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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湿活胃饮治疗脾胃湿热型残胃炎临床观察
黄桢,华志民,陈镛良,朱卉
上海市闸北区中医医院,上海 200072
摘要：目的

观察除湿活胃饮治疗脾胃湿热型残胃炎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将 62 例脾胃湿热型残

胃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治疗组对照组各 31 例。对照组口服铝碳酸镁片,治疗组在此基础上加服除
湿活胃饮。疗程 8 周。比较 2 组临床疗效及胃镜、组织学疗效。结果

2 组治疗后中医症状积分均显著下降

(P ＜0.01),治疗组较对照组下降更为明显(P ＜0.01)；治疗组胃镜、组织学疗效均优于对照组( P ＜0.05,P ＜
0.01)。2 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结论

除湿活胃饮治疗脾胃湿热型残胃炎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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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Chushi Huowei Decoction in Treating Inflammation of
Gastric Relict of Spleen-Stomach Damp Heat Type HUANG Zhen, HUA Zhi-min, CHEN Yong-liang,
ZHU Hu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Hospital of Zhabei District, Shanghai 200072,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Chushi Huowei Decoction in
treating inflammation of gastric relict of spleen-stomach damp heat type. Methods Totally 62
patients with inflammation of gastric relict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random number table, 31 patient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hydrotalcite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by adding of Chushi Huowei Decoction. After eight-week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icacy,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efficacy, and gastric mucosal pathology
effica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Eight-weeks lat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ymptom scores of both groups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P ＜0.01). And
the decreas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1).
Curative effects of gastric mucosal lesions and pathologic condition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P ＜0.01). Neither groups had any adverse reaction.
Conclusion Chushi Huowei Decoction has reliable therapeutic effect and safety in treating
inflammation of gastric relict of spleen-stomach damp heat type.
Key words：Chushi Huowei Decoction；dampness-heat in spleen and stomach；inflammation
of gastric relict；combined therap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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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胃炎是胃大部切除术后残胃和吻合口黏膜发

健有限公司,批号 13412,0.5 g/片)1 片,每日 3 次,口

生的慢性炎症。目前西医治疗主要给予络合胆酸、胃

服。
治疗组同时予除湿活胃饮(藿香梗 9 g,紫苏梗 9 g,

[1]

动力药、胃黏膜保护剂等药物及手术 。由于残胃丧

姜半夏 6 g,厚朴 6 g,砂仁 3 g,苦杏仁 9 g,薏苡仁 15 g,

失幽门功能,有别于正常胃结构,导致治疗困难。笔者

黄芩 6 g,陈皮 9 g,甘草 3 g,由本院中药房采用自动

采用自拟方除湿活胃饮治疗脾胃湿热型残胃炎,观察

煎药机制成 200 mL/袋密封药液),每日 2 次,每次 1

临床疗效及胃镜、组织学疗效,现报道如下。

袋,口服。疗程 8 周。

1

治疗期间禁食刺激性食物,停用 H2 受体拮抗剂、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质子泵抑制剂、抗胆碱能药物及其他促胃肠动力药。

62 例纳入病例均为 2012 年 3 月－2013 年 10 月

2.2

观察指标与方法
[4]

本院脾胃湿热型残胃炎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

①参照“胃肠疾病中医症状评分表” ,于治疗前

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31 例。治疗组男 21 例,女 10

后分别对胃脘疼痛、胃脘痞满、烧心灼热感、食欲减

例；年龄 47～74 岁,平均(60.23±7.24)岁；毕Ⅰ式

退、口苦口黏 5 项症状进行评分,按症状无、轻、中、

术后 19 例,毕Ⅱ式术后 12 例。对照组男 22 例,女 9

重分别计 0、3、5、7 分。②于治疗前后记录胃镜下

例；年龄 49～74 岁,平均(59.87±8.09)岁；毕Ⅰ式

黏膜充血、糜烂、出血等情况及组织学残胃黏膜活动

术后 20 例,毕Ⅱ式术后 11 例。2 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

性炎症、慢性炎症情况。③于治疗前后检测血、尿、

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

粪常规及肝、肾功能,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2

2.3

西医诊断标准
[2]

