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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长链非编码ＲＮＡＨ１９（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和微小ＲＮＡ２００ａ（ｍｉＲ２００ａ）在前列腺癌中
的表达及其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及预后的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武汉市武昌医院诊
治的６８例前列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６８例患者设为研究组，另选取同期前列腺增生患者４２例为对
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ｑＲＴＰＣＲ）法检测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采用免疫层析法检测血清前
列腺组织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水平。根据检测结果将前列腺癌患者分为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分为高表达组（４０例）
与低表达组（２８例）；ｍｉＲ２００ａ分为高表达组（３０例）与低表达组（３８例），观察其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
系。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法进行相关性分析；采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绘制前列腺癌患者３年的生存曲线；ＣＯＸ回归模
型分析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研究组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水平显著升高，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ＬｎｃＲＮＡ
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均与淋巴结转移、病理分期、ＰＳＡ表达水平及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Ｐｅａｒｓｏｎ分析显示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 ｍｉＲ２００ａ呈负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ＬｎｃＲＮＡ
Ｈ１９高表达组与ｍｉＲ２００ａ低表达组ＰＦＳ、ＯＳ均分别显著低于低表达组、高表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Ｃｏｘ分析显示，淋巴结转移、ＰＳＡ表达水平、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以及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均
为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论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在前列腺癌组织中表达上调，而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
下调，两者呈负相关，且均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及预后有关，可作为临床诊断、治疗前列腺癌及评估预后的

潜在分子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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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癌是临床常见恶性肿瘤，其发病率与死亡率逐年增
加，但确诊时多处于癌症中晚期［１］，因而寻找分子标记物用于

前列腺癌的预后评估成为临床研究热点［２］。长链非编码 ＲＮＡ
Ｈ１９（ｌｏｎｇｎｏｎｃｏｄｉｎｇＲＮＡＨ１９，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属于母系表达父
系印记基因，可在多种恶性肿瘤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３］。微小ＲＮＡ（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ｍｉＲＮＡ）属于非编码小ＲＮＡ分子，
与肿瘤发生及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显示 ｍｉｃｒｏＲＮＡ２００ａ（ｍｉＲ
２００ａ）可调控肿瘤细胞基因翻译及转录过程，并在多种肿瘤细
胞或组织中呈低表达［４］。近来研究表明，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可竞争
性结合ｍｉＲ２００ａ并抑制靶基因β连环蛋白（βｃａｔｅｎｉｎ）表达，进
而促进结肠癌细胞增殖［５］，而关于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与前
列腺癌的研究相对较少。本研究采用 ｑ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前列腺
癌组织中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并初步探讨其与前列腺
癌发生、发展的关系。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武汉市武昌医院诊治并经
病理确诊的６８例前列腺癌患者作为研究组对象。纳入标准：①
所有受试者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或放射治疗；②首次确诊为前列
腺癌患者。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部位原发性恶性肿瘤者；②急
性感染性疾病或先天畸形患者；③严重肝、肾等脏器功能不全
者；④依从性较差者；⑤临床资料不完整者。本研究经武汉市武
昌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１１　主要试剂与仪器　Ｔｒｉｚｏｌ、ＲＮＡ反转录试剂盒、实时荧光
定量ＰＣＲ（ｑＲＴＰＣＲ）试剂盒均购自北京全式金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前列腺组织特异性抗原（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试
剂盒购自武汉明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ＡＢＩ７９００ＨＴ实时
荧光定量ＰＣＲ仪购自美国ＡＢＩ公司；ＵｎｉＣｅｌＤｘＩ８００全自动免疫
定量分析仪购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有限公司。

１１２　荧光定量（ｑＲＴＰＣＲ）法　实时ｑＲＴＰＣＲ法检测前列腺
癌组织中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Ｔｒｉｚｏｌ法提取
ＲＮＡ，将２μｇＲＮＡ反转录为 ｃＤＮＡ。配置 ｑＲＴＰＣＲ反应体系共
为２０μＬ：ＳＹＢＲＧｒｅｅｎｑＰＣＲＭｉｘ（２×）１０μＬ，ｃＤＮＡ１μＬ，正反
向引物各０４μＬ，ｄｄＨ２Ｏ８６μＬ。其中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正向引物
序列为５′ＴＴＣＡＡＡＧＣＣＴＣＣＡＣＧＡＣＴＣＴ３′，反向引物序列为５′
ＧＣＴＣＡＣＡＣＴＣＡＣＧＣＡＣＡＣＴＣ３′，ｍｉＲ２００ａ正向引物序列为５′
ＣＧＣＴＡＡＣＡＣＡＣＴＧＴＣＴＧＧＴＡＡＣＧＡＴＧＴ３′，反向引物序列由试剂
盒提供的通用引物，Ｕ６正向引物序列为 ５′ＡＴＴＧＧＡＡＣＧＡＴＡ
ＣＡＧＡＧＡ ＡＧＡＴＴ３′，反 向 引 物 序 列 为 ５′ＧＧＡＡＣＧＣＴ
ＴＣＡＣＧＡＡＴＴＴＧ３′。引物均由上海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合

成。ｑＲＴ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９５℃ ５ｍｉｎ，９５℃ ３０ｓ，６０℃ ３０ｓ，
共４０个循环，７２℃ ３０ｓ。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均以Ｕ６为内
参基因，反应结束后采用２△△Ｃｔ相对定量法计算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ｍｉＲ２００ａ的相对表达量。
１３　观察指标

所有受试者均于术前１ｄ分别采集清晨空腹静脉血５ｍＬ，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转速离心１５ｍｉｎ，吸取血清于离心管内，采用免疫层
析法检测血清ＰＳＡ水平。
１４　测后随访

采用打电话访问、门诊复查等方式对所有前列腺癌患者进

行随访，随访时间截止于２０１８年８月，统计无进展生存期（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Ｆｒｅｅ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ＰＦＳ）与总体生存时间（ｏｖｅｒａｌ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Ｓ）并绘制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生存曲线。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ｅａｒｓｏｎ法分析 ＬｎｃＲＮＡ
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的相关性；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绘制前列腺
癌患者３年的生存曲线；ＣＯＸ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前列腺癌患者
预后的相关因素；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表示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年龄范围５２岁 ～７３岁，年龄（６３８７±３３６）岁，所有患者
均进行前列腺癌根治性切除术。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病理

分期符合相关标准［６］：Ⅰ期 ２６例，Ⅱ期 ２５例，Ⅲ期 １７例。病
理分级参照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７］：≥７分 ４５例，＜７分 ２３例；按照
ＰＳＡ水平区分［８］：≥１０ｎｇ／ｍＬ５６例，＜１０ｎｇ／ｍＬ１２例。淋巴结
转移患者３３例，淋巴结未转移患者３５例。另选取同期武汉市
武昌医院诊治的前列腺增生患者４２例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５３
岁～７５岁，年龄（６４９７±４２８）岁，所有患者均进行前列腺电切
术。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在前列腺癌及增生组织
中的表达水平比较

　　在研究组患者的前列腺癌组织中，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水平
高于对照组患者的前列腺增生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研究组患者的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低于对照组患者，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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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两组患者前列腺癌组织中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ｍｉＲ２００ａ

研究组

对照组

６８
４２

１３６±０２５
１０３±０１８

０５７±０１５
１０１±０２６

ｔ值 ７４４０ １１２６３

Ｐ值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与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参
数的关系

　　根据前列腺癌中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的平均值（１３６±０２５）、

ｍｉＲ２００ａ的平均值（０５７±０１５），将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分为高表达
组患者（４０例）与低表达组患者（２８例），ｍｉＲ２００ａ分为高表达
组患者（３０例）与低表达组患者（３８例），观察其与前列腺癌患
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显示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
均与淋巴结转移、病理分期、ＰＳＡ表达水平及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明显
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Ｐｅａｒｓｏｎ法分析前列腺癌患者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 ｍｉＲ２００ａ表
达的关系，结果显示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 ｍｉＲ２００ａ呈负相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表２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与前列腺癌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 ［ｎ（％）］

　临床病理参数 例数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高表达（ｎ＝４０）低表达（ｎ＝２８）
χ２值 Ｐ值

ｍｉＲ２００ａ

高表达（ｎ＝３０）低表达（ｎ＝３８）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１３５３ ０２４５ １６１６ ０２０４

　＜６０岁 ２６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３（５０００） １４（５３８５） １２（４６１５）

　≥６０岁 ４２ ２７（６４２９） １５（３５７１） １６（３８１０） ２６（６１９０）

肿瘤直径（ｃｍ） ０２２０ ０６３９ ０１５４ ０６９５

　＜５ ３９ ２２（５６４１） １７（４３５９） １８（４６１５） ２１（５３８５）

　≥５ ２９ １８（６２０７） １１（３７９３） １２（４１３８） １７（５８６２）

精囊浸润 １３６３ ０２４３ ３４２９ ００６４

　有 ３０ ２０（６６６７） １０（３３３３） １７（５６６７） １３（４３３３）

　无 ３８ ２０（５２６３） １８（４７３７） １３（３４２１） ２５（６５７９）

淋巴结转移 ５１１７ ００２４ ４９６３ ００２６

　无 ３５ １６（４５７１） １９（５４２９） ２０（５７１４） １５（４２８６）

　有 ３３ ２４（７２７３） ９（２７２７） １０（３０３０） ２３（６９７０）

病理分期 ８２７５ ００１６ １２１５１ ＜００１

　Ⅰ ２６ １２（４６１５） １４（５３８５） １８（６９２３） ８（３０７７）

　Ⅱ ２５ １３（５２００） １２（４８００） ９（３６００） １６（６４００）

　Ⅲ １７ １５（８８２４） ２（１１７６） ３（１７６５） １４（８２３５）

ＰＳＡ表达水平（ｎｇ／ｍＬ） １０６９１ ＜００１ １３３６３ ＜００１

　≥１０ ５６ ３８（６７８６） １８（３２１４） １９（３３９３） ３７（６６０７）

　＜１０ １２ ２（１６６７） １０（８３３３） １１（９１６７） １（８３３）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３００７３ ＜００１ ３１３８９ ＜００１

　≥７ ４５ ３７（８２２２） ８（１７７８） ９（２０００） ３６（８０００）

　＜７ ２３ ３（１３０４） ２０（８６９６） ２１（９１３０） ２（８７０）

２５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与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分析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与前列腺癌患者预

后（ＰＦＳ、ＯＳ）的关系，结果显示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高表达组患者 ＰＦＳ
（２１４３％）、ＯＳ（２７３８％），均显著低于低表达组患者 ＰＦＳ
（４７６２％）、ＯＳ（５２３８％）。ｍｉＲ２００ａ低 表 达 组 患 者 ＰＦＳ
（２５００％）、ＯＳ（２６９２％）均显著低于高表达组患者 ＰＦＳ
（４８１５％）、ＯＳ（５５５６％）。具体结果详见图２（图 Ａ表示 ＰＦＳ
曲线、图Ｂ表示ＯＳ曲线）、图３（图中 Ｃ表示 ＰＦＳ曲线、图 Ｄ表
示ＯＳ曲线）。
２６　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分析

将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相关因素进行Ｃｏｘ分析结果显

示，淋巴结转移、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ＰＳＡ表达水平以及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与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均为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

　讨论
前列腺癌是发病于男性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其发病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早期诊断与病情评估对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及

改善预后均具有重要意义［９］。由于前列腺癌易被误认为前列

腺增生造成早期诊断的难度增大，影像学检查、ＰＳＡ检查均具有
一定敏感性但特异性较低，常存在漏诊、误诊等情况进而延误最

佳治疗时机［１０］。因此，探寻用于诊断前列腺癌的特异性分子标

志物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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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的相关性分析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位于人染色体１１ｐ１５５，在胃癌组织中表达水
平升高，沉默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后可促使胰腺癌细胞凋亡［１１］。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还可与肿瘤细胞中ＥＺＨ２蛋白结合并激活Ｗｎｔ／β
ｃａｔｅｉｎ信号通路，进而促进上皮细胞间质转化，导致肿瘤细胞迁
移、侵袭［１２］。近来相关研究表明，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可能是通
过调控ＣＰＴ１Ｃ蛋白表达而达到调节癌细胞的迁移及侵袭［１３］。

有研究显示，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还与肿瘤患者 ＴＮＭ分期、病理分级
及患者生存期有关，ｃＭｙｃ基因可直接调控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
并促进癌细胞增殖进而影响患者生存期，可作为治疗肿瘤的生

物学靶点［１４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在前列腺癌中
呈高表达，且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淋巴结转移、病理分期、ＰＳＡ表达
水平及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明显相关，随着前列腺癌患者临床分期的
增加，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水平显著升高，推测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可用
于鉴别早期前列腺癌患者并可能提高诊断准确率，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高表达可能与前列腺癌发生及发展过程有关，而通过分析 Ｌｎ
ｃＲＮＡＨ１９在前列腺癌中具体生物学功能可能与肿瘤患者的组
织学类型及肿瘤微环境，但是具有机制还有待更深层次分析。

图２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表达与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图３　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与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关系

表３　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相关因素的Ｃｏｘ分析

　影响因素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ＨＲ值 ９５％ＣＩ值

淋巴结转移 ０４０６ ０２５８ ２４７６ ００３５ １５０１ １１２０～２０１１

ＰＳＡ表达水平 ０４７８ ０２５６ ３４８６ ００２６ １６１３ １２１３～２１４５

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 ０５１０ ０２７６ ３４１２ ００２８ １６６５ １２３７～２２４１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０７１３ ０３１８ ５０２５ ００１８ ２０４０ １５７９～２６３５

ｍｉＲ２００ａ ０７３９ ０３２６ ５１３８ ００１３ ２０９４ １６１４～２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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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ｉＲ２００ａ属于微小 ＲＮＡ２００（ｍｉＲ２００）家族成员，位于人
１ｐ３６３３染色体，目前研究显示，ｍｉＲ２００ａ异常表达与乳腺癌、
肺癌等恶性肿瘤发生及发展密切相关［１６］，可负向调控Ｅ盒结合
锌指蛋白１／２（ＺＥＢ１／ＺＥＢ２）并上调钙黏附蛋白 Ｅ（Ｅ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表达、阻止上皮间质转化进而抑制肿瘤细胞侵袭及转移［１７］。还

有研究发现ｍｉＲ２００ａ在卵巢癌组织中低表达并与患者预后及
肿瘤恶性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１８］。本研究结果显示，前列腺癌

组织中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显著降低，并随前列腺癌的临床分
期、ＰＳＡ水平、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的增加而下调，提示 ｍｉＲ２００ａ在前
列腺癌发生及发展过程中可能发挥抑癌基因的作用，但是其发

挥作用的分子调控机制尚未明确。相关研究表明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
表达可负向调控ｍｉＲ２００家族基因表达，并通过促进上皮细胞
间质转化进而促进肿瘤迁移及侵袭［１９］。本研究结果显示 ｍｉＲ
２００ａ与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呈负相关，由此推测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上调表
达可能促使了ｍｉＲ２００ａ表达水平下调，进而促进前列腺癌发生
及发展。同时，本研究结果显示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高表达水平与
ｍｉＲ２００ａ低表达水平的患者预后不良，Ｃｏｘ分析显示，淋巴结转
移、Ｇｌｅａｓｏｎ评分、ＰＳＡ表达水平及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与 ｍｉＲ２００ａ表
达水平均为影响前列腺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进一步说明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在前列腺癌中存在异常表达，且与患者
临床病理特征密切相关，推测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ｍｉＲ２００ａ对前列腺
癌的发生发展及预后评估具有一定的作用，关于前列腺癌发生

及发展过程中 ｍｉＲ２００ａ与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的具体作用机制有待
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前列腺癌组织中 ＬｎｃＲＮＡＨ１９高表达、ｍｉＲ２００ａ
低表达，二者可能参与前列腺癌的发生及发展过程并与患者预

后密切相关，可作为前列腺癌早期诊断及评估患者预后的潜在

分子标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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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学检测联合前列腺超声造影对老年患者
前列腺癌的诊断价值分析
王士锋△　王健
湖北钟祥市中医院功能科，湖北 钟祥 ４３１９００

【摘要】　目的　分析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检查联合超声造影诊断老年前列腺癌的价值。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湖北钟祥市中医院诊治的５０例前列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
５０例患者设为前列腺癌组，另将５０例非前列腺癌患者设为非前列腺癌组。所有患者均行超声造影检查和
血清ＰＳＡ检查。对比前列腺癌组与非前列腺癌组年龄、前列腺体积、超声造影参数（强度减半时间、绝对增
强强度、峰值强度、基础强度、加速时间、达峰时间、显影时间）；对比两组血清游离ＰＳＡ（ｆＰＳＡ）、血清总 ＰＳＡ
（ＴＰＳＡ）、游离前列腺特异抗原／前列腺特异抗原比值（ｆ／ＴＰＳＡ）、ＰＳＡ密度（ＰＳＡＤ）；分析不同病理类型患者
血清ＰＳＡ水平分布情况；经ＲＯＣ曲线评估血清ＰＳＡ、超声造影在该病中的诊断价值。结果　①与非前列腺
癌组相比，前列腺癌组强度减半时间、加速时间、达峰时间、显影时间均更短，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②前列腺癌组患者 ＴＰＳＡ、ＰＳＡＤ组水平均较非前列腺癌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③结节型和隐匿性血清ＰＳＡ＜４ｎｇ／ｍＬ率最高，弥散浸润伴结节型＞１００ｎｇ／ｍＬ最高，不同病理分型的前列腺
癌患者血清ＰＳＡ水平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超声造影参数中仅达峰值时间、显影时间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超过０５。血清 ＰＳＡＤ、ＴＰＳＡ联合达峰值时间、显影时间诊断该病的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
０９２４。结论　血清ＰＳＡＤ、ＴＰＳＡ联合超声造影能提高老年前列腺癌诊断价值，其中血清ＰＳＡ能辅助疾病类
型鉴别。

【关键词】　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超声造影；老年患者；前列腺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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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ｓｅｒｕｍＰＳＡｃａｎａｓｓｉｓｔｉｎ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ｔｙｐ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ｇｅｎ（ＰＳＡ）；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ｕｌｔｒａｓｏｕｎｄ；Ｅｌｄｅｒｌｙ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ｃａｎｃｅｒ；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前列腺癌是前列腺上皮性恶性肿瘤，前列腺癌发病与遗传
因素相关，若家族成员无前列腺癌史，则其他成员患前列腺癌

的相对危险度为１，绝对危险度为８；家族成员有前列腺癌史则
其他成员患前列腺癌的相对危险度为５，绝对危险度高达３５～
４５；此外影响前列腺癌发病率的因素包括饮食习惯、性生活习
惯，性生活多则患该病的风险较大［１２］。前列腺癌主要临床表

现为压迫症状、转移症状，其中压迫症状是前列腺腺体逐渐增

大后对尿道形成压迫引起的，导致进行性排尿困难，表现为尿

流中断、射程短、尿线细、尿后滴沥、排尿费力、排尿不尽、尿流缓

慢，此外有夜尿增多、尿急、尿频甚至尿失禁；肿瘤对直肠压迫导

致肠梗阻、大便困难，肿瘤压迫精管导致射精缺乏，压迫神经导

致阴部疼痛，患者可伴有坐骨神经放射痛［３４］。但前列腺癌早

期并无明显症状，即使出现上述症状也因为特异性不足容易漏

诊或误诊。目前主要依靠直肠指诊、经直肠前列腺超声、盆腔磁

共振（ＭＲＩ）检查、穿刺活检、ＣＴ扫描和血清ＰＳＡ；其中穿刺活检
是目前该病的诊断金标准，但穿刺活检标本有限，且为有创操

作，可重复性差［５］。因此必要寻找更好的诊断方案，本文分析

了血清ＰＳＡ指标联合超声造影诊断老年前列腺癌的价值。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湖北钟祥市中医院诊治
的５０例前列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这５０例患者设为前列
腺癌组，另将５０例非前列腺癌患者（包括４２例前列腺增生，６
例慢性纤维性巨细胞前列腺炎，２例急性细菌性前列腺炎）设为
非前列腺癌组。纳入标准［６７］：①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在２００４年
推出的《泌尿系统及男性生殖器官肿瘤病理学和遗传学》中前

列腺癌诊断标准；②血清ＰＳＡ异常升高（＞４μｇ／Ｌ），直肠前列腺
超声、磁共振成像、ＣＴ、直肠指检中至少有１项提示异常；③年
龄≥６０岁；④签署知情同意书；⑤均行经穿刺活检。排除标
准［８９］：①已经接受过影响血清 ＰＳＡ水平的治疗，如辛伐他汀、
非甾体类消炎药等；②有严重心脏病史、过敏史；③严重肝、肾、
脑疾病；④精神疾病史；⑤凝血功能异常；⑥意识障碍。本研究
已获湖北钟祥市中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经直肠前列腺超声造影　使用飞利浦 ＩＵ２２型超声诊断
仪，反相脉冲谐波造影成像，经直肠双面探头频率为５ＭＨｚ～
９ＭＨｚ；先探查所有患者前列腺大小、内部回声，判断前列腺内是
否有结节，判断结节数目及结节中血液供给情况，观察结节大

小。超声造影剂为意大利博莱科公司提供的声诺维，在造影前

先取５ｍｌ生理盐水注入到造影剂冻干瓶中，摇匀后备用，注射器
抽取４８ｍｌ造影剂后经肘静脉团注，开始３ｍｉｎ～７ｍｉｎ的录像，
记录整个造影动态图像。患者改为左侧卧位，给予彩色多普勒

超声检查和二维超声检查，当出现疑似病灶则选择最大切面进

行超声造影检查，观察断面增强模式，造影剂彻底消退后避开

疑似病灶，选择前列腺最大切面再次检查，观察增强模式。使用

飞利浦公司提供的ｏｆｆｌｉｎ超声定量测定工具分析造影录像，选
择对应穿刺点的区域作为感兴趣区（ＲＯＩ），分析前列腺造影强
度曲线（ＴＩＣ），记录造影参数：强度减半时间、绝对增强强度、峰
值强度、基础强度、加速时间、达峰时间、显影时间。经两名工作

经验超过５年的医师独立分析超声造影参数，确保双盲，并获得
一致诊断结果。阳性的判断：当病灶不规则强化，增强中以及增

强后病灶边界清晰，病灶内增强区域与无增强区域交接线不光

滑且连续性差，增强时造影剂表现为快进快出，前列腺中血流信

号明显增多，且这些血流信号走行紊乱或增强不对称。

１２２　穿刺活检　所有患者均行穿刺活检，选取前列腺两侧的
尖部内侧、尖部外侧、中部和底部取穿刺点共１２个进行穿刺，用
巴德自动活检钳获取活检组织，将组织分别放在有标注部位的

无菌容器中，经１０％甲醛溶液处理后送往病理组织检查。
１２３　血清ＰＳＡ指标检查　清晨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２ｍｌ，离
心处理１０ｍｉｎ，３０００ｒ／ｍｉｎ；获取上清液并将其放置在２０℃冰箱
中保存待测，使用ＥｌｅｃｓｙｓｔｏｔａｌＰＳＡ试剂盒罗氏全自动电化学发
光免疫系统检测ＰＳＡ相关指标，包括 ｆＰＳＡ、ＴＰＳＡ、ｆ／ＴＰＳＡ，计
算ＰＳＡＤ。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血清游离 ＰＳＡ（ｆＰＳＡ）、血清总 ＰＳＡ（ＴＰＳＡ）、游
离前列腺特异抗原／前列腺特异抗原比值（ｆ／ＴＰＳＡ）、ＰＳＡ密度
（ＰＳＡＤ）；分析不同病理类型患者血清 ＰＳＡ水平分布情况；经
ＲＯＣ曲线评估血清ＰＳＡ、超声造影在该病中的诊断价值。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析
计量资料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
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检验标准：设 α＝
００５，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前列腺癌组患者与非前列腺癌组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年龄、前列腺体积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前列腺体积（ｃｍ３）
前列腺癌组　 ５０ ６９９５±２２１ ５９３３±１４２３

非前列腺癌组 ５０ ６７９８±７２１ ６１４９±１５３２

ｔ值 ３９５ ４６２

Ｐ值 ０３２１８ ０６２０８

２２　两组患者超声造影参数对比
与非前列腺癌组患者相比，前列腺癌组患者强度减半时间、

加速时间、达峰时间、显影时间均更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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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５）。两组患者绝对增强强度、峰值强度、基础强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超声造影参数对比（珋ｘ±ｓ）

　超声造影参数
前列腺癌组

（ｎ＝５０）
非前列腺癌组

（ｎ＝５０）
ｔ值 Ｐ值

强度减半时间（ｓ） ３６０２±９６５ ４９５１±１２３２ １２３２ ０００００

绝对增强强度（ｄＢ） ２６３４±７６２ ２４６５±９２１ ６３２ ００８１５

峰值强度（ｄＢ） ２３６２±６９５ ２２０１±１０２ ４９５ ００９１２

基础强度（ｄＢ） ４１６±１４０ ４７５±０９８ ５０８ ０７０２１

加速时间（ｓ） １２３０±２４５ １９７１±５３２ １００７ ０００００

达峰时间（ｓ） ２３４２±６３１ ３５１２±９２０ １１９９ ０００００

显影时间（ｓ） １１２８±１３２ ２０９８±３９９ １５０１ ０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血清ＰＳＡＤ指标对比
前列腺癌组患者ＴＰＳＡ、ＰＳＡＤ组水平均较非前列腺癌组患

者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前列腺癌组患者前列腺癌不同病理分型血清 ＰＳＡ水平分
布情况对比

　　前列腺癌组患者结节型和隐匿性血清 ＰＳＡ＜４ｎｇ／ｍＬ率最
高，弥散浸润伴结节型 ＞１００ｎｇ／ｍＬ最高，不同病理分型的前列
腺癌患者血清ＰＳＡ水平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前列腺癌组患者血清ＰＳＡＤ、ＴＰＳＡ联合达峰值时间、显影
时间诊断老年前列腺癌价值分析

　　对前列腺癌组患者工作特征（ＲＯＣ）曲线分析发现，ＰＳＡＤ、Ｔ
ＰＳＡ和达峰值时间、显影时间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８１０、０７２１、
０８５１和０８１１，４项指标联合时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９２４。

表３　两组患者血清ＰＳＡＤ指标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ＰＳＡ（ｎｇ／ｍｌ） ＴＰＳＡ（ｎｇ／ｍｌ） ｆ／ＴＰＳＡ ＰＳＡＤ（ｍｇ·Ｌ－１·ｍｌ－１）
前列腺癌组　 ５０ ６０７±１９５ ３９４９±１１３２ ０２１±００８ ０８０±０２１

非前列腺癌组 ５０ ５５９±２０１ １５９６±４５２　 ０２２±００６ ０２５±００７

ｔ值 ３３２ １２３０ ０６２ ９６６

Ｐ值 ０６０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９５４０ ０００００

表４　前列腺癌组患者前列腺癌不同病理分型血清ＰＳＡ水平分布情况对比［ｎ（％）］

病理分型 例数 ＜４ｎｇ／ｍＬ ４ｎｇ／ｍＬ～１０ｎｇ／ｍＬ １０ｎｇ／ｍＬ～１００ｎｇ／ｍＬ ＞１００ｎｇ／ｍＬ

结节型 ２３ １３（５６５２） ５（２１７４） ３（１３０４） ２（８７０）

隐匿性 １０ ６（６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 ０（０００）

弥散浸润型 ９ 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３） ５（５５５６） １（１１１１）

弥散浸润伴结节型 ８ ０（０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２（２５００） ４（５０００）

χ２值 ３２３０

Ｐ值 ０００２１

#

　讨论
前列腺癌特异性抗原（ＰＳＡ）是前列腺最有特异性的肿瘤标

志物之一，ＰＳＡ经前列腺上皮细胞分泌，其在血液中以３种形式
存在：游离状态，即 ｆＰＳＡ；与 α２巨球蛋白酶形成的复合物即
ＰＡＳα２Ｍ；与α１抗糜蛋白酶形成的复合物，即 ＰＳＡＡＣＴ［１０１１］。
健康情况下，外周血ＰＳＡ水平较低，这是因为基底膜、基地细胞
层、内皮层构成的屏障将富含ＰＳＡ的前列腺腺泡内容物与淋巴
系统间隔开来；而发生肿瘤或者其他病变时导致这层屏障受

损，导致腺管内容物渗入淋巴系统，并进入血液循环中，故患者

外周血ＰＳＡ水平明显升高［１２］。本研究通过对比发现前列腺癌

组患者ＴＰＳＡ水平均较非前列腺癌组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提示ＰＳＡ在前列腺癌肿具有一定诊断价值。事实
上目前已经有许多研究发现ＰＳＡ在鉴别前列腺癌上有价值，荟
萃分析指出早期前列腺癌肿约有６２％～７０％的患者ＰＳＡ增高，
８５％～１００％的晚期前列腺癌出现 ＰＳＡ增高，ＰＳＡ＞１０ｎｇ／ｍｌ时
对前列腺癌的阳性预测值为５０％，当血清 ＰＳＡ＞２０ｎｇ／ｍｌ时极
少患者能幸免于前列腺癌［１３１４］。目前临床常用０ｎｇ／ｎｌ～４ｎｇ／ｎｌ
为ＰＳＡ正常范围，并以此进行前列腺癌筛查，其诊断特异性为
５９２％，敏感性为７８７％，由此可见此时的特异性并不高，在前

列腺癌早期诊断中仍然有加大困难［１５］。为了提高 ＰＳＡ鉴别前
列腺癌与非癌性前列腺疾病，本研究分析了 ｆＰＳＡ、ＴＰＡＳ、ｆ／Ｔ
ＰＳＡ和 ＰＳＡＤ在前列腺癌组患者和非前列腺癌组患者中的差
异，发现前列腺癌组患者 ＴＰＳＡ、ＰＳＡＤ组水平均较非前列腺癌
组患者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ＳＡＤ是指单位体
积前列腺组织ＰＳＡ含量，一些研究指出良性肿瘤的 ＰＳＡＤ低于
恶性肿瘤，单位体积癌组织 ＰＳＡＤ值时良性组织的１０倍，有研
究发现，当ＰＳＡＤ为４ｎｇ／ｍｌ～１０ｎｇ／ｍｌ，能显著减少恶性肿瘤漏
诊率［１７１８］。但是无论是血清ＴＰＳＡ还是ＰＳＡＤ均受一些因素限
制，例如年龄和肿瘤体积。虽然本研究已经排除了年龄和肿瘤

体积差异带来的影响，但在实际临床中仍然难以排除［１９２０］。因

此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其联合超声造影的价值。

通过对比前列腺癌组患者和非前列腺癌组患者的前列腺

疾病超声造影参数（强度减半时间、绝对增强强度、峰值强度、

基础强度、加速时间、达峰时间、显影时间），发现与非前列腺癌

组患者相比，前列腺癌组患者强度减半时间、加速时间、达峰时

间、显影时间均更短，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患者绝对增强强度、峰值强度、基础强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进一步分析发现，ＲＯＣ曲线中以上指标中仅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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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造影参数中仅达峰值时间、显影时间的ＲＯＣ曲线下面积超过
０５。达峰值时间、显影时间 ＲＯＣ曲线下面积为０８５１、０８１１。
超声造影达峰值时间、显影时间联合ＰＳＡＤ、ＴＰＳＡ时ＲＯＣ曲线
下面积为０９２４。提示此时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最高。考虑是
因为超声造影与血清 ＰＳＡＤ、ＴＰＳＡ受到的限制因素不同，可以
互相密度，从检验学和影像学综合评估病灶性质，有利于前列

腺癌症诊断。此外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不同病理分析的前列

腺癌患者血清ＰＳＡ水平分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提示血清ＰＳＡ联合超声造影可能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前列腺癌
类型诊断，这是今后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综上所述，血清ＰＳＡ相关指标联合超声造影参数能进一步
提高诊断前列腺癌的价值，利于前列腺癌早期确诊和治疗；可

能利于前列腺癌病理分型；今后需要加大样本量并进一步分

析，提高研究价值，辅助临床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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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浸润性膀胱癌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进行同期经尿
道电切术的可行性研究
陈忠　温志强　李志广　唐金琦　纪梓良△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泌尿外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非浸润性膀胱癌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进行同期经尿道电切术的可行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诊治的９２例非浸润性膀胱癌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将９２例患者分为研究组Ａ（ｎ＝３２）、研究组Ｂ（ｎ＝３５）和对照组（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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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研究组Ａ进行传统的膀胱部分切除术、耻骨上前列腺摘除术。研究组 Ｂ进行同期经尿道膀胱肿瘤
电切术合并前列腺汽化电切术。对照组进行同期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比较各组临床疗效，术后前列腺

症状改善情况及生活质量，术后性功能、并发症及复发情况。结果　研究组Ｂ与研究组Ａ比较，具有术中出
血量少，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住院时间短的优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且术
后前列腺症状改善情况、患者生活质量基本一致，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ＰＶＲ值、ＭＲＦ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各组术后性功能指标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组Ｂ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明
显低于研究组Ａ，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与对照组差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的复
发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同期经尿道进行膀胱肿瘤与前列腺电切术能够明显改善患者
的前列腺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安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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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膀胱肿瘤为泌尿外科常见恶性疾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１］。良性前列腺增生为中老年男性的多发病，能够引

起下尿路梗阻，导致残余尿量增多，尿液的滞留导致致癌物质

在膀胱内接触膀胱黏膜时间较长，这也增加了罹患膀胱癌的可

能性［２］。据统计，７％的膀胱癌患者合并有良性前列腺增生的
发生［３］。经尿道电切手术是一种全新的内腔镜治疗技术，常用

于膀胱癌及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本研究旨在分析非浸润

性膀胱癌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进行同期经尿道电切术的可行

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
诊治的９２例非浸润性膀胱癌合并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均为膀胱肿瘤初发、单发患者；经术前影
像学检查、膀胱镜检，术后病理检查确诊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

尿路上皮细胞癌；②经术前直肠指诊、彩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
（ＰＳＡ）结果诊断为良性前列腺增生；③具有完整的临床各项检
查资料、围术期资料。排除标准：①膀胱肿瘤复发、多发患者；合
并严重的心、肝、肺功能障碍；②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存在既
往泌尿系统手术史；③临床各项检查资料、围术期资料不完整。
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南方医科大学深圳

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根据手术方式不同，将９２例患者分为研究组Ａ（ｎ＝３２）、研

究组Ｂ（ｎ＝３５）、对照组（ｎ＝２５）。研究组Ａ进行膀胱部分切除
术、耻骨上前列腺摘除术。患者硬膜外麻醉后，根据膀胱肿瘤位

置确定手术切口位置，纵行切开膀胱前壁，用电刀切除肿瘤及周

围２ｃｍ正常膀胱壁全层，切口周围黏膜下注射ＩＬ２，蒸馏水浸泡
１０ｍｉｎ。完成耻骨联合上前列腺摘除术后，缝合腺窝，蒸馏水浸
泡５ｍｉｎ，放置气囊，缝合。研究组 Ｂ进行同期经尿道膀胱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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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切术＋前列腺汽化电切术。患者连续硬膜外麻醉后，应用汽
化电切镜、电极在多媒体监视下操作。冲洗液持续低压膀胱冲

洗，经尿道置入汽化电切镜。经膀胱镜观察肿瘤大小、部位、数

目、形态等，至精阜部位观察前列腺形态。膀胱肿瘤电切术及前

列腺汽化电切术。

对照组患者仅进行经尿道膀胱肿瘤电切术。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比较各组手术时间、出血量、膀胱冲洗时间、留

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②术后临床指标比较：比较各组术后
１２个月时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ＩＰＳＳ）、肿瘤患者生活质量评
分（ＱＯＬ）、最大尿流率（ＭＲＦ）、残余尿量（ＰＶＲ）。ＩＰＳＳ评分为
评价前列腺增生症状严重程度的评分方法，该评分系统中对７
个症状进行评分，评分范围０３５分，分数越高表明症状越严重。
ＱＯＬ评分范围０６分，分数越高表明生活质量越差。③术后性
功能指标比较：比较各组术后１２个月时的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精液量减少发生率。并进行国际勃起功能指数（ＩＩＥＦ５）评分。
该评分系统共计５个调查项目，每个项目评分范围０分～５分，
总分０分～２５分，分数越高表明性功能越佳。④统计各组术后
并发症发生情况。随访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统计各组复发情况。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计量
资料两组独立，正态，方差齐资料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采用ｔ检
验，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非正态数据采用Ｍｅｄｉａｎ（ＩＱＲ）
表示；方差齐的计数资料多组间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

较采用 ＬＳＤ法，样本率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
（％）］表示；应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进行复发情况分析；应用 Ｋａｐ
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曲线来评价总复发率；应用 Ｌｏｇｒａｎｋ检验比较组间是
否有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间手术时间、出血量、

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导尿管时间、住院时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１）。研究组Ａ患者、研究组 Ｂ患者与对照组患
者比较，出血量较多，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

住院时间均较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研究组 Ａ
患者与研究组患者Ｂ比较，出血量较多，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
间、留置尿管时间、住院时间均较长，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珋ｘ±ｓ／ｎ（％）］

项目
研究组Ａ
（ｎ＝３２）

研究组Ｂ
（ｎ＝３５）

对照组

（ｎ＝２５）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６８５±５６ ６９１±５０ ６９４±５４ ２０３１ ０４５１

肿瘤最大直径（ｃｍ） ２２３±０３５２１９±０３７２２０±０２４ ２５６７ ０３３６

就诊原因 ０３０４ ０８５９

　无痛性全程血尿 ２２（６８７５） ２２（６２８６） １７（６８００）

　排尿困难 １０（３１２５） １３（３７１４） ８（３２００）

肿瘤部位 １９８５ ０９２１

　膀胱顶部 ７（２１８８） ９（２５７１） ６（２４００）

　三角区 １２（３７５０） １３（３７１４） ９（３６００）

　两侧壁 １１（３４３８） １２（３４２９） １０（４０００）

　前壁 ２（６２５） １（２８６） ０（０００）

膀胱癌病理分级 ０４１０ ０９８２

　Ⅰ ９（２８１３） １１（３１４３） ８（３２００）

　Ⅱ ２０（６２５０） ２２（６２８６） １５（６０００）

　Ⅲ ３（９３８） ２（５７１） ２（８００）

前列腺增生分度 ０８１０ ０９３７

　Ⅰ ５（１５６３） ７（２０００） ６（２４００）

　Ⅱ １７（５３１３） １９（５４２９） １２（４８００）

　Ⅲ １０（３１２５） ９（２５７１） ７（２８００）

主要合并症 ２０３７ ０９９６

　心血管疾病 ５（１５６３） ５（１４２９） ２（８００）

　呼吸系统疾病 ４（１２５０） ３（８５７） ３（１２００）

　膀胱结石 ３（９３８） ５（１４２９） ２（８００）

　糖尿病 ２（６２５） ３（８５７） ２（８００）

　泌尿系统感染 ４（１２５０） ６（１７１４） ４（１６００）

　急性尿潴留 ３（９３８） ３（８５７） ３（１２００）

表２　三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珋ｘ±ｓ）

项目
研究组Ａ
（ｎ＝３２）

研究组Ｂ
（ｎ＝３５）

对照组

（ｎ＝２５）
Ｆ值 Ｐ值 Ｑ值ａ Ｐ值ａ Ｑ值ｂ Ｐ值ｂ Ｑ值ｃ Ｐ值ｃ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７２７±７３ ５０４±５１ ３２２±３４ ２２３０１ ＜００１ １６３０ ＜００１ １４３７８ ＜００１ １２５４４ ＜００１

出血量（ｍＬ） ２８０４±２８１ １２０７±１２１ ６１４±６２ ３０１２０ ＜００１ ２５６６７ ＜００１ ２３０１４ ＜００１ ２０１６５ ＜００１

膀胱冲洗时间（ｄ） ５８±０６ ２４±０３ ２０±０３ ２１０３ ＜００１ １６２０３ ＜００１ １４３３４ ＜００１ １２１５１ ＜００１

留置尿管（ｄ） ５６±０６ ３６±０４ ２２±０３ １９０６５ ＜００１ １５０２２ ＜００１ １４３２１ ＜００１ １２０３３ ＜００１

住院时间（ｄ） １２７±１３ ９１±０９ ８１±０８ ２００３９ ＜００１ １６３０１ ＜００１ １４２０５ ＜００１ １２０３４ ＜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研究组Ａ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ｂ”项表示，研究组Ｂ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ｃ”项表示，研究组Ａ与研究组Ｂ比较

２３　三组患者术后临床指标比较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三组患者间 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

分、ＭＲＦ、ＰＶＲ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研究组

Ａ患者、研究组Ｂ患者的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ＰＶＲ值均明显低
于对照组患者，ＭＲＦ值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１）。研究组Ａ患者、研究组Ｂ患者比较，上述临床指



·１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９卷　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三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指标比较

三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指标比较结果显示，三组患者间阴茎

勃起功能障碍发生率、精液量减少发生率、ＬＩＥＦ５评分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统计结果显示，研究组Ａ患者、研究组Ｂ患者、对照组患者

的并发症发生情况比较，总发生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１２７６，Ｐ＝０００４）。进一步分析发现，研究组Ａ患者的并发症
发生率明显高于研究组Ｂ患者和对照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χ２＝９３９１，５９８８；Ｐ＝０００２，００１４）。研究组 Ｂ患者、对
照组患者的并发症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０１３８，
Ｐ＝０７１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３　三组患者术后临床指标比较（珋ｘ±ｓ）

项目
研究组Ａ
（ｎ＝３２）

研究组Ｂ
（ｎ＝３５）

对照组

（ｎ＝２５）
Ｆ值 Ｐ值 Ｑ值ａ Ｐ值ａ Ｑ值ｂ Ｐ值ｂ Ｑ值ｃ Ｐ值ｃ

ＩＰＳＳ（分） ５８５±０６１ ５８９±０６１ ２７０４±２７３ ３５４７１ ＜００１ ２２０１３ ＜００１ １９４５７ ＜００１ １３０５ ０１２４

ＱＯＬ（分） １３１±０１６ １２５±０１５ ４５８±０４８ ２６３３４ ＜００１ ２１２３８ ＜００１ ２００６７ ＜００１ １４３７ ０２３１

ＭＲＦ（ｍＬ／ｓ） ２１２３±２１５ ２１４５±２１７ ９７８±１０２ １９０６５ ＜００１ １９０６５ ＜００１ １７６３４ ＜００１ １１７２ ０１１５

ＰＶＲ（ｍＬ） １９５±１９８ １９３３±１９６ １２８５４±１２８１ ２８１４７ ＜００１ １７２２８ ＜００１ １５２３８ ＜００１ １３２６ ０１４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研究组Ａ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ｂ”项表示，，研究组Ｂ与对照组比较；标有“Ｃ”项表示，研究组Ａ与研究组Ｂ比较

表４　三组患者术后性功能指标比较 ［ｎ（％）／珋ｘ±ｓ］

　　　　项目 研究组Ａ（ｎ＝３２） 研究组Ｂ（ｎ＝３５） 对照组（ｎ＝２５） χ２／Ｆ值 Ｐ值

阴茎勃起功能障碍［ｎ（％）］ ４（１２５０） ３（８５７） ３（１２００） ０３１２ ０８５６

精液量减少［ｎ（％）］ ２（６２５）　 ２（５７１） １（４００）　 ０１４７ ０９２９

ＩＬＥＦ５评分（分） １８５４±１９０ １８３３±１８８ １８９１±１６２ １３５２ ０２７８

表５　三组患者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并发症
研究组Ａ
（ｎ＝３２）

研究组Ｂ
（ｎ＝３５）

对照组

（ｎ＝２５）

尿路感染 ９（２８１３） ３（８５７） ３（１２００）

勃起功能障碍 ７（２１８８） １（２８６） ０（０００）

尿失禁 １（３１３） １（２８６） １（４００）

尿道狭窄 １（３１３） １（２８６） ０（０００）

闭孔Ｎ反射 ０（０００） １（２８６） １（４００）

穿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４００）

总计 １８（５６３０） ７（２０００） ６（２４００）

２６　三组患者复发情况比较
应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进行复发情况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研

究组Ａ患者共复发７例，中位复发时间为１２９个月，９５％置信
区间为８０２％～１７７８％。研究组 Ｂ患者共复发７例，中位复
发时间为１５７个月，９５％置信区间为７４９％ ～２３９１％。对照
组患者共复发６例，中位复发时间为１１２个月，９５％置信区间
为４４８％～１７９２％。三组患者间复发时间对比，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８，Ｐ＝０９９６）。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

　讨论
膀胱肿瘤为泌尿外科常见恶性疾病之一，近年来发病率呈

上升趋势。根据癌细胞是否侵袭到肌层，将膀胱癌分为非肌层

浸润性膀胱癌和肌层浸润性膀胱癌，统计显示，初发膀胱癌中

７０％均为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４］。非肌层浸润性膀胱癌术后

容易发生复发和进展，术后５年复发率为２４０％～８４０％，１０％
的患者可发展为肌层浸润性膀胱癌［５］。影响膀胱肿瘤复发率

的影响因素较多，肿瘤的分期、分级、大小、数目、术后辅助治疗

等均为影响膀胱癌术后复发的影响因素［６］。

图１　三组患者复发时间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分析

良性前列腺增生为中老年男性的多发病，患者前列腺间质

和腺体组织发生增生，前列腺组织体积增大，严重者还会发生尿

潴留、尿失禁。良性前列腺增生能够引起下尿路梗阻，导致残余

尿量增多，容易发生尿潴留，致癌物质生成增多［７］。尿液的滞

留导致致癌物质在膀胱内接触膀胱黏膜时间较长，这也增加了

罹患膀胱癌的可能性。可见，对于发生膀胱癌的患者来说，若合

并良性前列腺增生，应积极治疗，保持排尿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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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尿道电切手术是一种全新的内腔镜治疗技术，具有出血

少、创伤小的优势，临床使用较为广泛，常用于膀胱癌及良性前

列腺增生的治疗［８］。７％的膀胱癌患者合并有良性前列腺增生
的发生，膀胱和前列腺的解剖位置邻近，经尿道电切手术的手

术入路一致，同期进行手术可减轻患者痛苦，降低治疗费用，改

善患者生活质量，降低术后复发率及进展率［９１１］。但也有学者

认为，膀胱尿路上皮移行细胞癌具有种植转移的特性，同期进

行经尿道膀胱癌及前列腺电切手术可能会导致癌细胞于前列

腺窝处发生种植转移，导致膀胱癌术后复发率增高［１２１３］。也有

的观点认为，同期进行手术可能导致手术时间较长，患者无法

耐受，或者会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９，１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与传统的膀胱部分切除术联合耻骨上前

列腺摘除术相比较，经尿道电切术治疗非浸润性膀胱癌合并良

性前列腺增生的出血量较少，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

管时间、住院时间均较短。同期经尿道电切术治疗膀胱癌合并

前列腺增生与仅经尿道电切术治疗膀胱癌相比，出血量较多，

手术时间、膀胱冲洗时间、留置尿管时间、住院时间均较长。说

明经尿道电切手术治疗膀胱癌及前列腺增生具有出血量少、手

术时间短、患者恢复较快的优势。同期进行膀胱癌及前列腺增

生电切手术由于增加了手术时间，因此会较非同期治疗的患者

出血量多、患者恢复时间也较久。

术后临床指标的统计结果显示，进行了前列腺切除的膀胱

癌患者，术后Ｉ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ＰＶＲ值均明显低于，ＭＲＦ值
明显高于仅进行了部分膀胱切除的患者。证实了膀胱癌合并

良性前列腺增生患者应尽早进行前列腺切除，以改善前列腺症

状的观点。进一步比较结果显示，传统膀胱部分切除术及耻骨

上前列腺摘除术与经尿道同期进行的膀胱癌合并前列腺增生

电切术相比较，术后 ＰＳＳ评分、ＱＯＬ评分、ＭＲＦ、ＰＶＲ无明显差
异。说明经电切手术与传统手术的手术效果基本一致，均能明

显改善前列腺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研究发现，前列腺摘除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与年龄、高

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术中包膜穿孔等危险因素有关。因此，保

持前列腺包膜完整是防止术后发生勃起功能障碍的关键。由

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与前列腺包膜的阻抗存在一定的差异，因

此在进行经尿道等离子前列腺切除术时不易切穿前列腺包膜。

本研究中病例均未出现前列腺包膜穿孔的病例，术后随访发

现，各组术后性功能指标无明显差异，与杨玉恺等［１５］的研究结

果基本一致。

本研究中，进行传统手术的研究组Ａ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明显高于经尿道电切术治疗的研究组 Ｂ患者和对照组患
者。而同期经电切术治疗的研究组 Ｂ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发生
率与单纯经电切术进行膀胱肿瘤切除术的对照组患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说明同期经尿道进行膀胱肿瘤与前列腺电

切术并未存在增加术后并发症发生率的情况，安全性较高。应

用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进行复发情况分析发现，研究组Ａ患者、研究
组Ｂ患者和对照组患者的中位复发时间，分别为１２９个月、
１５７个月和１１２个月，三组患者间复发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χ２＝０００８，Ｐ＝０９９６）。说明同期经尿道进行膀胱肿瘤
与前列腺电切术不会增加膀胱肿瘤的复发几率。

综上所述，同期经尿道进行膀胱肿瘤与前列腺电切术能够

明显改善患者的前列腺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不会增加肿

瘤复发几率与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非肌

层浸润性膀胱癌合并前列腺增生的手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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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随着高血压患病人群年轻化以及生育年龄的延后，高血压对男
性生殖相关疾病的影响逐渐被重视。本文就高血压与抗高血压药物对男性勃起功能障碍（Ｅｒｅｃｔｉｌｅｄｙｓ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ＥＤ）和男性生育力标志物的影响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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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血压是我国常见的慢性病，根据最新的《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２０１５）》显示，２０１２年１８岁及以上成年人高
血压患病率为２５２％，且男性高于女性［１］。与以往的几次大规

模高血压的流行病调查相比，我国高血压患病率明显上升，患

病人群逐渐年轻化。由于生活压力不断增大，晚婚晚育的观念

深入人心，同时“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导致生育年龄不断延后，

因而高血压与男性生殖的关系愈发引起关注。目前关于高血

压对男性生殖相关疾病影响的报道较少。本文就高血压、抗高

血压药物与影响男性ＥＤ和男性生育力标志物的研究进展做一
综述。

!

　男性
$%

机制简介

１１　ＥＤ流行病学
ＥＤ是指过去三个月内，阴茎持续不能达到和维持足够的

勃起以进行满意的性行为［２］，是男性较为常见的性功能障碍。

ＥＤ在高血压患者中较为普遍，并可能成为其他心血管疾病的
预兆。大样本的多中心国际研究估计，４０岁以下男性 ＥＤ患病
率高达３０％［３］。美国一项最新的涉及４８００万男性的横断面调
查发现，与未患ＥＤ人群相比，各年龄段 ＥＤ患者中高血压患病
率更高并且两者具有显著相关性，对于育龄ＥＤ男性来说，患高
血压的风险随年龄增大而增高［４］。Ｈｅｉｋｋｉｌａ等［５］的横断面研究

发现ＥＤ患病率与舒张压之间存在 Ｕ型关联。我国４０岁以上
男性ＥＤ患病率高达４０５６％［６］，在高血压患者中 ＥＤ的患病率

更是高达７６１％，调整年龄因素后发现高血压患者患 ＥＤ的相
对风险约为血压正常者的１３８６倍［７，８］。多数研究表明，ＥＤ可
以预示无症状心血管疾病的存在［９，１０］。ＥＤ被认为是血管起源，
并且与高血压具有相同的病理生理过程的疾病，这也符合“动

脉大小假说”，即小动脉会在大动脉之前先出现血管病变［１１］。

因此，ＥＤ被公认是一种常与高血压共存的疾病，对于男性生殖
健康有着不利的影响。

１２　正常勃起及ＥＤ机制
阴茎勃起是在神经体液调控下的一种复杂的血管活动，性

刺激信号从下丘脑勃起中枢下传至海绵体神经，进而传导至阴

茎组织，致使海绵状体神经末梢和内皮细胞释放 ＮＯ等勃起相
关生物活性因子，使得海绵体血管平滑肌（ＶＳＭ）细胞松弛，血
管扩张，血液进入海绵体导致阴茎勃起。同时，膨胀的阴茎压迫

白膜下静脉，阻碍海绵体的血液回流，使得阴茎能够达到并维持

足够的硬度以完成性行为。因此，若神经、解剖、血管、内分泌、

心理和药物等因素引起以上任一环节异常都可能引起ＥＤ［１２］。
１３　高血压对男性ＥＤ的影响机制

阴茎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血管器官，是外周血管系统的延

伸。因此，任何影响血管系统的因素也可能影响阴茎组织［１３］。

高血压时发生的ＥＤ主要是由于高血压引起阴茎动脉的结构和
功能异常。海绵体状动脉平滑肌受损，由血管重构引起的狭窄

性病变和血流减少是突出的结构改变，而 ＮＯ诱导的血管舒张
机制缺陷和血管收缩因子如血管紧张素Ⅱ（ＡｎｇⅡ）、内皮素１
（ＥＴ１）的上调属于高血压引起的主要功能异常［１４］。

１３１　阴茎组织学变化　高血压期间会出现全身血管壁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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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原沉积，管腔直径减小等重构现象，影响阴茎血管系统和阴

部动脉导致阴茎血液供应减少，阴茎组织也相应发生形态学变

化［１５］。动物实验表明，高血压可导致阴茎海绵体血管及血窦内

皮细胞受损，血管重构硬化，管腔变窄甚至闭塞，使得进入组织

的血流减少。海绵体ＶＳＭ细胞周围胶原基质增多，同时局部缺
血缺氧，导致平滑肌细胞数量减少，功能减退［１６］。高血压还可

导致阴茎白膜弹性纤维减少进而导致ＥＤ［１７］。
１３２　ＮＯ降低　ＮＯ高血压期间，ＮＯ降低导致生物利用度下
降，这可能是由于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表达减少或不耦合，以

及ＮＯ信号通路的减少或损伤导致［１８］。内皮细胞中氧化与抗

氧化机制之间存在不平衡，可能是 ＮＡＤＰＨ活化和细胞内抗氧
化酶的改变，导致ＲＯＳ生成增加，ＮＯ浓度降低［１９］。ＮＯ是启动
勃起的主要因素，其生物利用度的下降势必会影响勃起，从而

导致ＥＤ。
１３３　ＡｎｇⅡ调节作用　ＡｎｇⅡ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ＲＡＳ）
中发挥生物学效应的主要成分，在心血管、肾脏等器官或系统

中起着维持血压的作用。循环 ＡｎｇⅡ水平增加会导致 ＶＳＭ收
缩和水钠潴留，致使血压升高。在阴茎中，ＡｎｇⅡ调节阴茎动脉
和ＶＳＭ缩收与舒张。研究表明，ＡｎｇⅡ过量产生与ＥＤ有关，与
健康男性相比，ＥＤ男性海绵体中ＡｎｇⅡ水平增加［２０］。Ｊｉｎ等［１９］

的实验表明ＡｎｇⅡ灌注的大鼠通过激活ＮＡＤＰＨ氧化酶，导致活
性氧ＲＯＳ增加，而ＲＯＳ可直接清除血管舒张所需的 ＮＯ，从而
引起ＥＤ。
１３４　 ＥＴ１介导作用　ＥＴ１是一种内皮衍生的多肽，是目前
已知作用最强的内源性血管收缩因子。ＥＴ１还参与水和电解质
平衡的调节，其紊乱可导致盐敏感高血压［２１］。高血压患者存在

着血管内皮损伤，内皮细胞受到肾上腺素、ＡｎｇⅡ、血管壁压力
变化等理化刺激，合成并释放 ＥＴ１。ＥＴ１在平滑肌细胞中发现
的典型受体是ＥＴＡ，它介导血管收缩效应。ＥＴ１广泛存在于各
种组织和细胞中，阴茎 ＶＳＭ细胞可以合成 ＥＴ１，也可以对 ＥＴ１
的刺激做出反应［２０］。在阴茎中，ＥＴ１通过 ＥＴＡ介导阴茎海绵
体血管收缩。高血压期间产生的 ＲＯＳ也刺激内皮细胞产生
ＥＴ１，导致血管收缩进一步增加。Ａｌｌａｈｄａｄｉ等的实验结果显示，
ＥＴ１不仅介导阴茎血管收缩，还介导向阴茎供血的阴部动脉的
收缩［２２］。

"

　高血压与男性生育力的关联
男性生育力的标志物有很多，其中以精液质量和性激素水

平作为代表。

２１　精液质量
精液质量直接反映男性生育力。现有研究表明，高血压与

精液质量降低存在关联。Ｇｕｏ等［２３］研究发现，育龄高血压男性

的精液体积、精子活力、精子总数等指标均低于健康男性。在一

项横断面调查中，对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１１年期间平均年龄为３８岁
（２０岁～５０岁以下育龄男性占９６％）的９３３８名男性不育患者
进行评估发现，与血压正常的男性相比，高血压男性更容易出

现一项或多项的精液参数异常［２４］。Ｇｕｏ等［２５］采用血压数据进

行分析发现，舒张压升高与精液质量有关。意大利一项年龄从

２２岁至５０岁的小样本调查发现，育龄高血压男性患者中，一种
与精子形态异常有关的糖蛋白水平比血压正常男性更高［２６］。

２２　性激素水平
众所周知，高血压患病率具有性别差异，故性激素与高血

压之间可能存在关系。大量研究表明，高血压与血清总睾酮

（Ｔ）水平存在密切关系。Ｈａｃｋｅｔｔ［２７］认为 Ｔ水平降低是心血管
事件发生风险增加的独立因素，尤其是在年轻男性中，这对于育

龄男性具有重要意义。Ｉａｃｏｎａ等［２８］的研究发现 Ｔ水平较低的
８０２名受试者高血压患病率较高，Ｊｉａｎｇ等［２９］认为血清Ｔ浓度与
男性血压呈负相关，其中总睾酮与年龄无关而影响高血压的发

生发展，并且是一种鉴别高血压高危个体的危险指标。因此认

为Ｔ水平与高血压存在负相关。
Ｔ对血压调控的作用机制［３０］：①直接作用：Ｔ对促炎酶和活

性氧生成的调节作用，影响一氧化氮生物利用度和血管收缩素

信号通路等；②间接作用：Ｔ影响脂谱变化、胰岛素敏感性和止
血机制的改变、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

调节等。但Ｔ对于男性患高血压是否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Ｔ在男性高血压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还需进一
步研究。

#

　抗高血压药物对男性性功能和精液质量的影响
由于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以达到控制血压的目

的，因此要重视抗高血压药物对于男性性功能和精液质量的影

响。临床常用抗高血压药物有５大类，即：利尿剂、β受体拮抗
剂、钙通道阻滞剂（ＣＣ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ＡＲＢ）和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同时心理因素也被认为是
导致抗高血压药物治疗患者性功能障碍的原因之一［３１］。

３１　利尿剂
利尿剂主要有噻嗪类、袢利尿剂和保钾利尿剂三类，该类药

物通过排钠，减少细胞外容量，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发挥降压作

用。心血管药物对性功能影响的 ｍｅｔａ分析表明［３２］，噻嗪类利

尿剂对男性性功能的不利影响主要是性欲降低和ＥＤ，螺内酯引
起男性乳房发育，降低精子活力和浓度。究其原因，可能是通过

影响交感神经脉管系统影响性功能，氢氯噻嗪减少阴茎血流量，

螺内酯通过抑制 Ｃ１７羟基化和降低 Ｔ产生，增加 Ｔ转化为雌激
素和竞争结合ＤＨＴ的雄激素受体，具有抗雄激素活性，这些效
应均可导致性欲减退和勃起功能下降，进而影响生育能力［３３］。

而另一种保钾利尿剂阿米洛利通过抑制远曲小管和集合管道

中的钠通道起作用，并不影响性功能［３４］。根据现有研究可认

为，利尿剂对男性性功能存在着不利影响。

３２　β受体拮抗剂
β受体拮抗剂分为选择性（β１）、非选择性（β１、β２）和兼有

α受体拮抗，该类药物通过抑制中枢和周围肾素血管紧张素醛
固酮系统，抑制心肌收缩力和减慢心率发挥作用。Ｇｕｏ等［２３］的

研究发现，在１１６７名诊断为高血压的男性不育患者中，服用 β
受体拮抗剂的患者其精子浓度、活力和总数低于未服药患者或

服用其它降压药物的患者。Ｎｉｃｏｌａｉ等［３２］的 ｍｅｔａ分析发现，传
统β受体拮抗剂不但会降低性欲、影响勃起功能，同时还导致
射精功能障碍和 Ｔ水平降低。但是奈必洛尔由于具有舒张血
管作用，能够增加血管内皮释放ＮＯ，促进阴茎勃起减轻ＥＤ［３５］。
根据目前的研究证据可认为除奈必洛尔外，β受体拮抗剂类药
物对男性性功能和精液质量存在着不利影响。

３３　钙通道阻滞剂（ＣＣＢ）
ＣＣＢ药物分为二氢吡啶和非二氢吡啶两大类，通过阻滞电压

依赖Ｌ型钙通道减少细胞外Ｃａ２＋进入ＶＳＭ细胞内，减弱兴奋收
缩耦联，降低血管阻力从而降低血压。正是由于这种降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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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ＣＢ药物一般不会引起性功能障碍。该类药物抑制生殖道平滑
肌肾上腺素能的刺激功能，可能间接影响精液质量。Ｇｕｏ等［２３］

的研究表明服用ＣＣＢ的男性其精子浓度相对较低。但Ｅｉｓｅｎｂｅｒｇ
等［３６］在抗高血压治疗１年内被诊断出患有不育症的男性中发
现，服用ＣＣＢ与不育风险增加无关。因此，根据现有研究结果可
以认为，ＣＣＢ对男性性功能和精液质量的影响不大。
３４　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ＡＲＢ）

ＡＲＢ主要通过阻滞组织ＡＴⅡ受体亚型ＡＴ１，更充分有效地
阻断ＡＴⅡ的血管收缩、水钠潴留与重构发挥降压作用。Ｎｉｃｏｌａｉ
等［３２］的回顾性研究表明，氯沙坦、厄贝沙坦、替米沙坦、缬沙坦

等ＡＲＢ对男性性功能有益。这可能与ＡＲＢ减少ＡｎｇⅡ的产生，
致使ＮＯ生成增加有关。因此可认为 ＡＲＢ对于男性性功能有
积极作用。

３５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
ＡＣＥＩ的降压作用主要通过抑制循环和组织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ＡＣＥ），使ＡＴⅡ生成减少，同时抑制激肽酶减少缓激肽降
解。荟萃分析［３２］认为ＡＣＥＩ，尤其是卡托普利可改善性功能，原
因是ＡＣＥＩ通过阻止ＡｎｇⅡ的作用，延长ＮＯ的半衰期和减少缓
激肽降解来逆转内皮功能障碍。Ｇｕｏ等［２３］的实验表明，服用

ＡＣＥＩ的男性精液体积相对减少，精子运动能力下降。Ｍｂａｈ
等［３７］对具有特发性低精子症的血压正常的男性进行研究，发现

小剂量赖诺普利治疗可以改善精子运动率并减少异常形态，同

时精液体积没有影响。Ｓａｍｐｌａｓｋｉ［３３］对ＡＣＥＩ对临床和基础研究
进行总结，对雄性生殖功能的影响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因此，

ＡＣＥＩ对男性性功能和精液参数的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阐明。
&

　总结与展望
现已证实高血压与男性性功能障碍尤其是 ＥＤ关系密切。

高血压与Ｔ水平和精液质量关系密切。不同种类的降压药对
于男性生殖功能的影响不尽相同，且尚未完全阐明。目前，随着

育龄男性高血压患病率的上升，高血压对男性生殖健康的影响

逐渐引起重视。但高血压与男性生殖健康的相关研究较少，尤

其是高血压与精液质量的关系，仍需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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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影响因素
和生存质量研究
富翔鹏１　王建忠２　姜雷３△

１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安徽 蚌埠 ２３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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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影响因素以及调查患者生存质量。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行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治疗的１３０例上尿路结石患者
临床资料作为研究对象。对这１３０例患者作回顾性分析。根据术后是否发生尿源性脓毒症分为尿源性脓毒
症组（ｎ＝５０）及未发生组（ｎ＝８０），对两组基本资料进行比较后，利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总结输尿管
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影响因素。结果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时间、手术时间、一次结石清除率、结
石直径、肾积水程度、白蛋白、尿素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血小板计数、结石 ＣＴ值、有无合并糖尿
病、体温、心率、呼吸频率、Ｃ反应蛋白、血常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相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血小板计数减少、结石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为输尿管术后尿源
性脓毒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生存质量相比较，未发生组高于尿源性脓
毒症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血小板计数减少、结石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为输尿管术后尿源
性脓毒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并且发生尿源性脓毒症的患者生存质量更低。

【关键词】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尿源性脓毒症；影响因素；生存质量

【中图分类号】　Ｒ６９８ 【文献标识码】　Ａ

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ｅｍｉｃｓｅｐ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ＵＸ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１，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２，ＪＩＡＮＧＬｅｉ３△．１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Ｂｅｎｇｂ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ｎｇｂｕ２３３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ｏｆＡｎｈｕｉ，Ｈｅｆｅｉ２３０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Ｕｒｏｌｏｇｙ，ＢｅｎｇｂｕＦｉｒｓｔＰｅｏｐｌｅ′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Ｂｅｎｇｂｕ
２３３０００，Ａｎｈｕ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ｅｐ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ｉｔｈｏ



·１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９卷　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ｔｒｉｐｓｙａｎｄ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１３０ｃａｓｅｓｏｆｕｐｐｅｒｕｒ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ｃｔｃａｌｃｕｌｉｔｒｅａｔｅｄｂｙ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ｅ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４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ｒｅｔ
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ｕｒｉｎａｒｙｓｅｐ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ｕｒｏｇｅｎｉｃ
ｓｅｐ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５０ｃａｓｅｓ）ａｎｄｎ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８０ｃａｓｅ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ｗｅ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ｓｅｘ，ａｇｅ，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ｉｓｅａｓ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ｒａｔｅ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ｏｎｅ，ｓｔｏｎｅ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ｈｙｄｒｏｎｅｐｈｒｏｓｉｓｄｅｇｒｅｅ，ａｌｂｕｍｉｎａｎｄｕ
ｒｅａ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ｃｏｕｎｔ，ＣＴｖａｌｕｅ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ｉ，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ｒａｂｓｅｎｃｅｏｆ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ｂｏｄｙ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ｅａｒｔｒａｔｅ，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ｒａｔｅ，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ｂｌｏｏ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ｗｈｉｔｅｂｌｏｏｄｃｅｌｌｃｏｕｎｔ，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ｏｆ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
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ＣＴｖａｌｕｅ＞
１０００ＨＵｗｅ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ｕｒｅｍｉｃｓｅｐ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ｕｒｅ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Ｐ＜００５）．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ｉｎ
ｔｈｅｎｏｎ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ｕｒｅｍｉｃｓｅｐｓｉｓ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ｃｏｕｎｔａｎｄＣＴｖａｌｕｅ＞１０００ＨＵａｒｅ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
ｕｒｅｍｉｃｓｅｐｓｉｓａｆｔｅｒｕｒｅ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ａｎｄ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ｒｅｍｉｃｓｅｐｓｉｓ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ｕｒｅ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ｌｉｔｈｏｔｒｉｐｓｙ；Ｕｒｅｍｉｃｓｅｐｓｉ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上尿路结石已经成为当前临床中常见的泌尿系统结石类
型，尽管随着微创技术的快速发展上尿路结石治疗手段越发丰

富，给患者机体带来的创伤大幅降低，但却依然未摆脱有创治

疗范畴，术后仍然面临着较高的并发症风险［１］。尿源性脓毒症

已经成为泌尿外科较为常见的急危重症之一，为泌尿系统感染

所致且具有病情进展迅速、致死率高等特点，由此所致的死亡

率可高达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２］。近些年来上尿路结石发病率

逐年提高，尿源性脓毒症发病率亦呈现出同步增长态势［３］。故

总结其影响因素以实施行之有效的临床干预成为当务之急。

为研究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影响因素以及调

查患者生存质量。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行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治疗的１３０例上尿路结石患者临床资料作为
研究对象。依据根据术后是否发生尿源性脓毒症分为尿源性

脓毒症组５０例及未发生组８０例。纳入标准：①均为输尿管术
后尿源性脓毒症者；②年龄１８岁以上，８０岁以下者；③均为同
一术者完成手术且术中灌注压均 ＜３０ｍｍＨｇ。排除标准：①病
情危重，患者和（或）家属放弃接受进一步治疗者；②未签署知
情同意书。本研究已获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采取回顾性分析法对两组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收集基

本资料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后将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

代入到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模型之中对影响因素进行总
结。

１３　观察指标
将性别、年龄、病程时间、手术时间、一次结石清除率、结石

直径、肾积水程度、白蛋白、尿素氮、血小板计数、结石 ＣＴ值、有
无合并糖尿病、脓毒血症相关指标、生存质量选为观察指标，其

中脓毒血症相关指标包括体温、心率、呼吸频率、Ｃ反应蛋白、血
常规（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生存质量利用美国医

学局研究组开发的健康调查简表（ＳＦ３６）测定，总分３５分～１４０
分，分数越高生存质量越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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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
影响因素采用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法进行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尿源性脓毒症组患者中男２３例、女２７例；年龄范围３８岁
～６７岁，年龄（５５４２±１５９）岁，病程时间范围２５年～８年，病
程时间（４５０±０３５）年；手术时间范围３５ｍｉｎ～８８ｍｉｎ，手术时
间（６２０２±２４２）ｍｉｎ。未发生组患者中男４３例、女３７例；年龄
范围３７岁 ～６８岁，年龄（５５３７±１５３）岁，病程时间范围３年
～８年，病程时间（４４４±０３６）年；手术时间范围 ３３ｍｉｎ～
８７ｍｉｎ，手术时间（６１３５±２３５）ｍｉｎ。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
时间、手术时间、一次结石清除率、结石直径、肾积水程度、白蛋

白、尿素氮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分组比对。具体情
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 ［ｎ（％）／珋ｘ±ｓ］

　　　项目
未发生组

（ｎ＝８０）
尿源性脓毒症组

（ｎ＝５０）
χ２／ｔ值 Ｐ值

性别 １２０１ ０２７３

男 ４３（５３７５） ２３（４６００）

女 ３７（４６２５） ２７（５４００）

年龄（岁） ５５３７±１５３ ５５４２±１５９ ０２３７ ０５９４

病程时间（年） 　４４４±０３６ 　４５０±０３５ ０２３５ ０５９５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６１３５±２３５ ６２０２±２４２ ０３４１ ０５６８

一次结石清除率 ７７（９６２５） ４７（９４００） ０５４６ ０４６０

结石直径（ｍｍ） 　１３８±０２２ 　１４２±０２５ ０２３９ ０５９７

肾积水程度（ｍｍ） １８９８±１１２ １９０４±１１６ ０２３５ ０５９５

白蛋白（ｇ／Ｌ） １３７４５±２４８ １３８２１±１２４ ０４５９ ０４７７

尿素氮（ｍｍｏｌ／Ｌ） 　５７２±０３８ 　５６９±０３３ ０２３７ ０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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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两组患者血小板计数、结石 ＣＴ值、有无合并糖尿病、脓毒
血症相关指标比较

　　两组患者血小板计数、结石 ＣＴ值、有无合并糖尿病、脓毒
血症相关指标相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血小板计数减少、结石
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为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影响因素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比较

尿源性脓毒症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７４７９±１５１）分，未
发生组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１００３４±１３５）分，二者相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多因素分析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提示，血小板计数减少、结石
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为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影响因素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２　两组患者血小板计数、结石ＣＴ值、有无合并糖尿病、
脓毒血症相关指标比较［ｎ（％）／珋ｘ±ｓ］

　　　项目
未发生组

（ｎ＝８０）
尿源性脓毒症组

（ｎ＝５０）
χ２／ｔ值 Ｐ值

血小板计数（×１０９／Ｌ）１８９８５±２４１１０４５４±２３６ ２７４７ ０００１

结石ＣＴ值 ２４５３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ＨＵ ２４（３０００） ３３（６６００）

　≤１０００ＨＵ ５６（７０００） １７（３４００）

糖尿病 ３５０００ ００００

　有 １４（１７５０） ３７（７４００）

　无 ６６（８２５０） １３（２６００）

血常规

　白细胞计数（×１０９／Ｌ） ２３４±０３６ ８７９±１４１ １５６７ ００３４

　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８０２０±１２２ ９１４５±１５５ １８７４ ００２９

Ｃ反应蛋白（ｍｇ／Ｌ） １７４５±１３５ ８１２８±１３２ ２５３７ ０００６

体温（℃） ３７１０±０２０ ３９５５±０２５ １６８４ ００２８

心率（次／ｍｉｎ） ８５００±１００１０４５０±１５０　 ２０２４ ００１１

呼吸频率（次／ｍｉｎ） １８００±１００ ２２５０±１５０ １７８９ ００２３

表３　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ＯＲ９５％ＣＩ值

体温 ０５４５ ０１６４ １０２１ ０１２３ ０７８９ ０１５９～０７８５

心率 ０５７８ ０１７８ １１１０ ００９４ ０７９７ ０１８８～０８３２

呼吸频率 ０６１１ ０１９５ １２０４ ００８７ ０８３４ ０２４０～１００１

Ｃ反应蛋白 ０７８７ ０２１１ １３２４ ００７９ １０２１ ０３７８～１０３３

血小板计数减少 １６２１ ０３９０ ２３７４ ００３７ ２３２４ １５９３～４３８０

结石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 １６６６ ０３９７ ２３８５ ００３４ ２３３０ １５９７～４３８７

合并糖尿病 １７３４ ０４９７ ３４３１ ００２１ ２４５９ １７７７～５２１０

表４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躯体角色 躯体疼痛 总健康 生命力 社会功能 情感角色 心理健康 总评分

尿源性脓毒症组 ５０ １４３２±０１５３３７±０２３５８８±０３２１４１４±０４６１３７７±０３３４３３±０１７４１０±０２５１５８５±１０５ ７４７９±１５１

未发生组　　　 ８０ １７１２±０１８５１１±０２４８１０±０３７１７８９±０５１２０２０±０３５６２３±０２５５１７±０２３２１３４±１０６１００３４±１３５

ｔ值 １４３３ １２３４ １３７８ １５５９ １５７０ １２３９ １２１９ １５５９ ２０２１

Ｐ值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表５　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Ｂ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ＯＲ９５％ＣＩ值

体温 ０５４５ ０１６４ １０２１ ０１２３ ０７８９ ０１５９～０７８５

心率 ０５７８ ０１７８ １１１０ ００９４ ０７９７ ０１８８～０８３２

呼吸频率 ０６１１ ０１９５ １２０４ ００８７ ０８３４ ０２４０～１００１

Ｃ反应蛋白 ０７８７ ０２１１ １３２４ ００７９ １０２１ ０３７８～１０３３

血小板计数减少 １６２１ ０３９０ ２３７４ ００３７ ２３２４ １５９３～４３８０

结石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 １６６６ ０３９７ ２３８５ ００３４ ２３３０ １５９７～４３８７

合并糖尿病 １７３４ ０４９７ ３４３１ ００２１ ２４５９ １７７７～５２１０

２６　两组患者生存质量比较
尿源性脓毒症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７４７９±１５１）分，未

发生组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１００３４±１３５）分，二者相比较，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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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两组生存质量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躯体功能 躯体角色 躯体疼痛 总健康 生命力 社会功能 情感角色 心理健康 总评分

尿源性脓毒症组 ７５ １４３２±０１５３３７±０２３５８８±０３２１４１４±０４６１３７７±０３３４３３±０１７４１０±０２５１５８５±１０５ ７４７９±１５１

未发生组　　　 ７５ １７１２±０１８５１１±０２４８１０±０３７１７８９±０５１２０２０±０３５６２３±０２５５１７±０２３２１３４±１０６１００３４±１３５

ｔ值 １４３３ １２３４ １３７８ １５５９ １５７０ １２３９ １２１９ １５５９ ２０２１

Ｐ值 ００３９ ００４５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７

#

　讨论
上尿路结石是泌尿系统结石（肾盂结石、输尿管结石、膀胱

结石、尿道结石）常见的类型，以青壮年男性多见，患者数量占所

有结石患者的７０００％以上［５］。随着病程时间的延长，患者普遍

存在着尿流梗阻、肾功能损伤情形，并且结石所处位置越高梗阻

及肾功能损伤越严重，所以一经发现就需要予以积极的治疗［６］。

目前临床针对上尿路结石的治疗手段多样，包括药物排石（适用

于０６ｃｍ以下的结石）、体外冲击波碎石（１ｃｍ～２ｃｍ的结石）、微
创手术治疗（经皮肾镜碎石术、输尿管硬镜及软镜碎石术，适用于

２ｃｍ以上的结石）［７］。虽然经皮肾镜碎石术效果最佳但费用较为
昂贵，而输尿管镜碎石术疗效较为理想且具有较好的经济性，受

到了患者的广为青睐并成为主流治疗手段［８］。

尿源性脓毒症已经成为上尿路结石输尿管软镜术后常见的

并发症之一，近些年来无论是发病率还是致死率均呈现明显上升

态势，所以对引发尿源性脓毒症的影响因素展开分析迫在眉

睫［９］。

本次研究通过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证实，血小板计数
减少、结石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为输尿管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
影响因素（Ｐ＜００５）。原因如下：①血小板计数减少。血小板
为骨髓成熟的巨核细胞裂解后形成的具有生物活性的小块胞

质，血小板计数则是单位体积血液中血小板的具体含量，当其

数值下降时往往预示着器官功能障碍甚至是衰竭［１０１１］。尿源

性脓毒症为全身炎症反应之一，介于感染性休克以及多器官功

能衰竭之间，一旦血小板计数急剧减少，往往预示着上尿路结

石患者发生尿源性脓毒症，未得到及时治疗之下容易诱发多器

官功能衰竭［１２］。②结石ＣＴ值＞１０００ＨＵ。结石ＣＴ值不仅反映
出结石体积大小，同时还与其成分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一般

情况下尿酸结石、磷酸镁铵结石、胱氨酸结石、碳酸磷灰石的结

石ＣＴ值在１０００ＨＵ以下，而二水草酸钙结石、一水草酸钙结石、
一水磷酸氢钙结石的结石ＣＴ值普遍在１０００ＨＵ以上［１３］。结石

ＣＴ值的增加不仅代表着治疗难度的增加，还会导致大量的微小
结石残留，滞留于尿道中形成梗阻而诱发尿源性脓毒症［１４］。此

外，本次研究在对比尿源性脓毒症组与未发生组患者生存质量

后证实，尿源性脓毒症患者生活质量总评分（７４７９±１５１）分，
较未发生组生活质量总评分（１００３４±１３５）分更低，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据此表明血小板计数减少、结石 ＣＴ值 ＞
１０００ＨＵ在尿源性脓毒症发生、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为
其独立影响因素。同时无论是尿源性脓毒症组还是未发生组

患者生存质量均相对较高。故本次研究提出如下建议：首先，在

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治疗前全面收集患者检查结果，重点关注血

小板计数以及结石 ＣＴ值，根据其实际情况决定是一次排石还
是多次排石，从而最大程度上降低尿源性脓毒症发生率。其次，

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从心理、生理、社会支持等方面着手，促使

患者能够摆脱疾病带来的不良影响，从而实现全面提升其生存

质量的目的［１５］。

综上所述，血小板计数、结石 ＣＴ值 ＞１０００ＨＵ、合并糖尿病
为输尿管软镜碎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并且发

生尿源性脓毒症的患者生存质量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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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ＳＩＲＳ的危险因素分析［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９，９９（１０）：
７５８７６３．

［８］　林海利，郑周达，刘洪杰，等．输尿管软镜碎石术治疗孤立肾上尿
路结石３６例［Ｊ］．中国微创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１８（１０）：８７８８８０．

［９］　ＧｏｍｅｓＦ，ＬａＦＰ，ＣｏｓｔａＣ，ｅｔａｌ．ＮｏｎＵｒｅｍｉｃｃａｌｃｉ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ａｒａｒｅ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ｗｉｔｈ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Ｊ］．ＥｕｒＪＣａｓｅＲｅｐ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２０１８，２７５（１２）：０００９８６．

