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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总结《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
方法, 旨在对《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的发展有所裨
益, 提升发表文章水平, 提高学术影响力. 希望贵刊
设立转化医学栏目, 把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有机结
合起来, 最终攻克疾病; 希望贵刊对于某些特定疾
病进行系列深入报道, 提升该疾病的研究水平和诊
治能力; 希望贵刊全面发展, 突出优势学科, 对胃肠
病学和肝病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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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currently faced by the 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Digestology are summarized an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are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iming
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published articles, enh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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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艳涛.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初步解决方案

治疗水平. 然而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存在着差距, 要在

核心提要: 总结《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可能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解决方法. 希望贵刊设立转化医学栏目, 促进基
础、临床研究的共同繁荣, 最终攻克疾病; 希望贵刊对
于某些特定疾病进行系列深入报道, 提升该疾病的研究
水平和诊治能力; 希望贵刊全面发展, 突出优势学科, 对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事业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两者之间建立更直接的联系, 转化医学是必须的选择.
以患者为中心, 从临床工作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由基础
研究人员进行深入研究, 然后再将基础科研成果快速
转向临床应用, 基础与临床科技工作者密切合作, 最终
提高医疗总体水平. 希望贵刊设立相应转化医学栏目,
促进基础、临床研究的共同繁荣, 最终攻克疾病.

田艳涛.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初步解决方案.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 26(1): 1-3 URL: http://www.wjgnet.

2 优化细化栏目设置

com/1009-3079/full/v26/i1/1.htm DOI: http://dx.doi.org/10.11569/
wcjd.v26.i1.1

贵刊栏目设置上有一些不同想法. 例如, 设置的“临床
经验”栏目, 个人认为, 应该使用能够更加突出栏目所
收录文章科学性、先进性及创新性的名称.

0 引言

从既往贵刊发表的文章来看, 该部分有描述性研

首先, 祝贺贵刊创办24年以来对我国乃至全世界消化

究、回顾性分析甚至前瞻性队列研究, 基于这些研究

系统疾病的诊治进展做出的巨大成就和巨大贡献. 贵

的证据, 相关疾病的临床诊治水平得到提升. 临床研究

刊《世界华人消化杂志》(World Chinese Journal of

的文章结论具有科学性及客观存在性, 而临床经验却

Digestology )创刊以来致力于发表高质量的胃肠病学

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故建议贵刊对该栏目的名称进

和肝病学领域多学科的前沿进展和原始创性文章, 极

行斟酌.

大促进了胃肠病学和肝病学事业的发展, 且提高了消

另外, “研究快报”栏目所收录的文章内容及类

化系统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水平.

型不明确, 包括基础研究、临床研究等, 对该项目的设

本人及团队通过大量阅读贵刊以往刊出文章、查

置目的不明了, 文章内容不够短小精悍, 未突出“快

阅大量相关资料及深入调查、访问国内部分临床医师

报”之特点, 望斟酌.

及科研人员以及结合自己的认识, 总结贵刊可能存在

可以设置系列连载栏目, 在一段时间内针对某一

的问题, 希望对贵刊的发展有所帮助, 如不妥之处敬请

种疾病进行系列连载. 或者针对既往文章开展评论交

谅解并指正.

流, 可以增加作者及读者之间的沟通, 达到作者、读者

贵刊着眼国际, 作为国际核心期刊, 被多个数据库

以及期刊多方获益.

及国际检索系统收录, 成绩显著. 贵刊若能被“科技论

如图1所示, 从近10年贵刊文献栏目的分布来看,

文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收录, 势必对于

各栏目分布不均衡, 临床与基础存在一定不均衡, 需要

中国作者、读者有巨大吸引力. 为能达此目的, 我们需

基础结合临床共同发展. 发布消息的文章占据杂志很

要确立目标, 需要严把质量关, 充分提升发表文章水平.

大一部分, 可适当缩减消息文章的发布.

贵刊以国内论文为主, 海外文章很少, 对学术交流
造成障碍. 若放眼国际, 为促进旅居不同国家华人、华

3 对于某特定疾病缺乏系列深入报道

侨学者或在发达国家交流访问进修的国内学者进行相

建议在大综合基础上, 开展小专科栏目. 可邀请国内外

关的学术交流, 贵刊可定期开展相应栏目. 如: 针对国

在某学科领域占有优势的学科带头人开展特定疾病系

外留学学生、海外华人学者进行相关学术征文. 充分

列专栏文章, 从基础研究到流行病学再到临床诊治, 全

调动在外华人、华侨的积极性, 共同促进相关疾病的

面、系统的对某种特定的疾病进行综述、研究, 能使促

研究. 另外自2015年以来, 我国国际合著论文占比超过

进该疾病的研究水平、提升诊治能力, 同时也能够扩大

四分之一, 参与国际大科学合作产出论文增加. 倘若贵

贵刊的影响能力. 如胃癌外科领域: 胃食管交界部癌外

刊可以提高国际合著论文占比, 势必会提升贵刊的国

科治疗该由胸外科完成还是由腹部外科完成? 进展期

际影响力.

胃癌腹腔镜手术到底能否普遍开展? 腹腔镜全胃切除
是开腹重建还是镜下重建? 胃肠肿瘤外科医生势必会

1 临床医学与基础医学并重, 但未做到有机结合

十分感兴趣. 本人也曾多次担任执行主编为《中国医学

发展转化医学研究, 贵刊设置了临床研究和基础研究

前沿杂志》、《中国医刊》、《癌症进展》等核心期

栏目, 极大的促进胃肠病学和肝病学相关基础研究水

刊组织专栏文章, 围绕某一热点专题组织顶尖专家团队

平的提升, 同时也提高消化系统疾病的预防、诊断和

进行全方位深入探讨, 引起非常好的反响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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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近10年文献的关键词分布.

4 全面发展, 突出优势

端相结合, 与手术技术有关文章, 可以通过扫二维码就

如图2所示, 贵刊在胃癌方面的研究处于优势地位, 贵

可以观看手术视频的方式, 让读者实时方便快捷的了

刊可充分利用贵刊的优势学科, 从胃癌的基础研究到

解更多相关资讯, 也同时增加了杂志的知名度.

临床诊治, 严格控制质量, 发表高质量文章. 贵刊可建

可与不同学科学会联合举办专题学术会议, 将会

立相应的专家小组, 促进优势学科的充分发展. 我近

议交流的高质量文章第一时间在本杂志发表, 讲求更

年在胃癌微创外科领域做工作较多, 非常愿意在胃癌

高的实效性, 缩短稿件处理流程和周期, 对影响大、水

的专栏文章进行组稿, 组织国内顶尖专家撰写专题笔

平极高的稿件采取快速通道.
愿大家一道努力, 共创辉煌, 促进胃肠病学和肝病

谈、专题综论等. 当然, 消化系统疾病疾病众多, 全面

学事业的发展. 一人之见不当之处请各位领导老师批

均衡发展各个学科是终极目标.
建议与新媒体技术相融合, 比如与手机等移动终

评指正, 不吝赐教.
编辑:马亚娟 电编:李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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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astric cancer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gastrointes
tinal malignancies in the world. At present,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have
focused not only on surgical treatment, but more on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life cycle of discharged patients.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ized continuous
nursing protocol that can meet the needs of discharged
gastric cancer patients has become a new trend of
modern gastric cancer treatment. However, this is
often constrain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the patient's
economic conditions, personal conceptions, treatment
methods, and human resources. Overcoming these
restrictive factors can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individualized continuous nursing. In this paper,
we will summarize the needs for individualized
continuation nursing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０－１０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０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８
在线出版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８

Needs for individualized
continuation nursing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Jie Wang, You-Hong Chen, Yi-Lian Xu, Xiao-Li Fu, Ying-Ming Miao,
Long Li
Jie Wang, Long Li, Department of Nursing,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570100, Hainan
Province, China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You-Hong Chen, Xiao-Li Fu,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570100, Hainan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 Gastric cancer; Individualized; Continuation
care; Nursing needs; Influential factors

Yi-Lian Xu, Department of Oncolog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inan Medical College, Haikou 570100, Hainan
Province, China

Wang J, Chen YH, Xu YL, Fu XL, Miao YM, Li L. Needs for
individualized continuation nursing and influential factors in

Ying-Ming Miao, Graduate School, Hainan Medical College,

WCJD|www.wjgnet.com



2018-01-08|Volume 26|Issue 1|

王杰， 等． 胃癌患者个体化延续性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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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年上升的趋势, 且预后较差, 无法得到根本性的康复
治疗, 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就胃癌的诊
治现状来看, 现代胃癌的治疗方式不仅仅单一关注于
手术治疗、化疗药物治疗、放射治疗、分子靶向药物

摘要
胃癌是全球死亡率较高的消化系恶性肿瘤之一. 目
前临床对于胃癌的诊治方式已经不仅仅关注于单一
的手术治疗, 更加注重的是出院后患者的生活质量
及存活周期. 由此可见, 制定符合胃癌术后出院患者
个体需要的延续性护理成为现代胃癌治疗的新趋
势, 但个体化延续性护理的开展往往受到患者经济
条件、个人观念、治疗方式、人力资源等诸多因素
的制约. 因此, 打破限制性因素才能使个体化延续性
护理得到发展. 本文对影响胃癌患者个体化延续性
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作一综述.

治疗等治疗手段, 更加注重的是患者生活质量、存活
几率、延长寿命、减轻痛苦等, 因此制定符合胃癌术
后出院患者个体需要的延续性护理成为现代胃癌治疗
的新趋势[4,5].
延续性护理是指患者出院后由专门机构为患者提
供持续性的治疗与护理, 以保证患者在治疗恢复阶段
能够得到连续的专业卫生保健服务, 进一步促进患者
康复, 预防疾病远期并发症, 是整体护理的补充及延
伸, 具有广泛的经济及社会效益[6]. 然而, 胃癌患者具
有不同的类型及病理分期, 所采取的手术方式及治疗
手段也不尽相同. 采取手术治疗的患者, 在进行个体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化的延续性护理时注重患者自主病情的反馈及现有
的焦虑情况, 指导患者进行正确的切口恢复程度评估

关键词： 胃癌； 个体化； 延续性护理； 护理需求； 影响因素

及观察, 适合患者现阶段个体病情需要的进食禁忌及
指导、运动幅度及方式、体质量控制范围等. 对于内

核心提要： 胃癌是胃部肿瘤导致的恶变, 患者因病情需
要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制定符合胃癌患者个体需要的
延续性护理成为现代胃癌治疗的新趋势.

科治疗的患者, 在进行延续性护理时往往对癌痛的控
制、规律作息、癌痛治疗过程中的并发症、饮食欲望
等方面的需求较多. 因此, 应更加深入的满足患者对延

王杰， 陈友红， 许艺莲， 傅小莉， 苗瑛铭， 李珑． 胃癌患者个体化延续性护

续性护理的需求、制定属于不同患者的个体化延续性

理需求及影响因素．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２０１８； ２６（１）： ４－９ URL: http://

护理方案.

