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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加味四逆散治疗阳痿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89例阳痿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

组，其中治疗组46例，对照组43例。治疗组口服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加味四逆散；对照组口服西药盐酸曲唑酮片，均为1个月一疗

程，三个疗程进行统计，评价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91.30%，对照组总有效率53.49%。两组疗效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加味四逆散疗效确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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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joint capsule Compound Xuanju Jiaweisinisa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reatment of impotence. Methods: 89 cases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46 cases in which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of 43 patients. Xuanju treatment group oral compound 

capsule combined with MS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trazodone hydrochloride 

tablets, are a one month course of treatment, three courses for statistics, evaluation of efficacy.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91.3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53.49%.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0.01). Conclusion: Compound Xuanju capsule combined MSP effective, no significant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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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丹红注射液能够显著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血液流变

性，实验研究表明丹红注射液能够显著降低实验性动脉硬化家

兔血清hs-CPR和血管壁组织NF-Kb P65亚单位的含量具有

抗炎作用[1]，丹红注射液实验研究表明可以抑制ROS生成具有

抗氧化作用。甲钴胺注射液对神经组织有良好的传递性，通过

甲基转换反应促进核酸、蛋白质、脂质代谢，具有促进神经元

轴索蛋白质和髓鞘脂质卵磷脂合成的作用。总之，丹红注射液

联合甲钴胺注射液治疗糖尿病DPN临床疗效显著，该方案可

以作用于DPN的多个环节，使受损的神经修复和再生，从而

达到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神经传导速度的作用，值的进一步在

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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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痿，现代医学称之为勃起功能障碍（e r e c t i l e d y s 

function，ED），是男科的常见病、多发病，病机较为复杂。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男人面临社会压力、竞争和不

良生活习惯，情绪变化刺激等因素，该病发病率有逐年上升的

趋势。笔者自2008年6月至2010年9月以来，采用复方玄驹胶囊

联合加味四逆散治疗阳痿，疗效满意，结果报导如下：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共89例，均为门诊病人，将患者

按就诊顺序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其中治疗组46例，对

照组43例；治疗组年龄在23-65岁，平均年龄35.5岁，病程

6个月-12年。对照组年龄25-66岁，平均年龄36.5岁，病程

7个月-11年。两组年龄、病程、病情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  现代西医学将阳痿称为勃起功能障碍

（ED），1993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定义为：ED

是指阴茎持续不能达到和维持充分的勃起以获得满意的性生

活。［1］

2  治疗方法

治疗组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施强药业有限公司），3粒

/次，3次/天；联合加味四逆散，组方：柴胡、炙甘草、水

蛭、石菖蒲各6克；枳实、白芍、当归、炙远志各10克；丹参

15克；白蒺藜30克；蜈蚣2条（研末冲服）。水煎2次，分早、

晚各服一次。加减可选1-2种药；肾阳虚偏盛者加：人参、鹿

茸、鹿胶、制附子、安肉桂、阳起石、海马、盐巴戟、锁阳、

肉苁蓉；肾阴虚偏盛者加：龟板、鳖甲、石斛、二至，山萸

肉、知母；湿热下注者加：三妙散、萆薢、车前子；肥胖痰湿

者加：二陈汤、苍术、香附、荷叶；纳呆食滞者加：春砂仁、

焦三仙、藿香。对照组：盐酸曲唑酮片（华生制药生产），每

晚睡前口服50mg。两组病例30天为一疗程，观察疗效及不良

反应，三个疗程无效者停药。

3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3.1疗效标准  ①近期治愈：阴茎勃起坚挺有力，每次都可

以完成满意性生活，伴随症状消失。②显效：阴茎勃起有力，

性交成功率≥60%，伴随症状基本消失。③有效：阴茎勃起有

力，但时好时差，性交成功率>30%,伴随症状基本消失。④无

效:治疗3个月后无好转,或虽有好转,但性交成功率≤30%。

3.2治疗结果  两组疗效比较。治疗组总有效率91.30%，

对照组总有效率53.49%。两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0.01）。

结果详见表一：

表1.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3.3不良反应  两组病例治疗中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对

肝肾功能未见有毒性损害。

4  讨论

阳痿（西医诊断为勃起功能障碍ED）是临床上最常见的

男性疾病、多发病，据有关报道，目前五成以上中老年人患

ED，临床发现年青人患阳痿（ED）亦不乏其人。引起阳痿

（ED）的病因病机很多，考诸前贤典籍，多数认为阳痿是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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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纵欲或误犯手淫，导致命门火衰，肾气亏损所致，所以辨治

上十分重视从肾论治。清末医家韩善徵重视辨证，以虚实论阳

痿。反对滥用燥烈温补。在《阳痿论》中指出：“独怪世之医

家，一遇阳痿不问虚实内外，概予温补燥热。”若系阳虚，幸

而偶中，遂自以为切病；凡遇阴虚及他因者，皆施此法，每用

阴茎反见强硬，流精不止，而为强中者；且有坐受温热之酷

烈，而精沽液涸以死者。”

