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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 暴露出宫颈以后进行消毒 , 然后用宫颈刮匙伸入到

宫腔内将残留物排出的过程。术后可能出现宫颈撕裂

等并发症 , 对子宫的损伤较大。

此次本院的研究就是通过使用戊酸雌二醇和黄体

酮两种药物联合治疗药物流产后宫腔残留物 , 并且与

清宫术治疗进行对比 , 发现 观察组 52 例成功排出残留

物 48 例 , 4 例失败行清宫术 , 失败 4 例均有 B 超提示

宫腔残留物旁血流丰富 , 均未发生任何并发症。对照

组全部排出 , 但并发症发生率为 37.5%。观察组患者满

意度为 94.23%, 高于对照组的 52.50%, 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P<0.05)。主要是因为清宫术对于子宫内膜是有

一定程度损伤的 , 也对宫颈有一定损伤［11］。一般清宫

首先需要用到宫颈钳扩张宫颈 ,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会

导致宫颈处出现糜烂现象［12］。同时反复性的搔刮子宫

内膜 , 会导致子宫内膜变薄 , 对患者后续的生活产生影

响 , 会引起月经量减少等月经不调。也有可能会因为

清宫手术导致患者抵抗力低下 , 增加感染发生的几率 , 

严重者也会影响到患者今后的怀孕［13］。

综上所述 , 戊酸雌二醇联合黄体酮治疗药物流产

后宫腔残留物更安全 , 能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 值

得在临床治疗中进一步得到推广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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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加力复合肉碱治疗少弱精的有效性与 
安全性研究

李培勇

【摘要】　目的　研究精加力复合肉碱治疗男性少弱精不育症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　84 例少弱

精男性患者 , 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 , 各 42 例。对照组以维生素 C、E 及硫酸锌常规西医治疗手段为主 , 

观察组使用精加力复合肉碱治疗 , 比较两组治疗效果及临床参数 ( 前向运动精子数、精子总数、不动精子、

前向运动精子、精液浓度 )。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88.10% 高于对照组的 47.62%,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 (P<0.05)。治疗后 , 观察组前向运动精子数 (66.68±7.63)×106、精子总数 (160.45±13.63)×106、不动

精子 (46.75±17.79)%、前向运动精子 (36.46±16.10)%、精液浓度 (52.01±43.06)×106/ml, 均优于对照组

的 (30.27±3.78)×106、(109.00±9.17)×106、(59.27±15.34)%、(23.37±11.22)%、(35.55±34.09)×106/ml,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对于男性患者的少弱精病症 , 利用精加力复合肉碱可较好提升男

性患者精子总数、浓度、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数 , 具有一定有效性和安全性 , 推广价值较高。

【关键词】　少弱精 ；精加力复合肉碱 ；有效性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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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refined compound carni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LI Pei-yong. Department of Reproductive Andrology,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refined compound carnitine in the 

treatment of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Methods   A total of 84 male patients with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2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of vitamin C, E and zinc sulfat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refined compound carnitin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clinical parameters (number of 

forward motile sperm, total number of sperm, immobilized sperm, forward motile sperm, semen concentra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8.10%, 

which was higher than 47.62%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number of forward motile sperm (66.68±7.63)×106, total number of sperm (160.45±13.63)×106, 

immobilized sperm (46.75±17.79)%, forward motile sperm (36.46±16.10)%, semen concentration 

(52.01±43.06)×106/ml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better than (30.27±3.78)×106, (109.00±9.17)×106, 

(59.27±15.34)%, (23.37±11.22)% and (35.55±34.09)×106/ml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For male patients with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refined 

compound carnitine can improve the total sperm count, concentration, motility and forward motility sperm number 

of male patients, which has certain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and has high promotion value.

【Key words】　Oligospermia and asthenospermia; Refined compound carnitine; Effectiveness; Safety

据统计 , 目前全球夫妻不育症 6000~8000 万对中 , 

来自男性层面的因素占比已超过总数的一半 , 且该比

例仍在持续增长中。对于男性不育因素而言 , 少弱精

是最常见的影响因素［1］。内分泌干扰物、重金属污染、

生殖系统感染、发育不良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 , 会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精子存活率和总活力 , 进而出现少

弱精病症现象。运动、能量代谢及精子获能对精浆而言 , 

拥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附睾乙酰左旋肉碱和左旋

肉碱 , 支撑精子的成熟和运动。且精子活力、精子形

成及睾丸发育又受到精浆锌的支撑。据此 , 为研究少

弱精病症的治疗手段 , 特以精加力复合肉碱为方向 , 观

察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 , 以为精加力复合肉碱治疗男

性少弱精提供更多参考依据 , 具体过程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9 年 1 月 ~2020 年 3 月本院

收治的少弱精 84 例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 , 并以多中心、

随机、对照等方向 , 将 84 例少弱精男性患者均分为对

照组和观察组 , 各 42 例。对照组中 , 年龄 20~40 岁 , 

平均年龄 (25.3±6.1) 岁 , 平均病程 (4.0±1.5) 年 ；观察

组中 , 年龄 21~42 岁 , 平均年龄 (26.1±6.9), 平均病程

(3.5±2.3)。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具有可比性。入选对象均符合以下情况 ( 至

