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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对精液质量常规指标影响的研究
武俊青李玉艳高尔生戒芬周建凇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Ｅ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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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吸烟对精液质量常规指标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方法于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在河北、山西、贵州、浙江和山东省选择７２７例合格的研究对象，其中４２ｌ例为吸炯者，３０６例为

非吸烟者。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收集对象的一般人口学特征、吸烟暴露情况以及可能的混杂因素，
同时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精液标本。精液分析统一按照ＷＨＯ推荐的检测方法；采用ＳＡＳ８．０软
件分析吸烟指标（是否吸烟、每Ｆ１吸烟支数、吸娴年数及总吸娴量）对５个精液常规检测指标（槠渡
量及精子密度、存活率、前向运动率和正常形态率）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结果

以精液常规指标

是否正常为应变量，在调整可能的６个混杂因素（地区、年龄、禁欲时间．文化程度、饮酒和接触农
药）后，分别接降序拟合多因素ｔ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４个模型。多因素调整后．与不吸烟组相比，吸烟蛆
精子存活率异常的比例明显提高（ＯＲ＝１．７７，９５％ＣＩ：１．１２—２．８０）；吸烟组精了活力和形态异常的比
例也显著增加。ＯＲ值分别为１．５“９５％廿：１．ｏｏ．２．２７）、２、５５（９５％（７／：１．６８—３，８８）：每日吸娴量≥２０
支（ＯＲ＝１．７０，９５％口：１．０５—２．７６）以及总吸烟量≥１５万支｛ＯＲ＝１．８４，９５％口：１．０３—３．２９）时，可引
起精子密度显著下降。结论吸烟对精液质量有不良影响．大量或长期吸烟者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尤为明显。
【关键词】吸烟；精液质量；精液常规指标

Ｔｈｅ｛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ｐａｌ传ｌｍｅｔｅｌ＇￥ｏｆ ｓｅＥｉｌｅｇｌ
Ｙｕ－ｙａｒｔ。２，ＧＡＯ Ｅｒ－ｓｈｅｒＩｇ“２，ＲＯＮＧ

Ｆｅｎ３，删ＯＵ

ｑｕａｌｉｔｙ谨秘扭肾ｑｔＲｇ、ｉ、“

Ｊｔａｎ－ｓｏｎｇ。２，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Ｆｒａｎｋ Ｈｏｖｅｌ＂，Ｍｉｎｇ Ｆ，Ｄ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吖Ｐ缸ｎｎｅｄ ＰａｒＥｒａｈｏｏ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２．Ｃｈｉｎａ；２ Ｋｅｙ
ｏｆ Ｃｏｒａｒａｃｅｐｔｉｏｎ，ＮＰＦＰＣ：３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船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４ Ｓａｎ
Ｄｉｅｇ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地ｒｓｉｔｙ．Ｕ肌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ＷＵ Ｊｕｎ－ｑｉｎｇ，Ｅｍａｉｌ：ｗｕｊｑ １ ６８＠ｙａｈｏｏ。ｃａｍ＋ｃｎ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川珊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ｇｒａｎｔ Ｊ知ｍ＃ｈ＾ｂ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ｎ９４。１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ａ｛Ｎｏ，Ｋ２００７一０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ｌ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ｑｕＭｉｔＹ．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ｉｏｔａＩ ｏｆ ７２７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ｓｕｂｊｅｃ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４２ ｌ ｓｍ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３０６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ｉｎ

