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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抗病毒中药阴道灌洗用于宫颈 13 种
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研究
贾
【摘要】 目的 探讨紫草、败酱草等中药采用水煎剂经阴道灌洗治疗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HR-HPV）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祈福医院妇产科就诊的宫颈 13 种 HR-HPV 感染患者 42 例，
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技术 TCT 提示 CINI 以内，根据患者是否自愿接受服用中药汤剂分为治疗组 27 例、
对照组 15 例，治疗组应用中药汤剂治疗，对照组应用爱宝疗栓治疗，两组均治疗 3 个疗程（每月治疗 7 d
为 1 个疗程），比较对宫颈 HR-HPV 清除率及负荷量的影响。结果 治疗组 HR-HPV 转阴率 88.5%、总有
效率 100%；对照组 HR-HPV 转阴率 15.4%、总有效率 46.2%。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7.062，
P＜0.01）。结论 中药治疗宫颈 HR-HPV 感染效果肯定，未出现不良反应。
【关键词】 中药；爱宝疗栓；宫颈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

Clin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herbs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HR-HPV infection JIA Yun.
Clifford hospital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149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HR-HPV infection by vaginal douching
with eight kinds of antiviral herbs such as Radix Arnebiae and patrinia. Methods 42 patients with 13 types of
cervical HR-HPV infection were selected from Outpatient. 27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to a treatment group and
15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into a control group voluntarily.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applied with antiviral herbs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applied with policresulen vaginal suppositories for 3 courses (one course for 7 days
per month). The clearance rate and loading dose of 13 types of cervical HR-HPV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negative conversion ratio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88.5% and 15.4% respectively, and
the total efficiency was 100% and 46.2% in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The total
efficienc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χ2 ＝17.062, P＜0.01). Conclusi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antiviral herbs for cervical HR-HPV infection was definite and with no side reactions.
【Key words】 Antiviral herbs；Policresulen vaginal suppositories；13 types of cervical HR-HPV
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持续感染
是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直接病因

［1］

，积极并及早

同意前提下，根据患者是否自愿接受服用中药汤
剂分为治疗组 27 例、对照组 15 例。①治疗组：

治疗宫颈 HR-HPV 感染，可有效保障女性的生殖

平均年龄（32.63±8.68）岁；
液基薄层细胞学（TCT）

健康。我科采用有抗病毒作用的紫草、大黄等 8

检查：宫颈上皮内瘤变（CIN）I 级 3 例、低级别

味中药水煎剂经阴道灌洗治疗宫颈 HR-HPV 感

鳞状上皮内病变 3 例、非明确诊断意义的不典型鳞

染，取得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状上皮细胞（ASC-US）6 例、重度炎症 1 例、中度
3 例、轻度 11 例。②对照组：平均年龄（31.60±8.19）

1

资料与方法

岁；TCT 检查：CIN I 级 1 例、低级别鳞状上皮内

一般资料：选择 2009 年 1 月至 2012 年 10 月

病变 1 例、ASC-US 3 例、中度炎症 2 例、轻度 8

祈福医院妇产科门诊患者 42 例，在患者充分知情

例。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1.1

均＞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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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①纳入标准：年龄为

17～55 岁；
宫颈HR-HPV 阳性
（＞1.0×103 拷贝/ml）
，
宫颈 TCT 提示 CIN I 级（含 CIN I 级）以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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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签署知情同意书。②排除标准：年龄＜17 岁、

学意义（t＝0.63，P＞0.05），见表 2。

或＞55 岁者；宫颈检查 HR-HPV 阴性；CIN Ⅱ级

表1

以上者；不配合治疗者。
1.3

治疗方法：两组均于月经干净 3 d 后开始治

疗，治疗组中药（紫草 15 g、鱼腥草 15 g、金银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治疗组

26

23(88.5)

3(11.5)

0(0)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13

2(15.4)

4(30.8)

7(53.8)

26(100.0)
6(46.2)

注：HR-HPV：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花 15 g、大黄 10 g、大青叶 15 g、败酱草 15 g、
紫花地丁 15 g、白花蛇舌草 15 g）阴道灌洗治疗，

两组 HR-HPV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表 2 两组 HR-HPV 患者治疗前后病毒负荷量比较( x ± s )

－

水煎后无菌分袋，100 ml/袋·次 1，1 次/d，7 d

组别

为 1 个疗程，连用 3 个疗程。对照组每晚爱宝疗
治疗期间停止或尽量减少性生活，或使用安全套。
率及负荷量的变化。3 个月检测 HR-HPV，宫颈

3

51、52、56、58、59、68），以＞1.0×10 拷贝/ml

2.73×106±9.43×106

治疗后

26

6.73×103±2.86×104

治疗前

15

6.97×105±2.00×106

治疗后

13

3.48×105±8.78×105

结语

PCR 仪，由宫颈管采取标本，检测宫颈口脱落细
3

27

注：HR-HPV：高危型人乳头状瘤病毒

TCT 提示炎症反应患者还须复查 TCT。检测方法：

胞中 13 种 HR-HPV（16、18、31、33、35、39、45、

治疗前
对照组

临床观察指标：观察 13 种高危型 HPV 清除

①高危型 HPV 检测采用美国 ABI 公司荧光定量

负荷量(拷贝/ml)

治疗组

栓阴道上药 1 次，7 d 为 1 个疗程，连用 3 个疗程。
1.4

例数

研究表明，感染 HR-HPV 人群的宫颈上皮内
瘤变（CIN）患病率高于未感染人群

［2］

，高危型

HPV 生殖道持续感染及病毒负荷是宫颈疾病转归

诊断为阳性。② TCT：宫颈刷收集宫颈口及官颈

的重要因素，积极治疗、定期随访可减少宫颈疾

管处的脱落上皮细胞，经处理后制成均匀细胞薄

病尤其是宫颈癌的发生。有研究发现，紫草、鱼

层涂片并染色固定，进行细胞学检测。
1.5

疗效判定标准：①治愈：13 种 HR-HPV 转阴；

腥草、金银花、大黄、大青叶、败酱草、紫花地
丁、白花蛇舌草 8 种中药具有抗病毒、抗肿瘤活

②有效：13 种 HR-HPV 负荷量降低；③无效：13

性，被广泛用于宫颈炎的治疗中

种 HR-HPV 负荷量无改变或增高。

上述中药水煎后经阴道灌洗给药，可有效清除高

1.6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5.0 软件进行数据

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据±标准差( x

± s )表示，

［3-5］

。本研究采用

危型 HPV、减少 HPV 病毒负荷量，总有效率明显
高于对照组，值得临床应用及推广。

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P＜
参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

2

临床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100%，对

照组为 46.2%，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χ2＝17.062，P＜0.01），见表 1。
2.2

两组人乳头状瘤病毒负荷量比较：治疗组同

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2.26，
P＜0.01）；对照组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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