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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语: 枸橼酸西地那非( 万艾可) 上市至今已经 20 年。这 20 年来，万艾可救治过无数患者，换来了患

者的康复，换来了家庭幸福。为了使广大医生对万艾可临床应用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总结临

床应用经验，中国性学会、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组织相关学科的一线专家，结合国内外文献及国内专家的临

床经验，共同讨论、制定《枸橼酸西地那非( 万艾可) 20 周年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用

药指导和参考。中国性学会联合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于 2018 年 8 月在宁夏银川组成了《枸橼酸西地那非

( 万艾可) 20 周年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编写组，编写组成员包括性医学、男科学、心血管病学和生殖医学的

专家，并启动了《枸橼酸西地那非( 万艾可) 20 周年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的编写工作。中国性学会会长姜

辉教授担任了编写组组长。初稿进行过反复讨论和修改，并分别于 2019 年 1 月在北京、2019 年 3 月在陕西西

安召开了《枸橼酸西地那非( 万艾可) 20 周年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编写中期会和定稿会，最终于 2019 年 6
月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的“中国性学会第五届性与生殖大会”上正式发布。

【摘要】 枸橼酸西地那非( 万艾可) 自研发出以来，从心绞痛到勃起功能障碍，再到肺动脉高压以及生殖

医学等领域，在临床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无数患者获益。为了使广大医生对万艾可临床应用有更清晰的认

识，同时也为了更好地总结临床应用经验，中国性学会、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组织相关学科的一线专家，结合

国内外文献及国内专家的临床经验，共同讨论、制定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生提供用药指导和参考。
【关键词】 枸橼酸西地那非; 勃起功能障碍; 肺动脉高压; 女性不孕; 男性生殖功能

Chinese expert consensus on 20 years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sildenafil citrate ( Viagra) JIANG Hui 1，DAI
Yutian3，DENG Chunhua 2，ZHOU Huiliang4△，ZHANG Zhichao5，DENG Junhong6，SUN Xiangzhou7，PENG Jing8，

ZHAO Shanchao9，SUN Zhongyi10，LIN Haocheng11△，WANG Lina12，LIU Jinming13，ZHANG Caojin14 ． 1． Department
of Urology，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Beijing 100191，China; 2． Department of Urology，Nanjing Drum Tow-
er Hospital，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Nanjing 210008，Jiangsu，China; 3． De-
partment of Ur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80，Guangdong，China;

4． Department of Ur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Fujian Medic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5，Fujian，China;

5． Male Center，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tal，Beijing 100034，China; 6． Department of Andrology，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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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eople's Hospital，Guangzhou 510180，Guangdong，China; 7． Department of Urology，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80，Guangdong，China; 8． Male Center，Peking University First Hospi-
tal，Beijing，100034，China; 9． Department of Urology，Nanfang Hospital，Guangzhou 510515，Guangdong，China;

10． Department of Urology，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Hospital，Shenzhen 518036，Guangdong，China; 11． Depart-
ment of Andrology，Pe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Beijing 100191，China; 12． Ｒeproductive Medicine Center，Pe-
king University Third Hospital，Beijing 100191，China; 13． Department of Ｒespiratory，Shanghai Pulmonary Hospi-
tal，Shanghai 200433，China; 14． Department of Cardiovascular Medicine，Guangdong Provincial People's Hospital，
Guangzhou 510080，Guangdong，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sildenafil citrate ( Viagra) ，it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lini-
cal field of angina，erectile dysfunction，pulmonary hypertension and reproductive medicine，bringing giant benefits
to patients． In order to enable doctors to have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Viagra，and to
have a better summary of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the China Sexology Association and the Chinese Society of Andri-
atrics assembled the first-line experts in related therapeutic areas，combining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and the
clinical experience of domestic experts to jointly discuss and developthis consensus，aiming to provide medication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clinicians．
【Key words】 Sildenafil citrate; Erectile dysfunction; Pulmonary hypertension; Female sterility; Male repro-

duc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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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上世纪 80 年代，辉瑞制药公司欧洲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一

直致力于寻找用于治疗包括心绞痛在内的几种心血管疾病的

新药物。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枸橼酸西地那非正是在那时

被研发出来的。
枸橼酸西地那非，商品名为万艾可，是口服 5 型磷酸二酯酶

( PDE5) 抑制剂，其药理作用主要是抑制血管平滑肌上的 PDE5，

从而起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回顾枸橼酸西地那非的早期研究，理

清其全面临床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不难看出，从心绞痛到勃起

功能障碍( erectile dysfunction，ED) ，再到肺动脉高压以及生殖医

学等领域［1］，针对枸橼酸西地那非的研究多偏向临床应用学科。
2 枸橼酸西地那非( 万艾可) 的药理与药代动力学特点

磷酸二酯酶( phosphodiesterase，PDE) 包括 PDE1 至 PDE11
共 11 种各具特性的同工酶，其中，PDE5 在血管平滑肌、呼吸道

平滑肌、血小板、小脑 Purkinje 细胞、胃肠道上皮细胞、内皮细胞

等中含量丰富［1］，通过特异性水解细胞内第二信使 cGMP，参与

多种生理、病理过程的调控，是良好的药理学靶标［2］。
枸橼酸西地那非分子式为 C22H30N6O4S·C6H8O7，是选

择性 PDE5 抑制剂，通过抑制血管平滑肌上的 PDE5，提高局部
cGMP 水平，松弛、扩张血管平滑肌和呼吸道平滑肌，广泛用于

勃起功能障碍( ED) 和肺动脉高压的治疗［1-2］。近年来的研究

发现，选择性 PDE5 抑制剂可在泌尿生殖系统、呼吸系统、心脏、
血小板、免疫应答、胃肠道、视觉、神经系统中发挥作用［2］，并能

产生抗肿瘤效应［3］。这些发现拓展了枸橼酸西地那非等选择

性 PDE5i 的应用范围。
枸橼酸西地那非［4］口服后吸收迅速，平均绝对生物利用度

为 41%。空腹状态下，口服 30 分钟 ～ 120 分钟( 中位值 60 分

钟) 后达到血浆峰浓度( Cmax ) 。与高脂肪饮食同服时，达峰时间
( Tmax ) 平均延迟 60 分钟，Cmax 平均下降 29%，但吸收程度未受

显著影响( AUC 下降 11% ) 。枸橼酸西地那非主要通过肝脏细

胞色素 P450 ( CYC) 3A4 ( 主要途径) 和细胞色素 P450 ( CYC)

2C9( 次要途径) 消除，消除半衰期约 3 小时 ～ 5 小时。消除过程

中生成的与枸橼酸西地那非近似的活性代谢产物，主要经粪便

排泄( 约为口服剂量的 80% ) ，小部分经尿液排泄( 约为口服剂

量的 13% ) 。动物实验未见生殖毒性、致畸性、胚胎毒性或胎儿

毒性，但尚未对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进行充分、严格的对照研究。
应当注意的是［5］，年龄 65 岁以上、肝功能受损、肾功能严

重受损的患者，P450( CYC) 3A4 和 2C9 的抑制剂及诱导剂、HIV
蛋白酶抑制剂 retonavir 等会影响血浆内枸橼酸西地那非的水平

和消除率，同时还要注意枸橼酸西地那非的降压效应，与 α 受

体阻滞剂合用应间隔 4 小时以上，且严禁与硝酸酯类药物合用。
此外，枸橼酸西地那非对存在于视网膜中的 PDE6 亦有选择性，

在高剂量或高血浆浓度的情况下，会出现一过性的蓝 /绿颜色辨

别异常。如果患者有非动脉性前部缺血性视神经病 ( non-ar-
teritic anterior ischaemic optic neuropathy，NAION) ［5］或有该病解

剖或血管方面的基础或危险因素，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可能导

致视力突然丧失，因此，该类患者亦不能使用此药。
3 橼酸西地那非与阴茎勃起功能障碍
3. 1 概述

勃起功能障碍( ED) 是指男性持续不能达到或维持足够的阴

茎勃起以完成满意的性生活［6-7］。ED 是男性最常见的性功能障

碍之一，是一种影响身心健康的慢性疾病，不仅影响患者及其伴

侣的生活质量［8］，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ED 也是心血管疾病的早

期症状和危险信号［9］。
ED 是成年男性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男

性老龄化研究发现，ED 的总患病率为 52%，其中轻度、中度和

重度 ED 的患病率分别为 17. 2%、25. 2% 和 9. 6%［10］。一项针

对我国北京、重庆和广州的调查显示，40 岁以上 ED 的患病率为
40. 2%［11］。

ED 和心血管疾病有相同的危险因素，如肥胖、糖尿病、血脂

异常、代谢综合症、缺乏锻炼、吸烟和内皮功能障碍［9，12］。轻度
ED 是发现潜在心血管疾病的一个重要指标［13］。

ED 是一种同时影响患者及其性伴侣生理和心理状况的慢

性疾病，其治疗需综合考虑患者的受教育程度、社会背景、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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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等社会因素［14-15］，以及疗效、安全性、费用、患者及其配偶