［１０］　李武学，赵兴华，许长宝，等．急性肾后性肾功能衰竭合并尿源性
脓毒症的诊治体会［Ｊ］．临床泌尿外科杂志，２０１８，３３（４）：３１５
３１７．

［１１］　赵色玲，王凡，许春，等．血清降钙素原与 Ｃ反应蛋白及内毒素在
经皮肾镜取石术后尿脓毒症早期诊断中的价值［Ｊ］．东南国防医
药，２０１８，２０（２）：１３０１３３．

［１２］　熊有志，石梁超，申鹏珲，等．输尿管结石梗阻合并尿源性脓毒血
症的早期干预及临床观察［Ｊ］．现代医药卫生，２０１７，３３（２３）：
３６０１３６０３．

［１３］　谭乐明，杨成，杨旭凯，等．尿源性脓毒血症严重程度的相关因素
分析［Ｊ］．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３９（１）：９３９９．

［１４］　马序竹，郑波，王逸群，等．１１３例成年尿源性脓毒症患者的病原
学分布及耐药性分析［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１９，３５（１）：
３６３８，５１．

［１５］　陈浣怡，张苏迎．上尿路腔内取石术后尿源性脓毒症的早期观察
和护理［Ｊ］．全科护理，２０１７，１５（２１）：２６３９２６４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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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情况及其与病理特征
和预后效果的相关性
常春艳１△　武艳２

１南方科技大学医院呼吸内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００
２吉林省肿瘤医院病理科，吉林 吉林１３２０００

【摘要】　目的　１７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１２（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ＢＣ）组织中表达及其与临床病理特
征、预后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南方科技大学医院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采集的９０例乳腺癌组织和４５
例癌旁组织作为研究对象。使用免疫组化两步法测定组织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的表达，分析该酶表达与患者年龄、
肿瘤大小、临床分期、阳性淋巴结等病理特征以及预后的关系。结果　乳腺癌组织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的表达阳性
率为８２２％，癌旁健康组织中阳性率为３３３％，χ２＝３１９２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
达与临床分期、肿瘤直径和患者预后均密切相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影响乳腺癌治疗预后的
单因素包括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和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后者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１７βＨＳＤ１２具有调控乳腺癌患者机体雌激素的作用，同时与肿瘤分期密切相关，推测其在病情发生、
进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可以作为评估乳腺癌预后差的潜在指标。

【关键词】　乳腺癌；１７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１２；病理特征；预后；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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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ｎｃｅｒ；１７βｈｙｄｒｏｘｙｓｔｅｒｏｉｄ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ａｓｅ１２；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乳腺癌（ｂｒｅａｓｔｃａｒｃｉｎｏｍａ，ＢＣ）是女性最为常见的恶性肿瘤
之一，据２０１８年全国最新癌症报告（上）［１］的资料显示，ＢＣ在
女性恶性肿瘤中的患病率最高（１６５１％），比第２名的肺癌高

了１０８％，其中３５岁 ～５９岁年龄段是 ＢＣ的高发阶段。早期
ＢＣ患者无特异性表现因此容易出现漏诊的情况，通过生物指标
监测是早期ＢＣ确诊的最可靠手段。雌二醇（Ｅ２）在激素依赖型
ＢＣ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在人类乳腺癌组织中广泛分布
着合成Ｅ２的酶，如１７β羟化类固醇脱氢酶（１７βＨＳＤ）家族、芳
香化酶等，其借助血液中前体物质来合成 Ｅ２，其中１７βＨＳ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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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１和Ｅ２相互转化中扮演着重要作用［２３］。目前，已证实的与乳

腺癌相关的包括１型、２型、５型、７型、１２型和１４型，本实验则
分析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组织中表达及其与乳腺癌病理特征、
患者预后间的关联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南方科技大学医院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３月采集的
９０例乳腺癌组织和４５例癌旁组织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参照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ｉｎ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ｃａｎｃｅｒ，
ＡＪＣＣ）制定的第８版《乳腺癌临床病理分期》［４］中分期标准，行
手术治疗前未进行放化疗、激素等治疗的患者，对实验知情且

自愿签署授权书者。排除标准：采用综合手段治疗的乳腺癌患

者，合并其他部位恶性肿瘤患者，伴肝、肾等脏器功能衰竭患者，

合并精神疾病患者及血液系统疾病、免疫系统疾病、传染性疾

病者等。本研究获南方科技大学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标本采集　①乳腺癌组织采集：均采用改良乳腺癌根治
术，术中切除病灶组织。②癌旁组织采集：采集距离病灶组织
５ｃｍ以上的非恶性组织，以确保无任何癌细胞残留。切取乳腺
癌病灶组织和癌旁健康乳腺组织，在３０ｍｉｎ内使用４℃浓度为
４％的多聚甲醛溶液（ｐＨ值≈７４）固定２４ｈ～４８ｈ，乙醇脱水处
理后置入甲苯溶液中清洗，常规石蜡包埋。病理诊断结果显示

癌旁乳腺组织结构正常、无癌变和炎性反应。

１２２　仪器和试剂　１７βＨＳＤ１２特异性抗体由北京奥莱博科
技有限公司提供，阴性对照组抗体采购自美国南加州ＺｙｍｅｄＬａ
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Ｉｎｃ公司生产的兔同型对照抗体（产品号：０８２６１９９）；
二抗由ＤａｋｏＣｙｔｏｍａｔｉｏｎ公司的多克隆羊抗兔免疫球蛋白（产品
编号：Ｐ０４４８）。
１２３　免疫组化检测　将标本切为５μｍ的切片并放置于载玻
片上，做脱蜡和水化处理。加入浓度为３％Ｈ２Ｏ２溶液和甲醇溶
液作用１５ｍｉｎ，后经ＰＢＳ冲洗。于标本上滴加１２型１７βＨＳＤ特
异性抗体（稀释１∶５００），放置于４℃恒温环境中过夜。阴性对
照组则滴加兔同型对照抗体，过夜处理（环境同上）。加二抗

（稀释１∶２００）于室温环境下培育约４ｈ。ＤＡＢ显色：使用 Ｈ２Ｏ２

溶液先浸泡约５ｍｉｎ显色，再行苏木精重复染色。
１３　观察指标

①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阳性判定标准。由至少２名资深病理医
师独立阅片，意见相左的标本由实验小组成员共同阅片统一结

果。评分主要依据组织阳性细胞占比情况，癌旁组织即判断乳

腺上皮细胞阳性占比，乳腺癌组织判断癌细胞阳性占比。

“－”，即占比为０％；“＋”，即占比＜１０％；“＋＋”，即占比１０％～
５０％。１７βＨＳＤ１２阳性，即在癌组织中占比 ＞１０％［５］。②分析
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情况与患者年龄、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
转移等的相关性。③术后通过门诊复查、电话等方式随访，起始
时间为手术结束当天，截止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 １月，随访 ３年 ～
５年，随访（４７８±３０）个月。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５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差异分析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
［ｎ（％）］表示；其表达和各临床病理指标的相关性使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检验，使用 ＫａｐｌａｎＭｅｉｅｒ法绘制乳腺癌患者术
后生存曲线，使用Ｃｏｘ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生存的单因素、多
因素；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基本情况统计

年龄范围４３岁 ～６９岁间，年龄（５７３±６３）岁，其中浸润
性导管癌６９例、浸润性导管癌伴浸润性微乳头状癌７例、浸润
性导管癌伴黏液癌５例、浸润性小叶癌４例、导管内癌３例、黏
液癌２例；病理分期为Ⅰ期者 ２４例、Ⅱ期者 ５２例、Ⅲ期者 １４
例；肿瘤直径在１０ｃｍ～４７ｃｍ间，平均（２８±０１）ｃｍ，其中直
径在１０ｃｍ ～３０ｃｍ者５８例、３１ｃｍ～４７ｃｍ者３２例，远处转
移２４例、未转移６６例。
２２　乳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阳性率

因１７βＨＳＤ１２主要表达于细胞质中，细胞核中无表达；所
以癌组织、癌旁组织（乳腺泡上皮细胞、导管上皮细胞）细胞质

均可见染色，偶有间质细胞染色现象。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组
织阳性表达率为 ８２２％（７４），癌旁组织阳性表达为 ３３３％
（１５），χ２＝３１９２０，Ｐ＝００００。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图１　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组织、癌旁组织中的表达（×４００）

２３　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病理参数的相关性
采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性分析显示，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与患者

临床分期、肿瘤直径大小等呈直线相关关系，具体结果详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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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与乳腺癌患者病理参数的相关性

　病理参数 例数 ｒｓ值 Ｐ值

年龄（岁） ００５３ ０５１４

　＜６０岁 ５５／６６（８３３３）

　≥６０岁 １９／２４（７９１７）

临床分期 ０５５４ ００００

　Ⅰ期 １３／２４

　Ⅱ期 ４７／５２

　Ⅲ期 １４／１４

肿瘤直径（ｃｍ） ０２３６ ０００１

　１～３ ４５／５８

　＞３ ２９／３２

淋巴结转移 ０２８７ ０５６０

　未转移 ５５／６６

　转移 １９／２４

２４　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与预后效果的相关性
９０例乳腺癌患者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的７４例患者中截止

随访结束时生存６５例（８７８４％），１７βＨＳＤ１２低表达的１６例患

者中截止随访结束时生存１５例（９３７５％），１７βＨＳＤ１２不同表达
组患者生存率和平均生存时间（死亡患者）。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１７βＨＳＤ１２不同表达组患者生存率和生存时间比较

组别 例数 生存率 死亡例数 生存时间（月）

高表达 ７４ ６５（８７８４） ９ ４４０±２７

低表达 １６ １５（９３７５） １ ４８２

ｔ／χ２值 ０４６６ — １４７６

Ｐ值 ０４９５ — ０１７８

２５　Ｃｏｘ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乳腺癌预后的单因素、多
因素

　　将患者的年龄、临床分期、肿瘤直径、是否存在淋巴结转移
和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水平等可能对乳腺癌外科治疗后预后影响
因素进行 Ｃｏｘ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淋巴结转移、１７β
ＨＳＤ１２高表达与其术后生存率呈正相关关系。Ｃｏｘ多因素显示
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是影响乳腺癌预后的独立因素。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影响乳腺癌外科治疗预后因素Ｃｏｘ分析

　临床病理参数
单因素

ＨＲ ９５％ＣＩ Ｐ值

多因素

ＨＲ ９５％ＣＩ Ｐ值

年龄 ０９５２ ０５１７～１６２８ ０９４５

临床分期 ２２０４ １２９３～３７１０ ０００３ １３２２ ０７４０～２０５２ ０１５９

淋巴转移 １８３３ １０２８～２８４１ ０００７ １４４８ １００７～２５１２ ００９２

肿瘤直径 １７４７ １１０５～２６３５ ００１４ １０１７ ０９３６～２４５５ ０１８７

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 ２６１４ １３６０～４７１２ ０００２ ２１２５ １０６５～３６２２ ００４２

#

　讨论
有资料显示［６７］，我国每年女性群体中新患病的乳腺癌人数

约为１６９万，每年死亡病例约４５万，乳腺癌的发生与生活习
惯、居住环境等密切相关，而改善生活方式，如均衡营养、减肥等

都可以一定程度起到预防作用。乳腺癌起源于乳腺各级别导管

以及腺泡上皮，起初可表现为腺上皮增生，进展至不典型增生最

后发展为原位癌、浸润癌［８］。目前乳腺癌的治疗以手术、放化疗、

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为主，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免疫、内分

泌等治疗方式的运用使得近年来我国乳腺癌患者５年生存率提
高了约１０％～２０％间［７，９１０］。早期准确的诊断是有效治疗的关

键，而生化指标是诊断早期乳腺癌的重要手段。

１７βＨＳＤ是一类 ＮＡＤ（Ｐ）Ｈ／ＮＡＤ（Ｐ）＋依赖的氧化还原
酶，１７βＨＳＤ１２是在哺乳类动物中第１２个发现的家族成员，其
高表达于脂代谢旺盛的肌肉、肝脏和肾脏组织。有研究［１１］表示

在斑马鱼中发现１７βＨＳＤ１２参与了脂质代谢调节，而体外实验
结果表明，人肝癌细胞系ＨｅｐＧ２上的１７βＨＳＤ１２转录活性能够
被ＳＲＥＢＰ１进行调节［１２］。最新研究显示该酶基因由１１个外显
子组成，定位于１１ｑ１１染色体。１７βＨＳＤ１２催化乳腺、卵巢等组
织中雌激素的合成［１３］。国外Ｄａｙ等［１４］的研究显示该酶在 Ｅ１、
Ｅ２相互转化中的作用与１７βＨＳＤ１一致，更重要的是其在乳腺
癌组织中呈高表达状态，这预示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的发生和

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本次实验比较了乳腺癌组织和癌旁健康

组织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的表达情况，发现乳腺癌组织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
表达率为８２２％，癌旁组织中表达率为３３３％，数据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与Ｓｏｎｇ等［１５］的研究结果一致。使用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
性分析对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与乳腺癌患者年龄、临床分期、肿瘤
大小、是否淋巴结转移等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１７βＨＳＤ１２
与临床分期、肿瘤直径等参数均呈正相关，由此推测该酶在乳腺

癌的进展中参与度较高。

生存时间和生存率是乳腺癌患者主要预后指标，研究中的

９０例患者经改良乳腺癌根治术后平均随访（４７８±３０）个月，
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患者组死亡率为１２１６％，远高于低表达组
的６２５％，且两组患者生存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采用Ｃｏｘ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单因素和多因素，临床
分期、肿瘤直径、淋巴结转移以及１７βＨＳＤ１２高表达都是影响
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其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表达是影响乳腺癌预后
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乳腺癌患者病灶组织中１７βＨＳＤ１２呈高表达状
态，且该酶的表达与患者临床分期、肿瘤直径均密切相关，因此

推测其可能参与了乳腺癌的进展，可以作为乳腺癌早期诊断、病

情进展观察以及预后效果预测的生物学检测指标。目前国内针

对１７βＨＳＤ１２在乳腺癌发病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较少，需要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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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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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Ｍｅｔ在宫颈癌中的表达及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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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ｃＭｅｔ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和其与宫颈癌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肿瘤科３０对宫颈癌患者的宫颈癌组织和其对应的癌旁组
织标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和免疫组化检测宫颈癌组织中ｃＭｅｔ含量。分析ｃＭｅｔ的表达与
病人年龄、肿瘤大小、肿瘤病理分级、临床分期的关系。结果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结果表明，３０例肿瘤科宫颈癌
患者宫颈癌组织中ｃＭｅｔ的ｍＲＮＡ表达明显高于对应的癌旁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免疫组
化结果显示ｃＭｅｔ主要在细胞膜中表达，３０例宫颈癌组织中有１９例呈阳性表达 ；ｃＭｅｔ的表达与宫颈癌病
理分级（１ｖｓ３，Ｐ＝０００４）、临床分期 （Ⅰ ｖｓⅢ，Ｐ＝００２４）有关，而与病人年龄、肿瘤大小无关，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组织中的表达明显高于相应的癌旁组织，宫颈癌的病理分级、临
床分期越高，ｃＭｅｔ的表达水平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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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女性中宫颈癌发病率仅次于乳腺癌位居第二位，严
重危害着女性的身心健康。数据统计表明，宫颈癌发病率占全

身恶性肿瘤的１２％［１］。如此高的发病率让学者们更加关注宫

颈癌发病机制的研究。ｃＭｅｔ是一种原癌基因，具有酪氨酸激
酶活性。其在多种肿瘤中存在异常表达，能够导致肿瘤的发生、

发展和转移［２４］。但在宫颈癌中的表达情况如何，目前仍不明

了。本研究运用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和免疫组化检测宫颈癌标本中
ｃＭｅｔ的ｍＲＮＡ和蛋白表达水平，分析ｃＭｅｔ蛋白表达与宫颈癌
的临床分期、病理分级等临床资料之间的关系。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肿
瘤科３０对宫颈癌患者的宫颈癌组织和其对应的癌旁组织标本
作为研究对象。病理诊断经至少２名病理学专家诊断为宫颈鳞
癌。所取癌旁宫颈组织为距癌缘 ＞５ｃｍ，ＨＥ染色证实为非癌
组织。纳入标准：纳入的病例均经过专家诊断为宫颈鳞癌患者；

术前均未接受化疗或放疗；没有其他基础代谢疾病。排除标准：

病例为宫颈癌前状态；宫颈腺癌等非宫颈鳞癌患者；术前接受

放化疗或其他影响标本病理改变的药物治疗；有基础代谢性疾

病。患者年龄范围２３岁 ～８０岁，平均 ５７岁；≥５０岁１８例，＜
５０岁１２例。肿瘤大小平均为≥２０ｍｍ２０例，＜２０ｍｍ１０例。病
理分级：１级１０例，２级１３例，３级７例。临床分期：Ⅰ期７例，
Ⅱ期１２例，Ⅲ期１１例。宫颈癌诊断标准及病理学分类分别按
照２０１１年宫颈癌诊断行业标准［５］和宫颈癌ＦＩＧＯ分期标准［６］。

该研究经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

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主要试剂
ＴＲＩｚｏｌ购自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兔抗人 ｃＭｅｔ多克隆抗体购自 Ｓａｎｔａ

Ｃｒｕｚ。ＳＰ９００２免疫组化染色试剂购自北京中杉金桥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浓缩ＤＡＢ试剂盒购自迈新生物技术公司。ｃＤＮＡ逆
转录试剂盒及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试剂盒购自 ＴａＫａＲａ，所用引
物由ＴａＫａＲａ设计合成。具体序列详见表１。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取３０ｍｇ宫颈癌和癌旁组织标本在液氮
中研磨后，加入 １ｍＬＴＲＩｚｏｌ溶液中。按照操作说明提取总
ＲＮＡ并测定ＲＮＡ浓度。以１μｇＲＮＡ为模板，按 ＲＴＰＣＲ逆转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经基因组ＤＮＡ的去除反应和逆转录反应合

成ｃＤＮＡ，以１μＬｃＤＮＡ为模板，进行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反应。反应
条件：９５℃１０ｓ、９５℃５ｓ、６０℃１５ｓ、７２℃１５ｓ、共４０个循环。测
定ｃＭｅｔ的相对表达量采用２ΔΔＣＴ法分析。

表１　引物具体序列表达

基因 　　　　引物序列 （５′ｔｏ３′）

ＧＡＰＤＨ 上游　ＣＴＴＴＧＧＴＡＴＣＧＴＧＧＡＡＧＧＡＣＴＣ

下游　ＧＴＡＧＡＧＧＣＡＧＧＧＡＴＧＡＧＴＴＣＴ

ｃＭｅｔ　 上游　ＴＣＣＴＡＣＡＴＴＧＡＴＧＴＣＣＴＧＧＧＡＧ

下游　ＴＧＣＡＣＴＣＣＡＧＡＧＧＣＡＴＴＴＣＣ

１３２　免疫组化　标本经１０％福尔马林固定，常规石蜡包埋
及切片，烘片后脱蜡，梯度酒精水化后封闭，加 Ｉ抗４℃过夜，
加ＩＩ抗ＴＢＳＴ缓冲液冲洗３次，ＤＡＢ显色，苏木素复染，脱水，透
明后中性树脂封片。结果观察：阳性染色为棕黄色颗粒。每张

切片随机观察５个高倍镜视野，每高倍镜视野计数１００个肿瘤
细胞，计算阳性细胞百分率：阳性细胞 ＜５％为（－）；阳性细胞
在≥５％～＜２５％为弱阳性（＋）；阳性细胞在≥２５％ ～＜５０％
为阳性（＋＋）；阳性细胞≥５０％为强阳性（＋＋＋）。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蛋白的表达

免疫组化结果显示ｃＭｅｔ主要在细胞膜中表达，呈棕黄色。
３０例宫颈癌组织中有１９例（６３３３％）呈阳性表达，癌旁组织中
未见ｃＭｅｔ表达。具体结果详见图１。
２２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ｍＲＮＡ水平的表达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３０对宫颈组织中 ｃＭｅｔｍＲＮＡ的表达
情况，结果显示，在３０例标本中有１８例宫颈癌组织标本的 ｃ
ＭｅｔｍＲＮＡ的表达量高于其癌旁组织的表达量，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２３　ｃＭｅｔ与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

分析ｃＭｅｔ表达与宫颈癌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结
果发现，ｃＭｅｔ的表达与病理分级（１ｖｓ３，Ｐ＝０００４），临床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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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ｖｓⅢ，Ｐ＝００２４），有关，而与患者年龄、肿瘤大小无关，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图１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图２　ｃＭｅｔｍＲＮＡ在宫颈癌和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表２　ｃＭｅｔ表达与临床病理资料相关性分析［ｎ（％）］

项目 例数
ｃＭｅｔ表达

阴性 阳性
χ２值 Ｐ值

年龄 ０２１５ ０６４３

　＜５０ １２ ５（４１６７） ７（５８３３）

　≥５０ １８ ６（３３３３） １２（６６６７）

肿瘤大小（ｍｍ） １１４８ ０２８４

　＜２０ １０ ５（５０００） ５（５０００）

　≥２０ ２０ ６（３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０）

肿瘤分级

　１ １０ ７（７０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３４６８ ００６２

　２ １３ ４（３０７６） ９（６９２４） ２６９２ ０１０１

　３ ７ ０（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０） ８３３０ ０００４

肿瘤分期

　Ⅰ ７ ５（７１４３） ２（２８５７） ２５７４ ０１０９

　Ⅱ １２ ４（３３３３） ８（６６６７） ０６８３ ０４０８

　Ⅲ １１ ２（１８１８） ９（８１８２） ５１０３ ００２４

#

　讨论
ＣＭｅｔ是原癌基因ｃＭｅｔ编码的蛋白质产物，是一种酪氨酸

激酶受体，主要在上皮和内皮细胞中表达［７］。研究发现 ｃＭｅｔ
可以诱导肿瘤细胞的增殖、黏附、细胞侵袭和抗凋亡等作

用［８９］。多种恶性肿瘤中 ｃＭｅｔ的表达，与肿瘤的侵袭、转移以
及耐药性相关，高表达 ｃＭｅｔ与卵巢癌、胃癌、头颈部肿瘤和非
小细胞肺癌的预后不良相关［１０１５］。文献报道ｃＭｅｔ在乳腺正常
组织和良性病变中呈现低表达，在导管原位乳腺癌中高表达，而

在转移性乳腺癌中表达最高［１６］。这些研究表明 ｃＭｅｔ在肿瘤
的进程中作为一种癌基因发挥作用。但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中的表
达及作用机制仍不十分清楚。因此，明确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组织
中表达情况及其与病理分级、临床分期的关系，为宫颈癌的的诊

断和分子生物治疗提供理论依据。

为了明确 ｃＭｅｔ在宫颈癌中的表达水平及临床价值，本研
究首先采用免疫组化观察ｃＭｅｔ在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表达
情况。结果显示，ｃＭｅｔ主要在细胞膜中表达，在宫颈癌组织中
的表达明显高于癌旁组织。与文献ｃＭｅｔ在食管鳞状细胞癌组
织的表达高于癌旁组织并定位于细胞膜中的研究一致［１７］。但

在喉癌中的研究发现 ｃＭｅｔ主要在细胞质中表达［１８］，说明 ｃ
Ｍｅｔ在不同的肿瘤组织中定位不同，可能与其在不同的肿瘤中
作用机制不同有关，这一发现为学者更深入地研究 ｃＭｅｔ的作
用机制提供新的思路。进一步利用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检测ｃＭｅｔ在
宫颈癌及癌旁组织中的 ｍＲＮＡ水平的表达情况。结果发现宫
颈癌组织中ｃＭｅｔ在ｍＲＮＡ水平表达同样高于癌旁组织，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些结果充分说明 ｃＭｅｔ在宫颈
癌中作为癌基因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ｃＭｅｔ还参与细胞的信号传导和调控细胞的骨
架重排，与细胞分化、运动有关，ｃＭｅｔ的异常激活可增加肿瘤
细胞对细胞外基质的降解［１９］。文献报道在乳腺癌中 ｃＭｅｔ的
阳性表达与组织分化、浸润程度及临床分期密切相关，而与患者

的肿瘤大小、年龄和月经无相关性［２０］。本研究进一步分析 ｃ
Ｍｅｔ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关系，发现宫颈癌中ｃＭｅｔ的表达
与病理分级（１ｖｓ３，Ｐ＝０００４），临床分期（Ⅰ ｖｓⅢ，Ｐ＝００２４）
有关，而与病人年龄、肿瘤大小无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而且临床分期和病理分级越高，ｃＭｅｔ染色强度越大，
提示ｃＭｅｔ可能是宫颈癌恶性程度和判断预后的一个重要标
志。对３０例宫颈癌临床标本进行资料统计发现宫颈癌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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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范围２３岁～８０岁，平均 ５７岁，＜５０岁占４０％。说明我国
宫颈癌的发病趋势呈低龄化。

本研究发现，ｃＭｅｔ在宫颈癌组织中呈高表达，而且 ｃＭｅｔ
异常表达与宫颈癌的病理分级和临床分期有关。提示ｃＭｅｔ的
高表达可作为宫颈癌的分子标志物，有望成为宫颈癌新的治疗

靶点。但由于本研究收集的宫颈癌临床标本数量不多，并且缺

少宫颈癌患者预后资料，故对 ｃＭｅｔ与临床相关性的研究还有
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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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８ ·妇科与生殖医学·

经阴道超声鉴别诊断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增生症
的价值分析
古作娴△　翁贞华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超声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９

【摘要】　目的　探讨经阴道超声技术鉴别诊断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增生症的价值分析。方法　选
取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妇科和肿瘤科诊治的１８０例已确诊子宫内膜病变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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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病理类型将子宫内膜癌患者为观察组８５例，子宫内膜增生为对照组９５例，两组通过
临床资料回顾性分析检测结果与病理诊断的一致性，均进行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分析比较两组患者

显像指标，如子宫内膜厚度、子宫血流显示率、血流阻力指数等，观察子宫形状、内膜回声，并记录检测结果。

结果　观察组中有８１例诊断为子宫内膜癌，３例误诊，１例漏诊，准确率为９５２９％（８１／８５）；对照组中有９０
例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症，３例误诊，２例漏诊，准确率为９４７４％（９０／９５）。子宫内膜厚度观察组为（２２４３
±３２９）ｍｍ，对照组为（１５９３±３４５）ｍｍ；子宫血流显示率观察组为８２３７％，对照组为９２９％；血流阻力指
数观察组为０４３±００３，对照组为０６７±００３；观察组子宫体增大，回声不均匀，子宫内膜不均匀轻度增厚，
对照组子宫大小形态无异常，回声均匀，子宫内膜增厚。结论　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能够鉴别诊断
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增生症，在子宫内膜病变中能作为首选检测方法，具有一定临床应用推广价值。

【关键词】　阴道超声；子宫内膜癌；子宫内膜增生症；鉴别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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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内膜病变是女性常见的种妇科疾病，在育龄期及未绝
经妇女中发病率较高，包括子宫内膜过度增生、子宫内膜癌、子

宫肌瘤、内膜息肉等疾病［１］。临床通常采用刮宫术进行病理组

织检查诊断，但具有一定创伤性和局限性，不能准确定位病理

靶区，无法获取子宫肌层浸及情况，所以早期筛查和确诊子宫

内膜病变，对临床治疗工作的开展及患者预后都至关重要［２］。

近年来，超声技术逐渐广泛应用于各大组织器官的检查，具有

操作便捷、无辐射损伤、无痛无创伤、易被广大患者接受等优

势［３］。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增生症两者间具有相似的病理

特征和临床症状，少数病例影像学显像共性较高，鉴别诊断有

一定难度［４］。而在子宫内膜疾病中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技术

与经腹部超声技术比较具有很大检测优越性，因此，本研究选

取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已诊断的子宫内膜癌与子宫内膜增

生症患者共１８０例为研究对象，按病理类型分组分别经阴道超
声检测，并与病理诊断结果对比分析，具体结果与分析见下文

报道。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
妇科和肿瘤科诊治的１８０例已确诊子宫内膜病变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根据病理类型将子宫内膜癌患者为观察组８５例，年龄范
围２６岁 ～５１岁，年龄（３６２５±３１７）岁，子宫内膜增生为对照
组９５例，年龄范围２４岁～５０岁，年龄（３５０１２５±２７９）岁。所
有患者均经刮宫术病理活组织取样证实，对本研究均知情同意。

排除其他类型子宫内膜疾病、自身免疫疾病、家族遗传史、严重

脏器疾病、血液系统疾病等。本研究已获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

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临床资料无统计学差异（Ｐ＞００５），
具有比较研究价值。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回顾性分析临床资料　分别对每个患者进行临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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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性调查，根据前期刮宫术病理组织分析诊断结果确定患者

子宫内膜病变类型，作详细记录。

１２２　阴道超声检查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 ＥＵＢ５２５
（日本产），阴道探头频率调为５Ｈｚ～７Ｈｚ，两组患者均于月经结
束后３天～７天进行阴道超声检查，自然放松静息状态，取膀胱
截石位，探头涂抹耦合剂，套上避孕套，经阴道后穹隆处进行资

格纵横连续性扫描，并观察子宫体大小、形态，子宫腔内纵横切

面膜厚度、结构、内膜旁附件组织，观察子宫内膜病变的血流子

宫血流显示率、血流阻力指数、子宫内膜回声等，并记录检测结

果。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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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８５例患者的年龄范围２６岁～５１岁，年龄（３６２５±
３１７）岁；对照组 ９５例患者的年龄范围 ２４岁 ～５０岁，年龄
（３５０１２５±２７９）岁。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比较研究价值。
２２　两组患者超声检查的一致性分析比较

两组患者经超声检查后，根据临床资料回访性分析，与子

宫内膜病灶病理组织确诊结果比较，可得出观察组患者中有８１
例诊断为子宫内膜癌，３例误诊，１例漏诊，准确率为 ９５２９％
（８１／８５）；对照组患者中有９０例诊断为子宫内膜增生症，３例误
诊，２例漏诊，准确率为９４７４％（９０／９５）。两组患者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阴道超声检查准确率分析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误诊例数 漏诊例数 病理组织确诊 阴道超声确诊 准确率

观察组 ８５ ３（３５３） １（１１８） ８５（１００００） ８２（９６４７） ９５２９（８１／８５）

对照组 ９５ ３（３１６） ２（２１１） ９５（１００００） ９０（９４７４） ９４７４（９０／９５）

χ２值 ００７７ ０００９ — ００４１ ００２９

Ｐ值 ０７８２ ０９２３ — ０８４１ ０８６４

２３　两组患者阴道超声检查指标分析比较
两组患者经阴道超声查后，通过影像学显像分析得出，子

宫内膜厚度观察组患者为（２２４３±３２９）ｍｍ，对照组患者为
（１５９３±３４５）ｍｍ；子宫血流显示率观察组患者为８２３７％，对
照组患者为９２９％；血流阻力指数观察组患者为０４３±００３，
对照组患者为０６７±００３。可见，观察组患者中子宫内膜厚度
及子宫血流显示率明显高于对照患者组，而观察组患者血流阻

力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经统计分析，两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女性 ４６岁，子宫大小形
态不异常，内膜增厚约１７ｃｍ，内见血流信号）子宫体增大，回声
不均匀，子宫内膜不均匀轻度增厚，对照组（女性 ５９岁，子宫增
大，回声不均，内膜不均匀增厚，肿瘤见网状血流信号）子宫大

小形态无异常，回声均匀，子宫内膜增厚。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
图１、图２。

表２　两组患者超声显像３项指标比较分析 （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子宫内膜厚度

（ｍｍ）
子宫血流显示率

（％）
血流阻力

指数

观察组 ８５ ２２４３±３２９ ８２３７ ０４３±００３

对照组 ９０ １５９３±３４５ ９２９ ０６７±００３

ｔ值 ５２１ ４９６ ４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随着女性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的改变，加上日益发展的社

会，工作压力逐渐越发增大，长期受体内雌激素诱导，导致子宫

内膜疾病发生率越来越高，最新统计显示，占女性妇科恶性肿

瘤的２０％～３０％，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紊乱，内分泌失调，严重

者威胁患者生命健康［５６］。最初子宫内膜病变以良性可逆性病

变为主要特征，早期无明显症状，通常在体检或普查中发现，少

数因发现不及时而恶化成子宫内膜癌［７８］。子宫内膜癌属于子

宫内膜上皮组织恶性肿瘤，作为女性三大生殖器官恶性肿瘤之

一，常在出现临床症状时就诊，以耽搁最佳诊断治疗时期。子宫

内膜增生症是由于内膜基质和腺体异常发育增殖，使内膜不同

程度的增厚，子宫体和内膜间边缘界线明显，临床症状较轻，特

别是微小病灶，容易漏诊导致疾病进一步发展［９］。

图１　子宫内膜增生声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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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子宫内膜癌声像图

子宫内膜病变的影像学检查手段较多，包括阴道超声、下

腹部Ｘ线平扫、ＣＴ扫描、核磁共振等。阴道超声检测方法优点
众多，具有副作用小、操作简易、无创伤性、可重复性检测，能够

清晰有效提供子宫病灶回声、子宫内部结构大小的变化、病灶

及附属组件的血流动力学变化等信息［１０］。特别在子宫内膜处

于晚期病变时能有效显示子宫内部病理情况及淋巴结转移情

况，对所侵及细胞、组织、肌层远比腹部超声清晰［１１］。同时，阴

道探头频率及像素高，对图像分辨能力强，能通过显像获取更

多更准确的子宫内膜病变信息，对子宫内膜癌及子宫内膜增生

症可准确诊断和鉴别，以得到更加完整的临床资料［１２１３］。本研

究表明，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子宫内膜厚度及子宫血流显示率明

显高于子宫内膜增生症患者，而子宫内膜癌患者血流阻力指数

明显低于子宫内膜增生症患者，两组患者子宫体大小、回声存

在差异。通过阴道超声检查可准确鉴别两种子宫内膜疾病的

种类，能清晰显像子宫腔内积液程度，显示子宫内膜病灶血流

动力学信号，能普及女性子宫内膜疾病的筛查，早诊断早治疗，

避免疾病进一步发展及恶化，为临床女性生殖道疾病中提供极

大价值的检查方法［１４１５］。

经阴道超声是一种腔内超声，采用的高频探头可大幅提高

分辨率，继而显示的盆腔脏器影像更为清晰，能够很好的子宫

的血管形态及微血管灌注等血流信息，该检测手段无需憋尿及

等待，不受患者体型肥胖、腹部瘢痕以及肠腔充气等问题的干

扰，适用范围较广，尤其是肥胖患者检查时由于探头紧贴宫颈，

大幅降低了脂肪组织对声束的吸收，使得显像更加清晰，敏感度

及特异度均较高。本研究中阴道超声对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

增生症与子宫病灶病理组织确诊方法比较，两种方法一致性极

高，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两种疾病的诊断效率。

综上所述，阴道超声在子宫内膜癌和子宫内膜增生症的诊

断中有高度准确性，对两种疾病具有重要的鉴别诊断意义，可作

为子宫内膜病变首要检查手段，有临床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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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ＰＶ不同基因亚型感染与宫颈病变相关性研究
黄影蓓△

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妇科，广州 ５１０８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ＨＰＶ不同基因亚型感染与宫颈病变间的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
年１月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５４９例宫颈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ＨＰＶ基因亚型检测及
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ＬＣＴ）。结果　５４９例研究对象中，ＨＰＶ总阳性率为７４８６％；阳性率最高 ＨＲ
ＨＰＶ为ＨＰＶ１６；随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ＨＲＨＰＶ的阳性检出率增高，而ＬＲＨＰＶ降低；除宫颈炎外，其他
类型的宫颈病变患者中，ＨＲＨＰＶ亚型单一感染的比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宫
颈病变患者最常见的ＨＰＶ基因型为ＨＰＶ１６，多重感染与疾病严重程度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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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Ｓｕｂ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

　　宫颈癌是一种常见的妇科肿瘤，９９％以上的患者伴有人乳
头瘤病毒（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ＨＰＶ）感染［１，２］。不同基因亚型

的ＨＰＶ的致病力不同，所导致的临床症状、病变类型均有所差
异［３］。因此，探讨ＨＰＶ不同基因亚型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系具
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研究以此为目的，对就诊于广州市花都

区妇幼保健院的５４９例不同类型宫颈病变患者进行 ＨＰＶ基因
亚型的检测，分析二者间的相关性，从而为宫颈病变的防治提

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自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
院诊治的５４９例宫颈病变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进行
了ＨＰＶ基因型检测以及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ＬＣＴ）；②病
理诊断为宫颈炎、宫颈上皮内瘤变（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宫颈
癌。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肿瘤；②不同意后继随访。本研究已
获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伦

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宫颈薄层液基细胞学检测（ＬＣＴ）检查患者暴露宫颈，棉
签擦出分泌物后采用特制毛刷探入宫颈内轻轻摩擦转动。将标

本保存待测。采用液基薄层制片机将标本制成薄层细胞涂片，

显微镜下观察。

１２２　ＨＰＶ基因亚型检测标本采集同 ＬＣＴ检查。样本 ＤＮＡ、
ＰＣＲ扩增、洗膜等方法参照相关文献和操作说明进行［４］。共检

测到样本有２１种ＨＰＶ基因亚型，具体如下。
１３　ＬＣＴ检查结果判断标准［５，６］

①宫颈炎：棉签上肉眼可见脓性分泌物，未观察到异性细
胞；②ＣＩＮⅠ：异性细胞不超过上皮层的１／３；③ＣＩＮⅡ：异性细
胞占上皮层的１／２～２／３；④ＣＩＮⅢ：异性细胞超过上皮层的２／
３，可发现核分裂像增多；⑤宫颈癌：上皮细胞发生癌变，异性细
胞累及全层，未突破基底层。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５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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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患者基线资料情况

年龄范围２１岁 ～７４岁，年龄为（３７４２±１０８７）岁。不同
宫颈病变患者的构成比见表１。
２２　患者ＨＰＶ感染情况比较

５４９例患者中，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为７４８６％。除ＣＩＮⅢ与宫
颈癌患者间的总 ＨＰＶ感染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外，其他不同类型患者的总 ＨＰＶ感染率比较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不同宫颈病变患者的构成比

病变类型 例数 构成比（％）

宫颈炎 １３７ ２４９６

ＣＩＮⅠ ９９ １８０３

ＣＩＮⅡ ７８ １４２１

ＣＩＮⅢ １３１ ２３８６

宫颈癌 １０４ １８９４

　合计 ５４９ １００

表２　不同宫颈病变中ＨＰＶ感染类型的分布［ｎ（％）］

ＨＰＶ感染类型 宫颈炎（ｎ＝１３７） ＣＩＮⅠ（ｎ＝９９） ＣＩＮⅡ（ｎ＝７８） ＣＩＮⅢ（ｎ＝１３１） 宫颈癌（ｎ＝１０４） 总计（ｎ＝５４９）

　ＨＰＶ（＋） ４１（２９９３） ７３（７３７４） ６６（８４６２） １２７（９６９５） １０４（１００） ４１１（７４８６）

　ＨＲＨＰＶ（＋） ２６（１８９８） ６８（６８６９） ６１（７８２１） １２４（９４６６） １０４（１００） ３８３（６９７６）

　ＬＲＨＰＶ（＋） １４（１０２２） １０（１０１０） ６（７６９） ６（４５８） 　 ４（３８５） ４０（７２９）

２３　ＨＲＨＰＶ各基因亚型在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分布
本研究中，共检测到１５种 ＨＲＨＰＶ基因亚型，其中阳性率

最高为ＨＰＶ１６，且ＨＰＶ１６的阳性率随着病变程度的加重而升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ＬＲＨＰＶ各基因亚型在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分布

本研究中，共检测到６种ＬＲＨＰＶ基因亚型，阳性率最高的

基因型为 ＨＰＶｃｐ８０３４（３４６％），然后依次为 ＨＰＶ１１（２００％）、
ＨＰＶ６（１８２％）、ＨＰＶ４１（０９１％）、ＨＰＶ４２（０５５％）、ＨＰＶ４４
（０３６％）。ＨＰＶｃｐ８０３４的阳性率随着病变程度的加重而降低，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ＨＲＨＰＶ各基因亚型在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分布［ｎ（％）］

ＨＲＨＰＶ亚型 宫颈炎（ｎ＝１３７） ＣＩＮⅠ（ｎ＝９９） ＣＩＮⅡ（ｎ＝７８） ＣＩＮⅢ（ｎ＝１３１） 宫颈癌（ｎ＝１０４） 总计（ｎ＝５４９）

　ＨＰＶ１６ ９（６５７） ２５（２５２５） ３８（４８７２） ８５（６４８９） ７９（７５９６） ２３６（４２９９）

　ＨＰＶ５２ ７（５１１） ２０（２０２０） １４（１７９５） １０（７６３） ６（５７７） ５７（１０３８）

　ＨＰＶ６８ ８（５８４） １８（１８１８） １５（１９２３） ９（６８７） ４（３８５） ５４（９８４）

　ＨＰＶ１８ ６（４３８） １１（１１１１） ９（１１５４） ９（６８７） ７（６７３） ４２（７６５）

　ＨＰＶ６６ ３（２１９） １２（１２１２） ６（７６９） ８（６１１） ５（４８１） ３４（６１９）

　ＨＰＶ３３ ２（１４６） ６（６０６） ６（７６９） １１（８４０） ７（６７３） ３２（５８３）

　ＨＰＶ３１ ３（２１９） ７（７０７） ８（１０２６） ７（５３４） ４（３８５） ２９（５２８）

　ＨＰＶ３５ １（０７３） ６（６０６） ７（８９７） ７（５３４） ５（４８１） ２６（４７４）

　ＨＰＶ３９ ３（２１９） ８（８０８） ３（３８５） ６（４５８） ２（１９２） ２２（４０１）

　ＨＰＶ５３ ３（２１９） ３（３０３） ５（６４１） ５（３８２） ４（３８５） ２０（３６４）

　ＨＰＶ５１ １（０７３） ２（２０２） ８（１０２６） ５（３８２） ５（４８１） ２１（３８３）

　ＨＰＶ５８ ２（１４６） ４（４０４） ２（２５６） ４（３０５） ３（２８８） １５（２７３）

　ＨＰＶ５６ １（０７３） ５（５０５） ２（２５６） ２（１５３） ４（３８５） １４（２５５）

　ＨＰＶ５９ ０（０） ４（４０４） ３（３８５） ０（０） ０（０） ７（１２８）

　ＨＰＶ４５ ０（０） １（１０１） １（１２８） １（０７６） ０（０） 　３（０５５）

表４　ＬＲＨＰＶ各基因亚型在不同宫颈病变中的分布［ｎ（％）］

ＬＲＨＰＶ亚型 宫颈炎（ｎ＝１３７） ＣＩＮⅠ（ｎ＝９９） ＣＩＮⅡ（ｎ＝７８） ＣＩＮⅢ（ｎ＝１３１） 宫颈癌（ｎ＝１０４） 总计（ｎ＝５４９）

　ＨＰＶｃｐ８０３４ ８（５８４） ５（５０５） ３（３８５） ２（１５３） １（０９６） １９（３４６）

　ＨＰＶ１１ ５（３６５） ３（３０３） ２（２５６） １（０７６） ０（０） １１（２００）

　ＨＰＶ６ ３（２１９） ２（２０２） ２（２５６） ２（１５３） １（０９６） １０（１８２）

　ＨＰＶ４１ ２（１４６） １（１０１） ０（０） １（０７６） １（０９６） ５（０９１）

　ＨＰＶ４２ ０（０） ２（２０２） １（１２８） ０（０） １（０９６） ３（０５５）

　ＨＰＶ４４ １（７３０） １（１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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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ＨＲＨＰＶ亚型感染种类情况
除宫颈炎外，其他类型的宫颈病变患者中，ＨＲＨＰＶ亚型单

一感染的比例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
类型患者感染数目的情况详见表５。

表５　ＨＲＨＰＶ亚型单一感染和混合感染的情况［ｎ（％）］

病变类型 例数
ＨＲＨＰＶ亚型感染种类数目（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合计

宫颈炎 １３７ １９（１３８７） ８（５８４） ３（２１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７３） ０（０．００） ４９

ＣＩＮⅠ ９９ ５９（５９６０） ２４（２４２４） ３（３０３） ４（４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１３２

ＣＩＮⅡ ７８ ４６（５８９７） ２４（３０７７） ５（６４１） ２（２５６） ２（２５６） ０（０．００） １２７

ＣＩＮⅢ １３１ ７９（６０３１） ４４（３３５９） ５（３８２） ３（２２９） ０（０．００） １（０７６） １６９

宫颈癌 １０４ ６３（６０５８） １９（１８２７） ４（３８５） ３（２８８） ２（１９２） ０（０．００） １３５

#

　讨论
宫颈癌已逐渐成为严重影响女性健康的疾病之一，尤其是

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我国人群目前的宫颈癌患病情况不

容乐观，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较多且缺乏有效的筛查方法［７］。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是一个漫长的病变过程，如果不能开展有效

的筛查，未来 １０年我国的宫颈癌新发病例会增加 ２５％左
右［８，９］。因此，分析不同 ＨＰＶ基因型与宫颈病变的关系，有助
于发现当地人群易感ＨＰＶ基因型，从而可以通过对高危人群进
行ＨＰＶ基因分型检测，降低宫颈癌发病率。

本研究发现 ５４９例患者中，ＨＰＶ感染阳性率为 ７４８６％。
不同类型的宫颈病变中，ＣＩＮⅠ、ＣＩＮⅡ、ＣＩＮⅢ及宫颈癌的总阳
性率分别为７３７４％、８４６２％、９６９５％、１００％，ＨＲＨＰＶ（＋）分
别为 ６８６９％、７８２１％、９４６６％、１００％，ＬＲＨＰＶ（＋）分别为
１０１％、７６９％、４５８％、３８５％。ＨＲＨＰＶ的阳性检出率与疾
病的严重程度变化是一致的，而 ＬＲＨＰＶ正相反。这与徐福霞
等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１０］。这说明，ＨＲＨＰＶ感染在宫颈癌的
疾病进展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基本上全部的宫颈癌患者都伴有

ＨＲＨＰＶ感染［１１］。进一步分析ＨＲＨＰＶ感染的基因亚型，我们
共检测到 １５种 ＨＲＨＰＶ基因亚型，其中总阳性率最高为
ＨＰＶ１６，为４２９９％。本研究与其他学者报道的阳性率高低顺
序有所差异，这可能主要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基因易感

性不同所致［１２，１３］。但综合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

ＨＰＶ１６在不同地区的各类人群中阳性检出率均较高。本研究
中，ＨＰＶ１６感染阳性率呈现出逐级加重的特点。而在 ＬＲＨＰＶ
中，我们共检测到６种ＬＲＨＰＶ基因亚型，阳性率最高的基因型
为ＨＰＶｃｐ８０３４（３４６％），然后依次为 ＨＰＶ１１（２００％）、ＨＰＶ６
（１８２％）、ＨＰＶ４１（０９１％）、ＨＰＶ４２（０５５％）、ＨＰＶ４４
（０３６％）。其中ＨＰＶｃｐ８０３４的阳性率随着病变程度的升高而
降低。因此，在低级别的宫颈病变中，ＬＲＨＰＶ的意义更大。我
们在研究中也发现，由于 ＨＰＶ的基因亚型众多，部分患者会同
时感染２种或以上的基因亚型［１４］。本研究发现一位 ＣＩＮⅢ的
患者同时感染６种 ＨＲＨＰＶ亚型，除宫颈炎外，其他类型的宫
颈病变患者中，ＨＲＨＰＶ亚型单一感染的比例组间比较，其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这也说明，病变的严重程度与是否为多重感染

关联性不大，主要与是否存在 ＨＲＨＰＶ感染相关。然而，也有
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多重感染的患者患宫颈癌的危险程度更

高［１５］。

综上所述，患者的ＨＰＶ基因型分布在宫颈病变患者中存在
差异。临床上可以通过检测高危型的 ＨＰＶ基因型来做早期筛

查的方法早期筛查进而早期治疗以降低宫颈癌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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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６３（３）：４６５４７２．

［６］　麦雄燕，韦迪霞，袁飞飞，等．不同基因亚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
宫颈病变的关系［Ｊ］．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２０１８，２８（１）：１２１
１２４．

［７］　ＣｈａｎＰＫ，ＨｏＷＣ，ＣｈａｎＭＣ，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ｔｙｐｅｓ５２ａｎｄ５８ｉ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ｎｅｏ
ｐｌａｓｉ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４，９（９）：ｅ１０７５７３．

［８］　张萍，袁爱萍．不同年龄和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型与宫颈病变的相
关性分析［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７，１５（２６）：１１４１１５．

［９］　谢素芳，陈小燕，李利．１６、１８基因型 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
系分析［Ｊ］．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７，２８（１０）：１８６５１８６７．

［１０］　徐福霞．人乳头状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系［Ｊ］．医疗装备，
２０１７，３０（６）：３４３５．

［１１］　ＸｕＱＸ，ＺｈａｎｇＺＹ．Ｈｉｇｈｒｉｓｋｈｕｍａｎ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ｉｎｃｅｒ
ｖｉｃａｌｌｅ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ｖａｃｃｉｎ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ｓｉａｎＰａｃＪ
ＣａｎｃｅｒＰｒｅｖ，２０１５，１６（６）：２１９３２１９７．

［１２］　张婕妤，封利颖，芮建中，等．江苏妇女高危型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
及癌前病变相关性研究［Ｊ］．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６，１６（３６）：
７１３５７１３９．

［１３］　付向春，余艺萍，刘春菊，等．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亚型和宫颈病变
的关系分析［Ｊ］．现代诊断与治疗，２０１６，２７（１７）：３２９３３２９４．

［１４］　凌王芳，王璐璐，蒋玲玲，等．人乳头瘤病毒感染与宫颈病变的关
系研究［Ｊ］．实用预防医学，２０１６，２３（４）：４６４４６６．

［１５］　张淑群．人乳头状瘤病毒基因亚型与宫颈病变的关系［Ｊ］．实用
癌症杂志，２０１４，２９（２）：１２９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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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养菌性阴道炎的阴道微生态与临床特征分析
万俐娟　王慧妍　赵卫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瘤科，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观察与分析需养菌性阴道炎的微生态及临床特征。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
９月到安徽省立医院妇瘤科门诊就诊的１７００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阴道微生态状况及需养菌性
阴道炎的临床特征。结果　阴道微生态平衡者３２４例，失衡者１３７６例，ＡＶ感染３７８例。单纯 ＡＶ感染６４
例，ＡＶ混合感染３１４例，以合并ＢＶ感染为主。ＡＶ患者年龄段集中于４１岁～５０岁。与ＢＶ相比，ＡＶ、ＡＶ＋
ＢＶ均表现脓细胞、支原体明显增加；混合感染中，ＡＶ显著加重ＢＶ感染症状及脓细胞数量，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ＡＶ易与多种病原体合并感染，以合并ＢＶ感染最为常见；ＡＶ可引起严重的炎症反
应，在临床工作中应重视ＡＶ诊断，提高诊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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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Ｖ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ｗｏｒｋ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需养菌性阴道炎（Ａｅｒｏｂｉｃｖａｇｉｎｉｔｉｓ，ＡＶ）是由葡萄球菌、Ｂ
族链球菌、大肠杆菌、肠球菌等需养菌过度繁殖伴乳酸杆菌减

少或缺失所引起的一种阴道炎症［１］。ＡＶ由 Ｄｏｎｄｅｒｓ等［１］于

２００２年首次提出，主要症状包括：炎症、阴道发红、刺痛感、脓
性、粘稠的黄色或黄绿色阴道分泌物和性交困难［２］。ＡＶ感染
会影响女性的生殖健康，增加性传播感染［３］、早产、胎膜早破、

胎儿绒毛膜炎和羊膜炎等风险［４］，严重者可能导致经期中毒性

休克综合征［５］。目前国内外关于 ＡＶ感染的临床报道较少，对
其发病机制和临床特征的认识尚不充分，诊断和治疗存在不

足［４］。本文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

院）１７００例妇瘤科门诊患者进行研究，旨在了解需养菌性阴道
炎的微生态及临床特征，探讨其临床意义，为临床诊断及治疗

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妇瘤科门诊诊治的１７００例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年龄范围１７岁 ～８９岁，年龄（４０２±１０３）岁。纳入
标准：①因“外阴瘙痒、分泌物增多、异味”等不同主诉就诊的女
性患者；②检查前１周内无阴道用药；③月经干净至少３天；④
检查前３天无性生活；所有患者自愿参加本项研究并签署知情
同意书。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以上纳入标准；②处于月经期或阴
道流血者；③精神异常无法配合检查者。本研究经由安徽省立
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患者取膀胱结石位，使用２支无菌棉试子于阴道后穹隆及

上１／３处旋转１周取分泌物，采用山东仕达思阴道微生态检测
试剂及检测系统进行阴道微生态检查。干片镜检：将１支棉拭
子均匀涂抹于洁净的载玻片上，干燥、固定后，行革兰染色，于油

镜下观察菌群。湿片镜检及干化学检查：将另１支无菌拭子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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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软管中，滴加８滴～１０滴生理盐水，反复用力挤压洗脱标本，
吸取５０μｌ标本于载玻片，加盖玻片，静置后显微镜下观察。另
取５０μｌ分别加入干化学各孔中进行干化学检查。
１３　诊断标准

需养菌性阴道炎（ＡＶ）诊断根据 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１］：０分 ～２
分为正常；３分～４分为轻度 ＡＶ；５分 ～６分为中度 ＡＶ；７分 ～
１０分为重度ＡＶ。细菌性阴道病（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ＢＶ）的诊
断根据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６］：０分～３分为正常；４分 ～６分为中间型
ＢＶ；≥７分诊断ＢＶ。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ｖｕｌｖｏｖａｇｉｎａｌｃａｎ
ｄｉｄｉａｓｉｓ，ＶＶＣ）诊断标准［７］：阴道分泌物涂片镜检，发现卵圆形

或芽生孢子和（或）假菌丝。滴虫性阴道炎（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ｌｖａｇｉｎｉ
ｔｉｓ，ＴＶ）［８］：阴道分泌物镜检发现阴道毛滴虫。正常阴道微生
态：菌群密集度ⅡⅢ级，多样性ⅡⅢ级，乳杆菌为优势菌，干化
学指标正常。当其中任一项异常可诊断微生态失衡［９］。菌群

抑制：细菌量明显减少，无优势菌，密集度≤ Ｉ级，多样性≤ Ｉ
级。功能下降：形态学正常，仍以乳杆菌为优势菌，但产Ｈ２Ｏ２功
能下降［１０］。

１４　检测指标
①形态学检测指标：菌群密集度、多样性、优势菌、白细胞及

脓细胞计数、病原微生物等评估参照《阴道微生态评价的临床

应用专家共识》［７］。②功能学检测指标：ｐＨ值提示阴道环境酸
碱度，３８～４５为阴性，≥４６为阳性；Ｈ２Ｏ２反映乳杆菌功能，
≥２μｍｏｌ／Ｌ，呈红色为阴性，＜２μｍｏｌ／Ｌ，不显色为阳性；白细胞
脂酶提示炎症反应，不显色为阴性，显蓝色为阳性；唾液酸苷酶

提示厌氧菌感染，不显色为阴性，显紫色为阳性。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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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

　结果
２１　１７００例患者阴道微生态情况

１７００例就诊患者中，阴道微生态平衡者３２４例，阴道微生
态失衡者１３７６例。其中，明确病原菌感染者１０６９例，菌群抑
制１５６例，菌群功能下降１５１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１７００例患者需养菌性阴道炎感染情况

１７００例患者中，ＡＶ感染 ３７８例（２２２３％）。其中，单纯
ＡＶ感染６４例（１６９３％），ＡＶ混合感染３１４例（８３０７％）。混
合感染中以ＡＶ合并 ＢＶ（７８０３％）为主，其次为 ＡＶ同时合并
ＢＶ与 ＶＶＣ（１０５１％），ＡＶ同时合并 ＢＶ与 ＴＶ（７３２％）。其
中，年龄２１岁～３０岁６０例，３１岁 ～４０岁１１７例，４１岁 ～５０岁
１２６例，５１岁～６０岁６２例，≥６１岁１３例，平均年龄４２岁。ＡＶ
感染患者年龄段主要集中于３１岁～５０岁，其中４１岁～５０岁女
性患病率最高（３３３３％），其次为３１岁～４０岁女性（３０９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１７００例患者需养菌性阴道炎感染的临床特征

单纯感染中，ＡＶ组较 ＢＶ组表现为脓细胞、支原体小体、
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增加，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ＢＶ组较
ＡＶ组更多的表现为线索细胞、唾液酸苷酶、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的增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混合感染中，ＡＶ＋ＢＶ组

较单纯ＢＶ组更多的表现为清洁度、白细胞、脓细胞、线索细胞、
白细胞脂酶、唾液酸苷酶、支原体小体、Ｎｕｇｅｎｔ评分、Ｄｏｎｄｅｒｓ评
分均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多重感染中，ＡＶ
＋ＢＶ＋ＶＶＣ组与 ＢＶ＋ＶＶＣ组比较，ＡＶ＋ＢＶ＋ＶＶＣ组更多的
表现为清洁度、脓细胞、线索细胞、唾液酸苷酶、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的升高（Ｐ＜００５）。ＡＶ＋ＢＶ＋ＴＶ组与ＢＶ＋ＴＶ组
比较，ＡＶ＋ＢＶ＋ＴＶ组更多的表现为清洁度、白细胞、脓细胞、
支原体小体、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Ｎｕｇｅｎｔ评分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１７００例患者阴道微生态异常情况 ［ｎ（％）］

　　项目 感染数 感染率（％）

菌群抑制 １５６ １１３４

菌群功能下降 １５１ １０９７

单一感染

　ＡＶ ６４ ４６５

　ＢＶ ４４７ ３２４９

　ＶＶＣ ８８ ６４０

双重感染

　ＡＶ＋ＢＶ ２４５ １７８１

　ＡＶ＋ＶＶＣ ７ ０５１

　ＡＶ＋ＴＶ ６ ０４４

　ＢＶ＋ＶＶＣ １３７ ９９６

　ＢＶ＋ＴＶ １９ １３８

多重感染

　ＡＶ＋ＢＶ＋ＶＶＣ ３３ ２４０

　ＡＶ＋ＢＶ＋ＴＶ ２３ １６７

表２　１７００例患者需养菌性阴道炎感染情况［ｎ（％）］

　　项目 总例数 感染率

单纯ＡＶ感染 ３７８ ６４（１６９３）

ＡＶ混合感染 ３７８ ３１４（８３０７）

　ＡＶ＋ＢＶ ３１４ ２４５（７８０３）

　ＡＶ＋ＶＶＣ ３１４ ７（２２３）

　ＡＶ＋ＴＶ ３１４ ６（１９１）

　ＡＶ＋ＢＶ＋ＶＶＣ ３１４ ３３（１０５１）

　ＡＶ＋ＢＶ＋ＴＶ ３１４ ２３（７３２）

#

　讨论
正常情况下，阴道内存在多种微生物，乳杆菌是其优势菌，

当受到内源性、外源性因素影响导致阴道微生态菌群结构转移，

微生态系统失衡时会引起多种女性下生殖道感染疾病［１１１２］。

ＡＶ是基于中间型ＢＶ而提出的具有特殊类型微生物群落的新
病症［５］。尽管ＡＶ与ＢＶ存在一些相同的特征，如：乳杆菌的减
少、分泌物的增加、ｐＨ值升高等，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
异，在以往许多研究中两者区别未被充分认识，导致临床诊断不

完整、不精确。本文对安徽省立医院１７００例妇瘤科门诊患者进
行研究，了解需养菌性阴道炎的微生态及临床特征，探讨其临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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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１７００例患者ＡＶ感染的临床特征

　　　项目 ＡＶ组 ＢＶ组 χ２值 Ｐ值

ＢＶ组

ＡＶ
（）

ＡＶ
（＋）

χ２值 Ｐ值

ＢＶ＋ＶＶＣ组

ＡＶ
（）

ＡＶ
（＋）

χ２值 Ｐ值

ＢＶ＋ＴＶ组

ＡＶ
（）

ＡＶ
（＋）

χ２值 Ｐ值

ｐＨ

　（） ２ ５

　（＋） ６２ ４４２
 ０２１５

５ ２

４４２ ２４３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 ２

１３２ ３１
００１９ ０８９０

１ １

１８ ２２
— １０００

Ｈ２Ｏ２
　（） １ ２

　（＋） ６３ ４４５
— ０３３１

２ ０

４４５ ２４５
— ０５４２

２ ０

１３５ ３３
— １０００

１ ０

１８ ２３
— ０４５２

清洁度

　（Ⅲ） ６２ ４２８

　（Ⅳ） ２ １９
０００８ ０９３０

４２８ １６５

１９ ８０
１０４１３７００００

１１４ １８

２３ １５
１２５９１００００

１１ ５

８ １８
５７６８ ００１６

白细胞

　（） ５ ２２

　（＋） ２７ ２２３

　（＋＋及以上） ３２ ２０２

１８４７ ０３９７

２２ ６

２２３ ９３

２０２ １４６

１３８５００００１

５ ２

４３ １０

８９ ２１

０３９３ ０８２２

１ ０

８ ３

１０ ２０

６０５６ ００２２

脓细胞

　（） １９ ２６２

　（＋） ２５ １５３

　（＋＋及以上） ２０ ３２

４０８２４ ００００

２６２ ９５

１５３ ９３

３２ ５７

４４６１３００００

８７ １３

４５ １４

５ ６

１２０１１０００２

６ ０

７ ８

６ １５

９６１７ ０００７

线索细胞

　（） ５８ ２３７

　（＋） ５ １２０

　（＋＋及以上） １ ９０

３２８４８ ００００

２３７ ６１

１２０ ６１

９０ １２３

７５７８３００００

９５ ９

３４ １２

８ １２

３００６６００００

９ ７

１０ １４

０ ２

２１９２ ０４５４

白细胞脂酶

　（） ４ ６８

　（＋） ６０ ３７９
３７１５ ００５４

６８ １０

３７９ ２３５
１９６０５００００

１５ ０

１２２ ３３
２７１９ ００９９

１ １

１８ ２２
— １０００

唾液酸苷酶

　（） ５９ １９９

　（＋） ５ ２４８
５０８９０ ００００

１９９ ３９

２４８ ２０６
５７３７２００００

６９ ６

６８ ２７
１１１７３０００１

６ ３

１３ ２０
１１６５ ０２８０

支原体小体

　（） ４３ ４０７

　（＋） ２１ ４０
３０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４０７ １９７

４０ ４８
１６１５１００００

１３０ ２９

７ ４
１１５７ ０２８２

１６ １０

３ １３
７３２０ ０００７

Ｄｏｎｄｅｒｓ评分

　（３４） ４２ ５７

　（５１０） ２２ ０
２３９４８ ００００

５７ １８３

０ ６２
１８１５１００００

２８ ２６

０ ７
４７８４ ００２９

１２ １４

０ ９
— ００１５

Ｎｕｇｅｎｔ评分

　（４６） ６４ ２９４

　（５１０） ０ １５３
３１２６８ ００００

２９４ ６６

１５３ １７９
９５６１８００００

９６ ９

４１ ２４
２０６２９００００

１５ ８

４ １５
８１９２ ０００４

　　关于ＡＶ患病率的可靠研究资料并不丰富，既往文献报道，
ＡＶ患病率远低于ＢＶ，从３１１％到２３７４％不等［１３１５］，本研究中

ＡＶ感染率为 ２２２３％，与文献报道较一致。此外，结果显示，
ＡＶ感染患者年龄段主要集中于 ４１岁 ～５０岁女性。Ｈｉｃｋｅｙ
等［１６］指出，在绝大多数更年期妇女中，阴道乳杆菌逐渐减少，阴

道微生物群从产乳酸菌群转变为各种严格厌氧和肠道细菌。

考虑≥４０岁女性，可能因卵巢功能衰退，自身雌激素水平降低，
导致生殖道内乳杆菌减少及对需养菌定植的易感性增加。

ＡＶ易发生混合感染，如：细菌性阴道病（ＢＶ），外阴阴道假丝
酵母菌病（ＶＶＣ），滴虫性阴道炎（ＴＶ），本研究中以合并ＢＶ感染

最常见。ＡＶ混合感染的症状和体征并不典型，临床表现未能区
分ＡＶ单纯感染和混合感染，湿片镜检必不可少［１４］。故本研究

着重比较ＡＶ与ＢＶ或ＢＶ参与的混合感染的临床特征。结果显
示，无论是单纯感染还是混合感染，ＡＶ均表现脓细胞的明显增
加，促进炎症反应。这可能与ＡＶ的发病机制有关，乳酸杆菌保
护作用降低，促炎因子增加，患者局部免疫调节失衡所致［４］。

ＡＶ、ＡＶ＋ＢＶ较ＢＶ，ＡＶ＋ＢＶ＋ＴＶ较ＢＶ＋ＴＶ均表现支原体的明
显增加，表明 ＡＶ提高了支原体等其他病原体感染的可能性。
ＡＶ＋ＢＶ双重感染及多重感染中，ＡＶ均加重ＢＶ感染症状。

综上所述，ＡＶ是常见的阴道炎之一，可产生严重的炎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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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易与多种病原体合并感染，以合并ＢＶ感染最常见，加重ＢＶ
感染症状，提高了支原体等其他病原体感染的可能性。在临床

工作中，应提高对ＡＶ的认识，重视 ＡＶ的诊断，让患者得到更
具针对性、更加合理有效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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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晚期铁营养状况对孕妇血生化及新生儿
血生化的影响
文振宇△　李清明　舒仁明
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检验科，四川 达州 ６３５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妊娠晚期铁营养状况对孕妇血生化及新生儿血生化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
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产科分娩孕妇（孕周≥２８周）１１０例作为研究对象，并于分娩前１
周内测定孕妇的血清铁蛋白（ＳＦ），根据铁营养状况进行分组，即铁不足组（ｎ＝３８）、铁正常组（ｎ＝４２）、铁过量
组（ｎ＝３０）。在分娩后１周内，抽取孕妇空腹静脉血、新生儿（出生１周内）的指尖血，应用自动生化仪检测血
清标本中的血生化（ＣＫ、ＴＢＡ、ＡＦＵ、ＵＡ、ＡＬＴ、ＧＬＵ、ＴＢＩＬ、ＣＲ、ＬＤＨ、ＢＵＮ、ＴＰ、ＡＬＰ、ＡＬＢ）水平，并比较三组之间
的差异。结果　三组的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水平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ＢＩＬ、
ＡＬＴ、ＡＦＵ、ＣＫ、ＬＤＨ、ＧＬＵ、ＢＵＮ、ＵＡ水平之间两两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妊娠晚期铁营
养状况对孕妇血生化及新生儿血生化部分指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临床管理中，监测该类孕妇的铁营养状

况，对于降低临床上预防因铁不足或铁过量所致贫血的发生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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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是人体构成不可或缺的一种元素，机体铁营养过度缺乏
会影响人体的发育与健康，严重时会出现缺铁性贫血［１］。同

时，机体内铁营养过量也会导致再生障碍性贫血［２］。有研究报

道，贫血好发于孕产妇及新生儿，铁营养缺乏或过量是主要的

发病原因。贫血不仅会导致孕妇早产、新生儿发育迟缓，还会影

响新生儿的神经心理发育［３４］。妊娠晚期是指孕周≥２８周。此
阶段孕妇血容量波动较大，也是各种妊娠并发症的高发期［５６］。

因此，对这一阶段时期孕妇的血生化各项指标进行密切监测，

是改善分娩预后的关键环节。了解妊娠晚期不同铁营养状况

下的孕妇血生化及新生儿血生化指标，可能对临床上诊断妊娠

晚期孕妇贫血、新生儿贫血以及营养过量导致的不良反应等具

有一定的指导价值。基于此，本研究对妊娠晚期不同铁营养状

况（铁不足、铁正常、铁过量）的孕妇血生化及新生儿血生化指

标进行检测与分析，旨为临床上改善妊娠晚期孕妇分娩预后提

供新的思路。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
院产科分娩孕妇（孕周≥２８周）１１０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孕妇临床资料完整者；②孕妇（孕周≥２８周）；③新生儿为
单胎；④新生儿均无先天性畸形以及其他脏器质性疾病；⑤孕
妇６个月龄体检时，均未发现患其他疾病；⑥孕妇均知情，且自
愿签署本研究的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①孕妇分娩时有大出
血，并进行输血者；②新生儿出生时存在重度窒息；③新生儿出
生时患严重感染；④孕妇合并有心、肾、肝等严重脏器疾病者；⑤
孕妇合并有高血脂、高血压等血液系统疾病者。本研究已获四

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于分娩前１周内测定孕妇的血清铁蛋白（ＳＦ），诊断标准：
孕妇ＳＦ正常范围１２μｇ／Ｌ～１５０μｇ／Ｌ，ＳＦ＜１２μｇ／Ｌ为铁不足，＞
１５０μｇ／Ｌ为铁过量。其中有３８例孕妇出现铁营养不足、４２例
为铁营养正常、３０例为铁营养过量，并将其依次分为铁不足组、
铁正常组和铁过量组。三组孕妇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研究方法

在分娩后１周内，在无菌条件下，于早晨（７：００—８：３０）时
间段内抽取三组孕妇的空腹静脉血 ２ｍＬ，并在 ２０ｍｉｎ内，以

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５ｍｉｎ～２０ｍｉｎ，提取血清。离心仪器（生产厂
家：北京雷勃尔离心机有限公司，型号：ＬＤＺ５２）。同时抽取新
生儿的指尖血（微量血）来检测。孕妇和新生儿的血清标本均

采用自动生化仪（生产厂家：日本奥林巴斯集团，型号：ＡＵ６４０）
检测血生化水平，主要包括肌酸激酶（ＣＫ）、总胆汁酸（ＴＢＡ）、α
Ｌ岩藻糖苷酶（ＡＦＵ）、尿酸（ＵＡ）、谷丙转氨酶（ＡＬＴ）、血糖
（ＧＬＵ）、总胆红素（ＴＢＩＬ）、肌酐（ＣＲ）、乳酸脱氢酶（ＬＤＨ）、尿素
氮（ＢＵＮ）、总蛋白（ＴＰ）、碱性磷酸酶（ＡＬＰ）、白蛋白（ＡＬＢ）。试
剂盒均购自解放军总医院科技开发中心放免研究所，检测人员

严格按照试剂盒要求进行操作。

１３　观察指标
详细观察和记录三组孕妇及新生儿的血生化（ＣＫ、ＴＢＡ、

ＡＦＵ、ＵＡ、ＡＬＴ、ＧＬＵ、ＴＢＩＬ、ＣＲ、ＬＤＨ、ＢＵＮ、ＴＰ、ＡＬＰ、ＡＬＢ）水平
指标，并比较三组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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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检验，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

对三组孕妇基线资料（年龄、孕周）进行比较，对所分娩的

新生儿予以系统体检，将出生体重进行比较，结果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孕妇年龄

（岁）

孕周

（周）

性别比

（ｍ／ｆ）
新生儿出生

体重（ｋｇ）

铁不足组 ３８ ２７３２±３４５ ３８８９±１６７ １７／２１ ３２１±０７１

铁正常组 ４２ ２７４１±３５２ ３８９８±１７２ １９／２３ ３２３±０７４

铁过量组 ３０ ２７５６±３６７ ３８９３±１８１ １３／１７ ３２３±０７４

Ｆ／χ２值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Ｐ值 ０．９６２ ０．９７３ ０．９８７ ０．９９１

２２　三组孕妇血生化指标比较
参考值为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实验室建立的健康妊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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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正常参考值。三组孕妇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水平之间
两两比较差异具有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ＴＢＩＬ、ＡＬＴ、ＡＦＵ、
ＣＫ、ＬＤＨ、ＧＬＵ、ＢＵＮ、ＵＡ水平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孕妇所产新生儿（１周内）血生化指标比较

参考值为四川省达州市中心医院实验室建立的健康妊娠

妇女分娩一周内新生儿的正常值。三组孕妇的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
ＡＬＰ、ＣＲ水平之间两两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ＴＢＩＬ、ＡＬＴ、ＡＦＵ、ＣＫ、ＬＤＨ、ＧＬＵ、ＢＵＮ、ＵＡ水平之间两两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孕妇血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

血生化指标 铁不足组（ｎ＝３８） 铁正常组（ｎ＝４２） 铁过量组（ｎ＝３０） 参考值范围 Ｆ值 Ｐ值

ＴＰ（ｇ／Ｌ） ３３８２±４１３ ５８８４±７１３ ８７８２±４１３ ６０～８５ １２７８９ ００００

ＡＬＢ（ｇ／Ｌ） １３８１±２０９ ３３８２±５３２ ６７１２±２２１ ３５～５５ １３８９８ ００００

ＴＢＡ（μｍｏｌ／Ｌ） 　３６２±２２２ 　６７１±２２２ １２６２±２２１ ０～１０ １３７８５ ００００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１０１６±２８９ 　９８５±２９３ １０１７±２８１ ０～２０ ０１２１ １５６３

ＡＬＴ（Ｕ／Ｌ） １８６７±５１８ １８２３±５２４ １９８６±６０９ ０～４０ ０８６１ ０６５４

ＡＬＰ（Ｕ／Ｌ） ３４７８±５１８ ９１７６±３２２１ １４４７８±３２３６ ４２～１２８ １７８９５ ００００

ＡＦＵ（Ｕ／Ｌ） ４１７３±８１９ ４２７５±７２８ ３９７９±８１８ ０～４０ ０１２３ １６７５

ＣＫ（Ｕ／Ｌ） ９４７６±２６５３ ９５４６±２５２１ ９６４６±２７２３ ０～２００ ０３７９ １３５２

ＬＤＨ（Ｕ／Ｌ） １６９７４±３６７８ １７２７３±３７８３ １７５７３±３８６８ １０９～２４５　 ０９６７ ０６１３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４１１±０９６ 　４８３±０９６ 　５１１±０３２ ３９～６１　 ０３２１ １３４２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４６１±１７２ 　４７９±１６３ 　４８１±１１８ １８～７１　 ０８７５ ０６５７

ＣＲ（μｍｏｌ／Ｌ） ２７１２±６５７ ６５８６±１８６５ １１８８９±１０５６ ４４～９７　 １７９８３ ００００

ＵＡ（μｍｏｌ／Ｌ） ２８８６７±６２７９ ２９７６７±５２７９ ２９８６７±６１７１ １５５～３５７　 ０９８６ ０６１８

表３　三组孕妇所产新生儿（一周内）的血生化指标比较（珋ｘ±ｓ）

血生化指标 铁不足组（ｎ＝３８） 铁正常组（ｎ＝４２） 铁过量组（ｎ＝３０） 参考值范围 Ｆ值 Ｐ值

ＴＰ（ｇ／Ｌ） ３１６７±６３２ ５９６７±６８９ ８３８９±４４５ ６０～８０ １３９９７ ００００

ＡＬＢ（ｇ／Ｌ） １０８９±２１６ ３４９８±７１３ ６８８９±５６８ ３０～５０ １４６８５ ００００

ＴＢＡ（μｍｏｌ／Ｌ） 　２６４±２１３ 　６８２±１５３ １３５６±２４８ ０～１０ １５７９３ ００００

ＴＢＩＬ（μｍｏｌ／Ｌ） １０２５±２８９ 　９７４±２８７ １４４６±２９３ ０～２０ ０１３２ １７８９

ＡＬＴ（Ｕ／Ｌ） １７７９±５３７ １８１２±５１６ １９７８±５３８ ０～４０ ０６７３ ０６２７

ＡＬＰ（Ｕ／Ｌ） ３４８９±５３７ ９３２３±２７８９ １４８９５±３１２５ ４０～１２５ １８８０４ ００００

ＡＦＵ（Ｕ／Ｌ） ４０８１±７６７ ４１８３±６１７ ３８９３±８２６ ０～４０ ０２１４ １６８３

ＣＫ（Ｕ／Ｌ） ９５６３±２３５４ ９４２３±２７４３ ９５３４±２３２９ ０～２００ ０５６８ １３２３

ＬＤＨ（Ｕ／Ｌ） １６５８２±３４７２ １７１４５±３６５６ １７２７８±３７９３ １１０～２４８ ０８３５ ０６０２

ＧＬＵ（ｍｍｏｌ／Ｌ） 　４２３±０８５ 　４７２±０７２ 　５０３±０４３ ３５～６５ ０３７２ １２０５

ＢＵＮ（ｍｍｏｌ／Ｌ） 　４５３±１８９ 　４０８±１３７ 　４６２±１２９ １５～７５ ０８６４ ０６７３

ＣＲ（μｍｏｌ／Ｌ） ２７３１±６７２ ６５７２±１５２８ １１３７２±１２６７ ４４～１００ １７７０５ ００００

ＵＡ（μｍｏｌ／Ｌ） ２８７８２±６１０３ ２９５４５±５１０８ ２９５８３±６０６９ １５０～３５０ ０９７３ ０６０５

#

　讨论
妊娠晚期孕妇缺铁营养易导致新生儿出现缺铁性贫血，进

而直接影响新生儿的生长发育、运动、免疫等各种功能，严重者

不能被补铁所逆转［７１２］。据资料显示，２０１２年前，我国新生儿
贫血发病率约为２０％［１３］。有文献报道，上海地区近年来新生

儿的贫血患病率为 １８％，重庆地区为 １８５％，江苏地区为
２３５％，下降程度不明显［１４１６］。血清铁蛋白是目前被公认为最

敏感、最可靠的铁营养检验指标［１７］。其水平与血清铁水平、铁

摄入、转铁蛋白等具有良好的相关性，也是评价孕妇和新生儿

贫血的首先指标。

妊娠晚期孕妇机体内的铁营养缺乏或过量时，受母体与胎

儿—胎盘复合体所分泌的类固醇激素的影响，血浆容量明显增

加，而血生化的不同指标也同样会受不同因素作用而发生改

变［１８］。血浆容量升高，加上孕妇蛋白质的摄入不足，致使 ＡＬＢ
被稀释而浓度降低；相反，当孕妇蛋白质的摄入过量时，ＡＬＢ浓
度也同样会出现升高。而ＡＬＢ又是 ＴＰ的主要成分，因此ＴＰ水
平也会随着ＡＬＢ的变化而改变。孕妇 ＡＬＰ主要由肠 ＡＬＰ、肝
ＡＬＰ、骨ＡＬＰ等同工酶构成。妊娠晚期时，为了满足胎儿骨生长
发育，孕妇体内大量骨营养动员，致使骨 ＡＬＰ增加。但由于机
体铁营养缺乏或过量时，骨 ＡＬＰ也会出现改变，从而导致孕妇
ＡＬＰ发生变化。妊娠晚期孕妇机体受激素水平变化的刺激，其
血胰岛素水平会出现升高，因此血 ＣＲ浓度降低属正常生理现
象。同时，血ＣＲ浓度也取决于机体营养的摄入能力和各类分
泌物的排泄能力。妊娠晚期孕妇蛋白质合成增加，机体呈正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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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肌酐利用率相对较高，致使肌酐浓度发生改变。ＴＢＡ是
反映细胞分泌、合成、代谢等重要指标，妊娠晚期时ＴＢＡ水平增
高或降低可能会受孕妇肝血流罐注的影响。而铁营养与血浆

容量浓度是直接相关的，因此铁营养的缺乏或过量会直接影响

晚期妊娠时ＴＢＡ水平。本研究发现，妊娠晚期孕妇铁不足的情
况下，孕妇的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水平会出现降低，而分娩
后（１周内）新生儿的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水平也同样出现
低水平；当铁过量时，孕妇的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水平会出
现升高，而分娩后（１周内）新生儿的 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水
平也同样出现高水平。说明铁营养与孕妇的血生化及新生儿

血生化中的ＴＰ、ＡＬＢ、ＴＢＡ、ＡＬＰ、ＣＲ指标是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因此，对妊娠晚期孕妇的血生化指标及新生儿的血生化指标进

