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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益精丸治疗肾阴虚型精液活动力
异常不育症的临床研究
卢金玉 卢锦燕
【摘要】 目的 观察补肾益精丸治疗男性精液活动力异常的临床疗效。方法 收集 60 例肾阴虚型
男性不育症患者，均采用补肾益精丸治疗，3 个月为 1 个疗程，共治疗 2 个疗程。比较患者治疗前、后临
床症状的改善情况，并对 10 例有完整精液常规检测资料的患者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 本组 60 例肾阴
虚型男性不育症患者治疗后，痊愈 20 例，受孕率为 33.3%。统计 10 例患者治疗后配偶受孕情况，其中
痊愈 5 例，受孕率为 50.0%。疗程结束后，患者五心烦热、盗汗口干、腰膝酸软、舌红少苔、脉细数等症
状明显改善[治疗前分别为(2.67±0.57)分、(2.38±0.56)分、(2.43±0.54)分、(2.46±0.52)分、(2.96±0.53)
分，治疗后分别为(0.67±0.24)分、(0.60±0.23)分、(0.52±0.23)分、(0.86±0.24)分、(0.91±0.22)分，
P＜0.05]。此外，治疗后精子活动力 A 级、B 级、C 级也较治疗前明显提高[治疗前分别为(22.6±2.36)%、
(13.3±1.25)%、(3.1±0.58)%，治疗后分别为(35.1±3.15)%、(17.6±3.01)%、(11.1±1.26)%，P＜0.05]。
结论 补肾益精丸可有效改善肾阴虚型男性不育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精子活动力，提高其配偶怀孕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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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ushen-Yijing pill on infertility due to kidney yin
deficiency-induced sperm abnormality in male Loh Kim Gek, Loh Kin Yee. Infertility Group,
Singapore Thong Chai Medical Institution, 169874, Singapore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Bushen-Yijing pill on infertility due to
sperm abnormality in male . Methods Sixty male patients with infertility due to sperm abnormality were
enrolled and diagnosed with the pattern of kidney yin deficiency according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ll the cases were prescribed with Bushen-Yijing pill for 2 treatment courses for 6 months (3 months
per treatment course). Clinical symptoms were compared between pre- and post-treatment, of which 10 cases
with complete routine semen report were analyzed statistically. Results Of 60 male infertility patients with
pattern of kidney yin deficiency, after 2 courses of treatment, 20 were cured at a conception rate of 33.3%. Five
of the 10 cases with complete routine semen report were cured, at a conception rate of 50%. After treatment,
the symptoms, including feverish sensation in chest palms and sloes, night sweating and dry mouth, aching and
weakness of waist and knees, reddish tongue with little coating, and thin and rapid puls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from 2.67±0.57, 2.38±0.56, 2.43±0.54, 2.46±0.52, 2.96±0.53 scores before treatment to
0.67±0.24, 0.60±0.23, 0.52±0.23, 0.86±0.24, 0.91±0.22 scores, respectively (P＜0.05). In addition, after
treatment the sperm activity at grade A, B, C was markedly improved from (22.6±2.36)%, (13.3±1.25)%,
(3.1±0.58)% before treatment to (35.1±3.15)%, (17.6±3.01)%, (11.1±1.26)%, respectively (P＜0.05).
Conclusion Bushen-Yijing pill could effectively treat male infertility due to kidney yin deficiency-induced
sperm abnormalit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sperm activity, and hence increase the conception rate of
their wives.
【Key words】 Sperm abnormality；Kidney yin deficiency；Bushen-Yijing p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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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症为一种病因复杂的临床常见病。

的 46% 1 。2000 年前在我院诊治的患者中，每 10

在男性不育症患者中，精液异常为其主要原因，

对患者约有 5 对检测出男性精液异常，至 2003 年

而弱精子症是精液异常的类型之一，约占不育症

约为 6 对，2005 年约为 7 对。不孕患者中男性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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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病机率有上升趋势。根据精液常规检查报告
显示，造成不育症的原因主要为精子活动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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畸形率高及 HBA 检验指标偏低等方面。本研究采

