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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５日，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

过程中的感觉和满意度，也对另外几名术后的患者

任委员朱积川教授带领男科学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王

进行了回访。以朱积川教授为首的专家组成员一致

晓峰教授、副主任委员黄宇烽教授、黄翼然教授、姜

认为，商建忠研究员发明的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

辉教授、邓春华教授，《中华男科学杂志》编辑部主

与传统包皮环切方法相比具有显著的优势：微创，简

任商学军副教授，以及吕年青副研究员和专程从香

便，不开刀，无缝合，疼痛少，一次手术只需３—５

港２００８年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泌尿学大会上赶来的

完成，手术后可以沐浴，可正常工作，手术无明显疤

美国康耐尔大学医学院李石华教授（Ｐｈｉｌｉｐ Ｓ．Ｌｉ）

痕且光滑平整，术后出血罕见，安全，手术ｌ周后即

一行来到芜湖皖南医学院附属弋矾山医院生殖医学

可拆除包皮环切吻合器。朱积川教授评论道，一次

研究所，对商建忠研究员发明的一次性包皮环切吻

性包皮环切吻合器的临床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包

合器的临床应用进行了现场评估和鉴定。

皮环切手术的概念，使得过去必须使用手术刀和手

ｍｉｎ

专家们在医院手术室认真观摩了皖南医学院附

术剪子的包皮环切手术变得非常简单、方便和更加

属弋矶山医院生殖医学研究所教授彭弋峰大夫进行

安全，适合成为标准化的包皮环切手术方法，特别是

的几台包皮环切手术全部过程，询问了患者在手术

在那些医疗卫生条件欠发达的地区也能很有效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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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项新技术。因此，它非常适宜在发展中国家推

力而成为ＨＩＶ靶细胞，过长的包皮在性交时很容易

广和普及。临床应用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进行包

受到创伤，容易造成有利于获得性ＨＩＶ感染的生殖

皮环切的诸多优点可以成为我们中华医学会男科学

器溃疡和炎症条件。相比之下，包皮环切后，阴茎包

分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优势技术，如果能将它推

皮角化，使其含有的ＨＩＶ靶细胞数目大大降低，唯

广至有包皮环切习俗和需求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我

一剩下的粘膜位于尿道口。在解剖学上包皮内板粘

们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为人类医学的贡献。专家

膜的减少可能导致男性感染ＨＩＶ风险的降低。

们还对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的进一步改进提出了
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与男性包皮环切术相关的未来的研究方向似乎
已经十分明确。男性包皮环切能显著降低男性ＨＩＶ

中国中央电视台和安徽芜湖电视台对这次手术

感染风险的证据是强有力的和一致的，但它不能排

鉴定作了专题采访，分别采访了朱积川教授、李石

除在观察研究中选择人群样本时的偏差和影响因素

华教授、彭弋峰教授和一次性包皮环切吻合器技术

的复杂性。急需向社会公众提供与包皮环切相关的

的发明人商建忠研究员。

ＨＩＶ感染风险健康教育，以避免因误解而增加的危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全球ＨＩＶ感染人数已

险行为。强调男性包皮环切可降低但不能消除男性

经超过４ ０００万，急需加强和扩大预防ＨＩＶ感染的

ＨＩＶ感染风险。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应该包括下

方法。各国政府和许多非政府组织在过去的二十多

列几个方面：①男性包皮环切降低ＨＩＶ感染风险的

年中，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用于ＨＩＶ感染的预防和治

免疫生物学机制；②在没有包皮环切习俗的国家和

疗方法的研发。但是，没有一个看上去具有足够的

地区引入包皮环切术作为预防ＨＩＶ及其它生殖道

效果。医学的最高境界是预防。令人鼓舞的是，美

感染的一种补充方法的可接受性和可行性；③包皮

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ＣＤＣ）在２００８年２月我们

环切年龄的影响及卫生条件的影响；④分析现有包

来到芜湖的早些时候公布的１份报告指出，观察研

皮环切手术的安全性；⑤男一男性交伴侣包皮环切的

究和Ｉ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男性包皮环切术可使ＨＩＶ

影响；⑥男性．女性传播；⑦包皮环切对具有重要公

感染风险减少５５％～７６％，提示针对男性而言，男

共卫生意义的其它病毒的影响；⑧开发安全的和低

性包皮环切术可成为几种潜在的ＨＩＶ感染预防手

成本的男性包皮环切术方法。

段之一。其可能的免疫学机制是，包皮内板粘膜上
含有丰富的Ｌ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与ＨＩＶ有一定的亲和

