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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基于调神理论治疗肝胃不和型功能性
消化不良合并抑郁情绪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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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评价基于调神理论针刺治疗肝胃不和型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

合并抑郁情绪的临床疗效。方法

将符合入选标准的 2018 年 5 月－2019 年 8 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

二医院针灸科 76 例 FD 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38 例。常规组施以常规针刺，调神组在
常规组基础上配合调神法针刺治疗。2 组均治疗 28 d。采用尼平消化不良指数(Nepean Dyspepsia Index,
NDI)、中医证候积分及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HAMD-24)对结果进行评
价。结果

调神组总有效率为 94.6%(35/37)、常规组为 75.0%(27/36)，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6.125，P＝0.011)。调神组 NDI 症状评分低于常规组(t＝3.038，P＝0.003)，生活质量中干扰领域、控制
领域、食物饮料领域及睡眠打扰领域评分高于常规组(t 值分别为 3.096、2.460、2.225、2.732，P＜0.05)；
中医证候积分低于常规组(t＝3.241，P＝0.002)；HAMD-24 评分低于常规组(t＝2.767，P＝0.007)。结论 基
于调神理论针刺治疗可明显提高肝胃不和型 FD 合并抑郁情绪患者在疾病过程中对被症状干扰、控制、食
物饮料及睡眠打扰领域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抑郁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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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based on Tiaoshen

theory for the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FD) and depression with liver-stomach disharmony syndrome.
Methods

A total of 76 FD patients from May 2018 to August 2019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2 groups with

38 patients in each group. In the routine group, acupoints were selected routinely, and in Tiaoshen group,
acupoints were selected by Tiaoshen theory.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for 28 days.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by
Nepean Dyspepsia Index (NDI), TCM Syndrome Score and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HAMD-24).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both groups was 94.6% (35/37) in Tiaoshen group and 75.0% (27/36) in
routine group. There w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χ2=6.125, P=0.011). The NDI in
Tiaoshe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routine group (t=3.038, P=0.003). The scores of interference
domain, control domain, food and beverage domain and sleep disturbance domain in Tiaoshe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routine group (t=3.096, 2.460, 2.225, 2.732, P<0.05); the TCM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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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re in Tiaoshe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routine group (t=3.241, P=0.002), and that of
HAMD-24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routine group (t=2.767, P=0.007). Conclusion

Treatment based

on Tiaoshen theory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FD patients in the fields of interference, control, food and
beverage and sleep disturbance, and reduce the patients’depression.
【Key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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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 FD)是

剔除未按规定治疗或资料不全影响疗效及安全性

一组以反复发作或持续性上腹部疼痛不适及消化

评价者；依从性差，自行退出或中途更换治疗方

[1]

不良的功能性胃肠疾病 。FD 发病机制尚未被完
[2-3]

全阐明，临床以药物治疗为主，但疗效欠佳

案者；发生严重不良事件或并发症不适合继续接

。

受治疗者；不能接受随访者。本研究符合《赫尔

临床中，精神心理因素对 FD 症状的影响日益受到

辛基宣言》原则，且全部患者或其家属对治疗方

重视。精神心理因素可抑制迷走神经的紧张性，

案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将符合入选标准的患

[4]

诱发内脏高敏感性，从而引起胃肠道不适 ，因此

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每组 38 例。2 组患

针对心理因素的治疗显得十分必要。目前，临床

者性别、年龄、病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常使用抗抑郁药进行干预，但起效慢，不良反应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大。经多年临床实践表明，基于调神理论针刺治

表1

2 组 FD 肝胃不和证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本研究在

组别

例数(男/女)

常规针刺基础上配合调神法针刺治疗，拟观察对

常规组

38(15/23)

47.9±10.6

18.2±3.8

调神组

38(20/18)

47.0±13.2

17.6±4.1

χ 值/t 值

0.063

0.671

0.057

P值

0.802

0.489

0.912

FD 患者症状及生活质量的影响，评价临床疗效。

1
1.1

2

注

资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选择 2018 年 5 月－2019 年 8 月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针灸科 76 例患者
[ ]

作为观察对象，均符合 FD 诊断标准 5 ；符合肝胃
[ ]

1.2

年龄(岁, x  s ) 病程(月, x  s )

