术创伤小，但消融失败者可能需要再次手

术。据报道，３％ ～７％具有该手术史的女性需要重复消融甚至
子宫切除。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子宫内膜的不完全破坏，导致

部分内膜细胞存活或再生造成持续性出血［２０］。但也有学者报

道，部分接受ＲＥＡ的患者术前对激素或氨甲环酸等药物治疗反
应欠佳，术后复发时再次选择此类药物治疗却效果显著，推测

可能与ＲＥＡ增加了患者对药物的敏感性有关［３１］。青春期功血

患者大多尚未生育，选用此法需要慎重考虑。

３２３　子宫切除术　此是青春期功血患者最终且最具侵袭性
的手术，有相当长的恢复期，仅适用于反复治疗无效或禁忌、症

状严重无法改善者。在与患者及其家属充分沟通的前提下进

行手术，保留双侧卵巢，少见但较为严重的并发症包括手术造

成的泌尿系、肠道损伤以及术后血栓形成。

综上所述，青春期功血治疗方法多种多样，个体化、高效化

诊治方案的制定需要兼顾治疗安全性、生育需求以及心理和社

会伦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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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的诊治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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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综述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ＤＩＥ）研究进展。ＤＩＥ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特殊类
型，可以侵及盆腔不同组织及器官，主要表现为疼痛。目前，其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体征和影像学检查。

治疗上腹腔镜手术是主要的方法，但手术难度大，副损伤风险高；药物治疗不仅可缩小病灶，缓解疼痛，并且

可延迟复发时间，是重要的辅助治疗措施。输尿管、肠道 ＤＩＥ由于常合并有泌尿系和肠道功能受损的相关
症状，给临床诊断治疗带来困难，部分患者确诊时常已发生不可逆转的功能障碍，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关键词】　深部浸润型子宫内膜异位症；诊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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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育龄期女性的多发病、常见病，其病变
广泛、形态多样、极具侵袭性和复发性，具有性激素依赖性。深

部子宫浸润型内异症（ｄｅｅｐ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ｎ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ＤＩＥ）是内
异症的一种特殊类型，指子宫内膜异位病灶浸润深度≥５ｍｍ，
包括累及子宫骶韧带、直肠子宫陷凹、阴道穹窿、阴道直肠隔、直

肠或结肠壁以及膀胱、输尿管的内异症病灶［１］。主要的临床症

状为痛经、性交痛和慢性盆腔痛，若侵犯肠管常有消化道症状

如便血、排便疼痛等，侵犯输尿管、膀胱则常出现尿频、尿急、尿

痛甚至血尿。ＤＩＥ病变进展缓慢，早期易被忽视，诊断困难；手
术风险大，药物治疗效果不满意，易复发，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

量，且与不孕关系密切，因此成为内异症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

题。本文从ＤＩＥ病灶分布特点、临床分型、术前诊断与评估以
及治疗等方面对ＤＩＥ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

　
$%&

分布特点和分型方法

１１　ＤＩＥ病灶分布特点
ＤＩＥ病灶可以侵犯盆腔的不同部位，绝大多数病灶位于后

盆腔。陈淑琴等［２］对７９例腹腔镜下确诊为 ＤＩＥ的病例进行统
计分析发现，８８３２％的 ＤＩＥ病灶位于盆腔后半部，以子宫骶韧
带处病灶最常见，占 ６５８２％，其余依次为直肠或结肠病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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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４９％）、阴道直肠隔病灶（４０５１％）、阴道后穹隆病灶
（３１６５％）及输尿管旁病灶（１２６６％），且盆腔左侧 ＤＩＥ发生率
多于右侧。这与Ｃｈａｐｒｏｎ等［３］观察的４２６例ＤＩＥ患者病灶分布
情况一致。其解释为后盆腔为腹腔最低点，易聚积逆流的经血，

此外左侧盆腔有乙状结肠的存在，使经血在局部不易被盆腔液

稀释和清除，增加了异位内膜种植的机会［２］。因此，在手术中

应注意探查后盆腔，尤其是左侧，尽可能彻底清除病灶，减少复

发。

１２　ＤＩＥ分型方法
正确及全面的临床分型是指导有效治疗 ＤＩＥ的前提。随

着对ＤＩＥ的研究不断扩展和深入，众学者对其临床分型提出不
断修正与完善，但目前仍无统一的分型标准。Ｋｏｎｉｎｃｋｘ等［４］基

于组织学发生，将ＤＩＥ分为两种类型，盆腔腹膜型：异位子宫内
膜侵及直肠子宫陷凹并向直肠阴道隔深部生长，可能与经血逆

流有关；直肠阴道隔型：异位病灶被认为起源于苗勒管遗迹，又

称为直肠阴道隔腺肌瘤。Ｃｈａｐｒｏｎ等［３］根据解剖学将 ＤＩＥ分为
５种类型，Ｉ型：异位病灶浸润膀胱固有肌层；ＩＩ型：病灶仅浸润
子宫骶韧带；ＩＩＩ型：病灶浸润阴道后穹隆、直肠阴道隔前面及两
者之间的腹膜后区域；ＩＶ型：病灶浸润输尿管壁或病灶压迫导
致输尿管梗阻；Ｖ型：病灶浸润肠道。此分型方法对ＤＩＥ手术治
疗方式有指导意义。不论是从发生学还是解剖学上进行 ＤＩＥ
临床分型，都是为了能更好地反映疾病自然史、病变侵及范围

及受累器官最终结局，从而能合理地作出术前评价，反映病情

严重程度，合理指导手术方案制定并预测患者预后。北京协和

医院冷金花等［５６］根据阴道穹窿或直肠是否累及将后盆腔 ＤＩＥ
分为３型，单纯型：指病灶未累及穹窿或者直肠，包括骶子宫韧
带、子宫直肠陷窝的病灶；穹窿型：指病灶浸润阴道穹窿，而不伴

直肠肌层浸润；直肠型：指病灶累及直肠伴或不伴穹窿浸润。并

且证实这３种类型ＤＩＥ具有各自特征性的疼痛症状，且在手术
难度、手术时间、失血量、手术切净程度及术后并发症、疼痛复发

率上均有显著差异。此分类方法简单直观，临床操作性较好，为

ＤＩＥ的疼痛症状评估和治疗提供了较准确的参考体系，但其内
容仍有待进一步丰富，合理性尚需进一步验证。

"

　术前诊断与评估
２１　临床症状

疼痛（包括痛经、性交痛、非月经期的慢性盆腔痛以及排便

痛等）是ＤＩＥ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且不同部位 ＤＩＥ病灶引起
的疼痛症状各不相同。侵及直肠者主要表现为排便痛，侵及阴

道穹窿则主要表现为性交痛和肛门坠胀，而痛经的发生率及痛

经的程度在各类型ＤＩＥ患者无明显差异［５］。冷金花等［７］指出，

痛经是ＤＩＥ患者最常见的症状，对 ＤＩＥ的诊断敏感度最高；慢
性盆腔痛和性交痛对ＤＩＥ诊断的特异度最高，且疼痛程度与位
于盆腔后半部内异症病灶及其浸润深度相关。ＤＩＥ疼痛的发生
机制与神经解剖有关。盆腔神经丛主要由交感神经和副交感

神经组成，位于直肠子宫颈和阴道穹窿的两侧、膀胱的后方。有

研究表明ＤＩＥ病灶中神经纤维密度明显高于腹膜病灶［８］，深部

浸润型异位结节在月经期充血水肿，压迫位于该部位的感觉神

经，或性生活时由于外部压力作用导致神经受刺激从而产生疼

痛。近年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 ＤＩＥ患者疼痛的产生与进展是
周围神经、盆腔内环境、中枢神经系统３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
果［９１０］。脊髓背角神经元对由ＤＩＥ病灶及相邻脏器传入的刺激

表现出高反应性（致敏）导致中枢敏感化，使中枢神经系统对由

深部浸润异位性病灶传入的痛觉刺激兴奋性增加。然而，在部

分有较长ＤＩＥ病史的患者中，中枢神经传导系统可发生重塑，
使得最初由外周诱导的中枢致敏机制与周围神经致敏无关，解

释了部分ＤＩＥ患者进行积极手术治疗后疼痛仍无缓解的原因。
疼痛是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是治疗上亟待解决的首

要问题，通过详细问诊患者的疼痛类型、痛经程度以及是否合并

有消化道及泌尿系症状，不仅可以得到诊断 ＤＩＥ的重要线索，
而且对手术的实施及手术疗效的评估有一定指导意义。

２２　临床体征
由于ＤＩＥ病灶集中在后盆腔，仔细的妇科检查尤其是盆腔

三合诊有助于提高ＤＩＥ术前诊断率。子宫位置固定不活动，子
宫骶韧带结节、骶韧带触痛、阴道直肠隔结节、后穹隆紫蓝色结

节均为ＤＩＥ阳性体征。张俊吉等［１１］研究表明，触及骶韧带结节

对诊断ＤＩＥ敏感性仅为４７１％，而触痛阳性的骶韧带结节使诊
断敏感度提高至８１７％；阴道直肠隔结节有无触痛不改变其对
ＤＩＥ诊断的敏感度（３２２％）和特异度（１００％）；后穹窿紫蓝色
结节对ＤＩＥ的诊断敏感性较低仅为１４９％，但其特异度高达
１００％。马利国等［１２］对１２３例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进行双合诊
及三合诊，发现妇科检查对诊断子宫骶韧带 ＤＩＥ的准确性较高
为８６９９％，对诊断直肠、阴道直肠隔 ＤＩＥ准确性较低分别为
４８７８％、４７９７％。妇科检查是发现 ＤＩＥ病灶最方便易行的步
骤，但当病灶隐匿或较深难以触及或检查者经验不足时，仅靠妇

科检查难免会导致漏诊、误诊，故临床上诊断 ＤＩＥ还应辅以影
像学检查。

２３　影像学检查
腹腔镜手术是诊断内异症的金标准，但对于因 ＤＩＥ病灶封

闭直肠子宫陷凹手术无法分离，或存在阴道直肠隔内孤立病灶，

腹腔镜下极可能会遗漏病灶，影响手术治疗效果。此外，腹腔镜

对ＤＩＥ病灶范围、浸润深度以及深部病灶大小的判断有一定局
限性，故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进行全面评估，从而准确制定治疗

方案和指导预后。经阴道超声检查（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
ＴＶＳ）与ＭＲＩ对诊断 ＤＩＥ具有较高敏感性和特异性［１３１４］，但对

不同部位的病灶敏感性和特异性各有不同。子宫骶韧带是ＤＩＥ
病灶最常侵犯的部位，其中有神经分布，骶韧带受累是引起部分

患者疼痛的原因，ＴＶＳ可以适时调整探头的位置并通过了解患
者主观感受以协助定位，而ＭＲＩ的序列在检查过程中难以根据
患者情况进行调整，并且其辨别宫骶韧带难度大，若缺乏阅片经

验易造成误诊或漏诊。对于检出直肠子宫陷凹处 ＤＩＥ病灶，
Ｆｒａｔｅｌｌｉ等［１５］认为 ＴＶＳ的价值高于 ＭＲＩ，这可能是因为直肠子
宫陷凹处病灶常因严重粘连表现为该解剖结构消失，而ＭＲＩ因
设备本身无法达到实时动态成像，只有当形成包块或结节时才

具有相对较高诊断效力，对判断盆腔内粘连的敏感性及特异性

低，而ＴＶＳ可通过移动或轻度加压超声探头，仔细观察患者触
痛阳性处，提高异位病灶检出率。肠道被侵犯是 ＤＩＥ中较为严
重的类型。Ｇｕｅｒｉｅｒｏ等［１６１７］通过 Ｍｅｔａ分析超声及 ＭＲＩ诊断直
肠乙状结肠ＤＩＥ的意义，认为ＴＶＳ与ＭＲＩ均显示出对肠道ＤＩＥ
较好的诊断价值。但因盆腔内的粘连可造成超声信号衰减，且

有研究指出ＴＶＳ对诊断肠道 ＤＩＥ准确性与肠道内病灶与肛门
间的距离有关：距离在１ｃｍ～１０ｃｍ时，准确率达１００％，距离≥
１１ｃｍ时准确性仅为７５％［１８］，ＴＶＳ对诊断肠道内位置较高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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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直肠乙状结肠交界处以上）准确性将降低。马利国等［１２］研

究表明，直肠超声内镜（ｒｅｃｔａｌ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ＲＥＳ）与
ＭＲＩ诊断直肠 ＤＩＥ的敏感性、特异性较高，分别为 ９３１０％和
７８１６％（敏感性），９４４４％和９１６７％（特异性）；阳性似然比分
别为１６７６和９３８，阴性似然比分别为００７和０２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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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原则与方法

３１　手术治疗
手术是治疗ＤＩＥ的主要方法。手术目的是切除病灶，缓解

和消除症状；分离粘连，重建盆腔正常解剖结构；改善盆腔环境，

促进生育。手术指征是疼痛、压迫症状严重，合并有不孕或卵巢

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及药物治疗无效者［１９］。

腹腔镜下具有放大病灶作用，对辨别病灶有优势，且更易

进入腹膜后间隙，有利于清除病灶，是治疗 ＤＩＥ的首选手术方
式。戴毅等［５］的研究数据显示，单纯型ＤＩＥ腹腔镜手术完全切
净（指腹腔镜下未见残留异位病灶、触诊未触及结节）率达

９５１％，疼痛缓解率达７２４％，患者中位疼痛缓解时间为５６个
月。蔡柏岑等［２０］对６１例行腹腔镜下ＤＩＥ病灶切除术的患者平
均随访４２７个月，发现患者术后痛经症状明显缓解，１年、２年
和３年缓解率分别为５３１％、５１１％和６６７％。此外，有关研
究指出，腹腔镜手术能够显著提高患者自然妊娠率，以及与直

接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ＩＶＦ）者相比，先期行腹腔镜手术后再
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者妊娠率显著提高［２１］。近年研究发现，根治

性ＤＩＥ病灶切除，术后患者易合并严重的排尿功能障碍和排便
功能障碍，其中术后排尿功能障碍与切除范围及子宫骶韧带切

除情况密切相关［２２］。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位于子宫骶韧带

侧方的下腹下神经丛的损伤。Ｖｏｌｐｉ等［２３］首次在ＤＩＥ手术治疗
中提出保留盆腔自主神经的观点，对２４名ＤＩＥ患者行腹腔镜手
术，约９２％患者的下腹下神经在术中可被识别，８名非保留神经
手术患者中有 ７名患者术后发生尿潴留，需行自主导尿。
Ｋａｖａｌｌａｒｉｓ等［２４］研究显示，５５例行非保留神经手术 ＤＩＥ患者中
１４例（２５５％）发生尿潴留需自主导尿；１６例保留神经手术的
患者，除３例行膀胱和输尿管切除术以外的患者均可在术后第
１天自发排尿，残留尿量＜５０ｍｌ。Ｃｅｃｃａｒｏｎｉ等［２５］将ＤＩＥ病灶伴
部分肠管切除的患者分保留神经组与非保留神经组，研究结果

显示，两组术中及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无显著差异，而非保留神

经组术后１个月～６个月尿潴留发生率显著高于保留神经组，
且需留置导尿的时间更长。张信美［２６］对腹腔镜下保留神经的

ＤＩＥ根治术患者长期随访（＞２０个月），术后无１例发生尿潴
留，而行非保留神经ＤＩＥ根治术的患者中２５％发生尿潴留需自
主导尿，但两组患者疼痛症状改善、术中出血量、手术时间、排便

时间及住院时间均无显著差异。

３２　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能有效地抑制残留或新生的内异症病灶的活性，

从而降低术后复发风险，故推荐规律和长期的药物治疗直至患

者有妊娠意愿［２７］。常用的药物主要有左炔诺孕酮宫内缓释系

统（ＬＮＧＩＵＳ）、复方口服避孕药（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ｏｒ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ｅｐｔｉｖｅ，
ＣＯＣ）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ＧｎＲＨａ）。ＬＮＧＩＵＳ可缩
小ＤＩＥ病灶，明显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且没有低雌激素相关的
血管舒缩症状和骨质流失的副作用。宋楠等［２８］报道，阴道直肠

隔ＤＩＥ患者放置 ＬＮＧＩＵＳ６个月后痛经、性交痛缓解率可达
１００％，经期大便痛缓解率８９４７％；放置３６个月后３者缓解率

分别为 ８４６２％、７６９２％和 ６９２３％，并且能够减低复发率。
ＣＯＣ作为内异症一线治疗药物，短期使用可有效防止患者痛经
和性交痛的发展以及 ＤＩＥ病灶的增长［２９］。Ｆｅｒｒａｒｉ等［３０］对 ２６
例肠管固有肌层浸润肠道狭窄≤５０％的 ＤＩＥ患者给予连续应
用１２个月低剂量口服避孕药（１５μｇ炔雌醇＋６０μｇ孕二烯酮）
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显著降低，肠
管ＤＩＥ病灶直径及体积显著缩小（分别平均减少２６％，６２％）。
李婷等［２７］通过研究发现，１０２例部分ＤＩＥ病灶切除联合药物治
疗（放置ＬＮＧＩＵＳ或口服屈螺酮雌炔醇）对直肠阴道隔 ＤＩＥ的
治疗效果表明，术后３个月患者的痛经、慢性盆腔痛、性交痛及
排便困难的ＶＡＳ评分均明显下降，且痛经、性交痛及排便困难
的ＶＡＳ评分在术后６个月、１２个月和２４个月表现为持续下降。
ＧｎＲＨａ类制剂可显著减少炎症反应、减少血管生成、诱导凋
亡，同时有直接抗增殖作用，是控制内异症疼痛强有力的方

法［３１］。但ＧｎＲＨａ类制剂导致的体内低雌激素水平所引起围
绝经期症状及长期使用导致的骨质丢失，使其临床应用存在局

限性。日本学者Ｋｉｔａｗａｋｉ等［３２］研究表明，内异症保守性手术后

先使用ＧｎＲＨａ类制剂 ６个月之后，达那唑或 ＣＯＣ继续治疗６
个月，对于治疗痛经、性交痛、非月经期慢性盆腔疼痛均有满意

的疗效，并且可使ＧｎＲＨａ的疗效得以维持到术后至少１年，为
内异症疼痛长期治疗提供了一个切实有效的方案。ＬＮＧＩＵＳ、
ＣＯＣ及ＧｎＲＨａ类制剂对缓解 ＤＩＥ症状均体现出较好的疗效，
但由于放置ＬＮＧＩＵＳ常见点滴出血的不良反应，ＧｎＲＨａ类制
剂价格昂贵，且可以引起围绝经期症状，故应根据患者具体情况

进行个体化治疗。

'

　特殊类型
$%&

４１　输尿管ＤＩＥ
输尿管ＤＩＥ通常为单侧，左侧输尿管远端更易累及，往往

表现为输尿管环，其发生主要是由浸润子宫骶韧带或阴道直肠

隔的病灶同时向侧方发展所致［３３］。可以表现为邻近病灶累及

输尿管上皮使其受到外源性压迫（即外在型），或是病灶浸润至

输尿管粘膜下层（即内在型），使输尿管进行性狭窄，最终导致

肾实质的破坏和渐进性肾功能损害［３４］。输尿管ＤＩＥ发病隐匿，
无典型泌尿系症状，临床上易忽视，患者常于就诊时即有重度肾

积水或不同程度的肾功能损害。由于输尿管 ＤＩＥ绝大数是由
盆腔其他部位内异症逐渐发展而来，对合并阴道后穹窿结节的

长期痛经患者，尤其结节直径 ＞３ｃｍ患者应常规行泌尿系超声
检查，以期及时了解输尿管是否受累［３５］，进一步的静脉肾盂造

影、核磁共振成像则可以用于术前评估患者尿路梗阻情况、输尿

管狭窄的部位和程度。输尿管 ＤＩＥ的治疗主要以手术治疗为
主。对于外在型行粘连松解术可以有效缓解受累输尿管扩张及

肾盂积水，内在型则应当根据病灶部位及范围选择部分输尿管

切除＋输尿管端端吻合或输尿管膀胱吻合术［３６］。

４２　肠道ＤＩＥ
肠道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子宫内膜的腺体和间质浸润肠

壁至少达浆膜下脂肪组织或者靠近神经血管的分支（浆膜下

丛），病灶穿透肠道粘膜的情况罕见［３７］。经常表现为明显的痛

经、性交痛，可以伴有不同程度的消化道症状，如腹泻、便秘、排

便疼痛、便血等，少数严重者由于肠腔狭窄可引起肠梗阻。对于

肠道ＤＩＥ患者，药物疗效不佳，停药后容易复发，仅适用于不愿
手术或暂时不能手术者，或是手术切除病灶后的巩固治疗［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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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手术是首选治疗方法。主要手术方式包括：肠壁表面病

灶切除术、肠壁病灶碟形切除术和节段性肠切除吻合术。具体

的手术方案选择应根据病灶的大小及浸润的程度来决定。陈

淑琴等［３９］回顾性分析５４例腹腔镜手术治疗肠道ＤＩＥ患者的临
床资料，结果显示所有疼痛症状（包括痛经、性交痛、慢性盆腔

痛和排便痛）术后ＶＡＳ评分较术前均明显下降，患者疼痛和消
化道症状缓解率达５９８％（３２／５４）。手术切净程度是明确影响
ＤＩＥ患者术后疼痛缓解维持时间的因素［５］，但由于肠道 ＤＩＥ常
为多中心多灶性生长［１９］，以肉眼可见的肠壁病灶边缘 ２ｃｍ～
３ｃｍ为切除界线仍难以达到完全切净病灶［４０４１］，且随着手术范

围的扩大，手术并发症发生率越高。近年来，研究表明病灶碟形

切除与肠切除吻合术相比，两者术后有效率相当，术后复发率

无显著差异，且碟形切除术并发症明显减少［４２４４］。目前，对于

肠道ＤＩＥ手术方式达成基本共识［１９，３８３９］：病灶累及直结肠浆肌

层，可行表面病灶的切除；病灶直径 ＜２ｃｍ、浸润肠壁深肌层或
粘膜层，且病灶范围小于所处肠道周径１／３者，可行肠壁碟形切
除；对于病灶直径≥２ｃｍ，病灶侵及范围大于肠管周径１／２，或多
个病灶同时存在，则需行节段性肠切除＋吻合术。

总之，ＤＩＥ是一种涉及多个脏器及组织，严重影响育龄期女
性生活质量与生育的慢性进展性疾病。近几年，ＤＩＥ在临床上
日益被重视，其诊断与治疗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存在不足。完

善和统一ＤＩＥ的临床分型，规范 ＤＩＥ诊断和治疗，以实现早期
诊断，提高治疗效果和减少手术并发症和复发率，都是目前亟

待进一步研究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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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８１４７１４５５，８１１００４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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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１９ ·妇科与生殖医学·

滋养细胞在妊娠早期分化的研究进展
彭佳丽１，２　肖卓妮１，２△

１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２湖北省辅助生殖与胚胎发育医学临床研究中心，武汉 ４３００６０

【摘要】　受精卵进入子宫内膜的过程称为植入（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又称着床（ｉｍｂｅｄ），约于受精后第５天～
第６天开始，于第１１天～第１２天完成，胚胎的正常发育离不开受精卵的顺利着床。植入完成后，滋养层细
胞继续分化，并向子宫基质浸润，以保证胚胎牢固的锚定在子宫壁上，同时保证胚胎正常生长发育。妊娠早

期滋养细胞的分化受到精确的时空调控，滋养细胞的发育与功能适中是妊娠的关键。为详细了解滋养细胞

的分化，并探讨早期妊娠失败的原因，本文对滋养细胞分化的过程及相关机制做一综述，以期为不孕症及妊

娠相关疾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滋养细胞；分化；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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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胚胎着床是子宫内膜接受胚泡侵入，建立妊娠的关键环
节。在甾体激素的精确调控下，胚泡内细胞团一侧的滋养细胞

靠近、粘附、并进入子宫内膜。着床后，滋养层细胞逐步向外扩

展，侵蚀蜕膜，破坏母体血管壁，使母体血液灌流在由合体滋养

细胞凹陷而形成的海绵状的腔隙之中，这个过程为滋养细胞的

分化。如果滋养细胞的分化能力过强，则可能导致妊娠滋养细

胞疾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ＧＴＤ）的发生；若滋养细
胞功能过低，则又可能导致不孕、复发性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
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胎儿宫内生长受限（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ｇｒｏｗｔｈｒｅ
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ＩＵＧＲ）、子痫前期、早产等疾病［１］。本文对滋养细胞分

化过程及其中机制做一综述，以期为不孕症及妊娠相关疾病的

诊断与治疗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

!

　滋养细胞分化的的过程
１１　滋养层细胞侵入子宫内膜

胚泡由位于囊胚腔内一侧的、具有多种分化潜能的内细胞

团（ｉｎｎｅｒｃｅｌｌｍａｓｓ）和外周构成胚泡壁的滋养层（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构
成。在植入的过程中，与内膜接触的滋养层细胞迅速增殖，并分

化为内外两层。外层细胞相互融合，细胞间界限消失，形成多核

的滋养层细胞，称为合体滋养层（ｓｙｎｃｙｔｉ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ＳＴＢ）［２］；内
层细胞界限清楚，称为细胞滋养层（ｃｙ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ＣＴＢ），ＣＴＢ
可通过细胞分裂使细胞数目不断增多，并补充融入 ＳＴＢ。整个
植入过程在母体甾体激素的精细调节下发生，若母体内分泌紊

乱，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化与胚泡发育不一致，则植入不能完

成。

１２　滋养细胞的合体化分化
植入完成后，ＣＴＢ局部增殖，伸入并穿出 ＳＴＢ，伸抵蜕膜组

织，与母体子宫血窦接触后发生细胞融合。除引导胚泡的正确

植入以外，ＳＴＢ还有其他重要功能，主要包括以下３个方面：①
覆盖于漂浮绒毛表面的ＳＴＢ可与母体血液直接接触，故是实现
胎儿与母体之间气体、营养物质供应和排除胎儿代谢产物等物

质交换功能的场所［３］；②胎儿是同种半异体移植物，由 ＳＴＢ组
成的连续不间断多核细胞屏障可协助母胎界面免疫耐受的形

成，使得妊娠母体能容受、不排斥半异体的胎儿［４］。③ＳＴＢ具有
强大的内分泌功能，可参与合成与分泌多种激素及细胞因子，

调节母体妊娠时期的适应性改变及胎儿的生长发育［５］。

１３　滋养细胞的浸润分化
穿出 ＳＴＢ的 ＣＴＢ形成细胞滋养层柱（ｃｙｔｏ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ｃｏｌ

ｕｍｎ，ＣＣ），并可沿蜕膜扩展，彼此连接，在蜕膜表面形成一层细

胞滋养层壳，使绒毛膜与子宫蜕膜牢固连接，将胚胎“锚定”在

子宫壁上。ＣＴＢ可继续分化为没有细胞极性、高浸润性的滋养
层细胞，一部分细胞浸润至子宫内膜深层，直至子宫内膜肌层的

上１／３，称之为间质绒毛外滋养层细胞（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ｅｘｔｒａｖｉｌｌｏｕｓ
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ｉＥＶＴ）间质滋养层细胞 （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
ｉＥＶＴ）；一部分细胞侵入子宫螺旋动脉，并取代血管内皮细胞，
将子宫螺旋动脉改建成低阻抗、高通量的子宫胎盘动脉血管，
由此提高胎盘血流量，保证胎儿对营养物质的需求，这一类细胞

称为血管内绒毛外滋养层细胞（ｅｎｄ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ｘｔｒａｖｉｌｌｏｕｓｔｒｏｐｈｏ
ｂｌａｓｔ，ｅｎＥＶＴ）［６］。ｉＥＶＴ和 ｅｎＥＶＴ统称为绒毛外滋养层细胞
（ｅｘｔｒａｖｉｌｌｏｕｓｔｒｏｐｈｏｂｌａｓｔ，ＥＶＴ）。由上可知，ＥＶＴ的主要功能包
括胎儿胎盘的锚定与子宫螺旋动脉的改建，以保证足够的血流
灌注。

"

　滋养细胞分化的调节
滋养层细胞在分化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精确调控，体外研

究表明周围环境，以及细胞因子，生长因子，细胞外基质

（ＥＣＭ），氧气张力和激素等通过一系列信号转导调控着滋养层
细胞的分化。

２１　生长因子（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ｓ）
正常细胞从静止状态转化为活跃的增殖状态之前都需要

有促有丝分裂的生长信号（ｇｒｏｗｔｈｓｉｇｎａｌ，ＳＧ）。ＩＧＦｓ是组织生
长的有效刺激物，可以调节代谢状态，有丝分裂、分化和存

活［７］，其生物学作用主要由 ＩＧＦⅠ与 ＩＧＦⅡ介导。研究发现，
ＩＧＦ水平与出生体重存在关联性，且人 ＩＧＦⅠ基因编码区的部
分缺失将会导致严重的胎儿宫生长受限［８］；而在小鼠中，ＩＧＦⅠ
与ＩＧＦⅡ的缺失将会使小鼠体重降低至同窝正常小鼠的
６０％［９］。ＩＧＦⅠ与ＩＧＦⅡ可以通过 ＩＧＦ１Ｒ介导的 ＭＡＰＫ途径
显著增强ＣＴＢ的增殖与ＳＴＢ的形成，且可以通过ＩＧＦ１Ｒ介导的
ＰＩ３Ｋ途径显著抑制滋养细胞的凋亡［１０］。ＩＧＦⅠ主要表达于分
化的ＳＴＢ中，表明它可能通过自分泌机制调节合体细胞的功
能，且在合体化的过程中，ＣＴＢ中的 ＩＧＦⅠ受体数量与亲和力
都升高，而ＳＴＢ中 ＩＧＦⅠ受体数量与亲和力都下降，表明合体
化可以增强 ＣＴＢ对 ＩＧＦⅠ的敏感性［１１］。而 ＩＧＦＩＩ在锚定绒
毛、绒毛膜和基板的中间滋养层柱中表达最为丰富，且随着妊娠

而下降。在ＳＴＢ和ＣＴＢ中，ＩＧＦＩＩ仅在妊娠前３个月时表达，提
示ＩＧＦＩＩ在早期ＣＴＢ增殖和／或分化中起自分泌作用［１２］。

２２　维生素Ｄ（ＶｉｔａｍｉｎＤ）
妊娠与维生素Ｄ的代谢有着显著先关性，妊娠期间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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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的缺乏将会导致一系列妊娠并发症，包括先兆子痫［１３］、胎儿

生长受限、小于胎龄儿［１４］、妊娠期糖尿病等［１５］。ＳＴＢ和 ＥＶＴ均
可以表达２５羟基维生素 Ｄ１α羟化酶（ＣＹＰ２７Ｂ１）和维生素 Ｄ
受体（ＶＤＲ），并且能够产生可以检测水平的 １，２５（ＯＨ）
２Ｄ［１６１７］。在离体实验中发现，２５（ＯＨ）Ｄ和１，２５（ＯＨ）２Ｄ的代
谢产物可促进 ＥＶＴ的侵袭，该作用主要涉及基质金属蛋白酶
ｐｒｏＭＭＰ２和ｐｒｏＭＭＰ９的增强表达［１８］。维生素 Ｄ可以调节多
种细胞类型的肌动蛋白细胞骨架已经得到证明，如在子宫内膜

细胞中，维生素Ｄ可以通过调节 ＲＡｃ１／Ｐａｋ１轴诱导肌动蛋白
结构的变化［１９］，但是目前尚不清楚在滋养细胞分化过程中是否

也存在这种反应。此外，维生素Ｄ可通过影响其他已知的 ＥＶＴ
侵袭与迁移的调节剂间接发挥作用。已经显示１，２５（ＯＨ）２Ｄ
可以通过抑制滋养层细胞中的 Ｓ１ＰＲ２来消除 Ｓ１Ｐ介导的迁移
抑制［２０］。以上研究说明，维生素 Ｄ不仅影响妊娠晚期的不良
妊娠结局，而且在孕早期的胚胎植入与滋养细胞的分化中也起

着重要作用［２１］，包括滋养细胞的分化以及向蜕膜及肌层的侵

袭［２１］。

２３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
ｈＣＧ主要由多核的ＳＴＢ产生，其主要功能为使月经黄体增

大为妊娠黄体，增加甾体类激素的分泌以维持妊娠。Ｇ蛋白偶
联受体已被鉴定为 ｈＣＧ的受体，当 ｈＣＧ与其受体结合时，细胞
内环ＡＭＰ（ｃＡＭＰ）浓度增加，从而激活蛋白激酶 Ａ（ＰＫＡ）［２２］。
有趣的是产生ｈＣＧ的滋养细胞也表达着ｈＣＧ受体，且在ＳＴＢ中
的表达量高于 ＣＴＢ，此观察结果表明，ｈＣＧ可能通过 ｃＡＭＰ和
ＰＫＡ对滋养细胞分化产生自分泌和／或旁分泌作用［２３］。Ｓｈｉ等
人进一步研究发现，Ｈ８９对ＰＫＡ的抑制可阻断ｈＣＧ诱导的滋养
细胞分化，且第一次证明了 ｈＣＧ可增强 ＣＴＢ分化为 ＳＴＢ［２４］。
ｈＣＧ能够以双相方式自我调节其自身亚基的 ｍＲＮＡ的表达水
平，即在分化初期，低水平的 ｈＣＧ可以促进滋养细胞 ｈＣＧ的生
物合成并提高ｈＣＧ和受体的表达，进一步促进滋养细胞的分化
以及ｈＣＧ的合成；但是，当ｈＣＧ的合成到达一定程度是，ｈＣＧ的
生物合成及ｈＣＧ和ＬＨ受体的表达受到抑制，从而实现滋养细
胞分化的负反馈调节，并保持 ｈＣＧ维持在所需要的正常水
平［１１］。

２４　氧张力（Ｏｘｙｇｅｎｔｅｎｓｉｏｎ）
Ｒｏｄｅｓｃｈ等人通过测量胎盘绒毛间隙内氧张力的变化，发

现绒毛间隙氧张力明显低于子宫内膜氧张力［２５］。氧张力降低

可以通过多种氧敏感信号通路导致细胞功能的改变，以增强滋

养细胞对低氧环境的耐受，主要包括下游的缺氧诱导因子

（ＨＩＦ），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ｍＴＯＲ）和内质网应激介导
的未折叠蛋白反应（ＵＰＲ）途径［２６］。ＨＩＦ是由两个亚单位，ＨＩＦ
α和ＨＩＦβ组成的异二聚体转录因子，在浅层滋养层浸润和不
完全血管重塑导致持续缺氧时，ＨＩＦα可持续表达到妊娠中后
期，以对抗血管生成失衡［２７］。ＨＩＦα稳定后，就会与 ＨＩＦβ复
合并调节许多基因的转录，包括参与血管生成、葡萄糖代谢和

细胞存活的基因。ｍＴＯＲ是一种普遍表达的丝氨酸／苏氨酸激
酶，可调节ｍＲＮＡ翻译，细胞生长和细胞代谢［２８］。在低氧条件

下，ｍＴＯＲ及其效应物磷酸化降低［２９］，表明缺氧可能通过抑制

ｍＴＯＲ介导的蛋白质翻译而启动细胞能量保护，降低 ＡＴＰ消
耗，但缺氧调节 ｍＴＯＲ通路的确切机制尚未可知，需要进一步
的研究。ＥＲ为蛋白质加工折叠的场所，在缺氧等病理刺激下，

可以破坏ＥＲ稳态，导致蛋白质的错误折叠或未折叠蛋白质的
聚集。在早期妊娠过程中，滋养细胞可以启动ＵＰＲ途径以恢复
ＥＲ稳态，即通过伴侣蛋白ＧＲＰ７８结合折叠错误或未折叠蛋白，
诱导ＵＰＲ信号传导，使折叠错误或为折叠蛋白在蛋白酶体的介
导下被降解，如若病理刺激太过强烈，则可以直接诱导靶细胞的

凋亡［３０］。

#

　滋养细胞分化缺陷与妊娠早期相关疾病
３１　反复种植失败（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ＲＩＦ）

ＲＩＦ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一般定义为≥３次移植周
期且每周期均至少移植１枚优质胚胎仍未成功妊娠者。据统
计，约有 １０％的女性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后经历了 ＲＩＦ［３１］。
滋养细胞的粘附为胚胎植入的前提，已有实验证明，平衡易位的

人胚胎干细胞（Ｈｕｍａｎ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ｈＥＳＣ）由于滋养层分
化异常可导致植入失败。整合素是由 α和 β亚基组成的异二
聚体，可介导细胞粘附、迁移、信号转导和基因表达。研究发现，

整合素β３在胚泡期滋养层细胞和内细胞团（ＩＣＭ）的细胞质中
表达水平显著增加，在胚泡附着过程中，子宫内膜的顶端有整合

素β３的表达，且若降低子宫内膜细胞中整合素 β３的表达水
平，可以显著降低大鼠胚泡的附着［３２］。但是，一旦胚泡附着于

子宫内膜细胞后，整合素β３就会重定位于滋养细胞顶膜上，表
明整合素β３可能以旁分泌的形式参与胚胎植入，这将有助于
我们进一步了解ＲＩＦ与滋养细胞之间的关系。
３２　复发性自然流产（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ＲＳＡ）

复发性流产是指妊娠２０周之前３次或３次以上的临床妊
娠失败流产，全世界范围内有１５％～２５％ 的育龄妇女有妊娠早
期流产史。ＲＳＡ病因非常复杂，可以分为２类：母体因素与胎儿
因素，胎儿因素中滋养细胞功能不全为重要原因之一。ＳＮＨＧ７
为ｌｎｃＲＮＡ的一种，最早在淋巴母细胞中被发现与许多癌症的
发展有关［３３］。Ｘｉａｎｇ等［３４］的实验发现，ＲＳＡ绒毛中 ＳＮＨＧ７表
达较正常妊娠绒毛表达水平显著降低，且体外实验表明，ＳＮＨＧ７
沉默可以抑制 ＨＴＲ８／ＳＶｎｏｅ细胞的增殖与侵袭。大量研究表
明，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的异常表达可能与 ＲＳＡ的发生有
关［３５］，生物信息学分析显示 ｍｉＲ３４ａ与 ＷＮＴ１的３′ＵＴＲ紧密
靶向，ｍｉＲ３４ａ的过表达与ＳＮＨＧ７沉默可显著降低 ＷＮＴ１相关
蛋白表达水平。以上研究说明，ＳＮＨＧ７可以与 ｍｉＲ３４ａ靶向结
合，通过 Ｗｎｔ／βｃａｔｅｎｉｎ信号通路在 ＲＳＡ进展中发挥重要作
用［３３］，为ＲＳＡ的发病机制和潜在治疗靶点提供了新的见解。

综上所述，滋养细胞的正常分化对胚胎植入与早期妊娠的

维持至关重要。滋养细胞的分化受众多因素调节，且各种调节

因素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相互影响，共同调节。但是，目前

对参与调控滋养细胞分化的各因素间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仍

然需要大量研究以深入解析其中机制。对滋养细胞分化及其调

控机制的阐明，将有助于我们对胚胎着床的进一步了解，从而为

辅助生殖技术及早期妊娠相关疾病如 ＲＳＡ提供诊断与治疗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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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子玻璃化冷冻技术在辅助生殖中的临床应用
汪丹妮△　张丹瑜　张俊
深圳市人民医院计划生育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２０

【摘要】　目的　研究并探讨卵子玻璃化冷冻技术在辅助生殖中的可行性和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深圳市人民医院诊治的卵巢功能衰退、接受放化疗手术以及患有盆腔疾病行卵子
玻璃化冻融术后行卵母细胞内单精子注射的７２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设为观察组；另外选取深圳市人民医
院７２例同期内行新鲜卵子ＩＣＳＩ的患者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的受精率、流产率以及妊娠患者的胚胎
情况。结果　行卵子玻璃化冷冻的患者与行新鲜卵子 ＩＣＳＩ的患者其受精和流产情况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同时，观察组患者的卵裂率、优质胚胎数以及临床妊娠情况等与行新鲜卵子ＩＣＳＩ的对照组患
者之间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卵子玻璃化冷冻技术在提高患者妊娠率、辅助生殖中具有
较好效果，有助于保存女性生育能力。

【关键词】　卵子玻璃化冷冻；辅助生殖；生育能力；临床妊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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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有研究表明，通过玻璃化冷冻卵子以辅助生殖有利于
保存女性生育能力、促进妊娠分娩［１］。但是，由于卵子的体积

巨大使得抗冻剂保护剂难以进入细胞，以及卵子的高敏感性导

致其在冷冻和解冻过程中容易遭受损伤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这

项技术的普及受到一定阻碍［２］。伴随着玻璃化冷冻技术的发

明和应用，卵子冷冻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提高了妊娠率。临床上

可以利用这项技术帮助卵巢功能衰退、接受放化疗手术以及患

有盆腔疾病的女性保存生育能力，使得其生育年龄延长［３５］。

近年来，深圳市人民医院生殖中心将卵子玻璃化冷冻技术与新

鲜卵子ＩＣＳＩ与患者妊娠结局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探索卵子
玻璃化冷冻在辅助生殖中的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深圳市人民医院诊治的行

卵巢功能衰退、接受放化疗手术以及患有盆腔疾病行卵子玻璃

化冻融术后行卵母细胞内单精子注射的７２例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设为观察组。另外选取同期内深圳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７２例
卵巢功能衰退、接受放化疗手术以及患有盆腔疾病行新鲜卵子

ＩＣＳＩ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８岁 ～３８岁，
年龄 （３２５±４２）岁。不孕病程（４１±２２）年。对照组患者
年龄范围 ２９岁 ～３５岁，年龄 （（３２６±４４）岁。不孕病程
（４１２±２１）年。纳入标准：①子宫卵巢形态正常、月经规律正
常、ＢＭＩ正常；②年龄≤３９岁。排除标准：①合并泌尿系感染，
阴道滴虫、支原体、衣原体等感染；②恶性肿瘤、重大器官功能障
碍。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以及平均不孕年限等方面比较，其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深圳
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并且经所有研究对象知情同

意。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卵子玻璃化冷冻　卵子冷冻前利用６０ＩＵ／ｍＬ的透明质
酸酶（购自美国ＳＡＧＥ公司）将卵冠丘复合体处理３０～４０ｓ，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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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颗粒细胞后选择ＭＩＩ期成熟卵母细胞进行冷冻。通过Ｖｉｔｒ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Ｋｉｔ（日本 ＫＩＴＡＺＡＴＯ公司）对卵子进行冷冻，冷
冻液包括ＶＳ（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ｔｉｏｎ）以及 Ｅ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冷冻液使用之前首先将其置于２５℃环境下平衡３０ｍｉｎ。
将卵子置于ＥＳ表面并将其于室温下静置８～１０ｍｉｎ，然后将其
移至ＶＳ冷冻液中，使卵子在ＶＳ冷冻液的３个不同位置反复吸
吐从而洗净ＥＳ，此过程不超过１ｍｉｎ，待卵子充分吸收 ＶＳ后将
其洗出并放置于 Ｃｒｙｏｔｏｐ载杆 （购自日本 ＫＩＴＡＺＡＴＯ公司）上，
吸干卵子周边残留液体后将其投入液氮中。

１２２　卵子复苏流程　通过 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ｏｌｉｎｇＫｉｔ（日本
ＫＩＴＡＺＡＴＯ公司）对卵子进行解冻，解冻液包括 ＤＳ（Ｄｉｌｕｔｅ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稀释液、ＷＳ１／２（Ｗａｓｈｉｎｇ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２）以及 ＴＳ（Ｔｈａｗｉｎｇ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解冻液。首先将 ＴＳ置于３７℃环境下平衡３０ｍｉｎ，ＤＳ
以及ＷＳ１／２于２５℃环境下平衡３０ｍｉｎ。于液氮中取出装有卵
子的Ｃｒｙｏｔｏｐ载杆并将其前端浸入 ＴＳ，６０ｓ内将卵子洗脱并将
其转移到ＤＳ稀释液表面待卵子下沉，此时冷冻卵子的形态逐
渐恢复。将卵子分别置于 ＷＳ１和 ＷＳ２稀释液中５ｍｉｎ，待其
形态完全恢复后将其置于培养液中进行培养。

１３　内膜准备和胚胎移植
通过人工周期的方法使患者进行内膜准备。通过 Ｂ超定

期监测患者情况，所有患者均在月经第３天服用补佳乐（生产
厂家：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Ｊ２０１３０００９），２ｍｇ／ｄ，根据其内膜情况对用量进行调整。待患者
内膜超过８ｍｍ及以上时为其肌注黄体酮（生产厂家：浙江仙琚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３３０２０８２８）并且对卵
子进行解冻、行ＩＣＳＩ。待黄体酮给药４ｄ后进行胚胎移植，胚胎
移植结束后使患者继续肌注黄体酮和口服酸雌二醇。

１４　受精以及妊娠结局确定
成功解冻卵子后对第一极体明显的卵子行 ＩＣＳＩ，受精１８ｈ

左右对其受精情况进行观察，将雌雄原核 （２ＰＮ）的出现作为受
精成功标志。之后将受精成功的卵子转到卵裂培养基中进行

培养，３天后观察其培养情况。挑选２枚 ～３枚卵裂球大小均
一、细胞数在７～９之间、胞质饱满且碎片≤２０％的优质胚胎进
行移植。

移植胚胎１４天后抽取患者血液检测 βＨＣＧ情况，若 β
ＨＣＧ呈阳性则继续对其行黄体支持，通过Ｂ超检测到宫内孕囊
以及胎心搏动则认定为临床妊娠。

１５　观察指标
受精率（受精卵数目／成熟卵细胞数目 ×１００％）、流产率

（流产患者总数目／临床妊娠总数目 ×１００％）、卵裂率（胚胎数
目／总受精卵数目 ×１００％）、优质胚胎率（优质胚胎总数目／总
胚胎数×１００％）、临床妊娠率（临床妊娠总数目／胚胎移植总数
目×１００％）。
１６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率（％）表示；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受精和流产情况比较

比较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受精率和流产率发现，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受精和流产情况比较

类别 例数 受精率 流产率

观察组 ７２ ９０２８（６５／７２） ２０００（３／１５）

对照组 ７２ ８８８９（６４／７２） １８７５（４／１６）

χ２值 ００７４０ ０１１１

Ｐ值 ０７７８５ ０７３９

２２　两组患者胚胎情况比较
比较两组妊娠患者的卵裂情况、优质胚胎以及临床妊娠情

况发现，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胚胎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卵裂率 优质胚胎率 临床妊娠率

观察组 ７２ ９１６７（５５／６０） ４４２３（２３／５２） ３８８９（７／１８）

对照组 ７２ ９１８０（５７／６１） ４６３０（２５／５４） ４２１１（８／１９）

χ２值 ０１３９ ００４６ ００４０

Ｐ值 ０７１０ ０８３１ ０８４２

#

　讨论
配子或胚胎的冷冻保存在当前辅助生殖技术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过去临床上往往通过缓冻法来对胚胎或配子进行冷

冻，但该方法耗时较长，同时冷冻过程中存在形成冰晶进而损伤

细胞的风险［６７］。玻璃化冷冻技术的应用使得以上问题的解决

成为可能。由于卵子的体积表面比相对较低，因此其脱水和吸
收冷冻液的效率也较低。同时，染色体的暴露也使得其难以受

到核膜保护，加剧了微管和 ＤＮＡ损伤的风险［８１０］。因此，冷冻

卵子相对于冷冻胚胎较为困难。

有关研究证实［１１］，玻璃化冷冻及解冻卵子要比缓冻法冷冻

和解冻卵子的复苏率高。此外，玻璃化冷冻及解冻卵子相对于

缓冻法来说其分裂纺锤体恢复的速度也要快很多［１２１５］。当前

已有研究表明［１６１７］，一些年轻不孕夫妇采用行玻璃化冷冻的受

精情况和妊娠情况相对于新鲜卵子来说不存在明显差异。玻璃

化冷冻相对于自然受孕、ＩＣＳＩ／ＩＶＦ等手段其染色体异常以及胎
儿缺陷等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ＲｉｅｎｚｉＬ等通过纵向列队分
析多中心发现，卵子冷冻时间与卵子复苏情况和妊娠结局之间

