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2·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2019年7月第41卷第7期 Int J Trad Chin Med, July 2019, Vol. 41, No.7

·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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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斛香养胃脐贴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对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患者胃动力与胃肠道激素的影响。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100 例 CAG 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 2 组，每组 50 例。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对症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斛香养胃脐贴治疗。2
组均治疗 1 个月。分析比较患者胃镜下评分、病理组织评分、胃动力指标(胃运动节律、胃电节律及胃窦
动力)及胃肠激素(促胃动素、促胃液素、生长抑素)水平的变化，评价临床疗效。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

为 92.0%(42/50)、对照组为 78.0%(39/50)，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2.978，P＝0.003)；治疗后，
观察组胃镜下评分[(0.59±0.06)分比(1.23±0.17)分，t＝4.877]、病理组织评分[(0.65±0.08)分比(1.33±
0.19)分，t＝5.096]均低于对照组(P＜0.05)；胃运动节律[(76.15±8.77)%比(62.35±7.31)%，t＝5.301]、
胃电节律[(81.02±9.23)%比(73.02±8.43)%，t＝5.286]、胃窦动力[(0.012±0.002)Ω 比(0.008±0.001)Ω，
t＝4.160]均高于对照组(P＜0.05)；血浆促胃动素[(246.73±31.82)pg/ml 比(203.86±27.91)pg/ml，t＝
5.832]、促胃液素[(49.55±6.25)pg/ml 比(35.81±4.63)pg/ml，t＝5.126]、生长抑素[(19.35±2.76)pg/ml
比(15.01±2.60)pg/ml，t＝4.970]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斛香养胃脐贴结合西医常规疗法有

助于调节 CAG 患者胃肠激素水平，增加胃动力，修复胃黏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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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clinical effect of Huxiang-Yangwei powder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on gastric motility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Methods A total of 100 patients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symptomatic treatment. Based on the treatment of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Huxiang-Yangwei powder therapy. After 1 month, the gastroscope score,
pathological tissue score, gastric motility index (gastric motility rhythm, gastroelectric rhythm and gastric
antrum motil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lasma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MTL, GAS, S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2.0% (42/50),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78.0% (39/50),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Z=-2.978, P=0.003). After treatment, the under
gastroscope score (0.59 ± 0.06 vs. 1.23 ± 0.17, t=4.877) and the pathological organization score (0.65 ± 0.08 vs.
1.33 ± 0.19, t=5.096)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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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reatment, the gastric motility rhythm (76.15% ± 8.77% vs. 62.35% ± 7.31%, t=5.301), gastroelectric
rhythm (81.02% ± 9.23% vs. 73.02% ± 8.43%, t=5.286), gastric antral motility (0.012 ± 0.002 Ω vs. 0.008 ±
0.001 Ω, t=4.160)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lasma MTL (246.73 ± 31.82 pg/ml vs. 203.86 ± 27.91 pg/ml, t=5.832), GAS (49.55 ±
6.25 pg/ml vs. 35.81 ± 4.63 pg/ml, t=5.126), SS (17.35 ± 2.76 pg/ml vs. 15.01 ± 2.60 pg/ml, t=4.970)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Huxiang-Yangwei powder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patients can repair gastric
mucosa, regulate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 levels and increase gastric motility.
【Key words】 Gastritis, atrophic; Huxiang-Yangwei powder; Gastric emptying; Prokinetic drugs (TCD);
Motilin; Plastering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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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 性 萎 缩 性 胃 炎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是一种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胃黏膜变

例。2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薄、黏膜肌层增厚、肠腺不典型增生为主要特征
表1

的慢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胃脘痞满、嗳气、疼痛、

2 组 CAG 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χ2 值/t 值

P值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男/女)

50(32/18)

50(30/20)

0.499

0.750

皮化生和异型增生称为胃癌前病变 。西医以促胃

年龄(岁, x  s )

50.2±4.9

51.2±5.1

0.552

0.812

动力药、抑酸剂、胃黏膜保护剂等对症治疗为主，

病程(年, x  s )

5.7±1.1

5.9±1.0

0.438

0.808

临床类型[例(%)]

0.571

0.758

[1]

泛酸、食欲减退等 。在 CAG 基础上伴发的肠上
[2]

但药物代谢快，药效维持时间短，病情易反复，
[3]

