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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中药治疗肾阳亏虚型男性弱精子症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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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不育症是男科临床常见病，患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在引起不孕的因
素中，男性因素约占43%；在男性因素引起的不孕症
中，弱精子症占30%-40%[1]。由于本病病因复杂，很
多患者发病原因隐匿不清，因此西医对本病治疗方法
较局限。复方玄驹胶囊是浙江施强制药制药公司生产
的治疗肾阳亏虚症状的中成药物，临床较多实验已证
实其在治疗男性阳痿、早泄等性功能障碍疾病有较好
的疗效，本实验旨在采用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
观察复方玄驹胶囊治疗前后精子活力变化情况，研究
结果如下。
材料与方法
一、病例选择
1. 纳入标准：（1）年龄20~45岁，性生活正
常，女方生育力检查正常，婚后1年以上未采取任何
避孕措施而未育；（2）精子密度大于2.0×107/mL，
精液参数中向前运动的精子（a级+b级）小于50%或a
级运动的精子小于25%，精子活动率＜60%[1]；（3）
中医辨证属肾阳亏虚证（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中的有关标准）。
2. 排除标准：（ 1 ） 极 度 少 精 子 症 及 死 精 子
症患者；（2）配偶有不孕疾患，以及性生活不
正常、逆行射精或不射精、生殖系统感染患者；
（3）由明确遗传因素或性激素紊乱所导致的不育
患者；（4）先天畸形精道梗阻、睾丸萎缩、精索

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36例。治疗组
年龄22~45岁，平均（34.86±5.92）岁；病程1~9年，
平均（2.95±2.46）年。对照组年龄20~44岁，平均
（33.67±6.03）岁；病程1~8年，平均（2.78±2.49）
年。两组基线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具有可比性。
三、治疗方法
1. 对照组：予左卡尼汀口服液联合我院协定方
十子三花汤治疗。左卡尼汀口服液（东北制药总厂生
产，国药准字H19990372），每次1支（含左卡尼汀
1g），每日2次，口服。疗程为3个月。十子三花汤
（菟丝子、沙苑子、覆盆子、蛇床子、枸杞子、女贞
子、五味子、车前子、玫瑰花、荷花蕊等）辨证加
减，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疗程为3个月。
2. 治疗组：予复方玄驹胶囊联合我院协定方十
子三花汤治疗复方玄驹胶囊（浙江施强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国药准字Z20060462）每次3粒，每日3次，口
服。疗程为3个月。十子三花汤药物服用方法同上，
疗程也为3个月。
四、观察方法
1. 精液指标：检查前禁欲2~7d，以手淫方法采
集精液于清洁容器中；精液于37 ℃保温液化后，依
照WHO推荐标准[1]，用全自动精子分析仪进行精液常
规分析。将精液标本于3 000×g ，离心15min，分离
精浆，采用本院检验科依照WHO人类精液及精液-宫

静脉曲张大于Ⅱ度者；（5）正在服用抗癫痫病、
抗肿瘤等有碍精子生成及活力的药物者；（6）合
并心血管、肝、肾、造血系统严重原发性疾病以及
精神病患者；（7）过敏体质或对本研究用药过敏
者；（8）最近3个月内服用过生精药物者；（9）
从事放射、电焊等特殊职业者；（10）未按规定治
疗，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影响疗效或安全性
判断者。
二、一般资料
72例病例均为2008年8月至2011年12月本院泌尿
男科门诊收治的男性不育弱精子症患者，采用随机