的偏好等。治疗原则是通过个体化的综合治疗，让患者获得满

意的性生活。
口服 PDE5 抑制剂因使用方便、安全有效，是目前治疗 ED

的首选方式［16］。服药方法有按需使用和规律使用两种。由于
ED 可能是各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且和心血管疾病、糖尿

病等慢性病关系密切，规律使用 PDE5 抑制剂不仅能改善血管

内皮功能，有效治疗 ED，对患者全身性疾病的防治也有一定帮

助［17-19］。因此，规律使用 PDE5 是目前使用较多的治疗方式。
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循证医学证据显示，规律治疗 ED 有其独特

的疗效特点，可改善血管内皮功能、保护心血管系统［20］。
3. 2 疗效特点

枸橼酸西地那非作为全球第一个 PDE5 抑制剂，临床应用

广泛、安全耐受性好、起效迅速、药物吸收及达峰浓度稳定，可显

著改善内皮细胞功能，显著提升伴侣双方的性生活满意度。临

床上不管是按需、长期或者规律使用，其疗效都非常确切。
3. 2. 1 适用人群广 全球共有 6600 万人使用过枸橼酸西地那

非［21］。枸橼酸西地那非不仅对一般 ED 患者疗效显著，而且在

对特殊人群的研究中也显示出了良好的疗效，如合并高血压、
糖尿病、心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的 ED 患者，或前列腺术后、存
在脊髓损伤、骨盆骨折等外伤的 ED 患者。另外如伴帕金森病

或多发性硬化等特殊人群的成功治疗亦有报道［22］。
3. 2. 2 多次按需使用 多次按需使用可增强疗效并提升患者

的勃起硬度 ED 治疗最基本的目标是让患者达到第 4 级勃起，

而患者性满意度与勃起硬度成正相关。使用 50mg 枸橼酸西地

那非即能达成这一目标，但对于大多数的患者，初始足剂量
100mg 可能更合适，因为初始足剂量可以降低增加药物用量的

需求，也可以改善由于用药不足导致患者自信心下降从而终止

药物治疗的情况。相较于灵活剂量，约有 1 /3 以上的男性对
100mg 的初始剂量和固定剂量表示满意［23］。长期多次按需使

用 50mg 或 100mg 枸橼酸西地那非，达到 4 级硬度的患者比例

较治疗前分别增加 5 倍和 8 倍［24］。
3. 2. 3 长期使用 长期使用疗效稳定国内外多个临床研究所

都已证实枸橼酸西地那非长期疗效的稳定性。如 McMurray 等

人对 979 名 ED 患者进行了长达 4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对枸橼

酸西地那非治疗效果感到满意的患者比例在第 1 年 ～ 第 4 年分

别为 98. 1%、96. 6%、94. 8%和 96. 3% ; 而认为勃起功能改善的

患者比 例 第 1 年 ～ 第 4 年 分 别 为 96. 6%、99. 9%、99. 6% 和
100%［25］。
3. 2. 4 规律使用 规律使用可显著改善患者的内皮功能，部分

患者可达到康复标准 2013 年的《亚太性行为和性满意度调研

报告》显示，每周使用 2 次枸橼酸西地那非能显著改善阴茎动

脉收缩期峰值流速和动脉直径。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 100mg
可显著增加患者每月平均性交频率，且给药频率越高改善越明

显［26］。
研究表明，持续规律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 50mg 10 周后能

有效改善勃起硬度，同时可显著改善内皮功能。部分 ED 患者

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规律治疗一段时间后可达到康复标准［27］。
3. 3 临床研究现状

3. 3. 1 按需使用 按需使用的研究现状目前已经有无数临床

研究证实了按需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在疗效、安全性以及耐受

性方面的优势，并且各种 ED 指南里均将其作为 ED 治疗的一线

治疗方案［28-30］。在一项剂量 反 应 研 究 中，ED 人 群 分 别 使 用
25mg、50mg 和 100 mg 枸橼酸西地那非 24 周，勃起改善率分别

为 56%、77%和 84%，而使用安慰剂的勃起改善率为 25%［31］。
3. 3. 2 规律使用的研究现状 Mathers 等［32］研究发现，不同剂

量的枸橼酸西地那非或伐地那非每日使用或规律使用 1 年后，

NPTＲ 及 IIEF 评分均有显著改善，且停药 4 周后仍有效果。小

样本的临床研究显示，每日连续枸橼酸西地那非 50mg，4 周可

改善海绵体动脉血流及血管内皮功能［33］，且停药后血管内皮功

能仍有改善［17］。一项 Meta 分析比较了按需使用和规律使用在

保留神经的前列腺癌根治术( nerve-spar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

NSＲP. ) 后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根据 IIEF 评分，规律使用的效果

明显优于按需使用，且规律使用与按需使用相比，并不会引起更

大的副作用［34］。
3. 3. 3 特殊人群的研究现状 ①糖尿病性 ED: 根据已有的研

究，糖尿病患者的 ED 患病率为 35% ～ 90%，患者的年龄、患病

时长和 HbA1c ＞ 6. 5% 与 ED 的发生和严重程度独立相关［35］。
糖尿病性 ED 的病因通常与多种因素相关，因此与正常 ED 相比

更为难治。2018 年一项纳入 8 个 ＲCTs 研究，共 1172 名患者的
Meta 分析提示，枸橼酸西地那非仍是糖尿病性 ED 的一种有效

治疗方式［36］。此外，一项回归性队列研究结果表明，使用 PDE5
抑制剂治疗的男性 T2DM 患者全因死亡风险较非使用者降低了
31%［37］。②心血管疾病相关性 ED: 心血管疾病( 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 是男性主要的死亡原因，坚实的证据已经将 ED
与 CVD 联系起来［38］。一项 Meta 分析指出，ED 患者出现心肌

梗死、总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的风险更高［39］。研究证实，服

用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CVD 相关性 ED 可多维度受益。一项

研究表明，ED 合并血管风险因素患者接受枸橼酸西地那非治

疗，可能通过加快肱动脉血流调控舒张功能，改善内皮功能和勃

起硬度。另一项研究表明，CVD 相关性 ED 患者接受 PDE5 抑

制剂治疗，可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风险，同时降低患者死亡率

和心衰住院率［37］。③前列腺癌根治术后 ED: 多项研究表明，

ＲP 术后患者接受任何 ED 药物治疗，患者勃起功能恢复率较

高［40-42］。尽管目前缺乏支持某种具体阴茎康复治疗方案的数

据，但早期对勃起功能进行治疗似乎会对自然恢复时间产生影

响［29］。在不同试验中，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保留神经的前列腺

癌根治术( nerve-spar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NSＲP) 术后 ED 的

反应率在 35% ～75%，治疗非 NSＲP 术后 ED 的反应率为 0% ～
15%［29］。
3. 4 使用方法和适用人群

枸橼酸西地那非的使用方法分为按需使用和规律使用两

种［28］。
3. 4. 1 按需使用①按需使用方法: 按需使用只是要求患者在性

交前 0. 5 小时 ～ 1 小时内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该方法的推荐

剂量分别是 50mg 和 100mg［31］，治疗过程中可根据疗效与不良

反应调整剂量。②按需使用适用人群: 第一是心因性 ED 患者

的辅助治疗，如新婚性或排卵期 ED 患者。第二还适用于偶发

性 ED 患者的治疗。第三是性生活频率较低的 ED 人群，如身体

健康的老年 ED 患者，用于改善性生活时的勃起功能。
3. 4. 2 规律使用［16］ ①规律使用方法: 规律使用枸橼酸西地

那非是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治疗方式，对使用的剂量和使用频次

提出推荐性要求: 起始足剂量和多次使用。50 mg 和 100 mg 枸

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ED 8 周，可显著改善阴茎血流阻力指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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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D 患者每周推荐用药 2 次，共用药 16 次［43］。②规律使用适

