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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观察复方玄驹胶囊治疗男性不育患者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和精子相关参数的疗效。方法 对 ３５ 例精液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异常男性不育患
者采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３ 个月为 １ 个疗程；统计分析治疗前后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精子相关参数的变化情况。结果 纳入统计的 ３１ 例患者治疗后精子密度显著增加
（Ｐ ＜０．０５），精子前向活力和精子总活力明显改善（Ｐ ＜０．０５），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明显增强（Ｐ ＜０．０１）。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可显著提升精子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
体酶活性及精子相关参数，改善精子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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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男性不育发病率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精液异常是最主要原因［１］。核蛋白
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是衡量精液质量的重要指标［２］。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４ 年 １ １
月，我院运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 ３１ 例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异常的男性不育患
者疗效良好，现总结报告如下。

１ 临床资料
１．１ 一般资料选取 ３５ 例患者均来自株洲市中心医院泌尿男科门诊，年龄 ２２ 岁～４０

岁，平均（３１．７ ±８．４）岁；病程 １２ 个月～１２０ 月，平均病程为（３５．３ ±２０．５）月。
１．２ 诊断标准 不育症诊断标准［３］：规律性生活，未采取避孕措施 １ 年以上女方未怀

孕者，诊断为男性不育症。弱精子症诊断标准［４］：精液常规检测，前向运动精子活力低
于 ３２％或总精子活力低于 ４０％。少精子症诊断标准：精子密度低于 １５ ×１０６ ／ｍｌ。中医
男性不育肾阳虚型辨证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中的标准。主症：男性不

育，性欲淡漠，精子稀少或精子活动力低下；次症：腰膝酸软，夜尿增多，舌淡胖苔白、脉

沉迟无力等。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年龄 ２０ ～４０ 岁；精子顶体酶值＜４８．２ ＩＵ／１０６ 精
子者和精子核蛋白组型半定量值＞３０％者。所有入选患者治疗前 １ 个月均未服用任何
治疗药物，治疗前至少 ２ 次或 ２ 次以上精液参数分析结果差异无显著性。

１．４ 排除标准 配偶有不孕疾病；泌尿生殖道感染（支原体、衣原体）或性传播疾病；
抗精子抗体阳性；禁欲时间少于 ３ 天或多于 ５ 天者；性生活不规律，逆行射精或不射精；
合并有Ⅰ度以上精索静脉曲张；输精管梗阻、生殖器先天畸形、遗传性疾病等；服用抗癫
痫、抗肿瘤等可能影响生精及精子活力的药物；合并有明显消化系统疾病而影响药物吸

收的；精神病患者；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造血等系统原发性疾病。

２ 方法
２．１ 治疗方法 口服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药业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Ｚ２００６０４６２，批

号：２０１３０９２２ ），每次 ２ 粒，每天 ３ 次，早、中、晚餐后 ２ 小时服用，３ 个月为一疗程。
２．２ 观察方法 精液常规指标：采用 ｍｋ１０５５２３ 型清华同方彩色精子质量分析仪检测

精子密度、精子前向活力和总活力，每个月复查 １ 次。精子顶体酶定量检测（采用改良
Ｋｅｎｎｅｄｙ法，正常参考值为 ４８．２ －２１８．７μＩＵ／１０６ ）和精子核蛋白组型半定量检测（正常
参考值：头部染蓝色精子＜３０％）试剂盒均由深圳华康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提供。以
上指标的检测由我院生殖中心男科实验室完成。精子顶体酶和精子核蛋白组型检测在

用药之前和治疗 ３ 个月结束后分别检测 １ 次。患者一个月复诊 １ 次，记录服药顺从性和
安全性。失诊 １ 次排除出试验，出现呼吸道、生殖道等严重感染者排除出试验。在观察
结束后，对退出试验的患者进行分析并评估退出例数对试验结果有无影响。

２．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检测数据用 ｘ士 ｓ表示，自身
对照配对 ｔ检验比较给药前后各项观察指标的差异，若 Ｐ ＜０．０５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３ 结果
３．１ ３５ 例纳入观察患者有 １ 人治疗期间急性呼吸道感染并发烧 ３９．５℃，有 ２ 人未

