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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特罗定联合缩泉丸加减治疗绝经后妇女膀胱过度活动症的
临床疗效观察*

鹿英强，李大勇△，王丽霞，袁明殿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泌尿外科，沈阳 110032）

摘要 目的：探讨托特罗定联合缩泉丸加减应用于绝经后妇女膀胱过度活动症（OAB）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 2015年 1月

至2016年12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40例绝经后女性OAB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0例。对照组

采用托特罗定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缩泉丸治疗。比较两组临床疗效、生活质量评分（QOL）、膀胱过度运动症

状量表评分（OABSS）、尿流率参数及血清雌二醇（E2）、卵泡生成激素（FSH）水平。并观察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 00%，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0. 00%（P＜0. 05）。治疗后，观察组排尿量（VV）、平均尿流率（Qava）、

最大尿流率（Qmax）及血清FSH水平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及对照组（P＜0. 05），QOL评分及OABSS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及对

照组（P＜0. 05），而两组E2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

结论：托特罗定联合缩泉丸加减应用于绝经后妇女OAB患者，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并降低不良反应

的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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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olterodine combined with Suoquan pill on overactive bladder in postmeno⁃
pausal women
Lu Yingqiang，Li Dayong，Wang Lixia，Yuan Mingdian.（Department of Urology，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

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henyang 1100032，China）

Abstracts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olterodine combined with Suoquan pill on overactive

bladder（OAB）in postmenopausal women.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5 to December 2016，40 OAB post-

menopausal women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with 2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tolterodine treatment，and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with addition of Suoquan pill. The clinical ef-

fect，the quality of life，OAB symptom scores，urinary flow rate，and the levels of estradiol and follicle-stimulat-

ing hormone（FSH）in serum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response rat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 After treatment，urinary output，mean urinary flow

rate，maximum flow rate and serum FSH level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P＜0. 05）. The QOL and OABSS scor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 05），but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the level of estradiol be-

tween the two groups（P＜0. 05）. Patients treated with Suoquan pill had lower risk of adverse reactions. Con⁃
clusion: Tolterodine combined with Suoquan pill for the treatment of OAB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was effec-

tive. It could improve patients’clinical symptoms and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Keywords Suoquan pill；postmenopausal women；overactive bladder

膀胱过度活动症（overactive bladder，OAB）是临

床常见且隐匿的疾病，患者常出现逼尿肌无意识收

缩，且并不包括膀胱尿道局部病变或急性尿路感染所

导致症状，主要表现为尿急、尿频、夜尿增多或可能出

现急迫性尿失禁等[1]。有研究显示，OAB是全球范围

内的高发病率疾病，全球每年约 7千万人罹患该病，

对患者的生活影响较大，受到全球学者的广泛重视[2]。目

前，M受体阻滞剂是临床治疗OAB的首选药，但由于

该病的发病因素不同，其临床治疗有效率仅为 75%，

且不良反应较多，停药后也容易复发。缩泉丸又称为

固真丹，最早见于《魏氏家藏方》，组方包括益智仁、天

台乌药、黄芪等，具有固脱止遗、补肾缩尿的功效，但

其用于治疗绝经后妇女OAB的相关研究目前鲜有报

道。因此，笔者对本院收治的OAB患者进行分析，探

讨缩泉丸加减应用于绝经后妇女OAB的临床效果，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5年 1月至 2016年 12月辽

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 40例OAB患者，病例

纳入标准：（1）均为绝经后女性；（2）均符合《膀胱过度

活动症诊断治疗指南》[3]中的相关诊断标准；（3）入组

前 2周内未服用可能影响排尿的药物；（4）无生殖及

泌尿系统肿瘤；（5）精神正常，可配合本研究；（6）对本

研究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存在慢

性下尿路感染者；（2）理化原因导致的尿道损伤者；

（3）治疗依从性差者；（4）合并心、肝、肾等脏器功能异

常者。将 40例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20例。观察组年龄53～72岁，平均（61. 31±3. 38）岁；

病程 9～60 个月，平均（26. 36±7. 32）个月。对照组

年龄 52～73岁，平均（60. 38±4. 02）岁；病程 8～62个

月，平均（27. 51±8. 12）个月。两组患者年龄、病程等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 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已取得本院医学伦理学委员会审

