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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女小阴唇粘连发生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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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研究儿童体检中幼女小阴唇粘连的发生情况及相关的卫生习惯遥 方法院随机抽取 猿 园园园 例 员耀猿远 月龄的幼女袁

调查小阴唇粘连的检出率袁及幼儿的外阴清洁方式遥 结果院幼女小阴唇粘连检出率院员耀远 月龄院猿援源怨豫曰苑耀员圆 月龄院缘援圆愿豫曰员猿耀圆源
月龄院员援怨苑豫曰圆缘耀猿远 月龄院员援苑园豫袁各年龄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渊字圆 越 员缘援圆员源袁孕 越 园援园园圆冤遥 各季度幼女小阴唇粘连的检出率袁第一季

度最高院源援源怨豫曰第三季度最低院圆援员源豫袁差异有显著性渊字圆 越 远援猿猿怨袁孕 越 园援园员圆冤遥多数家长没有给幼儿采用正确的外阴清洁方式袁小
阴唇粘连患儿的错误外阴清洁方式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患病组袁差异有显著性渊字圆 越 缘援缘苑怨袁孕 越 园援园员愿冤遥 结论院幼女小阴唇粘连在

儿童体检门诊中有较高的检出率袁应给予重视袁及时发现袁转诊曰家长的相关卫生知识和行为有较大偏差袁应加强此方面的宣教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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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阴唇粘连是一种妇科常见病袁 主要发生于 缘
岁以下幼儿袁目前认为其主要与小儿体内激素水平
低袁及外阴阴道炎症有关遥 在儿童常规体检中袁发现
婴幼儿期即有一定数量的小阴唇粘连患儿袁而家长
未发现其有任何异常遥 少有关于常规体检中小阴唇
粘连发生情况的报告遥 为了解该病在体检门诊中的
发生情况袁本研究拟调查体检门诊中小阴唇粘连的
检出率袁幼儿的外阴清洁方式袁以达到正确指导尧早
期发现尧早期干预的目的遥
员 对象和方法
员援员 对象
随机抽取 圆园员圆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圆 年 员圆 月在本院儿
童体检门诊进行常规体检的 员耀猿远 月龄的女童袁共
猿 园园园 例袁 其中袁员耀远 月龄 员 圆怨园 例袁苑耀员圆 月龄 远愿圆
例袁员猿耀圆源 月龄 缘缘愿 例袁圆缘耀猿远 月龄 源苑园 例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小阴唇粘连分类
本研究按照阴唇粘连的程度分为轻度和重度遥
轻度粘连院两侧小阴唇相连袁中央有膜样组织并可见
中间的灰紫色粘连线袁在膜样组织上可有小的孔隙曰
重度粘连院两侧小阴唇相连袁中央部分较轻度粘连增
厚且看不到明显的膜样粘连带及粘连线袁但仍可见
员 个或 圆 个小的孔隙遥
员援圆援圆 幼儿的外阴日常清洁方式的调查
错误方式院不分开大阴唇或分开大阴唇清洗袁但

咱文章编号暂

员园园苑鄄源猿远愿渊圆园员源冤园缘鄄远苑圆鄄园圆

不清洗外阴分泌物曰 正确方式院 分开大阴唇进行清
洗袁且清洗外阴的分泌物袁方向从前向后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所有资料输入计算机袁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统计软件
进行分析遥各组间率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遥孕臆园援园缘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各年龄组幼女的小阴唇粘连检出率比较
苑耀员圆 月龄检出率最高袁员耀远 月龄次之袁 各年龄
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渊字圆 越 员缘援圆员源袁孕 越 园援园园圆冤遥 员园园 例
患儿出现小阴唇粘连袁其中轻度粘连 怨怨 例袁重度粘
连 员 例渊表 员冤遥
表 员 各年龄组幼女小阴唇粘连检出率比较

年龄渊月冤
员耀远
园苑耀员圆
员猿耀圆源
圆缘耀猿远
合计

圆援圆

检出数
园源缘
园猿远
园员员
园园愿
员园园

各年龄组间比较袁 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总数
员 圆怨园
园 远愿圆
园 缘缘愿
园 源苑园
猿 园园园

检出率豫
猿援源怨鄢
缘援圆愿鄢
员援怨苑鄢
员援苑园鄢
猿援猿猿鄢

各季度幼女小阴唇粘连检出率比较
第一季检出率最高袁第三季度最低袁差异有显著
性渊字圆 越 远援猿猿怨袁孕 越 园援园员圆袁表 圆冤遥
圆援猿 小阴唇粘连患儿与非患儿的外阴日常清洁方
式比较
患病幼女的错误清洁方式明显高于对照组袁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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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间差异有显著性渊字圆 越 缘援缘苑怨袁孕 越 园援园员愿袁表 猿冤遥