FD：功能性消化不良

治疗方法：常规组施以常规针刺。依据《功
[ ]

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 5
[ ]

中肝胃不和证及《针灸治疗学》 6 中郁证取穴原则

不和证辨证分型标准 5 (主症：胃脘胀满或疼痛，

选取中脘、足三里(双)、内关(双)、太冲(双)、

两胁胀满；次症：每因情志不畅而发作或加重，

神门(双)，以安迪牌 0.35 mm×40 mm 无菌针灸针

心烦，嗳气频作，善叹息；舌脉：舌淡红、苔薄

针刺。取仰卧位，中脘、内关、太冲直刺 1 寸，足

白，脉弦。具备主症 2 项及次症 2 项，参考舌脉

三里直刺 2 寸，
神门直刺 0.5 寸，
得气后留针 30 min。

即可确诊)；年龄为 18～75 岁；入组前 2 周未服

调神组在常规组基础上配合调神法针刺，取穴：

用促胃肠动力药及抗抑郁药；24 项汉密尔顿抑郁

神庭、本神(双)、百会，取仰卧位，以 0.35 mm×

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24, HAMD-24)评

40 mm 安迪牌无菌针灸针针刺，
百会沿皮下呈 45°

分为 8～21 分。排除合并严重肝、肾及心血管、

向后斜刺，神庭及双侧本神沿经脉向上、向下各

消化、造血系统疾病者；神志异常，不能表达主

平刺 2 寸至帽状腱膜下，并施加小幅度频速重复

观不适症状者；妊娠或哺乳期患者；有晕针史者。

刺激，达 200 r/min 以上，2 min/次，留针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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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捻转 1 次，余穴常规针刺。2 组均每日治疗 1

计数资料用 χ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P＜

次，6 次为 1 个疗程，休息 1 d 后继续下个疗程，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共治疗 4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

结果

2

[5]

分 ，包括 2 个主症、6 个次症，按症状严重程度

治疗过程中，常规组脱落 2 例(1 例因不能耐

分为无及轻、中、重度，主症分别计 0、2、4、6

受针刺，1 例中途更换其他治疗方案)；调神组脱

分，次症分别计 0、1、2、3 分。

落 1 例(因路程太远)，脱落病例占总病例数的

采 用 尼 平 消 化 不 良 指 数 (Nepean Dyspepsia
[7]

3.9%，符合丢失病例比例不能超过总病例数 20%

Index, NDI) 评估患者症状及生活质量，其中症

的要求。2 组共有 73 例患者进入疗效分析。

状部分主要评估患者餐后 8 个胃部症状的发生频

2.1 2 组临床疗效比较：调神组总有效率为 94.6%

率、严重程度及对生活的影响程度，发生频率计

(35/37)、常规组为 75.0%(27/36)，2 组比较差异

0～4 分，严重程度计 0～5 分，对生活的影响程度

有统计学意义(χ2＝6.125，P＝0.011)，见表 2。

计 0～4 分，总评分为 3 项评分之和，分值越高症

表2

状越严重；生活质量主要从干扰、控制、食物饮

组别

例数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料及睡眠 4 个领域进行评估，共 25 个问题，每个

调神组

37

0(0)

18(48.6)

17(45.9)

2(5.4)

常规组

36

0(0)

11(30.6)

16(44.4)

9(25.0)

问题分别计 0～5 分，计算总分(需转换)。先将各

注

条目原始分相加，记为 S；
总分的最小分记为 M(每
个条目最小可能得分的总和)，总分的最大范围记
为 R，转换后的总得分＝100－(S－M))/R×100，
转换总分越低生活质量越差。
[ ]

采用 HAMD-24 8 评估患者抑郁程度，共包括
24 个条目，每个条目评分区间为 0～4 分或 0～2

2 组 FD 肝胃不和证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无效

FD：功能性消化不良

2 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与同组治

2.2

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中医证候积分均降低(P＜
0.01)，且调神组低于常规组(P＜0.01)，见表 3。
表3 2 组FD 肝胃不和证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分, x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s)

治疗后

t值

P值

调神组

37

15.14±3.36

8.83±2.86

20.413

＜0.001

分，总分为 78 分。其中，＜8 分为正常，8～21

常规组

36

13.83±4.07

10.06±3.05

11.842

＜0.001

分为轻度抑郁，22～35 分为中度抑郁，＞35 分为

t值

0.116

3.241

P值

0.908

0.002

重度抑郁。
1.4

注

[ ]

