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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
原发性痛经的临床效果观察

张 烜,王 聪,李冰琳

(西安市中心医院妇产科,西安 710003)

摘要 目的:探讨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原发性痛经(PD)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对痛经症状积分及血液流变

学水平变化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2月至2017年9月本院收治的102例PD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1例。
对照组采取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实验组采取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均持续治疗3个月经周期。观察

两组临床效果、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治疗前、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痛经症状积分与血液流变学有关指标(血浆黏度、血细胞压

积)水平变化情况。结果:实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2.16%,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0.59%(P<0.05);两组治疗后痛经症状积

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低(P<0.05),且实验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后血浆黏度、血细胞压积均明显降低(P<
0.05),且实验组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无显著差异(P>0.05)。结论:予以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

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可显著降低PD患者痛经症状积分,减轻痛经症状,改善血液流变学状况,提升临床效果,且安全性良好。
关键词 原发性痛经;妇科千金胶囊;去氧孕烯炔雌醇片;痛经症状积分;血液流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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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发性痛经(primarydysmenorrhea,PD)又称

功能性痛经,指女性于行经前后或者行经期间产生

的周期性腰部、下腹部痉挛性疼痛,常伴有面色苍

白、手足厥冷、冷汗淋漓、头晕乏力等症状,可对患者

日常工作及生活造成极大影响[1]。以往临床常采用

消炎痛、布洛芬等非甾体类药物治疗该病,虽可减少

前列腺素生成,阻止子宫痉挛性收缩,起到止痛作

用,但不良反应多,且长期大剂量应用甚至可造成肾

衰竭[2]。近年来,避孕药、中药制剂逐渐被应用于痛

经治疗中,且取得了一定效果。去氧孕烯炔雌醇属

新型甾体避孕药之一,主要成分为炔雌醇与去氧孕

烯,可通过抑制排卵减少孕激素分泌,降低机体内前

列腺素含量,抑制子宫活动,缓解痛经症状[3]。但临

床实践发现,单一采用该药治疗效果有限。妇科千

金胶囊为一种中药制剂,具有祛瘀止痛、行气活血、
清热除湿等作用,常被应用于因湿热瘀阻造成的带

下病及腹痛等病症的治疗[4]。目前国内外关于妇科

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在PD中的临床应

用研究尚少,为了更有效地指导临床,笔者应用妇科

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PD患者,观
察其疾病治疗效果及对患者痛经症状积分及血液流

变学水平变化的影响,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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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年2月—2017年9月本院收治的

102例PD 患者,年龄18~36岁,平均(27.22±
5.74)岁;体重48~79kg,平均(56.91±7.82)kg;病
程1~11年,平均(4.18±1.30)年;痛经程度:重度

31例,中度66例,轻度5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51例。两组病程、体量、年
龄、痛经程度等资料均无明显差异(P>0.05),具有

可比性,见表1。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且
患者知晓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病例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符合下述PD中西医临床诊断标

准[5-6];(2)经抗子宫内膜抗体、B超等检查排除卵

巢、子宫、盆腔等产生器质性病变者;(3)近期无受孕

需求;知晓本研究并签订同意书。排除标准:(1)月
经周期与经期不规律者;(2)因子宫肿瘤、子宫内膜

异位症、盆腔炎等造成的痛经者;(3)合并造血系统

疾病与恶性肿瘤者;(4)合并肝脏、心脏、肾脏等脏器

功能严重异常者;(5)合并精神及认知功能严重障碍

者;(6)近期曾使用激素类药物治疗者;(7)对研究所

用药物过敏者;(8)依从性差,无法规范完成治疗者。

表1 两组一般资料对比

组别
年龄/

(岁,x±s)
病程/

(年,x±s)
体重/

(kg,x±s)
痛经程度,[n(%)]

重度 中度 轻度

实验组(n=51) 27.53±5.28 4.27±1.25 57.20±8.14 14(27.45)34(66.67) 3(5.88)
对照组(n=51) 26.90±6.12 4.09±1.39 56.61±7.63 17(33.33)32(62.75) 2(3.92)

t/Z 0.557 0.688 0.378 0.608
P 0.579 0.493 0.707 0.543

1.3 治疗方法

  两组均嘱咐患者在经期前注意保暖,禁食辛辣、
生冷食物,适当减轻压力。对照组给予去氧孕烯炔

雌醇片(爱尔兰 OrganonIrelandLtd,批准文号:

H20120041,规格:每片20μg)治疗:在月经周期第

1天开始应用,1次/d,1片/次,口服,持续应用21d
为1个周期,而后停药1周再开始下一周期,共治疗

3个月经周期。实验组给予妇科千金胶囊(株洲千

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Z20020024,规格:
每粒0.4g)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妇科千金

胶囊在经期前4d开始应用,持续应用到月经来潮

后2d,3次/d,2粒/次;去氧孕烯炔雌醇片应用方

法、剂量与对照组一致,持续治疗3个月经周期。

1.4 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1.4.1 观察指标 (1)观察临床疗效并计算治疗总

有效率;(2)治疗前、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痛经症状

积分;(3)治疗前、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血液流变学

有关指标(血浆黏度、血细胞压积)水平;(4)观察并

记录头痛、经期点滴出血、乳房胀痛、恶心呕吐等不

良反应发生情况。

1.4.2 评价标准 临床效果判定标准依照《中药新

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7]拟定,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

患者腰部与下腹部痉挛性疼痛、面色苍白、手足厥冷

等临床症状未见明显缓解,痛经症状积分较治疗前

降低不足25%为无效;临床症状有所缓解,痛经症

状积分较治疗前降低25%~50%为有效;临床症状

显著减轻,痛经症状积分较治疗前降低超过50%,
但仍大于0分为显效;临床症状消失,停药3个月经

周期未见复发,痛经症状积分降至0分为治愈,总有

效率=(有效+显效+治愈)例数/总例数×100%。

  痛经症状积分与痛经程度分级标准依照《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拟定,痛经症状积分:经期

前后与 经 期 小 腹 痛5分(基 础 分),腹 痛 显 著 加

0.5分,腹痛难忍加1分;面色发白0.5分;坐卧不

安1分;休克2分;四肢厥冷1分;冷汗淋漓1分;对
工作学习有明显影响1分;需要卧床休息1分;以一

般止痛措施处理疼痛暂缓0.5分,无明显缓解1分;
伴有肛门坠胀、恶心呕吐、腰部酸痛各0.5分;疼痛

于1d之内0.5分(每增加1d则加0.5分)。痛经

程度分级:依照上述痛经程度积分多少将痛经程度

划分为重、中、轻3度,积分超过14分为重度,处于

8~14分为中度,不足8分为轻度。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
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用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行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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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效果比较

  实验组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2。

表2 两组临床效果对比[n(%)]

组别 无效 有效 显效 治愈 总有效率

实验组(n=51) 4(7.84) 6(11.76) 18(35.29) 23(45.10) 47(92.16)
对照组(n=51) 15(29.41) 10(19.61) 14(27.45) 12(23.53) 36(70.59)

Z/χ2 3.097 7.826
P 0.002 0.005

2.2 痛经症状积分 
  两组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痛经症状积分均较治

疗前降低(均P<0.05),且实验组低于对照组(P<
0.05),见表3。

2.3 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

  两组治疗3个月经周期后血浆黏度、血细胞压

积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均P<0.05),且实验组均

明显低于对照组(均P<0.05),见表4。

2.4 不良反应 
  实验组不良反应发生率(21.57%)与对照组

(17.65%)无明显差异(P>0.05),见表5。

表3 两组痛经症状积分对比(分,x±s)

组别 治疗前 治疗3个月
经周期后 t P

实验组
(n=51) 11.81±3.24 3.46±2.84 13.840 0.000

对照组
(n=51) 12.06±3.83 7.02±3.59 6.857 0.000

t 0.356 5.554
P 0.723 0.000

表4 两组血液流变学指标水平对比(x±s)

组别
血浆黏度/(mPa·s)

治疗前 治疗3个月
经周期后

t P
血细胞压积/%

治疗前 治疗3个月
经周期后

t P

实验组(n=51) 1.86±0.21 1.38±0.10 14.738 0.000 44.37±3.40 40.83±2.05 6.368 0.000
对照组(n=51) 1.91±0.17 1.66±0.14 8.107 0.000 44.65±3.11 42.57±2.60 3.664 0.000

t 1.322 11.622 0.434 3.753
P 0.189 0.000 0.665 0.000

表5 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组别 头痛 经期点
滴出血 乳房胀痛 恶心呕吐 总计

