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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夜间遗尿(NE)，或“尿床”，是一种儿童夜间尿失禁。N元的诊断会给孩子带来社会破坏和心理压力。

父母管理网元最常见的策略是在晚上叫醒孩子去上浴室，并在睡觉前限制孩子的取水量。针对神经元的行

为或教育疗法，如泌尿治疗或膀胱再训练被广泛接受，并被认为是儿童非神经源性下尿路功能障碍的主流

治疗选择。药物治疗也起着辅助作用。然而，并没有金本位的治疗或干预措施来有效地管理神经元。

方法：本研究旨在确定草药组合物治疗儿童神经元的疗效。本研究的目标人群为80名6至14岁儿童（男性和

女性），每周主要夜间遗尿≥3（湿夜）。活性组每天将接受一或两个胶囊，含有420mg的Urox®（Seipel集团，

澳大利亚），含有Cratevox™（山楂科；苋属）茎树皮提取物标准化1.5%芦醇：非标准化等藤科（马科；马尾）茎

提取物；非标准化林德拉聚集物。本研究的主要结果是夜行症的频率。次要的结局包括安全性、生活质量和日

间尿失禁。每次参与试验32周，包括前8周每2周与研究小组联系，然后每8周接触，直到试验完成。

讨论：本研究探讨了一种治疗影响许多儿童的研究不足的健康状况的新方法。尽管有几种治疗方法，但没

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使用任何一种干预措施，因此，这个随机安慰剂对照II期试验将对理解这种情况的潜在

新治疗方法做出重要贡献。

. 试验注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临床试验注册号：12618000288224方案：2018年2月23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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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资料：

夜间遗尿症(NE)，或“尿床”，是一种夜间尿失禁，

发生在更年轻的儿童[1,2]。更具体地说，原发性夜遗

尿(PNE)被定义为非自愿排尿的儿童5岁或以上，没有

先天性或获得性的中枢神经系统或尿路缺陷，没有经

历干燥期超过6个月[1]。NE被归类为单症状遗尿-无其

他症状的下尿路-或非单症状遗尿-遗尿与其他，主要

是白天，下尿路症状[3]。神经元的病因学已归因于多

因素的病理生理学因素，如抗利尿激素分布的改变、

夜间多尿、觉醒失败、膀胱成熟延迟和夜间逼尿里肌

过度活动[4,5]。与东北相关的常见共病有：便秘、糖

尿病、发育注意或学习困难、男孩复发性尿路感染

(UTI)史和针虫感染[6-8]。据报道，在澳大利亚学龄

儿童队列中，5岁以上儿童的5%至20%[4,7,9-11]的发

病率高达18.2%。与东北相关的预测或危险因素包括：

年龄、男性性别、日间尿失禁、阻塞、社会关注、行

走年龄延迟、父母阳性遗尿史和兄弟姐妹遗尿[7,9,12]

史。

NE的诊断可能是社会破坏和心理障碍

对儿童的心理压力，[2,10]。过去已经探索了生活质

量指标，以确定NE对儿童生活的影响[9,13,14]。膀胱

功能障碍的心理影响被认为是由于尿症状他们自己

[13]。虽然不是一个原因因素，但据报道，NE[9]儿童

的学校表现较高。孩子对网元对自己生活的影响的解

释似乎也与父母的代理人对生活质量[13,15]的看法有

所不同。父母更多地报告说（71%），NE对孩子的整体

生活质量几乎没有或没有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

种发育状况[9]。这一事实支持了，只有一半的父母咨

询医生[16]这一情况，这表明社区的患病率可能高于

当前记录的数字[17]。

治疗夜间遗尿的常见方法父母通常选择一种联合治

疗方法来治疗他们的孩子。最常见的策略是在晚上

叫醒孩子使用浴室，并限制孩子的取水量

去睡觉了，[18]。神经元的行为或教育疗法，如泌尿

治疗或膀胱再训练被广泛接受，并被认为是儿童[19]

