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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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方法 

氮酮对罗红霉素纳米脂质载体凝胶剂体外透皮
吸收的影响
金珊珊

潘虹

【 摘要】

黄海涛

目的

李瑶

韩翠艳

研 究 氮 酮 对 罗 红 霉 素 纳 米 脂 质 载 体 凝 胶 剂 ( 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ꎬＲＯＸ－ＮＬＣ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体外透皮吸收的影响ꎮ 方法

采用小鼠腹部皮肤ꎬ在 Ｆｒａｎｚｅ 扩散池
中进行透皮实验ꎮ 以皮肤透过量为指标ꎬ ＨＰＬＣ 法检测药物含量ꎬ 考察不同浓度 氮 酮 对 ＲＯＸ － ＮＬＣｓ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体外透皮吸收的影响ꎮ 结果

当氮酮浓度为 ２％、５％、８％时ꎬ药物的累积透皮量分别为 １０.９８ μｇ /

ｃｍ２ 、２７.９９ μｇ / ｃｍ２ 、１４.４１ μｇ / ｃｍ２ ꎮ 结论
的效果最佳ꎮ

【 关键词】

氮酮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９４

罗红霉素ꎻ

氮酮作为促渗剂ꎬ浓度为 ５％时ꎬ促进 ＲＯＸ－ＮＬＣ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透皮

纳米脂质载体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凝胶剂ꎻ

透皮吸收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 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２－１２５６.２０１９.１６.０３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ＪＩＮ Ｓｈａｎ－ｓｈａ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ｎｑｕａｎ－Ｄｅｚｈｏｎｇ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ꎬ Ｌｔｄ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１００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ｒａｎｓ － ｄｅｒｍ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 ＲＯＸ － ＮＬＣｓ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ｙ Ｆｒａｎｚ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ｐｏｏｌ ｏｎ ｒａｔ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ｓｋｉｎ ａｓ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ｚｏｎｅ ｏｎ ｔｒａｎｓ
－ｄｅｒｍ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Ｘ－ＮＬＣ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ｗ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ｓｋｉｎ ｐｅｒｍｅ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ＨＰＬＣ 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ａｚｏｎｅ ｗａ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１０.９８μｇ / ｃｍ２ ꎬ ２７.
９９μｇ / ｃｍ２ ꎬ ａｎｄ １４. ４１μｇ / ｃｍ２ 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２％ꎬ ５％ꎬ ａｎｄ ８％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ｒꎬ ５％ ａｚｏｎ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ＯＸ－ＮＬＣｓ －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ｔｒａｎｓ－ｄｅｒｍａｌ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Ａｚｏｎｅꎻ Ｒｏｘｉ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ꎻ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ａｒｒｉｅｒｓꎻ Ｈｙｄｒｏｇｅｌꎻ Ｔｒａｎｓ － ｄｅｒｍ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罗红霉素( Ｒｏｘｙｔｈｒｏｍｙｃｉｎ) 是新一代大环内酯类抗生素ꎬ

贸有限公司) ꎻ三乙醇胺( 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厂) ꎬ磷酸二氢

炎、喉炎、皮肤软组织感染的首选药物ꎬ外用可用于治疗脓疱

学试剂有限公司) ꎬ乙腈( 津市光复精细化工研究所) ꎬ乙腈为

其抗菌作用机制为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ꎬ是呼吸道感染、咽
疮等化脓性皮肤病及小面积烧伤、溃疡面的感染ꎬ寻常性痤
疮ꎬ毛囊炎等皮肤疾病 [１] ꎮ 但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普遍存在胃
肠道不良反应ꎬ为解决上市产品的不足ꎬ研制了罗红霉素纳米
脂质载体凝胶剂ꎬ其中氮酮作为促渗剂加入ꎮ 有研究报道ꎬ氮
酮用量对外用制剂促渗效果不成正比 [２－３] ꎮ 因此ꎬ为探讨最
佳透皮吸收ꎬ提高制剂疗效ꎬ本研究对氮酮的用量进行了筛
选ꎮ
一、材料与方法

１.材料:ＡＬ２０４ 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海有限

公司) ꎬ高效液相色谱仪( 美国 Ｗａｔｅｒｓ 公司) ꎬＹＢ－Ｐ６ 智能透
皮试验仪( 天津市鑫洲科技有限公司) ꎮ 罗红霉素纳米脂质

载体冻干粉( 自制) ꎬ卡波姆 ９８０( 杭州博峰有限公司) ꎬ丙二醇
( 天津市富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ꎻ月桂氮酮( 郑州祥之达商
基金项目:齐齐哈尔市科学技术计划项目( ＳＦＧＧ－２０１３３６)

