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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思明预处理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心理状态和临床疗效

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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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优思明预处理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心理状态和临床疗效的影响。

方法 选择我院 2013年 1月～2014 年 1月就诊的 116例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随机分为

两组，对照组 58例来曲唑治疗，观察组 58例优思明 3个月预处理后来曲唑治疗，比较两

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激素水平变化以及来曲唑促排卵治疗 4个月的排卵率、妊娠率。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前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下降更明显，与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观察组促黄体生成素（LH）、睾酮（T）

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上述指标有所下降，

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来曲唑促排卵治疗 4个月,观察组的排卵

率、妊娠率分别为 78.6%、41.4%，均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63.3%、27.6%，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结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给予优思明预处理，能够改善患者的心理

状态及激素水平，提高排卵及妊娠率，是有效的临床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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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clinical efficacy with Letrozole treatment after Drospirenone and 

ethinylestradiol tablets pretreatment. Methods 116 cases of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atients 

from January 2013 to January 2014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 an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58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trozole, 58 cases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Letrozole after Drospirenone and 

ethinylestradiol tablets pretreatment,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s and hormone levels, the 

ovulation rate, pregnancy rate after treatment and flowed up 4 months of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self-evaluation of anxiety scale (SAS), depression self rating scale (SDS) 

score of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AS, SDS scores of two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e amplitude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greater,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roups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atients′luteinizing 

hormone (LH), testosterone (T) of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 index of control group 

had declined, but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flowed up the patients for 4 months, the ovulation rate, pregnancy rate of 

observation group were 78.6%, 41.4%,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3.3%, 27.6%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Conclusion  Drospirenone and 



ethinylestradiol tablets pretreatment in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ati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nd hormone levels, and improve ovulation and pregnancy, it is a 

valid clinical treat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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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临床上常见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在生育年龄的妇女中发病率处于

上升趋势，成为引起育龄女性无排卵性不孕的主要原因[1]。临床工作者一直致力于研究经

济、有效的治疗方案[2]，但各个研究的切入点不同。有研究显示药物治疗不仅能明显改善

患者的代谢特征，同时能改善其心理状态[3],本研究即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优思明预处理对多

囊卵巢综合征不孕患者心理状态和临床疗效的影响，为临床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 2013年 1月～2014 年 1月诊治的 116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全部按照 2003年 ESHRE/ASRM鹿特丹专家会议推荐的标准确诊[4]，患者输卵管通畅，无生

殖系统器质性病变，男方精液分析正常；排除甲状腺疾病、肝肾功能异常、肾上腺及血栓

性疾病。研究对象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58例。对照组患者年龄 27～38 岁，

平均（28.4±2.3）岁；月经失调 1～13 年，平均（4.9±1.2）年；原发不孕 40例，继发

不孕 18例。观察组患者年龄 26～39 岁，平均（28.1±2.4）岁；月经失调 1～15 年，平

均（5.1±1.4）年；原发不孕 39例，继发不孕 19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可比性

（P＞0. 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来曲唑治疗，月经周期第 5天开始口服来曲唑

5mg/天（2.5mg/片，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服药 5天，月经周期第 8～10 天开始

经阴道 B超（机器型号：阿洛卡 PROSOUND 6）监测卵泡发育，每 2～3天 B超监测卵泡发

育下，直至发现最大卵泡直径≥15mm 时，改为每 1～2天 B超监测卵泡发育 1次。监测过

程中当卵泡直径≥14mm 时子宫内膜厚度＜5mm，即加用戊酸雌二醇片 1mg/天(1mg/片,拜耳

医药保健有限公司)，并根据子宫内膜厚度改善情况调整用量；卵泡直径≥18～20mm，肌注

HCG 5000～8000IU，指导性生活，36～48 小时后观察排卵情况。患者若未妊娠，重复以上

治疗。连续促排卵治疗最多 4个周期。

观察组屈螺酮炔雌醇片（优思明）预处理后来曲唑治疗。月经周期第 5天开始口服优

思明（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每片含屈螺酮 3mg和炔雌醇 0.03mg），每晚 1片，每

日 1次，连续用药 21天停药，待下一次月经周期第 5天开始继续按照上述方法服药，共治

疗 3个周期预处理后，给予来曲唑促排卵治疗，用药方法同对照组。

除以上药物治疗外，两组患者用药前由专人填写焦虑自评量表(SAS)及抑郁自评量表

(SDS)进行患者精神状态评分，并给予相应的心理指导，详细介绍患者多囊卵巢综合征病情

及治疗方案，影响受孕的主观因素，如情绪、性格及注意力等，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题及相应对策，根据个体易感性对患者进行语言暗示，增加患者信心，以使患者精神放松，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1.3 观察指标

