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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HPV感染状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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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人类乳头瘤病毒(HPV)是女性发生宫颈癌的必要病因，也与男性阴茎癌、口咽癌、肛门癌等

密切相关，但是目前对男性HPV的研究较少。本文研究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HPV感染状况，为临床

制定HPV相关性疾病的防治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收集2016年8～12月因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南京

医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泌尿男科门诊就诊男性的相关资料。尼龙棉签拭子在阴茎头、冠状沟、包皮内板、阴茎体等

处取样，运用凯普生物HPV分型检测试剂盒，采用PCR和膜杂交的方法，检测不同型别HPV感染情况。 结果：

去除不合格病例，共纳入139例患者信息。139例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HPV感染率为83．5％。HPV

感染类型以6，16，39，18，58，52型为主，分别占43．2％(60／139)、19．4％(27／139)、10．1％(14／139)、9．4％(13／

139)、9．4％(13／139)、9．4％(13／139)。在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的男性中，包皮过长比率高达75．5％，但包皮正

常和包皮过长男性HPV感染率没有显著差异(P>0．05)。 结论：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的男性是HPV感染的

高危人群，有必要对此类人群进行筛查和治疗，以降低男女双方的HPV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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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Human papilloma virus(HPV)is a necessary cause of cervical cancer and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pe-

nile cancer，oropharyngeal cancer，and anal cancer in males．However，few studies are reported on male HPV．This study aimed to in—

vestigate HPV infection of the external genitalia in men whose female partners have cervical HPV infection． Methods：We collected

the relevant data on the male outpatients whose partners had cervical HPV infection in our Department of Urology and Andrology from

August to December 2016．We obtmned samples with nylon swabs from the glans penis，corona，inner layer of the prepuce and penile

body and detected different types of HPV infection using the Hybribio HPV typing kit，PCR and membrane hybridization． Results：

Valid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140 males，which showed 83．5％of HPV infection of the external genitalia．including 60 cases of HPV6

(43．2％)，27 cases of HPVl6(19．4％)，14 cases of HPV39(10．1％)，13 cases of HPVl8(9．4％)，13 cases of HPV58

(9．4％)，and 13 cases ofHPV52(9．4％)．Redundant prepuce was found in 75．5％ofthe males，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

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cidence rate of HPV infection between the normal and redundant prepuce groups(P>0．05)． Conclu-

sion：Men who have the female partners with positive cervical HPV are at high risk of HPV infection and therefore need to be scre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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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

是一种环状双链DNA病毒，HPV感染是女性发生

宫颈癌的必要病因，也与男性阴茎癌、口咽癌、肛门

癌等密切相关¨J。根据其致病力强弱或致癌危险

性大小，HPV可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其中高危型

与宫颈癌、阴茎癌等鳞状上皮肿瘤发生有关，包括

HPVl6、18、31、33、35、39、45、51、52、56、58、59和68

型等；低危型与外生殖器尖锐湿疣等良性病变密切

相关，常见的有HPV6、11、42、43和44等口1。肛门、

生殖器部位的HPV感染，主要通过性行为传播，女

性感染高危型HPV是目前关注的重点，对男性感染

HPV的研究较少。本课题探讨了配偶宫颈HPV感

染为阳性的男性就诊者其生殖器部位HPV感染情

况，并分析了基因分型，期待为HPV相关性疾病防

治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收集2016年8至12月在南京医

科大学附属妇产医院泌尿男科门诊就诊的配偶宫颈

HPV感染阳性的男性患者139例。本研究方案经

伦理委员会讨论，且所有受试者均签署知情同意。

收集患者信息，包括年龄、性生活时间、包皮是否过长

或包茎、配偶HPV型别、男性HPV感染型别。纳入标

准：配偶宫颈HPV检测为阳性；近3个月内未应用免疫

抑制剂。剔除标准：患者拒绝参与，有外阴生殖器、肛

门肿瘤病史，有陛传播疾病史，就诊时有外生殖器溃疡

或损伤，近3个月内有服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

1．2标本采集取无菌尼龙棉签拭子，反复擦拭取

样部位2～3 min采集脱落上皮细胞。取样部位包

括阴茎头、冠状沟、包皮内板、阴茎体。取材后将标

本迅速置于一20℃保存。

1．3 HPV感染及分型检测 采用37种人乳头状

瘤病毒分型检测试剂盒(PCR+膜杂交法)。37种

HPV型别精确分型检测包括HPV6、11、42、43、44、

16 7 18 7 31 7 33 7 35、39、45 7 51 7 52 7 53 7 56 7 58、59 7 66、

68、81、26、34、40、54、55、57、61、67、69、70、71、72、

73、82、83、84。采用基因扩增技术及导流杂交原理，

以凯普医用核酸分子快速杂交仪为平台通过反向斑

点杂交检测扩增产物与包被有型特异性探针膜杂交

结果，从而对37种HPV基因型进行分型检测。

1．4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7．0统计软件，计

数资料进行x2检验，设检验水准d=0．05。

2 结果

2．1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HPV感染

情况人选者年龄18～63(35．74±8．46)岁，此次

总体HPV检出阳性率为83．5％，其中以18～30和

51～63岁年龄段的HPV阳性检出率最高，各年龄

组间HPV阳性检出率有统计学差异(P=0．021，x2

=9．73)。夫妻同时感染HPV，且HPV感染型别信

息完整的人数共96例，其中夫妻双方HPV感染型

别一致的比率为64．6％。见表1。

表1 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感染情况

Table 1．HPV infection of the male external genitalia in the men

whose partners had cervical HPV infection

2．2 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HPV感染

分型状况116例HPV检测阳性者中，单一型HPV

感染77例，双重感染27例，三重感染7例，四重感

染5例。各型HPV的构成比见表2。在本研究人

群中，HPV6、16、39、18、58、52是主要的感染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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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外生殖器HPV感染分型状况