Ｈｅｂｅｉ，Ｓｈａｎｘｉ，ＧｕｉｚｈＯＵ．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ｅｍｅ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ｔＯ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ｃ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ｎｌｋ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ＷＨ０．Ｒ鹤Ｉｌｌｔｓ
ＦｏＬｔｒ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ｉｅ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出ｅ ｓｅｍｅｎ ｒｏｕｔｉ弛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ｗ≈驿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ｏ ｂｅ 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ｄｅｓｃｅｎｄ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ｗｈｉｌｅ ｓｉｘ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ｒ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ｒｅａ．ａｇｅ，ａｂｓｔｉｎ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ｔｏｈ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ｏｒｅ ｔｏ ｐｃ：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ｅ把．，ｗｅ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１１ａｔ ｓｍｏｋｉｎ鐾ｃｏｕｌｄ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ｒｍ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ｓｐｃＩ＇Ｒｌ ｖ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ＯＲ＝１．７７．９５％ｅｌ：１．１２－２．８０）．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ｗｉ山ＤＲｖａｌｕｅｓ ａＨｓ】．５ｌ（９５％Ｃ，：】．ｏ｜肚２．２７）ａｎｄ ２．５５（９５％ＣＩ：１．６８—３．８８）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Ｔｈ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ｗ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ａ ｓｍｏｋｅｄ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如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ｓ ｐｅｒ
ｄａｙ ｌ ＯＲ＝１．７０，９５％Ｃ，：１．０５—２．７６）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ｔａＩ ｎｍｎｂｅｒｓ ｏｆ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ｅｄｉｎｇ １５０ ０００
（ＯＲ＝１．８４，９５％ｃ，：１．０３—３．２９）．Ｃｏｎｄｕｓｉｏｎ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ｒｍｓ

ｓｅＥ［ｅｎ￥．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Ｋｅｙ，Ⅳｏｒｄｓｌ

ｆｏｒ ｈｅａｖｙ ｏｆ ｌｏｎ９４ｅｒｍ ｓｍｏｋｅｒｓ．
Ｓｍｏｋｉｎｇ；Ｓｅｍｅｎ ｑ岫ｌｔ≈；Ｓｅｍｅｎ ｒｏｕｔｉｎｅ

ｐ缸舡ｎｅｔ嘴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０７
基金项＿甘：目寡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项目｛Ｋ２００７—０３）

作者单位：２（｝００３２上海市｛十蜘生育科学研究所，国家人口计生委计划生育药具重点实验室（武傻青、李玉艳、高尔生周建凇）；上海中医药大
学（戎芬）；美国圣迭戈大学（Ｍｅｌｂｏ唧ｃ Ｆ＿Ｈｏｖｅｌ，Ｍｉｎｅ Ｊｉ，ＤｉｎｅＤｉｎｇ）
通信作者：武俊青．Ｅｍａｉｌ：ｗａｊｑ １ ６９＠ｙａｈｏｏ ｔｏｍ．ｃｎ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３３卷第１２期ｃｌｌ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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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对男性生殖能力的影响，特别是对精液质
量的影响，近年来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精

一按照ＷＨＯ（（人类精液及精子一宫颈黏液相互作用

液质量的分析是评价男性生殖健康和提高出生人口
素质的重要依据ｎ＇２Ｉ。为进一步了解吸烟及其程度

法。包括外观、黏稠度、液化时间、ｐＨ值、凝集状况、
精液量、精子密度、总精子数、精子活动力分级、精子

对精液质量的影响，本研究收集吸烟与不吸烟者共
７２７例进行了分析。

存活率、精子形态和精液ＤＮＡ指标。本研究重点分
析吸烟及其程度对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存活率、

对象与方法

精子前向运动率和精子正常形态率５个指标。
３．吸烟定义和分组：近３年有吸烟习惯，每天至

实验室检测手册》第四版（２００１年）推荐的检测方

５省“２０００年中国精液质量调查”队列中抽取７２７名

少吸１支，连续吸炯≥６个月者为吸烟组，共４２１例；
不吸烟组３０６例。

合格的研究对象，其中４２１人为吸烟者，３０６人为非
吸烟者，探讨吸烟对精液质量常规指标的影响及其
程度。研究方案经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伦

４．质量控制：采用统一的调查问卷、精液采集和
分析方法。研究开始前对相关人员进行集中、严格
培训，统一问卷的填写标准；研究过程中严格执行对

理委员会通过，研究对象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

象筛选和精液采集条件。按ＷＨＯ标准统一培训精
液分析人员，预实验合格后参加本研究。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年在河北、山西、贵州、浙江和山东

