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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者配偶的病毒感染状况并调查其危险因素。

方法：对146例妻子确定为高危型HPV阳性的已婚男性进行阴茎头和尿道口上皮细胞高危型HPV型别检

测，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感染者配偶的人口学信息，分析发生病毒感染的可能危险因素。结果：146例男性

共检出高危型HPV感染64例，感染率为43．84％，优势型别为HPVl6、18、58、52型。多个性伴侣(≥2)、性

生活前后不经常清洗外阴、包皮过长或包茎、患包皮阴茎头炎是感染者配偶高危型HPV感染的危险因素(P

<0．05或P<0．01)。结论：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者的配偶也是高危型HPV感染的高危人群，男性在性活

动中洁身自好、保持良好的性行为方式和尽早治疗包皮过长、包茎、包皮阴茎头炎可能有利于减少病毒在配

偶之间的相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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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To study the prevalence of virus infection and its risk factors in men whose wives

infected with high—risk human papilloma virus(HPV)．Methods：146 married men who conducted high—risk

HPV testing because their wives had been identified as hiigh—risk HPV positive by cervical tissue HPV detection

were selected．The HPV genotype was performed by detecting male glans penis and urethral epithelial cells，and

standardize questionnaire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and analyze possible risk factors of viral

infection．Results：64 men were detected high—risk HPV positive in all of the 146 cases and the infection rate was

43．84％．The dominant types were HPV 16，18，58，52．Besides partner suffering from high—risk HPV infection，

factors such as multiple sexual partners(t>2)，seldom cleaning the vulva before and after sex，redundant prepuce，

phimosis and balanoposthitis all increased the risk of HPV infection(P<0．05 or P<0．01)．Conclusion：The

man with wife infected with HR—HPV is at high risk of infection．It may be helpful to reduc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n spouses by keeping clean and healthy sexual behavior and treating redundant prepuce，phimosis and balanoposthi-

ti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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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HPV)是一种无包膜

的小DNA病毒，易于感染黏膜鳞状上皮及表皮组织，可引发感

染部位增殖性病理改变。低危型HPV主要与尖锐湿疣等良性

病变的发生有关，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

主要病因‘11。HPV感染是常见的性传播疾病之一，病毒可通过

性接触在两性之间相互传播。由于男性在性活动中多处于主

动地位，在HPV传播中起着“载体”和“桥梁”作用旧J，因此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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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HPV感染和宫颈癌防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我们采集

了146例高危型HPV感染女性的配偶(以下简称“感染者配

偶”)的阴茎头和尿道口上皮细胞进行高危型HPV型别检测，

并对男性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女性感染者配偶病毒感染状况及

危险因素。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2016年1月至11月在我院泌尿外科及男性科自愿进行高

危型HPV检测的已婚男性，妻子均已确定为宫颈组织高危型

HPV阳性并取得分型结果。排除正常性生活不满1年、有尖锐

湿疣等皮肤黏膜病变、患自身免疫性疾病、因知情同意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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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进入研究的男性，共计146例感染者配偶纳入研究。年龄25

～56岁，平均38．4岁。研究经我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

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行相关危险因素调查，内容包

括：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吸烟史、饮酒史、避孕情况、性伴侣

数目、性生活频率、性卫生情况等。调查问卷在检测标本采集

前完成。

1．3标本采集

标本采集前嘱男性清洗阴茎头及包皮腔，充分去除包皮

垢。由指定的2名有资质的泌尿男科医师负责采样并记录是否

有包皮过长、包茎、包皮阴茎头炎等。采样时将无菌细湿拭子

置于尿道口内1～2em处加压捻动4～5圈，然后另取一无菌细

湿拭子按照阴茎头一冠状沟一包皮内板的顺序旋转擦拭，获取

足够的标本后将两拭子头端置于洗脱管中，标记后送检。

1．4 HPV检测方法

采用HP、，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和核酸分子快速导流

杂交分型技术，一次性快速检测HPVl6、18、31、33、35、39、45、

51、52、56、58、59和68型13种高危型别。检测步骤包括HPV

—DNA提取、HPV聚合酶链反应(PCR扩增)、核酸分子快速导

流杂交及分型及结果判定等。检测仪器及试剂包括凯普DNA

HybfiMax导流杂交仪、凯普核酸分子快速杂交基因分型试剂盒

等。HPV实验室检测严格按照操作流程进行，结果分析按试剂

盒说明书进行。

1．5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l9．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用r检验。多因素分析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进行，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感染者配偶的高危型HPV检测结果