作者单位:１０００００ 北京ꎬ北京万全德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金珊珊) ꎻ１６１００６ 黑龙江齐齐哈尔ꎬ齐齐哈尔医学院药学院( 潘虹、
韩翠艳) ꎻ １６１００６ 黑 龙 江 齐 齐 哈 尔ꎬ 齐 齐 哈 尔 医 学 院 纪 检 检 查 处
( 黄海涛) ꎻ１５４１００ 黑龙江鹤岗ꎬ鹤岗市中医院药剂科( 李瑶)
通信作者:韩翠艳ꎬＥｍａｉｌ:ｈｃｙｍｕｐｈａｒ＠ ｑｍｕ.ｅｄｕ.ｃｎ

铵( 天津基准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ꎬ无水乙醇( 天津市福晨化
色谱纯ꎬ其余均为分析纯ꎮ 昆明种雄性小鼠ꎬ购于齐齐哈尔医
学院动物实验中心ꎮ

２. 方 法: ( １) ＨＰＬＣ 法 测 定 含 量: ① 色 谱 条 件: 色 谱 柱:

Ｄｉａｍｏｎｓｉｌ Ｃ１８(２５０ ｍｍ×４.６ ｍｍꎬ５ μｍ) ꎻ柱温:３０ ℃ ꎻ流动相:
０.０６７ ｍｏｌ / Ｌ 磷酸二氢铵水溶液( 三乙胺调 ＰＨ 为 ６.５) －乙腈
(６５:３５) ꎻ检 测 波 长: ２１０ ｎｍꎻ 流 速: １. ０ ｍｌ / ｍｉｎꎻ 进 样 量: ２０

μＬ [５] ꎮ ②标准曲线的绘制:精密称取罗红霉素 ５０ ｍｇ 置于 ５０
ｍｌ 容量瓶中ꎬ加流动相溶解并定容至刻度ꎬ作为储备液ꎮ 将
储备液用流动相分别稀释成 １、５、１０、３０、５０、７０ μｇ / ｍｌ 一系列
浓度的罗红霉素标准溶液ꎬ经 ０.２２ μｍ 滤膜过滤后ꎬＨＰＬＣ 进
样检测ꎮ ③重复性考察:取 ５、３０、７０ μｇ / ｍＬ 高中低三个浓度
的罗红霉素溶液ꎬＨＰＬＣ 连续平行进样三次ꎬ测定罗红霉素含
量ꎮ ④精密度考察:取 ５、３０、７０ μｇ / ｍｌ 高中低三个浓度的罗
红霉素溶液ꎬＨＰＬＣ 进样ꎬ每天五次ꎬ连续五天ꎬ计算日内、日

间精密度ꎮ (２) ＲＯＸ－ＮＬＣ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的制备:称取适量卡波姆

９８０ 溶于纯化水中ꎬ配制卡波姆基质ꎬ依次加入氮酮、丙二醇ꎬ
搅拌均匀ꎬ备用ꎮ 取适量 ＲＯＸ － ＮＬＣｓ 冻干粉加纯化水复溶
后ꎬ加入到上述空白基质中ꎬ搅拌均匀ꎬ并用三乙醇胺调节 ｐＨ
值至 ６ ~ ７ꎬ最后加水定容ꎮ (３) 体外经皮给药研究:①离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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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７５

肤的制备:采用脊椎脱臼法将小鼠处死ꎬ用电动理发剪剃去腹
部鼠毛ꎬ刀片刮去脂肪组织和结缔组织后ꎬ蒸馏水反复冲洗ꎬ
并浸泡于生理盐水中ꎬ待用 [４] ꎮ ②鼠皮浸出液考察:将处理
干净的鼠皮在接收介质中ꎬ浸泡 ２４ ｈꎮ 浸出液经 ０.２２ μｍ 滤
膜过滤后ꎬＨＰＬＣ 进样检测ꎮ 采用该浸出液对储备液进行稀

释ꎬ配制 ５０、３０、７０ μｇ / ｍＬ 高中低三个浓度的罗红霉素溶液ꎬ
ＨＰＬＣ 进样检测ꎬ每个浓度平行进样三次ꎬ计算平均回收率ꎮ

图２

③体外透皮实验:采用 ＹＢ－Ｐ６ 智能透皮试验仪ꎬ安装 Ｆｒａｎｚ 装

罗红霉素溶液高效液相图谱

置ꎬ其有效接触面积为 １.７９ ｃｍ ꎮ 在接收室中加入 １７ ｍＬ 接
２

收介质ꎬ该介质由 ２０％乙醇和 ２％吐温 ８０ 组成ꎬ水浴温度保持

在 ３２ ℃ ꎮ 将鼠皮用滤纸吸干表面水分ꎬ夹在接收室和供给室
中间ꎬ调整 Ｆｒａｎｚ 装置ꎬ排除气泡ꎬ３５０ ｒｐｍ / ｍｉｎ 下磁力搅拌ꎮ
取适量 ＲＯＸ－ＮＬＣ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ｌ 于供给室皮肤表面ꎬ于 ０、１、２、４、