颈粘液相互作用检验手册第四版配制的精浆检测试剂
进行精浆检测。
2. 临床疗效：疗程结束后，参照《不育夫妇标
准检查与诊断手册》 [1] 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中的有关标准评定临床疗效。（1）痊愈：配
偶受孕；（2）显效：虽未受孕，但治疗后弱精子症
精子活力已正常［（a+b）级≥50%，或a级＞25%、
精子活动率≥60%］；（3）有效：精子活动率有
改善［（a+b）级>30%，或a级提高＞30%、精子存
活率提高＞30%］；（4）无效：精子活动率提高
≤30%，或治疗前后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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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统计学方法
试验数据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 检验；计数指标采用x2检验
（等级资料采用Ridit分析）。所有的统计检验均为双
侧检验，P ≤0.05被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临床疗效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72例病例，研究过程中对照组
有1例因经济原因、1 例因恶心呕吐未按要求服药
而未纳入分析。治疗组、对照组总有效率分别为
80.56%、82.35%；组间临床疗效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 ＞0.05），见表1。
表2
组别
a级精子(%)
(a+b)级精子(%)
精子活动率(%)
精子密度(×106/mL)

二、精液指标变化情况
两组治疗前后组内比较，治疗后a级精子、
（a+b）级精子以及精子活动率以及精子密度
均 明 显 优 于 治 疗 前 （P ＜ 0 . 0 5 ） 。 组 间 治 疗 后 比
较 ， a 级 精 子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 ＜ 0 . 0 5 ） ， 但
（a+b）级精子、精子活动率两组比较无显著差
异（P ＞0.05），精子密度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0.05）。见 表2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x±s，例）

表1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n
36
34

痊愈
8
8

显效
11
9

无效
7
6

总有效率(%)
80.56
82.35

两组精液指标变化情况比较（x±s）
治疗组

治疗前
16.12±5.23
32.43±6.57
41.33±7.63
23.57±8.78

有效
10
11

对照组
治疗后
25. 21±8.97
58.17±9.70
75.87±10.61
42.53±12.56▲

三、不良事件
对照组完成的34例中有1例出现轻度的一过性头
晕，1例出现身体异味未作处理坚持治疗直到疗程结
束，未影响疗程。治疗组未见明显异常变化。
讨
论
男性不育症乃当今世界医学难题，其发病率有
逐渐上升趋势，弱精子症是男性不育症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病因尚不完全清楚，宏观上可能与未知的免疫
因素、营养状况及精神心理等因素有关[3]，微观上精
子的活力获能可能来源于精子线粒体鞘内，果糖在一
系列酶作用下，通过无氧酵解或三羧酸循环进一步降
解以释放能量，供精子活动[4]。有报道显示精浆果糖
与精子活动数量、活力及受精能力呈正相关[5]，当精
浆果糖浓度低于正常时，精子缺乏能量来源，精子
活力减低而造成不育[6]。左卡尼汀又称肉碱，维生素
BT。具有启动精子运动，促进精子成熟及提高精子
受精能力，参与调节Sertoh细胞功能，保护精子对抗
活性氧（ROS）诱导的氧化损伤，减少生精细胞凋亡
等作用。在临床上，口服左卡尼汀治疗少弱精子症引
起的男性不育已经取得公认较好的疗效[7]，但因其价
格昂贵，又不在医保范围内，且加上其又有诸如恶心
呕吐、身体异味、诱发癫痫等副作用往往让患者望而
却步，寻求一种有效又兼顾少毒副反应的天然植物药
物治疗正越来越赢得患者欢迎，祖国的瑰宝中医药当
仁不让。