不存在明显关联，冷冻卵子的周期，其受精、妊娠以及分娩情况

与新鲜ＩＶＦ周期之间无明显差异［１８］。

本研究通过对深圳市人民医院７２例卵巢功能衰退、接受放
化疗手术以及患有盆腔疾病行卵子玻璃化冻融术后行卵母细

胞内单精子注射的患者以及同期７２例卵巢功能衰退、接受放化
疗手术以及患有盆腔疾病行新鲜卵子 ＩＣＳＩ的患者的受精率、流
产率以及临床妊娠率进行比较发现，行卵子玻璃化冷冻的患者

与行新鲜卵子ＩＣＳＩ的患者其受精和流产情况之间不存在显著
差异；同时，观察组患者的卵裂率、优质胚胎数以及临床妊娠情

况等与对照组患者之间差异也不明显。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以上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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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卵子玻璃化冷冻技术在辅助生殖中具有较好效

果，有助于保存女性生育能力，值得进一步在临床推广应用。

参 考 文 献

［１］　ＡｎｔｉｎｏｒｉＭ，ＬｉｃａｔａＥ，ＤａｎｉＧ，ｅｔａｌ．Ｃｒｙｏｔｏｐ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ｏｏ
ｃｙｔｅ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ｈｉｇｈ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ｉｅｓ［Ｊ］．Ｒ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ｎｌｉｎｅ，２００７，１４（１）：７２７９．

［２］　ＰａｌｍｅｒｉｎｉＭＧ，ＡｎｔｉｎｏｒｉＭ，ＭａｉｏｎｅＭ，ｅｔａｌ．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ｉｍｍａ
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ａｔｕｒｅｈｕｍａｎｏｏｃｙ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ｃｒｙｏｔｏｐ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６０（６）：４１１４２０．

［３］　李娜，苗聪秀，关素萍，等．玻璃化冷冻法在未成熟卵子冷冻技术
中的应用［Ｊ］．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１０）：６９０６９２．

［４］　曹金凤，郝桂敏，赵志明，等．卵子玻璃化冷冻在体外受精胚胎移
植周期中的临床应用［Ｊ］．中国妇幼保健，２０１３，２８（１６）：２５９９
２６０１．

［５］　孙贻娟，冯云，张爱军，等．人成熟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技术的临
床应用［Ｊ］．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２，２０（７）：１１１１１３．

［６］　耿洁，胡玉琴，刘兰兰．卵子玻璃化冷冻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取
精失败周期中的应用［Ｊ］．实用医院临床杂志，２０１４，１１（１）：１５６
１５７．

［７］　秦文松，刘英，秦辉灵，等．人卵母细胞玻璃化冷冻技术在辅助生
殖中的应用［Ｊ］．中国性科学，２０１５，２４（２）：９３９５．

［８］　Ｒｏｄｒｉｇｕｅｚ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Ｈ．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ｃｉｎｅｇａｍｅｔｅｓ，ｅｍｂｒｙｏｓ
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Ｊ］．Ｃｕｒｒｅｎｔ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Ｃｒｙｏｂｉ
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１２（３）：８６９２．

［９］　陈莉，刘琦．玻璃化冷冻技术在人类辅助生殖中的应用［Ｊ］．中华

男科学杂志，２０１０，１６（６）：５５６５６０．
［１０］　陈春华，李萍，宋岳强．卵子冷冻研究进展［Ｊ］．生殖与避孕，

２０１４，３４（４）：３１１３１６．
［１１］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ｔｕｒｅｏｏｃｙｔｅ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Ｊ］．Ｆｅｒｔｉｌ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１３，
９９（１）：３７４３．

［１２］　ＳｍｉｔｈＧＤ，ＳｅｒａｆｉｎｉＰＣ，ＦｉｏｒａｖａｎｔｉＪ，ｅｔ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ｏｏｃｙｔｅ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ｌｏｗｒａｔｅ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ｒ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Ｓｔｅｒｉｌｉｔｙ，２０１０，９４（６）：２０８８２０９５．

［１３］　ＳｈｕＨ，ＳｕｚｕｋｉＮ，ＩｓｈｉｚｕｋａＢ，ｅｔａｌ．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ｍａｌｅｇｅｒｍ
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ｏｖａｒｉａｎｔｉｓｓｕｅｓｆｏｒ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Ｊ］．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ｎｄ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１０（３）：１６１１６９．

［１４］　王瑶，狄文．卵子冷冻技术的应用进展［Ｊ］．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医学版，２０１３，３３（８）：１１７１１１７５．

［１５］　吴成亮，巢时斌，曾敬人，等．玻璃化冷冻技术在人类胚胎中的应
用价值［Ｊ］．中国现代医生，２０１６，５４（１０）：９９１０１．

［１６］　孙小花，陈海啸．卵子玻璃化冷冻复苏后行卵母细胞胞浆内单精
子显微注射２７例临床结局［Ｊ］．东南国防医药，２０１６，１８（３）：
２６２２６４．

［１７］　李弘，任文娟，惠董娜，等．胚胎玻璃化冷冻技术在辅助生殖治疗
中的应用［Ｊ］．中国实用医刊，２０１４，４１（５）：３８３９．

［１８］　ＲｉｅｎｚｉＬ，ＣｏｂｏＡ，ＰａｆｆｏｎｉＡ，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ｌｅ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ｒａｔｅｓａｆｔｅｒｏｏｃｙｔｅｖｉｔ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ｃｏｈｏｒｔ
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ｒｉｃｓｔｕｄｙ［Ｊ］．Ｈｕｍａｎ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１２，２７（６）：１６０６
１６１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通讯作者】任维聃，Ｅｍａｉｌ：ｌｉａｎｇｌｉｕｕ８５＠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２１ ·妇科与生殖医学·

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治疗妊娠期合并高位肛周
脓肿的疗效观察
任维聃１△　刘桂伟１　徐娟２　马小群１　姜国胜１

１沧州市中心医院肛肠外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２沧州市中心医院影像科，河北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１

【摘要】　目的　探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治疗妊娠期合并高位肛周脓肿的疗效。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沧州市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００例妊娠期合并肛周脓肿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
机分为两组，每组５０例患者。观察组５０例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对照组５０例患者采用高位
切开挂线术。对两组患者疼痛程度和肛门括约肌功能进行评分，评价治疗效果，并记录患者住院时间、住院

费用、创面愈合时间等情况，随访观察患者复发和并发症发生。结果　观察组患者痊愈率为９８０％，对照组
患者痊愈率为９４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均
少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和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
均明显降低，观察组患者相关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并发症发生率（２０％）低于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２２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患者复发率（０％）低于对照组患者复发率（１６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妊娠期
合并高位肛周脓肿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治疗，疗效肯定，对患者损伤小，并发症少，复发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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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肛周脓肿；超声引导；妊娠；置管引流；穿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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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肛周脓肿是肛肠科常见病之一，是指直肠、肛管周围组织
或间隙之间出现化脓性感染发展为脓肿［１］。近年来，由于人们

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肛周脓肿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并

且好发于妊娠期女性［２］。由于妊娠期的特殊性，一旦合并肛周

脓肿，即以保守治疗为主，尽可能减少对母婴健康的危害，但是

对于保守治疗效果差、病情较重的高位肛周脓肿患者，仍然需

要及时进行手术治疗。高位挂线术是一种传统术式，手术对患

者创伤大、换药痛苦、复发率高，而且由于手术需要麻醉，经常引

起患者及家属的排斥，担心麻醉药物影响胎儿健康［３４］。因此，

如何安全、有效、微创治疗妊娠期合并肛周脓肿是临床研究的

关注的课题。本研究针对妊娠期合并肛周脓肿患者采用超声

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治疗，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将有关情况

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沧州市中心医院诊治的
１００例妊娠期合并肛周脓肿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
法将其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０例患者。观察组患
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４岁，年龄（２７４２±４５６）岁；病程范围７
天～４个月，病程（３９６５±７４４）天；早期妊娠１７例，中期妊娠
２６例，晚期妊娠７例；脓肿部位：高位括约肌间１６例，直肠后深
间隙８例，肛提肌上２例，多间隙脓肿２４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范围２２岁～３１岁，年龄（２７１５±４２７）岁；病程范围７天～４个

月，病程（３９２８±７８６）天；早期妊娠１８例，中期妊娠２５例，晚
期妊娠７例；脓肿部位：高位括约肌间１６例，直肠后深间隙６
例，肛提肌上３例，多间隙脓肿２５例。比较两组患者年龄、病
程、妊娠时间和患病部位等一般资料，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沧州市中心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诊断标准［５］：①具有肛周烧灼痛、跳痛，活动或排便时加剧
等表现，可伴发热、寒战、乏力；②体检发现肛门周围局部红肿，
有触痛、波动感，局部皮温升高；③血常规检查显示白细胞和中
性粒细胞升高；④腔内超声检查可见脓腔。

纳入标准：①经诊断标准确诊，并为高位脓肿；②妊娠期女
性；③无肛肠外科治疗史；④患者及家属共同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低位脓肿，或皮下脓肿；②合并特异性肠炎；③
合并严重重要脏器疾病；④有精神疾病史。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治疗：①患者取
侧卧位，将ＨｉｔａｃｈｉＨＩ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ｅｉｒｕｓ超声诊断仪探头套上避孕套
（套内涂耦合剂）；②经直肠探查脓肿大小、形态、深度、透深度
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设定穿刺点，做好皮肤标记；③碘伏
消毒铺单，使用２％利多卡因局麻；④将引流套管针穿刺脓肿
区，进入较深位置，然后退出针芯，固定留置套管；⑤先抽吸脓
液，用生理盐水＋双氧水反复冲洗，直至冲洗液不含脓性分泌
物；⑥留置引流管，固定并接引流袋；⑦超声检测脓腔消失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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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及时调整引流管位置，无引流物后２４ｈ内拔管。
对照组患者采用切开高位挂线治疗：①术前准备同观察

组；②在脓肿最明显处做一放射状切口，长约１０ｃｍ～１５ｃｍ；③
示指探查脓腔，并钝性分离，排除脓液；④用球头探针探入，切开
皮肤、皮下组织，暴露肌间隙，彻底清除内口坏死组织；⑤使用止
血钳将脓腔顶端最薄弱处穿透，然后将直肠粘膜、内括约肌和

直肠环肌用橡皮筋挂实线；⑥退出探针，将橡皮筋一端从切口
牵出肛外；⑦将内外两端橡皮筋合拢，钳夹，然后钳下丝线结扎，
凡士林纱条填塞脓腔。

术后６ｈ即可以恢复正常饮食，忌辛辣，常规换药。
１３　观察指标［６７］

观察指标：①疼痛评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价患者治
疗前后疼痛程度，分为０～１０分：０分为无痛，１～３分为轻度疼
痛，４～７分为中度疼痛，８～１０分为重度疼痛；②肛门括约肌功
能评分：参考Ｗｉｌｌｉａｍｓ标准评价治疗后肛门功能，１分：气体、液
体、固体控制良好；２分：液体、固体控制良好，气体失禁；３分：固
体控制良好，气体失禁，偶尔液体失禁；４分：经常液体失禁，偶
尔污染衣裤；５分：经常全类失禁；③记录患者住院时间、住院费
用、创面愈合时间等情况，随访６个月，记录复发和并发症发生。
１４　疗效评价标准［８］

将治疗效果分为：①痊愈：患者肛周红肿热痛症状消失，血
常规和超声检查恢复正常；②有效：患者红肿热痛症状明显缓
解，脓肿明显缩小；③无效：患者症状体征无明显变化。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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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痊愈 ４８例，有效 ２例，无效 ０例，痊愈率为
９８０％；对照组患者痊愈４７例，有效３例，无效０例，痊愈率为
９４０％。比较两组患者痊愈率，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比较

观察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均少于对

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的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创面愈合时间

（ｄ）
住院时间

（ｄ）
住院费用

（元）

观察组 ５０ ２１３５±４４９ １４６８±２４６ ３５１７２４±５５７６２

对照组 ５０ ５２８６±８６７ ２２５９±５３１ ４２０６９３±５９８１８

ｔ值 ２２８２０ ９５５８ ５９６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和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和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均明显降

低，其中观察组患者疼痛评分和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均低于同

时间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后疼痛评分和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观察组（ｎ＝５０）

术后２ｄ 术后７ｄ

对照组（ｎ＝５０）

术后２ｄ 术后７ｄ

疼痛评分 １３８±０３９ ０２９±００７ａ ２６４±０５０ １８８±０５７ａ

肛门括约肌功能评分 １５８±０４６ ０１９±００５ａｂ ２５９±０５３ｂ ２０２±０６４ａ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后２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时间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并发症和复发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为２０％，对照组患者并发症发

生率为２２０％；观察组患者复发率为０％，对照组患者复发率为

１６０％。两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和复发率比较，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和复发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肛瘘 肛门部分失禁 复杂性肛周脓肿 并发症发生 复发

观察组 ５０ １（２０）　 ０（０）　 ０（０）　 １（２０） ０（０）　

对照组 ５０ ７（１４０） ４（８０） ８（１６０） １１（２２０） ８（１６０）

χ２值 — — — ９４７０ ８６９６

Ｐ值 — — — ＜０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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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肛周脓肿是常见的肛管疾病之一，其发病机制的相关学说

较多，主要有：①肛腺感染：肛门腺位于内外括约肌间隙的下半
部分，开口于肛窦，能够分泌多糖粘液，起到润滑作用，这也为细

菌感染做了很好的培养基，当肛窦因排便刺激受损发生感染

后，立即蔓延至肛腺，引起肛周炎症，最后发展成为脓肿［９］。②
中央间隙：细菌首先入侵肛管上皮，在中央间隙形成脓肿后，经

括约肌间隙向各个方向蔓延，因肛周微血管和淋巴管丰富，会

迅速形成不同的脓肿［１０］。③性激素：有研究发现性激素水平直
接影响肛腺功能，性激素旺盛时，肛腺扩大，肛周脓肿发生率

高［１１］。而肛周脓肿也是妊娠期女性常见病，结合女性妊娠特

点，可能有以下原因：①妊娠期女性雌、孕激素分泌变化，组织血
管扩张，容易受排便等因素刺激破裂引起感染。②随着胎儿的
增大，直肠受子宫压迫越来越严重，不仅血流发生改变，而且容

易发生便秘，引起大便干结，刺激周围血管后诱发感染形成脓

肿［１２］。妊娠期合并高位肛周脓肿，不仅会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而且若治疗不及时不到位，还可能引起不良后果，危害母婴健

康。目前，临床对肛周脓肿的治疗研究较多，但对妊娠期患者的

治疗尚无统一认识。我国治疗常以切开挂线引流术为主，但该

手术创面大、愈合慢，而且需要坐浴，但是妊娠期女性严禁坐浴，

故患者常因引流不充分导致复发［１３］。

本研究通过对观察组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穿刺置管引流，

发现其创面愈合时间、住院时间和住院费用均少于对照组患者

（Ｐ＜００５），这说明此种方法能够加快患者康复时间，减少治疗
费用，具有较好的社会学意义。同时，观察组术后疼痛评分和肛

门括约肌功能评分均低于同时间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这提
示穿刺置管引流能够减少患者痛苦，尽可能保护括约肌功能。

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通过超声引导，能够选择最佳穿刺路

径，并将引流管放置最佳位置，而且使用穿刺针能够充分破坏

脓腔间隔，最大程度引流，最关键的是穿刺不经肛管，对肛门括

约肌损伤小，不容易引起术后并发症，也不会因排便影响引起

复发［１４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

（２０％）低于对照组患者发生率（２２０％），观察组患者复发率
（０％）低于对照组患者复发率（１６０％），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此与陈明晓等［１６］的研究结果相符。肛瘘是

常见的并发症，通过超声引导穿刺能够有效避免肛瘘的形成。

本次研究中，笔者对超声引导穿刺还有如下体会：①穿刺进针
后抽吸脓液，必须反复冲洗至无脓性分泌物，对分隔间隙也要

穿透，防止复发。②通过加大穿刺针和声束的角度，可以将针尖
清晰显示。③根据引流液的多少，留置引流管的时间一般为３ｄ
～１０ｄ，不可过短也不可过长［１７］。

总之，对妊娠期合并高位肛周脓肿患者采用超声引导下穿

刺置管引流治疗，疗效肯定，对患者损伤小，并发症少，复发率

低，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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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后剩余羊水量对分娩方式及妊娠
结局的影响
杨玲玲△　薛红　马筱薇　李菲
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苏州市吴江区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２１１

【摘要】　目的　分析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后剩余羊水量对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６月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苏州市吴江区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９８例３４周 ～４２
周胎膜早破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按照羊水指数分为剩余羊水过少组（６２例），剩余羊水偏少组（６８例），剩
余羊水正常组（６８例），分别比较３４周～３６周＋６天及３７周～４２周的胎膜早破产妇三组间分娩方式及妊娠
结局的差异。结果　剩余羊水过少组、剩余羊水偏少组、剩余羊水正常组孕妇年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４周～３６周＋６天的孕妇中，剩余羊水过少组破膜至分娩时间、剖宫产率、阴道助产率、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分、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热及绒毛膜羊膜炎发生率均明显大于羊水偏少和羊水正常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剩余羊水偏少组破膜至分娩时间大于羊水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三组间出生体重、胎儿窘迫及产后出血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７周 ～４２周的孕妇
中，剩余羊水过少组破膜至分娩时间及剖宫产率明显大于羊水偏少和羊水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后两组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三组间阴道助产率、出生体重、胎儿窘迫、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
分≤７分、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产后出血、发热及绒毛膜羊膜炎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结论　孕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早破产妇对剩余羊水量的反应较足月胎膜早破敏感，剩余羊水 ＡＦＩ≤５ｃｍ
可能会影响孕３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早破产妇的分娩方式，增加不良妊娠结局发生率。

【关键词】　胎膜早破；羊水；分娩；妊娠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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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膜早破（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Ｍ）是指胎膜
在临产前发生自发性破裂，其发生率约为５％ ～１０％［１］。羊水

是评价胎儿宫内情况的一项重要指标，为胎儿提供了恒温、恒

压的宫腔内环境，胎膜早破后羊水外溢的速度超过了生成的速

度，会导致宫内剩余羊水量减少。近年来，围产学者开始关注胎

膜早破后剩余羊水量与母婴结局的关系，并有学者认为剩余羊

水量过少与不良围产儿结局密切相关［２］，但由于研究孕周及破

膜后处理原则不同，导致研究结果略有出入。苏州市吴江区中

医医院（苏州市吴江区第二人民医院）对于孕周≥３４周胎膜早
破的产妇采取的处理方式及原则一致，故本研究选择妊娠３４周
～４２周之间胎膜早破孕妇作为研究对象，以３７周为界限，进一
步分析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分娩方式及妊娠结局

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３年１月年至２０１８年６月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
（苏州市吴江区第二人民医院）产科因胎膜早破住院分娩的产

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初产妇；②单胎妊娠，头先露；③
破膜孕周为３４周～４２周；④入院时明确尚未临产；⑤入院时无
绒毛羊膜炎、胎盘早剥等并发症。排除标准：①胎儿发育畸形；
②患有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期合并症及特有疾
病；③入院前妊娠期间超声提示羊水过多或过少；④入院时急
需立即剖宫产终止妊娠，如胎盘早剥、急性胎儿宫内窘迫，或住

院期间因社会因素行剖宫产。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

情同意，并获苏州市吴江区中医医院（苏州市吴江区第二人民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胎膜破裂后超声检测剩余羊水指数（ＡＦＩ）的结果将不

同孕周的病例进一步分为三组：剩余羊水过少组（ＡＦＩ≤５ｃｍ）６２
例，剩余羊水偏少组（５ｃｍ＜ＡＦＩ≤８ｃｍ）６８例，剩余羊水正常组
（８ｃｍ＜ＡＦＩ＜２５ｃｍ）６８例。

胎儿窘迫的诊断标准［３］：胎心率异常，胎儿电子监护出现

多发晚期减速、重度变异减速，有羊水Ⅱ度以上污染；绒毛膜羊
膜炎的诊断标准［３］：孕妇体温≥３８℃，且同时伴有以下２项：①
阴道分泌物异味；②孕妇白细胞＞１５×１０９／Ｌ；③孕妇心率＞１００
次／ｍｉｎ；④宫底有压痛；⑤胎心率 ＞１６０次／ｍｉｎ；产后出血的诊
断标准［３］：胎儿娩出后２４小时内出血量超过５００ｍＬ。
１３　胎膜早破的处理方法

按照胎膜早破的诊断与处理指南（２０１５）［４］，入院后评估母
胎状况，符合引产指征者于破膜后２ｈ～１２ｈ内遵照规范引产，
有剖宫产指征者如胎头高浮、引产失败、羊膜腔感染、胎儿窘迫

且预计短时间无法经阴分娩者，应行剖宫产终止妊娠，并作好

新生儿复苏准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
用χ２检验，以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研究对象一般情况

胎膜早破孕周为３４周 ～３６周 ＋６天的病例９６例，其中剩
余羊水过少组３０例，年龄（２７２７±３８９）岁，分娩孕周（３５２１±
１３９）周；剩余羊水偏少组３３例，年龄（２７３６±３０５）岁，分娩孕
周（３５０８±１５６）周；剩余羊水正常组 ３３例，年龄（２７４２±
３８８）岁，分娩孕周（３５０２±１４２）周。三组年龄及分娩孕周无
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胎膜早破孕周为３７周 ～４２周１０２例，
其中剩余羊水过少组３２例，年龄（２７５６±３６２）岁，分娩孕周
（３９０７±１６４）周，剩余羊水偏少组３５例，年龄（２７６５±３２４）
岁，分娩孕周（３９３３±１３９）周，剩余羊水正常组 ３５例，年龄
（２７４０±３３７）岁，分娩孕周（３９２７±１３７）周。三组年龄及分
娩孕周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分娩方式的影响

３４周～３６周＋６天的孕妇中，剩余羊水过少组破膜至分娩
时间、剖宫产率及阴道助产率均明显大于羊水偏少和羊水正常

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剩余羊水偏少组破膜
至分娩时间大于羊水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但两组间剖宫产率及阴道助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３７周～４２周的孕妇中，剩余羊水过少组破膜至分娩时间
及剖宫产率明显大于羊水偏少和羊水正常组（Ｐ＜００５），但剩
余羊水偏少与羊水正常组间破膜至分娩时间及剖宫产率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间阴道助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围产儿结局的影响

３４周～３６周 ＋６天的孕妇中，剩余羊水过少组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
评分≤７分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明显高于羊水偏少
和羊水正常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剩余羊水偏
少与羊水正常组间上述指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三组间
出生体重及胎儿窘迫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３７周 ～
４２周的孕妇中，三组间出生体重、胎儿窘迫、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
７分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发生率均无统计学差异（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分娩并发症的影响

３４周～３６周＋６天的孕妇中，剩余羊水过少组发热及绒毛
膜羊膜炎发生率明显高于羊水偏少和羊水正常组（Ｐ＜００５），
但剩余羊水偏少与羊水正常组间上述指标无统计学差异（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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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三组间产后出血发生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３７周
～４２周的孕妇中，三组间产后出血、发热及绒毛膜羊膜炎发生

率均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分娩方式的影响［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３４周～３６周＋６天

例数
破膜至分娩时间

（ｈ）
剖宫产 阴道助产

３７周～４２周

例数
破膜至分娩时间

（ｈ）
剖宫产 阴道助产

剩余羊水过少组 ３０ ２１２５±４５７ １９（６３３３） １０（９０９１） ３２ ２０５９±５６１ １９（５９３８） ４（３０７７）

剩余羊水偏少组 ３３ １７３１±４０６ａ １０（３０３０）ａ １１（５７８９）ａ ３５ １５１５±３５５ａ １１（３１４３）ａ ３（１２５０）

剩余羊水正常组 ３３ １４２５±４３７ａｂ １２（３６３６）ａ １０（５０００）ａ ３５ １４６８±３８６ａ １１（３１４３）ａ ３（１２５０）

ｔ／χ２值 ２０５７１ ６８６２ ６３６６ ９４２３ ６３４２ ２４９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２ ０２８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剩余羊水过少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剩余羊水偏少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２　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围产儿结局的影响［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３４周～３６周＋６天

例数
出生体重

（ｇ）
胎儿窘迫

１ｍｉｎ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７分

新生儿

呼吸窘迫

综合征

３７周～４２周

例数
出生体重

（ｇ）
胎儿窘迫

１ｍｉｎ
Ａｐｇａｒ评分
≤７分

新生儿

呼吸窘迫

综合征

剩余羊水过少组 ３０ ２２３７９１±２９８１７ ４（１３３３） ６（２０００） ５（１６６７） ３２ ２９８７５６±３６４４２ ３（９３８） １（３１３） １（３１３）

剩余羊水偏少组 ３３ ２２０７４１±２５７８４ ４（１２１２） １（３０３）ａ １（２２２）ａ ３５ ３０３７３５±３４２７８ ３（８５７） ０（０）　 ０（０）　

剩余羊水正常组 ３３ ２２５５２８±２６４７７ ３（９９０） １（３０３）ａ ０（０）ａ ３５ ３０２５６８±４２６５４ ２（５７１） ０（０）　 ０（０）　

ｔ／χ２值 ０２５９ ０２３８ ７７７５ ８４８７ ０１５５ ０３４９ ２１４２ ２１４２

Ｐ值 ０７７２ ０８８８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４ ０８５７ ０８４０ ０３４３ ０３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剩余羊水过少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不同孕周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分娩并发症的影响［ｎ（％）］

组别
３４周～３６周＋６天

例数 产后出血 发热 绒毛膜羊膜炎

３７周～４２周

例数 产后出血 发热 绒毛膜羊膜炎

剩余羊水过少组 ３０ １（３３３） ４（１３３３） ３（１０００） ３２ １（３１３） ３（９３８） ０（０）

剩余羊水偏少组 ３３ １（３０３） １（４４４）ａ ０（０）ａ ３５ １（２８６） １（２８５） ０（０）

剩余羊水正常组 ３３ １（３０３） ０（０）ａ ０（０）ａ ３５ １（２８６） １（２８５） ０（０）

χ２值 ０００６ ６１４２ ６８１３ ０００６ ２００１

Ｐ值 ０９９７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３ ０９９７ ０３６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剩余羊水过少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胎膜早破会导致羊水大量流失，同时母体会及时生成羊

水，保持宫内适当羊水量平衡，但若合并胎儿畸形、胎盘功能

减退等情况，则可能出现破膜后剩余羊水过少［５］。胎膜早破

后剩余羊水量过少会减少肺泡和Ⅱ型肺泡细胞数，且宫缩时
胎儿胸壁受压迫使呼吸道受阻，加重了新生儿呼吸系统疾病

的发生。有研究［６］表明胎膜早破羊水过少新生儿窒息、新生

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生风险会增加４倍。此外，剩余羊水
过少时羊水中存在炎性趋化因子的数目减少，对细菌的屏障

作用减弱，增加宫内感染的风险，进而引起绒毛膜羊膜炎、产

后子宫内膜炎等［７］。胎膜早破后剩余羊水过少会导致宫缩不

协调，阻碍胎先露下降，使产程延长，剖宫产率及阴道助产率

均增加［８］。

胎膜早破后剩余羊水过少对妊娠结局的影响还与破膜时

的孕周有关，对于妊娠２８周 ～３４周胎膜早破孕妇，剩余羊水
ＡＦＩ≤５ｃｍ时，围产儿死亡风险可增加３倍，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７
分风险增加２倍，新生儿败血症风险可增加４倍［９］，而足月以及

近足月（妊娠３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早破孕妇剩余羊水量对
妊娠结局的影响尚不明确。有关研究表明［１０］，足月以及近足月

胎膜早破剩余羊水量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无差异，但有学者［１１］认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８１　　　·

为，妊娠３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早破剩余羊水过少对产妇及新
生儿的不良影响要多于足月胎膜早破。

本研究为了排除处理原则不同对结果产生的影响，选择３４
周～４２周胎膜早破的孕妇作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剩余羊水
量过少对于３４周 ～３６周 ＋６天和３７周 ～４２周胎膜早破孕妇
的分娩方式均有影响，会延长破膜至分娩的时间，增加剖宫产

率，尤其是破膜时间若发生在３４周 ～３６周 ＋６天，破膜至分娩
的时间会随着羊水量的减少而逐渐延长，且剩余羊水量过少明

显增加３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早破孕妇阴道助产的几率，但对
于３７周～４２周孕妇阴道助产率没有影响。在妊娠结局方面，
对于３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早破的新生儿，剩余羊水量过少会
增加出生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的发
生率，还会增加孕妇分娩过程中发热及绒毛膜羊膜炎的发生风

险，但对于３７周 ～４２周胎膜早破的孕妇剩余羊水量对新生儿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及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孕妇发热及
绒毛膜羊膜炎均无影响，这与国内部分研究结果相左［８９］，可能

由于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需要扩大样本量进一步分析以明

确结论。

综上所述，虽然相关指南中建议孕３４周～３６周＋６天胎膜
早破的孕妇因９０％以上的胎儿肺已经成熟，故不宜保胎，应积
极引产，但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剩余羊水的监测，当出现剩余

羊水过少时，应注意孕妇有无感染，有无胎儿窘迫的发生，及时

采用合适的方式终止妊娠，保障母婴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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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和新生儿结局的高危影响因素
李秋红△

河北省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河北 秦皇岛 ０６６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和新生儿结局的高危影响因素。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
２０１８年８月河北省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９８例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和足月胎膜早破的产妇作为研究
对象（观察组）。再选取９８例足月胎膜早破的患者为对照组。对影响两组患者的高危因素以及产妇和胎儿
围产结局的相关性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观察组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的首要原因是阴道炎
（１９３９％），其次是产妇有不良孕产史（１３２７％）。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症状的单因素包括臀位、腹压
升高、阴道炎、不良孕产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症状的高危因素有阴
道炎、不良孕产史、臀位及妊娠期糖尿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窒息发生率
（５８１６％）、新生儿肺炎发生率（４４９０％）、ＮＲＤＳ发生率（４３８８％）以及新生儿病死率（４０８％）显著高于对
照组新生儿窒息发生率（８１６％）、新生儿肺炎发生率（２０４％）、ＮＲＤＳ发生率（１３２７％）以及新生儿病死
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和对照组产妇的剖宫产发生率、产后出血发生率、产褥感染发生
率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影响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的因素很多，阴道炎和不良孕产史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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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因素，为降低未足月胎膜早破发生率，妇女应当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并应注意身体健康问题，为临床治疗提

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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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胎膜早破（ｐｒｅｔｅｒｍｒｕｐｔｕｒｅｏｆｍｅｍｂｒａｎｅ，ＰＲＯＭ）是指产妇在
临产前胎膜出现破裂的现象［１］。产妇孕期达到３７周后胎膜破
裂称为足月胎膜早破，３７周前胎膜破裂称为未足月胎膜早
破［２］。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情况的发生率在 ２０％ ～
３５％范围内，在产科是一种常见病症，发现情况要及时处理，否
则会严重危害产妇和新生儿的生命健康，由于产妇的羊水外流

可能会导致出现胎儿宫内窘迫、宫内感染、胎盘早剥以及早产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等相关并发症。有相关研究指出在越

接近足月的产妇越容易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情况，而这类产妇

中有７７％～９７％的机率破口能够自然愈合［３４］。本研究选取

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河北省秦皇岛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
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和足月胎膜早破的产妇作为研究对象，旨

在探讨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和新生儿结局的高危影响因素。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河北省秦皇岛市妇幼保健
院诊治的９８例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和足月胎膜早破的产妇作
为研究对象（观察组）。再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方法选取９８例足
月胎膜早破的患者为对照组，本研究通过北省市妇幼保健院医

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并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观察

组中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９８例，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７岁，年龄
（７３４±７６８）岁；产妇孕周范围 ２９周 ～３６周 ＋６天，孕周

（３４６２±５５３）周；有８１例是初产妇，１７例为经产妇；产妇怀孕
次数范围０次～４次，孕次（２０７±０９１）；产妇生产次数范围０
次～３次，生产次数（１３５±０４２）次。对照组中足月胎膜早破
产妇９８例，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６岁，年龄（２８１７±８３５）岁；产
妇孕周范围３９周～４１周，孕周（４０３５±０６１）周；有８０例是初
产妇，１８例为经产妇；产妇怀孕次数范围０次～４次，孕次（２１３
±０８９）；产妇生产次数范围 ０次 ～３次，生产次数（１４２±
０７３）次。研究对象的年龄、孕龄和孕次等临床资料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诊断标准：参照《妇产科学》［５］，未足月孕妇突然感到有较

多液体从阴道处流出，继而少量间断性排出。腹压增加，如负

重、咳嗽、打喷嚏时，会有羊水流出，肛诊将胎先露部上推见到流

液量增多，则可明确诊断为早破。辅助检查：使用吸管吸出宫颈

管中液体涂于载玻片上，酒精灯加热１０ｍｉｎ变成白色为羊水；石
蕊试纸ｐＨ值＞６５；窥阴道液干燥涂片见羊齿状结晶；阴器检
查见羊水自宫颈口流出。

纳入标准［６］：①患者均按照《产妇科学》标准判断分类；②
患者同意接受本项目研究内容。排除标准［７］：①未按医嘱在孕
期滥用其他药物；②患有严重内外科疾病，自身带有精神疾病；
③通过促排卵或人工受精妊娠。
１２　研究方法

孕周＜３４周、羊水池深度≥３ｃｍ并无感染症状的的产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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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让孕妇在卧床休息时抬高床尾，不要随意走动，或通过检查

产妇和胎儿的检查结果情况来抑制宫缩、预防发生感染（清洁

外阴或应用抗生素等）、纠正羊水等。予以产妇肌注地塞米松

（国药准字Ｈ２２０２２８８９，规格∶１ｍＬ∶５ｍｇ）５ｍｇ／次，１２小时／次，共
４次，以达到促进胎肺成熟的目的。若发现产妇和胎儿病情发
生恶化，应迅速根据胎儿和母体情况做出判断，选择合理正确

的分娩方式。孕周＞３４周的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如果检查发
现宫颈成熟、胎肺成熟并无禁忌症的产妇可进行引产；如果检

查发现宫颈不够成熟、胎肺成熟，胎儿头部高浮、胎位显示异常，

且有明显的羊膜腔感染症状，或者有胎儿窘迫者，进行抗感染

并同时行剖宫产而终止妊娠，并要作好为新生儿的复苏准备。

１３　观测指标
①统计观察组９８例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的原因。包

括阴道炎、不良孕产史、生殖器官畸形、臀位、妊娠期高血压和糖

尿病、双胎、性交创伤、宫颈机能不全及原因不明。②对未足月
胎膜早破易发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③对比两组新生的结局
情况。新生儿结局包括新生儿窒息、感染、呼吸窘迫综合征

（ＮＲＤＳ）和围生儿死亡。④对比两组产妇的结局情况。产妇结
局包括自然分娩、剖宫产、产后出血和产褥感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导致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的原因情况

根据调查，观察组产妇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原因统计结果

如下（人数：阴道炎１９（１９３９％），不良孕产史，１３（１３２７％），生
殖器官畸形１０（１０２０％），臀位１２（１３２７％），妊娠期高血压１０

（１０２０％），妊娠期糖尿病１２（１３２７％），双胎６（６１２％），性交
及创伤 ４（４０８％），宫颈机能不全 ３（３０６％），原因不明，９
（９１８％），总计９８，（１００００％）。结果发现，观察组产妇出现未
足月胎膜早破的首要原因是阴道炎，其次是产妇有不良孕产史。

２２　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的单因素分析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症状的单因

素包括臀位、腹压升高、阴道炎、不良孕产史，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未足月胎膜早破易发因素进行多因素分析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症状的高危

因素有阴道炎、不良孕产史、臀位及妊娠期糖尿病，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两组新生儿结局情况比较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观察组的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新生儿肺

炎发生率、ＮＲＤＳ发生率以及新生儿病死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的单因素分析［ｎ（％）］

　　因素
观察组

（ｎ＝９８）

对照组

（ｎ＝９８）
ｔ值 Ｐ值

阴道炎 ３０（３０６１） ６（６１２） ３０１３ ００１３

不良孕产史 １２（１２２４） ２（２０４） ６１８５ ０００７

臀位 ２４（２４４８） ２（２０４） ３３７６ ０００２

妊娠期高血压 ４（４０８） ２（２０４） ０７１３ ０６１３

腹压升高 １８（１８３７） ２（２０４） ３９３５ ０００３

羊水过多 ８（８１６） ６（６１２） ０９１４ ０８１３

生殖器官畸形 ６（６１２） ４（４０８） ０８０５ ０１０２

宫颈机能不全 ４（４０８） ３（３０６） ０７０９ ０５１１

表２　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现象的易发因素分析情况

　　因素 β值 ｓ珋ｘ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值

阴道炎 １５３ ０２３ ６０１ ００１３ ０９６２ ０９２６～１００２

不良孕产史 １２５ ０２５ ６８５ ０００７ １０７５ １０２８～１０８８

生殖器官畸形 ０９６ ０２３ ２１１ ０６５９ ６３１８ ５１５２～６９４１

臀位 １３１ ０４１ ３３７ ０００２ １５４８ １４０５～１５５４

妊娠期高血压 ０８５ ０４３ １１３ ０７１３ ３６２３ ３４４６～３６４８

妊娠期糖尿病 １２９ ０３９ ３３５ ０００３ １４４２ １３８３～１４８５

双胎 ０８３ ０４５ １１４ ０９１３ ３６１５ ３５０３～３７５２

性交创伤 ０８０ ０４２ １０５ ０１０９ ４８１１ ４７０２～４９５３

宫颈机能不全 ０８１ ０３３ １０９ ０１１３ ６０１３ ６０２２～６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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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新生儿结局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新生儿窒息 新生儿肺炎 ＮＲＤＳ 新生儿病死率

观察组 ９８ ５７（５８１６） ４４（４４９０） ４３（４３８８） ４（４０８）

对照组 ９８ ８（８１６） ２（２０４） １３（１３２７） ０（０００）

χ２值 ５５２６７ ５０１０８ ２２５００ １３６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５２

２５　两组产妇的结局情况比较
根据数据结果显示，观察组产妇和对照组产妇内研究对象

的剖宫产发生率、产后出血发生率、产褥感染发生率均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产妇结局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自然分娩 剖宫产 产后出血 产褥感染

观察组 ９８ ５７（５８１６） ３８（３８７８） １４（１４２９） ７（７１４）

对照组 ９８ ７１（７２４５） ２９（２９５９） ９（９１８） ３（３０６）

χ２值 ０２５３ ０５３６ ０６３２ ０３６２

Ｐ值 ０６３２ ０４９２ ０４６３ ０７９３

#

　讨论
胎膜早破是由于产妇宫腔内压力异常、子宫颈功能不全、

感染、机械性刺激、胎膜发育不良等［８］。胎膜早破临床表现为

阴道排液，是围生期常见的一种并发症，会严重影响患者和胎

儿的生活质量［９］。产妇发生未足月胎膜早破会使体内封闭的

羊膜囊出现缺口，从而导致羊水流出［１０］。产妇体内生殖道是和

羊膜腔直接相连的，不断流失羊水会使宫壁保护胎儿的缓冲能

力降低，脐带易受到挤压造，出现血氧供应障碍现象导致胎儿

宫内缺氧，严重者甚至窒息死亡［１１］。未足月胎膜早破是导致胎

儿早产的重要病因，破膜时间越长，外界病原微生物可以感染

宫腔，感染严重会导致绒毛膜羊膜炎，此时应当采用剖宫产终

止妊娠，让胎儿摆脱感染的环境［１２］。而早产儿的因出生体重较

低、身体各脏器还处在发育阶段，容易导致各种并发症，致使新

生儿的死亡率较高［１３］。本研究主要针对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

进行研究，探讨影响其发生的重要因素，为临床防治和及时治

疗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根据调查发现，造成胎膜早破的原因有阴道炎、不良孕产

史、生殖器官畸形、臀位、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双胎、性

交创伤、宫颈机能不全及原因不明等因素。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的首要原因是阴道炎，其次是产

妇有不良孕产史。正常女性身体阴道处会有需氧菌、厌氧菌和

念珠菌等大量的微生物寄存，它们会形成一定的平衡状态，相

互制约和依赖，维持身体的健康状况［１４］。而妊娠期女性因身体

发生变化，其体内激素水平也会随着改变，即打破了产妇阴道

处的微生态平衡，进而容易出现菌群失调现象，故生殖道受到

感染的机率就会大大提高。一旦产妇阴道处感染后使其患上

阴道炎，导致存在生殖道内的病原菌会通过弹性蛋白酶，再与

生成蛋白酶直接在胎膜上发作，使产妇的胎膜发生损伤，导致

胎膜抵抗能力下降，容易引起胎膜出现早破的状况［１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根据数据结果显示，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

早破症状的单因素包括臀位、腹压升高、阴道炎、不良孕产史，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针对每个影响胎膜早破的因素
进行分析，产妇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症状的高危因素有阴道炎、

不良孕产史、臀位及妊娠期糖尿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妊娠期女性因身体状况处于特殊的生理时期，导致孕
激素和雌激素分泌增加，使产妇会出现胰岛素抵抗症状，进而是

产妇血糖升高，易患有妊娠期糖尿病。有关研究指出，妊娠期糖

尿病对产妇和胎儿均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如会出现羊水过多，胎

膜早破等多种并发症。因为胰岛素为胎儿母体内主要的生长激

素，胰岛素分泌过多，会导致胎儿过度生长，胎儿形态过大，也会

影响围产儿和产妇的结局。国外也有报道表述，产妇若出现妊

娠期糖尿病，会提高剖宫产发生率并提高早产的危险性，也会影

响胎儿的身心发育，加重临床治疗的难度。因此为预防产妇在

孕期出现糖尿病，产妇要尽早做糖筛查检验，并进行合理的饮食

安排，控制饮食和能量的摄入配比合理，控制体重过度增加，以

降低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对妊娠期糖尿病的产妇应该进行

常规药物治疗、饮食控制、运动控制及临床监护这几个方面的治

疗，保症产妇的身体健康。

本研究显示，观察组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新生儿肺炎发生

率、ＮＲＤＳ发生率以及新生儿病死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新生儿窒
息发生率、新生儿肺炎发生率、ＮＲＤＳ发生率以及新生儿病死
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和对照组产妇的
剖宫产发生率、产后出血发生率、产褥感染发生率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根据对产妇结局的影响结果发
现，妊娠结局与延长孕周的关系不大，但延长孕周时间可以有效

降低新生儿出生后的并发症，因此对于没有受感染的未足月胎

膜早破的产妇应采取期待治疗，尽量保胎来延长孕周，减少新生

儿并发症，从而改善围产儿的结局。比较两组产妇的剖宫产发

生率，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说明胎儿因孕周较小
体重相对较轻，出现头盆不称的机率很低，更有利于自然分娩。

综上所述，影响未足月胎膜早破产妇的因素很复杂，充分了

解诱发因素再根据产妇实际情况进行有效的防治措施，以降低

未足月胎膜早破的发生率，对于已经出现未足月胎膜早破的产

妇，应采取期待治疗，以改善产妇和胎儿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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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哌卡因单用或联合舒芬太尼硬膜外给药用于分娩
镇痛对比观察
徐雅琴△　于漫　徐翠翠　杨伟娜　梁娅?
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妇产科，河北 廊坊 ０６５７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罗哌卡因单独或联合舒芬太尼硬膜外给药用于分娩镇痛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９２例单胎、头位、要求分娩镇痛初产妇作为研究
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９６例产妇。观察组孕妇以０１２５％罗哌卡因，对照组孕妇以
００９％ 罗哌卡因配伍０３μｇ／ｍｌ舒芬太尼的配方，行硬膜外分娩镇痛。采用数字评分法（ＮＲＳ）和视觉模拟
评分法（ＶＡＳ）进行第一产程和第二产程分娩疼痛强度评定。采用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评定运动神经阻滞程度。记
录镇痛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胎儿脐带血血气分析指标和 Ａｐｇａｒ评分。结果　两组孕妇镇痛前即刻
ＮＲＳ评分［９１（８６～１００）ｖｓ９０（８３～１００）］、第二产程ＮＲＳ评分［４３（３９～５６）ｖｓ４４（４０～６２）］及
第一产程［９（８～１０）ｖｓ１０（９～１０）］、第二产程［８（７～１０）ｖｓ９（８～１０）］ＶＡＳ镇痛满意度评分差异不显著（Ｐ
＞００５）。组内比较，两组第二产程ＮＲＳ评分均高于第一产程［４３（３９～５６）ｖｓ２１（１７～３１），４４（４０
～６２）ｖｓ２５（１９～３９）］，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第一产程 ＮＲＳ评分高于对照组［２５
（１９～３９）ｖｓ２１（１７～３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０分所占比例高于
对照组［９（９３８）ｖｓ２（２０８）］，１分所占比例低于对照组［８７（９０６２）ｖｓ９４（９７９２）］，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孕妇，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组胎儿脐带血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ＨＣＯ

３、碱剩余、ｐＨ值、血乳酸等血气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胎儿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１（１０４）ｖｓ８（８３３）］，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与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比较，罗哌卡因单独应用于硬膜外分娩镇痛的效果
更为显著，且对母胎的影响更小。

【关键词】　罗哌卡因；舒芬太尼；分娩镇痛；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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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娩疼痛是医学疼痛指数中仅次于烧灼伤痛的剧烈疼痛，
可导致产妇在分娩过程处于严重的应激状态甚至子宫收缩抑

制从而引起产后大出血等［１］。此外，剧烈的分娩痛还是产后抑

郁的重要危险因素［２］。目前，临床上用于分娩镇痛的药物常为

复合配方，主要为局麻药罗哌卡因或布比卡因复合阿片类镇痛

药芬太尼、舒芬太尼等，但阿片类镇痛药常可以导致母体发热、

瘙痒及新生儿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而罗哌卡因的副作用较

小［３］，但其单独应用的镇痛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考虑到

阿片药物对母婴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本研究采用前瞻性临床

对照研究方法，拟观察罗哌卡因单独应用于硬膜外分娩镇痛的

有效性和安全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诊治
的１９２例单胎、头位、要求分娩镇痛初产妇作为研究对象。美国
麻醉医师协会（ＡＳＡ）分级Ⅰ级。纳入标准：①初产妇；②无分娩
禁忌；③单胎、头位、足月妊娠。排除标准：①对局麻药、阿片药
物过敏或禁忌；②长期服用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等；③合并
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或全身系统严重疾患。按照入院

顺序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９６例产妇。本研究方
案经廊坊市第四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所有产妇及家

属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９２例产妇入室后，开放上肢静脉，持续输注复方乳酸钠

５ｍＬ·ｋｇ－１·ｈ－１～６ｍＬ·ｋｇ－１·ｈ－１，补充术前禁饮禁食缺失
液体量。待宫口开至１ｃｍ～３ｃｍ时于Ｌ２～３间隙行硬膜外穿刺，
穿刺成功后留置硬膜外导管３ｃｍ～４ｃｍ。同时监测血压、心率
和血氧饱和度。给予试验剂量１５％利多卡因３ｍＬ，观察 ５ｍｉｎ
确认未误入血管内或蛛网膜下腔后，以观察组为 ０１２５％罗哌

卡因、对照组为００９％ 罗哌卡因配伍０３μｇ／ｍｌ舒芬太尼的配
方，分别注入１０ｍｌ的试验剂量，效果满意后，连接开启硬膜外
自控镇痛（ＰＣＥＡ）泵，泵内镇痛药配方与试验时配方相同。
ＰＣＥＡ泵方案：无背景持续输注，单次 ＰＣＡ量１０ｍＬ，锁定时间
设为１５ｍｉｎ，最大限量 ３０ｍＬ／ｈ。ＰＣＥＡ镇痛不完全时，自行按
压自控键给药，直至达到满意的镇痛效果。

１３　观察指标
①基线资料：年龄、身高、体重、孕周、分娩镇痛前宫口扩张

度等。②有效性指标：采用数字评分法（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
ＮＲＳ）进行疼痛强度评定（无疼痛为０分，无法忍受的疼痛为１０
分）；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ｏｒｅ，ＶＡＳ）进行满
意度评定（满意为０分，非常满意为１０分）。③安全性指标：采
用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评定运动神经阻滞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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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镇痛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胎儿脐带血
血气分析指标和Ａｐｇａｒ评分。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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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ｔ检验；偏态分布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区间）［Ｍ
（Ｐ２５，Ｐ７５）］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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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产妇在年龄、身高、体重、孕周等基线资料方面比较，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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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身高（ｃｍ） 体重（ｋｇ） 孕周（周） 分娩镇痛前宫口扩张（ｃｍ）