实验组(n=51) 1(1.96) 2(3.92) 3(5.88) 5(9.80) 11(21.57)
对照组(n=51) 1(1.96) 2(3.92) 2(3.92) 4(7.84) 9(17.65)

χ2 0.249
P 0.618

3 讨 论

  PD为妇科多发疾病,好发于青春期少女与未

婚、未育年轻女性,疾病具有反复发作特点,可对患

者身心健康与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8]。有关资料

统计,全球约60%以上妇女均伴有不同程度痛经症

状,其中PD约占40%,且有逐步升高的趋势[9]。故

探寻一种安全有效治疗手段已成为目前临床关注的

重点。

  有研究指出,机体前列腺素分泌过多,致使子宫

产生痉挛性收缩为引发PD的重要机制之一,故有

效减少前列腺素分泌是目前临床上治疗该病的一种

重要措施[10]。然而,采用消炎痛、布洛芬等非甾体

类药物治疗虽能抑制环氧化酶活性,减少前列腺素

生成,阻止子宫痉挛性收缩,进而发挥止痛效果,但
易产生困倦嗜睡、恶心呕吐、消化不良等不良反应,
且长期大剂量应用可导致机体前列腺素水平过度降

低,致使肾血流量减少,甚至造成肾衰竭,不利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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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预后[11]。而本研究所用去氧孕烯炔雌醇为一种

新型甾体避孕药,主要成分包括去氧孕烯、炔雌醇,
其中去氧孕烯属一种孕激素,能抑制排卵,降低催产

素、雌激素分泌量,减少子宫痉挛性收缩;炔雌醇属

一种雌激素,能加速子宫发育,提高血运能力,进而

减轻疼痛,且同孕激素类药物合用可抑制排卵[12]。
故服用去氧孕烯炔雌醇可经由抑制排卵,减少机体

前列腺素生成、分泌,抑制子宫平滑肌异常收缩,进
而发挥止痛作用。同时,有关研究指出,该药对胃肠

道、肾脏影响小,副作用小,有助于提高患者耐受

性[13]。本研究结果显示,对照组单用去氧孕烯炔雌

醇片治疗后总有效率为70.59%,提示采用该药治

疗有一定的疗效,但疗效仍需进一步提升。

  由中医角度分析,PD可归于“经行腹痛”、“痛
经”等范畴,临床多见气滞血瘀型,主要病因为肝郁

气滞,冲任不调,致使气血运行失畅,适值经期前后

与经期,气血下注冲任,造成胞脉气血更为壅滞,不
通则痛,治疗方法应遵循祛瘀止痛、行气活血的原

则[14]。本研究所用的妇科千金胶囊属一种中药制

剂,主要成分包括金樱根、千斤拔、功劳木、穿心莲、
当归、单面针、党参、鸡血藤等,其中金樱根可祛瘀活

血、止痛;千斤拔可活血、祛风利湿;功劳木、穿心莲

可清热解毒、燥湿;当归可调经止痛、补血活血;单面

针能行气止痛;党参能益气生津、健脾补肺;鸡血藤

能养血调经、活血,诸药联合可共奏祛瘀止痛、行气

活血等功效,促进患者病情转归。本研究采用妇科

千金胶囊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结果显示,实
验组治疗后总有效率为92.16%,明显高于对照组

的70.59%(P<0.05),说明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

孕烯炔雌醇片治疗PD疗效可靠。两组治疗后痛经

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0.05),且实验

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两组治后血浆黏度、
血细胞压积均明显降低(P<0.05),且实验组均明

显低于对照组(P<0.05),表明采取妇科千金胶囊

联合去氧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可显著降低患者痛经症

状积分,减轻痛经症状,改善血液流变学状况,这可

能与妇科千金胶囊具有镇痛、抗炎、抑菌、提高机体

免疫力、改善微循环等作用,可有效缓解患者痛经症

状,促进机体内环境稳定有关[15]。本研究中,实验

组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与 对 照 组 无 明 显 差 异(P>
0.05),提示应用该方案治疗不会明显增加不良反

应,安全性好。

  综上所述,PD患者予以妇科千金胶囊联合去氧

孕烯炔雌醇片治疗可显著降低患者痛经症状积分,

减轻痛经症状,改善血液流变学状况,提升临床效

果,且安全性良好。但本研究纳入样本量少,研究结

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仍需临床增加样本量进行进

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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