我们及时将ＣＤＣ的这份报告编译发表，供大家
研究和参考。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ＨＩＶ／ＡＩＤＳ科学事实：

男性包皮环切术与ＨＩＶ传播风险及其他健康状况：对美国的影响
资料来源：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ＣＤＣ ＨＩＶ／ＡＩＤ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ｓ：Ｍａｌｅ Ｃ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ＨＩＶ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Ｕｐｄａｔｅｄ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０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ｄｃ．

ｇｏｖ／ｈｉｖ／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ｓ／ｐｒｉｎｔ（ｅｉｒｃｕｍｃｉｓｉｏｎ．ｈｔｍ
发布时间：２００８年２月
本文总结了包皮环切四个方面的信息：①男性
包皮环切和ＨＩＶ感染风险；②男性包皮环切和其它

男子阴茎一阴道性交时感染ＨＩＶ的风险。
实验室研究显示，相对于干燥的外部皮肤表面。

健康状况；③与男性包皮环切相关的风险；④ＨＩＶ感

阴茎包皮的内板粘膜已较少角化（纤维蛋白沉积），

染与男性包皮环切在美国的状态。

具有高密度的ＨＩＶ感染靶细胞（１＿ａｎｇｅｒｈａｎｓ细胞），

１男性包皮环切和ＨＩＶ感染风险

并且比其他阴茎组织更容易受到ＨＩＶ的感染。阴
茎包皮在性交过程中也可能有更大的外伤性上皮损

男性包皮环切术是手术切除阴茎部分包皮。几

伤（撕裂），这种损伤为包括ＨＩＶ在内的病原体入侵

种类型的研究已经证明，男性包皮环切极大地降低

提供了一个入口。此外，未翻开的包皮和阴茎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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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微环境可能有利于病毒的生存。最后，在未行

