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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卵巢功能低下性不孕症疗效分析

韦彩素，蓝燕，李建湘，班婷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医院妇产科547000)

摘要：目的观察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肾虚型卵巢功能低下性不孕的疗效。方法将78例肾虚型卵巢功能低下性不孕症患

者按照年龄分为3组，低年龄组(18--30岁)、中年龄组(>30～40岁)、高年龄组(>40--50岁)，每组各26例。在月经第3天开始

服复方玄驹胶囊，并给予心理疏导辅助治疗。服用3个疗程后，观察各年龄组卵泡生成激素(FSH)、黄体生成激素(LH)、FSH／

LH、雌二醇(E2)及宫颈黏液评分，随访2年，观察妊娠率及不良反应。结果 各年龄组中医证候均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各年龄组FSH、LH、FSH／LH、E2水平治疗后均较治疗前降低，同纽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治疗后高年龄组和低年龄组FSH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E2水平稳定在正常范围。结论 复方玄驹胶囊辅

助心理疏导，能有效缓解肾虚型卵巢功能低下性不孕症患者临床症状，提高妊娠率，易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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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功能低下即卵巢储备功能下降(DOR)是指卵巢中存

留的卵子量减少，卵母细胞质量下降，导致女性性激素缺乏及

生育能力下降。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环境及工作节奏

等改变，因DOR导致无排卵性不孕症患者逐年增加，据统计

占女性不孕症的25％[】o。目前西医学治疗DOR最常用的方

法是激素替代疗法，但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存在争议，依赖性较

强，甚至会增加子宫内膜癌、乳腺癌、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脑

卒中等风险[2]。本研究应用复方玄驹胶囊治疗肾虚型卵巢功

能低下性不孕症取得了一定疗效，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本院2013年1月至2014年12月卵巢

功能低下性不孕症患者78例，年龄18～50岁。按照年龄分为

3组，低年龄组(18～30岁)、中年龄组(>30～40岁)、高年龄

组(>40～50岁)，每组各26例。月经周期变化情况：正常月

经8例，周期小于21 d 10例，存在月经紊乱60例。3个不同

年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

1．2诊断和排除标准

1．2．1诊断标准[3] (1)出现月经稀发、量少，甚至闭经。2

次性激素测定结果为卵泡生成激素(FSH)10～40 U／L，FSH／

黄体生成激素(LH)>3，雌二醇(E2)≥184 pmol／L；(2)有正

常性生活，未避孕1年仍未孕；(3)经宫颈黏液涂片检查证实为

无排卵，基础体温为单向。中医肾虚型诊断标准主证：月经先

后不定期，量多少不定，甚至闭经，经色淡黯质稀。腰膝酸软或

疼痛¨]。兼证：头晕耳鸣，潮热汗出，失眠多梦，神疲乏力，性欲

减退，夜尿频多，舌淡胖苔薄白，脉沉细或沉弱。采用证候积分

法，其中主证按正常、轻、中、重分别计0、3、6、9分；兼证分别计

0、1、2、3分。以上主证必备，兼证具备2项即可。

1．2．2排除标准(1)双侧或单侧卵巢切除引起的卵巢功能

减退；(2)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血液系统等严重疾病，以及

精神病患者；(3)入组前3个月内服用激素类药物。

1．3治疗方法

1．3．1药物治疗在月经第3天开始服复方玄驹胶囊(浙江

施强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60462)，3

粒／次，3次／天。经期停服，3个月为1个疗程。复方玄驹胶囊

由玄驹、淫羊藿、蛇床子和枸杞子等中药配伍制成。

1．3．2 心理健康治疗针对女性不孕症患者抑郁、焦虑等心

理障碍进行心理疏导治疗，详细告知患者疾病的病因、进展，治

疗方案，替代治疗措施及预后等消除夫妻双方心理障碍。并告

知进行不孕不育检查的必要性，保持良好的心态及正常的社会

交往活动，适量运动，同时戒烟、酒，指导正确的性生活，积极配

合不孕症的治疗。

1．4观察指标 观察治疗前及治疗3个月后的中医证候积

分，性激素FSH、LH、FSH／LH、E2及宫颈黏液评分(≥8分，

表示有排卵)，随访2年，记录妊娠情况，比较2年受孕率及不

良反应。

1．5统计学处理全部数据采用SPSSl8．0统计分析软件处

理，计量资料以j+--s表示，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同组治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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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比较采用配对￡检验，组间比较采用成组t检验；不符合正

态分布的数据及计数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或f检验，多

组有序分类资料比较采用Ridit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I 3组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见表l。3组治疗前中医证候

