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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卧床 5例，脊柱损伤活动不便患者 15例；受压部位出现红

斑患者 13例，出现水疱患者 9例，出现溃疡患者 7例；29例臀

部Ⅳ期褥疮患者的褥疮体表面积 3cm*6cm ～ 11cm*13cm，深度 4

～ 26cm。一般资料对研究结果无影响。

1.2 治疗方法

1.2.1 术前准备  对患者的褥疮面进行消毒清理，按照标准

的护理方法对臀部Ⅳ期褥疮患者进行护理，确保创面的干净清

洁，每天都要对创面进行清理两次，到脓液清理干净，渗液不再

渗出为止。在手术前要对患者进行麻醉，还要进行药物敏感试验，

为术后选择正确有效的抗生素做好充分准备。

1.2.2 手术治疗  根据臀部Ⅳ期褥疮患者创口的实际情况，

可以采取臀大肌转移皮瓣或局部转移皮瓣进行手术治疗，手术

中不需要暴露血管蒂，还要保证旋转皮瓣的张力越小越好，防

止臀上动脉暴露，避免大量出血。

1.2.3 术后处理  对患者进行随访 3～ 10个月，平均 5.3

个月，29例患者住院时间 19～ 36天，平均 26天。对患者术后

病情的状况进行记录，进行回顾性分析。

1.3 疗效评价标准 [2]

观察患者的临床疗效，显效：皮瓣成活，病情得到控制；有效：

皮瓣成活良好，有轻微坏死的现象；无效：未达到以上的标准。

总有效 =显效 +有效。

1.4 纳入 /排除标准 [3]  

纳入标准：①经过医学诊断，确诊为臀部Ⅳ期褥疮的患者；

②能承受手术治疗的患者；③了解本次研究，并配合此次研究

的患者。排除标准：①褥疮早期患者；②对抗生素过敏的患者；

③不配合研究的患者。

2.结果

29 例臀部Ⅳ期褥疮患者在经过皮瓣转移手术后，所有患者

皮瓣全部成活，有 2例出现皮瓣轻微坏死现象，进行二次手术

治疗后，皮瓣得到修复，两周后患者出院。有 2例出现创口边

缘开裂现象，在经过一定的药物治疗后，不良现象均消失。在

术后的随访中，皮瓣及供区组织弹性良好，无复发现象，无并

发症的出现，患者对外观也比较满意。

3.讨论

褥疮主要是由于局部组织受到持续的压力，导致组织持续

缺氧、营养不良、缺血，进而导致组织发生坏死、溃烂。发生此

病的人群主要是长期卧床和行动不便的患者，因活动不便而导

致局部组织长时间受到压迫，从而引起褥疮的发生。臀部Ⅳ期

褥疮发生的主要部位是骶骨与坐骨结节处。早期患者创面会出

现红肿的现象，如果没有及时得到合理的治疗，病情会加以恶化，

陆续出现红斑、水疱、溃疡症状。褥疮如果没有得到正确的治疗，

便会出现久治不愈的现象。据报道，每年因为褥疮而失去生命

的患者约有 6万人。

对于早期的褥疮患者，对患者进行一定的护理后，病情便

可好转。对于臀部Ⅳ期褥疮属于严重的褥疮，创面体面积大而

且深，会危害到患者的骨组织，因此必须进行及时的手术治疗。

手术治疗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臀大肌转移皮瓣，另一种是局

部转移皮瓣。由于患此病的患者基本为截瘫患者，体质较差，

所以在进行手术前一定要进行合理的护理，首先要对患者的创

口进行清理，确保创口的清洁，还要对患者进行药物过敏试验，

为选择有效的的抗生素做好充足准备 [4]。一般情况下，如果创

面较小一般采用局部转移皮瓣，在手术中要减少对骨组织的伤

害，以免引起其他症状。当创面较大时则应采取臀大肌转移皮瓣，

手术中不需要暴露血管蒂，还要保证旋转皮瓣的张力越小越好，

防止臀上动脉暴露，避免大量出血。在手术治疗后，也要对患

者进行合理的护理，要帮助患者进行定时的翻身，对受压部位

进行护理，确保术后疾病不再发生，要与患者的家属进行及时

的沟通，以配合护理过程的顺利完成，给予患者合理的饮食，

确保患者有足够的营养物质。在手术治疗后对患者进行随访，

伤口愈合良好，没有复发现象 [5]。

综上所述，皮瓣转移手术在治疗臀部Ⅳ期褥疮具有良好的

疗效，安全可靠，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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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男性不育症患者呈日益上升的趋势，影响男性患有

不育症的因素比较多，比如，环境污染、饮食不当、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等。男性不育症大部分是因为患者肾虚及精子比较少

而引致的 [1]。男性患者一旦患有不育症则应该积极治疗，否则

容易产生腮腺炎后遗症、隐睾症、支原体感染等危害。我们对

我院收治的男性不育症患者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现总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收治的并符合临床诊断标准 [2] 的男性不育症患者