达）。在乌干达的研究中，调查人员正在研究以下

包皮环切的男性中观察到发病率较高的性传播生殖

几个方面：①在受ＨＩＶ感染的男性和不明ＨＩＶ感

器溃疡病，如梅毒，也可能增加其对ＨＩＶ的易感性。
１．１

国际观察研究

染状况的男性，男性包皮环切术的安全性和可接受

在非洲对男性包皮环切术和

性；②在男性的女性伙伴中男性包皮环切术的安全

异性恋传染ＨＩＶ的相关性研究进行的一个系统的

性和可接受性；③男性包皮环切术对８ＩＶ和其他性

评估和荟萃分析。它包括１９项横断面研究，５项病

传播疾病由男性向女性传染的影响。

例对照研究，３项队列研究，和１项伙伴研究。已经

１．３

显示了包皮环切对ＨＩＶ感染风险具有相当明显的

早些时候在乌干达进行的一项夫妻研究表明，其中

保护作用，同时还能降低生殖器溃疡病风险。在调

男性伴侣是ＨＩＶ感染者，女性伴侣最初是ＨＩＶ阴

整了以人口为基础研究中的混杂因素后，包皮环切

性。女性伙伴感染率随男性伙伴包皮环切现状和病

男性的ＨＩＶ感染相对风险降低了４４％。高危人群

毒载量变化而不同。如果男性的ＨＩＶ病毒载量＜

男性中显示最强的相关性，如性传播疾病（ＳＴＤ）诊

５０

所里的患者，这些人群中，包皮环切的男性ＨＩＶ感

人年的感染率相比，接受包皮环切的男性并没有感

染相对风险降低了７１％。

染ＨＩＶ。当不控制病毒载量时，与未行包皮环切的

男性包皮环切和ＨⅣ由男性向女性的传播

０００拷贝／ｍｌ时，与未行包皮环切男性９．６／１００

２００３年发表的另一篇评论严格地评估了１０个

男性相比，在接受包皮环切的男性中有一种非显著

潜在的混杂因素。大多数研究均来自非洲。评论涉

的从男性向女性传播率降低的趋向。这种效果可能

及的３５项观察研究中，１６项在普通人群中的研究

是由于减少了从包皮环切男性的病毒脱落或减少了

具有不一致的结果。其中的一个大规模前瞻性队列

包皮环切男性的女性伴侣获得溃疡性性病。在乌干

研究显示出显著的保护作用：包皮环切男性的ＨＩＶ

达进行的一项评估包皮环切术对病毒由男性向女性

感染率降低了４２％。其余１９项研究是在高危人群

传播影响的临床试验报告中，其第一次中期安全分

中进行的。这些研究发现了一致的和实质性的保护

析显示，男性ＨＩＶ抗体阳性的夫妇在确认术后伤口

作用，保护作用随复杂因素的调整而增加。其中有

愈合前恢复性交，其女性伴侣获得性ＨＩＶ感染率非

４项是队列研究，一致地表现出一定的保护作用，有

显著性趋势更高，即在其伤口愈合良好后并没有检

两项具有统计学意义。

测到其女性伴侣获得性ＨＩＶ感染率的降低。

生态研究还表明，在人口水平上，缺乏男性包皮
环切和ＨＩＶ感染之问的强相关性。虽然包皮环切

２男性包皮环切和其他健康状况

术、文化背景、宗教及高危行为之间的联系，或许可

未行男性包皮环切也与性传播生殖器溃疡病、

以解释在ＨＩＶ感染发生率上的一些差异，在非洲和

衣原体感染、婴幼儿尿路感染、阴茎癌、未行包皮环

亚洲那些男性包皮环切少于２０％的地区的ＨＩＶ感

切男性的女性伴侣的子宫颈癌等相关。后两种情况

染率数倍高于这些国家中的８０％以上的男性行包

与人类乳头状瘤病毒（ＨＰＶ）感染相关。这种病毒

皮环切的地区。

的传播也与未行男性包皮环切术有关。最近的１项
为了确定行包皮环切的

荟萃分析，包括了２６项评估男性包皮环切术和生殖

成年男性是否会降低他们的ＨＩＶ感染风险，在非洲

器溃疡病风险相关性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包皮

进行了３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在南非、肯尼亚和

环切男性中梅毒和软下疳风险显著降低，而单纯疱

乌干达进行的临床研究中期分析发现，包皮环切术

疹病毒２型感染风险的降低达到了临界线上的统计

的男性参与者的ＨＩＶ感染风险统计学上的显著降

学意义。

１．２

国际临床对照试验

低。在这些研究中，与分配到观察组名单并且在研
究结束时等待接受包皮环切的男性相比，已被随机
分配到包皮环切组男性的ＨＩＶ感染风险分别降低
了６０％（南非），５３％（肯尼亚），５１％（乌干达）。在

３与男性包皮环切术相关的风险和影响
３．１与男性包皮环切术相关的风险
报道的并发症发生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

所有３项研究，有几个男子，他们被分配到接受包皮

的类型（如病历回顾与前瞻性研究），研究机构（医

环切组但未接受手术，反之亦然。考虑到这些现象，

疗机构与非医疗机构），经营者（传统与医生），患

当数据被重新分析时，与那些没有接受包皮环切的

者年龄（婴儿与成人），及使用的外科技术或器械。

男性相比，已经行包皮环切的男性ＨＩＶ感染风险分

在美国婴儿包皮环切的大量研究中，据报道，住院并

别降低了７６％（南非），６０％（肯尼亚），５５％（乌干

发症发生率在０．２％一２．０％。在美国最常见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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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症是轻微出血及局部感染。在最近完成的非洲成

