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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采用达英 -35 联合二甲双胍治疗的效果
杨  洋   谢  迁   （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750001）

摘要：目的　分析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达英 -35 与二甲双胍进行联合治疗所取得的临床效果。方法　在

2018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期间医院收治的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中选取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列表将其分两组，其中，

对照组使用达英 -35 进行治疗，研究组采用达英 -35 与二甲双胍进行联合治疗，对患者临床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析。结果　研

究组治疗有效率高于对照组；经治疗，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均得到了合理的改善，且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对于患者差异，以

P<0.05，表示其在统计领域存在意义。结论　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治疗过程中，通过使用达英-35与二甲双胍进行联合治疗，

有利于实现患者临床治疗效果的提升与优化，对于患者健康的维系具有良好的促进意义，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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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医疗改革的推动下，大批医疗人员针对多囊

卵巢综合征患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索，旨在进

一步推动该病患者治疗质量的合理改善。对此，大量临床数

据显示，在使用达英 -35 对患者进行治疗的过程中，通过二

甲双胍的联合应用，有利于帮助患者实现肝糖输出量的控制，

对于患者机体负担的降低与临床症状的改善具有良好的促进

意义 [1]。此外，有研究显示，通过联合治疗的应用，有利于

帮助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实现生活质量的合理改善。本文针

对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治疗过程中使用达英 -35 与二甲双

胍进行联合治疗所取得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分析，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在 2018 年 7 月～ 2020 年 7 月期间医院收治的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中选取 86 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列表将其分

两组，其中，对照组患者年龄24～35岁，平均（28.25±1.45）

岁；研究组患者年龄 25 ～ 36 岁，平均（28.12±1.49）岁；

研究组在基本资料方面，以 P>0.05，表明组间数据差异在统

计学中无价值。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使用达英 -35 进行治疗，药物由 Schering GmbH & Co. 

Produktions KG 生产，国药准字：J20140114，药物用法用量

如下：1片 /d，在晚间服用，连续用药时间为 3周。

1.2.2 研究组

采用达英 -35 与二甲双胍进行联合治疗，其中，达英 -35

用法用量同对照组，二甲双胍由成都恒瑞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字：H20080697，药物用法用量如下：0.5g/次，3次 /d，

连续用药时间为 3周。

1.3 观察标准

本研究将患者治疗有效率、临床指标作为观察指标，其中，

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以及无效；显效表示患者临床症状

基本消失、有效表示患者临床症状有所改善，无效表示患者

临床症状无变化；临床指标包括雌二醇 (estradiol，E2)、促

卵泡素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FSH) 以及黄体生

成素 (luteinizing hormone，LH)。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 SPSS23.0 计算数据，其中，计量资料用

（χ±s）表示，进行 t 检验，计数资料用 % 表示，进行 χ2 检

验，对于患者差异，以 P<0.05，表示其在统计领域存在意义。

2 结果
2.1 患者治疗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意义（P<0.05）。

见表 1。

表 1：患者治疗有效率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研究组 43 24 18 1 97.67

对照组 43 15 20 8 81.40

χ2 - - - - 6.081

P - - - - <0.05

2.2 患者临床指标比较

经治疗，两组患者的临床指标均得到了合理的改善，且

研究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意义（P<0.05）。见表 2。

表 2：患者心理状态

组别 n
E2（pmol/L） FSH（IU/L） LH（IU/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43 68.58±3.28 104.32±4.28 5.63±0.65 1.02±0.23 12.45±0.65 6.31±0.74

对照组 43 69.87±4.45 85.77±6.45 5.52±0.67 3.85±0.56 12.38±0.67 8.48±0.66

t - 1.530 15.714 0.773 30.654 0.492 14.351

P -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3 讨论
相关研究表明，作为女性常见疾病之一，多囊卵巢综合

征对于女性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大。从致病因素的角度考虑，

大量医疗研究数据显示，该病与女性内分泌功能失调之间具

有较为密切的关联性 [2]。医疗人员指出，该病在育龄女性中

的发病率相对较高。在临床过程中，该病患者多数伴有月经

量异常、皮肤油脂分泌量增加、多毛、高雄激素性痤疮以及

替他女肥胖等临床症状，继而对患者日常生活质量造成了极

为不利的影响 [3]。与此同时，相关数据显示该病还可对女性

生育能力造成严重影响，继而导致患者出现不孕的问题，从

而对患者身心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在临床过程中，传统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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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五羟色胺的再摄取，而迅速起到抗抑郁的作用，这两种

药物在缓解抑郁症状方面都起效较快，舍曲林是通过增加

突触间隙的五羟色胺浓度来起到抗抑郁作用的，比起前两

者，其起效较慢。但在缓解躯体疼痛方面，度洛西汀比起

其他两种药物则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原因在于度洛西汀不仅

可以抑制去甲肾上腺素和五羟色胺的再摄取，而且可以阻断

疼痛信号通往脑的神经传输，从而起到较好的缓解躯体疼痛

的作用。所以，以疗效好、起效快、安全性高为原则进行治

疗药物的选择时，度洛西汀值得作为伴躯体疼痛症状抑郁症

患者治疗的较佳选择。在本次研究中，以本院的伴躯体疼痛

症状抑郁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度洛西汀、舍曲林、米氮平

的应用效果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了符合主流的研究结果。

经过本次的研究，发现在伴躯体疼痛症状抑郁症患者的

治疗中，度洛西汀比起舍曲林和米氮平，其起效速度更快，对

临床症状的改善效果更好，值得更加广泛地应用于医疗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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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感染、化痰利尿等， 但效果不甚理想。再加上由于长期的

药物治疗，一是会降低患者的依从性，二是易引发不良反应
[3]，而本文的硝酸甘油属于一类硝酸酯类药物，可以缓解患者

血管平滑肌的松弛度，促进小动脉进一步扩张而降低外周压

力，还可以缓解心肌的负荷，而多巴胺作为机体体内合成肾

上腺素前体物质之一，小剂量的使用可以对肾血管起到扩张

的作用，加强排尿能力以及心脏的收缩能力 [4-6]，有效改善心

力衰竭，两种联合使用可以在改善病情的同时，降低不良反

应的发生几率，提升治疗效果。本研究通过对比两组的治疗

有效率、不良反应发生率以及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后发现，

药物联合使用的效果相比常规治疗的效果要好，不良反应发

生的几率较小，而药物联合使用使用缩短了患者的住院时间，

促进了患者的恢复。

结合本文研究结果，可以得知，对肺心病心力衰竭患者

采取硝酸甘油联合小剂量多巴胺进行治疗，效果显著，值得

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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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采用达英 -35 对患者进行治疗 [4]。然而，单一药物治疗

的临床效果仍存在一定的不足有待提升，基于此，部分医疗

人员针对患者治疗方法进行了探索，旨在进一步推动患者治

疗效果的进一步改善 [5]。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联合用药的开展，患者治疗有

效率得到了合理提升，与此同时，患者临床指标均得到了合

理的改善。

综上，在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治疗过程中，为了进一步

实现对于患者健康的合理保障，医疗人员在使用达英 -35 进

行治疗的同时应积极做好对于二甲双胍的合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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