观察组 ９６ ２６１±３８ １６２９±４０ ７３９±６８ ３９０±１１ １８±０６

对照组 ９６ ２５６±４３ １６３５±３９ ７４６±８１ ３８７±１２ ２１±０７

２２　两组产妇各时间点ＮＲＳ及ＶＡＳ评分比较
两组产妇镇痛前即刻 ＮＲＳ评分、第二产程 ＮＲＳ评分和第

一、第二产程ＶＡＳ镇痛满意度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组内比较，两组产妇第二产程ＮＲＳ评分均高

于第一产程，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观察组产妇
第一产程ＮＲＳ评分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各时间点ＮＲＳ及ＶＡＳ评分比较［分，Ｍ（Ｐ２５，Ｐ７５）］

组别 例数 镇痛前即刻ＮＲＳ
第一产程

ＮＲＳ ＶＡＳ

第二产程

ＮＲＳ ＶＡＳ

观察组 ９６ ９０（８３～１００） ２５（１９～３９）ａ １０（９～１０） ４４（４０～６２）ｂ ９（８～１０）

对照组 ９６ ９１（８６～１００） ２１（１７～３１） ９（８～１０） ４３（３９～５６）ｂ ８（７～１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第一产程比较，Ｐ＜００１

２３　两组产妇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及镇痛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产妇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０分所占比例高于对照组产妇，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分所占比例低于对照组产
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各种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产妇，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两组产妇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及镇痛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

０分 １分

镇痛相关不良反应

产间发热 产后肩背痛 瘙痒 头痛 胎心过缓

观察组 ９６ ９（９３８）ａ ８７（９０６２）ａ ２３（２３９６） １５（１５６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对照组 ９６ ２（２０８） ９４（９７９２） ２６（２７０８） １９（１９７９） ４（４１７） ３（３１３） ４（４１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胎儿脐带血血气指标及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
两组胎儿脐带血 ＰａＯ２、ＰａＣＯ２、ＨＣＯ

３、碱剩余、ｐＨ值、血乳

酸等血气指标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观

察组胎儿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所占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胎
儿，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胎儿脐带血血气分析结果及Ａｐｇａｒ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ＰａＯ２
（ｍｍＨｇ）

ＰａＣＯ２
（ｍｍＨｇ）

ＨＣＯ３

（ｍｍｏｌ／Ｌ）
碱剩余

（ｍｍｏｌ／Ｌ）
ｐＨ值

血乳酸

（ｍｍｏｌ／Ｌ）

Ａｐｇａｒ评分［ｎ（％），］

１ｍｉｎ≤７分 ５ｍｉｎ≤７分

观察组 ９６ ２１９±９３ ４８３±１２３ ２１３±２３ －５６±２３ ７３±０２ ４８±１７ １（１０４）ａ ０（０）　

对照组 ９６ １９７±９２ ５０１±１１０ ２１８±２６ －５９±２６ ７２±０１ ４７±１６ ８（８３３） １（１０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分娩痛是产妇子宫阵发性收缩及胎儿分娩引起产道组织损伤

所致剧烈疼痛。分娩痛可以激活交感肾上腺髓质系统，引起儿茶
酚胺分泌和释放增加以及子宫动脉收缩和胎盘血流量减少，最终可

导致胎儿宫内窘迫。分娩痛还可以使产妇过度通气，导致呼吸性碱

中毒和氧离曲线左移。美国妇产科学会２０１７产科镇痛指南指出，
只要没有医学上的绝对禁忌，产妇要求就是分娩镇痛的独立指征。

局麻药复合阿片药常用于分娩镇痛，但阿片药常导致恶心呕

吐、尿潴留、发热及胎儿心动过缓、新生儿呼吸抑制等。有关研

究［３］显示，单纯罗哌卡因可有效缓解疼痛而不产生明显的运动阻

滞。因此，本研究目的在于避免阿片药对母婴的潜在危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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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局麻药罗哌卡因具有心脏毒性低、安全性较高，感觉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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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动神经阻滞分离明显等特点，经常被作为产科硬膜外镇痛的

首选药物。浓度范围为００７５％～０２０％的罗哌卡因均适用于硬
膜外分娩镇痛［７］，而浓度低于０１７％ 时对运动神经的阻滞作用
更加轻微［８］。考虑到用药的安全性，本研究以浓度为０１２５％ 的
罗哌卡因作为分娩镇痛配方，在自控镇痛的模式下给药以减少药

物用量［９］。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产妇镇痛前即刻 ＮＲＳ评分、第
二产程ＮＲＳ评分及第一产程、第二产程ＶＡＳ镇痛满意度比较，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尽管观察组产妇第一产程
ＮＲＳ评分高于对照组产妇，但两组产妇分娩疼痛的效果相当。本
研究中两组产妇第二产程ＮＲＳ评分均高于第一产程，可能原因
在于，在第二产程中，产妇往往重视生产本身的进展的缓慢，而不

注意对镇痛的干预而及时调整镇痛药物的用量；同时，第二产程

产妇宫缩减弱，临床上助产士往往鼓励产妇用力而中止镇痛环

节，本研究也显示，两组产妇第二产程镇痛的比例明显下降，观察

组和对照组分别为４０６％（３９／９６）、４４８％（４３／９６）。本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Ｂｒｏｍａｇｅ评分更低，因此该药液方案能满足行走
式分娩镇痛的要求。此外，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更低，虽然与

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对照组有４例瘙痒（４１７％）、３
例头痛（３１３％）、４例胎心过缓（４１７％）发生。有研究证实阿片
药物可以明显增加母体瘙痒、胎心过缓等不良反应的发生率［１０］。

本研究还显示，观察组胎儿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所占比例明显
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他研究也表
明，阿片药物应用可以导致新生儿评分降低而需要实施一定的复

苏措施［１１］；而另有研究则指出，常规剂量舒芬太尼或芬太尼对新

生儿Ａｐｇａｒ评分没有显著影响［１２］。

鉴于局麻药罗哌卡因安全性较高，本研究适当提高罗哌卡

因的用药浓度而减少ＰＣＥＡ的用药量，因此，本研究结果仅限于
罗哌卡因复合舒芬太尼固定浓度及 ＰＣＥＡ模式。由于本研究纳
入产妇均为单胎头位、ＡＳＡⅠ级，无严重合并症，身体状况较好，
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因此，本研究结果是否适合其他人群仍

不清楚。研究结论还有待于大样本、多中心的系统研究来证实。

综上所述，与罗哌卡因配伍舒芬太尼比较，罗哌卡因单独

应用于硬膜外分娩镇痛的效果更为显著，且不良反应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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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对葡萄胎清宫术后子宫
内膜修复的效果观察
罗印△

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攀枝花 ６１７０６８

【摘要】　目的　探讨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对葡萄胎清宫术后子宫内膜修复的效果。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诊治的９０例行清宫术的葡萄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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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４５例。观察组患者术后接受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治疗，对照组患
者术后不服药。比较两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以及术后２１ｄ子宫内膜厚度，并记录两组患
者术后并发症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　观察组患者和对照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时间分别为（５７６±
１１４）ｄ、（７５６±１３６）ｄ，月经恢复时间分别为（２８１０±３０８）ｄ、（３５４９±３６８）ｄ，术后２１ｄ子宫内膜厚度分
别为（６３２±１１３）ｍｍ、（４８９±１１９）ｍ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周期性下腹痛、盆腔
压痛、闭经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发热、腹泻、疲乏、恶心呕
吐等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行清宫术治疗的葡萄胎患者采用
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治疗效果显著，能有效缩短术后出血时间，促进月经复潮，利于子宫内膜的修复，

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且不会增加用药毒副反应，安全性较高。

【关键词】　葡萄胎；清宫术；黄体酮；戊酸雌二醇片；子宫内膜修复；稽留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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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４ 【文献标识码】　Ａ

　　葡萄胎亦称水泡状胎块，是指妊娠后胎盘绒毛滋养细胞增
生，间质高度水肿，形成大小不一的水泡，形如葡萄［１］。葡萄胎以

停经后阴道流血、腹痛为主要临床表现，随着病程的延长可以导

致子宫和死亡胚胎紧密相连，增加刮宫困难，甚至会导致患者出

现诸多不良反应，如凝血功能障碍等［２３］。因此，需要早期将宫腔

内容物清除。清宫术是临床治疗葡萄胎的常用手段，往往需要２
次甚至多次清宫治疗才能清除患者病变组织［４］。但是，多次清宫

术在清除病变组织的同时会损伤子宫内膜，导致患者术后出现异

常阴道流血、月经紊乱等并发症，甚至造成患者继发不孕［５６］。因

此，术后需要给予患者相应的药物治疗，对促进子宫内膜修复、减

少术后并发症、提高治疗效果显得尤为重要。本研究选择在攀枝

花市第二人民医院行清宫术治疗的９０例葡萄胎患者为研究对
象，分析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治疗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攀枝花市第二人民医院

诊治的９０例行清宫术的葡萄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
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两组，每组４５例患者。观察组４５例，年龄
范围２０岁 ～３８岁，年龄（２８３４±２６１）岁；孕次范围１次 ～５
次，孕次（１７６±０３４）次；产次范围０次 ～２次，产次（０７９±
０１０）次。对照组４５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３７岁，年龄（２８３１±
２６３）岁；孕次范围１次～５次，孕次（１７８±０３６）次；产次范围
０次～２次，产次（０７８±０１１）次。本研究经攀枝花市第二人
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全部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实

施内容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年龄、孕次、产次经

统计学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ｔ＝００５４、０２７１、０４５１，Ｐ
＝０９５７、０７８７、０６５３），具有可对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均符合葡萄胎相关诊断标准［７］；②滋养细胞
增生明显者；③凝血功能、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查均处于正常范
围之内；④签署知情同意书者；⑤清宫术后半年内无再次妊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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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者；⑥妊娠前月经周期、经量正常。排除标准：①手术禁忌症
者；②过敏体质；③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乳腺疾病等其他内科疾
病；④术前检查合并盆腔炎性疾病、妇科良恶性肿瘤、生殖器结
核等妇科疾病。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在超引导下实施清宫术，术前均口服米非司

酮，１２ｈ／次，２片／次，共３次，术后接受抗生素治疗。术后１个
月内禁止性生活，６个月内用避孕套避孕。观察组患者术后加
用戊酸雌二醇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国药准

字Ｊ２００３００８９）、黄体酮（浙江爱生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１０９９）治疗。戊酸雌二醇片：口服，１次／ｄ，１片／次，连续
服用２１ｄ。在戊酸雌二醇片服用１１ｄ后服用黄体酮，１次／ｄ，２
片／次，口服１０ｄ。服药２１ｄ后停止用药７ｄ，以此为一个周期，连
续治疗３个周期。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以及术后

２１ｄ子宫内膜厚度。采用 ＰｈｉｌｉｐｓＩＵ２２，ＳｉｅｍｅｎｓＡｃｕｓｏｎＸ３００超
声系统检测患者子宫内膜厚度，以频率为５ＭＨｚ阴道探头，检查
前患者将膀胱排空，取截石位，将会阴垫铺在臀部下方。将耦合

剂涂抹于探头表面并套一无菌安全套。将阴道探头放置在阴

道内间进行扫查，子宫矢状面取内膜壁和壁间最大距离为子宫

内膜厚度。记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周期性下腹痛、盆腔压

痛、闭经等）和不良反应（发热、腹泻、疲乏等）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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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
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阴道出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术后２１ｄ子宫内
膜厚度比较

　　观察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短于对照组
患者，术后２１ｄ子宫内膜厚度高于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阴道出血时间、月经恢复时间及
术后２１ｄ子宫内膜厚度统计（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阴道出血

时间（ｄ）
月经恢复

时间（ｄ）
术后２１ｄ子宫内膜
厚度（ｍｍ）

观察组 ４５ ５７６±１１４ ２８１０±３０８ ６３２±１１３

对照组 ４５ ７５６±１３６ ３５４９±３６８ ４８９±１１９

ｔ值 ６８０４ １０３３０ ５８４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周期性下腹痛、盆腔压痛、闭经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周期性下腹痛、盆腔压痛、闭经发生率均低于

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周期性下腹痛、盆腔压痛、闭经发生率统计［ｎ（％）］

组别 例数 周期性下腹痛 盆腔压痛 闭经

观察组 ４５ １（２２２）　 ２（４４４）　 ０

对照组 ４５ ８（１７７８） ９（２０００） ６（１３３３）

χ２值 ４４４４ ５０７５ ４４６４

Ｐ值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２３　观察组患者发热、腹泻、疲乏、恶心呕吐等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发热、腹泻、疲乏、恶心呕吐等发生率与对照组

患者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观察组患者发热、腹泻、疲乏、恶心呕吐等发生率统计［ｎ（％）］

组别 例数 发热 腹泻 疲乏 恶心呕吐

观察组 ４５ ５（１１１１） ４（８８９） ２（４４４） ６（１３３３）

对照组 ４５ ７（１５５６） ２（４４４） １（２２２） ９（２０００）

χ２值 ０３８５ ０１７９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０

Ｐ值 ０５３５ ０３９８ ０５５７ ０３９６

#

　讨论
葡萄胎可以分为部分性和完全性２类，前者累及部分胎盘

绒毛，局部滋养细胞增生，可见胎儿组织和胚胎；后者会累及全

部胎盘绒毛，水泡充满整个宫腔，滋养细胞呈弥漫性增生，无胚

胎或胎儿组织［８９］。临床中以完全性葡萄胎较为常见，属良性

病变，清宫术是临床治疗葡萄胎常用手段，多次清宫虽能有效清

除病变组织，但易损伤子宫，造成子宫内膜变薄、炎症、异位等。

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会经神经内分泌活动影响和调控月经周期
的形成，下丘脑、垂体、卵巢轴三者相互制约、相互调节，能够保

持内分泌系统平衡，致使月经来潮和排卵有严格的周期

性［１０１１］。清宫术会损伤机体，导致患者出现疼痛，甚至引起焦

虑、悲观等负性情绪，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造成影响，致
使靶器官缺失对性激素周期性反应，延缓内膜修复速度，导致患

者出现月经减少、闭经等症状［１２１３］。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术后阴道出血时间、月经恢复

时间短于对照组患者，术后２１ｄ子宫内膜厚度高于对照组患者，
观察组患者各并发症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

率与对照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采用戊酸雌二醇

片联合黄体酮治疗葡萄胎患者安全性较高，利于患者预后恢复。

周芹芳等［１４］对行清宫术治疗的稽留流产患者采用补佳乐联合

黄体酮治疗，结果显示，补佳乐、黄体酮联合治疗能缩短患者术

后月经复潮时间，降低宫腔粘连发生率。吴幼丽等［１５］对行清宫

术的稽留流产患者采用黄体酮和补佳乐治疗，结果显示，术后给

予黄体酮、补佳乐治疗能缩短出血时间、月经复潮时间，减少月

经减少、闭经以及宫腔粘连的发生，能减轻患者疼痛程度。均与

本研究结果相似，进一步说明对行清宫术治疗的葡萄胎患者采

用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治疗疗效显著。

清宫术后补充雌激素能促进子宫内膜修复，缩短创面修复

时间，还能增加凝血因子和纤维蛋白原，促进创面血管内凝血，

而发挥止血作用［１６］。戊酸雌二醇片为天然的雌激素，其能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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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增生，修复缺损的子宫内膜。戊酸雌二醇片还能使宫

颈黏液性状改变，减少其分泌量，抑制细菌上行性侵入，以免出

现盆腔内感染，防止患者术后出现宫腔粘连［１７］。戊酸雌二醇片

口服后可以迅速代谢为戊酸和雌二醇，雌二醇为人体重要的活

性刺激素，能够结合雌激素受体对子宫内膜细胞的分裂起到促

进作用，还能够增加子宫对前列腺素、宫缩素的敏感性，有利于

蜕膜的剥脱与排出［１８１９］。黄体酮主要从姜、穿地虎等天然植物

中提取制成，为天然的孕激素，其能够经抑制垂体促性腺激素

的分泌，使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造成内膜组织蜕膜化、萎

缩［２０］。清宫术后给予患者戊酸雌二醇片联合黄体酮治疗，经外

源性补充激素，模拟周期性激素节律，能够早期恢复子宫、卵巢

子宫功能，调节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形成正常的月经周
期。戊酸雌二醇治疗后半期加用黄体酮，可以促使子宫内膜转

化成分泌期子宫内膜，停药后撤退性出血可明显减少，有利于

建立正常月经周期，形成规律排卵。本研究因研究时间和精力

有限，结果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如纳入样本量较少、观察

时间较短、未分析两组术后妊娠情况等，后期仍需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对行清宫术治疗的葡萄胎患者采用戊酸雌二醇

片联合黄体酮治疗效果显著，能够有效缩短术后出血时间，促

进月经复潮，有利于子宫内膜的修复，降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

且不会增加用药毒副反应，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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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痛人流麻醉的效果及对人流后宫缩痛的影响分析
邱盛洪△

四川省隆昌市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隆昌 ６４２１５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对终止早孕孕妇应用无痛人流麻醉的临床效果及人流后宫缩痛的影响分析。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四川省隆昌市人民医院诊治的２８８例终止早孕孕妇作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无痛人流麻醉治疗）和对照组（传统人工流产治疗），每组１４４例孕
妇。比较治疗后两组孕妇的临床流产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情况、吸宫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人流后宫

缩痛、治疗依从性等指标。结果　经治疗后，观察组孕妇的手术时间、吸宫不全概率、漏吸概率低于对照组
孕妇的手术时间、吸宫不全概率、漏吸概率；观察组孕妇的总并发症发生概率（２０８％）显著低于对照组孕妇
的总并发症发生概率（１４５８％）；观察组孕妇的人流后宫缩痛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孕妇人流后宫缩痛指标；
观察组孕妇的治疗依从率（９９３１％）显著高于对照组孕妇的治疗依从率（７４３１％），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９３１％），对照组孕妇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９３１％），两组流产
效果均较好，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与对照组孕妇术中出血量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对于终止早孕孕妇采取无痛人流麻醉治疗，可以有效改善孕妇临床相关指标，减缓孕妇术
后宫缩痛以及治疗依从性，有较高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终止早孕；无痛人流；临床效果；宫缩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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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流产是目前临床上解决避孕失败最有效的补救措施，
孕妇可以通过人工流产来终止妊娠。其中，人工流产分为传统

式人工流产与无痛人流流产２种形式，均适用于７周至１４周想
要终止妊娠的孕妇［１２］。临床资料显示，传统的人工流产在手

术过程中人工钳刮流产操作会让孕妇极度不舒适，并会产生恐

惧、紧张情绪，会增加术后人流综合症的发生率，对孕妇的生活

质量造成极大威胁［３］。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不断发展，在人流

手术中应用相关麻醉药物进行无痛人流，取得了较好疗效的同

时，提高了孕妇的舒适感［４］。目前，临床对终止早孕孕妇的主

要治疗原则为无痛人流麻醉治疗［５］。为探究将何种治疗方式

应用于此类疾病孕妇可取得较佳的治疗效果，特选取２０１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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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四川省隆昌市人民医院收治的２８８例终止
早孕孕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四川省隆昌市人民医院
诊治的２８８例终止早孕孕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１４４例孕妇。观察组孕妇年龄
范围２１岁 ～４２岁，年龄（２９２９±２１１）岁，妊娠时间范围６周
～１２周，妊娠时间（７９３±０２９）周，体重范围４５ｋｇ～７２ｋｇ，体
重（５４２８±２３９）ｋｇ；对照组孕妇年龄范围２０岁 ～４１岁，年龄
（２８５１±２１５）岁，妊娠时间范围６周 ～１１周，妊娠时间（７６１
±０７２）周，体重范围４７ｋｇ～７１ｋｇ，体重（５３１７±２６５）ｋｇ。两
组孕妇的临床资料（年龄、平均妊娠时间、体重、人流次数等一

般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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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观察组孕妇进行无痛人流麻醉治疗。①术前指导：术

前６ｈ之内禁止进食进水，同时对孕妇进行调查是否存在对麻醉
剂过敏现象，排除后才能应用此项治疗方法；心理护理，孕妇在

术前，容易产生焦虑、精神紧张、抑郁等负面情绪，需要医护人员

积极的与孕妇沟通，安抚孕妇情绪，为孕妇建立自信心，使孕妇

积极的配合治疗。②术前检查：包括尿检、Ｂ超、心电图、凝血四
项、血常规等，此目的为：排除出现宫外孕或有妇科炎症的孕妇，

同时还能够判断出孕妇孕囊的位置及大小，增加手术成功率。

③术中指导：给予无痛人流麻醉孕妇进行详细的术前指导，在
手术过程中应嘱咐孕妇两腿劈开，取膀胱截石位，并使其固定；

随后对孕妇行麻醉静脉注射，使用药物为临床常用的异丙酚配

伍芬太尼静脉注射，并持续关注孕妇的脉搏、血压、血氧饱和度

等相关指标。之后，对孕妇阴部与阴道进行消毒，与孕妇时刻保

持密切沟通，观测孕妇的麻醉程度，判定状态为腱反射消失、呈

现睡眠状态、全身无意识，待此时到来，开始进行无痛人流手术，

首先检查盆腔内情况，确定孕妇的子宫位置，并充分暴露宫颈。

消毒宫颈，确定其深度，扩张宫颈后开始进行吸宫手术，术中密

切观察孕妇的一切动态，若出现四肢活动，可酌情增加麻醉剂

量直到手术结束。④术后指导：密切观察孕妇病情发展，对于可
能由于并发症引起的症状给予足够重视，对于并发症及早发

现，防止孕妇病情恶化，医护人员按时对病房进行巡视，对孕妇

的需求要给予足够的尊重，并注意保护孕妇隐私。

给予对照组孕妇行人工流产手术治疗，即传统的人工钳刮

流产手术方式。手术过程中无需注射异丙酚配伍芬太尼静脉

麻醉操作，以下几点在术中需要注意：①手术过程中，孕妇破羊
水后注意孕妇的面色和情绪，及时沟通，防止羊水栓塞。②医生
应在手术过程中稳、准、轻，禁止过于用力导致子宫穿孔或造成

宫颈损伤等现象。③若遇到大出血状况，尽快找到病因并及时
止血。

１３　观察指标［６］

观察比较两组孕妇的完全流产率；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

血情况、吸宫情况；人流后人流综合征、子宫穿孔、盆腔感染、宫

腔粘连等并发症发生概率；术后宫缩痛 ＶＡＳ评分指标对比；其
中评分标准为０分：无疼痛感；０分 ～３分：有轻微的疼痛感，可
以忍受；４分～６分：孕妇疼痛感加强，但影响睡眠，还可以承受；
７分～１０分：孕妇有强烈的疼痛，且很难忍受，影响正常生活；采
用四川省隆昌市人民医院自制的治疗依从性调查量表对孕妇

治疗中的依从性情况进行评分，＜６０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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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组
间比较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
样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治疗临床流产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孕妇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９３１％），对照组孕
妇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９３１％），两组孕妇流产效果均较好，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孕妇治疗临床完全流产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流产 不完全流产 完全流产率

观察组 １４４ １４３（９９３１） １（０６９） １４３（９９３１）ａ

对照组 １４４ １４２（９８６１） ２（１３９） １４２（９８６１）

χ２值 ０３３７

Ｐ值 ０５６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２　两组孕妇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情况、吸宫情况等指标
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孕妇的手术时间、吸宫不全概率（１３９％）、
漏吸概率（０）低于对照组孕妇的手术时间、吸宫不全概率
（４８６％）、漏吸概率（０６９％），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孕妇与对照组孕妇术中出血量比较，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两组孕妇术后并发症等指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孕妇的总并发症发生率（２０８％）显著低于
对照组孕妇的总并发症发生率（１４５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孕妇术后宫缩痛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孕妇的人流后宫缩痛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

孕妇人流后宫缩痛指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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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两组孕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情况、吸宫情况等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

（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

（ｍＬ）

吸宫不全

（ｎ）

漏吸情况

（ｎ）

观察组 １４４ ４７２±１３８ａ ８５９±２５０ａ ２（１３９）ａ ０（０）ａ　

对照组 １４４ １０４７±４２６ １２９３±３２９ ７（４８６） １（０６９）

χ２／ｔ值 １１９８５ ８３６２ ７３６２ ５０６２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３　两组孕妇术后并发症相关指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人流综合症 子宫穿孔 盆腔感染 宫腔粘连 总并发症发生率

观察组 １４４ ０（０）　 ０（０）　 ２（１３９） １（０６９） ３（２０８）ａ

对照组 １４４ ８（５５６） ２（１３９） ５（３４７） ６（４１７） ２１（１４５８）

χ２值 １４７２７

Ｐ值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孕妇术后各时间段宫缩痛指标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５ｍｉｎ １５ｎｉｍ ３０ｍｉｎ ４５ｍｉｎ

观察组 １４４ ３０２±０１４ａ ２０３±０１１ａ １８５±０８２ａ １１６±０１６ａ

对照组 １４４ ５９２±０５２ ５２９±０２７ ４２９±１１７ ３２９±０２１

χ２值 ５３９５ ７９６２ ８３９４ ７９１４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孕妇治疗依从性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孕妇的治疗依从率（９９３１％）显著高于对

照组孕妇的治疗依从率（７４３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孕妇治疗依从性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部分依从 不依从 治疗依从率

观察组 １４４ １３７（９５１４） ６（４１７） １（０６９） １４３（９９３１）ａ

对照组 １４４ ８５（５９０３）２２（１５２８）３７（２５６９） １０７（７４３１）

χ２值 ３９２９９

Ｐ值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由于部分女性的缺乏性知识，或自控能力较差，会出现早

孕或是不愿生育的孕妇，随着此类年轻女性的增多，人工流产

手术也逐渐被推广至临床的应用中，此手术方式能够快速且及

时的终止孕妇妊娠［７］。传统方式多为（未使用镇痛药进行）人

工流产手术治疗，但在以往的治疗过程中，经常出现子宫损伤、

出血量较大、感染率增加的现象，且孕妇疼痛感较为强烈［８９］。

其疼痛机理为，因为女性宫颈和宫体有着丰富的感觉神经，在进

行人工流产时，第一步就是行扩宫操作，此过程会造成孕妇宫颈

撕拉，在吸宫过程中会对宫壁造成强烈的疼痛感，同时子宫内丰

富的神经在术中很容易造成迷走神经兴奋反射，进而出现人流

综合症，如心律不齐、心慌意乱等，严重者还会出现休克［１０１２］，

故及时有效的治疗尤为重要，为探究何种治疗方法治疗效果更

佳，特做此研究分析。

本研究表明，观察组孕妇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９３１％），对照
组孕妇的完全流产率为（９９３１％）（９８６１％），两组流产效果均
较好，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孕妇的手术时间
吸宫不全概率、漏吸概率低于对照组孕妇的手术时间、吸宫不全

概率、漏吸概率；观察组孕妇的总并发症发生概率（２０８％）显
著低于对照组孕妇的总并发症发生概率（１４５８％），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提示将无痛人流麻醉应用于该疾
病孕妇的治疗中可以有效改善孕妇手术时间、临床疗效、术后并

发症发生率。究其原因，传统人工手术治疗与无痛人流麻醉治

疗效果均有效，且完全流产率均较高，但无痛人流麻醉治疗在手

术过程中应用了相关的麻醉药物，使得手术过程中没有疼痛感，

缩短了手术时间，在孕妇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完成人流手术，有效

避免了传统人工（流）手术中的疼痛感，同时也减少了吸宫不

全、漏吸现象［１３１５］。通过无痛人流麻醉治疗，可以缓解因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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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机械的拉伸导致孕妇出现的头痛、恶心、心跳加速、甚至血

压下降等状态，显著缓解孕妇的疼痛感，进而减少术后并发症

出现的概率［１６１８］。

本研究表明，经治疗（无痛人流术）后，观察组孕妇的人流

后宫缩痛指标显著优于对照组孕妇人流后宫缩痛指标；观察组

孕妇的治疗依从率（９９３１％）显著高于对照组孕妇的治疗依从
率（７４３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在对
终止早孕孕妇进行无痛人流麻醉治疗，不但可以缓解孕妇人流

后宫缩痛的指标，还能够保持手术顺利进行，有效提高了孕妇

的治疗依从性［１９２０］。

综上所述，给予终止早孕孕妇行无痛人流麻醉治疗，具有

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值得广泛推广应用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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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苯三酚对超导可视人流患者疼痛、性生活的影响
黄艳△

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妇产科，湖北 十堰 ４４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超导可视人流联合间苯三酚对人流患者疼痛程度及术后性生活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诊治的１２６例人工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
照数字随机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３例患者。对照组患者使用超导可视人流术，观察组患者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间苯三酚。比较两组患者术后宫颈软化、镇痛、并发症和性功能恢复情况。结果　观
察组软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分级和性功能障碍发生
率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ＦＳＦＩ评分、性生活开始时间和规律性生活恢复时间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其差



·９６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超导可视人流联合间苯三酚可以更有效软化子宫，减少疼痛，并
降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

【关键词】　人工流产；超导可视人流；间苯三酚；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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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ｎ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Ｔａｉ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ｆｒｏｍＭａｙ２０１６ａｎｄＭａｙ２０１７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
ｅ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ａ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ｔ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ｗｉｔｈ６３ｃａｓｅ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ｖｉｓｕ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ｈａｄｐｈｌｏｒｏｇｌｕｃｉｎｏｌ．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ａｉｎ
ｇｒ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ＳＦＩｓｃｏｒｅ，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ｓｔａｒｔ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ｇｕｌａｒｌｉｆ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ｎｇｖｉｓｕ
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ｐｈｌｏｒｏｇｌｕｃｉｎｏｌｃａｎ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ｓｏｆｔｅｎｔｈｅｕｔｅｒｕｓ，ｒｅｄｕｃｅｐａｉｎ，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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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性理念的改变，调查显示婚前性行
为和无避孕保护性行为的比例越来越高，人工流产已成为常见

的手术之一［１］。人工流产对人体具有较大伤害，随着科技的发

展，新类型的人流方式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超导可视无痛人流

作为一种微创手术，不但对患者伤害较小，还可以直接探查子

宫腔内情况，更利于孕囊的定位和取出，减少并发症的发

生［２，３］。间苯三酚作为一种解痉止痛药物，还可以有效松弛宫

颈口，进一步减轻疼痛，在临床应用较多［４］。但目前尚无关于

超导可视人流联合间苯三酚对人流疼痛的影响，并且关于人流

对于患者术后性生活情况的研究也极少。本文采用前瞻性研

究方法，研究超导可视人流联合间苯三酚对人流疼痛程度和性

生活质量的影响，为其在临床上推广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
院诊治的１２６例人工流产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其年龄范围１８
岁～４４岁，年龄（２６７５±２４８）岁。将１２６例患者按照数字随
机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３例。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
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次研究
已经过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

均签署知情同意。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

孕周（周）

≤１０ ＞１０

既往流产

是 否

婚姻状况

已婚 未婚

生育情况

是 否

观察组 ６３ ２７３５±２５７ ４６（７３０２）１７（２６９８）２７（４２８６）３６（５７１４）３１（４９２１）３２（５０７９）３５（５５５６） ２８（４４４４）

对照组 ６３ ２６１５±２４６ ４９（７７７８）１４（２２２２）２３（３６５１）４０（６３４９）３５（５５５６）２８（４４４４）３４（５３９７） ２９（４６０３）

ｔ／χ２值 ０４７５ ０５３４ ０５９７ ０８６５ ０２６４

Ｐ值 ０５１４ ０４６２ ０４１９ ０２３７ ０８０６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５岁；②经月经史、腹部超

声以及血生化指标检查可进行人工流产；③签署麻醉和手术知
情同意书；④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对麻醉药
物过敏；②合并凝血障碍；③合并严重生殖系统疾病；④合并引

导手术史；⑤合并精神疾病。
１３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进行全身麻醉，静脉麻醉并植入喉罩。术中

使用舒芬太尼（ＩＤＴＢｉｏｌｏｇｉｋａＧｍｂＨ，注册证号 Ｈ２０１００１２４）镇
痛，使用丙泊酚（ＦｒｅｓｅｎｉｕｓＫａｂｉＡｕｓｔｒｉａＧｍｂＨ，注册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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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２００４０４９６）镇静，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使用帕洛诺司琼、戊乙
奎醚。术后使用氟马西尼（四川科瑞德凯华制药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Ｈ２００７４２１２）唤醒。两组患者均使用超导可视人流术，
可视系统为 ＨＹ３０８８超导可视系统（海鹰集团有限公司，无
锡）。患者取截石位，麻醉后确定子宫位置后将镜头置入阴道

并固定于阴道后穹窿部位。调节探头观察子宫大小、形态，定

位孕囊，并在超声引导下直接负压吸引孕囊以及蜕膜组织，再

次观察子宫内腔确定无异常回声并宫腔线清晰。观察组在

对照组基础上使用间苯三酚（南京恒生制药有限公司，国药

准字 Ｈ２００４６７６６）治疗，术前１５ｍｉｎ肌肉注射，剂量为 ５０ｍｇ
～８０ｍｇ。
１４　观察指标

①宫颈软化程度：本次研究中宫颈软化程度分为以下三个
等级，良好：宫颈软化良好，并且宫颈口可以顺利通过６５号扩
宫器；中等：宫颈口可以顺利通过５５号扩宫器；差：宫颈坚硬无
法通过 ５５号扩宫器，需要逐步扩宫。软化率 ＝（良好 ＋中
等）／总例数 ×１００％。②镇痛效果：使用 ＷＨＯ疼痛分级法，０
级：无痛或稍感不是；１级：可忍受的疼痛；２级：疼痛难以忍受并
伴随出汗、呼吸急促等，但可配合；３级：疼痛不耐受无法配合手
术。③并发症以及性功能障碍：对患者在治疗结束后６个月内
进行电话随访，调查每位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相关

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④女性性功能评价：在治疗后６个月对
每位患者进行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
ＦＩ）调查，该量表分为４个大项目，分数越高表示功能越好。⑤
性生活恢复情况：随访每位患者术后性生活开始时间和恢复规

律生活的时间。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宫颈软化程度比较

两组患者宫颈软化程度比较，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软化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宫颈软化程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良好 中等 差 软化

观察组 ６３ ２６（４１２７）３１（４９２１） ６（９５２） ５７（９０４８）

对照组 ６３ １３（２０６３）２０（３１７５）３０（４７６２） ３３（５２３８）

ｕ／χ２值 ６３４５ ９７３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镇痛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疼痛分级为（１１４±０３１）级，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２０１±０６４）级，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７４６６，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以及性功能障碍比较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性功能障碍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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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ＦＳＦＩ评分均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两组患者性生活恢复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性生活开始时间和规律生活恢复时间均显

著短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两组患者并发症和性功能障碍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并发症

不全流产 宫腔黏连 生殖道感染 闭经 总发生率

性功能障碍

阴道干涩 性交痛 性欲低下 性高潮缺失 总发生率

观察组 ６３ ０（０００）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２（３１７） ４（６３５） ２（３１７） ３（４７６） ４（６３５） １４（２２２２） ２３（３６５１）

对照组 ６３ １（１５９） １（１５９） ２（３１７） ３（４７６） ７（１１１１） ４（６３５） ６（９５２） ７（１１１１）２１（３３３３） ３８（６０３２）

χ２值 ０５３３ ６６７２

Ｐ值 ０４２７ ００００

表４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欲 性唤起 性高潮 性心理

观察组 ６３ ７７５３±２８３ ８５８４±３９７ ８１６４±２５１ ７８９７±３８９

对照组 ６３ ６５６４±２６４ ６６７６±３１４ ６１４２±２３５ ６６８６±３２７

ｔ值 ４２３５ ７５６３ ７８４２ ５８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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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患者性生活恢复情况比较（天，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性生活开始时间 规律性生活恢复时间

观察组 ６３ ２５３２±３５３ ４７７５±５８６

对照组 ６３ ３３６４±３７５ ５８４２±６４７

ｔ值 ４１７４ ５６２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人工流产是终止妊娠的最重要手段之一，传统人流技术需

要对宫腔进行盲探，不但可能造成不全流产以及其他并发症，

并且对宫腔伤害较大，特别是对于畸形子宫、宫腔较大的子宫

以及宫腔壁薄的子宫［５］。超导可视人流技术的兴起在很大程

度上解决了以上问题，通过超导可视技术，医师可直观的看到

宫腔内全貌，便于定位和去除孕囊，减少对子宫的损伤，目前已

取得较大的进展［６］。

常规的无统人工流产虽然具有镇痛作用，但却没有软化子

宫的作用，术中会出现子宫痉挛，因此在术中不但可能在术中

和术后引起疼痛，还可能引起宫穿孔、宫颈裂伤［７］。间苯三酚

是一种非阿托品非罂粟碱类纯平滑肌解痉药，被广泛应用于消

化系统和胆道功能障碍引起的急性痉挛性疼痛［７］。子宫的宫

颈部位主要由结缔组织组成，并包含平滑肌，因此间苯三酚对

宫颈也具有解除痉挛缓解疼痛的作用，并且安全性较高，不会

引起低血压、心率加快等不良反应［８］。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软化情况显著优于对照组，并且观察组的疼痛分级显著低

于对照组。陈春艳［９］研究结果显示，间苯三酚可以有效缓解子

宫痉挛，在子宫输卵管造影中有所应用。雷玲玲等［１０］研究认

为，间苯三酚具有优秀的解除子宫痉挛的作用，从而缓解疼痛。

陈丽英［１１］也认为，间苯三酚有助于缓解人流疼痛。这说明间苯

三酚可以通过缓解宫颈痉挛，软化子宫，从而减少疼痛。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性的认知和要求也在发展，调

查显示人工流产对于女性的性功能和性生活有着极大的影响，

因此减少人工流产对于女性性功能的损伤，促进性生活和谐对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１２］。本次研究结果显示，两组

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观察组患

者的性功能障碍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观察组患者的

ＦＳＦＩ评分显著高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性生活开始时间和
规律生活恢复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患者。本次关于术后并

发症的研究结果与过往研究结果相类似，这说明超导可视人流

技术较为可靠，并且安全性高。孙利等［１３］研究认为，人流疼痛

以及人流过程对于子宫的损伤是导致女性性功能障碍的重要

因素。王英等［１４］研究认为，减少人流疼痛以及对宫颈的损伤，

减少人流过程中对子宫的刺激对于女性的性功能和性生活有

着重要意义。这说明超导可视人流联合间苯三酚可以有效软

化子宫，减少手术器械刺激和术中疼痛，从而更好地保护子宫，

提高患者新功能和性生活和谐度，帮助患者尽快恢复正常生

活。

综上所述，超导可视人流联合间苯三酚可以更有效软化子

宫、减少疼痛，并降低性功能障碍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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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术式治疗对卵巢囊肿患者卵巢功能、阴道菌群
及性功能的影响
邱佳玲　陈彩霞　冯雪青
东莞市东城医院妇科 广东 东莞 ５２３００７

【摘要】　目的　探究不同术式治疗对卵巢囊肿患者卵巢功能、阴道菌群及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在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医院治疗且术后病理报告证实良性病变的８０例卵巢囊肿患
者的临床资料作回顾性分析。按照妇科手术方式将８０例患者分为 Ａ组（开腹手术）２７例、Ｂ组（腹腔镜手
术）２８例、Ｃ组（阴式手术）２５例。统计比较三组患者卵巢功能、阴道菌群、女性性功能评分和手术情况。
结果　术后１个月，Ａ组、Ｂ组患者血清Ｅ２水平均有所下降，血清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有所上升（均Ｐ＜００５），Ｃ
组患者血清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无明显变化（均 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Ａ组、Ｂ组患者血清 Ｅ２、ＦＳＨ、ＬＨ水
平均恢复到术前水平（均Ｐ＞００５），Ｃ组患者血清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无明显变化（均Ｐ＞００５）；Ａ组、Ｂ组
和Ｃ组患者术后阴道菌群失调率分别为３７０％、３９３％和４４０％，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Ａ
组、Ｂ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与术前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
明显低于术前和Ａ组、Ｂ组术后（均Ｐ＜００５）；手术时间从少到多依次为Ｃ组、Ｂ组、Ａ组，且三组手术时间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Ｃ组患者首次排气时间明显短于Ａ组患者（Ｐ＜００５）和Ｂ组患者（Ｐ
＜００５），Ｂ组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Ａ组患者（Ｐ＜００５），Ｃ组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Ａ组患者（Ｐ＜
００５）。结论　不同术式均可以有效治疗卵巢囊肿，但每种手术方式均有适应症和优缺点，在临床治疗中，
医生应当根据患者实际情况选择手术方式，帮助患者更好地恢复健康。

【关键词】　卵巢囊肿；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阴式手术；卵巢功能；阴道菌群；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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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Ｅ２，ＦＳＨａｎｄＬＨ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ｖｅｌ（ａｌｌＰ＞
００５），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ｅｒｕｍＥ２，ＦＳＨａｎｄＬＨ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ｓｏｆｖａｇｉｎａｌｆｌｏｒａ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Ｃｗｅｒｅ３７０％，３９３％ ａｎｄ４４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ｗｅｒｅ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Ｐ＞００５），
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
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ｗｅｒｅｉｎｔｕ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ｈｏｒｔ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ｌｏｎ
ｇｅｓｔ，ｇｒｏｕｐＣ，ｇｒｏｕｐＢ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ｔｈｒｅｅ
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ｘｈａｕｓｔｔｉｍ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
ａｎｄｇｒｏｕｐＢ（Ｐ＜００５）．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
ａｎｄｔ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ｔａｙ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ｒｅａｔ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ｙｓｔｓ，ｂｕｔｅａｃｈ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ｈａｓ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ｄｏｃｔｏｒｓｓｈｏｕｌｄｍａｋｅａ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ｃｈｏｉｃｅｏｆ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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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囊肿（ｏｖａｒｙｃｙｓｔ）是女性生殖器多发疾病，属于良性病
变但有恶性病变的可能，好发人群为青年和中年女性，且早期

多不显症，仅部分患者可以在健康体检时发现存在［１２］。近年

来，我国女性卵巢囊肿发病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

的改变逐年上升，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女性两性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３４］。目前，女性卵巢囊肿尚无确切发病机制，其主要治疗

方式包括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和阴式手术 ３种妇科手术方
式［５６］。本研究通过比较不同术式治疗对女性卵巢囊肿患者卵

巢功能、阴道菌群和性功能的影响，探究其临床推广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回顾性分析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月于广东省东莞市东
城医院治疗且术后病理报告证实为良性病变的１０３例卵巢囊肿

患者的临床资料，其年龄范围 １７岁 ～５３岁，病灶直径 ４ｃｍ～
８ｃｍ。纳入标准：①符合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３年出版，谢幸和
苟文丽主编的《妇产科学》第８版表述的卵巢囊肿诊断标准［７］，

子宫活动受限；②经过ＣＴ或Ｂ超检查卵巢非恶性病变；③腔镜
手术和阴式手术组患者均无中转开腹；④患者知情同意。排除
标准：①严重心瓣膜疾病、主动脉瘤等患有严重系统性疾病者；
②经过ＣＴ或Ｂ超检查卵巢属恶性病变者；③术前服用激素类
药物者。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才有实验对照方法。按照妇科手术方式将８０例患

者分为Ａ组（开腹手术）２７例、Ｂ组（腹腔镜手术）２８例、Ｃ组
（阴式手术）２５例。三组患者在一般资料方面比较，其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囊肿类型（例）

浆液性囊腺瘤 粘液性囊腺瘤 其他
病灶直径（ｃｍ）

Ａ组 ２７ ２９３６±４２１ １４（５１９） ９（３３３） ４（１４８） ５９６±１４８

Ｂ组 ２８ ２８７９±４５２ １７（６０７） ８（２８６） ３（１０７） ６２７±１６２

Ｃ组 ２５ ２９５５±４１８ １３（５２０） ９（３６０） ３（１２０） ６１１±１６７

χ２／Ｆ值 ０２２５ ０６８１ ０２５３

Ｐ值 ０７９９ ０９５４ ０７７７

１３　手术实施
Ａ组开腹手术：术前患者取平卧位，气管插管全身麻醉后，

使用规定手术工具横向切口打开腹膜，冷刀切开卵巢，分离剥

除囊肿，逐层缝合［８］。

Ｂ组腹腔镜手术：术前患者取仰卧位，气管插管全身麻醉
后，采用三孔操作法将腹腔镜套管经脐孔穿刺置入，手术器械

套管经脐下腹或上腹刺穿置入，用单极电凝针钝锐性剥离囊

肿，若囊肿巨大无法取出，则刺破囊肿洗出囊液再将囊肿壁装

袋取出，缝合伤口［９］。

Ｃ组阴式手术：术前患者取膀胱截石位，外阴、阴道、宫颈消
毒后，铺手术巾露手术视野，钳夹宫颈牵引子宫并注射肾上腺

素氯化钠注射液，剪开前或后穹窿，钝性分离器官间隙进入盆

腔，用组织钳钳夹囊肿牵引至阴道术野内，采用吸收器将囊液

吸净后钝性分离囊肿壁完整切除，缝合卵巢、腹膜和阴道壁［１０］。

１４　观察指标和检测方法
卵巢功能检查：分别于三组患者术前１个月、术后１个月、

术后３个月月经第二天采肘静脉血５ｍｌ，室温下离心取血清，以
化学发光法使用化学免疫分析仪（西门子公司，ＡＣＳ１８０ＳＥ型）
和雌二醇（Ｅ２）检测试剂盒（和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促卵泡生
成激素（ＦＳＨ）检测试剂盒（和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人促黄体
生成激素（ＬＨ）检测试剂盒（和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检测其血

清雌二醇、卵泡生成素、促黄体生成激素水平。其中，当 ＦＳＨ≥
１２ＩＵ／Ｌ即为卵巢功能下降，当 ＦＳＨ≥４０ＩＵ／Ｌ为卵巢功能衰
竭［１１］。

阴道菌群检测：分别在术前１周、术后１周对三组患者无菌
取阴道分泌物，取后立即检测，记录术后三组患者阴道菌群失调

率。检测结果不满足油镜下每个视野菌群密度为１～１０００个、
菌群多样性为１～１０种菌落、革兰阳性杆菌为主优势菌或分泌
物ｐＨ≤４５之一，即为阴道菌群失调，统计阴道菌落失调率［１２］。

女性性功能调查：采用最新国际女性性功能评估量表（ｆｅ
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以问卷形式对两组患者进行性
功能调查，问卷包括６个维度，共１９个条目：是否感到性欲低下
（２项），性唤起有无障碍（４项），性高潮有无障碍（３项），性交
过程中是否感到疼痛或不适（３项），阴道湿润度是否能够维持
到性活动完成（４项），是否对两性生活满意（３项）。每个条目
评分为０～５分或１～５分，各维度内条目总分与该维度系数相
乘为该领域总分，６个维度总分相加为量表总分，量表总分为３６
分。其中，０分表示没有性活动，１分表示非常不满意，２分表示
中度不满意，３分表示满意与不满意程度一致，４分表示中度满
意，５分表示非常满意，性功能障碍严重程度随分数降低而加
重，我国女性ＦＳＦＩ评分小于２３４５分即为性功能障碍［１３］。

三组患者手术情况观察：观察三组患者手术时间、出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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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排气时间及住院时间。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

量资料采用平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分
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卡方检验和
秩和检验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卵巢功能检测结果比较

术后１个月，Ａ组、Ｂ组患者血清 Ｅ２水平均有所下降，血清

ＦＳＨ、ＬＨ水平均有所上升（Ｐ＜００５），Ｃ组血清 Ｅ２、ＦＳＨ、ＬＨ水
平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术后３个月，Ａ组、Ｂ组患者血清 Ｅ２
水平比术后１个月明显上升（Ｐ＜００５），与术前１个月相比水
平一致（Ｐ＞００５），血清 ＦＳＨ、ＬＨ水平比术后１个月明显下降
（Ｐ＜００５），与术前１个月相比水平一致（Ｐ＞００５），Ｃ组血清
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无明显变化（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卵巢功能检测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点 ＦＳＨ（Ｕ／Ｌ） Ｅ２（ｐｇ／Ｌ） ＬＨ（Ｕ／Ｌ）

