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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以滋阴补肾、益气养血为治则，运用参芪地黄汤配

素水平的改善情况优于对照组。提示参芪地黄汤联合克龄蒙治

合克龄蒙治疗肾阴虚型 POF。方中山萸肉味酸、涩，性微温，

疗肾阴虚型 POF，较单纯使用克龄蒙疗效更好。在恢复排卵

善补益肝肾、收敛固涩；山药味甘、性平，既能养阴益气、

周期后停药，治疗组中的大部分患者仍保持正常或基本正常的

又可补脾肺肾；泽泻味甘、性寒，善泄相火、渗利湿浊；牡

月经周期，部分患者 BBT 呈现双相态势，远期疗效较优，值

丹皮味辛、微寒，善清热凉血、退虚热；茯苓甘补、性平，

得在临床推广。

益气健脾；生地黄善补血滋阴、填精益髓；女贞子益肝肾、
清虚热；白芍养血调经；赤芍凉血散瘀；当归补血活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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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血清性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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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补肾健脾疏肝法对高龄卵巢储备功能低下 （DOR） 患者卵泡刺激素 （FSH）、促黄体生成素 （LH）、雌二醇
（E）
及抗苗勒氏管激素 （AMH） 水平的影响。方法：将 70 例高龄 DOR 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成中药组和西药组各 35 例。中药
2
组予补肾健脾疏肝法治疗，西药组予激素替代疗法治疗，2 组均治疗 6 月。观察 2 组治疗前后 FSH、LH、E2 及 AMH 水平的变化。
结果：治疗后，2 组 FSH、LH 及西药组的 AMH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 （P ＜ 0.05，P ＜ 0.01），2 组 E2 水平均较治疗前升高 （P ＜
0.05，P ＜ 0.01）；中药组的 E2 水平高于西药组 （P ＜ 0.05）。结论：补肾健脾疏肝法能有效降低高龄 DOR 患者的 FSH、LH 水平，
提高 E2 水平及延缓 AMH 的下降速度。在延缓 AMH 下降速度方面，效果优于西药组，且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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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Reinforcing Kidney and Strengthening Spleen and Soothing Liver
Therapy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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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To obs 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reinforcing kidney and s trengthing s pleen and s oothing liver therapy on
level of follicle s tim ulating horm one (FSH)， luteinizing horm one (LH)， es tradiol(E2) and anti- m ullerian horm one (AMH) in elderly
patients w ith Dim inis hed ovarian res erve (DOR). Methods： Selected 70 elderly patients w ith DOR， and divided them into the
Chines e m edicine group and w es tern m edicine group w ith 35 cas es in each random ly，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 ber table
m ethod. The Chines e m edicine group w as given reinforcing kidney and invigorating s pleen and s oothing liver therapy and the
w es tern m edicine group w as given horm one replacem ent therapy. Treatm ent of the tw o groups both las ted for s ix m onths .
Obs erved change of levels of FSH，LH，E2 and AMH of the tw o groups . Results：After treatm ent，levels of FSH and LH of the
［收稿日期］ 2016-11-03
［作者简介］ 陈玉 （1982-），女，住院医师，主要从事妇科临床工作。
［通讯作者］ 黄彩虹，E-mail：870011320@qq.com。

新中医 2017 年 3 月第 49 卷第 3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March 2017 Vol.49 No.3

· 85 ·

tw o groups and AMH levels of the w es tern m edicine group w ere low er than thos e before treatm ent(P＜0.05，P＜0.01)，E2 levels
of the tw o groups w ere higher than thos e before treatm ent (P＜0.05，P＜0.01)，E2 levels of the Chines e m edicine group w ere
higher than thos e of the w es tern m edicine group(P＜0.05). Conclusion：Reinforcing kidney and invigorating s pleen and s oothing
liver therapy can reduce the levels of FSH and LH of elderly DOR patients ，and im prove E2 levels ，s low dow n the decline rate of
AMH as w ell. In delaying decline rate of AMH，its effect is better than w es tern m edicine ，and w ith no obvious advers e reaction，
des erving the clinical expans ion.
Keywords： Dim inis hed ovarian res erve (DOR)； Elderly； Reinforcingkidney and invigorating s pleen and s oothing liver；
Horm one replacem ent therapy；Anti- m ullerian horm one (AMH)

卵巢储备功能低下(DOR)是指卵巢产生卵子数量和质量的

满不适，加用制佛手 15 g、鸡内金 10 g。每天 1 剂，加水

能力下降，以致影响生育功能，导致生育能力下降。随着年龄

500 m L，浸泡 20 m in 后 煎 取 200 m L， 早 晚 餐 后 1 h 各 服

的增长，越来越多女性关注卵巢储备功能，尤其是有生育要求

100 m L。连续服用 6 月，经期停止服药。

的高龄妇女。临床常采用激素替代疗法治疗，疗效尚可。卵泡

2.2

刺激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雌二醇(E2)及抗苗勒氏管激

第 3～5 天开始服用戊酸雌二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国

素(AMH)均为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的重要指标。笔者采用补肾健

药准字 J 20130009)，每天 1 次，每次 2 m g。服药第 11 天开

脾疏肝法治疗高龄 DOR，观察对患者 FSH、LH、E2 及 AMH

始加用黄体酮胶囊(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国药

水平的影响，并探讨其用药安全性，结果报道如下。

准字 H20040982)每天 1 次，每次 100 m g，服用 10 天。停

１ 临床资料

药待月经来潮，月经来潮第 3～5 天继续上述方法治疗，连续

1.1

选取本院 2015 年 7 月—2016 年 3 月治疗的

一般资料

西药组

采用激素替代法治疗。如有月经来潮者，月经

用药 6 月。如无月经来潮者即在实验开始时服药，药物用量

70 例高龄 DOR 患者，随机分为中药组和西药组各 35 例。中

及服法同前，连续服药 6 月。

药组年龄 36～46 岁，平均(38.97±2.53)岁；病程 5～18 月，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平均(9.09±3.13)月；有右侧卵巢子宫内膜异位症囊肿剔除手

