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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慢性胃炎的一种类型，是以胃

１

病因病机

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黏膜变薄、黏膜肌层增厚及伴

笔者通过文献整理和临床病例总结，对慢性萎缩

有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为特征的慢性胃病。其发

性胃炎的病因病机有以下认识：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

病率占胃镜检查者的 ７．５％～１３．８％，且随着年龄的

病因多为饮食不节，嗜食辛辣炙煿之味，不按时进

［１］

增长而增高 。因此在临床上表现为病程较长，病情

餐，饥饱失常，情绪急躁或抑郁，导致脾胃功能失

迁延难愈。慢性萎缩性胃炎属中医胃痞、虚痞、痞

常，胃酸分泌过多或不足，胃黏膜受损，形成局灶炎

满、胃痛、嘈杂等病范畴，病位在胃，与肝、脾密切

症。胃炎迁延日久，脾气虚弱，胃腑失去濡养；或入

相关，其基本病机为中焦气机不利，脾胃升降失宜，

睡过晚，暗耗肾阴，水液不能上承濡养胃腑，也会导

［２］

涉及食滞、痰湿、气滞、血瘀等多方面 。胃癌的形

致胃阴不足，胃受纳腐熟功能减弱，进而发展为慢性

成遵循“正常胃黏膜——
—浅表性胃炎——
—萎缩性胃

萎缩性胃炎伴肠上皮化生或不典型增生。临床多见胃

炎——
—肠上皮化生——
—不典型增生——
—癌（肠型）”的

胀、胃痛、嘈杂灼热、口干、纳食不馨、大便干结或

［３］

发展规律 ，故有学者认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是胃癌发

稀薄、消瘦、舌红裂纹苔少或紫暗有瘀斑，脉细数或

生的中间环节，及早阻断并逆转其病变是预防胃癌的

弦涩等诸症。胃镜下可见胃黏膜颜色变淡，黏膜变薄

有效方法。当病理变化出现肠上皮化生及不典型增生

而凹陷，黏膜下血管透见；黏膜皱襞细小甚至消失；

［４］

［５］

时，则称为癌前病变 ，而吴燕敏等 认为肠上皮化

萎缩黏膜脆性增加，易出血，并可有糜烂灶；当慢性

生是机体组织对环境刺激的一种适应性改变，根据胚

萎缩性胃炎伴有腺体颈部过度增生或肠上皮化生时，

胎学发生行为理论，在特定的条件下，这种转化是可

黏膜表面粗糙不平，呈颗粒状或结节状，有时可见假

以逆转或清除的，具有潜在的可逆性。因此对萎缩性

息肉形成，而黏膜下血管显露的特征常被掩盖；可同

胃炎伴肠化生的治疗非常有意义。

时伴有慢性浅表性胃炎的表现，如充血红斑、附着黏

关于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现代医学暂无特效

液，以及反光增强等。病理检查可见固有腺体萎缩，

疗法，多为对症处理，包括抗幽门螺杆菌、抑酸、改

黏膜肌层增厚，肠上皮化生，假幽门腺化生，固有膜

善胃动力、保护胃黏膜等药物治疗，只能抑制萎缩性

炎症，淋巴滤泡形成。根据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发病机

胃炎的进一步发展而不能逆转已受损的胃黏膜。并

理，笔者从补、消、润三法入手治疗。

且，如抗幽门螺旋杆菌的三联、四联疗法，因多种寒

２

健运脾胃，培补中焦

凉的抗生素联合使用，可能会加重胃肠道的不良反

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情迁延日久，脾胃功能长期受

应，导致脾胃更虚，影响后期康复。因此，大量患者

损。病理性质以“虚”为主，长期饮食、作息、药物

选择中医治疗。

不当易损脾气，脾运化水谷和水湿能力下降，胃受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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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熟功能失调，水谷不化，停滞中脘，易出现胃脘痞