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26/i1/4.htm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6.i1.4

1 胃癌术后出院患者对延续性护理服务需求的现状
国外有研究 [7]表明, 胃癌手术患者出院后对于延续性

0 引言

护理的需求具有不同的时间节点, 分别是出院前、出

胃癌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 从全球来看, 在全球

院后2 wk、出院后1、2 mo; 而其中以出院前和出院后

183个国家中, 胃癌位居第5位, 在癌症病死率中排列

2 wk最为迫切, 出院后2 wk及出院后2 mo的需求满足

[1]

第6位 , 其预后相对较差,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 根据国

程度并无显著差异, 由此可见, 根据出院患者时间节点

际癌症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得知, 仅2012年一年中, 全

上对于延续性护理的需求来制定符合个体需要的院外

球胃癌新发病例约95.1万例, 因胃癌死亡病例约72.3万

延续性护理方案; 而在国内, 大多关注于在院患者的护

例, 而其中, 超过70%的胃癌新发病例发生在发展中国

理需求, 而忽视远端患者护理服务需求, 导致患者整体

家, 约50%的病例发生在亚洲东部[2], 且主要集中在中

就医满意度不高, 贾建美等[8]对152例住院患者进行了

国, 而其他国家及地区, 胃癌的发病率明显低于此. 由此

调查, 结果显示, 有82.7%的患者表示出院后仍需要医

可见, 在全球现有的疾病种类中胃癌的发病率较高, 而

务人员的护理服务, 且随着全程延续护理的开展能够

从近几年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 胃癌不仅拥有较高的死

提高胃癌患者化疗依从性, 提升其对于治疗疾病的信

亡率, 其发病特点及流行病学特征告诉我们胃癌存在较

心; 陕海丽等[9]对500例老年住院患者进行调查, 结果

大的地区及人种差异, 韩国、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

显示有很大一部分患者希望医护人员能够在其出院后

[3]

胃癌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欧美及非洲国家 . 从我国来

使用电话或家访等形式与其在院外进行沟通, 所占比

看, 我国是胃癌发病和死亡例数均约占世界的50%, 据

例分别高达95.2%和83.2%; 苏慧等[10]研究显示, 出院

中国肿瘤登记中心最新数据估计, 仅2015年一年中, 中

后进行化疗的胃癌患者, 家属也需要得到相关医护人

国胃癌新发病例约为67.9万例, 胃癌死亡病例约为49.8

员的院外沟通, 以指导其开展以家庭为中心的癌症延

万例. 因此, 由胃癌造成的疾病负担十分严重, 发病呈

续性护理模式, 由此可见, 不仅胃癌患者希望出院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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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专业的护理, 其家属也迫切需要得到相应指导, 但

期院外延续性护理; 而性格内向且文化水平较低的患

就目前情况看, 患者及其家属的延续性护理的需求往

者认为延续性护理是没有用的, 长期的癌症折磨导致

往得不得满足.

其对抗癌症产生疲乏心理, 对于延续性护理亦多数采
取抵抗的态度[16]; 患者自身观念无法得到转变为延续

2 影响胃癌术后出院患者个体化延续性护理需求的

性护理的开展埋下了阻碍, 但究其原因, 作为医护人员

因素

延续性护理的概念并未及时进行普及, 多数患者对此

影响患者个体化延续性护理需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

概念不清; 而文化水平、地区差异、风俗习惯、等也

的, 其中以经济因素、个体因素、治疗方式不同、延

是阻碍延续性护理概念进行普及的重要因素, 无法理

续性护理模式单一后期指导不及时等为主要原因, 因

解院外延续性护理的意义, 进而也就无法对此进行配

此, 我们可通过以上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影响患者

合. 因此, 不同的胃癌患者对待癌症的态度不同、对概

护理需求的原因.

念理解程度不同、观念不同导致配合程度不同进而对

2.1 经济因素 患者因胃癌行手术治疗已经让其家庭承

延续性护理的需求也不同, 所以, 我们应在积极了解患

担了较重的医疗费用, 术后长期的放化疗费用无疑给

者心理变化特点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对其进行心理疏

患者及其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同时, 患者因疾

导, 转变患者自身观念, 使其正向的对抗癌症, 普及延

病不仅生活质量降低亦影响到患者的工作能力, 使经

续性护理概念, 待患者充分理解后进而了解其护理需

济来源有限, 迫使患者及家庭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

求后再为其进行个体化的延续性护理.

因亚努信息护理推广普及不及时导致有很多患者概念

2.3 治疗方式的不同 胃癌具有不同的病理分型, 依据肿

不清, 甚至觉得院外的延续性护理会额外收取更多费

瘤生长部位及病理分期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用, 处于诸多经济方面的考虑多数患者对于延续性护

对于早期胃癌, 根据肿瘤的生长部位及病理学检查情

理持抵抗态度; 要想解决此类问题, 还是要从根本上究

况, 行楔形切除、胃部分切除(近端或远端)、全胃切除

其根本原因, 有研究[11,12]显示, 医保报销比例及支付方

等[17]外科手术治疗后需行淋巴结清扫, 根据其影像学

式影响了就医患者出院后的生活质量, 医疗费用全部

结果, 可选择行D1式、D1+α式或D1+β式、D2式等[18].

报销的患者与部分报销、未报销的患者相比, 生活治

目前, 胃癌的治疗方式已经从传统的单一的手术

疗提高了82.8%[13], 因此, 我们应呼吁相关部门提高医

治疗手段逐渐演变成多学科综合协助诊疗模式, 已然

保报销比例, 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患者经济因素方面的

进入了以患者为中心, 多学科综合治疗的时代, 外科的

负担,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进而为延续性护理的开展奠

手术治疗仍然是治疗胃癌的主要手段且是唯一可能治

定基础.

愈胃癌的可靠手段; 除手术外, 以放化疗为主的治疗方

众所周知, 院外延续性护理是由专门机构为出院

式、分子靶向药物治疗等也可提高胃癌的治愈几率.

患者提供持续性的治疗与保健, 其方式多种多样, 除了

但无论何种治疗方式都将有面临并发症的危险, 有文

传统的电话随访、家庭到访、微信等二级信息化平台

献报道[19], 胃癌术后常见并发症包括吻合口狭窄、吻

等模式外、还有大数据时代下软件依托手机应用程序

合口漏、胰瘘、腹腔脓肿及术后营养障碍等. 患者出

的院外随访模式, 相比于在院治疗, 其实往往能够为患

院后, 由于消化系统解剖位置及生理功能的改变, 往往

者节省更多的治疗费用,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及家属的

出现此类并发症时不知如何处理, 谢莹等[20]的研究显

照顾负担, 并及时进行病情指导, 因此, 经济情况较差

示在癌症出院患者人群中, 患者及其家属对于饮食指

的患者更迫切得到符合个体需要的延续性护理.

导、相关胃癌知识的普及、预防复发的指导的需求较

2.2 个体因素 患者本身的自我观念也是影响延续性护

高, 分别各占81.4%和78.4%, 其他方面的需求如药物

理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胃癌属于消化道癌症, 死亡率

指导、心理和社会健康的需求、康复锻炼等均在70%

较高, 预后较差, 很多患者认为, 术后的一系列并发症

以上. 而其中, 在院内采取手术治疗的患者出院后更迫

是疾病进展的表现, 术后长期的放化疗导致脱发、呕

切希望得到有关饮食和康复等方面的指导; 采取放化

吐、免疫力降低等负面影响导致患者自我形象的改变

疗治疗的患者则更希望得到有关应对化疗后不良反应

使得患者在进行胃癌治疗的同时, 更促使了患者采用

方面的指导; 因分子靶向药物治疗是在分子水平上通

消极的态度对抗疾病. 更有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情

过抑制肿瘤相关蛋白或基因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因其

[14]

, 患者自身情绪的转变直接影响了患者疾病的康

治疗靶点明确, 不良反应小, 耐受性好, 而在临床上被

复 . 在进行延续性护理的同时, 性格开朗文化程度较

广泛应用[21], 采用此类胃癌治疗方式的患者其对于延

高, 能够对疾病进行积极的治疗且能够很好地配合后

续性护理的需求更多希望得到有关运动康复方面的指

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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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由此可见, 患有不同胃癌类型的患者在院期间内须

持计划是一种自主研发的移动应用程序, 可为患者提

采取不同的治疗方式, 导致其院后的治疗方案不一致,

供单独且个体化的程序内服务, 从而可以为患者制定

故患者及家属对于院外延续性护理需求不同, 而后开

个性化的延续性护理方案; 而后Harder等[30]开发一款

展的延续性护理内容亦应有所不同[22], 此时, 及时的院

名为bWell的移动应用程序以促进乳腺癌术后手臂和

外延续护理不仅能够为患者制定个性化的延续性护理

肩膀等上肢功能障碍患者功能锻炼的自我管理. 由此

方案, 更能够对家属起到及时指导的作用.

可见, 癌症患者出院后智能化延续性护理工具的使用

2.4 人力资源的限制 延续性护理方式单一, 后期跟进

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患者相关资料的收集, 更是可以提

指导不及时, 患者及家属疲乏心理的产生, 影响了延续

高乳腺癌术后手臂和肩膀等上肢功能障碍患者功能锻

性护理需求. 多数延续性护理模式局限于电话随访, 患

炼的自我管理, 以及相关个体化方案的制定. 因此, 我

者出院后的简单电话指导后并未再进行更加深入的指

们应有相应的研发及后期软件应用后期跟进人员, 完

[23]

导, 导致多数患者对此疲乏. Macinko等 对国外的医

善我们的团队, 加大延续性护理开展范围, 从而为患者

疗资源分布情况进行了分析, 发达国家如加拿大、瑞

找到符合个体需要且能够最大可能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士、澳大利亚等国属国家福利型医疗卫生服务模式,

的可行性较高的延续性护理方案.

其医疗保障以法定的免费医疗为主, 经费全部来自税

3.2 为患者树立信心, 改变患者自身观念 多数患者胃

收, 床位比宽松进而医护人员工作负担相对轻松, 而我

癌术后往往态度多为消极, 在进行院外随访的过程中

[24,25]

, 即一个

也存在一定的失访情况, 甚至有些患者认为延续性护

医护人员对应5张床位. 由此可见, 临床上医护人员承

理对其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逃避随访、拒绝随访时有

担着非常繁重的护理工作, 且目前上临床负责院外随

发生, 这就给无论是进行电话随访还是实际家庭到访

访的人员多是临床一线护士, 此举加重了护士的负担

的延续性护理方式带来了一定困难, 产生这种情况的

进而无法拥有更多精力完善院外延续性护理, 专业团

主要原因有现有的康复进展与其期望的康复进展存在

队人员的缺失注定了无法进行专业的后期指导. 导致

较大心理落差、患者的经济负担、人物性格、家庭及

院外延续性护理多年来仍停留在片面的随访、片面的

社会系统的支持等有关[31-36].

国发达省份床位比最高的比例为1∶5.71

数据收集阶段, 无效随访越来越多导致患者及家属心

而癌症患者的心理活动以及护理人员对患者的心

理状态的改变.