行监测，可提前了解解孕妇和新生儿的机体状况。众所周知，铁

营养不足会出现缺铁性贫血，铁营养过量也同样会导致再生障

碍性贫血。因此，我们认为，监测妊娠晚期孕妇及新生儿与铁营

养有关的血生化指标极为重要。

综上所述，妊娠晚期铁营养状况对孕妇血生化及新生儿血

生化部分指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临床管理中，监测该类孕

妇的铁营养状况，对降低临床上预防因铁不足或铁过量所致贫

血的发生率，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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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藤红素联合熊去氧胆酸减轻妊娠肝内胆汁
淤积的临床研究
李柳柳△　李晶晶　刘小玲
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产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４

【摘要】　目的　探讨雷公藤红素联合熊去氧胆酸减轻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的疗效。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民医院诊疗的８０例妊娠肝内胆汁淤积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
分配原则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雷公藤片治疗，对照
组患者给予熊去氧胆酸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肝功能指标、基质金属蛋白酶水平、不良反应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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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统计比较。结果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２５％，３７／４０）高于对照组患者总有效率（７５０％，３０／４０），
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谷丙转氨酶（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ＡＳＴ）、总胆
汁酸（ＴＨＡ）水平值均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ＭＰ２）、基质金属蛋白酶９（ＭＭＰ９）水平均低于对照组患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７５％，７／４０）高于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００％，４／
４０），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雷公藤红素联合熊去氧胆酸治疗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的临床疗效良好，能够改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水平，降低患者的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基质金属蛋白酶９水平，
且治疗安全性良好，值得临床推荐。

【关键词】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雷公藤红素；熊去氧胆酸；基质金属蛋白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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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ＭＭＰ）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是妊娠期妇女常见的一种并发症，主
要出现在妊娠的中后期，表现为妊娠期妇女的胆汁酸升高，患

者出现皮肤瘙痒、黄疸等症状，严重影响妊娠期妇女妊娠阶段

的生命健康、生活质量［１２］。更为严重的是，妊娠期肝内胆汁淤

积还可能使患者出现不良的妊娠结局，导致胎儿在分娩时死

亡、难产、呼吸窘迫等机率逐渐增大［３］。因而，妊娠期肝内胆汁

淤积已经引起了临床医生的高度关注，对其治疗干预的研究也

在不断深入。但是，目前临床对于该病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仅通

过止痒、保肝、利胆等常规的治疗手段进行干预治疗，治疗效果

不甚理想［４］。随着中医药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药在治疗各种

难治性疾病中有着良好的表现。雷公藤片是一种常用的具有

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成药制

剂，近年报道显示，雷公藤中的雷公藤红素具有保肝利胆、降低

胆汁酸的功效，是一个老药新用的典型案例［５］，有关研究揭示

雷公藤片在孕期妊娠妇女人群中的应用也有良好的安全性［６］。

本研究中，对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患者给予雷公藤片治疗，也

表现出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人
民医院进行诊治的８０例妊娠肝内胆汁淤积患者为研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 患者经诊断确诊为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符合中
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制定的《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症诊疗指南》中的相关诊断标准［７］；②患者孕前肝胆功能正常；
③患者入组前未采用相关治疗药物治疗；④ 患者对本研究治疗
药物无严重过敏反应；⑤ 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研究方案无伦
理学争议。排除标准：①其他原因引起的肝内胆汁淤积的患者；
② 合并其他肝胆部位疾病的患者；③ 精神状态异常患者，不能
配合研究过程进行的患者。本研究已经获得深圳市宝安区沙井

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受试者均已签署书面知情同意

书。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随机分配原则将８０例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龄范



·４２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９卷　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围２３岁～４５岁，年龄（３３２９±７２３）岁；首次妊娠１９例，２次妊
娠１３例，３次妊娠 ８例；孕周范围 ２６～３６周，孕周（３２７８±
２６７）周。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４４岁，年龄（３２１２±
７２０）岁；首次妊娠２０例，２次妊娠１４例，３次妊娠６例；孕周范
围２５～３７周，孕周（３３２２±３２０）周。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具有可比性。
１３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给予常规的保肝、止痒等治疗措施干预。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增加雷公藤片（华润三九黄

石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４２０２１５３４，规格：每片含雷公藤甲
素３３μｇ）口服治疗，每次２片，每日３次。对照组患者给予熊去
氧胆酸片（上海中西三维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３１０２１９５０，
规格：５０ｍｇ／片）口服治疗，每次３片，每日３次。两组患者连续
治疗２周后观察评估治疗效果。

临床疗效判断标准为：①显效：患者黄疸、皮肤瘙痒症状基
本消失，胆汁酸水平恢复至正常值；②有效：患者的黄疸、瘙痒等
症状明显好转，胆汁酸水平明显降低；③无效：患者的黄疸、皮肤
瘙痒等症状无改善，胆汁酸水平未有下降。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率。
１４　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统计比较。

于患者治疗开始前１ｄ、治疗结束后１ｄ采集患者的空腹静脉血
约３ｍＬ，加入到抗凝管中，以ＴＧ１８５０ＷＳ型高速离心机（湖南赛
特湘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进行离心，转速３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半径１０ｃｍ，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得到血清样本，采用酶类免疫吸附
实验检测患者的基质金属蛋白酶２（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２，
ＭＭＰ２）、基质金属蛋白酶９（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９，ＭＭＰ９）

水平，检测试剂盒购置于上海盖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操作步骤

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进行。采用ＡＤＶＩＡ２４００型全自动生化分
析仪（德国西门子公司）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肝功能指标包

括谷丙转氨酶（ａｌａｎｉｎｅａｍｉｎｏ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ＡＬＴ）、谷草转氨酶（ｇｌｕ
ｔａｍｉｃｏｘａｌｏａｃｅｔｉｃ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ＡＳＴ）、总胆汁酸（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ｅａｃｉｄ，
ＴＨＡ）水平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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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
频数（百分数）［ｎ（％）］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
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９２５％）高于对照组患者（７５０％），
组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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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４０ ２３（５７５） １４（３５０） ３（７５） ３７（９２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９（４７５） １１（２７５） １０（２５０） ３０（７５０）

χ２值 — — — ４５０１

Ｐ值 — — — ００３４

２２　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ＡＬＴ、ＡＳＴ、ＴＨＡ水平值均低于对照

组患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肝功能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ＡＬＴ（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差值

ＡＳＴ（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差值

ＴＨＡ（μ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差值

观察组 ４０ １６７２８±２１２９６１２８±８９２ａ １０５７２±１３３８１４３２９±１９２３５５７６±９３４ａ ９３２１±１２３２ ４３７６±７２０ １８８７±４７６ａ ２５６８±６１１

对照组 ４０ １６５０２±２０８７７４６７±１１７２ａ ９１０９±１２９２１４０３７±１８６２７０３４±１２６５ａ ７０７９±１１０７ ４１８９±７８９ ２３２０±５２５ａ １８７９±７２９

ｔ值 ０４７９ ５７５０ ６１２９ ０６９０ ５８６４ ９２３８ １１０７ ３８６４ ８２７４

Ｐ值 ０６３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４９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２７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ＭＭＰ２和ＭＭＰ９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ＭＭＰ２和 ＭＭＰ９水平均低于对照

组患者，组间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ＭＭＰ２和ＭＭＰ９水平比较（μｇ／Ｌ，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ＭＰ２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差值

ＭＭＰ９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后差值

观察组 ４０ ７１２９±９２０ ３４２９±６１９ａ ３７２９±８２３ ５１２３±６２９ ２１７０±５１１ａ ３０１２±６２６

对照组 ４０ ７３１３±９３１ ４１３４±７７１ａ ３２９８±８１４ ５２６８±６９１ ２６４９±５５２ａ ２６０７±６１４

ｔ值 ０８８９ ４５１０ ４０９２ ０９８１ ４０２７ ５２１９

Ｐ值 ０３７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３２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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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１７５％）高于对照组患者

（１００％），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４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恶心呕吐 腹泻 乏力 皮疹 总发生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２５） ７（１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５） ４（１００）

χ２值 — — — — ０９４９

Ｐ值 — — — — ０３３０

#

　讨论
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是妊娠期妇女常见的并发症，是造成

不良妊娠结局的原因之一，对胎儿的分娩过程、健康发育状态

均有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８］。目前，对于该病发病机制尚未完

全清楚，主流的观点认为，该病的出现与妊娠期妇女雌性激素

水平的改变、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等有一定的关联［９］。孕妇雌

激素水平持续性升高，对体内代谢过程和 ＡＴＰ酶有抑制作用，
使其活性下降，导致患者胆酸代谢受到影响，进而影响胆酸通

透性，使患者胆汁流出受到阻碍，进而引起妊娠期肝内胆汁淤

积［１０］。目前，临床对于该病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仅通过止痒、保

肝、利胆等常规的对症治疗手段进行干预治疗，治疗效果不甚

理想［１１］。熊去氧胆酸是目前常用的一种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

的治疗药物，服用后抑制肠道对疏水性胆酸重吸收，降低胆酸，

改善胎儿环境，患者的瘙痒症状和生化指标均可以得到明显改

善［１２］。

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治疗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的药物被

发掘出来，许多经典的中成药制剂被发现有新的药理活性。雷

公藤为常见的中药，雷公藤片是其中药提取的活性成分制成的

片剂。其中的活性成分雷公藤红素具有抗炎、免疫抑制、抗肿

瘤、抗神经退行性疾病等多重药理活性［１３］。进一步的研究发

现，雷公藤红素具有较强的抗胆汁淤积作用，能够从源头上减

少胆汁酸的形成，降低体内胆汁酸水平。其发挥作用的机制为

通过对胆汁酸吸收转运体的关键酶的抑制作用，这些关键酶包

括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和基质金属蛋白酶９［１４１５］。此外，研究还
发现，雷公藤红素还可以促进胆酸的排泄过程，增加有害胆酸

的流出。因此，雷公藤红素从减少胆汁酸合成、增加胆汁酸排泄

２个方面减少了患者肝内胆汁酸的淤积［１６］。本研究中，观察组

患者增加雷公藤片治疗，患者的临床疗效得到显著提高，黄疸、

皮肤瘙痒症状明显好转，这表明雷公藤红素对于妊娠期肝内胆

汁淤积具有良好的治疗作用。在肝功能的指标比较中，观察组

患者的ＡＬＴ、ＡＳＴ、ＴＨＡ水平值均低于对照组患者，这表明雷公
藤红素的应用可以降低患者体内的胆汁酸水平，改善患者的肝

功能指标。此外，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ＭＭＰ２、ＭＭＰ９水平均
低于对照组患者，这是因为雷公藤红素降低胆汁酸的作用机制

可能是通过对ＭＭＰ２、ＭＭＰ９这２种关键酶活性的抑制而发挥
作用。在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中，观察组患者增加雷公藤片

治疗，患者的不良反应未明显增加，这提示联合治疗的安全性

良好。

综上所述，雷公藤红素联合熊去氧胆酸治疗妊娠期肝内胆

汁淤积的临床疗效良好，能够改善患者的肝功能指标水平，降低

患者的基质金属蛋白酶２、基质金属蛋白酶９水平，且治疗安全
性良好，值得临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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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３１．

［１３］　刘燕．熊去氧胆酸联合腺苷蛋氨酸对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患
者肝功能及妊娠结局的影响［Ｊ］．医学临床研究，２０１７，３４（８）：
１５２３１５２６．

［１４］　徐晖，黄夏冰，伍涛．妊娠期肝内胆汁淤积症患者相关生化指标
的检测及临床意义［Ｊ］．中华全科医学，２０１７，１５（７）：１１９２１１９３．

［１５］　ＣａｒｉｔｉｓＳＮ，ＨａｎｋｉｎｓＧ，ＨｅｂｅｒｔＭ，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１７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ｇｅｓｔｅｒｏｎｅｃａｐｒｏａｔｅｏｎｃｅｒｖｉｃａｌ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ｒｉｘ
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Ｊ］．ＡｍＪＰｅｒｉｎ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３５（５）：４７０４８０．

［１６］　张玲云，詹欣．熊去氧胆酸联合腺苷蛋氨酸治疗妊娠期肝内胆汁
淤积症的临床研究［Ｊ］．医学研究杂志，２０１７，４６（１１）：１５７１６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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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居家平台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随访管理中的
影响
姜冬梅　徐晓英△

海安市人民医院产科，江苏 海安 ２２６６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糖尿病居家平台在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随访管理中的应用效果。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
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海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３６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６８例患者。观察组患者行基于糖尿病居家平台的随访管理，对照组患者
行常规随访管理。比较两组患者遵医行为、妊娠结局和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的变化。结果　观察组患者
适量运动、定时自我监测血糖、按时复诊、遵循饮食原则比例均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新生儿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巨大儿、产后出血、胎膜早破、羊水过多发生率均低于对
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剖宫产、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与对照组患者相比，
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干预后普通饮食、特殊饮食、运动、血糖监测、药物、足部保
养、自我管理能力总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基于糖尿病居家
平台的随访管理应用于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可以提高患者遵医行为，改善妊娠结局，增强患者自我管理能

力，值得推广。

【关键词】　糖尿病居家平台；妊娠糖尿病；随访管理；遵医行为；妊娠结局；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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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娠期糖尿病指的是妊娠期机体内糖代谢处于正常水平 或潜在糖耐量减退，在妊娠期才发生的糖尿病［１］。有关调查结

果显示［２］，目前我国妊娠期糖尿病的发病率为１％ ～５％，且呈
逐年增高趋势。妊娠期糖尿病会对母婴分娩结局造成严重负面

影响，所以应该在整个孕期给予患者有效病情管理［３４］。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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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的管理方式主要包括专科门诊、医院
社区一体化管理和一日门诊式教育等，但是，上述方式均需要

患者前往医院或社区接受有效干预，而患者自身行动不便，且

逐年增多的糖尿病妊娠患者与紧缺的医护人员逐渐不匹配，因

此急需新型病情管理方式［５］。糖尿病居家护理平台通过微信

平台的方式，有效地促进了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沟通与交

流，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明显提高互动性［６］。本研究中，对

海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给予糖尿病居家护

理平台干预，与常规妊娠期糖尿病管理小组干预进行比较，取

得了显著的效果。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０月海安市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３６例妊娠期糖尿病患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经糖耐量试
验确诊为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孕周范围２４周 ～２８周；初产妇；
单胎；生活可以自理；具有一定认知、语言交流能力；患者及其家

属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伴随其他严重慢性疾病；合

并其他感染性疾病；患有精神病或存在既往精神病史；伴随急

性妊娠期糖尿病并发症；拒绝配合本研究者。本研究已经海安

市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治疗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３６例妊

娠期糖尿病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１２１　观察组患者治疗方法　观察组患者实施糖尿病居家平
台干预，具体步骤如下：①组建妊娠期糖尿病管理小组。小组成
员为糖尿病和产科医师各１名、母婴专科护士１名、糖尿病专科
护士２名和营养师１名。糖尿病专科护士主要负责记录研究数
据、量表发放与收集，并在糖尿病居家平台上对患者进行答疑、

互动和咨询；母婴专科护士的职责为评估胎儿状况和监护，并

收集患者及新生儿的相关资料；营养师对患者日常饮食进行指

导；糖尿病及产科医师在平台上回答患者问题。小组成员接受

统一培训，学习糖尿病居家平台的使用、数据收集、妊娠期糖尿

病相关知识培训和量表使用等。②糖尿病居家平台。该平台以
网络作为基础平台，拥有护士端和患者端２个客户端，并以身份
识别和绑定登录 ＡＰＰ。ａ护士端。糖尿病专科护士开设诊所，
与患者进行全面互动交流，回复患者居家疾病管理时的疑问，

并定期推送疾病相关知识信息；对疑难病例实施转诊操作并提

交线上，邀请糖尿病和产科医师一同会诊。ｂ患者端。用微信
扫二维码绑定患者手机，然后实现线上文字、语音、图片等交流；

向医护人员提交随访申请和预约门诊；接收并学习医护端发送

的疾病相关知识；自我记录血糖值，并接收医护人员对血糖水

平的评价和相关意见；此外，患者家属在扫描二维码后可以登

陆患者账号，与患者和医护人员一同互动交流。③具体干预措
施。在确诊疾病后至分娩后１周，患者均接受妊娠期糖尿病管
理小组的干预，包括常规饮食指导、血糖日常监测、运动训练、产

科门诊随访等。患者在接受干预人员健康宣教后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关注并登陆平台，然后详细填写孕产信息。小组成员向

患者介绍ＡＰＰ使用方法，并与患者进行现场演示使用，让患者
能够独立使用。患者将干预前３天的每日用餐食物拍照后发送
至平台上，干预人员对其进行评价和指导，告知患者用餐是否

科学、合理。患者上传每１周 ～２周的血糖水平和体重值。若

出现由于疾病状况导致血糖水平控制不佳情况，则立即转诊给

小组内医师，在联合会诊后指导患者解决问题或来院接受治疗。

此外，干预人员定期发布疾病相关知识，并提醒患者测量自身血

糖和体重值，定期复诊。

１２２　对照组患者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接受妊娠期糖尿病
管理小组干预，但并不加入糖尿病居家平台，干预人员通过电话

随访、门诊的方式，收集患者资料及血糖和体重值。

１３　观察指标
两组患者均持续随访３个月。①遵医行为：随访医护人员

采用海安市人民医院自制调查问卷评价两组患者遵医行为，

包含适量运动、定时自我监测血糖、按时复诊、遵循饮食原则４
项内容，每项内容满分１００分，≥８０分表明遵医行为良好［７］。

②妊娠结局：统计两组新生儿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巨大儿、
新生儿低血糖、产妇产后出血、胎膜早破、羊水过多、剖宫产例

数，计算发生率，进行比较分析。③自我管理能力：采用糖尿
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修订版（ＳＤＳＣＡ）对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
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价，包含血糖监测、普通饮食、特殊饮食、运

动、足部保养、药物６个项目，共有１１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０
分～７分，总分 ０分 ～７７分，分数越高表示自我管理能力越
强［８］。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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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６８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０岁～３４岁，年龄（２６０１±０３８）岁；孕周范围２４周 ～２８周，
孕周（２５９６±１１９）周；体重指数范围１７ｋｇ／ｍ２～２３ｋｇ／ｍ２，体重
指数（２０５５±１９７）ｋｇ／ｍ２。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１岁 ～３５
岁，年龄（２５９８±０３５）岁；孕周范围２４周～２８周，孕周（２６０７
±１１５）周；体重指数范围１７ｋｇ／ｍ２～２３ｋｇ／ｍ２，体重指数（２０６２
±２０２）ｋｇ／ｍ２。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遵医行为比较

观察组患者适量运动、定时自我监测血糖、按时复诊、遵循

饮食原则比例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遵医行为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适量运动
定时自我

监测血糖
按时复诊

遵循饮食

原则

观察组 ６８ ５７（８３８） ６２（９１２） ６０（８８２） ５９（８６８）

对照组 ６８ ４４（６４７） ４６（６７６） ４０（５８８） ４５（６６２）

χ２值 ６５０２ １１５１３ １５１１１ ８０１０

Ｐ值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胎儿窘迫、新生儿窒息、巨大儿、产后出血、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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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早破、羊水过多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剖宫产、新生儿低血糖发生率与
对照组相比，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２。

２４　两组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患者普通饮食、特殊饮食、运动、血糖监测、

药物、足部保养、自我管理能力总分均高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新生儿胎儿窘破 新生儿窒息 巨大儿 新生儿低血糖 产后出血 胎膜早破 羊水过多 剖宫产

观察组 ６８ ２（２９） １（１５） ７（１０３） ５（７４） １（１５） ６（８８） ８（１１８） ３８（５５９）

对照组 ６８ １０（１４７） １２（１７６） ２２（３２４） ９（１３２） ９（１３２） ２０（２９４） ２２（３２４） ４１（６０３）

χ２值 ５８４９ １０２９１ ９８６１ １２７４ ６９０８ ９３２０ ８３８２ ０２７２

Ｐ值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２５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６０２

表３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自我管理能力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时间 组别 例数 普通饮食 特殊饮食 运动 血糖监测 药物 足部保养 自我管理能力总分

干预前 对照组 ６８ ６１５±１２９ ７０１±２３３ ８６１±２５７ ８０５±２１５ ７０４±１１４ ７６９±１１２ ５０４８±４０９

观察组 ６８ ６１９±１３３ ７０４±２６８ ８４７±２８１ ８０４±２０７ ７０８±１２２ ７６０±１２３ ５０３５±３３８

ｔ值 ０１７８ ００７０ ０３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１９８ ０４４６ ０２０２

Ｐ值 ０８５９ ０９４５ ０７６２ ０９７８ ０８４４ ０６５６ ０８４０

干预后 对照组 ６８ ７６４±１３６ ８８８±１０６ １０３１±１２４ １０１３±２２５ ９３８±１２２ １０６５±１４７ ５７３１±４５２

观察组 ６８ １０６２±１５７ １０７９±１７１ １３４２±１４６ １３５２±２１１ １２３６±１５５ １２５７±１４９ ７０１３±４３６

ｔ值 １１８３１ ７８２９ １３３８８ ９０６３ １２４５８ ７５６４ １６８３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讨论
妊娠糖尿病是患者在妊娠期首次发生糖耐量降低的疾病，

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实施，使得生育率明显上升，而肥胖及

不良生活习惯，导致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发病率也随之上升［９］。

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大约有７％的孕妇会发生糖尿病，而其中妊
娠前无糖尿病史者占９０％以上［１０］。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分娩后

出现新生儿低血糖、高胆红素血症和巨大儿等不良妊娠结局的

概率会显著增加。因此，有效干预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对于预防

和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糖尿病居家平台以网络平台

（微信）作为基础，开设医护诊所为患者提供专家病情管理服

务。本研究中对妊娠糖尿病患者实施此干预措施取得了显著

效果［１１］。

本研究结果可见，观察组患者遵医行为优于对照组患者，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这表明糖尿病居家平台可以
有效提高妊娠期糖尿病患者遵医行为。分析其原因主要为，该

平台以网络ＡＰＰ为依托，可以有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患
者可以随时随地与医护人员交流沟通，在自己意志不坚定或病

情管理中遇到问题时，医护人员均可以给予鼓励支持和解答，

帮助患者提高遵医依从性［１２１３］。此外，干预人员能够通过医护

端登陆查询患者具体信息，如患者血糖、体重指标、孕周等记录，

随时监督患者的病情管理，通过内外力共同推动患者坚持遵医

行为［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妊娠结局优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析其原因主要为，干预
人员通过糖尿病居家平台向患者定期推送疾病相关知识，告知

患者控制自身血糖、体重水平的意义，患者定期向平台上传自

己体重、血糖动态数据，再由医护人员共同商讨并调整患者饮

食和运动方案，从而科学控制体重增长，真正做到与患者共同

管理疾病，且患者通过该平台遵医行为得到明显改善，因而使其

最终分娩结局更佳，可以有效降低巨大儿、羊水过多、新生儿窒

息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概率［１５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

自我管理能力高于对照组患者（Ｐ＜００５）。分析其原因主要
为，自我管理能力是个体根据自身状况积极主动地采取有效措

施、改善身体状况、促进机体恢复健康的能力，较好的自我管理

能力能够帮助患者控制血糖和体重水平。糖尿病居家平台为患

者、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建立了有效的沟通平台，患者通过平台

可以获得最新妊娠期糖尿病资讯、病情管理相关知识、运动锻炼

方式等，方便患者随时随地学习；医护人员通过平台定期提醒患

者测量血糖和体重值并上传［１７］。此外，该平台为患者提供专业

性疾病问题咨询，解决其在自我病情管理中遇到的难题，通过网

络的高效性、便捷性，根据病情为患者及时调整饮食和运动方

案，因而其自我管理能力显著提升［１８］。

综上所述，基于糖尿病居家平台的随访管理应用于妊娠期

糖尿病患者，可以提高患者的遵医行为，改善患者的妊娠结局，

增强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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绒毛中 ＩＧＦ２及 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
发育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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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绒毛组织中 ＩＧＦ２及 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的相关性。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治的４０例胚胎停止发育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将这４０例患者设为观察组，另选取４０例正常早孕而人工流产患者作为对照组。采用免疫组化法检
测绒毛组织中ＩＧＦ２及 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与及其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的相关性。结果　观察组患者
ＩＧＦ２表达阳性率及高表达率均低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ＭＭＰ９表达阳
性率及高表达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与 ＩＧＦ２表达水
平呈显著负性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ＭＭＰ９表达水平呈显著正性相关关系，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绒毛组织中ＩＧＦ２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呈明显负性相关关系，ＭＭＰ９
表达水平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呈正性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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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妊娠早期胚胎停止发育并导致胚胎死亡临床中又称为
胚胎停止发育，其结果最终将导致流产，是孕早期临床中较为

常见病理性妊娠［１］。胚胎停止发育常对育龄期女性造成极大

的身心健康。有研究指出，内分泌失调、遗传因素、免疫因素、生

殖器官结构异常、环境因素、感染、创伤、全身疾病等因素均可能

导致妊娠早期胚胎停止发育，但其具体发病机制仍未揭示［２３］。

近年来有研究指出，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２（ＩＧＦ２，Ｉｎｓｕｌｉｎ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２）在胚胎正常发育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４］。有研

究指出，在自然流产女性绒毛组织中常呈现明显的ＩＧＦ２低表达
状态［５］。ＩＧＦ２是母系印迹基因，其表达水平常受组蛋白乙酰
化、ＲＮＡ干扰、ＤＮＡ甲基化等多种方式调控［６］。有研究证实，基

质金属蛋白酶（ＭＭＰｓ，Ｍａｔｒｉｘ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ｅｓ）在滋养层细胞
浸润能力调控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中ＭＭＰ９所起作
用最为关键［７］。此外，在调控 ＭＭＰ９的诸多因素中，基质金属
蛋白酶组织抑制物（ＴＩＭＰｓ，Ｔｉｓｓｕ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ｏｆＭｅｔａｌｌ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ａｓ
ｅｓ）是主要组织抑制物，在细胞侵袭调节过程中扮演十分重要作
用［８］。因而笔者对我院收治的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孕妇作

为本组研究对象，分析绒毛组织中 ＩＧＦ２及 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与
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的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经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选取２０１６年
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诊治的４０例胚胎
停止发育患者及４０例正常早孕而人工流产患者作为本组研究
对象。其中胚胎停止发育患者作为观察组，人工流产组患者作

为对照组。纳入标准：①临床检测结果符合胚胎停止发育诊断
标准；②胚芽枯萎缩小；③无心管搏动，且复查无变化；④妊娠６
周后检查见妊娠囊但无胚胎；⑤对本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通知
书。排除标准：①此次妊娠前月经周期不规律；②既往存生殖器
官感染；③存肿瘤疾病；④存内分泌系统疾病；⑤孕期服用过激

素类药物；⑥主动申请退出本研究。
１２　研究方法

①标本采集制备：本组研究中术中采集绒毛组织，使用生理
盐水漂洗，后使用液氮速冻并置入８０℃冰箱中储存备用。②样
本检测：本组研究中在所有样本收集完成后，常规解冻并脱水，

做石蜡包埋做组织切片，行ＨＥ染色，观察绒毛组织形态。并采
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绒毛组织中 ＩＧＦ２及 ＭＭＰ９水平，所用
ＩＧＦ２及ＭＭＰ９抗体购买自ＣＳＴ公司，所用ＳＰ９００１免疫组化试
剂盒购买自中杉金桥生物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将所有石蜡切

片脱蜡，使用ＰＢＳ缓冲溶液冲洗，使用内源性过氧化物酶阻断
剂加入切片中，室温孵育１０ｍｉｎ阻断内源性过氧化物酶，后采
用ＰＢＳ缓冲溶液清洗，修复抗原，滴加山羊血清封闭液，室温孵
育２０ｍｉｎ，滴加抗体、辣根过氧化物酶３７℃孵育２０ｍｉｎ显影液，
苏木素复染，脱水，中性树胶封片。所有操作均严格遵照试剂盒

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３　结果判定
本组研究中采用双盲法对样本阳性表达状态进行评分，以

综合计分法行半定量分析，４００倍镜下每张切片随机选取５视
野，阳性细胞总数百分比作为评分标准，４分，阳性细胞数占
６０％以上；３分，阳性细胞数占３０％ ～５９％；２分，阳性细胞数占
１０％～２９％；１分，阳性细胞数占１０％一下；０分，无阳性细胞
数。依照细胞着色强度对切片染色强度进行评估，颜色呈棕褐

色记为３分、颜色呈棕黄色记为２分、颜色呈浅黄色记为１分、
无明显着色且与阴性对照一致记为０分。将染色强度记分与阳
性细胞百分比记分相乘，两者乘积作为平均染色强度，９～１２分
记为（＋＋＋）、５～８分记为（＋＋）、３～４分记为（＋）、２分以下
记为（），其中（＋＋＋）、（＋＋）记为高表达。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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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患者年龄范围 ２３岁 ～３６岁，年龄（２８８４±２１９）
岁，孕周范围４周～１３周，孕周（８２７±１３２）周，合并高血压１
例、糖尿病１例、其他慢性疾病２例，本科及以上学历１５例、高
中文化程度１９例、初中及以下６例，城区居民３４例、农村居民６
例，对照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３４岁，年龄（２７９８±２３５）岁，
孕周范围４周～１２周，孕周（７２７±２１１）周，合并高血压１例、

糖尿病０例、其他慢性疾病１例，本科及以上学历１６例、高中文
化程度２０例、初中及以下４例，城区居民３５例、农村居民５例，
两组受试者一般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
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绒毛组织中ＩＧＦ２表达水平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ＩＧＦ２表达阳性率及高表达

率分别为４５％及１７５０％，观察组患者ＩＧＦ２表达阳性率及高表
达率为９２５０％及７５００％，观察组两指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绒毛组织中ＩＧＦ２表达水平［ｎ（％）］

组别 例数
ＩＧＦ２

－ ＋ ＋＋ ＋＋＋
阳性率 高表达率

观察组 ４０ １８（４５０％） １５（３７５％） ６（１５０％） １（２５％） ４５０ １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３（７５％） ７（１７５％） ２４（６００％） ６（１５０％） ９２５ ７５０

χ２值 ２７９９５ ５２５０９ ６６４９９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绒毛组织中ＭＭＰ９表达水平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ＭＭＰ９表达阳性率及高表

达率分别为９５００％及７７５０％，对照组阳性率及高表达率分别

为２７５０％及１２５０％，观察组两指标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绒毛组织中ＭＭＰ９表达水平［ｎ（％）］

组别 例数
ＭＭＰ９

－ ＋ ＋＋ ＋＋＋
阳性率 高表达率

观察组 ４０ ２（５０％） ７（１７５％） １８（４５０％） １３（３２５％） ９５０ ７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２７５％） ２４（６００％） ４（１００％） １（２５％） ２７５ １２５

χ２值 ３４７４８ ９５９８４ ８５３５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４　两组患者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与 ＩＧＦ２及 ＭＭＰ９相关
性比较

　　本组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与ＩＧＦ２表达水平
呈显著负性相关关系（Ｐ＜００５），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与ＭＭＰ９
表达水平呈显著正性相关关系（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早期妊娠胚胎早期发育与ＩＧＦ２及ＭＭＰ９表达相关性

指标 ｒ值 Ｐ值

ＩＧＦ２ －０６３２ ＜００５

ＭＭＰ９ ０７１３ ＜００５

#

　讨论
ＩＧＦ２基因中共包含８个内含子及９个外显子，是机体内发

现较早的内源性印迹基因，其调控及表达并不遵循孟德尔遗传

规律。其在人体内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是一种多功能细胞增

殖调控因子，在细胞增殖、分化、胚胎生存发育过程中起到十分

重要的促进作用。ＩＧＦ在成人软脑膜、大脑脉络丛、肝组织中均
呈双等位基因表达，且正常组织中呈父源等位基因表达印迹状

态。ＩＧＦ２属于一种促有丝分裂肽，在胚胎发育过程中起到十分
重要作用，多数胚胎组织均可大量合成、分泌ＩＧＦ２，有效调节细

胞分化及生长，参与诸多病理过程及生理过程［９］。有研究指

出，ＩＧＦ２主要生理作用包括激素样作用、促多细胞器官生长、影
响糖代谢、促进血管形成、抑制细胞凋亡、促进软骨内成骨

等［１０］。ＩＧＦ２基因是重要印记基因，其空间及时间上的 ＩＧＦ２异
常表达常导致胚胎致畸甚至致死。有研究指出，ＩＧＦ２印记状态
异常与罗素综合征及巨大舌脐膨出综合征等先天畸形密切相
关［１１］。有学者研究发现，当敲低ＩＧＦ２后，胎鼠宫内常出现明显
的发育迟缓，甚至出现胚胎停止发育［１２］。此外，在早期胚胎停

育过程中ＩＧＦ２基因甲基化扮演者十分重要作用。本组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绒毛组织中ＩＧＦ２阳性表达率及高表达率均
显著低于对照组。分析认为，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绒毛组织

ＩＧＦ２表达水平异常降低，可能导致胚胎失去必要的发育营养支
持，并最终导致胚胎停止发育而枯萎。

ＭＭＰ９基因中包含９个内含子和１３个外显子，属于基质
金属蛋白酶家族成员，其主要起到重塑和讲解机体重塑细胞外

基质的动态平衡。生理状态下，ＭＭＰ９以酶原形式由细胞内分
泌至胞外，并通过胞外的有机汞反应起效，可诱发机体出现一系

列蛋白酶级联反应。一般情况下，ＭＭＰ９与正常妊娠维持胚泡
植入剂胚胎着床复杂过程，受诸多因素影响ＭＭＰ９还参与滋养
细胞侵入和子宫膜细胞外基质降解过程［１３］。此外，ＭＭＰ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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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调节其他细胞因子及蛋白酶活性，有效降解 α１抗胰蛋白
酶，包括弹性蛋白酶活性，有效加强胶体中溶胶原活动，并将白

细胞介素８降解产生６２个氨基酸的多肽，增加中性粒细胞趋化
活性，抑制中性粒细胞趋化因子，促进释放大量 ＴＧＦβ１及
ＶＥＧＦ，参与调节血管生成。有研究指出，在胚胎滋养层可合成
ＭＭＰ９及ＴＩＭＰｓ，生理状态下两者相互维持稳定，有效调控外源
性侵入及基质重建。腔上皮细胞、子宫内膜上皮细胞及基质细

胞中ＭＭＰ９蛋白常处于高表达状态，有效促进子宫内膜细胞外
基质降解，造成组织中细胞连接松散，提高子宫内膜通过率，有

助于绒毛滋养细胞穿过［１４］。ＭＭＰ９的表达平衡有利于胚胎着
床，避免造成组织损伤，有利于妊娠顺利进行［１５］。本组研究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ＭＭＰ９阳性表达率及高表达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结果表明，绒毛组织中 ＭＭＰ９异常高表达，可能在胚胎
着床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导致早期妊娠的平衡被打

破。ＭＭＰ９异常高表达常导致细胞外基质成分被过度降解，引
起子宫内膜细胞外机制成分紊乱，侵蚀滋养细胞，导致胚胎无

法着床，引起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的发生及发展。

综上所述，绒毛组织中ＩＧＦ２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呈明
显负性相关关系，ＭＭＰ９表达水平与早期妊娠胚胎停止发育呈
正性相关关系。但本组研究临床样本数较少有待后续扩大临

床样本数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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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ｅ，２０１７，１５（１）：１１５．

［１４］　林杰，赖志文，林洁，等．ＥＧＲ１及ＭＭＰ９在子宫内膜异位症中的
表达及意义［Ｊ］．海南医学，２０１７，２８（７）：１１０１１１０３．

［１５］　ＤａｔｈｅＫ，ＳｃｈａｅｆｅｒＣ．Ｄｒｕｇｓａｆｅｔｙｉ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Ｅｍｂｒｙｏｔｏｘ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Ｊ］．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１２
（２）：１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８）

△【通讯作者】谢丽丹，Ｅｍａｉｌ：１５６１７８１６＠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５ ·妇科与生殖医学·

三维超声定量分析对瘢痕妊娠术中大出血的预测
价值
李思慧１　谢丽丹２△　程雪２　叶再挺３　王军华１　吴瑞华１　方浩１

１遂昌县人民医院超声科，浙江 遂昌 ３２３３００
２丽水市中心医院超声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３丽水市人民医院放射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三维超声定量分析对瘢痕妊娠术中大出血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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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２０１９年３月在遂昌县人民医院联合上级医院诊断及治疗的瘢痕妊娠患者２０１例，所有患者术前均进行三
维超声检查，并行刮宫术联合子宫动脉栓塞，根据术中是否发生大出血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两组三维

超声的结果，应用 ＲＯＣ曲线评价三维超声指标对患者术中大出血的预测效能。结果　本研究共有 ３７
（１８４１％）例患者发生术中大出血，观察组与对照组在一般资料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最
大直径、损伤体积、血管形成指数、血管形成血流指数均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而残留肌层厚度、阻力指数显著小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最大直径、损伤体积、残留肌
层厚度、血管形成指数、血管形成血流指数、阻力指数在其最佳截点预测术中大出血的 ＡＵＣ分别为０７２７、
０８２９、０６６１、０８１０、０８５３、０８１２，各指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血管形成指数具有较好的诊
断灵敏度，损伤体积具有较好的诊断特异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三维超声定量分析对
瘢痕妊娠手术中大出血具有一定预测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关键词】　三维超声；瘢痕妊娠；术中出血；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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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瘢痕妊娠是异位妊娠的特殊类型，是指妊娠囊位于上次剖
宫产术后的瘢痕上［１］，虽然剖宫产后瘢痕妊娠的发生率较低，

但随着我国剖宫产率较高的现状及二胎政策的开放，临床中瘢

痕妊娠也越来越常见［２］，瘢痕妊娠可以产生较为严重的并发

症，具体包括：严重出血、子宫破裂、出血性休克等［３］。因此对

于瘢痕妊娠患者，一经确诊均推荐终止妊娠，其中刮宫术联合

子宫动脉栓塞是常用手术方式［４］，但术中大出血发生几率仍然

较高［５］，探究有效预测大出血的指标对于患者治疗及手术准备

均具有重要意义。超声在瘢痕妊娠的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而

三维超声的出现可对特定区域血流情况进行定量分析［６］，然而

其对于瘢痕妊娠术中大出血的预测价值尚无报道。为此，本研

究开展如下探讨。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３月至２０１９年３月在遂昌县人民医院联合上
级医院诊断及治疗的瘢痕妊娠患者２０１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①瘢痕妊娠诊断明确；②术前无明显出血；③均拟行刮宫
术联合子宫动脉栓塞；④临床资料完善。排除标准：①凝血功能
异常；②子宫发育异常；③严重心、肺功能障碍；④合并其他影响
手术出血的妇科疾病。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并获

得遂昌县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手术中是否发生大出血（出血量＞２００ｍＬ）将患

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３７例患者，对照组１６４例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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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治疗方案
所有患者完善术前检查后均行刮宫术联合子宫动脉栓塞，

均由相同医护人员完成操作。

１４　评价指标
所有患者于术前行三维超声检查，使用的超声型号为 ＶＯ

ＬＵＳＯＮＥ８，美国ＧＥ公司，探头频率８０ＭＨｚ。患者检查前排空
膀胱，取截石位，首先使用二维模式依次观察宫腔、附件、输卵管

及盆腔，明确瘢痕妊娠诊断及具体位置后，使用三维模式对病

灶进行评估，指标包括：最大直径、损伤体积、残留肌层厚度、血

管形成指数、血管形成血流指数及阻力指数。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所
有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

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进行组间比较；不符合正态
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四分位数）［Ｍｄ（Ｐ２５，Ｐ７５）］表示，
采用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秩和检验比较组间差异；采用 ＲＯＣ曲线评
价三维超声指标对患者术中大出血的预测效能，采用 ＤｅＬｏｎｇ
法比较曲线下面积的差异；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三维超声结果比较

本研究共有３７（１８４１％）例患者术中出血量 ＞２００ｍＬ，观
察组最大直径、损伤体积、血管形成指数、血管形成血流指数均
显著大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残留肌层
厚度、阻力指数显著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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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珋ｘ±ｓ／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项目 观察组（ｎ＝３７）对照组（ｎ＝１６４） ｔ／Ｚ值 Ｐ值

年龄（岁） ３２３５±７２８ ３１２１±６３１ ０９６４ ０３３６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１３２±２０９ ２１６４±２８７ ０６４０ ０５２３

妊娠数 ３（２，４） ３（２，４） ０６４２ ０４３０

生产数 ２（１，２） １（１，２） ０１０３ ０７４８

胎龄（ｄ） ５１９８±８３７ ５２０７±７４６ ００６５ ０９４８

表２　两组患者三维超声结果比较［珋ｘ±ｓ／Ｍｄ（Ｐ２５，Ｐ７５）］

　　　项目
观察组

（ｎ＝３７）
对照组

（ｎ＝１６４）
ｔ值 Ｐ值

最大直径（ｍｍ） ３４７９±１２８３２４１９±１０３１ ５３８８ ００００

损伤体积（ｃｍ３） ７６０１±１４３９３４８１±６３９　２６８８３８ ００００

残留肌层厚度（ｍｍ） １７７±１０９ ２６３±０７１ ５９６３ ００００

血管形成指数 ８８１±１６８ ６１７±１０４ １２２７５５ ００００

血流指数 ４６０１±９３４　４３８２±７３９　 １５４７ ０１２３

血管形成血流指数 ４１１±０３８ ２３８±０４３ ２２５５７ ００００

阻力指数 ０２９±００８ ０３９±００７ ７６４１ ００００

２３　两组患者三维超声预测术中大出血的诊断效能
最大直径、损伤体积、残留肌层厚度、血管形成指数、血管形

成血流指数、阻力指数在其最佳截点预测术中大出血的 ＡＵＣ
分别为０７２７、０８２９、０６６１、０８１０、０８５３、０８１２，各指标间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中血管形成指数具有较好的诊断
灵敏度，损伤体积具有较好的诊断特异度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表３和表４。

图１　两组患者三维超声预测大出血的ＲＯＣ

表３　两组患者三维超声预测大出血的ＡＵＣ

　　　指标
最佳

截点
ＡＵＣ

标准

误差

９５％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最大直径（ｍｍ） ３５２０５ ０７２７ ００５１ ０６６０ ０７８７

损伤体积（ｃｍ２） ５５３６６ ０８２９ ００５１ ０７７０ ０８７９

残留肌层厚度（ｍｍ） １７６７ ０７６１ ００５３ ０６９１ ０７９２

血管形成指数 ７１０２ ０８１０ ００４５ ０７４９ ０８６２

血管形成血流指数 ２８１８ ０８５３ ００３７ ０７９７ ０８９９

阻力指数 ０３３１ ０８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７５１ ０８６３

表４　两组患者不同指标预测ＩＳＲ的诊断效能

　　　指标
准确率

（％）
灵敏度

（％）
特异度

（％）

阳性

预测值

（％）

阴性

预测值

（％）

最大直径（ｍｍ） ８１５９ ５４０５ａ ８７８０ｂ ５０００ ８９４４

损伤体积（ｃｍ２） ９２０４ ６７５７ａ ９７５６ ８６２１ ９３０２

残留肌层厚度（ｍｍ） ７７６１ ４０５４ａ ８５９８ｂ ３９４７ ８６５０

血管形成指数 ７９６０ ９１８９ ７６８３ｂ ４７２２ ９７６７

血管形成血流指数 ８２０９ ７０２７ａ ８４７６ｂ ５０９８ ９２６７

阻力指数 ８０６０ ７０２７ａ ８２９３ｂ ４８１５ ９２５２

　　注：标有“ａ”表示，与血管形成指数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
与损伤体积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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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瘢痕妊娠作为剖宫产的远期并发症，其发生率约为

０１５％［７］，刮宫术作为主要治疗手段，联合子宫动脉栓塞可以

一定程度减少术中出血［８］，但由于瘢痕妊娠的特殊性，在手术

过程中仍然极容易发生大出血，这对患者治疗效果及预后均有

较大影响，因此探究可以预测大出血发生情况的指标具有重要

意义。超声是瘢痕妊娠首选诊断及治疗监测工具，而三维超声

更可以对极低血流进行量化且不受超声角度的影响［９］，这有利

于更好的评估瘢痕妊娠及周围组织的血流情况，同时三维超声

还具有操作简便和重复性高的优点。

本研究中发生大出血的比例为１８４１％，这与 ＭａＹ等［１０］

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中使用明胶海绵对子宫动脉进行栓塞后

再行刮宫，研究显示使用明胶海绵栓塞后［１１］，子宫正常供血可

由侧支循环进行补偿，降低子宫血供的同时不会造成子宫缺

血、坏死，且以后生育功能无明显影响，然而子宫本身及孕囊的

血供较为丰富，且刮宫本身作为一种直接损伤均可增加大出血

的风险［１２］，因此无法完全避免手术过程中大出血的发生。

超声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最大直径、损伤体积、血管形成

指数、血管形成血流指数均显著大于对照组，而残留肌层厚度、
阻力指数显著小于对照组，此与既往研究结果类似［１０，１３］，这表

明是否发生大出血患者的三维超声结果具有显著差异，这为预

测大出血的发生提供一定基础。瘢痕妊娠中孕囊的大小已被

证实与术中出血有显著的联系［１４］，而三维超声中最大直径及损

伤体积均可表示孕囊大小，因此大出血患者的最大直径及损伤

体积更大。同时由于瘢痕周围的滋养细胞可侵入子宫肌层并

形成细胞周边灌注，因此可通过超声中血流及血管指标预测术

中出血情况［１５］，以往的二维超声在这方面只能做到定性或半定

量判断，而三维超声可进行定量分析，有利于探究其预测价值。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三维超声各指标预测术中大出血的

ＡＵＣ为０７２７～０８５３，各指标间无明显差异，而血管形成指数
具有较好的诊断灵敏度，损伤体积具有较好的诊断特异度，表

明三维超声可一定程度预测瘢痕妊娠术中大出血情况。ＬｉｕＪ
等［１６］研究使用三维超声预测瘢痕妊娠术中出血结果显示，血管

形成指数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这可能与研究中患者孕周不完

全一致造成，有研究显示孕周与术中出血有一定联系［１７］，具体

机制可能为不同孕周的孕囊滋养细胞浸润程度不一样。此外，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单中心、小样本研究，对于瘢痕妊娠的

孕周未进行分类和统计，因此仍需进一步研究探讨。

综上所述，三维超声定量分析对瘢痕妊娠手术中大出血具

有一定预测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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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腔镜联合自凝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围绝经期
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的临床疗效分析
林暄△　刘春霞　李君　金玉杰　郭仲杰
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广州 ５１０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围绝经期子宫功能性异常出血的临床
疗效。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妇科诊治的８１例围绝经期子宫
功能性异常出血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其中观察组４１例，对照组４０例。观察组采
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对照组在超声引导下采用自凝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治疗。观

察比较两组患者的有效率、子宫内膜厚度以及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血清卵泡生成激素（ＦＳＨ）、黄体生成素
（ＬＨ）、雌二醇（Ｅ２）水平变化情况等。结果　观察组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同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闭经率（６５８５％）高于对照组闭经率（４２５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３２５２，Ｐ＝００１８），观察组总有效率（９５１２％）与对照组总有效率（９５００％）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４３８６，Ｐ＝０２２１），但秩和检验，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３８６，Ｐ＝０２２１）；观察组子宫内膜厚度及 Ｋｕｐｐｅｒ
ｍａｎ评分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血清 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较对照组降低更为
显著，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采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手术，治疗围绝经期功
能性子宫异常出血具有安全有效，可保留患者子宫，能显著提升患者疗效，更为彻底地消融子宫内膜，改善

患者更年期综合征，降低血清激素水平，改善患者血清激素紊乱。

【关键词】　宫腔镜；自凝刀；射频消融术；子宫内膜 ；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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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是指机体下丘脑垂体卵
巢子宫轴（ＨＰＯＵ）功能异常，而非生殖道性病变，属于异常子
宫出血性疾病，患者主要临床特征为月经周期紊乱［１］。传统疗

法中刮宫术、常规止血类药物难以达到理想效果，而子宫切除

术往往破坏了盆腔结构及其功能的完整性，给患者及其家庭带

来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２］。子宫内膜射频消融（ＲＦＡＥ）是利用
热疗法使子宫内膜发生生物性热凝固、变性、坏死、溶解、脱落，

从而达到消除子宫内膜的目的［３］。目前，ＲＦＡＥ经历了一二代
技术的发展，其疗效已得到显著提升及临床上的肯定，可保留

子宫组织和患者盆腔结构不被损伤，是无生育要求的围绝经期

子宫内膜功能性异常出血患者较为重要的一种冶疗手段。

ＲＦＡＥ在操作方法上虽然全程有超声引导、监测，但仍然为一非
直视下手术，术者难以对子宫内膜消融效果进行观察，尤其对

合并有子宫腔内病变及具有特殊宫腔结构的患者仍具有一定

的局限性，是ＲＦＡＥ难以提高疗效的重要原因［４］。本研究旨在

探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术治疗无生育要求的围

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内膜异常出血患者的临床疗效，为该类患者

的临床治疗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妇科诊治的８１例围绝经期子宫功能性异常出血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全部患者均经宫腔镜、Ｂ超检查，按《妇产科学》中关
于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疾病的临床诊断标准，均获得

明确诊断，且经过诊断性刮宫（诊刮）病理检查所证实的患者。

凡伴有子宫恶性疾病、凝血功能异常及子宫肌瘤患者，和就诊

检查结果显示子宫内膜厚度超过７ｍｍ、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均予
以排除。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后获得批准，所有患者

均对此知情，并基于自愿原则签署了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①两组患者术前均行血常规、尿常规、三项检测（ＨＩＶ、

ＨＣＶ、ＨＢｓＡｇ）及心电图检查，并强调治疗后无生育能力。对伴
有贫血患者，先予以纠正贫血。对阴道出血淋漓不断者，先予以

诊断性刮宫诊断。待月经干净３ｄ～７ｄ后行手术治疗。观察组
具体手术方法为：采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术治

疗。所有患者于术前１ｄ晚间经阴道后穹隆给药米索前列醇，总
剂量６００μｇ，以对宫颈组织进行软化处理便于扩张。麻醉成功
后，取膀胱截石位，逐步扩张宫颈口至１０号扩张器，经此置入宫
腔镜，并使用５％葡萄糖液进行膨宫处理，充分暴露术野，于宫
腔镜下探查宫腔情况，并将较厚子宫内膜刮除，送病检。使用

ＢＢＴＲＦＣ型妇科医用多功能射频治疗仪（西安半边天公司生
产），于Ｂ超引导下探查宫腔宽度及深度，将自凝刀送达宫底
部，并设好参数，接通开关，以前壁为起点对宫腔进行２周刮除
处理。采用分段法刮凝，第１周先热凝固基底层及功能层，自凝
刀功率３０Ｗ，速度参数设置蜂鸣器间隔３次位移长度为１ｃｍ，刮
凝１周后再次进行膨宫处理，在宫腔镜下对子宫内膜消融程度
进行观察，灰白色为已凝固部份，红色为凝固不彻底，调整设备

功率升至５０Ｗ，当自凝刀工作至子宫内膜息肉处时适量增加其

此处停留时间并进行第２周刮凝处理，加强热凝固功能层，对子
宫内膜消融不彻底处进行重复处理。超声检测结果显示患者子

宫前壁及后壁受射频消融作用坏死后，强回声光带厚度在

０８ｃｍ～１ｃｍ左右，宫腔镜检查宫腔内膜显示出灰白色即可完成
手术操作。对照组具体手术方法为：采用超声引导下自凝刀消

融子宫内膜治疗。患者术中呈膀胱截石体位，经腹部探查子宫

大小及位置，经阴道置入窥器以将宫颈充分显露，使用钳夹将宫

颈口夹起，扩张宫口，在彩超监测下，探查宫腔宽度及深度，对子

宫内膜≥５ｍｍ者，先进行诊刮，清除子宫内膜并再次送病检，把
ＢＢＴＲＦＣ型妇科多功能射频治疗仪（西安半边天公司生产）功
率设置为５０Ｗ，蜂鸣器４次～５次移动１ｃｍ。将自凝刀经阴道、
宫颈送到宫角底部，自左前壁开始依次逆时针消融，治疗２周，
刮凝８ｃｍ～１５ｍｉｎ，最后气化宫腔，彩超纵切观察下示宫腔内为
一不增粗、不间断０８ｃｍ～１ｃｍ厚的强光带，结束手术。②患者
术后应用缩宫素，并进行常规抗感染治疗３ｄ，术后随访３个月
～６个月，了解患者的症状及子宫内膜情况，如出现阴道出血、
腹痛等症状随时就诊。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参考月经失血图结果评价患者子宫出血量［５］。无月经为

闭经，月经出血量介于 １ｍＬ～１０ｍＬ判为点滴量月经，介于 １１
ｍＬ～３０ｍＬ为少量月经，３１ｍＬ～１００ｍＬ之间判定为月经正常，
介于１０１ｍＬ～１５０ｍＬ之间判定为月经量较多，＞１５０ｍＬ为月经
过多。临床疗效评定参考如下标准：显效：没有月经、点状出血

或月经少量为显效；有效：月经量正常为有效；无效：未达显效或

有效者为无效，诊刮有增殖内膜。根据更年期综合征（Ｋｕｐｐｅｒ
ｍａｎ）评分标准［６］评价围绝经期临床症状改善效果，评分最高

５０分。轻度：１５分 ～２０分；中度：分值介于２０分 ～３５分为中
度，重度：分值超过３５分。上述患者均随访３个月 ～６个月，如
出现阴道出血、腹痛等症状随时就诊。并于术前、术后采集患者

血清，检测并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清卵泡生成激素

（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Ｈ）、雌二醇 （Ｅ２）水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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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年龄范围４０岁～５４岁，年龄（４５３８±６５４）岁，病程范围６
个月～４年，病程（２６８±１５２）年。以上患者均以月经过多或
月经紊乱为主要临床表现，且均伴有贫血，血红蛋白范围６０ｇ／Ｌ
～９０ｇ／Ｌ，血红蛋白（８４８±７２）ｇ／Ｌ，子宫腔深度８ｃｍ～１１ｃｍ，
基础体温呈单相。主要病理类型：单纯性增生３６例，复杂性增
生２２例，增殖期子宫内膜１４例，子宫内膜息肉９例。将以上患
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其中，观察组４１例患者实施
宫腔镜联合自凝刀射频消融术治疗，对照组４０例患者实施超声
引导下自凝刀射频消融治疗。两组患者在年龄、孕次、产次、宫

颈直径等一般资料数据经统计学软件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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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孕次（次） 产次（次）
病理分型

单纯性 复杂性 增殖期内膜 子宫息肉

宫颈直径

（ｃｍ）

观察组 ４１ ３８４±６０ ５１±３８ ２４±０８ １９（４６３４） １１（２６８２） ７（１７０７） ４（９７５） ３１±１１

对照组 ４０ ３７９±６３ ４５±４１ ２２±０７ １７（４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０） ７（１７５０） ５（１２５０） ３０±０９

χ２／ｔ值 ２２８２ ３５２９ ０４５３ １２８８７ １１５３

Ｐ值 ０２８６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９ ０８６３ ０２４８

２２　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平均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同对照组患者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术中各项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平均手术时间 术中出血量

观察组 ４１ １３２２±２７２ ２５５２±８２８

对照组 ４０ １４５８±２８７ ２６３２±８４６

ｔ值 ８８３２ ３２５６

Ｐ值 ０２８６ ０１７８

２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闭经２７例，闭经率６５８５％，点滴量月经３例，

少量月经 ６例，正常月经量 ３例，无效 ２例，总有效率为
９５１２％，对照组患者闭经１７例，闭经率４２５０％，点滴量月经７
例，少量月经 １３例，正常月经量 １例，无效 ２例，总有效率为
９５００％，观察组患者闭经率 ６５８５％高于对照组患者闭经率
４２５０％，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１３２５２，Ｐ＝００１８）；两组患
者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４３８６，Ｐ＝０２２１），但
秩和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Ｚ＝４４２３６，Ｐ＝００２８）。具体
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有效

闭经 点滴量月经 少量月经 正常月经量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１ ２７（６５８５） ３（７．３１）　 ６（１４６３） ３（７３１） ２（４８７） ９５１２

对照组 ４０ １７（４２５０） ７（１７５０） １３（３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９５００

χ２值 １３２５２ — — — — ４３８６

Ｐ值 ００１８ — — — — ０２２１

２４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变化及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改善情况
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子宫内膜厚度、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较治疗前
均有显著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采用宫腔镜联

合自凝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的观察组患者较超声引导下自凝

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的对照组患者改善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子宫内膜厚度变化和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子宫内膜厚度（ｍｍ）

治疗前 治疗后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１ １２４２±２４９ ５８１±１６２ａｂ ２５１２±４４１ ９７８±２２１ａｂ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６８±２５８ ７８３±１７４ｂ ２５３８±４５６ １６４８±３２８ｂ

ｔ值 ０４６１５ ５４０９２ ０２６０８ １０８０５６

Ｐ值 ０６４５７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９４９ 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血清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血清 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较治
疗前均有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

者治疗后血清 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较对照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下降更为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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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两组血清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ＦＳ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Ｅ２（ｐｍｏｌ／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ＬＨ（ＩＵ／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１ １１２８±２７５ ５２１±１３８ａｂ ３８０３１±２９０１ １９４３１±１８２６ａｂ ８４１±１６１ ４４８±１２１ａｂ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５２±２７８ ８２９±２２８ｂ ３７９２８±３０２４ ２３５２２±２１１４ｂ ８５１±１５９ ６５３±１３２ｂ

ｔ值 ０３９０５ ７３７５７ ０１５６４ ９３２７９ ０２８１２ ７２８９０

Ｐ值 ０６９７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７６１ ０００００ ０７７９３ ０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两组患者均获随访３个月～６个月，未见子宫穿孔、宫腔积

血等严重不良反应。术后均以下腹痛及腰骶部疼痛为主要不

良反应，但于３０ｍｉｎ～６０ｍｉｎ后自行缓解。术后１周左右患者阴
道开始逐渐排液，部分患者可见血性分泌物，术后４周可以恢
复。患者行经时于经前期均出现了胸部胀痛、下腹部坠胀感以

及腰骶部有酸痛情况，但没有月经或少量经血。

#

　讨论
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主要为丘脑垂体卵巢子宫轴

（ＨＰＯＵ）系统的神经内分泌紊乱所致。而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
异常出血，一般认为其卵巢功能随着患者年龄的不断下降，对

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反应能力也有所降低，造成卵泡发育退行性

变导致无法正常排卵，最终导致子宫内膜长期在单一雌激素影

响下出现雌激素撤退性出血或突破性出血情况［７］。因此，子宫

内膜的长期异常性增生及周期性脱落排出，是引起功能性子宫

异常出血的病理基础，也是造成子宫长期顽固性、反复性出血

的重要原因。研究显示［８］，对于无排卵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

常出血患者，其子宫内膜长期处于单一雌激素不良作用下的异

常增生状态，具有潜在的恶变能力，子宫内膜单纯性增生、复杂

性增生及非典型增生均是恶变为子宫内膜癌的前兆，子宫内膜

异常增生及子宫内膜癌，可能为同一种疾病在不同时期的演变

阶段，因此，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是一种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

疾病。目前，对于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的治疗，在药物、刮宫等

保守治疗无效的情况下，也常采用子宫全切术治疗。由于子宫

全切术破坏了女性盆腔结构及其功能的完整性，存在内分泌紊

乱等并发症，给患者及家庭带来严重的心理创伤，临床上也一

直在寻找一种有效的替代疗法，以尽可能降低对于女性子宫的

损害，尽可能保留子宫及盆腔结构功能的完整性。

近年来开展起来的宫腔镜下子宫内膜切除术，可让患者保

留子宫甚至生育能力，但宫腔镜下切除子宫内膜，也存在其不

足之外，镜下操作难度大，要求术者有较高的操作能力，对于切

除深度难以掌握，术后存在子宫穿孔、下腹疼痛等诸多并发症，

尤其术中大量膨宫液进入体循环导致血容量过多及低钠血症

均可引起全身症状，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９］。随着射频消融

术一、二代技术的成熟及广泛应用，作为一种微创技术，ＲＦＡＥ
治疗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的疗效也得到了肯定，已经是功能性

子宫异常出血患者的常用治疗方式。射频消融术是通过 Ｂ超
引导，将高频电极探头通过阴道、宫颈送达宫腔，不需要开腹，将

射频电流置入患者子宫内膜，在刮凝功能层的同时，通过生物

热效应使其下３ｍｍ～５ｍｍ基底层凝固，脱落排出后无周期性
脱落的腺上皮将其取代，造成子宫性闭经或月经稀少，从而达

到治疗目的。研究表明［１０］，射频消融术对子宫肌层结构、卵巢

子宫血供均无明显影响，不影响卵巢功能，具有较高安全性。此

外，射频消融术是一种微创技术，治疗用时较少，手术可快速恢

复，不需要住院，操作具有简单性特点，基层医院中也具有良好

的推广性，由于能保留子宫，也较易为患者所接受。但超声引导

下射频消融子宫内膜，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虽然其操作全程

有超声协同，但由于并非一种直视下手术操作，术者不能直接观

察子宫腔形态结构，术野受限，无法直接观察患者的子宫内膜消

融效果，若患者合并其他宫腔内病变，或出现特殊宫腔形态时该

疗法局限性较强［１１］。这也是部份患者采用射频消融子宫内膜

治疗后，效果仍不理想的重要原因。由于子宫内膜消融不彻底，

仍有部份患者存在残留子宫内膜，造成宫腔积血等并发症发生。

同超声引导ＲＦＡＥ的手术操作比较，术中采用宫腔镜探查
患者宫腔形态暴露术野以及及时发现与诊断子宫腔内病变，对

于特殊解剖位置的子宫内膜消融，通过宫腔镜探查，指导手术操

作具有明显优势。研究表明［１２］，彻底消融子宫内膜，是消除围

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的病理基础，是成功治疗的关键。

因此，子宫内膜消融程度，直接影响到最终疗效。而对于存在宫

腔内病变及特殊宫腔形态的患者，宫腔镜也能较清楚地显示宫

腔的形态结构及两侧宫角处特殊解剖位置等，将宫腔充分暴露

于术野下，有利于直视下手术操作及直接观察子宫内膜消融程

度，此外，还能及时发现子宫腔内微小病变，对子宫内膜息肉、早

期子宫内膜癌、微小粘膜下肌瘤等，都具有较高准确率［９］。对

于子宫息肉，妇科及超声检查存在较高漏诊率，文献报道显

示［１３］其准确率仅６３５％。而子宫内膜消融的彻底性，主要在
于能完全彻底消融其功能层下３ｍｍ～５ｍｍ的基底层，超声由
于不能直接观察消融程度，只能显示一条强光带，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术者的经验，而采用宫腔镜观察，则可弥补这方面的不

足，完全坏死的子宫内膜在宫腔镜下为灰白色，而未消融彻底、

残留子宫内膜为红色，术中采用宫腔镜检查，对于合并有宫腔病

变及特殊宫腔形态的患者，有利于观察其消融程度，彻底消融子

宫内膜，对于发现的病变做出及时处理。因此，宫腔镜联合自凝

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可以较好地使两者优势互补，弥补各自的

不足。无疑，对于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患者的治疗，具

有极为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

本组研究中，采用宫腔镜手术与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手术

联合，通过宫腔镜获得良好术野基础上，再在 Ｂ超引导下完成
自凝刀射频消融子宫内膜手术操作，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闭经

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总有效率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秩和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Ｚ＝４４２３６，Ｐ＝００２８）。观察组子宫内膜厚度及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
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宫腔镜手术联合自
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能显著

提高患者疗效，对子宫内膜消融程度更彻底。与国内孟建辉

等［１４］的研究结论相类似。究其原因，宫腔镜手术联合自凝刀消



·５８　　　· 中国性科学　２０２０年２月　第２９卷　第２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ｍａｎ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２０　Ｖｏｌ．２９Ｎｏ．２

融子宫内膜手术，结合了两者优势，弥补了各自不足，故而能取

得更为显著的疗效。子宫内膜厚度变化是判断子宫内膜消融

程度的重要指标，由于残留子宫内膜具有较强再生能力，消融

不彻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疗效，尤其对于特殊宫腔形态以及

存在合并有宫腔内病变的患者。而以往在单纯超声引导下操

作ＲＦＡＥ中，对于子宫息肉及两侧宫角处，易残留有子宫内膜，
往往需要延长自凝刀停留时间及强化刮凝，由于术野观察受限

原因，容易导致对于这些特殊解剖位置的子宫内膜的消融不彻

底。本组研究中，有４例宫腔息肉患者，通过宫镜下操作手术，
均获得了治愈，而超声引导下 ＲＦＡＥ有２例采用射频消融子宫
内膜无效患者，由于子宫肌瘤存在突向腔内生长的肌瘤，导致

治疗无效，后转为子宫切除术。闭经率反映了子宫内膜基底层

的破坏程度，本组研究中，观察组闭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闭经

率，说明二者联合消融子宫内膜较单纯超声下更为彻底。患者

Ｋｕｐｐｅｒｍａｎ评分改善较对照组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宫
腔镜手术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在保留子宫的基础上，能

显著提升患者的疗效，能更为彻底消融子宫内膜，提高患者闭

经率，有利于改善患者更年期综合征。

血清激素水平紊乱是造成子宫内膜出现病理变化的一个

重要原因，子宫内膜的病理性改变，是高雌激素水平长期缺乏

孕酮对抗的结果。本组研究中，与以往研究［１５１６］认为射频消融

子宫内膜不影响卵巢垂体性激素水平有所不同的是，通过观察

发现，两种治疗方法对血清激素水平均有明显影响。宫腔镜手

术联合射频消融术，对于降低血清性激素水平更明显。推测原

因，围绝经期女性年纪较大，其卵巢功能出现衰退症状，诱发雌

激素、孕激素波动及紊乱，造成子宫内膜生长过长，子宫内膜增

厚，致使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若患者病情严重可能

进展为癌症。子宫内膜亦具有重要的分泌功能，是卵巢反馈机

制的重要组成部份，消除子宫内膜后，患者的卵巢分泌雌激素、

孕激素水平随之下降，导致释放入血的激素水平降低［１７］。因

此，血清性激素水平水平降低，说明患者内分泌紊乱得到了一

定程度改善。子宫内膜消融越彻底，对于降低血清ＦＳＨ、Ｅ２、ＬＨ
水平愈显著，患者的内分泌改善也越明显。本组研究中，采用宫

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

出血患者，患者血清ＦＳＨ、Ｅ２、ＬＨ水平较对照组下降更为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宫腔镜联合
自凝刀消融子内膜，可降低患者血清行激素水平，对于改善神

经内分泌紊乱有显著影响，同时也证实了采用联合方法较单纯

超声引导ＲＦＡＥ，对于子宫内膜消融更彻底，有利于提高对患者
的疗效。

本组中，采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围绝经

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患者，未见子宫穿孔、宫腔积血等不良

事件，部份患者存在经前期胸胀、下腹坠胀、腰骶部酸痛等症状，

考虑为正常月经周期影响所致。研究结果表明，采用宫腔镜联

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治疗围绝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安全

有效，在保留子宫的基础上，尽可能彻底消除子宫内膜，使患者

闭经，这对于没有生育要求或先天性无生育功能以及无意愿进

行子宫组织切除的患者来说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临床意义。

综合上述，采用宫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术，治疗

围绝经期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患者，安全有效，可保留患者子

宫，能显著提升患者疗效，更为彻底地消融子宫内膜，改善患者

更年期综合征，降低血清性激素水平，改善患者血清激素紊乱。

兼之其治疗时间短，无需住院，操作简单，其手术在基层医院也

可实行，因此，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价值。但由于本研究为小样

本研究，对于宫腔镜联合自凝刀消融子宫内膜术，治疗围绝经期

功能性子宫异常出血患者的疗效，仍尚需进一步的大样本研究，

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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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９）：６６４６６８．

［１５］　ＫｕｒｉｎｊｉｐｒｉｙａＤＮ，ＳｅｌｖｉＤＴＫ．Ｃｏｍｐａｒｉ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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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Ｊ］．２０１６，１５（８）：４８５２．

［１６］　陶柳．射频消融技术治疗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的疗效分析［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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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的水平
及临床意义
廖利琼△　刘岩丽　刘宝玲　逯芳芳
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妇科，广州 ５１１４００

【摘要】　目的　探讨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Ｍｓ）患者血清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ＭＭＩＦ）、血管生成素２
（Ａｎｇ２）的水平及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妇科治
疗的ＥＭｓ患者１０３例（ＥＭｓ组），卵巢良性肿瘤患者９０例（卵巢良性肿瘤组）和健康志愿体检者１００例（健康
组），检测各组血清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结果　ＥＭｓ组血清 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分别为（１９２±０３１）ｎｇ／ｍＬ和
（７３３９±１１４０）ｎｇ／ｍＬ，明显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和健康组（Ｐ＜００５）；ＲＡＦＳ分期Ⅳ期患者血清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分别为（２５４±０２５）ｎｇ／ｍＬ和（８８２９±９４０）ｎｇ／ｍＬ，明显高于Ⅰ期、Ⅱ期和Ⅲ期患者（Ｐ＜００５）；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与ＲＡＦＳ分期呈正相关（ｒｓ＝０３４３和０３５０，Ｐ＜００５）；ＭＭＩＦ与 Ａｎｇ２呈正相关（ｒ＝０８６６，Ｐ
＜００５）。结论　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明显升高，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两
者水平与ＥＭｓ的病情程度具有显著相关性，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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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ｎｇ２（ｒ＝０８６６，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ｅｒｕｍＭＭＩＦａｎｄＡｎｇ２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ｉｔｙｏｆＥＭｓ，ｗｈｉｃｈ
ｉｓｗｏｒｔｈ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ＭＭＩＦ）；Ａｎｇｉｏｐｏｉｅｔｉｎ２（Ａｎｇ２）；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ＥＭ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流行病学研究证实近年来子宫内膜异位症（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ｏｓｉｓ，
ＥＭｓ）的发生率明显的上升，我国ＥＭＳ的发病率可达２７４４８３／１
万人左右［１］。临床上ＥＭＳ的发生能够导致卵巢上皮组织的侵
袭性损伤，远期卵巢功能衰竭的发生率明显的上升［２］。在探讨

ＥＭＳ病情进展机制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不同的生物学因子的改
变均能够影响子宫内膜腺体细胞的侵袭能力，导致病情的持续

性进展。巨噬细胞移动抑制因子（ｍａｃｒｏｐｈａｇ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ｉｂｉｔｏ
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ＭＭＩＦ）的表达能够通过诱导局部氧化应激反应，提高
腺体细胞的浸润能力，促进异位症腺体细胞对于卵巢上皮组织

的破坏［３］；血管生成素２（Ａｎｇ２）能够通过促进新生血管的形
成，进而为异位症腺体病灶组织提供血流灌注，提高了腺体细胞

的持续性增殖能力［４］。部分研究者报道了ＭＭＩＦ和Ａｎｇ２在妇
科恶性肿瘤患者中的表达情况，认为 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的表达上
升能够提高肿瘤细胞的浸润和侵袭能力，但在ＥＭＳ患者中的研
究不足。为了揭示ＭＭＩＦ和Ａｎｇ２的表达与 ＥＭＳ的关系，从而
为临床上ＥＭＳ患者的诊疗提供理论基础，本次研究选取２０１７
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念医院妇科治疗
的ＥＭｓ患者１０３例，探讨了 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的表达及其与患者
病情分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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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４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广州市番禺区何贤纪
念医院妇科治疗的 ＥＭｓ患者１０３例（ＥＭｓ组）为研究对象。年
龄范围２８岁 ～４３岁，年龄（３４３３±７２０）岁，根据美国生殖协
会分期标准（ＲＡＦＳ）分期，Ⅰ期２３例，Ⅱ期２６例，Ⅲ期３０例，
Ⅳ期２４例。同时选取卵巢良性肿瘤患者９０例（卵巢良性肿瘤
组）和健康志愿体检者１００例（健康组）作为对照组，其中卵巢
良性肿瘤患者年龄范围２７岁 ～４１岁，年龄（３５５０±８１１）岁，
疾病包括：卵巢浆液性囊腺瘤４０例，卵巢黏液性囊腺瘤３５例和
卵巢纤维瘤１５例。健康志愿者年龄范围 ２７岁 ～４０岁，年龄
（３６００±９２０）岁。三组患者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纳入标准：①诊断均经病理证
实；②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有急
慢性炎性疾病、恶性肿瘤、肝肾疾病、结核等疾病；②近３个月内
服用过抗生素、免疫抑制剂、激素类药物者。本研究经广州市番

禺区何贤纪念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检测方法
采集入院后静脉血，１０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５ｍｉｎ，离心半径１０ｃｍ，

离心后收集上清液，采用免疫发光法检测ＭＭＩＦ水平，加入检测
试剂，检测仪器为美国ＢｉｏＢａｄ全自动酶标仪，配套试剂盒购自
罗氏检测公司；收集上清液后加入采用全自动生化法检测 Ａｎｇ
２值，加入Ａｎｇ２检测试剂盒，配套试剂盒购自南京碧云天生物
检测公司，微型离心机 ＨＩＴＥＴＩＣ购自上海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严格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检测步骤操作。

１３　统计学处理
统计分析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使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
采用ＬＳＤｔ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或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
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血清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比较

ＥＭｓ组血清ＭＭＩＦ和Ａｎｇ２明显高于卵巢良性肿瘤组和健
康组（Ｐ＜００５）；卵巢良性肿瘤组ＭＭＩＦ和Ａｎｇ２明显高于健康
组（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研究对象血清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ＭＩＦ（ｎｇ／ｍＬ） Ａｎｇ２（ｎｇ／ｍＬ）　

卵巢良性肿瘤组 ９０ ０８０±０２０ａ ５１１８±１２２０ａ

ＥＭｓ组　　　　 １０３ １９２±０３１ａｂ ７３３９±１１４０ａｂ

健康组　　　　 １００ ０４４±０１０ ３０１０±５４９

Ｆ值 １２２９１ ２４３８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表示，与健康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表示，与卵巢良

性肿瘤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不同分期ＥＭｓ患者血清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比较
ＲＡＦＳ分期Ⅳ期患者血清 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分别为（２５４±

０２５）ｎｇ／ｍＬ和（８８２９±９４０）ｎｇ／ｍＬ，明显高于Ⅰ期、Ⅱ期和Ⅲ
期患者（Ｐ＜００５）；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秩相关分析显示：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
与ＲＡＦＳ分期呈正相关（ｒｓ＝０３４３和０３５０，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不同分期ＥＭｓ患者血清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比较（珋ｘ±ｓ）

ＲＡＦＳ分期 例数 ＭＭＩＦ（ｎｇ／ｍＬ） Ａｎｇ２（ｎｇ／ｍＬ）

Ⅰ期 ２３ １２４±０３２ ５９８０±６２０

Ⅱ期 ２６ １７８±０２１ａ ６４４９±７７２ａ

Ⅲ期 ３０ ２００±０３２ａｂ ８０２０±８２９ａｂ

Ⅳ期 ２４ ２５４±０２５ａｂｃ ８８２９±９４０ａｂｃ

Ｆ值 ２１２９１ ２４３９２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注：标有“ａ”表示，Ⅱ期与Ⅰ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表示，Ⅲ期与

Ⅰ期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ｃ”表示，Ⅳ期与Ⅰ期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ＥＭｓ患者ＭＭＩＦ与Ａｎｇ２相关性分析
将ＥＭｓ患者血清ＭＭＩＦ与Ａｎｇ２进行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ＭＭＩＦ与Ａｎｇ２呈正相关（ｒ＝０８６６，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图１。

图１　ＭＭＩＦ与Ａｎｇ２相关图

#

　讨论
ＥＭＳ的发生能够导致输卵管上皮组织和卵巢上皮组织的

持续性破坏，增加了盆腔内脏器严重粘连的风险。特别是在

合并有明显的盆腔炎症性改变的患者中，ＥＭＳ导致的盆腔内
脏器组织的损伤更为明显［５］。长期的临床观察分析认为，

ＥＭＳ导致的卵巢功能衰竭的风险可超过３５％以上，在病程较
长、年龄较大的患者中，其远期卵巢功能结局的恶化更为明

显［６］。现阶段临床上主要通过手术治疗 ＥＭＳ，但包括手术在
内的相关治疗措施治疗后，ＥＭＳ患者的病情缓解率或者卵巢
功能改善程度均较低［７］。本研究主要探讨ＥＭＳ患者病情与血
清ＭＭＩＦ和Ａｎｇ２的表达，希望为临床上 ＥＭＳ患者病情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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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临床分期提供参考。

ＭＭＩＦ是巨噬细胞因子家族成员，其表达浓度的上升能够
提高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诱导其对于卵巢上皮组织细胞的破

坏和损伤作用。ＭＭＩＦ和Ａｎｇ２的表达能够诱导下游炎症性因
子的富集，促进 ＩＬ６或者肿瘤坏死因子的释放，增加了炎症性
因子浸润导致的输卵管、卵泡组织破坏［８］。基础方面的研究还

认为，ＭＭＩＦ的表达上升还能够影响体内的氧化应激障碍，加剧
氧化自由基对于盆腔内脏器组织的损伤；Ａｎｇ２是血管形成血
管因子，其能够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新生和迁移，促进新生血

管的形成［９］。Ａｎｇ２的表达上升能够提高卵巢异位症病灶组织
的血流灌注，为异位症腺体细胞的持续性增殖和侵袭提供营养

支持。

本次研究对于 ＥＭＳ患者血清学指标的分析可见，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在ＥＭＳ患者中的表达浓度均明显的上升，高于正常卵巢
肿瘤组和正常对照组人群，差异较为明显，提示了ＭＭＩＦ和Ａｎｇ
２的高表达显著影响到了 ＥＭＳ的发生过程和病情进展。通过
汇集不同的相关文献，笔者认为这主要考虑与 ＭＭＩＦ和 Ａｎｇ２
的下列几个方面的作用有关［１０］：①ＭＭＩＦ的上升能够导致下游
单核细胞或者中性粒细胞的激活，促进了其对于患者卵巢上皮

组织的侵袭和损伤；②Ａｎｇ２能够加剧局部异位症病灶组织的
血流灌注，提高了腺体细胞的 ＤＮＡ扩增能力。赵丽娟等［１１］研

究者通过探讨了ＥＭＳ患者血清中的相关生物学因子的表达，发
现Ａｎｇ２的表达浓度可平均上升３５％以上，特别是在ＥＭＳ病程
较长、临床分期较晚的患者中，Ａｎｇ２的表达上升更为明显。Ｒ
ＡＦＳ分期是评估 ＥＭＳ患者临床病理进展情况的分期系统，Ｒ
ＡＦＳ分期越高患者的病情越为严重，ＥＭＳ患者血清中 ＭＭＩＦ、
Ａｎｇ２的表达与患者体内的 ＲＡＦＳ分期密切相关，临床分期越
高，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的表达上升越为明显，提示了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的
表达与ＥＭＳ患者的病情密切相关，这主要由于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的
表达上升，能够促进卵巢局部异位症组织的出血、机化和纤维

化包裹等过程，导致了输卵管、卵巢组织的破坏和代偿性改变。

同时，在ＭＭＩＦ、Ａｎｇ２高表达的病灶组织中，由于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
导致的腺体细胞异型性的改变，能够进一步提高异位症组织腺

体细胞对于直肠、腹膜的浸润，增加了浸润深度，从而提高了

ＥＭＳ患者的临床分期。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研究者并未发现
在ＥＭＳ患者中Ａｎｇ２的表达与 ＥＭＳ患者临床分期的关系［１２］，

考虑可能与ＥＭＳ患者的基础性病情差别较大、Ａｎｇ２指标的检
测灵敏度的差异有关。最后本次研究发现，ＭＭＩＦ与 Ａｎｇ２呈
正相关，提示了ＭＭＩＦ与Ａｎｇ２在促进ＥＭＳ的病情进展过程中
可能发挥了一定的协同作用，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的相关关系考虑可
能与下列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①ＭＭＩＦ、Ａｎｇ２均能够促进腺
体细胞的侵袭能力的改变，并能够诱导局部病灶组织新生血管

