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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精液异常所致
男性不育症研究进展
卢金玉 卢锦燕 鲁小健 沈雁珊
男性不育症指夫妻婚后同居 1 年以上，未采

2

不同类型精液异常所致不育症的辨证论治

用任何避孕措施，由男方原因造成不孕。据报道，

2.1 少精子症：中医古文献中有“精液稀薄”
“少

在 15%～20%不能生育的育龄夫妻中男性因素约

精”
“乏嗣”等记载。研究表明，经多次精液化验

［1-2］

占 50%

。近年来，中医对男性不育症的研究已

精子密度低于 2 000 万/ml 者，受孕率将明显下降。
［7］

逐渐形成由经验医学研究模式，向现代医学研究

关俭等

采用强精汤治疗少弱精子不育症，并与

模式转变的趋势，随着研究的深入，对男性不育

五子衍宗丸对照观察。认为强精汤具有补肾健脾

症进一步的分类细化研究也是发展中的必然。本

生精之功效，可增加精子密度及精子活力。南勋

文主要综述了中医药治疗精液异常所致的男性不

义等

育症，现整理如下。

性不育，服药 3～6 个月后 182 例患者全部治愈，

［8］

采用复方生精冲剂（胶囊）治疗少精症男

配偶怀孕率为 69.2%。周华等
1

病因病机

［9］

观察聚精丸治疗

125 例少弱精子症的临床疗效。临证时将患者随机

中医对不育症的认识由来已久。清代陈士铎

分为对照组 40 例和治疗组 85 例。对照组服用维

在《石室秘录》中将男性不育症分为六种：
“男子

生素 E，100 mg/次，2 次/d；治疗组口服聚精丸，

不生子有六病„„一精冷也，一气衰也，一痰多

5 g/次，3 次/d。结果，聚精丸可改善少弱精子症

也，一相火盛也，一精少也，一气郁也”
。其中精

患者的精液质量。徐福松

冷主要指精液清冷、稀薄及精子质量低下等；精

所致男性不育，应从脾肾论治，以提高精子质量

少主要指精液量、精子数过少症

［3］

［10］

认为，治疗少精子症

。中医根据其

为主，增加精子数量，调节精液异常为辅。临证

发病特点及临床表现，将其归为“无嗣”
“精气清

时采用聚精汤治疗少精子症所致男性不育症，总

冷”
“精少”等范畴。研究认为，男性不育症与先

有效率为 80%。庞保珍和赵焕云

天不足、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精少、精气衰则

治疗少精不育 60 例，总有效率为 83.3%。此外，

生殖功能衰退弱，导致精血不足、肾气虚弱为男

采用自拟逍遥生精丹治疗精子减少性不育症 65 例，

性不育的主要原因

［4］

［11］

以益肾生精丹

。研究认为，不育症多为肾

认为对少精不育除辨证治疗外，还要注意通经，

虚、气滞血瘀、湿热痰浊三者单独或相互作用、

通经包括疏通十二经脉与奇经八脉，远志、蜈蚣、

相互夹杂的结果，病位重点在肾、肝、脾三脏

［5］

。

［6］

方培群和李伟豪

认为，本病主要为先天禀赋不

石菖蒲、王不留行、丹参、香附等疏通十二经脉
［12］

与奇经八脉之药可酌情选用。王琦

认为肾阴肾

足，加上后天诸多因素如湿热内生，下注精室，

阳不足或后天水谷失养可致精子减少，同时气滞

瘀血内生，阻塞精道等所致。

血瘀，或痰湿、湿热阻塞精道也会影响精子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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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分五型治疗，肾精亏虚证方选七宝美髯丹合
五子衍宗丸；命门火衰证选用金匮肾气丸合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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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煎；气血两虚证采用河车种子丸治疗；湿热下注

