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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助孕方联合二甲双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血清 INH-ACT-FS 系统的影响
刘润侠,尚红艳,党慧敏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陕西 西安 710004)
摘要：目的

观察调经助孕方联合二甲双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患者基础体温(BBT)、血清性激素水平及抑

制素 B (INHB)、激活素 A(ACTA)、卵泡抑素(FS)水平的影响,探讨调经助孕方治疗 PCOS 的作用途径。方法 选取 20
例健康育龄妇女作为健康对照组,将 60 例 PCOS 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西药组和中西药联合组,每组各 20 例。中药组
服用调经助孕方,西药组服用二甲双胍,中西药联合组同时服用调经助孕方和二甲双胍,健康对照组不服药。测定健康
对照组血清 INHB、ACTA、FS 水平,测定 PCOS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睾酮(T)、INHB、
ACTA、FS 的水平。各组患者治疗前后自测 BBT。结果

调经助孕方联合二甲双胍可下调 PCOS 患者血清 INHB、FS 水

平,上调 ACTA 水平,并能降低血清 LH、LH/FSH、T 水平,且使患者 BBT 得到改善。结论

抑制素-激活素-卵泡抑素

(INH-ACT-FS)系统在 PCOS 的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调经助孕方联合二甲双胍可以调节 PCOS 患者卵巢局部因子
INH-ACT-FS 系统的水平,从而调节生殖内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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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s of Tiaojing Zhuyun Fang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on Inhibin-Activin-Follistatin
System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LIU Run-xia, SHANG Hong-yan, DANG Hui-m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04,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Tiaojing Zhuyun Fang (TJZYF) and metformin on procreate
endocrine hormone and inhibin-activin-follistatin system in patients with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and analyze the possible therapeutic mechanism. Methods Sixty patients of PCOS were divided
randomly into TJZYF group (20 cases), metformin group (20 cases), and TJZYF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group (20 cases). Twenty healthy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levels of serum gonadal hormone were detected by radioimmunoassay. The expressed level
of INHB, ACTA and FS were detected by sandwich ELISA technique. Patients in each group should test
base body temperature during treatment. Results TJZYF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could decrease the level
of testosterone (T), luteotropic hormone (LH), LH/FSH, INHB, FS in serum, but increase the level of ACT in
serum of PCOS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inhibin-activin-follistatin system play an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COS. TJZYF combined with metformin can regulate the expression of ovaries local
cytokines such as INH, ACT and FS, then adjust genesis endocrine.
Key words：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Tiaojing Zhuyun Fang；metformin；inhibin-activin-follistatin
system
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一
[1]

种发病多因性、临床表现呈多态性的内分泌失调综合征 。由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于目前 PCOS 病因尚未明确,病理生理机制错综复杂,多数治疗

选择 2007 年 10 月－2009 年 3 月就诊于本院中西医结合

仅限于对症处理。调经助孕方具有补肾、疏肝、活血、化痰之

妇科门诊的 PCOS 患者 60 例作为 PCOS 组,年龄 17～34 岁,平均

功效,应用于临床治疗 PCOS 多年；二甲双胍是目前国内外公认

年龄(25.6±4.0)岁；病程 2～12 年,平均(4.3±1.9)年。已婚

治疗 PCOS 的有效药物。本研究通过观察调经助孕方与二甲双

28 例,有生育要求者 23 例。选取 20 名到本院体检的健康女性

胍合用对 PCOS 患者血清性激素及抑制素 B(INHB)、激活素 A

志愿者作为健康对照组,年龄 17～32 岁,平均年龄(26.4±4.2)

(ACTA)、卵泡抑素(FS)的影响,探讨调经助孕方治疗 PCOS 的作

岁。健康对照组与 PCOS 组年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用机制。

0.05)。本研究所有受试者均在知情同意下参与试验。
将 PCOS 组 60 名患者按就诊顺序编为 1～60 号,从随机数

基金项目：陕西省中医管理局资助项目(2007ZY-1)

字表中任意一个数开始,沿同一方向顺序使 1～60 每个序号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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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个随机数字,用随机数除以 3 求余数,按余数分组[2]。用以

女贞子 15 g,墨旱莲 15 g,半夏 10 g,胆南星 10 g,熟地黄 12 g,

上方法将参加本研究的 PCOS 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西药组及

当归 12 g,白芍 10 g,桃仁 10 g,红花 10 g,香附 10 g 等组成),

中西药联合组,每组各 20 例。其中中药组年龄为(25.3±3.7)