理干预将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治疗效果, 因此, 作为医护
人员应准确把握不同时期癌症患者心理特点, 依据其

3 对策

人物性格特性联合心理治疗科医师多学科交叉诊治对

3.1 建立专业的延续性护理团队, 加大延续性护理开展

其进行有针对性的心理干预, 使其配合治疗, 从根本上

范围 完善相应社会保障制度,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患者

转变患者观念, 在其入院之初进行健康宣教, 增加患者

的经济负担, 因此, 我们应鼓励相关社区医院健全双向

安全感和自信心.

转诊制度, 全面铺开社区医院建立辖区内居民健康档

3.3 提供多样化的延续性护理方案以满足不同治疗方

案制度, 使得能够直接与就诊医院实时对接, 从而进一

式患者的需要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提出[37], 人的需

步促进现代医联体时代的到来; 不健全的院外随访使

要具有高级和低级之分, 胃癌出院患者的需要也是多

得患者在出院后仍需多次往返医院[26], 无疑加大了患

样性的, 胃癌患者术后饮食情况、消化道结构的改变

者的经济负担, 所以在开展延续性护理的同时我们应

使得患者无法满足自身生理、安全的需要, 而术后原

充分发挥团队的力量, 多角度、广范围、多学科交叉

有劳动状态被迫改变又使得其自我实现的需要无法得

的对患者给予指导, 及时的院外延续性护理才能使得

到满足, 而有些胃癌患者因其术后配合放化疗导致脱

患者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得到处理. 而对于农村偏远

发、呕吐的情况, 患者自我形象紊乱又使得无法满足

山区等地, 应鼓励加大电话随访, 普及通俗易懂的健康

尊重的需要. 因此, 专业人员应根据患者的需要, 联合

教育资料, 同时呼吁社会重视农村医疗机构的建设和

患者迫切需要的时间节点, 即出院前和出院后2 wk, 结

投资, 提高农村医疗整体水平; 而对于城镇居民, 除建

合患者不同的手术治疗、术后放化疗、分子靶向药物

立健全社区卫生保障体系外, 还应加大医护人员实际

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 有针对性地对不同类型的胃癌

到访的力度, 对于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胃癌患者, 充分利

患者制定符合个体特征的延续性护理方案.

用手机应用程序、微信、软件管理平台等多媒体随访

3.4 建立专业的延续性护理团队, 深入开展多模式的延

[27,28]

[29]

, 国外的相关研究显示, Baguley等 首次提出

续性护理 延续性护理从概念上分属家庭康复中的一部

了在乳腺癌患者中使用电子支持计划, 乳腺癌电子支

分, 而许多胃癌晚期的患者, 家庭支持显得尤为重要[38]

工具

WCJD|www.wjgnet.com



2018-01-08|Volume 26|Issue 1|

王杰， 等． 胃癌患者个体化延续性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

对于胃癌患者, 结合延续性护理无论是化疗依从性还
是生活质量都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39-45]

8

. 因此, 组合

9

集管床医生、管床护士、营养咨询师、康复理疗师、
临床药师、心理咨询师为一个团队的专业的延续性护

10

理团队, 进而使患者得到全面综合性的延续性护理指
导、得到家庭和专业人员支持[46-48], 打破传统的仅以

11

护士为主导的单一电话随访模式, 集管床医护的症状

12

指导、营养咨询师的饮食指导、专业理疗师的康复指
导、临床药师的用药指导、心理咨询师的心理疏导等
多学科的交叉力量[49-51], 为患者制定更为专业、深入

13

的后期院外延续性护理方案.

14
15

4 结论
胃癌给患者及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整个疾病恢复

16

周期较长且预后较差, 术后定期的放化疗决定了患者

17

需要长期的康复指导与护理. 目前国内, 社区医疗及家
庭康复等院外延伸性护理起步较晚且发展较慢, 相关
医务人员缺乏延续性护理理念, 出院准备工作后仅局

18

限于健康宣教. 针对不同经济条件、不同观念、不同
类型的手术与治疗方式、不同文化水平的胃癌患者,
往往采取统一且简单的电话随访模式进行延续性护

19

理, 失访率高、导致后期的延续性指导跟进困难、患
者配合程度不高、导致无效随访日益增多. 针对这种

20

情况, 我们应呼吁相关职能部门提高医保报销比例, 完

21

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 进而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积极消

22

除患者顾虑, 其次要转变患者自身观念, 根据患者需求

23

的不同、治疗方案的不同、而制定深入且具有个体化
特征的院外延续性护理方案, 满足其对于延续性护理
的需求, 促进患者家庭康复.
5

参考文献

1

尤黎明， 吴瑛． 内科护理学． 第5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297-306
左婷婷， 郑荣寿， 曾红梅， 张思维， 陈万青． 中国胃癌流行病学
现状． 中国肿瘤临床 2017; 44: 52-58 [DOI: 10.3969/j.issn.100
0-8179.2017.01.881]
Torre LA, Bray F, Siegel RL, Ferlay J, Lortet-Tieulent J,
Jemal A.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2. CA Cancer J Clin
2015; 65: 87-108 [PMID: 25651787 DOI: 10.3322/caac.21262]
夏斌， 张义胜． 胃癌的治疗现状．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17; 30:
489-491
耿龙龙， 任鹏， 李延海， 蒋宏， 王荣华， 王琤， 李保松． 胃癌治疗
现状及新进展． 医学理论与实践 2017; 30: 1744-1749
Ahmadidarrehsima S, Rahnama M, Afshari M, Asadi
Bidmeshki E. Effectiveness of Teach-Back Self-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on Happiness of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sian Pac J Cancer Prev 2016; 17: 4555-4561 [PMID: 27892662]
Ha Dinh TT, Bonner A, Clark R, Ramsbotham J, Hines 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back method on adherence
and self-management in health education for people with
chronic disease: a systematic review. JBI Database System
Rev Implement Rep 2016; 14: 210-247 [PMID: 26878928 DOI:

2

3

4
5
6

7

WCJD|www.wjgnet.com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10.11124/jbisrir-2016-2296]
贾建美， 初远萍． 全程延续护理指导对胃癌患者化疗依从性的
影响评价． 中国农村卫生 2017; 9: 66-68
陕海丽， 王颖， 邓笑伟． 住院老年患者500例健康教育调查分析
及护理对策． 解放军护理杂志 2004; 21: 29-31
苏慧， 周群燕， 沈学丽， 沈燕， 邓玲． 以家庭为中心的支持护理
模式应用于胃癌化疗间歇期患者的临床效果分析． 现代中西
医结合杂志 2017; 26: 1698-1700
宋燕， 韩志琰， 宋奎勐， 窦伟洁， 甄天民． 社会医疗保障水平对
居民住院费用的影响． 卫生软科学 2017; 31: 35-37
余晓兰， 董建成， 耿劲松， 张健， 俞思敏， 吴辉群， 蒋葵． 大数据
理念下医保报销循证决策框架设计． 医学信息学杂志 2017;
38: 62-64
李惠玲， 罗凝香， 许红璐． 胃癌术后出院患者延续性护理需求
及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 现代临床护理 2011; 10: 64-66
曹艳梅， 薛云珍， 葛国靖， 牛润桂， 辛丽艳， 于静． 晚期癌症患者
尊严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护理学报 2017; 24: 30-34
孙轶文， 薛云珍， 曹艳梅， 张涛， 冯佳菏， 周旻， 王黎楠． 晚期
癌症患者不同情绪状况的生命质量比较． 中国校医 2017; 31:
176-179
张焕军． 妇科癌症患者癌因性疲乏与希望水平的相关性研究．
吉林： 吉林大学， 2017
陈刚， 赵和照， 陈秀锋， 谭镇宗， 何苗． 腹腔镜胃癌根治术可行
性与安全性的Meta分析． 中国现代普通外科进展 2017; 20:
350-354
Songun I, Putter H, Kranenbarg EM, Sasako M, van de
Velde CJ. Surgical treatment of gastric cancer: 15-year
follow-up results of the randomised nationwide Dutch
D1D2 trial. Lancet Oncol 2010; 11: 439-449 [PMID: 20409751
DOI: 10.1016/S1470-2045(10)70070-X]
胡详， 张弛． 胃癌根治术后并发症及其风险预测． 中国实用外
科杂志 2017; 37: 337-341
谢莹， 王晶晶． 延续性护理模式在癌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现
状． 全科护理 2017; 15: 2324-2327
罗会芹， 何义富． 晚期胃癌分子靶向治疗进展． 临床肿瘤学杂
志 2017; 22: 455-460
彭良群， 张斌， 杨巍， 张占东， 刘洪兴， 花亚伟． 胃癌新辅助化疗
的研究进展． 河南医学研究 2017; 26: 818-820
Macinko J, Harris MJ. Brazil's family health strategy-delivering community-based primary care in a universal
health system. N Engl J Med 2015; 372: 2177-2181 [PMID:
26039598 DOI: 10.1056/NEJMp1501140]
李蕾， 李靖宇， 刘兵， 乔晗． 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与资源配置的国
际比较． 管理评论 2017; 29: 186-196
杨展， 胡晓， 陈饶， 任晓晖． 我国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公平性
研究． 中国卫生资源 2017; 20: 106-109
张艳玲， 张素， 杨丰华． 延续护理对老年晚期胃癌患者化疗反
应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全科护理 2017; 15: 1397-1398
胥秀， 陈萍， 冯丹． 微信平台在癌痛出院患者延续性护理中的
应用． 护理管理杂志 2017; 17: 67-69
彭雪． 基于微信公众平台的延续性护理应用于胃癌手术治疗
患者的价值初探．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017; 8: 185-186
Baguley BJ, Skinner TL, Leveritt MD, Wright OR. Nutrition
therapy with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to improve
prostate cancer-related fatigue in men on androgen
deprivation therapy: a study protocol. BMC Cancer 2017;
17: 1 [PMID: 28049525 DOI: 10.1186/s12885-016-3022-6]
Harder H, Holroyd P, Burkinshaw L, Watten P, Zammit
C, Harris PR, Good A, Jenkins V. A user-centred
approach to developing bWell, a mobile app for arm and
shoulder exercises after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J Cancer
Surviv 2017; 11: 732-742 [PMID: 28741202 DOI: 10.1007/
s11764-017-0630-3]
赵毛妮， 李秋芳， 高亚娜， 李韶珺． 癌症患者癌症复发恐惧感的
研究进展． 实用医学杂志 2017; 33: 1016-1018
王芳， 李云霞． 癌症患者的心理护理现状及展望． 中国医药指