导原则(试行)》 9 相关内容并结合 NDI 症状部分
评分的减分率评价疗效等级。NDI 症状评分减分
率(%)＝(治疗前评分－治疗后评分)/治疗前评分×
100%。临床治愈：NDI 症状评分减分率＞75%；
显效：NDI 症状评分减分率为＞50%～75%；有效：
NDI 症状评分减分率为 25%～50%；无效：NDI
症状评分减分率＜25%。
1.5

FD：功能性消化不良

疗效判定标准：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数据

2 组治疗前后尼平消化不良指数症状评分比

2.3

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NDI 症状评
分均降低(P＜0.01)，且调神组低于常规组(P＜
0.01)，见表 4。
表 4 2 组 FD 肝胃不和证患者治疗前后 NDI 症状评分比较
(分, x  s )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P值

调神组

37

49.73±10.80

27.19±9.42

15.190

＜0.001

常规组

36

49.06±13.37

33.31±7.72

7.991

＜0.001

分析。计量资料以 x  s 表示，数据符合正态分布

t值

0.237

3.038

P值

0.813

0.003

且方差齐时用 t 检验，方差不齐时用校正 t 检验；

注

FD：功能性消化不良；NDI：尼平消化不良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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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治疗前后尼平消化不良指数生活质量评

2.4

学者认为与胃肠动力障碍、内脏感觉过敏、精神
[

]

分比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干扰领域、

心理因素等相关 11 。中医认为，FD 病位在胃，与

控制领域、食物饮料领域及睡眠打扰领域评分均

肝脾密切相关 12 ，而肝胃不和型 FD 与情志关系

升高(P＜0.01)，且调神组高于常规组(t 值分别为

尤为密切。

3.096、2.460、2.225、2.732，P＜0.01 或 P＜0.05)，
见表 5。
表 5
组别

例数

干扰领域

控制领域

食物饮料领域

睡眠领域

37
35.77±9.36

治疗后

54.11±13.84a 61.76±19.63b 67.57±15.25b 70.28±12.23a

t值
P值

41.56±13.55 46.67±15.39 49.73±13.23

13.952

11.800

12.625

16.808

＜0.001

＜0.001

＜0.001

＜0.001

36

治疗前

35.29±9.02

治疗后

44.00±14.05 50.36±19.95 59.71±14.93 59.17±12.96

40.45±13.16 47.22±15.48 50.28±13.41

t值

6.848

7.403

11.258

13.387

P值

＜0.001

＜0.001

＜0.001

＜0.001

注

FD：功能性消化不良；NDI：尼平消化不良指数；与对照组

治疗后比较，aP＜0.01，bP＜0.05

其情志，共奏安神定志之效；常规针刺则可使气
机升降得序，进而改善患者肝胃不和所导致的脾
胃症状。二者相合可打破 FD 患者因抑郁情绪加重
郁情绪的恶性循环。文献研究发现，焦虑、抑郁
[

]

等精神心理的异常，常与 FD 同时出现 13 。随着
对功能性疾病认识的加深，FD 的发生、发展及转
归与精神心理因素的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
“针刺之要，重在调神”。调神在针刺治疗中
至关重要。《素问·八正神明论篇》记载：“血气
者，人之神，不可不谨养。”所谓“神”可看作是
[

]

人类精神、思维及情绪活动的外在表现 14 ，也可

2.5 2 组治疗前后 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比
较：与同组治疗前比较，2 组治疗后 HAMD-24 评
分均降低(P＜0.01)，且调神组低于常规组(P＜
0.01)，见表 6。
表6

在本研究中，基于调神理论取穴可针对 FD 患

脾胃症状，又因脾胃症状加重而引发更严重的抑

治疗前

常规组

]

者的抑郁情绪进行治疗，内在调气调血，外在调

2 组 FD 肝胃不和证患者 NDI 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分, x  s )

调神组

[

看作物质性的概念——气血。五脏所藏的营养物
质是气血旺盛的基础，因此 FD 患者的脾胃症状所
致的纳少必将导致气血虚弱，从而使“神不足”，
而“神不足”则脏腑失衡，其外在表现的情志变
化必然异常，情志异常又会反过来加重患者的脾