治疗前
15.87±5.49
33.50±6.91
42.15±7.90
22.45±9.05

治疗后
28.34±10.43▲
60.07±10.69
78.82±10.38
36.55±11.87

男性弱精症属中医“精冷”、“精薄”、“精
清”、“精少”范畴，是导致男性不育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病因病机较为复杂。在《金匮要略》中有相
关少弱精子症的记载，如《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
六》道：“男子脉浮弱而涩，为无子，精气清冷。”
目前，传统中医认为“肾”的因素是最重要的[8]。中
医认为“肾主生殖”，《内经》云：“肾者主蛰，
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又云：“丈夫八岁，肾气
实……；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
和，故能有子……”明确指出男子生育根源在肾，精
子的生成与肾有直接关系，治疗应以补肾，通精道为
基本原则。临床上针对补肾，又有填精、育阴、益
气和温阳等的不同，并由此带来所用药物的差异，当
然，也就会有一定的疗效差异。
复方玄驹胶囊共有4种药物组成，其中黑蚂蚁补
肾强身、滋阴壮阳、填精固髓为君，仙灵脾壮阳补
肾为臣药，蛇床子壮阳燥湿祛风为佐，枸杞子补气强
精、滋补肝肾为使，入药中取“善补阳者，阴中求
阳”之义。现代研究显示，黑蚂蚁中含有28种游离氨
基酸（包括人体必须的8种氨基酸）；含维生素B1、
B2、B12、C、D、E等；含钙、铁、磷、锰、硒、锌
等20多种微量元素，特别是被誉为“生命火花”，锌
的含量最为丰富，每千克含锌达120~198mg；含三萜
类化合物、蚁酸、三磷酸腺苷（ATP）及人工无法合
成的草体蚁醛、白细胞介素-2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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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含量在百万种动、植物中名列前茅 [8] ，而众所周
知，锌是参与精子生成生长过程中重要元素。仙灵脾
中主要有效成分淫羊藿总黄酮也含有丰富的锌元素，
且已有大量研究表明其具有雄激素样作用，能够有效
提高精子的密度和活力[9]。蛇床子中的蛇床子素在体
外试验中能够明显提高大鼠血清中睾酮的含量，增加
其睾丸、附睾、精囊的重量[10]，枸杞子含有较多的枸
杞多糖和牛磺酸、甜菜碱、维生素 B1、B2、E、C，
特别是类胡萝卜素含量很高，具有提高免疫功能，
增强生殖细胞活力的作用[11]。诸药配伍具有良好的温
肾、壮阳、益精之功效，主治肾阳虚引起的少腹阴器
发冷，精冷阳痿、神疲腰酸等症。本次实验正是看中
其严谨的药物配伍及药物中良好的益精温肾的作用，
来针对肾阳亏虚型患者，再加上每味药物中都含有
丰富的、与精子活力相关的微量元素，正可谓药至病
所，如鼓桴槌。
自拟方药中采用的是我院泌尿男科协定方十子
三花汤，采用（菟丝子、沙苑子、覆盆子、女贞子、
五味子、车前子、玫瑰花、荷花须等）众多花子类药
物，所谓“取类比像、以形补形”是祖国医学中经常
使用的概念。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植物的种子，有
繁殖的特性，因此对人类的生殖也有一定作用，因此
常用植物种子入药，几成传统和习惯。现代医学证明
种子所含的一些有作用的成分一般比植物的其他部位
高，如生物碱、苷类、挥发油、有机酸、氨基酸、蛋
白质和酶及糖类，尤其是油脂类[12]。古籍及历代医家
对种子类的药用多有描述，不再赘云。现代科学证实
植物的生殖器官花类也和种子一样，富含挥发油、有
机酸、氨基酸、核糖核酸和酶及糖类，尤其在花粉中
各种生殖细胞合成所必需的氨基酸、核糖核酸、脱氧
核糖核酸和活性酶类及维生素、微量元素都是植物
其它部位所不能比及的[13-15]。本实验的结果提示治疗
组虽然在a级精子的改善上略逊于西药制剂，但是在
（a+b）级精子、精子活动率等方面疗效相类似，在
精子密度上的疗效优势更提示了中药制剂治疗弱精子
症是以提高精液整体质量为治疗机制，而非现代药物
以改善某一理化指标单点突破见长。
本研究结果表明，运用以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中
药汤剂治疗男性弱精子症可以显著改善精液活率，总
体疗效和现代药物相当，精子密度改善还优于现代药
物，又无现代药物的毒副作用，安全有效，具有一定

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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