3.1

术史 1 例。西药组年龄 36～46 岁，平均(38.86±1.94)岁；病

水平的变化。在治疗前 1 月内和治疗后分别进行检测，如月

程 4～16 月，平均(8.77±3.31)月；有右侧卵巢畸胎瘤剔除手

经来潮者在月经来潮第 2～5 天检测，如月经未来潮者在停药

术史患者 1 例，吸烟史 1 例。2 组年龄、病程、既往史等一般

后第 1 天检测。②治疗期间监测 2 组的肝肾功能和不良反应

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发生情况。

1.2

纳入标准

①符合 DOR 的诊断标准：2 次基础 FSH 值

3.2

观察指标

①观察 2 组治疗前后 FSH、LH、E2 及 AMH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学软件处理数据。计

均大于 10 m IU/m L 或小于 40 m IU/m L。②符合脾肾两虚兼有

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肝郁的辨证标准。主症：月经周期延后，量少，色淡，质稀或

意义。

闭经或月经淋漓不尽或不孕；次症：腹中冷痛，腰膝酸软，带

４ 治疗结果

下清长，性欲淡漠，久泻久利或五更泻；舌脉：舌质淡、舌体

4.1

胖大、边有齿痕、苔白，脉迟无力或脉沉迟弱。以上主症必见

治疗前，2 组 FSH、LH、E2 及 AMH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

其一，次症见 2 项以上，并伴有肝气郁结证(精神抑郁，胸闷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 组 FSH、LH 及西药组的 AMH

叹息，烦躁易怒等)，参照舌脉即可确诊。③年龄＞35 岁。④

水平均较治疗前降低(P＜0.05，P＜0.01)，2 组 E2 水平均较治

自愿参与，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疗前升高(P＜0.05，P＜0.01)；中药组的 E2 水平高于西药组

1.3

排除标准

①年龄≤35 岁；②有严重心、肝、肾、血液

系统疾病者；③有卵巢及垂体肿瘤者；④有子宫内膜及宫颈病
变者；⑤患库欣综合征或有甲状腺功能异常的患者；⑥精神疾
病患者。
２ 治疗方法
2.1

中药组

2 组治疗前后 FSH、LH、E2 及 AMH 水平比较

(P＜0.05)。
表1

采用补肾健脾疏肝法治疗。处方：仙茅、淫羊

10 g，白芍、巴戟天、知母、黄柏各 15 g。随证加减：肾阳虚
明显者仙茅、淫羊藿改用 15 g；脾虚明显者，陈皮、白术
改用 15 g；肝郁气滞明显者香附、柴胡改用 15 g；胃腕部胀

2 组治疗前后 FSH、LH、E2 及 AMH 水平比较(x±s)

组 别 n 时 间
中药组 35

藿、当归、益智仁、茺蔚子、陈皮、白术、香附、柴胡各

见表 1。

西药组 35

AMH(ng/mL)

FSH(mIU/mL)

LH(mIU/mL)

E2(pmol/L)

治疗前 0.579±0.339 20.11±6.63

12.78±5.44

123.48±38.70

治疗后 0.561±0.308 15.05±6.17②
治疗前 0.597±0.373 21.47±7.08

9.21±5.69② 157.54±44.31②③
13.64±4.96

108.08±41.22

治疗后 0.434±0.301 16.64±8.12
9.69±4.59 133.29±42.18①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②P ＜ 0.01；与西药组治

疗后比较，③P ＜ 0.05

①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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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期间，西药组有 2 例患者谷丙转氨酶

与白术合用温补脾阳；陈皮益气健脾，补而不滞；香附、柴胡

(ALT)及谷草转氨酶(AST)超出正常范围，未使用药物治疗，1

疏肝理气。全方补肾，兼调肝脾。本研究结果显示，补肾健脾

月后复查均恢复正常，其他患者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疏肝法治疗高龄 DOR，可有效改善患者的 FSH、LH 及 E2 水

５ 讨论

平，且 E2 水平的改善情况优于使用激素替代疗法。另外，治

4.2

不良反应

目前，临床上常采用激素替代疗法治疗 DOR 患者，能改

疗后中药组的 AMH 水平与治疗前比较无明显变化(P＞0.05)，

善其FSH、LH 及 E2 水平 ，但存在较多禁忌症，从而限制了

而西药组较治疗前下降(P＞0.05)，表明补肾健脾补肾疏肝法能

它的使用范围。另外，有生育要求的高龄患者较难接受激素治

延缓患者 AMH 的下降速度。

[1]

疗，所以针对高龄 DOR 患者，寻求一种安全有效，且易被接

综上所述，补肾健脾法疏肝法能有效降低高龄 DOR 患者

受的治疗方法十分必要。基础 FSH 升高提示卵巢储备功能低

的 FSH、LH 水平，提高 E2 水平及延缓 AMH 的下降速度。在

下，卵巢反应性降低，临床常结合 LH、E2 预测卵巢储备功

延缓 AMH 下降速度方面，效果优于西药组，且无明显不良反

能。近年来有研究发现，通过检测 FSH 及 AMH 水平，可判

应，值得在临床推广。

断卵巢储备能力 [2]。AMH 是卵巢颗粒细胞分泌的重要细胞因
子，在始基卵泡池的募集、卵母细胞的成熟方面发挥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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