且药物不良反应大，患者依从性较低 。中医在抑

变量

幽门螺杆菌

38(76.0)

35(70.0)

肠上皮化生

25(50.0)

24(48.0)

异型增生

15(30.0)

18(36.0)

制胃黏膜腺体萎缩、促进中重度肠上皮化生和不

注

CAG：慢性萎缩性胃炎

典型增生病变逆转及降低胃癌发生率方面均有确
切疗效 4 。中药穴位敷贴为中医特色疗法，是以中

1.2

医基础理论为指导，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以

口服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充分发挥药物和腧穴的双重作用。本研究拟观察

批号 SABE)，20 mg/次，2 次/d；口服阿莫西林分

斛香养胃脐贴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对 CAG 患者胃肠

散片(昆明贝克诺顿制药有限公司，批号 171105)，

动力及胃肠道激素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0.25 g/次，2 次/d；口服克拉霉素缓释片(江苏恒瑞

[ ]

治疗方法：对照组给予西医常规疗法治疗，

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批号 171103JG)，0.5 g/次，
2 次/d。连续服药 1 个月。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选择 2016 年 2 月－2017 年 2 月
[5]

配合中药穴位敷贴。将斛香养胃脐贴(石斛、木香、

本院中医科患者 100 例，
均符合 CAG 诊断标准 ；

香橼皮、沉香、猴头菇、鬼子红、神曲、乌药、

均符合脾胃虚弱证辨证分型标准 6 ；年龄为 18～

麦冬、北沙参、猪苦胆、炒鸡内金、石菖蒲，研

70 岁；入组前 2 周内未使用过 CAG 治疗药物。全

末过 120 目筛，用生理盐水和姜汁按 2∶1 比例调

部患者对本治疗方案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制糊状，干湿适中，摊于无纺布上，约 2 cm×2 cm

排除合并心肝肾功能不全及造血系统严重疾病

大小)贴敷于神阙穴。贴敷前需确认神阙穴周皮肤

者；合并胃黏膜重度不典型增生、消化性溃疡或

无红肿、破损、过敏等，常规消毒后在穴位处涂

病理诊断有恶性病变倾向者；为妊娠或哺乳期患

抹适量蜂蜜，于每日上午 8 时贴敷并用红外线灯

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 2 组，每组 50

照射 30 min，每贴敷 8 h，10 d 为 1 个疗程，共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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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3 个疗程。治疗期间戒烟，戒酒，饮食清淡，

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减轻；无效：未达上述标

作息规律。贴敷时如感觉有热、痒现象时，可在

准甚至加重。

揭贴时用淡盐水清洗；若贴敷部位起疱，疱小可

1.5

用碘酒涂抹，疱大需到院做相应处理；贴敷后 4～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6 h 不得洗澡，不得直吹风扇和空调。

且方差齐时用 t 检验，不齐时用校正 t 检验；计数

1.3

资料采用秩和检验或 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行胃镜下评分、

病理组织评分。①胃镜下评分：对胃镜下黏膜改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0.0 软件进行数据

计学意义。

[7]

善状况进行评分 ，无症状计 0 分；以胃镜下颗粒
为细颗粒，血管部分透见，有单发灰色肠上皮化

2 结果

生结节计 1 分；以胃镜下颗粒为中等颗粒，血管

2.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92.0%

连续均匀透见，有多发灰色肠上皮化结节计 2 分；

(42/50)，对照组为 78.0%(39/50)。2 组比较差异

以胃镜下颗粒为粗大颗粒，皱襞小时，表层可见

有统计学意义(Z＝-2.978，P＝0.003)，见表 2。

血管，有弥漫灰色肠上皮化结节计 3 分。②病理
组织评分：胃镜检查时分别取胃窦和胃体处的病

表2

2 组 CAG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变组织，于 10%甲醛溶液中固定，采用改良沃森-

观察组

50

16(32.0)

22(44.0)

8(16.0)

4(8.0)

斯塔里(warthin-starry, W-S)染色方法观察病理改

对照组

50

9(18.0)

18(36.0)

12(24.0)

11(22.0)

CAG：慢性萎缩性胃炎

注

变。参照《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下)(2006,上
海)》进行组织病理评分 8 ，对黏膜炎性反应、活