参照《实用内科学》 。有远端胃次全切除术(包

疗效标准

2.3.1

中医证候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文献[4]相关

括毕Ⅰ式和毕Ⅱ式)病史。临床症见胃脘灼痛,脘腹痞

标准拟定。临床痊愈：证候基本消失,积分减少≥95%；

闷,口苦口黏,食欲减退。胃镜检查证实残胃黏膜存在

显效：积分减少＞75%且＜95%；有效：积分减少≥50%

充血、水肿、糜烂,排除溃疡、肿瘤、输出襻梗阻等

且≤75%；无效：积分减少＜50%。中医症状积分减分

器质性病变,B 超排除肝、胆、胰的器质性病变。

率(%)＝(治疗前积分－治疗后积分)÷治疗前积分×

1.3

100%。

中医辨证标准
[3]

参照“慢性胃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 中脾

2.3.2

胃镜疗效评定标准

参照“慢性胃炎的胃镜

[5]

胃湿热型辨证标准。主症：胃脘灼热胀痛,口苦口臭,

诊断标准及评价” 拟定。近期临床治愈：胃镜复查

脘腹痞闷,渴不欲饮,舌质红、边尖深红,苔黄厚或腻；

黏膜糜烂基本消失,充血程度好转达轻度(0～1 级)；

次症：胃黏膜急性活动性炎症、充血糜烂明显,小便

显效：胃镜复查黏膜充血糜烂减轻≥2 个级度；有效：

黄,脉滑或濡数。具备主证 2 项及次证 1 项即可辨证。

胃镜复查黏膜充血糜烂减轻 1 个级度；无效：达不到

1.4 纳入标准

有效标准而未恶化者。

①符合上述西医诊断标准及脾胃湿热证辨证标

2.3.3

胃组织病理学疗效评价标准

参照“慢性胃

[3]

准者；②患者对治疗方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炎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 拟定。近期临床治愈：

1.5 排除标准

活检组织病理证实黏膜活动性炎症消失,慢性炎症好

①合并溃疡或病理诊断疑有恶变者；②长期或近

转达轻度(+)；显效：活检组织病理证实黏膜急性炎

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和非甾体类抗炎药者；③合并心、

症基本消失,炎症活动性恢复或减轻≥2 个级度,慢性

脑、肝、胆、胰腺、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

炎症好转达轻度(+)；有效：活检组织病理证实黏膜

及精神病患者；④妊娠或哺乳期妇女；⑤过敏体质及

急、慢性炎症减轻 1 个级度；无效：达不到有效标准

对多种药物过敏者。

而未恶化者。

1.6

2.4

剔除、脱落标准
①未按标准方案规定用药者；②纳入病例发生严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8.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

重不良事件,出现并发症不宜继续接受试验者；③观

x±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 ＜

察中自然脱离、失访者。

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3

方法

2.1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铝碳酸镁片(商品名：达喜,拜耳医药保

3.1

结果
2 组中医证候积分及疗效比较
治疗后 2 组症状积分较治疗前均明显下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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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t ＝ 14.60,P ＜ 0.001 ； 对 照 组 t ＝ 10.99,P ＜

优于对照组,见表 2。

0.001), 治 疗 组 症 状 积 分 下 降 较 对 照 组 明 显 (t ＝

3.2

2 组胃镜疗效比较(见表 3)

3.03,P ＜0.01),见表 1。治疗后中医证候疗效治疗组

3.3

2 组胃组织病理学疗效比较(见表 4)

表1
组别

时间

例数

胃脘疼痛

治疗组

治疗前

31

4.74±1.44

对照组

治疗后

31

0.97±1.43

治疗前

31

4.74±1.53

治疗后

31

1.74±1.50

—

2 组残胃炎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状评分比较(x±s,分)
胃脘痞满
5.26±1.53