少一条 ) ：①男性精子总数 <3900 万 / 每次射精 ；②男

性精子浓度 <1500 万 /ml ；③活力 (PR)<32%。

1. 2　纳入及排除标准

1. 2. 1　纳入标准　① 20 岁 < 年龄 <42 岁 ；②病症类

型为男性少弱精者 ；③同意配合本研究者 , 且已签署

相关意见书。

1. 2. 2　排除标准　①资料缺失、难以判断疗效、未规

范用药及其它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②过敏精加力复合

肉碱药物或过敏体质者［2, 3］；③精神病患、肝肾、合

并心脑血管等疾病 ；④服用过影响精子活力的药物 , 

如抗肿瘤、抗癫痫等 ；⑤有影响生育的发热、细菌性

前列腺炎等 ；⑥ Y 染色体微缺失者 ；⑦精子抗体呈阳

性者 ；⑧死精症患者 ；⑨前列腺功能异常者 ；⑩精索

静脉曲张、睾丸萎缩、精道梗阻及先天性畸形患者。

1. 3　方法

1. 3. 1　检测方法　在收集精液前 , 对照组和观察组患

者禁欲 4~5 d, 然后让患者以手淫方式 , 将精液收集至

相关容器中 , 注意该容器需干燥 , 同时将其放在水浴

箱 , 并设置温度 37℃ , 待其液化后 , 在利用计算机测定

这些样本的数据 , 测定内容为：精子总数、浓度、活力、

前向运动精子数。

1. 3. 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在进行治疗前 2 周 , 均要

求其不可食用少弱精其它治疗药物 , 并要求其规律睡

眠、饮食、戒烟、不食海鲜、不食辛辣及适量运动等。

治疗周期内 , 要求同治疗前一样。对照组治疗方式 ：

以常规西医治疗为主 , 维生素 C( 石药集团维生药业有

限公司 , 国药准字 H13022052), 0.2 g/ 次 , 3 次 /d。维生

素 E( 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 国食健字 G20110005), 

100 mg/ 次 , 3 次 / 日。硫酸锌片 ( 宁波大红鹰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 国药准字 H33020363), 40 mg/ 次 , 3 次 /d ；

观察组治疗方式 , 以精加力复合肉碱［昭远制药 ( 上海 )

有限公司 , GB/T 29602］为主 , 15 g/ 次 , 2 次 /d, 食用

规则 ：用 (45±5)℃温水浸泡 , 并于 1 min 后搅拌 , 饭后 

1 h 服用。两组持续时间均为 30 d。

1. 4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1. 4. 1　治疗效果　判定标准 ：无效 ：在采取治疗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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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 1　肉碱对男性生育功能患者的作用类型　当前很

多学者和研究机构认为 , 男性生育功能受到肉碱的影

响 ：①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精子受精能力、促使精子

更加成熟、激活精子活力、强化脂肪酸供氧能力［4, 5］；

②控制线粒体酰基比例 (CoA/CoA) 情况 , 促使精子免受

乙酰 CoA 侵害 ；③为细胞质膜提供一定保护 , 让其趋

于稳定状态 , 降低来自活性 (ROS) 氧化所带来的损害 ；

④控制线粒体通路和 Fas-FasL 通路的凋亡情况 , 提升

精子细胞的存活率；⑤为塞尔托利氏细胞 (Sertoli 细胞 )

供给更多营养 , 促使其发挥更多功能 , 以使精子拥有更

多发生率 ；⑥促进精子成熟 , 提高精子的生存能力 , 改

善精子质量。

3. 2　肉碱对男性生育功能障碍患者的作用过程分 

析　附睾液内的肉碱是精子能量的重要来源。放射性

同位素标记实验证明 ：诱导精子运动能力的位置与附

睾上皮中转运肉碱的位置一致 , 这也说明肉碱的作用

对精子获得运动能力至关重要［6, 7］。精加力复合肉碱

主要成分是左旋肉碱 , 相比右旋形式 , 左旋肉碱在体内

具有生物活性 , 有促进精子的成熟和运动的重要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 , 左旋肉碱含量的高低可反映附睾的功

