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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生术后患者的性功能与生活质量、心理状况的相关性

时颖涛 、 郭青良 、 秦　奋 、 闫圣男 、 李宇航

【摘要】目的　分析前列腺增生术后患者的性功能与其生活质量、心理状况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我院 100 例前列腺增生患者，均在我院行尿道前列腺切除术，依据患者术后国际勃起功能评分

（IIEF）分为轻中度组（n=50）与重度组（n=50），对比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医院焦虑与抑郁量表

评分（HADS），生活质量评分量表（SF-36），以及最大尿流速（Qmax）、排空后残余尿量（PVRU）。

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收入情况、工作状况以及文化程度等一般资料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

（P> 0.05）；对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最大尿流速高于观察组，焦虑、抑郁评分以及排空后残余尿量

低于观察组（P< 0.05）；最大尿流速和生活质量与性功能障碍呈负相关，抑郁评分、焦虑评分及排空

后残余尿量与性功能障碍呈正相关（P< 0.05）。结论　前列腺增生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状

态与其性功能密切相关，提高患者健康生活质量，缓解其焦虑、抑郁情绪可以预防术后性功能障碍

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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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exual function，life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status of patients with prostate hyperplasia
　　SHI Yingtao，GUO Qingliang，QIN Fen，et al. Department of Urology，Affiliated Hospital of Henan Medical 
College and the Second People's Hospital of Henan Province，Zhengzhou 461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xual function，quality of life and mental health in 

patients with prostate hyperplasia after surgery.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all underwent urethral prostatectomy in our hospital. According to the postoperative In-

ternational Erectile Function Score（IIEF），they were divided into mild to moderate group（n=50）and severe group

（n=50）. The general information，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 score（HADS），quality of life scale（SF-36）
score，as well as maximum urine flow rate（Qmax），residual urine volume after emptying（PVRU）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 in general information，such as age，disease course，income，

work status，and educational level between two groups（P>0.05）. The quality of life score and the maximum urine flow 

rate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The anxiety，depression score and residual urine 

volume after emptying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observation group（P<0.05）. The maximum urine 

flow rate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xual dysfunction；while the depression score，anxiety score 

and emptying the post-residual urine volume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xual dysfunction（P<0.05）. Conclusion
　The life q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have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sexual function of patients after prostate hyper-

plasia. Improving the patient's healthy quality of life and alleviating thei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prevent the emer-

gence of postoperative sexua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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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腺增生（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BPH）

是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临床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

排尿不畅等下尿路症状，严重影响老年男性的心理

健康以及生活质量，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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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BPH 的发病率也逐年升高［1］。手术治疗是对药

物不敏感或无效患者首选治疗手段，尿道前列腺切

除术是常用的手术方案，具有创伤性小、时间短以

及术后恢复快等优点［2］。通过对异常增生的前列腺

进行切除，促进 BPH 患者临床症状改善。但有部分

患者在行尿道前列腺切除术后出现性功能障碍［3］。

目前影响性功能障碍的主要因素尚未明确，本文旨

在分析前列腺增生术后患者的性功能与健康生活质

量、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河南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2018 年

2 月～2020 年 3 月期间收治的 100 例前列腺增生行

尿道前列腺切除术患者，依据国际勃起功能评分

（IIEF）标准将患者分为轻中度（8～21 分）组 50 例，

重度（＜ 8 分）组 50 例。纳入标准：（1）均符合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男科专业委员会 2017 年发布的前

列腺增生诊断标准［4］；（2）均确定在我院行尿道前列

腺切除术；（3）经患者及其家属知情，经医院伦理

委员会批准。排除标准：（1）合并有心、肾、肺功

能不全患者；（2）合并有尿失禁等严重并发症患者；

（3）患者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意识模糊。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治疗以及常规护理干预。

