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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观察综合疗法治疗单纯性早泄(PE)的临床效果。 方法:选取 2００９年 2月-2０14年 12月

本院男科门诊收治的以 PE为主诉的 7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综合治疗组(4０ 例)和对照组(３０
例), 综合治疗组给予心理、性知识指导,口服复方玄驹胶囊,中药酊剂涂抹阴茎头皮肤等措施；对照组单

纯口服复方玄驹胶囊。 治疗 4周时及停药 4周后以射精潜伏期、夫妻对性生活满意度为标准进行疗效评

估。 结果:治疗 4 周时,综合治疗组有效 1６ 例、改善 2０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９０.０％；对照组有效 ６
例、改善 1５例、无效 ９例,总有效率为 7０.０％,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５３4,Ｐ＝ ０.０３５)。 停药

4周后,综合治疗组有效 ６例、改善 1９例、无效 1５例,总有效率为 ６2.５％；对照组有效 2例、改善 ９例、无效

1９例,总有效率为 ３６.7％,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 4.５８０,Ｐ ＝ ０.０2８)。 结论:综合疗法治疗单纯

性 PE临床效果较好、效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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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To ｄｅtｅrminｅ tｈｅ ｃliniｃal ｅｆｆｅｃt oｆ ｃomｂinｅｄ trｅatmｅnt ｆor simｐlｅ ｐrｅmaturｅ
ｅｊaｃulation (PE).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vｅnty ｐatiｅnts ｗitｈ tｈｅ ｃｈiｅｆ ｃomｐlaint oｆ PE ｈosｐitalizｅｄ in tｈｅ Dｅｐartmｅnt oｆ
Anｄroloｇy ｗｅrｅ inｃluｄｅｄ as tｈｅ suｂｊｅｃts in tｈｅ stuｄy, anｄ ｗｅrｅ ranｄomly ｄiviｄｅｄ into tｈｅ ｃomｐrｅｈｅnsivｅ
trｅatmｅnt ｇrouｐ (ｎ＝ 4０) anｄ tｈｅ ｃontrol ｇrouｐ (ｎ＝ ３０). Tｈｅ ｃomｐrｅｈｅnsivｅ trｅatmｅnt ｇrouｐ ｗas ｇivｅn ｇuiｄanｃｅ
oｆ ｐsyｃｈoloｇiｃal anｄ sｅｘual ｋnoｗlｅｄｇｅ, oral ｃomｐounｄ Ｘuanｊu ｃaｐsulｅs, anｄ traｄitional Cｈinｅsｅ mｅｄiｃinｅ
tinｃturｅ aｐｐlyinｇ on ｂalanus sｋin. Tｈｅ ｃontrol ｇrouｐ ｗas ｇivｅn simｐlｅ oral ｃomｐounｄ Ｘuanｊu ｃaｐsulｅs. Tｈｅ
ｃliniｃal ｅｆｆｅｃts ｂasｅｄ on tｈｅ ｅｊaｃulation latｅnｃy, anｄ sｅｘual satisｆaｃtion oｆ ｈusｂanｄ anｄ ｗiｆｅ ｗｅrｅ ｅvaluatｅｄ at 4
ｗｅｅｋs aｆtｅr tｈｅ trｅatmｅnt anｄ at 4 ｗｅｅｋs aｆtｅr ｄruｇ ｗitｈｄraｗal. Ｒｅｓｕｌｔｓ: At 4 ｗｅｅｋs aｆtｅr tｈｅ trｅatmｅnt, 1６
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2０ imｐrovｅｄ ｃasｅs, anｄ 4 in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ｗｅrｅ ｆounｄ in tｈｅ ｃomｐrｅｈｅnsivｅ trｅatmｅnt ｇrouｐ,
ｗitｈ tｈｅ total ｅｆｆｅｃtivｅ ratｅ oｆ ９０.０％； anｄ ６ 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1５ imｐrovｅｄ ｃasｅs, anｄ ９ in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ｗｅrｅ
ｆounｄ in tｈｅ ｃontrol ｇrouｐ, ｗitｈ tｈｅ total ｅｆｆｅｃtivｅ ratｅ oｆ 7０.０％. Tｈｅrｅ ｗas statistiｃally siｇniｆiｃant ｄiｆｆｅrｅnｃｅ
ｂｅtｗｅｅn tｈｅ tｗo ｇrouｐs ( χ2 ＝ 4. ５３4, Ｐ ＝ ０. ０３５). At 4 ｗｅｅｋs aｆtｅr ｄruｇ ｗitｈｄraｗal, ６ 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1９
imｐrovｅｄ ｃasｅs, anｄ 1５ in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ｗｅrｅ ｆounｄ in tｈｅ ｃomｐrｅｈｅnsivｅ trｅatmｅnt ｇrouｐ, ｗitｈ tｈｅ total
ｅｆｆｅｃtivｅ ratｅ oｆ ６2.５％； anｄ 2 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９ imｐrovｅｄ ｃasｅs, anｄ 1９ inｅｆｆｅｃtivｅ ｃasｅs ｗｅrｅ ｆounｄ in tｈｅ
ｃontrol ｇrouｐ, ｗitｈ tｈｅ total ｅｆｆｅｃtivｅ ratｅ oｆ ３６.7％. Tｈｅrｅ ｗas statistiｃally siｇniｆiｃant ｄiｆｆｅrｅnｃｅ ｂｅtｗｅｅn tｈｅ tｗo
ｇrouｐs ( χ2 ＝ 4.５８０, Ｐ ＝ ０. ０2８).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Usinｇ ｃomｐrｅｈｅnsivｅ trｅatmｅnt ｆor simｐlｅ PE sｈoｗ ｇooｄ anｄ
staｂlｅ ｃliniｃal ｅｆｆｅｃts.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simｐlｅ ｐrｅmaturｅ ｅｊaｃulation； ｃomｐrｅｈｅnsivｅ trｅatmｅnt, ｃliniｃal stuｄy