意书。

１．研究对象：来自愿意参加精液质量检查的志
愿者。入选条件：①既往身体健康；②无生殖道感
染；③无各种手术史；④无高温及有害物质接触史；
⑤内外生殖器官发育正常；⑥在选择地区居住至少
３年；⑦年龄２０～５９岁。共收集合格研究对象７２７
人，其中河北省１８１、山西省１０７、贵州省１３６、浙江省
１４７和山东省１５６人。

５．统计学分析：用Ｅｐｉｌｎｆｏ软件建立数据库，双
人双遍数据录入，并进行校对，数据库固定后采用
８．０软件进行ｆ检验、多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等统计分
析，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ＳＡＳ

结

果

１．问卷调查：

２．研究方法：由经统一培训的人员进行结构式

（１）人口学特征：研究对象中以贵州省吸烟比例

问卷调查和外生殖器检查，并按照统一标准留取

最高（７５．００％），其他依次是浙江（６０．３９％）、山东

精液。

（５７．６９％）、山西（５６．０７％），河北省最低（４３．０９％），各

（１）问卷调查：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年龄、户口
性质、职业、文化程度、经济状况等）、性发育和生育
史（遗精史、首次遗精年龄、性生活状况、生育／不育

地区吸烟者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吸烟对象

史等）、生活习惯（饮茶、酒、咖啡、可乐，洗澡、清洗外
生殖器、洗蒸汽浴情况及常穿紧身裤、坐姿工作等）、
农药毒物接触及用药史（生活环境周围是否有工厂、
是否室内装修、是否接触农药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及患病药物使用史等）、电器使用情况（是否有电视

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是否使用计算机、空
调、手机等）及吸烟情况（开始吸烟年龄、吸烟支数和
年数等）。
（２）外生殖器检查：包括阴囊、阴茎、睾丸、附睾、
输精管、精索静脉等，由泌尿科医生采用统一配备的
睾丸体积测量板测量双侧睾丸体积，并排除有泌尿、
外生殖器疾患者。

（３）精液分析：取精前禁欲３～６ ｄ，并询问禁欲
时问。各研究中心设专门取精室，室温（２５±３）℃，
采取手淫法取精。取精前用酒精消毒双手及尿道口
周围，留取全部精液于无菌取精杯内。精液分析统

中，贵州省所占比例较高（２４．２３％），山西省较低
（１４．２５％）；而不吸烟者中，河北省所占比例较高
（３３．６６％），贵州省较低（１１．１ｌ％）。吸烟组与非吸烟
组的年龄、户口性质、文化程度和职业分布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而人均年收入及婚姻状况的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表１）。
（２）性发育和生育史：吸烟组采用避孕措施的比
例略高于非吸烟组，而遗精史、配偶妊娠史及遗尿症
史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２）。
（３）生活习惯：吸烟组饮茶比例为４９．８８％，高于
不吸烟组（２７．７８％），其饮酒比例（５３．６８％）也高于非
吸烟组（３５．２９％）（表３）。

（４）农药毒物接触及用药史：吸烟组接触农药的
比例为２１．１４％，高于不吸烟组（１４．７１％），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其他项目两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表４）。
（５）吸烟情况：见表５。

２．吸烟对精液各项指标正常率的影响：将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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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Ｅｗ＇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ｏｌ，３３．Ｎ堡坐

