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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环切术对减少男性高危型人乳头瘤
病毒感染的作用研究
董文廖蓓黄海姚友生黄健
【摘要】

目的了解包皮环切术在减少成年男性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Ｈｉ，ｖ）感染中的作用。方法

通过对１２８例已婚成年男性包皮环切术前及术后２年尿道分泌物高危型Ｉ－ＩＰＶ的检测，观察手术前后
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率的变化，并同期选择１２８例包皮过长而未行包皮环切术的已婚成年男性为对照组，比
较２组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率的差异。结果２组患者入组时高危型ＨＰ＇ｖ＂的感染率相当，具有可比性。其
中包皮环切术组术前高危型ＨＩＰＶ的感染率为２７．３％，术后．２年复测高危型ＨＰＶ的感染率降为１２．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 ｒａｍ．８．８３９＇．Ｐ＝ｏ．００５）；对照组第１次检测高危型ＨＰＶ的感染率为２８．１％，２年后再
次检测时感染率为２５．０％，二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３２０，Ｐ＝０．６７１）。结论包皮环切术能
够明显降低成年男性高危型ＨＰＶ的感染率，在我国积极推广包皮环切术对预防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相关疾
病的发生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包皮环切术；人类乳头瘤病毒；成年男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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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感染泌尿生殖道黏膜的常见病毒之一，也是全球

５．统计学分析：数据处理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

最常见的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之一，与癌症、生殖

软件完成，Ｐｅａｒｓｏｎ ｘ２检验进行结果分析，Ｐ＜０．０５

器疣和其他上皮损害相关。目前已确定的ＨＰＶ有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１００多型，按照其致肿瘤性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

结

果

中至少有１８种被认为感染泌尿生殖道后具有高危
性或致癌性【ｌ引。在减少男性感染ＨＰＶ的众多方法

包皮环切术组１２８例患者术前高危型ＨＰＶ感

中，包皮环切是一种非常简便且有效的方式。因此，

染人数为３５例，感染率为２７．３％（３５／１２８），其中单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成年男性包皮环切术前后尿道分
泌物高危型ＨＰＶ的检测，进一步明确包皮环切术对

一ＨＰＶ亚型感染１９例，占５４．３％；多亚型感染１６

减少中国人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意义。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３、３５、５６、５８、５９和７３型。术后２年

资料与方法

例，占４５．７％。检测出的男性ＨＰＶ基因亚型有：

复测ＨＰＶ的感染人数为１６例，感染率降为１２．５％，
其中单一ＨＰＶ亚型感染１０例，占６２．５％；多亚型感

１．一般资料：选取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

染６例，占３７．５％。检测出的男性ＨＰＶ基因亚型

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泌尿外科行包皮环切术

有：ＨＰＶ．１６ｉ １８、３３、３５、５６、５８和７３型。手术前后

的已婚成年男性患者１２８例，年龄２２—４３岁，中位

年龄２９岁；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体检中心健

感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８．８３９，Ｐ＝
０．００５），多亚型感染明显减少（×２＝４．９７３，Ｐ＝

康体检的包皮过长而未行包皮环切术的已婚成年男

０．０４３）。对照组第１次检测高危型ＨＰＶ的感染人

性１２８例，年龄２２－４５岁，中位年龄３１岁。所有患

数为３６例，感染率为２８．１％，其中单一ＨＰｖ亚型感

者均只有单一性伴侣，性活动正常，均未行任何抗

染２０例，占５５．６％；多亚型感染１６例，占４４．４％。

Ｈ１Ｗ病毒治疗。

检测出的男性ＨＰＶ基因亚型为ＨＰＶ一１６、１８、３３、

２．手术方法：包皮环切术采用背侧切开包皮环

３５、３９、５２、５６、５９和７３型。２年后复测ＨＰＶ的感染

切术，在距离冠状沟０．５—０．８ ｃｍ处环形切除过长

人数为３２例，感染率降为２５．０％，其中单一ＨＰＶ亚

的包皮，电凝止血后肠线间断缝合包皮内外板，详细
步骤参见泌尿外科手术学＂Ｊ。

４０．６％。检测出的男性ＨＰＶ基因亚型依然包括

型感染１９例，占５９．４％；多亚型感染１３例，占

３ｊ标本采集：所有患者留取标本前３０ ｍｉｎ禁止

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３、３５、５２、５６、５９和７３型。感染率比

小便，将很细的一种特制干棉拭子在缓冲液中沾湿，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０．３２，Ｐ＝０．６７１）。详见

轻轻插入男性尿道口０．５ ｃｍ，旋转３６００，然后迅速

表１。

置于含１ ＩＩｌｌ生理盐水的无菌有盖试管内。标本在２

ｈ内进行ＤＮＡ抽提。
４．ＨＰＶ—ＤＮＡ芯片分型检测：对标本进行１８种

讨

论

ＨＰＶ属乳多空病毒科乳头瘤病毒属，为无包膜

３９，４５，５ｌ，５２，５３，５６，５８，５９，６６，６８，７３，８３，ＭＭ４）检

的小分子ＤＮＡ肿瘤病毒，具双链闭环ＤＮＡ基因组，
其长度为７２００～８０００ ｂｐ。ＨＰＶ主要感染人的皮肤

测，引物、探针的设计及具体操作流程参照文献Ｈｊ

或黏膜上皮细胞，引发感染部位发生良恶性病变。

高危型肿瘤相关ＨＰＶ－ＤＮＡ（ＨＰＶ．１６，１８，３１，３３，３５，

万方数据

裹ｌ包皮环切术对减少高危型ＨＰＶ感染的作用［例数（％）】

注：与包皮环切术组术前比较，‘Ｘ２＝４．９７３，‘Ｐ＝Ｏ．０４３；ｂＸ２＝８．８３９，ｂｐ；０．０６５

根据基因片段序列的多态性分型，目前已确定超过
１００余型，其中约３５种型别涉及生殖道感染，约２０

包皮环切术是一个简单、安全的小手术，我们研
究认为包皮环切术对减少我国男性ＨＰｖ感染作用

种与肿瘤相关【５】。目前由于对ＨＰＶ感染与宫颈癌

明显，有利于男性及其配偶的泌尿生殖系健康。目

之间关系的高度重视，已经对女性ＨＰＶ感染的发病
及感染病程有了较深入的研究。随着研究的进一步

前我国由于大多数人对本病认识不足，接受包皮环

深入，男性生殖器ＨＰＶ感染与肛门生殖器癌、生殖

国人转变观念，积极接受包皮环切手术治疗起到推

器疣的关系及男性在传播病毒给其性伴侣中所起的

动作用。

切手术的比例不超过５％，因此，我们希望本研究对

作用得到了更多的论证峥¨。因此，减少男性Ｈ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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