DOI:1０.３９６９ / ｊ.issn.2０９５-９６６4.2０1５.０4.０３1
基金项目:2００９年度湛江市第七批科技攻关项目(项目编号:2００９C３1０7０14)
作者简介:王　 光(1９7６－),男,本科,副主任医师。
研究方向:泌尿结石、泌尿男科。

４０１

第 4３卷第 4期 广 州 医 科 大 学 学 报 Ｖol.4３ No.4
2０1５年 ８月 ACADEMIC ＪOUＲNAL OF GUANGＺＨOU MEDICAL UNIＶEＲＳITY Auｇ.2０1５



　 　 早泄(ｐrｅmaturｅ ｅｊaｃulation,PE)是常见的男性

性功能障碍之一,占射精障碍的 ９０％,健康成年人

性交 2 ~ ６ min 时射精属于正常,<2 min 者认为是

PE。 PE病因复杂,治疗方法多,但存在单一治疗效

果不佳、不稳定,方法复杂或不能被患者接受等问

题。 本研究采用综合疗法(心理、性知识指导、局部

涂抹中药本酊剂、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单纯性

PE,取得较好疗效,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纳入标准:符合 PE诊断标准；男女双方对性生

活满意度不足 ５０％；年龄 22 ~ ５５ 岁；病程 ３ 个月

至 ６年。
排除标准:有其他系统疾病或合并生殖系统病

变；无法继续治疗而退出；未按时用药；夫妻双方不

配合；资料不全,无法判断疗效者。
选取 2００９ 年 2 月-2０14 年 12 月本院男科门诊

收治的以 PE为主诉的 7０ 例患者为研究对象,随机

分为综合治疗组(4０ 例)和对照组(３０ 例),两组年

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 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治疗方法

１.２.１　 综合治疗组 　 ①心理、性知识指导:男女方

同时给予性知识指导,了解正常情况下男女之间存

在一定的性差异,性生活前需要爱抚、情感交流,消
除应付、粗暴、敌对心理,才能提高性和谐、性质量；
消除因性知识缺乏,街头小报所致对自己身体、性能

力的担心恐惧；用足够的时间与患者沟通,深入细致

了解病史,不厌其烦合情合理回答问题,赢得患者的

信任,消除焦虑、抑郁、紧张、内疚情绪,建立信心配

合治疗。 ②口服药物治疗:复方玄驹胶囊[施强(中
国)药业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Ｚ2００６０4６2]３ 粒 /次,３
次 /天,共 12周。 ③中药酊剂涂抹阴茎头皮肤:将五

倍子 2０ ｇ、细辛 2０ ｇ加入 ９５％酒精 1００ mL中,浸泡

1５ ｄ过滤备用。 用时取适量药液每晚涂抹阴茎头

皮肤 1次,连用 2 周后阴茎头皮肤变成皱缩、粗糙,
改为性交前 1０ min涂抹,共 4周。
１.２.２ 　 对照组 单纯口服复方玄驹胶囊 ３ 粒 /次,３
次 /天,共 12周。
１.３　 观察指标

