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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注的方法注射，最后给予患者10粒/次的复方丹参滴丸，3次/天。医

护人员每隔1~2 h记录心率以及血压值。两组心绞痛患者在进行药物治

疗的期间严禁私自服用其他抵抗心肌缺血的药剂，持续治疗1周，出

院继续治疗2个月。

1.3  治疗效果观察：对两组心绞痛患者实施2个月的药物治疗后，医护

人员对心绞痛患者的病情恢复情况进行检测，，并详细记录。具体评

估标准如下：①若心绞痛患者经过治疗后的疼痛效果完全消失，且无

其他并发症产生，则视为治疗效果显著；②若心绞痛患者经过治疗后

的疼痛效果有所改善，发病次数明显减少，且无其他并发症产生，则

视为治疗有效；③若心绞痛患者经过治疗后的疼痛效果没有任何改善

情况，则视为治疗无效。总有效率=治疗效果显著+治疗有效。

1.4  统计学分析：本次心绞痛预后效果研究所得到的数据信息全部应

用SPSS24.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信息以均数±平均差（x-±s）

表示，并使用t值进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率（%）表示，并

采用χ2进行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根据我院医护人员的治疗效果评估结果上看，对照组心绞痛患者

的有效治疗率为75%，观察组患者的有效治疗率为98.3%，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 讨  论

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快速提升，治疗心绞痛的药物选择也十分

广泛，目前使用最多的两种药物为硝酸异山梨酯以及复方丹参滴

丸。这两种药物治疗心绞痛时，都具有作用快、效果好的特点[3-4]。

但是复方丹参滴丸与硝酸异山梨酯相比，能够降低心绞痛反复发作

率并且有效减少其他不良症状的产生，如头晕呕吐、血压急速降

低、心悸以及器官处于低灌注状态等。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心绞痛

患者使用复方丹参滴丸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复方丹参滴丸的主要制

作成分包括丹参、冰片以及三七等活血通经的中药材，该药丸散发

的气味芳香，服用时略微苦涩，能够有效地治疗胸闷气短以及心绞

痛等症状。通过专门的病理研究发现，复方丹参滴丸无任何毒性，

不会给心绞痛患者带来其他不良反应，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复方丹

参滴丸中的丹参具有活血化瘀、祛湿止痛以及清除烦躁的作用，能

够缓解心绞痛患者冠状动脉血管的粥样硬化，降低患者心肌的过度

兴奋情况，不仅如此丹参还能够促进心绞痛患者体内的微循环，抑

制血小板的聚集以及血管血栓的形成，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

提升患者心脏的耐受能力[5-7]。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患有心绞痛的患

者需要提高冠状动脉的供血量，还需要降低心肌的耗氧程度，减少

心脏的负荷，而复方丹参滴丸能够有效地扩张患者的冠状动脉，降

低患者的心率，充分为心绞痛患者的心肌供氧，在很大程度上促进

了复方丹参滴丸治疗心绞痛的临床效果。

综上所述，治疗心绞痛患者应用复方丹参滴丸的治疗效果十分显

著，能够有效降低患者疾病复发的概率，促进病情的快速恢复，是一

项值得推广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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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加力复合肉碱在精子体外处理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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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精子体外处理中，精加力复合肉碱的应用方法及对精子动力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院 接诊弱精症男性 35 例，随机分

为 5 组，分别设为空白组，A 组（1 mg/mL 精加力复合肉碱溶液，30 min），B 组（2 mg/mL 精加力复合肉碱溶液，30 min），C 组（1mg/mL
精加力复合肉碱溶液，60 min），D 组（2 mg/mL 精加力复合肉碱溶液，60 min），比较各组精子活动率、精子前向运动率。结果   A 组

精子活动率、精子前向运动率均高于 B、C、D 组、空白对照组（P<0.05）。结论  运用精加力复合肉碱对精子体外处理，可有效提高精

子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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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活力是胚卵受精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由于精子活力下降相

较于精子密度低下以及异常形态精子数量的增加有更大的意义。在男

性不育治疗中，人工授精技术得到了快速普及，并提出了一种通过体

外来实现对精子活力以及功能进行改善的实验方法。为了有效提升精

子活力同时强化弱精子症的精液受精能力，人们已经进行了多种化学

刺激试剂和制备技术的研制，并将精子同活力刺激药物混合孵育来实

表1  两组心绞痛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组别 例数 效果显著 治疗有效 治疗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60 46(76.7) 13(21.6)  1(1.7) 59(98.3)
对照组 60 33(55.0) 12(20.0) 15(25.0) 45(75.0)
χ2 - - - -  14.4292
P - - -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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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对人工授精成功率的有效改善[1]。精加力复合肉碱是一种由N-乙酰

神经氨酸（燕窝酸，唾液酸）与左旋肉碱组成，其能够在脂质酸线粒

体进行氧化期间进行有效的转运效果，并因此参与到机体代谢中，实

现对活性氧来进行控制来实现对生精细胞稳定性的提升[2]。基于该原

理，我们在对精子进行体外处理过程中，运用精加力复合肉碱，旨在

对其在精子动力改善中的最佳时间和浓度进行改善，为人工受精提供

客观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精液收集与准备：自我院2016年1月至2017年1月接诊的不孕不育