表３两组研究对象生活习惯比较

表１两组研究对象一般人口学特征比较

表４两组研究对象可能危险因素的接触状况比较

表２两组研究对象性发育和生育史比较

遗精史
有

８

无

郴＂３

２

跎＂ 弱Ｍ

；号４４

蔼¨ 捌为

∞ｓ６

啦ｈ 以招

避孕
是

３

否

粥帅０

６

ｍ拽 舒帖

配偶妊娠
是

０

否

猢”５

６

龉¨ 竹Ｍ

篮，６

乩垃 卯＂

遗尿症史
有

无

３７
３８４

８．７９
９１．２ｌ

２１
２８５

６．８６
９３．１４

开始吸烟年龄ｔ岁）

１８

２０

每日吸炳支数

１０

１５

２０

吸烟年限

１Ｉ

１８

２７

８７ ６００

１６０ ６００

总吸烟量＜支】

３８ ３２５

２２

洼：总吸烟量（支）＝（每日吸烟支数×３６５天×吸烟年数）

量，分析其对精液质量５个常规指标（精液量、精子

计学意义（表６）。
３．吸烟对精液指标影响的多因素分析：以精液

密度、精子活率、精子活力、精子正常形态率）的影

常规指标是否正常为应变量，考虑可能影响精液质

响。结果提示：除吸烟年限对精液量的差异无统计

量的６个混杂因素（地区、年龄、禁欲时间、文化程
度、饮酒和接触农药），分别按降序拟合多因素

指标划分为是否吸烟、吸烟年限、日吸烟量、总吸烟

学意义外，吸烟其他指标对精液质量的影响均有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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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１２３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１２

表６吸烟对精液各项指标正常率的影响
组别

精液量

精子密度

精子活率

精子活力

精子形态

２

２５０（８１．７０ｙ

２５３（８２．６８）６

２５５（８３．３３）５

３１６（７５．０６）

３０８（７３．１６）

２９０（６８．８８）

吸烟
否

２ ６ ５ ８６

是

３ ４ Ｏ ８ ０ 同７ ６

３ §ｌ 自鱼 ７４ 自３ ５

不吸

２６ ５ ８６ ６０

２

８３

６

２５０（８１．７０ｒ

２５３（８２．６８ｙ

２５５（８３．３３ｙ

＜１５

ｌ ２ ｌ ８Ｏ ｌ ３

ｌ

７５

Ｏ

１２８（８４．７７）

１２８（８４．７７）

１０６（７０．２０）

１５～

ｌ０

９ ５５

１ ５卜Ｏ ６幽２ ７ ７ ６匀２ ７

９７（７３．４８）

９７（７３．４８）

９３（７０．４５）

≥２５

ｌ ０ ５函 ７爱２

６１

９７ ７Ｏ ２９

９１（６５．９４）

８３（６０．１４）

９１（６５．９４）

２５０（８１．黝ｚ

２５３（８２．６８ｙ

２５５（８３１３３ｙ

Ｏ

８３

６

吸烟年限

日吸烟量（支）
不吸

２６５ ８６ ６Ｏ

＜１０

６ ７ ７７ Ｏ１

６４ ７ ３ ５ ６

７５（８６．２１）

２５６ ８３ ６６

６４（７３．５６、

６１（７０．１１）

１４（７８．６２）

１０５（７２．４１）

１２５（６６．１４）

１３０（６８．７８）

１２４（６５．６１）

２５６ ８３ ６６

２５０（８１．７０）６

２５３（８２．６８ｙ

２５５（８３．３３）６

１ ３２ ７７ ６５

１ ２３ ７２ ３５

１４８（８７．０６）

１

３４（７８．８２）

１２０（７０．５９）

ｌ １ ２ ８Ｏ ０Ｏ

ｌＯ

１０１（７２．１４）

１０６（７５．７１）

９９（７０．７１）

６７（６０．３６）

６８（６１．２６）

７１（６３．９６）

ｌＯ～

１ １ ３ ７７

９３

１ ０９ ７５ ｌ ７

１１６（８０。００）

１

≥２０

１ ６Ｏ ８４ ６６

ｌ ４ Ｏ ７４ ０７

不吸

２ ６５ ８６ ６Ｏ

＜７
７一

总吸烟量（万支）

≥１５

９ ６ ８ ６ ４ ９ ｕ●，＾）Ⅵｔ，＾ ● ＾

７７ ８６

８ ９● ７ ２ ９ ７

ｒ）Ⅵ。，＾ 、ｉ

注：括号外数据为人数，括号内数据为发生率（％）；４ Ｐ＜０．０５，６ Ｐ＜０．０１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的４个模型，分析吸烟及其不同吸烟剂
量对精液常规指标的影响及其程度。模型１～４中