Ａ组 ２７ 术前１个月 ７６２±１２１ ５４０１±６５２ ９５２±１７６

术后１个月１２６４±１１７ａ４４２４±６３５ａ１７５６±０８３ａ

术后３个月 ７４３±１０４ｂ５７４３±６１５ｂ１１１８±１４２ｂ

Ｂ组 ２８ 术前１个月 ７６１±１１４ ５３４４±６７８ ９６１±１７２

术后１个月１１５８±１０３ａ４３２９±６６３ａ１８６７±０７４ａ

术后３个月 ７６１±１１７ｂ５５３７±６３１ｂ１０６４±１５１ｂ

Ｃ组 ２５ 术前１个月 ７５６±１１４ ５３５１±６５９ ９５６±１７２

术后１个月 ７９７±０９８ ５３０３±６８１１０６１±０６９

术后３个月 ７４９±０９３ ５６０３±６２４１０２９±１７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术前１个月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术
后１个月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患者阴道菌群失调率比较
Ａ组患者术后阴道菌群失调率为３７０％，Ｂ组患者术后阴

道菌群失调率为 ３９３％，Ｃ组患者术后阴道菌群失调率为

４４０％，三组患者阴道菌群失调率标胶，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三组患者阴道菌群失调率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失调 正常 失调率

Ａ组 ２７ １０（３７０） １７（６３０） ３７０％

Ｂ组 ２８ １１（３９３） １７（６０７） ３９３％

Ｃ组 ２５ １１（４４０） １４（５６０） ４４０％

２３　三组患者女性性功能评分比较
Ａ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与术前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Ｂ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与术前相比，其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明显低于术
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且低于 Ａ组、Ｂ组患者
术后评分，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前 手术后 ｔ值 Ｐ值

Ａ组 ２７ ２９８３±４１９ ２８９８±４３７ １０３２ ０２３３

Ｂ组 ２８ ３０１２±４３６ ２９３７±４２６ ０９２１ ０２２６

Ｃ组 ２５ ３０３３±４５２ ２５１９±４３９ａｂ ５７６８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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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　三组患者手术情况观察结果比较
Ｂ组患者手术时间明显短于 Ａ组（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手

术时间明显短于Ａ组（Ｐ＜００５），Ｃ组患者手术时间明显短于
Ｂ组（Ｐ＜００５）；Ｂ组患者出血量明显少于 Ａ组（Ｐ＜００５），Ｃ
组患者出血量明显少于Ａ组（Ｐ＜００５）；Ｃ组患者首次排气时
间明显短于Ａ组（Ｐ＜００５）和 Ｂ组（均 Ｐ＜００５）；Ｂ组患者住
院时间明显短于Ａ组（Ｐ＜００５），Ｃ组患者住院时间明显短于
Ａ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三组患者手术情况观察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出血量（ｍＬ） 首次排气时间（ｈ） 住院时间（ｄ）

Ａ组 ２７ ７８５２±７３９ ６９８４±５８８ １９１６±３４２ ９５３±２８１

Ｂ组 ２８ ５６４８±６６１ａ ３７２８±４３４ａ １６５７±３６１ ６１９±１９２ａ

Ｃ组 ２５ ４２５９±５２４ａｂ ３５１９±４８８ａ １１５１±２４８ａｂ ５７６±１６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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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讨论
卵巢囊肿是一种属于良性病变，好发人群为青年和中年女

性的女性生殖器多发疾病，发病早期不易发现，仅部分患者可

以在健康体检时发现存在［１４］。近年来，我国女性卵巢囊肿发病

率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逐年上升，其主要治疗

方式包括开腹手术、腹腔镜手术和阴式手术 ３种妇科手术方

式［１５］。３种手术方式各有优劣，开腹手术优点在于没有特殊限
定条件适用于所有患者，同时不会在术中增加手术分期，但其缺

点也很明显，手术时间长、术后切口容易发生感染，创口容易留

疤痕不利于美观［１６］；腹腔镜手术优点是手术时间较短、出血量

少、术后恢复较快、创口不易留疤、切口感染率低等，但其缺点是

对手术操作者和手术器材等要求较高，且术后患者容易出现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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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胀痛及由于术中体位导致的腰酸背痛等不舒适症状，同时腹

腔镜手术费用较大会给患者造成经济负担［１７］；阴式手术优点是

手术时间短、腹部不用切口、创伤小、术后恢复快且囊液不会污

染腹腔，但缺点是阴式手术适用人群主要为已婚人群、手术视

野较小操作难度较大，同时不适用于有盆腔粘连史或囊肿直径

超过１０ｃｍ患者、局限性较大［１８］。

韩凤珠［１９］研究不同治疗方法对卵巢囊肿患者的影响中发

现，开腹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对术后１个月患者卵巢功能有较大
影响，术后３个月水平恢复，而阴式手术对患者卵巢功能无明显
影响。孙丽［２０］研究阴式手术和腹腔镜手术对卵巢囊肿患者阴

道菌群影响中发现，阴式手术患者术后有发生阴道菌群失调，

而腹腔镜手术患者没有发生。有关研究显示，３种手术方式治
疗卵巢囊肿中发现，腹腔镜手术和阴式手术患者手术时间、术

中出血量及住院时间均显著低于开腹手术患者［５］。本研究中，

术后１个月，Ａ组、Ｂ组患者血清 Ｅ２下降、ＦＳＨ、ＬＨ上升，Ｃ组血
清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无明显变化。本研究中，术后３个月，Ａ组、
Ｂ组患者血清Ｅ２、ＦＳＨ、ＬＨ水平恢复到术前１个月水平；Ａ组、Ｂ
组患者术后性功能评分与术前相比无明显差异，Ｃ组患者术后
性功能评分降低；手术时长从小到大依次为Ｃ组、Ｂ组、Ａ组；出
血量Ａ组最高、Ｂ组与 Ｃ组无差异，首次排气时间 Ｃ组最短、Ａ
组与Ｂ组无明显差异；住院时间 Ｃ组最长、Ｂ组与 Ａ组无明显
差异，此与文献基本一致。这说明，３种手术方式都可以有效治
疗卵巢囊肿，开腹手术适用于不确定肿瘤是否为恶性或盆腔粘

连病史患者，腹腔镜手术适用于不愿留疤经济能力较好患者，

阴式手术适合已婚、无盆腔粘连史及囊肿直径小于１０ｃｍ患者，
根据其优缺点，适用范围有所不同。本研究中，三组患者阴道菌

群均有失调情况发生但无显著差异，腹腔镜手术患者阴道菌群

失调率与文献报道不符，可能在于样本数量较小，下一步研究

需要扩大样本。

综上所述，不同术式均可以有效治疗卵巢囊肿，但每种手

术方式均有适应症和优缺点，在临床治疗中，医生应当根据患

者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手术方式，帮助患者更好地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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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女性性功能受到神经内分泌轴的调节，其中内分泌因素在维持性器官的结构和功能
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方法　本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于张家港市中医医院诊治的因绝
经期综合征行激素替代治疗（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ＲＴ）的１５０例绝经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比较单
纯雌激素替代治疗与雌、雄激素联合替代治疗对绝经期妇女性功能的影响。结果　发现这２种激素替代治
疗方案均可以显著改善性功能。雌、雄激素联合替代治疗对于性欲、性唤起、性高潮及性满意度有更加显著

的改善作用。结论　绝经期女性由于卵巢功能衰退，体内激素水平发生急遽变化，雌激素、雄激素水平下
降，继而影响绝经期妇女的性功能，表现为性欲、性唤起、性反应、性满意度和性高潮均恶化。激素替代治疗

是缓解绝经期症状、改善女性性功能的治疗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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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功能开始衰退是女性步入绝经期的标志。绝经期女
性由于卵巢功能的衰退，体内的激素水平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雌激素水平先有较大的波动，随后转为持续性下降，促性腺激

素水平上升。雄激素的合成和代谢也发生变化，合成雄激素的

能力下降。女性的性功能调节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激素的调节

起到重要作用，雌激素在维持与女性性反应相关器官的解剖和

机能起到关键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雄激素是影响女性性

功能的重要独立决定因子［１］。绝经期补充小剂量雌激素是改

善围绝经期症状及性生活质量的常用激素替代方案，但也有报

道使用小剂量雌激素联合雄激素替代治疗。本研究将雌激素替

代治疗（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ＲＴ）与雌、雄激素联合替
代治疗（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ａｐｙ，ＥＡＲＴ）对绝经期
女性性功能的改善效果进行对比分析。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随机选取２０１２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于张家港市中医
医院诊治的因绝经期综合征行激素替代治疗（ｈｏｒｍｏｎｅ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ａｐｙ，ＨＲＴ）的１５０例绝经期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４６岁
～５６岁，年龄（５２７±７３）岁。采用随机数表方法将其分为ＥＲＴ组
（ｎ＝８０）和ＥＡＲＴ组（ｎ＝７０）。ＥＲＴ组患者每日口服戊酸雌二醇
１ｍｇ，ＥＡＲＴ组患者除每日口服戊酸雌二醇１ｍｇ外，另每日涂抹睾
酮皮肤凝胶５ｇ于左侧大腿内侧上１／３皮肤表面，治疗时间２４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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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后接受问卷调查。要求就诊患者有固定的性伴侣或者配偶，

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能够独自读懂调查问卷。本研究已获患者及

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张家港市中医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使用戊酸雌二醇的排除标准：不明原因阴道流血、已知或

可疑妊娠、已知或可疑乳腺癌、已知或可疑的性激素依赖性肿

瘤、近６个月内患有活动性静脉或动脉血栓性疾病、严重肝肾功
能障碍、血卟啉症、耳硬化症、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

内膜增厚、乳腺良性疾病，乳腺癌家族史。

使用睾酮皮肤凝胶的排除标准：已知或可疑妊娠、多囊卵

巢综合征、雄激素性脱发、脂溢性皮炎或痤疮、多毛症。

１２　研究方法及观察指标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调查 ＥＲＴ和 ＥＡＲＴ对绝经期

女性性功能的影响，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对研究对象进行性功能评分。ＦＳＦＩ分为性欲、性唤
起、阴道润滑、性高潮、性满意度及性交疼痛６个单项，共计３６
分。评分升高代表性功能改善。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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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比较ＥＲＴ及ＥＡＲＴ的女性
性功能评分；采用χ２检验比较ＥＲＴ与ＥＡＲＴ性生活的改善率。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

两组患者在接受 ＨＲＴ前 ＦＳＦＩ评分、年龄、已绝经时间比

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在ＨＲＴ前临床资料和ＦＳＦＩ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ＥＲＴ（ｎ＝８０） ＥＡＲＴ（ｎ＝７０） 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５２４２±６５３ ５３１３±７０２ －０６４２ ０３４７

已绝经时间（月） １１２７±７５３ １３４２±５６４ －１９５６ ０２１７

性欲 ２１７±０４８ ２２１±０５２ －０４８９ ０１４７

性唤起 ３２１±０４１ ３３１±０５２ －１３１５ ０３７２

阴道润滑 ２３２±０５７ ２４０±０３７ －１００４ ０２１９

性高潮 ２７２±０３８ ２４６±０５４ ３４４２ ００９８

性满意度 ２５９±０２９ ２６７±０３４ －００２１ ０５７１

性交疼痛 ２３５±０３８ ２４７±０２９ －２１５０ ０２５７

ＦＳＦＩ总分 １５３６±０４２ １５５２±０４５ －２２５１ ０５６４

２２　两组患者在治疗后性功能改善率比较
ＥＲＴ组８０例患者中，４３例（５３７５％）药物治疗后性功能改

善；ＥＡＲＴ组７０例患者中，５４例（７７１４％）药物治疗后性功能
改善；两组患者性生活改善率相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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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ＲＴ治疗前后ＦＳＦＩ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ＥＲＴ（ｎ＝８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ＥＡＲＴ（ｎ＝７０）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性欲 ２１７±０４８ ３２１±０６３ －１１７４ ０００９ ２２１±０５２ ３９２±０９２ －１４２３ ０００６

性唤起 ３２１±０４１ ３７５±１０８ －４１４５ ００３３ ３３１±０５２ ４４１±０９２ －９．１２ ００２３

阴道润滑 ２３２±０５７ ４１２±１２７ －１１４３ ０００２ ２４０±０３７ ４２１±１２９ －１２００ ０００２

性高潮 ２７２±０３８ ３９３±１２３ －８３５８ ００３６ ２４６±０５４ ４５６±０８５ －１８２８ ０００５

性满意度 ２５９±０２９ ４３７±１０９ －１４０５ ００３７ ２６７±０３４ ５３２±０７９ －２７２７ ０００１

性交疼痛 ２３５±０３８ ４２７±１１８ －１３７７ ００３９ ２４７±０２９ ４３１±０８６ －１８０１ ００２７

　总分 １５３６±０４２ ２３７６±５２１ －１４３７ ０００６ １５５２±０４５ ２７３７±５１４ －２０５４ ０００２

２３　两组患者ＦＳＦＩ结果比较
调查结果表明，与 ＥＲＴ组相比 ＥＡＲＴ可以显著改善性欲

（Ｐ＝０００４），对性生活的主观愿望增强；同样，ＥＡＲＴ还可以显
著改善绝经期女性的性唤起，主观上改善性兴奋、性愉悦的体

验，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ＥＲＴ组与 ＥＡＲＴ组在
阴道润滑及肿胀反应等方面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３２４）；ＥＡＲＴ可以显著改善绝经期妇女的性高潮，使性快感
评分显著提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８）；ＥＡＲＴ与
ＥＲＴ相比，可以显著改善患者的性满意度，提升性满足感，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２）；在性交疼痛评分方面，ＥＲＴ和
ＥＡＲＴ组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５７）。总的来说，
ＥＡＲＴ和 ＥＲＴ均可以改善绝经期女性性功能，但是 ＥＡＲＴ较
ＥＲＴ可以显著的改善性生活质量，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０２）。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ＨＲＴ治疗后ＦＳＦＩ结果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ＥＲＴ ＥＡＲＴ ｔ值 Ｐ值

性欲 ３２１±０６３ ３９２±０９２ －３０７８ ０００４

性唤起 ３７５±１０８ ４４１±０９２ －２６８３ ００１２

阴道润滑 ４１２±１２７ ４２１±１２９ －１５７４ ０３２４

性高潮 ３９３±１２３ ４５６±０８５ －２９５３ ０００８

性满意度 ４３７±１０９ ５３２±０７９ －２４１７ ０００２

性交疼痛 ４２７±１１８ ４３１±０８６ －１５７２ ０１５７

　总分 ２３７６±５２１ ２７３７±５１４ －３５４３ 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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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已有医学资料和本研究结果均表明，中老年妇女仍具有性

功能，对性生活仍有欲望［２］。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绝经后妇女

有性要求者占２５％～５０％，围绝经期及绝经后妇女存在性功能
障碍者占比３０％ ～５０％［３］。绝经期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主要病

因是内分泌因素：女性年龄增大，卵巢功能减退，卵巢激素分泌

减少，雌激素水平下降，雄激素水平也逐年下降。

绝经期女性的血清雌激素水平下降，性器官发生萎缩性改

变，阴道粘膜干燥、皱褶消失，阴道壁变薄，弹性减退，阴道壁点

状充血，呈炎症样改变，阴道ｐＨ值上升，原定植菌群紊乱，常伴
有老年性阴道炎［４］。绝经期女性的性功能变化主要为：性欲减

退、性生活频率下降、阴道润滑困难、性反应降低及生殖器感觉

减退，最终导致性高潮缺乏，性满意度下降。补充雌激素可恢复

阴蒂及阴道的功能特性，使接近于绝经前水平。本研究发现，绝

经期妇女ＥＲＴ可以缓解阴道萎缩症状，增加性唤起时阴道润
滑，减少性交疼痛不适，有利于性高潮的产生，但是对性欲及性

唤起的改善作用较弱。雌激素还可以改善血管舒张功能，改善

阴道、阴蒂和尿道的动脉血供，动物实验还表明，雌二醇可以降

低阴部神经区域的感觉阈值［５］。

雄激素在女性性冲动、性欲、性幻想、性功能的维持和性满

足等方面起着重大的作用。有关雄激素调节女子性功能的中

枢和外周机制已有一些研究，包括分子生物学和细胞学水平的

研究，但研究总体并不能令人满意。雄激素可以减弱精氨酸酶

活性，使电刺激阈值降低和加强血管活性肠肽引起的阴道平滑

肌松弛反应。雄激素也能调节血流动力学，增加生殖器血流，增

加性交过程中生殖器的敏感性、阴道长度和润滑液的分泌［６］。

在大脑的调节性活动的区域也发现雄激素受体水平较高，这提

示雄激素对性活动中枢也有一定的调节作用［７］。本研究发现，

雌激素联合雄激素替代治疗可以显著的改善性欲及性唤起反

应，从而提高了性生活的满意度，可能是由于雄激素对性器官、

性中枢的结构和功能有相应的改善作用。

国外的随机双盲实验证明卵巢切除行ＥＲＴ的妇女，给予经
皮雄激素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性欲低下及性唤起、性高潮、性反

应性低下等［８］。长期应用雄激素可以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如体

重增加、男性化、多毛、阴蒂增大、肝功能异常、高胆固醇血症。

也有报道显示，若雄激素替代治疗控制在生理水平，不良反应

较少［９］。一项研究发现，睾酮在性高潮、性唤起、性交疼痛等方

面改善明显，但是副作用和安慰剂组无明显差别［１０］。本研究

中，ＥＡＲＴ组患者未见有严重的不良事件。一般来说，绝经期
性欲低下的女性，使用生理剂量或者轻度超生理剂量的雄激素

是不会出现副作用的。

综上所述，在治疗绝经期妇女性功能障碍时，联合应用雌

激素及雄激素的疗效要优于单用雌激素，并且安全性与副作用

无明显差别，如有更多的临床研究支持本结果，雌、雄激素的联

合应用可以成为全新的激素替代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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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３０ ·妇科与生殖医学·

盆底物理治疗改善产后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
功能障碍的临床研究
鲁翠萍　王香华　彭菊兰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要】　目的　探讨盆底物理治疗改善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碍的临床效果。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诊治的产后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碍的５０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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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法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２５例产妇。观察组产妇在对照组治疗
的基础上进行盆底物理治疗，对照组产妇采取盆腔和生殖器疼痛性功能障碍相关知识宣教讲解和心理辅导，３
个月后比较两组产妇性功能障碍改善情况，并且采用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检查膀胱颈角
度、膀胱旋转角度和膀胱颈移动变化情况。结果　治疗后，两组产妇盆底肌力等级均较治疗前有所升高，且观
察组产妇升高幅度大于对照组产妇（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产妇
（９２０％ ｖｓ７６０％，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产妇中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疼痛均少于治疗
前，且观察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情况少于对照组产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产妇各项性功能客
观指标均优于治疗前，其中观察组产妇每周性生活次数、每次性生活持续时间、性伴侣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产

妇（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产妇性生活质量均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产妇优于对照组产妇（Ｐ＜００５）。在静
息情况下，观察组产妇的平均膀胱颈角度为（１１６０５±５７２），与对照组产妇的（１２１２７±６１９）相差较大（Ｐ＜
００５）。在瓦尔萨尔瓦氏动作现象（Ｖａｌｓａｌｖａ）下，观察组产妇的膀胱颈角度为（１４６５５±８０１），对照组产妇的膀
胱颈角度为（１５６６２±７９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的平均膀胱旋转角度为（３０３６
±２８６），对照组产妇的平均膀胱旋转角度为（３６５２±３２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
的膀胱颈移动度为（３００５±１３１）ｍｍ，对照组产妇的膀胱颈移动度为（３３１２±２６５）ｍ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　盆底物理治疗可以通过提高产妇盆底肌力，改善产妇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
碍发生情况，提高产妇性生活质量，降低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疼痛发生率。

【关键词】　　产妇；物理疗法；盆底肌力；性功能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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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ｔｓｉｎｅａｃｈ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ｇｉｖ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ｕｎｓｅｌｉｎｇ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ｅｌｖｉｃ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ｐａｉｎ，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ｇｉｖｅｎ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３ｍｏｎｔｈｓｌａｔｅｒ，ｔｈｅ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ｃｏｌｏ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ｅｘａｍｉｎｅ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ａｎｇｌｅ，ｂｌａｄ
ｄｅ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ａｎｄ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
００５）．Ａ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ｔ′ｓ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９２０％ ｖｓ７６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
ｎｅｎｃｅ，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ｐｅｒｗｅｅｋ，ｔｈ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ｃｈｓｅｘｕ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
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ｗ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ｈａｄｂｅｔｔｅｒ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Ｕｎｄｅｒ
ｒｅｓｔ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１６０５±５７２），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１２１２７±６１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ＵｎｄｅｒＶａｌｓａｌｖａｍａｎｅｕｖｅｒ，ｔｈｅｂｌａｄｄｅｒ
ｎｅｃｋａｎｇｌ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５６６２±７９９）ａｎｄ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１４６５５±８０１）．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Ｐ＜００５）．Ｔｈｅａｖｅｒａｇ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ｒｏ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
（３０３６±２８６），ｗｈｉｃｈ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ｒｏｍ（３６５２±３２５）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Ｔｈｅ
ｂｌａｄｄｅｒｎｅｃｋ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３３１２±２６５）ｍｍａｎｄ（３００５±
１３１）ｍｍ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ｔｈｅ
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ｐｅｌｖｉｃａｎｄｇｅｎｉｔａｌ
ｐａ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ｓｅｘｕａｌｌｉｆｅ，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ｅｓｓｕｒｉｎａｒｙ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ｐｅｌｖｉｃｏｒ
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ｅｌｖｉｃｐａ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ｕｅｒｐｅｒａ；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ｅｘｕａｌ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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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定义为“在性活动期间偏离女性所经历
的正常感觉和／或功能”，主要分为性兴趣和性唤醒障碍、性高
潮障碍以及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性功能障碍３个类别［１］。

据统计，约有１０％～３０％的女性有性功能障碍［２］。在初产妇发

生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性功能障碍的可能性较高，且与女

性性功能障碍相关的盆底疾病的发病率高达５８％，主要症状为
润滑不足、阴道感觉异常、阴道松弛、阴道紧缩、性交不全和失

禁［３４］。迄今为止，国际上普遍认为，以盆底肌训练为主的盆底

物理治疗在压力性尿失禁和盆腔器官脱垂的治疗中取得了较

好的临床效果。然而，盆底物理疗法对于性功能障碍和相关症

状的影响尚缺乏系统性的报道。据推测，骨盆底肌的张力、力量

和收缩能力是阴道容受性和反应性、性伴侣性交时的愉悦感和

高潮肌肉反应的重要因素。有关研究显示，除了改善阴道感觉

和紧密度之外，强骨盆底肌可能与更好的性高潮及性唤醒潜

能、欲望、兴奋和阴道润滑有关［５７］。本研究选取深圳市龙华区

人民医院诊治的产后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碍产妇

为研究对象，探讨盆腔物理疗法在改善性功能障碍方面的效

果，并分析其机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诊治的产后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碍的５０例产妇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诊断标准的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
关性功能障碍产妇；②无妊娠并发症；③无盆腔手术史。排除标
准：①意识不清者；②认知能力障碍者；③早产产妇；④合并恶性
肿瘤者；⑤合并其他重要脏器疾病者；⑥临床资料不全者。本研
究已经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且受试者均已签署书面

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法将产后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

碍的５０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２５例产妇。两组产
妇年龄、产次、职业等基线资料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产次（次）
职业

商人 工人 其他

观察组 ２５ ３０１８±３４９ ２０３±０４３ ８（３２０） １０（４００） ７（２８０）

对照组 ２５ ３０８５±３４０ ２０２±０４１ ７（２８０） １２（４８０） ６（２４０）

χ２／ｔ值 ０５０２ ００３０ ０１２９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观察组产妇治疗方法　观察组产妇在对照组治疗的基
础上进行盆底物理治疗，具体实施步骤如下：观察组产妇每人

配备一个记事本用于描述当日盆底物理锻炼内容，要求产妇在

每次锻炼后完成；观察组产妇接受关于盆腔解剖学和功能以及

如何正确收缩肌肉的宣教，并被指导进行３秒钟的收缩和放松
训练。在随后的１５天内，每天进行１０次时间为２秒钟的快速
收缩和放松训练；１５天后，收缩和放松训练的持续时间改为５
秒。此外，由专人负责通过电话询问观察组产妇盆腔物理锻炼

计划的实施情况以及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提出相应解决方

案。电话调查在第一个月内每周２次，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每周
１次。
１３２　对照组产妇治疗方法　对照组产妇采取性功能障碍相
关知识宣教讲解和心理辅导。

评估两组产妇治疗前、治疗后３个月后性功能相关指标。
各项评估均由同一组专业人员进行。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指标如下：①搜集两组产妇年龄、产次、职业等基线资

料并进行比较。②采用盆底肌康复检测仪测定两组产妇治疗
前后盆底肌力，分级为０Ⅴ级，级数越高代表盆底肌收缩能力
越强。③比较两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评估标准如下：

盆底肌力≥Ⅳ级为显效；盆底肌力为ⅡⅢ级为有效；盆底肌力
检测＜Ⅱ级为无效。④比较两组产妇治疗前后压力性尿失禁、
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疼痛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情况。

⑤比较两组产妇治疗前后每周性生活次数、每次性生活持续时
间、性伴侣满意度评分等性功能客观指标。⑥采用问卷调查方
式评估两组产妇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评估内容包含性生活频

率、每次性生活持续时间和性生活协调程度，问卷共计２０个条
目，每个条目设１～５分。评估标准如下：性生活质量评分 ＞７０
分为优；性生活质量评分为４０～７０分为良；性生活质量 ＜４０分
为差。⑦本研究采用 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型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
仪，配置 ＲＡＢ４８Ｄ型和 ＲＩＣ５９Ｄ型三维容积探头，测量膀胱、
耻骨联合、尿道和逼尿肌的厚度，测量耻骨联合线下缘至膀胱经

和耻骨联合中线之间的膀胱颈角度，测量静息状态和最大 Ｖａｌ
ｓａｌｖａ动作时的差值即膀胱颈活动度和膀胱颈移动度，即静息状
态和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不同时间段膀胱颈相对耻骨联合位移。膀胱
颈角度、膀胱颈旋转度和膀胱颈移动度越小说明盆底功能越差。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百分率［ｎ（％）］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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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盆底肌力等级比较

治疗前，两组产妇盆底肌力等级相比，其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产妇盆底肌力等级均比治疗前有所
升高，且观察组产妇升高幅度大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盆底肌力等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０ Ⅰ Ⅱ Ⅲ Ⅳ Ⅴ

治疗后

０ Ⅰ Ⅱ Ⅲ Ⅳ Ⅴ

观察组 ２５ ９（３６０）８（３２０） ４（１６０） ４（１６０） ０（０） ０（０） ３（１２０） １（４０） ３（１２０） ４（１６０）９（３６０） ５（２００）

对照组 ２５ １０（４００）７（２８０） ５（２００） ３（１２０） ０（０） ０（０） ７（２８０） ４（１６０）３（１２０） ２（８０） ６（２４０） ３（１２０）

χ２值 ０３２７ １０２６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评估
治疗后，观察组产妇中显效、有效、无效的例数分别为 １４

例、９例、２例，对照组产妇中显效、有效、无效的例数分别为６
例、１３例、６例，观察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产妇（９２０％比 ７６０％），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情况相比，其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产妇中发生压力性
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疼痛均少于治疗前，且观察组

产妇少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产妇盆底功能障碍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２５ １４（５６０） ９（３６０） ２（８０） ２３（９２０）

对照组 ２５ ６（２４０） １３（５２０） ６（２４０） １９（７６０）

χ２值 — — — １０５０７

Ｐ值 — — — ＜００５

表４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压力性尿失禁

治疗前 治疗后

盆腔器官脱垂

治疗前 治疗后

慢性盆腔疼痛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２５ １４（５６０） ４（１６０） ７（２８０） ２（８０） ９（３６０） ２（８０）

对照组 ２５ １５（６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６（２４０） ４（１６０） １０（４００） ５（２００）

χ２值 ０２０８ １２３３４ ００１２ ４０３６ ０１３３ ６１８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性功能客观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产妇性功能客观指标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产妇各项性功能客观指标均优于

治疗前，其中观察组产妇每周性生活次数、每次性生活持续时

间、性伴侣满意度均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产妇治疗前后性功能客观指标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每周性生活次数（次）

治疗前 治疗后

每次性生活持续时间（ｍｉｎ）

治疗前 治疗后

性伴侣满意度（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２５ ０４８±０１０ １３０±０２２ ８０２±１３０ １５８９±２２０ ３０５５±３１２ ４３９０±４８６

对照组 ２５ ０５０±００８ ０７５±０１９ ７８８±１２１ １０３７±２０４ ３０６８±３０７ ３６７３±４０８

ｔ值 ０５０５ ４３１２ ０６９３ ６０８７ ００３９ ７１５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两组受试产妇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比较
治疗前，两组受试产妇性生活质量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受试产妇性生活质量均优于治疗

前，且观察组受试产妇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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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两组患者盆底超声检查膀胱颈角度、膀胱旋转角度和膀胱
颈移动变化情况

　　在静息情况下，观察组产妇的平均膀胱颈角度为（１１６０５±
５７２），对照组产妇的平均膀胱颈角度为（１２１２７±６１９），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在 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情况下，观察
组产妇的膀胱颈角度为（１４６５５±８０１），对照组产妇的膀胱颈

角度为（１５６６２±７９９），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观察组产妇的平均膀胱旋转角度为（３０３６±２８６），对照组产
妇的平均膀胱旋转角度为（３６５２±３２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的膀胱颈移动度为（３００５±
１３１）ｍｍ，对照组产妇的膀胱颈移动度为（３３１２±２６５）ｍｍ，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表６　两组受试产妇治疗前后性生活质量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优 良 差

治疗后

优 良 差

观察组 ２５ ５（２００） ５（２００） １５（６００） １２（４８０） ７（２８０） ５（２００）

对照组 ２５ ６（２４０） ５（２００） １４（５６０） ８（３２０） ８（３２０） ９（３６０）

χ２值 ０６７１ ７０３３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７　两组产妇盆底超声检查膀胱颈角度、膀胱旋转角度和膀胱颈移动变化情况（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膀胱颈角度（静息） 膀胱颈角度（Ｖａｌｓａｌｖａ） 膀胱旋转角度 膀胱颈移动度（ｍｍ）

观察组 ２５ １１６０５±５７２ １４６５５±８０１ ３０３６±２８６ ３００５±１３１

对照组 ２５ １２１２７±６１９ １５６６２±７９９ ３６５２±３２５ ３３１２±２６５

ｔ值 ５２５０ ６３２９ ６２２７ ５７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盆底肌功能障碍包含尿失禁、骨盆器官脱垂和性功能障

碍，其主要危险因素包括肥胖、家族史和器械辅助分娩。性健康

是妇女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

“与性有关的身体、情绪、精神和社会健康状态”。美国精神病

学协会将女性性功能障碍定义为“性反应周期的特征或与性行

为相关的疼痛过程中的一种障碍”。性功能障碍被定义的特点

是性反应可以导致人际关系困难和痛苦［８９］。在文献中已经确

定了影响女性性功能障碍发展的几个危险因素，包括绝经后状

况、与配偶的长期关系、糖尿病、妊娠、饮酒、尼古丁使用、盆腔器

官脱垂和尿失禁。性功能障碍作为盆底肌功能障碍之一，在分

娩和盆底疾病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因果联系。据估计，７５％的
盆底肌功能障碍可以归因于怀孕和分娩。妊娠和阴道分娩增

加腹内和肛门提肌压力，从而导致骨盆底支撑松弛，随后膀胱、

肠或子宫下降进入阴道。大约３０％ ～４０％盆底肌功能障碍患
者同时发生性功能障碍和尿失禁。性功能障碍显著影响女性

的生活质量和自尊，性活动及其功能障碍可能对生活质量以及

夫妻的情感和整体关系产生重大影响［１０１２］。

骨盆底肌训练是一系列重复的有目的的骨盆底肌收缩，

在１９３６年首次在现代医学中被描述为女性尿失禁和大便失
禁的预防和治疗选择。骨盆底肌训练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
流行，当时凯格尔报告了一系列通过生物反馈运动成功的女

性尿失禁治疗［１３］。骨盆底肌训练被推荐为所有类型的尿失禁

和轻中度盆腔器官脱垂的一线治疗；同时，一些研究表明骨盆

底肌训练在成功治疗尿失禁或盆腔器官脱垂的同时，还可以

有效改善妇女的性生活和性功能障碍的某些方面，然而，这一

观点尚未得到系统性的证实［１４１６］。在现代社会，骨盆底肌训

练有多种治疗模式，包括盆底物理训练、生物反馈治疗和电刺

激。

盆底物理训练是一种微创的方法，广泛应用于多种疾病的

治疗中。随机对照试验已经证明了盆底物理训练在非产后骨盆

器官脱垂妇女中的有益作用。先前的系统评价也表明，盆底物

理训练有效地改善了妊娠妇女和产后妇女的尿失禁［１７１８］。因

此，妇女往往被鼓励采用盆底物理训练，以减少产后期间尿失禁

发生情况。盆底物理训练可以影响性功能改善的不同生理机制

已经被假定，骨盆底肌无力可能导致女性无法达到高潮，因此盆

底物理治疗会对女性的性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１９２０］。本研究

发现，治疗后观察组产妇盆底肌力等级优于对照组，盆底功能障

碍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慢性

盆腔疼痛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发生情况低于对照组，每周性

生活次数、每次性生活持续时间、性伴侣满意度等性生活客观指

标均优于对照组，分析其原因是由于附着在阴蒂海绵体上的肌

肉强度的增加可以导致骨盆底肌更好地非自愿收缩，从而增加

性唤醒和性高潮反应。增加骨盆的血流量和增强的阴蒂敏感性

也被认为是盆底物理训练效应，可能有助于改善觉醒、润滑和高

潮。

综上所述，盆底物理治疗可以通过提高产妇盆底肌力，改善

产妇盆腔和生殖器疼痛相关性功能障碍发生情况，提高产妇性

生活质量，降低压力性尿失禁、盆腔器官脱垂、慢性盆腔疼痛发

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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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普勒超声测定膀胱血管阻力指数在女性原发性
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中的应用
吕云１　古泳梅２　张森青３　李法王３

１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Ｂ超室，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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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和分析多普勒超声测定膀胱血管阻力指数在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中
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诊治的５０例女性原发性
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和同期来院进行健康检查的５０例健康女性作为研究对象。前者设为实验组，后者设为
对照组。两组成员均接受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测量膀胱血管阻力指数（ＲＩ），比较 ＲＩ在两组成员中的差
异。结果　实验组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膀胱ＲＩ平均值为（０８３±００７），对照组健康女性的 ＲＩ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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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０６５±００６），实验组患者膀胱 ＲＩ值显著高于对照组成员，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００２６，Ｐ＜
００５）。实验组患者接受治疗后，膀胱ＲＩ指数由治疗前的（０８３±００７）降至（０６４±００５），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ｔ＝５０８９，Ｐ＜００５）。结论　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膀胱血流显著减少，膀胱 ＲＩ值升
高，提示膀胱血流减少与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发病相关，膀胱 ＲＩ值可以作为诊断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参
考指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多普勒超声；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膀胱血管阻力指数；女性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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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ＯＡＢ）是一种
以尿急症状为特征的症候群。目前，膀胱过度活动症在全世界

范围内的发病率较高，且随着人群年龄的增长，膀胱过度活动

症的发病率逐渐升高［１］。目前，我国对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研究

较少。一项大规模膀胱过度活动症流行病学的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病率为５９％，４０岁以上人群中患有
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占比超过１０％［２３］。因此，早期对膀胱过度

活动症进行诊断、治疗和干预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现有研究

表明，膀胱血流减少与膀胱过度活动症的发病密切相关，而膀

胱血流可以通过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测量膀胱血管阻力指数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ｅｉｎｄｅｘ，ＲＩ）加以反映［４］。因此，本研究探讨了多普勒超

声测定膀胱血管阻力指数在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

中的临床应用价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诊
治的５０例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患者临床诊断符合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诊断标准，
包括患者有膀胱过度活动症临床症状，尿急（突发、急迫排尿

感，且很难被延迟）、尿频、夜尿（患者夜尿次数大于１次），伴或

不伴有急迫性尿失禁；患者尿动力学表现为膀胱逼尿肌过度活

动或出现其他形式的膀胱功能障碍；患者膀胱过度活动症症状

评分（ＯＡＢＳＳ）总分≥３分［５］；②患者无急慢性下尿路感染症状；
③患者无神经性膀胱功能障碍；④患者无尿道梗阻、排尿困难症
状。排除标准：①严重肝肾功能异常者；②具有精神意识障碍的
患者；③中途退出／转院者或不愿加入本次研究且不予合作者。
同时，选取同期在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进行健康检查的５０例
健康女性为研究对象。所有研究对象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经过龙华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５０例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

活动症患者设为实验组，将５０例进行健康检查的女性设为对照
组。实验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６岁 ～６８岁，年龄（４５２６±６２８）
岁，患者病程（０９８±０１４）年，体质量指数（２２１６±２５８）ｋｇ／
ｍ２。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７岁 ～６９岁，年龄（４６３５±６４１）
岁，患者病程（１０８±０１８），体质量指数（２２１１±２４９）ｋｇ／ｍ２。
两组成员基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
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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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诊疗方法
两组成员均接受膀胱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彩色多普勒超

声仪购自阿洛卡，型号为Ｐｒｏｓｏｕｎｄα６。具体检查方法为：①膀胱
超声检查前，嘱咐患者憋尿，患者采取仰卧位；②选用凸阵探头，
探头频率为３ＭＨｚ，对患者充盈膀胱进行常规超声检查，然后测
量膀胱侧壁动脉血流速度，根据公式计算出膀胱血流阻力指数

（ＲＩ），ＲＩ＝（ＶｍａｘＶｍｉｎ）／Ｖｍａｘ［６］。给予实验组患者治疗后，观
察其治疗前后膀胱血流阻力指数变化情况。实验组患者治疗

措施为：①首选治疗：膀胱训练，嘱咐患者延迟排尿，使膀胱内尿
液充盈量约大于３００ｍｌ再排尿，适用于患者出现尿频、逼尿肌不
稳定症状；定时排尿，适应于尿失禁明显且不伴有严重尿频患

者；②药物治疗：首选托特罗定（非选择性Ｍ受体拮抗剂），可以
抑制膀胱逼尿肌收缩，改善膀胱感觉传递；③神经调节：可以采
用骶神经电刺激来调节改善患者膀胱神经功能［７］。患者接受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后开始接受临床干预治疗，治疗４周后，对
患者进行超声检查和 ＯＡＢＳＳ评分，３～５分为轻度 ＯＡＢ，６～１１
分为中度ＯＡＢ，≥１２分为重度ＯＡＢ，观察治疗前后差异。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Ｅｘｃｅｌ表对研究数据进行收集和综合，利用ＳＰＳＳ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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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
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Ｐ值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实验组患者治疗前后膀胱ＲＩ水平和ＯＡＢＳＳ评分比较

实验组患者接受治疗后，膀胱ＲＩ由治疗前的（０８３±００７）
降至（０６４±００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同时，实验组患者
ＯＡＢＳＳ评分也比治疗前显著下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
体结果详见表２。此外，ＲＩ指数和ＯＡＢＳＳ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提示，两者具有较好的临床相关性（ｒ＝０７５２，Ｐ＜００５）。

表２　实验组患者治疗前后膀胱ＲＩ水平和ＯＡＢＳＳ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时间 膀胱ＲＩ ＯＡＢＳＳ评分

治疗前 ０８３±００７ ４５６±０５９

治疗后 ０６４±００５ ２９８±０５１

ｔ值 ５０８９ ３８５４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成员多普勒超声测量膀胱血管阻力指数比较
实验组患者膀胱ＲＩ平均值（０８３±００７）显著高于对照组

成员膀胱ＲＩ平均值（０５８±００６），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
３２２６，Ｐ＜００５）。
#

　讨论
膀胱过度活动症是一种以尿急为主要临床症状的症候群，

患者临床表现经常伴有尿频、夜尿症状，急迫性尿失禁症状可

以伴有或不伴有。临床诊断为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患者尿动力

学检查结果，往往提示伴有膀胱逼尿肌过度活动或其他形式的

膀胱功能障碍，患者尿液检查无感染或其他病理性改变。膀胱

过度活动症属于下尿路症侯群（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ＬＵＴＳ）的一种常见类型，但其有别于 ＬＵＴＳ。ＬＵＴＳ主要包含排
尿期症状、储尿期症状和排尿后症状，而膀胱过度活动症只包含

储尿期症状，不包含排尿期症状。目前，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病因

机制尚不清楚，可能与膀胱逼尿肌不稳定、膀胱感觉神经过敏、

尿道或盆底肌功能异常等因素有关。临床上对膀胱过度活动症

的诊断主要分为两部分，分别为筛选性检查和选择性检查。筛

选性检查主要为患者临床表现症状、实验室检查；选择性检查主

要为尿动力学检查，其中尿动力学检查是评估逼尿肌过度活动

的重要手段，在诊断膀胱过度活动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８］。

然而，由于尿动力学检查是一种侵袭性检查，不容易在临床得到

广泛推广应用。

图１　实验组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多普勒
超声测量膀胱血管阻力指数图像

图２　对照组健康女性的多普勒超声测量
膀胱血管阻力指数图像

　　现有研究结果表明，膀胱血流减少与膀胱功能障碍发病密
切相关，通过对患者使用 α受体阻滞剂治疗后，患者膀胱血流
增加，可以减轻患者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等临床症状［９］。一项

对３２例患有下尿路症候群的患者进行的研究发现，下尿路症候
群患者膀胱颈血流与正常人群相比显著降低，这提示膀胱血流

灌注在维持膀胱正常生理功能中的重要性［１０］。国外学者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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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通过对大鼠髂内动脉进行损伤，并且给大鼠高胆固醇

饮食８周，最终大鼠出现髂动脉粥样硬化，成功制造出大鼠膀胱
缺血模型，大鼠出现排尿次数增加等症状［１１］。对于男性前列腺

增生患者，接受前列腺切除手术治疗后，患者膀胱血流阻力指

数与术前相比显著降低。术后膀胱血流阻力指数仍然持续较

高的患者，其尿频、尿急症状往往改善不明显［１２１３］。多项研究

结果提示，缺血可以导致膀胱代谢异常，膀胱逼尿肌功能出现

紊乱，从而出现膀胱功能障碍［１４］。目前，国内对膀胱血管阻力

指数与膀胱过度活动症的相关性研究较少。本研究通过采用

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对两组成员进行研究发现，实验组女性

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膀胱 ＲＩ值与对照组健康女性比较
显著升高，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实验组患者进行治疗干

预后，患者膀胱 ＲＩ值由治疗前的（０８３±００７）降至（０６４±
００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结果提示，膀胱过度活
动症患者膀胱存在血流灌注减少情况，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

术检测膀胱ＲＩ可以作为诊断和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有效指
标。杨震宇等［１５］通过对４０例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
进行研究发现，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膀胱ＲＩ值显著
提高，这提示膀胱血流灌注与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密切相

关，本研究结果与其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提示女性原发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膀

胱ＲＩ值比正常人群显著升高，这提示膀胱过度活动症发病与膀胱血
流灌注相关。此外，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检测膀胱ＲＩ可以作为
诊断和治疗膀胱过度活动症的有效指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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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ＪＵ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９（４）：３４３３５０．

［１０］　ＮｇＣ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ｓ
ｃｈａｅｍｉａ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ｔｒａｃｔｉｎｅｌｄｅｒｌｙ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ｍｅｎ：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ｕｓｉｎｇｃｏｌｏｕｒＤｏｐｐｌｅｒｕｌｔｒａｓ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Ｊ］．ＢＪＵＩｎｔ，２００９，１０３
（３）：４０９４１０．

［１１］　ＮｏｍｉｙａＭ，ＹａｍａｇｕｃｈｉＯ，ＡｎｄｅｒｓｓｏｎＫ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ａｔｈｅｒｏ
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ｃｈｒｏｎｉｃｂｌａｄｄｅｒｉｓｃｈｅｍｉａｏｎｂｌａｄｄｅｒ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ｒａｔ［Ｊ］．ＮｅｕｒｏｕｒｏｌＵｒｏｄｙｎ，２０１２，３１（１）：１９５２００．

［１２］　黄涛，虞永江，徐丁，等．术前Ｂ超检查参数在预测经尿道前列腺切除
术疗效中的价值［Ｊ］．中华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５，３６（７）：５２３５２７．

［１３］　王金刚，王国勇，吴金光，等．良性前列腺增生并发膀胱过度活动
症相关因素分析［Ｊ］．山东医药，２０１３，５３（１３）：８３８４．

［１４］　ＯｎａｌＭ，ＵｇｕｒｌｕｃａｎＦＧ，ＹａｌｃｉｎＯ．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ｔｉｂｉａｌｎｅｒｖ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ｎ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ｎｄｂｌａｄｄｅｒ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Ａｒｃｈ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ｂｓｔｅｔ，２０１２，２８６（６）：１４５３１４５７．

［１５］　杨震宇，单君，盛畅，等．多普勒超声检测女性膀胱过度活动症患
者膀胱血管阻力指数［Ｊ］．中国医师进修杂志，２０１７，４０（１１）：
１００４１００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３２ ·妇科与生殖医学·

３种不同剂量来曲唑分别联合枸橼酸氯米芬对 ＰＣＯＳ
不孕患者性激素和内膜的影响
黄丽１　刘小林２

１成都市送子鸟不孕不育医院妇科，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２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医院妇产科，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３种剂量来曲唑分别联合枸橼酸氯米芬对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
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不孕患者性激素和内膜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成都市送子鸟不孕不
育医院诊治的１２９例ＰＣＯＳ不孕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法将其平均分为Ａ组、Ｂ组和Ｃ组，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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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例患者，选择同期月经正常的４０例育龄妇女为参照组。Ａ、Ｂ和Ｃ组患者在月经周期均给予来曲唑联合
枸橼酸氯米芬治疗，其中Ａ组患者来曲唑剂量为２５ｍｇ／ｄ，Ｂ组患者来曲唑剂量为５ｍｇ／ｄ，Ｃ组患者来曲唑
剂量为７５ｍｇ／ｄ，三组患者最大卵泡直径不小于２０ｍｍ时通过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进行诱发排卵。
比较四组成员ｈＣＧ期间相关激素和血清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水平、子宫内膜厚度及分型、排卵和妊娠
情况。结果　Ａ组、Ｂ组和Ｃ组患者的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和ＳＨＢＧ水平均明
显低于参照组成员，睾酮（Ｔ）水平均明显高于参照组成员（均 Ｐ＜００５）；Ａ组和 Ｂ组患者的 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ＳＨＢＧ水平均明显低于Ｃ组患者，Ｔ水平均明显高于 Ｃ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Ａ
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ＳＨＢＧ水平均明显低于Ｂ组患者，Ｔ水平均明显高于Ｂ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在优势卵泡发育至１０ｍｍ～１２ｍｍ、１４ｍｍ～１６ｍｍ和１８ｍｍ～２０ｍｍ时间节点时：Ａ组、Ｂ组
和Ｃ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均Ｐ＜００５）；Ｃ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
宫内膜厚度均明显低于Ａ组和Ｂ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Ｂ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
宫内膜厚度均明显低于Ａ组患者，其差异军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四组成员ｈＣＧ日均未见Ｃ型子宫
内膜，且四组成员Ａ型、Ｂ型占比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四组成员排卵率相比，其无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Ａ组、Ｂ组和Ｃ组患者的妊娠率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且Ａ组和Ｂ组患者
的妊娠率低于Ｃ组患者，Ａ组患者的妊娠率低于Ｂ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来
曲唑联合枸橼酸氯米芬可以促进ＰＣＯＳ不孕患者性激素和ＳＨＢＧ的分泌，对雌激素和子宫内膜有一定的抑制
作用，但达到胚胎着床的要求，能够提高患者的妊娠率，以７５ｍｇ／ｄ来曲唑剂量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

【关键词】　多囊卵巢综合征；来曲唑；剂量；枸橼酸氯米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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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Ｐ＜００５）．ＮｏＣｔｙｐｅ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ｏｎｔｈｅｄａｙｏｆｈＣＧ，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ｙｐｅＡｏｒｔｙｐｅＢ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ｏｖ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ｆｏｕｒｇｒｏｕｐ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ｓ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Ｂ，ａｎｄ
Ｃ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ａｎｄＢ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
ｔａｈｔｉｎｇｒｏｕｐＣ，ａｎｄｔｈ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ｒｏｕｐＡｔｈａｎｉｎｇｒｏｕｐＢ（ａｌｌ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ｎｄＳＨＢＧｉｎ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Ｐ
ＣＯＳ．Ｉｔｈａｓ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ａｎｄ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ｕｍ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ｓｔｉｌｌｍｅｅｔｔｈ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ｅｍｂｒｙｏ
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ａｔａｄｏｓａｇｅｏｆ７．５ｍｇ／ｄｗａｓ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１１５　　·