非神经源性下尿路功能障碍的主流治疗选择，目的是

通过教授放松排尿技术来正常化膀胱排空和储存

[20]。警报干预已经显示了在减少大约三分之二的儿

童神经元方面的中等有效性，有一半停止治疗的儿童

停止了[21]。经皮神经电刺激(TENS)已被检查以治疗

NE，但疗效不佳，据报道对减少原发性NE[22]儿童的

NE事件有好处，但对单症状NE[23]儿童没有影响。

药物治疗对普遍接受的药物治疗方案起着辅助作

用，如去去氨加压素、三环药或抗胆碱药口服[6]。虽

然许多研究都集中在使用药物疗法来治疗神经元上，

但只有少数儿童真正接受了这种药物（9.1%）[18]。

大多数儿童开的三环类和去氨加压嗪等药物在减少潮

湿次数方面有所改善，但在停止积极治疗[21]后复

发。父母在坚持治疗患有NE[18]的孩子方面也有低依

从性（17.2%）。

去甲氨加压素的副作用与剂量有关

[24]与研究药物相关的大多数反应表现为药物过敏症

状，如；腹痛、头痛、恶心、脸红和哮喘相关症状。

考虑到神经元的多因素性质、药物治疗耐火性问题以

及治疗[1]风险/效益的考虑，过去提出了一种综合治

疗方法。NE有可能对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福祉产生重大

影响，因此需要探索可以减少不良影响的替代治疗方

案。然而，如果没有具有强有力证据有效性的标准治

疗方法，应该通过安慰剂对照研究[25]来检查新的治

疗方法。

治疗夜间遗尿症的草药

鉴于处方药在儿童中谨慎使用，并可能有不良的副作

用，需要对照临床试验来探索补充药物(CM)治疗，如

草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2011年发表了一份关于神经

元补充医学和杂项干预措施的科克伦综述，并强调了

需要进行更大规模、更严格的试验，以检查CM治疗方

案[10]。审查的结论是，尽管结果措施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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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期间和之后，草药似乎比咪帕明效果更好。

草药传统上被用于治疗NE或尿失禁的症状。

Glicklich[26]的一篇历史记录了草药治疗尿莎草遗尿

症的情况 B. C. 在当代社会，东北儿童的父母经常从

药剂师那里寻求草药产品来治疗这种情况，这导致了

消费者需求的减少，并导致[27]药店的可用性增加。

关于草药使用的先前和正在出现的临床研究继续显

示，在减少NE[28,29]症状复发方面有有希望的结果和

增加的好处。治疗东北的早期草药研究主要使用来自

中药实践[1,11]的草药。

UROX®和成人尿失禁

Urox®是澳大利亚治疗管理局列出的一种草药配方，包

含乳草、等草和林德拉骨料(见图。 1).Urox®之前

曾在一项第二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进行过

试验，以减少成人膀胱过度活跃(OAB)和尿失禁(UI)的

症状(NCT02396160)[30]。150名患者随机接受活性或

安慰剂胶囊8周。主要的结果指标是尿频率，定义为自

愿的白天和/或夜间排尿的数量，通过经验证的尿日记

自行报告。次要结果包括常见的尿症状；尿频率、夜

行症、急症和应激尿失禁。进一步的次要结果包括使

用验证问卷调查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尿失禁影响问

卷(IIQ)和尿窘迫清单(UDI)[30]。

该研究确定，所有的尿路系统症状都有所减少。日

频率、夜尿、急迫性、急迫性尿失禁、应激性尿失禁

和完全尿失禁)在所有参数中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特别

是，日频率（n/d）从11.53±。54降至7.69±2.15，

在比较治疗和安慰剂组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1,0.01–0.02)。在治疗8周后，夜尿症（n/

天）的频率也显著降低为4.02±1.62至2.16±1.49。8

周时的治疗与安慰剂治疗具有统计学和临床意义

（ p=0.03 、 0.02-0.05 ） 。 尿 紧迫 性 （ 或 0.02 ；

95%CI0.01至

0.03)，且治疗组的总尿失禁（或0.03；95%CI0.01至

0.06）也较低（均为p<0.01）。与使用[30]的安慰剂

相比，治疗后的生活质量也有了显著的改善。

设计方法/设计

工作目标

工作目标

本研究的目的是确定夜尿、等静脉尿和夜尿联合在治

疗儿童遗尿方面的疗效。

假设：

草药配方“早伙伴”的组合胶囊将降低6至14岁儿童夜

间遗尿的频率。

工作目标

1. 通过减少孩子每周尿床的次数，来改善那
些经历尿床问题的儿童的生活质量。

2. 为了减少尿床的频率，孩子一周经历有可
能改善他们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

试验设计这是一项随机、前瞻性、双盲随机、安慰剂

对照试验，其中分析数据的参与者、研究人员和统计

学家对哪组参与者是盲目的。这是一个平行的组或非

交叉的研究。分配比例为1：1。

方法：参与者、干预措施和结果

研究设置

研究地点是奋进自然健康学院，威克姆街269号，坚韧

谷

图中示。1、配方奶粉配方信息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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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班。UTS和布里斯班校区奋进自然健康学院之间

