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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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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 （FD） 的临床疗效。方法：将 100 例脾胃虚弱型 FD 患者
随机分为 2 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口服多潘立酮片，治疗组以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疗。2 组均以 4 周为 1 疗程。1 疗程
结束后，比较 2 组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临床症状积分的变化与治疗结束 3 月后 FD 的复发率。结果：治疗后，总有效率治疗组
为 92.00%，对照组为 74.0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2 组腹胀、恶心呕吐、嗳气、反酸、上腹痛积分均较治
疗前下降 （P < 0.05）；治疗组食欲减退、倦怠乏力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P < 0.05），而对照组此 2 项症状积分与治疗前比较无统
计学差异 （P > 0.05）。治疗组恶心呕吐、食欲减退、倦怠乏力、上腹痛积分均低于对照组 （P < 0.05）。治疗组复发率为 23.68%，
对照组复发率为 65.85%，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疗脾胃虚弱型 FD 临床
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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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Jianpi Hewei Prescription Combined with Domperidone Tablets for
Functional Dyspepsia
ZHENG Qiang，YAO Yinghua
Abs tract：Objective ： To obs 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J ianpi Hew ei pres cription com bined w ith dom peridone tablets for
functional dys peps ia (FD). Methods ： Divided 100 cas es of FD patients of s pleen- s tom ach deficiency type into tw o groups
random ly， 50 cas 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dom peridone tablets orally， w hile the treatm ent group w as
treated w ith J ianpi Hew ei pres cription com bined w ith dom peridone tablets . Both groups received treatm ent for continuous 4
w eeks as one cours e. After one cours e ，com pared the clinical effect，changes of clinical s yndrom e s cores and the recurrence
rate of FD three m onths after treatm ent in both groups . Res ults ：After treatm ent，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 as 92.00% in the
treatm ent group and w as 74.00%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being s ignificant (P＜0.05). After treatm ent，com paring
w ith thos e before treatm ent，s cores of abdom inal dis tens ion，naus ea and vom iting，eructation，acid regurgitation and upper
abdom inal pain in both groups w ere decreas ed (P ＜0.05). In the treatm ent group， s cores of poor appetite and hypodynam ia
after treatm ent w ere declined w hen com pared w ith thos e before treatm ent(P＜0.05)，w hil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 as no
s 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com paris on of thos e tw o s yndrom e s 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 ent(P > 0.05). Scores of naus ea
and vom iting，poor appetite ，hypodynam ia and upper abdom inal pain in the treatm ent group w ere all low er than thos 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currence rate w as 23.68% in the treatm ent group and w as 65.85% in the control group，the
difference being s ignificant(P＜0.05). Conclusion：The therapy of J ianpi Hew ei pres cription com bined w ith dom peridone tablets
for FD has evident curative effect. It can s ignificantly im prove clinical s ym ptom s and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Keywords：Functional dys peps ia (FD)；Spleen- s tom ach deficiency type ；Integrated Chines e and w es tern m edicine
therapy；J ianpi Hew ei pres cription；Dom peridone tablets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 peps ia，FD)是指来源于
胃、十二指肠区域的一种或一组症状，并排除可解释该症状的

器质性、全身性、代谢性疾病。FD 的症状可持续或反复发作，
病程一般超过 1 月或在 1 年内累计超过 10 周，是一种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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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关系密切的常见症候群。由于 FD 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清

山楂各 15 g；大便不通者加炒槟榔、火麻仁各 10 g；腹痛

楚，症状亦较复杂，因此目前仍没有满意的治疗方案。近年

者 加 延 胡 索 10 g。 每 天 1 剂 ， 水 煎 ， 头 煎 、 二 煎 各 取 汁

来，笔者采用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疗 FD 患者，疗效

150 m L，兑匀，早、晚分服。

显著，现总结报道如下。
1

治疗过程中不予任何其他药物，并嘱受试者忌食辛辣刺激

临床资料

之品，戒烟酒，调畅情志。2 组均以 4 周为 1 疗程，观察治疗

纳入标准

1.1

①符合 《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疗规范(草

1 疗程。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案)》 与罗马Ⅲ标准 的 FD 诊断标准；②中医辨证为脾胃虚

3

弱型，临床表现为胃脘胀满、不思饮食、倦怠乏力、面色萎黄

3.1

少华、嗳气吞酸、呃逆呕吐等，右关脉细弱或虚浮，舌淡苔白

心呕吐、食欲减退、烧心感、嗳气、反酸、倦怠乏力、上腹痛

或厚腻；③年龄 18～70 岁；④知情并同意参加研究。

等，按无、轻、中、重分别计 0、2、4、6 分。疗程结束 3 月

[1]

[2]

排除标准

1.2

①合并消化系统器质性疾病如消化性溃疡、

观察指标

治疗前后对 2 组患者的临床症状如腹胀、恶

后回访患者 FD 的复发情况。

糜烂性胃炎、消化道肿瘤者；②合并胃食管反流病、肠易激综

3.2

合征的重叠综合征者；③有腹部手术史者；④合并脑血管、心

析。以(x±s)描述计量资料，采用 t 检验；以频数和率描述计

血管、肝、肾、肿瘤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⑤处于

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以 P <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重度焦虑、抑郁状态，有自杀倾向的患者；⑥妊娠和哺乳期妇

4

女。

4.1

疗效标准

案)》

[1 ]

脱落标准

1.3

无论何时何因退出，只要没有完成方案所规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 tata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参照 《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疗规范 (草

