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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应用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枸橼酸氯米芬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不孕症的临床疗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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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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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枸橼酸
氯米芬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
相关不孕症的疗效研究

荫药物与临床

选取

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不孕症患者 96 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观察组给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枸橼酸氯
米芬片治疗，对照组给予淀粉片联合枸橼酸氯米芬片治疗，两组患者均连续治疗 6 个周期。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血液中性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总有效率、排卵率和妊娠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均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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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水平变化、排卵情况和妊娠情况。 结果

0.05）。两组患者血液中性激素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且观察组改善程度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
论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枸橼酸氯米芬片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不孕症患者，能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显著改善性激素水平，提

高排卵率和妊娠率，临床疗效较好。
【 关键词 】 多囊卵巢综合征

不孕

炔雌醇环丙孕酮片

等血液动力学指标稳定；
（5）自愿签字同意接受此治疗

要表现为月经紊乱、闭经、排卵异常、高雄性激素血症

方案，
且出院后同意按时来医院随访。排除标准：
（1）经

址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育龄女性较常见的妇科疾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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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检查发现有多个囊性卵泡者；
（2）有严重药物过敏

用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枸橼酸氯米芬片对多囊卵巢

者；
（3）近期已使用激素进行治疗者；
（4）卵巢功能早衰

综合征相关不孕症患者进行治疗，并与未加用炔雌醇环

或有卵巢癌等疾病者；
（5）分泌雄性激素肿瘤者；
（6）其

丙孕酮片的患者进行了比较，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他原因导致的不孕者；
（7）未严格按照医嘱进行治疗而

站

选取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6 月本院收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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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和方法
1.1

地

。本研究采

等，是诱发育龄妇女不孕的常见原因之一

的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不孕症患者 96 例，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8 例。观察组年龄 23~

学

35（28.2依6.5）岁，病程 1~5（3.2依0.7）年；对照组年龄 22~

无法判定临床疗效者；
（8）有其他严重疾病而不宜纳入
临床研究者。
1.2

治疗方法 （1）观察组在月经周期第 5 天给予炔

雌醇环丙孕酮片（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J20140114）口服，1 片/d，连续 21d；同时自月经周期的

第 5 天开始服用枸橼酸氯米芬片（广州康和药业有限公

35（28.1依6.8）岁，病程 1~6（3.1依0.9）年；两组患者年龄、

司，国药准字 H44021970，
50mg），1 片/d，连续 5d。
（2）对

准：
（1）参与研究的患者一般状态良好，生命体征平稳，

生产，
大小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类似，作为空白对照）口

医

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0.05）。纳入标

江

均符合《妇产科学》中关于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临床诊断
[5]

标准 ；
（2）经输卵管造影等检查确定患者子宫腔正常，
双侧输卵管通畅；
（3）男方精子活力、数量均在正常范围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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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橼酸氯米芬片

内；
（4）患者肝、肾功能正常，RBC、WBC、
PLT，凝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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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在月经周期第 5 天给予淀粉片（由温州市人民医院

服，1 片/d，连续 21d；同时自月经周期的第 5 天开始服

用枸橼酸氯米芬片，1 片/d，连续 5d。两组患者均连续治

疗 6 个周期。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根据《临床疾病诊断治

愈好转标准》中相关标准分为显效、有效和无效[6]。显效：
连续 3 个月患者的月经正常，临床症状消失，基础体温
出现 1 次以上双向曲线或妊娠；有效：连续 3 个月患者

的月经基本正常，临床症状基本消失，基础体温出现 1

次以上双向曲线；无效：月经仍不正常，症状未改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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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例数）/总例数伊100%。
（2）

例，显效 22 例，临床总有效率为 81.3%（39/48）；对照组

血液主要性激素水平变化，如雌二醇、
黄体生成素、孕酮

有效 11 例，显效 18 例，临床总有效率为 60.4%（29/

1.4

0.05）。

表示，组内比较采用配对 t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两

独立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字 检验。P＜
2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有效 17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组患者性激素水平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P＜0.05）；且观察组性激素水平改善程度
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性激素水平比较
组别

n

观察组
对照组

雌二醇（pmol/L）

黄体生成素（U/L）
治疗前

治疗后

48

615.4±158.3

1 142.3±252.7*△

6.2±1.5

12.6±3.1*△

2.1±0.6

3.9±1.6*△

48

622.3±164.8

848.2±192.4*

6.5±1.8

8.8±2.3*

2.2±0.8

2.5±1.1*

两组患者排卵情况和妊娠情况比较

治疗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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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

察组出现排卵者 37 例，排卵率为 77.1%；对照组出现排

治疗前

治疗后

白，显著改善患者的促排卵反应，通过对患者多个生理
环节进行改变，如排卵反应、精子穿透、受精卵着床，达
到有效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目的[10]。

56.3%；对照组成功妊娠 15 例，妊娠率为 31.3%；两组妊

药物，通过与下丘脑-垂体水平的内源性雌激素竞争受

址

卵者 21 例，排卵率为 43.8%；两组排卵率比较差异有统

站

娠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地

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成功妊娠 27 例，妊娠率为

3 讨论

网

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最常见的妇科内分泌疾病
之一。目前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研究逐渐增多，但确切

》

的病因尚未完全阐明，普遍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
生、发展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常、肾上腺功能

学

紊乱、
遗传、代谢等密切相关，少数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

枸橼酸氯米芬片是近年来临床常用的促性激素类

体，抑制雌激素负反馈，增加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分泌
的脉冲频率，
进而可调整促黄体生成素与促卵泡激素的
分泌比率，还能直接促使卵巢合成和分泌雌激素，促进
卵泡的发育[11-12]。服用枸橼酸氯米芬片时，需在月经周期

或撤药性子宫出血的第 5 天开始，口服 50mg/d，连续 5
次为 1 个周期，常于服药的 3~10d 可出现排卵，多数患

者能够在 3~4 个疗程内妊娠。

综上所述，炔雌醇环丙孕酮片联合枸橼酸氯米芬片

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相关不孕症患者，能显著减轻患者

巢综合征患者临床主要表现为月经异常、体表多毛、卵

的临床症状，显著改善性激素水平，提高排卵率和妊娠

巢多囊样改变、肥胖、不孕等[7-8]。其中因不孕症备受关

率，临床疗效较好。

医

有性染色体或常染色体异常，有些还有家族史。多囊卵

[9]

注，覃庆媛等 报道因多囊卵巢综合征诱发育龄妇女出

江

现不孕的比例达到了 5%~10%，严重影响育龄妇女的身

浙

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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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酮（nmol/L）

治疗前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2.3

治疗后，两

显著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 结果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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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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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SPSS 18.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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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处理

48）；两组临床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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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3）B 超监测两组排卵情况和妊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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