治疗 4周时、停药 4 周后分别评估疗效。 以射

精潜伏期、夫妻双方对性生活满意度两项指标为评

估标准,潜伏期时间为患者自我主观记录 ３ 次的平

均值(用秒表计时),性生活满意度为夫妻双方对 1０
次性生活综合评估结果,疗效判定标准:有效:射精

潜伏期>６ min,双方对性生活满意度 ９０％以上。 改

善:射精潜伏期 2~６ min,双方对性生活基本满意度

５０％~８０％；无效:射精潜伏期<2 min,双方对性生活

不满意<５０％。 有效率＋改善率为总有效率。 同时

观察全身及阴茎局部不良反应。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应用 ＳPＳＳ 1８.０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

以 ｘ̄±ｓ表示,两组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

资料以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进行比较,Ｐ<０.０５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　 果

治疗 4 周时,综合治疗组有效 1６ 例、改善 2０
例、无效 4例,总有效率为 ９０.０％；对照组有效 ６ 例、
改善 1５ 例、无效 ９ 例,总有效率为 7０.０％,两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５３4,Ｐ＝ ０.０３５)。
停药 4周后,综合治疗组有效 ６例、改善 1９ 例、

无效 1５例,总有效率为 ６2.５％；对照组有效 2 例、改
善 ９例、无效 1９ 例,总有效率为 ３６.7％,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 4.５８０,Ｐ＝ ０.０2８)。

３　 讨　 论

PE是一种常见的性功能障碍,其发病率为

14％~41％。 PE的发病与心理因素、品质性因素有

关,心理因素(包括焦虑、抑郁、紧张、内疚、夫妻关

系紧张等)会加重潜在的品质因素而导致 PE。 有

研究结果显示,PE与与射精中枢或感觉区域兴奋增

高导致的神经、病理生理学变化的品质原因有关。
从临床实践来看,针对 PE 多因素、个体差异,单一

治疗往往效果不理想或不稳定,心理因素对生殖健

康的影像备受关注,由于认知问题而导致情绪变化

继而出现心理障碍及神经内分泌的变化。 在心理治

疗过程中,心理因素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尤其是配

偶的影响。
礼悦等[1]认为心理性机能性障碍对 PE 影响明

显,嘱患者保持精神沉静和放松,延长准备时间,动
作放缓,加强自我控制能力的锻炼,多可渐渐恢复。
研究表明能显著降低龟头敏感性的药物,提高兴奋

阈值,延长射精潜伏过程[2]。 杜波[３]使用复方玄驹

胶囊联合复方利多卡因乳膏治疗肾阳虚功能性早泄

可以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临床研究显示复方玄驹

(下转第 11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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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LAＲ)关于痛风防治建议中,强调生活方式改变

是治疗 ＨUA的核心,包括健康饮食、戒烟、坚持运动

和控制体重。 并且越来越多研究证实生活方式干预

不仅可以有效减轻体重,而且可以改善高尿酸血症

对其靶器官的影响。 本研究的下一步,将开展防治

ＨUA靶器官损害的高质量前瞻性随机临床对照研

究,为制定科学的防治方案提供可靠的偱证医学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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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联合性感集中训练法治疗早泄的临床有效率较

高,不良反应少[4]。 服用复方玄驹胶囊的被试者精

力,体力,睡眠等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对中老年性功

能低下与性功能障碍的有效率高,可使血清睾丸酮

与 ＳOD活性提高,使 LＨ、E2 / T 及血清 MDA 水平降

低,故认为复方制剂可通过调节性腺内分泌系统及抗

脂过氧化反应而起到抗衰老及治疗肾虚型功能障碍

的作用,并认为其药理作用与蚂蚁体内富含微量元素

Mn、Ｚn、Ｓｅ 及维生素 E 有关[５]。 曾庆余[６]使用五倍

子敷脐治疗自汗盗汗早泄遗精梦交疗效显著。
本研究采用综合疗法治疗单纯性 PE ３０ 例,治

疗 4周时,综合治疗组有效 1６例、改善 2０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为 ９０. ０％；对照组有效 ６ 例、改善 1５
例、无效 ９例,总有效率为 7０.０％,两组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停药 4周后,综合治疗组有效 ６例、改
善 1９例、无效 1５ 例,总有效率为 ６2.５％；对照组有

效 2例、改善 ９ 例、无效 1９ 例,总有效率为 ３６.7％,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总的临床效果满意,

效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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