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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储存下尿路症状(LUTS)，包括膀胱过度活跃(OAB)和尿失禁(UI)，影响全球数百万人，对生活质量产生

显著影响。以植物为基础的药物已经被经验和新兴的科学研究记录下来，对减少膀胱症状有不同的好处。我

们评估了Urox®，一种植物医学提取物的专利组合，包括™（™）茎树皮、等茎和林德拉根在减少OAB和UI症状方面的疗

效。

方法：在两个初级保健中心进行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与相同的安慰剂相比，草药组合对各种膀胱

症状的有效性。在基线、2、4和8周收集数据，主要结果为自我报告的尿频率。统计分析包括混合效应有序逻辑

回归，以解释重复测量，并包括意向治疗的分析。

结果：150名参与者（59%女性，年龄；平均±SD；63.5±13.1岁）参与本研究。在第8周，与安慰剂

（10.95±2.47/天）相比，尿日治疗频率显著降低（或0.01；95%CI0.01至0.02；p<0.001）（平均±SD；

7.69±2.15/天）。同样，8周（2.16±1.49/晚）夜尿发作明显减少（或0.03；95%CI0.02~0.05）。

治疗组的紧迫性症状（OR0.02；95%CI0.01至0.03）和总尿失禁（OR0.03；95%CI0.01至0.06）也较低（均为p<0.01）。

与安慰剂相比，治疗后的生活质量有显著改善。未观察到导致退出治疗的显著副作用。

（下一页为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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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浓缩茎树皮、等茎和林德拉聚集根
的尿提取物，治疗膀胱过度活跃和尿失
禁症状：2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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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减少OAB症状、尿频率和/或急症和尿失禁方面都具有统计学意义和临床

相关性。已证明的草药组合物作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的可行性，以最小的副作用，值得临床医生进一步的

长期研究和考虑。

试验注册：NCT02396160（于2015年3月17日注册-在任何统计分析开始之前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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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资料：

下尿路症状(LUTS)是主观的，分为三个亚组，主要亚组为储

存、排尿和排尿后症状。储存LUTS包括增加日间频率、夜行、

急症和尿失禁。尿失禁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压力、紧迫性、压力

和紧迫性的混合，以及不太常见的遗尿、持续和其他类型，如

情境性尿失禁[1]。声音LUTS包括慢流，分裂/喷洒，间歇性，

紧张和终端运球。排尿后症状包括清空不完全和排尿后运球。

储存LUTS包括膀胱过度活跃(OAB)和尿失禁(UI)，是数百万人

遭受的尴尬和痛苦的条件。这些情况会对受影响者的身体和

情感状态以及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OAB的特征是急尿症

状，无论是否渗漏（急尿失禁）、日间频率和夜尿。尿失禁也

可以被描述为发生由于压力（压力性尿失禁)，压力放置在盆

底肌肉如打喷嚏或举重的情况下，尿损失发生没有警告或紧迫

感(紧急尿失禁）或[2]的混合物。
目前估计，有480万澳大利亚人遭受了痛苦

与尿失禁，而15%的人口经历了OAB[5]。据估计，有3300万美

国人患有OAB，其中1220万成年人也患有紧迫性尿失禁[2,6]。

2002年，一项对其他5个西方国家（即加拿大、德国、意大

利、瑞典和英国）的研究表明，OAB流行率平均约为11.8%，[7]