及时复诊和连续用药，１ 人用药 ２ 个月后配偶即怀孕，最后有 ３１ 位完成 ３ 个月治疗纳入
统计。治疗后的精子密度、前向运动精子活力、总精子活力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的精顶体酶活性和精子核蛋白组型与治疗前比较，均有显
著差异（Ｐ ＜０．０５）。见表 １。

表 １　 精子密度、前向活力、总活力、顶体酶活性和精子核蛋白组型与治疗前比较
（Ｘ ±ｓ）。

ｎ 精子密度（×１０６／ｍｌ）前向活力，（ａ，％）总活力（ａ ＋ｂ，％）顶体酶（μＩＵ／１０６） 核蛋白组型（％）
治疗前 ３５ ４３．３２ ±２９．２４ ２２．３９ ±１２．４７ ３２．５６ ±１８．４４ ３２．４５ ±１１．２７ ４７．８７ ±１０．６４
治疗后 ３１ ６０．７８ ±２７．３１ａ ３６．４２ ±１１．８７ａ ４７．２１ ±１６．３９ａ ８８．５６ ±３９．６５ｂ ２０．９２ ±９．８９ｂ

注：与治疗前比较，ａ：Ｐ ＜０．０５；ｂ：Ｐ ＜０．０１。
３．２ 不良反应 ３１ 例计入统计的患者中，在用药的前几天 ２ 例身体局部轻度瘙痒，３

例有轻微腹泻，１ 例患者有轻微胃脘不适，都未做特殊处理或停药。
４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约有 ６０００ ～８０００ 万夫妻因男性不育而不能自然怀

孕，并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５］。在我国育龄期约有 １０％ ～１５０％的夫妇有男性不育问
题。不孕不育病因中男方因素占 ４０％左右［６］。男性不育症的病因目前尚未完全阐明。

精子顶体酶是一种存在精子顶体内膜及赤道部膜上，通常以无活性形式存在的胰

蛋白酶样丝氨酸蛋白酶。当精子头部进入卵透明带时，顶体酶原才被激活为顶体酶。

此酶是受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种中性蛋白水解酶，其作用类似于胰蛋白酶，它能水解

卵透明带糖蛋白，精子释放顶体酶，溶蚀放射冠和透明带，形成一条精子入卵的通道，使

精子穿过卵丘再穿过透明带，使精子与卵子融合［７］；它还能促使生殖道中激肽释放，从
而增强精子的活力和促进精子的运动。顶体酶活性低下卵细胞卵丘的不能分解，精子

难以穿透透明带，精子顶体酶活性是衡量精子生育力一项重要指标［８，９］。精子顶体酶
活性的活性与精子参数和形态有明显的相关性：顶体酶活性与精子密度、活力、活率呈

正相关，与精子畸形率、精液白细胞数呈负相关［１０，１ １］。其活性过低可导致男性不育。

因此，精子顶体酶活性可作为精子受精能力的指标［１２，１３］。
在精子生成过程中，鱼精蛋白逐渐取代精原细胞和精母细胞内体细胞型的组蛋白

成为精子细胞内的核蛋白。在精子成熟过程中，鱼精蛋白和精子核 ＤＮＡ 开始慢慢结
合，由松散变得越来越紧密，最后在细胞结合成紧密浓集的精子特异性染色质［１４］。鱼
精蛋白逐渐取代体细胞型的组蛋白并与精子核 ＤＮＡ结合对精子能否正常生成、成熟和
受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时在受精过程中，鱼精蛋白和精子核 ＤＮＡ 紧密浓集，对
精子基因具有特殊保护［１５］。在以上过程中，如果生精过程中核蛋白组型转换受阻或异
常会引起男性不育或自发性早期流产。推测机理可能是：①弱精症患者 Ｐ２ 族精核蛋白
的减少或缺失，或者还伴有较高含量体细胞型的组蛋白，构成精子染色质结合蛋白的组

蛋白未被精核蛋白完全取代，从而发生核蛋白转型障碍［１６，１７］；②失去鱼精蛋白的保
护，精子 ＤＮＡ易受损伤而导致不育［１８］；③受精过程中，紧密浓集的鱼精蛋白和精子核
ＤＮＡ结合体不能正常解聚，雌雄原核难以融合［１９］；④即使雌雄原核勉强融合，胚胎也
不能正常着床和发育，导致胚胎流产或停止发育。