积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随访2年

后与本组治疗前比较，中医证候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3组近、远期疗效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表1 3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li±s，分)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P<0．01。

2．2 3组治疗前、后FSH、LH、FSH／LH、E2水平比较 见表

2。各年龄组FSH、LH、FSH／LH水平治疗后均较治疗前降

低，低年龄组和中年龄组治疗前、后差异有钪计学意义(P<

0．01)，高年龄组治疗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

疗后中年龄组和其他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高年龄组和低年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各

年龄组E2水平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

治疗后E2水平稳定在正常范围。

表2 3组治疗前、后FSH、LH、FSH／LH、E2

水平比较fj±5)

2．3 3组宫颈黏液评分比较 见表3。各年龄组宫颈黏液评

分治疗后均较治疗前升高，低年龄组治疗前、后宫颈黏液评分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8．32，P<O．01)，中年龄组治疗前、后宫

颈黏液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f一6．86，P<o．05)，高年龄组

治疗前、后宫颈黏液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69，Pi>

0．05)。

表3 3组治疗前、后宫颈黏液评分比较(i±s，分】

2．4受孕率比较随访2年78例患者受孕率为30．76％，其

中低年龄组受孕率为61．509，中年龄组受孕率46．159，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矿一5．62，P％0．05)i高年龄组受孕

率为23．08％，与中年龄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z=3．89，

P％0．05)。3组治疗期间均无不良反应。

3讨 论

卵巢功能减退是一个渐进过程，表现为从卵巢功能低下发

展到卵巢早衰。越早干预，其症状及激素水平改善效果越明

显，如不积极治疗，发展为卵巢早衰，严重影响女性的身心健

康。卵巢功能低下导致不孕症临床较多见，中医无此病名，根

据其临床症状，归属于月经后期、月经过少、不孕症、闭经等疾

病。中医认为卵巢功能减退的主要病机是肾虚，肾中阴阳主宰

占女性生殖机能，对女性卵巢生理功能起决定性作用，中医有

“肝肾同源”之说，临床多为肝肾亏虚，伴肝郁气滞∞3。陈春

晓[6]通过28例卵巢储备功能下降患者的中医证候特征分析认

为，“肾虚肝郁证”占42．86％，“肾虚证”占28．57％，根据其f临

床特点以补肾为基本治疗原则，拟定复方玄驹胶囊配合心理疏

导治疗。

复方玄驹胶囊由玄驹(又名黑蚂蚁)、淫羊藿、蛇床子、枸杞

子等重要配伍而成。具有扶正固本、补肾壮阳、养血荣筋，祛瘀

通络等功效。玄驹味酸、成、性温，补肾阳作用显著。国内大量

研究证实，玄驹含有丰富的锌、硒等微量元素，具有调节性腺分

泌、提高性功能的作用[7]。淫羊藿味甘、辛，性温，归肝肾经，具

有补肝肾壮阳功效。蛇床子性温，味苦，能温肾壮阳，又兼燥湿

化痰，枸杞子甘、平、滋润，能补肾填精，益阴兴阳，所谓“善补阳

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通过复方玄驹胶

囊3个月治疗，各年龄组中医证候均有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同时各年龄组FSH、LH、FSH／LH水平治疗后

均较治疗前降低，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FSH高年龄组和低年龄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O．05)，考虑卵巢功能低下与年龄因素相关，是卵巢功

能衰退的自然过程。各年龄组E2水平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E2水平稳定在正常范围。现

代药理表明，复方玄驹胶囊通过作用于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轴，

使患者体内异常的激素水平趋于正常，调节FSH、LH、P、E2

分泌，降低异常分泌的泌乳素水平，促使子宫内膜腺体生长，内

膜增厚，促使卵泡发育及排卵∞]。

本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复方玄驹胶囊及辅助心理疏导，疏

肝解郁，消除心理障碍，积极配合药物治疗，改善内分泌，各年

龄组宫颈黏液评分治疗后均较治疗前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o．05)。2年内受孕率明显提高，其中低年龄组受孕率为

61．5％，中年龄组受孕率为46．15％，高年龄组受孕率为

23．08％。3组治疗期间均无不良反应。

复方玄驹胶囊辅助心理疏导治疗卵巢功能低下性不孕症

患者，考虑不孕症患者治疗时间较长，服用汤药不便。选择具有

相似功效的中成药，既保证疗效，又减少患者服药不便，适合在

广大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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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护理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水平及心脑血管事件的影响

景良洪，曾艳丽，宋凤平

(重庆市人民医院三院院区内分泌科400014)