每剂中药熬制成每袋 200 mL 的汤剂 2 袋；二甲双胍由贵州圣

岁,病程为(3.9±1.4)年；西药组年龄为(26.7±4.5)岁,病程

济堂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 20090210,规格 250 mg/粒。

为(4.7±2.5)年；中西药联合组年龄为(24.7±3.7)岁,病程为

1.4

(4.7±2.5)年。3 组间年龄、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检测指标与方法
抽取 3 组患者治疗前后月经周期第 3 日晨空腹肘部正中静

0.05),组间具有可比性。

脉血 5 mL(闭经者于撤退后出血第 3 日采血),健康志愿者于月

1.2

经周期第 3 日采血,3 000 r/min 离心 10 min,取上层血清 3 mL

病例选择标准

1.2.1

诊断标准

参照欧洲人类生殖协会(ESHRE)和美国生

置-20 ℃冰箱待测

[4-5]

。电化学发光法测定血清黄体生成素

殖医学协会(ASRM)于 2003 年在鹿特丹联合发起的 PCOS 研讨会

(LH)、卵泡刺激素(FSH)、睾酮(T)水平。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

[3]
制定的标准 。①偶发排卵和(或)无排卵。②临床和(或)生化

免疫吸附法(ELISA)检测血清中 ACTA、INHB 及 FS 水平。性激

指标提示存在高雄激素血症,并排除先天性肾上腺增生、分泌

素试剂盒购自德国罗氏诊断有限公司。INHB、ACTA、FS 试剂

雄激素肿瘤和皮质醇增多症等可能致病的因素。③双侧卵巢多

盒购自上海西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

囊性改变：双侧卵巢体积≥l0 cm (0.5×长×宽×厚),一侧或

各组患者在治疗的前 1 个月经周期及治疗的最后 1 个月经

两侧卵巢有＞12 个直径在 2～9 mm 的小卵泡。以上①～③具

周期每日测定基础体温(BBT)并记录,每次连续测定 1 个月经

备任意 2 项或 3 项者诊断为 PCOS。

周期。检测各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心电

1.2.2

图、肝功能、肾功能,记录不良反应事件。

纳入标准

纳入本研究所有病例均符合以上标准并停

用相关治疗西药 3 个月以上。

1.5

统计学方法
—

①排除其他原因引起的持续无排卵、高雄

采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测定数据以x±s 表

激素症等,如间质泡膜增殖症、特发性多毛症、先天性肾上腺皮

示,3 组治疗前后比较采用自身配对 t 检验,3 组之间比较用方

质增生、分泌雄激素的肾上腺及卵巢肿瘤、皮质醇增多症、甲状

差分析。

腺功能异常、高催乳素血症、药物性高雄激素症以及下丘脑性闭

2

经等。通过相应的检查,如肾上腺超声、颅脑 CT 或 MRI、血清性

2.1

1.2.3

排除标准

激素测定及促甲状腺激素、游离型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游离型四

结果
表 1 3 组 PCOS 患者治疗前后 BBT 变化[例(%)]

碘甲状腺原氨酸等予以鉴别。②未按本研究的规定用药及检测的
患者；自行退出、失访、依从性差的患者；不良反应明显、对多
[3]
种药物过敏者；其他因素影响疗效判断的病例 。

1.3

治疗方法
中药组服用调经助孕方,200 mL/次,每日 2 次,月经周期

组别

例数

单相例数

有效

无效

中药组

20

18

12(66.7)

6(33.3)

西药组

20

17

10(58.8)

7(41.2)

中西药联合组

20

18

14(77.8)

4(22.2)

注：治疗后 BBT 单相转为典型双相者为有效,若仍为单相者为无效。

或撤退出血第 5 日开始服用,连服 21 d；西药组服用二甲双
胍,500 mg/次,3 次/d,饭前半小时服用,连服 1 个月经周期；
中西药联合组同时服用以上 2 种药物。各组均以 3 个月经周期

3 组治疗前后基础体温比较(见表 1)

3 组间有效率比较,P ＞0.05

2.2

3 组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比较
治疗前 3 组之间 LH、FSH、LH/FSH、T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0.05)。治疗后 3 组 LH、LH/FSH、T 均降低(P ＜0.05),

为 1 个疗程,观察 2 个疗程。健康对照组不服药。
调经助孕方由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
提供(由紫河车 10 g,鹿角胶 10 g,淫羊藿 15 g,菟丝子 15 g,

