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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双重作用，在治疗化疗所致的急性呕吐方面具有 

有效率高、耐受性好等优点，是目前治疗化疗所致呕 

吐的首选药物 。此外，Tan 研究表明，格拉司琼 

不与多巴胺受体 D 结合，故不引起锥体外系反应。 

甲氧氯普胺为多巴胺受体阻断剂，可通过阻断 

多巴胺受体而作用于延髓催吐化学感受区和脑干网 

状结构，并可作用于植物神经中枢加速胃排空，故其 

具有较强的中枢性和外周性双重镇吐作用 。甲 

氧氯普胺主要不良反应为锥体外系反应，表现为不 

自主头向后倾、双眼球上翻、表情呆滞、口角抽动、双 

手微颤等，特别好发于老年人和儿童 。因此，临 

床应用甲氧氯普胺剂量不宜过量。 

足三里为足阳明胃经之合穴，即全身经脉流注 

汇合的穴位。主消化系统疾病有“肚腹收于三里” 

之说。针刺足三里穴位有治疗胃痛、呕吐、腹胀、泄 

泻等作用，足三里穴位注射 甲氧氯普胺对镇吐有协 

同作用。局部注射甲氧氯普胺通过足三里穴位、经 

络发挥作用，即穴药协同作用。药物通过经络发挥 

作用，小剂量即可起到需大剂量静脉注射或肌内注 

射所起的作用，加上穴位独到的作用，其疗效佳。 

本研究显示，足三里穴位注射甲氧氯普胺合并 

格拉斯琼镇吐效果优于格拉斯琼(P<0．O1)，可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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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地预防化疗所致恶心、呕吐，值得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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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曲唑诱导排卵的疗效分析 

耿 鹏，程婷婷，张 雪 

- 临床 医学 · 

[摘要]目的：观察来曲唑促排卵效果。方法：将 68例不排卵不孕妇女随机分成来曲唑组 32例和氯米芬组 36例，分别于月经 

第4天开始口服来曲唑 2．5 mg／d和氯米芬 50 mg／d，共服药 5天，当卵泡直径≥18 mm时，检测雌二醇(E )值，肌内注射人绒 

毛膜促性腺激素(hCG)1万 u，排卵者 l2天后检测血 hCGI3亚单位。比较 2组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肌肉注射 hCG日子宫 

内膜厚度及 E，值。结果：来曲唑组与氯米芬组的排卵率分别为43．75％、47．22％，妊娠率分别为 31．25％、25．00％，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2组流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87)。2组 hCG日子宫内膜厚度及 E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1)。结论：来曲唑较氯米芬促排卵疗效显著。 

[关键词]不孕症，女性；排卵诱导；致育药；来曲唑；氯米芬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R 711．6 [文献标识码]A 

诱导排卵是辅助生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目前 

临床以氯米芬作为一线常规促排卵药，但 15％ ～ 

20％的多囊性卵巢综合征患者使用氯米芬 +枸橼酸 

持续无排卵，约 30％的患者出现卵泡黄素化未破裂 

综合征，由于其抗雌激素作用使子宫颈黏液质量差、 

子宫内膜薄等现象而致高排卵率低妊娠率，对子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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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膜和子宫颈的抗雌激素作用也降低了妊娠率⋯。 

来曲唑是第三代芳香化酶抑制剂，随着对其作用机 

制的深入了解，其在促排卵中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 

越广泛的关注。本研究应用来曲唑诱导排卵，疗效 

满意，现作报道。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07年8月至2008年 l0月 

在本中心门诊就诊的不孕妇女 68例，年龄 23～28 

岁，不孕 12～26个月。经检查确定输卵管通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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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精液正常，并经内分泌检查均因 WHO 1I型不排 

卵不孕。随机分为来 曲唑组 32例和氯米芬组 

36例。 

1．2 方法 2组患者均于月经第4天开始服药，来 

曲唑组服来 曲唑 2．5 mg／d，氯米芬组服氯米芬 

50 mg／d，每组均服 5天；均于月经第 11天开始行阴 

道超声检查卵泡生长情况、子宫内膜厚度。待卵泡 

直径≥18 mm时，于当日先采血检测雌二醇(E，) 