少弱精症属于中医“精少”、“精清”、“精冷”范畴，其病位在肾，祖国医学认为，肾

藏精、主生殖，肾中精气的盛衰直接影响人的生长发育和生殖功能，肾精足，精气溢泻，
阴阳和，故能有子。若先天不足或后天失养，或房事不节或大病久病之后，精气亏损，均

可造成肾的阴阳失调，从而精子密度降低、活力下降，导致生育功能障碍，引起不育。在

治疗上多采用从温补肾阳、补肾益精。复方玄驹胶囊由黑蚂蚁、淫羊藿、枸杞子、蛇床子
组成，复方玄驹胶囊中玄驹为君药，淫羊藿为臣药，佐以蛇床子、枸杞子，具有良好的温

肾、壮阳、益精的功效，主治肾阳虚引起神疲乏力，腰膝酸冷，精冷精稀等证［２０］。复方玄
驹胶囊 ４ 味药，因其药味少所以力专，因其力专，所以效宏。玄驹为黑蚁的全虫，被誉为
微型动物营养宝库，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辅酶、维生素、锌和硒等微量元素，具

有抗炎、镇静镇痛、调节免疫、提高精子质量和活力的功效，对精子 ＤＮＡ 的完整性具有
一定的保护作用［２１，２２］。淫羊藿味辛甘性温，归肝肾经，能强筋骨、补肾阳，主治阳痿不
举，小便淋沥，腰膝无力等病症。药理学研究发现淫羊藿提物能通过抑制精子膜脂质过
氧化反应，清除自由基及脂质过氧化产物，对精子膜结构和功能具有明显的保护作

用［２３］。淫羊藿还具有雄激素样作用，可改善睾丸局部的微环境促进精子的发生，精液
分泌量增加，减少精子 ＤＮＡ 的损伤。蛇床子在《神农本草经》中列为“上药，主养合以应
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具有燥湿祛风，温肾壮阳之功效。常用于肾虚阳痿，宫冷

不孕。其主要成分有蛇床子素、香豆素等，可以显著增加小鼠附睾、睾丸、精囊及提肛肌

等的湿重［２４］。枸杞子性平、味甘，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的功效。其中主要成分为枸杞

多糖，能促进精原干细胞体外增殖［２５］，能够促进睾丸生殖细胞正常发育，还能降低高温
导致的生精细胞损伤，抑制氧化应激所致的睾丸细胞 ＤＮＡ 损伤。枸杞子在体内能产生
类似于激素样作用，通过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调节 ＦＳＨ、ＬＨ 、Ｔ之间的动态平衡，维
持正常的生殖功能及性功能。枸杞子中还含有微量元素锌、硒能提高精子的活力［２６］。

综上所述，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核蛋白组型转换和顶体酶活性异常的少弱精子症有

较好的临床疗效，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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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酸羟考酮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术术后
痛疼治疗中的观察

金　盛
（中南大学湘雅附二院 　４１００１ １）

【摘要】　目的：盐酸羟考酮在治疗内脏痛方面有良好的效果 １。因此，我们比较了静脉注射羟考酮对择期妇科腹腔镜术后后疼痛的疗效以及不同时段使用羟考酮对疗效的影
响。方法：６０ 例年龄在 １８ 岁到 ６０ 岁之间的 ＡＳＡＩ －ＩＩ类患者在术中和术后随机分为 ３ 组。Ｏ１ 组在麻醉诱导麻醉结束后，患者给予 ０．１５ｕｇ／．ｋｇ羟考酮／静脉注射。Ｏ２ 组在手术结
束前（结束气腹时）给予羟考酮 ０．１５ｕｇ／ｋｇ静脉注射。Ｏ３ 组为观察组，不使用羟考酮。对以下措施进行记录：苏醒时，离开 ＰＡＣＵ６０ 分钟，术后 ４．１２．２４ 小时的疼痛强度（数字评价
量表 ＮＲＳ）；术中舒芬太尼使用量；恶心；呕吐；头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对 ３ 组术后痛疼，苏醒时间，并发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为：在腹部内脏痛方面，Ｏ１ 组和 Ｏ３ 组对照，苏
醒时无差异，在 ４ｈ，１２ｈ，２４ｈ的 ＮＲＳ 评分统计，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Ｏ２ 组和 ０３ 组对照，苏醒时无差异，在 ２４ｈ 时的 ＮＲＳ 评分 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在腹部切口痛方面，Ｏ１
组和 Ｏ３ 组对照，在 ４ｈ，２４ｈ的 ＮＲＳ 评分统计，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Ｏ２ 组和 ０３ 组对照。在 ２４ｈ时的 ＮＲＳ 评分 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在肩部痛方面，三组无显著性差异。苏
醒时间和不良反应三组无显著性差异。结论：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手术使用盐酸羟考酮，不会延长患者的苏醒时间和增加术后并发症。在麻醉诱导期使用盐酸羟考酮，能有效减
少术后早期的疼痛。

