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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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乳头瘤病毒ꎻ

[ 中图分类号] Ｒ７３７

基因亚型ꎻ

[ 文献标识码] Ａ

阴道微环境ꎻ

宫颈癌ꎻ

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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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ｉｎ ５５２５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ＸＵ Ｇｕｉ － ｑｉ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 ｆｉｒ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Ｆｕｊ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ｚｈｏｕꎬ Ｆｕｊｉａｎꎬ
３５０００９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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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ｕｍａｎ ｐａｐｉｌｌｏｍａｖｉｒｕｓꎻ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ꎻ Ｖａｇ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ꎻ Ｃｅｒｖｉｃ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ꎻ
Ｆｕｚｈｏｕ ｃｉｔｙ
作者单位:３５０００９ 福建福州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检验科
通信作者:徐桂秋ꎬＥｍａｉｌ:７６０２９２６８＠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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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ＤＮＡ 反向点杂交相结合的 ＨＰＶ 基因分型检测技术ꎬ本实

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ꎬ是全球排名第四
的常见恶性肿瘤

[１￣２]

ꎮ 宫颈癌的发生、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影

验所用试剂盒的检验原理是利用 ＨＰＶ 的基因特点设计特异

响ꎬ目前已经明确的是与 ＨＲ － ＨＰＶ 的持续感染相关ꎮ ＨＲ －

引物ꎬ可以扩增出 ２３ 种 ＨＰＶ 基因型的目的片段ꎬ再将扩增产

ＨＰＶ 感染导致宫颈上皮内瘤变ꎬ在发展到癌的过程中ꎬ阴道
微环境可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３￣４]

 ２０７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物与固定在膜条上的包括 １７ 种高危型和 ６ 种低危型在内的

ꎮ ＨＰＶ 是一种强嗜

上皮性、严格宿主范围与组织特异性的 ＤＮＡ 病毒 [５] ꎮ 目前发
现的 ＨＰＶ 亚型已有 １００ 多种ꎬ临床上将能感染女性生殖系统
的 ＨＰＶ 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ꎮ 本文对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福州地

分型探针进行杂交ꎬ依据杂交信号的有无来判断是否有这些
ＨＰＶ 基因型的感染ꎮ (２) 阴道微环境检测:向采集的女性拭
子加入适量生理盐水ꎬ先涂片镜检清洁度、念珠菌、滴虫ꎬ而后
将拭子置于 ＢＶ 试剂中ꎬ３７ ℃ 温育 １０ 分钟后加入显色剂ꎮ 清

区 ５５２５ 例临床样本进行 ＨＰＶ 基因分型检测ꎬ并对异常的阴

洁度Ⅰ、Ⅱ度判为阴性ꎬⅢ、Ⅳ度判为阳性ꎻ念珠菌、滴虫检出

道微环境与 ＨＲ－ＨＰＶ 感染的相关性进行分析ꎬ现报道如下ꎮ

判为阳性ꎻＢＶ 以加入显色液后显示蓝色判为阳性ꎬ显示黄色

一、资料与方法

判为阴性ꎮ

１.一般资料:５５２５ 例女性标本来源于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至福

５.统计学处理: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ꎬ
计数资料以[ ｎ( ％) ] 表示ꎬ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

