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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苏颗粒联合埃索美拉唑镁及伊托必利片
治疗反流性食管炎临床观察
黄红元
余姚市牟山镇卫生院，浙江 余姚 ３１５４５６

［摘要］ 目的：观察胃苏颗粒联合埃索美拉唑镁及伊托必利片治疗反流性食管炎的临床疗效。方法：92 例反流性食管炎患者，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 47 例，予以埃索美拉唑镁及伊托必利片治疗；实验组 45 例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胃苏颗
粒治疗。比较 2 组患者治疗前后的食管动力、主要症状积分和临床疗效。结果：实验组治疗 4 周后食管下括约肌 （LES） 静息压
力和远端波幅显著高于对照组 （P < 0.05），胃食管反流病问卷 （Gerd-Q）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5）。2 组治疗 4 周后吞咽
成功率、体部障碍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 4 周后实验组烧心、反酸和胸痛症状积分显著低于对照组
（P < 0.05）。内镜下临床总有效率实验组 95.56%，对照组 76.6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胃苏颗粒联
合埃索美拉唑镁及伊托必利片治疗反流性食管炎较单用西药治疗可更好改善食管动力和临床症状，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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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Weisu Granules Combined with Esomeprazole Magnesium and
Itopride Tablets for Treatment of Reflux Esophagitis
HUANG Hongyuan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Weisu granules combined with esomeprazole magnesium and itopride
tablets for reflux esophagitis. Methods：Ninety-two cases diagnosed as reflux esophagit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47 cases) received esomeprazole magnesium and itopride tablets，the experimental group(47 cases)
received Weisu granules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for the control group. Esophageal motility，the main symptom scores and clinical
efficacy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for 4 weeks， the resting pressure and
distal amplitude of 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 (LE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P < 0.05)， and gastric
esophageal reflux disease questionnaire(Gerd-Q)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P < 0.05)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Swallowing
successful rate and body disorder rate of both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two groups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 0.05).
The symptom scores of heartburn sensation，acid reflux and chest pain after 4 week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 < 0.05) .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95.56% in the treatment group，and was 76.60%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being significant (P ＜0.05). Conclusion： Weisu granules combined with esomeprazole magnesium and itopride
tablets show better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esophageal motility of reflux esophagitis patients than western
medicine alone，and have reliable clinical efficacy.
Keywords：Reflux esophagitis；Esomeprazole magnesium；Itopride piece tablets；Weisu granules

反流性食管炎（Ｒ Ｅ）是临床上消化内科常见的疾病，是指胃

等，表现为烧心、反酸等症状，主要与由于食管下端括约肌功

和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导致食管黏膜炎症、糜烂和溃疡

能失调有关［１］。临床上治疗 Ｒ Ｅ 的药物以质子泵抑制剂和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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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药为主，能缓解患者症状，但是西药治疗本病时间较长，药

小于 ３ ｃｍ ，同时收缩传导速度小于 ８ ｃｍ ／ｓ；吞咽成功率 ＝

物副作用大，效果不理想。有研究显示中药治疗本病效果良

（１０－ 无效收缩次数）／１０×１００％ 。食管体部运动障碍定义为不

好 ［２］。本研究采用胃苏颗粒联合埃索美拉唑镁及伊托必利片治

同 食 团 吞 咽 的 成 功 率 ＜ ７０％

疗 Ｒ Ｅ 患者，效果良好，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Ｇ 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 ｅｆｌｕｘ Ｄ ｉｓｅａｓｅ Ｑ 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Ｇ ＥＲ Ｄ －Ｑ

１ 临床资料

量表）对于两组患者的症状进行评价。

1.1

一般资料

观察病例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１ 年 ６ 月在余

２ 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及治疗 ４ 周后观察

主要症状积分

3.2

。采用胃食管反流病问卷

［４］

姚市人民医院进修时门诊及病房住院确诊为 Ｒ Ｅ 患者，共 ９２

记录烧心、反酸和胸痛症状积分，评价内容包括症状严重程度

例，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 ４５ 例，男 ２８ 例，女

和发作频率，由轻到重记 ０￣３ 分。

１７ 例；年龄 ２８￣７０ 岁，平均年龄（４９．５±１０．２）岁。对照组 ４７

3.3

例，男 ３０ 例，女 １７ 例；年龄 ２９￣６９ 岁，平均年龄（４９．２ ±

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率，采用

９．７）岁。２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χ２ 检验。

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入组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本次研究经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统计学方法