【关键词】　盐酸羟考酮，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术，术后痛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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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与传统的开腹手术比较，腹腔镜手术有明显的优越性，如切口小、损伤小、出血少、

并发症低、死亡率低、住院时间短、恢复快等。而手术后疼痛少可能是腹腔镜最大的优

点之一。但仍有一些患者腹腔镜术后出现疼痛。通常开腹手术后的疼痛是伤口痛，而

腹腔镜手术后除伤口疼痛外，有 ６３％的病人主诉膈下及肩端疼痛 ２，而且有时疼痛相当
明显，其程度和持续时间上常常超过伤口疼痛，达 ４８ ～７２ 小时，成为腹腔镜手术后病人
最主要的不适主诉，７３％ －８０％的病人在腹腔镜术后仍然需要使用镇痛剂来缓解疼痛，
其中有近 ２０％需要阿片类药物。而且腹腔镜手术后的肩部疼痛有限制呼吸而引起肺部
并发症的可能 ３。羟考酮作为μ、κ受体激动剂，对内脏痛较单纯 μ受体激动剂有更好
的镇痛作用 １ 。因此，我们对于择期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术和腹腔镜附件患者给予羟
考酮静脉注射，观察其对于术后痛疼的疗效以及不良反应发生率。

一．病例和分组
１．１ 病例和分组
选择择期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的 ６０ 例患者分为 ３ 组。Ｏ１ 组在麻醉诱导麻醉结束

后，患者给予 ０．１５ｕｇ／．ｋｇ羟考酮／静脉注射。Ｏ２ 组在手术结束前（结束气腹时）给予羟
考酮 ０．１５ｕｇ／ｋｇ静脉注射。Ｏ３ 组为观察组，不使用羟考酮。研究的纳入标准为有症状，
年龄在 １８ 岁到 ６０ 岁之间，ＡＳＡＩ到 ＩＩ级。主要排除标准为对研究所用的药物不能耐受，
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和语言沟通困难。次要排除标准是术中转换为开放性外科

手术以及手术时间超过 ４ 小时，以及患者要求增加镇痛药物或者改变镇痛方式。
。

１．２ 麻醉手术方式
所有患者均于手术前的早晨术前肌注阿托品 ０．５ｍｇ和苯巴比妥那 ０．１ｍｇ 使用力月

西 ０．５ｍｇ／ｋｇ，舒芬太尼 ０．５ｕｇ／ｋｇ，顺式阿曲库铵 １．５ｍｇ／ｋｇ，异丙酚 １．０ｍｇ／ｋｇ 进行麻醉
诱导，经口气管插管。吸入 ＦＩＯ２ ＝６０％的氧气空气混合空气，ＩＰＰＶ 模式机控呼吸。连
续输注异丙酚 ３ｍｇ／ｋｇ／ｈ和瑞芬太尼 ０．１ －０．２ｕｇ／ｋｇ／ｍｉｎ维持麻醉。所有患者均静脉给
予 １０ｍｇ的地塞米松（在麻醉诱导期）和 ６ｍｇ甲磺酸托烷斯琼（手术结束时）预防术后恶
心和呕吐（ＰＯＮＶ）。

手术由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操作或监督。吹入 ＣＯ２ 的压力保持在 １２ｍｍＨｇ 以下，
在手术结束时，使用开放套管手动压缩腹部以疏散 ＣＯ２。记录手术持续时间。

１．３ 疼痛，副作用及感觉的评估
测试

由同一名研究者对疼痛，副作用及感觉测试进行评估。在手术前的早晨，指导患者

使用数字评价量表（ＮＲＳ，０ －１０；０ ＝无痛，１０ ＝可以想象到的最痛）并告知患者术后可
能经历不同的疼痛。要求患者对术后腹部痛（深部，腹内钝痛），切口痛（疼痛定位于套