用人群: 第一是性交频率要求比较高的 ED 患者，要求自然随意

的性生活，按需使用效果不佳或副作用较大的 ED 患者。第二

是尿路症状( 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LUTS) 的 ED 患者。第

三是神经损伤性 ED 患者的康复治疗，如骨盆骨折、全膀胱切除

术或前列腺癌根治术后的 ED 患者。第四是合并慢性疾病( 糖

尿病、心血管疾病、性腺功能低下等) 的 ED 患者。
3. 4. 3 特殊 ED 人群的使用方法( 根据文献报道的有效使用方

法) ①2 型糖尿病(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 致 ED 的患

者: 枸橼酸西地那非 100 mg，每周 2 次 ～ 3 次，持续 3 个月，有效

率可达 55. 8%［44］。②由良性前列腺增生( benign prostatic hy-
perplasia，BPH) 引起 LUTS 的 ED 患者: 枸橼酸西地那非 50 mg，

规律使用，持续 4 个月，IIEF-5 评分改善率达 42. 36%［45］。③前

列腺癌根治术后的 ED 患者: 3 个月内开始枸橼酸西地那非
100mg，每 周 2 次，持 续 12 个 月，勃 起 功 能 完 全 恢 复 率 达
41. 2%［46］。④骨盆骨折尿道断裂后 ED 的患者: 枸橼酸西地那

非 50mg，规律使用，持续 3 个月，有效率可达 54. 8%［47］。
3. 5 临床疗效判定

3. 5. 1 判定方法众多临床研究已验证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ED
的有效性，疗效判定的具体方法包括通过相关量表从患者及配

偶的主观感觉方面进行判定，以及通过特殊检查从客观评价方

面进行判定。
3. 5. 2 常用量表①国际勃起功能问卷-5 ( IIEF-5) : 国际勃起功

能问卷( IIEF) 是临床 ED 研究中评估男性性功能时经常使用的

已验证的工具。IIEF 问卷 15 个问题中的第 1 问 ～ 第 5 问被称

为国际勃起功能问卷-5 ( IIEF-5，详见附录 1 ) ，在临床实践中更

加常用。在 IIEF-5 中，各项得分之和在 22 分 ～ 25 分范围内为

勃起功能正常; 12 分 ～ 21 分为轻度 ED; 8 分 ～ 11 分为中度 ED;

小于 8 分为重度 ED［28］。②国际勃起功能专项评分( IIEF-EF) :

IIEF 问卷 15 个问题中的第 1 问 ～ 第 5 问加上第 15 问被称为国

际勃起功能专项评分( IIEF-EF，详见附录 2) 。各项得分之和在
26 分 ～ 30 分范围内为勃起功能正常; 22 分 ～ 25 分为轻度 ED;

17 分 ～ 21 分为轻至中度 ED; 11 分 ～ 16 分为中度 ED; 小于 11
分为重度 ED。一般认为，治疗后 IIEF-EF 评分提高≥4 分说明

治疗有效［48-49］。③勃起硬度评级( EHS) : 勃起硬度评级( EHS)

也是推荐的简要评估方法［28］( 详见附录 3) 。I 级: 阴茎只胀大

但不硬为重度 ED; II 级: 硬度不足以插入阴道为中度 ED; III
级: 能插入阴道但不坚挺为轻度 ED; IV 级: 阴茎勃起坚挺为勃

起功能正常。
3. 5. 3 特殊检查与评估①夜间阴茎胀大和硬度试夜间阴茎胀

大和硬度试验( 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 and rigidity，NPTＲ) 需

要在医院的睡眠实验室中进行［50］。其判断标准是: 在两个晚上

的检测中，单次阴茎头部勃起硬度超过 60% 的时间≥10 分钟，

即认为是正常勃起［30］。②阴茎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 该检查用

于评价阴茎内血管的指标，包括海绵体动脉直径、收缩期峰值

流速( PSV) 、舒张末期流速( EDV) 和阻力指数( ＲI) 。一般认

为，注射血管活性药物以后，PS≥30cm /s，EDV≤5cm /s，ＲI≥0. 8
为正常［28］。
3. 5. 4 注意事项疗效判定要结合患者年龄、病因、受教育程度、
就诊期望值等因素综合考虑，同时要注意评估性伴侣的满意

度，以便及时调整治疗策略。
3. 5. 5 随访建议在治疗的过程中，无论采用按需使用还是规律

使用的方式，一般建议患者至少每月复诊 1 次。对于按需使用

的患者，建议用药 6 次 ～ 8 次后复诊。对于规律使用的患者，建

议保持适度频率的性生活，如每周 1 次 ～ 2 次。两种治疗方式

均应连续复诊至少 3 个月，以便了解患者用药的效果及不良反

应的情况，必要时应适当调整用药方式及剂量。此后根据情况

按医嘱进行一定频率的长期随访。
3. 5. 6 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枸橼酸西地那非的不良反应多为

轻中度，持线时间短，多为一过性，发生率低。在一项长达 4 年

的开放性研究中［51］，灵活剂量枸橼酸西地那非 ( 25mg /50mg /
100mg) ，按需和规律使用所产生的不良反应相似，主要表现为

头痛 ( 1. 0% ) 、面 部 潮 红 ( 0. 5% ) 、鼻 炎 ( 0. 6% ) 、消 化 不 良
( 1. 0% ) ，所有与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 3. 8%。另一

项对枸橼酸西地那非安全性进行分析的研究显示［52］，实验组因

不良事件中断治疗的发生率( 1. 5% ) 较安慰剂组( 1. 2% )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不良反应平均持续时间仅为 3. 9 个小时［53］。健

康志愿者单次剂量到 800mg，不良事件与低剂量时相似，但发生

率和严重程度有所增加［54-55］。
枸橼酸西地那非对于绝大多数人群来说是安全的，其中包

括患有活跃心血管疾病的人群［56］。在 ED 领域报告的极少数

不良反应，包括［4］: ①心血管及脑血管系统: 心肌梗死 /心源性

猝死 /心律失常 /脑出血等;②神经系统: 癫痫发作 /癲痫复发 /焦
虑 /短暂性全面遗忘症;③泌尿生殖系统: 勃起时间延长 /异常勃

起 /血尿;④特殊感觉: 复视 /红眼或眼部充血等; ⑤血管淋巴系

统: 血管阻塞危象与接受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的男性 ED 的临

床相关性尚不清楚。
3. 6 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的注意事项

①硝酸酯类药物: 绝对禁忌。②过敏反应: 已知对枸橼酸西

地那非严重过敏的患者不得服用枸橼酸西地那非片。③
心血管疾病: 枸橼酸西地那非片不得用于因原有心血管状

况不适于进行性行为的男性; 在性行为开始时出现心脏异常症

状的患者，建议其避免性行为，并立即求治。④应用枸橼酸西地

那非之前，须注意以下重要问题: 枸橼酸西地那非与 α 受体阻

滞剂合用时需谨慎。PDE5 抑制剂( 包括本品) 与 α 受体阻滞剂

同为血管扩张剂，都具有降低血压的作用。合并使用时，两者的

降血压作用可能累加造成严重低血压。⑤患有易引起阴茎异常

勃起疾病( 如镰状细胞性贫血、多发性骨髓瘤、白血病) 的患者

须慎用枸橼酸西地那非。
3. 7 患者教育

3. 7. 1 提高患者对 ED 的认识及慢病管理的理念男性中最常

见的性功能问题是 ED，许多横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提示，一般

人群中有较高的 ED 患病率［57］。虽然 ED 的病因涉及神经、血
管、内分泌、药物及精神心理等多方面因素，但经过系统评估以

及综合治疗，治疗 ED 是可以取得一定疗效的，甚至部分人群是

可以治愈的。ED 与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全身性疾病密

切相关，其潜在共同发病机制是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因此长期、
规律治疗与随访，以及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的调整，不但对 ED
的治疗有益，同时也有助于防治潜在的原发疾病，有益于整体健

康，符合慢病管理原则［28，30］。
3. 7. 2 加强对药物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的教育枸橼酸西地那

非的使用应当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这样才更加安全有效。枸橼

酸西地那非不是“春药”，只有通过充分的性唤起和刺激启动阴

茎内生理变化，枸橼酸西地那非才能发挥改善勃起功能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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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药物本身不引发或提高性欲。枸橼酸西地那非不具成瘾性，

不依赖神经系统发挥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的药物不良反应数据

也未报道过枸橼酸西地那非的药物成瘾性。
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时，禁止与硝酸酯类药物联用( 如硝