有一份场地协议。

资格评定标准

本研究的目标人群为6至14岁儿童（男女），每周夜间

遗尿≥3（湿）。如果潜在参与者报告诊断为膀胱输尿

管反流、脊柱发育障碍、最近的泌尿治疗、最近或当

前的泌尿路感染（<1周）、当前治疗的活性癌症、心

性心脏衰竭史、肾病或尿潴留史，他们将被排除在

外。

干预措施

主动干预每个胶囊含有420毫克的Urox®（布里斯班

集团，澳大利亚)，含有软骨™；番红花科；番红

花）茎树皮提取物标准化为1.5%芦醇：非标准化的

等醇。（马科；马尾）茎提取物和非标准化的林德

拉。该产品的TGA批准号为-AUSTL194355。根据

2009年1月PIC/S药品良好制造实践指南PE009-9-

915日，在治疗用品管理局许可的设施内生产胶囊。

对胶囊进行了微生物学和重金属测试，以确保其符

合产品规格。

成人的剂量是每天两个胶囊，每天随食物一起服用

一次。儿童用药剂量为上午1粒胶囊（<40kg）或上午2

粒胶囊（>40kg）。剂量方案是基于以下几种整体方法

确定的；早期与克拉塔瓦和赤道[31,32]的研究，最近

与舍多弗等的Urox试验[30]，其中包括3种成分的新配

方；药典和传统草药教科书剂量建议[33,34]和Clark

儿童剂量规则(剂量=成人剂量x体重(kg)

这是保守的，往往低估了所需的剂量[35]。Urox于

2012年2月6日在ARTG市场上上市，并从今天起在澳

大利亚上市。睡前伙伴与Urox配方相同，但为儿童

服用，并于2017年6月14日加入TGA-AUSTL290162。

安慰剂将主动干预与含有色素匹配纤维素的相同素食

纤维素胶囊进行比较。参与者将在早上服用1粒胶囊

（<40kg）或在早上服用2粒胶囊（>40kg）。

研究结果

主要结局夜遗尿的频率（第8周）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将通过第8周夜间遗尿频率从基线

开始的变化来测量疗效。家长们正在完成一本每日日

记。3)在线或通过硬拷贝测量夜间发作（晚上醒来，/

或早上醒来）。日记还记录了白天消耗的液体量，以

及每天服用胶囊的符合性。

继发结局夜间遗尿的频率（第4周和第32周）

除了主要结果外，还将测量第4周和第32周夜间遗尿

频率从基线开始的变化。

安全保护（第4周和第8周）

第1阶段的次要结果将包括在研究的第4周和第8周对

6-14岁儿童使用草药制剂的安全性。将从不良反应

（类型、严重程度、与研究产品的关系）和参与者所

经历的副作用中收集数据。将在30名参与者注册后进

行临时分析，以评估试验的安全性和继续进行。同

样，在这个时候，一个确定达到统计显著性所需的参

与者数量的权力计算将确定招聘所需的参与者总数。

在整个第二阶段中，将继续收集安全数据。

生活质量（第4周、周和第32周）

进一步的次要结果将通过儿童生活质量问卷(PinQ)

来衡量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这是一个经过良好验

证的工具，可以测量NE对儿童生活质量[13]的影响。

提交人已获许可，允许在本试验中使用[36]。PinQ将

由家长和孩子在单独的数据收集表单上完成，因为在

填写问卷[13]时，代理和子答案存在不一致。如果儿

童由于缺乏认知或交际发展而无法完成问卷，研究人

员将帮助儿童使用发育适当的语言帮助其完成问题。

PinQ将在基线第4周、第8周和第32周完成。生活质量

的变化将根据第4周、第8周和第32周与基线的差异来

计算。

日间尿失禁症状（第4周、第8周和第32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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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胶囊有可能影响儿童尿失禁的日间症状，在相同

配方[30]的成人临床试验中证明了这一点。这些症状

将在基线、第4周、第8周（在诊所就诊中）、第16周

和第24周（通过电话）以及在第32周的最后一次就诊

中进行测量。数据收集将注意是否有日间尿失禁、急

症、便秘、粪便便失禁。如果父级对上述任何类别的

回答是，他们平均每周每个症状的次数。白天尿失禁

症状的变化将作为第8周和第32周与基线的差异来测

量。

对治疗的总反应（第4周、第8周和第32周）

对治疗的反应也将根据国际儿童连续性协会指南[37]