谢，有利于脾胃积食水湿痰饮的消散；同时现代研究

塞、胀满作痛、纳食不馨；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

表明，半夏有明显抑制胃液分泌作用，对于胃黏膜的

之源，提供生命活动所必须的能量，若脾气亏虚，不

损伤修复作用明显。对于肝气不疏，肝郁侮脾的患

能转化水谷精微充养四肢百骸，易出现神疲乏力、四

者，多用疏肝理气之品，见情志不畅，急躁易怒、胁

肢倦怠、形体消瘦。针对脾胃虚弱之症，治疗多以四

肋胀满、脉弦紧之人，常配合使用柴胡疏肝散、四逆

君子汤为基础方益气健脾，培育后天。四君子汤来源

散之属，或酌加玳瑁花、佛手花、厚朴花、玫瑰花等

于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人参、白术、茯苓、甘

理气宽中、消食除胀，取其芳香质轻，醒脾开胃之

草四味组成，药少而功专，为补气之基本方，方中药

效。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痛剧烈，隐痛刺痛，舌暗

物甘温平和，补而不滞，利而不峻，作用冲和平淡，

瘀斑，舌下静脉迂曲者，考虑瘀血阻络。瘀血不仅是

如宽厚平和之君子。擅治脾胃气虚证，适用于食少、

病理产物，更是一种致病因素，进一步影响脾胃运

腹胀、便溏、神疲、面色萎黄不华、舌淡脉细弱诸

化。血不循经则胃黏膜表现为糜烂充血，血瘀不荣则

症。考虑人参性过燥烈，易生内热，多以党参易人

胃黏膜失养变薄，血瘀阻络则导致肠上皮化生或不典

参，性味甘平，作用较人参缓和，党参补脾益气，改

型增生。治疗时笔者喜加蒲黄、五灵脂活血化瘀止

善胃肠动力；白术甘温而兼苦燥之性，甘温补气，苦

痛，止血而不留瘀，疏通胃络，增加胃动静脉血流

燥健脾，补脾而复脾之健运，平素喜用炒白术，若脾

量，改善微循环，促进胃黏膜愈合；尤喜用白及，其

虚过甚，不耐补益，改用焦白术增加健脾消食之功。

对胃黏膜损伤有明显保护作用。由此可见，消法也为

党参的用量一般控制在 ６～１０ ｇ，白术的用量一般为

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之大法，与补法配合使用，一补

１０～１５ ｇ，党参∶白术一般为 １∶１～１∶２，以免补

一消，使得补而不滞，消而不虚。

益太过，阻碍脾之动力，进而影响药效；茯苓健脾渗

４

湿，健脾助运之功益彰，增强白术健脾除湿作用，从

益胃生津，修复胃膜
《临证指南医案》 所云：“太阴湿土得阳始运，

而加强脾胃运化的功能；炙甘草益气补中、斡旋中

阳明燥土得阴自安”，胃喜润恶燥。慢性萎缩性胃炎

州、缓急止痛、调和诸药，药理研究显示甘草能够抑

为胃络失养而致，胃腑失去阴血津液的濡养，胃黏膜

制胃酸分泌，具有缓解胃肠平滑肌痉挛及镇痛作用。

及腺体萎缩，黏膜变薄，患者可表现胃脘隐痛、嘈杂

［６］

四药配合，共奏健脾益气之功。邢燕玲等 通过动物

灼热、口干欲饮、大便干结，舌苔光剥或舌红少津等

实验验证四君子汤对慢性萎缩性胃炎模型大鼠的疗

症。方中可加沙参、玉竹、生地黄、麦冬等药物养胃

效，结果显示四君子汤中、高剂量组胃黏膜血流量较

生津、润燥止渴，研究表明滋阴药物能促进胃液的分

模型组明显增加（P＜０．０５ 或 P＜０．０１），故补益脾胃是

泌而助消化，促进胃肠蠕动而通便。临证中，最常用

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重要方法。

麦冬，其味甘柔润，性偏苦寒，长于滋养胃阴、生津

３

止渴，兼清胃热。润法是对补法和消法的重要补充，

消食化滞，疏通胃络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临床上常表现为进食后脘

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病情逆转的一个重要阶段。

腹胀痛加重，伴呃逆、反酸、矢气频、大便不畅诸

补法侧重脾胃功能的修复，消法侧重消除致病因

症。本病的病理性质：脾胃虚弱为本，饮食不化为

素和病理产物，减轻胃腑的持续损伤，均以缓解临床

标，为了减轻和恢复脾虚症状，寓攻于补减轻胃腑的

症状，防止病情进一步发展为主；而润法侧重修复已

负担，对饮食不化的患者，宜加入炒谷芽、炒麦芽、

损伤的胃黏膜，减轻炎症发生及腺体破坏，可逆转上

焦神曲、厚朴、半夏等药物以消食导滞。谷芽、麦芽

皮增生和肠化生现象。三法合用，可达到提高机体免

善消米面谷物，两者配伍以增强疗效，对胃酸及胃蛋