的形成，提高了病灶组织的血流灌注水平；②ＭＭＩＦ的表达能够
通过对于血管内皮细胞迁移能力的影响，进而提高血管内皮细

胞的增生水平，进一步诱导 Ａｎｇ２的分泌。但部分研究者并不

认为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内在相关关系，考虑可能
与ＥＭＳ患者的基础性病情差别较大、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检测方式的
不同等因素有关，但对于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相关的具体的机制仍然
需要后续研究的深入探讨。

综上所述，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血清 ＭＭＩＦ、Ａｎｇ２水平明
显升高，两者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ＭＭＩＦ、Ａｎｇ２相关的具
体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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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应用与单用
缩宫素促宫颈成熟并引产的效果比较
王琴芬１△　李晓丹２

１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妇产科，江苏 常州 ２１３０００
２无锡市妇幼保健院产科，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比较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应用与单用缩宫素促宫颈成熟并引产的效果。
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诊治的１１２例产妇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６例产妇。观察组产妇给予一次性宫颈扩张球囊＋缩宫素引产方式，对照组产妇
给予缩宫素引产方式，比较两组产妇自然分娩率、宫颈成熟度和并发症发生率。结果　实施干预后，观察组
产妇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宫颈成熟度优于对照组产
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产妇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结论　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与单用缩宫素分别应用于产妇中，联合应用能够有
效提高产妇自然分娩率，提高产妇宫颈成熟度，并有效降低产妇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　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缩宫素；宫颈成熟；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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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月引产术指产妇妊娠足月后在自主宫缩前利用药物或
机械扩张等方式使其子宫收缩达到阴道分娩的目的，促使胎儿

尽早脱离不良的宫内环境，解除并缓解产妇的合并症与并发

症［１］。子宫颈扩张球囊的应用能够使母婴脱离待产过程中的

危险，并且能够有效提高自然分娩率，成为产科较为常用的干

预方式［２］。在分娩过程中，宫颈成熟是产妇分娩开始的决定性

因素之一，但在临床上产妇宫颈不成熟是引起其正常分娩失败

的主要原因；此外，由于产妇足月妊娠跨度时间为３７～４２周，在

其妊娠晚期，经常因为产妇出现妊娠合并症、羊水少和胎盘功能

减退等，对产妇自身、宫内胎儿及其生命健康带来威胁［３４］。因

此，适时有效地终止产妇妊娠，选择最适时间进行分娩就显得尤

其重要。临床上经常使用缩宫素进行引产，但引产药物存在一

定副作用与禁忌证，减少了临床应用的范围［５］。而一次性子宫

颈扩张球囊的应用，能够使产妇宫颈产生持续机械性扩张，对于

提高产妇宫颈成熟度等具有重要意义［６］。为了探究更为有效

的引产方式，本研究将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与单

用缩宫素应用于产妇中，探究两者对产妇自然分娩率、宫颈成熟

度和并发症发生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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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诊治的
１１２例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均为符合引产指征的产妇；宫
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低于６分；本人及其家属均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
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存在阴道分娩禁忌证；伴随心、肝、肾等重

要器官功能不全；合并宫颈糜烂或其他妇科疾病；胎位不正常、非单

胎妊娠；存在缩宫素禁忌证；存在精神疾病，未能有效配合治疗。本

研究已经常州市武进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１１２例产妇随机分为观察组

和对照组，每组５６例。两组产妇入院后均接受阴道分泌物检
测、骨盆测量及实施胎心监护等，由专人对其进行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
评分。引产前准备：①医护人员严格了解并掌握产妇的引产指
征；②在进行引产前，医护人员注意核对产妇的预产期，避免出
现人为的早产与不必要的引产；③注意判断胎儿的成熟度，若
胎肺未成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在胎儿胎肺成熟后

再实施引产；④注意检查产妇骨盆的大小、形态等，且注意检查
胎儿大小、胎位和头盆关系等，尽可能排除产妇阴道分娩的禁

忌症；⑤在引产前，医护人员注意对产妇进行胎心监护、超声检
查等，了解胎儿在机体宫内的状况；⑥医护人员熟练掌握各类
引产方法及其相关并发症的早期诊断与处理，在引产过程中密

切观察其产程，并做好详细记录，确保引产期间所使用的设备、

药物等齐全。

１２１　观察组产妇诊治方法　在对照组产妇诊治的基础上，观
察组产妇采用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引产方式，取出一次性子

宫颈扩张球囊，注入适量生理盐水，检查球囊、单向阀等是否存

在漏水、漏气现象，然后抽空球囊里的空气和生理盐水。嘱咐产

妇排空膀胱后，选取其膀胱截石位，并进行常规消毒，主要对其

外阴、阴道和宫颈等进行消毒。在消毒后，医护人员铺好无菌

巾，借助窥阴器暴露产妇宫颈，并使用无齿卵圆嵌夹钳夹住球

囊根部送入产妇宫颈内口至导管凸起标记位置，进而注入生理

盐水１５０ｍＬ，缓慢牵拉导管，确保球囊置于产妇宫颈内口上方，
从而取出窥阴器。使用胶布将导管末端固定于产妇大腿内侧。

在操作完成后，产妇能够自由活动，若其宫缩开始，宫口开大，球

囊脱落，产妇进入产程；若１２ｈ～２４ｈ后球囊未脱落，则取出球
囊，因宫颈条件的成熟，取出球囊者，行人工破膜后缩宫素５ｕ起
滴。注意事项：①在进行干预前，医护人员引导产妇做好 Ｂ超
检查，确保其不存在胎盘低置、前置或合并副胎盘等现象；②注
意检查产妇阴道、宫颈分泌物，确保其不存在生殖道感染；③在
放置球囊时，严格顺着产妇胎盘对侧方向进入宫腔，避免出现

胎盘早剥现象；④放置好球囊１２ｈ内，未出现有效宫缩的产妇实
施人工破膜术，观察羊水情况、排除胎窘后继续试产。

１２２　对照组产妇诊治方法　对照组产妇采用缩宫素引产方
式，给予产妇２５Ｕ的缩宫素，并将缩宫素与５００ｍＬ复方林格氏
液混合，进行静脉滴注。初始滴速控制在８滴／ｍｉｎ，若产妇出现
规律宫缩，则维持初始剂量，初始滴速至宫颈成熟；若在１５ｍｉｎ
后产妇未出现规律宫缩，则逐渐加大滴速，最大滴速不超过４０
滴／ｍｉｎ，产妇每日最长静脉滴注时间为１２ｈ，于静脉滴注１２ｈ后
进行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若产妇仍无规律宫缩，则次日重复使用，
连续３ｄ进行滴注仍无有效宫缩视为无效，继而考虑实施剖宫产

或使用其他手段终止产妇妊娠。

１３　观察指标
①自然分娩率：医护人员观察并记录干预后产妇经阴道分

娩情况，计算自然分娩率。②宫颈成熟度：医护人员分别在用药
前或术前、用药后或术后１２ｈ利用Ｂｉｓｈｏｐ评分［７］对产妇宫颈成

熟度进行评价，其中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４分视为显效；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２分～３分视为有效；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２分或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不变视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 ＋有效例
数）／总例数×１００％。③并发症发生率：观察并记录干预后产
妇出现强直缩宫、产后出血、胎心异常、胎儿窘迫和新生儿窒息

等情况的例数，计算总并发症发生率。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宫颈成熟

度、自然分娩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均以频数（百分比）［ｎ（％）］表
示，采用χ２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产妇：年龄范围２５岁 ～４０岁，年龄（２８０９±３３５）
岁；孕周范围３７～４１周，孕周（４０３４±０４５）周；引产指征中，羊
水过少或偏少者１５例，妊娠过期者２５例，妊娠期高血压者１０
例，妊娠期糖尿病者 ６例。对照组产妇：年龄范围 ２４岁 ～４０
岁，年龄（２７６５±３２１）岁；孕周范围３７～４１周，孕周（４０２１±
０５２）周；引产指征中，羊水过少或偏少者１６例，妊娠过期者２６
例，妊娠期高血压者９例，妊娠期糖尿病者５例。两组产妇一般
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产妇自然分娩率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自然分娩率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产妇自然分娩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阴道分娩 剖宫产

观察组 ５６ ４６（８２１） １０（１７９）

对照组 ５６ ３６（６４３） ２０（３５７）

χ２值 ４５５３

Ｐ值 ００３３

２３　两组产妇宫颈成熟度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宫颈成熟度优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产妇宫颈成熟度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５６ ３０（５３６） ２１（３７５） ５（８９） ５１（９１１）

对照组 ５６ ２０（３５７） ２０（３５７） １６（２８６） ４０（７１４）

χ２值 — — — ７０９２

Ｐ值 — — — ０００８

２４　两组产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干预后，观察组产妇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产妇，其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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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产妇并发症发生率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强直缩宫 产后出血 胎心异常 胎儿窘迫 新生儿窒息 总并发症

观察组 ５６ ０（０）　 ２（３６）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３６）　

对照组 ５６ １（１８） ３（５４） ２（３６） １（１８） １（１８） ８（１４３）

χ２值 — — — — — ３９５３

Ｐ值 — — — — — ００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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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３１　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的应用可以提高产妇
自然分娩率

　　产妇自然分娩最为基本的条件为产力、产道和胎儿均正常
且三者相适应，才能让胎儿经产妇阴道娩出，但有的产妇到孕

晚期存在胎盘功能不良、羊水偏少甚至过少等现象［８］，或在妊

娠期合并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该类产妇需要适时终止妊娠，

避免长时间的待产，对有自然分娩条件的，可予以引产诱导自

然分娩终止妊娠［９］。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妇干预后自然分娩率

高于对照组产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原因为
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在产妇子宫内腔对子宫进行压迫与扩

张，同时球囊还能够刺激机体垂体后叶释放催产素，诱导子宫

收缩，能够有效促进其宫颈成熟，确保产妇产道适合胎儿娩出，

进而有效提高其自然分娩率［１０］。

３２　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的应用可以加快提高
产妇宫颈的成熟度、缩短产程

　　宫颈成熟指临床上产妇分娩开始前宫颈出现缩短、变软、
消失和扩张等现象，通常临床上对于无明显剖宫产指征的产妇

而言，其宫颈成熟程度在成功分娩方面尤其重要［１１１２］。以往缩

宫素是促进宫缩最为直接的药物，通常适用于催产、引产和子

宫产后出血等症状，该药物不良反应较少，但部分产妇依旧存

在血压下降、恶心呕吐等现象，用量过大则会导致产妇出现子

宫强直性收缩进而引起胎儿窒息死亡或造成机体子宫破裂［１３］。

临床用小剂量（通常２５ｕ）缩宫素 ＋５００ｍＬ生理盐水静滴促宫
颈成熟的同时，能够诱发和加强宫缩，其促进宫颈成熟的作用

主要是通过脱膜缩宫素受体，促进前列腺素的合成来实现的。

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妇干预后宫颈成熟度优于对照组产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原因为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
囊的应用，依据机体正常分娩原理，通过球囊对宫颈进行机械

性压迫，能够让机体宫颈内口出现机械性扩张，促使宫颈短时

间内变短、成熟。此外，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在使用过程中还

能够让子宫下段与局部胎膜剥离，促使机体生成并释放前列腺

素，进而有效促进宫颈成熟［１４１５］。

３３　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的应用可以降低并发
症发生率

　　虽然缩宫素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但宫颈成熟如仅通过
小剂量缩宫素静滴作用脱膜缩宫素受体以促进前列腺素的合

成来实现，明显起效慢且产程时间长，分娩过程中并发症发生

率就会相应增高。缩宫素若使用不当，就会导致机体出现强直

宫缩等现象，对其生命健康带来不利影响［１６］。机械性方法是促

宫颈成熟的常用物理方法，但传统机械性引产方式经常使用自

制水囊，且多为单向性扩张，在放入产妇宫颈后容易出现位置

移动，最终导致感染、宫颈裂伤或胎盘早剥等不良反应发生［１７］。

本研究中，观察组产妇干预后并发症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产妇，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其原因为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
囊属于无痛、无创操作，放置与移除较为便利，在球囊放置后产

妇还能够自由活动；同时，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对机体子宫无

过度刺激的不良反应，且不存在药物应用时的副作用，产妇更容

易接受，对于减少其并发症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１８］。

综上所述，一次性子宫颈扩张球囊联合缩宫素的应用与单

纯缩宫素应用于产妇产程中相比较，联合应用能够有效提高产

妇自然分娩率和宫颈成熟度，并有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值得临

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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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治疗盆腔器官
脱垂（ＰＯＰ）的应用效果与性功能评价
李玲　李惠敏　付明英△

北京五洲妇儿医院妇科，北京 １０００２０

【摘要】　目的　研究探讨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治疗盆腔器官脱垂（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的
临床效果及对患者性功能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北京五洲妇儿医院诊治的８０例
盆腔器官脱垂患者开展前瞻性研究，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划分为２组（４０例／组），观察组实施经
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对照组实施传统阴式子宫切除术，比较两组的临床疗效、盆腔器官脱垂评分、盆

底肌力评分、手术情况、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复发率、生活质量评分、性功能评分。结果　①观察组的临床总
有效率较对照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治疗后，观察组的盆腔器官脱垂评分较对照组更
低，其盆底肌力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对照组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③观察组的手术
时间较对照组缩短，其术中出血量较对照组减少，其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复发率均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均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④术后随访３个月、６个月，观察组性功能评分较对照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用于盆腔器官脱垂治疗中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不仅
可有效增强盆底肌力，改善生活质量和性功能，还可减轻手术创伤，减少术后并发症、复发。

【关键词】　盆腔器官脱垂；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性功能；阴式子宫切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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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ｃｏｒ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
ｓｃｏｒ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① Ｔｈｅｔｏ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② Ｔｈｅ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ｂｏｔｈ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ｓｃｏｒ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③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ｔｉｍｅ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ｂｌｅｅｄｉｎｇ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ｒａｔｅ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④ Ｔｈｅ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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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ｆｔｅｒ３ｍｏｎｔｈｓａｎｄ６ｍｏｎｔｈｓｏｆ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ｈａｓａｇｏｏ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ＯＰ，ｗｈｉｃｈｃａｎｎｏｔｏｎｌｙｅｎｈａｎｃｅ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ｉｍｐｒｏｖ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ｏｆｌｉｆ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ｂｕｔａｌｓｏｒｅｄｕｃｅ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ｔｒａｕｍａ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ｅｌｖｉｃｏｒｇａｎｐｒｏｌａｐｓｅ（ＰＯＰ）；Ｔｒａｎｓｖａｇｉｎａｌｍｅｓｈｉｍ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ｇｉｎａｌｈｙｓｔｅｒｅｃｔｏｍｙ

　　盆腔器官脱垂属于临床常见妇科病，易导致压力性尿失
禁、盆腔器官膨出，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故临床上需对盆

腔器官脱垂予以积极治疗［１３］。近年来，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

重建术对盆腔器官脱垂予以治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本研究

为探讨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治疗盆腔器官脱垂的临床

效果，针对８０例盆腔器官脱垂患者开展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３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北京五洲妇儿医院诊治的
８０例盆腔器官脱垂患者开展前瞻性研究，分组方法为随机数字
表法，随机划分为２组（４０例／组）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获得北京五洲妇
儿医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批准，且研究取得患者或其家属同

意，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研究方法
观察组实施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经膀胱阴道间隙

注入生理盐水，于阴道前壁作切口至阴道前穹隆处，将阴道黏

膜分离至膀胱颈水平面，于闭孔筋膜内上边缘下方１ｃｍ处、膀
胱颈旁侧远端１ｃｍ处作切口，采用导引针穿刺，将网片置入，展
开、固定，缝合切口。

对照组实施传统阴式子宫切除术，行硬膜外阻滞麻醉，术

中采取膀胱截石位，于膀胱沟下方０５ｃｍ处作切口，将阴道黏
膜向上分离至膀胱反折腹膜，将子宫体提拉出阴道，对阴道残

端及前后膜予以缝合，留置盆腔引流管和导尿管。

１３　观察指标
①临床疗效［８］：显效，临床症状及体征基本消失，阴道壁膨

出恢复正常；有效：临床症状及体征有所缓解，阴道壁膨出减轻；

无效：未达到“有效”的评价标准。总有效率 ＝显效率 ＋有效
率。②盆腔器官脱垂评分，根据盆腔内子宫位置进行评分，分值
为０分～３分，患者子宫脱垂越严重，得分越高［４］。③盆底肌力
评分，根据盆底收缩时间、缩肛完成次数进行评估，分值为０～５
分，得分随着盆底肌力的增强而增高［５］。④手术情况，包括手
术时间、术中出血量（采用纱布称重法测量，即使用电子秤测量

术前干纱布重量，再行测量蘸血后纱布重量，换算标准为１ｇ血
重量＝１ｍＬ血体积，换算公式为出血量 ＝蘸血纱布总重量

"

干

纱布重量＋吸引器瓶中血量）；⑤术后并发症发生率。⑥复发
率，术后随访６个月统计。⑦生活质量评分，评估工具为 ＧＱＯ
ＬＩ７４（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量表有生理健康１００分、心理
健康１００分、生活环境１００分、社会关系１００分，得分随着生活
质量的改善而增高［６］。⑧性功能评分，评估工具为国际女性性
功能评估量表，包括性欲、性高潮、性行为异常症状、性心理，总

分为０～１００分，患者性功能越好，得分越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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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的年龄范围２１岁～５８岁，年龄（３９０８±１２２５）岁；对
照组的年龄范围２１岁～５７岁，年龄（３８７３±１２１４）岁。两组患
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为９５０％，较对照组更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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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４０ １８（４５０％）２０（５００％） ２（５０％）　３８（９５０％）ａ

对照组 ４０ １４（３５０％）１８（４５０％） ８（２００％） ３２（８００％）

χ２值 ４．１１３

Ｐ值 ０．０４３

　　注：标“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盆腔器官脱垂评分、盆底肌力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盆腔器官脱垂评分、盆底肌力评分均较

治疗前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在治疗后，观
察组的盆腔器官脱垂评分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其盆底肌力评分较对照组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盆腔器官脱垂评分、盆底肌力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盆腔器官脱垂评分 盆底肌力评分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１２±０４６ １９１±０４９

治疗后 １４２±０２９ａｂ ３２８±０７９ａｂ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２１８±０４３ １８２±０４８

治疗后 １７６±０３５ａ ２４５±０６４ａ

　　注：标“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ｂ”项表示，与对照组
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手术情况比较
观察组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缩短，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其术中出血量较对照组减少，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５　两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比较

观察组发生１例膀胱损伤，而对照组术后发生２例切口感
染、３例尿失禁、１例肠疝，其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分别为
２５０％、１５００％。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在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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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手术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手术时间（ｍｉｎ） 术中出血量（ｍＬ）

观察组 ４０ ６５８７±１２９１ａ １５４３２±４７６５ａ

对照组 ４０ ８４５３±１７６８ ２８６８５±９２３９

ｔ值 ５．３９１ ８．０６３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复发率比较
术后随访６个月，观察组无复发，对照组复发４例，其复发

率分别为０％、１０００％，观察组的复发率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７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均较治疗前增高，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治疗后观察组的各维度评分均较
对照组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
４。

表４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时间 生理健康 心理健康 生活环境 社会关系

观察组 ４０ 治疗前 ７２６９±６５５ ７０５６±６３４ ７１３７±６４５ ７０８７±６２４

治疗后 ８７４７±８２９ａｂ ８６８９±８２１ａｂ ８７１６±８２４ａｂ ８５４６±８４５ａｂ

对照组 ４０ 治疗前 ７２５３±６４２ ７０３５±６２０ ７１０８±６３１ ７０５９±６１９

治疗后 ８００８±７５３ａ ７８７２±７３２ａ ７９２９±７４７ａ ７７９２±７８５ａ

　　注：标“ａ”项表示，与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标“ｂ”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２８　两组患者性功能评分比较
术后随访３个月、６个月，观察组性功能评分较对照组更

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性功能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性功能评分

术后３个月 术后６个月

观察组 ４０ ８７９６±６０９ａ ９０２８±６７５ａ

对照组 ４０ ８１７２±５４８ ８３４５±５６４

ｔ值 ４．８１７ ４．９１１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注：标“ａ”项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盆腔脏器脱垂主要是指盆腔内子宫从正常位置移位至宫

颈外口甚至阴道口，导致阴道壁膨出，该疾病属于常见妇科疾

病，具有较高的发病率［９１０］。盆腔脏器脱垂发生后，会对患者直

肠功能、膀胱功能、盆底肌功能产生严重影响，易引发尿失禁等

并发症，严重影响到患者的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１１１２］，故临床

上主张对盆腔器官脱垂予以积极治疗。临床关于盆腔器官脱

垂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认为其发生可能与分娩、营养

不良、发育异常等多种因素有关，临床上多采取手术治疗盆腔

器官脱垂。以往，盆腔器官脱垂的手术方式多选择阴式子宫切

除术，可通过切除子宫来减轻症状，但阴式子宫切除术无法纠

正盆腔内器官位置，术后患者易复发，且其手术创伤严重，术后

患者易发生并发症［１３］。近年来，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被

逐渐用于治疗盆腔器官脱垂，该手术主要是以“阴道三水平支

持”为指导理论，将无张力网片植入至盆底组织间歇后，可由无

张力网片替代重建的盆底支持结构，获得第一水平支持、第二

水平支持，达到良好的盆腔内器官复位效果［１４１５］。

本研究结果显示：①观察组的临床总有效率较对照组更
高，且在治疗后，观察组的盆腔器官脱垂评分较对照组更低，其

盆底肌力评分较对照组更高，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经阴

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可更好地改善盆腔器官脱垂情况、增强

盆底肌力。②观察组的手术时间较对照组缩短，其术中出血量
较对照组减少，其术后并发症总发生率较对照组更低，差异均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可
有效减轻患者手术创伤，减少术后并发症，保证手术治疗安全

性。③观察组的术后性功能评分、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对照组更
高，其复发率较对照组降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说明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还可改善盆腔器官脱垂患者

的性功能，减轻病情及手术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减少复发。

综上所述，经阴道网片植入盆底重建术用于盆腔器官脱垂

治疗中具有良好的临床疗效，不仅可有效增强盆底肌力，改善生

活质量和性功能，还可减轻手术创伤，减少术后并发症、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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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例输卵管性不孕症的临床情况及宫腹腔镜下
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的应用分析
廖会姝△

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生殖中心，重庆 ４０００２０

【摘要】　目的　探讨１２２例输卵管性不孕症的临床情况及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的应用效
果。方法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诊治的１２２例输卵管
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１２２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析采用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介入治
疗输卵管性不孕症临床效果。结果　１２２例患者，共有 １７４条输卵管阻塞，再通 １５４条，总再通率为
８８５１％，其中１０８条为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占比为７０１３％，伞端、壶腹部、峡部、间质部的再通率分
别为６４７１％、６６６７％、８９８３％、９４３８％，峡部、间质部的再通率明显高于伞端、壶腹部，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通而不畅输卵管共１００条，治疗后完全畅通６８条完全畅通，畅通率为６８％，其中４５条为宫腹
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占比 ６６１８％；１年后对治疗成功的患者进行随访发现，双侧阻塞组异位妊娠
（４％）、宫内妊娠（４０％）以及管腔再闭塞（１４％）与一侧阻塞一侧不畅组异位妊娠（１０％）、宫内妊娠（３０％）
以及管腔再闭塞（１０％）以及双侧通而不畅组异位妊娠（４５５％）、宫内妊娠（３６３６％）以及管腔再闭塞
（１３６４％）相比差异较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宫腹腔镜联合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输卵管
性不孕症，插管成功率较高，输卵管再通率较高，术后并发症较少，安全高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关键词】　输卵管性不孕症；宫腹腔镜；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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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６８％，ｏｆｗｈｉｃｈ４５ｗｅｒｅ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ｅｄｂｙｆａｌｌｏｐｉａｎｔｕｂｅ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６６１８％．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ｔａｙｅａ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
ｔｈｅｅｃｔｏｐｉｃ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ｒａｔｅａｎｄｉｎｔｒａｕｔｅｒｉｎｅｒｅｏｃｃｌｕｓｉｏｎｒａｔ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ｂ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４％，４０％，１４％），ｔｈｅｕｎ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１０％，３０％，１０％）ａｎｄｔｈｅ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ｏｂ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４５５％，３６３６％，１３６４％）（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ｙｓｔｅｒｏｓｃｏｐｙａｎｄｌａｐａｒｏｓｃｏｐｙ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ｕｂａｌｃａｔｈ
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ｕｂａｌ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ｉｓ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ｓｕｃｃｅｓｓｒａｔｅｏｆｔｕｂａｌｉｎｔｕｂ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ｕｂａｌｒｅｃａ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ｅｗｅｒｐｏｓｔ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Ｓａｆｅａｎｄ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ｉｔｉｓｗｏｒｔｈｙｏｆ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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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孕症是妇产科较为常见的疾病之一，随着生活环境的变
化和生活压力的增大，妇科疾病发生率增加，不孕症也随之上

升［１］。有文献报道［２］，导致女性发生不孕的原因较多，主要有

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其中，输卵管性不孕是导致不孕的常见原

因。有研究统计称［３４］，不孕症患病人群开始趋于年轻化，给较

多女性带来困扰，我国女性不孕的总体发病率在１０％左右，输
卵管性不孕占女性不孕５０％左右，严重危害着女性患者的家庭
和睦、身心健康。临床治疗不孕症的方法较多，但效果并不理

想。近年来，微创技术不断发展，宫腹腔镜技术应用也越来越广

泛，其能及时发现患者不孕症原因，尽早展开治疗，逐渐成为治

疗不孕症的首选方法之一［５］。有研究证明［６］，宫腹腔镜下输卵

管插管介入治疗输卵管性不孕症，能提高输卵管通畅率，改善

预后情况，临床疗效显著。本次研究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资料，

同时分析患者采用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应用效果，

为临床诊治输卵管性不孕症提供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
科学技术研究院诊治的１２２例输卵管性不孕症患者作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入选患者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输卵管性
不孕症标准；②患者术前均经输卵管碘油造影检查确诊；③患
者无宫腹腔镜操作禁忌证；④患者未采取避孕措施，持续１年以
上性生活正常但未成功受孕；⑤患者耐受性较好，并能积极配
合治疗；⑥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５岁，病程范围１６年 ～８２
年。排除标准：①患者有严重器质性病变，如：心肝肾等疾病；②
有免疫系统、血液疾病、恶性肿瘤疾病；③合并严重妇科疾病：如
结核性盆腔炎等；④精神异常；⑤已接受治疗，并可能影响观察
指标；⑥伴有可能影响观察指标的疾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家
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重庆市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究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对所有患者进行术前常规检查，排除手术禁忌证，并于患

者月经干净后的３ｄ～７ｄ实行手术治疗。宫腔镜器械采用美国
史塞克持续灌流式电视宫腔镜，腹腔镜器械采用 Ｏｌｙｍｐｕｓ公司
生产的电视腹腔镜。手术前３ｄ给予患者米非司酮软化患者宫
颈，每天２次，每次５０ｍｇ。首先对患者进行常规通输卵管通液，
如显示患者输卵管阻塞或通而不畅，则采用宫腹腔镜下输卵管

插管治疗，具体操作方法如下［７］：患者取膀胱截石位，通过气管

插管实行全身麻醉后，置入腹腔镜探查子宫、卵巢、输卵管等情

况，对盆腔粘连患者进行分离，充分暴露输卵管，以便进行正常

解剖，对伞部粘连患者实行输卵管成形造口术。置入宫腔镜观

察患者子宫厚度、内膜颜色、宫腔形态等，全面观察患者宫腔情

况，排除宫腔内病变，在宫角找到输卵管开口。在宫腔镜直视下

实行插管，注入美蓝液，在腹腔镜下判断患者的输卵管阻塞部

位、通畅程度，将导管推送至阻塞部位，如遇到阻力则大力、轻柔

的多次返插导管，在腹腔镜下观察导管到达输卵管情况，直到导

管到达，然后撤出导管，再次注入美蓝液，防止再粘连，并患者患

者输卵管疏通情况，如果输卵管伞端有液体流出，则表明输卵管

疏通，退出导管时，注入防粘连药物。手术后，应用７ｄ左右的抗
生素，并在术后７ｄ内再次使用美蓝液，并在次月月经干净后的
３ｄ～７ｄ再次行输卵管通液，巩固疗效。
１３　观察指标

患者宫腔镜检查情况分析；三组患者再通率情况分析；患者

并发症情况和预后情况分析。

输卵管通畅评术效果评价标准［８］：
!

畅通，输卵管注入通液

无阻力，并且通液无回流；先有通液阻力，加压后阻力消失，经影

像学检查显示，子宫直肠有液性暗区，或者患者原有的液性暗区

明显增多；
"

阻塞，输卵管注入通液的阻力较大，加压后阻力增

加，经影像学检查显示，子宫直肠凹陷且无液性暗区，或者患者

原有的液性暗区无明显变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４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５岁，年龄（２７３±２４）岁；病程范
围１６年～８２年，病程（４０±１１）年；继发性不孕７４例，原发
性不孕４８例；既往妊娠病史５２例、盆腔炎病史３９例。按阻塞
程度分为三组：①双侧阻塞组（ｎ＝７２）共１４４条输卵管，伞端阻
塞１２条、壶腹部阻塞５条、峡部阻塞５０条、间质部阻塞７７条；
②一侧阻塞一侧不畅组（ｎ＝１５）共 ３０条输卵管，伞端阻塞 ５
条、壶腹部阻塞４条、峡部阻塞９条、间质部阻塞１２条；③双侧
通而不畅组（ｎ＝３５）共７０条输卵管。其中输卵管通而不畅指
输卵管注入通液顺畅，但是在间质部、峡部、壶腹部、伞端等一个

部位或多个部位因各种原因出现堵塞。输卵管不畅指输卵管注

入通液的阻力较大，加压后阻力增加。三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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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三组患者宫腔镜检查情况比较
１２２例患者通过宫腔镜检查发现，宫腔粘连４例，其中１例

粘连带位于输卵管开口处，采用微型剪行粘连带将其剪除；宫

腔息肉１０例，其中２例位于输卵管开口处，３例位于一侧官角
部，通过宫腔镜将其摘除。

２３　三组患者再通率情况比较
双侧阻塞组共１４４条输卵管，１２８条输卵管再通，再通率为

８８８９％，其中 ９０条为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占比
７０３１％，再通输卵管中，有２５条显示伞周围或伞端有不同程度
的粘连，再通失败中，有１例峡部结节性输卵管炎，２例输卵管
结核；一侧阻塞一侧不畅组共３０条输卵管，２６条输卵管再通，
再通率为８６６７％，其中１８条为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
占比７３３３％，３０条通而不畅输卵管中，２０条完全再通，通畅率
为６６６７％，其中 １４条为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占比
７０％，仍有１０条通而不畅输卵管，其中有６条显示伞周围粘连、
输卵管远断扩张；双侧通而不畅组共７０条输卵管，４８条完全通
畅，通畅率为６８５７％，其中３１条为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
通，占比６４５８％，２２条仍通而不畅，其中１３条显示输卵管伞周
围、伞端粘连。本次研究中，输卵管阻塞共１７４条，插管均成功，
其中再通１５４条，总再通率为８８５１％，其中１０８条为宫腹腔镜
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占比为７０１３％，各阻塞部位再通率比较。
通而不畅输卵管共１００条，插管成功９９条，占比９９％，治疗后完
全畅通６８条完全畅通，畅通率为６８％，其中４５条为宫腹腔镜
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占比６６１８％。两两比较，检验水准α′＝α／
比较次数＝００５００／６＝０００８３，伞端与间质部、壶腹部与间质部
比较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患者各阻塞部位再通率比较［ｎ（％）］

输卵管阻塞部位 输卵管条数 再通条数 再通率（％）

　　伞端 １７（９．８）　 １１（７．１）　 ６４７１

　　壶腹部 ９（５．２） ６（３．９） ６６６７

　　峡部 ５９（３３．９） ５３（３４．４） ８９８３

　　间质部 ８９（５１．１） ８４（５４．５） ９４３８

　　 χ２值 １６８０７

　　 Ｐ值 ００００

２４　三组患者并发症情况和预后情况比较
输卵管穿孔２例，经观察患者无明显腹痛，并无特殊处理，

无子宫穿孔和术后感染发生。治疗成功后的８２例患者，平均受
孕时间为（７７±１４）月，三组患者异位妊娠、宫内妊娠以及管
腔再闭塞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三组患者预后情况比较［ｎ（％）］

　　　 组别 例数 异位妊娠 宫内妊娠 管腔再闭塞

双侧阻塞组 ５０ ２（４） ２０（４０） ７（１４）

一侧阻塞一侧不畅组 １０ １（１０） ３（３０） １（１０）

双侧通而不畅组 ２２ １（４５５） ８（３６３６） ３（１３６４）

　　　χ２值 ０６５ ０３８ ０１１

　　　Ｐ值 ０７２ ０８２ ０９４

#

　讨论
不孕症是临床常见妇科疾病，有文献报道称［９１０］，导致不孕

的原因较为复杂，其中，输卵管性不孕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且输卵

管近端阻塞更为常见。输卵管结构、功能正常，是受孕的不可或

缺条件，输卵管是受精场所，具有提供精子贮存、顶体反应、获能，

输送卵子、精子、受精卵等功能［１１］。有研究证明［１２１３］，输卵管性

不孕的主要是输卵管功能障碍和输卵管堵塞导致，堵塞不通主要

是由于输卵管发生炎症，导致输卵管内膜组织被破坏，由此对细

胞的纤毛运动造成影响，阻碍蠕动功能减弱输卵管管壁肌肉收缩

功能，阻碍精子、卵子相遇，使其无法输送受精卵，或从而导致患

者不孕。输卵管性不孕临床表现不明显，通常采用影像学检查方

法才能诊断［１４］。目前，临床治疗输卵管性不方法较多，如：药物

治疗、物理治疗以及介入治疗等［１５］。有研究证明［１６１７］，药物与物

理治疗，不能真正解决患者输卵管堵塞问题，只能缓解症状，介入

治疗才是临床治疗输卵管性不孕最有效的方法。

临床检查输卵管通畅性的方法主要有：子宫输卵管造影、输

卵管通液术、宫腔镜下导管介入术以及宫腹腔镜联合检查［１８］。

有文献报道［１９２０］，临床常采用输卵管通液对其进行疏通，根据

患者疼痛感判断疏通程度，这种方法无法直视患者具体患部，存

在盲目性，不仅需要重复通液，而且畅通率不理想。近年来，妇

科应用宫腹腔技术进行治疗疾病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多，采用腔

镜技术可以直视患者盆腔部位情况，在保证疏通效果的同时，还

能避免手术中发生危险，能提高术后妊娠率。有学者认

为［２１２２］，腹腔镜能清晰观察患者盆腔情况，它能分离输卵管周

围粘连，但这种方法对输卵管中近端阻塞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经

常发生一次介入治疗不能完全疏通的情况，易导致并发症出现；

而宫腔镜能清晰观察患者输卵管近端开口情况和宫腔情况，具

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不能确定阻塞部位和输卵管形态，无法控制

远端阻塞疏通。有许多专家认为，联合使用宫腹腔镜，能对其优

势进行互补，扩展手术范围和视野［２３］。近年来，一种高效的新

方法出现，即通过腹腔镜监导，使用宫腔镜直视的优点，对输卵

管插管加熟进行疏通，其诊断、疏通的治疗效果显著［２４２５］。

宫腹腔镜联合技术是近年来临床诊疗不孕不育的新技术，宫

腹腔镜联合能同时对患者子宫、腹腔直观检查。有研究证明，对

于较小的宫腔病变，如宫腔粘连和宫腔息肉等，临床采用Ｂ超检
查容易漏诊，而采用宫腹腔镜检查可发现病变并及时进行处理。

宫腹腔镜联合技术的主要优点在于，能清楚、直观的发现患者不

孕原因，其进行的介入治疗为微创手术，能将损伤降到最低，恢复

快、安全，是最先进的不孕不育治疗技术。本次我院研究显示，

１２２例患者通过宫腔镜检查发现，宫腔粘连４例，宫腔息肉１０例，
均宫腔镜将其摘除，由此证明宫腹腔镜联合技术的优势，能同时

进行诊断和治疗，提高了宫腔内疾病诊断准确性。临床研究发

现，宫腹腔镜联合技术对于盆腔粘连、炎症造成的输卵管远端阻

塞是最佳选择，在腹腔镜下分解粘连后再在宫腔镜下实行输卵管

插管介入治疗，其成功率会明显提高。本次我院研究显示，１２２
例患者中阻塞部位多为峡部阻塞和间质部阻塞，即大多数为远端

阻塞，１２２例患者共有１７４条输卵管阻塞，总再通率为８８５１％，且
在采用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后，其再通率明显高于伞端、

壶腹部，由此证明采用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再通能提高远端阻

塞的再通率，能提高输卵管通畅率。有研究认为，宫腹腔镜下输

卵管插管再通，其采用微创手术，患者痛苦更小，术后恢复较快，

并且无感染、粘连等并发症，其安全性较好。本次研究对患者随

访发现，患者的妊娠率情况较好，并且平均妊娠时间不长，治疗后

输卵管穿孔２例，经观察患者无明显腹痛，并无特殊处理，无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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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孔和术后感染发生，由此证明采用宫腹腔镜下输卵管插管介入

治疗的安全性较好，采用宫腹腔镜联合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输卵

管性不孕症临床治疗该疾病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宫腹腔镜联合输卵管插管介入治疗输卵管性不

孕症，插管成功率较高，输卵管再通率较高，术后并发症较少，安

全高效，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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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炎症因子和激素水平
与纤维化的关联
郭平１　张琼２△　张丽莉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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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炎症因子和激素水平与纤维化的关联。方法　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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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期间十堰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１５０例育龄期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法测定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炎症因子ＩＬ１７、雌激素受体 ＥＳＲ１、ＥＳＲ２，以及纤
维化因子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相对表达值。根据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ＩＬ１７ｍＲＮＡ相对表达
值，将其分为高表达组与低表达组，比较两组患者雌激素受体 ＥＳＲ１、ＥＳＲ２以及纤维化因子 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
ｍＲＮＡ相对情况。采用ＬＯＧ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子宫内膜炎症因子ＩＬ１７与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的相
关性。结果　子宫肌瘤组织中ＩＬ１７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肌
瘤组织中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子宫肌瘤组织中纤维
化因子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Ｌ１７ｍＲＮＡ高表达
组患者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低表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Ｌ１７ｍＲＮＡ高表达组患
者纤维化因子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低表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
素回归分析显示，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表达水平上升与炎症因子ＩＬ１７表达水平上升呈正相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组织炎症因子ＩＬ１７、雌激素受体激素水平
以及纤维化因子存在高水平表达，且表达水平呈正相关趋势。

【关键词】　子宫肌瘤；炎症因子；雌激素受体；纤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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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Ｃ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ＳｈｉｙａｎＣｉｔｙＭａ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Ｃｈｉ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ｅｄｉａｔ
ｒｉｃｓ，Ｔａｉｈ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ＳｈｉｙａｎＣｉｔｙ，Ｓｈｉｙａｎ４４２０００，Ｈｕ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ｈｏｒ
ｍｏ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１５０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
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ｉｎ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６ｔｏ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９ｗｅｒ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ａｓ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
ｊｅｃｔｓ．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ｐｏｌｙｍｅｒａｓｅｃｈａｉｎ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ＰＣＲ）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Ｌ１７，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ＭＰ９ａｎｄ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
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ｎｄ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ＩＬ１７ｍＲＮＡｉｎ
ｅｎｄｏｍｅｔｒｉ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ｈｉｇ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ＥＲ１，ＥＲ２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Ｌ１７ｗｉｔｈ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ａｎｄＴＧＦβ３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ｂｙＬＯＧＳＴＩＣ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ｒｅ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ＩＬ１７ｍＲＮＡ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ｔｉｓｓｕｅ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ｓｕｒ
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ＳＲ１ａｎｄＥＳＲ２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ＭＭＰ９ａｎｄ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ｉｎ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
ｔｉｓｓｕｅｓ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ｔｉｓｓｕ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ＲＮＡｉｎＩＬ
１７ｈｉｇ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ＭＭＰ９ａｎｄ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ｌｏｗ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ｎｄ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
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ＩＬ１７，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ｈｉｇｈ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ＩＬ１７，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ｈｏｒｍｏｎｅｓａｎｄｆｉｂ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ｅｎｄｏｍｅ
ｔｒｉａｌ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ｏｆ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Ｕｔｅｒｉｎｅｌｅｉｏｍｙｏｍａ；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Ｅｓｔｒｏｇｅｎ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Ｆｉｂｒｏｓｉｓ

　　子宫肌瘤好发于育龄妇女，可导致月经出血量增多和缺铁
性贫血。子宫肌瘤除了腹胀或疼痛等临床症状外，还可能扩大

子宫，导致尿频、夜尿症或尿潴留或腹泻、便秘。子宫肌瘤似乎

随月经周期性以及月经初潮和更年期之间的发展而发展。在

子宫肌瘤患者中，子宫内膜免疫反应往往向促炎性转变，转化

生长因子β（ＴＧＦβ）和白细胞介素（ＩＬ１０）的表达下降主要由
辅助Ｔ细胞、调节Ｔ细胞或交替激活巨噬细胞分泌。Ｔｈ１７细胞
的白细胞介素１７（ＩＬ１７）表达增加也参与了子宫肌瘤的发生发

展［１３］。子宫肌瘤病理表现有梭形平滑肌细胞和不等量纤维结

缔组织增生、性激素受体表达增加，含有丰富的细胞外基质以及

炎性细胞的侵润。本研究即探讨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炎

症因子ＩＬ１７、雌激素受体、纤维化因子的表达水平，旨在为子宫
肌瘤的诊疗提供新的思路。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月期间十堰市妇幼保健院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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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１５０例育龄期子宫肌瘤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
符合诊断标准的子宫肌瘤患者；②有明确的子宫切除或子宫肌
瘤剔除的手术指征；③无手术及麻醉禁忌证；④自愿配合临床
诊疗工作及本研究；⑤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①不符合手术
指征患；②心肺功能、肝肾功能严重受损；③合并其他妇科疾病；
④合并恶性肿瘤。本研究已经获得十堰市妇幼保健院医学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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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　ＲＮＡ提取　取５ｍＬ外周血，加入１ｍＬＴｒｉｚｏｌ后室温下
静置５ｍｉｎ，以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的转速离心５ｍｉｎ，取上清液；加入氯仿
２００μｌ，充分混匀，室温下静置 ２０ｍｉｎ，采用低温离心机以
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的转速离心 １５ｍｉｎ后，将上层水相转移至新的去
ＲＮＡａｓｅ离心管内；加入异丙醇 ０５ｍＬ，混匀后室温下静置
１０ｍｉｎ，采用低温离心机以１２０００ｒｐｍ的转速离心１０ｍｉｎ，弃上清，
ＲＮＡ为管底部白色、类羽毛状固体；加入浓度为７５％的乙醇，振
荡后采用低温离心机以７５００ｒｐｍ的转速离心５ｍｉｎ，弃上清，吸
干多余液体后，真空干燥。取１μｌＲＮＡ与９９μｌＤＥＰＣ水混合，采
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测定２６０ｎｍ、２８０ｎｍ波长处的吸光度（ＯＤ）
值。样本ＯＤ２６０／ＯＤ２８０值处于１８～２０范围内则可进行下一
步试验。核酸浓度的计算公式：ＲＮＡ（μｇ／μｌ）＝４×ＯＤ２６０×稀
释倍数。逆转录合成ｃＤＮＡ。
１２２　实时荧光定量ＰＣＲ测定　ＰＣＲ扩增反应体系及反应条
件：ＩＬ１７、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ＰＣＲ引物序列根据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人ＩＬ１７、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基因的 ｃＤＮＡ
引物序列。扩增反应体系：ｃＤＮＡ样本２μｌ、ＰＣＲＭＩＸ１２５２μｌ、正
向、反向引物（１０ｍｏｌ／μｌ）各０５μｌ、去离子水补足至２５μｌ，扩增
反应条件：９５℃，３０ｓ；（９５℃，５ｓ；５９℃，３１ｓ；９５℃，１５ｓ。４０个循
环）；９５℃，１５ｓ。具体内容详见表１。

表１　ＩＬ１７、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基因
ＲＴＰＣＲ反应引物序列

基因 项目 　　　　　　引物序列

ＩＬ１７ 正向引物 ５′ＣＣＴＣＡＣＣＴＴＧＧＡＡＴＣＴＣＣＡＣＣ３′

反向引物 ５′ＧＡＴＣＴＣＴＴＧＣＴＧＧＡＴＧＧＧＧＡＣ３′

ＥＳＲ１ 正向引物 ５′ＣＴＡＣＡＴＣＡＴＣＴＣＧＧＴＴＣＣＧＣＡ３′

反向引物 ５′ＴＴＧＧＣＣＡＴＣＡＧＧＴＧＧＡＴＣＡＡＡ３′

ＥＳＲ２ 正向引物 ５′ＴＧＴＣＡＡＧＧＣＣＡＴＧＡＴＣＣＴＧＣＴ３′

反向引物 ５′ＣＴＴＧＴＴＡＣＴＣＧＣＡＴＧＣＣＴＧＡＣ３′

ＭＭＰ９ 正向引物 ５′ＴＣＣＡＧＴＡＣＣＧＡＧＡＧＡＡＧＣＣＴ３′

反向引物 ５′ＴＧＣＡＧＧＡＴＧＴＣＡＴＡＧＧＴＣＡＣＧ３′

ＴＧＦβ３ 正向引物 ５′ＡＣＣＴＣＣＡＡＧＧＴＴＴＴＣＣＧＣＴＴ３′

反向引物 ５′ＡＴＣＴＧＧＣＣＧＡＡＧＧＡＴＣＴＧＧＡ３′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比较子宫肌瘤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炎症因子

ＩＬ１７、雌激素受体ＥＳＲ１、ＥＳＲ２以及纤维化因子 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
ｍＲＮＡ相对表达值。②根据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组织
ＩＬ１７ｍＲＮＡ相对表达值，将其分为高表达组（ＩＬ１７ｍＲＮＡ≥
０２５０，ｎ＝９５）与低表达组（ＩＬ１７ｍＲＮＡ＜０２５０，ｎ＝５５），比较
两组受试者雌激素受体 ＥＳＲ１、ＥＳＲ２以及纤维化因子 ＭＭＰ９、

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相对情况。③采用ＬＯＧＳＴＩＣ多元回归分析子宫
内膜炎症因子ＩＬ１７与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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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示；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调查结果显示，两组受试者年龄、病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故可排除上述因素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研究
数据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病程（天）

高表达组 ９５ ４８２３±１０１７ １６４６５±３３１６

低表达组 ５５ ４６３５±９２０ １５４７９±５３５１

ｔ值 ６９３０ １１３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 ＩＬ１７ｍＲＮＡ水平比
较

　　子宫肌瘤组织中 ＩＬ１７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ＩＬ１７ｍＲＮＡ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ＩＬ１７ｍＲＮＡ

子宫肌瘤组织 １５０ ０３６８±００２０

周围组织 １５０ ０１５５±００１４

　　ｔ值 ５６８９

　　Ｐ值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 ＥＳＲ１ｍＲＮＡ、ＥＳＲ２
ｍＲＮＡ水平比较
　　子宫肌瘤组织中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
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
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ＲＮＡ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ＥＳＲ１ｍＲＮＡ ＥＳＲ２ｍＲＮＡ

子宫肌瘤组织 １５０ ２９８７±０２１９ １６３７２±２１０４

周围组织 １５０ １０２０±０１１５ ０８６３±０１１２

　　ｔ值 ９９３８ ３０１１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纤维化因子 ＭＭＰ９
ｍＲＮＡ、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水平比较
　　子宫肌瘤组织中纤维化因子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相对值
高于周围组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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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两组患者子宫肌瘤组织、周围组织中纤维化因子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 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

子宫肌瘤组织 １５０ ２１７５±０２５５ ２３６８±０２８１

周围组织 １５０ ０２０５±００３３ ０４３３±００５２

　　ｔ值 ２０３６９ １５６３８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５　两组患者ＥＳＲ１ｍＲＮＡ、ＥＳＲ２ｍＲＮＡ水平比较
高表达组患者ＥＳＲ１ｍＲＮＡ、ＥＳＲ２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低表达

组患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两组患者ＥＳＲ１ｍＲＮＡ、ＥＳＲ２ｍＲＮＡ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ＥＳＲ１ｍＲＮＡ ＥＳＲ２ｍＲＮＡ

高表达组 ９５ ３４５８±０３３０ ２０３３７±２２９０

低表达组 ５５ ２２３７±０３０１ １１２０４±１８７４

　ｔ值 ６９３０ １１３４７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６　两组患者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水平比较
高表达组患者纤维化因子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相

对值高于低表达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５。

表６　两组患者ＭＭＰ９ｍＲＮＡ、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ＭＭＰ９ｍＲＮＡ ＴＧＦβ３ｍＲＮＡ

高表达组 ９５ ２８９３±０４４９ ２９００±０５１２

低表达组 ５５ １７８０±０４０１ ２０１４±０３４５

　ｔ值 ５３７０ ７１３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７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炎症因子ＩＬ１７与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
ＴＧＦβ３相关性分析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ＥＳＲ１、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
表达水平上升与炎症因子 ＩＬ１７表达水平上升呈正相关，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表７　两组患者子宫内膜炎症因子ＩＬ１７与ＥＳＲ１、ＥＳＲ２、
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表达水平相关性分析

指标 β系数 Ｗａｌｄ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

ＥＳＲ１ １８６６ ５８９６ ＜００５ ６２５８ １４５０１９２３０

ＥＳＲ２ １８２８ ５５１５ ＜００５ ６１１２ １４０４１８７６０

ＭＭＰ９ １６７８ ４８９７ ＜００５ ５８３０ １１５０１５２０３

ＴＧＦβ３ １６０３ ４６６０ ＜００５ ４８９６ １１１５１４１１６

#

　讨论
子宫肌瘤是女性最常见的良性盆腔肿瘤。由于许多子宫

肌瘤无症状，估计患病率是困难的。在最近的一次系统回顾中，

根据研究人群和方法，患病率估计范围从４５％到６８６％，随着
年龄的增长，直到绝经期，患病率都在上升，然后下降。其患病

率高于高血压、乳腺癌或卵巢癌等妇女的其他疾病。不同种族

在患病率和发病率上存在差异，所有年龄段的黑人妇女子宫肌

瘤的发病率和发病率都较高。通过超声筛查，估计到５０岁时，
黑人妇女子宫肌瘤的累积发病率明显高于白人妇女。子宫肌瘤

的潜在发病机制尚不清楚。已经确定了几个危险因素，从遗传

倾向到多变的生活方式行为。家族病史阳性是子宫肌瘤发生的

一个重要危险因素；虽然，驱动肌细胞转化为子宫肌瘤的潜在过

程尚不完全清楚。然而，一些遗传、激素和生物因素已被证明有

助于子宫肌瘤的发展、生长和维持。这些因素包括类固醇激素、

生长因子、细胞因子、染色体、遗传和表观遗传异常等。

免疫细胞渗入子宫肌层是一个重要的宿主保护机制，其提

供了免疫监测以及控制应激或微生物感染期间宿主炎症的调

节机制。在健康的子宫肌层中，子宫壁通过自然杀伤细胞、Ｔ细
胞和Ｂ细胞的存在而免受感染。在免疫系统中，黄体酮有利于
白细胞向Ｔ辅助２细胞分化，并抑制Ｔ辅助１白细胞分化。ＩＬ
１７是白细胞介素家族的成员之一，已被证明能引起有效的炎症
反应。此外，白介素１７还可以调节基质金属蛋白酶、细胞因子
和趋化因子的表达［４７］。除了作为Ｔ辅助１７（Ｔｈ１７）细胞的标志
性细胞因子外，ＩＬ１７亦可通过 ＣＤ８＋Ｔ细胞、γδＴ细胞、自然杀
伤性Ｔ细胞和先天性淋巴细胞表达［８］。本研究发现，子宫肌瘤

组织中ＩＬ１７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提示ＩＬ１７的高水平
表达可能通过引起炎症反应参与子宫肌瘤的发生。

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的推测是由于雌激素和孕酮信号的

失调，通过增强增殖破坏子宫肌层的细胞内稳态［９１０］。雌激素

和孕酮在免疫系统调节中的作用最近已被证实。雌激素是胆固

醇衍生的类固醇激素，除了对其他身体系统的多效性作用外，在

女性生殖生理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子宫肌瘤被认为是雌激素依

赖性的，因为还没有描述过青春期前的病例，肿瘤在更年期后和

接受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治疗后往往会退化，这会降低

卵巢雌激素的产生［１１１３］。本研究发现子宫肌瘤组织中 ＥＳＲ１、
ＥＳＲ２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也证实了上述观点。虽然雌
激素受体与子宫颈中的炎症反应相关，但其与 ＩＬ１７表达的相
关性则尚未见报道。

子宫肌瘤的另一机制是由于细胞增殖和细胞外基质沉积

的增加而发生的。子宫肌瘤含有异常的细胞外基质成分沉积，

在发病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１４１５］。细胞外基质降解是细胞发

育、形态发生、组织修复和重塑的重要特征。这种降解过程是在

正常的生理条件下被特别调节的；然而，这种过程的失调是一些

疾病的原因，如关节炎、肾炎、癌症、脑脊髓炎、慢性溃疡和纤维

化。虽然不同类型的蛋白酶参与了细胞外基质的降解，但主要

的酶被认为是基质金属蛋白酶（ＭＭＰ）。它们的活性主要受基
质金属蛋白酶的组织抑制剂的调节，因此，基质金属蛋白酶的平

衡对于组织中最终的细胞外基质重塑至关重要。ＭＭＰ９可通
过与纤连蛋白／胶原结合的纤连蛋白 ＩＩ型重复消化明胶，也可
以消化细胞外基质分子的多种类型，包括ＩＶ型、Ｖ型和ＸＩ型胶
原、层粘连蛋白等［１６１７］。本研究中，子宫肌瘤组织中 ＭＭＰ９
ｍＲＮＡ相对值高于周围组织，推断ＭＭＰ９的反常增加可能反映
了细胞外基质成分内稳态的功能障碍。转化生长因子β（ＴＧＦ
β）与ＭＭＰ９类似，也是一种纤维化因子，这种多功能细胞因子
在许多细胞活动（如增殖、分化和其他功能）的调节中有关键作

用，并且在免疫、癌症、心脏病、糖尿病、马凡综合征、帕金森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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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胚胎发生和细胞分化中起重要作用。成纤维细胞是伤

口愈合过程中的关键细胞。成纤维细胞通过细胞外基质蛋白

的产生在伤口愈合过程中对血管生成有重要作用［１８１９］。ＴＧＦβ
作为纤维化因子，可能参与了子宫肌瘤的发生与发展，本研究

中子宫肌瘤组织中ＴＧＦβ３表达水平升高。
为进一步分析子宫肌瘤发生过程中炎症、纤维化及雌激素

水平的相互作用，本研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ＥＳＲ１、
ＥＳＲ２、ＭＭＰ９、ＴＧＦβ３表达水平上升与炎症因子ＩＬ１７表达水平
上升呈正相关，提示炎症因子 ＩＬ１７与子宫肌细胞纤维化及雌
激素水平有关，也可促进纤维化的过程并影响体内激素水

平［２０］。

综上所述，育龄子宫肌瘤患者子宫内膜组织炎症因子 ＩＬ
１７、雌激素受体激素水平以及纤维化因子存在高水平表达，且表
达水平呈正相关趋势。故而推断，将炎症因子 ＩＬ１７、雌激素受
体、纤维化因子为靶点的研究，可能为子宫肌瘤患者的诊断与

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改善子宫肌瘤患者预后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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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应用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治疗１天后，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仍低于６分的孕妇，比较３
种不同处理方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５月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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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孕妇作为研究对象。均具有引产指征且已应用米索前列醇阴道上药促宫颈成熟１天。将其随机分为甲、
乙、丙三组，甲组继续应用米索前列醇阴道上药１天，共５９人，乙组改用宫颈水囊促宫颈成熟１天，共６０人，
丙组直接缩宫素静点１天，共４３人。结果　①三组宫颈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
干预前后宫颈条件比较，甲组及乙组干预后宫颈评分明显高于入组前宫颈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丙组干预后宫颈评分与干预前宫颈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②三组阴道分娩率比
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引产失败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分娩出
血量、产后出血≥５００ｍＬ的产妇数、宫腔感染／产褥感染的产妇数、新生儿感染数、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及新生儿
体重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对于应用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１天后宫颈评分低
的孕妇，继续应用宫颈水囊有效且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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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主流媒体对自然分娩好处的宣传以及国家实施全面
二孩政策，越来越多的孕妇有阴道分娩意愿。而妊娠晚期引产

的成功与否对降低剖宫产率尤其是初次剖宫产率起决定性的

作用。《妊娠晚期促子宫颈成熟与引产指南（２０１４）》［１］指出：若
引产指征明确但宫颈条件不成熟，应采取促宫颈成熟的方法。

促宫颈成熟的方法包括前列腺素制剂（如欣普贝生和米索前列

醇）以及机械性促宫颈成熟（如低位水囊、Ｆｏｌｅｙ导管、海藻棒
等）。在临床实践中，上述方法在促宫颈成熟方面均有效［２］。

但是，有部分具有妊娠晚期终止妊娠指征的孕妇，在应用米索

前列醇促宫颈成熟治疗１天后，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仍低于６分，本
文对这部分孕妇的进一步处理方法进行研究。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 ２０１９年５月在海淀妇幼保健院住院分
娩的具有引产指征且已应用米索前列醇阴道上药促宫颈成熟１
天的病例１６２例纳入研究。纳入标准：孕足月，单胎头位初产妇，
胎膜完整、宫颈 Ｂｉｓｈｏｐ评分＜６分、无前列腺素药物应用禁忌证，
无阴道炎症。引产指征包括延期妊娠６４例和妊娠期糖尿病９８
例。将其随机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继续应用米索前列醇阴道

上药１天，共５９人，乙组改用宫颈水囊促宫颈成熟１天，共６０

人，丙组予以缩宫素静脉滴注１天，共４３人。本研究所有孕妇均
知情同意，且已获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米索前列醇应用方法　消毒外阴后，于阴道后穹窿放置
米索前列醇２５μｇ，注意不要将药物压成碎片。如６ｈ后仍无宫
缩，行阴道检查重新评估宫颈成熟度，了解药物是否溶化、吸收。

如未溶化和吸收则不再放入药物；如药物已吸收则可于阴道后

穹窿再次放置米索前列醇２５μｇ。每日米索前列醇总剂量不超
过５０μｇ。使用期间严密监测胎心率和宫缩情况。
１２２　宫颈水囊放置方法　孕妇排空膀胱，取截石位，常规消
毒外阴、阴道及宫颈，用宫颈钳小心钳夹宫颈前唇固定，用无齿

卵圆钳夹住 ２２号 Ｆｏｌｅｙ尿管置入宫颈，在导尿管末端注入
１００ｍＬ生理盐水，将导尿管缓慢向外牵拉，直至有阻力为止，确
定其在宫颈内口上方。导尿管末端用胶布固定于大腿内侧。复

查胎心监护无异常后可自由活动，严密监测胎心及宫缩。如出

现有效宫缩、宫口开大，水囊自行脱落，则按临产处理；如出现子

宫强直收缩、自然破膜，则立即取出水囊；水囊放置２４ｈ未临产
者，取出水囊，再次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
１２３　缩宫素静点　应用乳酸钠林格注射液５００ｍＬ，７号针头
行静脉滴注，按 ８滴／ｍｉｎ调好滴速后，输液瓶中加入缩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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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Ｕ，将其摇匀，继续滴入。根据宫缩、胎心情况调整滴速。每
隔２０ｍｉｎ调整１次，每次增加８滴，直至出现有效宫缩。缩宫素
最大滴速４０滴／ｍｉｎ，仍无有效宫缩可增加缩宫素浓度，有专人
观察宫缩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及胎心变化。

１２４　人工破膜＋催产素　应用上述３种方法１天后，无自然
临产者，入产房行人工破膜＋催产素引产。引产１２小时未临产
者，诊断引产失败。

１３　观察指标
应用上述３种方法干预前后宫颈Ｂｉｓｈｏｐ评分、孕妇年龄、分

娩方式、阴道分娩出血量、产后出血发生率、宫腔感染、产褥感染、

新生儿感染发生率、新生儿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新生儿体重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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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采用 χ２检
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

三组孕妇的年龄、孕周、孕前体重指数、引产指征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表１　三组孕妇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ｎ（％）］

　　　指标 甲组（ｎ＝４９） 乙组（ｎ＝５０） 丙组（ｎ＝３３） ｔ／χ２值 Ｐ值

年龄（岁）

孕周（周）

孕前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引产指征

　妊娠期糖尿病
　延期妊娠

２９８±３８
４００±１２
２３３±４０

３６（６１０％）
２３（３９０％）

２９６±３６
３９９±１３
２２９±３８

３６（６００％）
２４（４００％）

２９４±３２
３９９±１１
２３１±３２

２６（６０５％）
１７（３９５％）

０．１８３
０．１９６
０．５９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８６１
０．８４９
０．５６７

０．９９４
０．９９４

２２　三组孕妇干预前后宫颈评分比较
入组前三组宫颈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干预后三组宫颈评分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两两比较，甲组和乙组明显高于丙组（Ｐ＜００５），而甲乙组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干预前后宫颈条件比较，
甲组及乙组入组后宫颈评分明显高于干预前宫颈评分，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丙组入组后宫颈评分与干预前宫颈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孕妇分娩结局比较

三组孕妇阴道分娩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０５）。两两比较，阴道分娩率乙组高于甲组和丙组，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甲组和丙组的阴道分娩率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三组引产失败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两两比较，引产失败率丙组高于甲组和乙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甲组和乙组的引产失败率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阴道分娩出血量、产后出血≥
５００ｍＬ的产妇数、宫腔感染／产褥感染的产妇数、新生儿感染数、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及新生儿体重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孕妇干预前后宫颈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干预前

宫颈评分

干预后

宫颈评分
ｔ值 Ｐ值

甲组

乙组

丙组

４９
５０
３３

４８±１１
４８±１０
４７±１０

６４±１３
６９±１５
５４±１０

－８．８８３
－１１．３２６
－３．８２４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３　三组孕妇分娩结局比较［ｎ（％）／珋ｘ±ｓ］

　　　　组别 甲组 乙组 丙组 ｔ／χ２值 Ｐ值

阴道分娩ａ

阴道分娩出血量（ｍＬ）
产后出血≥５００ｍＬ
宫腔感染／产褥感染
新生儿感染

１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分）
新生儿体重（ｇ）

引产失败ａ

３２（６５３）
３２０２±２２７
５（１０２）
４（８２）
２（４１）
９８±０２
３３４４±８６
９（１８４）

４３（８６０）
３０７４±２４１
５（１００）
５（１００）
３（６０）
９８±０２
３３３７±９１
４（８０）

１６（４８５）
３１７７±２３１
３（９１）
３（９１）
２（６１）
９７±０２
３３１６±７４
１２（３６４）

３０．８４２
０．５９３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１
０．２３２
０．３５４
０．７６０
１０．４３４

０．０００
０．５６９
０．９８５
０．９５１
０．８９１
０．７３３
０．４６９
０．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

　讨论
２０１４年的妊娠晚期促子宫颈成熟与引产指南指南［１］指出，米

索前列醇可用于妊娠晚期促宫颈成熟，从此，米索前列醇被广泛应

用于产科临床。米索前列醇是前列腺素Ｅ１衍生物，可显著收缩妊
娠子宫［３］。米索前列醇临床应用较为安全，应用过程中可能有宫缩

过强、过频，发生率５％左右［４］。文献报道，使用米索前列醇引起的

母儿不良后果与每次用药量超过２５μｇ相关［５］。米索前列醇有效

率较高，文献报道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有效率可达８５％［６］。应

用米索前列醇后，北京市海淀区妇幼保健院２０１５年以引产失败为
指征的剖宫产比例较２０１３年明显降低［７］。也有学者认为，米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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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醇用于足月妊娠的引产效果比欣普贝生差［８］，原因可能是由于米

索前列醇不利于药物有效浓度的维持，且上药后短时间内释放较多

前列腺素，影响引产效果［９］。

宫颈水囊是目前临床上常见的机械性促宫颈成熟的方法。

除机械性的扩张作用外，还可合成、释放内源性前列腺素，使宫

颈进一步软化、成熟［１０］。其作用温和，促宫颈成熟效果与欣普

贝生无差异［１１］。文献报道，孕足月应用米索前列醇联合宫颈水

囊引产安全、有效［１２，１３］。

本研究入组病例均是孕足月、具备引产指征，且已应用米索前

列醇促宫颈成熟１天后，宫颈评分低于６分的孕妇。本研究显示，
这些孕妇无论是继续应用１天米索前列醇，还是应用１天宫颈水
囊，与干预前比，宫颈条件均可改善，而单纯应用１天缩宫缩静点，
宫颈条件改善不明显。而最终的分娩结局来看，应用宫颈水囊组阴

道分娩率最高，而缩宫素静点组引产失败率最高。而在并发症方

面，无论是出血量、母儿感染率还是新生儿评分，差异都无统计学意

义。可见，对于已经应用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１天后宫颈评分低
的孕妇，应用宫颈水囊者引产成功率最高，而且相对安全。

综上，对于应用米索前列醇促宫颈成熟１天后宫颈评分低的
孕妇，继续应用宫颈水囊可改善宫颈条件，提高阴道分娩率，降低因

引产失败所致的剖宫产率，且较为安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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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 ＥＳ、ＶＥＧＦ水平和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血清
胰岛素及卵巢间质血流的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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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分析血清内皮抑素（ｅｎｄｏｓｔａｔｉｎ，Ｅ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水平和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患者血清胰岛素及卵巢间质血流的
相关性。方法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滕州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８５例 ＰＣＯＳ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将这８５例患者设为ＰＣＯＳ组，选择同期在滕州市妇幼保健院健康体检的６０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检测两
组受试者血清胰岛素水平、性激素水平、ＥＳ以及ＶＥＧＦ水平，并采用经阴道多普勒超声监测受试者卵巢间质
血流，记录受试者搏动指数（ｐｕｌｓｅｉｎｄｅｘ，ＰＩ）以及阻力指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ＲＩ），分析 ＥＳ以及 ＶＥＧＦ水平与
各指标相关性。结果　ＰＣＯＳ组患者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水平显著高
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促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以及泌乳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ＯＳ组患者 ＰＩ、ＲＩ显
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ＰＣＯＳ组患者胰岛素（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ｓ）、ＶＥＧＦ以及ＥＳ水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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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ＰＣＯＳ患者血清 ＶＥＧＦ水平与 ＰＩ、ＲＩ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Ｉｎ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 ＥＳ水平
与ＰＩ、ＲＩ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Ｉｎ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　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ＶＥＧＦ以及ＥＳ水平显著升高，二者表达与卵巢间质血流增加以及胰
岛素水平增加密切相关，可能影响ＰＣＯＳ疾病发展过程。

【关键词】　血清内皮抑素；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多囊卵巢综合征；胰岛素；卵巢间质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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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ｏｓｔａｔｉｎ（ＥＳ）；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ＰＣＯＳ）；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ｓ）；Ｉｎｔｅｒｓｔｉｔｉａｌｏｖａｒｉａｎｂｌｏｏｄｆｌｏｗ

　　多囊卵巢综合征（ｐｏｌｙｃｙｓｔｉｃｏｖａｒ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ＰＣＯＳ）是一种病因
不明且临床表现极为复杂的内分泌代谢紊乱综合征，ＰＣＯＳ在育龄
女性中的发病率约为５％～１０％［１］。患者临床表现多样，主要包括

月经不调、男性化多毛症，同时还可出现肥胖以及不孕等症状，疾病

远期还可引发２型糖尿病以及心脏疾病，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了
严重威胁［２］。学者研究认为［３］，ＰＣＯＳ疾病的发生发展可能与患者
卵巢血管生成以及卵巢间质血流异常等有关。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是目前已知的对血管生成
调节最为关键的因子之一，可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的增殖，同时显著

调节血管通透性［４］。内皮抑素（ｅｎｄｏｓｔａｔｉｎ，ＥＳ）则为ＶＥＧＦ拮抗因
子，对内皮细胞的生长以及新血管的形成具有着明显的抑制作

用［５］。本研究探讨分析血清ＥＳ、ＶＥＧＦ水平和多囊卵巢综合征患
者血清胰岛素及卵巢间质血流的相关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滕州市妇幼保健院诊治的
ＰＣＯＳ患者８５例作为ＰＣＯＳ组，患者年龄范围２２岁 ～３４岁，年
龄（２６３８±４２９）岁。患者均符合欧洲人类生殖和胚胎与美国
生殖医学会的鹿特丹专家会议推荐标准，符合以下指标中任意

两项可诊断为ＰＣＯＳ［６］：①经超声诊断的多囊卵巢；②月经紊乱

以及无排卵；③临床表现或实验室检查显示患者雄激素水平过
高，并排除可能引起高雄激素血症的相关疾病。选择同期在滕

州市妇幼保健院健康体检的６０例健康女性作为对照组，年龄范
围２３岁～３５岁，年龄（２７０３±４１２）岁。两组均排除全身炎性
疾病、高泌乳素血症、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很正；近６
个月内服用过激素类药物患者。两组受试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

意书，研究经滕州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①性激素测定：所有受试者均于卵泡早期（即为月经周期

第２天～４天）或闭经时间２个月以上，超声检查无优势卵泡，
抽取患者清晨空腹静脉血空腹胰岛素（ｉｎｓｕｌｉｎ，Ｉｎｓ）以及性激素
水平，包括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雌二醇（ｅｓｔｒａ
ｄｉｏｌ，Ｅ２）、促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泌乳
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以及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②卵巢间质血流
测定：经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监测患者双侧卵巢间质血流，计算

患者搏动指数（ｐｕｌｓｅｉｎｄｅｘ，ＰＩ）以及阻力指数（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ＲＩ）。每侧患者卵巢间质血流重复测量３次并取其平均值。③
检测两组受试者血清ＶＥＧＦ、ＥＳ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ｅｎ
ｚｙｍｅｌｉｎｋ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ｓｏｒｂｅｎｔａｓｓａｙ，ＥＬＩＳＡ）检测，检测严格按照试
剂盒使用说明书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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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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示；相关性分析采用
Ｓｐｅａｒｓｍａｎ相关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受试者性激素水平比较

ＰＣＯＳ组患者ＬＨ、Ｔ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健康女性，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受试者Ｅ２、ＦＳＨ以及ＰＲＬ水平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受试者卵巢间质血流与Ｉｎｓ、ＶＥＧＦ及ＥＳ水平比较

ＰＣＯＳ组患者ＰＩ、ＲＩ显著低于对照组健康女性，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ＰＣＯＳ组患者 Ｉｎｓ、ＶＥＧＦ以及 ＥＳ水平
显著高于对照组健康女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受试者性激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ＬＨ（Ｕ／Ｌ） Ｅ２（μｇ／Ｌ） ＦＳＨ（Ｕ／Ｌ） ＰＲＬ（μｇ／Ｌ） Ｔ（μｇ／Ｌ）
ＰＣＯＳ组 ８５ １４２７±２１８ １３１４７±３５２８ ６２６±１２８ １８５±０４６ ０２６±０１１
对照组　 ６０ ５７３±１２２ １３９８４±３６７２ ６１５±１４４ １９２±０５３ ０５７±０１５
ｔ值 ２７４４５ １３８３ ０４８４ ０８４７ １４３６０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２　两组受试者卵巢间质血流与Ｉｎｓ、ＶＥＧＦ及ＥＳ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Ｉ ＲＩ Ｉｎｓ（ｍＵ／Ｌ） ＶＥＧＦ（ｎｇ／Ｌ） ＥＳ（μｇ／Ｌ）
ＰＣＯＳ组 ８５ １６２±０３７ ０６７±０２１ ３１２７±４２８ １７８４７±３６４９ ２６４２９±３０５５
对照组　 ６０ ２３３±０５２ ０９８±０２５ １６３３±３１２ １０６３８±２５３３ １６３９２±２６３４
ｔ值 ９６１０ ８０８６ ２３０５０ １３２１４ ２０６０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２３　ＰＣＯＳ患者血流指数、Ｉｎｓ与ＶＥＧＦ、ＥＳ相关性分析
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ＶＥＧＦ水平与ＰＩ、ＲＩ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 Ｉｎｓ呈显著正相关，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患者 ＥＳ水平与 ＰＩ、ＲＩ呈显著负相关，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 Ｉｎｓ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ＶＥＧＦ、ＥＳ与卵巢间质
血流指数、Ｉｎｓ相关性分析

指标 相关性 ＰＩ ＲＩ Ｉｎｓ

ＶＥＧＦ ｒ值 －０４１７ －０３８６ ０４０６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ＥＳ　 ｒ值 －０３７４ －０４２１ ０４２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女性生殖内分泌失调以及代谢异

常性常见疾病，患者发病病因复杂多样，且临床表现多样，是育

龄期女性排卵障碍、月经紊乱以及不孕的常见疾病之一，对育

龄期女性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７８］。上世纪８０年代，学者
首次提出胰岛素抵抗参与 ＰＣＯＳ的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
患者常伴有代谢异常表现，合并高雄激素血症、肥胖症、机体糖

脂代谢紊乱等，因此ＰＣＯＳ患者也是２型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
发生的高危人群［９１０］。此外，由于患者排卵障碍或长期无排卵，

导致患者子宫内膜长期受雌激素的单一刺激，患者发生子宫内

膜癌的风险大大增加［１１］。

机体卵巢组织血流灌注随着卵泡发育情况以及激素水平

周期性改变而出现相应的改变，这对于卵泡发育、排卵以及黄

体形成均具有着关键作用［１２］。搏动指数以及阻力指数可间接

反映机体卵巢间质血流灌注情况，搏动指数以及阻力指数值越

低，则说明卵巢间质血流越丰富［１３１４］。本研究对比了两组受试

者卵巢间质血流情况，结果显示，ＰＣＯＳ患者卵巢间质搏动指数
以及阻力指数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提示 ＰＣＯＳ患者卵巢间质血
流较健康女性明显增多，超声显示 ＰＣＯＳ患者卵巢间质血流丰
富、波峰较为圆钝，呈典型的高速低阻力型，与学者相关研究报

道结果相似［１５］。此外，本研究对比分析两组受试者性激素水平

变化情况，结果显示，ＰＣＯＳ组患者ＬＨ、Ｔ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 Ｅ２、ＦＳＨ以及 ＰＲＬ水平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 ＰＣＯＳ患者卵巢间质
血流异常灌注以及机体内分泌紊乱密切相关，血流灌注的异常

以及内分泌紊乱可能是患者发生排卵障碍的主要原因［１６］。

血管异常生成与调节血管生成的各种细胞因子之间具有

着密切的联系［１７］。ＶＥＧＦ是内皮细胞有丝分裂原，可诱导内皮
细胞增殖、移行，同时促进内皮细胞形成管状结构，在血管发生

和形成阶段均有重要作用［１８］。而ＥＳ是目前公认的内皮细胞增
殖的强效抑制剂，可显著抑制多种肿瘤的生长以及转移［１９］。本

研究结果显示，ＰＣＯＳ患者其血清 ＶＥＧＦ以及 ＥＳ水平均较对照
组显著身高。提示在 ＰＣＯＳ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卵巢
组织合成分泌大量ＶＥＧＦ促进血管的生成，而机体为了维持内
环境的稳定，机体调节系统可大量产生血管抑制素等浒关生成

抑制剂抗衡卵巢高水平血管生成，而这种机体的代偿方式可导

致卵巢微环境的紊乱，进一步加重 ＰＣＯＳ病理生理损害［２０］。本

研究结果显示，ＰＣＯＳ患者血清 ＶＥＧＦ以及 ＥＳ水平与 ＰＩ、ＲＩ呈
显著负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 Ｉｎｓ呈显
著正相关关系，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提示患者
ＶＥＧＦ、ＥＳ水平参与多囊卵巢综合征卵巢间质血流变化以及胰
岛素抵抗过程，对机体的病理生理改变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ＰＣＯＳ患者血清ＶＥＧＦ以及ＥＳ水平显著升高，二
者表达与卵巢间质血流增加以及胰岛素水平增加密切相关，可

能影响ＰＣＯＳ疾病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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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２６）

【基金项目】佛山市卫生和计生局课题“妊娠晚期Ｂ族链球菌感染提前治疗对妊娠结局的影响”（２０１７０１７６）
△【通讯作者】劳力，Ｅｍａｉｌ：ｌｕｙａｖａ＠１６３．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２４ ·妇科与生殖医学·

孕３０周 ～３２周 ＧＢＳ筛查阳性患者提前治疗对母婴
结局的影响
劳力１△　张映辉１　叶小凤１　龙小云１　劳武斌２

１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妇产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２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检验科，广东 佛山 ５２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探究产妇ＧＢＳ感染的影响因素以及提前干预治疗对妊娠结局以及新生儿结局的影响。
方法　选取在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妇产科进行产检的９８例 ＧＢＳ阳性产妇进行研究，根据是否接受药物
治疗分为ＧＢＳ阳性治疗组（ｎ＝５６）、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ｎ＝４２），以未感染ＧＢＳ的５１例产妇作为ＧＢＳ阴性
组，ＧＢＳ阳性治疗组于分娩阶段进行抗感染治疗，采用青霉素Ｇ或克林霉素磷酸酯滴定治疗，对影响产妇感
染ＧＢＳ的因素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统计产妇不良妊娠发生情况；随访４０ｄ统计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情况。
结果　ＧＢＳ阳性组产妇体质量指数（ＢＭＩ）、出现阴道炎、流产史、糖尿病（ＧＤＭ）比率均显著高于ＧＢＳ阴性组
（Ｐ＜００５）。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ＢＭＩ、出现阴道炎、流产史、妊娠糖尿病（ＧＤＭ）是影响ＧＢＳ感染的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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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相比，ＧＢＳ阳性治疗组、ＧＢＳ阴性组产妇产后体温显著降低，白细胞数量显著减
少，发生胎膜早破、产褥污染、宫内感染、羊水污染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与ＧＢＳ阳性未
治疗组相比，ＧＢＳ阳性治疗组、ＧＢＳ阴性组Ａｐｇａｒ评分显著升高，ＧＲＳ感染率显著降低，发生肺炎、宫内窘迫、黄
疸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显著降低（Ｐ＜００５）。结论　产妇有阴道炎、流产史、ＧＤＭ与ＧＢＳ感染有关，分娩阶
段对ＧＢＳ感染产妇提前进行抗感染治疗临床效果较好，可降低妊娠以及新生儿不良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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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族溶血性链球菌（ｇｒｏｕｐｂ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ＧＢＳ）属于革兰氏阳
性链球菌，该细菌主要寄居消化道及泌尿生殖道，近期调查显示，在

产妇以及婴幼儿中ＧＢＳ感染率较高达５０％［１］，是造成新生儿发病

及死亡的重要原因，严重威胁产妇以及新生儿的生命安全。临床研

究发现，产妇分娩期间ＧＢＳ菌落聚集是导致新生儿发生ＧＢＳ感染
的重要原因，在不干预的情况下，则有１％新生儿感染ＧＢＳ，因此及
早进行ＧＢＳ抗感染治疗对于改善妊娠结局、新生儿预后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２３］。青霉素是预防ＧＢＳ感染的首选药物，研究显示分
娩时段进行抗菌素干预治可降低产妇 ＧＢＳ感染有关疾病的发
生［４］。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妇产科ＧＢＳ
感染产妇预先进行抗感染治疗，并与未治疗者围产结局进行对比，

旨在探究提前治疗对ＧＢＳ感染产妇母婴结局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６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在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妇产科进行产检的９８例 ＧＢＳ阳性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①产妇均经微生物培养确定为ＧＢＳ感染，且符合《妊娠合并
Ｂ族链球菌感染指南》［５］；②近３个月内未采用抗菌药物治疗；

③Ｂ超监测为单胎；④产妇均知情同意。本研究获得佛山市禅
城区中心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心肝肾
功能严重损伤者；②免疫功能缺陷以及血液疾病者；③合并精神
障碍或过敏体质；④临床资料不完整。
１２　治疗方法