数据经 Ｓ Ｐ Ｓ Ｓ １８．０ 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

２ 组患者在治疗 ４ 周后均进行胃镜检

内镜下临床疗效

4.1
均具有烧心、反流、胸骨后疼痛等典

查，胃镜分级参考洛杉矶分级法：痊愈：０ 分；显效：内镜积

型症状 ＞ ２ 月，胃镜下可见有食管黏膜破损，食管测压提示食

分减少至 ２ 分；有效：积分减少至 １ 分；无效：积分无变化

管运动功能障碍，同时排除其他食管疾病 。排除：①４ 周内

或增加。

服用过抑酸药物和 ／ 或影响胃肠动力药物；②既往有消化性溃

４．２ 2 组治疗前后 LES 静息压力、远端波幅和 Gerd-Q 评分比

疡、炎症性肠病、肠道梗阻、贲门失弛缓症、消化道恶性肿瘤

较

等病史；③合并严重的心、肝、肺、肾功能不全，血液系统疾

疗前（P ＜ ０．０５），Ｇ ｅｒｄ－Ｑ 评分低于治疗前（P ＜ ０．０５）；实验组

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精神疾病、恶性肿瘤者；④妊娠期或哺

治疗 ４ 周后 ＬＥＳ 静息压力和远端波幅高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乳期妇女；⑤对本次试验所用药物过敏。

Ｇ ｅｒｄ－Ｑ 评分低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２ 治疗方法

４．３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３］

2．1

口服盐酸伊托比利（迪沙药业集团公司）５０ ｍ ｇ，

对照组

每天 ３ 次，餐前 ３０ ｍ ｉｎ 服用；口服埃索美拉唑镁肠溶片（阿

见表 １。２ 组治疗 ４ 周后 ＬＥＳ 静息压力和远端波幅高于治

2 组治疗前后吞咽成功率和体部障碍患病率比较

见表

２。实验组治疗后 ４ 周吞咽成功率、体部障碍患病率，与治疗
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后 ４ 周

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２０ ｍ ｇ，每天 ２ 次，早晚餐前 ２０ ｍ ｉｎ 服

体部障碍患病率，与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 义 （P <

用。

０．０５）。２ 组治疗 ４ 周后吞咽成功率、体部障碍患病率比较，

2.2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胃苏颗粒（扬子江药业

实验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４．４ 2 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比较

集团江苏制药股份有限公司）５ ｇ，每天 ３ 次．。

见表 ３。２ 组治疗 ４ 周

２ 组患者均治疗 ４ 周，治疗期间患者均要避免吸烟、喝酒

后烧心、反酸和胸痛症状积分均低于治疗前（P ＜ ０．０５）；治疗 ４

等不良生活习惯，避免便秘、饱食等增加腹压的活动，禁食高

周后实验组烧心、反酸和胸痛症状积分低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脂肪、咖啡的等食物。

４．５ 2 组内镜下临床疗效比较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实验组 ９５．５６％ ，对照组 ７６．６０％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3.1