风险３．５倍地高于已行包皮环切的男性。不过，这

人包皮环切试验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可能，也许，

种相关性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对性病门诊中的非

或者肯定是由于包皮环切有关的在２％～８％之间。

洲裔美国男性诊疗记录的１项前瞻性研究显示，包

报道的最常见并发症是疼痛或轻度出血。没有死亡

皮环切与ＨＩＶ状态毫无关系，但在已知暴露于ＨＩＶ

报道或长期后遗症记载。最近在一所医院对其他健

的男性中，包皮环切与统计学上ＨＩＶ感染风险下降

康的男性婴儿在两次禽流感爆发的耐甲氧西林金黄

５８％相关。

色葡萄球菌（ＭＲＳＡ）的１项病例对照研究，确定包

４．２

皮环切术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但是，在任何情

家对成年人的概率抽样调查中，国家健康和营养检

况下都没有ＭＲＳＡ的感染涉及包皮环切位点，麻醉

查调查（ＮＨＡＮＥＳ）发现７９％的男性报告说接受过

美国男性包皮环切现状在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国

注射部位或阴茎，也未发现任何有关包皮环切术没

包皮环切，其中包括８８％的非拉美裔白人男性中，

备或麻醉测试有ＭＲＳＡ污染。

７３％的非西班牙裔黑人男性，４２％的墨西哥美洲男

３．２

男性包皮环切术对阴茎感觉和性功能的影响

性，５０％的其他种族／族裔男性。但必须注意的是，

与包皮环切相关的性感觉和功能关系的许多研究

报道的包皮环切术现状可能被错误地分类。在一项

中，设计良好的研究为数不多，其结果目前喜忧参

对青少年的研究中，只有６９％的接受包皮环切和

半。整体而言，两项研究显示，包皮环切后发生一些

６５％的未包皮环切的男青年能正确地确认自己的包

阴茎头对轻微接触敏感性降低。然而，在成年后包

皮环切状态能被体检验证。

皮环切男性中进行的数项研究提示，很少有男性报

据全国医院出院调查（ＮＨＤＳ），１９９９年６５％的

告他们的性功能在包皮环切术后变坏；大多数报告

新生儿接受了包皮环切，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９９年新生

有改善或没有变化。在非洲进行的３项试验发现包

儿接受了包皮环切的总比例是稳定的。值得注意的

皮环切后男性有更高的满意度，但文化上的差异限

是，黑人新生儿接受包皮环切的比例在本报告期内

制了这些结果外推至美国男性。

在增加（５８％至６４％），白人新生儿接受包皮环切

ＨＩＶ感染与男性包皮环切术在美国

４

的比例保持稳定（６６％）。此外，新生儿接受包皮环
切的比例在中西部呈上升态势，在２０年间由１９７９

ＨＩＶ感染与男性包皮环切术在２００５年，男

年的７４％上升至１９９９年的８１％；在美国西部婴儿

性与男性发生性关系（ＭＳＭ）（４８％），ＭＳＭ同时注

出生被接受包皮环切的比例从１９７９年的６４％下降

射毒品（４％），以及男性（１１％）和女性（２１％）通过

至１９９９年的３７％。在另一项全国住院抽样（ＮＩＳ）

与高风险异性接触暴露，解释了在美国地区保密的

调查中，包皮环切率增加了，由１９８８～１９９１年的

实名ＨＩＶ感染报告估计８４％的所有ＨＩＶ／艾滋病病

４８％增加至１９９７～２０００年的６ｌ％。包皮环切在高

例的诊断。其中黑人占４９％的病例，西班牙裔美国

社会经济地位人士家庭中出生的新生儿，出生在东

人为１８％。两组人群的感染率数倍高于白人。据

北或中西部地区，以及黑人中较常见。

４．１

估计，普通人群的总感染率为０．５％。虽然从最初

在１９９９年，美国／Ｊ，Ｊ１．科学院（ＡＡＰ），由一个对

开始流行以来ＨＩＶ感染率的数据可以获得，但是在

包皮环切术中立的立场上转变到一个认为那时的数

美国包皮环切和ＨＩＶ感染风险的数据是有限的。

据还不足以推荐例行新生儿男性包皮环切术的立

在一个对ＭＳＭ横断面调查中发现，未行包皮环切与

场。学院还指出，“当选择包皮环切时，除了医疗的

２倍增加的ＨＩＶ感染率的相关。另外，在另一项对

因素外，合理的做法是让父母们考虑到文化、宗教和

ＭＳＭ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未行包皮环切术也与２

民族传统”。该学院于２００５年又重申了这一观点。

倍增幅的ＨＩＶ血清学风险相关。在这两项调查中，

这项政策的改变可能影响新生儿包皮环切术的补贴

结果也有统计学显著性，这些数据已在统计上控制

和实施。１９９５年的１篇评论文章报道，有６１％的

以便发现其他可能的风险因素。不过，在另一项

包皮环切由私人保险支付，３６％由医疗补助支付，

ＭＳＭ前瞻性队列研究中，并没有发现包皮环切状态

以及３％是由婴儿的父母自费。相对于自费家长的

和ＨＩＶ感染事件相关，即使是在没有任何保护的肛

婴幼儿，这些私人保险支付的人数是可能打算接受

门性交接受男性中。最近对美国黑人和拉丁美洲人

包皮环切人数的２．５倍。自１９９９年以来，１６个州

的ＭＳＭ进行的１项横断面研究发现，男性包皮环切

已经取消了包皮环切的医疗补助金是因为没有将包

并非与先前已知或新诊断的ＨＩＶ感染相关。当控

皮环切当作必需的医疗。不过，ＡＡＰ近期（２００７年）

制其他风险因素时，未行包皮环切的男性ＨＩＶ感染

召开了一个专Ｉ＇－Ｉ／Ｊ，组会议，考虑到目前有进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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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以重新考虑包皮环切相关的政策。