６、８、１０、１２、２４ ｈ 取样 ０.８ ｍｌꎬ并及时补充相同体积的空白接

收介质ꎬ用 ＨＰＬＣ 法检测ꎬ按照下述公式计算累积渗透量 [３] :
其中 Ｖ 为接收室介质体积ꎬＶｉ 为取样体积ꎬ

Ｃｉ 为第 ｉ 次取样时接收液中的药物浓度ꎮ
二、结果

１.ＨＰＬＣ 法测 定 含 量: 对 罗 红 霉 素 系 列 标 准 溶 液ꎬ 进 行

ＨＰＬＣ 检测ꎬ记录峰面积ꎮ 以浓度 Ｘ 为横坐标ꎬ峰面积 Ｙ 为纵
坐标ꎬ绘制标准曲线ꎬ计算得回归方程:Ｙ ＝ ２５２４.３Ｘ＋ １８４４.５ꎬ
Ｒ２ ＝ ０.９９９５ꎬ表明罗红霉素在 １. ０４０ ~ ７２. ８０ μｇ / ｍＬ 范围内线
性良好ꎮ 重复性实验中ꎬ高中低三个 浓 度 罗 红 霉 素 溶 液 的

ＲＳＤ 值分别为 ２.１９％、０.６３％、０.５７％ꎬ重现性良好ꎻ精密度实
验中ꎬ高中低三个浓度罗红霉素溶液的日内精密度 ＲＳＤ 值分
别为 ０. ８７％、０. ６０％、０. ７４％ꎬ日间精密度的 ＲＳＤ 值分别为 １.

２６％、０.５８％、０.５３％ꎬＲＳＤ 均小于 ５％ꎮ 由此可见ꎬ按照上述条
件检测样品含量ꎬ方法准确可靠ꎮ

２.体外经皮给药实验:( １) 鼠皮浸出液:将鼠皮浸出液过

膜处理后ꎬ ＨＰＬＣ 检 测ꎬ 结 果 见 图 １ꎮ 参 照 罗 红 霉 素 溶 液 的

ＨＰＬＣ 图谱( 图 ２) 可知ꎬ该浸出液在罗红霉素出峰时间处ꎬ无
吸收ꎮ 高中低三个浓度罗红霉素溶液的平均回收率分别为

９８.２０％、１００. ７％、１０１. ５％ꎬ平均回收率均介于 ９８％ ~ １０２％ 之
间ꎮ 因此ꎬ可判定该浸出液对主药的测定无干扰ꎬ“ １.２.３” 项
下的 ＨＰＬＣ 法可用于体外透皮实验ꎮ ( ２) 体外透皮实验:采
用不同质量浓度的氮酮制备得到的 ＲＯＸ－ＮＬＣｓ－ｈｙｄｒｏｇｅｌꎬ体
外经皮给药 ２４ ｈ 后ꎬ透皮结果见图 ３ꎮ 由图可知:２ ｈ 时ꎬ无氮

酮组的累积透皮量几乎为零ꎬ添加氮酮后ꎬ透皮量增加ꎻ２４ ｈ
内ꎬ无氮酮、２％ 氮酮、５％ 氮酮、８％ 氮酮组的累积透皮量依次

为 ２２.５６ μｇ / ｃｍ２ 、１０.９８ μｇ / ｃｍ２ 、２７.９９ μｇ / ｃｍ２ 、１４.４１ μｇ / ｃｍ２ ꎬ
即 ５％氮酮组>８％ 氮酮组 > ２％ 氮酮组ꎮ 由结果可知ꎬ氮酮的

