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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可使胆清胃安，神宁气顺，反流自止。该方胆胃并重，亦

ｇｒａｄｅ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可作为治疗ＧＥＲＤ 的基本方，烧心、反流明显者，加吴茱萸、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ｎ Ａｓｉａｎ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ａｒｅ

煅瓦楞子、煅牡蛎化痰制酸；上腹痛甚，寒重冷痛者加高良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Ｊ］．Ｊ Ｃｌ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８，４２（６）：６８０－

姜、制香附、片姜黄温胃散寒；热重灼痛者加郁金、蒲公英清

６８６．

胃化痈；嗳气、恶心明显者，加煅代赭石、旋复花降胃止逆；

［３］

Ｓｈａｗ Ｍ ，Ｄｅｎｔ Ｊ，Ｂｅｅｂｅ Ｔ，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饱胀感甚者，加炒党参、制厚朴、香橼皮理气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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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结果表明，宁神清胆汤治疗胆热扰胃型 ＮＥＲＤ，能

ｃｏｍｅｓ，２００８，６（１）：１－ ６．

有效缓解患者的嗳气反流、口苦咽干、烧心、反酸等症，改善
患者的抑郁、焦虑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降低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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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发率，且用药安全。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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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临床观察
郭瑞萍
解放军 １５０ 中心医院，河南 洛阳 ４７１００３
［摘要］ 目的：观察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胆汁反流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82 例胆胃不和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
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38 例与治疗组 44 例。对照组给予常规西药治疗，治疗组给予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结果：疾病疗效
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3.2%，对照组为 68.4%，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胃镜疗效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88.6%，对照
组为 60.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胆胃不和型胆汁反流性胃炎疗效显著。
［关键词］ 胆汁反流性胃炎；胆胃不和证；旋复代赭汤；四逆散
［中图分类号］ Ｒ５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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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汁反流性胃炎是指含有胆汁、胰液等十二指肠内容物反

象，随机分为对照组 ３８ 例与治疗组 ４４ 例。对照组男 ２０ 例，

流入胃，使胃黏膜产生炎症、糜烂和出血等，减弱胃黏膜屏障

女 １８ 例；年龄 １４～７２ 岁，平均（２９．５±６．７）岁；病程 ３ 月～６

功能，引起 Ｈ 弥散增加，而导致的胃黏膜慢性炎症。该病是

年 。 治 疗 组 男 ２２ 例 ， 女 ２０ 例 ； 年 龄 １６ ～７４ 岁 ， 平 均

＋

胃炎常见类型之一，发病率较高，常规西药治疗效果不一。近

（３０．２±７．４）岁；病程 ３ 月～７ 年。２ 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

来笔者采用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胆胃不和型胆汁反流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性胃炎，疗效满意，现报道如下。

1.2

１ 临床资料

炎的诊断标准。胃镜检查可见胆汁反流，胃黏膜充血、水肿，

1.1

一般资料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在本院中医

门诊就诊的 ８２ 例胆胃不和型胆汁反流性胃炎患者为研究对

纳入标准 符合 《实用中医消化病学》 ［１］中胆汁反流性胃

或糜烂，组织活检示胃黏膜炎；符合胆胃不和证的辨证标准，
症见胃脘、胸胁胀闷疼痛，嗳气，嘈杂吞酸，急躁易怒，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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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苔薄黄，脉弦；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

４．３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书。

对照组为 ６８．４％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依从性差者；有消化道器质性病变者；合并

排除标准

1.3

有心、肝、肾功能严重不全者；妊娠或哺乳期妇女；过敏体
质者。

别

表2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n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对照组 38 1 2(31 .6)

２ 治疗方法
给予常规西药治疗。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阿斯利

对照组

2.1

组

康制药有限公司），每天 ２ 次，每次 ２０ ｍｇ，餐前口服；铝碳
酸镁片 （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每天 ３ 次，每次 ０．５ ｇ，餐

见表 ２。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９３．２％ ，

无效

8(21 .1 ) 6(1 5.8) 1 2(31 .6)

治疗组 44 20(45.5) 1 2(27.3) 9(20.5)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3(6.8)