ｍｏｓｔ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Ｌｅｔｒｏｚｏｌｅ；Ｄｏｓａｇｅ；Ｃｌｏｍｉｐｈｅｎｅｃｉｔｒａｔｅ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一种
复杂的内分泌和代谢异常导致的疾病，常见于育龄妇女。患者

具有月经周期不规律、多毛及高雄激素血症等临床特征，其中

排卵功能紊乱或丧失可以直接导致不孕［１２］。因此，临床上治

疗ＰＣＯＳ患者的关键是促排卵。来曲唑、枸橼酸氯米芬和促性
腺激素是目前临床上比较常用的促排卵药物，其中枸橼酸氯米

芬为临床推荐的一线促排卵药物，而来曲唑也被广泛用于治疗

ＰＣＯＳ患者［３４］。有关研究表明，来曲唑联合枸橼酸氯米芬治疗

ＰＣＯＳ不孕患者具有较好的促排卵效果，但来曲唑的用量不同
其治疗效果也各异［５］。目前，国内外有关不同剂量来曲唑联合

枸橼酸氯米芬对 ＰＣＯＳ不孕患者性激素和内膜的影响报道甚
少。为此，本研究采用３种不同剂量来曲唑分别联合枸橼酸氯
米芬对ＰＣＯＳ不孕患者进行促排卵治疗，以探讨来曲唑适宜的
促排卵剂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成都市送子鸟不孕不育

医院诊治的１２９例 ＰＣＯＳ不孕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表
法将其分为Ａ组、Ｂ组和Ｃ组，每组４３例患者，选择同期月经正
常的４０例育龄妇女为参照组。本研究已经成都市送子鸟不孕
不育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纳入标准：①ＰＣＯＳ患者均符
合以下诊断标准［６］：临床确诊有多囊卵巢，卵巢体积大小超过

１０毫升，卵巢单侧或两侧有直径２～９毫米的小卵泡超过 １２
个，且已经排除了其他内分泌疾病（卵巢或肾上腺肿瘤、库兴氏

综合征等）；排卵减少或无排卵；临床表现为多毛、痤疮等高雄

激素。②无相关用药禁忌症，且最近３个月没有使用过促排卵
药物者；③对本研究知情同意且已经签署知情同意书者。排除
标准：①合并其他生殖系统相关疾病、重要脏器疾病或精神疾
病者；②男方生殖功能异常；③存在输卵管堵塞或其他遗传性
疾病。

１２９例ＰＣＯＳ不孕患者不孕年限范围１５年 ～５２年，不孕
年限（３１２±１７６）年，原发性不孕９１例，继发性不孕３８例。四
组成员一般资料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四组成员一般资料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身高（ｃｍ） 平均动脉压（ｍｍＨｇ）

Ａ组　 ４３ ３２０９±５９６ ２１５９±２６４ １５６２７±６６１ ９０２６±９８９

Ｂ组　 ４３ ３２１７±６０２ ２１６２±２７１ １５６８３±６５７ ８９８５±９９６

Ｃ组　 ４３ ３２１０±５９２ ２１５０±２５９ １５６９１±６６４ ９０１７±９８１

参照组 ４０ ３１９７±６１１ ２１６５±２６０ １５７０２±６５９ ９０３１±９９８

Ｆ值 ０００８ ００２６ ０１０９ ００１８

Ｐ值 ０９９９ ０９９４ ０９５５ ０９９７

１２　治疗方法
Ａ组、Ｂ组和Ｃ组患者在月经周期（或者黄体酮撤药性出血

第３ｄ～第５ｄ）均口服来曲唑（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
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１９９９１００１，规格：２５ｍｇ）＋１００ｍｇ／ｄ枸橼酸
氯米芬（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Ｈ４４０２１９７０，规格：５０ｍｇ／粒）治疗。其中，Ａ组患者来曲唑剂量
为２５ｍｇ／ｄ，Ｂ组患者来曲唑剂量为５ｍｇ／ｄ，Ｃ组患者来曲唑剂
量为７５ｍｇ／ｄ，三组患者均持续用药３ｄ。三组患者停药３ｄ后通
过阴道超声监测卵泡发育情况，分别在优势卵泡发育至１０～
１２ｍｍ、１４～１６ｍｍ和１８～２０ｍｍ时间节点时收集患者空腹血样
以检测雌激素水平，并测量记录其子宫内膜厚度。当监测到患

者最大卵泡直径不小于２０ｍｍ时肌注２０００ＩＵ／３ｄ×４次人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ｈＣＧ）进行诱发排卵，并叮嘱患者当日和次日同
房。于ｈＣＧ注射当日收集患者空腹血样，通过化学发光法检测
患者的卵泡刺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Ｅ２）、睾
酮（Ｔ）和性激素结合球蛋白（ＳＨＢＧ）水平，并测量记录其子宫内
膜分型情况，包括Ａ型（内膜厚度为４ｍｍ～９ｍｍ，常见于内膜增
生期）、Ｂ型（内膜厚度为９ｍｍ～１２ｍｍ，常见于内膜增生晚期）
和Ｃ型（内膜厚度为１０ｍｍ～１４ｍｍ，常见于黄体期）。参照组成

员不进行干预，同上述三组患者监测卵泡发育情况、留取血样检

测相关激素水平、同期同房等。所有研究对象于排卵后１个月
进行阴道Ｂ超检查，出现胎心搏动则为妊娠。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相关激素
水平等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使用方差分
析进行多组间比较，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ＳＮＫｑ检验；排卵率等
计数资料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进行比
较。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成员相关激素和ＳＨＢＧ水平比较

Ａ组、Ｂ组和Ｃ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ＳＨＢＧ水平均明显低

于参照组成员，Ｔ水平均明显高于参照组成员，其差异均具有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Ａ组和Ｂ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ＳＨＢＧ
水平均明显低于Ｃ组患者，Ｔ水平均明显高于Ｃ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Ａ组患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和ＳＨ
ＢＧ水平均明显低于Ｂ组患者，Ｔ水平均明显高于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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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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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组成员相关激素和ＳＨＢＧ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ｍｏｌ／Ｌ） Ｔ（ｎｍｏｌ／Ｌ） ＳＨＢＧ（ｐｍｏｌ／Ｌ）

Ａ组　 ４３ ５９１±１１７ ６１２±１４５ １４４５３±８５６ ２６９±０２９ ２９９６±６９４

Ｂ组　 ４３ ８４２±１４５ｃ ８９１±２１１ｃ １５６４９±８９８ｃ ２４３±０２６ｃ ３３０２±６４６ｃ

Ｃ组　 ４３ １０５６±１８４ｂ １０２９±２９８ｂ １６８４１±８５２ｂ １８５±０３０ｂ ３７５９±６８７ｂ

参照组 ４０ １２９１±１９０ａ １６５３±３２５ａ １７８３１±９２４ａ １３０±０１９ａ ４６８７±７９５ａ

Ｆ值 １４３１０８ １２３７９９ １１４８３６ ２２７８０８ ４４８６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Ｂ组和Ｃ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和Ｂ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四组成员雌激素和子宫内膜厚度比较
在优势卵泡发育至１０ｍｍ～１２ｍｍ、１４ｍｍ～１６ｍｍ和１８ｍｍ

～２０ｍｍ时间节点时：Ａ组、Ｂ组和 Ｃ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
宫内膜厚度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Ｃ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均明显

低于 Ａ组和 Ｂ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Ｂ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均明显低于 Ａ
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四组成员雌激素、子宫内膜厚度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优势卵泡１０～１２ｍｍ 优势卵泡１４～１６ｍｍ 优势卵泡１８～２０ｍｍ

雌激素（ｐｇ／ｍＬ）

Ａ组　 ４３ ４５９４±１２９４ １０３８９±３０６１ １５７７１±３３６５

Ｂ组　 ４３ ３３９１±１０６３ｃ ７５５８±２４１４ｃ １５０１８±４９０２ｃ

Ｃ组　 ４３ ３１８９±１００７ｂ ７０９２±２１７５ｂ １４５９４±４６１９ｂ

参照组 ４０ ７２２８±１５１３ａ １７０６２±５３４６ａ ２５６２１±５３６１ａ

Ｆ值 ９３４８９ ７３０８１ ５２２８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Ａ组　 ４３ ４１９±０９１ ６４５±１１８ ８４２±１４３

Ｂ组　 ４３ ３９４±０８２ｃ ５１７±１１９ｃ ８０１±１２９ｃ

Ｃ组　 ４３ ３８２±０９５ｂ ４９２±１２１ｂ ７８５±１３５ｂ

参照组 ４０ ５２１±１０４ａ ７５２±１６１ａ １０５３±２１０ａ

Ｆ值 １８８３５ ３５４６１ ２５６７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Ａ组、Ｂ组和Ｃ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Ａ组和Ｂ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Ａ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四组成员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分型情况比较
四组成员 ｈＣＧ日均未见 Ｃ型子宫内膜，且四组成员的 Ａ

型、Ｂ型占比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四组成员ｈＣＧ日子宫内膜分型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Ａ型 Ｂ型 Ｃ型

Ａ组　 ４３ ３５（８１４） ８（１８６） ０（０）

Ｂ组　 ４３ ３３（７６７） １０（２３３） ０（０）

Ｃ组　 ４３ ３２（７４４） １１（２５６） ０（０）

参照组 ４０ ３４（８５０） ６（１５０） ０（０）

χ２值 １７０１

Ｐ值 ０６３７

　　注：由于Ｃ型各组例数均为０，所以Ａ、Ｂ两型算出的统计值是一样
的，表中统计值为２种分型情况的比较结果

２４　四组成员排卵及妊娠情况比较
四组成员排卵率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Ａ组、Ｂ组和Ｃ组患者的妊娠率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
且Ａ组和Ｂ组患者的妊娠率均低于Ｃ组患者，Ａ组患者的妊娠
率低于Ｂ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四组成员排卵及妊娠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排卵 妊娠

Ａ组　 ４３ ４２（９７７） ５（１１６）

Ｂ组　 ４３ ４３（１０００） １２（２７９）

Ｃ组　 ４３ ４３（１０００） １８（４１９）

参照组 ４０ ４０（１０００） ２３（５７５）

χ２值 ２９４８ ２１２２７

Ｐ值 ０４００ 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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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ＰＣＯＳ为内分泌紊乱综合症之一，常见于育龄期女性，其发

病率在５％～１０％，其中排卵障碍是导致患者不孕的主要原因，
因此临床上对患者进行促排卵治疗是一种重要的辅助生殖方

式［７］。枸橼酸氯米芬是治疗 ＰＣＯＳ患者促排卵的首选药物，临
床疗效确切，具有廉价、安全和便捷等优势，但部分患者会产生

药物抵抗导致排卵和助孕失败［８９］。有关研究发现，来曲唑联

合枸橼酸氯米芬治疗ＰＣＯＳ不孕患者可以取得较好的促排卵效
果，但不同剂量的来曲唑助孕效果也各不相同，目前国内外有

关其用药剂量尚无共识［１０］。

庄另发等［１１］研究发现，ＰＣＯＳ患者 ＦＳＨ、ＬＨ和 Ｅ２等生殖激
素水平比月经正常的育龄妇女低，而 Ｔ水平则明显高于月经正
常的育龄妇女。ＰＣＯＳ患者月经稀发和排卵障碍可能与患者性
激素水平紊乱密切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Ａ组、Ｂ组和Ｃ组患
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ＳＨＢＧ水平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Ｔ水平
均明显高于参照组成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随着来曲唑剂量的增加，患者的ＦＳＨ、ＬＨ、Ｅ２和 ＳＨＢＧ水
平明显增加，Ｔ水平则明显下降。这表明 ２５ｍｇ／ｄ、５ｍｇ／ｄ和
７５ｍｇ／ｄ这３种剂量来曲唑分别联合枸橼酸氯米芬治疗 ＰＣＯＳ
患者均能够有效改善其性激素水平，其中以７５ｍｇ／ｄ来曲唑改
善最为明显。枸橼酸氯米芬的抗雌激素作用较强且具有相对

较弱的雌激素活性，其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患者下丘脑雌

激素受体，促进分泌内源性ＧｎＲＨ，进而刺激分泌ＦＳＨ和ＬＨ，最
终达到促进卵泡生长发育和排卵的效果［１２］。来曲唑是一种芳

香化酶抑制剂，可以阻碍卵泡早期分泌雌激素，解除雌激素的

负反馈进而刺激分泌 Ｇｎ，促进卵泡生长发育，而７５ｍｇ／ｄ的来
曲唑对雌激素的抑制程度最高，其可以刺激下丘脑垂体分泌更
多的ＦＳＨ和ＬＨ［１３］。

ＰＣＯＳ涉及患者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存在多种激素分泌
异常，导致患者无成熟卵泡，存在多个发育程度和大小各异的

小卵泡，难以正常排卵，故对患者进行促排卵的关键是促进优

势卵泡发育成熟，并阻止多个卵泡同时发育［１４］。本研究结果显

示，在优势卵泡发育至１０ｍｍ～１２ｍｍ、１４ｍｍ～１６ｍｍ和１８ｍｍ～
２０ｍｍ时间节点时：Ａ组、Ｂ组和 Ｃ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和子宫
内膜厚度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其中Ｃ组患者的雌激素水平
和子宫内膜厚度下降程度更加明显（均 Ｐ＜００５）。由此可见，
来曲唑对ＰＣＯＳ不孕患者的雌激素和子宫内膜有一定的抑制作
用，且其抑制作用与来曲唑剂量呈正相关。月经正常的育龄妇

女在卵泡期其雌激素水平会持续增加以促进子宫内膜持续增

生，而ＰＣＯＳ患者服用来曲唑可以阻碍机体产生内源性雌激素，
故可以在用药早期对子宫内膜增生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且高

剂量的来曲唑其抑制程度也就越高［１５］。本研究中 ＰＣＯＳ患者
停止用药后机体雌激素水平和子宫内膜厚度均迅速上升，且在

ｈＣＧ日其子宫内膜均能够达到Ａ型、Ｂ型，与月经正常的育龄妇
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由此可见，不同
剂量的来曲唑虽然均会抑制 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增生，但这种
作用在停药后可以迅速消失，且对患者子宫内膜分型无明显影

响，所以对胚胎着床均没有构成影响。杨波等［１６］的研究结果也

表明，来曲唑可以使ＰＣＯＳ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变薄，但停药后患
者子宫内膜可以呈线性增长，排卵前子宫内膜平均厚度可以增

长至８ｍｍ（妊娠所需厚度 ＞７ｍｍ）。此外，本研究中 Ａ组、Ｂ组
和Ｃ组患者的妊娠率均明显低于参照组成员，且Ａ组和Ｂ组患
者低于Ｃ组患者，Ａ组患者低于 Ｂ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
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这表明较高水平的来曲唑联合枸橼酸氯
米芬可以明显提高其妊娠率。

综上所述，来曲唑联合枸橼酸氯米芬可以促进 ＰＣＯＳ不孕
患者性激素和ＳＨＢＧ的分泌，对雌激素和子宫内膜有一定的抑
制作用，但达到了胚胎着床的要求，能够提高患者的妊娠率，且

随着来曲唑剂量的增加，相关作用越加明显，以７５ｍｇ／ｄ来曲
唑剂量的作用效果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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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补肺探讨男性不育症
柯正浩１　刘保兴２△　 张秀平２　高云霄２　马文静２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４级中医学专业本科生，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中日友好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摘要】　男性不育症在中医里被称为“男子绝子”“无嗣”。中医学认为，男性不育症的病机与肾、心、
肝、脾等脏器密切相关，而其中与肾脏关系最为紧密。肾、心、肝、脾四脏与男性不育症关系的论述存在大量

文献资料，而肺脏与男性不育症的关系却较少提及。临床上，从补肺论治男性不育症，亦取得一定疗效。本

文尝试从补肺治疗男性不育症进行探讨。

【关键词】　男性不育症；补肺；肺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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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是指由于男方问题使女方无法怀孕的一类疾
病，其满足条件为育龄期男性和女性正常性生活超过一年亦没

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且女方拥有正常受孕能力。男性不育症

在古代被称为“男子绝子”“无嗣”等，其中医常见病机为：肝郁

气滞、肾精亏虚、气血两虚、湿热下注［１］。

在传统中医观点中，男性不育症与五脏均有关系，其中与

肾脏联系最为紧密。《黄帝内经》指出：“二八肾气盛，天癸至，

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肾藏精气，同时影响人体的生长

发育。主流观点认为，男子不育症和肾密切相关，益肾填精是男

性不育的主要治法，肾虚是男性不育症的主要病理机制，与肾

相关的中医证型约占男性不育症患者的８０％［２］。此外，从心、

肝、脾论治男性不育也有相关文献支持［３］，但较少提及从肺脏

方面治疗男性不育症。

从中医整体观念来看，男性不育症离不开任何一个脏腑的

参与，肺脏也不例外。一项对男性不育症证候类型分布的研究

表明，男性不育症证候的发生频率从大到小分别为：肾阳亏虚

证、肾精不足证、寒凝血瘀证、脾胃气虚证、心气亏虚证、痰湿内

阻证、气血两虚证、肾阴亏虚证、肝经湿热证、肝郁气滞证、肺气

亏虚证（０７７％）、心肾不交证［４］。其中，肺气亏虚也是男性不

育症的证候类型之一。本文试从理论基础、历代医家认识及临

床研究等方面对从肺论治男性不育进行探讨。

!

　中医对男性不育症的认识
“不育”一词最早在《周易》中就已出现。而对于不育症的

治疗，在《山海经》就有促进生育的药物记录：“食之宜子孙”“鹿

蜀佩之宜子孙”。《黄帝内经》将中医知识系统化，认识到男性

生殖与肾密切相关：“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

故能有子。”张仲景《金匮要略》认为，男子肾阳虚导致精气清

冷是不育症的主要病机：“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

冷。”从肾论治不育症因此成为后世主流观点。晋隋唐宋时期，

男科学进一步发展，中医对于不育有了更多认识，治疗方法也开

始增多。《备急千金要方》将男性不育症的病因归类为“夫妻俱

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玄珠密语·卷十》更进一步提出致

使男性不育的五大原因：“天、犍、漏、怯、变。”到金元明清时期，

男科病的辨证施治日臻完善，对不育的病机、论治也有了系统、

全面的认识。《广嗣纪要》认为“男当益其精，节其欲”。《石室

秘录·子嗣论》将男子不育的病因病机分为“精寒”“气衰”“痰

多”“相火盛”“精稀少”“气郁”。《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认

为，男性不育的治法以养精为主。从以上文献不难看出，男性不

育病机多为虚劳，其中治肾为主。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１１９　　·

"

　肺肾相关与男性不育症
在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肺肾两脏密切相关，肺为肾之母，

两者为相生关系，而肺正是通过对肾脏的作用从而调节男性的

生殖功能。肺主治节。治节，就是治理、调节。肺气调畅，则气

血循环不休。气为血之帅，正是在气的调节带动下，营血才能运

行输送养料，维持身体各种脏器组织的功能活动。

首先，肺气对肾精起到了濡养作用。肺主气，气血津液的运

行需赖肺气的敷布散发，肺朝百脉，气血都要经肺脏经行物质

交换。肺的功能正常，气血津液得以循环运行全身周身，肾脏也

在其中得到滋润濡养；同时，在中医五行理论中，金生水，肺为肾

之母。一旦肺气亏虚，不能宣发气血津液，母病及子，则肾脏受

累，肾精失以濡养，引起无精、少精等不育症状。其次，肺气也对

肾气起到了护卫作用。肺作为人体的“相傅之官”，对于全身各

脏腑都有着不可代替的调控作用。肺气宣发，浊气就会被人体

呼出；肺气肃降，清气则会被人体吸入，肺气的宣发和肃降无时

无刻不在调控着人体气机的正常运转。肺金可以通过对气机

的升降出入来护卫肾水免遭外来邪气的侵袭。肾主纳气，肾气

的固摄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肺气的司控调节。若肺失去宣

肃功能，则肾气无司致使肾气不固，从而引发不育之症。

肺主行荣卫阴阳，肺气对肾脏起到的濡养与护卫的作用，

正如人体的营、卫功能。而肺与男性生殖功能的关系，正是通过

对肾脏的营、卫作用实现。肺气营、卫作用的减弱，可能是引发

男性不育症的一大因素。

#

　医家古籍关于从肺论治男性不育的思想
历代医家古籍均有关于肺脏在此病中作用的论述。《景岳

全书》从五脏方面论述男性不育病因：“心主神，肺主气，脾主

湿，肝主疏泄，肾主闭藏。则凡此诸病，五脏皆有所主，故治此

者，亦当各求所因也。”其认为治此病当不可独求一脏。《医述》

论述精之生藏与五脏关系：“肾者主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

五脏盛乃能泻，是精藏于肾，而非生于肾也。”由此可见，精主要

来源于肾以外的脏腑，并非由肾所生，仅仅由肾所藏而已。《辨

证录》认为肺气伤则不能摄精：“人有多言伤气，咳嗽吐痰，久则

气怯……夫伤气者，伤肺也。肺伤则金弱不能生水，肾经无滋化

之源。”其从肺肾相关方面阐述了肺气亏虚对于肾脏的影响。

《灵素微蕴·惊悸解》：“精秉于金火而气谐于水木也。”精秉于

肺而谐于肾，肺肾相交而生精，生殖之精的形成离不开肺肾的

调控。这些医书在肺脏与此病的关系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此外，历代医书在论治男性不育时不乏补肺思想的运用。

《万氏家传养生四要》善于运用补肺药治疗男性无子。其中一

剂滋阴大补丸，以五味子补肺，滋水化源。其认为“盖精者，木

之液也，其脏属肝，藏于金里。金者，水之母也，其液属肺，金木

交媾，变化凝结而肾纳之，谓之元精”，对于五脏生化的认识可

谓精妙。其余有参苓白术散以人参、桔梗补肺，从五脏整体来调

整用药，补肾生精。天门冬酒单用天门冬调酒服下，从而起到养

生保健、生精得子之效。《寿世保元》中的长生固本方大用人

参、五味子、天门冬、麦门冬等药，益气壮阳，滋润肺金，填补肾

精。《济阳纲目》中的延龄育子方巧妙运用人参、五味、天麦门

冬等补肺药，在“欲藏精于肾者，必调五藏，五脏盛而精生矣”的

思想下，从五脏方面治疗男性不育，五脏皆有所养，方能生精而

育子。更有方剂补肾丸，于夏季添加五味子一药，以期调补肺

气，“扶其不胜之金”。天门冬膏用天门冬来清肺补肾。太极丸

调适五脏，其中知母一味药降润肺，辅佐黄柏达到金水相生的效

果。《妙一斋医学正印种子编》里有一则论治痰火无子的医案：

“阴虚火炽，煽动胃火，胃火复炽，煽克肺金。母子既不相生，则

子母不能相顾。”后令服滋阴种子丸，用知母、天门冬、麦门冬等

补肺金平胃火，五脏相合，乃得子。《石室秘录·燥症门》用金

水两资汤资金生水，补肺肾而金水有源，方用熟地、山茱萸、麦

冬、北五味、人参、白芍。可见，补肺论治男性不育不无可行。

'

　补肺论治男性不育症的现代研究
在现代临床研究中，李波等［５６］研究发现，补肺壮精汤不仅

可以提高精子活力和附睾功能，还可以明显提高精子活力并改

善精子形态。高艳君等［７］研究发现，补肺益肾汤可以明显提高

精液 ａ级精子百分率、精子前向性、精子直线性、精子直线速度。
此外，李俊涛［８］认为，在“破坚积聚”“振奋肾阳”“宣肺利尿”

方面正确使用麻黄疗效显著；黄晨昕［９］运用苍耳子散和玉屏风

散治疗男性不育症；孙平珍［１０］亦有用肺肾相资汤治疗精液不液

化导致不育症。这些研究结果探索了补肺治疗男性不育的可行

性，同时也为中医理论中男性不育从肺论治提供了有力的理论

依据。

(

　结语
当今辅助生殖技术不断发展、日新月异，但中医仍然是治疗

男性不育症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既往中医往往着重于补肾填

精，而忽视了其他脏腑的论治作用。从补肺论治男性不育症，丰

富了不育症的中医治法，对提高临床疗效具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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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针结合性心理疏导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的临床
观察
邱少红１　郑秋萍１　王三锋２　胡桂英２　潘碧琦１△

１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广州 ５１１４００
２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妇科，广州 ５１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腹针结合性心理疏导治疗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
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接收复查，经过女性性功能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评分，
符合纳入标准的７０例产后性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３５例患者。
对照组患者予性心理疏导治疗；观察组患者在性心理疏导的基础上进行腹针治疗，腹针取穴以引气归元穴

组为基础方，配合中极、天枢、归来、气穴。每周２次，２个月后观察治疗效果。结果　观察组患者的有效率
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女性性功能各项指标评分均高于治疗前；观
察组各项性功能指标评分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腹针结合性心理疏
导法能有效促进产后性功能改善，治疗效果较好，值得推广。

【关键词】　腹针；产后性功能障碍；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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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是常见的产后妇科病，产后３个月～６
个月高发，发生率达４９％ ～８３％［１３］，严重影响女性的心理、夫

妻感情、工作和生活质量。尽管产后女性性功能障碍患者发生

率高，但由于受我国传统文化影响，妇女产后性功能障碍未得

到广泛关注，妇女对这一常见病的认知和治疗均较为滞后，目

前仍缺少针对女性产后性功能障碍的有效治疗方法。产后性

功能障碍除了与产道及盆底肌损伤、性激素变化等有关外，还与

产后心理变化，产后妇女产后焦虑抑郁等极为相关［４］。有关研

究发现，绝大多数女性性功能障碍患者合并有精神心理症状，同

时受情绪及其相关的因素的影响［５］。在国外，性功能障碍以性

心理治疗法和性行为疗法作为基础疗法［６］，而针对产后的性功

能障碍妇女，本研究采用中医腹针结合性心理疏导治疗，目的是

促进产后性功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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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广东省妇幼保健院接收
复查，经过女性性功能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评
分，符合纳入标准的７０例产后性功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随机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３５例患者。纳入标准：①
研究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②妇女
产后３个月～６个月，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０岁，足月生产的初产
妇。③使用ＲｏｓｅｎＲ等２０００年根据对女性性功能障碍的共识
分类制定的女性性功能量表做判定，其评价指标有６项：性欲、
性唤起、阴道润滑度、性高潮、性满意度以及性交痛，每项指标６
分［７］，参考亚洲女性的女性性功能量表评分，若总分 ＜２５分则
判定为性功能障碍。排除标准：①有妊娠合并症、早产；②盆腔
手术史、妇科肿瘤史、妇科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③影响性生活
的内科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史等。观察组年龄（２９００±４２８）
岁，ＢＭＩ指数（２２０９±１９０）ｇ／ｍ２，新生儿体重（３３４±０４９）
ｋｇ；对照组年龄（２９１１±４６５）岁，ＢＭＩ指数（２２１５±２０４）ｇ／
ｍ２，新生儿体重（３４１±０４５）ｋｇ。两组患者一般情况比较，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对照组治疗方法　性心理疏导治疗：采用认知行为疗
法：①心理医生跟患者进行真诚交谈，了解患者情况，并建立良
好的医患关系；②向患者介绍相关的产后生理知识，让气其充
分了解自身情况，树立患者的自信心；③在与患者的交谈中，帮
助其进行情感、思维的自我认识，让其明确自身的角色，树立正

确的信念；④根据患者情况，对其进行心理剖析，暴露其内心的
冲突，并帮助找出产后性功能障碍的原因，从患者自身的性格、

生活环境、生长教育经历、性生活史（首次性生活经历）、性生活

失败经历以及其态度等方面着手发掘，寻找患者歪曲、消极等

不良认知的根源；④让患者充分了解自身歪曲、消极、不恰当的
认知，帮助其矫正不合理认知，减轻患者焦虑的情绪，畏惧的心

理等，并引导鼓励患者树立正确、恰当的信念去面对现实；⑤引
导患者学会并且掌握放松技巧，掌握性幻想技巧；医生对其性

技巧进行指导。性心理疏导治疗每周进行２次。
１２２　观察组治疗方法　在性心理疏导治疗的基础上加上腹
针治疗：取穴：以引气归元穴组（关元、气海、下脘、中脘）为基础

方，配合中极、天枢（双）、归来（双）、气穴（双）穴；操作：下腹部

穴针刺前排空膀胱，常规安尔碘消毒后，选取规格０２２×４０ｍｍ
的一次性管针直刺上述穴位皮下，引气归元穴组针刺至地部，

其他穴针至人部。留针３０ｍｉｎ。观察组的治疗每周２次。
１３　疗效观察

两组患者均治疗２个月后统计疗效。①观察指标：治疗前
后均对患者进行心理状态评估及性功能情况评估。性功能量

表：由ＲｏｓｅｎＲ等于２０００年根据对 ＦＳＤ的共识分类制定的女
性性功能量表（Ｆｅｍａｌ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ＦＳＦＩ），共１９个问
题，６个指标，每项指标６分［７］。对患者进行总积分评价，并对

性欲、性唤起、阴道湿润、性高潮、满意度和性交疼痛进行单项积

分评价，分数越高，效果越好。②疗效评价：将女性性功能量表
评分作为主要依据，显效：ＦＳＦＩ评分总分恢复至基本正常，临床
症状体征基本消失；好转：ＦＳＦＩ的评分有部分恢复正常，临床症
状体征部分改善；无效：ＦＳＦＩ评分不变或者减少，临床症状体征

不变甚至加重［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８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观察组 ３５ １２（３４．３） １８（５１．４） ５（１４．３） ３０（８５．７）

对照组 ３５ ５（１４．３） １７（４８．６） １３（３７．１） ２２（６２．９）

χ２值 ４７８６

Ｐ值 ００２９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障碍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一个疗程后，观察组患者性功能各项评分和

总积分高于治疗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与
对照组患者治疗后对比，观察组患者评分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功能指标评分对比 （分，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治疗前

观察组 对照组

治疗后

观察组 对照组

性欲　 １９９±０４９ １９５±０４３ ３４５±１０３ ２６１±０７７

性唤起 １６１±０３７ １６４±０３４ ３７８±１０９ ２９１±０９４

润滑度 １７１±０４６ １８４±０５９ ３２０±１０１ ２６９±０７３

性高潮 １５２±０３８ １５７±０３６ ２９８±０８９ ２０７±０５９

满意度 １５８±０４３ １５９±０３５ ３５９±０７９ ２９２±０９０

性交痛 １５４±０３８ １６２±０３８ ３９９±１２０ ２８２±０９３

总积分 １００４±２１１１０１２±２０２２０９８±２３５ １６０３±１８９

#

　讨论
女性性功能障碍的病因比较复杂，研究认为女性性功能障

碍是社会心理、神经、血管性、肌肉、内分泌性、药物及妇产科疾

病等多种因素协同作用所致［９］。由于该病病因的复杂，研究较

少，诊断手段的缺乏，不少关于女性性功能障碍的认知以及治疗

都是从男性性功能障碍的相关研究推断得来［１０］。现代医学多

采用性心理治疗法和性行为疗法作为基础治疗，而关于产后女

性性功能障碍的中医治疗研究报道也较少。王红新等［１１］采用

生物反馈电刺激治疗联合针刺肾俞、三阴交、关元、腰阳关治疗

产后性功能障碍，发现该治疗能改善产后女性性功能，疗效较

好。

针灸具有调节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功能的作用［１２］，薄氏

腹针是以神阙调控系统理论为核心的腹部针灸疗法［１３］。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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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阴脉之海”，起于胞中，有统调阴经、调和阴经气血的作用。

腹针引气归元穴均在任脉上，其中中脘穴是胃之募穴，配合下

脘可以调理中焦气机的升降，调理后天脾土；气海穴可鼓动、培

补元气，而关元为阳气要穴，具有振奋、温补元阳，培本固肾的作

用，调后天肝肾。四穴合用以“后天养先天”［１４］，培元固本补

肾，肾气足，则生殖系统功能增强，从而性功能得以增强。天枢、

归来均属于胃经穴，能调补脾胃，有助于后天养先天。中极穴位

于下腹部，是任脉与足三阴经的交会穴，内应胞宫、精室，可统调

经气、补肾气，温养冲任，调节生殖系统功能。气穴属于肾经穴，

有补益肾气的功效。诸穴合用，可以很好的调理冲任，健脾补

肾，激发肾气，加强生殖系统的气血运行，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

产后心理健康影响着妇女的身心健康，心理健康对患者的

性功能亦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临床调查研究发现［５］，产后３６
个月妇女的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出现性功能障碍的高危因素，

产后性功能障碍除了与母乳喂养压力有关，还与丈夫较少参与

家庭劳动导致家庭不和谐对妇女心理的影响，以及与初产妇产

后抑郁焦虑的心理因素也极其相关。女性在妊娠及产褥期生

理心理产生的变化较大［１５］，尤其产后由于婴儿抚养压力、家庭

经济压力等等，往往容易导致产后女性心理问题。因此对患者

进行性心理疏导是很有必要的，心理疏导能增强患者自信心，

解除患者性生活心理障碍，对治疗产后性功能障碍极其重要。

本研究针对产后３个月 ～６个月的女性性功能障碍患者，
采用腹针进行整体调理，调冲任，调脏腑，补脾肾，增强生殖系统

功能；同时配合心理疏导治疗，两者联合，综合治疗，有效率达

８６％，能有效改善产后性功能，提高性生活质量，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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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宫方治疗寒实证月经不调疗效分析
高涛△

杭州市中医院中医妇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７

【摘要】　目的　分析暖宫方治疗寒实证月经不调的临床疗效，为寒实证月经不调的临床治疗提供参
考。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杭州市中医院诊断且符合纳入标准的６０例寒实证月经不调
患者为观察组，采用暖宫方治疗，观察不同类型月经不调患者的临床疗效。同时，选取同时期在杭州市中医

院进行妇科体检的６０例正常健康妇女作为对照组，检测相应各项指标作为正常参照。分析比较两组受试者
的性激素和血流动力学水平。结果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６７％，且不同类型月经不调患者均
有较好的临床疗效，观察组患者的性激素、卵巢及子宫血流动力学各指标水平均明显优于治疗前，但仍低于

或高于对照组，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暖宫方可较大程度上提高寒实证月经不调患者
的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性激素及血流动力学水平。

【关键词】　暖宫方；寒实证月经不调；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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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实证月经不调是妇科多发性疾病之一，多因患者受寒所
致，中医认为，寒为阴邪，性主收引，易与血相结，瘀堵冲任而致

月经不调，因此，治疗应以温经补血，祛寒散结为主［１３］。笔者

结合历代医家经验自拟暖宫方作为温经补血的良方，其有行滞

调经、温补化瘀之效，本研究通过观察暖宫方对不同类型寒实

证月经不调患者的疗效，并分析其对患者性激素及血流动力学

的影响，为寒实证月经不调患者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在杭州市中医院诊断且
符合纳入标准的６０例寒实证月经不调患者为观察组。选取６０
例同时期体检健康者为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年龄（２５３６±
５１３）岁，病程（３０７±０５８）年，婚姻状况已婚 ４１例，未婚 １９
例，月经不调类型月经后期３０例，月经量少２１例，痛经９例；对
照组成员：年龄（２５７９±５２４）岁，婚姻状况已婚３８例，未婚２２
例。所有受试者均自愿参与研究且签署知情同意书，并获杭州

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受试者在年龄、婚姻状况方面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观察组患者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观察组患者

临床诊断确诊为寒实证月经不调，对照组为同期妇科检查中各

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内的健康妇女。排除标准：存在生殖器官

器质性病变者或３个月内服用过激素类药物者。
１２　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采用暖宫方加以治疗，组方：元胡１５ｇ，白芍１５
ｇ，当归１５ｇ，牡丹皮１０ｇ，红花１０ｇ，牛膝１０ｇ，五灵脂１０ｇ，小茴
香１０ｇ，吴茱萸６ｇ，肉桂６ｇ，甘草６ｇ，加水５００ｍＬ浸泡１ｈ，煮
沸后文火煎煮３０ｍｉｎ，留取药液，向药渣中加入与药液等量水，
文火煎煮２０ｍｉｎ，留取滤液，两次的滤液合为１剂，１剂／ｄ，分早
晚２次口服，１个月经周期为１疗程，共治疗３个疗程。
１３　观察指标
１３１　临床疗效　①痛经：腹痛及其他临床症状消失且持续３
个月以上，为治愈；腹痛及其他临床症状有所缓解，为有效；腹痛

及其他临床症状均无明显改善，为无效；②月经量少：月经量恢
复至正常水平且持续３个月以上，为治愈；月经量明显增多或经
期＞５ｄ，为有效；月经量无明显增多或减少，为无效；③月经后
期：月经周期恢复正常且持续时间 ＞３个月，为治愈；月经周期
恢复正常但持续时间不超过３个月，为有效；月经周期无明显变
化，为无效；④闭经：恢复正常月经周期或妊娠，为治愈；月经周
期有所恢复，至少每３个月来潮１次，为有效；治疗后仍未见月
经来潮，为无效，总有效率＝（治愈＋有效）／总例数×１００％。
１３２　性激素水平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并比较对照组
受试者及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血清中的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
黄体生成激素（ＬＨ）、雌二醇（Ｅ２）及睾酮（Ｔ）水平。
１３３　血流动力学参数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并比较对
照组受试者及观察组患者治疗前后卵巢和子宫内血流的收缩

期峰值流速（ＰＳＶ）、阻力指数（ＲＩ）及搏动指数（Ｐ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观察组患者不同类型月经不调患者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８６７％，且不同类型月经
不调患者均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类型月经不调患者临床疗效［ｎ（％）］

月经不调类型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痛经　　 ３０ ２０（６６７） １０（３３３） ０（０） ３０（１０００）

月经量少 ９ ３（３３３） ４（４４４） ２（２２２） ７（７７８）

月经后期 １５ ５（３３３） ６（４０） ４（２６７） １１（７３３）

闭经　　 ６ ０（０） ４（６６７） ２（３３３） ４（６６７）

合计 ６０ ２８（４６７） ２４（４０） ８（１３３） ５２（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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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成员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性激素各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健康妇女，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患者的各指标水平均明显高于治疗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仍明显低于对照组健康妇女，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成员的性激素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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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３５６±０９３ａ ４１２±０７７ａ ２５４２±６５４ａ ０２１±００８ａ

治疗后 ４３８±０９８ｂ ４６１±０７９ｂ ３４５１±７１６ｂ ０２８±０１６ｂ

对照组 ６０ — ５１３±１０２ ４７５±０８１ ３８５４±８２３ ０３４±０１９

ｔ值 ４７０１ ３４４１ ７２６１ ３０３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观察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成员的血流动力学比较
治疗前，观察组患者的ＲＩ、ＰＩ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Ｓ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健康
妇女，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

的ＲＩ、ＰＩ水平均明显低于治疗前，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ＰＳＶ水平明显高于治疗前，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但仍明显低于对照组健康妇女，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两组受试者的卵巢血流动力学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ＲＩ ＰＩ ＰＳＶ（ｍ／ｓ）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０８５±０１２ａ １９５±０６８ａ １２１４±０９２ａ

治疗后 ０７１±００８ｂ ０９３±０７１ｂ １３９５±１１５ｂ

对照组 ６０ — ０６７±００４ ０９１±０１９ １３８９±１０８

ｔ值 ７５１９ ８０３７ ９５２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观察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两组成员子宫血流动力学水平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ＲＩ ＰＩ ＰＳＶ（ｍ／ｓ）

观察组 ６０ 治疗前 ０８３±００４ａ ２８３±０８２ａ ２８５４±３３９ａ

治疗后 ０７６±００３ｂ ２２５±０６９ｂ ３８６４±４５９ｂ

对照组 ６０ — ０７９±００３ ２１９±０６５ ４０６２±３４５

ｔ值 １０８４ ４１９２ １３７１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观察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

　讨论
寒实证月经不调是一种临床常见妇科疾病，通常表现为痛

经、月经量少、月经后期、闭经等，病情反复难愈，影响妇女生活

质量。中医认为，寒实证月经不调是因寒邪侵袭，客于冲任，血

凝而冲任瘀阻所致，治疗应以调经活血、温经散寒为主［４］，本研

究自制暖宫方对寒实证月经不调患者加以治疗，取得了较好成

效。

暖宫方组方为肉桂、吴茱萸、当归等１０余味中药，其中，肉
桂味辛、性热，其可暖宫化瘀、疏经散寒；吴茱萸、小茴香性温，可

温中化瘀，立行诸气；当归可养血调经，除瘀止痛；白芍，《别录》

谓其可通顺血脉，缓中，散恶血；牡丹皮、红花可通利经脉，小剂

量的红花还可补血养血；元胡、五灵脂可理气止痛、行血止血；牛

膝可引诸药下行，加之甘草调和诸药，共奏活血化瘀、调经止痛、

温经散寒之效。因此，暖宫方对不同类型寒实证月经不调患者

均有较好的临床治疗效果。

本研究发现，暖宫方可明显改善寒实证月经不调患者的性

激素水平。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５］，吴茱萸中的吴茱萸碱和吴

茱萸次碱可抑制游离Ｃａ２＋的增加和花生四烯酸的释放，调节前
列腺素的合成，影响孕酮及Ｅ２水平；牡丹皮中的丹皮酚、牛膝中
的皂苷类成分均对子宫有较强的兴奋作用，两者可以共同调节

子宫收缩，增强ＦＳＨ的负反馈调节作用，改善患者性激素水平；
另外，方中的小茴香、红花也有雌激素样作用，可以调节下丘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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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卵巢轴功能，促进卵泡正常发育，加速ＦＳＨ及ＬＨ的释放，
刺激卵巢分泌Ｅ２，从而改善机体性激素水平。

同时，本研究发现，暖宫方可以明显改善寒实证月经不调

患者卵巢及子宫的血流动力学水平。有研究显示，月经不调患

者血清中通常存在血栓及血小板聚集，影响患者血流动力学水

平［６］。而暖宫方中的当归可以降低子宫内的血小板聚集，减少

血流阻力，调节微循环，促进血液流动；红花提取物红花黄色素

可扩张血管，增加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子宫及卵巢血管的阻

力，提高管壁顺应性，改善子宫及卵巢血供，避免血流灌注不足

的出现，发挥活血化瘀的作用；吴茱萸中的吴茱萸碱、五灵脂的

水提物也可抑制卵巢内血栓的形成，从而，改善患者子宫和卵

巢的血流动力学水平。同时，我们发现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仍

然异于对照组，推测可能由于治疗时间短，后期需要增加疗程

继续观察，或者暖宫方的疗效有限，可能需要配合其他治疗方

法，使患者性激素水平和血液动力学水平恢复正常，有待进一

步研究。

综上所述，暖宫方可以提高寒实证月经不调的治疗效果，

改善患者的性激素及血流动力学水平，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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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傅明慧　乔乔　杨华富△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原微生物研究所，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０９

【摘要】　目的　了解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ＨＩＶ／ＡＩＤＳ的流行病学特征，为艾滋病的防控提供建议和
科学依据。方法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法定报告传染病数据库中获取全国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 ＨＩＶ／
ＡＩＤＳ的疫情资料，采用经典的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期间全
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持续增高，１０年累计发病人数７８２０４２例，累计死亡人数１５３２０９例。全
国３１个省市每年均有发病报告，其中云南、广西、四川、广东和新疆为发病重灾区，５省市占全国报告发病人
数比重接近６０％。全国其余各省市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趋势。全年龄段均有发病报告，２０岁 ～４９岁是发
病高峰年龄段，２０岁～３９岁人群成为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主要群体。结论　ＨＩＶ／ＡＩＤＳ在我国传播呈现加重蔓
延趋势，发病由重点区域变为全国广泛传播，并且发病年龄呈现降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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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ＩＤＳ），是由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而引起的一种高致死率的慢性传染病，
在全球范围内流行［１２］，也是我国法定报告的乙类传染病［３］。

自１９８５年我国发现第一例输入性传播病例以来，艾滋病在我国
迅速传播，已经成为我国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同时，由于其可

以通过血液、母婴和性传播，也是广大群众重要的关心话题［４］。

为了解近年来我国艾滋病流行趋势，本文分析了 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１５年我国艾滋病（包括ＡＩＤＳ患者和ＨＩＶ感染者）流行特征。
!