性已经接受过包皮环切，目前还不知道在ＨＩＶ感染

４．３美国新生儿包皮环切的成本效益与伦理问题

风险较高地区的男性是否愿意接受包皮环切，或者

在近１５ ０００名婴Ｊ毛申送行酶一项大规模包皮舔切

父母是否愿意让德们的婴Ｊ乙接受包皮环切，潋减少

术回顾性研究发现，考虑到可避免婴幼儿尿路感染

今后可能感染ＨＩＶ的风险。最后，是否包皮环切的

和终生发病的ＨＩＶ感染、阴茎瘸等的估计数量，薪

效果会因为在美国ＨＩＶ一１妲型主要是Ｂ亚型，与在

生，Ｌ包皮环切具备很离的成本效益优势。新生Ｊ乙蓿

非渊３个睡宋试验地点流行的矗亚塑，ｃ亚型和Ｄ

期的包皮环切术成本是新生儿包皮环切术成本的

亚型而不同，这些问题目前也没有答案。

ｌＯ倍。许多家长现在做出决定婴儿包皮环切是基
予文化、宗教，而不是对建康的关注。

５小维

有些人对要求父母作出选择在婴儿期手术的决

国际观察研究和３项随机对照临床试验发现，

定，尤其是当他是为了防止直到青年期才出现的

男性包皮环切与降低ＨＩＶ感染风险栩关。可熊，但

ＨＩＶ感染和性传播疾瘸风险，提磁道德上的反对意

尚未充分评估，鄢男性包皮环切可以降低ＨＩＶ由男

见，但其他伦理学家融找到一个适当的育儿代理

性向女性的传播，虽然有可能比女性向男性传染在

决定。

程度上较小。男性包皮环切也与一些其他健康益处

４．４为美国考虑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进

相关。缀然男性包皮环切也有风险，但是严重的并

行的３项男性包皮环切术试验产生的一些照要的分

发症是罕见的。因此，男性包皮环切，再加上其他预

歧，必须加以考虑，以确定男性包皮环切在荚国预防

防干预，在类似该ｌ恣床试验人群的预防ＨＩＶ感染

ＨＩＶ感染中可能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整

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体的ＨＩＶ感染风险相嬲低，这就改变了风险收益和

男性包皮环切术在美国预防ＨＩＶ传播中可能

成本效益的考虑。此外，迄今进行的研究融涯骢功

也有佟用。疾病按割与预防中心（ＣＤＣ）在２００７年

效仅对在非洲ＨＩＶ传播最主要的方式阴茎一阴道性

４月咨询了外部专家有关包皮环切作为一种ＨＩＶ预

交，而在美图的性传播ＨＩＶ主导模式是由阴茎一肛门

防干预方法的潜在价值、风险和可行性，讨论制订相

性行为的ＭＳＭ。还有，基翦仍未有说服力静数据，

关掺南可篦要考虑的因素。

以帮助确定是否男性包皮环切术对从事肛交的对象

当ＣＤＣ正在为美国研究公共健康建议的时候，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伙伴的男性，无论是插入或接

作为个人的男性不妨考虑包皮环切术作为一种额外

受妁役伴，ＨＩＶ感染薅｜ｌ险会产生什么影噫。接受魅

翡ＨＩＶ预防接施，但他们毖须诀识到，包皮ｔ环切：①

交感染ＨＩＶ的风险比插入肛交大大提高。这是从

除潜在的惠益外，必须考虑是否具有风险和代价；②

更为生物学的角度来稽，男性包皮环切将减少插入

已被证明仅能在插入阴道的性交中有效地减少感染

伙伴获得ＨＩＶ静风险，｛嚣不是接受饮伴，徨是很少

的风险；③只是提供部分觞保护，应结合萁毽已经被

ＭｓＭ进行纯粹插入肛交。

证实有效的预防措施一起使用（比如：禁欲，相互一

此外，虽然在美国ＨＩＶ感染较高的种族和族裔

夫一妻，减少眭伴侣人数，正确和坚持使用避孕套）。

群体中包皮环甥率可麓有点低，健是大多数美匡男
［吕年青，Ｐｈｉｌｉｐ Ｓ．Ｌｉ（李石华），黄翼然编译］

（潘连军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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