行尿道前列腺切除术：①体位：患者进行麻醉后采取

截石位；②消毒铺巾：对患者上至脐水平，下至肛门

及臀部，两侧至大腿 1/3 处进行消毒，后铺巾；③进

境前准备：检查、组装电切镜，连接好导光束、成像

系统、冲洗引流管，采用 5％甘露醇冲洗液（华仁药

业有限公司，批号 H20093928），在距膀胱 40-60cm

处，术中保持低压冲洗，连接闭孔器、石蜡油润滑

镜鞘，经尿道插入闭孔器及镜鞘，镜鞘通过尿道后

取出闭孔器，更换连续灌洗的电切镜，直视下进境；

④寻找重要标记物：仔细检查尿道内有无占位性病

变，膀胱内有无小梁、憩室、结石、前列腺突入膀

胱情况，确认双侧输尿管道开口位置，逐渐向后退

镜观察前列腺双侧叶、中叶增生程度，判断膀胱颈

至精阜距离，辨认精阜、外括约肌解刨性标志；⑤切

出沟槽：在 6 点切一标记沟槽，电切同时注意止血，

切至精阜，并略向两侧叶扩展，作一处较宽的标志

沟；⑥电切两侧叶：电镜下辨别前列腺组织切面为黄

白色，如豆腐渣样，外科包膜为交叉状、光滑、色

白的纤维，切除前列腺叶，深达包膜；⑦电切侧腹组

织：将电切镜旋 180°切除腹侧组织；⑧电切尖部组

织：从精阜一侧开始，需做小块薄层切除，镜鞘要固

定，不能向外移动；⑨结束：拔出电切镜，插入冲洗

器反复冲洗，将组织碎块清理干净，减低冲洗压力，

观察创面有无活动性出血，进行止血，检查膀胱三

角区以及输尿管开口有无损伤，插入三腔导尿管，

气囊注水 20ml-30ml，尿道口处放置凡士林纱布牵引

导管，外界膀胱持续冲洗。

1.3　观察指标

（1）一般资料：对比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

文化程度、工作状况以及收入情况。（2）性功能单

因素分析：对比两组患者的最大尿流速（Qmax）、排

空后残余尿量（PVRU）、医院焦虑与抑郁量表评分

（HADS），生活质量评分量表（SF-36）评分；其中

HDAS 分为焦虑（HADS-A）和抑郁（HADS-D）共有

14 个项目，每个项目超过 8 分为焦虑抑郁的表现，

分数越高代表焦虑、抑郁越明显；SF-36 评分分为 8
个维度，36 个小项目，每项最高分 5 分，总分 180
分，分数越低，代表生活质量越差。（3）相关性分析：

对上述有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与性功能进行二元

逻辑回归分析。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26.0 进行数据录入、处理，计数资料

用％表示，卡方检验，对检验的连续变量用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两独立组间用 t 检验，多组间

用 F 检验，性功能与健康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状

况的相关性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以 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的年龄、病程、收入情况、文化程度以

及工作状况比较没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相关因素 对照组（n=50） 观察组（n=50） χ2/t P

年龄（岁） 62.34±2.11 62.48±2.19 0.326 0.746

病程（周） 2.51±0.24 2.54±0.23 0.638 0.525

文化程度 高中以下 35（70.00） 33（66.00） 0.184 0.668

高中以上 15（30.00） 17（34.00）

工作状况 失业或退休 38（76.00） 39（78.00） 0.056 0.812

在职 12（24.00） 11（22.00）

收入情况 ＜3000元 37（74.00） 36（72.00） 0.051 0.822

＞3000元 13（26.00） 14（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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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危险因素与性功能相关性分析

