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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联合莫西沙星治疗慢性
前列腺炎疗效观察

郭树林①　杜传策①　黄建荣①　杨忠圣①

　　【摘要】　目的 ：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的治疗进行探讨分析。方法 ：对笔者所在医院 2009 年 11 月 -2011 年 11 月治疗的 60 例慢性前列腺炎

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其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 30 例，观察组口服莫西沙星片，1 次 / d，0.4 g / 次，并联合应用玄驹胶

囊 ( 复方 )，3 次 / d，3 粒 / 次，对照组单纯口服莫西沙星片，1 次 / d，0.4 g / 次，两组均以 4 周为 1 个疗程。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73.33%，

对照组总有效率 53.3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应用莫西沙星与玄驹胶囊 ( 复方 ) 对慢性前列腺炎患者进行综合

治疗，安全有效，值得推广。

　　【关键词】　复方玄驹胶囊 ；　莫西沙星 ；　慢性前列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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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列腺炎主要是由患者前列腺的特异性以及非特异的感

染所引起急慢性炎症，并且能够导致患者出现全身或者局部

的症状 [1-2]。由于慢性前列腺炎于中青年患者中较为多见，处

于性功能发育期的患者，较易引起前列腺的充血，进而出现

前列腺的炎症，临床治疗的方法呈多样化，但疗效却参差不

齐，患者复发率高 [3-4]，从而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本

文对笔者所在医院 2009 年 11 月 -2011 年 11 月治疗的 60 例

慢性前列腺炎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对慢性前

列腺炎患者的治疗进行探讨，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笔者所在医院 2009 年 11 月 -2011 年 11 月治

疗的 60 例慢性前列腺炎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

组 30 例，患者年龄最大为 61 岁，最小为 18 岁，平均年龄为

(35.5±4.5) 岁。观察组年龄 19~56 岁，平均 (30.8±4.2) 岁，病

程 3~18 个月，平均 (9.0±3.4) 个月；对照组年龄 18~61 岁，平均

(34.8±3.7) 岁 ；病程 3~24 个月，平均 (10.0±2.3) 个月。60 例患

者当中，20 例 (33.3%) 尿痛，24 例 (40.0%) 出现夜尿次数增多，

32 例 (53.3%) 出现阴部不适，22 例 (36.6%) 性功能出现障碍。

进行尿常规检查提示均未发现白细胞。

1.2　方法　观察组应用莫西沙星片口服，1 次 / d，0.4 g / 次，

并联合应用玄驹胶囊 ( 复方 )，3 次 / d，3 粒 / 次，对照组单

纯口服莫西沙星片，1 次 / d，0.4 g / 次，两组均以 4 周为 1 个

疗程。

1.3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治愈 ：患者前列腺炎的临床症状

均消失，并且前列腺其按摩液的白细胞计数低于 10/HP，在

1 个月以上均无复发。显效 ：患者 CPSI-NIH 以及其前列腺

液中的白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均降低过半。有效 ：患者 CPSI-

NIH 以及其 前列腺液中的白细胞计数 较治疗 前均降低到

25%~50%。无效 ：患者 CPSI-NIH 以及其前列腺液中的白细

胞计数较治疗前仅降低至 25% 以下。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 17.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

数资料采取 字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临床治愈 6 例，显效 10 例，有效 6 例，无效 8 例，

总有效率 73.33%；对照组临床治愈 4 例，显效 6 例，有效 6 例，

无效 14 例，总有效率 53.33%，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3　讨论

　　慢性前列腺炎是临床男科学中的常见病。病程长，易复发，

临床治疗方法繁多，治疗效果不甚满意。慢性前列腺炎的发

病机制仍不清楚。目前认为损伤、感染、尿液返流、过度免疫、

神经性炎症、心理因素等都可能是其致病因素，尚未得出令

人满意的有效治疗方案 [1]。由于前列腺泡上皮类脂质膜的屏

障作用，多种抗菌药物不能进入前列腺泡内，选择莫西沙星

口服 2 周，主要是喹诺酮类对前列腺有较强的亲和力，能穿

透前列腺的类脂膜，在前列腺组织及腺泡内达到较高的浓度，

同时莫西沙星对革兰阳性细菌、革兰阴性细菌、厌氧菌、抗

酸菌，非典型微生物如支原体、衣原体和军团菌有广谱抗菌

活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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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良好的温肾、壮阳、益精之疗效 [3]。大部分

