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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胰激肽原酶肠溶片、
多维元素片及吲哚美辛治疗弱精子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选取

２０１４－０４ ／ ２０１５－０４ 江苏省靖江市人民医院不育门诊有完整随

访资料的 ４２ 例男性不育症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给予复方玄驹

胶囊、胰激肽原酶肠溶片、多维元素片及吲哚美辛联合治疗，
连续服用 １２ 周，观察治疗前后精液质量的变化． 结果：治疗

６ 周后，ａ 级精子百分率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ａ 级精子总数显著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治疗 １２ 周后，ａ 级精子百分率、精子总活率有明显

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ａ 级精子总数显著提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而 ｂ 级精子百分率、精子浓度在

治疗前后均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胰激肽原酶肠溶片、多维元素片及吲哚美

辛治疗弱精子症能明显提高精子活力，改善精液质量，从而提

高受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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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男性不育症是临床上常见的男性生殖系统疾病，

其发病率有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少弱精子症占较大比

重． 有多种因素可通过影响睾丸的生精功能而导致

精子活力下降、精子受精能力降低． 由于难以找到确

切的病因，因此临床多采用综合治疗的方法． 本研究

采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胰激肽原酶肠溶片、多维元素

片及吲哚美辛片治疗弱精子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和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４－０４ ／ ２０１５－０４ 在江苏省靖

江市人民医院不育门诊就诊的有完整随访资料的男

性不育患者 ４２ 例作为研究对象． 年龄 ２１ ～ ３９ 岁，不
育时间 １～１２ 年．
１．２　 诊断标准　 参照 ＷＨＯ《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

验室手册》第五版（２０１０ 年）标准［１］：夫妻正常同居

未采取避孕措施 １２ 个月以上，其配偶经江苏省靖江

市人民医院妇科检查无明显的不孕原因． 前向运动

精子百分率（ａ 级＋ｂ 级）＜３２％；或总活率＜４０％． 所有

患者均排除泌尿生殖道急慢性炎症、性生活异常、先
天因素、精索静脉曲张、全身性慢性疾病等因素．
１．３　 标本采集及检测方法　 所有患者检查前均禁欲

４４ 转化医学电子杂志（Ｅ⁃Ｊ Ｔｒａｎｓｌ Ｍｅｄ）２０１６，３（６）



３～７ ｄ，无酗酒及发热． 以手淫法留取全部精液于清

洁无菌干燥的容器内，立即置于 ３７℃恒温水浴箱内

待检． 液化后取精液置于有恒温装置的 Ｍａｃｒｏ 精子计

算板上，使用北京伟力公司生产的精液分析仪按

ＷＨＯ 相关标准进行精液常规分析． ａ 级精子总数

（Ａ）＝ ａ 级精子百分率（％） ×精子浓度（ ×１０６ ／ ｍＬ） ×
精液量（ｍＬ）．
１．４　 治疗方法　 所有确诊患者均给予复方玄驹胶囊

（施强药业有限公司，０．４２ ｇ）１．２６ ｇ，３ 次 ／ ｄ；胰激肽原

酶肠溶片（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１２０ Ｕ） ２４０ Ｕ，
２ 次 ／ ｄ；多维元素片（中美上海施贵宝有限公司），
１ 粒，１ 次 ／ ｄ；吲哚美辛片（上海信谊黄河制药有限公

司，２５ ｍｇ） ２５ ｍｇ，３ 次 ／ ｄ． 治疗期间正常性生活，忌
烟、酒、辛辣刺激食物，避免接触高温及有毒化学环

境，连续服用１２ 周，分别于治疗后 ６ 周及 １２ 周复查

精液常规．

１．５　 统计学处理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学软件对数

据进行处理，计量资料用 ｘ± ｓ 表示，采用 ｔ 检验，Ｐ＜
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治疗 ６ 周及 １２ 周精子浓度虽有一定程度的变

化，但与治疗前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精子总活率在治疗 ６ 周后与治疗前无明显差异，

而在治疗 １２ 周后较治疗前有明显提高，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 前向运动精子较治疗前有明显增

加，从附表中可看出，主要以 ａ 级精子增加为主． ａ 级

精子百分率在治疗 ６ 周及 １２ 周后均比治疗前明显增

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而 ｂ 级精子在治疗

前后无明显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ａ 级

精子总数（Ａ）在治疗 ６ 周及 １２ 周后与治疗前相比均

有显著的提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表 １）．

表 １　 治疗前后精子总活率、ａ 级精子、ｂ 级精子、精子浓度及 ａ 级精子总数比较 （ｎ＝ ４２）　

治疗时间 精子总活率（％）
前向运动精子（％）

ａ 级精子 ｂ 级精子

精子浓度（×１０６ ／ ｍＬ）
（ｘ±ｓ）

Ａ（×１０６）
（ｘ±ｓ）

治疗前 ２７．４３ １２．４１ ８．４４ ５０．５８±３５．３１ ２２．８９±２６．１４

治疗后 ６ 周 ３９．４４ １９．５６ａ １０．９８ ５９．４４±３８．３６ ５２．７７±７７．３７ｂ

治疗后 １２ 周 ４５．９２ａ ２２．３９ａ １２．４５ ７１．７９±４１．５０ ７３．２９±７６．８８ｂ

ａＰ＜０．０５ ｖｓ 治疗前；ｂＰ＜０．０１ ｖｓ 治疗前．

３　 讨论
男性正常生育力必须依赖于：睾丸能产生正常的

精子、附睾使精子得到成熟和授精能力、通畅的精子

运输通道、附属性腺功能正常以及正常的性生活［２］ ．
任何干扰、影响上述过程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精子的发