制定调查表，主要内容包括产妇年龄、产次、流产次数、体质

量指数 ＢＭＩ值、文化程度、是否阴道炎史、妊娠糖尿病（ｇｅｓｔ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ＧＤＭ）等，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回归分析
对影响产妇感染ＧＢＳ因素进行分析。

ＧＢＳ阳性治疗组产妇于分娩阶段（破膜或宫口开 ＞２ｃｍ）进
行抗感染治疗，方案①：对青霉素不过敏的产妇采用青霉素抗感
染治疗，将青霉素Ｇ注射剂（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１６０
万Ｕ，批号１７０２１８）４８０万Ｕ溶于２５０ｍＬ０９％氯化钠注射液，首
次给予４８０万Ｕ静脉滴定，随后给予２４０万Ｕ静脉滴注，每６ｈ滴
定１次，直到分娩。方案②：对青霉素过敏的产妇采用克林霉素
磷酸酯（湖南恒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规格 ０６ｇ／４ｍＬ，批号
１７０３１５）抗感染治疗，将０９ｇ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剂溶于２５０ｍＬ
０９％氯化钠溶液中，每８ｈ滴注１次，直至分娩。ＧＢＳ阳性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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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组及ＧＢＳ阴性组均不进行抗感染治疗。
１３　观察指标

对比ＧＢＳ阳性组（在阳性组患者中随机抽取５６例患者）、
ＧＢＳ阴性组产妇临床料；三组产妇分娩后测定体温，血细胞计数
仪对血液中白细胞数量进行检测；统计各组胎膜早破、产褥污

染、宫内感染、羊水污染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测定新生儿体

重，采用Ａｐｇａｒ评分评估新生儿窒息情况，将新生儿口咽鼻分泌
物进行细胞培养，检测 ＧＢＳ感染情况；各组随访至产后４０ｄ，统
计新生儿肺炎、宫内窘迫等不良妊娠结局发生情况。

１４　评定标准
采用Ａｐｇａｒ评分评定有无新生儿窒息［６］。出生后 １ｍｉｎ、

５ｍｉｎ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０分～３分者为重度新生儿窒息，Ａｐｇａｒ评分
为４分～７分者为轻度新生儿窒息，Ａｐｇａｒ评分为８分～１０分者
为无窒息。

１５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

（ｎ，％）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采用ｘ２检验；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进一步两两分析采用 ｓｎｋｑ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

ＧＢＳ阳性组：年龄范围２３岁 ～３２岁，年龄（２８４３±４７１）
岁，孕周３０周 ～３２周，平均孕周（３１１８±１１２）周。其中愿意
进行药物治疗的患者有５６例，对用药存在疑虑未进行药物治疗
的有４２例。ＧＢＳ阴性组：另选取同期在佛山市禅城区中心医院
妇产科进行产检的５１例 ＧＢＳ阴性产妇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
２２岁～３４岁，年龄（２７８９±４２７）岁，孕周范围３０周 ～３２周，
孕周（３１２４±０８７）周，产妇均经微生物培养确定未感染 ＧＢＳ，
两组产妇在孕周、年龄、产次、文化程度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产妇影响ＧＢＳ感染的单因素分析

ＧＢＳ阳性组产妇ＢＭＩ、出现阴道炎、流产史、ＧＤＭ比率均高
于ＧＢＳ阴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
见表２。
２３　影响ＧＢＳ感染的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

以产妇是否发生ＧＢＳ感染作为因变量，将临床指标单因素

分析中有显著差异的因素ＢＭＩ、阴道炎、流产史、ＧＤＭ等作为自
变量进行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ＢＭＩ、出现阴道炎、流产
史、ＧＤＭ是影响ＧＢＳ感染的危险因素。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产妇基线资料比较［ｎ（％）／珋ｘ±ｓ］

临床指标
ＧＢＳ阳性
（ｎ＝９８）

ＧＢＳ阴性
（ｎ＝５１）

χ２／ｔ值 Ｐ值

年龄 ０．６０９ ０．７１２
　＜３５岁 ６１（６２．２０） ３１（６０．７８）
　≥３５岁 ３７（３７．８０） ２０（３９．２２）
孕周 ３１．１５±１．０６ ３１．２４±０．８７ ０．５２２ ０．６０３
产次 １．２２７ ０．２６８
　初产 ６８（６９．３８） ３０（５８．８２）
　经产 ３０（３０．６２） ２１（４１．１８）
文化程度 ０．０９９ ０．７５２
　初中以及以下 ４２（４２．８５） ２４（４７．０６）
　高中及以上 ５６（５７．１５） ２７（５２．９４）

表２　两组产妇ＧＢＳ感染的单因素分析［ｎ（％）／珋ｘ±ｓ〗

临床指标
ＧＢＳ阳性
（ｎ＝９８）

ＧＢＳ阴性
（ｎ＝５１）

χ２／ｔ值 Ｐ值

ＢＭＩ（Ｋｇ／ｍ２） ２８．５７±２．３４ ２６．８５±２．１９ ４．３５０ ０．０００
阴道炎 ５．１２２ ０．０２４
　是 ４３（４３．８８） １２（２３．５３）
　否 ５５（５６．１２） ３９（７６．４７）
流产史 ４．２６０ ０．０３９
　是 ３０（３０．６１） ７（１３．７３）
　否 ６８（６９．３９） ４４（８６．２７）
ＧＤＭ ４．７２６ ０．０３０
　是 ２６（２６．７８） ５（９．８０）
　否 ７２（７３．２１） ４６（９０．２０）

２４　三组产妇围产结局比较
与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相比，ＧＢＳ阳性治疗组、ＧＢＳ阴性组

产妇产后体温降低，白细胞数量减少，发生胎膜早破、产褥污染、

宫内感染、羊水污染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率降低，差异具有显著

性（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３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多因素分析影响ＧＢＳ感染的危险因素

变量 β值 ＳＥ值 Ｗａｌｄχ２值 Ｐ值 ＯＲ值 ９５％ＣＩ值
ＢＭＩ　 １０２６ ０４１３ ６３４１ ００１５ １５６５ １３４６～１８２０
流产史 １８７９ ０５４７ １３２６４ ００００ １７９６ １３５９～２３７４
阴道炎 １２１７ ０１８２ ２３００５ ００００ ２３８１ １９６７～２８８２
ＧＤＭ　 ０５０５ ０２０３ ６２１１ ００２６ １６５７ １１３６～２４１７

表４　三组产妇围产情况对比［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产后体温

（℃）
白细胞计数

（×１０９／Ｌ）
胎膜早破 产褥污染 宫内感染 羊水污染

不良妊娠结局

总发生率（％）
ＧＢＳ阳性治疗组 ５６ ３６４７±０２５ ８６５±０８３ ３（５３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７９） ３（５３６） ７（１２５０％）
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 ４２ ３８１３±０３８ａｂ １２２８±１１３ａｂ ７（１６６７） １（２３８） ２（４７６） ３（７１４） １３（３０９５％）ａｂ

ＧＢＳ阴性组 ５１ ３６３８±０６４ ８４７±０９６ ２（３９２） ０（０００） ２（３９２） １（１９６） ５（９８０％）
Ｆ／χ２值　 ２１４５１１ ２２３４６４ — — — — ８５５４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 — — ００１４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ＧＢＳ阳性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ＧＢＳ阴性组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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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三组新生儿情况比较
与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相比，ＧＢＳ阳性治疗组、ＧＢＳ阴性组

Ａｐｇａｒ评分升高，ＧＲＳ感染率降低，发生肺炎、宫内窘迫、黄疸新

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三组新生儿出生情况对比［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出生体质量

（ｋｇ）
Ａｐｇａｒ评分
（分）

ＧＲＳ阳性 肺炎 宫内窘迫 败血症
新生儿不良结局

发生率

ＧＢＳ阳性治疗组 ５６ ３４９±０４３ ７３７±０５３ ３（５３６） ２（３５７） １（１７９） １（１７９） ４（７１４％）

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 ４２ ３５６±０５７ ６９２±０４７ａｂ ８（１９０５） ４（９５２） ３（７１４） ２（４７６） 　９（２０４３％）ａｂ

ＧＢＳ阴性组 ５１ ３３５±０５６ ７８６±０３５ １（１９６） ０（０００） １（１９６） １（１９６） ２（３９２％）

Ｆ／χ２值　 ２０２６ ４８８５８ — — — — ８６４５

Ｐ值　 ０１３６ ００００ — — — — ００１３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ＧＢＳ阳性治疗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ＧＢＳ阴性组相比，＃Ｐ＜００５

#

　讨论
ＧＢＳ是围生期新生儿感染的重要致病菌，可造成新生儿发

病出现早发型感染，致死率达５０％以上［７］。过往研究显示ＧＢＳ
感染后可释放大量炎性因子、前列腺素、磷脂酶Ａ２，进一步刺激
子宫收缩，造成流产或早产；此外炎性细胞能够与细胞蛋白水

解酶一起侵袭胎膜，导致胎膜破裂，此后细菌可进入宫腔造成

宫腔感染及胎儿感染，严重危险胎儿安全［８］。欧美等国家采取

抗生素预防治疗大大降低了新生儿 ＧＢＳ率，提高存活率［９］，因

此对ＧＢＳ感染产妇预防治疗对于提高患者新生儿预后具有十
分积极的作用。

本研究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显示ＢＭＩ、阴道炎、流产史、ＧＤＭ
是影响ＧＢＳ感染的危险因素。国外研究显示产妇 ＢＭＩ超过
３０ｋｇ／ｍ２是ＧＢＳ感染的危险因素，本研究中 ＧＢＳ阳性产妇 ＢＭＩ
平均水平为２８５７Ｋｇ／ｍ２，这可能与种族差异、体质有关［１０］。而

最新一篇报道称ＧＤＭ妊娠妇女发生ＧＢＳ感染率要明显高于正
常妊娠妇，提示葡萄糖不耐受可能为 ＧＢＳ感染的危险因素［１１］。

本研究中ＧＤＭ产妇发生ＧＢＳ感染率较高，这与以上文献相符。
此外ＧＢＳ感染后会导致乳腺杆菌数量降低，造成阴道中微生态
平衡破坏，导致假丝酵母菌的繁殖，引发阴道炎或流产［１２］。本

研究发现患有阴道炎的或流产史的产妇发生 ＧＢＳ感染的概率
明显升高，推测阴道炎、流产为ＧＢＳ感染提供了生存环境。

ＧＢＳ可通过母婴垂直传播的方式，使新生儿在出生２４小时
内感染。研究发现ＧＢＳ对绒毛膜吸附及穿透能力较强，母体感
染２ｈ后即可进而绒毛膜，经炎性细胞吞噬作用直接侵袭胎膜，
降低胎膜局部张力，导致胎膜早破［１３］。报道显示 ＧＢＳ感染产
妇出现胎膜早破的概率为２０％ ～３０％，显著高于未感染者［１４］。

本研究发现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出现胎膜早破的概率高于 ＧＢＳ
阴性组，表明ＧＢＳ感染造成胎膜早破的风险较高。ＧＢＳ可穿过
胎膜进行宫腔、羊水，造成宫内感染和羊水浑浊［１５］。本研究发

现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出现宫内感染和羊水浑浊高于 ＧＢＳ阴性
组，提示应提前预防产妇宫内感染和羊水浑浊。还有研究显示，

ＧＢＳ可引发产褥感染，造成全身炎症反应，患者发热［１６］，而本研

究发现ＧＢＳ阳性产妇发生产褥感染概率相对较高，且体温、白
细胞数量明显升高，提示产褥感染也可能为ＧＢＳ造成的不良妊
娠结局之一。

近年随着新生儿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产前的预防，新

生儿发生ＧＢＳ感染率逐渐降低，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５０％下降至
１０％［１７］。目前临床在ＧＢＳ感染产妇分娩阶段采用抗生素预防
治疗，以隔离ＧＢＳ的传播，尽可能的降低产后感染率。药敏研
究显示绝大多数ＧＢＳ菌对青霉素均敏感，且青霉素抗菌范围狭
窄，可降低耐药性，若对青霉素敏感，则需要选用其他抗生素，如

克林霉素［１８］。Ｇａｒｌａｎｄ等［１９］报道显示 ＧＢＳ菌株对克林霉素的
耐药性较低，且采用克林霉素预防治疗的 ＧＢＳ产妇分娩新生儿
未发生感染，因此建议对青霉素过敏的产妇选择克林霉素。陆

少颜等［２０］研究显示，产前给予抗生素干预可显著改善产妇不良

妊娠结局，同时降低新生儿肺炎、败血症、脑膜炎等发生情况。

本研究发现，与 ＧＢＳ阳性未治疗组相比，ＧＢＳ阳性治疗组产妇
胎膜早破、产褥污染、宫内感染、羊水污染不良妊娠结局总发生

率显著降低，新生儿中肺炎、宫内窘迫新生儿不良结局发生率降

低，提示产前给予青霉素滴定能够显著降低产妇、新生儿不良结

局。

综上所述，给予孕３０周 ～３２周 ＧＢＳ筛查阳性患者提前抗
感染治疗，可降低胎膜早破、产后感染等不良妊娠结局，同时降

低新生儿肺炎、宫内窘迫不良结局发生率，改善新生儿预后，然

而目前还未有能够完全消除ＧＢＳ的策略，仍有部分新生儿治疗
后出现产后感染，因此对于此部分新生儿临床医师仍需高度警

惕，预先制定治疗方案，以保证新生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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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对新生儿黄疸症状、
胆红素及炎性因子水平的影响
刘燕平△　陈福艳　孙晶晶
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新生儿科，广东深圳 ５１８１１０

【摘要】　目的　探讨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在新生儿黄疸护理中的应用价值。方法　选择２０１６
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诊治的１０４例新生儿黄疸患儿为研究对象，采取随机数字表法
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５２例患儿。观察组患儿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腹部环形按摩与早期游泳；对
照组患儿行常规护理。观察两组患儿排便和黄疸消退情况，干预前后黄疸指数、胆红素和炎性因子变化。

结果　 观察组患儿胎便初排时间、胎便转黄时间、黄疸消退时间均明显短于对照组患儿，每日排便次数、每
日进奶量均明显多于对照组患儿，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前，两组患儿黄疸指数、血
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儿上述指标水平均明显低于
对照组患儿，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前，两组患儿炎性因子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儿血清 ＣＲＰ、ＩＬ２、ＩＬ６水平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其差异均具有
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在新生儿黄疸护理中，应用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可促进黄疸症状
消退，降低胆红素和炎性因子水平，值得推广。

【关键词】　新生儿黄疸；腹部环形按摩；游泳；胆红素；炎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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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ｔｉｍｅｏｆ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ｓｕｂｓｉｄ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ｓｈｏｒ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ｎｄ
ｔｈ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ｏｆｄａｉｌｙｄｅｆｅ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ａｉｌｙｍｉｌｋｉｎｔａｋｅ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ｎ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ｃｔｅｒｉｃｉｎｄｅｘａｎｄ
ｓｅｒｕｍｔｏｔａｌ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ｌｅｖｅｌ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ｂｅｆｏｒ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ｉｎｄｅｘｅｓ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ｌ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ｅｒｕｍ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ＲＰ，ＩＬ２ａｎｄＩＬ６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ｌｌＰ＜
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ｈ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ｎｕｒｓｉｎｇ，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ｍａｓｓａｇ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ｃａｎｐｒｏｍｏｔｅ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ｓｕｂｓｉｄ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ａｎｄ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ｌｅｖｅｌｓ，
ｔｈｕｓｌｙｗｏｒｔｈ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ｍａｓｓａｇｅ；Ｓｗｉｍｍｉｎｇ；Ｂｉｌｉｒｕｂｉｎ；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ｓ

　　新生儿黄疸是因体内胆红素积聚而引起的巩膜、黏膜和皮
肤黄染，在临床中较为常见，包括生理性黄疸与病理性黄疸［１］。

新生儿胎便中胆红素含量为每日胆红素产量的５～１０倍，胎便
在肠腔中未能及时排出，胆红素被重吸收，使血中胆红素水平

升高，是新生儿黄疸发生与发展的重要原因［２］。同时，胆红素

水平上升可以引起应激损伤，激活细胞因子，引发炎性反应。如

何促进新生儿黄疸患儿胎便排出，降低胆红素和炎性因子水平，

减轻黄疸症状，是临床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将腹部环形按摩与早

期游泳应用于新生儿黄疸护理中，现将有关结果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７月至２０１８年３月深圳市龙华区中心医院诊
治的１０４例新生儿黄疸患儿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足月儿；符
合新生儿黄疸诊断标准［３］；日龄 ＜２８ｄ；生命体征平稳；母亲妊
娠期间无疾病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并批准；患儿家属签

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先天性缺陷者；合并其他系统性疾病

者；凝血功能异常者；Ａｐｇａｒ评分＜７分者。
１２　治疗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１０４例
患儿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均为５２例患儿。观察组患儿在
对照组基础上实施腹部环形按摩：护理人员以两手示指、中指、环

指对患儿下腹部进行轻压，然后沿结肠走行方向，按升结肠横结
肠降结肠乙状结肠顺序行环形按摩，每次按摩１０ｍｉｎ，之后佩
戴手套，拇指涂抹润滑油，对患儿肛门予以按摩，以上、下、左、右

顺序各按摩３０下，扩肛运动２ｍｉｎ。同时，行早期游泳：游泳前将
室内温度调整至２８℃左右，水温调整至３８℃左右，患儿佩戴尺寸
适当的新生儿颈部游泳圈，贴好脐带防水贴后，放入水中。护理

人员将患儿四肢伸展，并对其皮肤予以轻抚，每次１５ｍｉｎ。对照

组行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合理喂养，保暖，感染预防，遵医嘱给予

肝酶诱导剂，注射用免疫球蛋白、白蛋白等，控制胆红素水平，纠

正或预防代谢性酸中毒；同时给予蓝光照射，新生儿卧于光疗箱

中，双眼保护，照射２～４８ｈ，根据患儿具体情况采用间歇或连续
照射法，胆红素＜７ｍｇ／ｄｌ可以停止。
１３　观察指标

分别于干预前后，采用日本 ＫｏｎｉｃａＭｉｎｏｌｔａＪＭ１０３型经皮
黄疸仪对患儿黄疸指数予以测定；同时，抽取患儿空腹肘静脉血

４ｍＬ，离心（离心半径１０ｃｍ，离心速度３０００ｒ／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后，分
离血清，以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ＡＵ６４０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定血清
总胆红素；以免疫比浊法测定 Ｃ反应蛋白（ＣＲＰ），以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测定白介素６（ＩＬ６）、白介素２（ＩＬ２），试剂盒均由北
京科瑞美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具体

操作。记录患儿胎便初排时间、胎便转黄时间、每日排便次数、

每日进奶量和黄疸消退时间。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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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儿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男性２７例，女性２５例；Ａｐｇａｒ评分范围７分 ～１０
分，评分（８６１±０５２）分；体重范围２９ｋｇ～４３ｋｇ，体重（３４７
±０４１）ｋｇ；病因：２０例为病理性黄疸，３２例为生理性黄疸。对
照组：男性２８例，女性２４例；Ａｐｇａｒ评分范围７分 ～９分，评分
（８５９±０５４）分；体重范围２８ｋｇ～４２ｋｇ，体重（３４３±０４５）
ｋｇ；病因：２３例为病理性黄疸，２７例为生理性黄疸，２例为新生
儿溶血。两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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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２２　两组患儿排便和黄疸消退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儿胎便初排时间、胎便转黄时间、黄疸消退时间

均明显短于对照组患儿，每日排便次数、每日进奶量均明显多

于对照组患儿，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体
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黄疸指数和胆红素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黄疸指数和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其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儿黄疸指
数、血清总胆红素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４　两组患儿炎性因子水平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儿炎性因子水平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儿血清 ＣＲＰ、ＩＬ２、ＩＬ６水
平与对照组比较，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１　 两组患儿排便和黄疸消退情况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胎便初排时间

（ｈ）
胎便转黄时间

（ｄ）
每日排黄便次数

（次）

黄疸消退时间

（ｄ）
每日进奶量

（ｍＬ）

观察组 ５２ ６１５±１２６ １５３±０２１ ３９４±０６７ ５８１±１０６ ６４８５７±３５４８

对照组 ５２ ８３７±１５９ ２１８±０４９ ２８３±０５８ ７６９±１５２ ５９３２８±２７１６

ｔ值 ７８９１ ８７９２ ９０３３ ７３１６ ８９２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２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黄疸指数和血清总胆红素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黄疸指数（ｐｍｏｌ／Ｌ）

干预前 干预后

血清总胆红素水平（μｍｏｌ／Ｌ）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５２ １８４５２±１２７６ ９１６４±９７３ ３１９７５±３５１８ １２６４９±１１８２

对照组 ５２ １８５１３±１２８９ １０８２６±１０５１ ３１８９３±３４９７ １４３８７±１４９３

ｔ值 ０２４３ ８３６８ ０１１９ ６５８２

Ｐ值 ０８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９０５ ００００

表３　两组患儿干预前后血清ＣＲＰ、ＩＬ２、ＩＬ６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ＣＲＰ（ｍ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ＩＬ２（ｎ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ＩＬ６（ｎｇ／Ｌ）

干预前 干预后

观察组 ５２ ６１２６±５８１ ２９２６±３０１ ４７１６±４２３ ２３３１±３４５ ８４７８±９２５ ４６５１±４６３

对照组 ５２ ６１４７±５８４ ３５８２±３６９ ４７２４±４１９ ３０５６±４１２ ８５４６±９２１ ５４９４±４６９

ｔ值 ０１８４ ９９３４ ００９７ ９７２９ ０３７６ ９２２４

Ｐ值 ０８５５ ００００ ０９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８ ００００

#

　讨论
黄疸是新生儿时期高发性疾病，由于感染、溶血和生理性

因素的影响，导致血中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从而引发该症，皮

肤、巩膜、黏膜黄染是该症主要表现。新生儿黄疸若未得到及时

干预，血中胆红素水平过高，可以对患儿神经系统、生长及心脏

等造成损害，引起诸多后遗症，不利于患儿生长发育［４５］。有关

研究发现，新生儿胎便中胆红素含量较高，若胎便无法及时排

出，可以造成胆红素积聚，在肠道及肝脏血液循环中被重吸收，

使血中胆红素水平升高［６］。因此，在新生儿黄疸护理中，实施

常规护理方法的同时，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胎便排出，以

促进黄疸症状的改善［７］。

腹部环形按摩作为临床护理中常用的抚触按摩方式，可以

提高迷走神经兴奋性，使淋巴系统功能和胃肠内壁肌肉张力得

到提升，从而促进胃肠蠕动；而扩肛可以对患儿产生良性刺激，

并通过经络、神经传导反射作用，使消化液分泌增加，有利于胃

肠内容物排泄，减少胆红素重吸收［８］。另有学者指出，腹部环

形按摩能够促进肾上腺皮质素、５羟色胺和血清素等物质释放，

对患儿生长发育有积极作用［９］。

游泳是新生儿的重要训练方式，其活动量相对较大，水压、

浮力和新生儿水中活动，均可以加深呼吸，使肺活量和心血管耗

氧量增加，促进新陈代谢，并通过刺激副交感神经，增加胃酸、胰

岛素、胃泌素分泌，提高新生儿食欲；同时，游泳过程中腹肌的收

缩可以加快胃肠蠕动，促进胎便排泄［１０１１］。此外，新生儿游泳

对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运动系统功能具有增强作用，能够促

进患儿发育［１２］。

为了进一步探寻新生儿黄疸最佳护理方案，本研究将腹部

环形按摩与早期游泳相结合应用于临床，结果显示，观察组患儿

胎便初次排出时间显著早于对照组患儿，每日排便次数、每日进

奶量明显多于对照组患儿，这提示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

能够加快新陈代谢，有效促进胎便排出。同时，观察组患儿胎便

转黄时间、黄疸消退时间明显短于对照组，经过护理干预后黄疸

指数明显低于对照组患儿，这提示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

能够显著改善黄疸症状，对缩短患儿康复时间有确切作用。

胆红素水平变化与新生儿黄疸病情有重要联系，其中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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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胆红素通过红细胞破坏分解产生，其含量过高可以激活下游

细胞炎性因子或刺激氧化应激损伤，促进病情发展［１３］。因此，

血清总胆红素是评估新生儿黄疸严重程度和患儿预后的重要

指标。新生儿黄疸与炎性因子有密切相关性，有关研究发现，新

生儿黄疸患儿血中白细胞介素呈异常表达［１４］；另有报道显示，

黄疸患儿血清中ＣＲＰ有明显上升，且ＣＲＰ每上升５％其脑红素
脑病发生概率可以提高０５％［１５］。因此，对于患儿炎性因子水

平予以监测，可以为其病情判断提供参考。本研究结果显示，观

察组患儿干预后血清总胆红素水平和ＣＲＰ、ＩＬ２、ＩＬ６水平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患儿，这表明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能够降

低患儿胆红素和炎性因子水平，其原因可能与胎便排出后，胆

红素在肝肠循环中的重吸收减少有关。

综上所述，腹部环形按摩结合早期游泳可以有效促进黄疸

症状缓解，降低胆红素和炎性因子水平，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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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甲减孕妇的胎儿超声特征分析
朱晓青１△　赵丽燕１　丁延华１　张丽丹１　高建松１　金菊２　施晓春３

１浙江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超声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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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亚临床甲减孕妇胎儿的超声特征，并分析其超声特征与胎儿发育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浙江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行产前检查的２４周～４０周亚临床甲减孕妇６３例（亚甲减组），并选取同期行产
检的孕妇６３例作为对照组。分析正常孕妇腹中胎儿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与孕周的关系，比较两组不同孕
期胎儿生理物理评分（ＩＦＢＳ）和脐动脉收缩末期峰值与舒张末期峰值（Ｓ／Ｄ值）及不同孕周胎儿甲状腺体积和
甲状腺分数，并统计分析亚甲减组的可疑病例情况。结果　正常孕妇腹中胎儿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与孕
周均成正相关（ｒ＝０９０６，０６２８，均Ｐ＜００５）。亚甲减组胎儿孕中、晚期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而对照组患者孕晚期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显著高于孕中期，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亚
甲减组中、晚期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两组胎儿各孕期
甲状腺体积及分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结论　亚临床甲减孕妇的胎儿超声特征存在显著异
常，孕晚期胎儿甲状腺体积及分数与孕周相关，超声可作为甲状腺发育水平的筛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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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临床甲减是目前孕妇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内分泌疾病，而
此类疾病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同时，还会诱发新生儿神经功能

发育异常［１２］。有研究表明［３］亚临床甲减则是影响胎儿甲状腺

发育的最常见因素之一，且胎儿甲状腺发育异常则对其出生后

早期身体及智力发育可能造成不良影响。而目前国内对于亚

临床甲减导致胎儿甲状腺超声特征变化的研究较少，无法准确

体现此疾病对于患者腹中胎儿甲状腺的影响。故本研究通过

对比亚临床甲减孕妇与正常孕妇超声特征的区别，为孕妇腹内

胎儿甲状腺发育情况的评估提供临床资料。

!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５月于浙江省杭州市妇产科医
院产科明确亚临床甲减诊断并行产前检查的中、晚期孕妇６３例
患者（亚甲减组）作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６岁 ～３４岁，平均
（３０６２±３５６）岁；孕周２４周 ～４０周，平均孕（２８７６±６７２）
周；其中孕中期２９例，孕晚期３４例。另选取同期行产检的正常
孕妇６３例作为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６岁 ～３４岁，平均（２９７３±
４１７）岁；孕２４周 ～４０周，平均孕（２７５４±７１３）周，其中孕中
期２８例，孕晚期３５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具有可比性。亚临床甲减诊断标准［４］：血清 ＴＳＨ孕中期
超过４５０ｍＵ／Ｌ，孕晚期超过４５４ｍＵ／Ｌ；血清 Ｔ４孕中期１０６
ｐｍｏｌ／Ｌ～１７６ｐｍｏｌ／Ｌ，孕晚期在９２ｐｍｏｌ／Ｌ～１６７ｐｍｏｌ／Ｌ。纳
入标准：①孕周２４周～４０周；②单胎妊娠；③怀孕前月经周期规
律；④首次诊断且未接受过甲状腺素替代治疗。排除标准：①合
并妊高症、子痫等严重妊娠疾病；②妊娠前一月或妊娠期间影响
胎儿发育的药物史；③除亚临床甲减外其他内分泌疾病；④慢性

全身性疾病；⑤已检查出胎儿染色体发育异常或先其他原因所致
发育不良；⑥随访资料缺失病例。本研究所有研究对象均知情同
意，并经浙江省杭州市妇产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超声检查　使用美国ＧＥ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６，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及迈
瑞ＤＣ８等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６的探头型号为
ＲＡＢ４８Ｄ，ＶｏｌｕｓｏｎＥ８探头型号为 ＲＡＢ６Ｄ，迈瑞 ＤＣ８探头型
号为Ｃ５２Ｅ，探头频率２ＭＨｚ～６ＭＨｚ，选择产科检查模式。孕
妇取仰卧位，二维模式下检查获取胎儿双顶径（ＢＰＤ）、腹围
（ＡＣ）、股骨长（ＦＬ）、脐动脉收缩末期峰值与舒张末期峰值（Ｓ／Ｄ
值），并监测１０ｍｉｎ内胎儿活动情况。计算胎儿体质量［５］（体质

量＝１０７×ＢＤＰ２＋０３×ＡＣ２×ＦＬ）及改良胎儿生物物理评分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ｆｅｔａｌｂｉ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ｃｏｒｅ，ＩＦＢＳ）评分。ＩＦＢＳ［６］：总分为８
分，分为４个类别的评测，分数与胎儿宫内情况呈正相关，≤４
分提示宫内情况不良。胎儿头颈仰伸时，按下局部放大功能键，

各个方位滑动探头以全面获取胎儿甲状腺形态、大小，ＣＤＦＩ观
察甲状腺内部血流信号回声，注意甲状腺与周围正常组织的关

系是否改变；随后胎儿甲状腺横切面图像冻结，测量甲状腺的上

下径、左右径及前后径，仪器自动计算胎儿甲状腺的体积；同时

甲状腺分数（甲状腺分数＝甲状腺体积／胎儿体质量）。
１２２　观察指标　①分析正常孕妇腹中胎儿的甲状腺体积及甲
状腺分数与孕周的相关性；②比较两组对象中孕中期和孕晚期脐
动脉Ｓ／Ｄ值，以及ＩＦＢＳ评分之间的差异；③根据不同孕周将两组
孕妇分为８个类别，比较其甲状腺体积和甲状腺分数之间的差
异；④对两组胎儿疑似甲状腺发育不良病例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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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统计学处理
应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与孕周的相关性分
析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正常胎儿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与孕期的相关性分析

正常胎儿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和孕周均存在明显的

相关性（ｒ＝０９０６，０６２８，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图１、２。

图１　正常胎儿甲状腺体积与孕周的相关性分析

图２　正常胎儿甲状腺分数与孕周的相关性分析

２２　两组胎儿不同孕期脐动脉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比较
亚甲减组胎儿孕中、晚期 Ｓ／Ｄ值及 ＩＦＢＳ评分比较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而对照组患者孕晚期 Ｓ／Ｄ值及 ＩＦＢＳ评分显著
高于孕中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亚甲减组中、晚
期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３　两组胎儿各孕期甲状腺体积及分数比较

两组胎儿各孕期甲状腺体积及分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胎儿不同孕期脐动脉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之间的差异（珋ｘ±ｓ）

　　组别 脐动脉Ｓ／Ｄ ｔ值 Ｐ值 ＩＦＢＳ评分 ｔ值 Ｐ值

亚甲减组

孕中期（２９） ２．４０±０．０８ ５．３２１ ＜０．００１ ７．８２±０．０３ ２２．１２９ ＜０．００１

孕晚期（３４） ２．４１±０．１３ ７．２５８ ＜０．００１ ７．８５±０．０８ ７．１２３ ＜０．００１

对照组

孕中期（２８） ２．５６±０．１４ａ — — ７．９７±０．０２ａ — —

孕晚期（３５） ２．１６±０．１３ｂ — — ７．９１±０．０４ｂ — —

注：标有“ａ”表示，与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孕中期相比，Ｐ＜０．０５

表２　两组胎儿各孕期甲状腺体积及分数比较（珋ｘ±ｓ）

孕周
亚甲减组

例数 甲状腺体积（ｃｍ３） 甲状腺分数

对照组

例数 甲状腺体积（ｃｍ３） 甲状腺分数

甲状腺体积

ｔ值　Ｐ值
甲状腺分数

ｔ值　Ｐ值

２４～２５ ５ ０．２４±０．０４ ０．３４±０．０６ ５ ０．２６±０．０３ ０．３６±０．０５ ０．８９４０．３９７ ０．５７３０．５８３

２６～２７ ７ ０．３４±０．０２ ０．２５±０．０５ ７ ０．３３±０．０４ ０．２７±０．０４ ０．５９２０．５６５ ０．８２６０．４２５

２８～２９ ９ ０．４２±０．０５ ０．２９±０．０４ ８ ０．４１±０．０６ ０．２９±０．０５ ０．３８４０．７０６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３０～３１ ８ ０．５６±０．０９ ０．３４±０．０６ ８ ０．５７±０．１１ ０．３５±０．０７ ０．１９９０．８４５ ０．３０７０．７６４

３２～３３ １０ ０．９２±０．１６ ０．４４±０．０５ １０ ０．９０±０．１７ ０．４４±０．０８ ０．２７１０．７９０ ０．０００１．０００

３４～３５ ８ １．０４±０．０９ ０．４５±０．０７ １１ １．０７±０．１２ ０．４３±０．０５ ０．５６６０．５８１ ０．７７１０．４５０

３６～３７ ９ １．２３±０．１８ ０．４２±０．０４ ８ １．２２±０．１６ ０．４１±０．０５ ０．１２５０．９０２ ０．４４２０．６６５

３８～４０ ７ １．４９±０．２２ ０．４９±０．１３ ７ １．５２±０．２８ ０．４７±０．０８ ０．２２３０．８２７ ０．３４７０．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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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亚甲减组可疑阳性临床情况
通过对比两组对象甲状腺体积及分数相关指标发现，亚甲

减组中共计６例胎儿甲状腺体积超过对照组９５％可信区间。

其中胎儿心率偏快的有２例（＞１６０次／ｍｉｎ），心率偏慢的２例
（＜１２０次／ｍｉｎ），出生后出现２例ＴＳＨ升高，Ｔ４降低１例，临界
高值１例。而对照组中无可疑阳性病例。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亚甲减组可疑阳性临床情况

序号 孕周 甲状腺体积（ｃｍ３） 甲状腺分数 胎心率（次／ｍｉｎ） 出生后促甲状腺激素（ＴＳＨ） 甲状腺素（Ｔ４）

１ ３７＋ １９９ ０７９ 减慢 偏高 降低

６ ３７＋ １８３ ０７４ 增加 正常 正常

３ ３８＋ ２１３ ０８５ 增加 正常 正常

４ ３８＋ １９７ ０９２ 正常 正常 正常

５ ３８＋ ２０９ ０８２ 正常 偏高 临界低值

２ ３９＋ ２２４ ０９７ 减慢 正常 正常

#

　讨论
目前针对亚临床甲减的诊断精确度逐步提升，故越来越多

的隐性亚临床甲减孕妇被发现。而现阶段针对孕妇亚临床甲

减患病率的调查显示，国内孕妇发病率 ５３２％［８］。有研究表

明［９１１］，亚临床甲减通过影响胎儿甲状腺的发育，从而引起甲状

腺相关激素分泌障碍，进而导致胎儿神经及身体发育异常，但

是针对此类胎儿的甲状腺以及神经系统发育情况的研究较少。

多普勒超声检查对于胎儿发育情况的诊断准确度较高，能分别

通过二维及三维超声检测胎儿甲状腺及宫内活动情况，从而提

供更多胎儿甲状腺及神经发育的资料［１２１３］。本研究采用超声

检查胎儿上述情况，并比较正常与亚临床甲减两组孕妇之间的

差异，旨在分析亚临床甲减对胎儿的影响，并力求通过分析对

照组胎儿不同孕周甲状腺发育情况与孕周的关系，分析其发育

特点，为临床诊断胎儿甲状腺发育不全提供参考。

甲状腺体积伴随胎儿的发育会逐渐增大，但受影响因素较

多，除母体甲状腺素外，遗传、饮食及生活习惯等情况都会影响甲

状腺发育，个体差异相对较大，而本次研究引入甲状腺分数的概

念，通过尽可能排除其他影响因素，减少个体差异，增加可比性。

而结果也显示，正常孕妇腹中胎儿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与孕

周均存在直线性关系，甲状腺体积及分数伴随孕周的增加而升

高，说明可以根据上述两组值来判断胎儿甲状腺发育情况。

　　脐动脉Ｓ／Ｄ值是反映胎盘功能的重要指标，而ＩＦＢＳ评分则
是反映胎儿情况的重要指标［１４］。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

孕晚期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显著高于孕中期，亚甲减组患者各孕
期Ｓ／Ｄ值及ＩＦＢＳ评分无显著差异。说明对照组胎盘功能和胎儿
情况伴随孕周的增加显著提升，但是亚甲减组上述两种情况并未

显著改善。本研究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①由于甲状腺功能减退
会诱发流产、早产及胎盘剥离等妊娠疾病［１５］。由于多数亚临床

甲减患者伴有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而甲状腺自身抗体在联合淋

巴细胞破坏甲状腺素生成的同时，还能损害与甲状腺存在类似抗

原成分的子宫内组织，引起较差免疫反应，从而导致胎盘功能无

显著变化甚至下降［１６］；②甲状腺素在正常人内分泌中扮演重要
角色，尤其是循环系统，通常甲状腺素减少会导致血管内皮损伤，

从而影响体内正常血流动力学，最终导致胎盘正常血供不足，导

致胎盘功能下降；③甲状腺素是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的重要因
素，胎儿早期甲状腺并未发育完全，从而其甲状腺素供给大部分

依赖于母体。而妊娠所致的机体内分泌异常会导致生理性甲状

腺素分泌不足，加之孕妇亚临床甲减导致体内甲状腺素合成减

少，二者联合导致胎儿神经系统发育所需甲状腺素严重不足，从

而影响其神经发育［１７］。而ＩＦＢＳ评分与神经系统发育显著相关，
故亚临床甲减会导致胎儿ＩＦＢＳ评分偏低。

针对两组中胎儿不同孕周甲状腺体积及甲状腺分数的研究

结果显示，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本研究认为可能与样本

量较小，不能体现出显著差异有关。而对比研究结果发现亚甲减

组中有６例胎儿上述两组值均超过正常组值的９５％可信区间，且
有２例出生后甲状腺功能显著减退，但上述两组值作为评估胎儿
出生后甲状腺功能指标还需要大样本量对照研究来证实。

综上所述，亚甲减孕妇体可能由于体内甲状腺素异常导致

胎儿甲状腺发育异常，而甲状腺分数可以有效反应胎儿甲状腺

发育情况，可作为亚甲减孕妇产检的检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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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据挖掘《中医方剂大辞典》治疗不育症用药
规律探讨
周丽１　王明凯１　王定国１　徐加艳２　蔡阳恺１　秦国政１△

１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男科，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
２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妇科，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

【摘要】　目的　分析《中医方剂大辞典》中治疗不育症药物，为中医临床用药提供指导。方法　统计
《中医方剂大辞典》收录治疗不育症的药物，分别查出其性味归经，运用Ｅｘｃｅｌ、Ｓｐｓｓ２２０、Ｗｅｋａ３８、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
３６１、复杂系统熵聚类等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共筛选１１４首治疗不育症方剂，涉及中
药１７９味。统计出使用高频药物及其性味归经，根据高频药物的关联规则分析，得到药对配伍规则。通过熵
层次聚类挖掘新处方５首。结论　《中医方剂大辞典》收录治疗不育方剂组方以补肾健脾养血为要务，对于
当代医家在临床上辨证施治用药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中药；数据挖掘；中医方剂大辞典；不育症；用药规律；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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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是指处于生育期的男女有正常性生活１年以
上，男女双方均未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由于男方因素造成女方

无法怀孕，可诊断为男性不育［１］。在中国发生不孕不育的夫妇

约１０％，属于不育的约为４０％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近１０
年来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的趋势都很明显。虽然现在西医对男

性不育症的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其发病机制并不完全清

楚，因此西医尚无理想的治疗药物［２］，故中医在治疗男性不育

症方面作用突出［３］。《中医方剂大辞典》［４］一书收载了上自秦

汉，下迄１９６６年底，历代许多中医名家治疗不育症的方剂，现利
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历代医家治疗不育症的用药组方规律，

以期为临床治疗和研究本病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及筛选

选用《中医方剂大辞典》为研究资料，建立《中医方剂大辞

典》数据库，其中收录不育症处方１１４首，共包含中药１７９味。
１２　数据规范

药物名称根据 《中药学》［５］和２０１５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６］进行规范，如“枣仁”规范为“酸枣仁”等。对于同一药

物的不同入药部位，如“淫羊藿”“仙灵脾”统一为“淫羊藿”。

中药名称因品种、地域、炮制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将异名同药的

药物根据《中药学》统一作规范处理，如“生牡蛎”“煅牡蛎”统

作为“牡蛎”收录等。对于《中药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中没有的药物，如“青盐”“鼓子花”“漆花”等，统计时暂时舍

弃。药物性、味、归经根据《中药学》规范。

１３　统计学处理
将符合筛选要求并规范整理后的中药复方药物数据，包括

中药性味归经及功效，录入 Ｅｘｃｅｌ软件，建立药物电子数据库，
并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对药物频次进行描述性统计；采用 Ｗｅｋａ３８
对药物潜在关联规则进行分析；采用 Ｃｙｔｏｓｃａｐｅ３６１对所得关
联规则进行网络视图制作。在关联规则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应

用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算法，进行层次聚类分析，得到治疗不

育症的新方组合。

"

　结果
经上述方法筛选，共纳入《中医方剂大辞典》治疗不育症处

方１１４首，涉及中药１７９味，累计使用药物总频次１８３８次，药性
总频次１８３８次，药味总频次３１２７次，归经总频次４５６０次。
２１　高频药物使用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使用频次≥２２的药物共２４味，以上药物累
计使用频次１０８５次，累计占药物总频次（１８３８次）的５９０９％。
统计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频药物功效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使用频次≥２２的药物类别分别为补虚药、
收涩药、清热药、利水渗湿药、活血化瘀药、安神药、温里药。其

中补虚药＞收涩药 ＞清热药，以上药类的药物累计使用频次

９１０次，累计占总频次（１８３８次）的４９５１％。统计结果详见表
２。
２３　高频药物药性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使用频次≥２２的药物药性分布为温性、平
性、寒性、热性。其中温性＞平性 ＞寒性，以上药性的药物累计
使用频次１０５８次，累计占药性总频次（１８３８次）的５７５５％。
统计结果详见表３。
２４　高频药物药味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使用频次≥２２的药物药味分别为甘味、苦
味、辛味、酸味、淡味、涩味、咸味。其中甘味＞苦味＞辛味，以上
药味的药物累计使用频次１４６５次，累计占药味总频次（３１２７
次）的４６８５％。统计结果详见表４。
２５　高频药物归经分布

统计结果显示，使用频次≥２２的药物归经分布为肾经、肝
经、脾经、心经、肺经、胃经、大肠经。其中肾经 ＞肝经 ＞脾经 ＞
心经，以上归经的药物累计使用频次２２２８次，累计占归经总频
次（４５６０次）的４８８６％。统计结果详见表５。

表１　治疗不育的高频药物使用分布表

序号 药物 频次 占方频率（％）占药频率（％）累计频率（％）

１ 枸杞子 ７１ ４９３１ ３８６ ３８６

２ 当归 ６９ ４７９２ ３７５ ７６０

３ 熟地黄 ６９ ４７９２ ３７５ １１３６

４ 茯苓 ６３ ４３７５ ３４３ １４７９

５ 菟丝子 ６２ ４３０６ ３３７ １８１６

６ 五味子 ５７ ３９５９ ３１０ ２１２６

７ 山药 ５７ ３９５９ ３１０ ２４３６

８ 杜仲 ５５ ３８１９ ３００ ２７３６

９ 山茱萸 ５４ ３７５０ ２９４ ３０３０

１０ 人参 ４９ ３４０３ ２６７ ３２９７

１１ 牛膝 ４７ ３２６４ ２５６ ３５５３

１２ 肉苁蓉 ４６ ３１９４ ２５０ ３８０３

１３ 生地黄 ４６ ３１９４ ２５０ ４０５３

１４ 补骨脂 ４１ ２８４７ ２２３ ４２７６

１５ 巴戟天 ３９ ２７０８ ２１２ ４４８８

１６ 远志 ３８ ２６３９ ２０７ ４６９５

１７ 麦冬 ３５ ２４３１ １９０ ４８８５

１８ 天冬 ３３ ２２９２ １８０ ５０６５

１９ 白术 ３２ ２２２２ １８０ ５２４５

２０ 肉桂 ２７ １８７５ １４７ ５３９２

２１ 覆盆子 ２５ １７３６ １３６ ５５２８

２２ 白芍 ２５ １７３６ １３６ ５６６４

２３ 黄柏 ２３ １５９７ １２５ ５７８９

２４ 鹿角胶 ２２ １５２８ １２０ ５９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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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治疗不育的药物功效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功效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 累计频率（％） 药物名称

１ 补虚药 １５ ７０５ ３８３６ ３８３６
枸杞子、当归、熟地黄、菟丝子、山药、杜仲、人参、肉苁

蓉、补骨脂、巴戟天、麦冬、天冬、白术、白芍、鹿角胶

２ 收涩药 ３ １３６ ７４０ ４５７６ 五味子、山茱萸、覆盆子

３ 清热药 ２ ６９ ３７５ ４９５１ 生地黄、黄柏

４ 利水渗湿药 １ ６３ ３４３ ５２９４ 茯苓

５ 活血化瘀药 １ ４７ ２５６ ５５５０ 牛膝

６ 安神药 １ ３８ ２０７ ５７５７ 远志

７ 温里药 １ ２７ １４７ ５９０４ 肉桂

表３　治疗不育的药物药性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药性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 累计频率（％） 药物名称

１ 温 １３ ６０９ ３３１３ ３３１３
当归、熟地、菟丝子、五味子、杜仲、山茱萸、肉苁蓉、补

骨脂、巴戟天、远志、白术、覆盆子、鹿角胶

２ 平 ５ ２８７ １５６１ ４８７４ 枸杞子、茯苓、山药、人参、牛膝

３ 寒 ５ １６２ ８８１ ５７５５ 生地黄、麦冬、天冬、白芍、黄柏

４ 热 １ ２７ １４７ ５９０２ 肉桂

２６　高频药物关联规则
找出强规则是关联规则挖掘的目的，本研究选择以最小支

持度１５％、最小置信度６５％和最大前项数１进行关联规则分

析；所得药对配伍规则结果；根据药对的关联规则，采用网络视

图的方式将药对关联规则展示出来。具体结果详见表６和图１
（图中实线越粗，表示支持度越高）。

表４　治疗不育的药物药味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药味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累计频率（％） 药物名称

１ 甘 １８ ８８２ ２８２１ ２８８１
枸杞子、当归、熟地黄、茯苓、菟丝子、五味子、山药、杜仲、人参、牛

膝、肉苁蓉、生地黄、巴戟天、麦冬、天冬、白术、肉桂、覆盆子

２ 苦 １０ ３６９ １１８０ ４００１ 人参、牛膝、生地黄、补骨脂、远志、麦冬、天冬、白术、白芍、黄柏

３ 辛 ５ ２１４ ６８４ ４６８５ 当归、补骨脂、巴戟天、远志、肉桂

４ 酸 ５ ２０８ ６６５ ５３５０ 五味子、山茱萸、牛膝、覆盆子、白芍

５ 淡 １ ６３ ２０１ ５５５１ 茯苓

６ 涩 １ ５４ １７３ ５７２４ 山茱萸

７ 咸 １ ４６ １４７ ５８７１ 肉苁蓉

表５　治疗不育的药物归经归类分布表

序号 中药归经 中药味数 频次 用药频率（％）累计频率（％） 药物名称

１ 肾 １７ ８３０ １８２０ １８２０
枸杞子、熟地黄、茯苓、菟丝子、五味子、山药、杜仲、山茱萸、牛膝、

肉苁蓉、生地黄、补骨脂、巴戟天、远志、天冬、肉桂、覆盆子

２ 肝 １２ ５８９ １２９２ ３１１２
枸杞子、当归、熟地黄、菟丝子、杜仲、山茱萸、牛膝、生地黄、

巴戟天、肉桂、覆盆子、白芍

３ 脾 ９ ４２５ ９３２ ４０４４ 当归、茯苓、菟丝子、山药、人参、补骨脂、白术、肉桂、白芍

４ 心 ８ ３８４ ８４２ ４８８６ 当归、茯苓、五味子、人参、生地黄、远志、麦冬、肉桂

５ 肺 ６ ２６９ ５９０ ５４７６ 五味子、山药、人参、远志、麦冬、天冬、

６ 胃 ３ １００ ２１９ ５６９５ 天冬、麦冬、白术

７ 大肠 １ ４６ １０１ ５７９６ 肉苁蓉

２７　基于层次聚类的新处方
药物规律研究的另一个目标是为了找到更加有效的方剂

组合，据此，我们在关联规则分析结果的基础上，根据筛选出的

不育症方剂数量和不同预读参数，应用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算

法，进行了熵层次聚类分析，共得到治疗不育症的新方组合５
首。具体结果详见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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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治疗不育的药对关联规则表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序号

关联规则

（前项） （后项）

支持度

（％）
置信度

（％）
提升度

１ 当归 熟地黄 ４７９２ ６７００ １３７ １６ 牛膝 茯苓 ３１９４ ７２００ １６７

２ 茯苓 枸杞子 ４３０６ ６８００ １８８ １７ 牛膝 菟丝子 ３１９４ ６７００ １５７

３ 菟丝子 枸杞子 ４３０６ ７１００ １４４ １８ 牛膝 当归 ３１９４ ７０００ １４５

４ 山药 枸杞子 ３９５８ ７０００ １４２ １９ 牛膝 山药 ３１９４ ７０００ １７６

５ 山药 茯苓 ３９５８ ７０００ １６３ ２０ 牛膝 杜仲 ３１９４ ７０００ １７９

６ 山药 熟地黄 ３９５８ ６８００ １４１ ２１ 天冬 熟地黄 ２３６１ ９１００ １８８

７ 杜仲 枸杞子 ３８８９ ６８００ ３２１ ２２ 天冬 当归 ２３６１ ７９００ １６６

８ 山茱萸 熟地黄 ３６８１ ７５００ １５５ ２３ 天冬 人参 ２３６１ ７４００ ２１６

９ 山茱萸 枸杞子 ３６８１ ７４００ １４９ ２４ 天冬 枸杞子 ２３６１ ７１００ １４３

１０ 山茱萸 山药 ３６８１ ７２００ １８１ ２５ 麦冬 熟地黄 ２２９２ ８５００ １７５

１１ 山茱萸 菟丝子 ３６８１ ７０００ １６２ ２６ 麦冬 生地黄 ２２９２ ７９００ ２４７

１２ 人参 当归 ３４０３ ７２００ １５０ ２７ 麦冬 天冬 ２２９２ ７６００ ３２１

１３ 人参 熟地黄 ３４０３ ６９００ １４３ ２８ 麦冬 枸杞子 ２２９２ ７３００ １４８

１４ 牛膝 枸杞子 ３１９４ ８３００ １６８ ２９ 麦冬 当归 ２２９２ ７３００ １５２

１５ 牛膝 熟地黄 ３１９４ ７２００ １４８ ３０ 白芍 当归 １８０６ ８８００ １７９

图１　最小支持度为１５％、最小置信度为６５％和最大
前项数为１的药对组关联规则网络视图

表７　基于熵层次聚类归纳出治疗不育的新处方

序号 新处方 功效分析

１
当归、熟地黄、茯苓、枸杞子、

菟丝子、山药
健脾益肾，养血活血

２ 天冬、枸杞子、麦冬、熟地黄 益肾填精，滋阴润燥

３
天冬、熟地黄、当归、人参、麦

冬、生地黄、白芍
益气养血敛阴补肾宁心安神

４
山茱萸、山药、菟丝子、牛膝、

茯苓、当归、杜仲
补益肝肾，养血健脾

５
杜仲、枸杞子、山茱萸、熟地

黄、人参、当归、牛膝、菟丝子
滋补肝肾，益气活血

#

　讨论
本研究对《中医方剂大辞典》所载的治疗不育症方剂进行

了较为深入的挖掘分析，将中药功效、性味归经等特征性因素进

行总结，发现中药特征与其治疗不育症存在一定的关联规律，以

此为临床医生遣方用药提供参考依据。

中医对男性不育症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男性不育症多

从肾论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气盛促使“天癸”成熟，在

男子则表现为能有子［７］。王琦教授认为，随着人们饮食生活习

惯、社会环境改变，单纯的“肾虚”型不育在临床并不常见，因而

提出现代男性不育的主要病机为“肾虚夹湿热瘀毒”，认为肾虚

为本，湿热瘀毒为标。秦国政教授认为脾肾两虚夹瘀是导致弱

精子不育症发生的主要病机［８］，提出以脾、肾为中心的治疗，基

本治法为健脾益肾活血，临床可选用健脾药、补肾药、活血药加

减化裁治疗。中医重视整体观，故认为男性不育症发病与全身

脏器都有关系，但与肾脏关系最密切。从本研究的文献数据挖

掘结果来看，治疗本病多以入肾经药物为主，均符合古代医家的

观点和临床实践用药规律。

３１　高频药物使用分布分析
使用频次前３位的药物有枸杞子、当归、熟地黄。枸杞子有

滋补肝肾、益精血、明目之功效。”现代药理研究已经明确了枸

杞多糖（ＬＢＰ）为其主要化学成分，ＬＢＰ有抗自由基的作用，
具体表现为预防肾线粒体老化、改善肾功能。此外枸杞子还具

有诸多功效，如：抗疲劳、降三高、保护视力、保护生育能力、提高

机体免疫力等［９］。当归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润肠通便的

功效，近年来研究表明当归中含有１９种氨基酸及２３种微量元
素，当归根种含有维生素 Ｅ、维生素 Ｂ１２等成分，当归的药理作
用广泛，对造血系统、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均有良好的药理作

用［１０１１］。许多研究表明，补充维生素 Ｅ主要有２大功效：一为
提高精子活力，二能增加精子浓度及正常精子所占的百分

比［１２１３］。熟地黄有补血滋阴、填精益髓的功效，熟地黄的临床

药用价值主要在血液系统、神经系统及免疫功能方面的药理探

析［１４］，中药药理研究表明，地黄多糖具有增强免疫功能、促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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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功能、抗肿瘤、抗焦虑、抑制神经系统等作用［１５］。上述“三

药”从中医理论阐述为补血活血、益肾填精等多种功效，从药理

理论阐述为通过调剂免疫系统，补充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增强

免疫功能，保护生殖系统，达到扶正固本、益肾活血助育的功效，

从而对不育取得良好疗效。

３２　高频药物功效分布分析
功效频次前３位的药类有补虚药、收涩药、清热药。《素问·

上古天真论》首次提出了肾气、天癸、精气等重要理论，记述了

肾虚导致无子的观点［１６］。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不育多见于少精、

弱精，少弱精多以脾肾两虚为基础。古代医家多持有“一精十

血”的观点，认为男性的精液宝贵，若纵欲过度或长期遗精，会

使身体亏虚，导致不育，则必然以补虚药为主，收涩药次之。治

疗不育症切勿一昧补肾固涩，过用温肾壮阳之品，加之患者脾

虚，过食肥甘厚腻，脾失健运，湿气内生，集聚成痰，湿热下注导

致精液粘稠，精子畸形，因此在用药上一定要注意清补结合，故

清热药也占一定比例。

３３　高频药物药性分布分析
药性频次前３位为温性、平性、寒性。在不育症中虚证相关

的证型颇多，治疗时以补益为主，补益之法又分为平补与温补，

故治疗时常用温性类药物和平性类药物；平性与温性药物占据

比例较高，同时寒性药物也占据一定比例，用药补肾宜清补并

用，避免峻补滥用久服，适得其反，故治疗不育症时补虚的药物

药性应和缓，不能太过于温燥，可适度用寒性药物加以调和。

３４　高频药物药味分布分析
药味频次前３位为甘、苦、辛；甘味能补、能和、能缓，可顾护

脾胃，扶正祛邪，治病求本，调和诸药；苦味能泄火、能燥湿、能坚

阴，具有清热燥湿、泻火存阴的功效；辛味能散、能行，具有发散、

行气、行血的功效，有改善血液浓、黏、凝、滞状态及改善微循环；

甘、苦、辛味药物并用，体现了用药补泻结合，刚柔相济，共同达

到祛邪而不伤正、清泻火热而不伤阴败胃之功。

３５　高频药物归经分布分析
归经频次前４位为肾经、肝经、脾经、心经，其中归肾经的药

物最多，肾主生殖，主藏精。肝肾同源，肝主疏泻，疏调气机，不

育患者平素工作生活压力巨大，情志抑郁不舒，气郁日久，化火

伤阴，暗损肝肾；肝气郁结，肝郁则乘脾。脾为后天之本，吸收水

谷精微，营养机体脏腑经络，脾气不足则后天气血生化无源，肾

精不能充养。不育症患者长期忧虑过度、劳倦伤心，致心气不

足，气血两虚，血液于经脉中循行缓慢，形成血瘀，引起不育。故

不育症的发病可从归经规律中看出常用中药紧扣以肾、肝、脾、

心功能失调为本，用药归经切合病机。

３６　高频药物关联规则分析
当以最小支持度１５％、最小置信度６５％和最大前项数１进

行关联规则分析；所得药对配伍规则可见，支持度最高的药对

当归熟地黄配伍最多，其次是茯苓枸杞子、菟丝子枸杞子、山
药枸杞子、山药茯苓等；以上 ５组药对共用可有健脾益肾填
精、补血活血之效。以药测方，通过药物关联规则分析可知，使

用频次支持度较高的几味中药在临床上应用也颇多。

３７　基于层次聚类的新方组合分析
对１４４首方剂进行数据挖掘，得到５个治疗不育症的新处

方。从新处方的药物组成进行分析，治法以益肾填精、健脾益

气、养血活血为主，兼以敛阴润燥、养心宁神。方１治以健脾益

肾，养血活血；方２治以益肾填精，滋阴润燥；方３治以益气养血
敛阴，补肾宁心安神；方４治以补益肝肾，养血健脾；方５治以滋
补肝肾，益气活血。通过以上新方提示可知在治疗不育时，不能

一味补肾，当辨证论治，宁心安神法与现代医学精神心理压力因

素可造成男性生育能力的下降这一观点相吻合。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对《中医方剂大辞典》中治疗不育症

处方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了古代医家治疗不育症用药组方的

规律，及现在可挖掘的新处方。可以发现，古代医家治疗不育症

常用枸杞子、当归、熟地黄、茯苓、菟丝子等药物，以益肾填精、养

血活血、收敛固涩、健脾益气为法，选药多温平寒，且归经多为肾

经、肝经、脾经、心经；多选用当归熟地黄，茯苓枸杞子，菟丝子
枸杞子等药物组合。对单个药物组合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以健

脾益肾，养血活血为主。对新处方的药物组成进行分析，治法以

益肾填精、健脾益气、养血活血为主，兼以敛阴润燥、养心宁神，

为临床治疗不育症提供了新思路。通过以上结果分析，对于当

代医家在临床上辨证施治用药及开拓治疗新思路有着一定的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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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补肾疏肝法论治男性不育的辨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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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历代中医家为中医辨证治疗男性不育积累了太多临床经验，临床主以补肾为治法。依据脏腑
生理及功能关系，肝肾二脏同居鱼下焦，因木水相互滋生，乙癸同源，因此肝肾二脏生理上有着密切的联系，

病理上互相影响，两脏常同时发病。本文试依据肝肾脏腑生理及经络衔接特点，分析肝肾与男性不育的生

理及病理之间的关系，探讨肾虚肝郁在男性不育症病程中的临床重要地位及常用辨治方法，该文从上述角

度阐述，探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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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性不育症的定义是男女双方婚后１年之内，夫妻性生活
正常同时未使用避孕措施，经检查为男方原因而导致的女方无

法怀孕。美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其不孕不育患病率约

１０％～１２％，其中男性因素占 ３０％以上，并呈逐年上升的趋
势［１］。目前，西医对男性不育的病因认知尚不完全明了，西医

治疗还存在不足。我国中医学对男性不育的研究已有数千年

时间，其相关文献最早记载于西周姬昌《周易》，男性不育属于

中医“无子”“不育”等范畴。中医认为不育与生殖功能有关，

而肾主生殖［２］，不育患者往往以肾虚为主。此外，肝调畅情志，

不育患者常常伴有情志抑郁［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相关中医研

究正在开展，本文将从肝肾角度入手，探讨补肾疏肝在论治男

性不育中的机理。

!

　生理基础
１１　肾主生殖，精液赖之以生

肾为先天之本，功能上主藏精，且主生殖。古今中医皆认同

肾与生殖的密切联系。依据中医“阳化气，阴成形”的理论，男

性生殖系统处于下部阴位，精液属五行之水，为阴，而精子善动，

能与卵子结合，为阴中之阳［４］。根据中医脏腑阴阳理论，肾气

分阴阳，其肾阳具有温煦机体，促精化为气，为精子活动提供动

力，若肾阳不足，可致精子活动率下降；肾阴具有濡润全身脏腑

及组织，促使气聚成形，是精血津液化生的物质基础，肾阴的盈

亏影响到精子的浓度、精液量的多寡；此外，中医肾开窍于前后

二阴，其所藏命门之火，具有温煦和推动作二阴的开合，若开合

功能失司及推动无力均可致不射精，从而引起男性不育。肾精

充足可化生气血，而气血充亦可化精，中医对此早有相关解释，

即精血同源。因此，肾虚不化气，气虚不化精，导致精液量少，从

而引起不育。同时，肾气虚则无力去推动血液循行，易引起瘀血

阻滞于精室，其一方面影响着精子的发育与成熟，使精子活动力

下降，另一方面导致败精阻于精道，精液无法通过精到，从而影

响生育。此外，肾气虚久则肾之温煦作用无力，可致精室失于温

养而致精冷，故肾气虚久可导致不射精、阳痿、少精症等引起不

育［５］。肾虚的病因很多，多由先天禀赋不足，年久命门火衰，或

久病伤及肾之根本、房劳过度耗费肾精等原因所致。其中先天

禀赋不足，可致阴茎发育异常，导致阴阳无法交合，故而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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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欲过度，则精室亏虚，精液量少，致精少不育，明代万全《养生

四要》中：“凡丈夫无子者有二病焉，一曰禀赋不足，二曰色欲太

过。”最后一点，肾元阴不足，阴虚而致火旺，相火偏充，火盛伤

及精室，致精热黏稠，精不液化引起不育。整体来看，肾阴虚、肾

阳虚、肾气虚及肾精不足均可导致男性精液异常，如少弱精、死

精及不射精，同时亦可致精液不液化而引起男性不育。

１２　肝主疏泄，可推动及统摄精液
肝主疏泄，其亦主藏血。阴茎的正常勃起取决于气血渗注

于下元宗筋脉络，所谓宗筋充则阴茎纵。而肝主藏血，人整体血

不足可致宗筋血少失养，阴茎供血下降，则勃起物理，阴阳交合

不能，致不孕不育［６］。古代医家早已认知到肝对男性不育的影

响特点，现代欧阳
#

《证治概要》中有相关体现，如“阴茎以筋为

体，宗筋亦赖气的血涌”。肝调畅情志，喜条达恶抑郁，繁重的

工作压力、沉重的经济负担、求子心切等可广泛影响着男性的

心理健康，长期情志抑郁可致肝气郁滞不畅，郁而化火，火灼伤

精，致精稠不化，造成不育［７］。肝郁化火导致宗筋拘急，拘急日

久而成瘀，瘀阻精道，精液停滞从而不育［８］。经络方面，春秋战

国《黄帝内经·灵枢》中足厥阴肝经“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

……”总结古代肝与不育的关联，现代学者研究结果［９］显示不

育患者中医证型肝郁血瘀占比最高，且该证型患者精子密度最

低，其精子前向运动能力最高，研究结果同时表明该证型患者

职业以长期面对电脑为主。现代医学普遍认为，情志因素如过

度抑郁、焦虑及紧张都会影响人体性腺轴系统，直接影响到患

者的精子生成、发育以及成熟，导致不育的情况［１０］。

１３　肝肾生理病理上互相影响
肝肾生理病理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男性生殖系统中更明

显，据脏腑生理与功能特点，因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互生，

宗筋受血则阴茎勃起，完成同房过程；因肝肾二脏同居于下焦，

肝、肾经经络循行线路相互衔接而致二经经气相感，这为二者

脏腑生理上互根互助提供物理基础，病理上二者相互影响，亦

同时患病，因此肝阴亏损亦可导致精少［１１］。如明代万全《广嗣

纪要》言：“男女靖精……由于肝肾之气不足。”精血同源互生，

血不足则精化生不足，精少则可致性欲减退、阳事不兴等症状。

肝主疏泄，调畅人体气机与情志，肾主脑，脑为元神之府。所以

病人情志不遂，肝郁气滞，可上扰髓海，耗伤肾中精气；同时若肾

精不壮，脑髓不充，则元神之府易被邪扰，故性欲减退，阳事不

兴。肝肾功能失调均可互相影响，从而导致男性不育。

古今医家已对男性不育病因病机做了大量研究。可以看

出，男性不育症病因病机复杂，与肝、心、脾、肺、肾都相关系，其

中与肝、肾两脏的联系最紧密，因肝肾二脏相互影响，难以分开

辨治，故临床该病多肝肾同时治疗。

"

　论治方法
治疗男性不育应以补肾疏肝、肝肾同治为主要治则。肾虚

患者，除补肾外，应以辅助疏肝之法，则气血通畅，肾精方畅行于

精道，且疏肝之法可使情志开达，元神安宁，肾主脑，肾之生理功

能受脑影响，疏肝宁心有助于肾阴肾阳生发及运转。肝郁气结

者，除疏肝理气之外，应辅以补肾，得肾水安龙雷之火，则肝郁易

解。清代陈士铎《辨证录·健忘门》载：“然而欲通肝气，必须仍

补心肾……补肾之中，而解其肝气之郁，则郁尤易解，不至重

郁。”临床上，男性生育与精子质量水平有着直接关系，现代研

究发现调节中枢系统与性腺轴的平衡，可对精子的质量有直接

影响，廖芝健等［１２］应用补肾中药调节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平
衡协调，从而调整性激素水平，从而提高精液质量；李海松教

授［１３］在辨证论治的前提下辅助运用气药治疗男性不育取得较

好效果。严灿等［１４］发现，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表达与中医

肝气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调达肝气治疗可以改善患者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的功能表达。从临床研究来看，已有大量医家认识
到补肾疏肝法治疗男性不育的重要作用，黎杰运等［１５］使用熟

地、淫羊藿、柴胡、佛手等补肾疏肝药物治疗弱精子症，患者经过

治疗后精液质量有明显改善。郁超等［１６］治疗弱精子症患者应

用十子三花汤加减，结果显示ａ、ｂ级精子百分比、精子活率均得
到提高。王权胜等［１７］以补肾疏肝活血为法治疗因精索静脉曲

张引起的男性不育４０例，临床效果显著。目前，已有大量医家
认识到补肾疏肝对于男性不育的确切作用，商学军、姜辉等［１８］

采用疏肝益阳胶囊治疗男性不育病人１３１人，以３个月为疗程，
发现可改善不育病患的精液质量和勃起功能，且无明显不良反

应。

#

　典型病例
笔者跟着导师周青教授门诊，患者刘某某，男，３４岁，司机

公司职员。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初诊。
患者３年前结婚，自诉婚后正常性生活，未避孕，其妻未受

孕。女方妇检无明显不孕因素。患者神清，精神倦，少言嗳气，

形体中等，常感腰酸困，性欲差，睾丸稍胀痛，饮食可，夜寐较差，

入睡不易，且易醒，二便正常；舌淡、苔面薄黄，脉偏弦细。专科

查体未见明显异常。精液常规检查示：精液液化时间３０ｍｉｎ；精
子计数１０×１０６／ｍＬ；ａ级精子：８％、ｂ级精子：１６％、精子活率：
３２％ ，性激素５项、甲状腺功能及抗体、阴囊睾丸、精囊腺、前列
腺彩超结果正常。解脲支原体培养（）；衣原体检查（）；抗精
子抗体（）。综合以上，中医诊断：男性不育症。辨证属肾虚肝
郁证。治法：补肾疏肝。处方：柴胡１２ｇ，肉苁蓉、淫羊藿、山萸
肉、山药、女贞子、枸杞子、香附、枳壳各１５ｇ，玉竹、熟地黄、菟丝
子各２０ｇ，鹿角片、川楝子各１０ｇ，炙甘草６ｇ。服药两月后复诊，
患者自诉射精感更有力自如，且精液较原来稠厚，颜色乳白。复

查精液常规示：精液液化时间３０ｍｉｎ、精子计数２４×１０６／ｍＬ、ａ
级精子２７％ 、ｂ级精子２５％、精子活率６８％，治疗效果显著，嘱
其上方继服３个月，期间边服药边备育，其妻在６个月后怀孕。

方中淫羊藿、肉苁蓉、鹿角片、菟丝子补肾阳，壮阳道，女贞

子、枸杞子、五味子、熟地黄补肾阴，阴阳调和，互根互用。山萸

肉、山药健脾补肾，柴胡、香附、枳壳条达肝气，疏肝解郁。炙甘

草调和诸药。药理研究表明五味子可提高抗氧化酶的活性，从

而减少活性氧产生，减少对精子的损伤［１９］；体外研究发现巴戟

天、菟丝子二药可提高患者精子活力，有利于精子形态的完整，

同时改善精子顶体活性［２０２１］；在小鼠动物实验中，肉苁蓉提取

物可提高小鼠精子的活力、浓度、形态，同时亦能提高精浆内果

糖含量，从而改善精子质量［２２］。熟地黄可提升机体自身免疫

力［２３］；菟丝子可改善精子发生与成熟，提高精子活力，因其含有

大量微量元素锌；淫羊藿具备促进性激素分泌，提高性欲等作

用［２４］；柴胡性辛凉，主要有疏肝行气的作用，现代药理表明柴胡

具有抗紧张与焦虑的作用［２５］。

&

　结语
因当今社会生活模式转变，我国男性整体精子质量逐年下

降，探讨治疗男性不育的有效方法是当今人类生殖健康关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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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医认为肾主生殖，精子质量下降多与

肾相关。此外，伴随越来越多的高龄夫妻偏向于怀二胎，此类患

者年老精衰，多以肾虚为主。不育患者因面临家庭及社会压力

大，极易容易出现焦虑。而根据中医经典理论知识，肝肾病理上

也易相互影响，所以男性不育患者肾虚肝郁的病人偏多，本文

探讨采用补肾疏肝为主要治疗方法，并根据不同临床表现，辩

证求因量方加减，望为临床医师治疗男性不育提供辨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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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菟丝子枸杞子”药对修复生精功能障碍大鼠血睾
屏障的机制研究
管斯琪１　祝雨田２　董雷３　王彬４　宫僖浩４　耿金海４　陈子龙４　李海松４△

１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２０１７级中医外科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３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２０１９级中西医结合药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４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男科，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菟丝子枸杞子”药对对雷公藤多苷（ＧＴＷ）诱导的生精障碍大鼠模型血睾屏障
的影响，初步探讨其改善模型大鼠生殖功能的机理。方法　将５６只 ＳＤ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
照组、阳性对照组和药对组。以ＧＴＷ４０ｍｇ／（ｋｇ·ｄ）灌胃４周构建ＳＤ大鼠生精障碍模型，成模后阳性对照
组每日给予左卡尼汀悬液［０２ｇ／（ｋｇ·ｄ）］灌胃，药对组每日给予菟丝子枸杞子悬液［６ｇ／（ｋｇ·ｄ）］灌胃，治
疗４周后检测各组大鼠的精子质量、生殖激素和抑制素 Ｂ、附睾肉毒碱，观察支持细胞形态，并采用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检测睾丸组织血睾屏障相关蛋白的表达，分析比较不同组间的差异。结果　药对组大鼠精子浓度
［（３９１７±１３７５）×１０６／ｍＬ］高于模型对照组［（２８２３±８０５）×１０６／ｍＬ］，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药对组［（２９９２±５２５）％］和左卡尼汀组精子活动率［（２９３１±６３３）％］均显著高于模型对照组
大鼠［（２０１３±６６３）％］，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药对组和左卡尼汀组大鼠卵泡生成素（ＦＳＨ）、
黄体生成素（ＬＨ）和泌乳素（ＰＲＬ）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均显著降低，附睾肉毒碱含量显著升高，其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药对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支持细胞结构和形态改善，生精小管结构、排
列较为正常，生精细胞明显增多，形态改善；药对组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和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的蛋白表达比模型对照组
显著增多，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 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的蛋白表达也有不同程度增高，虽然
未见明显差异，但增高趋势明显。结论　“菟丝子枸杞子”药对能够有效减轻 ＧＴＷ造成的生精功能障碍，
其机制可能与修复血睾屏障损伤有关。

【关键词】　菟丝子枸杞子；生精障碍；血睾屏障；支持细胞；雷公藤多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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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ｓａｌｉｎｅ），ＧＴＷ（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ａｌｉｎｅ），ＧＴＷ＋ｌｅｖｏ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ｅｖｏ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ａｎｄＧＴＷ＋ＳＣＦＬ
（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ＣＦＬ）．ＧＴＷ（４０ｍｇ／ｋｇ／ｄ）ｗａｓｉｎｔｒａｇａｓｔｒｉｃａｌｌ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ｄｙｓ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ｍｏｄｅｌｓ．
Ａｆｔｅｒ４ｗｅｅｋｓｏｆ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ｅｍｅｎ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ｘｈｏｒｍｏｎｅ，ｉｎｈｉｂｉｎＢ，ａｎｄ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ｗｅ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Ｔｅｓｔｉｃｕ
ｌａｒｔｉｓｓｕｅｗａｓ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ｕｓｉｎｇｈｅｍａｔｏｘｙｌｉｎｅｏｓｉｎ（Ｈ＆Ｅ）ｓｔａｉｎｉｎｇ．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ｗａｓｕｓｅｄ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ｂｌｏｏｄｔｅｓｔｉｓｂａｒｒｉｅ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ｐｒｏｔｅｉｎｉｎｒａｔ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ｔｉｓｓｕｅ．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ＴＷｇｒｏｕ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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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２３±８０５）×１０６／ｍＬ］，ｓｐｅｒｍ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ＧＴＷ＋ＳＣＦＬｇｒｏｕｐ［（３９１７±
１３７５）×１０６／ｍＬ］（Ｐ＜００５）．Ｓｐｅｒｍｍｏｔｉｌｉｔｙｗａｓｍｕｃｈｂｅ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ＧＴＷ＋ＳＣＦＬ［（２９９２±５２５）％］ａｎｄ
ＧＴＷ＋ｌｅｖｏ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２９３１±６３３）％］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ＴＷｇｒｏｕｐ［（２０１３±６６３）％］（Ｐ＜００１）．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ＴＷ ｇｒｏｕｐ，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ａｎｄ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
（ＰＲＬ）ｗｅｒ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ｌ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ＧＴＷ＋ＳＣＦＬａｎｄＧＴＷ＋ｌｅｖｏ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ｇｒｏｕｐ，ａｎｄ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ｌｅｖｅｌｓｗａｓ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ｉ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Ｐ＜００５ｏｒＰ＜００１）．Ｈｉｓｔ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ＧＴＷ＋ＳＣＦＬ
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ｓａｎｄ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ｃｅｌｌ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ｅｍｉｎｉｆｅｒ
ｏｕｓｔｕｂｕｌｅｓｗｅｒｅｂｅｔｔ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ｏｆ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ｃｅｌｌ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ｏ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
ＧＴＷｇｒｏｕｐ．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ＧＴＷ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
ａｎｄ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ｉｎｔｈｅＧＴＷ＋ＳＣＦ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Ｐ＜００５）．Ｔｈｅ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ｎｄ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ｏｆｔｈｅＧＴＷｇｒｏｕｐ，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ｎｏｔ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ＳＣＦＬｃａｎ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ａｔｓｗｉｔｈｓｐｅｒｍａｔｏｇｅｎｉ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ｍａｙｂ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ｒｅ
ｐａｉｒｉｎｇｂｌｏｏｄｔｅｓｔｉｓｂａｒｒｉｅｒ．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ｅｍｅｎｃｕｓｃｕｔａｅｆｒｕｃｔｕｓｌｙｃｉｉ（ＳＣＦＬ）；Ｄｙｓ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Ｂｌｏｏｄｔｅｓｔｉｓ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ｓ；
Ｇｌｕｃｏｓｉｄｅｓｏｆｔｒｉｐｔｅｒｙｇｉｕｍｗｉｌｆｏｒｄｉｉｈｏｏｋ．Ｆ（ＧＴＷ）

　　夫妇有规律性生活１年以上，未采用任何避孕措施，由于男
方因素造成女方无法自然受孕，称为男性不育症［１］。据统计，

不育夫妇占比１５％ ～１８％［２］，而其中男性因素导致者占比为

５０％［３４］。精子发生是一个独特复杂的细胞分化过程，由支持

细胞与周围结构相互作用构成的血睾屏障（ｂｌｏｏｄｔｅｓｔｉｓｂａｒｒｉｅｒ，
ＢＴＢ）是精子发生过程中各种信号通路、精子形态和细胞极性维
持的基础，为精子发生过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５］。ＢＴＢ连
接结构及其组成蛋白是多种生殖毒物作用的靶点，这些结构的

紊乱或相关蛋白的异常表达，都会影响生精细胞的增殖和分

化［６］。多项研究显示，ＧＴＷ改变支持细胞功能，破坏 ＢＴＢ完整
性，增加其通透性，最终影响生精微环境，导致生精功能下

降［７８］。近年来，中医药在男性不育症中的治疗作用逐渐得到

确认［９］，补肾生精是中医治疗的核心思想［１０］。菟丝子枸杞子
具有补肾生精的功效，临床上应用广泛，疗效显著［１１］，并且为左

归丸、五子衍宗丸等治疗男性不育症经典方剂的核心药对［１２］。

因此，本研究以菟丝子枸杞子为研究对象，观察其修复 ＢＴＢ的
具体作用和机制，以期能够初步揭示补肾生精中药治疗男性不

育症的机制。

!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动物

选择ＳＰＦ级ＳＤ雄性大鼠５６只，鼠龄１２周，体质量为（２８０
±３０）ｇ，由斯贝福（北京）实验动物科技有限公司［许可证号：
ＳＣＸＫ（京）２０１１０００４］提供。在适宜的温湿度环境下适应性喂
养１周。
１２　药物与试剂

选用雷公藤多苷片（１０ｍｇ／片，批号：１３０８０１）由安徽新陇海
药业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灌胃前，将雷公藤多苷片溶解于去离

子水中，配置成所需浓度的混悬液，现配现用。菟丝子枸杞子
组成：菟丝子１５ｇ、枸杞子１５ｇ。中药颗粒剂由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中药房从北京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购买，灌胃前用

２００ｍＬ８０℃的蒸馏水冲开，以动物实验剂量标准进行换算。
主要试剂：二甲苯（国产试剂，１００２３４１８）；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７１１５００），ＺＯ１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６１７３００），β
ｃａｔｅｎ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１３８４００），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ｎ
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３３３９００），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Ａｎｔｉｂｏｄｙ（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１４４７５９８０），