进行计算。湿夜减少不到50%将被定义为“无反应”，

湿夜减少50-99%将被视为“部分反应”。只有在潮湿

的夜晚减少100%时，参与者才会被定义为有“反

应”。这将根据第4、8和32周与基线的差异进行计

算。

试验持续时间

每次参与者都将参与为期32周的审判。研究参与的总

体流程如图所示。2.前8周包括口服每日胶囊。介入后

期每周在电子日记中记录6个月的夜行症，以确定胶囊

对东北的长期影响。还有两个月的跟进电话，注意任

何新的药物变化或额外的东北治疗，以及白天的尿禁

问题。最后一次去这个诊所将在第32周进行。

样本量

为了检测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去去氨

加压素和羟丁酸[38]的试验计算。基于三个月的结

果，80%功率为80%（p=0.001）。这导致了需要招募参

与者的儿童人数为80人。这允许20%的消耗率，这为初

级分析提供了足够数量的参与者。

由于缺乏涉及类似人群和干预的现有研究，将进行

临时样本量计算，以确认并可能重新调整样本量。在

30人参加后，将重新计算样本量

已完成试验。将计算第8周夜间遗尿频率变化（从基

线开始）的差异。然后将该差异归入研究设计中样

本量计算的相同等式。对试用招聘编号的任何调整

都将重新提交给授权的HREC委员会，并进行中期样

本量计算。

招聘情况

方便抽样技术将被用于针对父母的更广泛的社会社

区。参与者将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一般招募渠道从普

通人群中招募。在招聘中将采用几种策略，包括杂志

广告、网页、社交媒体（推特和脸书）、小学通讯、

在不同地点分发广告传单(即。布里斯班的健康诊所接

待、健康食品商店和整体CM诊所)。感兴趣的个人将被

指示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直接联系研究人员，以表达

对试验的兴趣。可在试用网页上下载参与者信息表，

但也可通过电子邮件查询给潜在的参与者。

方法：干预措施的分配

块随机分配基于10个8个块，分配为1：1。为80多个分

配生成了8个块。

资金分配

序列生成使用了计算机生成的数字随机化：https：

//www.random.org/。由于6-14岁的特定年龄限制，没

有实施分层。生成的块随机序列在单独的文档中提

供，对于注册参与者或分配干预的人不可用。

分配隐藏机制分配隐藏通过密封信封系统隐藏顺序，

直到分配干预。该序列由PI生成并密封。所有调查人

员都对分配失明。

实施：分配序列将由PI(JS)生成。在基线访问之前，

我们将通过电话筛选参与者的资格。在基线访问时，

审判协调员会获得孩子和父母的知情同意。在基线访

问期间，参与者将被分配一项研究

http://www.random.org/
http://www.rando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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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示。2、配偶关系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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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号码和一个参与者代码。研究编号是在入学时分

配的数字，将按时间顺序排列。001,002,003.参与者

还将被分配一个参与者代码，它将是一个2或3个字母

顺序，与他们的第一个、中间和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相

对应。本阶段将参与者分配到指定的介入组，并接受

主动治疗或安慰剂。

遮蔽层（遮蔽层）

掩蔽：所有参与者、护理提供者/父母、所有调查人员

和结果评估人员都将失明。所有的性别都将被包括在

内。在分析完成之前，不会对分配解除绑定。

一致性

研究人员将根据第8周剩余的胶囊数量来衡量对该方案

的一致性。任何参与者都不会因不完全遵守该协议而

被排除在外。在分析中将控制对控制依从性变化的敏

感性分析。在参与试验期间的任何阶段寻求其他治疗

的参与者将在分析中被归类为治疗失败。

方法：数据收集、管理和分析

数据收集方法

这些数据将由KR-一名合格的自然疗法（5年）和具有

在大型三级医院的临床试验和急诊医学经验的临床注

册护士(RN)收集。她还在奋进号自然健康学院研究办

公室的临床试验科担任研究助理，并在协调各种不同

的试验设计方面有10年的临床研究经验。数据收集将

在第0、2、4、6、8、16、24和32周进行。此外，数

据通过父母的电子日记每天收集8周，然后每周收集6

个月。

筛选工作

一旦父母、监护人或孩子通过联系研究人员对试验表

现出兴趣，解释临床试验以及参与的内容最初发生在

电话中。研究人员将通过电子邮件、发布或引导家长

访问临床试验网站，在那里他们可以下载一份参与者

信息表以独立阅读。鼓励家长与孩子自己和能够支持

他们做出决定的人讨论参与。

几天或一周后将会出现后续电话或电子邮件，以验

证家长是否阅读了信息并与孩子讨论。这是一个问题

如有需要，可由家长提供进一步提问的机会。在这个

电话中，研究人员会询问父母是否希望他们的孩子参

与审判。如果父母说“是”，研究人员将使用筛选工

具，即。参与者筛选程序表（通用），根据确定的资

格标准确定资格。通过筛查过程和登记前收集的所有

资格细节都将基于父母对现有诊断的报告，而不是来

自泌尿科医生或儿科医生的评估。如果孩子符合条

件，将为参与者和家长创建参加临床试验地点的预约

日期和时间。

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将通过病例报告表、儿童生活质量问卷(PinQ)