为9.4%。这些情况造成了巨大的健康成本负担。2000年，仅在

美国[8]尿失禁就总计195亿$。

与普遍的理解相反，男性和女性的膀胱过度活跃的发生率

相似，紧迫性尿失禁更经常发生在男性[2,6,9]中。不到50%

的下尿路症状(LUTS)男性有尿动力学证明膀胱出口阻塞，可

能是由于BPH或其他阻塞原因[10,11]。患有BPH的男性可以

按处方使用磷酸二酯酶5型(PDE5)抑制剂，如

他达拉非，尽管更常见的男性LUTS处方药物是肾上腺素能剂来

放松尿道和前列腺平滑肌和/或5-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来减少

雄激素的产生和前列腺生长。这两类药物的副作用包括低血

压、勃起功能障碍和/或性欲减退。对于50%的由于储存问题

导致的LUTS男性，主要是OAB，他们对这些药物的反应是有

限的[1]。

压力和紧急性UI影响大约25%的育龄妇女，50%的绝经后妇

女，50%-75%的妇女[3,12]。尽管如此，UI仍然被诊断和报告

不足，许多女性认为UI是女性[13]的“正常”部分。导致尿失

禁的因素包括：分娩（40%的妇女在生育后遭受某种形式的

尿漏）[14]、便秘和其他肠道症状、高质量指数，以及子宫

切除术、前列腺切除术或脱垂修复[15]。

目前流行的UI和OAB的治疗选择包括盆腔肌肉康复，行为技

术，如膀胱再训练，和药物治疗[9]。用于治疗UI和OAB的常见

药物是羟丁丁、托替丁和费索替丁、抗胆碱能毒蕈碱受体拮抗

剂，旨在减少OAB和UI症状，结果可变[16,17]。然而，一些抗

胆碱能药物会影响膀胱以外的组织，导致耐受不良的副作用，

包括口干、眼干、便秘和记忆丧失[18]，以及在2到12个月内

停止治疗[19]。其他报道的副作用包括视力模糊，恶心和嗜睡

[20]。最近的研究记录了抗胆碱能和抗胆碱药物，包括高剂量

的氧丁宁，可能产生不可逆的认知障碍和增加痴呆的风险，特

别是慢性使用[21]。这导致了最近的建议，即尽量减少抗胆碱

能的使用[22,23]。尽管最近批准了更特殊的用于治疗OAB和UI

的其他药物，如达利芬那星、索利芬那辛和滋养层，但迄今为

止，这些药物还没有报告导致认知障碍，然而，在组织中不必

要的抗胆碱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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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继续被报道。即使是缓慢释放或经皮输送系统也不能消

除不必要的系统性抗胆碱能副作用[24]。

物理医学疗法传统上被用于治疗OAB和UI[25-28]的症状。以

前和新兴的临床研究都表明，这些方法越来越有好处，通常没

有与处方药相关的副作用。然而，很少有人接受过对照临床试

验来评估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草药组合中使用的特殊植

物，克拉塔瓦、赤道和林德拉，已经有良好的传统用途[25-

27]，因此被认为是对人类食用安全的[29]。

在阿育吠陀医学中，努拉瓦瓦是泌尿系统疾病[30]的

首选草药。一项研究综述表明，克拉塔瓦在狗膀胱造口

研究中产生了高渗曲线，在前列腺肥大[28]导致膀胱低

渗肥大患者的人类膀胱张力和膀胱容量增加。克拉塔耶娃

对神经源性膀胱有益，并显著减少残留尿量，使膀胱音调正常

化。克拉塔瓦也被证明在治疗泌尿路结石和感染方面很

有效。

西方草药传统上建议赤道静脉作为生殖尿收敛剂治疗儿童

尿失禁和遗尿[27]。等戊酮的硅含量可能有助于收敛作用。

赤道也被证明具有抗炎、抗菌和抗菌原作用[27、36-38]。

赤道和克拉塔瓦的试点试验表明，这种组合降低了尿频率、

紧迫性尿失禁和应激性尿失禁尿失禁发作，这是由于膀胱和

盆底[39]音调的改善。单独使用克拉塔瓦和等细胞进行的随

机对照试验显示，在治疗后两个月内，白天的尿失禁和尿失禁

显著降低，生活质量有所改善，然而，辍学较高（23%）

[29]，人类细胞色素P450(CYP1A2和CYP3A4细胞)体外测试表

明，Crataeva与等细胞的结合不会对这些参与药物代谢的肝酶

造成干扰，表明这两种草药与其他药物[40]一起使用时是安全

的。林德拉是另一种草本植物，在中医文献中记载了治疗尿

频和尿失禁的情况。林德拉促进气或能量和血液的运动，并

分散寒冷，特别是在下腹[25]。

. Urox（本研究中使用的草药组合）含有克拉塔瓦、赤道

和林德拉乌，自2011年起被澳大利亚治疗用品管理局(TGA)