食管动力测定

２ 组患者均在治疗前及治疗 ４ 周后采用

美国 Ｇ ｉｖｅｎ Ｉｍ ａｇｉｎｇ 公司生产的 Ｍ ａｎｏＳ ｅａｎ３６０ＴＭ 。高分辨

见表 ４。内镜下临床总有效率

意义（ χ２＝４．１８２１，P＝０．０４０９ ＜ ０．０５）。
５ 讨论

率胃肠测压系统进行食管测压，分别测定食管下括约肌（ＬＥＳ ）

Ｒ Ｅ 的发病机制较复杂，与长期吸烟、饮酒、情绪抑郁、

静息压力和远端波幅，同时观察患者的吞咽成功次数。其中单

高脂肪食物、钙拮抗剂等药物都有关，基本机制是食管下段括

口吞咽成功标准为：３０ ｍ ｍ Ｈ ｇ 等压线食管中远段蠕动波断开

约肌抗反流能力的减弱和反流食物对食管黏膜的损伤，食管下

组

表 1 2 组治疗前后 LES 静息压力、远端波幅和 Gerd-Q 评分比较（x±s）
ＬＥＳ 远端波幅（ｍｍＨｇ）
ＬＥＳ 静息压力（ｍｍＨｇ）

别

n

实验组

４５

１１．４６±４．８３

对照组

４７

t值
P值

治疗 ４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４ 周后

２１．５８±４．２７

５５．３６±１４．１２

１１．５３±４．６１

１７．１９±４．０５①

５４．０９±１５．９３

０．０７１１

５．０６１０

０．４０４０

治疗前

①②

０．４７１７
０．３４３６
０．００００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0.05

Ｇｅｒｄ－Ｑ 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 ４ 周后

７６．２７±１２．０３

１９．１５±３．７２

１１．０８±１．８２①②

７０．９５±１０．４８①

１９．３２±３．２９

１４．７３±１．６７①

２．２６４４

０．２３２４

１０．０２９３

０．０１３０

０．４０８４

０．００００

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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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组

2 组治疗前后吞咽成功率和体部障碍患病率比较
别

吞咽成功率

n

例（％）

体部障碍患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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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能有效的阻止食物从胃、十二指肠内食物的反流；同
时，反流物中的胃酸和胃蛋白酶刺激食管黏膜发生炎症、溃疡

治疗前

治疗 ４ 周后

和糜烂［５］。目前临床对 Ｒ Ｅ 的治疗原则是通过胃动力药如依托

实验组 ４５ ２１（４６．６７） ４０（８８．８９）

２９（６４．４４）

５（１１．１１）

必利等增加食管下端括约肌的压力、改善食管蠕动能力，排空

对照组 ４７ ２３（４８．９４） ２９（６１．７０）

２８（５９．５７）

１６（３４．０４）①

胃内容物，减少胃及十二指肠内食物反流入食管的量和缩短这

０．１７７３

５．２５８８

些反流物与食管黏膜的接触时间 ［６］；同时给予抑制胃酸的药物

治疗前

治疗 ４ 周后
①②

χ２ 值
P值

０．０３８４

５．６３６６

①②

０．６７３７
０．８４８８
０．０１７６
０．０２１８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②P

如埃索美拉唑等可以有效抑制进食时食物刺引起的胃酸分泌，
从而减少反流物中胃酸的含量进而降低对食管黏膜的损伤 ［７］，

< 0.05

本研究中对照组采用伊托必利和埃索美拉唑对 Ｒ Ｅ 患者进行治

端括约肌压力（ＬＥＳ Ｐ ）降低导致食管蠕动能力下降和廓清能力减

疗显示能明显减轻患者烧心、胸痛等症状。

表3
组

2 组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比较（x±s）

烧心症状积分

反酸症状积分

分
胸痛症状积分

别

n

治疗前

治疗 ４ 周后

治疗前

实验组

４５

３．７８±１．０４

０．６６±０．２３①②

４．１７±１．２２

０．８２±０．２４①②

２．３８±０．８９

０．４８±０．１３①②

对照组

４７

３．８１±０．９８

１．０９±０．２８①

４．２１±１．１８

１．３６±０．２９①

２．４１±０．９１

０．９２±０．１８①

０．１４２４

８．０２９３

０．１５９９

９．７０７０

０．１５９８

１３．３９０４

０．４４３５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６７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同期比较，②P < 0.05

０．００００

０．４３６７

０．００００

t值
P值

组 别

n

表 4 2 组内镜下临床疗效比较
无效
有效
显效
痊愈

实验组 ４５ ２（４．４４）

１８（４０．００）

２（４．４４）

２２（５１．１２）

对照组 ４７ １（２．１３） １３（２７．６６） ２２（４６．８１） １１（２３．４０）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例（％）
总有效率（％）

治疗 ４ 周后

治疗前

治疗 ４ 周后

用有关。而且使用中药联合西药治疗可以避免西药的副作用。
综上所述，胃苏颗粒联合伊托必利和埃索美拉唑治疗 Ｒ Ｅ

９５．５６

效果明显优于单独使用西药伊托必利和埃索美拉唑。实验组治

７６．６０

疗 ４ 周后 ＬＥＳ 静息压力和远端波幅高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①

中医学认为本病属“吐酸”“嘈杂”“胃脘痛”“噎膈”

Ｇ ｅｒｄ－Ｑ 评分低于对照组（P ＜ ０．０５）。２ 组治疗 ４ 周后吞咽成功
率、体部障碍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２