中西药联合组与其他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3 组治疗前后 FSH 改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 2。

—

表 2 3 组 PCOS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性激素变化(x±s)
组别
中药组

西药组

中西药联合组

时间

例数

治疗前

20

16.5±8.1

LH(mIU/mL)

FSH(mIU/mL)

LH/FSH

6.1±2.8

2.7±0.6

治疗后

20

9.3±2.5

5.7±1.6

1.6±0.2

65.0±14.0

治疗前

20

15.0±5.2

5.4±1.6

2.8±0.4

93.9±15.2

*

*

T(ng/dL)

*

*

92.4±30.4
*

*

治疗后

20

8.3±1.3

5.4±0.8

1.5±0.1

66.0±12.0

治疗前

20

17.2±5.2

6.4±2.7

2.9±0.6

98.3±18.5

治疗后

20

*#

7.4±1.6

6.3±0.9

*#△

1.2±0.2

*#△

44.3±10.5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5；与中药组治疗后比较,#P ＜0.05；与西药组治疗后比较,△P ＜0.05(下同)

2.3

各组治疗前后血清抑制素 B、激活素 A 及卵泡抑素的

比较
PCOS 组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ACTA、INHB、FS 比较见表 3。
3 组治疗前后血清 ACTA、INHB、FS 变化见表 4。3 组治疗前

ACTA、INHB、FS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0.05)。3 组治疗后
ACTA 均升高,FS 均降低(P ＜0.05),中西药联合组与中药组、
西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 3 组 INHB
均降低(P ＜0.05),3 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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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OS 组患者与健康对照组血清 ACTA、INHB、FS 比较(x±s,pg/mL)

组别

例数

ACTA

INHB

FS

健康对照组

20

568± 47

159± 41

735±106

PCOS 组

60

288±103

☆

593±272

☆

水平,较单用调经助孕方或二甲双胍效果更加明显。
本研究结果表明,3 组治疗后 FSH 改变不明显,分析调经助
孕方治疗 PCOS 的机制,暂可排除通过改善 INH-ACT-FS 系统的

☆

1 940±806

注：与健康对照组比较,☆P ＜0.01

水平以改善 FSH 从而促进卵泡发育的途径；
因治疗后血清 ACTA
升高、FS 和 INHB 降低,T 和 LH 水平均明显降低,推测可能是通

—

表 4 3 组 PCOS 患者治疗前后血清 ACTA、INHB、FS 变化(x±s,pg/mL)

过升高 PCOS 患者 ACT 水平,增强对 LH 诱发的卵泡膜细胞雄激

组别

素分泌的抑制作用；降低 INH 水平,降低 LH 受体表达,使卵泡

中药组
西药组

时间

例数

ACTA

INHB

治疗前

20

278±115

580±329

治疗后

20

368± 66

336±200

1 383± 624

治疗前

20

282± 93

609±281

1 925± 752

治疗后

20

409±108

365±102

1 437± 549

590±208

1 821± 607

*

*

中西药联合组 治疗前

20

304±103

治疗后

20

483± 9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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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S
*

*

*

282± 81

2 076±1 025

膜细胞、间质细胞合成雄激素减少；降低 FS 水平从而使雄激
*

*

素减少。因此卵泡得以正常发育、排卵,BBT 得到改善。
本试验从卵巢局部细胞因子角度进行观察,结果表明,调
经助孕方联合二甲双胍可以调节 INH-ACT-FS 系统的水平。推

*#△

880± 168

测调经助孕方治疗 PCOS 的机制为：可能通过改善 INH-ACT- FS
系统的水平,降低 LH 诱导的卵泡膜合成的雄激素水平,从而促

讨论
近几年研究表明,PCOS 的发病与 INH-ACT-FS 系统功能失常

进卵泡发育及排卵。在以往动物实验基础上

[12]

, 我们进一步探

。INH、FS、ACT 都是卵巢局部调控因子,主要由卵泡颗

讨了调经助孕方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的途径。由于中药复方是

粒细胞分泌。INH 有 INHA 和 INHB 两种形式,INHA 主要由优势卵

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发挥整合调节作用的,其具体作

泡及黄体细胞分泌,INHB 则由中小窦状卵泡分泌。ACT 主要活性

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探究。

形式是 ACTA。FS 是 ACT、INH 的结合蛋白。INH 对垂体合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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