列为人类食用安全药物，自2012年起在美国和澳大利亚销

售。公司文件(与Seipel集团的个人沟通)显示，2012年至2017

年间发生的不良事件（主要是膀胱症状恶化、消化症状和对配

方过敏）不到0.07%，没有任何干扰药物的报告。据推测，紫

外线的疗效是由于膀胱肌肉[28,29]色调的改善的抗痉挛效

果。Urox是作为一种作用更快的改进配方，因此当前研

究的结果需要在两个月内评估其与之前配方[29,39]相比

的有效性。

作为UI和OAB的药物治疗选项

有效性有限，与一系列副作用有关，鉴于缺乏称职和可靠的

研究来证实有效性和/或安全性，我们评估了乌罗克、克拉

托瓦、赤道和林德拉草药组合解决UI和/或OAB症状的有效

性，如在两个月内的尿频率和紧迫性。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2期、平行双盲、随机对照设计，为期8周。患有UI

和/或OAB症状的18岁以上的成人通过各种广告媒体招募，包括

报纸广告和张贴在社区中心的告示。最初，研究临床医生根

据国际大陆学会标准化委员会所概述的定义，通过电话

对自我确定的参与者进行了适应性筛选。

道德规范、同意书和许可书

该研究获得了奋进号自然健康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澳大利

亚昆士兰市；批准编号为HREC#12/030）。所有参与者均提供

了书面知情同意书。

基于成人人群的纳入标准包括最近六个月经历的症状：尿日

频率（≥10/天）、夜尿（≥2/晚上）、急症（≥2/天）和尿

失禁（≥1/天）。要符合资格，参与者需要至少有其中2种症

状。没有进行尿动力学，患者仅根据其症状进行招募，因为前

者是侵入性的，只提供人工条件下膀胱功能的简短快照[41]。

患有共病的参与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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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包括对照性高血压、骨关节炎、对照性糖尿病、焦虑

症、慢性阻塞性肺动脉疾病等。这些疾病不会使结果混淆。

排除标准包括：最近（≤1年）相关手术，如子宫切除术、

脱垂修复、前列腺手术、分娩/目前怀孕；目前使用治疗膀胱

症状的任何自然治疗方法或治疗UI或OAB的处方药物；不受管

制剂量的利尿剂；接受精神健康问题或精神障碍的治疗；其他

伴随的健康状况，包括不受控制的糖尿病、心脏病、胰腺、肝

或肾脏疾病、神经疾病、复发性尿路感染、良性前列腺肥大、

持续渗漏、月经周期相关的尿失禁和慢性炎症性疾病。

随机化

符合上述标准的参与者，提供书面知情同意，并由第三方通

过四种方法（使用微软Excel®命令“兰德”）随机进入相同

产品瓶和分配的患者档案上的蓝色或黄色贴纸所示的治疗或

安慰剂。参与者和研究人员在完成统计分析之前都对治疗分配

保持盲目态度，以确保在整个研究期间和完成期间没有出现偏见

的风险。治疗分配是由第三方向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提供的，直

到统计分析后才披露，也尽量减少偏见的可能性。

干预措施

每个胶囊含有420毫克的Urox®(澳大利亚布里斯班Seipel集

团)，含有奶油™；番草科；瓦罗那)茎树皮提取物标准化1.5%

芦醇；非标准化的等体。（等叶草科、马尾）茎提取物和非标

准化的林德拉骨料。（樟科；日本常绿香料灌木）根提取物。

安慰剂中含有一个颜色匹配的素食素胶囊，其中含有颜色匹配

的纤维素。在通过高性能薄层色谱法(HPLC)为克拉塔瓦和赤

道（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利斯莫尔南十字大学）和林德拉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尔克米斯特实验室），制造成品胶囊