观察比较两组患者的心理状态、激素水平变化以及促排卵治疗后 4个月的排卵率、妊

娠率。其中，心理状态采用 SAS、SDS 评估；激素水平采用全自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测

定促黄体生成素（LH）、 促卵泡刺激素（FSH）、睾酮（T）、雌二醇（E2）。治疗后的心

理状态、激素水平评估测定时间为对照组来曲唑治疗 4个周期后，观察组在优思明 3个周



期预处理后继促排卵治疗 4个周期后。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16.0 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数资料进行 χ2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 x±s)表示，进行 t检验，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心理状态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SAS、SDS 评分均较高，提示患者均存在一定的焦虑、抑郁心理，两组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 SAS、SDS 评分均显著下降，且观察组降低

更明显，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见表 1。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 SAS、SDS 评分比较( x±s，分)

组别 评定时间 SAS SDS

治疗前 52.1±2.4 51.3±3.1观察组（n=58）

治疗后 36.2±3.0ab 38.6±3.5ab

治疗前 51.9±2.0 51.1±3.4对照组（n=58）

治疗后 40.7±3.2a 39.8±2.9a

    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2 两组激素水平比较

两组治疗前 LH、T、FSH、E2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

LH、T 显著降低，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对照组上述指标有所下

降，但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激素水平比较( x±s)

组别 检测时间 LH(mIU/ml) FSH(mIU/ml) T（ng/dl） E2（pg/ml）



治疗前 11.07±2.49 6.13±1.20 71.35±6.21 47.27±3.61观察组（n=58）

治疗后 5.42±1.33ab 6.07±1.34 51.18±4.92ab 48.05±4.10

治疗前 11.10±2.43 6.09±1.26 71.28±6.14 47.80±3.57对照组

（n=58） 治疗后 10.94±1.97 6.10±1.29 68.63±6.02 47.91±3.82

    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对照组比较，bP＜0.05

2.3 两组排卵率、妊娠率比较

两组患者来曲唑促排卵治疗共 4个月后，观察组的排卵率、妊娠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数据见表 3。

表 3   两组排卵率、妊娠率比较 [n(%)]

组别 患者例数 排卵周期 排卵率 妊娠率

观察组 58 159 125（78.6）b 24（41.4）b

对照组 58 150 95（63.3） 16（27.6）

与对照组比较，bP＜0.05

3 讨论

多囊卵巢综合征以持续性无排卵、雄激素过多和胰岛素抵抗为重要特征，常表现为月

经紊乱、无排卵、多毛、肥胖、不孕和双侧卵巢增大呈多囊性改变。疾病的发病机制涉及

遗传、环境及精神心理等多种因素[5]。本研究选择患者心理状态及临床疗效为切入点，探

讨了优思明预处理后来曲唑促排卵治疗方案对患者心理状态及临床疗效的影响。多囊卵巢

综合征患者多毛、痤疮等高雄激素体征及肥胖、黑棘皮症等高胰岛素体征、月经稀发、闭

经及不孕等临床表现的特异性，患者常伴有不良心理状态，加重疾病的发展[6]。在治疗上，

优思明预处理治疗有利于改善患者激素水平、提高排卵率及妊娠率已有报道 [7]，本研究结

果再次支持了以上结果。有报道女性生殖内分泌受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调控，而下丘



脑不仅是内分泌中枢，也是人体的情绪情感中枢，因而激素与心理状态存在一定的关联，

这为心理因素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发生、发展以及疾病的身心同治提供依据 [8]。患者在治

疗前的心理状态评估结果显示存在焦虑、抑郁状态，药物治疗的同时心理指导不容忽视，

通过心理指导辅助药物治疗，帮助患者达到健康心理状态，有利于治疗效果。优思明含有

屈螺酮，屈螺酮具有孕激素活性、抗雄激素活性以及抗盐皮质激素活性，可有效降低水分

潴留，并可显著改善皮肤和毛发问题[9]。对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多毛、肥胖、不孕等

临床症状直接影响到患者的心理状态，而优思明通过有效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促进心理状

态的健康发展。本研究结果也显示两组患者治疗后 SAS、SDS 评分均显著下降，心理状态明

显改善，而观察组改善更明显，与以上论述相符，值得参考。

由上可见，优思明预处理后来曲唑促排卵治疗对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具有满意的临床

疗效，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激素水平，提高排卵及妊娠率，是有效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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