建医科大学附属福州市第一医院检验科检查的健康体检人

群、门诊及住院患者ꎬ籍贯全部为福州市ꎬ年龄 １６ ~ ８３ 岁ꎬ平

计学意义ꎮ

均(３８±１１) 岁ꎮ

二、结果

２.仪器与试剂:ＰＣＲ 仪为 Ｈｅｍａ ９６００ 基因扩增仪ꎻ分子杂

１.ＨＰＶ 基因检测结果:５５２５ 例检测样本ꎬ共检出 １７９３ 例

交仪为江苏兴化 ＦＹＹ－３ 型分子杂交仪ꎻ人乳头瘤病毒基因分

阳性标本ꎬ总阳性率为 ３２.４５％ꎮ 单一感染 １２５４ 例(６９.９４％) ꎬ

术( 深圳) 有限公司ꎮ 细菌性阴道病( ＢＶ) 检测试剂盒购自北

型合并低危型感染ꎬ双重感染检测出 ３７０ 例( ２０.６４％) ꎬ最多

型(２３ 型) 检测试剂盒( ＰＣＲ－反向点杂交法) 购自亚能生物技

以高危型感染为主ꎻ多重感染中以双重感染为主ꎬ且多为高危
检出八重感染ꎬ共 ２ 例ꎬ年龄分别为 １６ 和 １９ 岁ꎮ 见表 １ꎮ

京明悟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ꎮ

３.标本采集:用扩阴器暴露宫颈ꎬ用宫颈刷轻刷宫颈ꎬ而

２.ＨＰＶ 基因亚型分布:本研究所用检测试剂盒共能检出

后将宫颈刷置于已加细胞保存液的取样管中ꎬ拧紧瓶盖ꎬ用于

２３ 种 ＨＰＶ 基因亚型ꎬ其中高危型 １７ 种ꎬ低危型 ６ 种ꎮ ５５２５

存时间一般不超过 １ 周ꎮ 采样前 ３ ｄ 内不能使用药物进行阴

９０％) 、ＨＰＶ１６ ( ５. ０１％) 、 ＨＰＶ５１ ( ３. ４４％) 、 ＨＰＶ５８ ( ３. ２０％) 、

检测 ＨＰＶ 基因亚型ꎮ 若不能及时送检放置 ４ ℃ 冰箱保存ꎬ保

例样本中ꎬ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前 ６ 位的亚型分别是:ＨＰＶ５２( ６.

道冲洗ꎬ２４ ｈ 内禁止性行为ꎬ并避免月经期采样检查ꎮ 用女性
拭子采集患者阴道壁中段分泌物ꎬ用于检测阴道微环境ꎮ

４.检测方法:(１) ＨＰＶ 基因亚型检测:采用 ＰＣＲ 体外扩增
表１

年龄( 岁)

感染例数( 例)

≤３０

４３０

４１ ~ ５０

４７１

３１ ~ ４０
５１ ~ ６０
>６０

三重

３６５

１０６

２５９
３６８
１６８

１２９

９４

１７９３

合计

福州地区女性单一及多重感染 ＨＰＶ 年龄分布情况
双重

２４４

１２５４

表２
基因型
高危型

感染例数( 例)

１１１
７８
５５
２０

３７０

３９

９８

４５

３５

５１

１９０

５３

１６４

５２
５６
５８

３８１
７２

１７７

八重

３５

１０

２

１

０

０

１６

４

１８
８

１１７

６
５

３２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９

５

３

２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４

２

６６

１１１

２.０１

７３

１９

１.２５

４２

七重

３

感染率( ％)

６９

３５

六重

５

感染例数( 例)

３１

１０３

五重

７

基因型

５.０１

３３

四重

４０

感染率( ％)

２７７
１２０

ＨＰＶ 多重感染例数( 例)

福州地区女性感染 ＨＰＶ 基因亚型分布情况

１６
１８

亚型 分 别 是 ＨＰＶ６ ( ２. ６６％) 、 ＨＰＶ４２ ( ２. ４８％) 和 ＨＰＶ１１ ( １.

７０％) ꎮ 见表 ２、图 １ꎮ

单一

５１９

ＨＰＶ５３(２.９７％) 、ＨＰＶ１８(２.１７％) ꎻ低危型 ＨＰＶ 感染前 ３ 位的

２.１７
１.８６

５９
６８
８２

０.７６

低危型

０.６３

１１

６.９０

４３

１.７７
３.４４
２.９７
１.３０
３.２０

８８
７５
５

１.５９
１.３６
０.３４
０.０９

６

１４７

２.６６

４２

１３７

２.４８

８１

８８

８３

９４
７７
８

１.７０
１.３９
１.５９
０.１４

 ２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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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Ｑｉｑｉｈａｒ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２０１９ꎬＶｏｌ.４０ꎬＮｏ.１６

福州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ＨＰＶ 感染检出率逐年递

升ꎬ这可能与近年来的宫颈癌预防、筛查的宣传以及国民的健
康意识的提高有关ꎮ 本研究共收集 ５５２５ 例女性样本ꎬ其中检
出 １７９３ 例(３２.４５％) 阳性标本ꎬ与其他报道相比ꎬ如广州市 [６]

ＨＰＶ 阳性率为 ２４. ９％、延安市 [７] 为 １６. ５５％、江西省 [８] 为 ２０.