之前，确认了每个工厂的身份。克拉塔瓦和赤道是野生制作

的，没有使用杀虫剂。培养林德拉，用气相色谱质谱（GC-

MS）检测农药残留。

胶囊是在一种治疗性产品中制造的

根据2009年1月的PIC/S药品良好生产实践指南，PE009-9-15

日规定的行政许可设施。胶囊接受了微生物学和重金属测

试，以确保它们

符合产品规范的要求。剂量为每天两个胶囊，每天服用一

次。剂量方案是基于早期单独使用赤道草和[29]、药典和传统

草药教科书的剂量建议，以及早期未发表的使用赤道草、赤道

和林德拉混合物的研究[25-28]。

在布里斯班的两个门诊中心举行了初步协商。后续访谈是

通过电话进行。参与者大约在预定的面试前一周被打电话，

如果无法联系到他们安排另一个面试时间，就会在之后的一

周内断断续续地打电话。进行访谈的临床医生是具有自然疗

法、针灸和/或中医方面额外资格的草药医生。在澳大利

亚，草药医生要么由澳大利亚国家草药协会(NHAA)管理，要

么，如果草药医生有多种资格，通常是如此，他们由其他专业

协会机构（如澳大利亚针灸和中医协会、澳大利亚自然疗法从

业者协会等）管理。)。

在初次咨询参与者的前一周

被要求完成一个微生物日记和相关的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

调查。主治临床医生完成了一份临床数据表，其中包含了一

系列问题，包括人口统计学、锻炼、健康史和个人习惯。任

何一开始就不完整的生活质量调查都在最初的采访中完成。

摘要摘要日记每2周、4周和8周收集，完成生活质量调查并

通过电话跟踪临床数据表。参与者被要求在每次咨询前保存

3天的微生物日记，并得到回复付费信封以返回调查和任何

未使用的胶囊以评估符合性。

主要结果测量是尿频率定义为自愿白天和/或夜间活动的数

量，通过Wyman[42]验证的尿日记方法自行报告。这些日记旨

在帮助连续3天整理泌尿系统症状，其中参与者指出每种症状

发生的次数。相关症状包括尿频率、急症、急症性尿失禁或应激

性尿失禁。长期日记降低患者的依从性，而3天日记符合7天记

录的[43]。次要结果指标包括尿急症发作次数/天和尿失禁发

作次数/天，使用与主要指标相同的日记技术。

测量了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

使用其他地方概述的先前验证的标准化仪器。这些调查包括

过度活跃的简短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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膀胱问卷（OAB-SF；每个问题=6的最高评分），如果存在紧