　数据来源和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立的“公共卫生科学数据中

心”下载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我国新发ＨＩＶ病毒感染数据和ＡＩＤＳ
发病数据，数据包括全国３１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信息。
１２　数据分析

采用常规描述性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分析全国近１０年ＨＩＶ／
ＡＩＤＳ的感染流行特征。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死亡汇总

年份 发病数 死亡数
发病率／
（１０万）

死亡率／
（１０万）

２００６ ３８２６２ １７２３ ２９２６２ ０１３１８

２００７ ４２６３３ ５４１９ ３２４３４ ０４１２３

２００８ ５１５２５ ８６０３ ３８９９６ ０６５１１

２００９ ５７４７３ １１７３８ ４３２７８ ０８８９３

２０１０ ６１６２２ １４３４８ ４６１６８ １０７５

２０１１ ７３１９６ １７８４４ ５４５８７ １３３０７

２０１２ １００３２８ ２３０４２ ７４４６４ １７１０２

２０１３ １０５７８４ ２２４１１ ７８１２５ １６５５２

２０１４ １１９１９３ ２３２５４ ８７９５４ １７１５９

２０１５ １３２０２６ ２４８２７ ９６９０２ １８２２２

合计 ７８２０４２ １５３２０９ ５８２１７ １１３９３７

由表１可知，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我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感染和发
病情况呈现爆发式增长，由 ２００６年 ３８２６２例激增至 ２０１５年
１３２０２６例，增幅达两倍之多，累计报告７８万余例。死亡人数也
由２００６年的１７２３例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２４８２７例，累计１５万余
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２年，我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
病率突然激增，由２０１１年的 ５５／１０万升至 ２０１２年的 ７４／１０
万，年增幅达３６４％，为１０年之最大增幅。
"

　结果
２１　发病患者地域分布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 ３１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均有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和死亡报告，但不同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间差
距明显，体现出我国艾滋病地域分布的复杂性。艾滋病高发

前５名分别为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广东省和新
疆维吾尔族自治区，１０年累计发病病例报告分别占同期全国
比重依次为 １４４％、１４３％、１４１％、８５％和 ６５％。５省市
总共占比高达５７８％，远超过剩下省市累计之和。高发地区
基本位于我国ＨＩＶ传入的２条途径上（云南和新疆），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广东省和四川省４省
临近金三角产毒地区，艾滋病的高发和静脉吸毒密切相关［５］。

发病率最低的５个省和自治区分别为西藏自治区、宁夏自治
区、青海省、海南省和内蒙古，１０年累计发病病例报告分别占
同期全国比重依次为 ００７％、０１８％、０１７％、０２２％和
０４３％，５个省和自治区总共占比约为１％。

通过对比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发病占
全国比重发现，尽管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省、新疆维吾尔族

自治区和广东省是全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高发地区，但发病人数占全
国比重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其中，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

别由２００６年的 ２１０％和 １６８％下降到 ２０１５年的 １０４％和
８５％，降幅分别达１０６％和８３％。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和广
东省降幅分别为６５％ （由１１５％下降到５０％）和４３％ （由
１２６％下降到８３％）。高发地区的比重下降可能与我国对艾
滋病高发地区的干预和治疗政策有关，体现我国目前的艾滋病

政策的有效性。除此之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
在全国占比均有升高，四川省是５个高发地区中唯一占比升高
省份，由２００６年６５％升高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６１％，增幅达９６％，
排名由２００６年全国第６位升至２０１５年全国第１位高发地区。
其他高增幅地区包括重庆市、贵州省、江苏省、浙江省和辽宁省，

占比增幅依次为３４％、２４％、２２％、１８％和１８％。这些地
区应该在未来加大对本地区艾滋病的治疗和干预措施。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各地区ＨＩＶ／ＡＩＤＳ死亡率分布基本
和发病率分布相似。１０年累计死亡病例占全国比重前５名地
区分别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省、云南省、河南省和广东省。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省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通过血液传播造成大
量ＨＩＶ感染病例［６］。１０年累计死亡病例占全国比重后５名地
区分别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

和天津市。

２２　发病患者年龄分布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年龄构成比和死亡年

龄构成比均呈现接近正态分布趋势，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发病和死
亡构成比以３０岁～３９岁年龄组最高，分别达到２８６７％和２７５０％。
以此向两端分布逐渐降低。主要发病人数集中在２０岁～４９岁，此
年龄段间发病构成比和死亡构成比分别找到总构成比的７４８９％和
６３８３％。发病构成比最小年龄组别为≥８０岁，占比仅０５５％。而
在死亡构成比最小年龄组别为０岁～９岁，占比０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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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死亡年龄层分布

年龄组　
（岁）　

发病数　
构成比

（％）
死亡数　

构成比　
（％）　

０～９ ７４３１ ０９５ １２６１ ０８３

１０～１９ ２１８７３ ２８０ １９２１ １２７

２０～２９ ２１４７２７ ２７４６ ２４１２７ １５８９

３０～３９ ２２４２１１ ２８６７ ４１７６６ ２７５０

４０～４９ １４６６７５ １８７６ ３１０４９ ２０４４

５０～５９ ８０２９５ １０２７ １９８９７ １３１０

６０～６９ ５６５５２ ７２３ １７８０８ １１７３

７０～７９ ２５９１７ ３３１ １１５７６ ７６２

≥８０ ４３２３ ０５５ ２４６３ １６２

合计 ７８２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５１８６８ １００００

图１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全国ＨＩＶ／ＡＩＤＳ年龄构成比

通过比较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每年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年龄构成
比发现（图１），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１０岁～１９岁年龄组构成比一
直趋于稳定；０岁 ～９岁年龄组所占比重持续减低，由２００６年
１１３％下降到２０１５年０５５％；３０３９岁年龄组所占比重降幅最
大，由４１４１％降到２２４６％；２０岁～２９岁年龄组构成比由２００６
年的３３１５％下降至２０１５年的２５３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
年龄组构成比由 ２００６年的排名第 ２位增到 ２０１５年排名第 １
位，且发病人数由 ２０１３年开始超越 ３０岁 ～３９岁人群，成为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第一大人群。另外，４０岁 ～４９岁和５０岁 ～５９
岁年龄组构成比在 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１５年间一直在增加，分别由
２００６年的 １３７１％和 ４９５％增加至 ２０１５年的 ２１５４％和
１３１０％，其余年龄组发病构成比也均有小幅增大。
#

　讨论
艾滋病属于我国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尽管国家对此投入了

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在我国依然呈现出快速传播趋势。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已经出现

了巨大的变化，性传播已经成为 ＨＩＶ的主要传播途径［７８］。由

于主要传播途径的改变，发病人群也主要集中在年轻人群体，

尤其是高校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 ＨＩＶ爆发的重灾区，值得引
起广大卫生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９１１］。

　　本文总结了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我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和死亡
的流行特征，通过比较发现以下几点值得引起重视：一方面是曾

经作为重灾区的省和直辖市在全国范围的发病比重下降，一定

程度上说明我国目前对于这些地区的ＨＩＶ／ＡＩＤＳ的防治政策有
一定的效果，也提示我们应该加大对于之前 ＨＩＶ／ＡＩＤＳ防范薄
弱地区的干预力度，从而提前预防艾滋病在该地区的爆发式增

长了。另一方面是１０年来０岁～９岁年龄段的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
构成比持续下降，说明我国医疗工作者在母婴传播和血液传播

方面对艾滋病的意识大大提高，降低了新生儿的 ＨＩＶ携带率。
但是，随着性观念的逐渐开放，性传播成为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主要
诱因，因此１０岁～２９岁年龄段感染人群迅速升高，学生群体成
为以后重要的关注对象，应该加大对此群体的宣传教育，提高自

身的保护意识。此外，通过对比１０年ＨＩＶ／ＡＩＤＳ发病构成比发
现，发病人群已经逐渐由２０岁 ～３９岁年龄组占据主要地位转
变为各年龄组均衡的状态，这说明艾滋病已经由高危人群逐渐

扩散到普通人群，值得警惕。

综上所述，本文深度分析了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５年１０年来我国
ＨＩＶ／ＡＩＤＳ的流行状况，为了能够更好地应对和预防艾滋病在
我国的传播提供了数据参考。国家和各地区卫生部门应当根据

本地区的流行特征和主要发病人群，加强相应的监控和干预，更

好地控制艾滋病的继续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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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管理效能干预在艾滋病抗病毒患者中的应用
张雅琴１　杨芳２△

１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２
２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皮肤科，江苏 淮安 ２２３００２

【摘要】　目的　探讨基于自我效能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及
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感染科诊治的９６例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对照研究方法，将其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８例患
者。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联合基于自我效能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

护理干预，治疗后６个月，比较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抗病毒治疗依从性、生存质量等指标。结果　观察组
患者情绪管理、药物管理、症状管理、获取支持与帮助、疲惫症状管理等自我管理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ｔ
＝３１７６，５４７９，３４４４，７８５３，４４３８，均 Ｐ＜００５）；抗病毒治疗患者依从性（９５８％）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８１２％）（χ２＝５０３１，均Ｐ＜００５）；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ｔ＝４９７３，
４９００，７１３６，均Ｐ＜００５）。结论　基于自我效能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有助于促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
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养成，提高抗病毒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生存质量。

【关键词】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效能理论；自我管理能力；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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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ＡＩＤＳ）是一种因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ＩＶ）感染所
致的严重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患者生存质量与生命安全。高

效抗逆转录病毒治疗（ＨＡＡＲＴ）可以最大限度提高患者免疫功
能，抑制ＨＩＶ复制，减少机会性感染几率，但这有赖于患者近乎
完美的服药依从性（＞９０％）［１］。相关研究表明，艾滋病抗病毒
治疗患者服药依从性整体低下，与患者自我管理效能明显相

关［２］。自我管理效能是指个体执行某一特定行为并达到预期目

标的能力与信心，应用于慢性疾病患者管理效果值得肯定［３］，应

用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文献报道目前尚不多见。本文以自

我管理能力、治疗依从性为切入点，分析基于自我管理效能理念

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中的应用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淮安市第四人民医院感
染科诊治的９６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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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例，女２５例；年龄范围２０岁～７２岁，年龄（４０９５±５２０）岁；
感染途径：性传播６８例，静脉毒瘾１例，否认不洁性生活史２２
例，其他５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 １４例，高中（含中专）４９
例，专科及以上 ３３例；家庭经济状况：≥３０００元／（月．人）７０
例，＜３０００元／（月．人）２６例。

本研究纳入标准：①均符合中华医学会《艾滋病诊疗指南
（２０１１版）》ＨＩＶ／ＡＩＤＳ诊断标准［４］；②无严重机会性感染 ＨＩＶ／
ＡＩＤＳ患者；③具有正常沟通交流理解能力；④经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疾病或
认知功能障碍者；②听力障碍、视力障碍等影响正常沟通交流
者；③中途退出或随访脱落者。
１２　研究方法

采用实验对照研究方法，将９６例患者随机平均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４８例患者。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采用相同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在此基础

上，观察组患者在常规护理干预的基础上联合基于自我效能理

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护理干预。

１３１　观察组患者治疗　组建自我管理效能干预小组。小组
成员包括主治医师１名、专科护士５名、患者家属１０名，组织学
习艾滋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能等相关知识，采用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效能”“自我管理”“依从性”等

关键词，搜寻知方、万方、维普等权威网站，查找经循证医学支持

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能干预证据，编制《艾滋病抗

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能干预方案》。

１．３．２　开展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评估　入院１ｄ～２ｄ，采用Ｓｈｉｖｅ
ｌｙ等［５］的ＡＩＤＳ患者自我管理效能量表（ＨＩＶＳＥ）、美国社区艾
滋病临床研究抗逆转录病毒用药自陈式问卷（ＣＰＣＲＡ）［６］、简明
健康调查问卷（ＳＦ３６）［７］，评估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抗病毒治疗
依从性、生存质量，分析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与

自我管理能力、依从性、生存质量的关系，制定个性化的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能干预方案。

１．３．３　实施自我管理效能干预　①行为契约：向观察组患者发
放《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能干预方案》，反复讲解艾滋

病抗病毒治疗情绪管理、药物管理等６个维度３４个条目细则，
专科护士一一指导示范，与患者订立行为契约：专科护士执行

检查、指导职责，患者承诺遵守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行

为准则。②阶段式目标管理：自我管理效能干预时间为１个月。
第１周：重建患者自我管理信心；第二周：学习掌握艾滋病抗病
毒治疗自我效能理论；第３周：掌握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
技能；第４周：构建社会支持系统，培养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
自我管理自觉行为。③心理干预：采用“一对一”交流的方式，
分析患者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告知患者接受患有艾滋病这

一现实，采用正面引导、积极心理暗示、音乐疗法等化解患者负

性情绪，转移患者对疾病的注意力。④替代经验：组建“艾滋病
抗病毒治疗之友俱乐部”，住院期间每周（出院后每月）组织一

次病友交流会，树立“榜样”，邀请治疗成功、自我管理效能较好

的患者现身说法，增强病友交流的经验效应，提高患者自我管

理能力。⑤构建社会、家庭支持系统：专科护士要与患者建立
“契约式”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强患者抗病毒治疗的信心。积极

与患者家属、亲友交流，告知他们有效的协助与情感支持对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转归的影响。⑥建立“爱之友”微信群，包括患
者、患者家属２个群组，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能干预
方案》推送到群中，组织专科护士采编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相关小

消息（每天发送１条～２条），每周精选患者、患者家属感兴趣话
题组织讨论，并发微信私聊、电话提醒的方式加强群中管理。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自我管理能力　干预前，治疗后 ６个月随访，采用
Ｓｈｉｖｅｌｙ等［５］ＡＩＤＳ患者自我管理效能量表（ＨＩＶＳＥ）进行测评，
包括情绪管理（９条目）、药物管理（７条目）、症状管理（５条
目）、与卫生工作者的交流（４条目）、获取支持与帮助（５条目）、
疲惫症状管理（４条目）等６个维度３４个条目，每个维度及每个
条目均采用１～１０分计分法，分值越高表示自我管理能力越好。
量表经检验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８９。
１４２　依从性　采用美国社区艾滋病临床研究抗逆转录病毒
用药自陈式问卷（ＣＰＣＲＡ）［６］进行评估，统计过去７ｄ内服药片
数、按时服药情况，分为完全依从（＞９０％）、基本依从（６０％ ～
９０％）、不依从（＜６０％）３个等级。
１４３　生活质量　干预前，治疗后６个月随访，采用简明健康
调查问卷（ＳＦ３６）中文版［７］进行测评，本文选择生理功能、社会

功能、情感职能、躯体疼痛等４个维度，均采用百分制，分值越高
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双盲法将研究数据录入 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进行分析处

理。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采用 ｔ检验；
计数资料用频数和百分率［ｎ（％）］表示，采用χ２检验或秩和检
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性别、年龄、感染途径、文化程

度、家庭经济状况等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一般资料比较［ｎ（％）／Ｍｅａｎ±ＳＤ］

　　　　指标
观察组

（ｎ＝４８）
对照组

（ｎ＝４８）
ｔ／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０４８７ ０４４３

　男 ３４（７０８） ３７（７７１）

　女 １４（２９２） １１（２２９）

年龄（岁） ４０４５±５１２ ４０２４±５３２ ０７４２ ０１８５

感染途径 １９８６ ００５３

　性传播 ３３（６８８） ３５（７２９）

　静脉毒瘾 ０（０）　 １（２１）

　否认不洁性生活史 １３（２７１） ９（１８８）

　其他 ２（４２） ３（６３）

文化程度 ０５７９ ０３５４

　初中及以下 ８（１６７） ６（１２５）

　高中（含中专） ２５（２１）　 ２４（５００）

　专科及以上 １５（３１３） １８（３７５）

家庭经济状况 ０８４４ ０９４５

　≥３０００元／（月·人） ３３（６８８） ３７（７７１）

　＜３０００元／（月·人） １５（３１３） １１（２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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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情绪管理等自我管理

能力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６个月
随访，两组患者情绪管理等自我管理能力评分均明显高于干预

前评分（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情绪管理、药物管理、症状管
理、获取支持与帮助、疲惫症状管理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

者（均Ｐ＜００５）；两组患者与卫生工作者的交流评分比较，其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例数 时间 情绪管理 药物管理 症状管理
与卫生工作者

交流

获取支持

与帮助

疲惫症状

管理

观察组 ４８ 干预前 ６５２±０８５ ７４５±１０２ ６１２±１１０ ６２０±１１４ ５１１±０７５ ５２３±０７２

治疗后６个月个月 ７６５±１０２ａ ８８６±０７５ａ ７５４±１１２ａ ７８５±１２０ ７２５±１１２ａ ７３６±１１６ａ

　　　ｔ值 ５８９６ ７５７１ ６２６７ ６９０７ １１４６９ １０８６９

　　　Ｐ值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４８ 干预前 ６５６±０７４ ７５１±１１２ ６１８±０７６ ６２５±１２３ ５１５±０８０ ５３２±０７５

治疗后６个月 ７０５±０８２ ８０２±０６８ ６８５±０８２ ７６８±１３５ ６２４±０７６ ６４５±０８２

　　　ｔ值 ３０７４ ２６９０ ４１５２ ５４３５ ６８４４ ７０４５

　　　Ｐ值 ００４３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治疗后６个月比较，ｔ＝３１７６，５４７９，３４４４，０６５２，７８５３，４４３８，均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依从性评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９５８％）明显高于

对照组患者（８１２％），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生理功能等生存质量

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６个
月，观察组患者生理功能等生存质量评分均明显高于同组患者

干预前评分（均Ｐ＜００１）；对照组患者生理功能等生存质量评
分均明显高于同组患者干预前评分（均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生理功能、社会功能、情感职能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均

Ｐ＜００５）；两组患者躯体疼痛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依从性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完全依从 基本依从 不依从 依从性

观察组 ４８ ３０（６２５） １６（３３３） ２（４２） ４６（９５８）

对照组 ４８ ２２（４５８） １７（３５４） ９（１８８） ３９（８１２）

χ２值 ２６８５ ００４６ ５０３１ ５０３１

Ｐ值 ０１０７ ０８８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６

表４　两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干预前后生存质量评分比较（分，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时间 生理功能 社会功能 情感职能 躯体疼痛

观察组 干预前 ３５６５±５２４ ４６４７±６１２ ５６７５±７２５ ４２３６±５３２

治疗后６个月 ５８１２±７３５ａ ６０２４±８２０ａ ７５１２±９２４ａ ５５１２±７２０

　　ｔ值 １７２４６ ９３２４ １０８３６ ９８７５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 干预前 ３６２１±５３５ ４７２１±６３２ ５７３２±７４５ ４３１２±５２４

治疗后６个月 ５１２０±６２４ ５２４５±７１２ ６２４５±８１２ ５４４２±７３２

　　ｔ值 １２６３５ ３８１３ ３２２５ ８６９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６个月比较，ｔ＝４９７３，４９００，７１３６，Ｐ＜００５

#

　讨论
艾滋病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健康与生命安全的传染性疾

病，我国正处于艾滋病快速增长期，２０１１年至２０１７年，我国艾
滋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７年上报例数５７１９４例，死亡例数
１５２５１例［８］。目前，艾滋病尚无有效治疗方法，高效抗逆转病

毒（ＨＡＡＲＴ）可以减少机会性感染、延长患者生命。但是，
ＨＡＡＲＴ是一项终身治疗措施，一旦停药或不规范治疗，血清病
毒载量便会反弹，导致抗病毒治疗失败，这对患者治疗依从性是

一个极大的考验。罹患艾滋病是一个重要的负生活事件，不可

避免地会造成患者心理应激反应，社会歧视、排斥更会加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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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激反应程度。有关研究表明，艾滋病患者多伴有焦虑、抑郁、

无助、悔恨、恐慌心理，这也是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低下的

主要原因［９］。

有关艾滋病抗病毒治疗依从性护理干预文献报道很多，如

心理干预［１０］、同伴支持［１１］、ＱＱ平台下的健康教育［１２］等等，不

可否认，这些干预对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具有一定的促进作

用。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在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过程中，如何激

发患者自身潜能、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促进患者采取更加

积极主动自觉的态度去应对疾病与治疗，这才是护理干预的终

极目的［１３１４］。对于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而言，自我管理效能

就是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与对健康生活的强烈追求。

赵光升等［１５］的研究认为，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效能评分整体

低下（６６１±１５９），自我效能６个维度均与患者抗病毒治疗依
从性呈显著正相关。

自我管理效能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三元交互决定

论”，是指个体能否利用所学技能去达成特定目标的自信程

度［１６］。秦艺等［１７］报道自我管理效能护理干预有助于提高细菌

性阴道炎患者（６４例）自护能力与治疗依从性。本文研究中，通
过对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抗病毒治疗依从性

的评估，在搜集经循证医学支持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

能干预证据的基础上，编制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自我管理效

能干预方案》，并借助构建行为契约、阶段式目标管理、心理干

预、替代经验、构建社区与家庭支持系统、建立“爱之友”微信群

等方式进行干预，治疗后６个月，结果可见，观察组患者自我管
理能力（情绪管理、药物管理、症状管理、获取支持与帮助、疲惫

症状管理）、治疗依从性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所得结论也支持

上述文献观点。

自我管理效能干预实际上是一个学习与产出的过程，其核

心是培养个体自我管理的态度与完成自我管理任务的能力，换

言之，就是要求患者将自我管理培养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这也正是提升个体生活质量的关键［１８］。为了将自我管理效能

理论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效果最大化，在实际干预过程中，我们

还通过建立“爱之友”微信群，将微信支持应用于艾滋病抗病毒

治疗患者管理中，这样可以突破传统自我效能干预过程中受制

于时间与空间的弊端，实现干预对象、干预内容的全覆盖，保证

自我管理效能干预的可持续性，进而改善患者生活质量［１９］。

本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自我管理效能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有

助于促进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患者自我管理能力的养成，增强抗

病毒治疗依从性，改善患者生存质量。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基

于自我管理效能指导下的护理干预时间相对较短，且干预过程

中阶段式目标管理缺乏具体量化指导分析，需要后续研究中不

断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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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与重要性传播疾病病原体共感染
对不同宫颈病变发生风险的影响
万彬１　陈静１△　童华诚２　王德望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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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是鳞状细胞宫颈癌（ＳＣＣ）发病的首要因
素，并且是进展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的先决条件。一些性传播疾病病原体可能起到人乳头瘤病
毒（ＨＰＶ）共因子的作用。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在南京同仁医院参加宫颈癌筛查项目及接
受阴道镜检查的４２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应用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同时检测淋球菌、阴道毛滴虫、单
纯疱疹病毒１型（ＨＳＶ１）、单纯疱疹病毒２型（ＨＳＶ２）、梅毒螺旋体等在不同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中与ＨＰＶ
的共感染率。结果　在ＨＲＨＰＶ和淋球菌合并感染的情况下，未明确意义的非典型鳞状上皮细胞及更高级
别上皮细胞病变（≥ＡＳＣＵＳ）的发生风险增加［相对危险度（ＲＲ）３３３８，９５％置信区间（ＣＩ）２４５３４５４２，Ｐ＜
０００５］，且主要为ＨＳＩＬ（ＲＲ６２４２，９５％ＣＩ２９０１１３４３３，Ｐ＜０００５）。ＨＰＶ与 ＨＳＶ２共感染仅表现出发生
≥ＡＳＣＵＳ的风险增加（ＲＲ３２４８，９５％ＣＩ２３０６４５７５，Ｐ＜０００５），而不增加发生 ＨＳＩＬ的风险（ＲＲ１６３９，
９５％ＣＩ０２６０１０３３２，Ｐ＝０４７８）。结论　淋球菌是与ＨＲＨＰＶ相关的主要病原体，两者共感染提高了所有
级别宫颈异常发生的风险，尤其是 ＨＳＩＬ。提示其在宫颈病变进展中可能起到与 ＨＰＶ的协同作用。ＨＳＶ２
与ＨＰＶ的共感染仅增加了发生≥ＡＳＣＵＳ的风险。提示其对于细胞的初始转化是必要条件，但并非 ＳＣＣ进
展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　宫颈癌；人乳头瘤病毒；共因子；性传播疾病；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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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ＨＰＶａｎｄＨＳＶ２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ＡＳＣＵＳ（ＲＲ３２４８，９５％ＣＩ２３０６４５７５，Ｐ＜
０００５），ａｎｄｎｏ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ｒｉｓｋｏｆＨＳＩＬ（ＲＲ１６３９，９５％ＣＩ０２６０１０３３２，Ｐ＝０４７８）．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
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ｉ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ＨＲＨＰＶ．Ｔｈｅｉｒ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ａｂｎｏｒ
ｍａｌｉｔｉｅｓａｔａｌｌｌｅｖｅｌｓ，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ＨＳＩＬ，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ｔｈａｔ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ｍａｙｂｅａｃｏｆａｃｔｏｒｗｉｔｈＨＰＶｉｎ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ＨＳＶ２ａｎｄＨＰＶｏｎｌｙ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ｒｉｓｋｏｆ≥ＡＳＣＵＳ，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ＨＳＶ２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ｉｎｉｔｉａｌ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ｎｏｔ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ＳＣ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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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Ｄ）；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ｓｑｕａｍｏｕｓｉｎｔｒａ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ＨＳ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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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宫颈癌是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尽管存在
有效的预防和筛查方法，宫颈癌的发病率和病死率仍然居高不

下。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ＲＨＰＶ）的持续感染是鳞状细胞宫
颈癌（ＳＣＣ）发病的首要因素，并且是进展为高级别鳞状上皮内
病变（ＨＳＩＬ）的先决条件［１］。大部分 ＨＲＨＰＶ感染最终能够得
以清除，但一部分会进展为 ＨＳＩＬ（１０％的 ＨＰＶ感染人群）和
ＳＣＣ（＜１％的ＨＰＶ感染人群）［２］。目前，学界一般认为还有其
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对 ＨＰＶ感染妇女的肿瘤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３］。

既往研究表明，一些可能的危险因素与 ＨＲＨＰＶ持续感染
相关，并可能导致宫颈癌的发生。其中包括一些与个人生活方

式相关的共同因素，如吸烟和激素类避孕药的使用、较早开始

性生活、同时拥有多个性伴侣等因素都与ＳＣＣ相关［４］。宿主遗

传学变异、型内ＨＰＶ变异、多基因型 ＨＰＶ多重感染、与其他病
原体的共同感染等因素都能够引发由癌前状态向 ＳＣＣ的持续
进展［５６］。很早已有学者发表了关于多种性传播疾病（ＳＴＤ）是
ＳＣＣ危险因素的研究，并指出非 ＨＰＶＳＴＤ可能起到 ＨＰＶ共因
子的作用［７］。其后，学界对相关内容及关联性进行了研究。有

关研究证实，单纯疱疹病毒２型（ＨＳＶ２）及沙眼衣原体显示出
与ＨＰＶ的关联性［８９］。然而，目前尚未达成关于其他生殖道病

原体与ＨＲＨＰＶ共同作用对疾病进展产生影响的共识。
在宫颈样本中 ＨＲＨＰＶ及非 ＨＰＶＳＴＤ共同感染的实际发

生率尚不明确。尽管 ＳＴＤ的临床意义重大，但在相关人群中，
ＳＴＤ的总体发生率仍被低估，这种情况的出现很可能是由于对
诸如培养和酶联免疫分析等传统诊断方法的依赖。由于引入

的不依赖培养、血清学的分子技术，如聚合酶链式反应（ＰＣＲ），
生殖道感染的诊断得到了全面的技术革新［１０］。多重 ＰＣＲ（Ｍ
ＰＣＲ）能够同时检测有无症状表现的患者中的多种病原体，包括
病毒感染［１０］。这一同时检测技术能够进一步明确 ＨＲＨＰＶ与
非ＨＰＶＳＴＤ的共同感染在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实际发生率。

本研究旨在应用 ＭＰＣＲ技术同时检测淋球菌、阴道毛滴
虫、单纯疱疹病毒１型（ＨＳＶ１）、ＨＳＶ２、梅毒螺旋体等在不同宫
颈细胞学检查结果中与ＨＰＶ的共感染率。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在南京同仁医院参加宫颈
癌筛查项目及接受阴道镜检查的４２０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
入标准：①病例资料完整；②年龄≥１８岁；③ ３ｄ内未进行阴道
冲洗或使用阴道内置药物；④非绝经女性，且未在月经期内；⑤
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与理解、沟通能力。排除标准：①妊娠；②
产后；③子宫切除术后；④阴道出血；⑤其他肿瘤病史；⑥无性生
活史；⑦近期接受过泌尿生殖道病变的治疗；⑧近１２个月内接
受过宫颈消融或切除治疗；⑨样本中未见鳞柱交界（ＳＣＪ）。所
有研究对象自愿提供宫颈脱落细胞薄层液基细胞学（ＴＣＴ）和
ＤＮＡ检测的样本，并在参与前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得到了

东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南京同仁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步骤　研究对象的人口统计学和基线特征通过每
个参与者填写的标准登记表取得。细胞学样本取自因先前异常

细胞学发现而进行阴道镜检查的患者，以及参加了宫颈癌 ＴＣＴ
筛查且未见宫颈异常的患者。对阴道、宫颈及宫颈内样本进行

标本采集，用于ＨＰＶ及ＳＴＤ病原体 ＤＮＡ分析的样本被立即悬
浮于１０ｍｌ无菌生理盐水中，并于８０℃冷冻保存。
１２２　细胞学与组织病理学　本研究的细胞学检测于南京同
仁医院病理科临床细胞学实验室进行，检测在未知ＨＰＶ感染状
态的情况下进行，且根据Ｂｅｔｈｅｓｄａ分类系统（２００１）对检测结果
进行报告。报告以下细胞学结果：未见上皮内病变或恶性病变

（ＮＩＬＭ）、不典型腺上皮细胞（ＡＧＣ）、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
（ＬＳＩＬ）、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ＨＳＩＬ）、未明确意义的非典型
鳞状上皮细胞（ＡＳＣＵＳ）、非典型鳞状细胞不除外 ＨＳＩＬ（ＡＳＣ
Ｈ）、ＳＣＣ。用≥ＡＳＣＵＳ作为界值将所有异常细胞学检测结果划
分为一组。所有ＡＳＣＨ、ＨＳＩＬ和ＳＣＣ病例都使用阴道镜和组织
学分析，并在随访中进行了相应的治疗或筛查。由３名经验丰
富、专业技术较强的病理科医生组成专家组，确定了组织学结

果。

１２３　ＨＰＶ检测与基因分型　使用 ＡｘｙＰｒｅｐ体液病毒 ＤＮＡ／
ＲＮＡ小量提取试剂盒（Ａｘｙｇｅｎ公司，ＵｎｉｏｎＣｉｔｙ，ＣＡ，美国）进行
ＤＮＡ提取。采用 ＮａｎｏＤｒｏｐ２０００分光光度计（Ｔｈｅｒｍｏ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公司，Ｗｉｌｍｉｎｇｔｏｎ，ＩＬ，美国）测定纯化 ＤＮＡ的质量和数量。采
用单靶点ＰＣＲ（ｓＰＣＲ）方法检测ＨＰＶ，利用引物ＭＹ０９（５′ＣＧＴＣ
ＣＭＡＡＲＧＧＡＷＡＣＴＧＡＴＣ３′）和 ＭＹ１１（５′ＧＣＭＣＡＧＧＷＣＡＴＡ
ＡＹＡＡＴＧＧ３′）对进行ＨＰＶ扩增。采用１５μＬ反应体系，包括每
种 ｄＮＴＰ２５ｍＭ，ＴａｑＤＮＡ聚合酶（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Ｃａｒｌｓｂａｄ，
ＣＡ，美国）１Ｕ，ＭｇＣｌ２０６ｍＭ，每种引物 ２５ｍＭ，ＤＮＡ提取产物
５０ｎｇ。设置“无ＤＮＡ”作为阴性对照，ＨＰＶ阳性 ＤＮＡ作为阳性
对照。ＰＣＲ产物在１％琼脂糖凝胶中电泳，使用１μｇ／ｍｌ溴化乙
锭染色，在紫外线下进行曝光。利用ＰＣＲ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
性（ＲＦＬＰ）技术对ＨＰＶ阳性样本进行基因分型，共利用两种限
制性内切酶 ＨｐｙＣＨ４Ｖ和 ＮｌａＩＩＩ（ＮｅｗＥｎｇｌａｎｄＢｉｏｌａｂｓ公司，Ｉｐ
ｓｗｉｃｈ，ＭＡ，美国）［１１］。酶切片段在８％ ＰＡＧＥ凝胶中进行分离。
使用Ｂｉｏｒａｄ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１Ｄ分析软件（Ｂｉｏｒａｄ，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ＣＡ，美
国）分析每个条带，比较用于ＨＰＶ基因型测定的分子量，从而确
定ＨＰＶ基因型。
１２４　使用ＭＰＣＲ检测非ＨＰＶＳＴＤ　使用 ＭＰＣＲ同时检测
淋球菌、阴道毛滴虫、ＨＳＶ１、ＨＳＶ２和梅毒螺旋体。使用２５

!

Ｌ反应体系，包括每种 ｄＮＴＰ２５ｍＭ，ＭｇＣｌ２０６ｍＭ，每种引物
２５ｍＭ，ＤＮＡ提取产物５μＬ（总量５０ｎｇ）及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ＴａｑＤＮＡ聚
合酶１Ｕ（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公司，ＧｒａｎｄＩｓｌａｎｄ，ＮＹ，美国）。ＰＣＲ反应条
件设定为：９４℃变性１０分钟，６２℃退火１分钟，７２℃延伸１分
钟，３５次循环后７２℃最后延长１０分钟。用８％ＰＡＧＥ凝胶电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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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对ＭＰＣＲ产物进行电泳。本研究中所有 ＳＴＤ的阳性对照均
来自阳性的临床样本，包括由培养或ｓＰＣＲ得到的样本。
１３　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
细胞学正常的情况（ＮＩＬＭ）与异常的情况进行比较，异常情况又
分为２种，分别为≥ＡＳＣＵＳ（代表所有细胞学异常结果）和
ＨＳＩＬ（仅比较ＨＳＩＬ）。采用 χ２检验评价各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计算相对危险度（ＲＲ），并报告９５％置信区间（ＣＩ），以评估ＨＰＶ
和非ＨＰＶＳＴＤ感染与不同宫颈细胞学表现的关系。Ｐ＜００５
表示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４２０例患者宫颈细胞学检查结果

研究对象中共计３０５例（７２６％）为ＮＩＬＭ，１１５例（２７４％）
有以下细胞学异常：３例 ＡＧＣ（０７％），３４例 ＡＳＣＵＳ（８１％），
１５例 ＡＳＣＨ（３６％），２６例 ＬＳＩＬ（６２％）和 ３７例 ＨＳＩＬ
（８８％）。
２２　４２０例患者ＨＰＶ基因型检出情况

ＨＰＶＤＮＡ的检出率为３３８％（ｎ＝１４２）。共检测到２４种
基因型，包括１１种 ＨＲＨＰＶ、１２种 ＬＲＨＰＶ及１种未确定风险
ＨＰＶ（ＵＲＨＰＶ）。ＨＰＶ１６在总体、ＮＩＬＭ组及≥ＡＳＣＵＳ组中均
最为常见。其后依次为 ＨＰＶ３１、ＨＰＶ６６、ＨＰＶ５８和 ＨＰＶ７２。
总体研究对象中有１３６％的参与者（ｎ＝５７）检测出ＬＲＨＰＶ，其

中大部分细胞学表现为ＮＩＬＭ（ｎ＝３４，１１１％）。４４例（１０５％）
检出多重ＨＰＶ基因型感染（表１）。其中，３９例（８８６％）感染２
种ＨＰＶ基因型，５例（１１４％）感染３种ＨＰＶ基因型。８６４％的
ＨＰＶ基因型共感染病例包含ＨＲＨＰＶ（ｎ＝３８）。
２３　４２０例患者ＨＰＶ感染状态发生细胞学异常的风险

４２０例患者携带ＨＰＶＤＮＡ及 ＨＲＨＰＶ感染的参与者细胞
学表现≥ＡＳＣＵＳ及 ＨＳＩＬ的风险增加（Ｐ＜０００１）。在多重基
因型 ＨＰＶ感染的参与者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发生≥ＡＳＣ
ＵＳ的ＲＲ２１３６，９５％ＣＩ１５３０２９８２，Ｐ＜００００１；发生 ＨＳＩＬ的
ＲＲ４１０２，９５％ＣＩ２２２１７５７５，Ｐ＜０００１。ＨＰＶ１６感染参与者
发生细胞学异常的风险最大，发生≥ＡＳＣＵＳ的ＲＲ４３３６，９５％
ＣＩ３４４１５４６４，Ｐ＜０００１；发生 ＨＳＩＬ的 ＲＲ１３３５７，９５％ＣＩ
７４０７２４０８７，Ｐ＜０００１。ＬＲＨＰＶ感染参与者表现出≥ＡＳＣ
ＵＳ的风险增加，ＲＲ１５９２，９５％ＣＩ１１０９２２８６，Ｐ＜００５，但与
ＨＳＩＬ无关。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４　４２０例患者非ＨＰＶＳＴＤ感染情况

研究对象总体非 ＨＰＶＳＴＤ的发生率为２３８％（ｎ＝１００）。
阴道毛滴虫感染率最高（１３６％），其次为淋球菌（５０％）、ＨＳＶ
２（４０％）、梅毒螺旋体（１９％）和 ＨＳＶ１（１２％）。ＨＰＶＤＮＡ
阳性参与者中有 ３７例（２６１％）检出非 ＨＰＶＳＴＤ，且均与
ＮＩＬＭ、≥ＡＳＣＵＳ或 ＨＳＩＬ无关，这一现象与研究对象总体表现
相似。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４２０例患者ＨＰＶ及非ＨＰＶＳＴＤ在研究总体及按照细胞学检查结果分类的感染率［ｎ（％）］

　病原体
例数

（ｎ＝４２０）
ＮＩＬＭ　
（ｎ＝３０５）　

≥ＡＳＣＵＳ
（ｎ＝１１５）

ＲＲ（９５％ＣＩ）值　 Ｐ值
ＨＳＩＬ
（ｎ＝３７）

ＲＲ值 Ｐ值

ＨＰＶ １４２（３３８） ４７（１５４） ９５（８２６） ９２９９（６００２１４４０７） ＜０００１ ３７（１０００） ０７３９ａ（０６７１０８１５） ＜０００１

ＨＲＨＰＶ １１４（２７１） ３１（１０２） ８３（７２２） ６９６２（４９２３９８４５） ＜０００１ ３７（１０００） ０６７５ａ（０５９５０７６７） ＜０００１

ＨＰＶ１６ ４６（１１０） ６（２０） ４０（３４８） ４３３６（３４４１５４６４） ＜０００１ ２３（６２２） １３３５７（７４０７２４０８７） ＜０００１

ＬＲＨＰＶ ５７（１３６） ３４（１１１） ２３（２００） １５９２（１１０９２２８６） ＜００５ ５（１３５） ０９９５（０４０４２４４８） ０９９１

多重ＨＰＶ ４４（１０５） ２１（６９） ２３（２００） ２１３６（１５３０２９８２） ＜０００１ １２（３２４） ４１０２（２２２１７５７５） ＜０００１

非ＨＰＶＳＴＤ １００（２３８） ７２（２３６） ２８（２４３） １０３０（０７１７１４７９） ０８７４ １２（３２４） １５３６（０８０１２９４４） ０１９７

淋球菌 ２１（５０） １２（３９） ９（７８） １６１３（０９５９２７１４） ０１０３ ４（１０８） ２３０３（０８９９５８９８） ０１０３

阴道毛滴虫 ５７（１３６） ３９（１２８） １８（１５７） １１８２（０７７８１７９６） ０４４５ ７（１８９） １４８６（０６８５３２２２） ０３２０

ＨＳＶ１ 　５（１２） ４（１３） １（０９） ０７２８（０１２５４２３２）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９８ａ（１０６５１１３１） １０００

ＨＳＶ２ １７（４０） １０（３３） ７（６１） １５３６（０８５１２７７４） ０２６４ １（２７） ０６５８（００９６４５２２） １０００

梅毒螺旋体 　８（１９） ７（２３） １（０９） ０４５２（００７２２８４５） ０４５５ ０（０） １０９９（１０６６１１３３） １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报告发生ＮＩＬＭ的相对危险度

２５　４２０例患者ＨＰＶ与非ＨＰＶＳＴＤ共感染发生细胞学异常的
４２０例患者 ＨＰＶ和非 ＨＰＶＳＴＤ共感染情况及发生细胞学

异常的风险。ＨＳＶ２与 ＨＰＶ共感染使发生 ＡＳＣＵＳ风险增加
（ＲＲ３２４８，９５％ＣＩ２３０６４５７５，Ｐ＜０００５），但不增加 ＨＳＩＬ的
发生风险（ＲＲ１６３９，９５％ ＣＩ０２６０１０３３２，Ｐ＝０４７８）。淋球
菌合并 ＨＰＶ感染增加了发生≥ＡＳＣＵＳ（ＲＲ３０６５，９５％ ＣＩ

２１６０４３５０，Ｐ＜０００５）和 ＨＳＩＬ（ＲＲ４９７０，９５％ ＣＩ２１７４
１１３５８，Ｐ＜００１）的风险。阴道毛滴虫和ＨＰＶ共感染使发生≥
ＡＳＣＵＳ（ＲＲ２９２４，９５％ＣＩ２１５０３９７７，Ｐ＜０００１）和ＨＳＩＬ（ＲＲ
４２２１，９５％ＣＩ２０９２８５１６，Ｐ＜０００５）的风险增加。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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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２０例患者ＨＰＶ与非ＨＰＶＳＴＤ共感染在研究总体及按照细胞学检查结果分类的检出率［ｎ（％）］

共感染病原体
例数

（ｎ＝４２０）
ＮＩＬＭ
（ｎ＝３０５）

≥ＡＳＣＵＳ
（ｎ＝１１５）

ＲＲ（９５％ＣＩ）值 Ｐ值
ＨＳＩＬ
（ｎ＝３７）

ＲＲ值 Ｐ值

淋球菌

　ＨＰＶ １０（２４） ２（０７） ８（７０） ３０６５（２１６０４３５０） ＜０００５ ４（１０８） ４９７０（２１７４１１３５８） ＜００１

　ＨＲＨＰＶ ８（１９） １（０３） ７（６１） ３３３８（２４５３４５４２） ＜０００５ ４（１０８） ６２４２（２９０１１３４３３） ＜０００５

阴道毛滴虫

　ＨＰＶ ２２（５２） ６（２０） １６（１３９） ２９２４（２１５０３９７７） ＜０００１ ７（１８９） ４２２１（２０９２８５１６） ＜０００５

　ＨＲＨＰＶ ２２（５２） ６（２０） １６（１３９） ２９２４（２１５０３９７７） ＜０００１ ７（１８９） ４２２１（２０９２８５１６） ＜０００５

ＨＳＶ１

　ＨＰＶ ２（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９） １８３３（０４５４７３９５） ０４７３ ０（０） １０９７ａ（１０６５１１３０） １０００

　ＨＲＨＰＶ ２（０５） １（０３） １（０９） １８３３（０４５４７３９５） ０４７３ ０（０） １０９７ａ（１０６５１１３０） １０００

ＨＳＶ２

　ＨＰＶ ７（１７） １（０３） ６（５２） ３２４８（２３０６４５７５） ＜０００５ １（２７） １６３９（０２６０１０３３２） ０４７８

　ＨＲＨＰＶ ７（１７） １（０３） ６（５２） ３２４８（２３０６４５７５） ＜０００５ １（２７） １６３９（０２６０１０３３２） ０４７８

梅毒螺旋体

　ＨＰＶ ４（１０） ３（１０） １（０９） ０９１２（０１６６５０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９８（１０６５１１３１） １０００

　ＨＲＨＰＶ ４（１０） ３（１０） １（０９） ０９１２（０１６６５０１７） １０００ ０（０） １０９８（１０６５１１３１） １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报告发生ＮＩＬＭ的相对危险度

#

　讨论
本研究采用 ＭＰＣＲ法同时检测了淋球菌、阴道毛滴虫、

ＨＳＶ１、ＨＳＶ２和梅毒螺旋体，探讨了ＨＰＶ与其他重要性传播疾
病病原体在不同细胞学宫颈病变中的共感染率。本研究发现，

在ＨＲＨＰＶ和淋球菌合并感染的情况下，≥ＡＳＣＵＳ的发生风
险增加，且主要为ＨＳＩＬ，这提示两者在宫颈病变进展中可能存
在协同作用；同时发现，ＨＲＨＰＶ与ＨＳＶ２共感染仅表现出发生
≥ＡＳＣＵＳ的风险增加，这表明该病毒对于细胞的初始转化是必
要条件，但并非ＳＣＣ进展的必要条件。

ＨＰＶ是引起ＳＣＣ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唯一充分条件，在
ＨＲＨＰＶ相关的致癌过程中［２］，其他因素也参与了共同作用。

本研究的发现支持了非 ＨＰＶＳＴＤ与 ＨＲＨＰＶ在疾病进展中起
到协同作用的假说 ［６］。这一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尽管宫颈病变

筛查能早期发现癌前病变，但识别 ＨＲＨＰＶ的共因子能够进一
步有助于疾病的预防。本研究结果还表明，不同的ＳＴＤ病原体
作为ＨＲＨＰＶ共因子的潜能存在差异，后面将详细讨论。

本研究中ＨＰＶ和ＨＲＨＰＶ的检出率及其与不同级别细胞
学异常的相关性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１２１３］。ＨＰＶ不同基因型
的发生率也与既往研究一致［１３］。不论是在正常还是异常细胞

学检查结果中，ＨＰＶ１６都是最常见的病原体。本研究中参与
者的流行病学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点。

既往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伴随性活动传播的病原体感染也

会增加ＳＣＣ的风险［６］。非ＨＰＶＳＴＤ通常与上皮细胞的变化有
关，其感染有助于ＨＰＶ病毒粒子的进入以及免疫应答途径的改
变，因此可能降低宿主抵御ＨＰＶ感染的能力［１４］。宫颈炎症（如

宫颈炎）与ＨＰＶ感染和异型增生均有相关性。淋球菌、ＨＳＶ和
阴道毛滴虫都可能引起感染性宫颈炎［１５］。

值得注意的是，ＨＲＨＰＶ和淋球菌的共感染是本研究观察

的非ＨＰＶＳＴＤ中表现出发生≥ＡＳＣＵＳ和 ＨＳＩＬ风险最大的共
同感染情况，ＲＲ分别为３３３８和６２４２。很少有研究将该病原
体作为ＨＲＨＰＶ的共因子在宫颈病变进展中的作用进行探讨。
然而，可能是由于当时对淋球菌的检测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包

括传统的显微镜或培养法），这解释了与本研究结果存在差异

的原因。细菌与 ＨＲＨＰＶ协同作用影响宫颈病变进展的可能
性是合理的，因为淋球菌感染具有更高的发病率，并且会导致宫

颈炎［１６］。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ＨＲＨＰＶ和淋
球菌共感染的实际影响以及不同级别宫颈病变风险增加的情

况。

针对ＨＳＶ２病毒载量、血清学状态和 ＨＰＶ共感染方面，有
许多不同的研究［８，１７１８］。然而，只有少数研究使用了基于 ＰＣＲ
的方法来探讨 ＨＳＶＤＮＡ与 ＳＣＣ之间的关系［１９］。本研究中和

ＨＳＶ２共感染的 ＨＰＶ基因型均属于 ＨＲＨＰＶ。ＨＲＨＰＶ和
ＨＳＶ２共感染使得≥ＡＳＣＵＳ的风险增加超过３倍，但并没有增
加发生ＨＳＩＬ的风险。这表明ＨＳＶ２仅在宫颈癌初始阶段产生
影响，但并不需要 ＨＳＶ２的持续感染。因此，在宫颈病变或
ＳＣＣ的宫颈活检标本中，ＨＳＶ２的检出率并不一致，这表明
ＨＳＶ２是细胞初始转化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 ＳＣＣ进展的必要
条件［１８］。

阴道毛滴虫是本研究中发现的最常见的非ＨＰＶＳＴＤ。ＨＰＶ
或ＨＲＨＰＶ与阴道毛滴虫的共感染显示出相似的≥ＡＳＣＵＳ及
ＨＳＩＬ风险增加。既往有研究显示，阴道毛滴虫在细胞学异常中
是伴随感染的非ＨＰＶＳＴＤ，而并非ＨＲＨＰＶ在宫颈病变进展至
ＳＣＣ过程中的共因子［２０］。因此，关于阴道毛滴虫的具体作用机

制需要将来进一步阐明。

本研究中，ＨＳＶ１和梅毒螺旋体感染既不与ＨＰＶ相关，也不
与ＨＲＨＰＶ相关。既往有研究报告了类似的结果，证明 ＨＳ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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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参与ＳＣＣ的发病［１８］。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应用多重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检测

淋球菌、阴道毛滴虫、单纯疱疹病毒１型（ＨＳＶ１）、单纯疱疹病
毒２型（ＨＳＶ２）、梅毒螺旋体等与 ＨＰＶ的共感染率，同时对宫
颈细胞学检查，探讨ＨＲＨＰＶ与其他致病微生物共感染情况下
宫颈病变发生的情况，结果显示淋球菌是与 ＨＲＨＰＶ相关的主
要病原体，两者共感染提高了所有级别宫颈异常发生的风险，

尤其是ＨＳＩＬ，这提示其在宫颈病变进展中可能起到与 ＨＰＶ的
协同作用。同时，证实ＨＳＶ２与ＨＰＶ的共感染仅增加了发生≥
ＡＳＣＵＳ的风险，提示其对于细胞的初始转化是必要条件，但并
非ＳＣＣ进展的必要条件，该研究对临床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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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单纯疱疹
病毒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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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大连地区皮肤性病科门诊患者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的感染现状及特点，并探讨各
种方法学对单纯疱疹病毒（ＨＳＶ）的诊断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大连市皮肤病医院诊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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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０例（男性、女性各８００例）初诊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ＬＩＳＡ）检测
血清中ＨＳＶ１和ＨＳＶ２的ＩｇＧ、ＩｇＭ抗体，其中２００例有典型症状的生殖器疱疹患者同时采用实时荧光聚合酶
链式反应技术（ＦＱＰＣＲ）对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　１６００例疑似可能感染生殖器疱疹的高危患者 ＨＳＶ１
ＩｇＧ和ＩｇＭ的检出率分别为６１５％和４８８％，ＨＳＶ２ＩｇＧ和 ＩｇＭ检出率分别为３３８８％和７０６％。其中２００
例有典型生殖器疱疹症状者ＨＳＶ１ＤＮＡ的感染率为３％，ＨＳＶ２ＤＮＡ感染率为３０％。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
不同年龄组比较，其中ＨＳＶＩｇＧ以２５岁～６０岁检出率较高。结论　本地区皮肤性病门诊患者ＨＳＶ抗体检
出率较高，ＨＳＶ１感染率男女大致相同；ＨＳＶ２感染率女性远高于男性；ＨＳＶ是性病的重要病原体之一。

【关键词】　单纯疱疹病毒；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ＩｇＧ、ＩｇＭ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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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疱疹病毒（ｈｅｒｐｅｓｓｉｍｐｌｅｘｖｉｒｕｓ，ＨＳＶ）是人类最常见的
病原体，人是其唯一的自然宿主。近年来，作为性病的一种，生

殖器疱疹（ＧＨ）患病率在国内外均呈上升趋势。因此我们认
为，探讨本地区皮肤性病门诊患者中 ＨＳＶ的感染情况，以降低
其传染性和危害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旨在了解大

连地区皮肤性病门诊患者ＨＳＶ的感染情况，为此我们选取２０１５
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大连市皮肤病医院诊治的１６００例（男
性、女性各８００例）初诊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对１６００名疑似感染患者（包括临床症状疑似，患者自述高危接
触史等）进行了ＨＳＶ检测，并对结果进行了统计分析。本研究
患者及家属已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大连市皮肤病医院伦理委员