ＡｎｔｉβＴｕｂｕｌｉｎ抗体（ａｂｃａｍ，ａｂ１７９５１３）；ＤＴＴ（Ａｍｒｅｓｃｏ，０２８１）；
Ｇｌｙｃｉｎｅ（Ｓｉｇｍａ，Ｇ８８９８）；ＳＤＳ（ＳｉｇｍａＡｌｄｒｉｃｈ，Ｌ４３９０）；Ｓｏｄｉｕｍｄｅ
ｏｘｙｃｈｏｌａｔｅ（Ｓｉｇｍａ，Ｄ６７５０）；ＢＳＡ（Ａｍｒｅｓｃｏ，０３３２）；Ｔｗｅｅｎ２０（Ａｍ
ｒｅｓｃｏ，０７７７）；ＴＥＭＥＤ（Ａｍｒｅｓｃｏ，０７６１）等。
１３　 仪器

普通光学显微镜（ＯｌｙｍｐｕｓＬ３４００９９）；伟力精子测试仪（中
国 ＷＬＪＵ９０００）；恒温水浴箱；精密电子天平（ＭｅｔｔｌｅｒＡＥ１６０）；
ｐＨＭｒｔｅｒ（日本 ＴＯＡＨＭ２０Ｅ）；细胞计数板；剪刀；镊子；低温高
速离心机（ＧｅｒｍａｎｙＭＩＫＲ００２Ｒ）等。
１４　方法
１４１　分组及给药　将５６只ＳＤ大鼠随机分为空白对照组、模
型对照组、左卡尼汀组和药对组，每组１４只。
１４２　造模及给药　实验第１～４周，模型对照组、左卡尼汀组
和药对组每日给予去离子水配制后的雷公藤多苷 ［１０ｍＬ／ｋｇ］
灌胃（每ｍＬ含雷公藤多苷４ｍｇ；约相当于人体用量的４０倍），
持续４周；空白对照组每日给予去离子水［１０ｍＬ／ｋｇ］灌胃。

实验第５～８周，空白对照组和模型对照组每日给予去离子
水［１０ｍＬ／ｋｇ］灌胃；左卡尼汀组每日给予１０ｍＬ／ｋｇ左卡尼汀灌
胃（０２ｇ／ｋｇ，人体用量的６倍），药对组每日给予菟丝子枸杞子
灌胃，每ｍＬ汤药含草药０６ｇ（相当于草药３ｇ／ｋｇ，人体用量的６
倍）。

１４３　取材　原每组１４只大鼠，实验过程中除空白对照组外，
其余三组均有死亡，考虑因灌胃不当所致。剩余５２只大鼠称重
后麻醉，腹主动脉取血，离心，取血清检测雌二醇（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
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黄体生成素（ｌｕ
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ｈｏｒｍｏｎｅ，ＬＨ）、泌乳素（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
ｏｎｅ，Ｔ）和抑制素Ｂ（ＩＮＨＢ）。取血后立即取出双侧睾丸、附睾组
织，电子天平称重，取右侧附睾检测精子质量，左侧附睾用于检

测附睾肉毒碱。左侧睾丸用于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ｔｉｎｇ检测各蛋白的表
达，右侧睾丸组织用于形态学观察。

１４４　精子质量测定　右侧附睾置于２ｍＬ生理盐水中剪碎，
在３３℃水浴箱中孵育５分钟，参照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颁布
的《人类精液检验与处理实验室手册》（第５版）中的精液分析
方法，对大鼠附睾尾部的精液进行精子浓度和精子活动率（ＰＲ
＋ＮＰ％）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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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　生殖激素和附睾肉毒碱测定　生殖激素用血清测定，给
予贝克曼ＤＸＩ８００发光仪以化学发光法测量 Ｅ２、ＦＳＨ、ＬＨ、ＰＲＬ、
Ｔ和ＩＮＨＢ水平。采用比色法对附睾肉毒碱水平进行检测。
１４６　睾丸组织形态学观察　取睾丸组织固定后用清洁双面
刀片迅速横切成约３ｍｍ厚睾丸组织块，样本常规脱水、石蜡包
埋、切片，Ｈ．Ｅ染色观察。
１４７　睾丸组织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和 ｃｏｎ
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表达的检测　裂解睾丸组织提取总蛋白，ＢＣＡ试剂
盒测定蛋白浓度，加样于 ＳＤＳＰＡＧＥ进行电泳，转膜，封闭后加
入一抗，４℃孵育过夜，ＰＢＳ洗膜后，加二抗孵育，再次洗膜后加
入ＥＣＬ显影。使用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ｎｅ软件对蛋白条带进行光密度分
析，蛋白的相对含量以目的蛋白与ｔｕｂｕｌｉｎ条带光密度的比值表
示。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１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量资料

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如果数据呈正态分布，并且符合
方差齐性，则采用独立样本ｔ检验进行两两比较；若不呈正态分
布，符合方差齐性，则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方差不齐，则采用

非参数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四组大鼠精子质量比较

精子浓度：左卡尼汀组、药对组大鼠与空白对照组大鼠相

比，精子浓度均显著降低，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药对组大鼠与模型对照组大鼠比较，精子浓度明显增高，其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和图１。

表１　四组大鼠精子计数和活力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精子计数（１０６／ｍＬ） 精子总活率（％）

空白对照组 １４ ７７４４±８９３ ５６２９±５９２

模型对照组 １２ ２８２３±８０５ａ ２０１３±６６３ａ

左卡尼汀组 １３ ３６８５±１３８１ ２９３１±６３３ｂ

药对组　　 １３ ３９１７±１３７５ｂ ２９９２±５２５ｂ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
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
表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１　四组大鼠精子浓度统计图

　　精子活动率：空白对照组大鼠的精子活动力均显著高于其
余三组大鼠，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１）；左卡尼汀
组、药对组大鼠与模型对照组大鼠相比，精子活动率均明显升

高，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和图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

表示，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０１

图２　四组大鼠精子活动率统计图

２２　四组大鼠性激素和抑制素Ｂ比较
ＦＳＨ：模型对照组大鼠 ＦＳＨ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大鼠，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左卡尼汀组和药对组大鼠
ＦＳＨ低于模型对照组大鼠，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１）；左卡尼汀组和药对组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ＬＨ：模型对照组大鼠 ＬＨ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大鼠，
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左卡尼汀组和药对组大鼠
ＬＨ低于模型对照组大鼠，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Ｐ＜
００５）。Ｅ２：从趋势上看，模型对照组大鼠Ｅ２较低，左卡尼汀组
和药对组大鼠Ｅ２高于模型对照组大鼠，其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Ｐ＞００５）。ＰＲＬ：模型对照组大鼠ＰＲＬ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大鼠，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左卡尼汀组和
药对组大鼠ＰＲＬ低于模型对照组大鼠，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１）。Ｔ：药对组大鼠Ｔ显著高于左卡尼汀组大鼠，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ＩｎｈＢ：空白对照组、模型对
照组、左卡尼汀组大鼠ＩｎｈＢ与药对组大鼠间两两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和图３。
２３　四组大鼠附睾肉毒碱比较

模型对照组大鼠附睾肉毒碱显著低于空白对照组大鼠，其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左卡尼汀组和药对组大鼠附
睾肉毒碱均高于模型对照组大鼠，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和Ｐ＜００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和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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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组大鼠血清性激素和抑制素Ｂ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ＳＨ（ＩＵ／Ｌ） ＬＨ（ＩＵ／Ｌ） Ｅ２（ｐｇ／ｍＬ） ＰＲＬ（ｕＩＵ／ｍＬ） Ｔ（ｎｇ／ｍＬ） ＩｎｈＢ（ｐｇ／ｍＬ）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左卡尼汀组

药对组　　

１３６±０７５

２５２±１１７ａ

０８２±０５２ｅ

１３４±０７１ｅ

２３２±０３６

３１３±０７０ａ

２６５±０４５ｃ

２５６±０６７ｃ

１３５６９±９５８７

９７３９±３８１１

１７７４８±１４６６０

１５１３７±１７１０９

１６８８５±１３３７６

４１２９３±３１８４５ｂ

１６５７８±１２９２３ｄ

１８８７３±９８１５ｄ

１６３±０９０

１６５±１０４

１１３±０９７

２０５±０８６ｆ

１１６９５±４０８０

９０８１±４３３６

９２５５±３８３６

１１９４９±４７０８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

有“ｄ”项表示，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ｅ”项表示，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ｆ”项表示，与左卡尼汀组比较，Ｐ＜００５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模

型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ｄ”项表示，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１；标有“ｅ”项表示，与模型组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ｆ”项表
示，与左卡尼汀组比较，Ｐ＜００５

图３　四组大鼠性激素和抑制素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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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四组大鼠附睾肉毒碱含量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附睾肉毒碱（ｕｍｏｌ／ｇ）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左卡尼汀组

药对组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３

０６３±０１９

０３１±０２４ａ

０４９±０２２ｂ

０５８±０２１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表示，与模

型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０１；标有“ｂ”项

表示，与模型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ｃ”项表示，与模型对
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图４　四组大鼠附睾肉毒碱水平

２４　四组大鼠睾丸组织形态学比较
显微镜下可见，空白对照组大鼠生精小管结构正常，整齐排

列，管腔结构明显，腔内可见大量支持细胞和精子细胞，结构完

整，间隙紧密；模型对照组大鼠中出现大量结构异常的生精小

管，且管腔萎缩变细，排列不整齐，小管之间间隙明显增大，出现

许多空腔型生精小管，管腔内的支持细胞和精子大量缺失，形态

和结构异常；左卡尼汀组和药对组比模型对照组有所改善，管腔

明显扩大，内含的支持细胞和精子也明显增多，形态结构有一定

程度的恢复，并且有一部分生精小管恢复正常，结构完整且排列

整齐，但与空白对照组相比，仍然有一定差距。左卡尼汀组改善

效果不如药对组。具体结果详见图５。
２５　四组大鼠睾丸组织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和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表达比较
　　四组大鼠睾丸组织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和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电泳图如图６所示。与空白对照组大鼠相比，
模型对照组大鼠睾丸组织中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 ｃｏｎ
ｎｅｘｉｎ４３的蛋白表达明显降低，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或Ｐ＜００１）；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蛋白未见明显差异，但呈现一定
减少趋势。与模型对照组大鼠相比，药对组大鼠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
和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表达显著增加，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有所增加，其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但呈现一定增加趋势。具体结果详见
表４和图７。

图５　ＨＥ染色下四组大鼠睾丸组织形态学（×４０、×１００、×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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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四组大鼠睾丸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和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表达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ＺＯ１ βｃａｔｅｎｉｎ 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左卡尼汀组

药对组　　

１１９±０１０

０９２±００２ａ

１０８±０１４

１１３±０１３ｃ

１２６±０１８

０６１±０２１ｂ

０９２±０２３

１０４±０２２ｃ

１０９±０１３

０５５±０１２ａ

０８０±０３０
０９１±０２９

１０５±０１９
０６６±００６
０９３±０３２
１０５±０２５

１３２±０２２

０７１±０２３ｂ

１０７±０２１

１１６±０２０ｃ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与空白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１；标有“ｃ”项表示，与模型对照组相比，Ｐ＜００５

图６　四组大鼠睾丸组织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
和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的电泳图

#

　讨论
男性不育症是困扰全球的生殖健康问题，影响家庭的幸福

和睦以及社会的发展［１３］。在我国，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８年，精子
浓度每年以１４０％到２１５％的速度快速下降［１４］。现代医学暂

无特效药物，辅助生殖技术也存在包括活产率低、花费高、副作

用多及存在遗传、伦理风险等诸多弊端［１５］。近年来，中医药在

男性不育症的治疗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内经》中“肾

藏精、主生殖”是对人体生殖功能的高度概括。肾气充盛，天癸

才能旺盛，精室才能盈满，精气溢泻，男女和合，方能有子［１６］。

因此，补肾生精是中医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核心思想。“药对”，

由临床上相对固定的两味药组成，是中药复方配伍最基本和最

常见的形式，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总结而成，有助于剖析方剂治

疗疾病的作用机制［１７］。因此，我们从治疗男性不育诸多名方中

选出发挥最主要作用的菟丝子枸杞子药对进行研究。有关学
者通过检索和分析男性不育症的中药治疗相关文献，发现菟丝

子和枸杞子为核心用药［１８］。从中药配伍角度来看，枸杞子偏补

肾阴，菟丝子偏补肾阳，两者合用阴阳双补；两药均性味平和，相

须而用，温阳不过燥，滋阴不过寒，体现了治疗男性不育症“以

肾虚为本，以补肾生精为则”的治疗理论［１９］。现代药理研究表

明，菟丝子和枸杞子都具有改善生殖功能的作用［２０］。菟丝子黄

酮可以保护雄性动物的生殖器官，改善精子质量，促进睾丸发

育，抑制细胞凋亡［２１］。枸杞多糖对多种因素诱导的损伤后的生

精细胞有显著的修复作用［２２］，可以促进雷公藤多苷致雄鼠生殖

损伤修复［２３］。

由支持细胞（ｓｅｒｔｏｌｉｃｅｌｌ）与周围结构相互作用构成的 ＢＴＢ
可以调控精子发生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重要分子以及阻碍精子

发生的有害毒物进入曲细精管管腔，保证精子生成的微环境处

于稳定状态［２４２５］。而支持细胞作为曲细精管中唯一与生精细

胞相接触的体细胞，不但直接参与形成 ＢＴＢ，起着结构支持作
用，还可以分泌ＩＮＨＢ、ＦＳＨ、调节蛋白、生长因子等，为精子发生
提供能量和营养［２６２７］。ＢＴＢ由紧密连接（ｔｉｇｈｔ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ＴＪ）、粘
附连接（ａｄｈｅｒｅｎｓ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Ｊ）、缝隙连接（ｇａｐ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ＧＪ）构
成［２８］，依赖于三者结构的维持和协调有序的开放闭合。ＴＪ是
由相邻的支持细胞形成的连接结构，表达的蛋白有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
ＺＯ１等。ＡＪ存在于支持细胞之间和支持细胞与生殖细胞之
间，主要包括 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等［２９］。ＧＪ是由相邻细胞膜
上的缝隙连接蛋白半通道对接形成的，是支持细胞之间以及支

持细胞与生精细胞之间的化学信号通道，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是表达最
丰富的ＧＪ蛋白［３０］。因此，支持细胞形态与功能的异常以及

ＢＴＢ连接结构相关蛋白表达异常均可以反映ＢＴＢ损伤。
本研究用 ＧＴＷ进行造模，该模型与临床患者具有较高的

相似性，前期研究已经证明ＧＴＷ４０ｍｇ／（Ｋｇ·ｄ）灌胃４周可以
得到理想的生精障碍大鼠模型。该模型大鼠毛色失泽、掉毛、抱

团蜷缩、活动迟缓、腹泻便溏，精子数量少、活动率下降，具有明

显的“肾虚”表现。实验选用的阳性对照药左卡尼汀已有大量

证据表明对精子的数量和活力有益［３１３２］。附睾中左卡尼汀的

浓度直接影响着精子的成熟和代谢过程，与精子运动和受精能

力直接相关［３３］。

药对干预后，大鼠精子浓度、活动率均有显著改善，血清性

激素的结果提示药对也有改善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的作
用。四组大鼠睾丸组织中肉毒碱的含量结果显示药对的疗效不

差于左卡尼汀。我们通过组织切片ＨＥ染色证明了药对可以改
善睾丸内病理状态，恢复破坏的生精小管，抑制支持细胞和各级

生精细胞的凋亡。在ＢＴＢ连接结构相关蛋白方面，与模型对照
组相比，药对组的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和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蛋白表达量显
著上升，βｃａｔｅｎｉｎ和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有一定增加趋势，但其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以上结果说明，药对可以通过调控支持细胞的分泌

功能和ＢＴＢ连接结构相关蛋白，从而修复ＢＴＢ的完整性以缓解
生精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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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四组大鼠睾丸组织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βｃａｔｅｎｉｎ、Ｎｃａｄｈｅｒｉｎ和ｃｏｎｎｅｘｉｎ４３表达的统计图

　　综上所述，菟丝子枸杞子对于 ＧＴＷ造成的生精功能障碍
有明显的治疗作用；同时，可以上调 Ｏｃｃｌｕｄｉｎ、ＺＯ１和 ｃｏｎｎｅｘｉｎ
４３蛋白的表达，修复ＢＴＢ的完整性，从而改善生精功能，这是其
可能的具体机制之一。然而，ＢＴＢ只是精子生成中的一部分，生
精障碍的相关机制和通路还有很多，药对是否对其他通路、蛋

白表达也有影响，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的发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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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广东省中医药局面上项目（项目编号：２０２０２１６９；项目名称：袁少英中医治疗男科病经验和学术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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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探析袁少英教授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的用药规律
王友炼１　何超拔２　袁少英２△

１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
２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男科，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１５

【摘要】　目的　数据挖掘袁少英教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用药规律。方法　收集并整理袁教授治疗
慢性前列腺炎的案例共１８６例，将处方录入中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５）。结果　运用关联规则、改进的互信
息法、熵聚类方法等总结出袁教授常用药物、常用药对及常用核心组合、四气五味归经分布规律，并得到新

方５个。结论　袁教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临床用药体现以通为主之通淤血、通尿路、通郁气、通脾阳的思想，
性味多辛温、苦寒、甘平，遣方多从肝脾论治。

【关键词】　袁少英；中医传承辅助系统；慢性前列腺炎；用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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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性前列腺炎（ｃｈｒｏｎｉｃｐｒｏｓｔａｔｉｔｉｓ，ＣＰ）是指各种病因作用于
人体前列腺后，表现出以排尿异常、盆腔区域疼痛等为特征的

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的疾病［１，２］。慢性前列腺炎是泌尿男科门

诊常见病之一，病情反复［３］。袁少英教授是广东省名中医、广

东省中医师承项目指导老师，袁教授通过３０余载探索，在男科
疾病的防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内男科界有较大的

影响力。集一般统计法、关联规则、熵聚类方法等于一身的中医

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５），近年来被广泛运用于疾病的用药规律分
析、名医医案数据挖掘等，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４］。现运用该

软件来研究袁教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的用药规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通过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电脑系统收集袁少英教授

２０１８年４月份诊治的慢性前列腺炎病例共２０１例，参照《实用
男科学》第２版推荐的最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ＮＩＨ）分型诊
断慢性前列腺炎标准［５］，最终获取有效病例共１８６份。本研究
已获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分析软件与录入
１人负责数据录入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软件（Ｖ２５）内，１人

再次核对，确保数据正确性。

１３　数据处理
１３１　频次统计　打开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平台方剂分析板块，
在西医疾病一栏输入“慢性前列腺炎”，导入１８６份处方，点击
频次统计按钮，收集高频中药。

１３２　组方规律分析　打开规律分析板块，设置置信度０６，
支持度的个数为３７，通过点击用药模式按钮，得到核心组合，并
进行规则分析。

１３３　新方分析　打开新方分析页面，设置相关度为５，惩罚
度为２，进行聚类分析，得到药对之间的关联系数，点击提取按
钮，获得新处方，并实现网络展示。

１３４　四气五味及药物归经　打开统计报表板块，导入收集的
慢性前列腺炎病案，通过方剂分析子系统，统计使用药物在四

气、五味及归经中各自所占比重。

"

　结果
２１　用药频次

对袁教授的１８６首方剂进行频次统计，排在前５位的是：甘
草，失笑散，黄芪，延胡索，丹参。收集使用次数 ＞１９的中药共
２０味。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治疗ＣＰ方剂中频次＞１９的药物

序号 药物 频次 序号 药物 频次

１ 甘草 ９４ １１ 三棱 ３１

２ 失笑散 ９１ １２ 白术 ３０

３ 黄芪 ９０ １３ 槐花 ２９

４ 延胡索 ７４ １４ 莪术 ２６

５ 丹参 ４１ １５ 白芍 ２４

６ 川牛膝 ３８ １６ 陈皮 ２２

７ 怀牛膝 ３７ １７ 水蛭 ２１

８ 蛇莓 ３６ １８ 茯苓 ２１

９ 野葡萄根 ３６ １９ 枳实 ２１

１０ 藤梨根 ３５ ２０ 柴胡 ２０

２２　基于关联规则的组方规律
运用数据分析子平台，基于关联规则共得到８条用药模式

涉及中药４味，将支持度个数设置为“３７”，支持度２０％，表示纳
入的１８６个处方中至少有 ３７首方剂中出现，占总处方数的
２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进一步使用规则分析，得到１１条关联规则，其中，“延胡索，黄
芪→失笑散”，置信度为１。“→”表示一种关联关系，此处指处方中
延胡索、黄芪出现后，失笑散出现的概率为１。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２３　基于熵聚类的方剂组方规律
２３１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关联度分析　综合考虑收
集到的处方个数、个人经验及对各种参数的把握，惩罚度设置为

２，相关度设置为５。然后通过聚类分析，得到两两药物之间的
关联度，并列出关联度在００３的药对。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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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　在改进的互信
息法得到的药物间关联度组合的基础上，通过复杂系统熵聚

类，得到３味～４味核心药物组合共１０条。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２　治疗ＣＰ的药物组合频次表（支持度＞２０％）

序号 组合 频次

１ 延胡索，黄芪 ３９

２ 延胡索，甘草 ４７

３ 延胡索，失笑散 ６７

４ 黄芪，甘草 ４９

５ 黄芪，失笑散 ５５

６ 甘草，失笑散 ５６

７ 延胡索，黄芪，失笑散 ３９

８ 延胡索，甘草，失笑散 ４４

表３　治疗ＣＰ的药物组合关联规则（置信度＞０６）

序号 规则 置信度

１ 延胡索，黄芪 → 失笑散 １

２ 延胡索，甘草 → 失笑散 ０９３６２

３ 延胡索 → 失笑散 ０９０５４

４ 甘草，失笑散 → 失笑散 ０７８５７

５ 失笑散 → 失笑散 ０７３６３

６ 黄芪，失笑散 → 延胡索 ０７０９１

７ 延胡索，失笑散 → 甘草 ０６５６７

８ 延胡索 → 甘草 ０６３５１

９ 失笑散 → 甘草 ０６１５４

１０ 黄芪 → 失笑散 ０６１１１

１１ 失笑散 → 黄芪 ０６０４４

表４　基于改进的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

序号 项目１ 项目２ 关联系数 序号 项目１ 项目２ 关联系数

１ 白芍 生姜 ００５７７ １８ 萆 白豆蔻 ００３４０
２ 白芍 薄荷 ００５７７ １９ 车前子 路路通 ００３４０
３ 白芍 香附 ００５７７ ２０ 山茱萸 小麦 ００３４０
４ 益智仁 龙骨 ００４７９ ２１ 藤梨根 丹参 ００３３４
５ 野葡萄根 延胡索 ００４３５ ２２ 柴胡 陈皮 ００３３０
６ 益智仁 石菖蒲 ００４３３ ２３ 牡丹皮 蒲黄 ００３３０
７ 沙苑子 龙骨 ００４１０ ２４ 槐花 丹参 ００３２０
８ 法半夏 枳实 ００４０７ ２５ 山茱萸 白蒺藜 ００３１７
９ 车前子 桔梗 ００３９８ ２６ 沙苑子 益智仁 ００３１６
１０ 莲须 蒲黄 ００３８６ ２７ 甘草 莲须 ００３１３
１１ 柴胡 当归 ００３８３ ２８ 野葡萄根 丹参 ００３１１
１２ 水蛭 红花 ００３７５ ２９ 萆 枳实 ００３０５
１３ 白芍 茯神 ００３６４ ３０ 藤梨根 穿破石 ００３０３
１４ 白芍 五味子 ００３６４ ３１ 山茱萸 生地 ００３０２
１５ 车前子 丹参 ００３６３ ３２ 山茱萸 山药 ００３０２
１６ 沙苑子 煅牡蛎 ００３５７ ３３ 茯神 白术 ００３０２
１７ 柴胡 淫羊藿 ００３５５

表５　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的药物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序号 核心组合

１ 白芍、枳实、柴胡 ６ 茯神、当归、薄荷

２ 萆、益智仁、陈皮 ７ 枳实、陈皮、香附

３ 沙苑子、金樱子、芡实 ８ 金樱子、五味子、菊花

４ 车前子、茯苓、白术 ９ 茯苓、白术、党参

５ 山茱萸、黄精、怀牛膝 １０ 野葡萄根、失笑散、藤梨根、蛇莓

２３３　基于无监督熵层次聚类分析得到新处方　在核心组合提
取基础上，基于无监督的熵层次聚类方法进一步得到新处方共５
个，并实现网络可视化。具体结果详见表６和图１。

表６　基于熵层次聚类的新处方

序列号 　　　　　　新方组合

１ 白芍、枳实、柴胡、茯神、当归、薄荷

２ 萆、益智仁、陈皮、枳实、香附

３ 沙苑子、金樱子、芡实、五味子、菊花

４ 车前子、茯苓、白术、党参

５ 山茱萸、黄精、怀牛膝、野葡萄根、失笑散、藤梨根、蛇莓

２３４　四气五味及归经　通过方剂子系统，得到药物性味比
重。四气：温药占４１％，平药占３２％，寒药占２２％，其他占５％。
五味：甘药占３５％，苦药占３０％，辛药占２２％，其他占１３％。使
用药物在十二经中所占比例。具体结果详见图２。

图１　治疗慢性前列腺炎新方药物网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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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使用药物在十二经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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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
本研究运用中医传承辅助系统（Ｖ２５）软件，通过其药物集成、

关联规则、改进的互信息法、熵聚类法等来研究袁少英教授治疗慢

性前列腺炎的用药规律。药物频次分析，得到袁教授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常用药物有：甘草、失笑散、黄芪、延胡索、丹参等２０余味。通
过关联规则分析，８组高频的药物组合可得到：延胡索、黄芪；延胡
索、甘草；延胡索、失笑散；黄芪、甘草；黄芪、失笑散；甘草、失笑散；

延胡索、黄芪、失笑散；延胡索、甘草、失笑散。通过聚类算法分析，

得到常用药对：白芍、生姜；白芍、薄荷；白芍 、香附；益智仁、龙骨；

野葡萄根、延胡索；益智仁、石菖蒲；沙苑子、龙骨等３０余对。复杂
系统熵聚类分析得到的核心药物组合基础上，进一步熵层次聚类得

到的新处方：①白芍、枳实、柴胡、茯神、当归、薄荷；②萆、益智仁、
陈皮、枳实、香附；③沙苑子、金樱子、芡实、五味子、菊花；④车前子、
茯苓、白术、党参；⑤山茱萸、黄精、怀牛膝、野葡萄根、失笑散、藤梨
根、蛇莓。四气五味分析中：温药占４１％，平药占３２％，寒药占
２２％；甘药占３５％，苦药占３０％，辛药占３２％；药物归经分析，排在
前５位的是肝经、脾经、心经、肺经、肾经。

袁少英教授对于慢性前列腺炎的病因病机及治疗有独特的见

解。袁教授认为前列腺属于中医六腑里下焦的范畴，其可司开阖，

泌清浊。岭南多湿多热，湿性黏腻，易困遏脾阳，脾失运化，下焦不

畅，水湿内停，日久瘀浊内生。而热为阳邪，易伤阴液，累及肾阴，日

久肾阴肾阳具亏。而足厥阴肝经“环阴器，抵少腹”，现代人面对快

节奏的生活、高压力的工作，往往容易情绪不畅，肝气郁滞而累及前

阴。气为血之帅，气不畅血不行，导致气滞血瘀。基于此，袁教授认

为肝脾病变是前列腺炎形成的关键环节，病变日久累及肾脏或它

脏。其核心病机属于淤浊。通常起始病证为湿热蕴结或气滞血瘀，

日久淤热伤阴，或肾虚血瘀。治疗上遵循宋代医家通轩居士：“通之

法各有不同，调气以活血，调血以活气，通也；上逆者使之下行，中结

者使之旁达，通也；虚者助之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

若必以下泻为通则谬矣。”及清代医家高世縂：“夫通则不痛，理也，

但通之法，各有不同，调气以和血，调血以和气，通也。虚者助补之

使通，寒者温之使通，无非通之之法也。”等理论，以通为用，常用通

瘀活血、通淋祛浊、通络行经、通郁疏肝、通阳散寒等多种治法。瘀

血阻滞之痛，往往表现出腹股沟、腰骶、少腹部等部位固定不移的刺

痛。前列腺指检时，可触及质地较硬，并有压痛。理当用川芎、失笑

散、少腹逐瘀汤之辈以“通瘀血”；对于肝郁所致之痛，往往见腹股

沟部胀闷疼痛且每因情志不遂而加重、口苦咽干、胸闷易怒，当用柴

胡疏肝散之辈以“通郁气”；肝木乘脾时，常常伴有食欲不振，脘腹

胀满，肠鸣腹痛等，当用四逆散、四君子之类，调肝理脾；尿路不畅之

痛，可表现为尿频、尿急、尿痛、尿道灼热，排尿不畅、尿流无力、尿线

中断等，当用苦寒之品燥湿利湿，清热利尿以“通尿路”；对于前列

腺炎日久出现腹中冷通、喜按喜热、四肢不温、便溏纳呆者，则辨证

为脾阳不足、下焦不通，当用四君子汤合车前子等补气健脾、通利水

道以达“通脾阳”之功。以上治疗原则体现了袁教授治疗慢性前列

腺炎辨证使用各种通法的特点。

具体到用药上，有以下发现：①药物频次分析中排在前５位有
甘草、失笑散、黄芪、延胡索、丹参，其中有３味药物具有活血化瘀功
效。而使用药物频数排在前１０的药物中，有６味为活血化瘀药，有
６味药物具有利尿通淋功效。黄芪排在第３位，善用黄芪也是袁教
授的特色［６］。黄芪甘、微温，归肺脾经，用在前列腺炎中，通常取其

益气升阳、利尿通淋之功。符合“瘀浊”病理关键，应证了袁教授

“通瘀血、通尿路、通脾阳”的理念。②通过关联规则得到的常用药
物组合中延胡索，黄芪→失笑散的置信度为１，体现了“益气温阳，
活血化瘀止痛”的思想。③通过复杂系统熵聚类方法得到的新处
方中，第一首新处方实际上是四逆散＋逍遥散加减组合，取疏肝理
脾之功，涉及肝脾两脏，适用于肝脾郁滞之证；第二首新处方，实际

上是取柴胡疏肝散中行气的陈皮、枳实、香附３味药，加益智仁温肾
阳，萆通利湿浊，共凑行气利湿之效；第三首新处方，以温肾阳为

主，对于日久肾虚血瘀的患者，化瘀之外，仍需温肾阳；第四首新处

方，实际上是四君子汤中“甘草”易“车前子”而来，取健脾利湿以达

通脾阳之效；第五首新处方，是袁教授自创葡藤解毒方与经方六味

地黄丸加减组合，山茱萸、黄精、怀牛膝三补之药与野葡萄根、失笑

散、藤梨根、蛇莓共用，共奏解毒化瘀，利尿通淋，清热养阴之功，尤

其切合治疗淤热伤阴型前列腺炎。④四气五味分析中，苦、温药物
最多，其次为辛、寒药物，辛、温能通，苦能燥湿，寒能清热，充分体现

袁教授灵活应用各种通法之意。

综上，中医传承辅助平台运用于袁少英教授临证医案的研究

中，获得了许多既往普通的医案整理方法无法得到的新知识、新方

向，为进一步深入挖掘及更好地传承袁少英教授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经验提供了参考。当然，上述研究方法得到的新组合、新处方还有

待临床上进一步考证。研究中，把失笑散人为假定为一种药物，实

际上是把蒲黄、五灵脂两位药物的性味归经加以合并，可能对统计

用药处方中四气五味归经比重的精确值稍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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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早期加服中药汤剂与辅助生殖中新鲜周期移植后
孕单胎孕妇孕合并症发病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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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河北美和妇产医院辅助生殖技术中新鲜周期移植的孕单胎患者在孕早期加用中
药汤剂进行保胎治疗与妊娠期合并症发生的关联性。方法　收集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河北美和妇产
医院诊治的２６２例辅助生殖技术新鲜周期移植且单胎分娩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按照在孕
早期常规应用孕激素进行黄体支持的基础上是否加用中药汤剂进行保胎，分为中药保胎组（黄体酮注射液

或安琪坦＋中药汤剂）８１例和对照组（黄体酮注射液或安琪坦）１８１例，并比较２组孕妇妊娠期合并症的发
生率。结果　在常规使用孕激素进行黄体支持基础上加用中药汤剂进行保胎治疗的妊娠期合并症发生率
（１２３５％）低于对照组（２５９７％）。两组间孕妇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结论　孕早期在常规应用孕激素进行黄体支持的基础上加用中药汤剂进行保胎可降低辅助生殖技
术中新鲜周期移植后孕单胎孕妇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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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ｆｅｔｕｓｗｉｔｈ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ｅｒｂａｌｄｅｃｏ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ＲＴ）；Ｆｒｅｓｈｃｙｃｌｅ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妊娠期合并症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子痫及妊高症、
妊娠期贫血等，这些合并症的发生可导致孕妇及其胎儿产生不

良的妊娠结局，因为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可导致众多的病理改

变，如组织血供不足，小血管内皮细胞管腔变窄，血管内皮损伤

反应，血液运输氧能力减弱，胎盘功能减退，免疫球蛋白的数量

减少等［１２］。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中的取卵术会导致黄体
功能不足，为了增加怀孕机率和维持妊娠需要补充足量的孕激

素，且孕激素具有改善子宫内膜营养环境、免疫环境、抑制子宫

收缩的作用［３］。但越来越多的病例显示单纯应用西药治疗并

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研究表明［４］中药对黄体功能的改善有明

显的作用，故加入中药保胎应该较单纯西药治疗效果更佳，且不

会增加妊娠期合并病症的发生概率。以下主要探究辅助生殖技

术新鲜周期移植怀孕孕妇在孕早期加服中药汤剂进行保胎治

疗与孕期合并症发病的关联性。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收集２０１６年４月至２０１７年４月河北美和妇产医院诊治的
２６２例辅助生殖技术新鲜周期移植且单胎分娩孕妇的临床资料
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标准：①接受新鲜周期体外受精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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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移植（ＩＶＦＥＴ）的孕妇；②规律产检；③分娩孕周≥２８周；④新
生儿均为活产。排除标准：①孕期使用抗凝药物，如肝素等；②
早孕期应用雌激素；③中晚孕期应用孕激素；④慢性高血压、糖
尿病；⑤病例资料不完整。本研究已获孕妇及家属签署知情同
意，并获河北美和妇产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于本生殖中心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新鲜周期胚胎移植怀孕

的单胎孕妇早孕期常规应用黄体酮注射液（浙江仙琚）或安琪

坦口服（Ｂｅｓｉ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Ｂｅｎｅｌｕｘ）进行黄体支持。研究对象自
取卵日开始应用黄体酮注射液，４０ｍｇ，Ｂｉｄ。肌肉注射或安琪坦
２００ｍｇｔｉｄ口服并逐渐减量，用药持续至孕８周～１４周。孕妇出
现阴道出血后加用中药汤剂１００ｍｌ日２次口服，持续用药至妊
娠３个月。依据早孕期是否加用中药汤剂进行分组，分为 Ａ组
中药保胎组（黄体酮／安琪坦 ＋中药汤剂）和 Ｂ组对照组（黄体
酮 ／安琪坦）。
１３　观察指标

新鲜周期移植怀孕的孕妇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妊娠

期合并症：本研究中定义为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及子

痫、妊娠期贫血３类疾病的总和。妊娠期高血压及子痫前期：诊
断标准依据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学组

２０１５年颁布的《妊娠期高血压疾病诊治指南》。定义：妊娠 ２０
周后出现收缩压≥１４０ｍｍＨｇ和（或）舒张压≥９０ｍｍＨｇ且伴蛋
白尿≥０３ｇ／２４小时或随机尿蛋白。妊娠期高血糖［５］是指空腹

血糖：两次数值≥５１ｍｍｏｌ／Ｌ，即可诊断妊娠期糖尿病。糖耐量
试验：于妊娠２４周～２８周行 ７５ｇ葡萄糖耐量试验（ＯＧＴＴ），仅
检测服糖 １ｈ、２ｈ血糖。服糖后 １ｈ血糖的诊断上限为
１００ｍｍｏｌ／Ｌ，２ｈ血糖的诊断上限为 ８５ｍｍｏｌ／Ｌ；妊娠期贫血世
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的诊断标准为任何
孕期＜１１０ｇ／Ｌ［６］。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于服从
正态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方差分析，以均数标准差

（珋ｘ±ｓ）表示；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
［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孕妇妊娠前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孕妇年龄、不孕年限、体重指数（ＢＭＩ）、基础ＦＳＨ、ＡＭＨ
妊娠前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差异（均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
表１。
２２　两组孕妇孕期合并症的发生率比较

两组孕妇孕期合并症的发生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中药保胎组孕妇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１２３５％）
低于对照组孕妇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２５９７％），提示孕早
期加服中药进行保胎可降低辅助生殖技术中新鲜周期移植怀

孕孕妇的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孕妇妊娠前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项目 例数 年龄（岁） 不孕年限（年） 体重指数（ｋｇ／ｍ２） 基础ＦＳＨ（ＩＵ／ｍＬ） ＡＭＨ（ｎｇ／ｍＬ）

中药保胎组 ８１ ２９６６±４５３ ４１０±２８９ ２３６９±２８５ ６５９±２１２ ３１５±１９２

对照组　　 １８１ ３０３３±４６３ ４１５±２７９ ２３６３±３０９ ６８０±２５５ ３４６±１９９

Ｆ值 １００５ ００７６ ００６９ ００５４ １０８９

Ｐ值 ０２８１ ０８８５ ０８８９ ０５２２ ０２５２

表２　两组孕妇孕期合并症发生率比较［ｎ（％）］

项目 例数 妊娠贫血 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子痫 妊娠期合并症

中药保胎组 ８１ ２４７（２／８１）　 ２４７（２／８１）） ６１７（５／８１）　 １２３（１／８１）　 １２３５（１０／８１）　

对照组　　 １８１ ５５２（１０／１８１） ３８７（７／１８１） ９９４（１８／１８１） ６６３（１２／１８１） ２５９７（４７／１８１）

χ２值 １５７３ ０５８９ １６０４ ３５０６ ８１０１

Ｐ值 ０３５７ ０７２７ ０３６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１

#

　讨论
随着国家二孩政策的开放，人们对如何能生出健康活泼的

孩子日益关心，然而，近年来，先兆流产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

趋势［７］研究表明，先兆流产的发生率为１０％１５％［８］，那么对于

有先兆流产的孕妇如何选择更合适的保胎方法使得母儿能平

安健康的度过危险期，也成为专家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中医

药选取天然矿、植物药材，毒副作用小，在保胎及预防后期合并

症方面的优势日益受到关注，但现代的临床研究尚缺乏中医药

保胎对母体及子代健康情况的大样本数据。此次实验研究纳

入的对象全部来自于本生殖中心辅助生殖中新鲜周期进行胚

胎移植的孕妇，所有受试孕妇在早孕期均应用黄体酮注射液／
安琪坦进行黄体支持，其差异主要在于其用药上有没有加用中

药汤剂进行保胎治疗。我们的数据证实，中药保胎组的妊娠期

贫血，高血压，子痫等合并症的发病率低于对照组，初步表明中

医药保胎治疗早期先兆流产孕妇不增加妊娠合并症的发病率，

并且中药作为有利因素可以降低其发病概率。

中药保胎组中的中药汤剂加入是在孕妇出现先兆流产，如

阴道出血症状后加入。而孕早期的阴道出血症状的出现是否会

增加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目前还存在争议，这也决定了中药

保胎治疗组和对照组间是否存在差异。刘慧［９］指出孕早期阴

道出血者较无阴道出血者发生早产的概率增加２倍；李彦芳［１０］

研究发现部分先兆流产孕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胎膜后出血，随

后导致感染性绒毛膜羊膜炎，分娩期则极易出现胎膜早破或胎

盘功能不良，从而引发早产。有学者［１１］通过对２９６０例新生儿
出生时的情况与母亲危险因素的相关性的调查发现，母亲有先

兆流产的病史，其胎儿发生早产的几率增高；冯永亮等［１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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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妊高征可导致子宫血流量不足，胎盘功能受损；而第八版

妇产科教材亦有明确的记录：妊娠期糖尿病孕妇早产发生率为

１０％２５％，而导致早产的原因与胎儿高血糖、高渗性利尿导致
羊水过多有关［１３］，严重的高血糖还会导致胚胎死亡而流产。可

见，孕早期出现阴道出血等可能是妊娠期合并症产生的危险因

素，该研究中出现阴道出血异常情况的研究组早孕期加服中药

保胎，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率反而降低，更能说明孕早期口服

中药保胎对妊娠期合并症的保护作用。

潘佩光［１４］自拟方联合黄体酮治疗早期先兆流产的研究证

实中药在升高血清激素水平缓解孕妇出血症状及改善胎儿宫

内发育情况等方面，均优于单纯应用黄体酮。王雅琪等［１５］将益

肾安胎汤联合ＨＣＧ和黄体酮治疗５０例早期先兆流产孕妇，血
清ＨＣＧ、孕酮和ＰＲＬ较前显著提高，且中西医结合组的足月妊
娠率和总有效率明显高于西药组。潘艳秋［１６］将９５例早期先兆
流产合并宫腔血肿的孕妇分为两组，西药组予地屈孕酮及黄体

酮，中西医结合组在西药组基础上给予寿胎丸和胎元饮加减治

疗。治疗２周后观察到中西医结合组的阴道出血、腹痛等症状
缓解时间较西药组快，且激素水平及彩超暗区面积改善程度更

好。这些研究均提示，孕早期在补充黄体酮类孕激素的基础上

加用保胎类中药汤剂在妊娠期合并症（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

高血压及子痫、妊娠期贫血疾病）的预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

本研究结果一致。

中药保胎在降低妊娠期合并症发病率的机理尚不十分明

确。但因中医讲求整体观念，因此中药保胎亦是把母体、胎元及

外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辨证施治的。现代药理研究显示，

常用补肾疏肝或者健脾养血类的中药进行保胎的药物药理机

制有：在使母胎强壮的同时还可以镇静安神降血压，从而使得

子宫平滑肌的收缩频率降低；调节与妊娠相关的激素，使得机

体中雌孕激素受体的含量进一步增加；不同种类的药物混在一

起，可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改善免疫功能，促进子宫和胚胎发

育；另外，近几年的研究亦显示，补肾类中药不仅可以使得雌激

素样活性增强，还可以促进偏小子宫的生长发育，益气养血类

中药有提高血红蛋白含量的作用，可以辅助改善妊娠期贫血的

症状。临床上保胎常用张锡纯所创的寿胎丸进行加减治疗，方

中菟丝子总黄酮可以调节内分泌一免疫网络平衡系统来发挥

维持早孕的作用，现代实验研究亦证实，菟丝子还可以通过调

节滋养细胞的增殖与调亡而起到降低溴隐亭致孕鼠流产模型

的流产率的作用［１７］；桑寄生药理成分较复杂，但与中药保胎相

关的主要是黄酮类衍生物，它能够直接扩张外周血管，降低血

压，
%

强机体免疫功能［１８］；川续断总生物碱可显著抑制子宫平

滑肌的收缩，有效对抗催产素诱发的妊娠大鼠子宫收缩幅度的

增加，尤其在对抗大鼠摘除卵巢后导致的流产作用有较好的效

果［１９］；阿胶为血肉有情之品，被古代医家尊为“补血”圣药，血

旺以养胎，阿胶的补血作用一方面可促进造血细胞因子的释

放，另一方面又可抑制负相造血因子的分泌［２０］。这些研究均证

明了中药保胎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本研究数据显示中医药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后

对先兆流产孕妇进行保胎治疗并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研

究结果为中医药保胎治疗运用的安全性提供了一定的数据支

持，并初步探索了孕早期口服中药进行保胎治疗与妊娠期合并

症发生的关联性，因本实验研究对象都来自于本生殖中心鲜胚

移植后怀孕的孕妇，故纳入的样本量较小。因取卵的过程会导

致大量颗粒细胞的丢失，从而使得黄体功能不足，故本中心所有

新鲜周期移植的孕妇，都需要补充大量的孕激素进行保胎，故本

实验没有不用孕激素的空白对照组，不能解释孕早期单纯应用

孕激素（黄体酮注射液／安琪坦）与妊娠期合并症的发生有怎样
的关联性，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实验发现在孕早期加用中药汤剂

保胎治疗可以降低怀孕期间合并症的发生率，为生殖临床上妊

娠期合并症的预防提供了新思路，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想要

得出更客观、科学的结论尚需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实验进一

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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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嗪注射液对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妊娠
结局的影响
丁占平　童重新△

河北省儿童医院，石家庄 ０５００３１

【摘要】　目的　探求川芎嗪注射液对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妊娠结局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
河北省儿童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诊治的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９９例临床资料，按治疗方式
不同分为两组。两组均接受常规对症治疗，对照组４８例采用硫酸镁治疗，试验组５１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
采用川芎嗪注射液治疗，比较两组血管内皮功能、脐动脉Ｓ／Ｄ值、凝血功能指标、视网膜病变、妊娠结局及安
全性。结果　治疗后，两组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１（ｓＦｌｔ１）、脐动脉Ｓ／Ｄ值低于治疗前，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ＶＥＧＦ）高于治疗前，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凝血酶原时间
（ＰＴ）、凝血酶时间（ＴＴ）、血小板计数（ＰＬＴ）水平均高于治疗前，Ｄ二聚体（ＤＤ）水平低于治疗前，且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视网膜病变分级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试验组新生儿体重、终止妊娠孕周较对照组高，失血量较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试验组患者胎儿窘迫、胎盘早剥、新生儿黄疸、新生儿入住 ＮＩＣＵ、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采用川芎嗪注射液治疗可改善凝血功能
指标，提升血管内皮功能，改善视网膜病变及妊娠结局，且用药安全性高。

【关键词】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川芎嗪注射液；妊娠结局；凝血功能；血管内皮功能

【中图分类号】　Ｒ２７５ 【文献标识码】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ｇｕｓｔｒａｚｉｎ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　
ＤＩＮＧＺｈａｎｐｉｎｇ，ＴＯＮＧＣｈｏｎｇｘ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Ｈｅ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０５００３１，Ｈｅｂｅｉ，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ｌｉｇｕｓｔｒａｚｉｎ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ｏｆ９９ｃａ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ｏｕｒ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６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ｗｅｒｅ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ｙ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ｒｏｕｔｉｎ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ｉｃ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４８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ｗｈｅｒｅａｓｔｈｅ５１ｃ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ｉｇｕｓｔｒａｚｉｎ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ｍａｇｎｅｓｉｕｍｓｕｌｆａｔｅ．Ｔｈ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Ｓ／Ｄ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ｓａｆｅ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ｔｗｏ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ｓｏｌｕｂｌｅ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１
（ｓＦｌｔ１）ａｎｄｕｍｂｉｌｉｃａｌａｒｔｅｒｙＳ／Ｄｉｎｂｏｔｈｇｒｏｕｐｓｗｅｒｅｓｈｏｗｎｔｏｂ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
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ｗａｓ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
ｔｉｍｅ（ＰＴ），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ＴＴ），ａｎｄ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ｃｏｕｎｔ（ＰＬＴ）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ｅｒｅ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ｂｅ
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ｏｆＤｄｉｍｅｒ（ＤＤ）ｗａｓ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ｂｅｆｏ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ｅｖ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ｈｅ
ｇｒａｄｅｏｆ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ｗａｓｂｅｔｔ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ｎｅｗｂｏｒｎｓｗａｓｈｅａｖｉｅｒ，ｔｈ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ｅｋｓｏｆ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ｌｏｓｓｗａｓｌｅｓｓ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ａｌｌ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ｏｆｆ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ｐｌａｃｅｎｔａｌａｂｒｕｐｔｉｏｎ，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ｊａｕｎｄｉｃｅ，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ｓｔａｙＮＩＣＵ，ｎｅｏｎａｔａｌ
ａｓｐｈｙｘｉａｗｅｒｅ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ｇｒｏｕｐ，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００５）．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Ｆｏｒ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ｌｉｇｕｓｔｒａｚｉｎ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ａｎ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ｂｌｏｏｄ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ｔｉｎｏ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ｅｒ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ａｒｌｙｏｎｓｅｔｓｅｖｅｒｅｐｒｅｅｃｌａｍｐｓｉａ；Ｌｉｇｕｓｔｒａｚｉｎｅ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Ｃｏａ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Ｖａｓｃｕｌａｒ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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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血管性疾病，该病
病情进展较快，且伴有多种并发症，严重威胁母婴安全，是目前

产科较为棘手的问题［１２］。既往临床多采用硫酸镁进行解痉治

疗，但是疗效不尽如人意。有资料显示，子痫前期母体的高凝状

态引起的胎盘及主要器官血供不足是危害母婴安全的关键因

素之一，因此有效改善血液高凝状态是治疗该疾病的关键所

在［３４］。川芎嗪注射液属于钙通道阻滞药，具有减轻血管痉挛、

改善平滑肌收缩性和拮抗性、调节微循环等作用，可促进胎儿

生长发育［５］。本研究采用川芎嗪注射液治疗早发型重度子痫

前期患者，结果取得较佳效果。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河北省儿童医院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收治的
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９９例。纳入标准：临床资料完整者；
均符合《妇产科学》［６］中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诊断标准；经超声

检查均为单胎妊娠且孕周为２６周 ～３４周，无胎膜早破，无感
染；无需终止妊娠者及胎儿无严重合并症。排除标准：合并原发

性高血压以及糖尿病等合并症；合并凝血功能障碍；伴有重要

脏器功能不全；合并恶性肿瘤疾病；对研究药物过敏者。按治疗

方式不同分为两组。对照组４８例，试验组５１例。本研究已获
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并获河北省儿童医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

１２　研究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予以镇静、降压、营养强化（补充维生

素、补钙、低脂高蛋白饮食）、利尿、地塞米松促进胎儿肺部成熟

等对症治疗，在此基础上，对照组采用硫酸镁治疗：首先取２０ｍＬ
２５％的硫酸镁（上海浦津林州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２３３８５）加入２０ｍＬ５％的葡萄糖注射液（江西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国药准字Ｈ３６０２０８２８）中静脉推注，１０ｍｉｎ推完，随后取
４０ｍＬ５％的硫酸镁加入５００ｍＬ５％的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
注，滴注速度为１～２ｇ／ｈ，硫酸镁每天用药量为２５ｇ。试验组在
对照组治疗基础上采用川芎嗪注射液治疗：取１２０ｍｇ川芎嗪注
射液（北京赛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４６５７５）加入
２５０ｍＬ５％的葡萄糖注射液中静脉滴注，１次／ｄ。两组均连续治
疗１周。
１３　观察指标

采集两组患者治疗前、治疗１周后清晨空腹状态下肘静脉
血５ｍＬ，以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和血浆，放置－２０℃
冰箱内保存。①血管内皮功能指标和脐动脉Ｓ／Ｄ值：采用酶联

免疫吸附试验法检测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１（ｓｏｌｕｂｌｅ
ｆｍｓｌｉｋｅｔｙｒｏｓｉｎｅｋｉｎａｓｅ１，ｓＦｌｔ１）、血管内皮生长因子（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ｏｔｈｅｌｉａｌｇｒｏｗｔｈｆａｃｔｏｒ，ＶＥＧＦ）水平；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测
脐动脉Ｓ／Ｄ值。②凝血功能指标：采用全自动血液凝血分析仪
检测凝血酶原时间（ｐｒｏｔｈｒｏｍｂｉｎｔｉｍｅ，ＰＴ）、凝血酶时间（ｔｈｒｏｍ
ｂｉｎｔｉｍｅ，ＴＴ）、Ｄ二聚体（Ｄｄｉｍｅｒ，ＤＤ）、血小板计数（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ｃｏｕｎｔ，ＰＬＴ）等水平。③视网膜病变：依据眼底镜检查及眼底荧
光血管造影评估：Ⅰ级，视网膜动脉变细，反光带增宽；Ⅱ级，视
网膜动脉呈银丝样或铜丝样改变，动静交叉压迹明显，表现为

动脉硬化；Ⅲ级，上述病变基础上伴有硬性渗出、眼底出血等。
④妊娠结局：记录两组新生儿体重、失血量、终止妊娠孕周，其中
失血量采用容积法和称重法综合评估；终止妊娠指征：孕周＞３４
周病情无好转，出现胎儿窘迫、羊水减少、胎盘功能下降等并发

症，母体血小板计数进行性减少、肝功能异常，伴有难以控制的

高血压。⑤并发症：记录两组治疗期间肾功能损害、胎盘早剥、
蛋白血症等并发症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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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ｔ检验，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
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对照组，年龄范围２４岁 ～３９岁，年龄（３１１５±３２８）岁；
孕周范围 ２６周 ～３３周，孕周（２９１２±２０１）周；体重指数
（ＢＭＩ）范围２１～２９ｋｇ／ｍ２，ＢＭＩ（２４７６±２４９）ｋｇ／ｍ２；收缩压
（１５９３５±１６３６）ｍｍＨｇ，舒张压（１１０２４±１２５６）ｍｍＨｇ，动
脉压（１２６８９±６１９）ｍｍＨｇ；初产妇２２例，经产妇２６例。试验
组，年龄范围２３岁～３８岁，年龄（３０６５±３４７）岁；孕周范围
２６周～３４周，孕周（３００４±２１１）周；ＢＭＩ范围２１～２８ｋｇ／ｍ２，
ＢＭＩ（２４５３±２２５）ｋｇ／ｍ２；收缩压（１５８７８±１７１１）ｍｍＨｇ，舒
张压（１０９６５±１２９８）ｍｍＨｇ，动脉压（１２６３６±６５８）ｍｍＨｇ；
初产妇２６例，经产妇２５例。两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对比性。
２２　两组患者血管内皮功能指标和脐动脉Ｓ／Ｄ值比较

治疗前，两组 ｓＦｌｔ１、ＶＥＧＦ、脐动脉 Ｓ／Ｄ值相比，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两组ｓＦｌｔ１、脐动脉Ｓ／Ｄ值低于治
疗前，ＶＥＧＦ高于治疗前，且试验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管内皮功能指标和脐动脉Ｓ／Ｄ值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ｓＦｌｔ１（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ＶＥＧＦ（ｎ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脐动脉Ｓ／Ｄ值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５１ ４０９５±５０４ ２４５１±４０３ａ ２９０１±３２６ ４０２３±３６７ａ ３１５±０４０ ２１４±０２６ａ

对照组 ４８ ４１０２±４９８ ３０３６±３７１ａ ２８６９±３２２ ３５１４±４６５ａ ３１１±０４６ ２５２±０３２ａ

ｔ值 ００７０ ７５０１ ０４９１ ６０６４ ０４６２ ６５０２

Ｐ值 ０９４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２５ ００００ ０６８７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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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两组患者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前，两组凝血功能指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 ＰＴ、ＴＴ、ＰＬＴ水平均高于治疗前，ＤＤ水

平低于治疗前，且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凝血功能指标对比（珋ｘ±ｓ）

组别 例数
ＰＴ（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Ｔ（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ＤＤ（ｍｇ／Ｌ）

治疗前 治疗后

ＰＬＴ（×１０９／Ｌ）
治疗前 治疗后

试验组 ５１ １１３９±１９７ １６８５±３０２ａ １７６５±１２４ ２１０４±１３６ａ ３０１±０８３ １９８±０５３ａ １７０８４±１６１１ １９０２５±１６３７ａ

对照组 ４８ １１２６±２０１ １２０６±２１４ １７２５±１３０ １８０２±１３３ ２９５±０８５ ２８０±０７１ １６９６５±１５３７ １７１３５±１６０４

ｔ值 ０３２５ ９０５５ １５６７ １１１６１ ０３５５ ６５３７ ０３７６ ５７９８

Ｐ值 ０７４６ ０００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００ ０７２３ ００００ ０７０８ ００００

　　注：标有“ａ”项表示，与本组治疗前相比，Ｐ＜００５

２４　两组患者视网膜病变比较
治疗前，两组视网膜病变分级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试验组视网膜病变分级优于对照组，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视网膜病变比较（珋ｘ±ｓ）

时间 组别 Ⅰ级 Ⅱ级 Ⅲ级

治疗前 试验组（ｎ＝５１） １０（１９６１） ２１（４１１８） ２０（３９２２）

对照组（ｎ＝４８） ８（１６６７） ２３（４７９２） １７（３５４２）

Ｚ值 ０１１７

Ｐ值 ０９０７

治疗后 试验组（ｎ＝５１） １９（３７２５） ２８（５４９０） ４（７８４）

对照组（ｎ＝４８） １２（２５００） ２４（５０００） １２（２５００）

Ｚ值 ２０８７

Ｐ值 ００３７

２５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试验组新生儿体重、终止妊娠孕周较对照组高，失血量较

对照组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试验组患者胎儿
窘迫、胎盘早剥、新生儿黄疸、新生儿入住 ＮＩＣＵ、新生儿窒息发
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４。

表４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新生儿体重

（ｋｇ）
失血量

（ｍＬ）
终止妊娠孕周

（周）

试验组 ５１ １９８±０１２ ２５０２５±３０７４ ３３６５±２０１

对照组 ４８ １８０±０１４ ２８６９５±３５４１ ３１２６±２１４

ｔ值 ６８８１ ５５１６ ５７３０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表４（续）

组别 例数 胎儿窘迫 胎儿生长受限 胎盘早剥 围生儿死亡 新生儿入住ＮＩＣＵ 新生儿黄疸 新生儿窒息

试验组 ５１ ２（３９２）　 ３（５８８）　 ２（３９２）　 ０ ８（１５６９） ５（９８０） １（１９６）　

对照组 ４８ ９（１８７５） ６（１２５０） ８（１６６７） ０ １２（２５００） １４（２９１７） ７（１４５８）

χ２值 ５５０５ ０６３２ ３１３１ — ６４３５ ５９７８ ３７４１

Ｐ值 ００１９ ０３０９ ００４７ １００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８

#

　讨论
子痫前期是妊娠期常见疾病，存在胎盘供血不足和靶器官

损伤等。患者若未接受规范治疗，随着妊娠进展，血压逐渐增

高，可造成不良妊娠结局，甚至危害母婴生命安全。该病的临床

发病机制较为复杂，临床将内皮细胞损伤导致的抗凝因子与促

凝因子平衡失调，引起血液高凝状态，造成凝血功能紊乱视为

病理中心环节，将全身小动脉痉挛视为病理基础，因此积极解

除全身小动脉痉挛、改善凝血功能具有重要意义［７８］。

既往临床多采用硫酸镁治疗，其主要通过减少体内神经肌

肉接头的神经递质释放，从而起到解痉作用，但无明显抗凝作

用，故单独治疗效果不佳［９］。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在祖国传统医学领域内属于 “子气 ”

“子晕”“子痫”“子肿”等范畴。其发病原因主要与孕妇脾肾功

能失调密切有关：孕妇因体内湿气重，脾虚，水泛为肿、脾虚偏

阳，自身阳气比例失重，患者出现肝阳暴涨、水湿内阻、胎气郁

闭，从而导致气血运行出现障碍而形成瘀血［１０］，因此该病的治

疗应以益气和活血为主。川芎嗪注射液属于一种中药制剂，主

要成分为川芎，具有行气止痛、活血化瘀之效，且现代药理研究

证实，川芎嗪注射液属于一种新型的钙通道阻滞药，可有效抑制

血小板活性，扩张小动脉，从而改善机体血液循环，且可降低平

滑肌兴奋性，减轻血管痉挛，改善机体微循环，保护胎盘及重要

脏器血供，进而改善妊娠结局［１１１２］。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

新生儿体重、终止妊娠孕周较对照组高，失血量较对照组低；试

验组患者胎儿窘迫、胎盘早剥、新生儿黄疸、新生儿入住 ＮＩＣＵ、
新生儿窒息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表明川

芎嗪注射液可改善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妊娠结局。这可能

是因为川芎嗪属钙通道阻滞药，可有效防止机体生理性钙透支，

造成血钙水平下降，降低平滑肌细胞兴奋性及收缩性，从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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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痉挛，使平均动脉压下降。川芎嗪还通过扩张患者血管、降

低血压，从而改善血液高凝状态，增加体内器官灌注流量，改善

胎盘功能，降低胎儿窘迫的发生率。

全身小动脉痉挛是子痫前期重要病理基础，可通过视网膜

病变直接反映，故动态监测视网膜病变可作为评估病情的重要

指标［１３］。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视网膜病变分级优于对照

组，提示川芎嗪注射液可改善小血管痉挛，逆转视网膜病变。胎

儿宫内检测是临床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期待治疗重要的

环节，可通过检测脐动脉Ｓ／Ｄ值来评估血管阻力，Ｓ／Ｄ值越高，
表明胎儿缺氧越严重，需及时终止妊娠［１４］；血管内皮损伤是诱

发疾病的关键因素，而 ＶＥＧＦ、ｓＦｌｔ１的异常表达在血管内皮功
能损伤中起到重要作用［１５］。本研究结果显示，试验组凝血功能

指标、脐动脉Ｓ／Ｄ值优于对照组，可见川芎嗪注射液对血管内
皮功能起到保护作用，改善微循环。ＤＤ是机体纤溶亢进和高
凝状态重要标志物，其水平可准确反映机体内凝血功能状态变

化情况；ＰＴ是指血浆凝固需要的时间，时间短表明血液存在血
栓倾向和高凝状态；ＴＴ可反映血浆中纤维蛋白原结构是否正
常，ＴＴ水平越高，提示血浆中纤维蛋白降解产物增多，出现高凝
状态；ＰＬＴ可保护毛细血管的完整性，其水平在正常止血过程中
起到重要作用［１６］。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试验组凝血功能

指标均优于对照组。由此可见，川芎嗪注射液可改善早发型重

度子痫前期患者高凝状态，预防血栓形成。这可能是因为子痫

前期患者的主要病理为纤维蛋白原增多，血脂代谢障碍，导致

机体呈现高凝状态，而药理研究证实川芎嗪可以通过抑制机体

内血栓素 Ａ２和前列环素的形成，减轻血小板聚集，从而降低血
液黏稠度。

综上所述，早发型重度子痫前期患者采用川芎嗪注射液治

疗可改善凝血功能指标，提升血管内皮功能，改善妊娠结局，且

用药安全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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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朴穴位敷贴对剖宫产后胃肠功能恢复的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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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厚朴穴位敷贴对剖宫产术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的效果及安全性，为临床用药提供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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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舟山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２４０例剖宫产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１２０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处理措施，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厚朴穴位敷贴足三
里，比较两组的首次排气和排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的发生情况及不良反应，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观察组术后首次排气、排便时间及肠鸣音恢复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腹胀程度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两组均未出现较严重的不良反应。结论　厚朴
穴位敷贴足三里对剖宫产术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具有良好作用，不良反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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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某些原因无法进行阴道分娩时，实施剖宫产是挽救母
婴生命的有效手段［１］，但不可否认的是剖宫产手术对母体的身

心会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剖宫产手术主要涉及腹腔，手术过程

中对肠管的激惹和麻醉药物的作用可能会对术后肠道功能的

恢复产生负面影响，引起产妇术后肠胀气甚至肠梗阻等并发

症［２］，术后尽快恢复胃肠功能，不仅有利于产妇提高食欲、改善

自身营养状况及增强抵抗力，同时对缓解产妇不良情绪、促进

哺乳、促进切口愈合、减少脏器粘连和降低住院费用等具有重

要意义［３］。但目前有关穴位敷贴促进剖宫产后胃肠功能恢复

的报道相当有限，为此，本调查观察中药厚朴穴位敷贴对剖宫

产术后患者胃肠功能恢复的影响，评价其有效性及安全性，为

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舟山市妇幼保健院收治的
２４０例剖宫产术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１２０例。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５岁；②连续
硬膜外麻醉＜２小时，术后使用静脉镇痛泵者；③孕足月行剖宫
产术，且产程顺利；④充分了解本调查的目的、意义及后果，愿意
接受本调查并具有良好依从性的患者。排除标准：①合并有严
重的心、脑、肝、肾、血液系统疾病、妊高症及糖尿病等患者；②急
诊手术行剖宫产及既往有腹腔手术史者；③过敏体质及穴位贴

敷部位有皮肤损伤者。该调查方案获本院伦理委员批准后实

施，所有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２　治疗方法
对照组术后予以常规处理，给予必要的抗感染措施，促进宫

缩，禁止食用可能抑制胃肠动力的食物、饮料等，食物以清淡、营

养、可口为原则，给予健康教育，指导家属给予鼓励和关心，保持

心情愉快，鼓励产妇术后适时翻身及轻微活动，以利于肠蠕动。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治疗基础上实施厚朴粉贴敷双侧足三里，药

物制备方法：１５０ｇ厚朴粉、２０ｇ蜂蜜及适量温水混合调成糊膏
状，制成直径约２ｃｍ，厚度约０５ｃｍ的药饼后冰箱冷藏室４℃
保存，２４ｈ内使用，于术后０５ｈ进行双侧足三里穴位敷贴，每８
ｈ更换一次，直至肛门排气为止。
１３　观察指标

①手术后调查对象首次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②肠鸣音恢
复时间；③腹胀程度，根据文献［４］进行评分，得分范围０分 ～１０
分，得分越高，腹胀程度越严重；④不良反应，指调查对象因治疗
所用药物引起的过敏反应、胃肠道反应、出血反应和其他引起患

者身体不适的反应等。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２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对调查对象的一般

临床信息、首次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胀程

度评分等计量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以 珋ｘ±ｓ形式表示，两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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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数比较采用 ｔ检验，取双侧检验，检验水准 α＝００５，以 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年龄、孕周、体质指数等一般资料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具体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两组患者首次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腹
胀程度评分比较

　　结果显示，对照组患者的首次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肠鸣
音恢复时间均长于观察组患者，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对照组患者的腹胀程度评分高于观察组患者，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两组患者的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项目 观察组（ｎ＝１２０） 对照组（ｎ＝１２０） ｔ值 Ｐ值

年龄（岁） ２８３５±４８２ ２７９０±４２３ －０７６９ ０４４３

孕周（月） ３８６３±１０９ ３８７０±１１８ ０４７７ ０６３４

体质指数（ｋｇ／ｍ２） ２５５３±４１６ ２５９２±４７１ ０６８０ ０４９７

手术时间（ｍｉｎ） ４３５０±１２２７ ４１３８±１１２２ －１３９７ ０１６４

麻醉时间术中和术后使用镇痛泵（ｍｉｎ） ５４５１±１３６９ ５６３９±１６４１ ０９６４ ０３３６

表２　两组患者首次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肠鸣音恢复时间、
腹胀程度评分比较（珋ｘ±ｓ）

组别
观察组

（ｎ＝１２０）
对照组

（ｎ＝１２０）
ｔ值 Ｐ值

首次肛门排气（ｈ） ２８９５±６８３ ３１５８±７４９ ２８４２ ０００５

首次排便（ｈ） ４９５５±１４８０５６１８±１５７２ ３３６４ ０００１

肠鸣音恢复时间（ｈ） １５５２±４９８ １９２５±５４０ ５５６２＜０００１

腹胀程度评分（分） ４５８±１２１ ５０７±１３５ ２９６１ ０００３

２３　两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
整个治疗期间，观察组患者有２例感觉足三里皮肤处轻微

瘙痒，用生理盐水清洁，约１２ｈ后缓解，无需进一步处理，整个
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未出现其他不适及过敏反应等。

#

　讨论
剖宫产手术后胃肠动力下降是产妇常见并发症，从现代医

学角度理解主要与手术过程对肠道刺激、炎性物质渗出和麻醉

等因素有关，使胃肠有一段暂时性麻痹状态，功能也受到抑

制［５］，使产妇出现腹胀、恶心、呕吐等不良症状，严重时可能发

生肠梗阻，影响术后整体康复。从中医角度而言，剖宫产手术操

作主要位于腹腔，大肠主津，术前由于需要进行必要的肠道准

备，要求禁食，泻下清肠，在此过程中耗伤肠道津液，使产妇肠道

津亏，故下焦肠腑失于润养，蠕动乏力［６］；剖宫产手术过程中损

耗人体元气，气虚血停引起血脉瘀阻，再则金刃所伤，血溢脉外，

或留滞经络，直接引起气滞血瘀；又因术后气血疲滞，导致腑气

不通，气血淤滞于下焦阻滞气机，气机郁结，脾胃升降功能失

调［７］，故产妇会出现术后腹胀，排气、排便时间延长等症状，治

疗原则应以行气消胀、宽中除满为宜［８］。

本调查的结果表明，对照组的首次肛门排气及排便时间、

肠鸣音恢复时间均长于观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腹胀程度评分高于观察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整个治疗过程中，两组患者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说明
厚朴足三里敷贴对剖宫产术后患者肠功能恢复具有良好的效

果，安全性较高。厚朴长于行气消积、燥湿除满和调畅胃肠气机

之功效，被作为多种方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发挥重要作用，杜

奕奇的研究指出厚朴排气合剂对于以腹部胀满为主要症状的

功能性消化不良有一定疗效，取得了良好的临床治疗效果［９］。

药理学分析表明，厚朴的主要有效成分为厚朴酚等，该物质具有

较强的生物活性［１０］，是许多治疗消化功能不良的中成药的重要

组成成分［１１］，对多种原因所致胃肠运动障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

果［１２］。杨丽娜等报道以厚朴为原料的厚朴排气合剂可改善腹部

外科手术患者的肠道功能［１３］，但临床实践发现术后部分患者对

于口服厚朴排气合剂接受性较差，可引起患者服药后的恶心和呕

吐等不良反应，影响了药效的发挥。本调查采用厚朴三里穴位敷

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多年的临床实践表明，足三里是一个能防

治多种疾病的重要穴位［１４］，刺激按摩足三里能起到调理机体脾

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等作用，穴位贴敷疗法是祖国医学长期实

践的结晶，认为腧穴作为脏腑经络气血汇聚之处，在疾病治疗中

具有重要作用，穴位贴敷法治疗疾病避免了药物经过机体消化道

时对药物有效成分的分解破坏，使药物有效成分充分保留，在治

疗的过程中既包括穴位刺激作用，同时又通过皮肤组织对药物进

行吸收，发挥独特的双重治疗作用，被认为是一种较安全、简便易

行的中医治疗方法，尤其对年老体衰、药入即吐者适宜［１５］。

综上所述，厚朴足三里敷贴对剖宫产术后患者肠功能恢复具

有良好的效果，且未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安全性较高。但由于本

研究为单中心调查，样本量有限，因此未来的研究还需要扩大样本

含量，增加评价指标，进一步验证其临床疗效并探索其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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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缺血性脑卒中为主要症状的 ＨＩＶ阴性神经梅毒
患者的临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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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研究以缺血性脑卒中为主要症状的ＨＩＶ阴性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特点，提高对该病的认
识，减少临床误诊。方法　回顾性分析９８例神经梅毒患者。对照组包括１６名非神经梅毒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分
析缺血性脑卒中作为不同类型神经梅毒的主要症状，神经梅毒缺血性脑卒中误诊率的比例，以及与相关危险因素

的关系。结果　９８例神经梅毒患者中，１２例发生缺血性脑卒中为主要症状，其中１例为脑膜炎型神经梅毒，１１例
为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神经梅毒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中只有２名有卒中史，其它１０例均在随访治疗期间被诊断
为神经梅毒，误诊率高达８３３３％。此外，除高血压外，两组间心血管危险因素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结论　在临
床实践中，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任何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都应进行神经梅毒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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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梅毒是神经系统（ＮＳ）的梅毒性感染，已经被广泛研究
了一个多世纪。它是由梅毒螺旋体向脑脊液和脑膜中传播引

起的。由于其症状形式多种多样，该疾病通常被称为“伟大的

模仿者”或“伟大的冒名顶替者”［１］。抗生素的广泛使用导致神

经梅毒发病率急剧下降。但一些学者认为，抗生素广泛用于与

梅毒无关的各种感染，将导致未确诊的潜在梅毒患者的不完全

或部分治疗，这可能会导致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发生变化，使

一些症状表现非典型［２］。

此外，神经梅毒和其它神经系统疾病的临床表现相似，并

且在ＣＴ和ＭＲＩ结果上没有显示出差异。梅毒螺旋体对中枢神
经系统的侵袭可发生在梅毒感染的任何阶段。神经梅毒很容

易用适当的抗生素治疗，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尤为重要［３］。

然而，因为大多数患者无症状或存在非特异性症状，临床诊断

通常很困难［４］。因此，神经梅毒的误诊率非常高，这影响了患

者接受最合适的治疗，进一步导致更严重的神经损伤。本研究

回顾性分析了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
一医院神经内科９８例神经梅毒病例，分析了神经梅毒患者缺血
性脑卒中的临床误诊率，以及与相关危险因素的关系。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０８年６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在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
院神经内科住院患者９８名（男性６９例、女性２９例）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年龄范围２４岁～７２岁，年龄（４７７１±８２５）岁。纳入标准：①
血液梅毒血清学试验（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环状卡片试验、梅毒螺旋

体颗粒凝集试验）阳性 ；②有神经系统病变的临床表现，并排除其
他原因，脑脊液蛋白和（或）白细胞增高，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环状卡

片试验、梅毒螺旋体颗粒凝集试验阳性；③脑脊液血清快速血浆反
应环状卡片试验阴性。排除标准：①无糖尿病家族史、无合并其他
非性病性皮肤病及系统性疾病；②妊娠或哺乳期女性；③依从性差，
患有精神疾患。同时，随机选择１６例由高血压性动脉硬化性脑血
管病（男性１１例，女性５例），年龄范围３０岁～７０岁，年龄（４８６１±
１１０４）岁，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作为对照组。在本研究中，１１４例病例
使用ＨＩＶ（１＋２）抗原／抗体（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ＥＬＩＳＡ筛选检测，排除了ＨＩＶ感染的可能性。本研究经河北北
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诊断标准　血清学表现：ＰＲＰ阳性、ＴＰＰＡ阳性；脑脊液
改变：ＣＳＦ蛋白及细胞数增高，ＣＳＦＶＤＲＬ阳性、ＣＳＦＦＴＡＡＢＳ
阳性［５］。缺血性脑卒中的诊断标准符合国际疾病分类１０（ＩＣＤ
１０）的指导原则。
１２２　血清学检查　根据试剂盒说明，对每个样品使用 ＲＰＲ
和ＴＰＰＡ梅毒血清学测试。用于 ＲＰＲ试验的所有血清样品在
０９％生理盐水中以１：１至１：３２的比例稀释，以避免产生前带
效应和假阴性结果。立即用肉眼观察读数，然后与阴性和阳性

对照进行比较。将ＲＰＲ反应性血清样品以两倍系列稀释液定
量，直至测定结束。低滴度的血清阳性结果由合格的技术人员

随机双盲检查控制质量。来自国家临床实验室的具有低、中和

高滴度的三种标准血清样品用作 ＲＰＲ和 ＴＰＰＡ反应的对照。

ＴＰＰＡ反应中血清样品的初始稀释度为１∶８０。对不确定结果的
血清样本进行了一式两份测试，新结果被认为是真实结果。

１２３　生化检查　空腹采外周静脉血约２ｍＬ，在９０分钟内离
心并在４小时内使用 Ｐ８００分析仪测定葡萄糖、同型半胱氨酸
（ＨＣＹ）和血脂含量。给患者行腰椎穿刺，收集 ２ｍＬ脑脊液
（ＣＳＦ），并在１小时内分析以使用 Ｐ８００分析仪和自动血细胞
ＸＥ５０００分析仪进行分析。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
（ｎ，％）以频数和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计量资料
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类型神经梅毒患者分类

本研究纳入了 ９８名神经梅毒的住院患者，包括 ２８例
（２８５７％）无症状型神经梅毒病例；１６例（１６３３％）脑膜炎型神
经梅毒；１９例（１９３９％）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３５例（３５７１％）
脑实质型神经梅毒。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２２　不同类型神经梅毒中以缺血性脑卒中为主要症状患者的
误诊率

　　在９８例神经梅毒患者中，１２例以缺血性脑卒中为主要症状，１
例为脑膜炎型神经梅毒病例和１１例为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病例。
统计分析表明，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患者中缺血性脑卒中的主要症

状患者比例明显高于脑膜炎型神经梅毒患者（χ２＝１４５４，Ｐ＜
００５）。在这１２例神经梅毒患者中，２例神经梅毒患者有缺血性脑
卒中和复发病史，其余１０例在治疗初期未被发现，均是在后续治疗
中被诊断，误诊率高达８３３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９８例神经梅毒病例的典型分类［ｎ（％）］

临床分型 例数 男 女
年龄均数

（岁）

年龄中位数

（岁）

无症状型　 ２８（２８５７） ２１ ７ ４６２ ５０

脑膜炎型　 １６（１６３３） １１ ５ ４８５ ４８

脑膜血管型 １９（１９３９） １３ ６ ４６９ ５２

脑实质型　 ３５（３５７１） ２４ １１ ４９０ ４６

总数 ９８ ６９ ２９ ４７７１ ５１

表２　神经梅毒患者中以缺血性卒中为主要症状的误诊率［ｎ（％）］

临床分型 患者人数 有缺血性卒中病史者人数 误诊例数

脑膜炎型　 １ ０ 　１（１００００）

脑膜血管型 １１ ２ ９（８１８２）

总数 １２ ２ １０（８３３３）

２３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分析
缺血性脑卒中患者通常有高血压、糖尿病或动脉粥样硬化

病史，并且该疾病与血脂和肥胖升高有关。本研究将１２例有神
经梅毒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列为第１组，１６名无神经梅毒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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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性脑卒中患者列为第２组，比较两组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因
素，如高血压、糖尿病、血脂、ＨＣＹ和体重指数（ＢＭＩ）。两组间
性别、年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第 １组和第 ２组分别有 ６例
（５０００％）和１０例（６２５０％）高血压患者，第２组高血压发生

率明显高于第１组（Ｐ＜００５）。此外，第１组和第２组分别有３
名（２５００％）和３名（１８７５％）患有糖尿病患者，这两组之间没
有显着差异（Ｐ＞００５）。此外，分析血脂、ＨＣＹ和 ＢＭＩ显示两
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有或没有神经梅毒的脑卒中患者的血脂、ＨＣＹ和ＢＭＩ比较 ［ｎ（％）／珋ｘ±ｓ］

分组 患者总数 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异常 同型半胱氨酸异常 ＢＭＩ
第１组 １２ ６（５０００） ３（２５００） ７（５８３３） ５（４６６７） ２４１２±１２４
第２组 １６ １０（６２５０） ３（１８７５） ８（５０００） ７（４３７５） ２４５０±２０９
ｔ／χ２值 １２９５０ ０８４９ ０４１５ ０４０７ ０７５４
Ｐ值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７ ０６１４ ０３２８ ０１５０

#

　讨论
神经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侵入大脑、动脉和周围动脉引起

的。其主要的病理变化是广泛的脑膜和血管周围空间扩张，过

度淋巴细胞增生、内膜纤维化，导致血管狭窄，进一步导致血管

闭塞和继发性缺血性脑卒中［６］。

临床上通常将神经梅毒分为以下几类：即无症状型神经梅

毒、脑膜炎型神经梅毒、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等［７］。这种分类

是连续的，并且类别经常重叠［８］。在这些类型中，脑膜炎型神

经梅毒和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通常与由苍白螺旋体（Ｔ．ｐａｌｌｉ
ｄｕｍ）引起的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相关，其侵入脑膜、动脉和周
围动脉。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主要影响动脉，产生血管腔的狭

窄和局灶性扩张，与血管造影中看到的节段性“珠状”相关。血

管闭塞容易导致缺血甚至梗塞［９１１］。

在９８名神经梅毒患者中，１６名患有脑膜炎型神经梅毒，１
名患者发生缺血性脑卒中；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１９例，缺血性
脑卒中１１例。结果显示缺血性脑卒中的神经梅毒主要发生在
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中，占９１６７％，而脑膜炎型神经梅毒仅发
生在８３３％。根据临床误诊率分析，只有２名神经梅毒患者有
脑卒中病史。其他１０例均在随访治疗期间仅被诊断为神经梅
毒，误诊率高达８３３３％。

高血压性动脉硬化性脑内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与高血压、糖

尿病、高脂血症、肥胖和其他因素有关［１２］。本研究中，比较了有和

没有神经梅毒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高血压、糖尿病、血脂、ＨＣＹ
和ＢＭＩ［１３１５］。结果显示，ＢＭＩ在两组之间没有显着差异。这两组患
者的高血压和糖尿病发生率较高，血脂、ＨＣＹ和ＢＭＩ也较高。除高
血压外，两组间缺血性脑卒中患者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无明显差

