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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泉丸与琥珀酸索利那新联合治疗肾虚型膀胱过度活动症７２例临床观察
蔡剑１，曾文彤１，张培海１，李广森１，夏雨果１，吴天浪１，彭成２
［摘要】目的：观察中药缩泉丸汤剂联合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肾虚型膀胱过度活动症临床疗效。方法：将７２例肾虚
型膀胱过度活动症患者随机分为２组，对照组３６例予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治疗组３６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缩
泉丸汤剂治疗。２组均服药６４。结果：治疗组治疗后２４ ｈ平均排尿次数少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每次排尿量多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２组治疗后平均２４ ｈ尿失禁次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不良反应率低于对照（Ｐ＜０．０５）。结论：
缩泉丸联合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肾虚型膀胱过度活动症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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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过度活动症（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ｂｌａｄｄｅｒ，ＯＡＢ）是泌
尿外科常见病，表现为尿频、尿急和／或尿失禁，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目前中医药辅助治疗是常

Ｗａｎ；Ｓｏｌｉｆｅｎａｃｉｎ

Ｓｕｃｃｉｎａｔｅ

利那新治疗３６例作为对照观察，结果如下。

１资料与方法

用手段，对改善ＯＡＢ患者症状和体征有明显效果。

１．１病例选择

２０１２年０１月～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我们运用中药缩泉丸联

１．１．１诊断标准

合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ＯＡＢ肾虚型３６例，琥珀酸索

临床指导原则”确诊【１】。中医诊断标准根据《实用中

西医诊断标准参照“膀胱过度活动症

医内科学》“小便不禁”肾虚型确诊２１。
［作者单位】１．成都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成都中医药大学

１．１．２纳入标准

①符合以上诊断标准；②符合小便

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７２；２．成都

不禁肾虚型证型；③就诊前未进行过相关治疗，症

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中药材标准化教育部重点实验

状持续＞６月。签署知情同意书。

室中药资源系统研究与开发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

１．１．３排除标准２４ ｈ平均尿量＞２００ ｍＬ或平均排尿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四川成都６１１１３７
［作者简介】蔡剑，博士在读，主要从事中药有效成分治疗泌
尿外科疾病研究Ｅｍａｉｌ：ｃｉｒｃｌｅｆａｃｅｌ９７８＠１６３．ｃｏｍ
［通讯作者】彭成，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疾病动物模
型与中药复方药理毒理研究和中药新药开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３．１８

万方数据

次数＜８次者；怀孕、哺乳期妇女及拟怀孕的女性；
膀胱出口梗阻者；明显压力性尿失禁者；明显肝肾
功能异常者；泌尿系感染者；抗胆碱能药物禁忌者
或过敏者；对中、西药治疗有选择和喜恶倾向者。
１．１．４剔除标准

自动终止治疗或失去联系者；治疗

·４０·

中药与临床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ｓ

期间合并用任何其他抗胆碱能药物治疗者；未按治
疗方案用药者；因药物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者（不纳
入疗效评价，但计入药物不良反应）。

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疣ｃａ ２０１３；４（５）

２结果
２组治疗前后平均２４蚓｝尿次数、平均２４ ｈ尿失禁

２．１

次数及平均每次排尿量比较，结果见表１。

１．２一般资料
全部病例均为我院泌尿外科门诊患者，随机分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平均２４ｈｊ４ｌＥ尿次数，平均２４ｈ尿失禁次数及

平均每次排尿量比较（ｉ士ｓ）

为２组。治疗组３６例，男１６例，女２０例；年龄１９～６８
岁，平均（３２．８－４－５．３）岁；病程６～２４个月，平均（１０
士０．５）个月。对照组３６例，男１７例，女１９例；年龄
１９～７２岁，平均（３４．８－４－２．５）岁；病程６～２２个月，平均
（９ ４－１．５）个月。两组间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３治疗方法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治疗后

２组均指导患者进行膀胱训练。
１．３．１对照组琥珀酸索利那新片（安斯泰来制药中国

比较，△Ｐ＜Ｏ．０５。
由表１可见，２组治疗后平均２４ ｈ排尿次数、平均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Ｊ２００９０１０９），５ ｍｇ／次，每日１次
２４