2018-01-08|Volume 26|Issue 1|

王杰， 等． 胃癌患者个体化延续性护理需求及影响因素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南 2017; 15: 22-23
李红玉． 癌症患者的心理治疗与护理．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7; 17: 173
郭雯． 癌症患者心理需求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大连： 大连
医科大学， 2017
王芹， 章新琼， 王秋萍， 吴小婷， 葛刘娜， 李晓慧． 消化道癌症患
者化疗期的症状群及其与心理一致感的关系． 中国心理卫生
杂志 2017; 31: 685-689
林蕊， 李彤， 李青， 黄璐． 心理护理对癌症化疗患者心理状态的
影响． 临床护理 2017; 24: 138-139
李佳， 安丰英， 杨丽丽．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在癌痛患者中的
应用． 吉林医学 2015; 36: 354-355
金佳， 黄丽华． 妇科癌症幸存者延续护理的研究进展． 中华护
理杂志 2017; 52: 598-603
梁永红． 个体化延续性护理对晚期胃癌合并腹腔积液患者的
影响． 内科 2017; 11: 144-146
马春艳． 探讨全程延续护理指导对胃癌患者化疗依从性的影
响． 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 2016; 16: 256-257
王萍， 冯晓东． 延续性护理对胃癌患者出院后希望水平及生活
质量的影响． 实用临床医药杂志 2015; 19: 43-46
郭艳艳， 樊向丽， 亢君． 延续性护理对胃癌患者希望水平的影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响． 护理学杂志 2017; 32: 101-102
王聪， 王丹丹．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全胃切除术后患者健康状况
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现代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7; 26: 333-335
高明月， 徐晓丽， 杨冬冬， 贾娜， 孙冠， 尹威威． 延续性护理健康
教育对胃癌术后患者负性情绪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中国临床
研究 2017; 30: 417-419
肖海敏， 宋晓雪． 延续性护理干预对改善胃癌根治术患者术后
生活质量及健康状况的效果分析． 现代消化及介入治疗 2017;
22: 558-561
江晶． 家庭护理现状和思考． 中国卫生标准管理 2 0 1 7 ; 8 :
143-145
刘俊艳， 张芹， 陈晓明． 癌症疼痛患者家庭护理的研究进展． 全
科护理 2017; 15: 25-28
李学文， 麦艳冰， 黄旭娟． 医疗机构照顾与社区服务结合家庭
护理在社区优质护理中的应用． 全科护理 2017; 15: 133-135
田海军． 整合医学的临床实践－谈癌症临床整合治疗的进展．
沈阳医学院学报 2017; 19: 83-84
周丽莎， 段松玲， 王继红． 人文关怀在癌症患者护理中的应用．
循证护理 2017; 3: 230-231
苏向前， 邢加迪． 胃癌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诊疗模式专家共
识．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17; 37: 37-38

编辑:闫晋利 电编:李瑞芳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DOI: 10.11569

© 2018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 消息 •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正文要求
本刊讯 本刊正文标题层次为 0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2 方法; 2 结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一律左顶格写, 后空1
格写标题; 2级标题后空1格接正文. 以下逐条陈述: (1)引言 应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该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关系. (2)材料和
方法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的研究者能够重复该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细描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用参考文献
即可, 有关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改进仅描述改进之处即可. (3)结果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在结果中
应避免讨论. (4)讨论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而不是重复叙述, 也不应是大量文献的回顾.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有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 使读者不查阅正文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表头, 表内非公
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说明, 表格一律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应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以
使其容易被读者理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注出. 同一个主题内容的彩色图、黑白图、线条图, 统一用一个注解
分别叙述. 如: 图1 萎缩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化．A: …; B: …; C: …; D: …; E: …; F: …; G: …. 曲线图可按●、○、■、□、
▲、△顺序使用标准的符号. 统计学显著性用: aP <0.05, bP <0.01(P >0.05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cP <0.05, dP <0.01; 第
3套为eP <0.05, fP <0.01. P 值后注明何种检验及其具体数字, 如P <0.01, t = 4.56 vs 对照组等, 注在表的左下方. 表内采用阿拉伯
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位符号应注在表的右上方, 表内个位数、小数点、±、-应上下对齐.“空白”表示无此项或未测, “-”
代表阴性未发现, 不能用同左、同上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重复. 表图的标目尽量用t /min, c /(mol/L), p /kPa, V /mL, t /℃表达.
黑白图请附黑白照片, 并拷入光盘内; 彩色图请提供冲洗的彩色照片, 请不要提供计算机打印的照片. 彩色图片大小7.5 cm
×4.5 cm, 必须使用双面胶条黏贴在正文内, 不能使用浆糊黏贴. (5)志谢 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左齐.

WCJD|www.wjgnet.com



2018-01-08|Volume 26|Issue 1|

®

在线投稿: https://www.baishideng.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年1月8日; 26(1): 10-16

DOI: 10.11569/wcjd.v26.i1.10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

枳葛口服液抗大鼠酒精性肝损伤时细胞因子的表达
杨国川， 魏 嵋， 李 志， 李 波， 梁 杨， 刘友平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319 Zhongshan Road, Jiangyang District,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lyp2507622@lzmc.edu.cn

杨国川， 魏嵋， 李志， 李波， 梁杨，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 四川省
泸州市 646000
刘友平， 西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四川省泸州市 646000

Received: 2017-11-06
Revised: 2017-11-21
Accepted: 2017-12-03
Published online: 2018-01-08

杨国川， 住院医师， 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肝胆疾病的防治研究．
基金项目： 四川省科技厅－泸州市政府－泸州医学院联合课题， Ｎｏ．
１４ＺＣ００４１； 四川省教育厅重点基金资助项目， Ｎｏ． １６ＺＡ０２０１．

Abstract

作者贡献分布： 刘友平与杨国川对此论文所作贡献均等； 此课题设计由
魏嵋与刘友平完成； 实验研究过程由杨国川、梁杨、李志及李波操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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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国川共同完成．

AIM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and preventive effects of Zhige oral solution
against alcoholic liver injury (ALI) in rats.

通讯作者： 刘友平， 教授， ６４６０００， 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忠山路三段３１９
号， 西南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
ｌｙｐ２５０７６２２＠ｌｚｍｃ．ｅｄｕ．ｃｎ

METHODS

Rats were divided into six groups: normal control
group, model group, positive control group, high-,
medium-, and low-dose Zhige oral solution groups.
Except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ALI was induced
in rats of other groups by simple alcohol gavage. The
high-, medium-, and low-dose Zhige oral solution
groups were given high-, medium- and low-dose
group Zhige oral solutio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Jiejiuling oral solution, and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distilled water. Twelve weeks
later, abdominal aorta arterial blood was collected to
measure serum levels of alanine transaminase (ALT)
and 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 as well as the
contents of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 (IL)-6, and IL-10. The rats were sacrificed to
observe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 in liver tissue.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０６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２１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０３
在线出版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８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 rats
with ethanol-induced liver injury
treated with Zhige oral solution
Guo-Chuan Yang, Mei Wei, Zhi Li, Bo Li, Yang Liang,
You-Ping Liu
Guo-Chuan Yang, Mei Wei, Zhi Li, Bo Li, Yang Li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Affiliated to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You-Ping Liu,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Sichuan Province,
China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rmal control group, serum levels
of TNF-α, IL-6, IL-10, ALT, and AST were significantly
altered in all groups except the high-dose Zhige oral
solution group (P < 0.01 or 0.05), and varying degrees
of massive swelling of liver cells and red lipid droplets

Supported by: Department of Sichuan Provin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Lu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Luzhou Medical
College Joint Project, No. 14ZC0041; Key Project of Sichuan
Provin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No. 16ZA0201.
Correspondence to: You-Ping Liu, Professor,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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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observed in liver tissues in all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group, all the tested indicators showed
varying degrees of reversal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and three intervention groups (P < 0.01 or 0.05),
and the reversal effect was best in the high-dose Zhige
oral solution group (P < 0.01). The therapeutic effect
in the middle dose group was similar to that in the
positive control group (P > 0.05).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关键词： 酒精性肝损伤； 细胞因子； 枳葛口服液
核心提要： 枳葛口服液, 其组成药方主要含枳椇子、葛根
等几味药食同源纯中药的解酒经验组方, 用于预防长期
大量饮酒造成的酒精性肝损伤收到良好的效果, 其解酒
护肝之功效可能与其调节体内细胞因子水平密切相关.

CONCLUSION

Zhige oral solution can reduce or inhibit the occurrence
of ALI by regulating the levels of cytokines in r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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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性肝损伤(alcoholic liver injury, ALI)是长期大量

Yang GC, Wei M, Li Z, Li B, Liang Y, Liu YP. Expression of
cytokines in rats with ethanol-induced liver injury treated with
Zhige oral solution.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8; 26(1):
10-16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26/
i1/10.htm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6.i1.10

饮酒后所出现的肝脏病理性损伤 [1], 其发展是一个循
序渐进的过程: 即脂肪肝、肝炎、肝纤维化、肝硬
化等[2,3]. 大量研究[4-6]证实: 当损伤在酒精性脂肪肝阶
段, 肝组织内表现为大量脂肪堆积, 并启动脂质过氧
化机制使肝内Kupffer细胞合成释放大量细胞因子和

摘要
目的
探讨枳葛口服液预防大鼠酒精性肝损伤(alcoholic
liver injury, ALI)与体内细胞因子的相关性.

炎性介质, 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 IL)等, 多种细胞因子和炎
性介质进一步加重肝细胞的损伤, 使酒精性脂肪肝进
展到酒精性肝炎阶段. 因此细胞因子在ALI病情发展

方法

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备受关注[7,8]. 枳葛口服液是西南

以单纯酒精灌胃法造模ALI大鼠, 干预组酒精灌胃
同时给予不同剂量(高、中、低剂量组)枳葛口服液,
阳性对照组酒精灌胃同时给予解酒灵口服液, 正常
组以蒸馏水灌胃. 12 wk后腹主动脉取血检测肝功指
标谷丙转氨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谷草转
氨酶(aspartate transaminase, AST)及细胞因子肿瘤坏
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白介素
(interleukin, IL)-6、IL-10血清含量, 同时处死大鼠
观察其肝组织病理学变化.

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著名专家教授经过长期临床探
索总结出的纯中药解酒经验组方, 具有解酒、保肝之
功效, 对于长期大量饮酒所致的ALI有良好的预防效
果, 但其作用机制尚待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旨在观察枳
葛口服液对ALI的防治作用及对细胞因子的影响.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实验动物及药品: 清洁级♂SD大鼠共90只, 体
质量170-210 g, 由西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枳

结果
相比正常组, 除高剂量组外, 各组大鼠T N F-α、
IL-6、IL-10、ALT、AST血清含量均有明显变化
(P <0.01或0.05), 且各组肝组织病理学可见不同程度
的肿胀肝细胞及红色脂滴. 相比模型组, 各治疗组以
上指标均呈现不同程度地逆转(P <0.01或0.05), 其中
高剂量组逆转最显著(所有指标P <0.01), 几乎接近正
常组值; 中剂量组疗效与阳性对照组近似(P >0.05).

葛口服液: 规格为20 mL×6支/盒, 批号: 20151026, 有

结论

索莱宝科技有限公司. TNF-α、IL-6、IL-10 ELISA测

枳葛口服液可通过调节大鼠机体细胞因子水平, 起
到防治ALI发生发展的作用.

定试剂盒购自上海桥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丙转氨

WCJD|www.wjgnet.com

效期2年, 由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制剂室提供.
解酒灵口服液: 规格为10 mL×6支/盒, 有效期18 mo,
生产批号: 20150401, 由黄石市今阳保健品厂提供. 试
剂: 泸州老白干购自中国•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生
产批号: 20150604, 酒精度为52%VOL. 普通饲料由西
南医科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油红O染液购自北京

酶(alanine transaminase, ALT)、谷草转氨酶(aspar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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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图 1

各组大鼠油红O染色镜下图(×400). Ａ： 正常组； Ｂ： 模型组； Ｃ： 高剂量组； Ｄ： 中剂量组； Ｅ： 低剂量组； Ｆ： 对照组．

transaminase, AST)测定试剂盒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

2 结果

研究所.

