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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宁泌泰胶囊治疗糖尿病尿路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
刘蕾 1，田明清 2，黄文杰 1

（1. 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贵州  遵义  563002 ；2. 山东省龙口市计划生育服务站，山东  龙口  265701）

【摘要】 目的 观察宁泌泰胶囊治疗糖尿病尿路感染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贵州省遵义市第一人民医
院和山东省龙口市计划生育服务站收治的 100 例糖尿病尿路感染患者，在得到受试者知情同意后按随机方法
将患者分对照组和试验组。在降糖治疗基础上，试验组 65 例用宁泌泰胶囊（4 粒 / 次，每粒 0.38 g）治疗，对照
组 35 例用三金片（4 粒 / 次，每粒 0.29 g）治疗，两组均每日 3 次，2 周为 1 个疗程。观察两组治疗前后临床疗效、
血常规、尿常规、血糖、中段尿细菌培养转阴率和中医证候疗效及不良反应。结果 试验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
对照组 〔88.52%（54/61）比 70.59%（24/34），P＜0.01〕。两组治疗前尿中红细胞计数（RBC）、白细胞计数（WBC）
及血中 RBC、WBC、血红蛋白（Hb）、血糖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治疗后尿中 RBC、
WBC 均较治疗前降低；对照组 RBC 较治疗前升高，WBC 较治疗前降低，试验组 RBC 和 WBC 与对照组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RBC（个 /μL）：1.99±0.59 比 9.11±3.76，WBC（个 /μL）：23.09±6.18 比 63.72±25.76，均
P＜0.05〕；对照组治疗后血 RBC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109/L ：3.93±0.40 比 4.02±0.39，P＜0.05）。两组治疗
后 WBC、Hb 及血糖均较治疗前有所降低，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
转阴率较对照组明升高 〔80%（4/5）比 0（0/2）〕。治疗后两组各项中医证候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试验组改善
尿急、尿色黄赤、少腹胀痛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尿急：90.0%（54/60）比 61.8%（21/34），尿色黄赤：75.0%

（39/52）比 47.6%（10/21），少腹胀痛：74.5%（35/47）比 70.6%（12/17），P＜0.05 或 P＜0.01〕，但其他各症状两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结论 宁泌泰胶囊治疗糖尿病尿路感染的临床疗效优于三金片，临
床观察中未见不良反应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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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Ningmitai capsule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100 diabetes patients with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from Zunyi 
First People's Hospital in Guizhou Province and Longkou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Station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enrolled in the study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and treatment groups after they were informed and gave 
consent. With basic therapy to lower blood glucose， 65 case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Ningmitai 
capsule （4 granules/time， every grain of 0.38 g）， while another 35 cases of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Sanjin tablets  

（4 granules/time， every grain of 0.29 g）， 3 times a day for 2 weeks in bot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blood routine， urine routine， blood glucose， negative conversion ratio of midstream urine bacteria 
culture and tradition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 curative effect in both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8.52% （54/61） vs. 70.59% 

（24/34）， P＜0.01〕.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s in red blood cell （RBC） and white blood cell （WBC） count in 
urine samples as well as RBC， WBC， hemoglobin （Hb） and glucose in blood sampl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 Compared with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fter treatment， 
the urinary RBC and WBC were decreased in treatment group， while in control group WBC was decreased but RBC 
increased， and in the comparisons of above index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there were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RBC （cell/μL）： 1.99±0.59 vs. 9.11±3.76， WBC （cell/μL）： 23.09±6.18 vs. 63.72±25.76， both P＜0.05〕. 
The blood RB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ed after treatment in control group （×109/L ： 3.93±0.40 vs. 4.02±0.39， P＜
0.05）.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BC， Hb and glucose in blood were reduced in comparisons to those before 
treatment， an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were found（all P＞0.05）. Negative conversion ratio of midstream 
urine bacterial culture in treatment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80% （4/5） vs. 0 （0/2）〕. 
Syndrom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ameliorated at different degrees after treatment in both groups. The 
effectiveness of treatment group on urinary urgency， yellowish turbid urine and swelling pain in lower abdomen were 
obviously more valid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urinary urgency ： 90.0% （54/60） vs. 61.8% （21/34）， yellowish turbid 
urine： 75.0% （39/52） vs. 47.6% （10/21）， swelling pain in lower abdomen： 74.5% （35/47） vs. 70.6% （12/17）， P＜0.05 
or P＜0.01〕， but other symptoms were similar i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 Conclusi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Ningmitai capsule is better than that of Sanjin tablet for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diabetic urinary tract infection， and 
no adverse reaction has been seen in clinical 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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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是糖尿病患者的常见并发症之一，占第 
2 位，尤其在女性较为常见［1］。这是由于糖尿病患