和参与者日记进行评估。

病例报告表(CRF)将由研究人员在第0、2、4、6、

8、16、24和32周完成。基线数据收集将包括人口统

计数据、身高和体重测量、包括他们服用的补充和

非处方药、病史、东北的危险因素、东北以前的治

疗、尿失禁史、每天液体摄入量。在采取干预期

间，通过电话或诊所访问，每两周收集任何不良事

件或伴随药物的数据。作为CRF的一部分，参与者和

基线第4周、8周和32周父母/监护人将完成生活质量

问卷(PinQ)。所选择的生活质量问卷为儿童生活质

量问卷(PinQ)。

儿童生活质量问卷(PinQ)NE对儿童生活质量的影响将

通过PinQ（儿童生活质量问卷）[13]来衡量。PinQ是

一种用于测量排尿功能障碍儿童尿失禁生活质量的工

具。自其构思[2,14,39]以来，它已经在许多试验中得

到了可靠的测试和验证。提交人已准许它在这次试验

中使用。

家长和孩子的PinQ将由他们在单独的数据收集表单

上完成，因为在填写问卷[13]时，代理和子答案存在

不一致。它是由父母和孩子都完成的，因为之前的研

究强调了在同一问卷[14]中与代理报告和自我报告的

差异。5岁的儿童在有机会使用年龄适当的工具[40]

时，可以在问卷中可靠、有效地自我报告其与健康相

关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孩子不能



城堡等人。BMC小儿科 (2019)

19:421

8第10页，共

14页

由于缺乏认知或交际发展，完成问卷，研究者将帮助

儿童用适合发展的语言完成问题，而不是父母影响反

应。PinQ将由家长和孩子在基线，第4周，第8周，最

后在第32周完成。

日记前8周的每日日记将构成涵盖三个主要领域的问

题：依从性、液体摄入和节制。参与者可以选择将

其以电子日记或纸质日记的形式完成。这是为了方

便参与者进入他们自己的环境中。对于电子日记，

研究人员将在父母的智能手机上设置一个小部件。

这是一个链接，把参与者直接带到他们的个人的电

子日记（与论文一相同），家长需要每天填写。每

个参与者将有一个单独的链接，在在线调查平台中

链接到自己的数据。从第9周到第32周，每周记录夜

行事件而不是每天的日记。根据父母/监护人的不

同，它可作为电子日记或纸质日记提供。

数据管理

所有参与者的硬拷贝文件，包括；CRF、同意表格和

PinQ日记将保存在一个锁定的文件柜的塑料袖子的单

独文件中。档案柜位于上锁的临床试验办公室内，该

办公室位于奋进号自然健康学院第4级研究办公室的研

究系。唯一可以进入这个办公室和档案柜的人员是临

床试验协调员(JS)和研究助理(KR)。电子表单和日志

将作为受密码保护的文件保存在研究人员的计算机

上，只有研究人员的名字才能访问。这包括以下文

件：参与者筛查程序表（通用）、排除患者的筛查日

志以及患者识别和登记日志。电子日记的信息存储在

受密码保护的调查平台上（调查小发明）上。数据访

问仅限于分配给该项目的研究团队。硬拷贝数据文件

将存储在研究员办公室上锁的文件柜中保存7年，然后

永久销毁。电子数据日志将在本地驱动器上的密码保

护文件下保存7年。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都将通过STATA©14进行分析。将根据治疗的

意图进行分析。将进行描述性和推断性的统计数据。

的

将使用配对t测试和方差分析(anova)分析组间变化的

差异。在基线时进行比较，如果确定差异，将变量输

入回归模型以适当调整分析。敏感性也将进行分析，

以说明不完全遵守协议。在30名参与者完成后，将进

行安全的中期统计分析。这与重新评估样本量计算的

时间相同。所有基线、人口统计学、安全性和疗效输

出数据将由治疗组进行汇总。在连续变量汇总表中，

最小和最大统计量的算术平均值和中值、95%置信区

间、标准偏差和标准误差将呈现为与原始数据相同数

量的小数位。在中期分析和试验结束时，安全输出将

记录为数量、严重程度、治疗组和百分比列。除非另

有规定，否则所有的假设检验都将在5%（双面）显著

性水平上进行。P值将四舍五入到三个小数位。表中不

到0.001的P值将以0.001报告为<0.001。

方法：参与者的时间表

本研究的入学率、干预措施和评估时间表详见图所

示。3.

