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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诊疗流程图分析无精子症病因的意义
张云山１，马天仲１，彭彩玲１，陈

碧１，庞小艳１，韦

冰１，柳建军２

（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１．生殖中心；２．泌尿外科，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０１）
摘要：目的探讨诊疗流程图在无精子症病因诊断中的意义。方法６２８例无精子症患者分为双侧输精管异常组
（１１２例）、小睾丸组（１７２例）、双侧附睾增大组（１５８例）及未见异常组（１８６例），根据相应诊疗流程图进行精液常规、精浆生
化、血性激素水平、染色体核型、无精子症因子、经直肠超声多普勒等检查。结果６２８例无精子症中，特发性无精子
症１４８例（２３．５７％），克氏综合征１０６例（１６．８８％），卡尔曼综合征２例（ｏ．３２％），男性性倒错综合征３例（０．４８％），Ｙ染色体微
缺失３０例（４．７８％），男扎术后７例（１．１１％），隐睾症及隐睾术后４１例（６．５３％），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１０５例（１６．７２％），射精
管梗阻８例（１．２７％），双侧附睾管梗阻１５０例（２３．８９％），其他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能减退１６例（２．５５％），腮腺炎性睾丸炎
４例（０．６４％），其他因素８例（１．２７％）。结论通过诊疗流程图进行无精子症病因分析，可提高诊疗效率，避免了过度检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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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有１５％的已婚夫妇受不育症的困扰，其中
男方因素约占５０％［１１。无精子症是男性不育中最为
严重的原因之一，占男性不育的１０％［引，且病因复

杂，诊断较为困难，易造成过度检查、过度药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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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疗和不恰当地选择供精人工授精技术（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ｏｎｏｒ，ＡＩＤ）Ｄ以解决生育问题。这些
可能导致严重的家庭、经济、心理、社会及伦理等
诸多问题【３１。因此，如何通过简化、有效且无创的
ｉｎｓｅ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ｂｙ

方法找到病因，制定合理的治疗方案，成为目前研
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研究通过设计从体征出发
的简化诊疗流程图，探讨此流程图在无精子症病因
诊断中的意义，为临床推广提供依据。
１资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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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一般资料

３９５

小睾丸组ｆ＜８ ｍＬ）１ ７２例、双侧附睾增大组１ ５８例及未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在广东医科大学附属
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就诊的男性无精子症患者６５８例

见异常组１８６例，然后根据图１～４的流程要求行相关
检查。

（诊断标准参照文献［４１），进行详细的病史询问和体格
检查，并根据诊疗流程图针对专科体征进行相应的
辅助检查。本研究通过了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生
殖伦理委员会的讨论同意，所有对象都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纳入标准：禁欲时间２～７ ｄ，两次精液离心
检查均未找到精子（两次精液检查问隔时间＞７

ｄ，

＜３周）；无手术史、放疗化疗史及全身疾病长期治疗
史；近半年无不育药物治疗史及发热史。排除逆行
射精及不射精者、未按流程要求做完相关检查者、
门诊统计资料不全者。通过筛查共有６２８例患者人
选，平均年龄（３０．５０－－＋５．０１）岁，平均不育时间为
（４．６９－４－２．９４）ａ。
１．２方法

分类方法６２８例无精子症患者按照生殖系统
体格检查结合病史，分为双侧输精管异常组１１２例、
１．２．１

图１双侧输精管异常的诊疗流程图

医匠至囹

图２小睾丸的诊疗流程图

１．２．２精液采集受检者禁欲２～７ ｄ后，在本中心取

子。按顺序逐个视野观察整个盖玻片区域【４】，观察

精室通过手淫的方法取精，精液射入无菌的一次性
取精杯中，然后立即交予男性学实验室工作人员，
置于室温中，待其完全液化后进行检测【４Ｊ。

时，从盖玻片的一角开始，沿Ｘ轴观察到盖玻片的对

１．２．３精液检查充分混匀精液标本，取出１ ｍＬ精
液，以３

０００

ｇ离心１５ ｍｉｎ。弃上清液，余再充分混

侧；然后沿Ｙ轴下移一个视野，并再沿Ｘ轴观察同样
宽度返回。继续以这种ｚ字形方式，对整个样本进行
完全和系统的检查。如果两张重复玻片中均未观察
到精子，则提示无精子症。