急症状和/或频率，而尿窘迫问卷（UDI；每个问题=4的最高

评分）和尿失禁影响问卷（IIQ；尿失禁患者=4使用每个问

题的最高评分）。

每周在每个时间点收集有关尿失禁垫/尿布使用的数量和

类型的信息。在试验完成后，参与者被问及他们是否从治疗

中发现了任何好处，以及他们是否愿意继续使用这种药物进

行治疗。

分析的结果数据通过患者的自我评估收集，并由患者通过邮

件返回，以尽量减少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引出任何假设的偏见

和影响结果的机会。一旦收到，日记回复就会被归档，直到数

据录入和随后的分析。参与者不是访谈临床医生的患者，在试

验期间没有考虑或评估他们的邮政结果结果。这些后续访谈包

括生活质量问题以及确定参与者生活方式的任何变化，这些变

化可能会混淆结果，如运动、水摄入、饮食或无关压力，或新

出现的医疗状况和药物变化。

样本量计算及统计分析

对于主要结果（天频率)，基于早期研究使用奎塔和赤道组合

[29]，计算每两组45个参与者需要检测差异1.6(±2.7）尿每

天治疗和安慰剂组之间的频率发作，双尾阿尔法0.05和权力的

功率为80%。对于总尿失禁，需要53名参与者来检测1.2起

（±2.2)事件/日的差异，而对于紧急情况，每组需要54名参

与者来检测2起(±3.7）事件/日的差异。为了解释潜在的辍学

率和表现症状的变化，总共招募了150名参与者（75人/组）。

如果参与者出现四种可评估症状中的至少两种，则他们被登

记：日间频率、急症、夜尿失禁和/或尿失禁。

一个人负责数据传输

纸质副本复制到电子数据库。虽然没有执行双数据输

入，但10%的数据被随机检查，直到没有发现错误。按照

此过程对数据集进行的更改不到1%。除日频率外，所有数

据均为非正态分布。所有变量的线性回归模型的残差（预测值

与实际观测值之差）均不符合线性回归的假设。因此，这两种

治疗方法的所有比较（随着基线的变化）

使用混合效应有序逻辑回归，对重复测量进行调整。 13.因

为这个模型不需要线性回归的假设才能成立。霍尔姆估计测

试用于调整重复测量的p值。分析只包括每个研究参数在基线

时有症状的参与者。根据方案和意向治疗分析评估数据（日

间频率、夜间尿行、急症和尿失禁），最后的结果提出给退出

或失去随访的参与者。后步回归（p<0.22为协变量纳入）表

明年龄、性别、水摄入和利尿剂使用对结果模型的影响较

小。然而，调整数据和非调整数据的结果相似，因此提出了

未调整的分析。

对问卷的反应被分组，以便于

正在进行报告。如果参与者在基线时出现紧急情况，则分析

OAB-SF。报告所有OAB-SF问题的基线变化，以及根据症状困扰

分类的子分组（问题1-6；最高分36）；应对困难问题（问题

7、10、11、14、19；最高分

30）；担忧/担忧（问题8、12、16；最高分数

18）；睡眠干扰（问题9、13、17；最大值

影响18分并影响社会互动（问题15、18；最高12分）。IIQ问

题1-7（最高分28），UDI问题回答8-13（最高分24）。

测试结果

2013年4月至2014年11月收集数据。150名参与者同意参加这

项研究。1），以及142（73（97%）安慰剂、69（92%）治疗）

完成了研究。辍学包括安慰剂组的两名参与者和治疗组的6名

参与者。这些退出都不是由于研究干预措施，而是由于个人原

因。报告的不良事件均未严重到导致停断。安慰剂组和治疗组

的基线人口统计学和症状特征相似（表1）。

8周时，所有变量均有显著差异，治疗组症状在正常范围

内（表2）。白天的频率为≤8/天，夜间疼痛为≤1/晚上，

急症和全尿失禁均为0(图。2)，正如全国大陆[2]协会所

概述的那样。

两个干预组间所有HR-QOL变量的基线结果相似（所有

p>0.18）。与安慰剂相比，参与者在治疗8周后的感知有显

著改善（所有p<0.001）（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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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示。1参与者通过研究的流程

表1试验开始时研究人群的人口统计学和症状特征

变量 安慰剂 处理方法

参与者 75 75

性别（女性%） 48 (64%) 40 (53%)

年龄（年；平均±SD） 62.48 ±

13.70

64.55 ±

12.42

重量（kg；平均±SD） 79.23 ±

22.47

78.53 ±

18.94

日的频率≥10（n，%） 57 (76%) 50 (67%)

夜曲≥2（n，%） 60 (80%) 70 (93%)

紧急性≥2（n，%) 62 (83%) 63 (84%)

紧急尿失禁≥1（n，%） 33 (44%) 32 (43%)

应激性尿失禁≥1（n，%） 9 (12%) 10 (13%)

任何尿失禁≥1（n，%） 42 (56%) 35 (47%)

只有两种症状（n，%） 25 (30%) 26 (35%)

仅有三种症状（n，%） 29 (39%) 30 (30%)

所有四个症状（n，%） 21 (28%) 19 (25%)

症状包括尿日频率（≥10/天）、夜尿症（≥2/晚）、急症（≥2/天）和≥6

个月尿失禁（≥1/天）；尿失禁包括急症、压力和其他尿失禁

对于基线有紧急症状的患者，OAB-SF参数（安慰剂为60

个，治疗组为58个)草药组合和安慰剂(基线变化）的差异包

括：麻烦(平均差异−11.53；95%CI-13.15至−9.90)；困难

应对（−7.57；−8.71至−6.43），担忧/担忧（−4.41；−
5.30至−3.52），与安慰剂相比，睡眠困难（−6.51；−7.58
至−5.44）和社会互动（−1.14；−1.59至−0.68）均显著降

低（基于逻辑回归分析的p<0.01）。Urox后，总OAB-SF明显

较低（−30.83；−34.75至−26.93；p<0.001）低于安慰剂。基

线 时 尿 失 禁 患 者 的 IIQ 总 评 分 也 比 安 慰 剂 明 显 降 低

（−7.56；−9.30至−5.82）。与安慰剂相比，所有参与者服

用完 8周后的 UDI 反应也 显著较低 （ −5.45 ； −6.65 至

−4.25）。

为了评估安慰剂和紫外线在第8周观察到的差异是否与临

床相关，我们使用第8周值计算了每个变量的科恩d效应大

小。结果显示，草药组合对所有泌尿系统都有很大的影

响(科恩的d≥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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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膀胱活动性症状和排尿日记中记录的尿失禁症状频率