2.1 各组大鼠肝组织油红O染色的比较 正常组大鼠肝

1.2 方法

细胞形态正常, 结构清晰, 核呈蓝色, 细胞内未见明显

1.2.1 造模及给药: ♂SD大鼠90只适应性喂养1 wk后随

红色脂滴形成; 模型组大鼠可见大面积肝细胞肿胀, 其

机分为6组: 正常组、ALI动物模型组(模型组)、解酒

周围可见大片红色脂滴形成; 枳葛口服液高剂量组比

灵口服液阳性对照组(对照组)及枳葛口服液(高、中、

较模型组肝细胞红色脂滴显著减少, 几乎与正常组大

低剂量)3组. 正常组采用蒸馏水灌胃1.0 mL/100 g/d, 其

鼠相似; 枳葛口服液中剂量组和阳性对照组肝细胞红

余每组均给予52%泸州老白干灌胃1.0 mL/100 g/d, 同

色脂滴相近, 比高剂量组多, 比低剂量组少; 而枳葛口

时枳葛口服液高、中、低剂量3组各分别灌服枳葛口

服液低剂量组仍然可见大面积红色脂肪颗粒聚集, 但

服液1.0、0.5、0.25 mL/100 g/d及对照组灌服解酒灵

比模型组稍好一点(图1).

口服液0.5 mL/100 g/d. 以上各组均自由饮水, 饲普通

2.2 各组大鼠血清肝功指标的比较 与正常组比较, 除

饲料, 每晚8时以后禁食不禁水, 次日9时灌胃后给予普

高剂量组外各组血清A LT、A S T均升高(P <0.01或

通饲料, 持续12 wk.

0.05), 其中模型组升高最为明显(P <0.01); 与模型组比

1.2.2 标本采集: 最后1次给药后12 h禁食, 用1%戊巴比

较, ALT、AST在高、中、低剂量组及对照组均有所

妥钠0.4 mL/100 g体质量腹腔注射麻醉, 腹主动脉取血

下降, 但下降趋势分别呈现一定的递减趋势: 即枳葛

后, 4 ℃冰箱放置12 h后离心取血清, -80 ℃冰箱保存,

口服液高剂量组下降最为明显(P <0.01), 几乎接近正常

用于检测ALT、AST、TNF-α、IL-6、IL-10; 取部分

组,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其次是中剂量组

肝左叶以4%甲醛固定, 做油红O染色.

(P <0.05)、对照组(P <0.05)及低剂量组(P >0.05), 解酒灵

1.2.3 指标检测: 油红O染色肝组织病理学变化; 全自

口服液对照组血清ALT、AST虽较枳葛口服液中剂量

动生化分析仪检测血清A LT、A S T; E L I S A法检测

组高, 但两组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图2).

TNF-α、IL-6、IL-10.

2.3 各组大鼠血清IL-6、IL-10、TNF-α的比较 与正

统计学处理 统计软件SPSS20.0分析数据, 定量资

常组相比, 除高剂量组外各组血清I L-6、T N F-α含

料采用mean±SD表示, 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 组

量均升高(P <0.01或0.05), 其中模型组升高最为明显

间对比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P <0.01); 与模型组相比, 高剂量组、中剂量组、对

学意义.

照组、低剂量组I L-6、T N F-α血清含量均显著下降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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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ALT、AST血清含量的比较 (mean ± SD, U/L)

分组

ALT

AST

正常组

４２．０７ ± ３．８２

７８．０２ ± ８．３２

模型组

５６．８５ ± ４．４４ｂ

１０１．９１ ± ７．５６ｂ

高剂量组

４４．３８ ± ２．６７ｄｅ

８３．２７ ± ８．９３ｄｅ

中剂量组

ａｃ

５０．５９ ± ２．４２

９０．１６ ± ７．３９ａｃ

对照组

５２．５１ ± ３．６１ａ

低剂量组

A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5
0

IL-10(pg/mL)

表 1

ａ

５３．４５ ± ２．６４

９１．８０ ± ７．２４ａｃ
９３．８１ ± ７．２２ａ

B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正常组； ｃＰ ＜０．０５，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IL-6(pg/mL)

ａ

对照组． ＡＬＴ： 谷丙转氨酶； ＡＳＴ： 谷草转氨酶．

A 70
50
40

C 450
400
35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30
20
10
正常组 模型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对照组 低剂量组

B 120
100
AST(U/L)

正常组 模型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对照组 低剂量组

TNF-α(pg/mL)

ALT(U/L)

60

0

正常组 模型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对照组 低剂量组

80

正常组 模型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对照组 低剂量组

60
图 3 各组IL-6、IL-10、TNF-α血清含量的折线图比较. Ａ： 各组
ＩＬ－１０血清含量的折线图比较； Ｂ： 各组ＩＬ－６血清含量的折线图比较；
Ｃ： 各组ＴＮＦ－α血清含量的折线图比较． ＩＬ： 白介素； ＴＮＦ－α： 肿瘤坏
死因子－α．

40
20
0

正常组 模型组 高剂量组 中剂量组 对照组 低剂量组

现: 与正常组比较, 模型组大鼠肝功能指标ALT、AST

图 2 各组ALT、AST血清含量折线图比较. Ａ： 各组ＡＬＴ血清含量折
线图比较； Ｂ：各组ＡＳＴ血清含量折线图比较． ＡＬＴ： 谷丙转氨酶； ＡＳＴ：
谷草转氨酶．

均显著升高(P <0.05), 肝组织油红O染色出现大面积肝
细胞肿胀, 其周围可见大片红色脂滴形成(表1, 图1, 2),
说明ALI造模成功, 这类似于其他相关造模实验[9,10]. 同

(P <0.01或0.05), 并呈现依次递增的趋势, 其中, 枳葛口

时在模型组大鼠中发现: 细胞炎性因子IL-6、TNF-α

服液高剂量组降低最显著(P <0.01), 几乎接近正常组

明显高于正常组大鼠(P <0.05), 而抗炎因子IL-10明显

值, 两者差异无明显统计学意义(P >0.05); 其次是中剂

低于正常组大鼠(P <0.05, 表2, 图3). 大量研究证实: 炎

量组、对照组及低剂量组(均P >0.05). 解酒灵口服液对

性因子TNF-α既能直接参与打击肝细胞, 使之变性、

照组较枳葛口服液中剂量组稍高, 但两组差异无明显

坏死[11,12], 还能刺激其他炎性因子如IL-1、IL-8的释放

统计学意义(P >0.05). 与正常组相比, 除高剂量组外各

以进一步加重肝细胞的损伤与凋亡, 是炎症级联放大

组血清IL-10含量均降低显著(P <0.01或0.05), 其中模型

反应的关键细胞因子 [13]. 其次IL-6与ALI的病理发展

组升高最为明显(P <0.01); 与模型组相比, 高剂量组、

也有着密切相关性, 相关研究发现在ALI动物模型中

对照组、中、低剂量组IL-10含量均显著升高(P <0.01
或0.05), 也呈现依次递减趋势; 解酒灵口服液对照组

血清或肝组织中IL-6明显升高 [14,15], 同时在酒精的长

的IL-10较枳葛口服液中剂量组稍高, 但两组差异不显

期刺激下, IL-6即可介导肝脏合成反应性蛋白(如C反

著(P >0.05, 表2, 图3).

应蛋白), 又可直接刺激肝细胞增生并分泌大量胶原以

3 讨论

形成可能与炎性因子IL-6、TNF-α明显升高密切相关.

本研究通过单纯酒精灌胃法建立大鼠急性ALI模型发

IL-10属于典型的抗炎因子[18], 具有抗炎的功能, 能够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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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组IL-6、IL-10、TNF-α血清含量的比较 (mean ± SD, pg/mL)

分组

IL-6

IL-10

TNF-α

正常组

７０．１１ ± １０．５８

４０．２４ ± ４．２３

１４３．６０ ± ３２．３３

模型组

１４４．４８ ± ２１．６８ｂ

２２．４３ ± ５．６２ｂ

３６３．４４ ± ６１．２９ｂ

高剂量组

８５．１２ ± １５．５８ｄｅ

３５．０８ ± ５．０８ｄｅ

１７１．０９ ± １２．１８ｄｅ

中剂量组

ａｄ

９３．０７ ± １３．８４

ａｃ

３０．９８ ± ４．１７

２０８．９０ ± １６．３９ａｄ

对照组

９５．０３ ± １９．２６ａｄ

３１．１７ ± ４．１９ａｃ

２１３．３７ ± ２０．００ａｃ

ａｃ

ａｃ

低剂量组

１０３．８６ ± ２０．４１

２６７．７４ ± ２９．１０ｂｃｅ

２９．５８ ± ３．９７

ａ

Ｐ ＜０．０５， ｂＰ ＜０．０１ ｖｓ 正常组； ｃＰ ＜０．０５， ｄＰ ＜０．０１ ｖｓ 模型组； ｅ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ＩＬ： 白介素； ＴＮＦ－α： 肿瘤坏死

因子－α．

调控TNF-α, 抑制促炎因子的产生, 同时还有抗纤维
[19]

能与其调节体内细胞因子水平密切相关.

, 可见在模型组大鼠中IL-10的显著降低进一

总之, 枳葛口服液可通过调节大鼠机体细胞因子

步加重了ALI. 在酒精灌胃的同时给予不同剂量枳葛

水平, 从而起到防治ALI发生发展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

口服液干预(高、中、低剂量组)并解酒灵口服液做对

为ALI患者及广大的饮酒人群提供安全可靠、行之有

照(对照组)发现: 与模型组比较各治疗组大鼠肝组织

效的保健制剂, 我们将进一步对枳葛口服液进行深度

病理改变及血清ALT、AST及IL-10、IL-6、TNF-α的

研究并促使其成果转化.

化作用

含量均发生了不同程度逆转(表1, 2, 图1-3), 其中高剂

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量枳葛口服液组所有指标逆转最显著(P <0.05), 几乎接
近正常组; 对照组解酒灵口服液与中剂量枳葛口服液

实验背景

疗效相当, 两组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 >0.05). 比较各组

酒精性肝损伤(alcoholic liver injury, ALI)是长期大量饮

以上所有检测指标的折线图发现在这六组中变化趋势

酒导致肝脏循序渐进发展的病理性损伤, 即脂肪肝、

非常一致, 并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图1-3). 说明一定剂

肝炎、肝纤维化、肝硬化等, 因此如何有效预防肝损

量的枳葛口服液确实能通过调节体内细胞因子水平以

伤的发生是现代医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枳葛口服液是

阻止或减轻ALI的发生发展.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著名专家教授经过长期临床

中药防治ALI优势明显, 内涵丰富, 着重预防治未

探索总结出的纯中药解酒经验组方, 对于长期大量饮

病, 且不良反应小,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20-22]. 西南医

酒造成的ALI具有良好的预防效果, 但其作用机制有

科大学附属中医院著名肝病专家孙同郊教授结合西

待进一步研究.