男性中选取35例作为本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需禁欲3~5 d，通过手淫

的方式对精液进行采集，并将其置于干燥的玻璃容器中，放置于37 ℃
的水浴箱中，在精液逐渐液化之后，再运用全自动精液分析仪对精液

样本进行测定，主要检测精子活动率（a+b+c）级精子、密度以及前

向运动（a+b）级精子。若精子的前向运动（a+b）精子在50/%范围

内，精子的密度超过了20×10-9/L，即可将其纳入试验。

1.2  精加力复合肉碱溶液制备：取精加力复合肉碱（全名为精加力

左旋肉碱复合营养素，15克/包），每包中含有N-乙酰神经氨酸（燕

窝酸，唾液酸）与左旋肉碱。对精加力复合肉碱进行配制，使其成

为浓度分别为1 mg/mL和2 mg/mL的溶液。另精子营养液则运用含有

10%Fcs的Earke液。

1.3  方法：依次从35例弱精症男性的精液标本中抽取0.3 mL，将其分

别装置在5个试管中，并将其分为5组，各组7例标本。分别向35例标

本中加入0.5 mL的精子营养液，保留1组用于对照，另4组则分别加入

0.3 mL精加力复合肉碱溶液。其中A组加入1 mg/mL的精加力复合肉

碱溶液，持续进行30 min的孵育；B组加入2 mg/mL的精加力复合肉碱

溶液，持续进行30 min的孵育；C组加入1 mg/mL的精加力复合肉碱溶

液，持续进行60 min的孵育；D组加入2 mg/mL的精加力复合肉碱溶

液，持续进行60 min的孵育。将各组试管充分混合之后，将其放置到

37 ℃的恒温环境下进行孵育。运用CASA系统进行分析处理，并对各

例标本进行6个视野的观察。

1.4  观察指标：各例均以精子活动率（a+b+c）级精子、前向运动

（a+b）级的变化，来对精子的判定结果进行提升。①显效：处理

后，精子的精子活动率、前向运动较之处理前，提升幅度达到了

15%。②有效：处理后，精子的精子活动率、前向运动较之处理前，

提升幅度达到了5%~15%。③无效：处理后，精子的精子活动率、前

向运动较之处理前，提升幅度不足5%。

1.5  统计学方法：运用统计学软件SPSS17.0行数据的分析处理，运用

相关性分析计数资料，并通过χ2进行检验。

2 结  果

2.1  四组精子活动率变化：A、B、C、D组精子活动率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D组精子活动率与A
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组精子活动率与D组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四组精子前向运动率变化：A、B、C、D组精子前向运动率与空

白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D组精精子

前向运动率与A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B、C组精

子前向运动率与D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  论

针对弱精子症所引起的男性不孕不育，在临床给药未达到效果

后，普遍通过人工授精技术进行处理。在对人工授精进行处理的过程

中，通过何种方法对精子活力进行改善，促使其精子使卵子的受精能

力得到有效增强，从而实现对人工授精成功率进行提升具有至关重要

的意义。精加力复合肉碱主要是由N-乙酰神经氨酸（燕窝酸，唾液

酸）与左旋肉碱，按照1：2的比例配置而成的混合固体制剂[3]。根据

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精浆、附睾中含有较高浓度的N-乙酰神经氨

酸（燕窝酸，唾液酸）和左旋肉碱，是血清中N-乙酰神经氨酸（燕

窝酸，唾液酸）与左旋肉碱浓度的数百倍，其可有效促进长链脂肪酸

快速经由精子的线粒体内膜，随之进入到线粒体基质中，通过β-氧
化随之产生大量的能量，以供精子活动需求[4]。针对弱精症患者的精

浆，左旋肉碱含量本身就相对较低，为此，我们在精子体外处理中，

通过向其加入不同浓度的精加力复合肉碱，根据结果来看，加入精加

力复合肉碱溶液的四组其精子活动率、前向运动率均高于空白对照组

（P<0.05）；而通过加入不同浓度的精加力复合肉碱四组对比来看，

A组的效果最为显著，显著高于B、C、D组（P<0.05）。这就充分表

明精加力复合肉碱可有效提升体外弱精症精子活力，其中A组的方案

最为显著。综上所述，精加力复合肉碱是一种有效提升精子活力的体

外处理方法，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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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四组体外精子活动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空白对照组 5 0(0.00) 0(0.00) 5(100.00) 0(0.00)
A 5 3(60.00) 2(40.00) 0(0.00) 5(100.00)*
B 5 2(40.00) 2(40.00) 1(20.00) 4(80.00)*#

C 5 2(40.00) 2(40.00) 1(20.00) 4(80.00)*#

D 5 1(20.00) 2(40.00) 2(40.00) 3(60.00)*#※Δ

注：*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表示与A组比较，P<0.05；※表示与B组比较，P<0.05；Δ表示与B组比较，P<0.05
表2  四组精子前向运动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空白对照组 5 0(0.00) 0(0.00) 5(100.00) 0(0.00)
A 5 4(80.00) 1(20.00) 0(0.00) 5(100.00)*
B 5 2(40.00) 2(40.00) 1(20.00) 4(80.00)*#

C 5 2(40.00) 2(40.00) 1(20.00) 4(80.00)*#

D 5 2(40.00) 1(20.00) 2(40.00) 3(60.00)*#※Δ

注：*表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表示与A组比较，P<0.05；※表示与B组比较，P<0.05；Δ表示与B组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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