会批准。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至２０１７年大连市皮肤病医院诊治的１６００例
（男性、女性各８００例）初诊疑似（２个月内无口周皮损）生殖器
疱疹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患者年龄范围１６岁 ～７１岁。其中，
典型症状者２００例，患者在检测前均未服用抗生素治疗。
１２　标本采集

血液标本（采集静脉血３ＭＬ，分离血清４℃冰箱保存，一周
内完成检测），典型症状者的疱液标本按无菌操作进行采集。

１３　检测方法
血液标本检测采用爱尔兰Ｔｒｉｎｉｔｙ公司提供的ＨＳＶ１、２型特

异性ＩｇＧ及 ＩｇＭ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仪器为瑞士
ＴＥＣ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全自动酶标仪。疱液标本检测采用实时荧光定
量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ＨＳＶ检测试剂盒由上海之江公司提
供，仪器为宏石公司Ｓｌａｎ荧光 ＰＣＲ检测仪，操作严格按照说明
书进行。

１４　结果判读
酶联免疫法：用酶标仪在 ４５０ｎｍ处读取每个吸光度值

（ＯＤ）。计算出临界值，临界值 ＝校准品平均 ＯＤ值 ×校正因
子。ＩＳＲ值＝患者血清样本ＯＤ值／临界值，当ＩＳＲ值≥１１０为
阳性；ＩＳＲ≤０９０为阴性；当０９０＜ＩＳＲ＜１１０为结果可疑，建
议两周后复查。每次实验的阴、阳性质控应该在规定的数值范

围内，ＰＣＲ结果判断严格按照说明书进行。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２４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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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结果
２１　ＨＳＶ抗体检出结果

疑似ＧＨ患者 ＨＳＶ抗体总检出率为 ９０９％ （１３７５／１６００
例）（多种抗体合并感染按同类算）。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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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６００例疑似ＧＨ患者不同类型ＨＳＶ抗体检测例数［ｎ（％）］

　　　 类型 总数 男 女

单独ＨＳＶ１ＩｇＧ ７３０（４５６３） ４２１（２６３１） ３０９（５１５）

单独ＨＳＶ２ＩｇＧ ２６５（１６５６） ６９（４３１） １９６（１２２５）

单独ＨＳＶ１ＩｇＭ 　１３（０８１） １１（０６９） 　２（０１３）

单独ＨＳＶ２ＩｇＭ 　２５（１５６） 　０（０） ２５（１５６）

合并ＨＳＶ１（２）ＩｇＧ ２３５（１４６９） ９５（５９４） １４０（８７５）

合并ＨＳＶ１（２）ＩｇＭ 　４６（２８８） 　６（０３７５） ４０（２５）

合并ＨＳＶ１ＩｇＭ（Ｇ） 　１９（１１９） 　８（０５０） １１（０６９）

合并ＨＳＶ２ＩｇＭ（Ｇ） 　４２（２６３） 　２（０１３） ４０（２５）

　　　 合计 １３７５（８５９４） ６１２（３８２５） ７６３（４７６９）

２２　男、女性ＨＳＶ检出情况比较
不同性别ＨＳＶ抗体检出率并不相同。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性别间疑似ＧＨ患者ＨＳＶ抗体检出率比较［ｎ（％）］

性别 例数
ＨＳＶ１检出率

ＩｇＧ（＋） ＩｇＭ（＋）

ＨＳＶ２检出率

ＩｇＧ（＋） ＩｇＭ（＋）

男 　８００５２４（３２７５） ２５（１５６） １６６（１０３８） ８（０５）

女 　８００４６０（２８７５） ５３（３３１） ３７６（２３５） １０５（６５６）

合计 １６００ ９８４（６１５０） ７８（４８８） ５４２（３３８８） １１３（７０６）

２３　ＨＳＶＩｇＭ和ＨＳＶＤＮＡ检出率比较
ＧＨ患者早期ＨＳＶ抗原抗体检查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表３　ＦＱＰＣＲ核酸检测和ＩｇＭ抗体检出率比较［ｎ（％）］

　　　　　指标 男 女 合计

ＨＳＶＩｇＭ（）ＨＳＶＤＮＡ（＋） １３（６５）　 ２５（１２５） ３８（１９０）

ＨＳＶＩｇＭ（＋）ＨＳＶＤＮＡ（） ６（３０） ４０（２００） ４６（２３０）

ＨＳＶＩｇＭ（＋）ＨＳＶＤＮＡ（＋） ２（１０） ２６（１３０） ２８（１４０）

ＨＳＶＩｇＭ（）ＨＳＶＤＮＡ（） ４５（２２５） ７３（３６５） １１８（５９０）　

　　　　　合计 ６６（３３０）１３４（６７０） ２００（１０００）

２４　ＨＳＶ感染者年龄差异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２５岁～４０岁和４１岁 ～６０岁年龄组人群感

染者所占比例最高。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不同年龄疑似ＧＨ患者ＨＳＶ抗体检出率比较［ｎ（％）］

性别 ２５岁以下 ２５～４０岁 ４１～６０岁 ６０岁以上

男 ４５（３２７） ２５２（１８３３） ２５７（１８６９） ５８（４２２）

女 ２５（１８２） ３６９（２６８４） ３３５（２４３６） ３４（２４７）

合计 ７０（５０９） ６２１（４５１６） ５９２（４３０５） ９２（６６９）

#

　讨论
生殖器疱疹（ＧＨ）是全球性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已经

成为公共健康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虽然现阶段大家普遍认为

大多数ＧＨ是由于感染ＨＳＶ２所造成的，但是来自美洲、欧洲和
亚洲的数据表明，ＨＳＶ１的感染已经成为导致 ＧＨ的重要原
因，撼动了以往ＨＳＶ２的绝对主导地位［１］。

本文男女性疑似生殖器疱疹患者共１６００例，临床诊断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行业标准———生殖器疱疹诊断标准及

处理原则（ＷＳ２３６２００３），ＨＳＶ抗体总检出率为９０９％（见表
１）。ＨＳＶ１ＩｇＧ（＋）９８４（男５２４，女４６０），ＨＳＶ１ＩｇＭ（＋）７８（男
２５，女５３），ＨＳＶ２ＩｇＧ（＋）５４２（男１６６，女３７６），ＨＳＶ２ＩｇＭ（＋）
１１３（男８，女１０５）（见表２）。这说明本试验组ＨＳＶ１ＩｇＧ检出率
最高，符合人ＨＳＶ感染流行病调查结果［２］。但是否由此能说明

由ＨＳＶ１引起的ＧＨ就比由 ＨＳＶ２引起的更加普遍呢？显然，
这样得出的结果是不准确的。Ｓｈｕｌｍａｎ［３］从美国第三次国家健
康营养全国考察研究资料调查儿童和青年的唇疱疹的患病率

发现，约２５％的血清阳性的年轻人在最近１年内至少有１次复
发。因此，我们分析认为，ＨＳＶ１感染患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人
数显著增加，而且阳性率要远高于 ＨＳＶ２感染患者，它引起的
原发性ＧＨ根本无法考证。本实验组患者中ＩｇＧ阳性率明显高
于ＩｇＭ阳性率，这一方面提示患者曾经有既往感染史；另一方
面表明有的患者患病到就医存在一定时间的间隔，ＩｇＧ抗体在
人体中存在的时间较长，可达数年［４］。而 ＩｇＭ抗体在感染２周
左右滴度就下降到检测不到的滴度，而大多数的检测机构基本

不提供ＩｇＭ抗体检测，因此在统计数据结果上存在一定的统计
误差。由于单纯ＩｇＧ阳性说明不了现症，但一些高危患者一定
时间内复查由阴转阳，说明被感染，因此ＩｇＧ检测的目的可以对
临床诊断进行有效的补充。

本实验组 ＨＳＶ１型和 ＨＳＶ２型合并感染 ２３５例，占比
１４７％，这说明由于ＨＳＶ１型和ＨＳＶ２型具有共同的抗原决定
簇，因此感染了ＨＳＶ其中一型后所产生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
对另一型的感染可起到交叉保护作用［５］。在临床上，曾经感染

过ＨＳＶ１型的患者再感染ＨＳＶ２型时，部分患者不易检出ＨＳＶ２
抗原，而通过检测血清中抗体可以反映出来［６］。在实际检测

中，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现象的存在，而国内检测机构大多数用的

都是同一家检测试剂，在 ＨＳＶ１（２）ＩｇＭ的检测，往往是同时检
出的。如果临床症状无法区别的话，应当建议患者复查。

本实验组在２００例有典型症状的生殖器疱疹患者同时采用
实时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技术（ＦＱＰＣＲ）对进行核酸检测，其
结果与检测ＨＳＶＩｇＭ对比（见表３）。我们认为，２种实验同时
进行可以大大提高临床现症患者的检出率，而不是只能检测其

既往感染史。有典型症状的生殖器疱疹患者抗原检出率高，可

以提高 ＧＨ患者的诊断率，ＨＳＶ抗原的方法可以直接检测出泌
尿生殖道及皮损中ＨＳＶ病原体，进而为生殖器疮疹诊断提供准
确的实验依据，其敏感性、特异性高、快捷，值得在临床推广应

用［７８］。

本实验组ＨＳＶＩｇＧ以２５岁 ～６０岁检出率最高（见表４）。
这一结果与朱建萍等［９］的结果有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在这个时

期是人类性生活活跃期，也是人类自主保护意识最强期，可以预

见的未来，这一结果是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通过积极的预防

措施来降低感染率。有关研究表明［１０］综合医院 ＨＳＶ２总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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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３１０％，女性ＨＳＶ２阳性率（３７１％）高于男性（２７３％），
随着年龄的增加阳性率有增高趋势，多性伴、低学历者 ＨＳＶ２
阳性率显著增高，未使用安全套ＨＳＶ２阳性率（５７９％）显著高
于使用安全套（２９４％）。这一结果低于本研究结果，我们认为
这与我们医院的患者是高危人群有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ＦＱＰＣＲ和ＥＬＩＳＡ相结合的联合检测
方法具有非常迅速、方便以及其他方面等优点。这２种方法由
于检测原理不同，可以进行互补，无论是为临床 ＨＳＶ感染不同
时期的诊断和流行病学研究提供关键依据，还是让临床症状不

是特别明显的患者和复发患者得到及时的甄别以及治疗，降低

其潜在传染性，都能够提供重要的帮助。因此，我们建议在高危

人群就诊的性病门诊中，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同时采用２种
方法监测患者，循序渐进，对 ＧＨ患者的早期临床诊断提供帮
助，这对其预防和治疗都意义非凡，应给予广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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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对听障儿童母亲知识和亲子
交流的影响
郭苏影　陈晶琦△

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目的　评价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对听障儿童母亲知识和亲子交流的影响。方法　本研究于
２０１８年对北京市７所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听障儿童母亲进行。采用无记名自填问卷对家长进行教育前和教
育后１个月问卷调查，以自身为对照，评价本研究中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的影响。有６２名６岁及以下听障
儿童的母亲参与了教育，并完成了教育前及教育后问卷调查。结果　教育后听障儿童母亲预防儿童性侵犯
知识得分（６３５±２３１）明显高于教育前（５５０±２２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０３，Ｐ＝０００４）。教育
后预防性侵犯亲子交流得分（５６１±３０４）高于教育前（４８１±２８９），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８５，Ｐ＝
００６９）。结论　面授式教育可以有效提高听障儿童母亲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并促进部分话题上的亲子交
流。

【关键词】　儿童性侵犯；听障儿童；评价；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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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性侵犯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性侵犯往往会
对受害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深远而持久的伤害［１３］，一些不良

影响甚至可以持续到成年期。研究表明，儿童性侵犯问题在我

国并不罕见［４５］。Ｊｉ等［６］对我国相关研究的 ｍｅｔａ分析显示，１８
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性侵犯发生率分别约为１３８％和１５３％。
而残疾儿童由于其特殊性，更容易受害［７８］，因为他们会在生活

中面临更多的困难，如社会隔离和受限的教育机会［９］。有回顾

性研究表明［１０］，听障儿童性侵犯发生率是正常儿童的２倍以
上，这提示我们要关注对听障儿童的保护工作。家长是儿童获

取知识和技能的重要来源［１１］，目前我国已有针对普通学校学生

家长以自助阅读材料方式开展教育的效果评价研究，但尚无针

对听障儿童家长的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研究。本研究于２０１８
年在北京市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听障儿童家长中，以面授式教育

的方式开展了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并进行了干预效果评价，本

研究结果将为今后在听障儿童家长中进一步开展预防性侵犯

教育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２０１８年对北京市７所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同意参
加本研究的６２名６岁及以下听障儿童的母亲进行教育。完成
了教育前和教育后２次调查，并返回了有效调查问卷。由于研
究对象流动性大、总体人数较少，因此本研究以自身为对照。母

亲年龄范围２３岁～４２岁，年龄（３１２±４７）岁。文化程度方
面，小学及以下６４％，初中４６８％，高中２５８％，专科及以上
２１０％。其子女为女孩的占比４３５％，男孩占比５６５％。子女
年龄范围２岁～６岁，年龄（３７±１１）岁。本研究获得北京大
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在调查问卷首页写明，本研究为

自愿参加。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本研究调查问卷为无记名自填式问卷。问
卷首页注明注意事项及填写方法，并给出儿童性侵犯的定义。

问卷内容主要包括３大部分：①人口社会学指标，包括母亲年龄
和文化程度、孩子年龄和性别。②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１２１３］，

共１０道单项选择题，每个知识条目，回答正确计“１”分，回答错
误或不知道或没有回答计“０”分，得分范围０分 ～１０分。③预
防儿童性侵犯话题的亲子交流情况［１２１３］，共１０道单项选择题，

主要包括一般人身安全和预防性侵犯两大话题。每个交流条

目，回答曾交流过计“１”分，回答未交流过或没有回答计“０”分，
得分范围０分 ～１０分。此外，交流部分还有１个题目，询问家
长与孩子交流预防性侵犯话题时面临的困难。

１２２　研究流程　首先对受试母亲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和交
流情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束后进行面授式教育干预，教育时长

约２小时。教育内容包括：①儿童性侵犯的定义、分类、国内外
流行现状及后果；②侵犯者相关信息，包括女性也会侵犯儿童，
侵犯者大多为儿童熟悉的人等；③受害者相关信息，如男孩也可
能受到性侵犯；④儿童自我保护知识和技能，如认识隐私部位、
辨别安全和不安全的接触、如果有人要求看或触摸隐私部位，要

拒绝、离开、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的人。在教育后１个月进行后
测。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问卷统一编码，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分析。给每个知识和亲

子交流条目赋分，计算知识和亲子交流情况的得分。使用配对

χ２检验（ＭｃＮｅｍａｒ检验）分析教育前后知识正确率及亲子交流率
的差异，使用配对ｔ检验分析教育前后知识和亲子交流情况得
分的差异，检验水准α＝００５。
"

　结果
２１　教育前后知识正确率和得分比较

教育后，“侵犯者以儿童熟悉的人居多”、“受到性侵犯的儿

童通常不会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和“女性也会对儿童进

行性侵犯”３项知识条目的正确率高于教育前，且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教育后知识平均分（６３５±２３１）高于教育前（５５０±
２２１），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ｔ＝３０３，Ｐ＝０００４）。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２２　教育前后亲子交流率和得分比较

教育后，母亲与孩子在“如果一个你不认识的人让你带他

去附近的商店，不要跟他走”和“如果有人触摸了孩子的隐私部

位并让他保密，孩子不要保守这个秘密，要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

任的人”两个话题上的交流率高于教育前，且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教育后亲子交流平均分（５６１±３０４）高于教育前（４８１
±２８９），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ｔ＝１８５，Ｐ＝００６９）。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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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６２名听障儿童母亲教育前后预防儿童性侵犯知识正确率 ［ｎ（％）］

　　　　　　　　项　目 教育前 教育后 χ２值 Ｐ值

儿童性侵犯问题存在于世界各地 ４８（７７４） ５５（８８７） ３２７ ００６５

侵犯者以儿童熟悉的人居多 １０（１６１） ２７（４３５） １３４７ ＜０００１

对一个儿童进行过性侵犯的人，将很有可能再多次侵犯儿童 ５０（８０６） ５４（８７１） ０６４ ０４２４

儿童性侵犯是侵犯者的错 ４５（７２６） ５２（８３９） １７１ ０１８９

受到性侵犯的儿童通常不会在身体上留下明显的痕迹 １２（１９４） ２６（４１９） １０５６ ０００１

女性也会对儿童进行性侵犯 ３１（５００） ４２（６７７） ４３５ ００３５

男孩也会受到性侵犯 ４４（７１０） ４７（７５８） ０２４ ０６２９

性侵犯者可以很容易地阻止儿童告诉任何人 ４２（６７７） ３９（６２９） ０１９ ０６６４

儿童报告说受到了性侵犯，几乎所有都是可信的 １９（３０６） １８（２９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对儿童进行性侵犯的人绝大多数是男性 ４０（６４５） ３４（５４８） １７９ ０１８０

表２　６２名听障儿童母亲教育前后关于预防儿童性侵犯话题的亲子交流率 ［ｎ（％）］

　　　　　　　　　　　　　交 流 内 容 教育前 教育后 χ２值 Ｐ值

隐私部位不能随便被人看和触摸 ４１（６６１） ４２（６７７）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如果有人要看或触摸隐私部位，要拒绝，并迅速离开 ４０（６４５） ４３（６９４） ０１９ ０６６４

如果受到性侵犯应该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任的成人 ２９（４６８） ３３（５３２） ０４１ ０５２３

即使是非常熟悉的成人，也需要得到父母同意才能跟他走 ４７（７５８） ４６（７４２） ０００ １０００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除非得到家长的同意 ５０（８０６） ５２（８３９） ００６ ０８０４

如果陌生人要求带他去附近的商店，不要跟他走 ４２（６７７） ５２（８３９） ４０５ ００４１

给孩子阅读过有关预防儿童性侵犯的书刊或音像制品 ６（９７） １１（１７７） １４５ ０２２７

如果有人触摸了隐私部位并要求保密，不要保密，要告诉父母或其他可信任的人 ２０（３２３） ３１（５００） ５８８ ００１３

熟悉或喜欢的人也有可能对孩子进行性侵犯 １５（２４２） ２２（３５５） １８９ ０１６７

如果儿童性侵犯发生，受害儿童没有错 ８（１２９） １６（２５８） ２７２ ００９６

２３　亲子交流的困难
在教育后，１６％的母亲认为自己与孩子在预防性侵犯知识

和技能的交流上没有困难；３３９％的母亲认为自己仍然缺少相
关知识；６６１％的母亲认为孩子年龄太小，还不适合和孩子讲；
５４８％的母亲认为孩子听不懂。部分母亲表示由于孩子的听力
不好，语言交流上存在困难；部分母亲认为孩子年龄太小，即便

说了也听不懂；还有母亲表示担心灌输的知识太多，孩子无法

处理信息并理解知识。

#

　讨论
在预防儿童性侵犯活动中，家长的参与至关重要，因为家

长与孩子朝夕相处，对孩子更加了解，可以更好地起到保护儿

童免受伤害的作用［１４１５］。有研究结果显示，孩子在接受了由家

长进行的相关教育后，预防儿童性侵犯的知识和技能有明显提

高［１６１７］；家长在接受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后，对于披露性侵犯

事件的意愿增强［１４］。目前，国内有关儿童家长预防性侵犯教育

评价的研究较少。有使用自主阅读材料开展教育的研究结果

表明［１３］，相比于对照组，教育组家长在教育后知识水平明显提

高，预防性侵犯话题的亲子交流明显增多。

相对于既往研究中普通幼儿园儿童家长和学龄儿童家

长［１２，１８］，本研究听障儿童母亲对于预防儿童性侵犯的认知水平

较低。通过面授式教育，听障儿童母亲的知识水平明显提高。

教育前后自身比较，有３项知识回答正确率明显高于教育前，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这３个条目也是教育前正确率较低（不高
于５０％）的条目。另外，有２项知识的正确率虽然在教育后增
长了１０％，但由于样本量较小，教育前后正确率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此外，本研究有３个条目教育后正确回答率出现下降，
但前后测结果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这提示未来的教育可以

考虑以数字或图表的方式引入与其内容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

便于理解和记忆基本知识，提高家长对儿童性侵犯问题的认识。

总的来看，教育后所有条目正确率均不高于９０％，这提示，本次
教育后，听障儿童母亲的知识仍然有提升空间。未来的面授式

教育可以：①在教育开始时强调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的重要性，
引起参与者的重视；②适当增加参与式教学方法，如案例分析、
游戏、小组讨论等，鼓励家长们更积极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

其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讲授的知识；③增加课时，每节课的内容适
当缩减，将所有内容平均分配到每节课中。并且在教育过程中

进行适当重复和复习，以巩固相关知识。

总的来看，亲子交流得分在教育前后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但教育前后２项条目交流率的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条目在
教育后的交流率也几乎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虽然如此，教育后

的整体交流率仍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关于该现象，其原

因可能与本研究对象的孩子均为学龄前儿童，年龄较小有关。另

外，听障儿童的语言发育水平也较同龄健听儿童弱［１９］，因此母亲

与孩子在交流时存在困难。本研究结果也显示，部分听障儿童母

亲对自己与孩子有效交流预防儿童性侵犯相关信息缺乏自信，对

孩子能够理解相关内容也缺乏信心。这提示我们，在未来的教育

活动中，可适当采用角色扮演等方法，帮助家长练习如何与孩子

更好地交流相关知识和技能。此外，有关研究表明［２０］，由于特定

的文化背景，中国家长，尤其是母亲，对于亲子交流中的性相关话

题难以启齿。教育前有母亲表示自己“不知如何开口讲”。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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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后没有家长在亲子交流的困难中提及，但仍不排除这一因

素的影响。未来的效果评价研究一方面应该加强教育力度，另一

方面应当评价更长时间后亲子交流行为的改变。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由于参与本研究的康复中

心的家长多为流动人口，康复期一般为１年，因此存在由于孩子
毕业导致部分家长在教育后无法追溯的情况，造成样本脱落，参

与并完成研究的人数较少，结论外推受限。本研究教育内容和教

育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本研究有上述不足，但本研究初

步探讨了以面授方式进行预防儿童性侵犯教育对学龄前听障儿

童家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提示面授方式可有效改善家长的知识、

促进家长在部分内容上与子女的交流。此外本研究也为今后在

听障儿童家长中进一步开展预防性侵犯教育提供了参考。

志谢　参与本研究的听障儿童家长，康复机构负责人、教
师及相关工作人员对本研究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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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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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根据计划行为理
论编制问卷，于２０１８年对苏州市８０４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分为
（３４５±０８２）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同性别、生源地、专业、年级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意向总分比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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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统计学意义；行为态度中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主观规范中学校和同伴支持、知觉行为控制中便利条件

和自我效能是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影响因素。结论　大学生的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较为积极，高
校可增强大学生对网络性教育有用性和易用性的感知，创设支持网络性教育的氛围和提供便利条件，提升

大学生自我效能，从而提高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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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大学生首次性行为时使用安全套及各种性行为
中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均不足５０％［１］，这增加了大学生发生

非意愿妊娠、感染性病和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因此，对大学生进

行性教育至关重要。高校是开展大学生性教育的主阵地［２］，但

是存在性教育师资不足等问题。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智能手

机的普及，网络成为大学生获取性知识的主要甚至首要途

径［３４］，然而网络信息良莠不齐，甚至充斥着色情内容，易误导

大学生。在此背景下，高校利用网络平台开展专业的性教育，成

为信息化时代的召唤和性教育发展的趋势。网络性教育作为

一个新生事物，受众具有较高的学习意向是其开展和实施的重

要保障，国内有关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研究尚少。计

划行为理论认为，行为意向可预测个体的行为，而行为意向受

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的影响［５］。基于此，本

研究旨在调查大学生的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现状，以计划行为

理论为指导分析影响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主要因素，

为高校开展和推广网络性教育提供建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２０１８年选取苏州市４所高校（苏州大学、苏州科
技大学、苏州经贸学院和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在校学生，

采用整群抽样法从每个年级中各选取２个班级，以抽中班级的
全体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共纳入８０４名大学生，年龄范围１８岁
～２４岁，年龄（１９９１±１１７）岁。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调查工具　采用自制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两部
分：①一般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是否独生、生源地、文化程度、
专业、年级、恋爱经历。②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及影响因

素问卷，由课题组根据计划行为理论自行设计而成。包括４个
维度、７个子维度，共２６个条目。行为态度：分为有用性感知、
易用性感知，共６个条目；主观规范：包括学校支持、同伴支持、
家长支持，共６个条目；知觉行为控制：包括便利条件、自我效
能，共１２个条目；学习意向：共２个条目。所有条目采用Ｌｉｋｅｒｔ５
级评分法，１分＝非常不同意，２分＝不同意，３分＝不确定，４分
＝同意，５分＝非常同意。预调查显示问卷的克伦巴赫 α系数
为０９１１，信效度良好。
１２２　资料收集方法　由经过课题组统一培训的高校志愿者
进入班级进行集中测试，征得调查对象同意，统一指导语，采用

不记名形式让调查对象独立填写问卷，不可相互讨论，当场收

回。发放问卷８３１份，回收有效问卷８０４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９６７５％。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采用描述
性分析、ｔ检验或方差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
行为控制得分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总分为（６９０±１６６）分，条目
均分为（３４５±０８２）分，其他３个维度的条目均分由低到高依
次为主观规范（３３０±０６４）分、知觉行为控制（３５６±０５４）
分、行为态度（３６３±０６９）分。７个子维度的条目均分由低到
高依次为家长支持（２９５±０６８）分、学校支持（３３１±０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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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自我效能（３４２±０７５）、同伴支持（３５２±０８３）分、有用性
（３５９±０６７）分、便利条件（３６２±０７５）分、易用性（３７２±
０７２）分。
２２　不同特征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得分的比较

不同性别、生源地、专业、年级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意向总分

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不同特征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得分的比较

［ｎ（％）／分，（Ｍｅａｎ±ＳＤ）］

　项目 学习意向 学习意向总分 Ｆ／ｔ值 Ｐ值

性别

　男 ３７９（４７１） ７２１±１６８ ４１５４ ００００

　女 ４２５（５２９） ６６０±１６４

是否独生

　是 ３７９（４７１） ７０３±１７２ １８５５ ００６４

　否 ４２５（５２９） ６７８±１６０

生源地

　城镇 ４８３（６０１） ７１１±１６４ ２４６２ ００１３

　农村 ３２１（３９９） ６７９±１６８

文化程度

　专科 ４３６（５４２） ６８０±１６６ －１７３１ ００８４

　本科 ３６８（４５８） ７０１±１７６

专业

　非医学类 ５７５（７１５） ７０６±１６４ ２２８８ ００２２

　医学类 ２２９（２８５） ６７５±１６８

年级

　一年级 ２９８（３７１） ６５０±１８１ ６０６８ ００００

　二年级 ３２１（３９９） ６９３±１７８

　三年级 １８５（２３０） ７５７±１３７

恋爱经历

　有 ５１５（６４１） ６９６±１５２ １２５３ ０２１１

　无 ２８９（３５９） ６８４±１８０

２３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
学习意向的相关性

　　对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
觉行为控制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ｒ值）。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学习意向作为因变量，将行为态度中的２个子维度（有
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主观规范中的３个子维度（家长支持、
学校支持、同伴支持）、知觉行为控制中的２个子维度（便利条
件、自我效能）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

示，有用性感知、易用性感知、学校支持、同伴支持、便利条件、自

我效能６个因素进入回归方程，解释学习意向总变异的６５６％
（Ｆ＝９８４３８，Ｐ＝００００；Ｒ２＝０６７３，调整后 Ｒ２＝０６５６）。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学习意向的相关性分析

相关项目 行为态度 主观规范 知觉行为控制

学习意向 ０５７４ａ ０５２６ａ ０５８２ａ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００

表３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回归系数 标准化回归系数 ｔ值 Ｐ值

常量　　 －０５９６ — －１７０８ ００８８

有用性　 ０１６６ ０１４２ ３１４８ ００００

易用性　 ０１８２ ０１６７ ３８７２ ００００

学校支持 ０１３７ ０１０８ ２５６３ ０００１

同伴支持 ０２５０ ０１２５ ３５７４ ００００

便利条件 ０２８２ ０２６０ ７０３４ ００００

自我效能 ０３３３ ０２９９ ９１４５ ００００

#

　讨论
３１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现状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条目均分为（３４５±０８２）分，
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这提示大学生对网络性教育的学习意向总

体比较积极，开展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具有良好的前景和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高校应当与时俱进，选择大学生喜闻乐见
的网络新媒体推动性教育的脚步，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更好地

满足大学生的性发展需要。

不同性别、生源地、专业、年级大学生的网络学习意向不同。

男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强于女生，与张文静等［５］对中国１５
省市大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男生的性教育接受率高于女生，可

能与男生性行为发生率高于女生，对性知识的学习需求更加强

烈有关。城镇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强于农村大学生，可

能由于城镇大学生家庭条件比农村大学生相对优越，接触网络

的机会高于农村大学生。非医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强于医

学生，可能原因为医学生接受过专业系统的性知识学习，而非医

学生通过传统课堂接受的性教育相对较少，更加期盼网络性教

育这一新型性教育模式。年级越高，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

向越强，网络已经成为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年级的

上升，大学生接受网络教育的机会逐渐增多，在成功的体验中网

络使用自我效能不断增强，因此也更容易接受网络性教育。

３２　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影响因素
３２１　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　行为态度指个体对特定行为所
持有的积极或消极的评价。行为态度与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

意向呈正相关，且行为态度维度中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均是影

响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因素，这与 Ｄａｖｉｓ的技术接受
理论模型一致［７］，也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相似［８９］。这提示高

校在引入或建设网络性教育平台时，应该将专业医学人员纳入

其中，充分了解大学生的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特点和性教育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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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保证网络性教育的科学性和健康性，提高网络性教育的针

对性和系统性，同时引导大学生增强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力，

抵抗网络色情淫秽信息的干扰，让学习者感受到专业网络性教

育平台的价值；在保证有用性的同时应考虑大学生的既往经验

和学习负担等，避免过于复杂的界面设计和操作方式，尽量易

于寻找和使用，如高校网页可设置性教育专题和讨论区，或利

用大学生粘附性较高的微信、ＱＱ进行性教育和互动交流［３］。

高校应尽量保证网络性教育的简单实用，从而提高大学生的学

习意向。

３２２　学校和同伴支持　主观规范指重要他人对个体行为决
策的影响。主观规范与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呈正相关，即重要

他人支持越大，大学生的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越强，其中学校

和同伴支持对大学生的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有影响。提示高

校应积极发挥性教育主阵地作用，努力转变观念，拓宽性教育

路径，大力支持性教育由线下走向线上，积极鼓励专业教师开

展网络性教育，从而增强大学生接受专业网络性教育的学习意

向。有研究认为，青少年更愿意听取年龄相仿、知识背景、兴趣

爱好相近的同伴的意见，特别在一些敏感问题上［１０］。建议高校

可以招募学校、学院或班级内有影响力的大学生参与宣传，利

用同伴示范和辐射效应，逐步带动身边更多的学生知晓网络性

教育的有用性和易用性，进而愿意使用网络性教育。但是，家长

对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影响不明显，可能由于大学生

远离父母，父母也羞于与子女谈论性相关话题，在性教育方式

的选择上大学生感知到父母的支持较少。

３２３　便利条件和自我效能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在采取
某一行为时感知到可控制的程度。知觉行为控制与大学生网

络性教育学习意向呈正相关，知觉行为控制中的便利条件是影

响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重要因素，符合 Ｔｒｉａｎｄｉｓ提出
的人际行为理论，即便利的条件可决定个体行为［１１］。网络为性

教育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主要体现在：网络性教育可突破

时空限制，在课余时间学习者可随时随地利用智能手机登录网

络平台接受专业的性教育，学习时间和地点更加灵活；网络性

教育提供了便捷的师生、生生交流平台，因此，大学生接受网络

性教育的积极性较高。自我效能也是影响学习意向的因素之

一，自我效能感越强的大学生，网络性教育的学习意愿越强。根

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理论，建议高校应尽量为大学生创造学习

成功体验，减少学习者的挫败感，如发放平台使用说明，提供必

要的培训和技术支持，设立专业值班人员，对学习者提出的问

题给予及时指导，同时选择难易程度合适的性教育学习内容，

从而增强大学生的自我效能，提高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

综上所述，大学生的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总体较为积极，

但仍需在女性、农村生源、医学专业、低年级大学生群体中加强

网络性教育的宣传工作；计划行为理论可很好地解释大学生的

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有用性和易用性感知、学校和同伴支持、

便利条件和自我效能对大学生网络性教育学习意向的影响较

为显著，高校教师在开展网络性教育时应考虑相关因素并制定

相应的干预措施，以提升受教育对象的学习意愿，从而提高网

络性教育的干预效果。但是，开展网络性教育尚存在诸多挑战，

比如如何保障网络平台中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安全、为专业教师

提供信息化技术支持以及建立长期、规范、有效的网络平台运营

管理制度［１２１３］，可在今后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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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ｌｙ．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ｓｕｒｖｅｙｅｄｗａｓ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ｗｉｔｈｌｏｗ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ｉｓｐｏｏｒ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ｋｎｏｗｌｅｇｅ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ｒｉｎｇ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ｓｅｘ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ｒｅ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ｃｈｏｏｌ；Ｓｅｘｕ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ｕｓｑｕｏａｎｄ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
“女童保护”）统计，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７年期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
侵儿童（１４岁以下）事件共发生１６５４起，平均每年发生约４１３
起，平均每天曝光约１１４起［１］。研究发现特殊儿童面临性行为

发展的挑战，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适当的，适合学校的性教

育［２］。因此研究拟通过调查和访谈，以新疆地区部分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为研究对象，揭示新疆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现

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建议和对策。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方式对新疆地区１０所特殊教育学校学校教
师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００份，回收问卷１９０份，有效问

卷１８４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９２０％。
被试１８４名特殊教育教师中，男教师４６名，女教师１３８名；

汉族８７名，少数民族９７名；从业前所学专业为特殊教育专业教
师９７名，其他专业８７名；参加过特殊教育培训的教师１３４名，
未参加特教专业培训的５０名；教龄１年 ～５年的教师８２名，６
年～１０年的教师５３名，１１年～１５年的教师３６名，１６年以上的
教师１３名；２１岁～３０岁教师８４名，３１岁～４０岁教师７６名，４１
岁～５０岁教师２２名，５１岁以上教师２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
９１名，专科学历教师６９名，中专学历教师２２名，高中及以下学
历教师２名；所教学生类型中智力障碍占 ４０％，听力障碍占
３５％，视力障碍占１４％，自闭症占７％，其他占４％。
１２　研究工具

参考吴建忠编制的《幼儿家庭性教育调查问卷》［３］和王燕

编制的《幼儿园性教育调查问卷》［４］，结合新疆地区特殊教育学

校性教育开展情况，自行编制《新疆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

调查问卷》，问卷由２６个题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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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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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检验水准设定为 ａ＝
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掌握情况

任教不同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在性知识掌握方面差异

显著，任教智力障碍儿童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知识掌握程度好

于任教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和自闭症儿童。任教自闭症儿童与

其他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掌握程度最差。具体结果

详见表１。

表１　任教不同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掌握情况 ［ｎ（％）］

项目 总数
障碍类型

智力障碍 听力障碍 视力障碍 自闭症 其他
χ２值 Ｐ值

十分了解 １２（６５）　 ４（２２） １（０５） ３（１６） ４（２２） ０（００） ２３２２９ａ ００２６

比较了解 ８７（４７３） ３８（２０７） ３２（１７４） ９（４９） ６（３３） ２（１１）

一般了解 ７７（４１８） ３０（１６３） ２７（１４７） １３（７１） ２（１１） ５（２７）

不太了解 ８（４３） ２（１１） ４（２２） １（０５） １（０５） 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

２２　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态度分析
任教不同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在学校开展性教育态度

上差异显著，７１７％的特殊教育教师认为很有必要开展特殊儿

童性教育。大部分特殊教育教师回避特殊儿童性教育相关问

题。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任教不同障碍类型教师对学校开展性教育态度分析 ［ｎ（％）］

　　　　　　　项目 总数
障碍类型

智力障碍 听力障碍 视力障碍 自闭症 其他
χ２值 Ｐ值

您认为开展性教育的必要性

　很有必要 １３２（７１７） ６５（３５３） ４５（２４５） ７（３８） １０（５４） ５（２７） ４２５６２ｃ ００００

　可有可无 ４４（２３９） ８（４３） １８（９８） １４（７６） ２（１１） ２（１１）

　没有必要 　８（４３） １（０５） １（０５） ５（２７） １（０５） ０（００）

您认为没有必要的原因

　学生太小不知道性是什么 ７０（３８０） ３７（２０１） １５（８２） ８（４３） ７（３８） ３（１６） １２３１１ａ ００１５

　特殊儿童无法理解性教育知识 １１３（６１４） ４８（２６１） ３４（１８５） １９（１０３） ９（４９） ３（１６） ５０７２ ０２８０

　学生知道会对他们造成不好的后果 ６１（３３２） ２２（１２０） ２４（１３０） ７（３８） ４（２２） ４（２２） ３２４４ ０５１８

　性属于个人隐私不必对学生说 ２０（１０９） ９（４９） ６（３３） ３（１６） ０（００） ２（１１） ４１３７ ０３８８

您的学生问过您以下哪些问题

　我是女生还是男生 ４２（２２８） ２４（１３０） ９（４９） ７（３８） ２（１１） ０（００） ９３９４ ００５２

　为什么男女生小便方式不同 ５９（３２１） ２２（１２０） ２１（１１４） ９（４９） ５（２７） ２（１１） ０５６３ ０９６７

　我是从哪里来的 ８８（４７８） ３４（１８５） ２８（１５２） １６（８７） ４（２２） ６（３３） ８０３３ ００９０

　电视里男女亲密镜头他们在干什么 ３９（２１２） １９（１０３） １１（６０） ３（１６） ５（２７） １（０５） ５４７７ ０２４２

　问阿姨肚子里为什么会有宝宝 ７０（３８０） ２６（１４１） ３１（１６８） ５（２７） ４（２２） ４（２２） ８４７８ ００７６

您的回答

　装作没听见，不回答 １０（５４） ６（３３） ４（２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７５５ ０４４０

　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或手语回答 １１７（６３６） ４７（２５５） ４９（２６６） ６（３３） １０（５４） ５（２７） ２４２６６ｃ ００００

　告诉他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８７（４７３） ３１（１６８） ２５（１３６） １９（１０３） ７（３８） ５（２７） １１４００ａ ００２２

　转移注意力，让他忘记这个问题 ４６（２５０） ２３（１２５） ９（４９） １２（６５） ２（１１） ０（００） １４７２２ｂ ０００５

　训斥孩子以后不要再问类似的问题 　７（３８） ２（１１） ３（１６） １（０５） 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０８７９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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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特殊教育教师开展性教育情况分析
①性教育开展整体情况：任教不同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

在性教育频率上差异不显著，只有５４％的教师对学生开展性
教育；偶尔开展性教育教师占总数５５４％；从不开展性教育的
特殊教育教师占总数的３９１％。这说明近５０％以上特殊教育
教师对性教育的重视度不够。②性教育教学情况：特殊教育教
师会根据不同障碍类型儿童的特征选择性教育目标、性教育内

容、性教育方式。但在性教育目标选择上以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形成正确的性别角色观念、学会护理身体为主；性教育内容的

选择上以性侵犯及自我保护、性器官的清洁卫生、生殖器官及

身体的认识为主，性教育方式选择上以师生交谈、教师讲解等

为主，很少采用适合不同障碍类型儿童身心特征的其他一些教

学方式。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表４。

表３　任教不同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频率调查情况 ［ｎ（％）］

项目 总数
障碍类型

智力障碍 听力障碍 视力障碍 自闭症 其他
χ２值 Ｐ值

性教育频率 ４４３５ ０８１６

经常　 １０（５４） ３（１６） ５（２７） １（０５） ０（００） １（０５）

偶尔　 １０２（５５４） ３９（２１２） ３８（２０７） １５（８２） ７（３８） ３（１６）

从不　 ７２（３９１） ３２（１７４） ２１（１１４） １０（５４） ６（３３） ３（１６）

表４　任教不同障碍类型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教学情况分析 ［ｎ（％）］

　　　　项目 总数
障碍类型

智力障碍 听力障碍 视力障碍 自闭症 其他
χ２值 Ｐ值

性教育目标

了解性教育知识 ７２（３９１） ２７（１４７） ２３（１２５） １０（５４） ７（３８） ５（２７） ４７４４ ０３１５

学会护理身体 １０３（５６０） ４３（２３４） ３１（１６８） １３（７１） １１（６０） ５（２７） ６９９４ ０１３６

形成正确性别角色 １１４（６２０） ５１（２７７） ３６（１９６） １１（６０） １０（５４） ６（３３） ９５７７ａ ００４８

表现正确性别角色行为 ９８（５３３） ４２（２２８） ２７（１４７） １７（９２） ８（４３） ４（２２） ５４５１ ０２４４

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１５３（８３２） ６５（３５３） ５１（２７７） ２１（１１４） １０（５４） ６（３３） ２２０６ ０６９８

了解生命意义 ４８（２６１） １９（１０３） １５（８２）　 ６（３３） ７（３８） １（０５） ６０６３ ０１９５

性教育内容

生殖器官及身体认识 １１４（６２０） ４６（２５０） ３８（２０７） １３（７１） １０（５４） ７（３８） ７２９３ ０１２１

性器官的清洁卫生 １２６（６８５） ４９（２６６） ４４（２３９） ２０（１０９） ８（４３） ５（２７） １３５５ ０８５２

简单的生育知识 ５９（３２１） ２８（１５２） １８（９８）　 ５（２７） ４（２２） ４（２２） ５５８５ ０２３２

性侵犯及自我保护 １４１（７６６） ５４（２９３） ４８（２６１） ２３（１２５） １１（６０） ５（２７） ３２４９ ０５１７

男女性别差异 １０１（５４９） ４７（２５５） ２８（１５２） １４（７６） ７（３８） ５（２７） ６２２１ ０１８３

男女平等及关爱 ７６（４１３） ３６（１９６） ２３（１２５） ８（４３） ６（３３） ３（１６） ３７３０ ０４４４

性教育方式

教师讲解 １１５（６２５） ５１（２７７） ３８（２０７） ８（４３） １１（６０） ７（３８） １９６５０ｂ ０００２

师生交谈 １１９（６４７） ４５（２４５） ４１（２２３） ２１（１１４） ８（４３） ４（２２） ３６７２ ０４５２

阅读图书 ７１（３８６） ３２（１７４） ２８（１５２） ３（１６） ５（２７） ３（１６） ９４７８ ００５０

观看性教育影像作品 ７２（３９１） ３２（１７４） ２４（１３０） ６（３３） ９（４９） １（０５） １０１６９ａ ００３８

情景游戏 ９７（５２７） ３８（２０７） ３４（１８５） １９（１０３） ３（１６） ３（１６） ９２３８ ００５５

生活中的潜移默化 ７８（４２４） ２９（１５８） ２６（１４１） １５（８２） ６（３３） ２（１１） ３５０８ ０４７７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１

#

　讨论
３１　新疆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现状

研究结果表明，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掌握程度一般，性教育

观念落后，这是实施特殊儿童性教育最大的阻力，这一结果与唐

诚（２０１４）的研究类似［５］。任教智力障碍儿童特殊教育教师性教

育知识掌握程度好于任教听力障碍、视力障碍和自闭症儿童。大

部分特殊教育教师认为很有必要开展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但缺

少性教育实践，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３２　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３２１　特殊教育教师观念与行动不一　通过表２可以看出将
近一半的教师在实际行动上忽视特殊儿童性教育。这都说明特

殊教育教师对于特殊儿童接受性教育在观念上是积极的，但缺

乏实际行动，教师性教育观念与行动存在很大的反差。

３２２　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水平不高　性教育涵盖了有助于
特殊特儿童性发展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殖器官解剖学，个人性发

育过程，生殖健康，性交，避孕，个人形象，价值观，决策，沟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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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疾病，防范性骚扰，意外怀孕，以及保护生殖器官的方式，涉

及健康、卫生、安全和保障［６］。但从性教育目标、内容的选择中

发现教师在特殊儿童性教育方面最重视的还是学生的基本安

全及一些性教育最基础的常识；从性教育方式选择看，大部分

教师选择师生谈话与教师讲解形式对特殊儿童进行性教育。

由于特殊儿童的个体差异性，师生谈话与教师讲解并不能适应

每一位特殊儿童，因此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特殊儿童的特征进行

针对性的性教育。

３３　特殊教育教师实施性教育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３３１　特殊教育教师观念影响　通过访谈了解到大部分教师
仍然难以接受特殊儿童是有性的人（尤其是智力障碍儿童），因

而觉得不需要过多的性教育知识；同时，受传统特殊教育观念

目标的影响，大部分教师认为学校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他们的生

活自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与职业适应能力，性教育对他们来

说没必要，而且学校也没有相应的课程及教学大纲。

３３２　性教育技能欠缺、性知识匮乏　本研究中８７％的教师
认为性教育难开展的原因是个人从未接受过性教育方面的培

训。５４９％的教师认为缺乏特殊儿童性教育教材是性教育难开
展的原因。教师认为缺乏系统的性教育教材间接的说明教师

在这方面知识很薄弱，需要相关资料指导。在访谈中也可以看

出教师对性专业知识的需求很大，教师普遍反映希望有特殊儿

童性方面的书籍，学校开设特殊教育性教育方面课程。

'

　建议与对策
４１　提高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水平

相关研究和实践均已证明：只有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尤其

是专业素质的教师才能胜任性教育职责，对教师进行专门的性

教育培训是提高专业素质的最便捷方法［７］。首先，师范高等院

校应有针对性的对师范类专业学生开设特殊儿童性教育或特

殊儿童青春期引导等课程。其次，国家和政府应定期开展特殊

教育教师性教育知识和技能培训。２０１８年６月，国内第一批性
教育工作者（约７０人）拿到了国家颁发的证书，这个“性教育讲
师”是经过全国专业人才职业技能考评中心、全国商务人员职

业技能考评委员会联合考核备案的［８］。因此，可以在特殊教育

学校选１名～２名教师进行“性教育讲师”培训，由这１名 ～２
名教师对校

!