第0周（访问第1周）

这是父母和孩子都在场的第一次基线访问。这大约需

要1个小时。在研究人员概述了试验和潜在风险后，父

母和孩子都知道参与涉及什么，就获得了知情同意。

在基线访问时，研究人员将首先与家长协商完成一个

CRF。父母和孩子都将在不同的办公桌上独立完成PinQ

问卷。然后，研究人员将向家长解释电子日记，并帮

助他们保存智能手机上的电子日记链接，如果他们不

能使用手机，就给他们一个纸质版本。下一次访问将

安排4周（第4周），本次预约。研究人员将在开始干

预的1-2天后与父母联系。这是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来

评估参与者是否有任何最初潜在的不良或过敏反应。

第2周（仅限电话呼叫）

研究人员将致电家长检查干预和日记的依从性，以及

不良反应和伴随药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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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示。3入学、干预和评估一览表

表1主动干预措施和控制干预措施的详情

手臂 已分配的干预措施

主动比较器：治疗方法
上午1粒胶囊（≤40kg）或上午2粒

胶囊（>40kg），持续8周。

对照组比较器：安慰剂
上午1粒胶囊（≤40kg）或上午2粒

胶囊（>40kg），持续8周。

膳食补充剂：睡前伙伴主动治疗专有

组合
420毫克的草药。
干草表达：3000mg（120mg）
平均1500mg（150mg）
林德拉聚合物1500毫克（150毫克）

安慰剂的素食胶囊含有颜色匹配纤维素

的活性治疗

第4周（访问第2周）

第一瓶胶囊在这次访问中返回，允许研究者计数和记

录剩余的干预，以确认依从性。那些选择完成纸质日

记的父母也会归还已完成的日记。将注意到任何不良

事件和伴随的药物，并在需要时采取措施。PinQ将由

父母和孩子完成，研究人员将收集关于胶囊对任何一

天症状的影响的日间失禁数据。另外4周的胶囊供应将

被分配给参与者。预计这次访问将需要30个min。下一

次访问将再安排4周（第8周）。

第6周（仅限电话呼叫）

RA会打电话给家长，检查干预和日记的依从性，以及

不良反应和伴随药物的变化。

第8周（访问第3周）

孩子和父母将参加最后一次访问，交付剩下的一瓶

胶囊和日记。RA将计算并记录任何剩余的干预措

施。将注意到任何不良事件和伴随的药物，并在需

要时采取措施。PinQ将由父母和孩子完成，RA将收

集有关日间节制的数据。如果有了，他们将得到纸

质日记来涵盖第8周到第32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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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使用教学格式，用一个预付的信封在审判结束

时把它们寄回学院。这次访问预计将需要30min。

第16周和第24周（仅限电话通话）

RA会联系家长，检查是否有任何不良反应或伴随的药

物，询问日间尿禁的后续问题，并检查日记是否符合

性。

第32周（访问）

父母和孩子将去大学进行最后一次访问。RA将最终检

查任何不良反应和伴随的药物，询问每日节制的后续

问题，并检查日记的符合性。父母和孩子将最终完成

问题问答，必要时提交书面日记。

试完成

试验完成，他们将收到参加的感谢信。如果他们在同

意书上表示希望收到一份调查结果摘要的副本，他们

的名字将被列入名单，并在调查结果公布后与他们联

系。

监控

从成人的Urox试验中发现的副作用最低，包括两次腹

泻，两次尿路感染和一次肠胃胀气。安慰剂组有许多

副作用；尿路感染、腹泻、头痛加重哮喘、记忆恶

化、面部脸红、口臭和关节炎疼痛恶化[30]。产品要

求提供安全总结。将密切监测和报告与干预相关的副

作用和不良事件的安全数据。

患者信息表概述了家长们的观点

/护理人员如果发现孩子对胶囊有不良反应，他们可

以随时给研究者打电话。在胶囊开始后1-2天通过电

话联系父母，以确定耐受性并评估潜在的不良反

应。电子日记还为父母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记录

到孩子感觉不适的任何潜在情况，并可以选择要求

研究人员联系他们进一步跟进。研究人员将确定该

反应是不良事件(AE)还是严重不良事件(SAE)，并

遵循不良事件流程图（见图）。 4).所有不良事件

也被记录在不良事件日志和个人参与者事件报告表

中。

监督任何严重不良事件(SAE)的安全咨询委员会由三

名独立专家组成

代表（全科医生、药剂师和草药研究员和学者）。安

全委员会将在24小时内评估任何SAE，以确定不良事件

是否归因于介入药物。随后的行动将由安全咨询委员

会和调查人员之间进行决定。

根据在试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治疗的新信息，将

通知参与者/父母，并与父母讨论他们是否希望孩子

/参与者继续进行试验。如果决定参与者继续进行研

究，将被要求他们签署一份更新的同意书。此外，

在收到有关潜在危害的新信息后，研究人员可能认

为从临床试验中退出特定的参与者是合适的。如果

发生这种情况，研究人员将解释原因，并向儿童当

地的医生发送最新的信，安排参与者的定期医疗保

健。

当30名参与者被随机分组并完成8周的干预时，将对

主要终点进行临时分析。中期分析将由PI进行，对治

疗分配盲。分析结果将在安全咨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上与研究小组和他们进行讨论。根据临时分析，将对