者的抵抗力差，易并发各种感染［2］。一旦发生感染

将影响患者的预后及转归，对生存质量有不良影响，

其发生发展与多种因素有关［3-6］。贵阳新天药业有

限公司研制的中药三类新药宁泌泰胶囊在临床上治

疗糖尿病尿路感染患者疗效满意，现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

择 2003 年 6 月至 2003 年 10 月贵州省遵义市第一

人民医院门诊及病房收治的 70 例患者及山东省龙

口市计划生育服务站收治的 30 例患者，按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试验组与对照组。

 本研究符合医学伦理学标准，并经医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取得患者或家属的知情同意。

1.1.1 诊断标准

1.1.1.1 糖尿病：有糖尿病病史或按世界卫生组织

（WHO）诊断分类标准确诊为糖尿病。

1.1.1.2 尿路感染：参照第二届全国肾脏病学术会

议讨论通过的标准，有尿道刺激症状伴尿色黄赤或

尿道口有白色分泌物，有腰痛、少腹疼痛、恶寒、发

热；尿常规：白细胞≥5 个 /HP，或有少量蛋白、红细

胞；或中段尿细菌定量培养菌落数＞1×105 个 /mL。
1.1.1.3 中医辨证分型标准：根据宁泌泰的处方组

成及功能主治，本研究选用下焦湿热型作为观察证

型，表现为尿频、尿急、尿道灼热刺痛，尿色黄赤，少

腹胀痛，或伴腰痛，恶寒发热，舌质红，苔黄腻，脉弦

数或滑数。

1.1.2 病例纳入标准： ① 符合糖尿病尿路感染西医

诊断标准； ② 符合中医下焦湿热证诊断标准； ③ 年
龄 17～70 岁； ④ 就诊前已进行糖尿病尿路感染治

疗者，至少停药 2 周后； ⑤ 空腹血糖＞8 mmol/L，或
随机血糖＞11.1 mmol/L。
1.1.3 排除标准： ① 尿道综合征：患者有明显的排

尿困难、尿频，但无发热、白细胞增高等全身症状，

多次尿细菌培养菌落数＜1×103 个 /mL，尿中红细

胞计数（RBC）和白细胞计数（WBC）增加不明显 
（＜5 个 /HP）； ② 因尿路解剖畸形而发病的病例； 
③ 对本药过敏者； ④ 不符合纳入标准，未按规定

用药而无法判断疗效或资料不全等影响疗效或安

全性判断者； ⑤ 使用降糖药治疗，空腹血糖仍＞ 
8 mmol/L，或随机血糖＞11.1 mmol/L 者； ⑥ 合并心

脑血管、肝、肾系统等严重疾病者； ⑦ ＜17 岁或＞
70 岁患者。

表 1 尿路感染患者中医证候评分标准

临床症状
中医证候评分（分）

无 偶有 时有 经常有

尿急 0 2 4 6

尿痛 0 2 4 6

少腹胀痛 0 2 4 6

腰痛 0 2 4 6

肾区叩击痛 0 1 2 3

发热 0 1 2 3

1.2 治疗方法：试验组口服宁泌泰胶囊，每次 4 粒，

每粒 0.38 g ；对照组口服三金片，每次 4 粒，每粒 
0.29 g ；两组均每日 3 次，2 周为 1 个疗程。试验期

间除降糖药外，禁用一切与试验药物效用相同的中

西药品。

1.3 观察指标：观察治疗前后血常规、尿常规、中段

尿细菌培养阳性率、空腹血糖、餐后 2 h 血糖、中医

证候及舌象、脉象变化情况及不良反应。

1.4 疗效判定标准： ① 近期痊愈：临床症状、体征

消失（证候总积分减少 90% 以上），尿常规检查恢复

正常，尿菌阴性； ② 显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

本消失（证候总积分减少 60%～89%），尿常规正常

或接近正常，尿菌阴性； ③ 有效：临床症状、体征减

轻（证候总积分减少 30%～59%），尿常规显著改善，

尿培养偶有阳性； ④ 无效：临床症状及尿常规改善

不明显（证候总积分减少 30% 以下），尿菌定量检查

仍阳性，或于第 2 周复查时尿菌阳性，且为同一菌

种。中医证候评分标准参照表 1，总有效＝近期痊

愈 + 显效 + 有效。

1.5 统计学分析：采用 SPSS 13.0 统计软件处理数

据，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χ 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2 结 果

