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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疗效观察
周继旺 1，丁世玲 1，张卫星 2
１． 丽水市中医院消化内科，浙江 丽水 ３２３０００；２． 浙江省中山医院脾胃病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５

［摘要］ 目的：观察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 86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
变患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43 例。对照组给予叶酸片治疗，观察组以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治疗。2 组
疗程均为 24 周。比较 2 组的临床疗效，观察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与萎缩、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积分的变化，以及不良反应
发生情况。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 88.37%，高于对照组的 62.7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治疗后，2 组血清胃泌素、胃
动素水平均较治疗前增加 （P < 0.05）；观察组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均高于对照组 （P < 0.05）。2 组萎缩、肠上皮化生、异型增
生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P < 0.05）；观察组萎缩、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积分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用药期间 2 组患者均未
见严重药物不良反应。结论：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患者疗效显著，可增加患者的血清胃泌素、胃动
素，且安全可靠。
［关键词］ 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前病变；叶酸片；胃复春片；胃泌素；胃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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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是由多种原因所致的胃黏膜慢性炎症，其

为胃癌前病变。从正常的胃黏膜演变成胃癌需漫长的演变过

特征以胃黏膜上皮、黏膜变薄、腺体萎缩及黏膜肌层增厚为

程，一致认为演变模式是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

主，且常伴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而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

胃黏膜肠上皮化生→胃黏膜异型增生→胃癌（肠型）［１］。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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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胃癌发生的重要一环在积极逆转癌前病变。笔者旨在分析

以肠上皮化生表面上皮和（或）腺体占黏膜全长 ２／３ 以上为 ３ 分；

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患者的疗效

③异型增生积分：以无细胞异型性为 ０ 分，以细胞异型性不

及对胃泌素、胃动素的影响，报道如下。

十分明显为 １ 分，以细胞异型性较明显为 ２ 分，以细胞异型

１

性非常明显为 ３ 分。（４）观察 ２ 组的不良反应情况：分别于治

1.1

临床资料
［２］

纳入标准

①符合 《内科学》 中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标

疗前后检查血常规、尿常规、大便常规与肝、肾功能，并记录

准，临床症状表现为胃脘胀满或胀痛，食欲不振，嗳气等。经

用药期间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

电子胃镜及病理检查确诊伴肠上皮化生或异型增生；②签署知

3.2

情同意书者；③已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者。

验统计计数资料，以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 ２ 组间的计量资料、

1.2

排除标准

①不符合上述标准者；②胃黏膜有重度异型

以配对 t 检验分析组内的计量资料，以 P ＜ 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

增生者；③合并肝、肾、心、肺等功能严重异常者；④合并胃

学意义。

及十二指肠溃疡者；⑤过敏体质者；⑥妊娠或哺乳期妇女。

４

1.3

一般资料

选择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２０１５ 年 ３ 月丽水市中医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２．０ 软件包处理数据，以 χ２ 检

统计学方法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4.1

疗效标准［３］ ①治愈：症状、体征消失，病理检查示腺体

院收治的 ８６ 例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患者，按照随机数字

萎缩、异型增生、肠上皮化生恢复正常，胃镜检查示黏膜慢性

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 ４３ 例。观察组男 ２４ 例，女

炎症明显好转；②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病理检查示腺

１９ 例；年龄 ２４ ～６５ 岁，平均（４７．０１ ±８．７６）岁；病程 １ ～７

体萎缩、异型增生、肠上皮化生基本恢复正常，胃镜检查示黏

年，平均（３．４２±１．０７）年；萎缩病理分级：轻度 ２１ 例，中度

膜慢性炎症好转；③好转：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病理检查示

１６ 例，重度 ６ 例。对照组男 ２５ 例，女 １８ 例；年龄 ２６～６４

腺体萎缩、异型增生、肠上皮化生明显减轻，胃镜检查示黏膜

岁，平均（４７．８６ ±９．４３）岁；病程 １ ～８ 年，平均（３．５６ ±１．１８）

慢性炎症有所好转；④无效：症状、体征、病理检查、胃镜检

年；萎缩病理分级：轻度 ２０ 例，中度 １９ 例，重度 ４ 例。２ 组

查无改善，甚至恶化、加重。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４．２

２

高于对照组的 ６２．７９％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

治疗方法
伴幽门螺杆菌感染者加抗生素、铋剂、质子泵抑制剂组成

三联疗法：克林霉素分散片（广州一品红制药有限公司）每次口
服 ０．２５ ｍ ｇ，每天 ２ 次；枸橼酸铋钾胶囊（昆明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每次口服 ２００ ｍ ｇ，每天 ２ 次；雷贝拉唑钠肠溶片
（上海信谊药厂有限公司）每次口服 ２０ ｍ ｇ，每天 １ 次。服药期
间忌烟、酒、油腻辛辣食物。
2.1