146例样本共检出高危型HPV阳性64例，感染率为

43．84％。感染类型：单一型别感染42例(65．63％)，多重型别

感染22例(34．37％)。多重感染中二重感染17例，三重感染5

例。具体型别频次为：16型44次，18型13次，58型11次，52

型9次，33型5次，68型3次，31型和59型各2次，45型和56

型各1次。优势型别为HPVl6、18、58、52型。高危型HPV感染

率在≤30岁年龄段最低，I>5l岁年龄段最高，随着年龄增长，感

染率逐渐升高，但各年龄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r=0．328，P

=0．955)。见表1。

表1 不同年龄段感染者配偶高危型HPV感染情况

2．2感染者配偶高危型HPV感染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性伴侣数目／>2、性生活前后不经常清洗外阴、非避孕套方

式避孕、平均性生活频率>2次／周、包皮过长或包茎以及患包

皮阴茎头炎男性高危型HPV感染的比例较高(P<0．05)。见

表2。

表2感染者配偶高危型HPV感染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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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感染者配偶高危型HPV感染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以HPV感染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

因素引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伴侣数

目≥2、性生活前后不经常清洗外阴、包皮过长或包茎、患包皮

阴茎头炎是HPV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3。

表3影晌高危型HPV感染自然清除的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人类是HPV病毒唯一的自然宿主，HPV感染在人群中具

有普遍性。目前已分离出200余种HPV型别，其中近40种能

够感染肛门及生殖器皮肤及黏膜‘3 o。人体感染高危型HPV感

染后，病毒DNA可整合进入宿主细胞的基因组并表达E6、E7

蛋白，造成感染细胞内多种细胞周期蛋白、抗凋亡蛋白表达异

常，增加组织异常增生甚至癌变的可能、4o。目前，基于聚合酶

链吸附技术(PCR扩增)的分子生物学方法检测HPV基因组已

广泛应用于35岁以上有性行为的女性，成为预防、诊断和处理

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重要依据。由于受资金、技术及男性筛查

依从性的影响，对无症状男性进行高危型HPV集中筛查尚缺乏

可行性，全球尚没有大样本男性HPV感染分型研究的数据资

料∞J。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显示旧J，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者

