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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对前列腺增生症患者药物治疗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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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目的：观察非那雄胺、坦索罗辛缓释胶囊治疗代谢综合征合并前列腺增生患者及单纯前列腺增生患者疗效差异。

方法：收集前列腺增生患者 172 例，其中合并代谢综合征 92 例，单纯前列腺增生 80 例，两组均予非那雄胺 5 mg/d、坦索罗辛缓释
胶囊 0.2 mg 每晚 1 次，口服治疗 3 个月，代谢综合征患者通过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及适度运动。比较两组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

（IPSS）、生活质量（QOL）评分、最大尿流率、平均尿流率、残余尿、前列腺体积、前列腺癌特异性标志物（prostate-specific antigen，
PSA）等指标差异。结果：治疗前，代谢综合征合并前列腺增生组的 QOL 评分较单纯前列腺增生组的评分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最大尿流率较单纯前列腺增生组低，差异亦有统计学意义（P < 0.01），前列腺体积较单纯前列腺增生组更大，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33）；而 IPSS 评分、平均尿流率、残余尿、PSA 治疗前两组无明显统计学差异（P > 0.05）。经药物治疗 3 个月
后，采用多因素协方差分析提示代谢综合征合并前列腺增生组的 IPSS 评分、QOL 评分改善及 PSA 下降的水平较单纯前列腺增
生组疗效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42，P=0.017，P=0.064）。结论：代谢综合征增加了前列腺增生患者的 QOL 评分，降低了最

大尿流率水平；非那雄胺、坦索罗辛治疗代谢综合征合并前列腺增生疗效较单纯前列腺增生患者疗效差，代谢综合征影响着前
列腺增生药物治疗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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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MetS）和前列腺增生症（BPH）均为
老年男性常见疾病。众多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

PSA（F/T）正常。无 BPH 的相关并发症，
如肾积水、
氮
质血症、
尿路感染、
血尿、
膀胱结石、
严重糖尿病（空腹

响老年患者生活质量，威胁患者生命安全。MetS 是

异常，无长时间应用抗胆碱能类药物、利尿剂、精神

MetS 能促进 BPH 发生、发展，且两个疾病均严重影

一个多病因的疾病，流行病学、组织病理学、分子病

理学、临床试验表明，MetS 及相关组分在 BPH 发生、
发 展 中 起 着 重 要 作 用［1］。 本 研 究 拟 探 讨 MetS 对
BPH 患者药物治疗效果的影响。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5 年 1 月—2016 年 12 月本院经 B 超证实为

BPH 患者 172 例，
年龄 56~96 岁，
平均（77.45 ± 10.13）
岁，平均前列腺癌特异性标志物（prostate-specific

antigen，PSA）
（2.82 ± 2.46）ng/mL；平均前列腺体积

（54.42±18.12）mL。

入选标准：
前列腺体积>25 mL，
国际前列腺症状
（IPSS）评分 8~19 分，PSA≤10 ng/mL，且游离 PSA/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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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糖≥12.6 mg/dL），
无神经源性膀胱、下肢病理反射

神经药物，无慢性尿道炎或尿道狭窄，无异常蛋白
尿。排除标准：患者停止药物治疗（任何原因），药
物治疗无任何效果，出现 BPH 相关并发症。MetS 的
诊断采用 2004 年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会制定的标
准。符合以下 4 个组成成分中的 3 个及以上者入

选：①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BMI）≥25.0 kg/m2 ; ②
高血糖：空腹血糖（FPG）≥6.1 mmol/L 和（或）餐后 2
h 血糖（2hPG）≥7.8 mmol/L 和（或）已确诊为糖尿病
并治疗者; ③高血压：血压≥140/90 mmHg 和已确诊
为高血压并治疗者; ④血脂紊乱：甘油三酯（TG）≥
1.70 mmol/L，和（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
0.9 mmol/L（男）。
1.2

方法

测量血压、FPG、血脂、糖化血红蛋白、身高、体
重等相关指标，前列腺体积由 B 超室同一医生完成，
前列腺体积：上下径×左右径×前后径×0.52，生化检

查由生化室完成。其中 MetS 合并 BPH 92 例，单纯
BPH 80 例，BPH 患者经非那雄胺片 5 mg/d、坦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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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胶囊 0.2 mg 每晚 1 次治疗 3 个月，MetS 患者经药
物治疗和适度运动各项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分别

表1

记录治疗前后 IPSS 评分、生活质量（QOL）评分；最
大尿流率、
平均尿流率、
残余尿、
前列腺体积、
PSA等。
1.3 统计学方法

准差（x ± s）表示，计数资料用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2 检验，应用多因素协方差分析比较治疗前后疗

收缩压（mmHg）
≥140
<140

舒张压（mmHg）
≥90

效差异，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研究多因

素包括：IPSS、QOL、最大尿流率、平均尿流率、残余
尿、前列腺体积、PSA，协变量为 6 个变量因素中的其
余 5 个。

2

前列腺增生患者治疗前代谢相关因素比较
［n（%）］

<90

甘油三酯（mmHg）
≥150
<150

空腹血糖（mmHg）

结 果
本组 172 例入选并完成相关临床研究，其中合

并 MetS 92 例，单纯 BPH 80 例，基本临床资料见表 1。

≥6.1
<6.1

腰围（cm）

两 组 治 疗 前 IPSS 评 分 分 别 为（15.70 ± 5.02）分 和

≥90
<90

（14.85 ± 3.58）分，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21）；
QOL 评分分别为（4.83 ± 1.03）分和（4.30 ± 0.76）分，