微生物的感染引起外阴炎症袁进而局部充血袁渗出引

表 圆 各季度幼女小阴唇粘连检出率比较

时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合计

检出数
园猿圆
园圆员
园员远
园猿员
员园园

与第三季度比较袁 鄢孕 约 园援园缘遥

表猿

总数
园 苑员猿
苑圆苑
苑源愿
愿员圆
猿 园园园

检出率渊豫冤
源援源怨鄢
圆援愿怨鄢
圆援员源鄢
猿援愿圆鄢
猿援猿猿鄢

小阴唇粘连患儿与非患儿的外阴日常清洁方式比较

外阴清洁方式
错误例数 正确例数
小阴唇粘连组
园园 愿苑
园员猿
圆
圆猿员
远远怨
无小阴唇粘连组
远愿圆
合计
圆 猿员愿
组别

猿 讨

原远苑猿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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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错误率渊豫冤

园 员园园
圆 怨园园
猿 园园园

愿苑援园园
苑远援怨猿鄢
苑苑援圆苑鄢
鄢

论

近年来袁幼女小阴唇粘连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遥
小阴唇粘连是一种妇科的常见病袁多见于 缘 岁以下
的幼女咱员暂遥 其是指两侧小阴唇粘连遮盖部分或全部
尿道口及阴道前庭部袁粘连严重时会影响排尿和分
泌物的排出袁易引起泌尿生殖道的感染遥
小阴唇粘连初期均为轻度的膜样粘连袁此时通
过手法分离或探针等钝性分离袁即能取得满意的疗
效袁损伤小袁复发率低咱圆原源暂遥 如果轻度粘连未经治疗袁
部分患者发展为重度的致密粘连袁常需住院手术切
开袁损伤大袁增加患者的痛苦袁或可能影响小阴唇的
发育遥 盛洁等咱缘暂对 圆苑 例研究发现袁有 猿 例重度粘连
的成年患者小阴唇均发育不良袁分析原因为其小阴
唇粘连可能始发于幼儿期袁因为没有及时诊治导致
粘连加重进而影响了小阴唇的正常发育袁造成小阴
唇发育不良遥
本调查中发现常规体检门诊中袁员耀猿远 月龄幼女
小阴唇粘连的检出率为 猿援猿猿豫袁其中 员耀员圆 月龄的检出
率最高袁尤 苑耀员圆 月龄遥 而在杜德锋等的报道中咱猿原远暂袁相
当一部分的小阴唇粘连患儿也是由儿保常规体检中
发现转诊治疗的袁提示儿保常规体检对小阴唇粘连的
早期诊治有重要的意义遥 且本调查及吴黎明咱远暂的调查
均显示袁体检中发现的小阴唇粘连患儿多数为粘连早
期袁除阴唇粘连外袁余症状体征均不明显袁且粘连程度
较轻袁此时及时转诊袁早期治疗袁损伤小袁效果好遥 调查
中发现的 员 例重度粘连的患儿袁经妇科诊断袁需住院
切开袁但治疗后袁应对小阴唇发育影响不大遥
幼儿小阴唇粘连的发病原因主要为体内雌激素
水平低袁外阴尧阴道局部抵抗力下降袁易受外界病原

起粘连遥另外袁婴幼儿外阴稚嫩袁发育未成熟袁加之卫
生习惯不良袁外阴不洁袁大便污染袁外阴损伤等均可
使其发生外阴感染袁进而引起小阴唇粘连遥本研究中
也发现袁各季度间幼女小阴唇粘连检出率有差异袁其
中第一季度的检出率最高袁第三季度的检出率最低袁
且差异有显著性袁 考虑可能与第一季度天气寒冷袁小
儿洗浴次数减少袁家长担心小儿受凉袁洗浴时也较匆
忙袁外阴的卫生状况较差袁而第三季度天气炎热袁小儿
洗浴次数袁洗浴时间多袁外阴卫生情况相对较好相关遥
本研究中发现袁 小阴唇粘连患儿的错误的外阴
清洁方式发生率明显高于非患病组袁差异有显著性袁
提示外阴清洁方式可能与粘连的发生相关遥 调查中
也发现袁 绝大多数家长尤其是 圆 岁以下幼儿的家长

多没有正确的外阴清洁方法袁 不知道清洗外阴要分
开大阴唇袁有的家长称不敢洗袁梁惠怡等咱苑暂报道也有
类似发现曰还有家长提出袁有保健医生及游泳馆等机
构人员称袁不能清洗分泌物袁其有保护作用遥可见袁加
强正确卫生行为的宣传非常必要袁 儿童体检门诊中
要重视对正确卫生行为的宣教袁同时袁对一些较薄弱
的基层单位加强培训袁对家长起正确引导作用遥
综上所述袁由于长期以来常规保健侧重于营养袁
体格发育方面袁对其关注较多袁对幼女的生殖系统保
健关注较少遥 有关常规体检中幼女小阴唇粘连发生
情况少有报道遥而本研究发现袁幼女小阴唇粘连在儿
童体检门诊中有较高的检出率袁应提高对其的认识袁
给予重视袁及时发现袁及时转诊曰同时本调查中也发
现家长的相关卫生知识和行为有较大偏差袁 应加强
此方面的宣传袁更好的发挥保健系统的预防功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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