勋义等

证方选龙胆泻肝汤合六味地黄丸；气滞血瘀证选

弱精症，经 3～6 个月的治疗后，治愈率为 93.8%，

血府逐瘀汤加减。

配偶怀孕率 70%（91/130 例）。

2.2

弱精子症：弱精子症指精子活动力减弱或活

2.3

采用复方生精冲剂（胶囊）治疗 130 例

死精子症：死精子症系指精液中精子的成活

动率减低，一般认为 a 级精子＜25%，或 a＋b 级＜

率降低，死亡精子超过 40%。生精功能障碍、附

50%，或精子活动率＜60%即可诊断。在一项 253

属性腺器官炎症、精索静脉曲张、隐睾、睾丸局部

［13］

［18］

例男性不育者调查中，
弱精症者 103 例
（40.7%） 。

温度过高等均可导致精子死亡数增加。杨光等

在另一项 1 186 男性不育症的调查中，弱精症 625

观察了死精子症患者用聚精颗粒治疗前后精液参

［14］

例，占 52.7%

对 2 367 例男性进

数、精子凋亡率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与正常

行精液常规检查分析，结果显示总异常率为

生育组相比，治疗前患者精子凋亡率较高，治疗

97.16%，其中弱精子症为 63.47%，精子活率低下

后凋亡率下降；精液参数及配偶受孕率亦有明显

为 59.65%，高于其他各项异常指标。由此可见，

改善。柳常青

弱精子症已是男性不育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

用自拟生精丸治疗男性少精死精症 150 例。结果，

弱精子症男子不育病情复杂，临证时应察其形气

痊愈 108 例（72%）
，显效 33 例（22%）
，有效 7

阴阳盛衰，脏腑寒热虚实，各求其原分而治之。

例（4.7%）
，无效 2 例（1.3%），总有效率为 98.7%。

提出了男子不育治疗九法：滋肝肾养精血，方选

离振东

生髓育麟丹、五子衍宗丸合右归饮加减；温命门

动”“气主温煦和推动”“肾主生殖”理论，自拟

生肾火，方选赞育丹、七宝美髯丹合右归饮加减；

五子补阳益气汤治疗，临床疗效满意。

煦脾气裕心火，方选归脾汤、七福饮合十全大补

2.4

丸加减；疏肝郁悦情志，方选达郁汤、宣志汤合

足以稀释阴道中的酸性分泌物，从而影响精子活

启阳娱心丹加减；清湿热泄虫毒，方选萆解分清

力。引起精液过少的原因主要有：房事过频，使

饮、四妙丸合菟丝子丸加减；化瘀阻通经络，方

精液的贮存不足而致精液过少；长期精神紧张以

选血府逐瘀汤、当归补血汤合六味地黄加减；利

及各种应激刺激；全身性慢性消耗性疾病如结核

湿邪祛痰浊，方选越鞠丸、涤痰汤合火土既济丹

病、营养不良；生殖系统局部病变，如前列腺炎、

加减；驱寒邪温精室，方选暖肝煎、斑龙丹合还

精囊炎等。生理性的精液过少不需要治疗，只要

少丹加减

［16］

。沙艳伟等

［15］

。廖芝健等

［17］

［19］

依据补肾精、益肾气的理论，采

［20］

根据死精子症的临床表现及“阳主升主

精液量少：精液过少时，精液碱性分泌物不

评估了短程补肾疗法

延长同房间隔时间即可；精神紧张者则需休息；

对肾虚型弱精子症患者近期精液质量的影响，将

炎症引起者应暂停同房，用药物治疗，并注意补

121 例弱精子症患者辨证分为 3 组，肾阴亏虚型组

充营养，锻炼身体，提高机体的抵抗力。王琦

予左归饮合五子衍宗丸加减，肾阳不足型组予金

认为，精液量减少多因肾精亏损，热伤精室或精

匮肾气丸合五子衍宗丸加减，脾肾两虚型组予十

窍阻滞所致，有虚实之别。将其分为五型论治。

子汤合六君子汤加减。1 剂/d，共 4 周。分别于治

肾精亏虚证型，方用生髓育麟丹；热伤精室证型，

疗前及治疗 4 周时行计算机辅助精液分析，比较

方选大补阴丸，或知柏地黄丸、大造丸等；气血

每组治疗前后精子浓度、a 级精子百分率、a＋b

两虚证型，方选八珍汤合五子衍宗丸；湿热蕴阻

级精子百分率、精子活动率等精液参数的变化。

精道证型，方选三妙丸合萆薢分清饮；瘀血阻滞

结果，短程补肾疗法可显著改善肾虚型患者近期

证型，方选血府逐瘀汤合五子衍宗丸。

精液质量，尤其对肾阳不足型患者疗效更佳。南

2.5 精液液化异常：一般认为，精液射出后 30 min

［12］

²473²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4年5月第36卷第5期 Int J Trad Chin Med, May 2014, Vol. 36, No.5

未能完全液化，或超过 1 h 开始液化称之为精液液
化异常。精液不液化症与肾、肝密切关系

［21］

。吴

［22］

明贵等

观察了复方玄驹胶囊对 182 例精液液化

异常患者精子质量及精液液化状态的变化，治疗

显效 31 例（67.39%）
、无效 6 例（13.04%）
。
白细胞精子症：精液白细胞数＞1³106/ml

2.7

为白细胞精子症。不育男性中白细胞精子症发生
［27］

率为 6.8%～32.0%。主要因生殖系统感染所致

。

［12］

组 100 例口服复方玄驹胶囊，对照组 82 例口服生

王琦

精胶囊。结果，复方玄驹胶囊对少、弱精子症并

龙胆泻肝汤合五味消毒饮加减；肾阴亏损证，方

［23］

将本症分为两型治疗，湿热蕴结证，方选
［28］

精液液化异常具有较好疗效。王恒才和李军涛

选知柏地黄丸加味。张润民

采用生精片治疗精液液化异常患者，治疗组 75 例

药，配合菟丝子、覆盆子、车前子、女贞子等治

采用生精片＋维生素 C 片；对照组 55 例，采用前

疗白细胞精子症所致不育症，效果良好。

列欣胶囊＋维生素 C 片。两组均为 30 d 为 l 个疗

2.8 男性抗精子抗体：抗精子抗体（AsAb）是造

程。治疗 1 个疗程后检查精液液化情况，3 个疗程

成免疫性不育的原因之一。樊新爱和周书元

统计疗效。结果，第 2 个疗程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用免疫不育方治疗免疫不育症 60 例，结果，血清