目标样本总数进行重新计算，对最终预期样本量的任

何变化都将报告给监督项目导管的伦理委员会。

伦理学与传播学

研究伦理学的批准

开展临床试验的伦理批准(HREC)获得国家健康与医学

研究委员会(NHMRC)认证的两个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

(HREC)：悉尼理工大学HREC（NHMRC认证：#EC00146；

HREC项目批准：2018年1月15日，然后由奋进自然健康

学院HREC（NHMRC认证：#EC00146；HREC项目批准：

2.20,180,226）进一步批准。

协议修订版

该议定书经修订，以扩大招聘战略，以达到更广泛的

目标。另外的策略是通过电子邮件接近布里斯班的小

学，通过他们的社交媒体或时事通讯向更广泛的学校

社区宣传审判。在每个学校校长批准并签署了一份授

予UTSHREC的批准表格后，该策略得到了UTS和奋进号

HREC的批准。



城堡等人。BMC小儿科 (2019)

19:421

11第10页，共

14页

图中示。4、不良事件的工作
流程图

同意或同意

解释临床试验和参与所涉及的内容最初发生在第一个

接触点，当孩子的父母接触研究人员。在家长阅读了

信息表，并与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讨论对孩子参与的

影响，然后决定继续参与后，他们联系研究人员以确

定孩子的资格。研究人员将使用通用筛选工具来确定

其资格。如果确定参与者有资格，研究人员将记录与

父母一起的日期和时间，以便基准参观坚韧谷威克姆

街269号的奋进自然健康学院。

根据涉及儿童的伦理研究(ERIC)宪章[41]，整个研

究的所有访问都将在一个有玻璃墙的房间里进行。在

初次访问时，将根据父母对试验的细节的要求进行最

后的询问或讨论。研究人员会问孩子，他们如何理解

他们参与审判意味着什么，以确定他们给予同意的能

力。如果儿童对试验没有清楚的了解，研究人员将以

适合儿童的发展水平的语言进行解释。孩子拒绝参与

是尊重如果他们有能力给予同意[42]。正式同意书将

在满足以下标准后签署；研究人员确信父母和孩子对

审判有个人的理解，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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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达成协议，没有冲突，家长已经彻底阅读了患者

信息表，并有机会与家人和其他人讨论。即使是认知

能力有限的幼儿也应该讨论研究及其可能的结果

[42]。参与者的父母/监护人签署与研究者签名的同意

书，作为其同意副本。

如果参与者选择开车去大学参观，他们将获得降

低的停车费用。停车罚单将在学院进行验证，让参

与者在当地停车场降低停车费。参与者还将获得一

张50（$50)美元的代金券，可以在最后一次访问学

院(第32周）在任何带有优惠或信贷服务的零售店普

遍使用。这是对前往诊所费用的小报销。

终止标准

只有由于伦理影响、统计、招聘或安全考虑，才会停

止试验。

伦理和统计学的影响包括：

1.不良事件将被记录和分析，以确认它们是否与
安全委员会正在试验的干预措施有关。如果被
认为超过40%是由于干预，审判将被终止。

安全问题包括：

1. 如果数据或结果表明患者的安全有危险，
该试验将被终止。

2. 如果发生与干预相关的严重事件或数量
[>40%]，试验将终止。不良事件被定义为导致
住院或延长住院，或危及生命，或导致死亡或
残疾的任何不良医疗事件，包括出生缺陷
[43]。

招聘人员：

1.18个月内参与者人数不足（少于30人）。

除非由于不可预见的情况，否则这个研究项目不太

可能被意外地停止。该试验正由UTSHREC和奋进号HREC

进行监测。此外，这是一个经TGA批准的文件

该产品已经可以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零售购买。与

产品相关的所有安全数据均可用，但本试验中仍在监

控安全性。

保密性

参与者的原始数据将被收集在纸质案例报告表格和未

识别的研究代码。参与者的识别是通过一个受密码保

护的电子文件，其名称与研究代码相匹配。本研究代

码仅用于所有数据收集表单（纸质版和电子版）。所

有的数据都将以汇总的形式进行分析。包含参与者身

份的电子文件存储在奋进学院的限制驱动器上，只有

研究人员才能访问。仅在汇总表中分析的去识别数据

将用于演示或发布。数据（电子和硬拷贝）将存储7

年，然后永久销毁。

利益声明

这个研究项目由悉尼理工大学共同资助；由该部门授

予的创新连接拨款。工业、创新与科学（联邦政府）

和塞佩尔集团有限公司。(ACN152681028)，纽马克特

市3449号信箱，4051，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这项研究由奋进自然健康学院进