讨

论

的吸烟变量依次为是否吸烟、吸烟年限、每日吸烟量

烟草使用是导致全球可预防死亡的首要死因。

及总吸烟量。结果显示：多因素调整后，与不吸烟

我国１５岁以上的吸烟者总数已达３．５亿。２００４年中

组相比，①吸烟组、不同吸烟年限组、不同每日吸烟

国吸烟率调查显示，人群吸烟率为３６．０％（男性

量组以及不同总吸烟量组的精液量差异均无统计

６６．９％，女性３．２％），开始吸烟年龄为１４岁，比１９９７

学意义；②吸烟组、不同吸烟年限组、不同每日吸烟

年调查结果提前了５岁；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的

量组以及不同总吸烟量组对精子形态的差异均有

吸烟率呈上升趋势，１５～２４岁女性人群的吸烟率均

统计学意义，其中吸烟组精子异常形态比例明显提

高于１９９７年的水平；而烟草使用可引起精液质量

高；③每Ｅｌ吸烟量（模型３）以及不同总吸烟量（模型

（精液量、精子密度、精子活率、精子活力及精子正常

４）达到一定程度后，引起精子密度的显著下降；④
吸烟、吸烟年限、每日吸烟量以及不同总吸烟量达

形态）严重下降Ｄ‘５］。
国外Ｃｈｉａ等‘６Ｉ、Ｍｅｒｉｎｏ等‘７Ｉ、Ｋｕｎｚｌｅ等‘８ｊ均在不

到一定程度后，对精液质量的精子活率和精子活力

育人群中开展类似研究，发现吸烟者的精子密度、正

有影响（表７）。

常形态率低于非吸烟者。Ｖｉｎｅ等阳１对精液质量与吸
表７吸烟相关因素对精液各项指标影响的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均与不吸烟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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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关系进行Ｍｅｔａ分析，显示吸烟者的精子密度比不

ｌ３ Ｊ

Ｊ．Ｗａｎｇ ＨＺ＋Ａｎａｌｙｓ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ｓｅｍ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吸烟者平均低１３％～１７％，但未发现每天吸烟量与

Ｆｕｊｉａｎ

ｏｎ

１２

ｍａｌｅ

ａ坤ａ，Ｃｈｉｎ Ｊ

ＢｉｒｔｈＨｅａｌｔｈＨｅｒｅｄ，２０¨，１９（２）：１０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精子密度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关志宝和翁立满¨…

刘安娜，董佳，Ｅ厚照＋吸烟对闽南地区男性不育患者精液质量

的研究结果也发现，吸烟组对象的精子畸形率为
３８．６９％，不吸烟组为２０．７９％，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

Ｌｉｕ ＡＮ，Ｄａｎｇ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Ｖ０１．３３，Ｎｏ

的影响分析．中同优生与遗传杂志，２０１１，１９（２）：１０５．
【４ Ｊ Ｗｕ ＪＯ，Ｇｎｕ ＥＳ，Ｙａｎｇ ＱＶ，ｅｔ

ａ１．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义（Ｐ＜０．０１），提示吸烟可能引起精子畸形率增加。

ｓｍｏｋｉｎｇ，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很多国内外研究结果均表明，轻度吸烟可能导致精

ｙｏｕｎｇｍｅｎ

液量及精子密度、活力、形态等的降低。而长期大量

武俊青，高尔生，杨秋英，等．中围年轻男性精液质量与吸烟、

吸炯对上述指标均日，造成明屁影响。

饮酒等行为斟素的关系．生殖医学杂志．２００４，１３（２）：８７—９０．

也有研究表明，吸烟并不影响对象的精液质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ＲｅｐｒＭｅｄ，２００４．１ ３（２）：８７—９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Ｊ ＳｕｎＯＹ，Ｌｉ Ｊ，ＨａｎＹｃ，ｅｔ ａ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ｍｅｎ