对照组

叶酸片（福州海王星福药制药有限公司），每次口

服 ５ ｍ ｇ，每天 ３ 次。
2.2

观察组

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服用胃复春片（杭州胡庆余

堂药业有限公司），每次 ４ 片，每天 ３ 次。
２ 组疗程均为 ２４ 周。
３
3.1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见表 １。观察组总有效率 ８８．３７％ ，

2 组综合疗效比较

表1
组 别

n

治愈

例（％）

2 组综合疗效比较
无效

总有效率（％）

５（１１．６３）

８８．３７

６（１ ３．９５） １ ６（３７．２１ ）

６２．７９

显效

好转

观察组 ４３ ２１ （４８．８４） １ ０（２３．２６） ７（１ ６．２８）
对照组 ４３ １ ４（３２．５６） ７（１ ６．２８）
χ２ 值

６．１ ０８

P

＜０．０５

４．３

2 组治疗前后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比较

见表 ２。治

疗前，２ 组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P ＞ 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均较治疗
前增加（P ＜ ０．０５）；观察组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均高于对
照组（P ＜ ０．０５）。

（１）观察 ２ 组患者治疗后的综合疗效，包括症
2 组治疗前后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比较（x±s） ｐｇ／ｍＬ

状、体征，病理检查及胃镜检查；（２）观察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

表2

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的变化，分别于治疗前和治疗 ２４ 周

组 别 n

后第 ２ 天采用真空静脉采血管于清晨空腹采集外周静脉血
３ ｍ Ｌ，放置 ２０ ｍ ｉｎ，以 ３ ０００ ｒｐｍ 离心 ６ ｍ ｉｎ，分离血清，
置于 － ２０℃下保存待测；⑶观察 ２ 组患者病理积分的改善情
况，包括萎缩、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①萎缩积分：以无胃
固有腺体减少为 ０ 分，以胃固有腺体减少 １／３ 内为 １ 分，以胃

胃泌素
治疗前

胃动素
治疗后

治疗前

观察组 ４３ １ ５４．２７±２９．０８ １ ８９．４９±１ ４．３５

①

治疗后

４９８．０８±６７．２８ ７０４．２５±３４．１ ５①

对照组 ４３ １ ５８．９１±３２．１ ４ １ ６５．３１±１ ６．５７① ５１２．３４±７０．７６ ５９１．３２±３９．８７①
t值
P

固有腺体减少 １／３～２／３ 为 ２ 分，以胃固有腺体减少 ２／３ 以上

０．７０２

７．２３４

０．９５８

１ ４．１ 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

＞０．０５

＜０．０５

为 ３ 分；②肠上皮化生积分：以无肠上皮化生为 ０ 分，以肠

4.4

上皮化生表面上皮和（或）腺体占黏膜全长 １／３ 以下为 １ 分，以

缩、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积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肠上皮化生表面上皮和（或）腺体占黏膜全长 １／３～２／３ 为 ２ 分，

义（P ＞ ０．０５）。治疗后，２ 组萎缩、肠上皮化生、异型增生积

2 组治疗前后病理积分比较

见表 ３。治疗前，２ 组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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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 ＜ ０．０５）；观察组萎缩、肠上皮化生、异

部 Ｇ 细胞分泌，主要通过血液循环作用于胃黏膜的壁细胞，

型增生积分均低于对照组（P ＜ ０．０５）。

并且有强烈的刺激胃酸分泌作用。胃泌素还具有营养作用，可

表3
组 别 n

2 组治疗前后病理积分比较（x±s）
萎缩

治疗前

肠上皮化生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分

异型增生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４３ ２．３９±０．４８ ０．９２±０．２６① ２．３０±０．５４ ０．８７±０．２８① １．５３±０．３７ ０．６４±０．１９①
对照组 ４３ ２．３４±０．５１ １．６３±０．３９① ２．２７±０．５０ １．５９±０．３０① １．４８±０．４０ ０．９１±０．２３①
０．２６７

１１．５０５

０．６０２

５．９３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４６８

t值
P

4.5

不良反应情况

９．９３３

刺激胃泌酸部位黏膜与十二指肠黏膜 ＲＮＡ、ＤＮＡ 和蛋白质的
合成，还可增加胃黏膜血流量，有利于损伤组织的修复［１１］。本
研究结果表明，治疗后，２ 组血清胃泌素、胃动素水平均较
治疗前增加，观察组 ２ 项指标的水平均高于对照组，故而说
明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可明显提高患者的血清胃动素和胃泌
素水平。
综上所述，叶酸片联合胃复春片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前
病变患者疗效显著，可增加患者的血清胃泌素、胃动素，安全
可靠，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用药期间２ 组患者均未见严重药物不良

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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