2.2

动性、肠上皮化生、不典型增生等项按症状严重

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胃镜下评分和

程度分别计 0～3 分，分值越高症状越重。采用

病理组织评分均降低(P＜0.05)，且观察组低于对

EGEG-5D 胃肠电图仪(上海恒盛医疗器械有限公

照组(t 值分别为 4.877、5.096，P 值分别为 0.033、

司)进行胃动力指标检测，依据治疗前后餐前、餐

0.026)，见表 3。

[ ]

2 组治疗前后胃镜下评分和病理组织评分比

后胃电信号，计算胃运动节律、胃电节律及胃窦
动力。抽取患者空腹外周静脉血 2 ml，加入 30 μl

表3

EDTA 和抑肽酶，室温静置 1 h，于 4 ℃下，离心
半径 15 cm，3 500 r/min 离心 15 min，采用免疫放
射法检测促胃动素、促胃液素及生长抑素水平，

2 组 CAG 患者治疗前后胃镜下评分和病理组织评分
比较(分, x  s )

组别

例数

胃镜下评分

病理组织评分

50

观察组

1.83±0.25

治疗前

2.01±0.25
a

0.65±0.08a

治疗后

0.59±0.06

试剂盒均购自北京市福瑞生物工程公司，严格按

t值

5.721

6.359

试剂盒说明书操作。

P值

0.004

0.002

1.4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

50

对照组
治疗前

诊疗共识意见(2009,深圳)》 9 中相关标准制定。

1.85±0.28

1.96±0.28

治疗后

1.23±0.17

1.33±0.19

治愈：症状、体征消失，胃黏膜炎症明显改善，

t值

5.186

5.633

0.023

0.012

[ ]

P值

腺体萎缩，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消失；显效：

注

CAG：慢性萎缩性胃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症状、体征明显缓解，胃黏膜炎症改善，腺体萎
缩、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基本恢复；有效：症

2.3

2 组治疗前后胃动力指标变化比较：与同组

状、体征有改善，胃黏膜炎症减轻，腺体萎缩、

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胃运动节律、胃电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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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窦动力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
(t 值分别为 5.301、5.286、4.160，P 值分别为 0.015、
0.011、0.022)，见表 4。

组别

例数 胃运动节律(%)

胃电节律(%)

胃窦动力(Ω)
-0.004±0.001

50

观察组

[

]

CAG 依据其临床表现应属中医“胃脘痛”
“胃
痞”等范畴，病位在中焦，与肝肾相互影响。中

2 组 CAG 患者治疗前后胃动力指标比较( x  s )

表4

生的重要因素 10 。

药穴位敷贴可通过药物对穴位的刺激作用，达到
舒经通络、平衡阴阳之功。此外，还可发挥药物
透皮吸收作用，调整脏腑功能。本研究所用斛香

治疗前

49.22±6.02

59.14±5.86

治疗后

76.15±8.77a

81.02±9.23a

0.012±0.002a

养胃脐贴是本院中医科十余年的经验方经现代工

t值

6.720

6.931

5.641

艺研制而成的贴膏，可行气活血、益气和胃、健

P值

＜0.001

＜0.001

0.013

脾化湿。药理研究表明，石斛具有抗炎、镇痛、

治疗前

49.18±5.98

59.33±5.92

-0.005±0.002

治疗后

62.35±7.31

73.02±8.43

0.008±0.001

50

对照组

[

t值

5.713

5.816

4.813

P值

0.009

0.006

0.019

CAG：慢性萎缩性胃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注

解热和增强机体免疫力的作用 11 ；木香煎剂可促
进胃排空和肠推进，并有效提高促胃动素的分泌；
沉香具有促进胃肠蠕动及抑制肠管平滑肌收缩的
作用；猴头菌颗粒可提高 H.pylori 清除率，促进胃
排空 12 ；神曲中含有的淀粉酶、酵母菌和蛋白酶，
[

2.4

2 组治疗前后血浆胃肠激素水平比较：与同

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血浆促胃动素、促胃液
素、生长抑素水平均升高(P＜0.05)，且观察组高
于对照组(t 值分别为 5.832、5.126、4.970，P 值＜
0.05)，见表 5。
表 5

例数

促胃动素

促胃液素

生长抑素

50

观察组

162.05±23.56

21.83±3.25

11.33±2.25

治疗后

246.73±31.82a

49.55±6.25a

19.35±2.76a

t值

7.182

6.812

5.732

＜0.001

＜0.001

0.027

P值

具有调整肠道菌群的作用；乌药根挥发油可促进胃
排空，并对豚鼠离体回肠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13 ；
[