生、成熟、运输障碍而引起不育症． 在男性不育症中，
少弱精子症占有较大的比例，许多致病因素如先天因

素、环境因素（高温、电离辐射、接触有毒化学物质

等）、感染因素、全身性疾病、精索静脉曲张等均有可

能导致少弱精子症的发生． 由于病因复杂，大多数病

人无法找到确切的病因，因此临床治疗多以综合治疗

为主． 本研究采用中成药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胰激肽

原酶肠溶片、多维元素片和吲哚美辛联合治疗的方法

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效果．
复方玄驹胶囊以玄驹为君药，辅以淫羊藿，以蛇

床子、枸杞子为佐药，诸药配伍具有良好的温肾、壮
阳、益精作用． 用以治疗少弱精子症符合中医“肾藏

精、主生殖”的补肾理论． 药理学研究表明，玄驹含有

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和辅酶及丰富的微量元素［３］ ．
且淫羊藿、蛇床子、枸杞子也是临床常用的补肾壮阳

中药． 胰激肽原酶肠溶片能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激
活纤溶酶，降低血粘度，抑制磷脂酶 Ａ２，防止血小板

聚集，防止血栓形成，有促进男性生殖细胞增生修复、
促进精子的生成和排出，刺激精子活动，改善精子活

动力的作用． 微量元素与不孕不育的关系在临床上

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锌（ Ｚｎ）、硒（ Ｓｅ）、钙
（Ｃａ）的缺乏均可导致人类精子质量下降［４－５］ ． Ｚｎ 不

仅直接参与精子的生成、成熟、激活和获能，还能改变

睾丸生精速度，影响精子的活力和功能，另外精浆 Ｚｎ
还可以在精子外形成保护膜，维持精子细胞膜的稳定

性、完整性和通透性［６］ ． Ｃａ 能通过刺激精子糖酵解增

加精子活动能量和影响精液的凝固和液化过程来改

善精子的活动能力，促进精子的顶体反应和促进精子

穿透卵细胞透明带，从而提高男性精子的活力和受精

力［７］ ． 维生素 Ｅ（Ｖｉｔ Ｅ）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保
护精子的作用． 多维元素片含有多种微量元素和各

种维生素，用以辅助治疗弱精子症，能改善精子的质

量． 吲哚美辛通过增加促卵泡生成素（ ｆｏｌｌｉｃｌｅ⁃ｓｔｉｍｕｌａ⁃
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ＦＳＨ）和促黄体生成素（ ｌｕｔｅｉｎｉｚｉｎｇ ｈｏｒ⁃
ｍｏｎｅ，ＬＨ）及精浆 ｃＡＭＰ 的浓度，促进睾丸生精上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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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育，因而使精子浓度增加，运动能力得到改善［８］ ．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检测精子浓度、活动精子率

及前向运动精子率是评价男性生育力和疗效最常用

的指标． 第五版《ＷＨＯ 人类精液检查与处理实验室

手册》认为，每份射出精液中的总精子数比精子浓度

能更准确地评估睾丸功能． 研究也注意到，观察每份

射出精液中 ａ 级精子总数能更好地评估精子的授精能

力，因此本研究也将 ａ 级精子总数列为观察指标之一．
药物联合治疗弱精子症是目前临床治疗的主要

手段． 但用什么药物治疗，与哪些药物联合使用没有

确切的规范，本研究旨在为弱精子症的治疗探索可能

的途径． 本研究使用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胰激肽原酶

肠溶片、多维元素片和吲哚美辛片治疗弱精子症，通
过影响精子的发生、成熟、受精等各个环节而提高精

子质量． 本研究资料显示，治疗后精子总活率、ａ 级精

子百分率均有明显改善，并且 ａ 级精子总数增加显

著． 有文献［９］报道，复方玄驹胶囊中含有的蛇床子可

能有杀精子的作用，对精子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本研

究的资料初步表明精子浓度并未有明显的变化，这与

已有的研究结果类似． 由于本研究观察的病例数还

较少，确切的治疗效果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初

步的结果已表明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胰激肽原酶肠溶

片、多维元素片和吲哚美辛片治疗弱精子症能改善睾

丸生精功能、提高精子活动力，临床疗效较好，且安

全、无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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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介入栓塞术手术效果显著，并发症发

生率低，是治疗脑动脉瘤的有效方式，随着医学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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