医对ALI的理解, 认为酒含湿热之毒, 湿热隐伏于血分,
导致气滞、血瘀等失调性改变; 湿困脾土, 使脾失健

实验动机

运; 热为阳邪, 常损肝阴, 阴伤及肾, 故而肝脾肾三脏的

为了更好地为ALI患者及广大的饮酒人群提供安全可

亏虚及气血阴阳生化乏源等虚损性改变 [23,24]. 鉴于以

靠、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剂, 我们将进一步对枳葛口服

上理解并经过几十年的临床探索, 孙同郊教授总结出

液作用的分子机制进行深度研究并促使其成果转化.

了具有明显解酒护肝之功效的解酒经验方-枳葛口服
液, 其组成药方主要有: 枳椇子、葛根、山楂等. 现代

实验目标

研究[25,26]表明, 枳椇子总黄酮可通过减少ALI大鼠血清

相关研究证实多种细胞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t u m o r

TNF-α来维持肝脏的损伤与修复循环平衡, 同时他可

necrosis factor α, TNF-α)、白介素(interleukin, IL)-10、

增加抗炎因子IL-10含量, 起到降低肝脏炎症水平及限

IL-6等在ALI病情发展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本研究旨

制肝脏纤维化的作用. 葛根素能够改善微循环, 减少氧

在观察枳葛口服液对ALI防治作用中对细胞因子的影

自由基, 进而减少TNF-α等炎症因子产生[27]. 山楂具有

响, 为枳葛口服液的进一步深度研发提供一定的理论

活血化瘀、消积化滞及补脾健胃等功效[28], 现代医学

依据.

研究证实: 山楂中含有丰富的山楂黄酮, 具有较强的抗
氧化抗炎等细胞保护作用[29], 能阻止与肝病相关的炎

实验方法

[30]

性因子TNF-α释放 . 可见, 枳葛口服液的解酒护肝可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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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灌胃同时给予不同剂量(高、中、低剂量组)枳葛口
服液, 阳性对照组酒精灌胃同时给予解酒灵口服液,

9

正常组以蒸馏水灌胃. 12 wk后处死大鼠检测相应指
标.该动物模型造模简单, 无其他干扰因素, 实验分组

10

对比鲜明, 实验效果明显.

实验结果

11

实验结果发现: 相比正常组, 模型组大鼠谷丙转氨酶、
谷草转氨酶、TNF-α、IL-6、IL-10血清含量均改变明
显(P <0.01), 肝组织病理学可见大量肿胀肝细胞及红色
脂滴, 说明造模成功; 相比模型组, 各治疗组以上指标

12

均呈现不同程度地逆转(P <0.01或0.05), 其中高剂量组
逆转最显著(P <0.01), 几乎接近正常组值, 中剂量组疗
效与阳性对照组近似(P >0.05). 说明本实验分组设计合

13

理, 能达到预期结果.

实验结论

14

枳葛口服液可通过调节大鼠机体细胞因子水平以防治
ALI发生发展的作用, 但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因此为了

15

更好地预防ALI的发生发展, 一定要服用足够的剂量.

16

展望前景
本文阐述枳葛口服液抗大鼠ALI时细胞因子表达研究,
接下来可以进行他体外细胞实验, 深入探究枳葛口服
液预防大鼠ALI的机制以及相关细胞因子调控肝损伤

17

与肝再生失衡的机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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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is a common digestive
system disease, which belongs to a type of precancerous
lesion of gastric cancer (PLGC). Modern medical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brain-gut peptides, such as
ghrelin, gastrin, somatostatin, and motili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AG and PLGC.
In particular, brain-gut peptides can help to judg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yndrome of
CAG and thereby evaluate CAG progression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 Based on TCM theory and brain gut
intera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TCM intervention on brain-gut peptides in CAG,
with an ai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CM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C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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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是
临床中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 属于胃癌前病变
(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PLGC). 现代
医学研究证实, 脑肠肽如胃促生长素、胃泌素、生
长抑素和胃动素等, 在CAG以及PLGC的发病机制
中起重要作用. 通过对脑肠肽水平的测定, 可以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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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CAG的中医证型, 评估其疾病进展和治疗效果.
基于传统中医理论和脑肠互动学说, 探讨中药干预
CAG的脑肠肽调节机制, 希冀为中医药防治CAG提
供客观化的理论依据.

1 脑肠肽与CAG的相关性
1.1 脑肠互动与脑肠肽 机体内存在一条由肠道神经
系统(enteric nervous system, ENS) 和中枢神经系统
(centralnervous system, CNS) 共同构成的具有双向调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控功能的神经-内分泌网络系统, 即为脑-肠轴. 基于
脑—肠轴, 胃肠道将接受的信息传入CNS并受CNS调
控, 这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称为脑肠互动[16].

关键词: 慢性萎缩性胃炎; 脑肠互动; 脑肠肽; 中药

胃肠道与CNS通过脑肠互动相关联, 而脑肠肽作为脑
核心提要: 研究表明, 与调节胃肠运动及胃黏膜保护
密切相关的脑肠肽[如胃促生长素、慢性萎缩性胃炎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生长抑素及胃动素], 在
CAG的发生发展、证候分型及疗效评估中有重要作用.
中医药干预CAG, 能够整体调治脑肠肽水平, 有效改善
症状, 减轻胃黏膜炎症和萎缩程度, 降低胃癌发病风险.

肠互动的表现形式, 其分泌水平与分布异常与消化系
统疾病的病理生理密切相关. 同时, 脑肠肽的调节又作
为神经调节的重要补充, 进一步影响消化系统疾病的
发生发展. 脑肠肽是一类双重分布于CNS和ENS的小
分子多肽物质, 具有激素和神经递质或调质的双重作
用, 可直接调解或参与CNS间接调解内脏的感觉、运
动等功能, 在胃黏膜的保护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若机体

鲁冰洁, 陈曦, 陆璐, 孙明瑜. 中药干预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脑肠肽调

长期处于应激状态或遭受情志刺激, 则机体的神经-内

节机制.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 26(1): 17-21 URL: http://www.

分泌-免疫调节机制紊乱, 可表现为脑肠互动、脑肠肽

wjgnet.com/1009-3079/full/v26/i1/17.htm DOI: http://dx.doi.
org/10.11569/wcjd.v26.i1.17

分泌异常, 致使内脏高敏性、胃肠动力障碍等, 诱导胃
黏膜慢性损伤而发生萎缩、炎症改变, 进而导致CAG
等胃肠系统疾病的发生; 同时, 胃肠道的不适又反作用

0 引言

于中枢, 加剧情志刺激及痛感.

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是由

1.2 与C A G发病相关的脑肠肽 既往相关研究 [17-20]表

多种致病因素引起胃黏膜上皮反复损害, 导致胃黏膜

明, 与C A G发病密切相关的脑肠肽主要有胃促生长

慢性炎症和固有腺体萎缩的一种消化系统疑难病和

素(ghrelin, GH) 、胃泌素(gastrin, GAS)、生长抑素

多发病[1], 其发病缓慢, 病势缠绵, 迁延难愈, 可伴有不

(somatostatin, SS)和胃动素(motilin, MTL)等. GH主要

同程度的肠上皮化生、上皮内瘤变等病理特征, 被公

由胃黏膜的内分泌细胞产生, 作为生长激素释放激素

认为胃癌前病变(precancerous lesions of gastric cancer,

受体的内源性配体, 在调节胃肠蠕动、胃酸释放、胰

PLGC)[2]. 流行病学调查[3]显示, 我国CAG的内镜检出

酶分泌和保护胃肠黏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是维持

率约23.2%, 病理检出率约达35.1%. CAG的患病与幽门

胃黏膜屏障功能的必要因子[21]. Kawashima等[22]研究

螺杆菌感染、饮食、免疫、遗传、环境、菌群等因素

发现, CAG患者的血清GH水平普遍下降, 并与胃黏膜

相关[4-7], 其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在不同国家和

的萎缩程度呈正相关. 另一项国外临床研究[23]评估了

[8]

地区之间差异较大 , 多与胃癌的发病率呈正相关. 国

血清G H的浓度对胃癌患者生存率的预测价值, 表明

外CAG的癌变率约8.6%-13.8%, 我国CAG的癌变率约

血清GH浓度较低的患者, 往往恶病质症状严重, 生存

1.2%-7.1%, 我国胃癌高发区主要集中在江苏、福建、

期较短. GAS由G细胞分泌, 是促进胃酸分泌的主要激

黑龙江等省区[9].

素, 通过刺激产生Reg蛋白等生长因子修复并营养胃

近年来, CAG的发病率呈现逐年上升, 发病年龄低

黏膜; 通过促进胃窦收缩, 延缓胃排空. 国内外相关研

龄化、预后恶化等趋势[10]. 其中, CAG伴中-重度肠上皮

究[24-26]评估了GAS对CAG的诊断价值, 认为具有主要

化生或上皮内瘤变的癌变率为10%, 存在较高的胃癌恶

生物活性的胃泌素-17, 可作为筛查CAG的可靠标记

变风险[11]. CAG通常是胃癌的发生基础[12], 因此有效治

物. Rau等[27]发现CAG患者体内, 血清GAS水平与GH

疗和逆转CAG成为降低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环

水平呈显著负相关, GAS可通过介导GH水平下调而

节. 目前现代医学尚缺乏对CAG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

诱导CAG相关胃神经内分泌肿瘤的发生. 临床试验研

而中医药治疗CAG, 以辨证论治理论为指导, 积累了丰

究[28,29]显示GAS受体拮抗剂有望作为CAG相关胃神经

硕的临床经验[13,14]. 近年来, 神经胃肠病学研究表明, 中

内分泌肿瘤靶向治疗的一种方法. SS由D细胞合成和

医药干预能够多靶点调节脑肠肽异常, 改善CAG的临

分泌, 是一种具有广泛生物学活性的抑制性胃肠激素,

[15]

床症状, 减轻胃黏膜炎症和萎缩程度, 具有独特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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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SS-GAS-胃酸分泌轴, 维持胃酸稳态; 通过与细胞表

脑所用, 致使局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脑肠肽异常改变,

面的SS受体结合, 抑制肿瘤细胞生长. 此外, SS还可通

导致消化功能紊乱. 尽管中医学在对C A G的认识上,

过保护谷胱甘肽还原酶活性防止脂质过氧化, 从而发

未明确提出脑肠互动, 但其敏锐地抓住“肝脾相关”

挥胃黏膜保护作用. GAS可直接作用于D细胞刺激SS

理论, 实乃与脑肠肽学说异曲同工.