促渗作用与其用量不呈正相关ꎬ本制剂中氮酮的最佳用量为

５％ꎮ

图３

讨论 角质层是人体皮肤的重要屏障ꎬ也是影响外用制
剂药物吸收主要的限速壁垒ꎮ 目前常用的促渗手段分为三大
类:制剂方法、物理手段和化学添加或改造ꎮ 制剂方法包括将
药物包载进脂质体、纳米粒等靶向制剂中ꎬ化学方法最常见的
是使用化学促渗剂ꎬ如丙二醇、薄荷醇、氮酮和萜类等 [６￣９] ꎮ 其
中ꎬ氮酮因其低毒性和高效促渗能力ꎬ被广泛应用 [１０￣１１] ꎮ
罗红霉素作为新一代的大环内酯类抗生素ꎬ具有合适的
油水分配系数ꎬ皮肤渗透性较好ꎬ可经皮给药 [１２] ꎮ 为降低其
常见的不良反应ꎬ本研究前期采用制剂方法ꎬ将罗红霉素制成
了纳米脂质载体ꎬ提高皮肤靶向性ꎬ也可进一步提高其促渗能
力 [１３￣１４] ꎮ 但实验结果显示ꎬ体外给药前 ２ ｈꎬ接收室中几乎没
有检测到药物ꎮ 究其原因ꎬ凝胶中的罗红霉素纳米脂质载体
需自凝胶中进入皮肤后释放药物ꎬ一方面罗红霉素纳米脂质
载体初期进入皮肤的量不多ꎬ同时又具有缓释特点ꎬ因此释放
出的药量较少而检测不到ꎬ加入氮酮可有效地促进更多的罗
红霉素纳米脂质载体快速的进入皮肤ꎬ使初期释放的药量增
加ꎬ弥补了缓释制剂前期经皮给药的不足ꎬ有望实现快速起
效ꎬ是一种理想的透皮促渗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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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 ５５２５ 例女性人乳头瘤病毒检测情况分析

徐桂秋

 预防医学 

林伟

【摘要】

目的

分析福州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女性宫颈人乳头瘤病毒(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ꎬＨＰＶ) 感染

阳性率及其基因亚型的分布情况ꎬ并对阴道微环境改变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ＨＲ－ＨＰＶ) 感染进行相关
性研究ꎬ从而为宫颈癌的预防提供基础数据ꎮ 方法

使用 ＰＣＲ－反向点杂交法检测 ＨＰＶ 的基因亚型ꎮ 取

阴道分泌物ꎬ显微镜下观察清洁度、念珠菌、滴虫ꎬ采用唾液酸酶法检测细菌性阴道病( ＢＶ) ꎮ 结果

５５２５

例样本中共检出 １７９３ 例阳性标本ꎬ阳性率为 ３２.４５％ꎮ 排名前三的基因亚型为 ＨＰＶ５２、ＨＰＶ１６ 和 ＨＰＶ５１ꎮ
ＨＰＶ 多重感染中以高危型合并低危型为主ꎮ 以不同年龄分组ꎬ在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中以≤３０ 岁和> ５０ 岁
的女性为主ꎬ各年龄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４５９ 例患者同时进行了 ＨＰＶ 基因分型和阴道
微环境检测ꎬ１５７ 例 ＨＲ－ＨＰＶ 检测阳性ꎬ２７３ 例阴道微环境检测异常ꎬＨＲ－ＨＰＶ 感染与阴道微环境的改变
存在相关性( Ｐ<０.０５) ꎮ 结论

ＨＰＶ 感染具有明显的地域性ꎬ福州地区女性的 ＨＰＶ 感染率高于全国很多

城市ꎮ 阴道微环境的异常可能导致机体感染 ＨＲ－ＨＰＶ 的概率增加ꎮ
【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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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ＰＶ) ｉｎ ｃｅｒｖｉｘ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４ ｔｏ ２０１８ꎬ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 ＨＲ－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ｔｕｄｉｅｄ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ｂａｓｉｃ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Ｍｅｔｈｏｄｓ ＰＣＲ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ｄｏｔ ｂｌｏｔ ( ＰＣＲ－ＲＤＢ)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ｃ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ＰＶ.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ｔａｋｅ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ｎｌｉｎｅｓｓꎬ Ｃａｎｄｉｄａ ａｎｄ ｔｒｉｃｈｏｍｏｎａｄ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ꎬ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ｖａｇｉｎｏｓｉｓ ( ＢＶ) ｗａｓ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ｉａｌｉｄａ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１７９３ ｏｕｔ ｏｆ ５５２５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ꎬ ｗｉｔｈ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３２. ４５％.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ｈｒｅｅ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ＨＰＶ５２ꎬ ＨＰＶ１６ ａｎｄ ＨＰＶ５１.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ｔｙｐｅ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ｒｉｓｋ ｔｙｐ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ＨＰＶ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ｒｉｓｋ ＨＰＶ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ｗｏｍｅｎ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ｏ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ｔｈａｎ
５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ｌ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 Ｐ< ０.
０５) . ＨＰＶ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 ４５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１５７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 ＨＲ－ＨＰＶꎬ ２７３ ｃａｓ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ｎ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Ｒ － 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Ｐ < ０. ０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ＨＰＶ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Ｒ－ＨＰＶ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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