核批准。

1. 2 治疗方法 对照组采用酒石酸托特罗定（南京

美瑞制药有限公司，H20000602）治疗：2 mg/次，2次/d，

口服，在治疗期间避免服用包括抗生素在内的其他药

物，连续治疗 4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缩泉

丸（广东易和堂，Z44023146）进行治疗，其组方为菟

丝子 60 g、乌药 120 g、山药 120 g、黄智仁 120 g、五味

子 30 g、黄芪 60 g、龙骨 30 g，将上述药丸研磨成极细

粉，蜜汁成丸，3 g/丸，1 丸/次，3 次/d，口服，共治疗

4周。

1. 3 观察指标 （1）治疗结束后，参照《中医新药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4]，对两组临床疗效进行评价，包括

完全缓解、基本缓解、部分缓解及无效。尿频、尿急、

夜尿症及尿失禁症状完全消失为完全缓解；膀胱过度

运动症状量表评分（OABSS）为治疗前的 2/3 为基本

缓解；OABSS评分是治疗前的 1/3为部分缓解；临床

症状无明显变化甚至加重为无效，治疗总有效率=（完

全缓解+基本缓解+部分缓解）例数/总例数×100%。

OABSS量表 [5]包括白天排尿次数、夜间排尿次数、尿

急及急迫性尿失禁 4项，≤5分为轻度，6～11分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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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12 分为重度。（2）分别于治疗前、后，对患者进

行生活质量（QOL）[6]评价，QOL评分包括躯体、社会、

心理、综合及环境 5个维度，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质量

越差。（3）采用智能尿流率测定仪（成都维信）对患者

尿流率进行测定，包括排尿量（VV）、平均尿流率（Qa-

va）及最大尿流率（Qmax）。（4）采集患者空腹静脉血，

离心收集血清，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法检

测患者血清中雌二醇（E2）和卵泡生成激素（FSH）的

水平，ELISA试剂盒均购自南京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同时记录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9. 0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 ± s）表

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

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 果

2.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0. 00%，对照组为 70. 00%，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1。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n

20
20

完全缓解

9（45. 00）
2（10. 00）

基本缓解

6（30. 00）
4（20. 00）

部分缓解

3（15. 00）
8（40. 00）

无效

2（10. 00）
6（30. 00）

总有效率，%

90. 000
70. 000
12. 500
00. 000

2. 2 两组治疗前、后尿流率参数及性激素水平比较

治疗后，两组患者Qmax、Qave、VV、E2及FSH水

平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P＜0. 05），且观察组Qmax、

Qave、VV及FSH水平显著高于对照组（P＜0. 05），而两

组E2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2。

表2 两组治疗前、后尿流率参数及性激素水平比较（x ± 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20

2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Qmax/（mL/s）

17. 38±3. 21
26. 53±5. 18*#

17. 53±2. 98
21. 03±4. 38*

Qave/（mL/s）

05. 42±0. 89
12. 37±2. 18*#

05. 38±0. 93
08. 37±1. 37*

VV/mL

197. 382±44. 29
0297. 47±63. 21*#

0198. 38±43. 29
0247. 38±63. 18*

E2/（pmol/L）

19. 38±1. 28
20. 13±0. 37*

19. 69±1. 32
20. 98±0. 71*

FSH/（μg/L）

67. 32±5. 21
75. 38±6. 21*#

66. 99±6. 12
70. 38±6. 27*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 05；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3 两组治疗前、后QOL及OABSS评分比较（分，x ± 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n