]

麦冬可通过改善胃黏膜的血液循环、促进组织细
胞增生及抑制炎症反应等来发挥治疗作用；鸡内
可显著提高胃液分泌量，增强胃肠消化能力，促
进胃排空 14 ；石菖蒲水煎剂具有缓解胃肠平滑肌
[

]

痉挛和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其所含的 β-细辛

治疗前

50

对照组

]

金含有丰富的角蛋白、胃激素和氨基酸等成分，

2 组 CAG 患者治疗前后血浆胃肠激素水平比较
(pg/ml, x  s )

组别

]

醚可有效抑制离体家兔肠管的自发性收缩，提高
大鼠在体肠管的蠕动力 15 。
[

]

神阙为任脉经穴，具有益气补中、健脾和胃、

治疗前

165.21±21.73

22.03±3.21

11.28±2.21

培元固本、行气止痛之功。临床研究表明，神阙

治疗后

203.86±27.91

35.81±4.63

15.01±2.60

对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可将外界的各种刺激传

t值

6.197

5.952

5.157

P值

0.003

0.022

0.033

注

CAG：慢性萎缩性胃炎；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aP＜0.05

输于局部神经末梢，再通过神经系统的反射与传
导，达到改善器官组织和内脏病理变化的作用 16 。
[

]

将斛香养胃脐贴敷于神阙，可发挥中药与腧穴的
3 讨论

双重作用，更好地体现出穴位敷贴与现代透皮给

CAG 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澳大利亚学者于

药技术的独特优势。尤其对于老幼虚弱之群体，

1982 年首先从人胃黏膜中培养出 H.pylori，发现

中药穴位敷贴对机体的物理和化学感受器可产生

H.pylori 是 CAG 的重要致病菌，且与 CAG 病情严

直接影响，进而反射性的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和大

重程度呈正相关。此外，患者年龄、不良饮食习

脑皮质功能，增强机体的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

惯、精神因素、长期感染等因素亦是导致 CAG 发

能，提高抗病能力 1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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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激素是一类广泛存在于胃肠道内多肽类

3760/cma.j.issn.1673-4246.2015.10.026.
［5］

物质，具有调节胃肠道运动和维持胃肠道内壁完
整的作用，胃肠道功能失调可导致多种胃肠道疾
病 18 。促胃动素、促胃液素、生长抑素是机体最
[

]

为常见的胃肠道激素，其水平能够从一定程度上

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2011 年 天津)[J]. 中国中西医结合
杂志,2012,32(6):738-743.
［6］

77-78. DOI:10.3760/cma.j.issn.1007-5232.2004.02.001.
［8］

中 华 医 学会 消 化病 学 分 会 . 中国慢 性 胃 炎共 识 意见 ( 下)
(2006, 上 海 )[J]. 中 华 消 化 杂 志 ,2007,27(2):118-120.

促胃液素、生长抑素水平较同组治疗前升高(P＜
0.05)，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0.05)，提示斛香
养胃脐贴结合西医常规疗法可调节 CAG 患者的胃
肠道激素分泌，有助于胃肠道功能的恢复及胃黏

DOI:10.3760/j.issn:0254-1432.2007.02.012.
［9］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 慢性萎缩性胃炎中医诊疗共识
意 见 (2009, 深 圳 )[J].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消 化 杂 志 ,2010,
18(5):345-349.

［10］ 王智慧,禹颂煌. 莫沙比利联合胃炎合剂治疗慢性萎缩性胃
炎临床观察[J]. 河北医药,2011,33(12):1818-1819. DOI:10.
3969/j.issn.1002-7386.2011.12.030.
［11］ 宋广青,刘新民,王琼. 石斛药理作用研究进展[J]. 中草药,

膜损伤的修复。

2014,45(17):2576-2580. DOI:10.7501/j.issn.0253-267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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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 慢性胃炎的内镜分型分级标准
及 治 疗 的 试 行 意 见 [J]. 中 华 消 化 内 镜 杂 志 ,2004,21(2):

本研究结果表明，2 组治疗后血浆促胃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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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 中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M]. 北京:中国医
药科技出版社,2002:134-139.

［7］

反映疾病的变化，可作为评估疾病进展和治疗效
果的重要指标。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 慢性胃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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