2.1 病例纳入情况及两组均衡性分析：100 例患者

中共有 5 例病情较重，加用西药治疗而退出观察，其

中试验组 4 例，对照组 1 例。95 例患者中男性 15 例， 
女性 80 例。试验组男性 10 例，女性 51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62.54±9.88）岁；病程２ d～10 年，

平均（154.15±513.58） d。对照组男性 5 例，女性

29 例；年龄 20～70 岁，平均（64.03±9.10）岁；病程

1 d～5 年，平均（157.74±361.22） d。两组患者性别、

年龄、病程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两组资料均衡，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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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表 2）：试验组总有

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χ 2＝16.681，P＜0.01）。

2.3 两组治疗前后尿中 RBC、WBC 比较（表 3）：两

组治疗前尿中 RBC、WBC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均 P＞0.05）。试验组治疗后 RBC 较治疗前降

低，对照组 RBC 略有上升，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两组治疗后尿中 WBC 均较治疗前明

显降低，且以试验组降低更显著（均 P＜0.05）。
2.4 两组治疗前后血中 RBC、WBC 和血糖比较 

（表 3）：两组治疗前后血中 WBC、血红蛋白（Hb）、血糖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对照组治

疗后血中 RBC 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5），试验

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2.5 两组治疗前后中段尿细菌培养阳性率比较：两

组治疗前共 30 例患者进行中段尿培养，其中 7 例细

菌培养阳性，菌种为大肠杆菌、大肠埃希菌、无乳链

球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雷伯菌、普通变形杆菌。

试验组中段尿培养阳性 5 例，治疗后转阴 4 例，转

阴率为 80%。对照组中段尿培养阳性 2 例，无转阴 
病例。

2.6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改善情况比较（表 4）：

两组治疗后各中医证候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试验

表 3 两组治疗前后尿中 RBC、WBC 和血中 RBC、WBC、Hb 及血糖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尿常规（个 /μL） 血常规（×109/L） Hb
（g/L）

血糖（mmol/L）

RBC WBC RBC WBC 空腹 餐后

对照组 治疗前 34 3.44±2.07 78.86±39.33 4.02±0.39 6.34±3.06 126.71±11.69 6.72±0.99 9.53±1.12

治疗后 34 9.11±3.76 63.72±25.76 b 3.93±0.40 b 6.20±2.79 125.03±12.12 6.74±1.07 9.10±1.58

试验组 治疗前 61 11.05±2.30 82.93±38.19 4.09±0.44 6.63±1.71 128.08±12.02   7.09±1.01 9.45±1.33

治疗后 61 1.99±0.59 a 23.09±  6.18 ab 4.08±0.39 6.46±1.61 126.97±11.12 6.83±1.06 8.97±1.29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与本组治疗前比较，bP＜0.05

表 4 两组各中医证候治疗的有效率比较

组别
有效率 〔%（例 / 例）〕

尿频 尿急 尿痛 尿色黄赤 少腹胀痛 腰痛 肾区叩击痛 发热

对照组 67.6（23/34） 61.8（21/34） 71.4（20/28） 47.6（10/21） 47.6（10/21） 70.6（12/17） 60.0（  6/10）     0.0（0/0）

试验组 83.3（50/60） 90.0（54/60） a 83.3（40/48） 75.0（39/52） a 86.0（43/50） b 74.5（35/47） 77.4（24/31） 100.0（2/2）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bP＜0.05

表 2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临床疗效（例） 总有效率

〔%（例）〕近期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对照组 34   2   4 18 10 70.59（24）

试验组 61 16 a 21 a 17   7 88.52（54） a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1

组尿急、尿色黄赤、少腹胀痛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 或 P＜0.01），但其他证候两组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仅有 2 例

发热，经治疗发热减轻。两组其他中医证候及舌象、

脉象均属正常。

2.7 不良反应：两组均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3 结 论

 中医中药在糖尿病的治疗过程中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除了能改善糖尿病的高脂血症［7］外，对改

