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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颈癌病人广泛性全子宫切除

联合阴道延长术后性生活状况研究

冯摇 佳1,朱彦玲2,张摇 红2,王新霞2,许摇 敏1,张摇 萍2

[摘要]目的:研究宫颈癌病人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联合阴道延长术后的性功能状况。 方法:选取 80 例玉b1 期及新辅助治疗

后的玉b2 ~域a2 期宫颈癌病人,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40 例。 观察组 40 例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联合阴道延长术 + 腹

膜后淋巴结清扫术;对照组常规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 +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 手术 6 个月后对所有病人进行阴道变化和性生

活相关情况的问卷调查。 并使用女性性功能测量量表来评估病人的性功能状态。 结果:2 组病人在术后恢复规律性生活的例

数、恢复规律性生活所用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组术后阴道长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 2 组病

人在排尿和排便相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2 组病人在性唤起、性高潮、性交疼痛、阴道润滑、性满意度、女性

性功能指数总分以及性欲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宫颈癌病人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联合腹膜代阴道

延长术后,病人的阴道延长明显,且不会增加排便和排尿障碍方面的风险,但是在性生活质量方面还没有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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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radical hystcrectomy combined with vagina lengthening
on sexual life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FENG Jia1,ZHU Yan鄄ling2,ZHANG Hong2,WANG Xin鄄xia2,XU Min1,ZHANG Ping2

(1. Jiangsu Xuzhou Tumor Hospital Branch(Pipa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Gulou District of Xuzhou),
Xuzhou Jiangsu 221000;2.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Xuzhou Tumor Hospital,Xuzhou Jiangsu 221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effects of radical hystcrectomy combined with vagina lengthening on sexual life in patients with
cervical cancer. Methods:Eighty cervical cancer patients with type 玉b1 and type 玉b2 ~域a2 after neoadjuvant therap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40 cases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adical hysterectomy
combined with vaginal lengthening and retroperitone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adical
hysterectomy combined with retroperitoneal lymph node dissection. After 6 months of treatment,the vaginal change and sexual life in all
patient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questionnaire, and the sexual function in two groups were evaluated using female sexual function
measurement scale. Results:The differences of the number of cases and time of recovering regular sexual lif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the postoperative vaginal lengt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urination and defecation indicator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sexual arousal, orgasm,pain during intercourse, vaginal lubrication, sexual satisfaction, total score of
female sexual function index and sexual desire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The
radical hysterectomy combined with vagina lengthening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cancer can significantly prolong the vagina length,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defecation and urination dysfunction,and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sexual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 cervical neoplasms;radical hysterectomy;vagina lengthening

摇 摇 宫颈癌( cervical cancer,CC)发病年龄一般为

40 ~ 50 岁[1],为性生活活跃的人群[2]。 近年宫颈癌

的发病有逐渐低龄化趋势[3]。 对于宫颈癌病人,治

疗后的性功能状态对病人及其配偶来说都具有极其

重要的意义。 虽然根治性手术比根治性放疗更有利

于病人性功能的保持,但由于手术范围广,术后阴道

缩短、神经损伤等原因仍然制约着术后性功能的恢

复。 且术后常伴随着结直肠动力障碍、膀胱排空以

及性功能障碍等严重的并发症,很大程度上影响了

病人的性生活质量[4 - 5]。 有文献[6]报道广泛性全子

宫切除术联合阴道延长术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病人

术后的性生活状态,但是对手术是否会加重病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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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以及对性功能改善程度等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

少。 本研究对比宫颈癌根治术和根治术联合腹膜代

阴道延长术病人的相关指标,探讨广泛性全子宫切

除术联合腹膜代阴道延长术后病人的性生活情况及

术后常见并发症等情况。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临床资料摇 选择 2012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

徐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 80 例玉b1 期及新辅助治疗

后的玉b2 ~ 域a2 期宫颈癌病人,均经病理确诊,其
中鳞癌 78 例,腺癌 2 例。 根据 FIGO(2009)临床分

期标准:玉b1 期 6 例,玉b2 期 42 例,域a2 期 32 例。
年龄 29 ~ 50 岁。 将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 + 腹膜

后淋巴结清扫联合阴道延长术的病人纳入观察组,
广泛性全子宫切除术 +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的病人

纳入对照组,2 组均为 40 例。 入选标准:均有性伴

侣;年龄臆50 岁;宫颈癌治疗结束逸6 个月;签订知

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合并其他部位肿瘤或肿瘤复

发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精神异常者。
1. 2摇 手术方法摇
1. 2. 1摇 常规手术摇 玉b1 期病人直接手术,玉b2 ~
域a2 期病人均行新辅助治疗并评价近期疗效后手