管位置）和肩部痛进行区别。

苏醒时以及术后 ４ 小时．１２ 小时．２４ 小时，使用 ＮＲＳ 对患者静息时总体疼痛强度以
及腹部痛，切口痛和肩部痛的疼痛强度进行评估。

在 ＰＡＣＵ 停留期间，记录术后恶心和呕吐（是／否），寒颤，头疼的总发生率。术后随
访记录 ２４ 小时内有无恶心呕吐，寒颤，头痛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１．４ 统计分析
主要测量结果为患者术后的疼痛强度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对上述三组患者麻醉时

间，术后疼痛和不良反应数据进行分类和汇总处理，采取统计学软件 ＳＰＳＳ１９．０ 对上述
汇总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计数资料采取率（％）表示，其中计量资料为（Ｘ ±ｓ）表示（均
数±标准差）。对比以 Ｐ ＜０．０５ 为有显著性差异和统计学意义。

二 结果：

对 ３ 组术后痛疼，苏醒时间，并发症进行统计分析：
２．１ 苏醒时间：
组别 苏醒时间（分钟）

０１ ９．６５ ±１．５４
０２ １３．３５ ±１．７７
０３ １ １ ±２．４８

苏醒时三组之间无差别

２．２ 疼痛评分
３ 组 ＮＲＳ 痛疼评分见下表

内脏痛 ＮＲＳ 表
组别 苏醒时 苏醒后 ４Ｈ 苏醒后 １２Ｈ 苏醒后 ２４Ｈ
Ｏ１ １．１５ ±０．４５ ０．７ ±０．２９ ０．９５ ±０．４３ ０．６ ±０．２２
Ｏ２ １．６ ±０．２６ １．５５ ±０．５７ １．５ ±０．５２ １．０５ ±０．２３
０３ １．６５ ±０．４７ ２．２５ ±０．５２ ２．９ ±０．５ ２．６ ±０．４９

切开痛 ＮＲＳ 表
组别 苏醒时 苏醒后 ４Ｈ 苏醒后 １２Ｈ 苏醒后 ２４Ｈ
Ｏ１ ０．６５ ±０．２７ ０．８５ ±０．３６ １．９ ±０．５ １．５５ ±０．４
Ｏ２ ０．９５ ±０．４２ １．８５ ±０．４７ １．９ ±０．４２ １．６５ ±０．２４
０３ １．７ ±０．４６ ２．５ ±０．４７ ３．１５ ±０．４４ ２．９ ±０．４１

肩部痛 ＮＲＳ 表
组别 苏醒时 苏醒后 ４Ｈ 苏醒后 １２Ｈ 苏醒后 ２４Ｈ
Ｏ１ ０ ０．１ ±０．１ ０．６５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３１
Ｏ２ ０ ０．５ ±０．２９ １．０５ ±０．４７ １．０５ ±０．４３
０３ ０ ０．３ ±０．１６ ０．４ ±０．１８ ０．３ ±０．１６

　　２．３ 不良反应
三组不良反应无差别。

讨论：在腹部内脏痛方面，Ｏ１ 组和 Ｏ３ 组对照，苏醒时无差异，在 ４ｈ，１２ｈ，２４ｈ 的
ＮＲＳ 评分统计，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Ｏ２ 组和 ０３ 组对照，苏醒时无差异，在 ２４ｈ 时
的 ＮＲＳ 评分 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在腹部切口痛方面，Ｏ１ 组和 Ｏ３ 组对照，在 ４ｈ，２４ｈ的 ＮＲＳ 评分统计，Ｐ ＜０．０５．有统
计学意义。Ｏ２ 组和 ０３ 组对照。在 ２４ｈ时的 ＮＲＳ 评分 Ｐ ＜０．０５．有统计学意义。

在肩部痛方面，三组无显著差异。

使用盐酸羟考酮不会延长苏醒时间和增加术后不良反应的风险性。

结论：在腹腔镜子宫肌瘤剥除手术中使用盐酸羟考酮，可以有效缓解患者术后的腹

部内脏痛和切口痛，并且不会延长患者的苏醒时间和增加术后并发症。在麻醉诱导期

使用盐酸羟考酮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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