2 组 FD 肝胃不和证患者 HAMD-24 评分比较
(分, x  s )

[

]

于前额发际，根据大脑皮层定位理论 15 对应大脑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t值

调神组

37

14.73±3.15

6.81±2.87

11.418

＜0.001

的额叶区。既往研究发现，额叶和边缘系统等神

常规组

36

13.95±4.23

7.81±2.87

20.996

＜0.001

经结构参与脑-肠神经网络联系 16 。头针配合以频

t值

0.537

2.767

P值

0.593

0.007

注

P值

胃症状。基于调神理论所选取的神庭及本神皆位

FD：功能性消化不良；HAMD-24：24 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

率在 200 r/min 以上并持续 2 min 的手法刺激可使
患者有更强烈的针感，针刺的刺激量加大，则可
使大脑皮层额叶相应区域的突触、膜电位、离子

3

[

]

通道等发生变化 17 ，达到治疗效果。在加大刺激

讨论
FD 是一组不能用器质性、代谢性或系统性疾

强度的同时，将神庭及本神处沿经脉向上、向下

病解释症状的疾病。根据《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

各刺一针，可扩大刺激范围，疗效更著。百会因

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FD 可分为上腹痛综

各经经气汇聚于此而得名，因其处在特别的位置

合征及餐后不适综合征 2 个亚型，常与其他消化

故对各条经脉具有广泛及良好的作用。此外，百

道症状重叠

[10]

。目前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多数

会又为督脉经穴，督脉入属于脑，其深处即为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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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所在 18 。针刺百会可平衡阴阳、调和气血以达

2661-2666. DOI:10.3748/wjg.v12.i17.2661.
［2］

安神定志之效。

Brook RA,Kleinman NL,Choung RS,et al. Excess comorbidity
prevalence and cost associated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in an

根据《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疗专家共识意
见(2017)》，临床疗效评价重点应逐渐过渡到“生

employed population[J]. Dig Dis Sci,2012,57(1):109-118.
DOI:10.1007/s10620-011-1822-8.
［3］

Brook

RA,Kleinman

NL,Choung

RS,et

al.

Functional

物-心理-社会”的复合模式。而在中医药研究中

dyspepsia impacts absenteeism and direct and indirect costs[J].

被广泛使用的证候积分过多地依赖医生对于临床

Clin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0,8(6):498-503. DOI:10.1016/

症状的主观评价，而忽略了患者心理社会因素等

j.cgh.2010.03.003.
［4］

对于功能性疾病影响较大的特点，不推荐作为首
[19]

要结局测评指标

。NDI 作为自评性的国际疾病

究[D]. 武汉:湖北中医药大学,2019.
［5］

究选取 NDI 的症状部分作为首要结局测量指标。

2595-2598.
［6］

杜元灏,董勤. 针灸治疗学[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7.

［7］

Jones MP,Sato YA,Talley NJ. The Nepean Dyspepsia Index is a
valid instrument for measuring quality-of-life in functional

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调神组的 NDI 评分、

dyspepsia[J]. Eur J Gastroenterol Hepatol,2019,31(3):329-333.
DOI:10.1097/MEG.0000000000001314.

肝胃不和中医证候积分及 HAMD-24 评分的变化
均低于常规组，且调神组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
提示基于调神理论针刺治疗 FD 疗效确切，同时也
为其他功能性胃肠病的治疗提供了临床依据。但
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首先，FD 作为一种与情
绪相关的功能性疾病，有病程长、易复发的特点，
本研究治疗周期过短，且缺少长期随访，无法判
断针刺对 FD 的远期疗效及复发率的改善；其次，
本研究样本量少，且非多中心，可能存在选择性
偏倚，且因针刺治疗的特殊性，无法实行盲法，
存在实施偏倚等问题；第三，本研究缺乏客观评
价指标，仅放在以抑郁情绪的改善对患者主要症
状的影响上。作为一项预试验尚需后续的不断完

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张声生. 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
诊疗专家共识意见(2017)[J]. 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6):

特异性量表，在 FD 相关临床研究中被广泛使用，
其对 FD 敏感性较好，评价维度丰富，因此，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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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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