分泌, 同时SS又抑制GAS的分泌, 只有二者保持动态

2.2 脑肠肽与CAG中医证型的相关性 国内众多学者

平衡, 胃肠的生理功能才得以正常发挥. GAS、SS等

将CAG中医证型与脑肠肽等客观指标相联系, 以期为

脑肠肽分泌异常, 容易诱导CAG的发生和癌变. MTL

CAG的辨证分型和合理用药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张

是由十二指肠和空肠上部的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一种

亚峰[34]纳入108例CAG患者, 通过RT-PCR方法测定其

多肽类激素, 属于兴奋性胃肠激素, 具有启动消化间期

胃黏膜GAS和表皮生长因子(epidermal growth factor,

移行性复合运动(migrating motor complex, MMC), 增

EGF)的表达水平, 并探讨与中医证型的相互关系, 研

强胃肠平滑肌蠕动, 促进胃排空等功能. CAG模型大鼠

究显示脾胃虚弱证组的GAS表达水平显著低于脾胃湿

的血浆MTL水平明显上升, 其发生机制与胃腺体萎缩,

热证组, 而各证型组的EGF表达水平无显著差别, 初步

胃肠消化功能减弱, MTL反馈性增加有关. 综上所述,

证实脑肠肽的分泌水平与CAG中医证型具有相关性.

调节脑肠肽异常应当作为中医药诊治CAG的切入点.

李志平 [35]对不同证型患者胃黏膜中Ghrelin、SST、
MTL、GAS含量进行比较, 测得脾肾阳虚组的各脑肠

2 CAG与脑肠肽的中医药研究

肽含量均为最低, 肝胃不和组的G H、S S T表达水平

古代医学文献中并无CAG的病名记载, 因其临床多以

最高, 肝胃郁热组的MTL含量最高, 而脾胃湿热组的

上腹部饱胀或疼痛、嗳气、胃纳减退等为主要表现,

GAS则呈现最高表达水平, 研究提示测定脑肠肽对辅

故将其归属于中医“胃痞”、“虚痞”、“痞满”、

助判断CAG的中医证型具有参考价值. 一项采用病证

“胃痛”、“嘈杂”等范畴. CAG的病因病机复杂, 不

结合模型的动物实验[36], 分别对肝郁、脾虚和湿热证

[30,31]

,

CAG模型大鼠的血清GAS含量测定比较, 发现各模型

但多认为由情志失和、饮食不调、外邪犯胃、药物所

组大鼠的血清G A S水平各异, 其中脾胃虚弱型C A G

伤及先天禀赋不足脾胃虚弱等致病因素, 引起脾胃升

大鼠的GAS水平最低, 脾胃湿热型次之, 肝郁型则最

降失职、中焦斡旋失司而发病, 总属“本虚标实、虚

低. 该研究进一步表明脑肠肽水平的显著差异, 可反映

实夹杂”之证. 其中, 本虚以脾胃虚弱、脾气虚、胃阴

CAG不同中医证型间的内在差别.

同医家结合自身的临床实践往往对其论述不一

[32]

虚为主; 标实以气滞、湿热、痰浊、瘀毒多见 . 该病

2.3 中药对脑肠肽的调节 谷春雨等[37]将200例胃镜和

病位在胃, 与肝、脾两脏的关系尤为密切.

病理检查确诊为CAG的患者, 随机分为益气活血方治

2.1 基于中医经典理论的脑肠肽研究 情志异常可导致

疗组和猴头菌(谓葆)对照组, 探讨两组患者治疗后的

胃肠系统疾病, 中医学多以“肝脾相关”理论予以概

血清脑肠肽水平改变及其与临床疗效的关系, 研究发

括阐释; 而现代医学则从“脑肠互动”或“脑肠肽”

现治疗组较对照组的血清GAS、MTL水平呈显著上

角度解释其病理机制. 近年来, 众多研究论证了脑肠互

升趋势, 并与临床疗效相关, 治疗组的临床疗效更为显

动与某些中医经典理论的内在联系, 尤其与“肝主疏

著, 其临床治疗总有效率达85%以上. 这表明益气活血

泄”及“脾主运化”理论密切相关. 传统中医学认为,

方抗CAG的作用机制与上调GAS、MTL等脑肠肽水

肝属木, 主疏泄, 条畅全身之气机; 脾(胃)属土, 互为表

平, 调节胃肠结构和功能相关. 另有临床研究[38]运用健

里, 主运化, 升清降浊, 为“五脏六腑之大源”; 唐容

脾和胃化瘀中药治疗CAG患者, 发现调节GH的异常表

川《血证论》言:“木之性主于疏泄. 食气入胃, 全赖

达, 促进萎缩胃黏膜增生修复, 可能作为该药防治CAG

肝木之气疏泄之, 而水谷乃化”; 《灵枢•本神》又云:

和PLGC的作用机制之一. 李金花[39]进行的一项动物实

“脾藏营, 营舍意, 脾气虚, 则四肢不用, 五脏不安, 实

验研究, 从脑肠肽调节角度探讨化浊解毒方对CAG的

则腹胀, 经溲不利.” 可见, 肝脾两脏在生理病理上息

防治作用, 研究表明, 化浊解毒方低中高剂量组皆能上

息相关, 常互为影响. 现代中医学认为肝具有一定的神

调血清GAS表达水平发挥胃黏膜营养作用, 同时下调

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机制, “肝主疏泄”与调节下丘

血清SS表达水平维持胃黏膜防御功能. 通过调节脑肠

脑-垂体-肝轴相关; “脾主运化”, 脑肠肽或许可作为

肽的异常分泌, 使脑肠肽的表达水平维持相对稳定是

脾化生转输精微物质中的一类, 即脑肠肽的分泌主要

其防治CAG的主要作用机制. 史斌等[40]采用N-甲基-N-

依靠后天脾(胃)的化生转输[33]. 若肝失疏泄, 肝气不能

硝基-亚硝基胍为主的复合因素造模法制备CAG 大鼠

正常升发, 脾运失健, 精微津血不能正常为五脏六腑及

模型, 以此探究解毒活血方干预CAG的疗效机制,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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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模型组相比, 解毒活血方组表现为MTL的含量显
著升高, 黏膜厚薄较为均匀, 腺体排列较为规整, 说明

5

该方主要通过提高MTL水平, 促进胃蠕动和胃黏膜修
复, 从而达到治疗目的. 龚占悦等[41]进一步通过动物实
验研究益胃消增胶囊对C A G模型大鼠的血清脑肠肽
及胃黏膜病理组织学的影响, 表明益胃消增胶囊一方

6

面可显著调节CAG模型大鼠的血清GAS、SS水平, 即
升高CAG大鼠的血清GAS水平, 同时降低血清SS水平,
维持胃酸分泌稳定; 另一方面通过消除胃黏膜炎症, 一
定程度改善甚至部分逆转萎缩、肠上皮化生等胃黏膜

7

病理组织学改变, 从而阻截PLGC.
3 结论
中医药治疗C A G, 多以健脾和胃、益气活血法为主,

8

配伍疏肝、理气、清热、解毒中药, 能有效调节与
胃肠运动及胃黏膜保护密切相关的脑肠肽(如G H、
GAS、SS及MTL)分泌, 并使其表达水平维持动态平

9

衡状态, 从而有效改善症状, 减轻胃黏膜炎症和萎缩程

10

[42]

度, 降低胃癌发病风险, 提高生存质量 .
脑肠肽具有微观、客观、定量的特性, 是CAG发
病的主要分子生物学基础之一, 探讨中医药干预CAG
的脑肠肽调节机制, 具有以下意义: (1)论证“肝脾相

11

关”、“肝主疏泄”及“脾主云化”的C A G经典理
论提供物质基础与科学内涵; (2)揭示CAG中医证候及

12

辨证分型的本质属性提供客观依据; (3)对判别和预测
CAG的疾病进展, 开展中药疗效评价和药物开发均具
有重要价值.

13

但目前国内有关中药干预CAG的研究, 尚缺乏客
观化、标准化的评判标准, 尤其缺乏高质量的循证医
学证据, 其重复性和稳定性有待考量[43]; 此外, 由于脑
肠肽在神经-内分泌-免疫调节机制中的作用极其微妙

14

复杂, 脑肠肽在CAG发病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和作用过
程尚未完全阐明, 这些可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医药
在CAG疾病诊断与治疗中的应用. 因此, 基于脑肠肽

15

调节机制, 进一步从分子生物学水平及多肽组学角度,
全面而深入的探讨中药干预C A G的作用机制和物质

16

基础, 对CAG的临床诊治及药物研发具有较大的医学

17

研究价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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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排螺旋CT对十二指肠乳头疾病的诊断价值
张薇
lesion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ll subjects
underwent 64-row helical CT examination to observe
the maximum transverse diameter, shape of papillary
lesion, pattern of enhancement, and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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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Of 58 cases of duodenal papillary lesions, 38 were
diagnosed as duodenal papillary carcinoma, 10 as
duodenal papillary adenoma, 4 as duodenal papillary
polyps, and 6 as duodenal papillitis. Duodenal papillary
carcinoma had the largest maximum transverse
diameter (20.35 mm ± 6.8 mm), followed by duodenal
papillary adenoma (16.32 mm ± 6.04 mm), duodenal
papillary polyps (12.86 mm ± 2.56 mm), duodenal
papillonitis (9.34 mm ± 3.18 mm), and normal duodenal
papilla (5.26 mm ± 1.02 mm). The maximum transverse
diameter of duodenal papillary lesions was 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at of normal duodenal papilla, whil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duodenal
papillary carcinoma and duodenal papillary adenoma
(P = 0.58, P > 0.05). In 38 cases of duodenal papillary
carcinoma, 22 (57.89%) were round in shape, and 16
(42.11%) had an irregular shape. In 10 cases of duodenal
papillary adenoma, 8 (80.0%) were round and 2 (20%)
were irregular. The average CT values of duodenal
papillary adenocarcinoma, adenoma, inflammation, and
polyps were comparable. Thirty-eight (78.95%) cases
of duodenal papillary adenocarcinoma were uniformly
enhanced. In 10 cases of duodenal papilloma, 6 (60.0%)
were uniformly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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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assess the value of 64-row helical CT in the diagnosis
of duodenal papillary lesions.

CONCLUSION

The diagnosis of a duodenal papillary lesion can be
improved by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its maximum
size, shape, and the degree of enhancement.

METHODS

Fifty-eight patients with duodenal papillary lesions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4 to August
2017 and 30 subjects without duodenal papill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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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Duodenal papillary lesion; 64-row helical CT;
Maximum transverse diameter; Enhancement pattern;
Degree of enhancement

关键词: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 64排螺旋CT; 最大横径; 强
化方式; 强化均匀程度

Zhang W. Value of 64-row helical CT in diagnosis of duodenal
papillary disease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8; 26(1):
22-25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26/
i1/22.htm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6.i1.22

核心提要: 本研究通过采用64排螺旋CT对十二指肠乳
头病变和二指肠乳头未病变者进行研究, 分别通过对
十二指肠乳头最大横径、形态和强化均匀程度等方面
进行研究, 以为诊断不同十二指肠乳头疾病类型提供重
要诊断价值和诊断准确率.

摘要
目的
探讨64排螺旋CT对十二指肠乳头病变的诊断价值
分析.