异。然而，高血压是大多数缺血性脑卒中患者的一个重要症状。因

此，两个患者组之间的高血压差异不太可能具有临床意义。之前的

一项研究表明，神经炎症性缺血性脑卒中会影响年轻人。然而，我

们的数据显示两组之间的年龄没有显着差异，其中老年人出现神经

梅毒，他们是高血压性动脉硬化性脑血管病的高危人群。

８３３３％误诊率对神经梅毒的治疗有显着影响。本研究数
据显示，除高血压外，心血管危险因素之间没有显着差异，这与

临床表现相似。一旦脑卒中患者被诊断患有梅毒，应咨询包括

皮肤性病科专家、神经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在内的多学科团

队［１６］，提供有关诊断的咨询结果，特别是如果发现伴随艾滋病

毒感染者［１７］。在临床实践中，特别是在急诊病例中，缺血性脑

卒中患者应进行血清筛查梅毒。当血清学筛查结果证明为阳

性时，所有患者都应进行脑脊液检查。在脑卒中患者诊疗过程

中应将神经梅毒作为考虑范畴，扩大诊断范围，提高诊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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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共振对 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患者的诊断价值
及其成像特点分析
陈阳君　陈祖华△

杭州市西溪医院放射科，杭州 ３１０００５

【摘要】　目的　探究磁共振对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ａｃｑｕｉｒｅｄ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ＡＩＤＳ）合并神经
梅毒患者的诊断价值及其成像特点。方法　选取杭州市西溪医院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诊治的１２８例ＡＩＤＳ
疑似合并神经梅毒患者，所有患者均进行磁共振成像检测，分析磁共振对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的诊断价值及其成
像特点。结果　本研究中，１２８例患者经实验室病理学检测确诊，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７６例，影像学诊断结果显示，
阳性６９例，阴性７例；单纯ＡＩＤＳ患者５２例，影像学诊断结果显示，阳性４例，阴性４８例，即，真阳性６９例、假阳性４
例、真阴性４８例、假阴性７例。检测灵敏度９０７９％，特异度９２３１％，约登指数８３１０％；本研究合计７６例ＡＩＤＳ合
并神经梅毒患者，共检出４种表现型，分别为脑膜血管型、脑实质型、树胶肿型及脊髓型。结论　磁共振对ＡＩＤＳ合
并神经梅毒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有助于本病的早期发现、诊断及临床分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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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ＡＩＤＳ；Ｎｅｕｒｏ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ＩＤＳ是一种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ｖｉｒｕｓ，ＨＩＶ）感染引起的疾病，近年来，由于性观念的开放及性生
活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等原因，我国ＡＩＤＳ发病率显著升高，且呈
现持续上升趋势［１，２］。神经梅毒则是脑实质或脑膜受梅毒螺旋

体感染后引起的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由于两者具有相似

传播方式，所以多数ＡＩＤＳ患者均伴有神经梅毒［３］。对于 ＡＩＤＳ
合并神经梅毒患者，及时的对症治疗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之

ＨＩＶ具有神经亲和性，其可对患者脑神经等组织造成损害，导致
一系列神经病变，其临床表现与神经梅毒引起的脑萎缩、脑炎

等症状具有较强相似性，其合并症的诊断难度较大［４］。磁共振

是临床常用的脑部病变影像学诊断方式，具有无创、快捷的优

点，但目前其对于 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诊断价值的临床报道鲜
见，研究其对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的诊断特异度及灵敏度，对于
应用该方法使此类疾病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患者预后改善具有

重要意义。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杭州市西溪医院诊治的
１２８例ＡＩＤＳ疑似合并神经梅毒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临床诊断符合《艾滋病诊疗指南第三版（２０１５版）》中ＡＩＤＳ诊
断标准；②合并神经系统症状者；③于杭州市西溪医院全程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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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资料完备者。排除标准：①合并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者；②合
并器官移植者；③合并既往神经系统疾病者；④合并病毒性脑炎
等非ＡＩＤＳ及神经梅毒引起的脑部疾病者。本研究已获患者及
家属签署知情同意，经杭州市西溪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所有患者入组后均进行磁共振及实验室病理学检测，检测

仪器采用飞利浦３０Ｔ磁共振扫描仪，其中，颅脑平扫６１例，扩
散加权成像３７例，磁共振增强扫描３０例。磁共振检测出片后，
由３位主治以上影像学医生联合诊断，得出共识后给出诊断结
果。以患者实验室病理学诊断结果作为金标准，观察磁共振诊

断灵敏度、特异度及约登指数。

１３　观察指标
①磁共振诊断灵敏度、也特异度及约登指数。②ＡＩＤＳ合并

神经梅毒磁共振检测成像特点。

１４　判断标准
假阴性、假阳性判定：若患者磁共振诊断结果显示阴性，经

病理学检测确诊为合并神经梅毒，判定为假阴性，否则为真阴

性；若磁共振诊断结果呈阳性，病理学检测确诊未合并神经梅

毒，判定为假阳性，否则为真阳性。

灵敏度 ＝真阳性例数／（真阳性例数 ＋假阴性例数）×
１００％，反映诊断患者的能力；特异度 ＝真阴性例数／（真阴性例
数＋假阳性例数）×１００％，反映判断实际无病的者的能力。约
登指数＝灵敏度＋特异度－１００％。
"

　结果
２１　１２８例患者一般资料

男７１例，女５７例，年龄范围２４岁 ～５９岁，年龄（４６３４±

４１７）岁，婚姻状况已婚６９例，未婚５９例，同性性行为史１４例，
双性性行为史８例，病程范围５个月～６年，病程（１６８±０７５）
年。

２２　１２８例患者磁共振诊断灵敏度、特异度及约登指数
本研究中，经实验室病理学检测确诊，１２８例患者，ＡＩＤＳ合

并神经梅毒７６例，影像学诊断结果显示，阳性６９例，阴性７例；
单纯ＡＩＤＳ患者５２例，影像学诊断结果显示，阳性４例，阴性４８
例，即真阳性６９例，假阳性４例，真阴性４８例，假阴性７例。检
测灵敏度９０７９％，特异度９２３１％，约登指数８３１０％。
２３　１２８例患者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磁共振检测成像特点

本研究合计７６例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患者，共检出４中表
现型，分别为脑膜血管型、脑实质型、树胶肿型及脊髓型，检测结

果见图１～图４。
#

　讨论
梅毒作为一种慢性传染性疾病，在病情发展各阶段均可能

引起神经病变，进展为神经梅毒，而不同病情出现的神经病变

均有差异，因此，神经梅毒表现呈现多样化、复杂化，临床诊断往

往依赖实验室检测，但其耗时较长，不利于患者及时治疗［６］。

有研究报道指出［７９］：在神经梅毒发生发展过程中，梅毒螺旋体

的增殖及血脑屏障穿透性起重要作用，病原体穿透血脑屏障，

黏附于血管外壁，并不断增殖，分解黏多糖、合成荚膜，而黏多糖

的分解直接损伤患者血管壁，引起血管闭塞、塌陷，引起患者脑

部病变。对于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患者而言，笔者分析，ＡＩＤＳ患
者免疫系统受损，加之 ＨＩＶ病毒直接引起患者脑膜病变，梅毒
螺旋体对血脑屏障穿透性增强，加快其病情发展。因此，对

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患者的及时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图１　脑膜血管型神经梅毒

图２　脑实质型神经梅毒 图３　树胶肿型神经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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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脊髓型神经梅毒

脑萎缩是神经梅毒最为常见且不具有特异性的表现，几乎所

有神经梅毒患者均伴有不同程度脑萎缩［１０１２］。本研究发现，

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患者其磁共振成像共检出４种表现型，分别
为脑膜血管型、脑实质型、树胶肿型及脊髓型。其中，脑膜血管型

最为常见，达４６例，占比６０５３％，磁共振影像显示患者多发斑片
状小梗死病灶，增强后发现，患者基底动脉及脑前中动脉分支减

少且狭窄，小动脉内皮细胞和纤维细胞增生明显。笔者分析，可

能原因是梅毒螺旋体引起患者血管塌陷、闭塞，进而导致脑梗死

及脑膜炎的发生。脑实质型神经梅毒则表现为脑室扩大，脑额

叶、颞叶萎缩明显，病灶密度较低并合并水肿症状，随着病情发

展，逐渐出现侧脑室扩张，脑沟和脑池加深、加宽。此外，树胶肿

型神经梅毒则会出现在病情各个阶段，被认为是神经梅毒特异性

改变，且其在每个脑组织部位均有发现，常呈现为直径为１～３ｃｍ
的圆形或结节状病灶，多发于大脑凸面，病灶中心呈现干酪样坏

死，增强扫描病灶呈结节状或环形强化，与“脑膜尾”征较为相

似。而其最大病变层面边缘与周围脑膜相交角较大，周围为水肿

带，且具有占位效应。同时，本研究还发现４例脊髓型神经梅毒，
其影像结果与检测结果特异性较低，与脊髓损伤的症状相似，此

类患者需结合其相关检查及病史进行诊断。但本研究也发现，磁

共振对于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患者检测灵敏度９０７９％，特异度

９２３１％，约登指数８３１０％，均较高，具有一定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磁共振对 ＡＩＤＳ合并神经梅毒具有一定诊断价

值，有助于本病的早期发现、诊断及临床分型，但本研究选取样

本较少，可能对本研究可信度造成一定影响，此结论有待多中

心、大样本研究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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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放射学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５）：６７４６７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３１９）

【基金项目】武汉市ＨＩＶ感染者／ＡＩＤＳ患者随访管理及关怀救助项目（２０１５４２０１０１ＰＹＤ０２４Ｂ１）
△【通讯作者】曾艳，Ｅｍａｉｌ：４４３７１９８２４＠ｑｑ．ｃｏｍ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２１９９３．２０２０．０２．０３６ ·皮肤性病学·

武汉市非 ＨＩＶ职业暴露人群特征及预防治疗
现状的分析
洪可１　曾艳１△　阮连国１　胡艺２

１武汉市金银潭医院感染四科，武汉 ４３００６１
２武汉市第八医院皮肤性病科，武汉 ４３００１４

【摘要】　目的　研究在艾滋病咨询门诊作非职业性艾滋病病毒（ＨＩＶ）暴露后预防治疗（ｎＰＥＰ）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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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及防治随访的状况，为完善ＨＩＶ暴露后咨询及ｎＰＥＰ的处置工作提供依据。方法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１
日～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咨询非职业ＨＩＶ暴露预防的人群的有关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探讨该人群的行为干预和ｎＰＥＰ的随访管理问题。结果　共收集了１９３例咨询者的资料，基线检查发现３
例（１６％）ＨＩＶ试纸检测阳性；经暴露风险评估建议作ｎＰＥＰ的有１７０例（占８８１％）。在这１７０例中，男性
１６０例（占９４１％），女性１０例（占５９％），未婚和离异１２６例（占７４１％），年龄小于３９岁中青年１５０例（占
８８２％），由性行为暴露的 １６３例（占 ９５９％）；不能确定暴露源为 ＨＩＶ感染者的暴露者的有 １５０例（占
８８２％），暴露源为性工作者的 ８３例（占 ５５３％），男同性恋的 ４３例（占 ２８７％），静脉吸毒者的 １例
（０７％），普通人群２３例（１５３％）。在１７０例建议作ｎＰＥＰ的对象中有１６５（占８５５％）接受了治疗，治疗开
始时间距发生暴露时间为３２８土１８４小时，ｎＰＥＰ以三药联合为主，其中采用替诺福韦酯恩曲他滨（ＦＴＣ／
ＴＤＦ）＋拉替拉韦钾片（ＲＡＬ）的有９８例（占５９３％）。采取了 ｎＰＥＰ的１６５例对象中，在治疗后第４周 、１２
周和２４周复诊者的比例分别为８７９％（１４５例）、５６４％（９３例）和２０６％（３５例），所有在第４周、第１２周、
第２４周前来随访的对象复检ＨＩＶ抗体初筛试验，未发现阳性者。结论　武汉市非职业 ＨＩＶ暴露咨询者以
中青年男性为主，未婚或离异者居多，暴露源以性工作者和男同性恋为主，但暴露源 ＨＩＶ感染情况不详，暴
露者愿意接受ｎＰＥＰ，但随访的依从性较差，如何通过干预减少高危性行为和提高随访依从性，是当前亟待解
决的问题。

【关键词】　艾滋病病毒；非ＨＩＶ职业暴露；预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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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ｉｍｍｕｎｏ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ｖｉｒｕｓ（ＨＩＶ）；Ｎｏ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ＩＶ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

　　ＨＩＶ暴露是指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的血液、
体液污染了破损的皮肤或非胃肠道粘膜，或被含有艾滋病病毒

的血液、体液污染了的针头及其它锐器刺破皮肤，而具有被艾

滋病病毒感染的可能性情况。ＨＩＶ职业暴露是指实验室、医护、
预防保健人员以及治安、防爆、监管等工作人员，在从事艾滋病

防治工作及相关工作的过程中意外发生的ＨＩＶ暴露［１］，非职业

暴露是相对职业暴露而言。截止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中国现存
活的ＨＩＶ感染者约有７５８６１０例［２］，总体疫情仍然十分严峻，绝

大数感染者都是经非ＨＩＶ职业暴露而感染，而非职业ＨＩＶ暴露
预防治疗（ｎｏ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ｏｓｔ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ｎＰＥＰ）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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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ＨＩＶ感染风险，已经被２０１６年世界卫生组织强烈推荐［３］，近

年来随着ＨＩＶ相关知识的普及，人们开始意识到，发生了可疑
ＨＩＶ暴露，是可预防的。本研究参照 ＨＩＶ职业暴露处理原
则［４］，针对可疑暴露者提供咨询，对于存在 ＨＩＶ感染风险者提
供预防治疗，现将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８年 ９月３０日在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咨询者资料报告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２０１８年９月３０日期间武汉市金银
潭医院咨询非职业ＨＩＶ暴露的咨询者。纳入标准及定义以下３
项条件全部符合者建议 ｎＰＥＰ：①存在高危性行为或伤口、粘膜
接触ＨＩＶ感染者血液、精液者；②暴露时间在７２小时以内（包
含７２小时）；③ＨＩＶ抗体口腔粘膜渗出液检测试剂盒（北京玛
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检测阴性。高危性行为（存在

以下行为之一者，认为是高危性行为）：①发生了无保护性阴道
性交或者肛交，对方为ＨＩＶ感染者或者高危人群（男同性恋、静

脉药瘾者、性工作者或者性乱者）；②接受型口交，并有口腔粘
膜接触对方精液，对方为确定感染ＨＩＶ或高危人群（男同性恋、
静脉药瘾者、性工作者或性乱者）。排除标准：①有精神疾病者；
②无自主行为能力者。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预防治疗方法　为咨询者提供门诊咨询，依据 ｎＰＥＰ的
条件，筛选出存在ＨＩＶ暴露风险的暴露者，填写非 ＨＩＶ职业暴
露个案登记表，再用 ＨＩＶ抗体口腔粘膜渗出液检测试剂盒检
测，阴性者，分析其暴露风险，对于暴露源为 ＨＩＶ阳性的，强烈
建议ｎＰＥＰ；对于暴露源ＨＩＶ感染情况不详者，分析暴露源人群
特征，依据武汉该人群感染率，以患者意愿为主，充分知情同意

的情况下开展预防治疗，在预防治疗前所有暴露者都应完善基

线检查（ＨＩＶ抗体、丙肝抗体、乙肝５项、梅毒抗体、血常规、肝肾
功能）。随访我们采取了面诊、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具体流

程详见图１。

图１　艾滋病咨询门诊处置工作流程

１２２　随访管理　符合ｎＰＥＰ标准的患者，都建议监测ＨＩＶ抗
体，在当天、４周、１２周、２４周检测ＨＩＶ抗体、梅毒抗体、丙肝抗体。
同意ｎＰＥＰ者，在首次检测时需参照艾滋病治疗手册意见行基线检
查，在完成预防治疗后，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ＨＩＶ抗体等。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
方案等有关数据依其类型分别采用平均数或相对数作统计描述。

"

　结果
２１　基本情况

关于ＨＩＶ非职业暴露相关咨询的有１９３例，采用ＨＩＶ抗体
试纸检测发现３例（１５％）阳性，追踪此３位咨询者，最后都经
过ＣＤＣ确诊为 ＨＩＶ感染者，另符合 ｎＰＥＰ条件的 １７０例（占
８８１％）；性别以男性为主，单身者（未婚和离异）１２６例
（７４１％），年龄范围１８岁～６６岁，年龄（２８９９±８６９）岁，２５％
分位数是２２岁，７５％分位数是３３岁。将１７０例符合ｎＰＥＰ纳入
标准者按照年龄分组，小于 ３０岁为青年组，共 １０６例（占
６２４％），３０岁～３９岁为中青年组，共４４例（占２５９％），４０岁

～４９岁为中年组，共１６例（占９４％），大于５０岁为中老年组，
共４例（占２３％）。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７０例符合ｎＰＥＰ者的人口学特征

　　特征 例数（ｎ） 百分比（％）

性别

　男 １６０ ９４１

　女 １０ ５９

年龄（岁）

　≤２９ １０６ ６２４

　３０～３９ ４４ ２５９

　４０～４９ １６ ９４

　≥５０ ４ ２３

婚姻状况

　已婚／同居 ４４ ２５９

　未婚 １２０ ７０６

　离异 ６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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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暴露途径
在这１７０例者中，因性行为暴露的占９５９％（１６３例），暴露

方式以阴道交（插入型和接受型）为主，占５７６％，其次为肛交
（插入型和接受型），占３１７％。肛交这种方式主要集中在青年
组和中青年组，占肛交暴露方式的９８１％（５３／５４），另发现肛交

在四组人数的比例随年龄增大，逐步减少，分别是４１５％（４４／
１０６）、２０５％（９／４４）、６３％（１／１６）、０（０／４），而经阴道交的人数
在四组的比例分别是４７２％（５０／１０６）、６５９％（２９／４４）、５６３％
（９／１６）、７５０％（３／４）。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１７０例非ＨＩＶ职业暴露的暴露途径情况表

　暴露途径 青年组人数（ｎ＝１０６） 中青年组（ｎ＝４４） 中年组（ｎ＝１６） 中老年组（ｎ＝４） 总暴露率（％）

插入型肛交 １８（１７０） ３（６８） １（６３） ０（０） １２９

接受型肛交 ２６（２４５） ６（１３６） ０（０） ０（０） １８８

插入型阴道交 ５０（４７２） ２９（６５９） ９（５６２） ３（７５０） ５３５

接受型阴道交 ５（４７） １（２３） １（６３） ０（０） ４１

针刺伤 ０（０） ０（０） １（６３） ０（０） ０６

接受型口交 ５（４７） ２（４５） ０（０） ０（０） ４１

插入型口交 １（０９） ３（６８） ０（０） ０（０） ２４

其他 １（０９） ０（０） ４（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５

　　注：其他分别指被ＨＩＶ患者咬伤１例，伤口接触ＨＩＶ患者的血液１例，被ＨＩＶ患者的分泌物溅射到眼睛４例

２３　暴露源情况
暴露源确认为ＨＩＶ感染者或者被 ＨＩＶ污染的体液的有２０

（１１８％）例，其中不能确定暴露源是ＨＩＶ感染者或者被ＨＩＶ污
染的体液有１５０（８８２％）例，同时本研究对于此１５０例暴露源
进行人群的分类，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１７０例非ＨＩＶ职业暴露的暴露源情况表

　　　　　特征 例数（ｎ） 百分比（％）

暴露源（ｎ＝１７０例）

　ＨＩＶ阳性 ２０ １１８

　ＨＩＶ不确定 １５０ ８８２

ＨＩＶ不确定的暴露源（ｎ＝１５０例）

　性工作者 ８３ ５５３

　男同性恋 ４３ ２８７

　静脉吸毒 １ ０７

　普通人群 ２３ １５３

２４　暴露后就诊时间和预防治疗方案
１６５例（占９７１％）接受预防治疗的暴露者，自发生暴露至

开始预防治疗的平均时间为３２８±１８４小时，中位数为２４小
时，１／４分位数是２４小时，３／４分位数为４８小时；因预防治疗
方案的更新及药物的可及性等因素，ｎＰＥＰ有多种方案，以三药
联合预防治疗为主，其中使用 ＦＴＣ／ＴＤＦ＋ＲＡＬ和 ＦＴＣ／ＴＤＦ＋
ＤＴＧ分别有 ９８例（占 ５９３％）、４８例（占 ２９１％），另外使用
ＴＤＦ＋３ＴＣ＋ＲＡＬ、ＴＤＦ＋３ＴＣ＋ＬＰＶ／ｒ、ＤＴＧ／ＡＢＣ／３ＴＣ方案的较
少，分别为６例（占３６％）、１例（０６％）、４例（２４％）。使用
两种药物预防的方案有 ＴＤＦ＋３ＴＣ和 ＦＴＣ／ＴＤＦ，分别为 ３例
（１８％）和５例（３０％）。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表４　１６５例非ＨＩＶ职业暴露处理方案

　　　项目
例数

（ｎ）
　处理方案

例数

（ｎ）
百分比

暴露源ＨＩＶ不确定 １４６ ＦＴＣ／ＴＤＦ＋ＤＴＧ ４５ ２７３

ＦＴＣ／ＴＤＦ＋ＲＡＬ ８９ ５３９

ＦＴＣ／ＴＤＦ ３ １８

ＴＤＦ＋３ＴＣ＋ＲＡＬ ３ １８

ＴＤＦ＋３ＴＣ ３ １８

ＤＴＧ／ＡＢＣ／３ＴＣ ３ １８

暴露源ＨＩＶ阳性 １９ ＦＴＣ／ＴＤＦ＋ＤＴＧ ３ １８

ＦＴＣ／ＴＤＦ＋ＲＡＬ ９ ５５

ＦＴＣ／ＴＤＦ ２ １２

ＴＤＦ＋３ＴＣ＋ＲＡＬ ３ １８

ＴＤＦ＋３ＴＣ＋ＬＰＶ／ｒ １ ０６

ＤＴＧ／ＡＢＣ／３ＴＣ １ ０６

２５　暴露前基线检测和随访
所有符合ｎＰＥＰ标准者，都建议行 ＨＩＶ抗体、乙型肝炎抗

体、丙型肝炎抗体、梅毒抗体检测，但本着自愿原则，进行基线检

查的占９７６％（１６６例），４例未预防治疗和基线检查。在１６６
例作基线检查者中发现梅毒抗体阳性占５４％（９例），乙型肝
炎表面抗原阳性占４２％（７例），丙型肝炎抗体阳性占０６（１
例）。１７０例暴露者，都建议在当天、４周、１２周、２４周进行随访，
并检测ＨＩＶ抗体，但接受随访的比例仍呈逐次递减。这１７０例
拒绝进行ｎＰＥＰ的５例患者，其中４例在４周后检测了 ＨＩＶ抗
体，但此５例随后均失访，故在１２周和２４周均未作ＨＩＶ抗体检
测。１７０例暴露者在历次的随访检测中，均未发现 ＨＩＶ初筛阳
性。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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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１７０例非ＨＩＶ职业暴露的随访情况［ｎ（％）］

项目 例数

０周

例数

（ｎ）
百分比

（％）

４周

例数

（ｎ）
百分比

（％）

１２周

例数

（ｎ）
百分比

（％）

２４周

例数

（ｎ）
百分比

（％）
ＨＩＶ阳性人数

ｎＰＥＰ １６５ １６５ １００ １４５ ８７９ ９３ ５６４ ３５ ２０６ ０

未ｎＰＥＰ 　５ １ ２００ ４ ８００ ０ ０ ０

#

　讨论
２０１７年，全世界约新增１８百万成人ＨＩＶ／ＡＩＤＳ［５］，中国新

增约１３４５１２例 ＨＩＶ／ＡＩＤＳ［２］，这些新增的感染者，都有 ＨＩＶ暴
露的这个过程，除外职业暴露及母婴传播那么ＨＩＶ非职业暴露
是个庞大的数字，所以做好ｎＰＥＰ可以减少ＨＩＶ传播，同时开展
ｎＰＥＰ也是对高危人群的筛查，本研究中筛查出３例感染者，说
明这是一种艾滋病扩大筛查的好方法。

武汉市非职业ＨＩＶ暴露者主要为青年和中青年男性，未婚
或离异居多，主要因为性行为暴露，其中以阴道交和肛交为主，

这种现象与该人群频繁的性生活特征密切相关，正因如此，新

发现ＨＩＶ感染者在这个年龄段最多，与全国ＨＩＶ疫情统计结果
相符［６］，本研究提示应重点关注该年龄段的 ＨＩＶ暴露，同时应
该针对该人群进行ＨＩＶ暴露后预防相关知识的宣教，以提高该
人群的自我保护和预防治疗的意识。

本研究案例中有１例男性被男性性侵和１例女性被男性性
侵的咨询者，都采取了ｎＰＥ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ＣＤＣ）
在２００５年对于性侵犯推荐 ｎＰＥＰ［７］，随后在２００６年及２０１０年
进行了更新，把“推荐ｎＰＥＰ更改为“支持性侵犯后进行ｎＰＥＰ”。
ＫＷｏｎｇ等［８］报告了加拿大亚伯达因性侵犯的非 ＨＩＶ职业暴露
者，暴露源ＨＩＶ感染情况不详，但存在感染风险，仍建议采取
ｎＰＥＰ。关于性侵后是否采取ｎＰＥＰ，武汉市尚缺乏性侵犯后ＨＩＶ
预防的相关流程。据中国广州、深圳、惠州３个城市的女性进行
调查研究，发现２３５７％的调查者曾有性侵犯经历［９］，该人群

ＨＩＶ暴露问题也需引起重视。随着中国 ＨＩＶ感染者人数增加，
应根据强暴方的特征（ＨＩＶ是否阳性，是否是高危人群），来决
定是否采取ｎＰＥＰ。

与职业暴露不同，非ＨＩＶ职业暴露很难获得暴露源ＨＩＶ感
染情况，本研究仅有１１８％（２０例）暴露源是ＨＩＶ阳性，这种情
况怎么评估风险，什么情况下启动ｎＰＥＰ，美国ＣＤＣ［１０］将因性侵
犯的暴露者分为高风险及中风险，其区别点既是暴露源ＨＩＶ感
染情况是否确定，但是无论高风险及中风险，皆推荐 ｎＰＥＰ。本
研究依据我国各人群ＨＩＶ感染的特征，定义了高危性行为及建
议ｎＰＥＰ的标准，对于符合 ｎＰＥＰ条件的暴露者，建议 ｎＰＥＰ，但
需向患者充分告知，以患者意愿为主，知情同意的情况下开展

预防治疗。

对所有符合ｎＰＥＰ标准者，皆要求随访监测ＨＩＶ抗体，但此
人群依从性较差，很难完成规定的随访。国外研究也同样提示

了类似的问题，ＣｈａｎＡＣ等［１１］研究发现２０５例ｎＰＥＰ，在３月～４
月及６月能回访的人只有３９％、１９％。ＫｒａｕｓｅＫＨ等［１２］在１４３
例暴露者中，只有１２４（８６７％）例进行了ｎＰＥＰ，完成２８天疗程
的仅３４（２７４％）例。ＨＩＶ暴露后，需在４周、１２周、２４周随访
和检测ＨＩＶ抗体［３］，随访时间过长可能是依从性较差的原因之

一，能否缩短ＨＩＶ监测时间，有待下一步的研究；另外，在本研

究中有３名暴露者，前后发生了２次非 ＨＩＶ职业暴露，那么对
这个人群，采取行为干预和服药依从性教育，是否可以减少下一

次暴露发生率，增加随访的完成率亟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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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例妊娠合并梅毒母婴传播阻断疗效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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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究妊娠合并梅毒感染孕妇母婴阻断对妊娠结局及胎儿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
分析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行孕期产检及分娩时诊断为妊娠合并梅毒的
２１９例病例资料，根据是否进行母婴阻断及阻断的时机，将其分为早期规范干预组（孕周期 ＜２８周）１８７例，
晚期规范干预组（２８＜孕周期≤３５周）５例及未干预／未规范干预组（孕周期 ＞３５周）２７例。观察两组患者
的妊娠结局、胎儿预后以及胎儿梅毒血清学实验。结果　纳入妊娠合并梅毒２１９例，其中接受规范化干预的
患者１９２例 （８７７％），未发生早产、新生儿死亡、死胎事件，发生先天性梅毒２例（１０％）。未干预／未规范
干预组２７例患者中发生先天梅毒６例（２２２％）、早产４例（１４８％）、新生儿死亡２例（７４％）、死胎４例
（１４８％），明显高于规范干预组（Ｐ＜００５）。低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组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均未发生早产、新生
儿死亡、死胎，仅发生天性梅毒 ２例（１５％）。其中，先天性梅毒、早产、死胎的发生于 ＴＲＵＳＴ滴度成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正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１、００２３、０００１）。结论　孕期规范的青霉素干预可明显避免妊
娠合并梅毒患者发生不良妊娠事件。

【关键词】　妊娠梅毒；母婴传播；先天性梅毒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５９ 【文献标识码】　Ａ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ｆ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１９ｃａｓｅｓ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ｊｕｎ１，ＬＩＺｈａｏｘｉａ２，ＸＵＣａｉｍｉｎｇ２，３△，ＭｉｃｈａｅｌＮｔｉｍ４，ＷＡＮＧ
Ｂａｏｃｈｅｎｇ３．１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Ｄａｌｉａｎ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２１，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２Ｋｅｙ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４４，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３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Ｄａｌｉａｎ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
ｃ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Ｄａｌｉａｎ１１６０２１，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Ｄａｌｉａｎ，
１１６０４４，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ｍｏｔｈｅｒｔｏｃｈｉｌｄ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ＰＭＴＣＴ）ｏｆ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ｏｎ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ａｎｄｆ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２１９ｃａｓｅｓ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ｆｒｏｍ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ｔｏ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７ｉｎｔｈｅＯｂｓｔｅｔｒｉｃｓａｎｄ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Ｄａｌｉａｎ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ｗａｓ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２１９ｃａｓ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ｈｒｅｅｇｒｏｕｐ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ｔｉｍｉｎｇｏｆＰＭＴＣＴ：１８７ｃａｓｅｓ
ｏｆｅａｒｌ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ｅｒｉｏｄ＜２８ｗｅｅｋｓ），５ｃａｓｅｓｏｆｌ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２８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ｐｅｒｉｏｄ≤３５ｗｅｅｋｓ）ａｎｄ２７ｃａｓｅｓｏｆｕ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ｐｅｒｉｏｄ＞３５ｗｅｅｋ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ｏｕｔｃｏｍｅｓｗｅｒ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ｏｕｐｓ．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ｔｏｔａｌｏｆ２１９ｃａｓｅｓ
ｏｆ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ｗｅｒｅｉｎｃｌｕｄｅｄ，ｏｆｗｈｉｃｈ１９２ｃａｓｅｓ（８７７％）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ｒｅｔｅｒｍｂｉｒｔｈ，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２ｃａｓｅｓ（１０％）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Ａｍｏｎｇｔｈｅ２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４ｃａｓｅｓ（１４８％）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２
ｃａｓｅｓ（７４％）ｏｆ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ｅａｔｈ，ａｎｄ４ｃａｓｅｓ（１４８％）ｏｆ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ｈｉｇｈ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ｏｓｅｉｎ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ｇｒｏｕｐ，（Ｐ＜００５）．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ｓｅｒｕｍＴＲＵＳＴｔｉｔｅｒｇｒｏｕｐ（≤１：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ｎｏｃａｓｅｏｆ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ｎｅｏｎａｔａｌｄｅａｔｈｏｒ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ｂｕｔ２ｃａｓｅｓ（１５％）ｏｆ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
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ｃｏｎｇｅｎｉｔａｌｓｙｐｈｉｌｉｓ，ｐｒｅｍａｔｕｒｅｂｉｒｔｈａｎｄｓｔｉｌｌｂｉｒｔｈｗｅ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ｓｐｅｒａｍａ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ｌｏｗ，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ａｎｄｈｉｇｈＴＲＵＳＴｔｉｔｅｒ（Ｐ＝００１１，００２３，０００１）．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ｅｎｉｃｉｌｌｉｎ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ｃａ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ａｄｖｅｒｓｅ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ｅｖ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ｓｙｐｈｉ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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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毒是由苍白螺旋体引发的性传播疾病，主要的传播途径
为性传播和母婴传播。由于我国性观念的开放等原因，导致梅

毒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其中胎传梅毒发病数亦明显上升［１］。妊

娠合并梅毒是指孕妇在妊娠期间发现苍白螺旋体感染，不仅造

成孕妇家庭经济和心理负担，更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妊娠结

局，如流产、胎亡、早产、先天性梅毒、胎儿发育不良等［２，３］。本

文分析了妊娠合并梅毒感染孕妇不同孕期阻断对妊娠结局及

胎儿预后的影响。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大连市妇幼保健院暨大
连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皮肤科诊治的２１９例妊娠合并梅毒患
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梅毒酶联免疫吸咐试验（ＴＰ
ＥＬＩＳＡ）、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ＴＲＵＳＴ）检测均为阳性，为
活动期梅毒。参考《梅毒、淋病、生殖器疱疹、生殖道沙眼衣原

体感染诊疗指南（２０１４年版）》［４］；②确诊合并妊娠。排除标
准：①伴有多器官功能障碍者；②伴有严重精神障碍者；③青霉
素过敏者；④临床资料数据不全者；⑤既往有梅毒感染史者。项
目获得大连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的审批通过。

１２　治疗方法
①妊娠早期发现者（＜１２周＋６天）予苄星青霉素２４０万Ｕ

（石药集团中诺药业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Ｈ２００３３２９１）肌肉注射３
次／周，连续３次为１个疗程，并在妊娠末期３个月再予苄星青
霉素２４０万Ｕ肌肉注射１个疗程；②患者未在妊娠早期被发现
者，应在确诊之日予苄星青霉素２４０万Ｕ肌肉注射１个疗程，妊
娠末３个月再予苄星青霉素２４０万 Ｕ肌肉注射１个疗程；③若
治疗期间随访，ＴＲＵＳＴ滴度上升２个滴度比，考虑梅毒活动（复
发或再感染），需立即追加治疗１个疗程。梅毒阳性产妇所生
的婴儿，根据国家最新发布的《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

播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５年版）》进行处理。
１３　观察指标

各组患者妊娠结局，即发生早产、胎亡、新生儿死亡、先天性

梅毒的情况。其中新生儿先天梅毒诊断标准［２，５］：①新生儿母
亲为梅毒患者；②新生儿非梅毒螺旋体滴度≥母亲分娩前滴度
４倍以上或出生６个月仍然持续阳性；③有各期先天梅毒的临
床表现和体征；④暗视野显微镜检查：在早期先天梅毒儿的皮

肤黏膜损害或胎盘中查到梅毒螺旋体。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计数资料

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采用 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或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
用ｔ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根据是否进行母婴阻断及阻断的时机分为三组：早期规范

干预组１８７（８５３９％）例，年龄范围１５岁～４４岁，年龄（２９０１±
４９８）岁；晚期规范干预组５（２２８％）例，年龄范围２７岁 ～３６
岁，年龄（３１４±３７８）岁；未干预／未规范干预组２７（１２３３％）
例，年龄范围１８岁 ～４４岁，年龄（２９５２±５６９）岁。不同干预
组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根
据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分为三组：低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４）组１３８
（６３０１％）例，年龄范围１９岁 ～４４岁，年龄（２９１２±４９２）岁，
中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８～１∶１６）组５７（２６０３％）例，年龄范围１５
岁～４４岁，年龄（２９４０±５２４）岁，高 ＴＲＵＳＴ滴度（＞１∶１６）例
２４（１０９６％）例，年龄范围 ２０岁 ～４４岁，年龄（２８５４±５４３）
岁。不同滴度组间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有可比性。

２２　２１９例患者总体阻断效果比较
２１９例患者纳入本研究，不良妊娠结局发生１９例（８７％），

发生先天性梅毒新生儿８例（３７％）、早产４例（１８％）、新生
儿死亡２例（０９％）、死胎４例（１８％）。
２３　早期、晚期规范干预组和未干预组／未规范干预组患者不
同干预时机的阻断效果比较

　　早期、晚期规范干预组 １９２例患者中发生先天梅毒 ２例
（１０４％），未发生早产、新生儿死亡、死胎事件。未干预／未规
范干预组２７例患者中发生先天梅毒６例（２２２２％）、早产４例
（１４８１％）、新生儿死亡２例（７４％）、死胎４例（１４８％）。与
规范干预组相比较，未干预／未规范干预组先天性梅毒（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Ｐ＝００００）、早产（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Ｐ＝００００）、新生儿
死亡（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Ｐ＝００１５）、死胎（Ｆｉｓｈｅｒ精确检验 Ｐ＝
００００）发生率明显升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
体结果详见表１。

表１　早期、晚期规范干预组和未干预组／未规范干预组患者不同干预时机阻断效果比较［ｎ（％）］

　　　　组别 例数
不良妊娠结局

先天性梅毒 早产 新生儿死亡 死胎 总发生

早期、晚期规范干预组 １９２ ２（１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０）

未干预／未规范干预组 ２７ ６（２２２） ４（１４８） ２（７４） ４（１４８１） １６（５９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０ —

２４　低、中、高ＴＲＵＳＴ滴度组患者不同 ＴＲＵＳＴ滴度的阻断效
果比较

　　在低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组重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均未发生早
产、新生儿死亡、死胎，仅发生天性梅毒２例（１５％）。其中，先

天性梅毒、早产、死胎的发生于ＴＲＵＳＴ滴度成ｓｐｅｒａｍａｎ正相关，
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１、００２３、０００１）。而低血清 ＴＲＵＳＴ
滴度组和高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组均未见新生儿死亡发生，中度血
清ＴＲＵＳＴ滴度组发生２例（３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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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低、中、高ＴＲＵＳＴ滴度组患者不同ＴＲＵＳＴ滴度的阻断效果 ［ｎ（％）］

组别 ＴＲＵＳＴ滴度 例数
不良妊娠结局

先天性梅毒 早产 新生儿死亡 死胎 总发生

低ＴＲＵＳＴ滴度组 　≤１∶４ １３８ ２（１４） ０（０）　 ０（０）　 ０（０）　 ２（１４）

中ＴＲＵＳＴ滴度组 　１∶８～１∶１６ ５７ ３（５３） ２（３５） ２（３５） １（１８） ８（１４１）

高ＴＲＵＳＴ滴度组 　＞１∶１６ ２４ ３（１２５） １（４２） ０（０）　 ３（１２５） ７（２９２）

Ｐ值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３ — ０．００１ —

#

　讨论
近年来，胎传梅毒的发生率呈上升趋势，苍白螺旋体具有

较强的吸附、分解酶能力，可以穿透绒毛膜，感染胎儿，亦可见于

分娩时产道损伤发生接触感染［６］。女性梅毒患者约８０％处于
育龄阶段，我国妊娠及胎传梅毒发病率增高尤为明显，部分地

区孕产妇梅毒感染率高达１８５％［７］。对梅毒危害性认识不足

导致感染梅毒后未及时接受正规治疗，也是胎传梅毒发病率升

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孕前及孕期梅毒筛查及治疗的常规

化举措对于预防先天梅毒具有重要意义。已有多项研究证实，

妊娠梅毒规范化干预越早，妊娠不良结局及先天性梅毒的发生

率越低［８］。同时，先天梅毒的发生亦与梅毒孕妇在治疗或分娩

时非梅毒螺旋体抗体滴度有关，孕妇非梅毒螺旋体抗体滴度越

高，胎儿感染风险越大。既往研究表明，妊娠合并梅毒患者未治

疗或未规范治疗，不良妊娠结局事件发生率高达６９％，其中孕
期未经治疗的梅毒患者晚期流产或者死产发生率高达２５％［９］。

本研究共纳入 ２１９例患者，其中早期规范干预组占
８５４％，晚期规范干预组占 ２４％，未干预／未规范干预组占
１２３％。可见，大连市妇幼保健院对妊娠合并梅毒的筛查及治
疗比较规范，规范干预率已达到并超过国家最新发布的《预防

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２０１５年版）》要求
规范治疗率８５％的标准。早期、晚期规范干预组发生先天梅毒
发生率１０％，未发生早产、新生儿死亡、死胎事件，而未干预／
未规范干预组先天梅毒发生率２２２％、早产发生率１４８％、新
生儿死亡发生率７４％、死胎发生率４８％。其中，晚期规范干
预组仅５例患者，发生先天性梅毒１例，数据样本较小，有待参
考其他研究。有关研究显示，在早期母体梅毒中，母婴传播可高

达８０％［１０］。因此，越早的规范治疗对妊娠合并梅毒发生不良

妊娠结局的阻断效果越好［１１］。而规范干预的两组各血清

ＴＲＵＳＴ滴度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均未发生早产、新生儿死亡、死
胎。此外，在低血清ＴＲＵＳＴ滴度组重妊娠合并梅毒患者均未发
生早产、新生儿死亡、死胎，仅发生天性梅毒２例（１５％）。其
中，先天性梅毒、早产、死胎的发生于ＴＲＵＳＴ滴度成ｓｐｅａｒｍａｎ正
相关，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１、００２３、０００１）。由此，妊娠
合并梅毒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与ＴＲＵＳＴ滴度呈正相关性，可见
孕前筛查及规范治疗亦具有重要意义［１２］。

综上所述，加强妊娠梅毒孕产妇性病知识的普及教育具有

重要意义，让患者意识到围产期筛查、妊娠早期规范干预是阻

断梅毒母婴传播、减少不良妊娠结局的关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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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区患者沙眼衣原体、淋球菌及解脲脲原体感染
分析
姚贝１　刘德风２，３，４，５△

１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检验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２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泌尿外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３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中心，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４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５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人类精子库，北京 １００１９１

【摘要】　目的　分析门急诊患者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ＣＴ）、淋病奈瑟菌（ＮＧ）及解脲脲原体（ＵＵ）
感染情况。方法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治的２３８４７例门急诊就诊患者的
ＣＴ、ＮＧ和ＵＵ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结果及相应临床诊断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２３８４７例患者中，
２２９５３例男性患者ＣＴ、ＮＧ、ＵＵ的检出率分别为５０％、２０％与２２６％；８９４例女性患者ＣＴ、ＮＧ、ＵＵ的检出
率分别为７９％、１９％与４８９％。女性患者ＣＴ、ＵＵ检出率均高于男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００），
而ＮＧ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８５８）。按年龄段分层，各性别中 ＣＴ、ＮＧ最高检出年龄段均为≤２０
岁年龄段。临床诊断明确的男性患者中，ＣＴ检出最高为附睾炎（２７４％）人群，ＮＧ检出率则以尿道炎患者
（１６７％）最高，ＵＵ检出率最高为不育症患者（３２６％）。结论　女性患者ＣＴ检出率高于男性，男性附睾炎
患者应注意筛查ＣＴ、ＮＧ。

【关键词】　沙眼衣原体；淋球菌；解脲脲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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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ｈｌａｍｙｄｉａｔｒａｃｈｏｍａｔｉｓ（ＣＴ）；Ｎｅｉｓｓｅｒｉａｇｏｎｏｒｒｈｏｅａｅ（ＮＧ）；Ｕｒｅａｐｌａｓｍａｕｒｅａｌｙｔｉｃｕｍ（ＵＵ）

　　泌尿生殖道沙眼衣原体（ＣＴ）、淋球菌（ＮＧ）是常见的性传
播疾病，近年来其发病率不断上升［１］。ＣＴ、ＮＧ感染在男性可引

起尿道炎、前列腺炎、附睾炎，对女性可致宫颈炎、盆腔炎，甚至

不孕不育。欧美指南推荐每年对≤２５岁的性活跃女性进行常
规ＣＴ筛查［２］，而 ＮＧ是我国法定乙类传染病更有监测的必
要［１］。解脲脲原体（ＵＵ）目前临床意义尚不明确，但其在人群
中尤其是女性有较高携带率，特定情况如妊娠时 ＵＵ的携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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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与妊娠不良及预后有关［３４］。此外，上述病原流行情况存在

地区的差异［５７］。因此，为了解本地区泌尿生殖道感染患者 ＣＴ
与ＮＧ的感染情况及 ＵＵ的携带率，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门急
诊就诊患者上述三项病原体的检出情况。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诊治的
２３８４７例门急诊就诊患者的ＣＴ、ＮＧ和ＵＵ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检测
结果及相应临床诊断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其中男性患者２２９５３
例，女性患者８９４例。检测标本为首段尿液０５ｍＬ，加入０５ｍＬ保
存液后检测；女性患者也可取宫颈或阴道分泌物进行检测。

１２　检测方法
采用实时荧光核酸恒温扩增技术（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ａ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ｅｓｔｉｎｇ，ＳＡＴ）进行检测，所用仪器为 ＡＢＩ７５００荧光 ＰＣＲ仪。
ＣＴ、ＮＧ及ＵＵ检测试剂均购自上海仁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检

测过程严格按照试剂及仪器说明书进行。结果判断在阴阳对

照ｄｔ值满足质量控制的前提下，ｄｔ≤３５的标本为阳性。ｄｔ为标
本曲线与阈值线交点的横坐标读数。

１３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２４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各病原阳性率的组间差异采用 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
（％）］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不同性别患者ＣＴ、ＮＧ、ＵＵ检出率比较

男性和女性患者中，三种病原中均为ＵＵ检出率最高，其次
为ＣＴ，ＮＧ最低。女性患者 ＣＴ、ＵＵ检出率均高于男性，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χ２ ＝１５１６６，Ｐ＝００００；χ２ ＝３３０４３６，Ｐ＝
００００），而不同性别间 ＮＧ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２＝
００３２，Ｐ＝０８５８）。具体结果详见表１（χ２值、Ｐ值为各病原男
性和女性间总检出率的比较）。

表１　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患者泌尿生殖道检出率［ｎ（％）］

年龄（岁）
男阳性

例数 ＣＴ ＮＧ ＵＵ

女阳性

例数 ＣＴ ＮＧ ＵＵ

≤２０ ６０８ ４６（７６） ３０（４９） １０２（１６８） ３０ ７（２３３） ３（１０） ２１（７００）

２１～３０ １０４６４ ５３６（５１） ２１６（２１） ２２８６（２１８） ３６４ ３５（９６） ８（２２） ２０５（５６３）

３１～４０ ７９７１ ４１４（５２） １４７（１８） １８８０（２３６） ２８２ ２２（７８） ５（１８） １４６（５１８）

４１～５０ ２２９９ １１０（４８） ４２（１８） ６１３（２６７） ９６ ２（２１） ０（００） ４７（４９０）

≥５１ １６１１ ４５（２８） ２１（１３） ３０２（１８７） １２２ ５（４１） １（０８） １８（１４８）

χ２值 １５１６６ ００３２ ３３０４３６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８５８ ００００

２２　不同年龄患者段ＣＴ、ＮＧ、ＵＵ检出率比较
按年龄段分层，各性别中ＣＴ、ＮＧ最高检出年龄段均为≤２０

岁年龄段。女性年龄段中ＵＵ最低为≥５１年龄段。具体结果详
见表１。
２３　明确临床诊断的男性患者ＣＴ、ＮＧ、ＵＵ检出情况比较

就诊男性患者中留样前有１６７９８例明确临床诊断，其余６１５５

例为诊断不明确者。临床诊断明确的男性患者中：尿道炎（２３０％）
和附睾炎（２７４％）患者 ＣＴ检出率均显著高于无症状体检人群
（４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２＝２７２９７，Ｐ＝００００；χ２＝１８８９４，Ｐ
＝００００）；ＮＧ检出最高为尿道炎患者（１６７％）；各疾病诊断中ＵＵ
检出率均未高于健康体检人群。具体结果详见表２（χ２值、Ｐ值为各
诊断中病原检出率分别与体检人群进行比较）。

表２　不同诊断的男性患者泌尿生殖道检出率［ｎ（％）］

　　诊断 例数 ＣＴ χ２值 Ｐ值 ＮＧ χ２值 Ｐ值 ＵＵ χ２值 Ｐ值
包皮龟头炎 ３９４ １１（２８） １１９３ ０２７５ 　５（１３） ０３３７ ０５６１ 　６９（１７５） ６６２３ ００１０
尿道炎 ９５９ ２３０（２４０） ２７２９７ ００００ １６４（１６７） ４２１５７ ００００ １７１（１７８） ８１９８ ０００４
慢性前列腺炎 １０４２３ ３２１（３１） １３６２ ０２４３ ５４（０５）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２９３（２２．０） ２２８２ ０１３１
附睾炎 ８４ ２３（２７４） １８８９４ ００００ 　１（１２） — ０４７０ 　 ９（１０７） ８５７０ ０００３
精囊炎 ２３８ １０（４２） ００１６ ０８９８ 　０（０） — ０４８６ 　３３（１３９） １１０９１ ０００１
早泄 １８０３ ２１（１２） １２１９９ ００００ 　４（０２） — ０４５５ ５３０（２９４） ０９７７ ０３２３
勃起功能障碍 １３５１ ２５（１９） ４４８２ ００２８ 　４（０３） — ０５３８ ３８６（２８６） ０５２５ ０４６９
不育症 １２５６ ３５（２８） １７８０ ０１８２ 　５（０４） — １０００ ４０９（３２６） ３５５０ ００６０
血精 ６５ 　３（４６） 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０（０） — １０００ 　１４（２１５） ０５８７ ０４４３
体检 ２２５ １０（４４） — — 　１（０４） — — 　５９（２６２） — —

２４　女性患者中尿液和分泌物标本检出情况比较
本研究中８９４例女性患者所检测标本种类１３４例为分泌

物，７６０例为首段尿液。两种类型标本 ＣＴ、ＮＧ、ＵＵ的检出率分
别为分泌物２２％、８２％、５５２％，尿液 １８％、７９％、４７８％。

不同标本种类上述病原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讨论
性传播感染属于所有感染病中最常见的，其中ＣＴ、ＮＧ、ＵＵ主

要经成人性行为传播。ＣＴ、ＮＧ为明确的病原体，但感染后多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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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临床症状而难以被发现。这易造成上行感染，如男性的附睾

炎，女性的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盆腔炎。ＵＵ对于生殖道致病性
还有一定争议，可存在于健康男性和女性下泌尿生殖道。

本研究发现上述３种病原检出率由高至低依次为 ＵＵ、ＣＴ、
ＮＧ。女性患者３种病原体检出率与北京地区袁柳凤等［８］研究

结果较为一致，而男性患者ＣＴ、ＮＧ检出率略低于该研究。造成
此种差异的原因之一可能为就诊人群的差异。袁柳凤等的研

究人群为皮肤性病门诊患者，而本研究中皮肤性病门诊患者所

占比例较低。另一个造成检出率差异的原因可能为检测方法

的差异，前述研究所测为病原体 ＤＮＡ，本研究所采用方法则检
测病原体ＲＮＡ。ＲＮＡ仅在活菌中存在，治疗用药后 ＲＮＡ转阴
而病原体ＤＮＡ仍可检出。

本研究发现，女性ＣＴ检出率显著高于男性，此结论与楼扬
锋等［９］研究结论相符。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ＣＤＣ）发布的
指南推荐对≤２５岁性活跃女性以及２５岁以上高风险女性（如
更换新的性伴或多名性伴侣）每年进行ＣＴ筛查，此种筛查能降
低女性ＣＴ流行率和盆腔炎发病率［２］。本研究发现在女性中，

随年龄增加 ＣＴ检出率呈下降趋势且最高检出年龄段为≤２０
岁，其次为２１岁～３０岁、３１岁 ～４０岁。上述３个年龄段为女
性性活跃期，ＣＴ阳性例数占全部女性 ＣＴ阳性例数的９０１％，
此发现与美国ＣＤＣ指南推荐的女性ＣＴ筛查人群相符［２，１０］。与

男性相比，女性感染ＣＴ危害更大，如 ＣＴ输卵管炎导致输卵管
瘢痕进而导致不孕和异位妊娠。国内女性生殖道沙眼衣原体

感染诊治共识亦指出应重视女性生殖道感染的“三级预

防”［１１］。然而本研究期间，检测 ＣＴ的女性患者数量仅为 ８９４
例，远低于男性的２２９５３例，说明当前临床对女性ＣＴ感染的认
识和重视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

ＣＴ导致男性症状性感染中最主要的疾病是尿道炎，而无症
状感染中最多见的上行感染是附睾炎［１２］。本研究男性患者按

诊断分类，ＣＴ检出率位居前两位的诊断分别是附睾炎和尿道炎
患者，与前述研究相符。本研究中２２５例男性无症状体检人群
ＣＴ检出率为４４％，此检出率可能为本地区无症状健康人群的
ＣＴ的基线感染率。此外，本研究发现早泄人群 ＣＴ检出率低于
健康体检人群，但原因尚不明确，需进一步研究。美国 ＣＤＣ指
南并未推荐对性活跃男性进行常规筛查，但对特殊人群如性病

门诊等男性患者建议进行 ＣＴ检测［１０］。国外学者发现，男性患者

中单纯ＮＧ引起的感染通常表现为尿道炎，症状主要为尿道分泌
物，有时伴排尿困难，而完全无症状的发生率为１０％。多数未经治
疗的尿道炎可在数周后自发消退［１２１３］。本研究中明确临床诊断的

男性患者中，ＮＧ检出最高者亦为尿道炎人群，健康体检人群中的无
症状携带率仅为０４％，与文献结论较为一致［１２］。

目前ＵＵ分为两个生物群，生物群１和生物群２，但尚无证据证
明哪一群的致病性更强，仅有大量证据证明生物群１易于被携
带［３］。有研究报道，ＵＵ在无症状女性的定植率高达８０％左右［１４］。

本研究中女性总ＵＵ检出率为４８９％，其中≤２０岁女性患者ＵＵ检
出率最高可达７００％，与文献报道一致［１５１６］。但本研究所采用方

法并不能进一步区分上述两个ＵＵ生物群，因此女性高ＵＵ携带率
的临床意义需要进一步研究［１７１８］。此外，男性患者ＵＵ检出率显著
低于女性患者，且在明确诊断的男性患者中，ＵＵ检出率最高为不育
症患者（３２６％）但与健康体检人群（２６２％）比较并无统计学差异。
而包皮龟头炎、尿道炎、附睾炎和精囊炎人群ＵＵ检出率却低于健

康体检人群，但其临床意义尚不明确。因此，男性人群ＵＵ检测阳
性时，其意义需要结合临床审慎判断。

综上所述，女性ＣＴ检出率高于男性，但临床送检例数远低
于男性，应重视女性患者尤其是性活跃期患者的 ＣＴ的筛查，加
强女性无症状ＣＴ感染预防知识的宣教。男性中临床明确诊断
附睾炎的患者应注意ＣＴ、Ｎ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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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对性传播疾病患者的情绪
影响研究
杨喜坤　李娜　丁振干△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苍南医院皮肤科，浙江 温州 ３２５８００

【摘要】　目的　观察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对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ＴＤ）患者的
干预效果，以及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苍
南医院诊治的８０例ＳＴＤ患者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患者在
对照组干预的基础上给予综合性门诊干预，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门诊随访。观察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

满意率评价和生活质量评分的差异。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的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焦虑）［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ａｍｘｉｅｔｙ），
ＨＡＤ（ａ）］评分［（６８７±２１５）分］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抑郁）［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ＨＡＤ（ｄ）］评分［（５１８±１５４）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其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
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９００
±２５１）分］低于对照组患者［（１０１３±２１６）分］，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的满意率
（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８２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
干预对性传播疾病（ＳＴＤ）患者的干预效果较好，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门诊干预；性传播疾病；焦虑；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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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传播疾病（ｓｅｘｕａｌｌ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ＳＴＤ）是一组以性 行为为主要传播途径的传染性疾病，包括淋病、梅毒、尖锐湿疣、

艾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生殖器疱疹等疾病。近年来，ＳＴＤ发
生广泛流行，与性观念开放、性教育薄弱、性知识缺乏有关［１］。

有关研究发现，ＳＴＤ使患者在忍受躯体不适的同时还承受着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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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心理压力，多数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不良情绪

不仅影响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还可以降低机体免疫功能，影响

康复进程。ＳＴＤ患者，尤其是女性患者的病情发展与情绪因素
密切相关［２］。

基层综合性医院是ＳＴＤ患者的主要就诊机构，除了给予规
范化的抗感染治疗之外，还应当重视对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心

理疏导。通过健康教育使患者获得正确的ＳＴＤ知识，帮助患者
消除心理、社会刺激因素，减轻不良情绪，鼓励患者积极配合和

坚持治疗，缓解其不良情绪，增强其治愈疾病的信心［３］。本研

究探讨了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对 ＳＴＤ患者的干预效果及
其对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现将有关情况报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９月我院诊治的８０例 ＳＴＤ患
者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年龄范围１８岁～６５岁；②结合临
床症状，经实验室检查确诊为性传播疾病者；③无其他系统严
重疾病者。排除标准：①不愿参与本研究者；②合并原发性精神
或神经系统疾病者。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已知情同意。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实验对照方法。将８０例 ＳＴＤ患者随机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每组４０例患者。观察组４０例患者中，男性２８
例，女性１２例，年龄范围３０岁～６０岁，年龄（４８５５±６０２）岁；
对照组４０例患者中，男性２９例，女性１１例，年龄范围２８岁 ～
６０岁，年龄（４８５４±５３６）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其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已经本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实施。

１３　干预方法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综合性门诊干预。单

人专室进行问诊，首先取得患者信任，以友善的态度进行医患沟

通，尊重患者人格，对患者的处境给予理解，让患者感受到医务人

员的真挚关怀。注意沟通技巧，引导患者倾诉临床症状和情绪状

态，帮助患者分析引起焦虑、抑郁的原因。耐心倾听患者的倾诉，

指导患者采用呼吸调控法、肌肉放松训练法、音乐疗法、生物反馈

疗法等放松身心。向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使患者掌握疾病的相关

知识，了解ＳＴＤ的病程特点、治疗方法、预期效果等，指出ＳＴＤ的
危害性，指导患者养成健康的性行为习惯，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

道德观，减少重复感染、交叉感染。同时，使患者及其家属认识到

ＳＴＤ的可预防性、可治疗性，如配偶同时患病者说服其共同进行
治疗。存在严重不良情绪者给予暗示疗法，必要时采用抗焦虑、

抗抑郁药物治疗。指导患者遵医嘱用药，告知患者用药期间可能

发生的不良反应，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每次就诊后约定下次

复诊时间，逾期未复诊者予以电话提醒。

对照组患者采用传统门诊随访，指导患者遵医嘱用药，约

定下次复诊时间。

１４　评价指标
比较分析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满意率评价和

生活质量评分的差异。

１４１　焦虑抑郁评分　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ｘｉｅ
ｔｙａｎ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ｌｅ，ＨＡＤ）测定患者过去２周的焦虑和抑郁
状态。该量表包括焦虑和抑郁２个亚量表，每个亚量表分别由
７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评分范围０～３分，代表不同程度的情

况，最低分为０分，总分不超过２１分。焦虑和抑郁亚量表分值
判定：０～７分为无症状，８～１０分为可疑存在焦虑或抑郁，１１～
２１分为存在焦虑或抑郁。
１４２　生活质量评分　评价量表包含躯体功能、总体健康状
况、活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和心理卫生６个维度和１０个条
目。每个条目评分范围为０～３分，总分共计３０分，０～１分为
“无影响”，２～５分为“轻度影响”，６～ｌ０分为“中度影响”，１ｌ～
２０分为“重度影响”，２１～３０分为“极严重影响”。
１４３　满意率评价　总分１００分，＞９０分为满意，８０～９０分为
基本满意，＜８０分为不满意，满意率＝（满意＋基本满意）／总例
数×１００％。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焦虑抑郁
评分和生活质量评分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
满意度评价以频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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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比较，其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焦虑和抑郁评分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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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表１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焦虑抑郁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项目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ｔ值 Ｐ值

焦虑评分 观察组 ９４２±２８９ ６８７±２１５ ２７２２ ＜００５

对照组 ９２５±３２２ ８０２±２７８ １８２９ ＜００５

ｔ值 ０２４８ －２０６７

Ｐ值 ０４０２ ＜００５

抑郁评分 观察组 ７８５±２２３ ５１８±１５４ ６２３１ ＜００５

对照组 ７７２±２５１ ６５８±１３２ ２６５６ ＜００５

ｔ值 ０２４５ －４２９３

Ｐ值 ０４０４ ＜００５

２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患
者，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２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生活质量评分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干预前 干预后 ｔ值 Ｐ值

观察组 １１３２±３９５ ９００±２５１ ３１３５ ０００１

对照组 １１０２±４４９ １０１３±２１６ １１３０ ０１３１

ｔ值 ０３１７ －２１５８

Ｐ值 ０３７６ ＜００５

２３　两组患者满意率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满意率（９７５％）明显高于对照组患者的满

意率（８２５％），其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
详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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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两组患者满意率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满意率

观察组 ４０ １７（４２５） ２２（５５０） １（２５）　 ３９（９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２（３００） ２１（５２５） ７（１７５） ３３（８２５）

χ２值 — — — ５０００

Ｐ值 — — — ００２５

#

　讨论
ＳＴＤ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这可能与性观念的开放和患者的就

诊率升高有关。已有的研究多集中在ＳＴＤ的流行病学、诊断、治疗
等领域，但对患者的情绪状态的重视不够，这就导致ＳＴＤ患者往往
伴有不同程度的焦虑、抑郁情绪［４］。引起ＳＴＤ患者焦虑、抑郁的原
因比较复杂，与其对ＳＴＤ的危害、传播方式、防治措施等知识缺乏
有关［５］。部分患者表现为不在乎，对家庭和社会不负责任；部分患

者觉得难以启齿而讳疾忌医，隐瞒医生、家属；部分患者自行用药或

去小诊所治疗，延误病情。已婚患者害怕影响夫妻关系；未婚患者

害怕影响婚姻和生育而产生焦虑、恐惧情绪。自己无性乱行为、被

配偶传染者可以产生沮丧、抑郁、愤怒等情绪［６７］。

目前，ＳＴＤ诊治工作中普遍存在着只重视躯体疾病的治疗，
而忽视其心理、社会因素的干预等弊端，对存在不良情绪问题

的就诊者不重视干预，甚至对其态度生硬和歧视，进一步加重

了患者的不良情绪［８］。不良情绪不仅影响 ＳＴＤ患者的治疗依
从性，还可能导致患者产生自伤、自杀倾向，不利于患者的身心

健康，也影响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９］。治疗依从性直接影响药

物疗效和预后，因此在临床工作中需要重视疏导患者不良情

绪［１０］。基层医院综合性门诊干预是通过药物治疗、健康教育、

心理疏导等综合干预方式使患者掌握疾病的正确知识，使其积

极配合治疗、养成健康的性行为习惯，并督促其坚持规范化治

疗［１１］。其中，尤其需要重视医患沟通，以建立患者对医护人员

的信任感，为药物治疗、心理疏导提供便利［１２］。

ＨＡＤ由英国利兹大学精神病学高级讲师 ＺｉｇｍｏｎｄＡＳ和
ＳｎａｉｔｈＲＰ于１９８３年研制，它是一种自评量表，用于测定患者过去
４周（为本研究的时间一致性，我们选择过去２周时间进行调查）
的焦虑和抑郁状态，是发现患者情绪障碍的可靠工具，广泛应用

于身心疾病的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１３］。本研究中，采

用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的患者干预后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

均低于采用传统门诊随访干预的患者。这一结果提示，基层综合

性医院门诊干预对ＳＴＤ患者的干预效果较好，可以明显改善患
者的焦虑、抑郁情绪。这是由于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重视健

康教育，使患者掌握了正确的知识，进而提高了治疗依从性和疗

效，使患者因相关知识缺乏所致的不良情绪得以缓解［１４］

本研究中，采用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后，观察组患者生

活质量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患者。这一结果提示，基层综合性医

院门诊干预对ＳＴＤ患者的干预效果较好，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
生活质量。这不仅与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重视合理用药、督

促患者坚持治疗有关，还与患者的不良情绪得到更好的纠正有

关［１５１６］。

本研究还发现，采用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患者的满意

率明显高于采用传统门诊随访干预患者的满意率。这一结果

提示，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对 ＳＴＤ患者的干预效果较好。
这是由于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能够从多角度、多途径对

ＳＴＤ患者进行治疗和干预，使患者达到身心两方面的最大舒适
度，更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同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和谐的

护患关系，使患者对医疗护理服务的满意程度更高。

综上所述，基层综合性医院门诊干预对ＳＴＤ患者的干预效果
较好，可以明显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和情绪，具有良好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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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认知及相关影响研究
谢敏１　赵淼２△

１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门诊部，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２成都医学院药学院药剂学教研室，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的认知及相关影响。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３月成都医学院
第一附属医院对四川省成都市１所医学院和１所综合性大学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开展问卷调查的数据作为
研究对象。结果　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６９３份，获得有效问卷６６４份。问卷有效率９５８％。被调查
者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途径中，排名前３位的分别是街头宣传册、电视、流动广告。有５００人从广告中获取
了“无痛”信息，有３７０人从广告中获取了“安全”信息，有４２６人从广告中获取了“快捷”信息。年级对“术中无
痛”、“手术风险”的判断的影响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均Ｐ＜００５）；年龄对“术后并发症”“对生育的影响”
的判断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专业对“留院观察时间”“身体恢复时间”的判断的影响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被调查者对“无痛人流”广告的信任程度和态度都偏负面。结论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
告的认知存在不足。“无痛人流”广告对大学生的认知有不利影响。为了减轻并消除“无痛人流”广告的不良

影响，高校需要做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工作，对“无痛人流”广告同时也需要通过协同治理、高效监管。

【关键词】　大学生；“无痛人流”广告；认知

【中图分类号】　Ｇ４７９ 【文献标识码】　Ａ

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ＸＩＥ
Ｍｉｎ１，ＺＨＡＯＭｉａｏ２△．１Ｏｕｔ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ｅｎｇｄ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ｅｎｇｄｕ
６１０５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ｓ，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ｈａｒｍａｃ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Ｃｈｅｎｇ
ｄｕ６１０５００，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
ｉｎｇ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ｎｄａ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ｉｎＣｈｅｎｇｄｕｗｉｔｈ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ｃｌｕｓｔｅｒ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ｂｙ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ｏｆＣｈｅｎｇｄｕ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ｉｎ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７Ｔｈｅｄａｔａｗａｓ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ｕｒｖｅｙ，６９３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ａｎｄ６６４ｖａｌｉ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ｓｗｅｒｅｒｅｔｕｒｎｅｄ，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ｅｏｆ９５８％．Ｉｎｔｈｅｗａｙ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ｒｅ
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ｏｐｔｈｒｅｅｗｅｒｅｓｔｒｅｅｔｌｅａｆｌｅｔｓ，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ｅａｄ
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５００ｐｅｏｐｌｅｇｏｔ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３７０ｐｅｏｐｌｅｇｏｔ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ｆｅｔｙ＂ａｎｄ４２６ｐｅｏｐｌｅ
ｇｏｔ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ｎ＂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ｓｕｒｇｅｒｙ＂ａｎｄ＂ｓｕｒ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ｇｒａｄ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ｎ＂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ｇｅｓ（Ｐ＜００５）．Ｔｈｅｒｅｗｅｒ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ｉ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ｔｉｍｅ＂ａｍｏ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ｍａｊｏｒｓ（Ｐ＜００５）．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ｓ′ｔｒｕｓｔａｎｄ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ｏ
ｗａｒｄｓ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ｗｅｒｅｍｏｓｔｌｙ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ｉｎ
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ｉｓ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ｓｕｃｈ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　ａｌｓｏｈａｓａｄｅｔ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ｒｅｄｕｃｅａｎｄ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ｔｈｅ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ｓｕｃｈ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ａｎｄ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ｈｅａｌｔｈ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Ｐａｉｎｌｅｓｓｉｎｄｕｃｅｄａｂｏｒｔｉｏｎ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ｉｎｇ；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我国人工流产（简称人流）人群年轻化的情况日益严重。
有调查［１２］发现，我国女性首次人流的平均年龄在２１岁左右。

长期以来，“无痛人流”广告就被认为是误导青少年，引起人流

率升高，人流年轻化的重要原因。但是目前我国对“无痛人流”

广告的探讨文章，主要集中在大众传媒［３５］，缺乏具体的调查数

据来说明“无痛人流”广告对青少年的影响。本研究选择大学

生这个青少年中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体作为对象，通过调查他

们对“无痛人流”广告的接触与认知情况，了解此类广告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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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影响，从而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此类广告的监

管，以促进青少年生殖健康提供科学建议。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于２０１７年３月开展，选取成都地区两所全日制本科
高校大学一年级 ～大学三年级在校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其
中１所为医学院校。纳入标准：①自愿参与调查；②曾经接触过
“无痛人流”广告。排除标准：①反对人流的；②留学生。本研
究已获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抽样方法
１２１　样本量估计　首先对大学生“无痛人流”广告的接触率
进行预调查。随机抽取成都某医学院大学一年级 ～大学三年
级各一个班，集中调查学生是否接触过“无痛人流”广告的情

况，获得接触率数据分别为：８５７％、８１３％、８２８％，平均接触
率为８３１％，以此为基础，估计大学生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
概率 Ｐ＝０８０。抽样允许误差 δ＝００５，定检验水准为 α＝
００５，μα／２＝１９６，估计所需样本量为：ｎ＝μ

２
α／２×Ｐ（１－Ｐ）／δ

２≈
２４６。然后以问卷有效率为８５％来计算抽样人数，需抽样２８９
人，预计在两所大学各调查约３００人，共调查约６００人。
１２２　抽样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大学一年级、大学
二年级、大学三年级３个年级中分别随机抽取２个班级 ～３个
班级的学生进行调查。获得９８１名大学生研究对象，其中接触
过“无痛人流”广告的６９３名。
１３　调查方法

采用自制的“无痛人流”广告认知问卷进行调查。问卷内

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资料、对“无痛人流”广告的接触情况、对

“无痛人流”广告中内容各关键信息的认知、对“无痛人流”广告

的整体信任度和态度。由辅导员组织学生到教室，调查员对问

卷的填写方法进行统一讲解以后，分发问卷，学生统一在教室

独立填写，完成后统一回收。

１４　质量控制
调查人员均经过系统集中的培训。调查问卷由研究团队

人员和妇产科专家进行集体讨论、论证后确定，具有较好的信

度和效度。数据的录入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０软件双人双录法，设置
问卷录入逻辑命令，不一致的数据从源数据库中进行核查，减

少录入错误，确保录入的准确性。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０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

组间比较采用 χ２检验、秩和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频数
（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对接触过“无痛人流”广告的６９３名大学生发放问卷，问卷全
部回收，回收率１００％。剔除无效问卷２９份，最终收集有效问卷６６４
份，问卷有效率９５８％。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情况详见表１。
２２　大学生接触“无痛人流”广告情况
２２１　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途径情况　被调查者接触“无
痛人流”广告的途径中，接触人数排名前３位的分别是街头宣
传册（５１７人）、电视（４１８人）、流动广告（３８５人）。其余的分别
为网络（３２９人）、固定广告（２３４人）、正规报纸杂志（１２８人）、
广播（６７人）、其他途径（４６人）。

２２２　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频率的情况　大学生接触“无痛人
流”广告的频率情况主要是偶尔接触，有３６４人（５４８％），有时接触
有２２１人（３３３％），经常接触的有７９人（１１９％）。将不同社会人
口学特征大学生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频率进行分析。分析结果

显示：不同性别的被调查者在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频率的情况

上存在差异，经检验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不同年级的被
调查者在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频率的情况上存在差异，经检验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表１　大学生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社会人口学特征 人数 ％

性别

　男 ２５５ ３８４

　女 ４０９ ６１６

年龄

　≤１８ ９２ １３９

　１９～２０ ３７３ ５６２

　２１～２２ １８７ ２８２

　＞２２ １２ １８

专业

　医学 ３５７ ５２９

　非医学 ３０７ ４７１

年级

　大一 ２３５ ３５４

　大二 ２４９ ３７５

　大三 １８０ ２７１

生源地

　城镇 ３１３ ４７１

　农村 ３５１ ５２９

表２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接触“无痛人流”广告的频率情况

社会人口学特征 人数 平均秩次 Ｚ／χ２值 Ｐ值
性别

　男
　女

２５５
４０９

３１２２９
３４５１０

５７４６ ００１７

年龄（岁）

　≤１８
　１９～２０

９２
３７３

３０３９２
３２７２９

６４７３ ００９１

　２１～２２ １８７ ３５５５６

　＞２２ １２ ３５４２５

专业

　医学 ３５７ ３４３５３ ３１９３ ００７４

　非医学 ３０７ ３１９６７

年级

　大学一年级 ２３５ ２２９１２ １４１０２ ０００１

　大学二年级 ２４９ ３５４８０

　大学三年级 １８０ ３４５２３

生源地

　城镇
　农村

３１３
３５１

３２６８３
３３７５６

０６４７ ０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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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的认知情况
２３１　对“无痛人流”广告认知的基本情况　将常见“无痛人
流”广告的内容提炼为３个主要信息：无痛、安全、快捷。在调
查对象中有５００人（７５３％）表示获得了“无痛”信息，３７０人
（５５７％）表示获得了“安全”信息，４２６人（６４２％）表示获得了
“快捷”信息。

２３２　对广告中“无痛”内涵的认知　将无痛分解为两个内
涵：术中无痛、术后无痛。在获取了“无痛”信息的５００人中，对
“术中无痛”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为２１２人，正确率为４２４％；
对“术后无痛”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为２９３人，占５８６％。
２３３　对广告中“安全”内涵的认知　将“安全”分解为３个内
涵：手术风险、术后并发症、对生育的影响。在获取了“安全”信

息的３７０人中，对“手术风险”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为１８０人，
正确率为４８６％；对“术后并发症”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为２１０

人，占５６８％；对“对生育的影响”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为２３５
人，正确率为６３５％。
２３４　对广告中“快捷”内涵的认知　将“快捷”分解为３个内
涵：手术时间、留院观察时间、身体恢复时间。在获取了“快捷”

信息的４２６人中，对“手术时间”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为 １９０
人，正确率为４４６％；对“留院观察时间”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
为１８５人，占４３４％；对“身体恢复时间”给出正确判断的人数
为２０５人，正确率为４８１％。
２３５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认知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
示，年级对“术中无痛”“手术风险”的判断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

意义（均Ｐ＜００５）；年龄对“术后并发症”“对生育的影响”的
判断的影响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５）；专业对“留院观
察时间”“身体恢复时间”的判断的影响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３。

表３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认知的单因素分析［ｎ（％）］

项目
无痛

术中无痛 术后无痛

安全

手术风险 术后并发症 对生育的影响

快捷

手术时间 留院观察时间 身体恢复时间

性别

　男 ７１（３８６） １０３（５６０） ６１（４３６） ７６（５４３） ８９（６３６） ６０（３９２） ５８（３７９） ６５（４２５）

　女 １４１（４４６） １９０（６０１） １１９（５１７） １３４（５８３） １４６（６３５） １３０（４７６） １２７（４６５） １４０（５１３）

　χ２值 １７３３ ０８２５ ２３２４ ０５６０ ００００ ２８０２ ２９６０ ３０４０

　Ｐ值 ０１８８ ０３６４ ０１２７ ０４５４ ０９８６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５ ００８１

年龄（岁）

　≤１８ ２７（４２９） ３２（５０８） ２４（５２２） ２０（４３５） ２４（５２２） ２６（４８１） ２４（４４４） ２４（４４４）

　１９～２０ １２０（４１８） １７６（６１３） ９６（４５３） １１６（５４７） １２９（６０８） １０３（４３６） １０７（４５３） １１１（４７０）

　２１～２２ ６２（４４０） ８１（５７４） ５６（５３８） ６８（６５４） ７７（７４０） ６０（４６５） ５４（４１９） ６６（５１２）

　＞２２ ３（３３３） ４（４４４） ４（５００） ６（７５０） ５（６２５） １（１４３） ０（００） ４（５７１）

　χ２值 ０４９２ ３２８１ ２３２１ ７９０３ ８１７７ ３１５７ ５８７６ １１１０

　Ｐ值 ０９２１ ０３５０ ０５０９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０３６８ ０１１８ ０７７５

专业

　医学 １２５（４５８） １６９（６１９） ９２（５０５） １０５（５７７） １２０（６５９） １０５（４９１） ８１（３７９） １１６（５４２）

　非医学 ８７（３８３） １２４（５４６） ８８（４６８） １０５（５５９） １１５（６１２） ８５（４０１） １０４（４９１） ８９（４２０）

　χ２值 ２８２５ ２７０２ ０５１８ ０１２８ ０９０６ ３４６９ ５４４４ ６３７５

　Ｐ值 ００９３ ０１００ ０４７２ ０７２１ ０３４１ ００６３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５

年级

　大一 ６７（４２９） ９３（５９６） ４６（４０４） ５５（４８２） ６７（５８８） ６５（４７８） ６３（４６３） ６０（４４１）

　大二 ７６（３６７） １２５（６０４） ８５（５６３） ８９（５８９） ９４（６２３） ６８（４１０） ７１（４２８） ８２（４９４）

　大三 ６９（５０４） ７５（５４７） ４９（４６７） ６６（６２９） ７４（７０５） ５７（４６０） ５１（４１１） ６３（５０８）

　χ２值 ６３１７ １１７８ ６８３８ ５２５０ ３４０６ １５４４ ０７６０ １３４０

　Ｐ值 Ｐ＜００５ ０５５５ Ｐ＜００５ ００７２ ０１８２ ０４６２ ０６８４ ０５１２

来源

　城镇 １１０（４４４） １４９（６０１） ９２（５０３） １０８（５９０） １２４（６７８） １０１（４７９） ９１（４３１） １０３（４８８）

　农村 １０２（４０５） １４４（５７１） ８８（４７１） １０２（５４５） １１１（５９４） ８９（４１４） ９４（４３７） １０２（４７４）

　χ２值 ０７７０ ０４４５ ０３８３ ０７５３ ２８１７ １８０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８０

　Ｐ值 ０３８０ ０５０５ ０５３６ ０３８５ ００９３ ０１７９ ０９０２ ０８４６

２４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态度情况
被调查者对“无痛人流”广告的态度的主要为“中立”，有

３７９人（５７１％）；其次为“反对”，有２５５人（３８４％）；“支持”的
仅有３０人（４５％）。将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对“无痛人

流”广告的态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

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的态度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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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对“无痛人流”
广告的态度［ｎ（％）］

社会人口学特征 反对 中立 支持 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００４０ ０９８０

　男 ９８（３８４）１４６（５７３） １１（４３）

　女 １５７（３８４）２３３（５７０） １９（４６）

年龄（岁） ８４８０ ０２０５

　≤１８ ２８（３０４） ６１（６６３） ３（３３）

　１９～２０ １４０（３７５）２１７（５８２） １６（４３）

　２１～２２ ８０（４２８） ９６（５１３） １１（５９）

　＞２２ ７（５８３） ５（４１７） ０（００）

专业 ５３１９ ００７０

　医学 １４７（４１２）１９９（５５７） １１（３１）

　非医学 １０８（３５２）１８０（５８６） １９（６２）

年级 ５５７８ ０２３３

　大学一年级 ８０（３４０）１４７（６２６） ８（３４）

　大学二年级 １０６（４２６）１３０（５２２） １３（５２）

　大学三年级 ６９（３８３）１０２（５６７） ９（５０）

生源地 ４１９１ ０１２３

　城镇 １３３（４２５）１６７（５３４） １３（４２）

　农村 １２２（３４８）２１２（６０４） １７（４８）

２５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的信任度情况
被调查者对“无痛人流”广告的信任度的主要情况为“不信

任”，有４０３人（６０７％）；其次为“说不准”，有２４７人（３７２％）；
“信任”的仅有１４人（２１％）。将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
对“无痛人流”广告的信任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性别的

被调查者对“无痛人流”广告的信任度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结果详见表５。
表５　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大学生对“无痛人流”

广告的信任度［ｎ（％）］

社会人口学特征 不信任 说不准 信任 χ２值 Ｐ值

性别 ７２９９ ００５

　男 １３６（５３３）１１３（４４３） ６（２４）

　女 ２６７（６５３）１３４（３２８） ８（２０）

年龄（岁） １０１１２ ０１２０

　≤１８ ５２（５６５） ３６（３９１） ４（４３）

　１９～２０ ２１８（５８４）１５０（４０２） ５（１３）

　２１～２２ １２３（６５８） ５９（３１６） ５（２７）

　＞２２ １０（８３３） ２（１６７） ０（００）

专业 ４１７５ ０１４２

　医学 ２２２（６２２）１３１（３６７） ４（１１）

　非医学 １８１（５９０）１１６（３７８）１０（３３）

年级 ２３７６ ０６７７

　大学一年级 １３５（５７４） ９６（３８９） ４（１７）

　大学二年级 １５４（６１８） ８９（３６０） ６（２４）

　大学三年级 １１４（６３３） ６２（２５１） ４（２２）

生源地 ２４９０ ０２８８

　城镇 １９６（６２６）１１３（３６１） ４（１３）

　农村 ２０７（５９０）１３４（３８２）１０（２８）

#

　讨论
３１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的认知存在不足

本次调查显示，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中３个主要信息
的内涵的判断正确率并不高。在８个内涵的判断上，仅有１项
的正确率超过６０％，有５项的正确率不到５０％。我国在１４岁
～３５岁的青年人口中，初中及以下的占６０２％，高中占２２８％，
大专及以上占１７０％［６］。大学生作为青少年中正在接受高等

教育，文化知识水平最高的群体，其中依然有较多比例的人对

“无痛人流”广告中的信息存在误判。与之相对的低教育程度

的青少年数量更为庞大，其中对“无痛人流”广告中的信息存在

误判的比例和人数也许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信息误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缺乏人流相关的正确知识，这一类知识的缺乏，跟性与生殖健康

教育的缺乏密切相关。由于担心部分内容进入课堂可能会带来

鼓励学生发生婚前性行为等负面影响，高校普遍未能开展这方

面的教育［７］。在本次调查的两所高校中，学生数量更多的某综

合性大学没有开设相关课程，只有某医学院开设有“大学生性

健康教育”选修课，但也仅有１８个学时，内容也不够全面。而
随着大学生性观念逐渐开放，对婚前性行为的日益宽容，目前的

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的发展已远远落后于现实需求。

３２　“无痛人流”广告对大学生的相关认知有不良影响
３２１　“无痛人流”广告具有诱导性　本次调查中，超过７０％的
大学生都从广告中获取到“无痛”信息，显著高于获取到其他信

息的比例。从这个角度讲，“无痛人流”广告已经把其要宣传的

最重要的内容传播给了受众。诚然，“无痛人流”的确可以做到

“术中无痛”，这并非虚假宣传，但是“无痛”信息的植入，将降低

受众对人流的恐惧感，在此基础上，受众可能进一步放松对意外

怀孕的警惕，导致不安全性行为增多，流产率上升。多篇文

献［８１０］已经报道，无痛人工流产虽然解决了患者疼痛的问题，但

是术后的重复流产率较高。导致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人

流手术带来的剧烈疼痛会使受术者对人流产生畏惧感，而无痛人

工流产术可明显减轻疼痛，使得受术者忽视了人流的不利影响，

从而重复流产率相对较高。另外“无痛人流”广告中“快捷”内涵

中所包含的“手术过程快”、“留院观察时间短”也并非虚假宣传。

这样，“无痛”和“快捷”就通过广告宣传，以事实的面目出现，共

同消解了大学生群体对意外怀孕影响学业的担忧，也更进一步降

低了大学生对安全性行为的重视。因此可以说，“无痛人流”广

告对大学生群体采取不安全性行为，甚至重复人流具有诱导性。

３２２　“无痛人流”广告具有误导性　“无痛人流”广告的误导
性主要是体现在夸大了“无痛人流”手术的安全性、便捷性，以及

对其危害性进行淡化处理或避而不谈。比如“梦里三分钟，意外

去无踪”这样的广告语，根本就没有提及“无痛人流”的危害，而

且利用“三分钟”与“去无踪”这样押韵的句子，营造一种轻松的

氛围，暗示其安全无害，具有误导性。本次调查，大学生对“无痛

人流”广告的信任度以“不信任”为主导，占６０７％，但是“说不
准”的也占到了３７２％。大学生这种模棱两可的判断，正是“无
痛人流”广告将真信息和假信息混杂在一起，误导受众的“高明”

手段的体现。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无痛人流”广告中的误导信

息或多或少已经被受众所认可。比如对“安全”信息中所包含的

内涵“手术风险”这一项，有５０％以上的大学生判断错误，认为就
如广告上所说，“无痛人流”的风险比普通人流小。实际上“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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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的风险并不比普通人流低，甚至还多了麻醉剂过敏的风

险。对“快捷”信息中所包含的内涵“身体恢复时间”这一项，也

有一半以上的大学生判断错误，认为就如广告上所说，“无痛人

流”的身体恢复时间比普通人流短。实际上“无痛人流”术后身

体恢复时间和普通人流一样。这些误导信息通过“即做即走”、

“不影响学习工作”等语句传导给大学生，符合大学生不愿耽误

学业的心理需求，也影响了大学生安全性意识的形成。

３２３　“无痛人流”广告对相关认知的脱敏效应　脱敏（ｄｅｓｅｎｓｉ
ｔｉｚａｔｉｏｎ）—词的概念源于临床心理学中的系统脱敏治疗，指反复
面对一个会导致焦虑、恐惧的刺激时，焦虑、恐惧等负面情绪反应

逐渐消退的现象［１１］。传播心理学对脱敏效应的解释是，对媒介

传播的特定内容的反复接触，将会导致心理饱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或情绪适应（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以致最初紧张、焦
虑或者厌恶的程度缩减或弱化［１２］。本次调查发现的“无痛人流”

广告最主要的５种传播方式中，只有电视这种方式，接触者可以
主动并直接的回避。流动广告、固定广告、网络广告（主要是弹

窗）接触者都难以主动并直接地回避。街头宣传册这种方式比较

特殊，接触者可以不接受宣传单，但是派发“无痛人流”相关街头

宣传册的行为和派发者本身已经成为“无痛人流”的符号，在接

触者选择回避的同时，“无痛人流”的信息已经植入了接触者印

象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街头宣传册也算是不能直接回避的。可

以说，“无痛人流”广告正是通过这种难以回避的方式，以达到宣

传的目的。而且，街头宣传册的派发还具有很强的指向性，本次

调查发现，女生比男生更多地通过“街头宣传册”接触“无痛人

流”广告，这也是 女生在“经常”接触“无痛人流”广告方面显著

多于“男性组”的主要原因。传播学上将这种难以回避的传播方

式称为强制传播。强制传播因其强制性和非自愿性，使传播方彻

底掌握了传播的主动权，可以任意以多频次、高重复率传播给受

众［１３］。正是因为强制性传播，大学生被迫反复接触“无痛人流”

广告，而反复的接触最终使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和“无痛人

流”产生认知上的脱敏。本次调查中，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

的态度以“中立”占主导（５７１％）。这种既不反对也不支持的中
性态度，反映出大部分大学生对“无痛人流”广告已经形成心理

饱和情绪适应，甚至可能对“无痛人流”也产生了认知脱敏，这很

有可能会降低他们对“无痛人流”相关问题的警惕，还有可能增

加他们不安全性行为的发生率。

&

　建议
４１　高校要做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工作

让大学生获得正确系统的性与生殖健康教育，不仅可以防止

大学生被“无痛人流”广告误导，更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必然要

求。有调查发现，９４２％的学生认可了在高校开展生殖健康教育
的必要性［１４］。相比于社会教育、家庭教育而言，学校在保证性与

生殖健康教育内容的系统性、科学性、可靠性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同时学校也能更有效地组织学习。高校作为大学生的培养基地，

不仅要发挥专业知识教育的作用，还应当承担大学生性与生殖教

育方面的责任，为社会输送专业过硬，身心健康的人才。

４２　加强对“无痛人流”广告的监管
加强对“无痛人流”广告的监管是消除其不良影响的基本

环节。“无痛人流”广告是医疗广告的一种，目前我国医疗广告

违法的情形还很多。工商、卫生和中医药部门监督执法队伍虽

然各司其职但是对医疗广告监督的人力财力物力却投入不够，

特别是卫生部门从事医疗卫生监督工作的人员紧张，经费设备

不足［１５］。行政机关在医疗广告监管方面的艰难处境正是政府

单一主体监管困局的一个缩影，要克服这个难题，引入协同治理

是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协同治理强调多元主体在治理中的作

用。目前“无痛人流”广告主要以医院广告的形式出现，而且基

本上都是民营医院广告。政府机关可以联合各地的医疗行业协

会，对这一类广告行为的违法行为进行宣讲，鼓励医疗行业协会

对这类违法行为制定相应的处理规定，鼓励各同业医疗机构对

这类违法行为的监督。另外，大部分的“无痛人流”广告都有医

院的联系方式，监管部门可以积极向人民群众宣传这类广告的

违法行为，鼓励人民群众对此类广告进行监督举报。

'

　结语
目前我国“无痛人流”广告的泛滥不只对大学生，甚至整个

青少年群体的相关认知都造成了诱导、误导、乃至认知脱敏等不

良影响，这些影响最终会对青少年的生殖健康造成危害。而且

“无痛人流”广告的泛滥也不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性观念、树

立文明的性道德。为了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全社会都应该行动

起来，推动对“无痛人流”广告的严厉监管，推动对青少年性与

生殖教育的进一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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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沟通机制、宣教机制、保障机制在内的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体系，并针对湖北省提出具体的实施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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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是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传染病，消除艾滋病是“健
康中国”战略要求和联合国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大
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发

展。近年来大学生开始成为艾滋病流行的重点人群，高校成为

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

计划》提出要“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和性健康的宣传教育，建立

健全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和定期会商机制”。当前关于大

学生艾滋病的研究，国外主要涉及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行为

调查［１３］、艾滋病风险性行为［４７］、艾滋病教育［８９］等方面，国内

集中在大学生艾滋病知识态度和行为调查［１０１２］、大学生艾滋病

教育现状及模式［１３１６］、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制度和策略［１７２０］等方

面，关于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湖北省在

校大学生超过１５０万人，艾滋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本文在湖
北省ＨＩＶ／ＡＩＤＳ统计数据及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湖北省大学
生群体艾滋病的流行特征、防控现状及问题进行总结，构建湖北

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体系，为政府及高校防控艾滋病提供

参考。

!