口服。

ｈ尿失禁次数及平均每次排尿量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ｈ

１．３．２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中药缩泉丸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治疗后平均２４

汤剂（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中药房供药熬制），

排尿次数、平均每次排尿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１００

ｍＬ／次，每日３次口服。

１．３．３疗程２组均６周为１个疗程，１个疗程后统计疗

义（Ｐ＜０．０５），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
２．２患者主观疗效评价
结果显示，治疗６周后，治疗组：１９例（５２．７％）

效。

受益很多，１ｌ例（３０．６％）受益很少，６例（１６．７％）未受

１．４观察项目
①主观症状包括患者尿急、尿

益；对照组：１７例（４７．２％）受益很多，１５例（４１．７％）受

频、尿失禁症状的改善情况及起效时间。症状改善

益很少，４例（１１．１％）未受益。２组５０％的患者平均起

程度分３类：无受益、受益很少、受益很多。起效时

效时间均为６天，２组的主观受益人数和起效时间比较

间以天数记录。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１．４．１观察指标

②客观症状２４ ｈ平均排尿次数及尿失禁次数的
减少情况，平均每次尿量的增加情况。

２．３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治疗组治疗过程中出现不良反应６例，不良反应

病例记录由主管医师填写，记录患者的一般情

率１６．６７％；对照组出现不良反应１０例，不良反应率

况、病情变化及药物不良反应；患者填写治疗前后

２７．７８％。２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低于对

的排尿日记。

照组（Ｐ＜０．０５）。

１．４．２疗效评价①主要疗效指标平均每２４ ｈ排尿

３讨论

次数和平均每次排尿量。计算基线及治疗结束时、
平均每２４ ｈ排尿次数和平均每次排尿量的均数；计算
治疗结束时相对于基线的变化值。
②次要疗效指标平均每２４ ｈ急迫性尿失禁次
数，患者对治疗受益的主观感受和药物起效时间。
１．５统计分析
应用ＳＰＳＳ １２．０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均用双侧

检验，Ｐ＜０．０５被认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计数资料
用贮检验；计量资料用ｔ检验（不符合参数检验条件则
用秩和检验）。

ＯＡＢ是以尿频、尿急或急迫性失禁为特征的下
尿路功能性疾病，目前估计全世界有５０００万～１亿人
口患有ＯＡＢ［３】，其原因是非神经因素引起的膀胱逼尿
肌不稳定。逼尿肌的收缩通过激动胆碱能Ｍ受体介
导，故抗毒蕈碱制剂是治疗ＯＡＢ的主要药物。琥珀
酸索利那新是一种新型高选择毒蕈碱受体阻断剂，
对毒蕈碱受体具有高亲和性和专一性。一项研究采
用大鼠平滑肌和颌下腺模型检测本品对膀胱Ｍ型毒
蕈碱受体的选择性，结果证实其对膀胱组织、膀胱
内压的选择性比颌下组织和唾液腺更强，较其他毒
蕈碱受体阻断剂更好［４】。但口干仍然是其主要不良反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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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４１·

在临床实践中，为提高疗效和减少琥珀酸索利
祖国医学认为，小便不禁病症的发生与肾气的

那新不良反应，我们采用中药缩泉丸联合琥珀酸索

温煦和膀胱的固摄功能密切相关。《素问·宣明五气

利那新和膀胱训练的方法治疗ＯＡＢ肾虚型病例，观

论》日：“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诸病源

察患者平均２４ ｈ排尿次数、平均每次尿量，治疗组疗

候论·小便病诸候·小便不禁候》日：“小便不禁者，

效好于对照组（Ｐ＜Ｏ．０５），治疗后不良反应例数治疗

肾气虚，下焦受冷也。肾虚下焦冷，不能温制其水

组少于对照组，患者依从性较高，表明中药缩泉丸

液，故小便不禁也。”现代医学认为，排尿功能主要

联合琥珀酸索利那新治疗ＯＡＢ具有优势。

涉及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ＲＡＡＳ）、下丘脑一
垂体一肾上腺皮质（ＨＰＡ）轴和醛固醇合成酶催化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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