酸甘油、硝酸异山梨酯等) ，以避免发生严重低血压及晕厥等情

况。出现下列情况时应慎用: 严重肾功能或肝功能受损、低血

压、进展期心血管疾病以及患有视网膜疾病。
3. 7. 3 患者和性伴侣的期望值教育 ED 涉及的病因众多，与包

括神经、血管、内分泌、药物及精神心理等多方面因素相关。因

此，治疗 ED 需要系统评估及综合运用多种治疗手段［30］，包括

口服 PDE5 抑制剂( 如枸橼酸西地那非) 、负压装置、阴茎内注射

药物、阴茎假体植入、低能量冲击波治疗、心理治疗，以及针对全

身性疾病的治疗等。因此，患者及其性伴侣要了解枸橼酸西地

那非并非万能，必要时需采用或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另一方面

也需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明确通过综合治疗手段治疗 ED 是可

以取得一定疗效的，部分患者是有可能治愈的。
4 枸橼酸西地那非与肺动脉高压
4. 1 概述

目前作用于 PDE 的药物( 如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已在临床

上应用，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哮喘、勃起功能障碍和肺动脉高

压等。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根据其作用于 PDE 的特性可分为相

对非选择性的和选择性的两大类。非选择性抑制剂有兴奋药

咖啡碱和支气管扩张药茶碱，它们能同时抑制多种 PDE 的催化

活性，因此特异性不强。选择性抑制剂又可分为 PDE3、PDE4、
PDE5 抑制剂等，如米力农可特异性阻抑 PDE3，曾用于治疗高

血压和心功能衰竭; 还有 PDE4 抑制剂 rolipram，PDE4A 抑制剂
roflumilast 和 cilomilast，三者都是潜在的有待开发的非甾体气道

消炎药; PDE5 抑制剂主要用于 ED 和肺动脉高压( pulmonary hy-
pertension，PH) 的治疗，目前已经上市的有枸橼酸西地那非( Sil-
denafil，Viagra，Pfizer，1998 ) 、他 达 拉 非 ( Tadalafil，Cialis，Lilly，

2003) 和伐地那非( Vardenafil，Levitra，Bayer，2003) 等［58］。
4. 2 疗效特点

PDE 的主要功能在于切割水解细胞内的第二信使 cAMP
和 /或 eGMP，导 致 其 水 平 下 降，继 而 使 其 下 游 蛋 白 激 酶 G
( PKG) 活性减弱，从而调控各种生物学效应。多数细胞内含有

众多不同的 PDE 酶亚型，但各种 PDE 表达的量以及在亚细胞

空间分 布 不 同，因 此，功 能 也 各 异［59］。PDE5 专 一 性 作 用 于
cGMP，主要产生自血管的平滑肌细胞和血小板中。PDE5 抑制

剂枸橼酸西地那非在肺组织中通过 NO/cGMP 信号通路发挥作

用:①肺组织中 NOS 衍生的 NO 来源于肺血管内皮细胞和气管

上皮细胞，其最显著的刺激为吸气期肺泡扩张所引起的牵拉作

用，这有利于扩张有效通气部位的血管，并增加该部位的血流，

从而维持相对正常的通气 /血流比值。②与其他组织如心肌相

比，PDE5 在肺组织中的表达和活性明显增高。因此针对 PDE5
的药物治疗将有助于改善肺循环阻力，同时对心肌影响较小。
③与体循环血管相比，肺循环血管 PDE5 表达显著增高，因此，

PDE5 抑制剂枸橼酸西地那非能选择性作用于肺循环血管。口

服枸橼酸西地那非的生物利用度为 40%，达峰浓度时间为 30
分钟 ～ 120 分钟，平均为 60 分钟。高脂肪饮食可降低枸橼酸西

地那非吸收率、延迟达峰浓度时间以及降低峰浓度，因此建议

提前 30 分钟 ～ 60 分钟使用，并且尤其不要在暴食暴饮后使用。
枸橼酸西地那非的消除以肝代谢为主，主要通过细胞色素 P450

3A4( 主要途径) 和 2C9 ( 次要途径) 两条途径，生成一种有活性

的代谢产物 N-去甲基化物，后者被进一步的代谢消除。
4. 3 临床研究现状

枸橼酸西地那非为 FDA 批准的治疗 ED 的一线用药，也被

批准用于 PAH 的治疗。
2005 年 Galie 等开展了一项双盲安慰剂对照研究，评估枸

橼酸西地那非( 20 mg、40 mg 或 80 mg) 治疗 12 周对有症状肺动

脉高压的疗效。研究发现，枸橼酸西地那非可以改善 PAH 患者

的运动耐力、WHO 心功能分级和血流动力学［60］。
2017 年，Unegbu 等开展了一项评估枸橼酸西地那非对儿童

PAH 患者的疗效及安全性的 Meta 分析。证据显示，枸橼酸西

地那非可改善 PAH 患者的超声心动图指标、血流动力学参数及

血氧饱和度。低等或中等剂量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儿童肺动脉

高压是安全的［61］。
2015 年发表了一项左心疾病相关性肺高压( pulmonary hy-

pertension，PH) 的 Meta 分析［62］，证据支持急性期枸橼酸西地那

非可改善射血分数，降低心衰患者肺动脉收缩压，此效果可维持
6 个月; 治疗 3 个月时可显著降低肺动脉平均压及肺血管阻力;

治疗 3 个月、6 个月及 12 个月时峰值氧耗量及 VE/VCO2 斜率

均显著改善; 治疗 6 个月时患者左心射血分数及生活质量评分

显著改善。尽管结果令人鼓舞，但应谨慎对待入选的 ＲCT 结

果，因为这些临床试验为单中心，且枸橼酸西地那非剂量为 25
mg tid ～ 75mg tid，高于批准治疗 PAH 的剂量。

2011 年 Circulation 杂志发表了一项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射

血分数保留心衰( HFpEF) 相关 PH 患者的安慰剂对照研究，枸

橼酸西地那非 50mg tid 治疗 6 个月后能够改善运动耐量和血流

动力学状态，且疗效可维持长达 1 年。然而，2013 年 JAMA 一

篇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HFpEF 的 ＲCT 研究结果显示，枸橼酸

西地那非组开始每日 3 次，每次 20mg，使用 12 周后改为每日 3
次，每次 60mg，使用 12 周。经过 24 周的治疗，枸橼酸西地那非

组与安慰机组在主要及次要终点事件和峰值氧耗量上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63］。
2008 年 Eur Ｒespir J 发表文章证实，短期使用枸橼酸西地

那非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病( chronicobstructive pulmonarydisease，

COPD) 相关 PH，患者的血流动力学改善。［64］ 2010 年 N Engl J
Med 发表的一项小型开放试验显示口服枸橼酸西地那非能改善
IPF 相关性 PH 患者的动脉血氧合、弥散功能、呼吸困难和生活

质量［65］。2013 年 Eur Ｒespir J 发表的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显示对

进行肺部康复治疗的 COPD 相关 PH 患者联合使用枸橼酸西地

那非未能改善患者的运动耐量［66］。目前，有关枸橼酸西地那非

治疗呼吸疾病相关 PH 的文献主要以急性血流动力学评价和小

样本的非对照研究为主，因临床试验多缺乏对照，且以回顾性研

究为主，研究多存在患者选择上的偏倚等问题，所以，尽管研究

提示枸橼酸西地那非能够改善血流动力学指标或运动耐力，但

仍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例如结节病、呼吸

睡眠暂停综合征等其他因素所致的呼吸疾病相关 PH 还缺乏询

证依据高的临床研究。
2013 年第五届 WSPH 会议上将呼吸疾病相关性 PH 根据右

心导管测量的血流动力学标准分成两类［67］，轻度 PH( mPAP≥25
mm Hg) 和严重性 PH mPAP≥35 mm Hg 或 mPAP≥25 mm Hg 合

并低心排量 CI ＜ 2. 0 L /min /m2) 。“严重性 PH 组”通常被认为

存在肺血管重塑伴随有肺实质病变，故建议在充分治疗原发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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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基础上可尝试枸橼酸西地那非靶向药物治疗，而并不推荐对
“轻度 PH”的慢性肺部疾病患者进行靶向药物治疗。

2003 年 Ghofrani HA 等在 Am J Ｒespir Crit Care Med 发表了

枸橼酸西地那非长期治疗非手术性慢性血栓栓塞性 PH 的研究

结果，12 名患者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 6 个月后，肺血管阻力指

数、心脏指数及 6 分钟步行距离显著改善［68］。2007 年 Eur Ｒespir
J 发表了一项枸橼酸西地那非( 50mg tid) 治疗非手术性慢性血栓

栓塞性 PH 的开放标签非对照临床试验结果［69］，104 名患者治疗
3 个月后肺血管阻力显著下降，6 分钟步行距离改善维持至治疗 12
个月后。然而，2008 年 CHEST 发表了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非手术