例(%)
总有效率(%)
68.4
93.2①

５ 讨论

前嚼服；多潘立酮片［阿特维斯（佛山）制药有限公司］，每天 ３

胆汁反流性胃炎多采用胃动力剂、胆盐络合剂以及胆盐吸

次，每次 １０ ｍｇ，餐前口服。１ 周为 １ 疗程，共服药 ４ 疗程。

收剂等治疗，病情较重或反复治疗效果不佳时会采用手术治

给予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处方：旋

疗，效果不一。中医学认为胆汁反流性胃炎属胃脘痛、心下痞

治疗组

2.2

复花（包煎）１２ ｇ，竹茹 １５ ｇ，制半夏、党参、柴胡、白芍、枳

等范畴，临床表现为胃脘、胸胁胀闷疼痛，嗳气，嘈杂吞酸，

实、生姜、大枣各 １０ ｇ，代赭石、炙甘草各 ６ ｇ。随证加减：

急躁易怒等症。黄元御 《四圣心源》 云：“肝气宜升，胆火宜

兼有脾胃虚寒者加干姜 １０ ｇ，吴茱萸 ６ ｇ；兼有实热者加黄连

降，然非脾气之上逆，则肝气不升，然非胃气之下行，则胆火

６ ｇ，蒲公英 １２ ｇ；兼有脾胃虚弱者加山药 １５ ｇ，白术 １２ ｇ；

不降。”其道理为脾气上行则肝气随之上升，胃气下行则胆火

兼有气滞湿阻者加砂仁 ６ ｇ，厚朴 １０ ｇ；兼有大便干结者加大

随之下降。胆乃中精之腑，储藏和排泄胆汁以助消化；胃居

黄 ６ ｇ。每天 １ 剂，水煎取汁 ３００ ｍＬ，分早、晚 ２ 次餐后温

膈下，与脾相表里，主受纳水谷，以降为顺。若邪在胆，影

服，１ 周为 １ 疗程，共服药 ４ 疗程。

响脾胃升降功能，脾气当升不升，胃气当降不降，胆不随胃

３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降，致胆胃不和，胆汁不循常道，反流于胃。治宜疏泄肝

观察指标

3.1

观察 ２ 组患者上腹部灼痛、饱胀、食欲不振、

胆，运化脾胃。
基于此，笔者选用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治疗，方中柴胡归

嗳气、口苦等症状与电子胃镜下胆汁反流的改善情况。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

肝、胆经，具有疏肝利胆之效；白芍疏肝理气；枳实行气散

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率（％ ）表示，采

结；旋复花、代赭石、制半夏降逆止呕；竹茹入肺、胃、胆

用 χ 检验。P＜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可清热利胆止呕；生姜和胃止呕；党参、炙甘草、大枣健

４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脾益气。诸药合用，共奏疏泄肝胆、运化脾胃之功。本研究结

4.1 疗效标准 ①胃镜疗效标准：参照 《实用中医消化病学》 ［１］

果显示，治疗组的疾病疗效和胃镜疗效均优于对照组 （P＜

拟定。临床痊愈：胃黏液糊清亮，幽门口未见黄绿色液体；显

０．０５），提示旋复代赭汤合四逆散加味治疗胆胃不和证胆汁反

效：胃黏液糊清亮或呈淡黄色，幽门口偶尔可见少量淡黄色或

流性胃炎疗效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值得

黄绿色反流物；有效：胃黏液糊呈黄色清亮，较治疗前黄绿色

临床借鉴。

统计学方法

3.2
２

潴留液有明显减轻，少量黄绿色反流物溢出；无效：胃黏液糊
颜色呈现明显黄绿色，较治疗前未见明显好转。②临床疗效标

［参考文献］

准：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２］拟定。临床

［１］

痊愈：胆胃不和的临床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显效：胆
胃不和的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有效：胆胃不和的临床症
状、体征均有好转；无效：胆胃不和的临床症状、体征无改
善，甚或加重。

李乾构，周学文，单兆伟．实用中医消化病学［Ｍ ］．北
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４：１６３－ １７５．

［２］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Ｍ ］．北京：中国医药
科技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６６－ ３６８．

（责任编辑：吴凌，刘迪成）

４．２ 2 组胃镜疗效比较

见表 １。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８８．６％ ，

对照组为 ６０．５％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1
组 别

n 临床痊愈

对照组

38

1 0(26.3)

2 组胃镜疗效比较
显效
6(1 5.8)

有效

无效

7(1 8.4) 1 5(39.5)

治疗组 44 1 6(36.4) 1 2(27.3) 1 1(25.0)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5(1 1 .4)

例(%)
总有效率(%)
60.5
88.6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