变量 安慰剂（平均±SD） UROX（平均±SD） 或（95%CI）安慰剂与治疗方法

日频率（每天）

第0周 11.57 ± 1.79 11.53 ± 1.54 0.95（0.33至2.73）

第二周 10.80 ± 2.44 8.94 ± 2.28 0.07（0.04至0.13）
*

第四周 10.60 ± 2.42 8.42 ± 2.46 0.04（0.02至0.08）
*

第8周 10.95 ± 2.47 7.69 ± 2.15 0.01（0.01至0.02）*

夜曲（不天）

第0周 3.39 ± 1.52 4.02 ± 1.62 3.59（1.39至9.21）*

第二周 2.94 ± 1.37 3.18 ± 1.72 0.40（0.24至0.69）*

第四周 2.92 ± 1.30 2.70 ± 1.52 0.14（0.08至0.24）*

第8周 3.14 ± 1.36 2.16 ± 1.49 0.03（0.02至0.05）*

紧急时间（不天）

第0周 4.34 ± 2.89 3.80 ± 1.82 0.67（0.23至1.94）

第二周 3.65 ± 2.62 2.32 ± 2.09 0.16日（0.09日至0.27日）*

第四周 3.52 ± 2.68 1.88 ± 2.25 0.08（0.04至0.13）
*

第8周 3.93 ± 2.87 1.49 ± 2.31 0.02（0.01至0.03）*

尿失禁（不天）

第0周 2.71 ± 2.68 2.79 ± 1.50 1.70（0.53至5.40）

第二周 2.32 ± 1.54 1.85 ± 1.78 0.19（0.09至0.40）)*

第四周 1.82 ± 1.33 1.53 ± 2.41 0.19（0.09至0.40）*

第8周 2.44 ± 2.38 1.24 ± 2.49 0.04（0.02至0.09）
*

应力尿失禁（不适用）

第0周 2.19 ± 1.50 2.13 ± 1.14 0.97（0.11至8.65）

第二周 1.70 ± 1.49 1.27 ± 1.29 0.30（0.07至1.29）

第四周 1.85 ± 1.29 0.77 ± 0.94 0.06（0.01至0.25）*

第8周 2.04 ± 1.51 0.73 ± 0.87 0.03（0.01至0.15）
*

总尿失禁（天）

第0周 2.95 ± 2.65 3.31 ± 2.12 1.97（0.65至5.98）

第二周 2.56 ± 1.62 2.20 ± 2.09 0.23（0.11至0.45）*

第四周 2.13 ± 1.42 1.74 ± 2.68 0.14日（0.07日至0.27日）*

第8周 2.70 ± 2.25 1.38 ± 2.73 0.03（0.01至0.06）*

或（95%CI）：两种治疗方法之间差异的比值比和95%置信区间（包括未完成研究的参与者）；作为两种条件之间基线变化的比较。采用孔姆估计试验来

调整重复测量的p值
*
两种治疗在特定时间有显著差异；评估每种症状的参与者人数是否符合纳入标准（确切参与者人数见表2）

变量预计急迫性尿失禁的影响是中等的(科恩的d0.55)。同

样地，对于HR-QOL数据，我们观察到科恩的d值超过0.6。

报告了13例短暂性不良事件，其中8例来自安慰剂组，5例

来自治疗组（表3）。

在研究结束时，使用的垫的数量和使用的垫的类型显示出显

著差异（p<0.001）。两组约40%的参与者（29/72安慰剂；

26/69Urox）在研究开始时使用尿垫/尿布。考虑到每周使用7

个或更少的垫子（≤1/天）作为指示

作为预防措施，72个参与者中有20个，69名参与者中有16个

报告每天使用多个衬垫/尿布。>7/周）在研究开始时（第0

周），分别在安慰剂组和治疗组。在研究结束时，安慰剂组的

19名参与者继续每天多使用一块尿垫/尿布，而Urox组只有4

人。在安慰剂组，使用中/重垫的个体数量从基线时的20个

变化到研究期结束时的19个，而只有6个参与者报告在尿素

组第8周使用中/重垫，从基线时的18个有所减少。同样地，

明显更高的比例(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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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示。2连续三天泌尿症状平均频率（中位数，25和75%）