等范畴，与脾胃、肝、胆、肺诸脏腑密切相关。主要病因为四

组治疗 ４ 周后吞咽成功率、体部障碍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

时不避，起居失宜，外感六淫邪气，邪气痹阻气机，脾胃气

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治疗 ４ 周后实验组烧心、反酸和胸痛

滞，升降失调，气逆于上，以致吐酸，是肝气犯胃，肝疏泄功

症状积分低于对照组（P ＜ ０．０５）。内镜下临床总有效率实验组

能失常，脾胃虚弱，肝气以强凌弱犯胃，导致吐酸 ［８］。常采用

９５．５６％ ，对照组 ７６．６０％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或者清泄郁热、降逆和中及健脾和胃等

０．０５）。说明胃苏颗粒联合合伊托必利和埃索美拉唑提高胃动

治疗原则，均能缓解患者症状，笔者采用胃苏颗粒联合伊托必

力的能力强于单独使用伊托必利和埃索美拉唑，提示胃苏颗粒

利和埃索美拉唑治疗，结果显示治疗作用明显优于单独使用西

具有提高胃动力的作用。

药治疗。这可能与胃苏颗粒各种成分有关。胃苏颗粒由紫苏
梗、香附、陈皮、香橼、佛手、枳壳、槟榔、鸡内金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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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肝理气通便法辅助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疗效观察
王文学 1，黄宏俊 2
１． 浦江县中医院中医内科，浙江 浦江 ３２２２００；２． 浦江县仙华街道卫生院中医科，浙江 浦江 ３２２２０１

［摘要］ 目的：观察疏肝理气通便法辅助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临床疗效。方法：按治疗方法不同将 80 例患者分为 2 组各
40 例。对照组采用西沙必利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疏肝理气通便法辅助治疗。比较 2 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肠道
症状改善及生活质量变化、不良反应情况。结果：2 组各项肠道症状、生活质量较治疗前改善，但观察组肠道症状与生活质量改
善优于对照组 （P < 0.05）。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为 92.5%，高于对照组的 77.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2 组治疗期间未发生明显不良反应。结论：采用疏肝理气通便法辅助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可改善患者的肠道症状，提高临床
疗效，且无明显不良反应，从而提高生活质量。
［关键词］ 肠易激综合征；便秘型；疏肝理气通便法；西沙必利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４．４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 ０２５６－７４１５ （２０１５） ０４－００８４－０３

ＤＯＩ：１０．１３４５７／ｊ．ｃｎｋｉ．ｊｎｃｍ．２０１５．０４．０４０

临床上，肠易激综合征主要是一种肠功能紊乱性疾病，患

１ 临床资料
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便秘型肠易激

者临床表现为腹部不适和（或）疼痛及大便性状变化等症状，但

1.1

其缺乏实验室和形态学异常依据的一组综合征。然患者临床症

综合征患者 ８０ 例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为 ２ 组各 ４０ 例。观察

状发生及加重则与患者精神因素等有关。目前对于该症状临床

组男 １５ 例，女 ２５ 例；年龄 ２３～６０ 岁，平均（４２．５ ±２．５）岁；

发病机制尚未清楚，根据其临床症状分为便秘型和腹泻型及腹

病程 ０．４～７．６ 年，平均（４．２±１．２）年。对照组男 １８ 例，女 ２２

泻便秘交替型，然以便秘型常见，给患者造成极大困扰，且影

例；年龄 ２２～５７ 岁，平均（４１．０±２．０）岁；病程 ０．５～８．１ 年，

响其生活质量。临床治疗以西药治疗为主，但因单一药物治疗

平均（４．４±１．１）年。２ 组性别、年龄、病程经统计学处理，

产生不良反应较多，从而导致患者难以耐受而影响治疗效果。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中药治疗具有毒副作用少和疗效好等优点，同时中西医结合可

1.2

一般资料

病例选择

符合罗马Ⅲ诊断标准［１］：患者存在反复性发作

有效减少西药治疗使用剂量，降低不良反应。笔者采用疏肝理

腹痛，近 ３ 月内，每月腹痛症状 ＞ ３ 天；排便后症状缓解，发

气通便法辅助治疗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作时排便频率改变，且大便性状改变。硬便或块状粪便为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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