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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美拉唑在胃溃疡治疗方面可发挥更加显著的临床效果。 此外，

临床研究指出，长期胃酸浓度过高、幽门螺杆菌感染或胃
[4]

蛋白酶侵袭等是引起胃溃疡的常见因素 。 目前，临床主要采用
以质子泵抑制剂为主的短程三联疗法对胃溃疡患者进行治疗，

本次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夜间酸突破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
（P<0.05）， 提示埃索美拉唑具有更加显著的夜间抑酸效应，有
利于维持疗效稳定，促进症状缓解。

具有起效快、效果好的特点，对于活动期消化性溃疡具有极为

综上所述，采用埃索美拉唑治疗胃溃疡有利于促进溃疡的

显著的治疗效果。 奥美拉唑是一种传统质子泵抑制剂，以往常

愈合及临床症状的改善，对于减轻患者痛苦、提高其生活质量

用应用于胃溃疡的治疗中。 但是有研究指出，奥美拉唑的药动

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建议在临床上进一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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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率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表明同奥美拉唑相比，埃索

达泊西汀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早泄的临床观察
王金鹏

许海龙

许建利

（临汾市第四人民医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摘要】 目的

观察达泊西汀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早泄

的临床疗效。 方法

20 例早泄患者治疗前停用可能影响疗效

研究旨在观察达泊西汀与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使用治疗早泄的
临床疗效，报告如下。

的药物，30 d 内每 3 d~5 d 性交 1 次， 每次性交前 1.5 h 口服达

1

泊西汀片 30 mg；同时每日给予口服复方玄驹胶囊 3 次，3 粒 /次。

1.1

记录并比较用药前后患者的早泄诊断工具（PEDT）评分、阴道

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选取 2014 年 7 月—2015 年 7 月我院门

诊诊治已婚早泄患者 20 例， 年龄 26 岁 ~35 岁， 平均年龄

药物治疗前

（30.6±3.1）岁。 入组患者均为已婚且能够保证规律性生活的健

PEDT 评分为（16.54±2.18）分，射精潜伏时程为（0.88±0.11）min；

康男性，临床表现为持续或反复地在很小的性刺激下，在插入

内射精潜伏时程以及有无药物不良反应。 结果

药物治疗后 PEDT 评分为 （8.40±1.27） 分， 射精潜伏时程为

前、插入时或插入后不久就射精。 所有入组患者均无药物成瘾

（4.71±0.13）min。 相比治疗前，患者治疗后 PEDT 评分显著提

史或吸毒史，并自愿加入为期 30 d 的临床观察。 治疗前所记录

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患者阴道内射精潜伏时

的早泄诊断工具（PEDT）评分均 >11 分，平均（16.54±2.18）分。

程明显延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过程中未见药物
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1.2

治疗方法

每例患者在治疗前停用任何影响性功能

达泊西汀与复方玄驹胶囊联合使用可使

的药物或治疗方法，在 30 d 内每 3 d~5 d 性交 1 次，每次性交

早泄患者的早泄诊断工具评分、阴道内射精潜伏时程等指标得

前 1.5 h 口服达泊西汀片 30 mg；同时每日给予口服复方玄驹胶

到改善，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囊 3 次，3 粒 / 次。

【关键词】 早泄
工具

达泊西汀

复方玄驹胶囊

早泄诊断

阴道内射精潜伏时程

1.3
1.4

早泄（premature，PE）是射精障碍中最常见的疾病，发病率
占成人男性的 35%~50%， 经典的早泄定义为阴道内射精潜伏

观察指标

记录用药前后患者的早泄诊断工具评

分、阴道内射精潜伏时程以及治疗过程中有无药物不良反应。
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时间短、缺乏对射精的控制力以及无法使伴侣得到满足。 早泄

相比治疗前，治疗后患者 PEDT 评分显著改善，差异有统

是常见的男子性功能障碍之一，治疗多以延长阴道内射精潜伏

计学意义（P<0.05）。 患者治疗后射精潜伏时程明显延长，差异

期为主，根本目的是提高射精刺激阈值以及患者的满意度。 本

有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过程中未见明显恶心、乏力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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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名黑蚂蚁，有补肾壮阳、扶正固本之功效，在动物研究中发现，