能是否正常。

研究表明 , 男性不育患者精浆中肉碱含量和浓度

均低于正常生育人群 , 并且与精子浓度、活力和形态

等参数密切相关。附睾液中的肉碱从附睾头部到尾部

含量逐渐增加 , 并通过与附睾分泌的多种物质共同作

用 , 促使精子逐渐成熟 , 并使其具有受精功能。一般认

为是附睾头部从血液中摄取肉碱 , 然后主动运输至附

睾液中。左旋肉碱和乙酰左旋肉碱还具有减少精子凋

亡、促进精子成熟的作用［8］。此外 , 左旋肉碱还可以

作为抗氧化物质显著降低精子 DNA 的氧化损伤。精浆

锌主要在前列腺、睾丸中被利用和活化 , 对男性生育

力的维持至关重要。精浆锌的含量可显著影响精子浓

度、活力和形态 , 与血清游离睾酮成正相关关系。精

加力复合肉碱含有多种锌成分。研究表明 , 锌与蛋白

结合可以保护精子膜、延缓精子胞膜的脂质氧化 , 从

而维持精子良好的活动力。假若锌缺乏 , 影响下丘脑

垂体性腺轴 , 使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减少 , 致性腺功能

减退 , 促使生精小管萎缩并导致精子减少。锌含量的

高低对睾丸发育、精子的形成及精子活动均有影响。

锌还参与生殖系统多种生物酶的合成和组成 , 缺乏后

会降低相关酶的活性。在过氧化氢酶的协同作用下 , 

精浆锌能有效地保证射精后精子活力［9, 10］。

据此 , 研究精加力复合肉碱治疗少弱精有效性与

精子总数、浓度、活力、前向运动精子数无提升 , 或效

果 <5% ；有效 ：治疗后 , 精子总数、浓度、活力、前

向运动精子数比治疗前有所提升 , 且 5%≤幅度 <15%； 

显效 ：治疗后 , 精子总数、浓度、活力、前向运动精

子数比治疗前有较好提升 , 且效果≥15%。总有效率 = 

( 显效 + 有效 )/ 总例数 ×100%。

1. 4. 2　临床参数　对比两组参数变化 ：精液浓度、前

向运动、不动精子、精子总数以及前向运动精子数等 , 

并依据数据对比情况做好登记工作。

1. 5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 ( x-±s) 表示 , 采用 t 检验；

计数资料以率 (%) 表示 , 采用 χ2 检验。P<0.05 表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

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2. 2　两组治疗精液参数情况比较　治疗前 , 两组精液

参数比较 ,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 观察

组前向运动精子数、精子总数、不动精子、前向运动

精子、精液浓度均优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2 22(52.38) 15(35.71) 5(11.90) 20(47.62)

观察组 42 5(11.90) 17(40.48) 20(47.62)  37(88.10)a

t 12.7739

P 0.0000

注 ：与对照组比较 , aP<0.05

表 2　两组治疗精液参数情况比较 ( x-±s )
组别 例数 周期 前向运动精子数 (×106) 精子总数 (×106) 不动精子 (%) 前向运动精子 (%) 精液浓度 (×106/ml)

对照组 42 治疗前 23.16±2.59   91.11±8.40 62.97±14.35 22.33±10.72 32.45±33.13

治疗后 30.27±3.78 109.00±9.17 59.27±15.34 23.37±11.22 35.55±34.09

观察组 42 治疗前 23.18±2.77   91.48±8.34 63.07±14.25 22.26±10.85 33.55±32.01

治疗后  66.68±7.63a    160.45±13.63a  46.75±17.79a  36.46±16.10a  52.01±43.06a

注 ：与对照组比较 , a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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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 本文以观察组精加力复合肉碱和对照组常规

西医治疗为研究方向 ,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 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 , 观察组前向运动

精子数、精子总数、不动精子、前向运动精子、精液

浓度均优于对照组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综上所述 , 对于男性患者的少弱精病症 , 利用精加

力复合肉碱可较好提升男性患者精子总数、浓度、活力、

前向运动精子数 , 具有一定有效性和安全性 , 推广价值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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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列地尔联合肾康注射液治疗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的
临床价值

吉亚京

【摘要】　目的　探讨前列地尔联合肾康注射液治疗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的临床价值。方法　80 例

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患者 , 随机分为对照组及观察组 , 每组 40 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注射液治疗 , 观察组

采用前列地尔联合肾康注射液治疗。对比两组治疗后的临床效果 , 治疗前后尿素氮、血肌酐、肌酐清除率、

24 h 尿蛋白定量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结果　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5.00%, 高于对照组的 70.00%, 差

异有统计学的意义 (P<0.05)。治疗后 , 观察组的尿素氮、血肌酐、肌酐清除率、24 h 尿蛋白定量明显优

于对照组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治疗后不良事件发生率 7.50%(3/40) 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40.00%(16/4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采用前列地尔联合肾康注射液治疗糖尿病慢性肾脏

疾病的临床效果显著。

【关键词】　前列地尔 ；肾康注射液 ；糖尿病慢性肾脏疾病 ；临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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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value of alprostadil combined with Shenkang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chronic 
kidney disease   JI Ya-jing. Changtu County Central Hospital, Tieling 1125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value of alprostadil combined with Shenkang inje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chronic kidney disease. Methods   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diabetic chronic kidney 

disease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injec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lprostadil and Shenkang 

injection. The clinical effect after treatment, urea nitrogen, serum creatinine,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24 h 

urinary protein quantitative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clinic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5.00%, which was higher than 70.0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urea nitrogen, serum creatinine, 

creatinine clearance rate, 24 h urinary protein quantitativ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7.50%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lower than 40.00%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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