前列腺炎患者表现为前列腺液和精液缺锌。玄驹含有 50 多种

必需营养物质，其中氨基酸 30 多种，微量元素 31 种，尤以锌、

磷、铁、镁含量最为丰富。锌的含量比动物性食品和普通食

品高出 20 倍。临床上使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疗效确切 [4]。观察组患者服用复方玄驹胶囊 4 周后，不仅精

液质量得到改善，而且前列腺液质量也得到提高，卵磷脂小

体显著提高，这主要与复方玄驹胶囊的温肾、壮阳、益精之

功效有关。复方玄驹胶囊增高毛细血管通透性，抑制前列腺

组织水肿及肉芽组织形成，表明复方玄驹胶囊具有免疫调节

作用和抗炎作用 [5]。观察组尿频、尿急症状亦得到明显改善，

总有效率为 73.33%，较对照组 53.33% 明显增高，说明慢性

前列腺炎在应用莫西沙星抗感染的基础上，再加用复方玄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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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取得更好疗效，

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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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丙酚与芬太尼用于初孕人工流产的临床观察

闵玉梅①　施美萍①

　　【摘要】　目的 ：探讨异丙酚与芬太尼用于初孕人工流产的临床效果。方法 ：观察组术前静脉注射芬太尼 0.05 mg，继以异丙酚 2 mg/kg 体重

静脉注射，对照组未应用药物，行常规人工流产术。结果 ：观察组镇痛效果好，有效率达 100%，宫颈易于扩张，手术时间短，无人工流产综

合征发生，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 ：异丙酚与芬太尼联合应用于初孕人工流产效果显著且较安全。

　　【关键词】　异丙酚 ；　芬太尼 ；　人工流产

　　Effects of Propofol Combined with Fentanyl Used in Artificial Abortion/MIN Yu-mei，SHI Mei-ping.//Medical Innovation of China，

2012，9(27):135-136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Prorofol and Fentanyl used in early pregnancy. Method: Preoperative intravenous fentany l0.05 g，followed by 

2 mg/kg body weight intravenous propofol. Result: The treatment group of good analgesic effect，efficiency of 100%，cervical easy expansion，short 

operation time，no artificial abortion syndrome.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Conclusion: Propofol combined 

with fentanyl used in early pregnancy abortion are effect and safe.

　　【Key words】　Propofol;　Fentanyl;　Abortion

　　First-author’s address:Sheyang County People’s Hospital，Sheyang 224300，China

　　doi ：10.3969/j.issn.1674-4985.2012.27.092

　　异丙酚与芬太尼联合应用于初孕人工流产效果显著且较

安全。随着社会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无痛人流将占主导地

位，尤其是发达国家使用率更高，几乎百分之百使用无痛人流，

笔者所在医院近几年开展了静脉麻醉无痛人流术，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笔者所在医院 2010 年 1 月 -2012 年 3 月对初

孕者做无痛人流 210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105 例，

年龄 19 ～29 岁，妊娠 6 ～10 周，均身体健康无禁忌证，并

经 B 超检查确定子宫内妊娠。

1.2　方法　观察组术前禁食4～6 h。用药前应建立静脉通道，

用监护仪观察生命体征。常规行鼻导管给氧，由麻醉师先静

脉推注芬太尼 0.05 mg，再给予异丙酚 2 mg/kg 静脉注射，待

受术者意识消失后开始手术操作。术中护理人员应严密观察

受术者心率、血压、氧饱和度以及呼吸等，术后待受术者完

全清醒再入休息室休息，并告之术后注意卫生与休息，对照

组未应用药物，行常规人工流产术。

1.3　疼痛分级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有关疼痛程度分级标准。

0 级 ：患者无腹痛，表情安静自如，全身无不良反应，始终

保持安静与合作。Ⅰ级：轻度可忍受，腰酸痛，微汗或不出汗，

全身不良反应轻，能保持合作。Ⅱ级 ：明显腰酸痛，伴出汗，

呼吸急促，但可忍受，勉强保持合作。Ⅲ级 ：腹痛剧烈，不

能忍受，喊叫，不能保持合作。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

计量资料以 (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取 字2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观察组 105 例，术中无一例疼痛，对照组 105 例，I 级疼

痛 12 例，Ⅱ级疼痛 62 例，Ⅲ级疼痛 30 例。观察组无人流综

合征发生，对照组 5 例发生人流综合征。观察组中阴道流血量

平均 (24.10±2.20)ml，对照组阴道流血量平均 (23.95±2.10)ml。

观察组平均手术时间 (3.28±0.15)min，对照组平均手术时间

(7.10±0.19)min。受术者疼痛、人流综合征、手术时间两组比

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术中阴道流血量观察组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