值，然后肌肉注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1万 

u，以促进卵泡排出，并指导性生活。48 h后阴道超 

声检查是否排卵。排卵者 l2天后查血 hCGI3亚单 

位以确定是否妊娠，随访至妊娠 3个月。比较两组 

排卵率、妊娠率、流产率、注射 hCG日子宫内膜厚度 

及 E：值。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检验、t(或 )检验和四 

格表确切概率法。 

2 结果 

来曲唑组和氯米芬组排卵率分别为43．75％和 

47．22％，妊娠率分别为 31．25％、25．00％；来曲唑 

组无早期流产，氯米芬组有3例，两组差异均无统计 

学意义(P>0．05)。注射 hCG日子宫内膜厚度及 

E 值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尸<0．01)(见表 1)。 

表 l 2组患者治疗后各项指标观察结果比较 

分组 n 排卵 妊娠 早期 hCG日子宫内膜 hCG日E2 

流产 厚度 (mm) 值(ng／L) 

△示四格表确切概率法P值；△△示 t值；★示t r值 

3 讨论 

氯米芬与下丘脑雌激素受体结合，在下丘脑产 

生一个低雌激素状态，使卵泡刺激素与黄体生成素 

分泌增多而诱导排卵。其诱导排卵需要一个完整的 

下丘脑 一垂体 一卵巢轴_2 J。氯米芬诱导排卵治疗 

剂量50 mg／d，约有 50％无排卵女性排卵⋯。来曲 

唑诱导排卵主要在两个方面起作用 J：(1)中枢 

机制。来曲唑抑制芳香化酶活性，阻碍雄激素向雌 

激素转化，降低雌激素水平，解除雌激素对下丘脑及 

垂体的负反馈，使内源性促性腺激素分泌升高，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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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泡发育及排卵。(2)外周机制。卵巢内雄激素浓 

度增加，使卵巢呈可逆的多囊卵巢状态，增加了卵泡 

对卵泡刺激素的敏感性，同时卵巢内雄激素可促进 

早期卵泡发育。 

在促排卵过程中，来曲唑优势还在于：(1)增加 

单卵排卵率。来曲唑保持了雌激素负反馈作用的完 

整性。当优势卵泡发育，雌激素上升，负反馈抑制促 

卵泡激素，使小卵泡闭锁，提高单卵排卵率。这在容 

易出现卵巢过度刺激的患者，当然是最理想的。 

(2)不占据子宫和子宫颈的雌激素受体，对子宫颈 

黏液无不利影响，使子宫内膜增厚，间质血流增多， 

为胚胎的种植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氯米芬 +枸橼酸 

的抗雌激素作用对外周雌激素靶器官造成影响，导 

致子宫颈口松弛，黏液分泌减少、质稠，子宫内膜增 

生受抑制，并且使黄体早期和围种植期的子宫血流 

减少，影响孕卵着床。(3)氯米芬 +枸橼酸的半衰 

期约为5天，来曲唑的半衰期约45 h，在排卵或胚胎 

种植前已几乎完全从体内代谢清除。因此，来曲唑 

诱导排卵所致的暂时的低雌激素状态不会影响卵泡 

的生长、受精、胚胎种植及妊娠的发生，其促排卵周 

期中子宫内膜与自然排卵周期相似。来曲唑促排卵 

对雌激素影响较小，更接近 自然周期。氯米芬促排 

卵周期中子宫内膜明显变薄，可能与氯米芬长期竞 

争结合雌激素受体，致受体衰竭有关。氯米芬促排 

卵周期中出现高排卵率、低妊娠率、高流产率。氯米 

芬促排卵周期中雌激素水平明显高于自然周期，处 

于超生理水平 ，对内膜也有不良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来曲唑在促排卵中与氯米芬 

有相似的排卵率、妊娠率，但在对子宫内膜及雌激素 

的影响上，来曲唑更见优势，所以来曲唑是一种理 

想、有效的促排卵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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