的配偶也是高危型HPV感染的易感人群，将感染者配偶纳入

HPV感染的跟踪监测和管理范围有利于女性HPV的防治。本

研究以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者的配偶为研究对象，即考虑到此

类人群多有病毒检测的需求，HPV检测及危险因素分析结果便

于夫妻参考，共同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治感染。

阴茎头、包皮、尿道口均为男性的HPV易感部位，男性感染

后多不表现生殖器明显病变，成为无症状病毒携带者和潜在的

传染源。有研究"o统计HPVl6、18阳性妇女的男性伴侣病毒感

染率为34．8％。本研究检测感染者配偶的感染率为43．84％，

高于上述结果，与本次检测所包含的型别较多有关。研究结果

显示，高危型HPV在感染者配偶中的分布以单一型感染为主，

HPVl6、18、58、52型出现的频次较高，是本地区男性最常见的

感染类型。而本地区女性的高频感染型别为HPVl6、52、58、18、

33型¨1。HPV感染型别在不同地区、人群存在异质性，但在本

地区不同性别间感染的优势型别大体相符，证明了病毒可通过

性接触传播以及男性参与HPV感染防治的必要性。从年龄分

布来看，男性感染并没有出现女性感染特有的中间低、两边高

的近似“U”形的年龄分布特点(即年轻女性、绝经期及绝经后期

女性有较高的HPV感染风险)归川，而是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

长，HPV感染略有升高，与男性感染后表皮黏膜屏障的自然修

复和感染的上皮细胞基质层角化脱落所需时间较长有关。

目前认为，HPV的感染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于女性

而言，多个性伴侣、多次分娩、初次性生活过早、吸烟饮酒嗜好

等行为因素以及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是HPV感染的高危因

素¨2。⋯。本研究结果显示，除妻子高危型HPV感染外，初次性

生活过早、吸烟饮酒嗜好、女性感染类型(如多重感染)等因素

对感染者配偶的影响不大，一是与被检测男性多处于生育期，自

身免疫力较强有关；二是与男女双方在免疫功能和解剖生理等

方面不同，自身防御和清除病毒的能力存在差异有关。感染者

配偶的性伴侣数目、性生活前后是否经常清洗外阴等行为因素

以及患包皮过长、包茎、包皮阴茎头炎等因素是感染者配偶的

危险因素。性伴侣数目增多也增加了接触到多种HPV型别的

概率；性生活前后不清洗外阴，容易导致接触到的病毒驻留并

侵犯上皮细胞及黏膜层；包皮过长或包茎男性的包皮腔具有类

似女性阴道的潮湿、温热的特点，但缺乏乳酸杆菌抑制感染的

微环境，包皮垢可刺激包皮、阴茎头上皮，产生慢性炎症，增加

HIV入侵的易感性Ⅲ1。患包皮阴茎头炎男性的生殖道上皮细

胞和黏膜受损，表皮的屏障作用消失，更有利于HPV的入侵、生

长和繁殖。本课题组前期研究¨副显示男性尽早行包皮环切术

可减少其配偶的HPV感染率，提示对感染夫妇进行早期干预可

有效降低感染率、提高双方的生殖健康水平。

综上所述，女性高危型HPV感染者的配偶也是感染的高危

人群，感染危险因素还包括性伴侣数目、性卫生习惯等性行为方

式以及存在包皮过长、包茎、包皮阴茎头炎等。男性在性活动中

洁身自好、保持良好的性行为方式和尽早治疗包皮过长、包茎、包

皮阴茎头炎可能有利于减少病毒在两性之间的相互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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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甘草酸苷在白癜风合并淋病患者中的应用及对
红细胞免疫指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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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旨对复方甘草酸苷在白癜风合并淋病患者中的应用及对红细胞免疫指标的影响进行

探究分析。方法：选择我院2014年1月至2016年6月间收治的36例白癜风合并淋病为研究资料；在常规

抗生素(头孢地嗪钠lg，1；K／d)治疗基础上，辅以复方甘草酸苷治疗，2片／次，3次／d；治疗时间为4周。观

察36例研究资料的治疗前后红细胞免疫指标：免疫粘附促进因子(FEER)、免疫粘附抑制因子(FEIR)、免疫

复合物(CIC)、直向肿瘤红细胞免疫花环率(DTER)检测水平及临床治疗有效率。结果：经4周治疗后，36

例患者红细胞免疫指标检测水平明显优于治疗前(P<0．05)，差异具统计学意义，且临床治疗有效率高达

88．9％(32／36)。结论：尽管白癜风合并淋病患者的红细胞免疫指标水平均呈现相对较差的状态，但复方甘

草酸苷则可以有效改善白癜风合并淋病患者红细胞免疫指标水平；因此，临床采用复方甘草酸苷治疗白癜

风合并淋病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 复方甘草酸苷；淋病；白癜风；红细胞免疫指标；临床疗效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glycyrrhizin in patients with vitiligo complicated with gonorrhea and the effe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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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s：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compound glycyrrhizin on patients with vitiligo compli—

eated with gonorrhea and the influence on erythroeyte immune index．Methods：36 vitiligo patients with gonorrhea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Based on山e treatment of conventional anti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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