96例 ,年龄 25～ 40岁，平均年龄为（29.2±1.5）岁。入选的

研究对象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临床诊断标准

复方玄驹胶囊治疗不孕不育临床疗效分析
于凤娟   

（哈尔滨卷烟厂医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摘要】 目的：观察复方玄驹胶囊治疗不孕不育的临床疗效。方法：选择月我院收治的不孕不育患者96例，随机分成研究组（n=48）

和对照组（n=48），对照组运用醋酸泼尼松龙治疗，研究组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比较分析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研究组治

疗总有效率为 95.8%，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1.3%，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结论：复方玄驹胶囊

治疗不孕不育效果显著，能明显改善患者症状，不良反应少，是治疗不孕不育的理想药物。

【关键词】 复方玄驹胶囊；醋酸泼尼松龙；不孕不育；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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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排除其他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随机将入选的研究对象分

成研究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0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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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照组的方法：采用醋酸泼尼松龙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 H20023134) 治疗，口服，2次／ d，5 mg

／次，连续服用 3个月。

研究组的方法：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施强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生产，国药准字Z20060462）治疗，口服，3次／d，3粒／次，

连续服用 3个月。

此外，两组患者在接受治疗期间，对其做好戒烟禁酒、配

偶排卵期则禁止房事等生活指导。

1.3 疗效判定标准

通过检查患者的精液情况将本研究临床疗效标准分成显效、

有效、无效 [3]。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运用 SPSS 18.0 统计分析，采用t 检验或 X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5.8%，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81.3%，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

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临床治疗效果比较    （例）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研究组 48 35 11 2  95.8*

对照组 48 26 13 9 81.3

注：与对照组比较，*P ＜ 0.05。

3.讨论

夫妻如果同居时间达 1年之上，并且平时保持正常的性生

活，没有采取必要的避孕措施，则在这种条件下，因为男性原

因而致使女方不孕者，则被称作是男性不育症 [4]。随着现代

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临床上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方法

日益增多，比如药物疗法、针灸疗法与心理疗法等。但是不

同的方法，治疗不孕不育症的成效不尽相同。近年来，中西

医结合的药物疗法在临床上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也容易被

广大患者所接受。

受孕属于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男性精子质量的高低会直

接影响到女性受孕之概率。如果精子出现异常，头部呈畸形，

则会阻碍精子的正常运行，影响到女性受精的能力。临床实践

表明，畸形精子比较多、精子运行的速度比较慢则是诱发男性

不育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因素。

复方玄驹胶囊属于一种中西结合药物，里面同时含有玄驹、

蛇床子、淫羊藿与构祀等中药成分及西药成分，可补肾益精、

壮阳，治疗性欲低下，对改善男性患者的精液质量具有积极的

作用 [5]。其中，玄驹则被称为微型动物的营养宝库 ,其具有多

种类的氨基酸，丰富的微量元素，在补肾益精方面效果显著。

淫羊蕾则具有比较丰富的锌元素，而锌元素可以明显提升精子

密度与精力活力，可谓补肾壮阳之药。多项药理作用试验表明，

淫羊蕾与雄激素一样，可增强男性的生精功能。《神农本草经》

记载蛇床子可以主治男子阴虚。构祀子则可以入肝肾经 ,达到

补益精气、滋补肝肾的目的。此外，复方玄驹胶囊在治疗女性

月经不调以及女性不孕等方面效果也比较好。

醋酸泼尼松龙属于一种常见的糖皮质激素，此药物主要是

通过免疫抑制的作用来达到抑制男性患者抗精子抗体在体内的

产生 [6]，从而改善男性患者不育的情况。

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5.8%，明显高于

对照组 (P <0.05)。研究提示，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男性不孕症

的效果优于醋酸泼尼松龙。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尚未发现不

良反应。

综上所述，复方玄驹胶囊治疗不孕不育效果显著，能明显

改善男性不育症状，安全、高效，应用价值比较高，值得应用

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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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占原发性颅内肿瘤近五分之一的肿瘤，垂体腺瘤

源于腺垂体，向鞍底、鞍旁及鞍上区常呈侵袭性生长 [1]，

在正常成人的 MRI T1 加权像上很容易识别垂体的前叶与后

[2]，往往在垂体神经部表现为高信号征象。而相关的起源假

说则各不相同。Sade研究发现，垂体腺瘤患者MRI增强像上，

垂体组织增强比肿瘤组织更明显 [3]，呈条索状，分布于肿

MRI 检测垂体腺瘤患者临床评估
王曙初

（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人民医院  湖北  武汉  430300）

【摘要】 目的：分析垂体腺瘤患者的垂体组织在 MRI上的影像学表现与其病理类型之间的关系。方法：收集本院收治的垂体腺

瘤患者 100例的 MRI 资料，甄测垂体与瘤体的相对位置以及术后的影像学改变。结果：无功能型腺瘤与垂体位置多为平侧关系，生

长激素型腺瘤与垂体组织多为垂直上下关系，部分病例术后垂体组织恢复不够满意，各组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 ＜ 0.05）。结论：

垂体腺瘤患者中 ,生长激素型腺瘤者垂体组织位于肿瘤上方者较多；无功能型垂体腺瘤者，垂体组织位于肿瘤侧方者较多。

【关键词】垂体腺瘤；垂体；磁共振成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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