性慢性血栓栓塞性 PH 患者的双盲安慰剂对照的研究结果，研究结

果表明，治疗 12 周后，相对于安慰剂组，枸橼酸西地那非组的主要

终点事件 6 分钟步行距离未达到统计学意义的改善［70］; 该研究为

小样本量研究，需要大规模样本研究去进一步证实。
4. 4 适用人群和使用方法

4. 4. 1 第一大类 PH 患者( 即 PAH 患者) ①成人 PAH 患者:

欧洲和美国已批准枸橼酸西地那非用于成人 PAH 的治疗。我国

暂无 5 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治疗 PAH 的适应证，但是由于其疗

效可靠、价格便宜，已成为我国 PAH 的一线治疗药物。根据 PAH
患者 WHO 心功能分级，建议可单药用于心功能Ⅱ级(Ⅰ-A) 、Ⅲ级
(Ⅰ-A) 和Ⅳ级(Ⅱb-C) 或与其他靶向药物联合应用。②儿童和青少

年 PAH 患者: 儿童 PAH 患者的靶向治疗缺乏随机临床试验支

持，多数国家和地区均是参照成人 PAH 用药。欧洲支持枸橼酸

西地那非用于 1 岁 ～ 17 岁患者，但是使用高剂量枸橼酸西地那

非可能会增高死亡率。因此，儿童和青少年不推荐使用高剂量枸

橼酸西地那非( 不建议每天 3 次大剂量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 体

重为 8 公斤 ～20 公斤的儿童 ＞10 毫克 /次，体重 ＞20 公斤的儿童
＞20 毫克 /次或者婴幼儿 ＞1 毫克 /千克 /次) 。
4. 4. 2 以下 PH 患者谨慎使用 ①左心疾病相关性 PH: 的治

疗立足于原发病的控制，暂缺乏充分的临床证据支持使用 PAH
靶向治疗药 物。仅 在 经 过 血 流 动 力 学 评 估 证 实 混 合 性 PH-
LHD，即合 并 有 毛 细 血 管 前 和 毛 细 血 管 后 PAH ( 即 DPG ＞
7mmHg 和 /或 PVＲ 增高) 时，才建议在控制原发病的基础上、在
有经验的 PH 诊治中心谨慎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同时需严密

监测血流动力学状况，警惕诱发急性肺水肿而导致严重的不良

事件发生。②呼吸系统疾病和 /或缺氧所致 PH: 有关 PAH 靶向

药物治疗此类 PH 的疗效和预后，目前尚缺乏大量充分的数据。
多项研究发现枸橼酸西地那非也可显著改善高原性 PH 的症状

和血流动力学参数。对存在与原发肺部疾病不匹配的严重 PH
患者，建议到肺血管疾病区域医疗中心进行个体化评估，可在

充分治疗原发疾病基础上给予枸橼酸西地那非靶向药物治疗。
③慢性血栓栓塞性 PH(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
tension，CTEPH) : 无法手术治疗的患者 /为适当改善血流动力学

状态而行术前准备治疗; 肺动脉内膜血栓剥脱术后症状性残

余 /复发的 PH。此类患者可进行枸橼酸西地那非等靶向药物治

疗。④不明原因或多种发病机制所致 PH( pulmonary hyperten-
sion with unclear and /or multifactorial mechanisms) : 此类 PH 的治

疗依赖诊断。肺血管阻力增高的患者，在处理原发病的基础上，

口服枸橼酸西地那非可能会改善血流动力学和临床症状。
4. 4. 3 使用方法 口服: 成人 20 mg ～ 80 mg，每日 3 次。儿

童，年龄 ＜ 1 岁 0. 5mg /kg /d ～ 1. 0mg /kg /d，分 3 次口服; 体重 ＜
20 kg，10 mg，每日 3 次; 体重 ＞ 20mg，20mg，每日 3 次［71-72］。

4. 5 临床疗效判定

肺高压患者治疗方案的制订以目标为导向，建议对 PAH 患

者病情严重程度进行评估，包括心功能、运动耐量、血清生化标

志物、超声心动图及血流动学指标。病情稳定的患者维持原有

治疗方案，并且每 3 个月 ～ 6 个月临床随访一次。如患者经靶

向药物治疗后维持在中危状态或者病情仍进展，则考虑调整治

疗方案。建议给与患者充分的靶向药物治疗，使 PAH 患者病情

达到或维持在低危状态［71-72］。成人 PAH 患者危险简化分层具

体结果详见表 1［72-73］。

表 1 成人 PAH 患者危险简化分层表

指标

低风险

( 年死亡率

＜ 5% )

中等风险

( 年死亡率

5% ～10% )

高风险

( 年死亡率

＞ 10% )

WHO 心功能分级 Ⅰ级、Ⅱ级 Ⅲ级 Ⅳ级

6 分钟步行距离( m) ＞ 440 165 ～ 440 ＜ 165

NT-proBNP( ng /L) ＜ 300 300 ～ 1400 ＞ 1400

ＲAP( mmHg) ＜ 8 8 ～ 14 ＞ 14

CI( L·min －1·m －2 ) ≥2. 5 2. 1 ～ 2. 4 ≤2. 0

SvO2( % ) ＞ 65 60 ～ 65 ＜ 60

危险分层标准

至少 3 种低

风险指标且

无高风险指

标

介于低风险

和高风险之

间

至少 2 个高风

险 指 标，其 中

必 须 包 括 CI
或 SvO2

4. 6 不良反应及注意事项

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PAH 患者的临床试验均显示其有良

好的耐受性，少见患者因严重不良反应而停止用药的报道［59］。
文献报道其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头痛、恶心、轻微腹部不适、面
红、眩晕、后背痛、指 /趾端麻木、暂时性视觉障碍、严重的低血

压、面部水肿并气促、寒颤和肢端水肿( 同时合并周身不适和鼻

粘膜充血) 等［59-60］。而在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勃起功能异常的

患者中较常见的不良反应，如阴茎异常勃起、中风、其他心血管

事件等，均未在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PAH 的患者中出现，迄今

未见报道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PAH 而出现死亡的病例。
尽管临床试验中未见报道枸橼酸西地那非治疗 PAH 患者

会出现呼吸功能的失代偿，但动物实验结果显示西地那非治疗
PAH 有可能使通气 /血流比值进一步失调。因此，PAH 合并严

重肺部疾病的患者在接受西地那非治疗时需慎重。
4. 7 患者教育

枸橼酸西地那非有潜在的扩张血管效应，可增强硝酸酯类

药的降压作用。使用硝酸甘油、硝酸山梨酯、硝普钠或其他有机

硝酸盐药物的 PH 患者需谨慎。
枸橼酸西地那非与 CYP450 抑制剂克拉霉素、伊曲康唑、酮

康唑等药物及柚子汁等同时使用，可增加血浆浓度和药—时曲

线下面积，PH 患者感染时合并用药因此需要酌减剂量。
康复训练有助于增强枸橼酸西地那非等靶向药物的疗效，

建议病情相对稳定的患者在有经验的心脏或呼吸病中心接受

康复训练，在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以不引起明显气促、眩晕、胸
痛等不适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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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生殖研究证明枸橼酸西地那非对胎儿无风险，但暂无

孕妇对照研究证据，如果 PH 患者服药期间发现怀孕，应及时咨
询产科专家，并建议及时终止妊娠［74］。
5 橼酸西地那非与女性不孕
5. 1 枸橼酸西地那非改善不孕女性子宫内膜状态

子宫内膜血流灌注差可能是导致妊娠率低下的原因之一。
枸橼酸西地那非通过抑制细胞内 cAMP 的水解，促进一氧化氮
( NO) 的合成和释放，从而引起血管扩张、血流增加。人类的子

宫内膜血管内皮被证实具有 NO 合酶，且动物实验证实 NO 可
以增加子宫的血流。近年来有学者研究枸橼酸西地那非在辅

助生殖领域的应用。
研究提示，枸橼酸西地那非对子宫内膜厚度、形态及血流

有改善作用，枸橼酸西地那非阴道凝胶可以显著增加子宫内膜
厚度［75］，对于子宫内膜过薄或者子宫内膜血流不良而致反复胚
胎着床失败的患者可以尝试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76］，但此药物
在临床中的应用仍存争议。一些临床试验提示，应用枸橼酸西

地那非未明显改善子宫内膜厚度，对提高胚胎种植率及临床妊
娠率的有效性尚缺乏明确的证据支持［77］。
5. 2 枸橼酸西地那非使用说明

国外文献报道多为枸橼酸西地那非阴道栓剂 25mg，一天 4
次，用于改善辅助生殖过程中的子宫内膜状态［78］。目前国内均
为片剂，无阴道栓剂剂型。国内文献报道多为枸橼酸西地那非
50 mg ～ 100mg，口服或阴道用药，用于改善宫腔粘连患者的子
宫内膜厚度及反复胚胎种植失败者的子宫内膜血流［79-80］。