９４％ꎬ福州远高于这些城市和省份ꎬ可见 ＨＰＶ 感染具有明显
的地域性ꎬ并且福州地区的 ＨＰＶ 感染情况相对严重ꎬ需要提
高本地区民众对 ＨＰＶ 预防感染的认识ꎬ进而预防宫颈癌的发
生ꎮ 在 ２３ 种 ＨＰＶ 基因亚型的检测结果中ꎬ按感染率高低排
图１

序前 ９ 位的分别为 ５２、１６、５１、５８、５３、６、４２、１８、６６ꎬ含 ７ 种高危

福州地区女性感染 ＨＰＶ 基因亚型分布情况

３.ＨＲ－ＨＰＶ 感染年龄分布: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的高峰在>

型ꎬ２ 种低危型ꎮ 目前市场上针对 ＨＰＶ 的疫苗主要有 ３ 种ꎬ
分别为二价、四价和九价疫苗ꎬ以九价疫苗为例ꎬ其所针对的

６０ 岁ꎬ其次是 ５１ ~ ６０ 岁和≤３０ 岁两个年龄阶段ꎮ 曲线呈现

ＨＰＶ 基因亚型分别为 ６、１１、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４５、５２、５８ꎬ本研究

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图 ２ꎮ

ＨＰＶ５３(２.９７％) 、ＨＰＶ６６(２.０１％) 都未能在列ꎬ其中 ＨＰＶ５１ 在

两端高ꎬ中间低的情况ꎬ且各年龄组进行 χ２ 检验ꎬ差异具有统

检测 出 的 高 感 染 率 的 ＨＰＶ４２ ( ２. ４８％) 、 ＨＰＶ５１ ( ３. ４４％) 、
本研究中感染率排第三ꎬ仅次于 ＨＰＶ５２ 和 ＨＰＶ１６ꎬ因此对于

福州地区女性 ＨＰＶ５１ 的感染和预防不容忽视ꎮ 同样ꎬＨＰＶ
基因亚型分布与中国其它省市做比较亦有差异ꎬ陕西省 [７] 以

１６、５２、５３ 型居前三位ꎬ江西省和广东省 [８￣９] 为 ５２、１６、５８ 型ꎮ
由于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等因素不同ꎬ感染情况存在差异ꎬ感
染率及基因型别也存在不同 [１０￣１２] ꎮ 目前的疫苗ꎬ主要针对欧
美人群ꎬ鉴于 ＨＰＶ 感染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ꎬ是否同样适
用于中国群体? 是否需要研发本土化的疫苗? 这些问题都值
得思考ꎮ

本研究结果如图 ２ 所示ꎬ在不同的年龄组中ꎬＨＰＶ 的感

图２

染率曲线呈现类似 Ｕ 型的情况ꎬＵ 型的一端为 ≤３０ 岁 ( ３０.

各年龄组 ＨＲ－ＨＰＶ 感染情况分析

４. 阴道微环境与 ＨＲ －ＨＰＶ 感染相关性:４５９ 例样本中ꎬ

２７３ 例阴道微环境发生改变ꎻ１５７ 例 ＨＲ－ＨＰＶ 阳性ꎬ其中阴道

微环境改变且 ＨＲ－ＨＰＶ 阳性的样本 １２５ 例ꎬ感染率 ２７.２３％ꎻ
阴道微环境正常而 ＨＲ － ＨＰＶ 阳性的样本 ２２ 例ꎬ 感 染 率 ４.