个疗程，2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用自拟补肾益精丸治疗精液活动力异常所致的男

1.5

性不育症，取得一定疗效，现报告如下。

照 WHO 的精子活动率分级方法：a 级：活动良好，

临床观察指标：①实验室检查，精液分析参

向前运动活跃；b 级：活动一般，可有中等的前向
1

资料与方法

运动；c 级：活动不良，运动微弱；d 级：不活动，

1.1 一般资料：全部病例均选自 2004 年至 2009

无向前运动。②以配偶是否受孕及实验室检查之

年同济医院不孕症研究组门诊患者，平均年龄为

精子密度、存活率及活动率(a＋b%)等为观察指

36.16（30～49）岁；平均婚龄 6.2（2～9）年。研

标。③临床症状积分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

究期间，共收治 75 例男性不育患者，根据中医辨

研究指导原则》3 并结合本研究中患者常见症状，

证分型标准判定 60 例患者属肾阴虚型（症见五心

从 5 方面进行治疗前后的积分比较。积分标准：

烦热、腰膝酸软、盗汗、口干，舌红少苔，脉细

临床症状明显持续者积分为 3 分，治疗后症状改

数等）
，采用治疗前后自身对照研究的方法，对临

善比治疗前减轻 1/3 以上积分为 2 分，治疗后临床

床症状改善情况进行比较。治疗前后做完整的精

症状比治疗前减轻了 2/3，积分为 1 分，治疗后临

液常规检测，进行临床疗效统计。

床症状消失了，积分为 0 分。

1.2

病例纳入及排除标准：⑪纳入标准：①符合

［ ］

疗效判定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1.6

［ ］

西医临床诊断标准，见文献［2］；②符合肾阴虚

导原则》3 进行疗效评定。治愈：配偶受孕；显效：

型男性不育症中医辨证分型标准；③婚后同居 2

未受孕，但治疗后 3～6 个月精子数量、活动率等

年以上，性生活正常、未避孕而不育者；④经检

常规检查正常；有效：精液常规检查有群级改善，

查属男性睾丸生精过程或附属性腺功能异常者；

如 C 级进入 B 级；无效：治疗前后无变化。

⑤均经同济医院及同济医药研究院道德伦理委员

1.7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6.0 软件包进行统

批准，进行临床病例观察。⑫排除标准：①配偶

计学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

有不孕疾患者；②无精子症者；③性生活不正常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者；④服用抗癫痫病、抗肿瘤等有碍生精及精子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活力的药物者；⑤先天畸形，染色体异常，精络
梗阻，睾丸萎缩及精索静脉曲张 II 度以上者。
1.3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肾阴虚型男性不育症主

结果

2

治疗前后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疗程结束

2.1

症：性欲强烈，性交过频，婚久不育，精液不液

后，患者五心烦热、盗汗口干、腰膝酸软、舌红

化或死精子过多，或精子过少，畸形精子过多。

少苔、脉细数等症状积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

次症：五心烦热，盗汗，口干，腰膝酸软，头晕

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1。

耳鸣，或足跟疼痛，舌红，少苔或无苔，脉细数。
具备以上主症 1 项和次症 2 项，即可确诊。
1.4

治疗方法：全部患者均仅服用补肾益精丸治

表1

男性不育症患者症状改善积分比较(分， x  s )

观察时间 例数 五心烦热 盗汗口干 腰膝酸软 舌红少苔
治疗前

60

2.67±
0.57

治疗后

60

0.67±
0.24a

疗。药物组成：太子参、丹参、淮山药、车前子、
菟丝子、败酱草、淫羊藿、麦冬、白芍、覆盆子、
山茱萸、柴胡、五味子、甘草等制成胶囊（每粒
胶囊含生药 350 mg）
，3 次/d，3 粒/次，3 个月为 1

脉细数

2.38±
0.56

2.43±
0.54

2.46±
0.52

2.96±
0.53

0.60±
0.23a

0.52±
0.23a

0.86±
0.24a

0.91±
0.22a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2.2 治疗前后精子活动力比较：对其中 10 例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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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精液常规检测资料统计发现，患者精子活动力

功能紊乱，精气藏泄失宣而致精液异常；③饮食

等均较治疗前升高（P＜0.05)，见表 2。

方面：饮食不节，或后天水谷不足；或嗜食辛辣

表 2

男性不育症患者治疗前后精子活动力比较(%，
xs)

观察时间

例

精子活动力

精子活动力

精子活动力

数

A级

B级

C级

治疗前

10

22.6±2.36

13.3±1.25

3.1±0.58

治疗后

10

35.1±3.15a

17.6±3.01a

11.1±1.26a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aP＜0.05

厚味，湿热内生，致精液异常。④性方面：不洁
性交，秽浊内积，淫毒侵染，或感受风热、疫毒、
风寒之邪，邪毒下注导致精液异常

［5-6］

。近年，有

报道认为，受紧张忧郁的情绪刺激，影响性激素
的分泌，阻碍激素的释放，不同程度影响精子的
衍生，引起不育。新加坡人因工作压力，情绪忧

2.3 治疗前后临床疗效比较：本组 60 例肾阴虚型

郁，心神不宁，紧张忧郁的刺激明显影响性激素

男性不育症患者，经 2 个疗程治疗后，痊愈 20 例，

分泌，加上饮食习惯、气候环境等因素可能造成

受孕率为 33.3%。统计 10 例患者治疗后配偶受孕

男性精子的数量、质量降低，造成不育症。同时

情况，其中痊愈 5 例，受孕率为 50.0%。

考虑到新加坡的地理因素，我们治以“补肾疏肝，
益心安神，活血化瘀，佐以清利湿热法”
，达到标

3

本兼治的目的，拟定补肾益精丸用于男性精液活

讨论
男性不育症属中医“无子”“绝育”“无嗣”

动力异常不孕症治疗，可改善男性精液异常引起

范畴。中医认为肾精的盛衰决定着男子的生育能

的不育症患者的中医症状及精液活动力，有助于

力，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丈夫八岁，肾

提高配偶受孕率。

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
[ ]

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4 。同时又认为肾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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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又赖脾的运化功能，脾为后天之本，生化
之源，脾气足运化功能正常，则后天精微化生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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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肝之盛衰与肾息息
热，血液瘀滞。湿热内扰精室，阻塞精道皆可影

［4］

液异常；②情志方面：情志异常，机体脏腑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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