20

20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QOL评分

14. 38±1. 02
04. 35±0. 38*#

14. 73±1. 21
10. 63±0. 83*

OABSS评分

13. 29±0. 72
04. 52±0. 73*#

13. 42±0. 69
10. 67±0. 67*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 05；与对照组比较，#P＜0. 05。
表4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P

n

20
20

口眼干涩

3（15. 00）
2（10. 00）

胃部不适

1（5. 00）0
2（10. 00）

其他

1（5. 00）0
4（20. 00）

总不良反应发生率，%

25. 000
40. 000
05. 128
00. 024

2. 3 两组治疗前、后 QOL 及 OABSS 评分比较 治

疗后，两组患者 QOL 及 OABSS 评分均显著降低，且

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 05），见表3。

2. 4 不良反应 观察组总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4。

3 讨 论

女性泌尿生殖系统来源于胚胎原始生殖窦，为雌

激素依耐性器官，若患者雌激素分泌不足可导致下尿

路结构出现异常，诱发功能障碍[7]。一般情况下，绝经

后女性受到卵巢功能退化的影响出现雌激素分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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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导致膀胱尿道黏膜血流供应量减少，出现弹性

纤维变薄、黏膜萎缩并引起下尿路功能障碍[8-9]。OAB

病因尚未明确，临床治疗中常以缓解症状及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为主要目标。托特罗定是目前西医治疗

OAB的常用药物，为M受体专一性拮抗剂，主要作用

于逼尿肌和膀胱壁上的 M 受体，竞争性地抑制乙酰

胆碱与之结合，从而有效抑制膀胱不自主收缩[10]。有

研究显示，托特罗定对膀胱的选择性明显强于唾液

腺，其对膀胱收缩的抑制率明显高于唾液腺。患者口

服托特罗定经肝脏代谢后，产生 5-羟甲基衍生物，与

母体抗毒蕈碱活性相近，也具有显著的治疗意义 [11]。

研究表明，绝经后女性适当补充雌激素可有效改善上

皮营养，增强尿道张力，促进血液循环，改善尿急、尿

频等症状，具有明显的临床疗效[12]。但长期服用托特

罗定可能诱发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卵巢癌等[13]。

传统中医理论认为OAB属于“劳淋、淋证”范畴，

其病名最早见于《内经》。《诸病源候论-诸淋病侯》中

记载“诸淋者，肾虚而膀胱热故也”。绝经后女性天癸

将竭、肾气渐衰、阴阳失调，常导致开阖不利、膀胱气

化失调，加之患者肝气郁结、情志不舒，多致久病血瘀

气滞。有学者指出，淋证反复发作多由肾虚造成，而

瘀与湿是导致淋症发生、发展的主要因素。笔者认

为，OAB属于本虚标实症，瘀血为标、肾虚为本，因而

在治疗时应注重以补肾益气，并以活血通淋加以治

疗。缩泉丸在参考传统中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药理学理论，并经大量临床实践而研制的中药复方，

可用于治疗尿道综合征，其中黄芪等药物具有补肾益

气、通淋活血的功效。黄芪微温、味甘，归肺、脾经，可

起到益卫固表、补气升阳、利水退肿的作用 [14]。《本草

逢原》中记载，黄芪具有“流行经络、通调血脉”的作

用。组方中的益智仁，味辛，归脾、肾经，具有固精、暖

肾、缩尿的功效。黄芪与益智仁配伍使用，补肾益

气。此外，配合使用五味子、乌药、菟丝子等可有效辅

助君药起到补肾升阳作用。组方中药物配伍使用攻

补兼施、气血同治，有活血通淋、益气补肾的功效，理

气活血的同时避免伤血耗气[15]。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Qmax、
Qave、VV及FSH水平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P＜0. 05）。
表明缩泉丸具有一定雌激素样作用，托特罗定联合缩

泉丸治疗可显著改善绝经后妇女OAB储尿期症状，

效果优于单纯使用托特罗定。此外，观察组总不良反

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 05）。提示缩泉丸治

疗OAB具有较好的安全性，且可有效减少单纯应用

M受体拮抗剂治疗OAB时产生的不良反应。缩泉丸

方中山药起到补肾固精作用，益智仁主要起到收敛精

气、温补肾阳的功效，乌药则散寒温肾，补肾虚，散寒

气。缩泉丸在有效拮抗膀胱 M 受体的同时，散寒气

补肾虚，起到补肾缩尿的功效，进而显著改善临床症

状，提高治疗效果。

综上所述，托特罗定联合缩泉丸应用于绝经后妇

女 OAB，可有效提高临床疗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并能有效减少不良反应。但本研究纳入的样本量较

少，仍有待于扩大样本量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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