Urox组的参与者（84%；58/69）报告说，与安慰剂组相比，

他们从治疗中获益（18%；13/72）。此外，治疗组77%

（53/69），安慰剂组29%（21/72）表明他们愿意继续使用

“此药物”（p<0.001）。

讨论内容

本研究证明了植物药物配方Urox在治疗UI和OAB症状方面

具有显著的疗效和耐受性。本研究的一个优势是缺乏通常与

抗胆碱能/抗胆碱药物相关的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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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所报告的不良事件

临床症状 安慰剂 尿腔

腹泻的发作 2 2

泌尿路感染 1 2

头痛和哮喘的恶化 1

内存不足 1

扁度 1

面部冲洗 1

口臭病 1

关节炎疼痛加重 1

在同样的8周期间和生活质量的显著改善。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57人中有6人（11%）的参与者有症状

来自 的 安慰剂 分组 报告了

试验第8周后膀胱症状的日间频率正常化，而治疗组50名

（60%）症状患者中有30例。同样，对于夜尿症，治疗组70名

有症状的参与者中有17名（24%)在试验结束时出现无症状，而

安慰剂组的60名参与者中只有1名(小于2%）。治疗组的17名参

与者中有5名在第2周报告了病情的逆转，并在试验结束时仍

保持无症状。治疗组20%（13/63）参与者（基线紧急程

度为每天2次或以上）在试验结束时报告紧急程度为零，

而安慰剂组只有3例（62例）。Urox组的23%（8/35）报告

8周后无尿失禁，而安慰剂组为7%（3/42）。Urox对OAB和UI

的症状比早期的草药研究有更广泛的好处，而且在更短的时

间框架内。一项为期12周的随机试验，对妇女使用南瓜籽提

取物。)和专有的大豆胚芽提取物（甘氨酸最大）组合在减

少尿失禁[48]方面无意义。虽然频率、紧迫性和夜行症都有

所改善，但效果的幅度始终较小，结果的时间框架也比Urox更

长。一项为期8周的随机试验，评估了当归对夜间膀胱症状

的影响，在整个夜间[49]中无显著影响。对全蔓越莓细胞的

研究 （接种疫苗 宏） 水果 粉末显

示尿急性、频率和夜间排尿量减少，但再次需要更长时间

（3至6个月）
比Urox[50]的研究所证明。

1966年至2011年对急症和尿失禁药物的系统文献综述得出结

论，总体选择的药物

回顾所产生的好处很小，高达13%的参与者实现了尿失禁，

而大约6%的参与者由于不良反应的严重程度而停止了治疗。

此外，生活质量改善的证据有限的[24]。相比之下，与安慰

剂相比，目前使用Urox的研究耐受性良好，并显著提高了研

究参与者的生活质量。

在治疗后两个月内停止夜间睡症可以减少这些患者睡眠中断

的额外残疾，并被认为与患者高度临床相关。减少日间尿尿频

率、急症和尿失禁也非常临床相关，特别是对于那些每天因需

要在接近其下落的位置内使用厕所设施而不断中断生活的患

者。考虑到已证明的益处、缺乏严重不良事件，以及患者依从

性率和参与者满意度，临床医生对Urox的效用似乎值得考虑。

由于这是一个为期8周的2期临床试验，没有活性比较剂，

并且鉴于所报告的结果，有必要进行更长的3期试验。

研究结论

这项随机对照试验的结果表明，在8周内降低尿频率、

OAB和UI症状方面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和临床相关性，但

没有抗胆碱能和抗胆碱药物中常见的副作用。

缩写词

HR-QOL：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IIQ：尿失禁影响问卷；LUTS：下

尿道症状；OAB：过度活跃膀胱；OAB-SF：过度活跃膀胱短形式；

UDI：尿窘迫清单；UI：尿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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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的批准和同意参与

这项研究得到了奋进号自然健康学院（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伦理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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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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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TS是美国专利的发明者，草药成分为预防或治疗尿失禁和过度活动的

膀胱，美国。专利号：No.9452年，191年，为在试验中评估的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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