MetS 合
并 BPH 组

单纯 BPH 组

62（67.40）

30（37.50）

变量

应用 SPSS11.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以均数±标

· 85 ·

30（32.60）
20（21.74）
72（78.26）
60（65.22）
32（34.78）

50（62.50）
16（20.00）
64（80.00）
34（42.50）
46（57.50）

68（73.91）

28（35.00）

17（18.48）

4（5.00）

24（26.09）

75（81.52）

52（65.00）

P值
0.001

0.780

0.003

0.000

0.007

76（95.00）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01）；最大尿流率分别

（49.40 ± 14.23）mL，两 组 比 较 有 显 著 性 差 异（P=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 0.001）；平均尿流率分别为
（5.10 ± 2.79）mL/s 和（4.57 ± 1.78）mL/s，两组比较

物相应治疗后疗效分析，采用多因素协方差分析比
较两组治疗前后差异，发现经治疗后 IPSS、QOL 对

为（11.47 ± 1.85）mL/s 和（10.11 ± 2.94）mL/s，两组
无 显 著 性 差 异（P=0.139）；残 余 尿 分 别 为（34.94 ±
21.69）mL和（29.05 ± 23.48）mL，
两组比较有显著性差
异（P=0.09）；
PSA 水平两组分别为（3.57 ± 1.40）ng/mL
和（2.90 ± 2.00）ng/mL，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64）；前 列 腺 体 积 分 别 为（54.15 ± 14.68）mL 和
表2

IPSS

治疗前

QOL

治疗前

最大尿流率（mL/s）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后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残余尿（mL）

治疗前
治疗后

前列腺体积（mL）

治疗前
治疗后

PSA（ng/mL）

药物治疗变化有明显差异（表 2）。

3

讨 论
MetS 是多种代谢成分异常聚集的病理状态，是

一 组 复 杂 的 代 谢 紊 乱 症 候 群 。 MetS 已 被 确 认 为

应用多因素协方差分析治疗前后疗效对比结果

变量

平均尿流率（mL/s）

0.033）。BPH 合并 MetS 患者和单纯 BPH 患者经药

治疗前
治疗后

单纯 BPH 组

MetS 合并 BPH 组

（x ± s）
P值

15.70 ± 5.020

0.042

04.30 ± 0.760

04.83 ± 1.030

0.017

10.11 ± 2.940

11.47 ± 1.850

0.330

04.57 ± 1.780

05.10 ± 2.790

0.276

29.05 ± 23.48

34.94 ± 21.69

0.710

54.15 ± 14.68

0.150

03.57 ± 1.400

0.064

14.85 ± 3.580
07.35 ± 3.680
03.42 ± 0.930
13.04 ± 3.020
06.68 ± 1.620
22.30 ± 14.73
49.40 ± 14.23
45.00 ± 12.67
2.90 ± 2.00

02.70 ± 1.600

11.85 ± 3.510

02.90 ± 0.740
13.97 ± 2.890

07.04 ± 2.690
17.43 ± 11.94
48.71 ± 13.66

02.77 ±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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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H 临床进展的危险因素［2］，但确切机制不明。国
内尚缺乏药物治疗相关研究报道，根据 2014 版中国
泌尿外科疾病指南及相关文献，MetS 是 BPH 的病
因，本文主要研究 MetS 合并 BPH 患者，通过控制
MetS 相关因素下，观察前列腺增生药物治疗的疗

效。MetS 对 BPH 药物疗效的研究报道较少，韩国
Cyrus 等［3］研究表明：MetS 降低 BPH 药物治疗的效

果，临床医生在选择药物治疗患者时，MetS 为需要
考虑因素之一。本研究结果表明：去除治疗前混杂
因素（前列腺体积及年龄差异等），虽经相同的前列

腺增生药物治疗，但 MetS 组治疗后 IPSS 评分降低不

明显，同样，MetS 组改善 QOL 评分也不明显，两组比
较有显著性差异（P=0.042；P=0.017）；最大尿流率、
平均尿流率、残余尿、前列腺体积的改变两组治疗
前 后 比 较 无 显 著 性 差 异（P=0.330；P=0.276；P=
0.710；P=0.150），与 Cyrus 等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两
组 PSA 治疗前后比较接近统计学差异（P=0.064），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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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激素水平、氧化应激以及缺血缺氧等［10］，本研究
发现，MetS 患者前列腺体积较非 Mets 患者的前列腺
体积明显增大，但治疗前后前列腺体积变化无统计
学差异（P=0.432），可能与非那雄胺需较长时间治疗
才能明显缩小前列腺体积，本研究随访患者仅有 3
个月，可能非那雄胺的疗效尚未体现。
有文献表明，BPH 合并 MetS 和单纯 BPH 患者比
较，两者 IPSS 评分无差异［11］，本研究也表明治疗前
两者无明显差异，但比较治疗前后改变，MetS 患者
IPSS 评分降低不明显，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推测其可能的机制为高血压、高血脂及高血糖、
肥胖等因素导致下尿路症状的加重，影响了药物治
疗疗效。由此说明，MetS 合并 BPH 患者，MetS 药物
治疗效果相对不佳。通过饮食控制和身体锻炼，改
变 MetS 患者相关代谢异常指标，能改变 BPH 患者治
疗效果［12］，
为 BPH 患者的治疗及预防提供新思路［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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