在枸橼酸西地那非药物说明中，其适应症没有涉及生殖领
域，药品说明书注明不适用于妇女。现有文献也均为较小样本

文献，无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是否用于辅助生殖领域需慎重
考虑。如确定需要使用，使用前需进行详细的谈话及签署知情

同意书。
6 橼酸西地那非与育龄期男性生殖功能

关于 PDE5 抑制剂枸橼酸西地那非对育龄期男性生殖功能
的影响，多数研究的结果是积极或正向的［81］。育龄健康志愿者
单次使用枸橼酸西地那非 100mg 后 1. 5 小时，枸橼酸西地那非
及其 代 谢 产 物 在 射 出 精 液 中 的 量 不 足 服 药 剂 量 的
0. 0002%［82］; 枸橼酸西地那非不会改变育龄健康男性的精液参
数［82-83］。在针对少精子症不育男性的随机研究［84］发现，枸橼酸
西地那非等 PDE5i 可通过增强患者 Leydig 细胞分泌功能，改善
患者的精子浓度和精子活力。系统评价和 Meta 分析显示［85］，

枸橼酸西地那非等 PDE5i 对精液量及精子浓度没有影响，但可
适度增强不育男性的精子活力和正常形态精子的比例。

近期的一项大宗流行病学调查［86］ 发现，我国不育男性的
ED 发生率高达 57. 8%，其中轻度 ED 男性占 34. 9%。根据现有
临床研究结果，枸橼酸西地那非等 PDE5i 在改善或治疗不育患

者 ED 的同时，可能对不育患者的精液参数产生积极的影响。
枸橼酸西地那非在勃起功能障碍、肺动脉高压以及生殖医

学等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进展，本共识结合国内外文献及
国内专家的临床经验制定，希望为临床医生提供用药指导和参

考，同时使枸橼酸西地那非更好地体现临床价值。

参 考 文 献

［1］ Francis SH，Blount MA，Corbin JD． Mammalian cyclic nucleotide
phosphodiesterases: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J］． Physiol Ｒev，2011，91( 2) : 651-690．

［2］ Kouvelas D，Goulas A，Papazisis G，et al． PDE5 inhibitors: In vitro
and in vivo pharmacological profile［J］． Curr Pharm Des，2009，15
( 30) : 3464-3475．

［3］ Pantziarka P，Sukhatme V，Crispino S，et al． Ｒepurposing drugs in on-
cology ( ＲeDO) -selective PDE5 inhibitors as anti-cancer agents［J］．
Ecancermedicalscience，2018，12: 1-22．

［4］ 百度文库． 伟哥( 万艾可) 说明书．［EB/OL］． ( 2018-11-13) ［2019-6-
29-］． https: / /wenku． baidu． com /view /16409be2ccbff121dc3683a9．
html

［5］ Liu B，Zhu L，Zhong J，et a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hosphodiester-
asetype 5 inhibitor use and risk of non-arteritic anterior ischemic optic
neuropath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Sex Med，

2018，6( 3) : 185-192．
［6］ Gratzke C，Angulo J，Chitaley K，et al． Anatomy，physiology，and patho-

physiology of erectile dysfunction［J］． J Sex Med，2010，7:445-475．
［7］ Hatzimouratidis K，GiulianoF，MoncadaI，et al． Guidelines on male

sexual dysfunction: rectile dysfunction and premature ejaculation［EB /
OL］． ( 2015-1-31) ［2019-7-5］． https: / /uroweb． org /guideline /
male-sexual-dysfunction / ．

［8］ Fisher WA，Eardley I，McCabe M，et al． Erectile dysfunction ( ED) is
a shared sexual concern of couples I: Couple conceptions of ED［J］． J
Sex Med，2009，6( 10) : 2746-2760．

［9］ Gandaglia G，Briganti A，Jackson G，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erectile dysfunction and cardiovascular disease
［J］． Eur Urol，2014，65( 5) : 968-978．

［10］ Feldman HA，Goldstein I，Hatzichristou DG，et al． Impotence and its
medical and psychosocial correlates: Ｒesults of the Massachusettsmale
aging study［J］． J Urol，1994，151( 1) : 54-61．

［11］ 张庆江，朱积川，许清泉，等． 三城市 2226 例男性勃起功能流行病

学调查［J］． 中国男科学杂志，2003，17( 3) : 191-193．
［12］ Jackson G，Montorsi P，Adams MA，et al． Cardiovascular aspects of

sexual medicine［J］． J Sex Med，2010，7: 1608-1626．
［13］ Lee JC，Benard F，Carrier S，et al． Do men with mild erectile dysfunc-

tion have the same risk factors as the general erectile dysfunction clin-
ical trial population? ［J］． BJU Int，2011，107( 6) : 956-960．

［14］ 朱积川． 男 子 勃 起 功 能 障 碍 诊 治 指 南［J］． 中 国 男 科学杂志，

2004，18( 1) : 68-72．
［15］ Hatzichristou D，Ｒosen ＲC，Broderick G，et al． Clinical evaluation and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sexual dysfunction in men and women［J］． J
Sex Med，2004，1( 1) : 49-57．

［16］ Hatzimouratidis K，Amar E，Eardley I，et al． Guidelines on male sexu-
al dysfunction: Erectile dysfunction and premature ejaculation［J］．
Eur Urol，2010，57( 5) : 804-814．

［17］ Burnett AL，Strong TD，Trock BJ，et al． Serum biomarker measure-
ments of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oxidative stress after daily dosing of
sildenafil in type 2 diabetic men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J］． J Urol，
2009，181( 1) : 245-251．

［18］ Liu G，Sun X，Dai Y，et al． Chronic administration of Sildenafil modi-
fied the impaired VEGF system and improved the erectile function in
rats with diabetic erectile dysfunction［J］． J Sex Med，2010，7 ( 12 ) :

3868-3878．
［19］ Behr-Ｒoussel D，Gorny D，Mevel K，et al． ChronicSildenafil improves

erectile function and endothelium-dependent cavernosal relaxations in
rats: Lack of tachyphylaxis［J］． Eur Urol，2005，47( 1) : 87-91．

［20］ Schwartz BG，Jackson G，Stecher VJ，et al． Phosphodiesterase type 5

11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12· 中国性科学 2019 年 7 月 第 28 卷第 7 期 The Chinese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July 2019 Vol． 28 No． 7

inhibitors improve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may benefit cardiovascular
conditions［J］． Am J Med，2013，126( 3) : 192-199．

［21］ Jannini EA，Isidori AM，Gravina GL，et al． The ENDOTＲIAL Study: A
spontaneous，open-Label，randomized，multicenter，crossover study on
the efficacy of Sildenafil，Tadalafil，and Vardenafil in the treatment of
erectile dysfunction［J］．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2009，6 ( 9 ) :

2547-2560．
［22］ 张志超，辛钟成． 西地那非药代动力学特点和临床安全性有效性

研究［J］． 中国男科学杂志，2006，20( 9) : 66-69
［23］ Yang Y ，Liu Ｒ ，Jiang H ，et al． Association between dosage frequen-

cy and the treatment outcomes of Sildenafil in young and middle-aged
men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A Chinese，multicenter，observational
study［J］． Urology，2015，86( 1) : 62-67．

［24］ Strberg P，Kaminetsky JC，Park NC，et al． Hardness，function，emo-
tional well-being，satisfaction and the overall sexual experience in men
using 100-mg fixed-dose or flexible-dose Sildenafil citrate［J］． Inter-
national Journal of Impotence Ｒesearch，2010，22( 4) : 284-289．

［25］ Mcmurray JG，Feldman ＲA，Auerbach SM，et al． Long-term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ildenafil citrate in men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J］．
Therapeutics ＆ Clinical Ｒisk Management，2007，3( 6) : 975-981．

［26］ 苏魏明． 2013 亚太性行为和性满意度调研报告［EB /OL］． ( 2013-
05-28) ［2013-05-28］． https: / /wenku． baidu． com /view /c46acbbafa
b069dc50220141． html

［27］ Deyoung L，Chung E，Kovac JＲ，et al． Daily use of sildenafil improves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men with type 2 diabetes［J］． Journal of An-
drology，2012，33( 2) : 176-180．

［28］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 中国男科疾病诊断治疗指南与专家共

识( 2016 版) ［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
［29］ Hatzimouratidis K，Giuliano F，Moncada I，et al． EAU guideline on e-

rectile dysfunction，premature ejaculation，penile curvature and pria-
pism［EB /OL］． ( 2017-3-1) ［2019-7-5］． https: / /uroweb． org /wp-
content /uploads /16-Male-Sexual-Dysfunction_2017_web． pdf．