中的疗效标准加以修改而拟定。疗效指数 = (治疗前症

定的观察周期，则视为脱落病例。未满 1 疗程，症状消失自

状积分 - 治疗后症状积分)÷治疗前症状积分×100% 。治愈：

行停药者不作为脱落病例。

主要症状基本消失，疗效指数 >90% ；显效：主要症状明显减

一般资料

1.4

本研究选择 2014 年 1 月—2016 年 10 月在

汕头市中心医院中医科门诊就诊的 100 例脾胃虚弱型 FD 患者

轻 ， 60% ≤ 疗 效 指 数 ≤90% ； 有 效 ： 主 要 症 状 明 显 减 轻 ，
30% ≤疗效指数＜60% ；无效：主要症状改善不明显，疗效

作为观察对象，根据就诊的先后顺序随机分为 2 组各 50 例。

指数＜30% 。

对照组男 21 例，女 29 例；年龄 20 ～65 岁，平均(43.34 ±

4.2

6.25)岁；病程 3 ～240 月，平均(20.54 ±8.48)月。治疗组男

92.00% ，对照组为 74.00% ，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3 例，女 27 例；年龄 21～64 岁，平均(42.98±7.28)岁；病

(χ2=5.74，P < 0.05)。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程 4～252 月，平均(19.96±6.18)月。2 组性别、年龄、病程
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
性。
2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

口服多潘立酮片(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每次

组

别

n

治疗组

50

见 表 1。 总 有 效 率 治 疗 组 为

表 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21

7

4

92.00①

对照组
50
11
8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5

18

13

74.00

18

10 m g，每天 3 次。
2.2

治疗组

以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疗。多潘立酮

4.3

2 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

见表 2。治疗后，2 组腹

片服用剂量与方法同对照组。健脾和胃方处方：党参、茯苓各

胀、恶心呕吐、嗳气、反酸、上腹痛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P <

15 g，炒白术、白芍、枳壳、厚朴、郁金各 10 g，陈皮 8 g，

0.05)；治疗组食欲减退 、倦怠乏力积分均较治疗前下降 (P

砂仁 6 g，炙甘草 3 g。随症加减：泛吐清水者加吴茱萸、高

<0.05)，而对照组此 2 项症状积分与治疗前比较无统计学差异

良姜各 5 g；嗳气、腹胀明显者加法半夏 8 g，大腹皮 10 g；

(P > 0.05)。治疗组恶心呕吐、食欲减退、倦怠乏力、上腹痛

烧心反酸者加海螵蛸 10 g；食滞而呕吐酸腐者，加神曲、炒

积分均低于对照组(P <0.05)。

表2
组

别

治疗组
对照组

腹胀

恶心呕吐

2 组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x±s)
食欲减退
嗳气

治疗前

4.4±0.55

4.0±0.42

3.4±0.49

治疗后

1.2±0.45①

0.6±0.43①②

0.6±0.31①②

治疗前

4.0±0.52

4.2±0.36

3.8±0.52

时

间

治疗后

①

1.8±0.55

①

3.0±0.45

3.0±0.42

与治疗前比较，①P < 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②P < 0.05

分
反酸

倦怠乏力

上腹痛

4.1±0.43

3.2±0.53

3.6±0.55

3.8±1.47

1.4±0.53①

0.4±0.27①

0.8±0.33①②

0.4±0.27①②

3.9±0.59

3.8±0.36

3.4±0.49

3.8±0.47

2.2±0.47

1.1±0.33①

①

2.2±0.05

0.6±0.31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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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疗程结束 3 月后复发情况比较

见表 3。部分病例因

July 2017 Vol.49 No.7

但其发病机理确有共同点，即“脾失健运，胃气不和”
。

不愿接受回访或患其他疾病等原因排除。治疗组回访 38 例，

本研究所用的健脾和胃方中以党参为君，甘温益气，健脾

复发 9 例，未复发 29 例，复发率为 23.68% ；对照组回访 41

和胃；臣以甘淡之茯苓、苦温之炒白术、芳燥之厚朴，健脾燥

例，复发 27 例，未复发 14 例，复发率为 65.85% 。2 组复发

湿，行气除满，降逆和胃，三药相配，则健脾祛湿之功益著；
陈皮、枳壳、砂仁、郁金、白芍为佐，醒脾化湿，理气和胃，

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14.139，P < 0.01)。
2

表3
组

别

2 组疗程结束 3 月后复发情况比较
例
n
未复发
复发
复发率(%)

治疗组

38

29

9

23.68①

对照组

41

14

27

65.85

与对照组比较，①P < 0.01
5

讨论
FD 是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在我国，以消化不良为

主诉的患者占普通内科门诊的 11.05% ，占消化专科门诊的

温中行气，宽中除胀，郁金活血行气解郁配白芍平肝敛阴和
营，一散一收，一气一血，以疏肝运脾，活血柔肝，和胃化
滞，气滞血瘀由络而解；炙甘草为使，益气健脾，调和诸药。
全方共奏健脾化湿理气、和胃宽中降逆之功。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P < 0.05)，恶
心呕吐、食欲减退、倦怠乏力、上腹痛积分与复发率均低于对
照组(P < 0.05，P < 0.01)，提示健脾和胃方联合多潘立酮片治
疗脾胃虚弱型 FD 患者临床疗效显著，可明显改善患者的临床
症状，降低复发率，值得在临床应用及推广。

52.85% 。患者常有诸多症状，多次接受检查，但均无可解释
症状的依据。目前，FD 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数学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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