摘 要：目的 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血脂水平及心脑血管事件的影响。方法 选取重庆市人民医院三

院院区2011年3月至2012年7月收治的144例确诊为2型糖尿病的患者，按数字表随机分配法分为综合干预组和对照组各72

例，对照组患者实施糖尿病患者常规护理，干预组患者给予综合护理干预，所有患者随访到201 5年7月，对比护理前、后两组患者

血糖、血脂水平及两组患者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情况。结果 (1)干预组患者护理后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及体质量指数水平分别为(5．91±3．42)mmol／I。、(6．14±0．98)％、(3．75士1．35)mmol／L、(2．01±0．54)mmol／L、

(24．9±2．7)kg／m2，与护理前的(6．87±4．25)mmol／L、(7．27±1．36)％、(4．55±1．41)mmoi／L、(2．65±0．89)mmoi／L，(26．9±

3．8)kg／m2比较明星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而且与对照组护理后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P<0．05)。(2)干预组总心

血管事件发生6例，对照组发生13例，对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干预组心脑血管死亡2例，对照组心脑血管死亡7

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o．05)。结论 综合护理干预有助于控制糖尿痛患者血糖、血脂水平，减少患者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率。

关键词：2型糖尿病； 糖脂代谢； 心脑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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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型糖尿病是一种慢性迁延性疾病，长期高血糖刺激可导

致患者血糖、血脂代谢紊乱、导致神经、血管、肾脏、心脏等组织

器官病变，合理控制患者血糖有助于稳定患者的血脂代谢水

平，减少糖尿病并发症发生fJ“。降糖药物及胰岛素治疗是控

制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的主要方法，但糖尿病患者需要坚持进

行自我健康管理[33。有研究提示，开展积极的护理干预可以减

少糖尿病患者并发症发生，减少病死率n]。因此，住院期间进

行综合护理干预，加强患者健康管理教育在糖尿病治疗中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为探讨综合护理干预对糖尿病患者血

糖、血脂代谢及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影响．对比分析了本院

144例患者的临床资料，现报道如下。

l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择本院2011年3月至2012年7月收治的

确诊为2型糖尿病的患者1 44例，随机分为综合干预组和对照

组各72例。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方面对比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具有可比性。

1．2诊断和排除标准

1．2．1 诊断标准糖尿病诊断标准按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

会制定的《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07年版)》¨]。

1．2．2排除标准(1)不同意随机分配入组者；(2)不能配合

进行护理干预的患者；(3)严重肝肾疾病、恶性肿瘤、免疫系统

疾病及其他严重急慢性病患者；(4)人组其他研究的患者；(5)

既往有心脑血管病史者。

1．3方法

1．3．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主要是糖尿病患者住

院期间的基础护理，包括降糖药物的应用指导、心理疏导、生活

方式指导。

1．3．2 干预组 干预组患者采用综合护理干预，首先成立由

本科室j名护士组成的干预小组，负责干预组患者的健康管

理，定期举办糖尿病病友会进行交流及健康教育，干预小组对

干预组患者1年至少进行6次家访，具体护理干预策略如下：

(1)饮食指导。干预小组根据患者病情特点及患者饮食习惯制

订个体化糖尿病食谱，监督干预组患者切实按照食谱进行饮

食，干预小组定期宣教有关饮食知识，协助患者进行饮食治疗。

(2)运动干预。协助患者制订符合自身的运动方案，指导患者

进行有氧运动，定期根据患者身体状况调整运动强度、频率，循

序渐进地指导患者进行运动治疗。(3)体质量指数(BMI)监

测。干预小组及时对患者机体状态进行健康评估，需特别重视

患者BMI的控制，对于肥胖患者必须有计划地进行运动减肥

和饮食控制，将患者BMt控制在18．5～24．0 kg／m2。(4)服药

指导。指导患者定期在家监测血糖，若血糖水平波动幅度过大

或有显著异常时应及时到医院就诊，调整药物用量。干预小组

定期对患者进行降糖药物及胰岛素用法的指导，并指导患者进

行不良反应及并发症的监测，发现情况及时就医。(5)心理干

预。建立糖尿病患者心理档案，由心理咨询师参与对干预组患

者进行心理评估，根据不同患者的心理特点制订个体化的心理

健康教育。干预小组人员加强与患者沟通，及时进行心理疏

导、对症解决患者心理问题，并组织病友会促进经验交流与学

习，帮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6)健康教育。定期举行

糖尿病学习班，通过微信、电话、录像、宣传栏等方式进行糖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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