在当代社会环境条件下，勃起功能障碍（阳痿）的发病

学规律同古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病因学方面，房劳损

伤已不再是主要原因，情志之变则是主要病因学基础，不良

生活习惯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病机学方面，实多虚少是病

机转变的普遍规律，脏腑功能改变以肝肾为中心而涉及其他

脏腑；在基本病理学方面，最基本的病理变化是肝郁肾虚血

瘀，其中肝郁是主要病理特点，肾虚是主要病理趋势，血瘀

是最终病理结果［2］。

曹开镛会长认为阳痿病的治疗原则：益肾壮阳，调理气

血，疏肝解郁，宁神补肾，滋阴降火，清理湿热等方法［3］。

复方玄驹胶囊的主要成分包括玄驹、淫羊藿、枸杞子、

蛇床子等，其中玄驹被誉为微型动物营养宝库，含有多种氨基

酸、微量元素和辅酶以及丰富的维生素，具有补肾益精作用。

通过动物试验发现玄驹制剂能够增强受试动物阴茎勃起功能和

交配能力，捕捉率和交配率显著增加［4］。淫羊藿是一种常见

的补肾壮阳中药，其提取物具有雄激素样作用，能使动物性器

官的重量增加，精液分泌增多［5］。枸杞、蛇床子等也是常用

的治疗阳痿中药。加味四逆散：柴胡、白蒺藜、枳实合用，疏

肝解郁行气条达；石菖蒲芳香开窍，宣心思之结而通神明，远

志有养心安神，二药合用具有健脑、治惊悸恐惧作用；炙甘

草、白芍、当归补气养血柔肝，丹参、水蛭通络活血祛瘀生

新，蜈蚣（免去头足）走窜畅行宗筋，疏达肝脉，合水蛭为治

疗阳痿主要用药，上药合用具有养血开血脉之闭，使阴茎的血

流量增加。纵观复方玄驹胶囊联合加味四逆散具有补肾壮阳、

安神定志、疏肝解郁、养血活血通络振痿作用。

笔者认为，本方与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周少虎、谢建兴

对阳痿中医证治“肝郁肾虚血瘀”的新观念不谋而合。徐福松

教授认为：阳痿的治疗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中医药强调整

体辨证，在阳痿的防治方面具有的三大特点和优势值得提倡：

一是将勃起功能障碍看成是牵涉全身系统的疾病，而不仅仅是

以阴茎勃起为着眼点的症状，特别重视身体、心理、环境场合

的选择，偏重双方心理互感以及协调配合等……。二是它属于

综合治疗……阳痿与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盛衰关系密切，决定

了它总的治疗原则是：辨明因果关系，审证求因，审因求治

……。三是强调医患协作，夫妻同治……必须鼓励患者夫妇积

极参与，树立治疗信心，高度重视患者及其配偶的意见和愿

望，注重采用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等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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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法定报告传染病十年趋势分析及防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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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哈尔滨市传染病流行状况和特征，掌握其分布规律

和流行趋势，为制定和完善传染病防治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

据。

1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哈尔滨市2000-2010年订正年报和疾病监测信

息报告管理系统，人口数据来源于哈尔滨市统计年鉴和疾病预

防控制基本信息系统。

2  方法  

应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数据采用Exce l进行统

计分析。

3  结果

3.1 甲乙类传染病趋势特点分析

发病趋势特点：2000～2010年间,哈尔滨市甲乙类传染病

报告发病率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0-2003年，

报告发病率波动在162.86/10万～185.88/10万之间；4年间报

告发病率变化幅度不大，最高为2003年（185.88/10万），最

低为2002年（162.86/10万）。第二阶段为2004-2010年，报

告发病率波动在210.21/10万～266.40/10万之间；以2004年

为界,报告发病率较2003年明显上升，主要原因为2004年开始

全国实行了传染病网络直报，传染病漏报明显减少所致；自

2004年后的六年间报告发病率稳步下降，2009年为六年来最低

点。

死亡趋势特点：2000-2003年报告死亡率波动不大，在

0.69/10万-0.86/10万之间，处于较低水平；从2004实行

网络直报以来，报告死亡率上升明显，2005年达到最高峰

（1.06/10万），主要由于近年来，随着肺结核和艾滋病等专

报系统上线，各县区加强了专病死亡病例的报告管理工作，

使全市报告死亡病例数上升幅度较大。自2006年开始，报告

死亡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至2008年报告死亡率（0.42/10

万）达到10年最低水平，2010年报告死亡率（0.62/10万）较

2009年略有升高，与艾滋病死亡增多有直接关系，但仍维持

在较低水平。

各病种发病顺位变化：肺结核连续5年排在甲、乙类传

染病报告发病率的第1位，占呼吸道传染病报告病例的50%以

上；病毒性肝炎连续5年排在第2位；梅毒报告发病顺位有所上

升，由2007年的第4位上升至第3位，而痢疾报告发病数顺位逐

年下降，已由2007年的第3位降至2010年的第5位；甲型H1N1

流感为2009年新发传染病，报告发病顺位当年为第5位。麻疹

则波动幅度较大，自2006年上升为第4位后，07-09年一直在

7-9位间波动，2010年再度高发上升为第4位；由于我市在出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