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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聚糖治疗阴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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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分析壳聚糖治疗阴道感染的临床疗效及观察。方法 对随机抽取的 320 例患者进行壳聚糖

治疗前和治疗后的比较。结果 在 320 例阴道感染中，治疗效果显效 245 例( 占受检人数的 76． 56% ) ，治

疗效果有效 67 例( 占受检人数的 20． 94% ) ，治疗无效 8 例( 占受检人数的 2． 5% ) 。结论 分析壳聚糖对

各种阴道感染都有较好的疗效，有利于阴道微感染的治疗，而且治疗过程中，无一例患者发生副反应，

表明壳聚糖治疗阴道感染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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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of chitosan in treatment of vaginal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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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chitosan in treatment of vaginal infections． Methods 320
patien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treated with chitosan． The detection resul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Ｒesults The chitosan treatment was significantly effective for 245 cases of vaginal infection，account-
ing for 76． 56%，effective for 67 cases ( 20． 94% ) ，while failure was seen in 8 cases ( 2． 5% ) ． No adverse reac-
tion was observed． Conclusion Chitosan is effective for the treatment of various vaginal infections with a good
safet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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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阴道感染是妇科常见病，具有患病率高、复
发率高、流行范围广、就诊率低的特点。不同微生物

导致的阴道感染发病机理存在某些差别，但大致都

要经过“进居→粘附→增殖→释放毒素或细胞因子

破坏宿主细胞和局部免疫系统→致病”等过程。本

研究的目的是验证壳聚糖治疗阴道感染的安全性、有
效性，希望为妇女寻找一种简便、经济、非药物性的

治疗细菌性阴道病的方法，可减少药物对患者的不

良影响，帮助患者在短时间内减轻痛苦，减轻患者

的经济负担，为广大育龄妇女排忧解难，提高他们

的生殖保健水平。

1 对象与方法

1． 1 对象 随机抽取 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12 月

到绍兴市妇幼保健院妇科门诊就诊女性 320 例，年

龄 20 ～ 50 岁( 平均年龄) 。受试者接纳条件: ( 1) 年

龄≥18 岁，有性生活者。( 2) 无糖尿病，无长期使

用雌激素、免疫抑制剂、皮质类固醇以及近 20 d 无连

续使用抗生素者。本研究方案经该院伦理委员会批

准通过，纳入前所有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 检查与治疗方法 检测方法: 使用需氧菌阴道

炎 /细菌性阴道病五项联合测定试剂盒［由北京中生

金域诊断技术有限公司生产， 注册证: 京药监械

( 准) 字 2010 第 240458 号］对阴道感染感染的检查，

该试剂盒检查包括: 过氧化氢浓度 + 白细胞酯酶 +
唾液酸苷酶活性检查 + β-葡萄糖醛酸苷酶 + 凝固酶。
治疗方法: 阴道冲洗后使用宫颈止血材料，使用量:

0． 5 g 的 B 型止血材料( 由江西厚德生物材料有限公

司生产，主要成分为壳聚糖粉末) ，每天 1 次，3 d
为 1 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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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治疗前后检测方法 阴道标本采集前 24 h，禁

止性交、盆浴、阴道灌洗及局部用药等，以免影响检

测结果。使用已消毒的清洁干燥的棉拭子采取患者

阴道后穹窿处分泌物，要有一定的样本量，采用湿

片镜检 + 过氧化氢浓度 + 白细胞酯酶 + 唾液酸苷酶

活性检查 + β-葡萄糖醛酸苷酶 + 凝固酶检查。检测

项目包括: 乳酸杆菌，清洁度、滴虫、念珠菌、线索细

胞和胺试验，所有项目的操作严格按照《全国临床

检验操作规范》执行。
1． 4 检验标准 ( 1) 细菌性阴道病( BV) : 采用 Amsel
标准法; ( 2) 乳酸杆菌检测: 过氧化氢; ( 3) 外阴阴道

念珠菌病( VVC) : 镜检见菌丝或芽孢即可诊断; ( 4) 滴

虫性阴道炎( TV) : 镜检见游动的滴虫即可诊断。
1． 5 观察方法 分别在治疗前 1 天，疗程完成后第

3 天，对患者的症状、体征进行记录评价，观察指标

包括: 湿片镜检 + 过氧化氢浓度 + 白细胞酯酶 + 唾

液酸苷酶 + β-葡萄糖醛酸苷酶 + 凝固酶活性检查。
1． 6 疗效判断标准 ( 1) 明显: 经治疗临床症状消

失，湿片镜检阴性， 病原学检查阴性。( 2 ) 有效:

经治疗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湿片镜检阴性，病原学

检查阳性或者湿片镜检性阳性，病原学检查阴性。
( 3) 无效: 经治疗临床症状无改变，湿片镜检阳性，

病原学检查阳性。

2 结 果

本次研究调查的 320 例感染患者中，检出厌氧

菌感染 159 例， 需氧菌感染 56 例， 混合感染 105
例，使用壳聚糖治疗效果分析见表 1。使用 SPSS
13． 0 统计软件，对实验结果进行 χ2 检验，P ＜ 0． 05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1 治疗 3 天后疗效分析( 例)

感染病种类型 检出例数
明显 有效 无效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例数 比例
总有效率( % )

厌氧菌感染 159 134 84． 28% 23 14． 47% 2 1． 26% 98． 74

需氧菌感染 56 19 33． 93% 33 58． 93% 4 7． 14% 96． 29

混合型感染 105 92 87． 62% 11 10． 48% 2 1． 9% 98． 10

3 讨 论

本研究中壳聚糖治疗阴道感染疗效观察总有效

率为 96． 57% ，其中效果明显的占 68． 61%，效果有

效的占 27． 96%，无效的占 3． 43%，试验组未见明

显的不良反映。壳聚糖分子的基本单位为氨基葡萄

糖，其每个重复单元上都有乙酰氨基或氨基，具备

和人体组织相仿的结构。通过生物正电荷作用，与

带负电荷的病原微生物结合，干扰病原微生物 DNA
的负责与转录，杀死致病菌，并抑制致病菌生长，

从而达到抑菌、抗感染的作用。利用壳聚糖优异的生

物相容性、良好的抗菌及止血促愈合作用与活性碳纤

维生物材料高吸附、强引流性能相结合，将阴道内致

病菌抑制杀灭并吸附清除体外，调节改善阴道内环

境，从而起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作用。对细菌、白色

念珠菌、病毒、滴虫等多种致病微生物均有明显的抑

制和杀灭效果，对细菌、念珠菌引起的阴道病及其重

复性感染、混合性感染疗效尤其显著，完成杀灭病毒

微生物任务后的壳聚糖，一部分会被人体组织吸收，

成为人体营养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会随着白带等

阴道分泌物排出体外，不会残留在体内，也不会对

人体造成伤害，患者完全可以放心使用。壳聚糖分

子中富含活性氨基基团，可与病菌细胞膜相吸附并

使其聚沉，或穿透病菌体表进入菌体内扰乱其新陈

代谢，从而发挥广谱抗菌作用，不易产生抗药性。
止血材料对各种阴道感染都有较好的疗效，有利于

阴道微生态的恢复，而且治疗过程中，无一例患者

发生副反应，表明止血材料治疗阴道感染是安全的，

尤其在基层开展生殖道感染干预工作中，在没有条

件确诊病原体的情况下，采用壳聚糖治疗阴道感染，

操作简单安全、无副作用，无创伤，无耐药性，治疗

费用低，疗效好。同时不造成环境污染，值得推广

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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