术[7]。 所有病人均经过 2 位或以上的副主任医师以

上职称的妇瘤科医生进行妇科检查,并行盆腔磁共

振检查,评估根治性手术的可行性。 对照组病人仅

行广泛性全子宫切除 + 腹膜后淋巴结清扫术,观察

组病人在此基础上行腹膜代阴道延长术。 手术操作

由有丰富手术经验的医生进行。
1. 2. 2摇 阴道延长术摇 观察组病人在进行广泛性全

子宫切除术以后再行阴道延长术。 在阴道残端锁边

缝合后对创面彻底止血。 用可吸收线对已打开的膀

胱后壁的腹膜返折和阴道前壁断端进行间断缝合,
用于延长阴道前壁。 然后将已打开的直肠前壁浆膜

和阴道后壁断端间断缝合,延长阴道后壁。 将直肠

前壁浆膜和膀胱后壁腹膜在阴道断端的上方 3 ~
4 cm处进行缝合,封闭盆底腹膜,并一直延长到阴道

的断端。
1. 3摇 术后辅助治疗摇 术后病理检查若有腹膜后淋

巴结转移、切缘肿瘤残存、宫旁受侵、宫颈深肌层浸

润、脉管瘤栓或肿瘤低分化等危险因素者,术后辅助

体外放疗加同步化疗。
1. 4摇 随访及问卷调查摇 病人在手术后均进行定期

的随访和问卷调查。 术后 6 个月行第 1 次随访,术
后 7 个月至 1 年每 2 个月随访 1 次。 随访内容为排

尿、排便情况、阴道变化、性生活相关情况。
1. 5摇 观察指标摇 观察 2 组病人恢复正常规律生活

所需的时间,恢复基本生活以后的情况以及其阴道

长度;观察病人术后排便与排尿情况;使用女性性功

能测量量表对病人的性功能进行估量:其中主要包

括性唤起、性高潮、性交疼痛、阴道润滑、性满意度、
女性性功能指数(FSFI)总分、性欲。 均采用等级式

对病人的性生活状态进行分级,有 0 ~ 5 级,得分越

高表明性生活质量越好。
1. 6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术后性生活相关指标的比较摇 2 组病

人术后恢复规律性生活的例数、恢复规律性生活所

用时间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观察

组术后阴道长度明显优于对照组(P < 0. 01) (见
表 1)。

表 1摇 2 组病人术后性生活相关指标的比较(x 依 s)

分组 n
恢复规律

性生活人数

恢复规律性生活

所用时间 / 月
术后阴道

长度 / cm

观察组 40 30 6. 03 依 2. 36 10. 36 依 1. 22

对照组 40 28 5. 89 依 2. 06 6. 33 依 1. 01

t — 0. 25* 0. 28 16. 09

P — >0. 05 > 0. 05 < 0. 01

摇 摇 *示 字2 值

2. 2摇 2 组病人术后排尿排便的相关指标比较摇 2 组

病人在排尿和排便相关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见表 2)。
2. 3摇 2 组病人术后性生活状况比较摇 2 组病人在性

唤起、性高潮、性交疼痛、阴道润滑、性满意度、FSFI
总分以及性欲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在我国妇科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居首位,不仅严

重危害妇女的健康,而且对病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

造成了很大的威胁[8 - 10]。 近年来,其发病率逐年升

高,并且逐渐年轻化。 所以,目前威胁广大妇女生命

安全以及健康的宫颈癌已逐渐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

一种疾病[11]。 从 20 世纪开始,在宫颈癌中占有主

导作用的治疗方式就是放疗和外科手术,对病人是

进行单纯的子宫广泛性切除术还是结合化疗、放疗

等方式都给病人提供了不同的治疗选择[12]。 对局

部晚期宫颈癌病人在新辅助治疗后行广泛性全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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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2 组病人术后排尿排便相关指标比较

分组 n
排尿相关症状

尿频摇 尿急摇 急迫性尿失禁 膀胱排空障碍摇 膀胱排空不全摇 尿痛摇
排便相关症状

排便次数减少 排便困难摇 排便相关的疼痛摇 便失禁 摇

观察组 40 3 2 4 4 16 0 8 3 1 0

对照组 40 4 3 5 7 14 1 9 4 1 1

字2 — 0. 16 摇 0. 21 0. 23 1. 28 0. 06 1. 09 0. 08 0. 16 0. 01 1. 01

P — >0. 05摇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表 3摇 2 组病人术后的性生活状况比较(x 依 s;分)

分组 n 性高潮 性交疼痛 性欲 性唤起 阴道润滑 性满意度 FSFI 总分

对照组 40 1. 90 依 0. 88 2. 15 依 0. 50 2. 02 依 0. 85 2. 26 依 1. 08 2. 11 依 0. 50 2. 08 依 0. 36 12. 46 依 1. 22

观察组 40 1. 92 依 0. 74 2. 12 依 0. 39 2. 05 依 0. 96 2. 25 依 1. 03 2. 06 依 0. 33 2. 15 依 0. 46 12. 33 依 1. 42

t — 0. 11 0. 30 0. 15 0. 04 0. 45 0. 64 0. 37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切除 +腹膜外淋巴结清扫术也是保护病人性功能的