善糖尿病足［8-9］、糖尿病肾病［10-11］等其他并发症如

压疮的创面处理［12］等均有显著疗效。本研究结果

表明，在治疗糖尿病尿路感染方面，中药的疗效也

不容忽视。宁泌泰胶囊是贵阳新天药业有限公司

研制的中药三类新药，由三颗针、大风藤、芙蓉叶、

四季红、白茅根、头花蓼、芙蓉叶、连翘、仙鹤草等组

成，主治各种泌尿生殖系感染。现代药理学研究显

示，三颗针、四季红、芙蓉叶、连翘等有明显的抗菌、

抑菌及消炎作用；四季红、仙鹤草、白茅根利尿、止

血，三颗针、大风藤解痉镇痛；诸药合用共奏清热解

毒、利湿通淋、凉血止血之功效。宁泌泰胶囊在临床

应用 6 年，药效学研究表明其具有抗菌、抗炎、镇痛、

利尿、解痉、提高机体免疫力等作用［13］。

 本研究中以目前国内通用的治疗泌尿系感染

的中成药三金片［3，14］为对照，观察宁泌泰胶囊治疗

糖尿病尿路感染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宁泌泰胶

囊试验组治疗糖尿病尿路感染的总有效率高于三

金片对照组。两组治疗后尿 WBC、RBC 均较治疗

前显著下降，且以试验组效果更显著。治疗前两组

共 30 例进行中段尿培养，其中 7 例阳性，为大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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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大肠埃希菌、无乳链球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克

雷伯菌、普通变形杆菌［15］。但加用宁泌泰胶囊治疗

后，中段尿培养阳性 5 例中 4 例转阴。而对照组中

段尿培养阳性 2 例均未转阴。另外，宁泌泰胶囊可

有效改善各项中医证候，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组，尤

以尿急、少腹胀痛、尿色黄赤为著。宁泌泰胶囊为纯

中药制剂，临床观察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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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论文中实验动物描述的有关要求

 在医学论文的描述中，凡涉及到实验动物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 品种、品系描述清楚； ② 强调来源； ③ 遗传背景； ④ 微生

物学质量； ⑤ 明确体质量； ⑥ 明确等级； ⑦ 明确饲养环境和实验环境； ⑧ 明确性别； ⑨ 有无质量合格证明； 10  有对饲养的

描述（如饲料类型、营养水平、照明方式、温度、湿度要求）； 11  所有动物数量准确； 12  详细描述动物的状况； 13  对动物实验的

处理方式有单独清楚的交代； 14  全部有对照，部分可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

本刊关于临床试验和伦理的一般要求

 临床试验注册号应是从 WHO 认证的一级临床试验注册中心获得的全球唯一的注册号。临床试验注册号排印在摘要结束

处。以“临床试验注册”（Trial registration）为标题（字体、字号与摘要的其他小标题相同），写出注册机构名称和注册号。前瞻性

临床试验研究的论著摘要应含有 CONSORT 声明（Consdidated Standards of Reporting Trial ；http://www.consort-statement.org/home） 
列出的基本要素。医学伦理问题及知情同意须遵循医学伦理基本原则。当论文的主体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时，作者应说明其遵

循的程序是否符合负责人体试验的委员会（单位性的、地区性的或国家性的）所制订的伦理学标准。提供该委员会的批准文

件（批准文号著录于论文中）及受试对象或其亲属的知情同意书。

本刊对来稿的一般要求

 文稿应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实用性和导向性。要求资料真实、可靠，数据准确，必要时应进行统计学处理；文字精炼，层次

清楚；论点明确，论据充分，结论清晰。应特别注意对研究过程和方法陈述的严谨性、逻辑关系的严密性、文字表述的流畅性。

 来稿需经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所在单位审核，并附单位推荐信。推荐信（附带版权转让协议）可在本刊编辑部索取。推

荐信应证明稿件内容和数据资料的真实性，注明对稿件的审评意见以及无一稿两投、不涉及保密、署名无争议等项，并加盖

单位公章。如涉及保密问题，需附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发表的证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科研论文一般具有职务作品的属性。

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对于原创性研究论文，本刊要求稿件推荐信须由享有该研究知识产权的单位（即科研立项单位、病例资料

所在单位）出具；多中心研究的推荐信可由作为该项研究主持者的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的所在单位出具。述评、综述、论坛类

稿件不受上述规定限制。

 欢迎作者通过 Email 投稿，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的投稿信箱：cccm@em120.com。对于 Email 投稿，还需再寄纸版

稿件 2 份以及各类基金项目复印件。

 《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一般不退还原稿，请作者自留底稿。若作者要求退还文中原始图片，请在投稿时特别声明。

为了便于必要时编辑部与作者及时取得联系，请在文稿后注明第一作者或通信作者的联系方式（移动电话及 Email），所有处

理稿件的相关问题均通过 Email 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