Table 2．Types of HPV in the external genitalia of the men

whose female partners had cervical HPV infection

Number，n(％)

60(43．2)

1(0．7)

27(19．4)

13(9．4)

6(4．3)

6(4．5)

5(3．6)

14(10．1)

8(5．8)

7(5．0)

3(2．2)

12(8．6)

13(9．4)

3(2．2)

13(9．4)

8(5．8)

6(4．3)

2(1．4)

9(6．5)

1(0．7)

1(0．7)

2．3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包皮过长与外生殖器

HPV感染情况 包皮过长者105例，占总人数

75．5％；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的男性中，包皮正

常和包皮过长者HPV感染率无显著差异(P=

0．073)。

表3 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包皮过长与外生殖器HPV感

染情况

Table 3．HPV infection of the external genitalia and redundant

prepuce(RP)／phimosis in the men whose female partners had

cervical HPV infection

HPV(n)——T0tal
Negative Positive

Prepuce

Normal 9

Redundant prepuce／7生■osis 14

Total 23

25 34

9l 105

116 139

3讨论

女性HPV感染，特别是HPV感染与宫颈癌的

关系已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越来越多研究发现，

男性HPV感染与男性健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旧J，但

是关于流行病学的研究尚存在诸多未知领域。同

时，鉴于HPV可以通过性交途径传播，感染HPV的

男性在传播HPV，特别是在向其性伴侣传播该病毒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深入研究男性生殖器HPV

的感染情况，对男性HPV感染者实行有效的管理和

干预措施，可以同时减少男性及女性中HPV相关疾

病的发生率。

本研究发现，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的男性群

体，其外生殖器HPV检出率达到83．5％，明显高于

文献报道的其他男性群体。文献报道显示，亚裔人

种HPV感染率最低(42．2％)，非洲裔其次

(66．2％)，白人最高(71。5％)H J。有婚外或非婚性

行为的中国男性HPV DNA的检出率为43．4％一1。

提示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的男性群体是HPV感

染的高危人群。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就诊者以18—

40岁间人群最多，与文献报道相似∞’71，猜测与这个

人群处于性活跃期、容易有婚外或非婚性生活有关。

同时也提示，该年龄段人群将感染的HPV传染给性

伴的危险性也比较高，应该在就诊时进行相应的性

病健康教育，以降低HPV的传染。本次研究中，各

年龄段HPV阳性检出率均很高，在18～30岁及51

～63岁分别高达97．6％和90％，可能前者与性活

跃有关，后者与年老后身体素质下降，抵抗力降低有

关。

本研究数据显示，受试者中常见的HPV感染亚

型依次为HPV6、16、59、18、58、52、51等，可能提示

了配偶宫颈HPV感染男性人群外生殖器HPV感染

的分布特点。男性生殖器HPV感染类型虽然在不

同研究中存在差异∽引，但是均显示HPVl6、18、52

最为常见。已知男性HPV感染的常见亚型中，

HPVl6、52、18亚型感染与男性不育关系密切¨0I，也

是女性宫颈癌变相关的高危型，值得重点关注。此

外，研究注意到，夫妻双方存在各自感染HPV的亚

型一致率高达64．6％。另外35．4％的夫妻感染型

别不一致的原因不明，猜测可能与HPV易感性、个

体免疫力等密切相关，应予进一步关注。如果能进

行一致性的研究，将有助于探讨HPV传播机制，对

防止感染HPV有重要意义。

包皮过长或包茎对多种疾病有影响尤其是对性

传播疾病的影响研究较多。其中与HPV感染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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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的研究为热点之一。越来越多研究支持未行包

皮环切术的成年男性HPV的感染率高于包皮环切

术的成年男性111-14 3。本研究结果显示配偶宫颈

HPV感染的男性，包皮过长者达105例，占总人数

比例75．5％，而文献显示我国成年男性包皮过长者

约21．O％～59．4％不等¨孓16 J，因此本次研究人群的

包皮过长比例远高于一般男性群体。但是统计分析

，，发现，包皮正常和包皮过长男性HPV感染率并没有

差异，因此部分尚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深入研究。

本研究初步发现了，配偶宫颈HPV感染阳性的

男性是HPV感染的高危人群，有必要对此类人群进

行筛查和治疗，以降低男女双方的HPV感染。今后

还需要追踪观察HPV隐性感染的转归，以进一步阐

明HPV的致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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