匀。两张玻片上各加１０ ｇＬ沉淀团悬液，加盖盖玻

１．２．４精浆生化检测（１）精浆果糖定性测定取液化

片。在２００倍或２５０倍的相差显微镜下检查两张片

的精液０．２５ ｍＬ，加入到盛有１．５ ｍＬ的问苯二酚工作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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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

ｌ双侧附睾增大

图３双侧附睾增大的诊疗流程图

回
图４未见异常的诊疗流程图

液的试管中，乙醇灯煮沸１ ｍｉｎ后观察颜色。阳性呈
橘红色（精浆中含有果糖）；阴性无色（精浆中不含果

匀以终止孵育；从标准品和标本管中各移去２５０

糖）；弱阳性呈粉红色（精浆中含少量果糖）［５］。（２）精

在４０５ ｎｍ波长下读取结果［４］。

浆中性０【一葡糖苷酶的测定制备硝基酚（ＰＮＰ）标准

１．２．５血液的相关检测

品，并将其稀释成不同浓度的ＰＮＰ；设置空白管，

发光法检测患者的卵泡刺激素（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ｌ、睾酮（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Ｔ）、泌乳素

同时在每管中加入１００ ｇＬ硝基酚吡喃葡萄糖苷
ｆＰＮＰＧ）底物溶液，混匀后，３７ ｏＣ孵育２ ｈ，每管中
加入１ ｍＬ显色剂１（０．１

万方数据

ｍｏｌ／Ｌ

Ｎａ２Ｃ０３‘Ｈ２０），旋转混

ｇＬ

溶液，加入９６孔板中；以水空白管调零，６０ ｍｉｎ内
（１）性激素测定采用化学

（ｐｒｏｌａｃｔｉｎ，ＰＲＬ）。（２）染色体核型分析按常规方法
抽取患者外周血，培养制备染色体，进行Ｇ显带，

第４期

张云山，等．应用诊疗流程图分析无精子症病因的意义

分析染色体的数目及染色体的结构是否异常。（３）
Ｙ染色体无精子症因子（ａｚｏｏｓｐｅｒｍｉａ ｆａｃｔｏｒ，ＡＺＦ）微
缺失检测按常规方法进行ＡＺＦ的检测。对Ｙ染色体

３９７

主张从患者的病史及体征出发，选择相应的实验室
检查，做出病因分析，并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避
免过度检查，过度药物治疗和不恰当地选择ＡＩＤ解

上的ＡＺＦａ、ＡＺＦｂ、ＡＺＦｃ、ＡＺＦｄ ４个位点进行测定

决生育问题，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同

分析。

时也符合临床医生的诊治思路。
本研究对６２８例无精子症患者按照从体征出发的

１．２．６经直肠彩色多普勒探查经直肠彩色多普勒
探查可明确精囊腺、射精管及前列腺等部位的病
变。
１．２．７经皮睾丸精子抽吸术（ｔｅｓ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ｐｅｒｍ ａｓｐｉｒａ．

诊疗流程图，将患者分为双侧输精管异常组、小睾
丸组、双侧附睾增大组及未见异常组，选择性地进
行精液常规分析、精浆生化检测、血性激素检测、

ｔｉｏｎ，ＴＥＳＡ）或经皮附睾精子抽吸术（ｐｅｒ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外周血染色体核型分析、ＡＺＦ、经直肠超声多普勒

ａ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ＰＥＳＡ）对有明确适应

探查，必要时行ＴＥＳＡ或ＰＥＳＡ等检查。应用此流程
图，本组患者病因诊断明确，为恰当选择治疗方案

ｅｐｉｄｉｄｙｍａｌ ｓｐｅｒｍ

证，无禁忌证的患者可采用ＴＥＳＡ明确睾丸生精能
力，确定治疗方案。

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且避免了过度检查。胡皓［８］只
提供了无精子症治疗选择的简单流程图，并未给出