治疗前后患者射精潜伏期和 PEDT 评分比较（x±s）

时间

射精潜伏期（min）

PEDT 评分（分）

玄驹制剂可使受试动物阴茎勃起功能得到增强，其作用机制可

治疗前

0.88±0.11

16.54±2.18

能与补肾药作用于下丘脑 - 垂体 - 性腺轴增加睾酮合成有关[3]。

治疗后

4.71±0.13

8.40±1.27

而复方玄驹胶囊中的淫羊藿还有类睾酮作用，可使动物性器官

t

343.60

21.83

增重，提高阴茎勃起硬度并延长射精时间[4]。 邬贤德等发现复方

P

<0.05

<0.05

玄驹胶囊治疗早泄时可延长射精潜伏期[5]。

讨论

本研究联合应用达泊西汀联合复方玄驹胶囊治疗早泄，结

早泄已经成为泌尿外科和男科临床诊疗最为常见的疾病

果显示： 药物治疗前射精潜伏时程为 （0.88±0.11）min，PEDT

之一，早泄主要表现是射精过快，通过询问病史容易诊断。 早泄

评分为（16.54±2.18）分；药物治疗后射精潜伏时程为（4.71±

患者多数通过饮酒、 转移注意力等方法来试图延长射精潜伏

0.13）min，PEDT 评分为（8.40±1.27）分，证明达泊西汀与复方

期，但通常均效果较差。 临床工作中，早泄的治疗方法有行为治

玄驹胶囊联合使用可使早泄患者的早泄诊断工具评分、阴道内

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其中，行为治疗需要患者及性伴侣配

射精潜伏时程等指标得到改善，从而达到治疗目的，值得临床

合且耗时长等，难以得到推广；而手术治疗因其安全性和有效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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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的成分有玄驹、淫羊藿等，可起到壮阳等功效。 其中，玄驹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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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茵枙黄联合酪酸梭菌活菌散治疗新生

理性黄疸和病理性黄疸，生理性黄疸最为多见，多于出生后

儿黄疸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采取随机对照法，将 2012 年

【摘要】 目的

2 d~3 d 出现，可自行消退；病理性黄疸则表现为明显的皮肤、

8 月—2014 年 8 月收治的 82 例新生儿黄疸患儿分为研究组和

巩膜黄染，重者会发生胆红素脑病，不及时救治会对患儿神经

对照组，2 组新生儿均给予黄疸常规治疗，并口服茵栀黄液，研

系统造成永久性损伤 [1]。 本文应用茵栀黄联合酪酸梭菌活菌散

究组在此基础上加用酪酸梭菌活菌散治疗。 比较 2 组患儿治疗

治疗新生儿黄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前后血清胆红素水平、黄疸消失时间等，并且评价临床疗效及
不良反应。 结果

2 组治疗首日血清胆红素水平无显著差异

（P>0.05），治疗第 3，5 天胆红素水平持续下降（P<0.05）。 研究

1
1.1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2 年 8 月—2014 年 8 月我

院收治的 82 例新生儿黄疸患儿作为研究对象， 均符合中华医

茵枙黄联合

学会儿科学分会新生儿学组关于新生儿黄疸的诊断标准 [2]。 将

酪酸梭菌活菌散治疗新生儿黄疸疗效确切，能快速降低血清胆

其随机分为研究组 42 例和对照组 40 例， 其中研究组男 24 例，

红素水平，且不良反应少，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女 18 例；日龄 3 d~7 d，平均（5.4±2.3）d；黄疸持续时间 7 d~18 d，

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结论

【关键词】 新生儿黄疸

茵枙黄

酪酸梭菌活菌散

疗

平均（12.1±2.5）d；足月儿 34 例，早产儿 8 例。 对照组男 23 例，
女 17 例；日龄 3 d~6 d，平均（5.2±2.4）d；黄疸持续时间 8 d~16 d，

效

平均（11.6±2.4）d；足月儿 33 例，早产儿 7 例。 2 组患儿的性
新生儿黄疸是新生儿期最为常见的病症之一，一般分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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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日龄、 胎龄、 黄疸持续时间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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