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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是妇

1.2

诊断标准

科临床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临床表现为持续性无排卵、月经紊

1.2.1

乱、不孕、多毛、肥胖、痤疮、卵巢多囊样改变等,中老年可

[3]
协会 2003 年鹿特丹会议制定的诊断标准 ：①稀发排卵和/或

能出现代谢功能障碍导致的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甚

无排卵；②临床和/或生化指标提示高雄激素血症,高雄激素体

[1]
至子宫内膜癌的风险 。PCOS 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胰岛素抵

征(痤疮、多毛、秃顶等)；③卵巢多囊性改变：超声提示双侧

抗(IR)及高胰岛素血症是其发病的相关因素之一。临床和实验

卵巢体积增大,一侧或双侧卵巢直径 2～9 mm 的卵泡≥12 个。

研究表明,黄连素能够增加胰岛素生物活性和胰岛素敏感性而

以上 3 项中具备 2 项可诊断,并排除其他病因(先天性肾上腺皮

[2]
改善 IR 。笔者采用黄连素治疗 PCOS,观察其对 PCOS 患者 IR

质增生、库欣综合征、分泌性激素肿瘤等)导致者。

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2.2

1

数(HOMA-IR＝空腹血糖×空腹胰岛素/22.5)。HOMA-IR≥1.66

资料与方法

1.1

观察对象

自愿接受本研究的 POCS 患者 50 例,年龄 16～40 岁,病程最短
11 个月,最长 18 年。

—

治疗组
对照组

43
43

1.3

纳入标准
①符合 PCOS 及 IR 诊断标准；②近 3 个月未使用任何激

治疗前

治疗后

5.0±1.03
4.9±2.78

通过叩打患部穴位及其所过手三阳经络,达到行气活血、消炎
止痛的目的。同时,采用选用具有活血行气、温通经络的药物

差值

1.8±2.30

*

△

4.0±2.36

2.7±1.06

*

2.2±1.60

进行熏蒸,借其温热之性使药气、热力直达病所。
本临床观察结果显示,在康复训练等常规治疗基础上,采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1；与对照组比较,△P ＜0.01(下同)
—

用磁圆梅针及中药熏蒸治疗中风后肩手综合征可显著缓解疼

表 3 2 组中风后肩手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运动功能评分比较(x±s,分)

痛,促进肢体功能恢复,具有较好疗效,且患者痛苦少,依从性

组别

较好。

治疗组
对照组

4

采用稳态模型评估法评价胰岛素抵抗指

素类药物；③近 3 个月未使用对胰岛素分泌有影响的药物。

表 2 2 组中风后肩手综合征患者治疗前后 VAS 评分比较(x±s,分)
例数

胰岛素抵抗

采用欧洲人类生殖协会和美国生殖

可判断为存在 IR。

选择 2011 年 2 月－2012 年 10 月本院妇产科门诊确诊、

组别

多囊卵巢综合征

例数
43
43

治疗前

治疗后

27.45±13.32

差值
*

17.20±3.56

*

10.21±2.03

44.24±10.21

26.90± 9.78

37.70±11.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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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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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恶性肿瘤、肾上腺疾病患者；②心血管、肝、肾和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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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1]
PCOS 在青春期和育龄期妇女中发病率较高,为 5%～10% 。

系统等原发性疾病患者；③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④未按规定用

PCOS 临床表现多样,目前西医治疗主要包括调整月经周期、改

药,无法判定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或安全性判断者。

善高雄激素和 IR、对有生育要求者进行促排卵治疗,且常同时

1.5

应用 2 种或 2 种以上药物,如降雄激素药物联合改善 IR 药物、

治疗方法
50 例患者均予黄连素片(云南白药集团文山七花有限责

[4]
避孕药、促排卵药物,且每种药物都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 。

任公司生产,批号 990428,每片 0.1 g,含盐酸小檗碱 0.1 g),

PCOS 的病因迄今尚不清楚,有研究表明 PCOS 患者中 30%～

每次 300 mg,每日 3 次,口服,连用 12 周。同时对所有患者均

[5]
45%存在 IR 。针对 IR 的治疗主要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消除

进行门诊宣教,嘱其调整生活方式,控制饮食,戒酒,进行体育

[6]
胰岛素不敏感的原发病因 。近年来,临床有报道应用黄连素

锻炼。

治疗 IR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7]。黄连素是从黄连、黄柏等中药

1.6

中提取出来的有效成分,其属异喹啉生物碱。《圣惠方》记载消

观察指标与方法

1.6.1

基础体征

体质量、腰围、臀围、血糖、血胰岛素测

[8]
渴 177 首方剂,在其常用药物中黄连居于前三位 。现代药理

定,并计算体质指数(BMI)、腰臀比(WHR)、HOMA-IR。

实验显示,黄连素不但是胰岛素增敏剂还可以促进胰岛素分泌,

1.6.2

[9]
具有改善糖代谢作用 ；黄连素能降低交感神经活性,抑制肾

性激素

在月经周期第 2－5 日 B 超检查未见优势卵泡

者,测定血清卵泡刺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睾酮(T)。

上腺皮质功能,从而使糖异生、分解减少,胰岛素代谢缓慢,增

1.6.3

加周围组织对胰岛素敏感性[10]。

血脂

空腹血清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

本研究结果表明,黄连素能够降低 PCOS 患者 BMI、WHR、

采用阴道 B 超(无性生活经历者经直肠超声)

HOMA-IR、LDL-C、TC、TG、T、LH 水平,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

监测子宫内膜厚度及卵巢体积及卵泡情况,每日监测基础体温

统计学意义(P ＜0.05,P ＜0.01)；FSH 无明显变化。通过超声

(BBT),计算排卵周期及排卵率。具体方法：于黄体酮撤退性出

监测及 BBT,治疗前排卵率为 24.44%,治疗后排卵率为 65.56%,

血或月经第 9 日开始,以超声定期动态观察卵泡生长情况,发

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推测可能是高胰

现有优势卵泡出现(直径＞14 mm)并发育直径≥16 mm 则视为

岛素血症的改善,激素水平接近正常,卵巢内环境改善,卵泡发

有可能排卵,计算排卵发生人数及所占百分比。治疗前排卵率

育、选择机制恢复的结果。

1.6.4

排卵率

以治疗前 12 周测定的排卵情况判定,治疗后排卵率以治疗后

此外,在药物治疗的同时,PCOS 患者均应进行生活方式的
干预,控制饮食,进行体育锻炼,戒烟戒酒,有利于进一步提高

4、8、12 周及停药后 12 周总排卵情况进行判定。
基础体征、性激素及血脂于治疗前及治疗 12 周后各检测

临床疗效。

1 次。FSH、LH、T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药盒购自上海荣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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