７９％ꎮ 阴道微环境的改变与 ＨＲ－ＨＰＶ 感染存在相关性ꎬ并具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见表 ３ꎮ
表３

清洁度
阳性
阴性
念珠菌
阳性
阴性
滴虫
阳性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 ｎ( ％) ]
χ２ 值
阳性
阴性
Ｐ值

１１９(２５.９３)
３８(８.２８)
１５(３.２７)

１４２(３０.９４)
９(１.９６)

１１５(２５.０５)
１８７(４０.７４)
１１(２.４０)

２９１(６３.４０)
６(１.３１)

阴性

１４８(３２.２４)

２９６(６４.４９)

阳性

４４(９.５９)

３７(８.０６)

细菌性阴道病( ＢＶ)
阴性

１１３(２４.６２)

２６５(５７.７３)

阳性

４０(８.７１)

３０(６.５４)

清洁度和 ＢＶ
阴性

１１７(２５.４９)

２７２(５９.２６)

５８.８０

(２６.７１％) ꎬ各年龄组的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ꎮ
同时ꎬ发现在多重感染中ꎬ以年龄小于 ２０ 岁的女性患者为主ꎬ
五重及以上感染共检出 ２０ 例ꎬ其中 １３ 例年龄≤３０ 岁ꎬ１０ 例
年龄小于 ２０ 岁ꎬ这提示我们ꎬ由于性生活初始过早ꎬ阴道免疫
系统尚未完善、性生活防护意识薄弱ꎬ易导致 ＨＰＶ 的感染ꎬ从
而更易于发展为多重感染ꎮ 在 ３０ ~ ５０ 岁期间有过缓慢的下
降ꎬ该阶段虽为性生活的频繁期ꎬ但阴道免疫系统基本趋于完

阴道微环境与 ＨＲ－ＨＰＶ 感染相关性分析

阴道微环境

６３％) 、另一端为>６０ 岁(４８.６８％) ꎬＵ 型的最底端为 ４１ ~ ５０ 岁

<０.０５

善ꎬ并最为强健ꎬ故而能在很大程度上防御 ＨＰＶ 的入侵感染ꎮ
而>５０ 岁之后ꎬ其 ＨＰＶ 的感染状况又陡然上升ꎬ虽然 ５０ 岁之
后性生活减少ꎬ但 ＨＰＶ 的感染率却直线上升ꎬ这可能与女性
绝经期的开始ꎬ免疫功能下降有关ꎮ

有研究报告显示ꎬ阴道微生态与女性生殖道感染性疾病
６.７６

<０.０５

４.５９

<０.０５

１７.６９

<０.０５

１９.３１

<０.０５

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ꎬ阴道菌群多样性增加、乳酸杆菌数量
减少及细菌性阴道病ꎬ将显著增加宫颈高危型 ＨＰＶ 的易感性
和持续性感染的风险ꎬ从而促进宫颈上皮内瘤变和宫颈癌的

发展 [１３] ꎮ 本研究结果也表明ꎬ阴道微环境的清洁度、念珠菌、
滴虫、细菌性阴道病与 ＨＲ－ＨＰＶ 的感染存在相关性ꎮ 绝经期
妇女的阴道微生物环境易被破坏ꎬ导致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率的
增加ꎮ 这就解释了>５０ 岁的女性ꎬ高危型 ＨＰＶ 感染率高于其
他年龄组的原因ꎮ 因此ꎬ对于绝经期之后的妇女ꎬ应定期进行
阴道微环境的监测ꎮ

宫颈癌患者从感染 ＨＰＶ 到发展为宫颈癌的潜伏期时间

较长ꎬ而癌前病变通过及时的干预治疗是可逆转的ꎬ因此ꎬ实

齐齐哈尔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４０ 卷第 １６ 期

现 ＨＰＶ 早期筛查对宫颈癌的发现和预警具有重要价值和意
义ꎮ 本文通过对 ４５９ 例样本检测分析发现阴道微环境改变者
ＨＲ－ＨＰＶ 感染率明显高于阴道微环境正常者ꎬ表明阴道微环
境的改变可能增加了 ＨＲ － ＨＰＶ 的感染率ꎮ 而对福 州 地 区

５５２５ 例标本的 ＨＰＶ 的基因分型结果进行基因亚型的分布、
感染群体的年龄分布等方面的统计分析ꎬ旨在了解本地区的
ＨＰＶ 感染情况ꎬ丰富中国人群 ＨＰＶ 易感分型的数据ꎬ为针对

性疫苗的研发提供数据支持ꎬ从而有利于降低宫颈癌的发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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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脑白质病变与 Ｈ 型高血压及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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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慢性脑白质病变与 Ｈ 型高血压的关系及慢性脑白质变形的相关危险因素ꎮ 方