行，并在澳大利亚由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纽马克特，

4051的Seipel集团，邮箱3449赞助。

访问数据

只有研究人员，包括试验协调人员、PI和CI，才能获

得原始数据。合同协议规定，在所有数据被分析和公

布之前，审判的资金发起人在整个审判期间或审判后

不得获得任何数据。因此，允许进行独立的研究，研

究人员对分配失明，直到分析完成。

辅助护理和试验后护理

在试验结束后（经过6个月的事后监测后），每个孩子

将收到两瓶睡前伙伴。由于试验直到分析结束，这使

得那些可能服用安慰剂的人能够获得研究产品。如果

任何参与者在审判期间受到心理伤害，将为该儿童提

供咨询服务。

传播政策

根据本协议进行的研究结果的完整或任何部分，或赞

助商为以下目的而提供的任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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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本研究，将未经研究发起人同意而发表或传递给

任何第三方。参与本研究的研究者有义务向赞助商提

供完整的测试结果和来自研究的所有数据。

讨论内容

这项研究研究了一种治疗影响许多儿童的研究不足的

健康状况的新方法。尽管现有数据支持这种治疗在[30]

情况下的有效性，但夜遗尿的社会和心理影响给按计

划进行这项研究带来了挑战。在临床试验中招募儿童

被认为比成人更困难，原因有很多，包括代理人同

意、难以识别合格的参与者，以及由于疾病[44]负担

较低而需要的更高样本。招聘可能会特别有问题，比

如只有一半的父母有孩子，请咨询医生[16]。对于研

究人员来说，卫生专业人员的角色可以是确定临床试

验的潜在研究参与者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在一项

儿科研究[44]中尤为明显。考虑到一些父母对[9]的NE

是一种发展状况的看法，招聘不仅需要通过一般的育

儿群体和社交网络来识别潜在的参与者，而且还依赖

于父母承认NE对他们孩子的社会、心理和生活质量的

影响。

我们研究的控制方法也可能对招聘产生影响。虽然

安慰剂对照试验(PCT)仍然被认为是测试新干预措施的

最有力的方法，但儿童安慰剂干预措施的可接受性是

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5]。研究人员和决策者越来越

承认比较有效性(CE)研究在弱势人群而不是PCTs中的

价值，但CE试验依赖于一种既定的有效的治疗方法，

以便将主动干预与[25]进行比较。当然，CE试验得到

了医务人员和父母的青睐。尽管有许多被广泛接受的

疗法

[19]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种对儿童东北病的比较治

疗。因此，安慰剂对照仍然适用于非威胁生命的情

况，如NE[44]，但担心他们的孩子被随机接受无效的

治疗可能超过对一些父母[45]的好处。无论这些挑战

如何，在类似情况下主动干预有效的现有证据，加上

缺乏其他有效治疗的有力证据，证明了这项研究的必

要性。

缩写词

AE：不良事件；阿诺娃：差异分析；CM：补充医学；CRF：病例报告表；

ERIC：涉及儿童的伦理研究；HREC：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IIQ：尿失禁影

响调查问卷；OAB：膀胱过度质量调查问卷；PNE：原发性夜尿：注册护士；

SAE：严重不良事件；UDI：尿窘迫库存；尿失禁；尿TI：尿道感染

确认情况
不适用。

作者的贡献

JS对这进行了这项研究。JS、KR和AS开发了研究设计，RR帮助进行了实

施。AS和JS被指定为有关服务协议的研究团队。AS和JS提供了临床试验设

计方面的统计专业知识，JS正在进行主要的统计分析。所有的作者都对改

进研究方案做出了贡献，并批准了最终的手稿。

资金

西佩尔集团私人有限公司。在工业、创新和科学部的创新连接拨款

(ICG000348)的支持下资助这次试验的费用。这次试验的资金包括了所有

的直接费用。该资金来源在本研究的设计中没有任何作用，在其执行、分

析、解释数据或决定提交结果的过程中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数据和材料的可用性
不适用。

伦理学的批准和同意参与

2018年2月15日，UTSHREC(批准号：ETH17-1926)批准了进行临床试验的

伦理批准，然后于2018年2月26日由奋进号自然健康学院HREC（批准号：

20180226）进一步批准。均可获得参与者的父母或监护人的口头或书

面同意。

同意出版
不适用。

相互竞争的利益

这个研究小组获得了西佩尔集团有限公司的资助。为了这次试验。该资金来

源在本研究的设计中没有任何作用，在其执行、分析、解释数据或决定提交

结果的过程中也不会发挥任何作用。

收到：2018年12月4日接受：2019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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