２结果

病因诊断的详细流程图；陈斌等［１０］按无精子症精确
诊断原则虽能有助于避免过度诊断，加快了临床诊

６２８例无精子症中，特发性无精子症１４８例
（２３．５７％），克氏征１０６例（１６．８８％），卡尔曼氏综合征
２例（０．３２％），男性性倒错综合征３例（０．４８％），Ｙ染色

体微缺失３０例（４．７８％），男扎术后７例（１．１１％），隐睾
症及隐睾术后４ｌ例（６．５３％），先天性双侧输精管缺如
１０５例（１６．７２％），射精管梗阻８例（１．２７％），双侧附睾
管梗阻１５０例（２３．８９％），其他低促性腺激素性性腺功
能减退１６例（２．５５％），腮腺炎性睾丸炎４例（ｏ．６４％），
其他因素８例（１。２７％）。
３讨论

无精子症是指对于３次或３次以上精液离心后镜
检未发现精子，同时排除不射精和逆行射精等即可
诊断为无精子症。无精子症诊断容易，病因分析较
为复杂，只有明辨病因才能轻松地指导治疗。对于
病因的诊断，往往较多地依赖于实验室检查，很多

断速度，避免了不恰当地选择ＡＩＤ。但是无精子症
患者均需进行所有相关检查才能做到精确分类，并
不能避免过度检查。杨险峰等［¨］也认为对于无精子
症的诊断、分类以及治疗应建立一个标准的流程，
通过对无精子症病因的分析，可以最大限度地检出
可以治愈或依靠辅助生殖技术可以生育的病例，同
时避免使用不恰当的治疗方法。所以本研究所提供
的从体征出发的诊疗流程图，不仅避免了无精子症
的过度检查和诊断，提高了诊疗效率，而且方便了
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值得临床应用推广。
疾病的诊断主要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及体格检
查，结合相关辅助检查，一般才能做出正确的诊
断。无精子症的病因诊断也不例外，往往根据病史
及体征，大多数病因医生应该已经有了大体的印
象，经过相关辅助检查的印证，综合判断，即可做
出诊断，不过度依赖实验室检查或单纯依赖有创的

生殖男科制定了相应的无精子症实验室检查套餐。
有些学者制定了无精子症实验诊断流程图［６】。这些
从实验室检查出发的思维方式虽然解决了无精子症

睾丸活榭１２］。这既符合临床诊治原则，也符合临床

的病因诊断，但容易造成过度检查，使患者经受不
必要的经济及心理负担。因此规范其诊疗流程是非
常有必要的［７－８】。在对无精子症的诊疗过程中，临床
医生应严格遵循兀精子症的规范化诊疗流程，充分

无精子症只是精液病理诊断，只有明确病因，
才能做出合理有效的治疗。此流程图只是提供了无
精子症临床诊疗的一种思路，其有效性仍需进一步
通过多中心的临床研究加以验证并得到完善。

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并结合女方因素提出合理
化的解决方案，由医患双方共同决策出个性化诊疗
方案再加以实施，可极大地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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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等公共卫生资源的浪费［９］。故我们从医生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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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的诊断思路。此流程图以此为依据进行设计，
更易被临床医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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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鼻高流量湿化氧吸入对不同海拔地区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的效果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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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广东医科大

学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广东湛江５２４００１；２．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西藏林芝８６００００）
摘要：目的观察经鼻高流量湿化氧吸入疗法对不同海拔地区急性低氧性呼吸衰竭（ＡＨＲＦ）的疗效。方法广东
省湛江市和西藏自治区林芝市４５例ＡＨＲＦ患者随机分为平原地区ｑｂ（ｎ＝１２）、高流量组∽＝１２）及高原地区中∽＝１１）、高流
量组（聆＝１０），监测治疗后２

ｈ、６ ｈ、１２ ｈ、２４

ｈ呼吸频率、血气分析、血流动力学、舒适度。结果与其他３组比较，高

原地区高流量组各时间点呼吸频率、心率及６

ｈ血氧饱和度、氧合指数、动脉血氧分压均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

ｈ、２４

各组患者舒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Ｈｃ＝３．２４，Ｐ＞０．０５）。结论经鼻高流量湿化氧吸入疗法是治疗高原地区ＡＨＲＦ较好
方法。
关键词：湿化氧吸入；急性呼吸衰竭；高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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