其中尿流速、生活质量与性功能呈负相关，残

余尿量、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与性功能呈正相关

（P<0.05），详见表 3。
表3　危险因素与性功能相关性分析

变量 B 标准误差 瓦尔德 显著性 OR值 95％CL

常量 -6.217 4.130 2.266 0.132 0.002

最大尿流速 -0.734 0.172 18.209 0.000 0.480 0.342-0.672

排空后残余尿量 0.087 0.025 11.872 0.001 1.091 1.038-1.146

焦虑评分 0.476 0.191 6.219 0.013 1.609 1.107-2.238

抑郁评分 0.379 0.146 6.720 0.010 1.461 1.097-1.947

生活质量 -0.090 0.029 9.933 0.002 0.914 0.864-0.967

3　讨论

前列腺增生是中老年男性患者的常见病，临床

研究显示，60 岁以上男性伴有前列腺增生的概率为

90％［5］。严重影响老年人群的日常生活，同时为患

者的心理健康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目前，治疗此疾

病最有效的方式为手术治疗，但无论是采取开放性

或微创性手术都会为患者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增加

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6］。性功能障碍是最常见的一

种并发症，主要是指男性或夫妻双方无法从性生活

中获得满足感的一种疾病，包括性欲、性勃起、性

高潮等环节的障碍。性功能障碍的出现加重家庭矛

盾，进一步影响患者的康复［7］。。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与观察组的年龄、病程、文

化程度、收入情况、工作状况比较没有差异。但对

照组的生活质量评分，最大尿流速高于观察组，焦

虑、抑郁评分以及排空后残余尿量低于观察组。目

前认为患者术后性功能障碍主要与前列腺增生术带

来的手术创伤有关，经尿道进行前列腺切除术后尿

道内括约肌被切除，使患者出现逆行射精，逆行射

精会引发患者性高潮降低或无性高潮，进而导致性

欲望下降和勃起功能障碍［8］。同时前列腺切除术后

遗留的膀胱挛缩、尿失禁等症状，会减缓患者尿流

速度，增加残余尿量，导致患者持续回避性生活，

引发性功能障碍。同时，前列腺切除术后患者产生

的不良心理状态与性功能障碍具有密切联系［9］，经

尿道进行前列腺切除对患者心理造成严重冲击，多

数患者会出现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刻意回避术

后尿道护理以及功能训练，导致阴茎、臀部等周围

肌肉出现萎缩，最终出现性功能障碍；同时焦虑、抑

郁心理会加重对患者精神刺激，下降患者积极治疗

心态，失去康复自信心，加重心理应激反应对阴茎、

尿道等创伤部位损伤，加快性功能障碍出现［10］。患

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和家庭氛围，严重降低患者健康

生活质量，加重患者的性功能障碍［11］。

本研究还发现，尿流速以及生活质量与性功能

障碍呈现负相关，而焦虑、抑郁评分和排空后残余

尿量与性功能障碍呈正相关。说明患者的尿流速越

快、健康生活质量评分越高时，患者性功能障碍评

分越低，而患者焦虑、抑郁现象越明显，排空后残

余尿量越多，患者性功能障碍表现越明显。以上结

果表明，有效减少术后创伤，缓解患者焦虑、抑郁

的不良心理，提高患者健康生活质量可以有效规避

前列腺增生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出现，本研究与王海

燕等研究结果一致［12］。

综上所述，焦虑评分、抑郁评分以及排空后残

余尿量与前列腺增生术后性功能障碍呈正相关，健

康生活质量评分、最大尿流速与其呈负相关，可以

通过调节患者心理，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减少手术

创伤，来有效降低术后性功能障碍的发生率。本研

究存在样本量少、观察时间短等不足，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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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临床资料单因素比较

两组临床资料单因素分析，观察组的最大尿流速

水平、生活质量评分低于对照组，排空后残余尿量、

焦虑评分、抑郁评分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2。

表2　两组患者的危临床资料单因素比较（x±s）

组别 n 尿流速（ml/s） 残余尿量（mL） 焦虑评分（分） 抑郁评分（分） 生活质量（分）

对照组 50 14.299±2.55 116.10±19.58 9.78±2.10 10.19±2.54 64.72±15.23

观察组 50 9.84±2.07 133.35±18.80 11.30±3.01 12.83±3.16 51.93±11.34

t值 9.594 4.492 2.926 4.607 4.765

P 0.000 0.000 0.004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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