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院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的 ５１３ 例脑白质病变患者的临床资
料ꎬ其中高血压伴同型半胱氨酸(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单纯高血压组( Ａ 组ꎬｎ ＝ １１３) ꎬ仅 Ｈｃｙ 水平≥１０
法

μｍｏｌ / Ｌ 为单纯高同型半胱氨酸组( Ｂ 组ꎬｎ ＝ １３４) ꎬ高血压伴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 Ｈ 型高血压组( Ｃ 组ꎬ
ｎ ＝ ２６６) ꎮ 比较三组间脑白质患者严重程度分布ꎬ应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分析相关危险因素与脑白质
病变严重程度ꎮ 结果

在 Ｃ 组中重度脑白质病变患者的占比明显高于 Ａ、Ｂ 组ꎬ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１) ꎻＳｐｅａｒｍａ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ꎬＨ 型高血压、ＴＣ、ＬＤＬ－Ｃ 与脑白质变形的严重程度均呈正相
关( Ｈ 型高血压:ｒ ＝ ０.２１２ꎬＰ<０.０５ꎻＴＣ:ｒ ＝ ０.２６７ꎬＰ<０.０５ꎻＬＤＬ－Ｃ:ｒ ＝ ０.０.２５９ꎬＰ<０.０５ꎻ) ꎮ 结论 Ｈ 型高血压
以及 ＴＣ、ＬＤＬ－Ｃ 升高可增加 ＷＭＬ 严重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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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不断老龄化以及 ＭＲＩ 影像学技术在体检中

的不断普及ꎬ对于 ５０ 岁以上老年人群检出大脑小血管病的人
群不断增加 [１] ꎮ 脑白质病变( ｗｈｉｔｅｍａｔｔｅｒｌｅｓｉｏｎꎬＷＭＬ) 是脑小
血管病变的重要影像学表现ꎬ其主要是由于颅内小血管例如
穿支小动脉、毛细血管及小静脉发生病变导致脑白质缺血缺
氧ꎬ其病理学变化包括了髓鞘和轴突丢失以及胶质细胞轻度

增生ꎮ 研究指出 [２] ꎬＷＭＬ 会导致患者出现缺血性卒中、脑萎
缩的风险增加ꎬ导致 ＷＭＬ 的危险因素很多ꎬ如年龄、高血压、
高血脂等ꎬ其中高血压是 ＷＭＬ 中最能够被干预的因素ꎮ 本
研究对慢性脑白质病变与 Ｈ 型高血压及相关危险因素的关
系作了对比分析ꎬ现报道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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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与方法

１.一般资料:回顾性分析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本
院收治的符合纳入标准 的 ５１３ 例 脑 白 质 病 变 患 者ꎬ 其 中 男
２５７ 例ꎬ女 ２５６ 例ꎬ年龄 ４１－８３ 岁ꎬ平均(６６.２１±５.７９) 岁ꎮ 纳入
标准:符合«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 [３] 中的高血压诊断标
准ꎮ 排除标准:继发性高血压疾病ꎻ急性脑梗死、脑出血、混合
型卒中等患者ꎻ代谢性疾病、遗传性疾病等病因所致的 ＷＭＬꎻ
近两周有服用他汀类、烟酸类等对脂质代谢造成影响的药物ꎮ
将 ５１３ 例患者分为三组:高血压伴 Ｈｃｙ 水平 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单
纯高血压组( Ａ 组ꎬｎ ＝ １１３) ꎬ仅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单纯
高同型半胱氨酸组( Ｂ 组ꎬｎ ＝ １３４) ꎬ高血压伴 Ｈｃｙ 水平≥１０
μｍｏｌ / Ｌ 为 Ｈ 型高血压组( Ｃ 组ꎬｎ ＝ ２６６) ꎮ 其中 Ａ 组男 ５６ 例ꎬ
女 ５７ 例ꎬ年龄 ４１ ~ ８２ 岁ꎬ平均(６５.７３±６.３５) 岁ꎻＢ 组男 ６７ 例ꎬ
女 ６７ 例ꎬ年龄 ４０ ~ ８２ 岁ꎬ平均( ６４. ７２ ± ６. ２８) 岁ꎻＣ 组男 １３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