##*

1.55±1.52

##*

4.97±1.64
##

2.52±1.50

烧心灼热感

食欲减退

3.94±1.34

5.13±1.45

0.19±0.75

##

4.00±1.44
##

0.48±1.12

1.45±1.52

口苦口黏
4.61±1.31
##**

5.19±1.30
##

2.84±1.07

总积分

1.06±1.46

23.68±5.69
##*

4.52±1.43
##

1.84±1.49

5.32±4.08

##**

21.14±4.80
##

8.50±4.23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 ＜0.01；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 ＜0.05,**P ＜0.01
表2

地位居沿海,饮食结构与环境因素有关,临床上多以

2 组残胃炎患者中医证候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1

5

8

16

2

对照组

31

0

8

14

9

腹痞闷,口苦口黏,纳呆欲呕,口干不欲饮,或泛吐酸
水、苦水,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等,胃镜
见胃黏膜充血、水肿或糜烂等,此乃湿浊蕴积,郁热中

注：2 组比较,P ＜0.05
表3

实证表现为主,且以脾胃湿热居多。证见胃脘灼痛,脘

阻,胃失和降,进而胃络受损所致。当从“湿”与“热”

2 组残胃炎患者胃镜疗效比较(例)

治,宜清热化湿、理气和胃。自拟方除湿活胃饮中藿
组别

例数

近期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治疗组

31

4

9

15

3

对照组

31

0

3

18

10

注：2 组比较,P ＜0.05
表4

香梗善化脾胃之湿滞,为君药；紫苏梗助君药芳化湿
浊、和中止呕；姜半夏与厚朴合用,燥湿和胃、行气
除满；陈皮理气和胃、芳香醒脾,使气行湿化；苦杏
仁苦辛,宣利上焦肺气,气化则湿化,砂仁芳香化湿,

2 组残胃炎患者胃组织病理学疗效比较(例)

行气调中,薏苡仁甘淡,渗利下焦湿热,三仁合用,能

组别

例数

近期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宣上、畅中、渗下；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甘草

治疗组

31

0

7

18

6

和中调药。综观全方,以宣畅三焦气化功能而解除湿

对照组

31

0

2

17

12

热为特点,具宣化上焦、运化中焦、渗利下焦的作用,

注：2 组比较,P ＜0.05

使湿热之邪从三焦分消。诸药相合,化湿于宣畅气机

3.4 不良反应

之中,清热于淡渗利湿之间。

治疗过程中 2 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治疗后血、

本研究结果显示,除湿活胃饮能明显改善脾胃湿

尿、粪常规及肝、肾功能均无明显变化。

热型残胃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有效促进残胃黏膜修

4

复,减轻残胃黏膜损伤,疗效明显且无不良反应。

讨论
形成残胃炎的主要原因是胃切除术后残胃丧失

幽门功能,致肠液和胆汁反流。胆汁中的胆酸及十二
指肠液中的溶血卵磷脂是破坏胃黏膜屏障造成化学
性损伤的主要物质。胃窦切除后,具有能促进胃黏膜
蛋白质的合成、加固胃黏膜屏障的胃泌素分泌减少,
[2]

残胃黏膜缺乏营养因子,胃黏膜屏障易受破坏 ,且术
后残胃运动减弱、排空延迟等综合因素导致出现胃
痛、胃胀等。由于手术导致壁细胞数量减少,加之肠
液反流使胃中 pH 值升高,胃黏膜所处的酸性环境被破
坏,致癌物质在碱性环境中活性增强,易诱使残胃黏
膜增生过度而发生癌变。因此,残胃炎是目前公认的
[6]

胃癌癌前状态 。
残胃炎属中医“胃脘痛”、
“嘈杂”
、
“痞满”等范
畴。历代医家对胃病的辨证有虚实寒热之异。由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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