ｉ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ｍｉｎａｌ

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ｏｘｙｇｅｎ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ｎ

ｓｐｅｒｍ

量。Ｇｏｖｅｒｄｅ等¨¨对６８例精液质量正常组、４７例精
液质量较差组对象的吸烟比例进行比较发现：重度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和轻度吸烟的比例在精液质量正常和质量较差的对

孙肩玉．李剑，韩迎春，等吸烟对男性精液质量。精浆活性氧

象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１０）；此结果可能是

及精于凋广牢的影响中国实验诊断学．２０１１，ｌ ５（６）：

由于该研究的样本量偏小。ＰａｓｑｕａＩｏｔｔｏ等¨２ Ｊ对８８９
名有生育能力准备绝育手术的男性进行精液质量调

１０４６—１０４８．

：６］Ｃｈｉｎ

２４３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５ｅｍｉｎ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ｍｅｎ．Ｈｕｍａｎ Ｒｅｐｒ．

Ｇ，Ｌｉｒａ ＳＣ．Ｍａｒｔｉｎｅｚ－Ｃｈｅｑｕｅｒ

ｓｍｏｋｉｎｇ

本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的精子密度、活率、活力

ｏｎ

ｓｅｍｅ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Ｊ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ｆ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

ＡｒｃｈＡｎｄｒｏｌ，１９９８．４Ｉ（１）：１ｌ—１５．
．８

Ｊ ＫｕｎｚｌｅＲ．ＭｕｅｌｌｅｒＭＤ．ＨａｎｇｇｉＷ．ｅｔ

长期吸烟者为著。本研究是以人群为基础的多中心

ａ１．Ｓｅｍｅ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ｍａｌｅ

ｓｍ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ｓｍｏｋ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ｆｅｒｔｉｌｅ ｃｏｕｐｌｅｓ．Ｆｅａｉｌ Ｓｔｅｒｉｌ，２００３，

７９（２）：２８７—２９１＋

研究，研究对象来自参加精液质量检查的志愿者．排
【９ ｊ

Ｖｉｎｅ

ＭＦ．Ｍａｒｇｏｌｉｎ ＢＨ，Ｍｏｒｒｉｓｏｎ ＨＩ，ｅｔ ａ１．Ｃｉｇａｒｅｕｅ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ｒｍ ｄｅｎｓｉｔｙ：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ｅｒｔｉｌ

时调整了一些可能的混杂因素，研究结果能够真实
反映吸烟对精液常规指标的影响。但本研究对象的

ＳＴ．Ｗｈａ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９９８，１３（１２）：３３９４—３３９８、

【７．Ｍｅｎｎｏ

进行单因素分析，未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

除了影响精液质量的器质性疾病，且在多因素分析

ＳＥ，＂ｒａｙ ＳＫ．Ｌｉ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ｅｍｅ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１

和正常形态率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其中尤以大量或

Ｄｉａｇ．２０１１．１５（６）：１０４６－／０４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查，根据吸烟不同水平，分别对其进行评价，结果显
示，吸烟对精子浓度、活力、运动无影响；但该研究只

Ｃｈｉｎ Ｊ Ｌａｂ

ｒａｔｅ

Ｓｔｅｒｉｌ，１９９４．６ｌ（１）：

３５—４３．

【ｉ ０ ｊ

Ｇｕａｎ

ｚＢ，Ｗｅｎｇ ＬＭ．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ｌ ｏｆ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ｌｅ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吸烟状况仅来自于问卷调查，不能精确地确定吸炯

ｈｅａｌｔｈ．Ｃｈｉｎ Ｊ Ｍｉｓｄｉａｇ，２００５．５（２】：２４２－２４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量。因此，还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测定人体内的尼

盖志宝．翁立瞒吸烟对男性生殖能力的影响．中国误诊学杂
志．２００５，５（２）：２４２—２４３．

古丁含量，以定量地分析吸烟对精液质量的影响。
［¨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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