　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流行特征
１１　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病例呈高速增长态势

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累计报告青年学生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６８５
例，其中大学生占７１６％，年平均增长率达３２４％。按现住址
统计，２００７年至 ２０１６年湖北省 １５岁 ～２４岁年龄段的 ＨＩＶ／
ＡＩＤＳ病例累计报告 ２４４４例，其中职业为学生的有 ５４１例，占
２２１４％［２１］。按年龄粗略估计年级分组，１９岁～２４岁大学生共
４３３例。各年级中，大学二年级学生共 １１７例占比最高，为
２７０２％。时间变化上，整体呈高速增长态势，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６年
平均增长率高达３６８７％。具体情况详见表１和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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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湖北省大学生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统计表

年份 大学一年级（１９岁） 大学二年级（２０岁） 大学三年级（２１岁） 大学四年级（２２岁） 本科后（２３岁～２４岁） 合计

２００７ ０ １ ０ ０ １ 　２

２００８ １ ０ ０ １ ０ 　２

２００９ ３ １ １ ３ ３ １１

２０１０ ２ ２ ６ ６ ３ １９

２０１１ ６ ７ ８ ４ ３ ２８

２０１２ ７ １０ ８ １０ １１ ４６

２０１３ ９ １５ ９ ３ １１ ４７

２０１４ １５ ２５ １８ １６ ７ ８１

２０１５ １７ ３２ ２９ １０ １０ ９８

２０１６ ２８ ２４ １９ １４ １４ ９９

合计 ８８（２０３２％） １１７（２７０２％） ９８（２２６３％） ６７（１５４７％） ６３（１４５５％） ４３３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６年湖北省大学生ＨＩＶ／ＡＩＤＳ病例增长曲线

１２　武汉是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流行的重灾区
武汉市共有在校本专科生９４９万人、研究生１１５万人，大

学生总人数超过１００万人。截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３１日，湖北省累
计报告有１３９所学校的５３７名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主要集中在武汉市（６０５％）。报告病例排名前５位的地市分
别是武汉市（３２５例）、襄阳市（３６例）、荆州市（３４例）、宜昌市
（２７例）、恩施州（２４例）。
１３　男男性传播为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感染的主要途径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９月，湖北省新报告１５岁 ～２４岁青年学生
艾滋病病例近１００例，均为男性，＞８０％为同性传播，＞８０％为
在校大学生。截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底，湖北省累计报告的６８５例
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中，８３３％是由于男男同性性行
为传播感染的。武汉市近５年新报告的青年学生病例占全部青
年病例的比例持续超过３０％，其中男性占比高达９９２％，经男
男同性性途径传播占比高达９１３％。
"

　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现状与问题
２１　艾滋病防控试点初步启动，但试点经验亟待推广

国家卫健委、教育部２０１５年确定了９４个高校艾滋病防控
试点，湖北省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

大学４所。但是，目前试点高校数量不到全省１２９所高校的１／
３０，覆盖面严重不足。而且试点高校在组建校级艾滋病防控工
作领导小组、出台艾滋病防控实施文件等方面尚有不足，试点

防控经验未能及时总结并推广到全省所有高校。

２２　艾滋病防控制度初步建立，但组织机制亟待完善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提出要“建立

健全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和定期会商机制”。《普通高等

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提出要“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健康教

育师资队伍，完善部门各负其责、协同推进的健康教育工作机

制”。当前，湖北省卫健委、省教育厅等部门已初步建立了艾滋

病疫情通报制度，但相关组织机制还不够完善，尚未形成体系。

２３　艾滋病健康教育初步开展，但推进力度亟待加强
一是部分高校开设艾滋病教育相关课程，如华中师范大学

“性科学概论”、武汉大学“艾滋病防治”等。二是艾滋病在线教

育课程出现并获得认可，如智慧树网“艾滋病、性与健康”、中国

大学慕课“艾滋病与我”等。三是校医院在高校艾滋病教育中

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湖北省当前的艾滋病教育课程只是在

少数高校开设，大部分高校尤其是高职高专院校，还没有一堂像

样的性教育课。高校校医院因平时业务繁忙，艾滋病教育也并

不能实现常态化。通过对武汉市７所高校抽取２０５９名大学生
进行问卷调查显示，４６３３％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掌握的艾滋病
防治知识不够，２７００％的学生对当前学校艾滋病防治教育状况
明确表示不满意［２２］。

２４　艾滋病公益社团初具规模，但防艾活动亟待支持
目前湖北省民间防艾公益组织有武汉馨缘工作组、武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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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同志中心等。高校防艾公益社团中，有华中师范大学性科学

协会、武汉大学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等数１０个。中华红丝带基
金、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等也在高校积极开展活动。当前，

湖北省防艾公益社团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少政府部门及高校

的支持，很多民间防艾组织不能以法人名义开展防艾工作，多

数高校防艾社团得不到学校管理部门的支持。

#

　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构建
机构和制度创新是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要保障和

持久动力。高等学校的艾滋病防控工作机制亟待加强和完

善［１７］。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结合当前实践经验，在现有艾滋

病防控机制基础上进行创新，构建包括领导机制、沟通机制、宣

教机制、保障机制在内的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体系，并针对

湖北省提出具体的实施对策。

３１　构建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领导机制
３１１　成立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领导委员会　作为湖北省高
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领导决策机构。领导委员会由湖北省卫

健委牵头，每个季度召开一次湖北省高校艾滋病疫情会商会，

研究商讨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重大事项。领导委员

会下设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挂靠在湖北省卫健委，负责落实

传达各项决议、筹备召开工作会议等工作。

３１２　成立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执行委员会　作为湖北省高
校艾滋病防控工作的执行机构。由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牵头，定期召开会议，落实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领导委

员会的各项决议。

３１３　成立高校艾滋病防控专家指导组　作为湖北省高校艾
滋病防控工作的专业指导机构。聘请湖北省三级甲等医院相

关科室主任医师、重点高校相关学科专家学者等担任专家指导

组成员，主要为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提供专业咨询、技术指

导、艾滋病防控教材编写、艾滋病防控人员培训、艾滋病患者筛

查、艾滋病疫情评估等工作。

３１４　各高校成立艾滋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作为各高校艾
滋病防控工作的领导机构。负责研究、部署及检查督促各项活

动的落实，制订《艾滋病防治工作方案》。学校艾滋病防控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具体协调、指导各项活动的开

展。

３２　构建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沟通机制
３２１　完善高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和会商制度　在学校中建立
疫情通报制度，能够引起学校及学生的重视，对加强对艾滋病

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学生自我保护意识有积极意义［１８］。湖北

省卫健委等部门，通过“湖北省高校艾滋病疫情会商会”，分析

疫情发生原因和影响因素，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制定

防控工作的对策与措施。

３２２　建立高校艾滋病疫情管理信息系统平台　我国现已开
发了覆盖全国各级卫生系统的艾滋病综合防治信息系统，但信

息系统内缺少艾防工作动态、项目经验等信息［２３］。建议由湖北

省疾控中心负责开发建立湖北省高校艾滋病疫情管理信息系

统平台，将相关政府部门、医院、高校、专家等相关方都纳入管理

信息系统，实现省内艾滋病疫情信息的在线上报、鉴别、统计、管

理、宣传、咨询等功能，促进各部门间疫情信息沟通，提高工作效

率。

３３　构建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宣教机制
３３１　开设艾滋病防治必修课程　开设必修课或选修课进行

艾滋病教育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方法，而且在学校很容易开

展［２２］。可在省内所有高校开设不少于２学时的“艾滋病防治知
识”公共必修课程，还可采取开设“艾滋病”公选课、选修中国大

学慕课“艾滋病与我”等在线免费课程、在新生军训中加入“艾

滋病防治知识讲座”等多种形式。

３３２　制作艾滋病宣传册和展板　目前学校宣传栏及宣传册
仍是高校艾滋病防治知识最为主要的宣教措施［２２］。可印制艾

滋病宣传手册、宣传页等，免费为每位学生发放。在食堂、图书

馆、学生宿舍、教学楼、校医院等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布置宣传展

板。

３３３　利用新媒体开展防艾宣传　可开设面向全省所有高校
的“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联盟”微信公众号，并在各高校官方

微信公众号中，定期推送艾滋病宣传知识。通过微信平台干预

的方式简单易行、成本很低、针对性强、私密性好，可明显提升大

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率［１４］。利用 ＱＱ群、微信群、微博等多种
平台，联合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提高高校防艾宣传的覆盖度。

开发艾滋病防控相关的手机ＡＰＰ或微信小程序等。
３３４　组建高校防艾社团组织　高等学校要充分利用学生社
团等平台的作用，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到艾滋病防控的宣传

教育活动中［１７］。由湖北省卫健委、教育厅等部门牵头，组织省

内各高校建立“湖北省高校青春红丝带”艾滋病防治社团，开展

防艾宣传活动，可借鉴北京市组建“首都高校青春红丝带社团”

的做法。

３３５　安装ＨＩＶ预防和检测设施　一是广泛安装计生药具免
费发放设备，学生可凭身份证定期免费领取。二是安装尿液检

测自助柜员机，以优惠的价格销售检测包，方便高危人群进行自

我检测。在高校宿舍楼摆放自助检测服务机，不仅便于学生获

得医疗卫生机构的专业服务，还对促进ＨＩＶ检测进校园起到了
很好的宣传动员效果［２４］。

３４　构建湖北省大学生艾滋病防控保障机制
３４１　建立高校艾滋病防控的经费保障机制　多渠道筹措资
金，建立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基金，采用以政府投入为主、分

级承担、多渠道筹资的筹资机制，保障湖北省高校各项艾滋病防

控工作的顺利开展。

３４２　建立高校艾滋病防控的法律保障机制　由省人大牵头
制定《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条例》，以法律形式为高校艾滋病

防控提供有力保障。由省卫健委和教育厅联合制定印发《湖北

省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规范》，明确高校艾滋病散发疫情和聚

集性疫情的处置流程。

３４３　建立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评估激励机制　由湖北省卫
健委牵头制定《湖北省高校艾滋病防控工作评估与激励方案》，

联合教育部门对相关部门开展督导检查，委托第三方开展绩效

评估工作，对高校艾滋病预防健康教育不到位、艾滋病疫情报告

制度落实不到位等问题予以问责，对在高校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做出显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

　结语
我国大学生艾滋病防控形势已经十分严峻，政府部门和高

校必须高度重视起来。本文构建的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体

系，是在大学生艾滋病防控机制方面的探索。建议设立的一些

机构和制度，可以为今后政府机构完善和制度建设提供借鉴，但

其实施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和改进。提出的一些实施对策，如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开展防艾宣传、组建高校防艾社团组织等，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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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也需要开展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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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发育开始时间与女生心理状况、问题行为关系的
研究
厉晓萍△　邓扬　朱丹玲　马健　王芳　廖慧霞　黄敏
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０４５

【摘要】　目的　研究青春发育开始时间与女生心理状况、问题行为的关系。方法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
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青少年门诊接受咨询的１５０例女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青春期发
育量表进行分组，将其分为早熟组（５分）３５例、适时发育组（６分～１７分）９５例和晚熟组（１８分）２０例，对三
组心理状况、问题行为进行对比和分析。结果　三组焦虑评分、抑郁评分、问题行为评分相比较，早熟组 ＞
晚熟组＞适时发育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论　青春发育开始时间过早或者是过晚均会给
女性心理状态、问题行为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以引导青春期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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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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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ｅ，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ｕｓｔｂｅｐａｉｄｔｏ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ｇｉｒｌｓａｎ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ｔａｋｅｎｔｏｇｕｉｄｅｔｈｅ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ａｎｄ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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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期是人类生长发育的第二个高峰时期，人们通常将女
孩初潮以及男孩变声视作是孩子正式长大成为“青少年”的标

志［１］。从人群视角来讲，孩子的初潮或者是变声时点大致上服

从正态分布，但是受个体因素的影响，少数女孩子最早７岁就会
初潮，最晚则会推迟至１６岁［２］。自从１９世纪末开始，人类青春
期启动的平均时点不断提前且趋势十分明显，目前发达国家女

孩初潮年龄普遍为１４岁左右，而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中位年龄为
１３５岁，但是到了现在中位年龄已经提前至１２２７岁［３］。处于

青春期的女孩正处于第二性征发育阶段，生理及心理均较前一

时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因而不同青春发育开始时间对女生心

理的影响已经成为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议题［４］。为研究青春

发育开始时间与女生心理状况、问题行为的关系。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
青少年门诊接受咨询的１５０例女生作为研究对象。利用青春期
发育量表进行分组，将其分为早熟组（５分）３５例、适时发育组
（６分～１７分）９５例和晚熟组（１８分）２０例。纳入标准：①年龄
≤１６岁者；②依从性好，能够配合此次研究者。排除标准：①存
在认知功能或者是精神障碍者；②儿童家属不同意此次研究方
案者。本研究已获深圳市福田区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１２　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青春期发育量表对所有女性按照青春期发育开

始时间进行分组，分为早熟组、适时发育组和晚熟组三个组别。

随后利用已有与心理状态、问题行为有关的量表展开调查，获

取数据后对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比三组之间的差异，并分析

青春期发育开始时间对女生心理状态、问题行为的影响。

１３　观察指标
将心理状态、问题行为评分选为观察指标，其中心理状态

包括抑郁评分、状态焦虑评分、特质焦虑评分，抑郁评分采用儿

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测定，总分０分 ～３６分，分数越高抑郁越
严重；状态焦虑评分、特质焦虑评分采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测
定，分值均为２０分 ～８０分，分数越高焦虑越严重；问题行为包
括抑郁、社交退缩、体诉、分裂样强迫性、多动、性问题、违纪、攻

击性、残忍，采用中国修订版阿肯巴克儿童行为量表测定，采用

４级评定，分数越高问题行为越多［５］。

１４　统计学处理
本次研究中所有数据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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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珋ｘ±ｓ）表
示；三组间比较采用Ｆ检验，两两比较采用 ＬＳＤｔ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χ２检验，以频数（百分数）［ｎ（％）］表示；Ｐ＜００５表示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２１　三组女生基线资料比较

早熟组女生年龄范围 １０岁 ～１２岁，年龄（１１２０±０２０）
岁；户口类型：农村７例、城镇２８例；是否独生子女：是２０例、否
１５例。适时发育组女生年龄范围１３岁 ～１４岁，年龄（１３２５±
０２５）岁；户口类型：农村２１例、城镇７４例；是否独生子女：是
５６例、否 ３９例。晚熟组女生年龄范围 １５岁 ～１６岁，年龄
（１５４１±０２８）岁；户口类型：农村４例、城镇１６例；是否独生子
女：是１２例、否８例。三组女生户口类型、是否独生子女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可进行分组比较。具体结果详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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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三组女生基线资料比较 ［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独生子女与否

是 否

户口类型

农村 城镇

早熟组　　 ３５ １１２０±０２０ａ ２０（５７１４）ｂ １５（４２８６）ｂ ７（２０００）ｂ ２８（８０００）ｂ

适时发育组 ９５ １３２５±０２５ａ ５６（５８９５）ｂ ３９（４１０５）ｂ ２１（２２１１）ｂ ７４（７７８９）ｂ

晚熟组　　 ２０ １５４１±０２８ａ １２（６０００）ｂ ８（４０００）ｂ ４（２０００）ｂ １６（８０００）ｂ

Ｆ／χ２值 ３１８９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Ｐ值 ００３７ ０８８６ ０８６２

　　注：标有“ａ”项表示，两两比较，Ｐ＜００５；标有“ｂ”项表示，两两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三组女生心理状况比较
三组女生焦虑评分、抑郁评分相比较，早熟组女生 ＞晚熟

组女生＞适时发育组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具体结果详见表２。
２３　三组女生问题行为比较

三组女生问题行为评分相比较，早熟组女生 ＞晚熟组女生
＞适时发育组女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结
果详见表３。

表２　三组女生心理状况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状态焦虑评分 特质焦虑评分 抑郁评分

早熟组　　 ３５ ４８８４±１０６ ４９１０±１１０ １５８５±１１５

适时发育组 ９５ ４１２５±１０５ ４２３８±１１２ １０２５±１１０

晚熟组　　 ２０ ４４００±１００ ４５１３±１１５ １３３０±１１２

Ｆ值 ３２３５ ３２３３ ３２５１

Ｐ值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３ ００２７

表３　三组问题行为比较（分，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抑郁 社交退缩 体诉 分裂样强迫性 多动 性问题 违纪 攻击性 残忍

早熟组　　 ３５ ４３５±０３５ ２４９±０３１ ２７２±０２６ １７４±０１６ ３４７±０２４ １３９±０２０ ０５３±００７ ５２４±０３６ ０７９±００５

适时发育组 ９５ ２８８±０３２ １５５±０３３ １８７±０２３ ０６８±０１４ ２２２±０２０ １０４±０２１ ０１５±００５ ３４８±０３２ ０１８±００４

晚熟组　　 ２０ ３５４±０３６ ２１２±０３５ ２３３±０２５ １２１±０１５ ３０３±０２５ １２１±０２５ ０３１±００８ ４３３±０３３ ０４９±００８

Ｆ值 １９４５ １９４０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１ １９５１ １７９６ １７８９ １９５９ １８３４

Ｐ值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０ ００４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７ ００４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５

#

　讨论
青春期是一个心灵悸动的时期，为男生女生适应并顺利过渡

至成人时代的必经阶段，在青春期中除了生理、心理发生明显改

变外，社会角色亦发生了显著变化，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均需要

承担更大的责任、更加自立［６］。对于女生而言，普遍在１３岁左右
第一次经期到来，但是由于此时卵巢处于不断增大阶段，月经并

不规律且随着性激素的大量释放，女性生殖器官亦处于不断发育

之中［７］。由于无论是卵巢还是生殖器官均处于女生机体内部，在

外观上难以判断，所以容易被女生家长所忽视。然而，随着年龄

的不断增长，女生的乳房逐渐隆起，绝大多数女生会在９岁或者
是１０岁时就开始发育变大，因其外观形态变化十分明显，所以被
誉为是女生青春期萌动的重要标志［８］。１１岁时会阴部出现阴
毛，１２岁～１３岁期间乳头以及乳晕呈现出不断扩大的态势，但尚
未突出于乳房轮廓，在１４岁 ～１５岁时女生基本形成规律性月
经，乳头亦明显突起，１６岁或者是１７岁时接近成熟［９］。以上性

征发育有着明显的规律性，如果出现时间性违背情形必须及时查

治以排除不良因素的刺激，为其身心健康成长提供保障［１０］。

下丘脑垂体靶腺构成了女生青春期生理变化的主要控制
轴系，各个器官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从而保证女孩血液之中的

激素浓度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恰当的满足“女大十八变”对

激素的需求［１１１２］。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高级神经活动往往会影响

内分泌功能的运转，反过来内分泌功能的异常又会给高级神经活

动带来不利影响，使得女生产生一系列心理问题或者是诱发多种

问题行为［１３］。所以对青春发育开始时间与女生心理状况、问题

行为的影响关系展开研究与分析无疑具有重要意义［１４］。

凌辉等［１５］在其研究中通过运用青春期发育量表、儿童抑郁障

碍自评量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中学生问题行为自评量对１１岁
～１６岁年龄段女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适时发育的女生占比为
６７％，３３％的女生青春发育或早熟，或晚熟，在不同年龄段比较上抑
郁、状态焦虑和问题行为总分存在着明显的统计学差异，早熟组女

生抑郁、特质焦虑、攻击行为、退缩得分显著高于晚熟组女生，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均Ｐ＝００００），据此而得出了青春期开始时间早晚
均会影响女生抑郁、焦虑和问题行为并且时间越早越不利于女生发

展。本次研究证实，根据青春发育开始时间可将女生分为早熟、适

时发育、晚熟３个时点，适时发育组女生的心理状态最佳，问题行为
最少，而早熟组女生抑郁评分、状态焦虑评分、特质焦虑评分最高，

问题行为（抑郁、社交退缩、体诉、分裂样强迫性、多动、性问题、违

纪、攻击性、残忍）最多，晚熟组次之，三组相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３２、００３３、００２７、００３８、００４０、００４２、００４０、００３５、
００４７、００４８、００３１、００４５），据此表明青春期开始时间对于女生心理
发育、问题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关系，与现有研究成果所得论断相吻

合。但与之不同的是，本次研究选用的中国修订版阿肯巴克儿童行

为量表涵盖的维度更加多元性，发现早熟组及晚熟组存在的问题行

为更加多样，如社交退缩、体诉、分裂样强迫性、多动、性问题等，在

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研究体系内容，称为全文的创新

性及亮点之所在。由此也提示妇保科在今后工作中应重点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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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发育时间过早、过晚女生的关注，通过开展针对性的心理疏导

以化解负性心理状态、降低问题行为的发生，同时叮嘱女生及其家

长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摄入含有激素的药物或者是食物、营养品，避

免干扰内分泌功能的正常运转，一旦发生早熟或者是晚熟情形，及

时检查并予以积极的药物干预。

综上所述，青春发育开始时间过早或者是过晚均会给女性

心理状态、问题行为带来严重不利影响，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

并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以引导青春期女生身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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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诊疗效果观察
樊小兰１△　聂雪晴１　周燕飞１　邸晓兰２　王宁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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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治疗方法，提高婚姻生活质量。方法　对因女性生殖器插
入障碍前来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患者进行治疗，尝试对阴道插入障碍患者进行分级评估，观察治疗效

果，总结治疗经验。结果　接受治疗的３８例患者中，有２１例治疗成功，１２例有效，３例失访，２例放弃治疗。
结论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诊治规范亟待关注，治疗需要性教育、性治疗和心理治疗的
有机结合。开展全面性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关键词】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分级评估；性治疗；心理治疗；全面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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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是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ＤＳＭ５）中
关于女性性功能障碍中的一种［１］，表现为阴道的插入障碍，卫

生棉条、手指、阴道窥器无法放入，不配合妇科检查，伴有性交疼

痛或阴茎无法插入阴道的一组疾病。１８６１年就有这类疾病被
提出［２］。从阴道插入障碍的原因来定义，称之为性交恐惧

症［３］，从症状表现来定义，称之为阴道痉挛。ＤＳＭＩＶ中将阴道
痉挛归于性交疼痛中［４］，ＤＳＭ５版本进行了修改，从结果来定义
阴道插入障碍，将阴道痉挛作为其中一项诊断标准，而不再是

一个单独的疾病分类。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定义，这

类疾病给男女双方带来的困扰都是持续而严重的。有阴道插

入障碍的女性经常选择性逃避这个问题，对于家人、朋友，甚至

对医生都讳莫若深。因此关于此病的发病情况人们并不十分

清楚。目前临床报道的患病率在５％ ～１７％不等［５］，这与实际

就诊的人数和案例报道的情况相差甚远，基本上是个案报

道［６９］。樊小兰［１０］从２０１５年开始尝试以认知行为加催眠疗法
对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进行治疗，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现将近

两年来接诊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诊疗效果总结如下。

!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长沙市妇幼保健院就
诊的３８例患者为研究对象。年龄范围２５岁～３９岁，年龄（２９±
３５６）岁。所有患者均已婚，婚龄１年到１９年，受教育程度均在
大专以上。纳入标准：①主诉为生殖器插入困难的来访者；②愿
意接受调查和随访。排除标准：①经临床检查判断基本排除生
殖道畸形等器质性疾病；②排除精神障碍性疾病。３８例患者均
符合生殖器盆腔疼痛／插入障碍的诊断标准，均未提供被强暴、
性虐等性创伤史。其中２０１７年１４例来访者主要来源于长沙市
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生殖中心的转介，２０１８年２４例来访者主
要来源于心理科、妇科医生转介及网络。所有患者对本研究均

已知情同意并经由长沙市妇幼保健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资料收集　为了充分了解来访者对于性知识的了解程
度以及性观念的形成因素，每例患者在初次检查时均填写《性

咨询（性交恐惧）调查问卷表》（适用于女性）并对来访性交恐惧

的程度进行初步的评估［１１］。

１２２　生殖器插入障碍分级标准　之前的治疗经验多是按照
阴道痉挛发生的肌肉群进行程度分级［１１］。然而临床接触到的

阴道插入障碍的患者中，超过半数以上无法诱导出阴道痉挛，

仅仅是预期进行阴道插入就感觉到明显的恐惧和排斥反应。

因此在大多数案例中，此分类并不完全适应。曾有学者尝试根

据妇科检查情况进行分级［１２］，也有局限性，实际上大多数患者

都是无法放松接受妇科检查的。笔者尝试以夫妻双方生殖器

官接触程度作为分级标准，具体分级标准详见表１。

表１　阴道插入障碍分级标准

分级 　　　　　　　　　　表现

１级 男方生殖器可以接触阴道口，仅插入困难

２级 男方生殖器仅可以接触阴道口以外的外生殖器

３级 男方生殖器只能接触外生殖器以外的身体部位

４级 阴道插入的预期就存在明显的恐惧和焦虑，拒绝生殖器官接触

１２３　生殖器插入障碍程度评估 将３８位患者进行分级，其中
１级的１５例，表现为性行为时，阴茎可以接触阴道口，仅在阴茎
试图插入阴道时，女方出现紧张、抗拒，拒绝插入。２级１３例，
表现为性行为时，阴茎不能接触阴道口，只能在外生殖表面摩

擦。３级６例，表现为性行为时，男方阴茎完全不能接触外生殖
器，只能在大腿部、或者腹部摩擦。４级４例，表现为性行为时，
只要预期阴茎插入就会存在明显的恐惧和焦虑，性生活只能停

留在相互抚摸，不允许有生殖器官的接触。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认知治疗　运用男、女生殖器的模型介绍男女性器官的
差异，性交时男女性器官如何接触，并介绍阴道是平滑肌肉性器

官，扩张性极大，分娩时可容纳胎头娩出可作证明。并将性交时

的疼痛具体化，疼痛的程度可能并不会比打针、抽血更疼。害怕

性交疼痛只是我们的错误认知，夸大了性交的疼痛，而想象出来

的疼痛是最疼的，如果能真正体验性交，患者会发现根本不如想

象的那么疼。认知治疗往往需要１～２次面谈后，评估患者已经
对性交有相对正面的认识后，开始进入下一步治疗。

１３２　催眠治疗　在催眠前告知患者，这次治疗师将会用棉签
进行试探，看看是否能让棉签进入。先让患者体验棉签接触大

腿或手臂皮肤，让她在清醒状态下明白棉签接触是不会疼的。

接着导入催眠阶段，让患者想象是在最舒服最放松的状态下，将

所有意念全部集中在性器官上，充分感受来自内心深处的性渴

求。此时，治疗师尝试用手指缓缓的接触患者阴蒂，一边观察患

者反应，一边继续用言语引导，如果没有抗拒则继续深入，逐步

完成一个手指的插入。继续观察患者的反应，如果患者表示抗

拒，则停止动作，治疗师的手指停留在最后的位置。治疗师用语

言引导患者回到安全区，唤醒患者，让患者观察和感受治疗师手

指的位置。

１３３　行为治疗　①手指阴道扩张练习 由患者和伴侣进行手
指阴道扩张练习。嘱患者剪除指甲，清洗双手和外阴后，戴上乳

胶手套，充分润滑外阴后进行，以一个手指开始，手指插入后进

行盆底肌肉收缩训练，感受阴道肌肉的收缩和扩张。感到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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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后可进入两个手指。治疗结果表明，手指比阴道扩张器更

为安全、有效。这个过程可以由患者或其丈夫实施。确实有患

者更加相信丈夫而不是自己。②阴茎假体练习 在患者可以较
为轻松的容受２指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开始使用阴茎假体插入。
由小号（直径１９ｃｍ）至中号（直径２５ｃｍ）逐步进行。在此练习
期间，仍需进行放松训练或者凯格尔运动。这个阶段也可以尝

试真正进行阴茎插入练习。③夫妻治疗　在治疗周期中，至少
有１到２次需要夫妻同时治疗，帮助夫妻消除误解和隔阂，建立
健康的婚姻生活。主要包括进行夫妻关系评估，认知治疗，最重

要的是指导丈夫如何积极参与到妻子的行为练习中来以及夫

妻之间如何保持适当的环境与气氛，培养适当的对性的兴趣，

并最终能享受性生活。

１４　疗效观察和评估
每次治疗前和治疗后，根据患者的反馈和行为治疗评估情

况，评价效果。如患者感觉恐惧程度减轻，双方生殖器接触程度

更接近阴道口，模具能放入为治疗有效，能完成阴道插入式性

交为治疗成功。

"

　结果
在接受治疗的３８例患者中，有２１例患者治疗成功；１２例

患者治疗有效，其中５例患者可以接受一个手指放入阴道，４例
患者可以接受小号模具放入阴道，３例患者可以接受放入中号
模具，目前仍在治疗中；３例患者失访；２例患者由于难于坚持治
疗及夫妻关系原因放弃治疗。

#

　讨论
３１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诊疗现状

女性性功能障碍发生率的流行病学资料较少，在我国关于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情况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尤为缺乏，基本是

个案报道。也有学者推算，恐惧症的患病率高达１１３％，女性
比男性高一倍多，据此推算，女性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发生率

可能在 ３％左右。也有文献报道，患病率在 ５％ ～１７％不
等［１３１４］。实际情况是，长期以来，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患者往

往辗转在精神心理科、妇产科、生殖中心等就诊，由于这些科室

都有很多其他疾病等待处理，相比之下，这类患者占据的分量

太小，而这类疾病既耗时费力，又收效缓慢，常常无果而终。另

一方面，有这类表现的女性患者由于羞耻感，经常选择逃避这

个问题，对家人甚至对医生都绝口不提。患者往往零散在网上

查找资源［１５］，或者不得不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前来就诊。

因此，关于此病的研究和治疗鲜有大量案例报道，患者的问题

得不到解决，不少家庭面临解体。在市场经济影响下，一些治疗

机构看中这块资源，以高昂的价格来吸引和治疗患者，整个疾

病的治疗状况处于无序状态［１６］。因此，关于女性生殖器插入障

碍的流行病学调查和诊治规范亟待解决，关于这类疾病的学科

发展有着良好的发展契机。在本研究中，治疗师既是有着多年

妇产科临床经验的妇产科医师，熟悉女性性器官的结构，既可

以对患者的错误认知加以科学的解释和引导，又可以通过温柔

而熟练的操作帮助患者完成阴道的扩张。同时作为心理治疗

师，尝试以心理治疗的方法，包括认知行为、催眠治疗、家庭治疗

等，治疗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使患者在放松和舒适、安全的状

态下完成阴道插入，治疗周期短，见效快，具有疗程短、无创伤、

无痛苦等优点，有很好的临床运用价值。

３２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治疗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发生往往有较为复杂的病因，但绝

大多数与缺失的性教育和错误的性观念有关，同时也与伴侣双

方的性价值观及其伴侣的关系非常密切。治疗成功率与本人求

治的意愿、结婚时间、恐惧程度以及丈夫参与和配合程度相关。

改变愿望强烈，能积极配合完成医生布置的练习，结婚时间越

短、程度越轻，夫妻配合越好的患者成功率越高。有２例对治疗
效果不满意，难于重建信心而放弃治疗的患者，均系结婚１０年
以上，阴道插入障碍分级为４级、夫妻关系紧张的患者。治疗方
法的采用上，需要根据对患者的严重程度和治疗中的反应灵活

掌握，对治疗者的要求很高。既需要医生具备良好的性医学、妇

科学知识、丰富的临床工作经验以及良好的心理沟通技巧。最

需要的是医生的耐心和爱心，始终鼓励患者树立信心，勇敢尝

试。因此，关于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患者的治疗是性教育、性治

疗和心理治疗的有机结合，而不仅是医学指导。通过这几年的

治疗探索，笔者体会到，关于这类疾病的治疗还很难建立一个规

范的治疗模式，需要更多的案例积累，引进更多的治疗方法，也

需要更多的专业来协同参与。

３３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预防
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本质是性心理障碍，多数都是源于性

教育的缺失，绝大多数患者在前来就诊前从来没有观察过自己

的生殖器，没有过自慰的行为，更不要提性技巧了。有资料表

明，限制儿童期的性游戏和好奇心阻碍了儿童性心理的正常发

展［１７１８］，并将在成人之后产生不良的后果，性交恐惧就是其中

之一。青春期，过度的压抑性需求，往往导致青春期的孩子情绪

不稳定，叛逆，有的发生冲动性性行为，有的将对性的观念内化

为不好的、肮脏的，以合理化自己对性的渴望［１９］。成年早期，就

业、深造等的压力，让２０多岁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女青年不得不
采用更为压抑的方式去应对自己的性渴望，久而久之，形成了一

种条件反射，当真的具备条件进行性交时，之前形成的防卫机制

自动产生，导致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发生。古人云，过犹不

及。本人在治疗女性生殖器插入障碍的临床经验中，深切的认

识到，预防才是硬道理。开展全面性教育［２０］，使儿童和年轻人

能具备一定的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从而确保其健康、福祉

和尊严，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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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会阴痛为主诉的躯体化障碍一例
袁帅１　玄吉龙２　张成镐２　金花２　金文哲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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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会阴痛临床少见，通过对一例以“会阴部疼痛”为主诉的躯体化障碍患者的治疗，讨论
此病的治疗方法。方法　通过药物治疗、神经阻滞治疗后疼痛复现，临床心理科医师建议行心理治疗，原拟
行神经介入治疗，但患方要求自动出院。结果　出院当日疼痛缓解原有的５０％，随访后疼痛有缓解，但未行
心理治疗，性生活情况不明。结论　会阴痛的诊断和治疗既要考虑躯体因素，也要考虑精神心理因素，包括
性知识普及方面的心理支持。

【关键词】　会阴痛；躯体化障碍；性知识；心理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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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阴痛是病因和发病机制不明的临床疾病。会阴部疼痛
临床发病率不高，但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较大。关于此病的相

关研究较少。会阴痛在临床和病理上，并无特殊表现，病因和机

制尚不清楚，也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１］。目前认为的病因包

括：会阴部慢性病史、会阴部手术史、阴部神经卡压、脊柱相关疾

病、心理因素等［２］。本文作者近期曾经接诊一位以“会阴部疼

痛”为主诉的躯体化障碍患者，给予药物治疗，并结合性知识科

普和心理治疗。住院治疗疼痛缓解至原有的５０％后出院，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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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疼痛有缓解。

!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临床资料

患者，韩某，女，６９岁，以“会阴部疼痛７年余，加重３天”为
主诉入院。该患者入院前７年余，自述经“取环”后出现会阴部
疼痛，疼痛主要集中在阴道内部及阴道口周围，疼痛呈间歇性

胀痛，当时未系统诊治。入院１年前，会阴部疼痛程度加重，发
作频率增多，疼痛呈酸痛伴麻木，受凉、睡前时加重，休息、电热

毯取暖后缓解。排二便与疼痛无明显关系。期间多次就诊于各

医院妇科、精神科等，未能明确诊断和治疗。入院前３天，疼痛
加重至影响日常生活，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疼痛科门诊就诊，

给予“普瑞巴林”药物口服治疗，未见明显改善后，为行进一步

诊治，门诊以“会阴痛”为诊断收入病房。病程中无发热、消瘦，

饮食、睡眠较差，情绪焦虑，二便正常。

既往史：“胃炎”病史２０余年，具体不详；“高血压”病史１０
余年，血压最高达 １８０／１５０ｍｍＨｇ，规律服药；“冠心病”病史 ３
年，６个月前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诊治，住院期间补充诊断“躯
体形式障碍、室上性心动过速”。否认妇科疾病、直肠肛管疾

病、局部外伤史。

个人史：适龄婚配，夫妻感情和睦，４０岁左右性生活后偶有
会阴痛２天～３天，现因常年阴部疼痛而停止过性生活。育有１
子１女。

入院时查体：步态正常，腰椎活动正常，腰椎生理曲度存在，

腰椎棘突及椎旁压痛、叩击痛阴性，仰卧挺腹试验、直腿抬高试

验阴性，肛门会阴区感觉正常，阴道分泌物未有增多，未引出病

理反射，疼痛数字评分（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ｒａｔｉｎｇｓｃａｌｅ，ＮＲＳ），满分５分。
辅助检查：自主神经功能检查：自主神经系统功能衰退，副交感

神经过度活跃。腰骶椎ＭＲＩ：Ｌ４Ｓ１间盘轻度膨出，腰椎退行性
变。入院临床诊断：会阴痛。治疗上给予降低神经高敏（普瑞

巴林）、营养神经（维生素Ｂ１２）。
１２　诊治方法

入院后诊治经过：入院初期“心动过速”频繁发作，考虑与

交感神经功能异常和“阵发性室上速”病史有关，口服劳拉西泮

片（早晚各１ｍｇ）并调整心理状态，患者焦虑情绪、心动过速、会
阴部疼痛症状缓解。入院后行阴部神经阻滞当日，疼痛缓解

７０％。此后疼痛复现，程度同入院时，性质、部位不明确。进一
步采集病史：７年前自觉会阴部疼痛加重，旁人建议“取环”，取
环后未明显缓解。４０岁左右，因“下岗”后到俄罗斯做批发生
意，曾遭遇抢劫、寒冷天气等生活困境。自述“如果我不去那边

打工，我下面也不会疼”。会诊临床心理科医师行精神检查：神

清语明，问答问话正常，情绪焦虑，无精神病性症状，补充诊断

为：躯体化障碍。给予度洛西汀、坦度螺酮、阿普唑仑药物治疗，

并建议定期行心理治疗。入院后第 ７日，拟行神经介入治疗
（上腹下神经丛＋奇神经节射频热凝术）。入手术室前，突发心
悸、心前区不适，行心电监护示：室上性心动过速，故取消手术。

第二日，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

"

　结果
出院当日，患者自觉疼痛缓解原有５０％，ＮＲＳ评分２分。

要求返家服药，保守治疗，若疼痛加重或复现，再进一步诊治。

后随访，疼痛有所缓解，但出院后未在临床心理科接受心理治

疗，性生活情况不明。

#

　讨论
会阴痛患者经常由于性知识匮乏、性观念落后，羞于来医

院就诊。医师对此类疾病认识不足，患者常常辗转妇科、男科、

泌尿科、肛肠科多个科室，局限性考虑相应专科的局部问题。疼

痛医学常把病因与临床表现不能定义的会阴部疼痛称之为慢

性自发性会阴部疼痛（ｃｈｒｏｎｉｃ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ｐｅｒｉｎｅａｌｐａｉｎ）［３］。主要
采用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神经阻滞治疗、心理

治疗等，但仍然缺乏效果明确的治疗方法［４］。在治疗上，医师

经常在疼痛产生之初的信号转化、转导环节寻找突破口，而忽略

痛觉外周和中枢敏化及精神心理因素［５］。

该患者妇科、脊柱检查无明显异常，并伴有“消化不良”“室

上速发作”“胸闷”“疼痛性质不固定”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表现，

均符合躯体化障碍的特点［６］。ＢａｒｓｋｙＡＪ等［７］的研究认为，躯体

的正常感觉放大后被此类患者所感知，并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赋

予患病的解释，造成症状的持续存在。躯体化障碍患者经常存在

述情障碍，缺乏用合适语言表达情感和判读情绪的能力，长此以

往便会出现焦虑和更多的躯体症状［８］。该患者性格敏感、内向，

不善沟通，外出打工的遭遇、４０多岁过夫妻生活时疼痛、节育环
取出时“剐蹭阴道壁”等负性事件均可能导致躯体化障碍，而引

起会阴部疼痛症状的出现。由于疼痛反复发作，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使患者陷入“焦虑状态”，对性生活也失去兴趣。

以会阴部疼痛为主诉的躯体化障碍病例不多，但躯体化障

碍在临床上并不少见。此病临床表现多样，不乏性生活方面的

主诉。医师接诊采集病史时，应当善于观察，在交谈中分析其性

格特点，捕捉其心理状态，并详细采集既往疾病诊断、特殊用药

史。笔者在接诊此患者时，发现在其背包中有“氟哌啶醇、劳拉

西泮”等药物。进一步追问，患者自述在外院就诊的心内科医

师处方之，但患者自行阅读说明书，认为自己没有“焦虑症、抑

郁症”，也不是“精神病人”，故拒绝服药。事实上，躯体化障碍

的主观症状多，客观体征少，疼痛与情绪、意识状态相关，镇静药

治疗效果优于镇痛药［４］。根据ＤＳＭ５的分类标准，躯体化障碍
属于躯体症状障碍的一种类型。与另一种类型的躯体症状障

碍———疼痛障碍相比，该患者在疼痛的基础上，有性方面的症

状，这也是躯体化障碍的诊断要点。

躯体化障碍的治疗主要为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药物治

疗以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小剂量抗精神病药为主。此类患者往

往四处求医未果，心理治疗应当在与患者建立良好信任关系的基

础上进行，其目的在于让患者了解疾病的本质，消除或减轻心理

因素的影响。ＬｉｄｂｅｃｋＪ［９］的研究表明，认知行为治疗对躯体化障
碍有效，通过处理患者不良应对的认知模式，指导患者采用积极

的行为，改善应对方式，进而改善症状。森田疗法是基于人本的

一种心理治疗方法，主张让患者反复体验“顺其自然、接受症状、

带着症状去生活”，顺其自然使症状淡化、消失［１０］。邢双红等［１１］

的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联合森田疗法，对躯体化障碍作用明

确、起效快，有助于改善认知行为模式。其他常用的心理治疗还

有精神分析法、认知疗法等，均可以在临床治疗中选用。

对该患者的反思如下：许多人认为，女性进入围绝经期后，雌激

素水平下降，阴道干涩、性生活后疼痛是“正常现象”。即便去妇科

就诊，也认为这是“老年性阴道萎缩”等表现，“回家上点药就好

了”。该患者实际发病时间不止７年，“夫妻生活后下面疼痛”时患
者正处于围绝经期，同时生活遭遇低谷。如前所述，正是多重原因

导致其“会阴痛”的发生。加之夫妻双方性知识匮乏，又觉向子女

讲述“难以启齿”，去医院看病也无特殊疗效。为此，应当对患者耐

心解释治疗方式、用药目的，打消其心中疑虑，并适当讲解性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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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心理相关知识。嘱患者在夫妻生活时，放松心情，使用人体润滑

剂，避免过度紧张，导致阴道疼痛、痉挛。让患者对自己的症状有充

分的认识，起到“认知治疗、顺其自然”的效果。

&

　结语
“会阴痛”既是症状，亦是病名。其诊断既要寻找躯体因

素，又要寻找精神心理因素。疼痛专科可以给予药物治疗、神经

介入治疗，更要结合性知识普及在内的心理方面的支持，尽可

能改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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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场景下的同性恋议题研究：基于新浪微博的
聚类分析
刘丽颖１△　陆小聪２

１河南大学体育学院人文社会学教研室，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２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上海 ２００４４４

【摘要】　目的　以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论”为基础，对新浪微博媒介环境进行考察，探究在社会化媒
体下同性恋议题的空间环境及其张力。方法　以“同性恋”作为关键词，聚类产生了新浪微博上有关同性恋
议题讨论的８个群组，这些议题构成了同性恋话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语境。结果　新的媒介场景下存
在着群体经历融合与异性恋本位思维的对立；议题往往容易被消费文化裹胁，偏向娱乐化；容易受到日常人

际交往、同性电影和网络信息特征的影响。结论　总体来看，同性恋议题的进一步解放需要社会观念的进
步和更加理性客观的公共空间的塑造。

【关键词】　新媒介场景；新浪微博 ；同性恋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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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来源
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社会中，媒介场景中的行为研究也被

提上日程。“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媒体在同性恋议题报道

方面存在着明显的选择性和侧重性，虽然不乏有利于同性恋者

的新闻报道和形象呈现，但是多数还是负面的、不正常的、偏离

社会道德规范的，总体上呈现出对同性恋者的污名化（ｓｔｉｇｍａｔｉ
ｚａｔｉｏｎ）”［１］自从互联网出现以后，同性恋者有了更强烈的存在
感。他们因为互联网的便利性、低成本和新媒体所提供的隐私

保护而拥抱互联网［２］。ＹａｎｇＣ［３］认为，同性恋网络使用者选择
互联网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社交和获取信息，这也揭露了与同性

恋有关的信息在大众媒体中仍然匮乏，网络是主要的信息来源

的事实。郑智斌［４］也曾说过 “中国社会为同性恋提供了更为包

容的环境，互联网是强化这一语境、宣泄社会压力的重要的媒

体力量。”社会化网络整合了多种媒体资源，将网民真实的人际

社会关系和活动迁移到互联网上［５］。使得参与到同性恋议题

讨论的网民构成了一个新的群体。

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梅罗维茨阐述了自己的“媒介场

景论”。在他看来，传统的媒介理论研究者并没有真正把对媒

介特征的分析同日常社会交流的结构和动态性分析联系在一

起，梅罗维茨抛弃了社会场景的“地域”特点，而将其看作是“信

息系统”，借此提出了“新场景新媒介新行为”的思路。本文正
是尝试以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论作为研究的起点，运用语义网

络聚类分析，探讨新浪微博中同性恋议题的主要类型，揭示新

的媒介场景下的同性恋群体的话语行为特征。

"

　材料对象与方法
文章以“同性恋”作为搜索的主要关键词，通过采集２０１４

年４月至９月间关于同性恋议题的９８１１条帖子建立语料库。
通过过滤和删选，去掉了无效的用户 ＩＤ、和文本噪音，如啊、嗯、
哦等语气词。笔者利用ＩＣＴＣＬＡＳ对所有得到帖子进行分词，从
已经过滤后的语料库中得到所有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并通

过Ｗｏｒｄｉｊ３０［６］对这些词汇进行概念性的关联分析，从而确定与
同性恋有关的概念，及概念共词的频率，得到了出现１０次以上，
共词５次以上的所有词对（共词是每３个词汇中，两两共同出现
的频率）。然后将这些词对及其共词的频率输入到 ＮｏｄｅＸＬ进
行聚类分析［６］。为了使得结果更加客观，笔者去掉了“同性恋”

（或与之有相同意义的）关键词，使它不参与聚类。最后，笔者

使用Ｇｅｐｈｉ将整个聚类网络群展示出来。
#

　研究结果
我们的语料库中的词汇总量为９０９１７个，经过共词分析，得到

了出现１０次以上，共词５次以上的９７６个词汇所构成的语义关系
网络，通过聚类分析得到了８个大小不等的群组（由于篇幅所限不
再展示聚类后的效果图），并将他们根据词语联想来命名。

３１　异性恋本位群组
这是最大的群组，涵盖了最多词汇，中心词是异性恋和歧视，

包括了支持、接受、喜欢、反对等有关对不同性取向态度表达的词

汇，还有婚姻、繁殖、生育等有关社会行为的词汇，这一群组表达

了微博话语基本围绕异性恋群体应有的社会行为来表达对同性

恋群体和个人行为的认知的事实。如：“不晓得同性恋有什么好，

自豪到一定要异性恋都得死。”“同性恋怎么了？我表示理解并

支持。边缘人群的人活得比我们艰辛，但是他们努力着。”

３２　爱情婚姻群组
第二个群组中所包的词汇数量居于第２位，其中涉及到多

与男女爱情有关的词汇构建的词群。如男人、女人、妈、等有关

社会角色的词汇，和恋爱、结婚、出柜等有关社会行为的词汇，总

体上汇聚成以男女爱情婚姻为中心的词群，这个群组，可以命名

为爱情婚姻群组。

很多异性恋者由于面对单身或婚姻问题时，总是以一种玩

笑的方式被怀疑或误解为是同性恋。如：“我妈很认真地问我，

你天天说看不上这个看不上那个，你不会是同性恋吧！”“作为

中国的同性恋者我觉得死了比较好，现在的形婚，同妻越来越

多，受伤害的也越来越多。”

３３　同性性关系与艾滋病群组
这个群组包含了如艾滋病、感染、ｈｉｖ等有关艾滋病的词汇，

以及异性、男性、女性、性取向等有关两性性关系的词汇，笔者将

这个词群命名为同性性关系与艾滋病群组。如“看到说同妻容

易被感染艾滋病，真是想问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觉得同性恋是艾

滋病的传染途径．．．．．．”
３４　爱与权力群组

这个群组的焦点词汇是爱，也包括了公平、平等、理解等有

关人的道德认知和权力的词汇。结合微博话语的分析，笔者将

这一词群命名为爱与权力群组。如：“同性恋是世界上最纯净

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可以冲破世俗的樊笼，穿透异样的眼光，

接受来自社会的重重困难艰辛。”

３５　同性电影
这个群组的焦点词汇是电影和爱情，还包括了如《平常心》《阿

黛拉的生活》《霸王别姬》等电影名称，以及导演、演员、题材等与电

影有关的词汇。所以这一组词汇表达了对同性恋电影的基本态度

与观点。如：“《暹罗之恋》，似乎从来没有哪一部电影让我这么感

触。我不是同性恋并不代表我不尊重和理解同性恋。”

３６　日常生活群组
这组词汇的中心词汇是生活，围绕生活所展开的一系列词汇

包括各种类型，如子女、父母、夫妻等代表家庭成员称谓的词汇，还

有出柜、同妻、代孕等有关社会行为的词汇，总体来看描绘了日常生

活中对有关同性恋议题的认知。所以这一词群可以命名为日常生

活群组。如：“以前同性恋之于我就是个概念题，不料今天在教室，

两位美眉把答案告诉了我，尺度之大，让我再次相信了爱情。”

３７　性别认同群组
这个群组的核心词是性别、其次是尊重和生活，包括了如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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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女性、男生、出柜等有关性别特征与性别认同的词汇，以及支

持、包容、理解等有关态度的词汇，笔者将这个词群命名为性别

认同群组。如：“由于对同性恋的认知和接受度并不健全，在身

体发育的几年里一直用束胸把自己的女性特征完全包裹住，导

致疼痛、畸形，我觉得挺可怜的。”

３８　网络信息群组
第８组词汇以微博为中心词，主要包含了百度、转发、账号、

等网络专用词汇，以及认同、歧视、反对等有关态度的词汇，笔者

将其命名为网络信息群组。如：“逛贴吧淘歌找帖子，不小心发

现了反同吧，我就点进去看，果然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

　讨论
针对这些议题，以梅罗维茨的媒介场景理论作为理论基础

分析，微博中的同性恋议题表达呈现出以下特点：

４１　异性恋本位
约翰·费斯克在对电子游戏的解读中看到了网络所带来

的权威身份的转换，因为消费使得媒介使用者可以挑战传统的

等级秩序，在虚拟环境中获得现实中所缺失的愉悦，释放其不

满与孤独感［７］。新媒体群体由于兴趣而聚集，不必考虑等级秩

序，所以会产生更加多元的观点。但是，在异性恋本位议题中，

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也被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后结构

主义者习惯以结构观念的一系列二元对立作为突破口，进而揭

示二元对立是人赋予对象的，而不是对象本有的，它是一种构

想的结构，是一种人为的游戏［８］。同样一种基于异性恋权威的

包容和自由虽然是一种进步，也不失为一种束缚，新的媒介环

境下，他们被接受和容纳，可以踏出“柜子”，但基于这种束缚，

只能在柜子外很小的范围内活动。

４２　群体经历的融合与多元观点呈现
在这种新的媒介场景下，“有中介的一般化他人”（包括来

自传统群体之外的标准、价值和信仰）被改变，更加公共的场景

使得人们以更加全面和跳脱的视角观察自己的行为和身份，造

成了原来孤立、不同的群体成员开始要求平等的权利和待

遇［９］。这是梅罗维茨所说的“少数人群”意识的进步。在爱与

权力议题中，信息整合本身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了同性恋与异性

恋者在物质上的、社会的，以及法律上的分隔。他们试图取得平

等，而许多原本就坚持异性恋本位观点的人群则试图维护旧的

排除方式。这种共享的信息环境，导致了在选择上的公共意识

以及更大范围的共享。

４３　新的中区行为与后台的暴露
梅罗维茨认为由于新旧场景的混合，出现了新的“中区”行

为，这时候的观众有了“侧台”观念，同时看到了部分传统的后

台和前台区域，但是另一个群体后区的暴露可能使得其他人的

态度产生两种完全相反的影响［９］。在爱情婚姻群组中，这表现

为有些话语采取比较激烈和粗俗的言辞表达他们的厌恶情绪，

而也有些话语对其艰难爱情和权利表达同情和提倡。但由于

后区的行为开始向前移动，如非正式的服装、淫秽、裸体、亲密的

自我的泄露、情感以及承认脆弱。因为涉及到传统伦理，同时缺

乏对同性性关系知识的清晰认识，同性恋话语呈现出广泛化和

复杂化特点，尤其是在同性性关系和艾滋病群组中，很多人错

误地认为同性恋是艾滋病的直接成因而抨击他们。

４４　 影响圈的作用
梅罗维茨曾经提到，除了新媒介场景外，还有许多看起来

与媒介无关的因素影响到新社会行为的形成。其中包括礼仪

圈、媒介内容圈和领地接触圈。在聚类分析产生的议题下，这些

影响圈的作用都有所体现。

４４１　日常生活群组———礼仪圈的影响　新的信息系统需要在
人际交往中形成和加强才能使新的行为成为可能。在日常生活

议题中，与同性恋议题相关经历和遭遇被不断曝光，一些“禁忌”

被包括进与家庭、友谊、娱乐圈、个人遭遇、社会闲聊等相关的讨

论中，人为的对礼仪的“谈论”在新浪微博中塑造了一种新的礼

仪方式，使得本不适宜讨论的话题开始能够以全新方式被展现。

４４２　同性电影群组———媒介内容圈的影响 媒介内容的变化也
与新社会行为的产生密切相关，旧的媒介往往以新的媒介为参照标

准来决定什么内容是“恰当的”，这导致媒介讯息变化在信息系统

结构和内容之间经常呈现出一种环形关系。一种媒体内容的尺度

会使得其他媒体效仿。在对同性恋议题的讨论中，电影一直是走在

前沿的，在同性电影群组中，对同性电影的讨论引发了人们对同性

恋者的的重新评价，很多人因为电影重新认识同性恋，因为电影中

的感人情节而同情同性恋者的处境，甚至为他们的权利而呼吁，这

种讨论促进了同性恋议题从“中区”向“前台”移动。

４４３　网络信息群组———领地接触圈的影响 网络议题是聚类
分析生成的最小的议题类型，这个类型包含了一系列与网络有关

的词汇如微博、贴吧、转发、评论等，在社会技术空间传播的灵活

性和速度为原先孤立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社会接触地点。

工作和生活、男和女，保守与开放空间的融合，网络独有的信息发

布、转发、评论方式使得人们对同性恋话语的讨论呈现出了一个

不同以往的网络同性恋世界。但也增加了网络炒作和曝光的机

会，在新场景中的话语讨论呈现出更加自由和大胆的风格。

'

　思考
“新媒介使得人们共享信息环境，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的交

流边界被打破，身份的地域性和边界变得模糊。但走出了传统

的具有高度可见性、有修养的和令人迷恋的圈子，并不会意味着

传统的少数群体团结性和社会多样性的丧失，因为新的群体环

境促进了个人身份意识的觉醒，社会变成了一个可以容纳多元

文化的大熔炉［１０］。”但是在新的文化熔炉内，文化间的适应与斗

争也是前所未有的。

与现代西方文化将人类分为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二分法相

比，中国的性世界可能更加复杂，“中国同性恋历史的最显著特

点既不是恐同又不是同性恋，而是阶级优越论、男性至上主义和

年龄歧视所渗透的和构建的同性恋关系和主流文化。相对于历

史上的同性恋者，当代中国的“同志”的生存状况更加艰难，主

要的原因是求偶文化的流行和婚姻关系的浪漫化［１１］。”求偶文

化使得同性恋者必须假装对异性有兴趣，因此使得他们的婚姻

也变得压抑和痛苦。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同性恋议题的扩展空

间非常有限。在新浪微博这样的虚拟空间中，却可以将与同性

恋话题相关的所见所闻、观影感悟、和日常生活中不便提及的观

点进行书写和讨论。新媒介场景下，同性恋的议题空间更加开

放和适宜讨论。

在新浪微博中，同性恋的议题探讨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特

点，但是这些讨论还不能冲破异性恋主导的思维框架，尤其是受

到传统的伦理束缚时。莫尼克·维蒂格认为人文西方现代学科

和理论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在强制异性恋基础上安排对一整套

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意图把异性恋普遍化、真理化［１２］。这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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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性恋议题的积极探讨往往停留“喊口号”阶段，而难以与择

偶、婚姻、家庭、爱情、友谊等生活话题相联系。所以那些宣称自

己对同性恋相当宽容的人们，可能也只是一种肤浅的宽容，一

种事不关己的宽容，一种作为茶余饭后谈资的宽容［１３］。一旦涉

及到自身相关的实质性问题，微博用户就容易产生很明显的态

度分化和情绪对立。

而电子媒介更多地暴露后台行为的结果使一些“私下”的

群体行为被推到了更深、更不可见的后区，与同性恋有关的社

会伦理问题，如同婚、骗婚、出柜、艾滋病等的讨论向“前区”移

动，一个群体后区持续的暴露以及对注意力的汇聚导致了信息

超载，一种新的“中区”替代行为出现，那就是同性恋话语更多

融入到与娱乐有关的话语环境当中，同性名人的八卦传闻、传

奇故事，周围同性熟人的风流韵事，在网络信息时代，被不断地

转发、评论，当作可以生成话题的噱头来消费，网络的特殊表达

方式，使得同性恋作为话题的感情因素大大降低，在消费时代，

更多沦为一个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工具，以满足某些人的私

欲。而在这种环境中，能够反映真实的状况的同性恋话语在压

力之下不得不又一次隐藏自身，导致我们从微博上所能见到的

更多也许是关于这些议题的消费，而不是议题本身。

(

　结语
新的社会化媒体究竟带来了什么呢？人们在新的“舞台”

上移动，寻找着自己合适的位置，以期塑造出最完美的形象，但

是这个舞台的变化总是莫测高深，人们不知道自己可以任意排

练的“后台”早已成为看客观望的“前区”。总体来说，新媒介场

景在扩展同性恋议题的边界时，也不得不被网络所特有的传播

方式所左右，不被传统伦理所束缚，不被消费文化所裹挟，也许

正如梅罗维茨所说，“为了防止媒体主宰我们的感情和经验，为

了获得理性的话语和自治，我们是否应该创立出一种新的距

离。也许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越来越热的熔炉，而是冷静客观

的公共空间的重塑”［１３］。真正的理性、冷静、开放的议题空间

的塑造，不仅仅要依赖于技术所提供的便利，更需要时代进步

和社会观念的极大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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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金赛性学”理论曾经影响过世界性学研究。随着我国社会多元化转型，人们对“性取向多元
化”的认知与思索逐步加深。本文试图从“金赛量表”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性向”、“性向度”及“性向多级”

等知识的分析与思考，阐述其在社会生活中的甄别与适用价值，提示相关从业者在职业选择、道德操守等诸

方面引起重视，从而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其中“性向度”概念的提出在国内性学理论界尚属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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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赛性学调查”是社会性学历史上首次大型调查和研究，
《金赛性学报告》对人类性行为和性观念产生过重大影响。美

国《时代》周刊甚至认为：金赛为性学所做的贡献可以堪比哥伦

布为地理学所做的贡献一样伟大。而其中的“金赛性学量表”

所制定的尺度理论则奠定了调查的基础，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

撑作用［１］。

!

　性向、性向度理论的基本表述
性取向（Ｓｅｘｕａｌ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简称性向，又称性倾向、性指向、

性位向、性定向等，它是指一个人在情感、浪漫、与性上对男性或

女性有何种型态的耐久吸引，用来描述人的性渴望、性幻想、性

行为的对象。（宏观上指生物个体所感受的性吸引来自何方或

何种性别生物）。

按照“金赛量表”的性取向定位：人并不是只有＂同性恋＂
和＂异性恋＂两种，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同性恋／双性恋倾向，分别
只取决于程度。金赛博士制定的一个尺度，尝试用０～６代表人
的性取向定位。我们姑且称之为性向度。

０：完全异性恋；１：主要为异性恋，只偶有同性恋行为；２：主
要为异性恋，但也有同性恋行为；３：同性恋与异性恋倾向相同；
４：主要为同性恋，但也有异性恋行为；５：主要为同性恋，只偶有
异性恋行为；６：完全同性恋；Ｘ：无性恋。

我们姑且把“０”定为异性恋高度点，即完全异性恋；０～３区
间称为“异性恋”区间；异性恋性向度由高降低趋势，同性恋性

向度由低升高趋势。“３”为双性恋点；“３～６”为同性恋区间；同
理：同性恋性向度由低升高趋势，异性恋性向度由高降低趋势。

６为同性恋高度点，即完全同性恋。如果我们将０～６的区间看
做数学数轴上的区间，其中各个区间的是由无数的点组成，而

每一个点都代表着各异的性取向度点。表示如下：

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　　　Ｘ（Ａ）

异性性向　　　　　双性性向　　　　　同性性向　无性恋
另：也有人把０～６的尺度拓展为０～１０甚至以上。描述得

更为细腻与精准。

性取向连续谱分为左右两极。最左极是１００％的异性恋，
即１００％只对异性的身体产生性欲望；最右极是１００％同性恋，
即１００％只对同性的身体产生性欲望；中间是１００％的双性恋，
即同性和异性的身体都能让其产生性欲望，且强烈程度完全相

同；无性恋是指不会对男性或女性任一性别表现出性倾向，即

缺乏性驱力的人。人群中在性取向连续谱上述４个位点上（包
括无性恋）的人数非常少，也就是说极端、绝对的异性恋、同性

恋、双性恋或者无性恋都很少见。

性取向实际上是一种直觉，即使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性经验

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判断自己的性取向。靠性行为判断性取向，

是完全不可靠的。性取向的定义是指对于某个性别（或两性）

的爱情和性欲。仅仅通过机械手段能性兴奋甚至达到性高潮并

不能代表其真正的性向。

"

　如何看待性别多元与“性向多级”划分
性取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各种性取向并无优劣之分。关

于性取向的产生有很多种理论，当今大多数科学家、心理学家、

医学专家认为性取向是先天决定的，无法通过后天改变，不是一

种选择，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２］。总之，重要的是应当认识

到性取向是因人而异的。

２１　性的指向是多元的
通过对性向的研究分析，性学家们发现：性的指向是多元

的。据报载：２０１４年２月国外交友网站更新的性别选项，除了
传统意义上的男女之外，新增了５６种之多。故有性别彩虹光谱
一说：即所有人的性别都在一条光谱之上，没有绝对的性别。其

实，关于性、性别及性向的理论非常之多。世界上的事情远非我

们想像的那样单一，原本就是多元的，“简单划一”只是人类对

自身认知的初级阶段而已。比较而言，美国著名生物学家及性

学家金赛及其金赛性向量表则受到普遍认同。

２２　一般人群在青春期就明确察觉自己的性取向
绝大部分异性恋者在性取向连续谱上的位点在比较接近

右极的范围内，这部分人一般占总人口比例的９５％左右。绝大
多数同性恋者在性取向连续谱上的位点在比较接近左极的范

围内，这部分人一般占总人口比例的３％～５％。性取向谱的其
余位点上都有可能有人群存在，这部分人的性取向要相对晚一

些才能被自己确定下来，一般人群在青春期就明确察觉自己的

性取向了［３］。而且，即使知道自己的性取向与众不同，也未必

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从意识到接受也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谁也不

愿意当“少数”人。但是选择“出柜”敢于做自己，乃是社会交由

性少数人群的必由之路！

２３　异性恋占据的人口比例是压倒性的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不同的国家、地区、时期、性别、人口、文

化、环境，每种性取向占据的真正人口比例都是大致相同的。至

今为止各国的调查报告中，异性恋占据的人口比例都是压倒性

的超过同性恋、双性恋等性少数的人群，大约占据总人口的

９０％～９５％左右。只是但由于文化时期的差异，导致“出柜”人
数比例有所不同，所以社会调查中异性恋的比例会有所差异。

２０１６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我国同性恋人数约２７２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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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性取向不是非异即同的
对于同性恋和异性恋的关系或比例问题历来是一个令人

困惑的题目。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的等各种人群都存在，还

有很多不典型的同性恋、异性恋或双性恋也广泛存在。有过同

性性行为的人不一定是同性恋，同性恋的人并不一定有同性性

行为。金赛第一次提出０～６的性取向７级分类的方法，妥善而
且完满的解决了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存在的特定的和复杂的

关系。也就是说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没有分水岭，而是一种过

度关系，它不但反应了性取向问题的实质也描述了性取向表现

的现象。应用谱系理论来解决从异性恋到双性恋再到同性恋

之间的过渡问题，并应用于理论研究、教学和临床，也被称为金

赛性取向连续谱。

#

　性向与性向度的研究理论的启示
３１　性向是多元的，即便是同一性向也是分等级的

性向是多元的，即便是同一性向也是分等级的。比如：我们

可否这样“通俗”地认为：即便在占大多数的“异性恋”人群中既

有对异性高度敏感而易性兴奋的“色狼花痴”型，又有不甚敏感

的“婚恋老大难”型。同理，同性恋区间的等级差别也自然存

在。

３２　人们对性别的多元化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转型，促进了人们对性的多元化认知与

思索，人们对性别的多元化也持越来越宽容的态度。按照“酷

儿“理论家福柯的观点：性少数者绝不是一小群躲在角落里的

可怜虫，他们不仅有正面的社会价值，可以拓宽人际关系空间，

而且可以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健康快乐［４］。

&

　尊重“性向多级”划分的社会适用价值与意义
“性向”及“性向度”知识的引入无疑为人类认识自身潜在

因素，人与人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打开了一扇“天窗”（甚至完

成了对某些传统认知观念的颠覆，如：“坐怀不乱”的典故古往

今来被奉为男人性道德的楷模。但按照“金赛性学”理论，我们

可以明晰地推断柳下惠的性向根本不是异性恋或者异性恋程

度较低，而并非道德方面的恪守与自律使然。而有效而精准地

把控“性向”，对于职业甄选与婚姻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５］，比如，可以帮助从业者科学地甄选职业类型，有助于社会

组织机构在选拔人才方面增强针对性、操作性，及早规避从业

人员的工作心理适应能力与从业风险；还可以帮助婚龄青年对

婚恋、家庭选择采取科学审慎的态度，这既是对性科学知识的

有效认知，也是对社会职业担当的客观把握。

４１　性向、性向度是人的性心理基本特征与衡量尺度之一
性向、性向度是人的性心理基本特征与衡量尺度之一。承

认与尊重两者的存在，有助于社会大众提高自身认知程度，从

而有针对性地适用于社会相关系统，规避相应的职业、婚姻风

险。故，社会应加强社会对性向相关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提高

民政、司法等相关社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此知识层面的知晓度

和应用率；提倡婚龄青年及其家长对自身的认知、分辨与把控，

帮助树立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念。

４２　社会大众应理智面对两性婚姻，为性少数者降低压力
基于性向、性向度的理论意义，在现有的社会婚恋理念方

面，不主张“非异性恋”性向者进入两性婚姻，反对“形婚”，即男

女同性恋者组成所谓形式上的“婚姻”，尽可能减少或降低各种

“逼婚”现象引发的社会压力。基于“传宗接代”“不孝有三”等

思想的作祟，而把异性婚姻以外，诸如“独身”等少数人的生活

选择视为“异类”“不端”，使得“同性婚姻”基本摆不到议程。

这样，迫使性少数人群普遍被淹没在性多数人的异性婚姻“围

城”之中［６］。社会大众应理智面对两性婚姻，为性少数者降低

“逼婚”压力，避免“形婚”闹剧以及由此而恶变的人生悲剧发

生，乃是重中之重。

４３　“性向度”的辨别与认知有着积极意义
即便在占多数的“异性恋”性向人群中，“性向度”的辨别与

认知也有着积极意义。例如，它对于夫妻双方正确地相互理解、

避免不必要的猜忌，融洽家庭气氛有着明晰判断价值；对“异性

恋”性向中的“低度”者，即俗称“婚恋老大难”的婚恋，家长，社

会应当给予鼓励与关爱，营造组建家庭的宽松气氛，以促其顺利

完成和谐婚恋过程，切不可拔苗助长。对“异性恋”性向中的

“高度”者，俗称“色狼型”“花痴型”，在其婚恋过程中，应加强

道德与法制监护，防止其利用谈婚论嫁恣意“玩弄异性”“游戏

婚姻”。

４４　“性向”“性向度”知识可在执法部门发挥积极作用
执纪执法部门在审理和惩处职业违纪、犯罪的案件分中，参

考运用“性向”“性向度”相关知识，而避免仅仅从道德素质层面

要求和规范，是对人文科学尊重及人性执法的表现。尤其在特

殊岗位的人员招聘中，组织者应该多从性心理角度分析、决策，

科学审慎地选拔人才［７］。例如，在处理学校教师“性犯罪”（性

侵学生）的案件中，应着重参考当事人在“性向”与“性向度”方

面的潜在因素及诱发环境，而不能单单从“师德”素质层面分

析；同时也告诫相关部门在特殊岗位的招聘过程中，注意从科学

角度（包括性心理）考察从业者的主观素质。

４５　作为个人应理智接受自身“性向”与“性向度”
作为个人应理智接受自身“性向”与“性向度”，主动适应与

此相应的社会角色。建议社会相关组织在升学（高学以上）、就

业、入伍、婚登等社会角色转换的登记填表中增设“性向”栏目，

鼓励相关人员如实填写。在职业选择方面，从业个人首先应对

自身性向与性向度有明确的认知，其职业及工种的选择尽可能

避开那些易引发自身性幻想、性兴奋的人群对象环境，如体育专

业的异性教练员、陪练员，性部位暴露较多的医护专业，如妇产

科、男科、体检等，这些职业对“异性恋”性向中的高度者就不适

合；公共浴池中的同性搓澡工职业，“同性恋”性向中的高度者

就应主动避免。这不仅是个体对职业的慎重甄选的需要，同时

也是对个人的尊重、职业道德的起码尊重与敬畏。

综上所述，“性向”与“性向度”的甄别与理论研究十分必

要，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适用价值。它对于个人婚恋与社会职

业选择，以及道德法律规范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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