［30］ Burnett AL，Nehra A，Breau ＲH，et al． Erectile ysfunction: AUA
guideline［J］． J Urol，2018，200( 3) : 633-641．

［31］ Goldstein I，Lue TF，Padma-Nathan H，et al． Oral Sildenafil in the
treatment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Sildenafil Study Group［J］． N Engl J
Med，1998，338( 20) : 1397-1404．

［32］ Mathers MJ，Klotz T，Brandt AS et al． Long-term treatment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with a phosphodiesterase-5 inhibitor and dose optimization
based on nocturnal penile tumescence［J］． BJU Int，2008，101 ( 9 ) :

1129-1134．
［33］ Vardi Y，Appel B，Ofer Y，et al． Effect of chronic Sildenafil treatment

on penile endothelial function: A randomized，double-blind，placebo
controlled study［J］． J Urol，2009，182( 6) : 2850-2855．

［34］ Qiu S，Tang Z，Deng L，et al． Comparisons of regular and on-demand
regimen of PED5-Is in the treatment of ED after nerve-spar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 for Prostate Cancer［J］． Sci Ｒep，2016，6: 1-10．

［35］ Yang G，Pan C，Lu J． Prevalence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among Chi-
nese men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Int J Impot Ｒes，2010，22
( 5) : 310-317．

［36］ Shah PC，Trivedi NA． A meta-analysis on efficacy and tolerability of
sildenafil for erectile dys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mellitus
［J］． Indian J Sex Transm Dis AIDS，2018，39( 1) : 1-6．

［37］ Anderson SG，Hutchings DC，Woodward M，et al． Phosphodiesterase
type-5 inhibitor use in type 2 diabetes is associated with a reduction

in all-cause mortality［J］． Heart，2016，102( 21) : 1750-1756．
［38］ Shamloul Ｒ，Ghanem H． Erectile dysfunction［J］． Lancet，2013，381

( 9861) : 153-165．
［39］ Vlachopoulos CV，Terentes-Printzios DG，Ioakeimidis NK，et al． Pre-

diction of cardiovascular events and all-cause mortality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ohort studies
［J］． Circ Cardiovasc Qual Outcomes，2013，6( 1) : 99-109．

［40］ Padma-Nathan H，McCullough AＲ，Levine LA，et al． Ｒandomized，

double-blind，placebo-controlled study of postoperative nightly silde-
nafil citrate for the prevention of erectile dysfunction after bilateral
nerve-spar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J］． Int J Impot Ｒes，2008，20
( 5) : 479-486．

［41］ Padma-Nathan H，McCullough AＲ，Levine LA，et al． Nightly vs on-
demand sildenafil for penile rehabilitation after minimally invasive
nerve-spar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 Ｒesults of a randomized double-
blind trial with placebo［J］． BJU Int，2013，112( 6) : 844-851．

［42］ Pace G，Del Ｒosso A，Vicentini C． Penile rehabilitation therapy fol-
lowing radical prostatectomy［J］． Disability and Ｒehabilitation，2010，

32( 14) : 1204-1208．
［43］ Loran OB，Strberg P，Lee SW，et al． Sildenafil citrate 100 mg starting

dose in men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in an international，double-
blind，placebo-controlled study: Effect on the sexual experience and
reducing feelings of anxiety about the next intercourse attempt［J］． J
Sex Med，2009，6( 10) : 2826-2835．

［44］ Kirilmaz U，Guzel O，Aslan Y，et al． The effect of lifestyle modification
and glycemic control on the efficiency of sildenafil citrate in patients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due to type-2 diabetes mellitus［J］． Aging
Male，2015，18( 4) : 244-248．

［45］ Abolyosr A，Elsagheer，GA，Abdel-Kader MS，et al． Evaluation of the
effect of Sildenafil and /or doxazosin on Benign prostatic hyperplasia-
related lower urinary tract symptoms and erectile dysfunction［J］． Urol
Ann，2013，5( 4) : 237-240．

［46］ Jo JK，Jeong SJ，Oh JJ，et al． Effect of starting penile rehabilitation
with Sildenafil immediately after robot-assisted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on erectile function recovery: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trial［J］． J Urol，2018，199( 6) : 1600-1606．

［47］ Peng J，Zhang Z，Cui W，et al． Ｒole of nocturnal penile erection test
on response to daily Sildenafil in patients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
due to pelvic fracture urethral disruption: A single-center experience
［J］． Urology，2014，84( 6) : 1389-1394．

［48］ Ｒosen ＲC，Althof SE，Giuliano F． Ｒesearch instruments for the diag-
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J］． Urology，

2006，68( Suppl) : 6-16．
［49］ Ｒosen ＲC，Allen KＲ，Ni X，et al． Minimal clinically important differ-

ences in the erectile function domain of theinternational index of erec-
tile function scale［J］． European Urology，2011，60( 5) : 1010-1016．

［50］ Bain CL，Guay AT． Ｒeproducibility in monitoring nocturnal penile tu-
mescence and rigidity［J］． J Urol，1992，148( 3) : 811-814．

［51］ Mcmurray JG，Feldman ＲA，Auerbach SM，et al． Long-term safety and
effectiveness ofSildenafil citrate in men with erectile dysfunction［J］．
Ther Clin Ｒisk Manag，2007，3( 6) : 975-981．

［52］ Giuliano F，Jackson G，Montorsi F，et al． Safety ofSildenafil citrate:

Ｒeview of 67 double-blin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and the postmar-
keting safety database［J］． Int J Clin Pract，2010，64( 2) : 240-255．

［53］ Taylor J，Baldo OB，Storey A，et al． Differences in side-effect duration

21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中国性科学 2019 年 7 月 第 28 卷第 7 期 The Chinese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July 2019 Vol． 28 No． 7 ·13·

and related bother levels between phosphodiesterase type 5 inhibitors
［J］． BJU Int，2009，103( 10) : 1392-1395．

［54］ Carson CC，Burnett AL，Levine LA，et al． The efficacy of Sildenafil
citrate ( Viagra ) in clinical populations: An update［J］． Urology，

2002，60( 2) : 12-27．
［55］ Salonia A，Ｒigatti P，Montorsi F，et al． Sildenafil in erectile dysfunc-

tion: A critical review［J］． Curr Med Ｒes Opin，2003，19 ( 4 ) : 241-
262．

［56］ Montorsi F，Salonia A，Deho F，et al． Pharmacological management of
erectile dysfunction［J］． BJU Int，2003，91( 5) : 446-454．

［57］ Ｒosen ＲC，Fisher WA，Eardley I，et al． The multinational men's atti-
tudes to life events and sexuality ( MALES) study: I． Prevalence of e-
rectile dysfunction and related health concerns in the general popula-
tion［J］． Curr Med Ｒes Opin，2004，20( 5) : 607-617．

［58］ Galie N，Humbert M，Vachiery JL，et al． 2015 ESC /EＲS Guidelines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 The Joint
Task Force for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Hyperten-
s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 ESC) and the European
Ｒespiratory Society ( EＲS ) : Endorsed by: Association for European
Paediatric and Congenital Cardiology ( AEPC)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 ( ISHLT) ［J］． EuropeanHeart
Journal，2016，37( 1) : 67-119．

［59］ Hemnes AＲ，Champion HC． Sildenafil，a PDE5 inhibitor，in the treat-
ment of pulmonary hypertension［J］． Expert Ｒeview of Cardiovascular
Therapy，2006，4( 3) : 293-300．

［60］ Galiè N，Ghofrani HA，Torbicki A，et al． Sildenafil citrate therapy for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J］．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2005，353( 20) : 2148-2157．

［61］ Unegbu C，Noje C，Coulson JD，et al． Pulmonary hypertension therapy
and a systematicreview of efficacy and safety of PDE-5 inhibitors［J］．
Pediatrics，2017，139( 3) : 1-23．

［62］ Jiang Ｒ，Wang L，Zhu CT，et al．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of Sildena-
fil for pulmonary hypertension due to left heart disease with HFrEF
［J］． Hypertension Ｒesearch: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Society
of Hypertension，2015，38( 12) : 829-839．

［63］ Zile MＲ，Gottdiener JS，Hetzel SJ，et al． Preval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alterations in cardiac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and a preserved ejection fraction［J］． Circulation，2011，124
( 23) : 2491-2501．

［64］ Ｒietema H，Holverda S，Bogaard HJ，et al． Sildenafil treatment in
COPD does not affect stroke volume or exercise capacity［J］． The Eu-
ropeanＲespiratory Journal，2008，31( 4) : 759-764．