疫力，改变病灶局部血液循环，促进黏膜修复；加快

白酶的分泌有轻度促进作用；神曲善消金石之物，对

胃肠蠕动，加速胃排空及胃动力功能恢复的疗效。

胃黏膜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适合长期服药的患者；

回顾临床病例，笔者治疗有以下 ３ 个特点：

厚朴苦燥辛散，善行气消积，为消除胀满之要药；半

①初期以治标为主：初诊患者均表现出典型的消化不

夏降逆止呕，胃以降为和，对于胃气上逆之证，多用

良症状，如胃脘胀满、胃痛、胁肋胀痛、纳食不馨、

法半夏治之，同时消痞除满，可以加快胃肠新陈代

进食后加重、便干结或大便稀溏等。因为治疗周期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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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用胃复春片以巩固疗效。
按：本例患者因不能按时进餐，饥饱不均，损伤

其树立坚持治疗的信心。②疗程及药物选择：多在中

脾胃运化功能，导致脾失健运，胃失受纳，故食少、

药连续治疗 １～３ 月后，根据患者病情转归可选择继

腹胀、大便不畅等脾胃虚弱症状较为明显，治疗时侧

续中药治疗或改用中成药治疗，一般而言，症状基本

重补法，以四君子汤为基础加减。同时患者易受情绪

消除，如患者不愿继续服用中药汤剂，可改服中成药

波动的影响，情志不畅，痰气互结咽喉出现咽喉不

胃复春或摩罗丹。③重视胃镜复查：距上次胃镜检

利，合用半夏厚朴汤以加强疏肝健脾化痰散结的效

查≥１ 年并且总疗程≥６ 月以上，建议患者复查胃

果。后患者因大怒导致胃痛加剧， 《素问·六元正纪

镜。总之，治疗该病笔者多会三法同施，标本兼顾，

大论篇》 曰：“木郁之发，民病胃脘当心而痛”，由

各有侧重。

肝木偏盛导致心下胃脘痛，给予金铃子散增加疏肝行

５

气止痛之功，为防止行气劫肝阴，遂加白芍滋阴柔

病案举例
庞某，女，３８ 岁，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初诊。诊断

为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无既往史和过敏史。
患者 １ 年前因情志不畅和饮食不节导致胃脘胀

肝。纵观本病例，诸药合用，结合补法和消法，以补
法为主线，随病情变化依次配合半夏厚朴汤、五灵
散、金铃子散、四逆散等药物消除或消散气郁、血

满，胃镜（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７ 日）检查示：慢性胃炎。病

瘀、水停、痰滞、食积等病理因素，最终达到良效。

理提示胃窦幽门型黏膜慢性萎缩性胃炎伴局灶肠化

患者电子胃镜复查无严重病变后，建议服用胃复春

生。症见：胃脘胀满，进食后加重，饥饿时和情绪低

片，主要成分为人参、香茶菜、枳壳，能健脾益气、

落时胃脘胀痛，伴口中黏腻不爽，咽喉不利，善太

活血解毒、行气除痞，比较适合脾胃气虚气滞患者后

息，腰背窜痛，易疲乏，纳食不馨，情绪急躁，夜寐

期的调理。

欠安，大便不畅，舌暗红苔微腻，脉右关微弦，余脉
沉细。查体：腹平软，肝脾不大，莫非氏征（－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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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调。复查胃镜（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示：胃窦黏膜欠光

［６］ 邢燕玲，游俊．四君子汤对脾气虚型慢性萎缩性胃炎大

滑，花斑样，散在片状充血，蠕动良。镜检诊断：慢

鼠胃黏膜血流量及血清 ＳＯＤ 与 ＭＤＡ 含量的影响［Ｊ ］．山

性胃炎，病理提示轻度慢性浅表性胃炎。至此，慢性
萎缩性胃炎已逆转为浅表性胃炎，肠化生消失。嘱患

西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２３（８）：２２－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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