69.3%，对照组为 40.0%（P＜0.01）
；治疗后第 3

或精浆 AsAb 阴性，尾尾凝集消失 50 例；血清或

个疗程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5.3%，对照组为 56.4%

精浆 AsAb 阳性，尾尾凝集减少 9 例；无效 1 例，

［24］

（P＜0.01）
。谭青蓝

将本病分三型治疗，阴虚

以白花蛇舌草为主

［ 29 ］

［30］

总有效率为 98%。江立军和李波

以八珍消抗汤

火旺型选知柏地黄汤加减；湿热下注型选龙胆泻

治疗男性免疫性不育症 84 例，结果，血清 AsAb

肝汤合萆薢渗湿汤加减；痰瘀阻滞型选导痰汤合

转阴率为 76.7%，治疗后的精子密度、精子活动率、

少腹逐瘀汤加减，临床疗效满意。

A 级活力精子、B 级活力精子等指标均显著改善。

［25］

2.6 畸形精子症：周辉等

观察了 26 例畸精症

［31］

李凯英等

以化痰祛瘀方治疗男性 AsAb 不育症

患者服用中药黄精赞育胶囊（黄精、熟地黄、枸

30 例。结果，痊愈 12 例、好转 13 例、无效 5 例，

杞子、芡实、莲子、山药、党参、茯芩、薏苡仁、

总有效率为 83.3%。

当归）治疗前后，其精浆中活性氧（ROS）含量

2.9

的变化，并与 15 例正常生育男性对照观察。3 个

的一项有价值的指标，特别是对不明原因的男子

月为 1 个疗程，观察用药前后精液中畸精精子百

不育者

分率的变化，并检测用药前后精浆中过氧化氢、

精子顶体酶异常的男性不育症患者，3 个月为 1 个

丙二醛、超氧化物歧化酶含量。结果，黄精赞育

疗程，观察治疗前后精子顶体酶活性、精子正常

胶囊可有效降低畸精症患者精液中畸形精子百分

形态率及精液参数的变化情况。结果，治疗后患

率，其可能通过降低精浆中活性氧含量而改善精

者精子顶体酶活性、精子正常形态率与精子密度、

［12］

液质量。王琦

将其分为三型治疗，肾阳虚证方

顶体酶异常：顶体酶活性是判断精子生育力
［32-33］

［34］

。何旭锋等

采用暖精煎治疗 78 例

活率、活力均提高，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
［35］

选赞育丹加减；肾阴虚证方选六味地黄汤合五子

学意义（P＜0.01）
。陈定雄等

衍宗丸加减；湿热下注证方选利湿益肾汤。徐新

散治疗顶体酶异常男性不育症 60 例，经 3 个月的

建等

［26］

认为，本病以脾肾亏虚、湿盛血滞为主，

采用自拟蛭蜈蚣

治疗后，治愈率为 90%，总有效率 96.67%。杜鹏
［36］

治疗采用自拟抑畸煎（山茱萸 12 g、枸杞子 15 g、

和丘勇超

观察了 32 例黄精赞育胶囊对男性不

蛇床子 15 g、
菟丝子 15 g、
女贞子 15 g、
家韭子 15 g、

育症患者顶体酶活性和精子动态学相关指标的影

沙苑子 15 g、车前子 15 g、黄柏 9 g、生地黄 12 g、

响，治疗 3 个月后认为，黄精赞育胶囊可提高患

白术 9 g）
。结果，46 例患者痊愈 9 例（19.57%）
、

者精子顶体酶活性及精子动态学各项参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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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子质量。

［14］ 金保方，黄宇峰，杨晓玉，等. 1186 例男性不育患者实验室

小结

［15］ 沙艳伟，刘睿智，许宗革，等. 2368 例男性不育门诊患者实

检查结果及病因分析[J]. 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5，
21（5）
：
318-320.

3

验室检查结果分析[J].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2004，12（4）
：

男性不育症为影响男性健康、家庭和谐的疾

116-117.

病，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中医药治疗男性不

［16］ 徐波，付伟. 弱精子症的中医证治研究[J]. 中国当代医药，

育症，古今医家均对此进行过深入研究，也取得

［17］ 廖芝健，周建甫，殷振超，等. 短程补肾疗法对肾虚型弱精

了较好疗效。但许多病因病机尚有待进一步探讨，
男性不育症的研究方法要在突破单一传统研究方
法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
相结合的形式，并不断引进、移植、扩大、开拓

2009，16（5）：58-60，63.
子症患者近期精液质量的影响研究[J]. 中华男科学杂志，
2013，19（2）：159-162.
［18］ 杨光，卞廷松，史兵伟，等. 聚精颗粒治疗死精子症 36 例疗
效观察[J]. 辽宁中医杂志，2010，37（9）：1759-1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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