其他教师进行再培训，确保每一位教师能够胜任

特殊儿童性教育教学与指导。通过增加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校

内性教育课程研习，提高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水平及实施能

力。如可以利用寒暑假期在校内实施性教育课程的研习，通过

校内教师的性教育研习，结合性教育讲师的培训，才能使更多

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具备实施性教育课程的能力。

４２　开设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课程
２０１６年我国出台《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９］《聋校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１０］《盲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１１］，虽然３个
课程标准中都提到了解３类儿童青春期身体变化，掌握促进身
心健康发展的途径；但对于特殊儿童性教育包含哪些内容，教

师应如何正确应对特殊儿童不恰当性行为，如何组织规划教学

内容，如何系统的制订教学计划，以及采取何种策略进行性教

育教学仍未可知，因此，国家和学校应当加快开设特殊教育学

校性教育课程建设。

４３　开发特殊儿童性教育课程教材资源
随着信息的发展，大众传媒在特殊儿童性教育发展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研究也发现，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主要来源

为报刊书籍、互联网、影视作品等，报刊书籍、互联网、影视作品

等文化媒介给予我们大量的性教育资源。但总体看，特殊教育

性教育资源很少，目前我国特殊教育性教育书籍大陆地区只有

两本，还有两本是关于课题研究成果的；互联网大部分是关于性

侵新闻报道或是教会儿童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不受侵害等一

些科普性质文章。形象直观的视觉性教育资源对特殊儿童性教

育起着关键性作用，但有关特殊儿童性教育题材的影视作品很

少；因此，应当鼓励研究者多进行特殊儿童性教育相关研究，成

果以文本、著作、光盘、视频、案例等多种形式呈现；多开发特殊

儿童性教育相关影视作品，如动画片或小孩子特别感兴趣又切

合性教育实际的电视节目等对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实施性教育

大有助益。

从调查结果来看，新疆地区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开展情况

不容乐观，特殊教育教师性知识掌握程度一般。虽然特殊教育

教师对特殊儿童性教育持积极的态度，但在实际教学中却很少

关注特殊儿童性教育，特殊教育学校未开设性教育课程，缺乏相

应的性教育教材，特殊教育学校也没有对特殊教育进行相关的

性教育培训，特殊教育教师性教育水平还有待提高。新疆地区

特殊教育学校性教育缺乏问题应该引起当地部门的足够重视，

并从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面的努力来改善当地性教育现状，

使地区特殊教育学校能更好地开展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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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同伴教育对卵巢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及总体
幸福感的影响
林丽１　姜晓娟２　钱红３　陈玲３△

１新疆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妇外四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２新疆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妇外三科，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３新疆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附属肿瘤医院护理部，乌鲁木齐 ８３００１１

【摘要】　目的　探讨同伴教育对卵巢癌化疗患者生活质量及总体幸福感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
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新疆医科大附属肿瘤医院诊治的８０例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成对照组（４０
例），观察组（４０例）。两组患者均接受化疗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同时结合同伴教
育护理，比较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总体幸福感。结果　治疗护理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总体幸福感的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差异具有统计学的
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治疗依从率为９２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的依从率７５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的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同伴教育能提高卵巢癌化疗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总体幸福感，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良
好，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应用。

【关键词】　卵巢癌；化疗；生活质量；总体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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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２０１７ｔｏ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ｒａｎｄｏｍ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４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０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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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９２５０％）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７５０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Ｐｅ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ｏｖｅｒａｌ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ａｎｃｅｒ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ｇｏｏ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ｗｈｉｃｈｉｓｗｏｒ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ｚｉｎｇ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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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癌是一种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发病率较
高，具有较高的死亡率［１］。常见的发病原因包括遗传，内分泌

异常等，发病初期多无典型的症状表现，在病情进展后，可出现

明显的腹痛，腹胀，盆腔积液等，在治疗时以手术治疗和放化疗

治疗为常用治疗手段，其中化疗是需要长期应用的治疗手段，

当癌细胞出现明显的转移，患者已经无法进行手术切除肿瘤治

疗时需要必要的化疗手段，但是化疗期间容易出现严重的不良

反应，因为化疗药物在对肿瘤细胞进行杀灭的同时对正常的组

织细胞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患者可出现骨髓移植，血小板减少，

中性粒细胞减少，胃肠道反应等不良表现，同时患者在治疗时往

往需要较长的化疗治疗周期，患者在治疗中的依从性会降低，甚

至会影响卵巢癌化疗患者的治疗信心，导致患者的情绪低落，会

降低治疗的效果和患者的生活质量［２３］。因此，针对卵巢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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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患者在化疗期间的护理干预方法的应用十分重要，临床上常

规的护理干预，缺少了对患者的心理干预等，护理的效果并不

理想。本研究应用同伴教育结合基础护理在卵巢癌化疗患者

中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与总体幸福感。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７年９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新疆医科大附属肿瘤医院
诊治的８０例卵巢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的标准：符合卵巢
癌的诊断标准，需要接受化疗治疗。排除的标准：精神异常，有

其他恶性肿瘤的患者。以随机的抽取方法将８０例患者分成对
照组４０例，观察组４０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３８岁 ～６８岁，
年龄（５０３±１２）岁，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患者１５例，高
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患者２５例。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４０岁～７１
岁，年龄（４９７±２５）岁，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水平患者１７例，
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患者２３例。两组的一般资料之间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化疗治疗，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具体为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对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化疗治疗

方案的选择，化疗中常见的不良反应等知识进行健康宣教，对

化疗期间的注意事项进行叮嘱，给予患者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指

导等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同时结合同伴教育护理，首先，选

择对患者进行教育的同伴，本研究中选择配偶为同伴教育的主

体，配偶与患者生活在一起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教育水平，饮

食习惯等多个方面存在一致性，配偶的教育更容易被患者所接

受。其次，护理人员以集中讲座和个别指导的相结合的形式对

配偶进行健康知识宣教，根据其接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分不同

批进行健康知识的宣教，宣教的内容包括卵巢癌的发病原因，

常见诱因，基本的临床表现等，化疗的治疗方法，常出现的不良

反应，日常的饮食，心理辅导，教育方式方法等。再次，同伴教育

者在适当的时间对患者进行教育，特别需要关注患者的情绪变

化，当患者有明显的排斥感时，需要首先安慰患者，使患者可以

保持平和的心态接受教育，对焦虑抑郁严重的患者需要告知护

理人员，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另外，同伴教育者需要掌握沟通

的技巧，使患者可以较好的接受教育。最后，护理人员给予同伴

教育者必要的教育技巧和方法的指导，使同伴教育者可以较好

的掌握护理方法。同伴教育者需要定期接受知识的更新，并对

教育的技巧等方面接受系统的培训，使其可以在对患者进行护

理时更能应对，对出现的异常及时的告知护理人员，并给予必

要的处置。两组患者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方法后，对比较两

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总体幸福感。

１３　评价标准［４］

生活质量的评分应用ＳＦ３６评分量表评价，包括躯体功能，
躯体疼痛，社交功能，精神健康，生命活力，情感角色受限，健康

角色受限，总健康８个维度，得分越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
总体幸福感的评分应用总体幸福感量表评价，满分为１２０分，得
分越高，获得的幸福感越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用依从率评价，

患者能主动遵医嘱接受治疗，按时用药为依从。患者基本能按

时用药，遵医嘱为一般依从。患者不能按医嘱接受治疗为不依

从。依从率为依从和一般依从的比例之和。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Ｍｅａｎ±ＳＤ）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在治疗护理前后，对生活质量进行了评分比较。

治疗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维度
观察组

护理前 护理后

对照组

护理前 护理后

躯体功能　　 ５８６±２８ ６９８±２５ ５７９±３７ ５９１±４１

躯体疼痛　　 ６１３±５１ ７２４±６１ ６１９±４８ ６４５±３５

社交功能　　 ６３２±１５ ７４７±５２ ６２９±２４ ６４８±３７

精神健康　　 ６１８±２９ ７８６±２８ ６１３±３２ ６７４±５８

生命活力　　 ７０６±３１ ８０６±５９ ７０７±２８ ７３８±１９

情感角色受限 ６５８±３９ ７７６±５７ ６５２±４１ ６７８±２６

健康角色受限 ６３１±２５ ７８６±５１ ６３７±２９ ６４５±２８

总健康　　　 ６６８±３６ ７５１±２８ ６６４±２８ ６７８±２９

ｔ值 ０３６２ ５９３６ ０４７２ ６３２０

Ｐ值 ０５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３６２ ００００

２２　两组患者的总体幸福感比较
两组患者经过了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对护理前后的总体幸

福感进行评分比较。观察组患者的总体幸福感的评分高于对

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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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的治疗依从性比较
两组患者在不同的护理干预后，在治疗的依从性方面存在

一定的差异，观察组的治疗依从率为９２５０％，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依从率７５００％，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２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总体幸福感比较（Ｍｅａｎ±ＳＤ）

组别 护理前 护理后

观察组 ６９７１±３６７ ８０５９±５２８

对照组 ６８５１±４０２ ７５４７±１０２

ｔ值 １３９４ ６０２２

Ｐ值 ０１６７ ００００

表３　观察组与对照组的治疗依从性比较［ｎ（％）］

组别 依从 一般依从 不依从 依从率

观察组 ２０（５０００） １７（４２５０） ３（７５０） ３７（９２５０）

对照组 １２（３０００） １８（４５００） １０（２５００） ３０（７５００）

χ２值 ４５０１

Ｐ值 ００３４

#

　讨论
卵巢癌是临床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严重威胁女性的健

康，具有较高的致死率。在临床治疗中治疗方法包括手术治疗，

化疗，放疗等，其中手术治疗可以切除癌变初期的肿瘤，为了避

免复发等往往需要一定的化疗治疗，但是当患者的癌细胞出现

转移，扩散等，发展到中晚期时，一般无法接受手术的治疗，其中

化疗是主要的治疗手段［５６］。在卵巢癌的治疗中化疗是很重要

的治疗手段，而卵巢癌化疗患者在治疗中需要的治疗周期一般

较长，同时因为化疗药物的应用，容易出现骨髓移植，胃肠道反

应等不良反应，一方面影响患者的身心，另一方面容易影响治

疗的效果［７８］。在卵巢癌化疗患者治疗期间，保证患者的生活

质量和总体幸福感很关键，直接关系着治疗的依从性和治疗的

预后。所以，卵巢癌患者在化疗期间的护理干预方法的选择很

关键。临床中常规护理具有普遍性，缺少对患者的针对性护理，

特别是心理的干预较少，因为身体上的损伤容易造成心理上的

负面影响，患者容易出现拒绝治疗的心理，直接影响治疗的效

果，降低预后的效果［９１０］。同伴教育是一种新的护理形式，主张

以患者年龄，教育背景，兴趣爱好等相同的同伴对患者进行健

康宣教，患者更容易接受同伴的建议和指导，以同伴教育的形

式可以提高患者的接受程度。但是在进行同伴教育之前，需要

选择对患者进行同伴教育的同伴者，本研究选择配偶为同伴教

育者，因为配偶与患者的生活时间较长，生活习惯，兴趣爱好，教

育背景等基本相当，容易进行沟通和交流，同时患者在心理上

容易被配偶说服，容易接受配偶的话。在选定了同伴教育者后，

需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护理指导，包括在教育知识，内容，方法，沟

通技巧，需要主要关注的问题等进行全面的护理指导，保证患

者在化疗期间接受常规护理的同时，需要同伴教育，采取患者

情绪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对患者进行同伴教育，使患者可以更愿

意接受知识的宣教，了解化疗治疗的必要性，使患者可以树立治

疗的信心，增加患者在治疗中的积极主动性，使患者可以按时遵

医嘱接受治疗，一方面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另一方面可以有效

的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其整体的幸福感，使患者的生活更

积极［１１１２］。同伴教育在卵巢癌化疗患者中应用是很必要的，是

临床应用价值较高的一种护理干预方式。因为恶性肿瘤患者通

过化疗治疗等，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如何改善患者治疗后的生

活质量是很重要的，所以卵巢癌化疗患者的护理干预方法的选

择很关键，而同伴教育是一种相对更容易被患者接受的护理干

预方式，在临床中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通过同伴教育的干预

在卵巢癌化疗患者中应用，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１３１４］。

本研究中选入的卵巢癌化疗患者随机分成了常规护理的

对照组与常规护理联合同伴教育护理的观察组，结果，治疗护理

后，观察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的意

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总体幸福感的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的治疗依从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的依从率，差异具有统计学的意义（Ｐ＜００５）。可见，卵巢
癌患者在进行化疗治疗的时候，应用常规护理的同时给予同伴

教育的护理干预方法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在躯体

功能，躯体疼痛，社交功能，精神健康，生命活力，情感角色受限，

健康角色受限，总健康８个维度的生活质量均有显著性的提高，
患者的总体幸福感的评分明显提高，治疗的依从率较高［１５１７］。

卵巢癌化疗患者应用同伴教育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和幸福

感，患者的依从性良好，是临床应用价值较高的护理干预方

式［１８２０］。

综上所述，同伴教育应用于卵巢癌化疗患者的护理干预中

可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总体幸福感，改善患者的治疗依从

性，推荐在临床中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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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互联网为平台的青少年亚文化传播研究”（１７ＸＣＣ０１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留学归国人才科研支持计划
（１８９１１０１４８）
△【通讯作者】成惠言，Ｅｍａｉｌ：ｃａｒｅｃｈｅｎｇ＠ｇ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１９．０９．０４４ ·性人文社会科学·

新媒体环境下腐文化传播对于青年群体的涵化效果
吴癑１　成惠言２△　孙源南３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媒体学院新闻专业教研室，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
２波士顿大学传媒学院，２０１６级电视制作与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波士顿 ０２２１５
３山东女子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广播电视学专业教研室，济南 ２５０００１

【摘要】　近年来，以男性与男性之间的恋爱题材为基础的腐文化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男同性恋这
一曾经敏感或边缘化的话题，被腐文化赋予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吸引青少年的关注。其中，互联网是腐文

化生产与传播的最重要的渠道。本文以涵化理论为框架进行实证研究，回收３３０份有效调查问卷，验证互联
网腐文化的传播对受众的相关知识掌握、腐文化产品、对于男同性恋的态度与接受程度方面的影响。研究

发现，受众在互联网中接触腐文化的频率，与其对于腐文化的知识程度、腐文化产品的态度，以及对于男同

性恋的接受程度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　腐文化；亚文化；涵化理论；男同性恋；新媒体

Ｔｈ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ｎｌｉｎｅｇａｙｔｈｅｍｅｄ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ｙｏｕｔｈ　ＷＵＹｕｅ１，ＣＨＥＮＧＨｕｉｙａｎ２△，ＳＵＮＹｕａｎ
ｎａｎ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ｅｄ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６４，Ｃｈｉｎａ；２．２０１６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Ｍａｊｏ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ｏｓ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ｏｓｔｏｎ０２２１５，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ＵＳ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Ｗｏｍｅ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２５０００１，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ｂｏｙｓ′ｌｏｖｅ（ＢＬ），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ｍａｌｅｓ′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ｉｓｂｅ
ｃｏｍｉｎｇ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ｐｏｐｕｌａｒ．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ｏｎｃｅａ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ｏｒ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ｔｏｐｉｃ，ｉｓｇｉｖｅｎａｎｅｗｆｏｒｍ



·１５４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１９年９月　第２８卷第９期　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Ｖｏｌ．２８Ｎｏ．９

ｂｙ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ａｎｄａｔｔｒａｃｔｓｙｏｕ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ｓｔｈｅｍｏｓｔ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ｔｏ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ｅ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Ｆｒａｍｅｄｂｙ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ｔｈｉ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ｙ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３３０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ｏｎｌｉｎｅ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ｅｖｅｌ，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ｇａｙｔｈｅｍｅｄｐｒｏｄ
ｕｃｔｓ，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ｗａｒｄｓ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ａｎｄ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ｉｎｒｅａｌｉｔｙ．Ｉｔｗａｓ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ＢＬｏｎｌｉｎ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ｌｅｖｅｌ，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ｙｔｈｅｍ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ｏｆ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ｂｏｙｓ′ｌｏｖｅ（ＢＬ）；Ｓｕｂｃｕｌｔｕｒｅ；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Ｈｏｍｏ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Ｎｅｗｍｅｄｉａ

【中图分类号】　Ｒ０５ 【文献标识码】　Ａ

　　同性恋在当今中国仍然被视为敏感话题。根据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发布的报告，半数以上的国内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家人

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为“不太接受”或“完全不接受”［１］。然而，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思想日趋多元化的今天，腐文化，这一曾

经敏感或边缘化的事物，借助具备开放、共享、自由、匿名等特点

的互联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同时，线上青少年用户对于

同性恋甚至同性婚姻都持有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２］。在此环

境中，部分热衷男男同性情爱（Ｂｏｙｓ′Ｌｏｖｅ，ＢＬ）的女性以“腐女”
自称。“腐女”一词源自日语中的“腐女子”（ふじょし，ｆｕ
ｊｏｓｈｉ）。随之而来的腐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性政治的结
构，性别与权力的关系也继而表现出不同的面貌［３］。

涵化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因为电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

的主导文化与价值观念，因此观众观看电视的时间越长，他们

头脑中有关真实世界的观念就会与电视所描述的符号现实更

为趋近［４］。之后，该理论的研究视野不断扩大，更多地关注媒

体所建构的符号现实与社会文化各层面的观念现实之间的关

系［５］。

伴随着传媒产业的进步，近年来，研究者们已经把研究范

围从电视影响扩展到复杂精密的范式。一方面，按照固定时间

流程安排内容的电视媒介逐渐让位于“多渠道、多角度、多维

度、超迅捷”［６］的数字媒体，在线论坛、视频网站和社交媒体都

成为了分析涵化理论的平台；另一方面，研究主题更加宽泛，政

治倾向或环保意识等的变化都可以作为涵化理论的假说。

数量庞大且类型不同的观众会从电视上不间断地接触到

统一的大批量制作的图像，他们的观点与价值观也会被电视节

目所影响［７］。互联网传播更加突出内容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

的双向互动。在媒体的生产内容方面，互联网提供的信息更加

多元化、自由化与分散化；在接收信息方面，受众不再只是被动

获取媒体提供的信息，而是拥有更多可自由选择的权利［８］。

互联网与电视的传播内容也存在着相似之处。将表面差

异去除之后，看似迎合不同观众口味而各具特点的电视节目的

内核并无太大差异，并且也体现了对于真实社会的相近反

映。［９］。信息在互联网中传播的自由度虽高，但其中的热门话

题与内容其实与电视节目一样，趋向于有关注度的主题。因此，

受众的观点与行为会被互联网营造的虚拟世界以及电视媒体

营造的象征性现实所影响。此外，因为数字媒体突出了互动性

与参与性，相比较电视媒体的单向性与整体性等特点，前者的

涵化效果会更加明显。

学者认为，频繁的与定期的对于同性恋题材内容的消费会

导致受众所形成的对于同性恋的观点与媒体中所展现的一

致［１０］。具体来说，互联网中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向积极的、多样

化的方向转变时，受众也会对同性恋呈现出正面的的态度和接

受程度。除此之外，无论受众对于同性恋议题的态度如何，在社

交媒体中，即使没有特别关注宣传腐文化的个人或组织，该名用

户的时间线上仍然会不时出现相关信息，有可能来自系统推荐，

也有可能来自自己的线上好友转发。伴随着受众在互联网中有

意或无意接收到的关于腐文化信息的增多，我们预测他们对于

同性恋议题的了解程度也会随之增长。

据此，我们提出以下４种假设：①受众在互联网中接触腐文
化的频率，与其对于腐文化的知识程度呈正相关。②受众在互
联网中接触腐文化的频率，与其对于腐文化产品的态度呈正相

关。③受众在互联网中接触腐文化的频率，与其对于男同性恋
的态度呈正相关。需要留意的是，受众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态度

与接受程度是２个不同的概念。“态度”可以不显露出来，保留
于心，但“接受程度”则指向一种外在的行为表现。人们对同性

恋者的态度和接受程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并不完全联动。

因此，本研究中将受众对于男同性恋的态度与接受程度分开讨

论。④受众在互联网中接触腐文化的频率，与其对于男同性恋
的接受程度呈正相关。

共鸣理论认为，媒体的涵化效果会因为受众群体的身份背

景差异而有所不同［１１］。因此，群体之间的人口学差异是不能被

忽视的。

研究问题：受众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人口

学因素对于腐文化的涵化效果分别起到了什么作用？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基于目的性抽样，我们创建了一个线上调查问卷，在“微信

朋友圈”和“新浪微博”这２个当下我国最流行的社交网络服务
平台上发布问卷链接，通过“滚雪球”的模式邀请受访者自愿参

与。本次调查完全是匿名的，共收集到３３０个有效回复。在所
有的受访者中，有２３２名（７０３％）受访者是女性。受访者介于
１１岁至５０岁之间，平均年龄为２４９岁（ＳＤ＝７４４）。几乎所有
的受访者都生活在省会或非省会城市（８９４％）。超过一半的
受访者（７１２％）拥有本科学历，目前职业是全日制学生
（６６１％）。此外，大多数的受访者属于未婚（７９１％），无宗教
信仰（８９４％）。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具体量表和问题如下。

１２１　接触腐文化的频率　受访者需要回答从不同媒体有意
或者无意接触腐文化的频率。受访者按照自身情况从“１，从来
没有”到“７，非常频繁”中选择恰当选项。经过“主成分因素分
析”，使用“正交旋转法”，在移除了交叉负荷后，有３个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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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特征值大于１，它们是互联网相关（国内门户网站、国内社
交媒体、国内视频网站、网络文学网站、电子读物）、国外媒体

（国外广播节目、国外门户网站、国外电视节目），与国内传统媒

体（国内电视节目、国产电影）。它们的克朗巴哈系数值分别为

０８７４、０８４１、０７７７。
１２２　对腐文化的了解程度　１０道单选题用来测试受访者的
知识水平，例如，ＬＧＢＴ４个字母的含义分别是什么等。我们计
算出了每位受访者正确回答题目的个数作为他对于腐文化的

知识的了解程度。

１２３　对男同性恋的态度　问卷参考了 Ｋｉｔｅ与 Ｄｅａｕｘ设计的
同性恋态度量表［１２］，根据我国国情，选择并且翻译了１１道问
题，诸如“同性恋是生理疾病”等。受访者需要从“１，非常同意”
到“５，非常不同意”５个选项中确定他们的态度。移除了反向问
题之后，经过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有一个因素的初始特

征值大于１，其克朗巴哈系数值是０９２７。
１２４　对男同性恋的接受程度　我们创建了包含６个条目的
量表，其内容是：您对下列身份的同性恋人士的接受程度是？一

位同性恋同事、老师、朋友、邻居、家庭成员，与舍友。受访者从

“１，完全不接受”到“５，完全接受”。经过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
显示有一个因素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１，其克朗巴哈系数值为
０９６６。
１２５　关于对腐文化产品的态度　问卷中设计了两组问题，分
别是“您对于直接表现男性与男性爱情关系的文化产品的态度

是？”“您对于将本不是恋爱关系的２个男性角色描写成伴侣的
他人再创作的同人作品的态度是？”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我们确

定了２个因素：对于原创腐文化产品的态度与对于二次创作腐文
化产品的态度。它们的克朗巴哈系数分别为０９５８和０９６７。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回收并处理数据之后，我们使用 ＳＰＳＳ２５软件首先为主要
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确定核心因子，之后计算信度。最后

通过阶层回归的分析方法检验所有假说与研究问题。Ｐ＜００５
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通过阶层回归的分析方法检视人口学变量与在互联网中

接触腐文化的频率是否对于受众的知识程度、腐文化产品、男

同性恋的态度，与接受程度产生了作用。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人口学变量与在互联网中接触腐文化频率所产生作用的阶层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腐文化

知识程度

对于原创的腐

文化产品态度

对于二次创作的

腐文化产品态度

对于男同性恋

态度

对于男同性恋

接受程度

第一阶层（人口学变量）

　性别 ０３１５ｂ ０２５９ｂ ０２１１ｂ ０２４１ｂ ０２６８ｂ

　年龄 －０２９３ｂ －０１０９ａ －００８０ －０３９０ｂ －０２１４ｂ

　教育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７ －００８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７１

　家庭平均月收入 ０１１２ａ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９７ ００２２

　Ｒ２ ０３７５ｂ ０２５７ｂ ０１９９ｂ ０２６９ｂ ０２８４ｂ

第二阶层（接触腐文化频率）

　互联网 ０３４１ｂ ０３４７ｂ ０３６８ｂ ００９１ ０３３４ｂ

　国外媒体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国内传统媒体 －０１２１ａ ００６４ ０１１１ａ －００９４ －００１８

　增加的 Ｒ２ ００６５ｂ ０１１７ｂ ０１２７ｂ ０００８ ００７３ｂ

　修正的 Ｒ２总和 ０４２８ ０３６１ ０３１２ ０２６２ ０３４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Ｐ＜０００１

２１　受众的腐文化知识程度
数据分析发现，受访者于互联网相关媒体中接触腐文化相

关信息的频率与其对腐文化的了解程度成正比（β＝０３４１，Ｐ＜
０００１）。因此，假说一得到证实。此外，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于
腐文化的了解程度更高（β＝０３１５，Ｐ＜０００１）。同时，年龄越
低，家庭平均月收入越高，对此议题的相关信息更为熟悉（β＝
－０２９３，Ｐ＜０００１；β＝０１１２，Ｐ＜００５）。最后，从国内传统媒
体中接触腐文化相关信息的频率越高，知识程度反而越低（β＝
－０１２１，Ｐ＜００５）。
２２　受众对于腐文化产品的态度

受访者无论对原创或者衍生的腐文化产品的态度都存在

着性别差异。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于腐文化产品的态度更为积

极（β＝０２５９，Ｐ＜０００１；β＝０２１１，Ｐ＜０００１）。此外，年龄越

低，对于原创的腐文化产品越持有正面态度（β＝－０１０９，Ｐ＜
００５）

与预期假设相同，受访者在互联网相关媒体中接触腐文化

相关信息的频率与其对腐文化产品的态度成正比，无论是原创

的腐文化产品（β＝０３４７，Ｐ＜０００１），还是二次创作的腐文化
产品（β＝０３６８，Ｐ＜０００１）。因此，假说二得到证实。此外，受
访者在国内传统媒体中接触腐文化相关信息的频率与其对于

二次创作腐文化产品的态度也呈正相关（β＝０１１１，Ｐ＜００５）。
２３　受众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态度

相似地，受访者对于男同性恋者所持态度存在着较大的性别

和年龄差异。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于男同性恋者有着显著的正面

态度（β＝０２４１，Ｐ＜０００１）。而受访者年纪越小，对于男同性恋
者所表现出的正面态度则越显著（β＝－０３９０，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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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众从互联网中接触腐文化相关信息的频率不会对受访

者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态度产生显著的影响（β＝００９１，Ｐ＞
００５）。因此，假说三不成立。
２４　受众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接受程度

同样，受访者对于男同性恋者的接受程度也存在着较大的

性别和年龄差异。相对于男性，女性对于男同性恋者有着更高

的接受程度（β＝０２６８，Ｐ＜０００１）。而受访者年纪越小，对于
男同性恋者接受程度越高（β＝－０２１４，Ｐ＜０００１）。

与预期假设相同，受访者在互联网相关媒体中接触腐文化

相关信息的频率与其对男同性恋者的接受程度成正比（β＝
０３３４，Ｐ＜０００１）。因此，假说四得到证实。
#

　讨论
受众对于腐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对腐文化产品的态度，

与对于男同性恋的接受程度随着在线上接触腐文化相关信息

的频率升高而趋于积极。人们不用考虑时间、地点，不用顾虑他

人的眼光，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创建一个虚拟社区。在虚拟的模

式下，往往更容易让人畅所欲言。自由、匿名、便捷、联通的互联

网，不但为腐文化中所包含的“同性恋”“性”等敏感元素提供了

存在的空间，而且为其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渠道。与电视等传统

媒体不同，互联网用户具有过去无法想象的主动性。他们以微

小的成本在庞大而多元的信息总体中按照自我意愿进行选择，

可以非常便捷地接触到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信息，这点在我国

的网络信息传播中得到尤为明显的体现。

本研究中，共鸣效果发生在女性群体当中。腐文化的内容

生产、传播和消费整体呈现出女性化倾向。例如，在腐文化作品

中被描写刻画的２个男性之间的浪漫关系虽然有悖于传统伦
理，但是充满感性细腻等情感特质的文字会触发女性读者的同

情与向往。同时，在现实世界中，由于性别角色定位与社会劳动

分工阻挡了女性的发展，女性的性别构建偏向弱势。但是，新媒

体的女性用户的独立与自我认同意识明显增强，她们也希望具

备与男性同样的心理强势。她们遵从自己的审美观，构筑并消

费腐文化产品中的男性形象。此外，让这些虚构的男性角色背

负现实世界中的女性心理特征与遭遇，以此表达个人对性别歧

视的不满［１３］。

女性对同性恋者的态度与接受程度都比男性要更为正面

和积极，这与男性对性别角色更为坚持有关。男性对于维持性

别角色中的重要因素（权力和地位）有着极大的兴趣，而维持这

些因素的重要方法，就是坚持传统的男性占主导地位的性别角

色，并贬损那些违反这种性别角色设定的人。相反，女性对性别

角色的坚持并没有男性那么强烈。接受同性恋并不会对其性

别角色地位造成太大影响［１４］。

在年龄方面，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在我国，年龄越

小的受访者对性少数群体的态度更为开放和自由，也更加反对对

于同性恋群体的污名化［１］。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受到非中国传

统价值观念的影响较多，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也较高，因此其

整体对腐文化各方面的态度与接受程度会更趋向于正面。

综上所述，受众在互联网中有意或无意接触腐文化的相关

信息会促进受访者对腐文化的了解程度、腐文化产品的态度，

以及对男同性恋者的接受程度。同时，女性对腐文化知识、相关

产品、同性恋者的态度，与接受程度都比男性要更为积极。相对

于年长者，年轻人的知识程度高，并且对于原创的腐文化产品

态度、男同性恋的态度，与接受程度更趋向于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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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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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有很大影响，不健康的原生家庭会使其子女在结婚后依然存在着与各自
父母之间未解决的情感依附。个体受原生家庭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某一个人，而是第二代子女的婚姻家庭，

子女在新组建的婚姻家庭里不是彼此孤立地表现来自原生家庭的问题，而是带着双方原生家庭的影响彼此

互动，互动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直接的代际传递和投射性认同等现象。

【关键词】　原生家庭；子女婚姻；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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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有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之分。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
是一组相对的概念。原生家庭即指父母的家庭，儿子或女儿并

没有组成新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泛指原生家庭。新生家庭就是

子女各自组建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不包括夫妻双方父母。美国

家庭系统理论学者 Ｂｏｗｅｎ以大量的实证案例最早提出了这样
一种现象［１］，即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传递现象，原生家庭对子

女家庭的影响。他认为，个人过去在原生家庭中与父母的关系

模式，将持续影响其未来的重要人际关系，且人们倾向于在亲

密关系（主要体现在子女婚姻关系）中复制早期在原生家庭中

建立的关系模式。国内的理论与临床实证研究大多关注父母

婚姻对子女个人的影响，而今父母婚姻对子女婚姻的影响正在

引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心理医疗临床工作者的兴趣和关心。

前一类现象与后一类现象有很大区别，前一类现象谈被原生家

庭影响的子女主要局限在子女个人心理活动中，而后一类现象

讲其影响范围扩大到了子女婚姻家庭。一些实证性研究显示，

在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传递中，一些有问题的子女婚姻家庭都

可以追溯到子女的原生家庭的影响。

Ｂｒａｙ等［２］以此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原生家庭夫妻互动模

式对子女家庭夫妻互动模式的代际传递现象，代际传递由１个
人变成了２个人，变成了一种关系的传递，甚至还包括了子女婚
姻中养育出的子女也被卷入到家庭代际传递的影响之中。这

样，我们在研究这类现象和相关的问题时，除了要考虑个人因素

之外，还要考虑夫妻关系互动因素。为此，Ｓｋｏｗｒｏｎ等［３］针对这

类问题建立了数据统计分析上的夫妻互倚模型，此互倚模型统

计分析的目标是，一个家庭婚姻质量是否满意，不仅取决于夫妻

某个人是否有问题，而且取决于夫妻双方在多个方面的互动效

果是否和谐。

!

　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影响的各种现象
１１　直接的代际传递

Ｐｅｌｅｇ［４］和Ｐａｔｒｉｃｋ等［５］在观察了５２例具有原生家庭对子女
婚姻影响的案例后，提出了如下代际传递特点，儿子会传递父亲

的家庭角色特点，包括怎样做丈夫，心中应该的妻子及家庭模式

和理念；而女儿则传递了母亲的家庭角色特点，包括怎样做妻

子，心中应该的丈夫及家庭模式和理念。比如，在有的原生家庭

中，父亲是绝对的权威，而母亲和其他成员则被要求绝对的服

从。从这种家里生活的儿子在他长大之后，在其择偶或组成的

家庭活动中也会习惯性地支配所有人，特别是自己的恋人或妻

子，要求对方绝对服从或表现为弱势。而在有的原生家庭中，妻

子是权威，丈夫处于从属地位。如果家庭中有一个女儿，她在长

大后，在择偶或组成的家庭活动中也可能会习惯性地支配所有

人，特别是自己的家庭成员。除了家庭角色行为的代际传递之

外，甚至还会传递一些家庭运作模式等很细致的方面，比如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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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作，如何选择娱乐等。

这种常见的代际传递现象对子女的婚姻最可能引发２类问
题。一类问题是父母的婚姻是有着明显的时代和环境特征的，

比如在父母的年代，比较凸显男人的优势，而女人在这样的社

会环境中要求她们服从，还有就是不提倡离婚，离婚被认为是

丢人，甚至被打上不道德的印记。所以，不管是弱势的妻子或是

丈夫，多数对强势的对方采取了忍耐和接纳的态度。而现代的

儿子或女儿，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理念已经与其父母时代有

很大差异，更强调男女平等，特别是在婚姻关系中。这就容易引

发子女婚姻的矛盾，强势的儿子希望他的妻子完全服从，强势

的女儿希望她的丈夫完全服从，而时代变了，对方不会完全服

从，因此就出现了家庭矛盾。另一类现象是许多子女在目睹和

经历了自己父亲或母亲的强势统治家庭后，对此产生了很多不

愉快的体验和认知评价。于是，在他们长大准备成家或已经成

家之后，对自己的身份和对对方的要求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与强势的父亲或母亲正好相反，变得非常尊重对方

和民主，这被称之为反向形成现象。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许多

临床实证性研究显示，这种改变往往只具有表面性特点，他们

会在生活的某一个方面以一种连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的行为

或理念重复父母的特征。比如，一位男性来访者从小成长的家

庭，有一个非常强势甚至粗暴的父亲，母亲没有受过什么教育，

一个家庭妇女对丈夫逆来顺受。来访者非常憎恶他的父亲，同

情母亲。在他长大后组成了家庭，他找的妻子不管是在学历教

育、经济财力和个人性格方面都比来访者弱势很多。他在表面

上对妻子很尊重，从不呵斥妻子。但是，他经常会对妻子说这样

一段话：“我经常因为工作在外地出差，如果遇到一个心怡的女

人可能会发生一夜情，希望你不要介意，事后我还会回到你的

身边。”这让妻子大为不快，而事实上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不

发生，还要经常挂在嘴边，这说明什么呢？对于这种现象，从行

为学理论的角度可以解释为是一种习得性现象，但这远远不能

令人完全信服。子女们没有有意识地学习模仿父母，更多地是

发生在潜意识层面，且无意识地发生，这就涉及代际传递过程

中的情感动力传递。

对于这类直接的代际传递，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两代家庭的

影响，有时还会发现更多代家庭的影响，这就是家族理念的传

承［６７］。有些家庭在运作过程中不仅受家庭成员、社会环境的

影响，还会受到一些家族理念的影响。比如，一位男性来访者的

夫妻关系矛盾重重。他的家族世代书香门第，都受到过良好的

教育，还有不少家族成员担任过教育或研究部门的领导。家族

的理念是一定要寻求最好的教育，教育是立命之本。他本人也

是如此，在研究生快毕业的时候匆匆找了一个师妹，师妹也是

专注学习，学习成绩优秀。至于２个人性格是否和谐互相接纳，
他对对方是否有性的激情，则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结果婚后发

生性格等方面的冲突，并且性生活不和谐，严重影响了双方的

关系。所以，笔者曾对来访者开玩笑说，你不能只以“理性”的

名义结婚，还要有考虑一些“感性”内容。

１２　基本的情感基础和两性情感关系模型的建立［８９］

原生家庭除了给子女温饱，更重要的是让子女在父母的呵

护下，在依赖感、安全感和爱这样一些人生重要情感性方面也

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这就出现了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另

一类影响，即情绪情感的影响。情绪情感的影响不仅来自于子

女对父母的直接习得，还来自于父母能否满足子女的对于一些

重要情感的固有需要。所以，本段题目就包含了２个影响因素：
其一，子女婚姻夫妻之间的情感基础受到了来自父母之间情感

模式的影响；其二，子女婚姻夫妻之间的两性关系模型也会受到

来自父母之间关系模式的影响，包括亲密情感怎样满足、满足的

表征、满足的体验和满足的方式。

各个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在这方面常见的影响是依赖、安

全感和爱的满足方式的差异性。比如，有些父母认为孩子从小

要学会自立，在对待孩子的教养方式上更多的是鼓励、让孩子面

对困难自己去实践和克服，以及一些严肃的说理，温情、亲昵则

少了很多。在这种环境中，孩子依然得到了依赖感、安全感和

爱，感受到了父母就是自己的坚强后盾，父母给了我许多知识，

时刻在支持我。在构成依赖感、安全感和爱的内容上，展示更多

的是鼓励、指明方向等理性成分。另有一些父母会基于个人经

历或某些观念的影响，更愿意给孩子一些温情和亲昵，孩子是在

拥抱、亲吻并伴有许多任性撒娇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种环境

中，孩子也感受到了依赖感、安全感和爱，但在感受依赖感、安全

感和爱的内容上，更多地体现在感性成分。这就为子女的婚姻

带来了影响。作为后一类孩子，当他们结婚以后，只有对方经常

地给予自己温柔、亲昵才会感到安全、依赖和被爱，才会相信这

是继父母家庭后又一个可以依赖的家庭。如果这些孩子长大后

碰到的是第一类孩子，就可能出现家庭关系的不和谐。第一类

孩子在面对第二类孩子时，他们并不是不想给对方依赖、安全和

爱，只是表达方式和体验方式和第二类孩子不一样。他们不习

惯夫妻之间经常的亲亲密密、聊聊我我，在已有的亲密之中，他

们体验到的也不是依赖、安全和爱，可能更多的一类是性的激

情，认为这只是发生性关系的前奏曲，不能常有，如果被要求经

常这样就可能认为很做作，而让他们经常主动表现出温柔、亲昵

则有难度，这就可能引起第二类孩子的误解，你是不是还爱我，

因为经常的温柔和亲昵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是一种日常现象，是

我得到依赖和安全感的重要内容。

１３　畸形的情感产生
如果原生家庭的环境，包括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是不健康

的或不完整的，就有可能在子女长大组成家庭后对亲密伴侣或

家庭表现出一些不健康的情感，所谓畸形的情感［１０１１］。继而造

成子女婚姻问题，有损于对方也有损于自己及家庭。比如，父母

双方关系不好，冷漠、经常争吵，并把不满发泄到孩子身上。或

是在教养方式上，采用专制式或放纵式，或是单亲家庭。其表现

为子女在自己的婚姻关系中会对一些重要情感敏感，表现为过

度追求，过度追求安全、依恋或爱。或反向形成，逃避各种感情，

不懂得怎样爱别人，自我中心，或情绪情感的表达具有儿童式特

点，幼稚。

比如，某３１岁女性来访者结婚３年，３年来每晚就寝前一
定要让丈夫站在她面前举右手大声保证“我爱你，十分爱你，永

远爱你，背叛你就遭雷劈”。丈夫有时会不耐烦，女子就会大

哭，吓得丈夫再不敢不从。某３０岁女性来访者正在热恋之中，
非常见不得男友与其她女性说话玩笑，经常偷窥男友的手机，只

要是女性给男友打来的电话，她都会感到紧张无比，尽管男友一

再保证但丝毫不起作用。来访者为此感到精疲力竭，乃至怀疑

自己是否有能力结婚，其男友也很不愉快。某３７岁男性来访
者，从二十几岁就开始找对象，至今尚未找到合适的女朋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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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因为他从每一位女朋友身上都能找到一些对自己安全有损

的东西，女孩不能个子太高也不能太矮，不能挣钱太多也不能

挣钱太少，个性不能太强势，个性太柔弱也不好。但奇怪的是，

如果女孩不提结婚只保持同居关系，他的恐惧感就没有，可以

一直同居下去，但对方一提想结婚，他就会想起各种不安全的

因素，于是逃之夭夭。这３个来访者，我们都发现了早期的原生
家庭教养问题和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问题。他们的原生家庭

体现出一些共同特点，一个情感粗暴不会给子女温柔鼓励的父

亲，一个被父亲“欺负”而经常向子女抱怨、无暇关心子女的母

亲。原生家庭问题的结果使得这几位来访者从小就有一些重

要情感的缺失。长大成人后，前２位女性来访者在建立和经营
自己的婚姻关系时，对一些重要情感表现为过度追求，而后１位
男性来访者则表现出逃避这些重要情感。

Ｈａｗｓ等［１２］认为，童年时候因为家庭原因造成儿童的一些

重要情感未能得到满足，这些未满足的情绪情感不会随着年龄

的长大而消失，反而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具有过度补偿或逃避

性特点，这与正常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在重要情感的追求上有很

大区别。如何满足和回应这种因重要情感缺失而发自内心的

冲动和欲望，在婚姻关系中去寻找满足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Ｈａｗｓ等［１２］认为，这样的子女在组成家庭后会希望在情感上找

到他们在原生家庭中未得到的需要，如肯定、自由、感到自己独

特等。

"

　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影响的理论研究
２１　内射性认同与投射性认同理论

现代精神分析研究者们很关注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影

响，并重点研究了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影响，在后

现代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试图理论解释和临床验证，提出了

内射性认同与投射性认同理论［１３１４］

发生在童年时期的内射与内射性认同是２个有区别的概
念。在一般的健康家庭里，孩子对于父母都会发生内射性，也就

是会吸纳来自父母和家庭环境中的许多内容，这些内容主要包

括一些感受、想法，并构成自我的一部分。内射的效果是孩子与

父母建立了某种早期的情感关系，父母的许多心理特征变成了

孩子的一部分，并使孩子演变成一些新的知觉模式，这些知觉

模式会一直延续到成人。内射性认同就要复杂很多，并且具有

心理病理性意义。如果这个家里的父母或家庭环境是有问题

的，特别是让孩子的很多重要情感得不到满足甚至感到恐惧，

就很容易发生内射性认同现象。孩子对父母的内射性认同吸

纳的内容具有矛盾复合体现象，所吸纳的包括感觉到父母的

爱、对父母敬仰的内容，也包括对父母的恨和害怕的内容。更重

要的是，这２部分内容会分别进入孩子的不同意识层面，孩子对
父母的爱、钦佩或敬仰的正性的内容进入到意识层面，对父母

恐惧、焦虑、困惑等不喜欢的负性内容则被压抑进入到了潜意

识层面。如果原生家庭有很大问题，将使孩子感觉到更多的痛

苦，更多地被压抑到潜意识层面，这就为日后孩子长大建立自

己的婚姻关系时埋下了隐患。

在有问题的原生家庭中，孩子内射性认同了太多的来自父

母及家庭环境的复合性的内容，正性和负性。孩子长大成人后，

正性的内容会活跃在孩子的意识层面，给孩子带来一些好的影

响。比如，笔者曾经看到一位女性来访者平日努力工作、不怕挫

折，了解过去发现来访者的母亲也是这样努力工作、不怕挫折

的人；某男性来访者喜爱读书，喜欢谈论琴棋书画，了解过去发

现来访者的父亲也是这样一个人。但是，这２位来访者的婚姻
却不幸福。究其原因，孩子从小的内射性认同里被压抑到潜意

识里的负性内容影响了他们的婚姻关系，发生了投射性认同现

象。

第一位女性来访者，尽管其母亲在工作上是令女儿钦佩的，

但她的父母关系是不好且严重缺乏爱的，导致最终离婚。这些

家庭关系经常让她从小在家里没有安全感，对吵架中的父母感

到恐惧。于是把妈妈好的一面，努力工作不怕挫折留在了女性

来访者的意识层面，并以此得到一些鼓励和安全感，但对妈妈不

好的一面，总与父亲吵架、多疑、不关心孩子等就被压抑到来访

者的潜意识层面，平时感觉不到，但并没有消失。当来访者自己

要构建亲密关系时，潜意识的内容就被唤醒了，她把这些被压抑

的自己极不喜欢的东西投射到了自己丈夫身上，总抱怨丈夫不

够爱她、有二心，找出很多没有证据的“证据”，以证明自己是公

正客观的。但是，她却经常介绍一些生意上的女同伴与丈夫建

立联系，好像又在故意制造丈夫“出轨”的机会，一旦有了所谓

证据，新一轮“公正审判”又重新开始。这就是投射性认同现

象。这一切都在来访者潜意识的影响下完成。为什么会这样？

攻击丈夫实际上是在攻击自己潜意识里那些感到痛苦不能接

纳的内容［１５］，并以此与丈夫保持一种带有原始的交流，以满足

自己因为童年创伤而使自己缺失的部分心理需求。通过控制丈

夫而控制自己内心的那些潜意识活动，并使自己潜意识中的那

些恐惧、痛苦被理解，继而接纳自己。但是，投射性认同的结果

是妻子与丈夫的许多心理认知界限消失，丈夫成了妻子的一部

分，导致妻子对丈夫不尊重，可以以自己建构的想法行为勾勒丈

夫，并在丈夫面前象小孩一样任性，缺乏成人式交流。

Ｊｉｌｌ［１４］描述了这样的儿童因为童年期感受到了强烈的来自
父母造成的各种负性情感，长大成人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内容以

投射性认同的方式投射到对方身上，而丈夫或妻子是最容易的

投射载体。其具体表现为：（１）将内在经历中无法忍受的部分
投射到对方身上；（２）与被投射的部分保持共情；（３）然后，这个
外在客体（丈夫或妻子）就会被投射的部分占领、控制。

２２　自我分化理论
Ｂｏｗｅｎ理论认为，个体的成长过程中有一种个性情感上的

自我分化现象，就是自我从其所依附和寄托的原生家庭系统中

分化出来的过程［１６］。自我分化意指自我在心智上、情感上能够

脱离原生家庭并独立为成熟的个体。原生家庭对孩子的教养方

式和给予的情感依恋和表达模式直接影响到孩子长大后的自

我分化程度。

自我分化程度高的人在与妻子或丈夫的亲密关系中能够

同时体验并有维持亲密和独立的能力。而自我分化水平低的

人，其行为更多地表现为对对方的过渡依赖，即在情感上与他人

黏附与纠缠，这种在情感上与他人的黏附与纠缠，用亲密这个词

形容并不确切，甚至不含有亲密成分，更多的是对对方的控制欲

和占有欲。有趣的是，这类人往往会选择与自己分化程度相似

的人作为亲密伴侣。其原因在于自我分化水平低的人有其一些

共同的外在表现特征：幼稚、考虑问题简单化，具有自动化情绪

反应特点，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这样会更容易使双方产生共情，

并满足双方对对方的控制和占有欲。但是，一旦组成了家庭，就

会形成一个分化水平很低的家庭，而不仅仅是个人了，继而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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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化之家庭的种种问题现象［６，１５］

某夫妻刘先生和王太太来咨询，问题是他们１５岁的儿子参
加不好的团伙，凑在一起抽烟喝酒。夫妻向咨询师咨询如何教

育孩子，但经过几次交流后咨询师发现孩子的问题不是孤立

的，更大的问题来自于父母，而父母的问题来自于父母原生家

庭的影响。刘先生从小失去父亲，他和他的姐姐由母亲一手养

大。母亲对姐弟俩的照顾抚养尽心尽力，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

母亲对孩子的要求也很高、很挑剔，对他们想做学习之外的任

何事情都表示厌恶，经常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他们的生活。刘

先生在上大学后再也不能容忍母亲，和母亲大吵一次后便很少

回家，他的姐姐却始终没有逃脱并一直单身，还和母亲住在一

起。

王太太来自一个热闹亲密的家庭，她和２个姐姐以及父母
之间关系一直十分和谐、亲密相处。大学毕业后因工作关系离

开了父母和姐姐们，一个人来到一个新城市，认识了刘先生。２
人见面后立刻为对方所吸引，他们都感到孤独，因为远离了家

庭。经过一番短暂的激情恋爱后很快结婚，然而，亲密并没有维

持很久，没有和独裁的母亲做好自我分化的刘先生对批评和控

制极端敏感。即使王太太一点点的指责或想改变他的行为习

惯，他都会变得狂怒不止。而王太太则希望在婚姻中重建过去

家庭的亲密。但当她走近他提议一起做一些事情时，刘先生却

觉得厌恶，进而认为王太太是侵犯他的独立，２个人的关系变得
不那么亲密了。后来他们有了儿子，这成了王太太无止境寻求

亲密的一条出路。对她来说，孩子就是一切。她细心地呵护他、

温柔地照顾他，满足他的一切需要。当刘先生想插手照顾儿子

的时候，王太太总是站在旁边审视着、纠正着。这让刘先生很不

高兴，渐渐地让王太太独自去照顾孩子，自己撒手不管了。儿子

在母亲的溺爱下长大，非常自我，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但母亲却

一再迁就他。刘先生被妻子和儿子排除在外，有的只是工作，王

太太则疏远了丈夫，并整天被儿子的问题搞得筋疲力尽。

Ｂｏｗｅｎ［１］认为，原生家庭对子女婚姻的影响，就像２条看不
见的垂直线，年轻夫妻存在着与各自父母之间未解决的情感依

附。不论是我们看到的临床案例，还是学者们揭示的理论分析，

都把个体受原生家庭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和深化［５，１７］。所受

的影响不再局限在某一个人，而是子女第二代的婚姻家庭，子

女的婚姻家庭也不是彼此孤立受影响，而是带着双方原生家庭

的影响彼此互动，互动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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