一种方式[13]。 但不论是单纯的手术还是联合放疗

和化疗等,均会对病人造成一定的损害,导致不良反

应的出现,例如结直肠动力障碍、膀胱排空障碍、性
功能障碍以及不孕不育等[14]。 由于宫颈癌年轻化

的趋势,病人治疗后的生育功能和性功能等方面的

问题也逐渐成为妇科肿瘤学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广泛性宫颈切除术为早期宫颈癌病人保留了子

宫体及生育功能。 但为保障疗效,阴道及宫旁的切

除范围无法明显缩小,术后阴道长度至少会缩短

3 cm或者以上,是影响术后病人性生活质量的重要

因素之一。 阴道的缩短导致性交出现困难,严重影

响病人术后的性生活质量[15]。 手术同时延长阴道

是解决阴道缩短的有效方式,但未为临床广泛应用。
本研究采用腹膜代阴道延长术,可达到延长阴道的

目的。 而且 2 组病人在恢复规律性生活的例数和恢

复规律性生活所用时间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
组病人在排尿、排便相关指标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提示虽然联合阴道延长术使手术操作难度增加、
手术时间延长,但在膀胱、直肠等功能的恢复方面并

不增加并发症的发生率。
有报道[16]称通过延长阴道可以改善病人术后

的性生活质量。 但本研究结果显示 2 组病人在性唤

起、性高潮、性交疼痛、阴道润滑、性满意度、FSFI 总
分以及性欲等方面评分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本研究中病人行联合阴道延长术后,阴道明显

得到延长,但其性生活质量并没有见到明显提高,分
析其可能的原因是病人在手术过程中阴道受到刺激

导致感觉的异常,当然也不排除不同操作者手术技

巧的问题。 所以,宫颈癌病人术后性生活质量的研

究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综上所述,宫颈癌病人行广泛性子宫切除联合

腹膜代阴道延长术并不会增加其排便以及排尿方面

的并发症,手术可以达到延长阴道解决性生活困难

的问题,但对性生活质量没有明显改善,相关问题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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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乳腺癌与女性乳腺癌的预后影响因素探讨

李玉胜,许摇 磊,孙岩峰,孔祥歆,金功圣

[摘要]目的:探讨男性乳腺癌(MBC)和女性乳腺癌(FBC)临床表现及病理特点的异同并对影响预后的因素及治疗方法进行

分析。 方法:对 25 例 MBC 病人及配对的 50 例 FBC 病人进行分析,采用 SPSS 21. 0 版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Kaplan鄄Meier 法计

算生存率,生存率的比较用 Log鄄rank 检验,多因素分析用 Cox 风险比例回归模型。 结果:MBC 病人 5 年生存率为 40% ,FBC 病

人为 62% 。 单因素分析显示,肿瘤大小、淋巴结状态以及 TNM 分期和 MBC 病人 5 年生存率有关(P < 0. 05);肿瘤大小、淋巴

结状态、TNM 分期以及辅助内分泌治疗和 FBC 病人 5 年生存率有关(P < 0. 05)。 Cox 回归多因素分析显示,TNM 分期、肿瘤

大小是影响 FBC 5 年生存率的独立因素。 结论:TNM 分期及肿瘤大小是影响 FBC 5 年生存率的独立预后因素。
[关键词] 乳腺肿瘤;预后因素;5 年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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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rognostic factors between male breast cancer
and female breast cancer

LI Yu鄄sheng,XU Lei,SUN Yan鄄feng,KONG Xiang鄄xin,JIN Gong鄄sheng
(Department of On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Bengbu Medical College,Bengbu Anhui 233004,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and pathological features between male breast cancer(MBC) and female
male breast(FBC),and explore the prognostic factors and treatment protocols of patients. Methods:The clinical data between 25 MBC
patients and 50 matched FBC patients were analyzed using SPSS 21. 0 software. The survival rates of all cases were calculated using
Kaplan鄄Meier method,and compared using Log鄄rank test. The multivariat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Cox risk proportional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The 5鄄year survival rate of the MBC group and FBC group were 40% and 62%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size of tumor,lymph node metastasis and TNM staging were related to the 5鄄year survival rate in male group(P <
0. 05),and the size of tumor,lymph node metastasis,TNM staging and adjuvant endocrine therapy were related to the 5鄄year survival
rate in FBC group(P < 0. 05). The results of Cox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TNM staging and the size of tumor were the
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5鄄year survival rates in FBC group. Conclusions:The TNM staging and the size of tumor are the
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 of the 5鄄year survival rates in FBC group.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prognostic factor;5鄄year survival rtae

摇 摇 目前关于男性乳腺癌(MBC)的临床描述以及 治疗方法大多是从女性乳腺癌(FBC)病人的治疗结

果中推断出来的。 在缺乏对 MBC 治疗的大型随机

对照试验的情况下,这种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表面

上看起来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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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实际临床工作中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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