［65］ Maher TM． Sildenafil in 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J］． The New
EnglandJournal of Medicine，2010，363( 22) : 2169．

［66］ Blanco I，Santos S，Gea J，et al． Sildenafil to improve respiratory reha-
bilitation outcomes in COPD: A controlled trial［J］． The European Ｒe-
spiratory Journal，2013，42( 4) : 982-992．

［67］ Seeger W，Adir Y，Barbera JA，et al．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chro-
nic lung diseas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

2013，62( Suppl) : D109-D116．
［68］ Schermuly ＲT，Kreisselmeier KP，Ghofrani HA，et al． Chronic Silde-

nafil treatment inhibits monocrotaline-induced pulmonary hypertension
in rats［J］． American Journal of Ｒ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
cine，2004，169( 1) : 39-45．

［69］ Ｒeichenberger F，Voswinckel Ｒ，Enke B，et al． Long-term treatment

with Sildenafil in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J］． The European Ｒespiratory Journal，2007，30( 5) : 922-927．

［70］ Hill NS，Preston IＲ，Ｒoberts KE． Inoperable 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 treatable with medical therapy［J］． Chest，
2008，134( 2) : 221-223．

［71］ Klinger JＲ，Elliott CG，Levine DJ，et al． Therapy for Pulmonary Arteri-
al Hypertension in Adults 2018: Update of the CHEST Guideline and
Expert Panel Ｒeport［J］． Chest，2019，155( 3) : 565-586．

［72］ Humbert M，Farber HW，Ghofrani HA，et al． Ｒisk stratification and
medical therapy of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J］． Eur Ｒespir J，
2019，53( 6) ．

［73］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肺血管病学组，中华心血管病杂志

编辑委员会． 中国肺高血压诊断和治疗指南 2018［J］． 中华心血

管病杂志，2018，46 ( 12) : 933-964．
［74］ Ｒegitz-Zagrosek V，Ｒoos-Hesselink JW，Bauersachs J，et al． 2018 ESC

Guidelines for the managemen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during preg-
nancy［J］． Eur Heart J，2018，39( 34) : 3165-3241．

［75］ Fetih AN，Habib DM，AbdelaalII，et al． Adding Sildenafil vaginal gel
to clomiphene citrate in infertile women with prior clomiphene citrate
failure due to thin endometrium: A prospective self-controlled clinical
trial［J］． Facts Views Vis Obgyn，2017，9( 1) : 21-27．

［76］ Dehghani-Firouzabadi Ｒ，Davar Ｒ，Hojjat F，et al． Effect of Sildenafil
citrate on endometrial preparation and outcome of frozen-thawed em-
bryo transfer cycles: A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J］． Iran J Ｒeprod
Med，2013，11( 2) : 151-158．

［77］ Simon A，Laufer N．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of repeated implantation
failure ( ＲIF) ［J］． Journal of Assisted Ｒ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2012，29( 11) : 1227-1239．

［78］ Sher G，Fisch JD． Effect of vaginal Sildenafil on the outcome of in
vitro fertilization ( IVF) after multiple IVF failures attributed to poor
endometrial development［J］． Fertil Steril，2002，78( 5) : 1073-1076．

［79］ 李欣，凌秀凤，赵纯，等． 枸橼酸西地那非对宫腔粘连术后冻融胚

胎移植妊 娠 结 局 的 影 响［J］． 国 际 生 殖 健 康 /计 划 生 育 杂 志，

2018，37( 4) : 277-280．
［80］ 李华，李蓉，王丽娜，等． 西地那非改善反复移植失败患者子宫内

膜血流的研究［J］．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5，16( 2) : 115-118．
［81］ Drobnis EZ，Nangia AK． Phosphodiesterase inhibitors ( PDE Inhibitors)

and male reproduction［J］． Adv Exp Med Biol，2017，1034:29-38．
［82］ Purvis K，Muirhead GJ，Harness JA． The effects of Sildenafil on hu-

man sperm function in healthy volunteers［J］． Br J Clin Pharmacol，
2002，53( Suppl 1) : 53S-60S．

［83］ du Plessis SS，de Jongh PS，Franken DＲ． Effect of acute in vivoSilde-
nafil citrate and in vitro 8-bromo-cGMP treatments on semen parame-
ters and sperm function［J］． Fertil Steril，2004，81( 4) : 1026-1033．

［84］ Dimitriadis F，Tsambalas S，Tsounapi P，et al． Effects of phosphodies-
terase-5 inhibitors on Leydig cell secretory function in oligoastheno-
spermic infertile men: A randomized trial［J］． BJU Int，2010，106
( 8) : 1181-1185．

［85］ Tan P，Liu L，Wei S，et al． The effect of oral phosphodiesterase-5 in-
hibitors on sperm parameters: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J］． Urology，2017，105: 54-61．

［86］ Yang B，Xu P，Shi Y，et al． Erectile dysfunction and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in Chinese males of infertilecouples［J］． J Sex Med，2018，15
( 5) : 671-677．

( 收稿日期: 2019-06-22)

31

http://guide.medlive.cn/
http://guide.medlive.cn/


·14· 中国性科学 2019 年 7 月 第 28 卷第 7 期 The Chinese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July 2019 Vol． 28 No． 7

附录 1 国际勃起功能问卷-5( IIEF-5)

0 1 2 3 4 5 得分

请根据您过去 3 个月的性生活实际情况回答一下问题，选择适当评分。

1． 对阴茎勃起及维持勃起有

多少信心?
很低 低 中等 高 很高

2． 受到性刺激后有多少次阴

茎能够坚挺地插入阴道?
无性活动

几乎没有或完

全没有
只有几次

有时或大约一

半时候
大多数时候

几乎每次或每

次

3． 性交时有多少次能在进入

阴道后维持阴茎勃起?
没有尝试性交

几乎没有或完

全没有
只有几次

有时或大约一

半时候
大多数时候

几乎每次或每

次

4． 性交时保持勃起至性交完

毕有多大的困难?
没有尝试性交 非常困难 很困难 有困难 有点困难 不困难

5． 尝试性交时是否感到满足? 没有尝试性交
几乎没有或完

全没有
只有几次

有时或大约一

半时候
大多数时候

几乎每次或每

次

IIEF-5 评分:

附录 2 国际勃起功能专项评分( IIEF-EF)

下列问题是有关最近 4 周内您的阴茎勃起方面的问题对您的性生活的影响。请尽可能如实和楚地回答，并在每个问题的选项前“□”内打“√”
( 单选) 。如果您没有把握如何回答，也请选出您认为最好的答案。

1． 近 4 周内您在性活动中有多少时候阴茎能达到勃起?

□几乎总是能达成或总是能达到勃起

□多数时候能达到勃起( 远多于一半时候)

□有时能达到勃起( 约一半时候)

□少数几次能达到勃起( 远少于一半时候)

□几乎没有或没有达到勃起

□没有性活动

2． 最近四周内您因性刺激而有阴茎勃起时有多少时候感到阴茎强度足够插入

配偶的体内?

□几乎总是或总是感到硬度足够

□多数时候感到硬度足够( 远多于一半时候)

□有时感到硬度足够( 约一半时候)

□少数几次感到硬度足够( 远少于一半时候)

□几乎没有感到或没有感到硬度足够

□没有性刺激

3． 近四周内您尝试性交时阴茎有多少能够插入( 进入) 您配偶的

体内?

□几乎总是能够或总是插入

□多数时候能够插入( 远多于一半时候)

□有时能够插入( 约一半时候)

□少数几次能够插入( 远少于一半时候)

□几乎不能够或不能够插入

□没有尝试性活动

4． 最近四周内您性交时阴茎插入( 进入) 配偶体内后，有多少时候能够维持勃

起状态?

□几乎总是能够或总是能够维持勃起

□多数时候能够维持勃起( 远多于一半时候)

□有时能够维持勃起( 约一半时候)

□少数几次能够维持勃起( 远少于一半时候)

□几乎不能够或不能够维持勃起

□没有尝试性活动

5． 最近四周您性交时维持阴茎勃起直到性交完毕有多大困难?

□困难极大

□困难很大

□困难

□有点困难

□不困难

□没有尝试性活动

6． 在过去 4 周，你会怎么评价你得到和维持勃起的信心?

□很低

□低

□中等

□高

□非常高

附录 3 勃起硬度评级

勃起硬度评级

I 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阴茎充血增大，但不能勃起，无法

插入

阴茎轻微勃起，但还未能达到足以

插入的程度

阴茎达到足以插入的硬度，但不够

坚挺或持久
完全勃起而且很坚挺，也够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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