张薇. 64排螺旋CT对十二指肠乳头疾病的诊断价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 26(1): 22-25 URL: http://www.wjgnet.com/1009-3079/full/

v26/i1/22.htm DOI: http://dx.doi.org/10.11569/wcjd.v26.i1.22

方法

0 引言

选取2014-02/2017-08在义乌市中心医院住院的58例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患者和30例十二指肠乳头未发生
病变者进行研究, 均行64排螺旋CT检查, 主要观察
乳头的最大横径、形态、强化模式和强化程度等变
化情况.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发展和临床医生的需求, 多排螺
旋CT已经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尤其是诊
断十二指肠乳头部疾病时, 64排螺旋CT已经是最常用
的检查方法之一[1,2]. 本研究通过分析各种十二指肠乳
头病变的64排螺旋CT表现, 并与正常十二指肠乳头64

结果

排螺旋CT的表现进行对比分析, 从而为64排螺旋CT诊

58例十二指肠乳头病变中诊断为十二指肠乳头癌
者38例, 诊断为十二指肠乳头腺瘤者10例、诊断为
十二指肠乳头息肉者4例, 诊断为十二指肠乳头炎者
6例. 其中十二指肠乳头癌乳头横径最大为20.35 mm
±6.8 mm; 其次为十二指肠乳头腺瘤病变, 横径为
16.32 mm±6.04 mm; 再者为十二指肠乳头息肉病
变, 横径为12.86 mm±2.56 mm; 最后为十二指肠
乳头炎病变, 横径为9.34 mm±3.18 mm, 正常乳头
最大横径为5.26 m m±1.02m m. 与正常十二指肠
乳头最大横径比较,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组明显增
加(P <0.05); 与十二指肠乳头癌乳头最大横径比较,
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乳头最大横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58, P >0.05). 38例十二指肠乳头癌中有22例腺
癌乳头呈类圆形, 占57.89%, 16例腺癌呈不规则型,
占42.11%; 10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8例乳头呈类
圆形, 占80.0%, 2例腺瘤乳头呈不规则型, 占20%. 对
十二指肠乳头腺癌、腺瘤、炎症和息肉在增强扫描
各期CT值的均数做了对比分析, 差异无显著性(P =
0.112, P >0.05). 38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癌中有30例呈
均匀强化, 占78.95%; 10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有6
例呈均匀强化, 占60.0%.

断十二指肠乳头疾病提供重要价值. 现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4-02/2017-08在义乌市中心医院住院
的58例十二指肠乳头病变患者和30例十二指肠乳头
未发生病变者进行研究, 均行64排螺旋CT检查. 十二
指肠乳头病变患者中男性40例(68.97%), 女性18例
(31.03%); 年龄42-78岁, 平均年龄为63.2岁±8.4岁. 临
床表现为梗阻性黄疸者32例, 占55.17%; 上消化道不
适者26例, 占44.83%, 其中以上腹部腹痛较为多见. 30
例十二指肠乳头未发生病变者中男性21例(70.0%), 女
性9例(30.0%). 所有研究对象均行64排螺旋C T低张
平扫、三期增强扫描或低张平扫、动脉期、静脉期
增强扫描. CT检查仪器为东芝64层螺旋CT(TOSHIBA
Aquilion). 扫描范围上至膈顶, 下至骨盆上缘, 采用自动
调制电流模式, 电流约为200-600 mA, 电压是120 kV, 扫
描层厚5 mm, 层间距5 mm, 螺距为0.984. 通过肘静脉
高压注射对比剂350 ugI/mL碘海醇, 剂量90 mL, 注射
速率3-4 mL/s; 注射前后用生理盐水冲管. 扫描时, 先
平扫, 然后动脉期、门脉期及平衡期分别于注射对比

结论

剂后25-30 s、60-70 s、90-120 s进行扫描; 扫描时从上

诊断十二指肠乳头部病变时要从其最大横径、形态
和强化均匀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 然后做出诊断, 才
可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而下扫描, 扫描后对平扫和增强数据进行重建, 重建层
厚0.625 mm, 层间隔0.625 mm, 重建视野500 mm, 将增
强扫描的重建图像传送至TOSHIBA后台工作站.
1.2 方法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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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5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CT扫描强化均匀度情况 38例

十二指肠乳头最大横径情况

十二指肠乳头腺癌中有30例呈均匀强化, 占78.95%;
乳头病变类型

10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有6例呈均匀强化, 占60.0%.

乳头最大横径 (mm)
a

十二指肠乳头癌

20.35 ± 6.8

十二指肠乳头腺瘤

16.32 ± 6.04a

3 讨论

十二指肠乳头息肉

12.86 ± 2.56a

在十二指肠乳头正常影像表现中, 十二指肠乳头是十二

十二指肠乳头炎

9.34 ± 3.18a

正常十二指肠乳头

5.26 ± 1.02

指肠降段内侧壁突向腔内的半圆形或者椭圆形软组织
密度影. 有学者[3,4]指出乳头最大横径一般约5-10 mm, 前
后径约为5 mm. 还有学者[5,6]指出, 在单排CT薄层扫描

a

P <0.05 vs 正常十二指肠乳头.

下十二指肠乳头正常时的最大横径<10 mm. 本次研究
十二指肠乳头非病变时最大横径为5.26 mm±1.02 mm,

口服甘露醇和生理盐水混合液(阴性造影剂)500 mL,
检查时再服500 m L以最大程度充盈胃肠道和十二

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7,8]. 本研究是在十二指肠平滑肌

指肠. 在扫描前10 m i n肌肉注射盐酸消旋山莨菪碱

低张状态下行64排螺旋CT扫描. 结果表明, 十二指肠

(654-2)10 mg, 松弛胃肠道平滑肌使其处于低张状态.

乳头癌乳头横径>十二指肠乳头腺瘤病变>十二指肠

1.2.2 观测指标: 测量研究对象十二指肠乳头最大横径

乳头息肉病变>十二指肠乳头炎病变>正常十二指肠

及增强扫描强化模式和强化均匀度. 均在各期十二指

乳头最大横径. 所以在临床诊断中通过乳头横径大小

肠乳头最大横截面测量, 每个指标测量3次, 求平均值.

的变化提示异常可能, 要高度重视. 但是也不能通过单
凭乳头横径的大小来推断乳头疾病的类型和良恶性,

2

ROI为10-30 mm , DFOV为500 mm, W = 300, L = 40 HU.

要综合考虑.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1.0软件处理数据, 将所有
研究对象数据输入Excel表格中. 计量资料以mean±

正常十二指肠乳头呈圆锥形或圆柱形结节样结

SD表示, 采用t 检验. 计数资料以n (%)表示, 采用χ2检验,

构, 位于十二指肠降段及水平段, 是胆总管和主胰管
的开口处, 表面覆盖十二指肠黏膜 [9,10] . 既往研究报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道, 十二指肠大乳头位于降段占82%, 位于降段与水平
2 结果

段交界区占12%, 位于水平段占6%[11]. 本研究中38例

2.1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类型 58例十二指肠乳头病变中

十二指肠乳头癌中有22例腺癌乳头呈类圆形, 16例腺

诊断为十二指肠乳头癌者38例, 诊断为十二指肠乳头

癌呈不规则型; 10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8例腺瘤乳头

腺瘤者10例、诊断为十二指肠乳头息肉者4例, 诊断为

呈类圆形, 2例腺瘤乳头呈不规则型. 半圆型乳头呈宽

十二指肠乳头炎者6例. 乳头病变性质的诊断均经病理

基底状, 横径较大, 在诊断时容易误诊, 主要与增强扫

诊断证实, 主要通过十二指肠内镜或手术取活检进行.

描时半圆形乳头在肠腔内形成的充盈缺损较大有很大

2.2 十二指肠乳头最大横径情况 十二指肠乳头癌乳头

关系, 因此容易误诊为癌变, 所以在临床诊断中一定要

横径最大为20.35 mm±6.8 mm; 其次为十二指肠乳头

注意半圆形乳头的特点[12]. 可见了解和掌握十二指肠

腺瘤病变, 横径为16.32 mm±6.04 mm; 再者为十二指肠

乳头类型和大小在临床诊断中尤为重要. 由于本研究

乳头息肉病变, 横径为12.86 mm±2.56 mm; 最后为十二

还发现, 十二指肠乳头癌和十二指肠乳头腺瘤的乳头

指肠乳头炎病变, 横径为9.34 mm±3.18 mm, 正常乳头

形状有相似性, 所以在临床诊断时不可单凭乳头形状

最大横径为5.26 mm±1.02 mm. 与正常十二指肠乳头最

来判断良恶性, 这一点值得注意. 强化方式可能对临床

大横径比较,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组明显增加(P <0.05); 与

诊断和鉴别诊断起重要作用. 本研究中对十二指肠乳

十二指肠乳头癌乳头最大横径比较, 十二指肠乳头腺瘤

头不同病变类型的强化方式CT值的均数做了对比分

乳头最大横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58, 表1).

析, 发现差异无显著性(P >0.05). 由此说明, 在诊断十二

2.3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形状情况 38例十二指肠乳头癌

指肠乳头疾病时不能通过强化模式进行诊断.

中有22例腺癌乳头呈类圆形, 占57.89%, 16例腺癌呈不

本研究中38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癌中有30例呈均匀

规则型, 占42.11%; 10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8例乳头

强化; 10例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中有6例呈均匀强化. 有

呈类圆形, 占80.0%, 2例腺瘤乳头呈不规则型, 占20%.

国外学者等[13]研究指出十二指肠乳头癌变时75%呈均

2.4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乳头增强扫描强化模式 对十二

匀强化, 这与本研究结果基本符合. 因此, 当诊断十二

指肠乳头腺癌、腺瘤、炎症和息肉在增强扫描各期

指肠乳头病变时, 如果发现软组织密度影呈均匀强化

CT值的均数做了对比分析, 各疾病间比较, 差异无显

时, 要考虑癌变的可能性[14,15].

著性(P = 0.112,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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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薇. 64排螺旋CT对十二指肠乳头疾病的诊断价值

径、形态和强化均匀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 然后做出

强化均匀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 然后做出诊断, 才可提

诊断, 才可提高诊断十二指肠乳头部病变的准确率.

高诊断的准确率.

本研究通过采用64排螺旋CT对十二指肠乳头病
变和二指肠乳头未病变者进行研究, 分别通过对十二

展望前景

指肠乳头最大横径、形态和强化均匀程度等方面进行

通过64排螺旋CT诊断十二指肠乳头部病变时要从其

研究, 以为诊断不同十二指肠乳头疾病类型提供重要

最大横径、形态和强化均匀程度等方面综合考虑, 可

诊断价值和诊断准确率.

提高诊断的准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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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背景
多排螺旋CT已经成为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和方法. 尤
其是诊断十二指肠乳头部疾病时, 64排螺旋CT已经是

2

最常用的检查方法之一.

3

实验动机
本研究通过分析各种十二指肠乳头病变的64排螺旋

4

CT表现, 并与正常十二指肠乳头64排螺旋CT的表现进
行对比分析, 从而为64排螺旋CT诊断十二指肠乳头疾
病提供重要价值.

5

实验目标

6

通过64排螺旋CT对诊断十二指肠乳头疾病提供重要

7

价值.

实验方法

8

选取2014-02/2017-08在义乌市中心医院住院的58例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患者和30例十二指肠乳头未发生病

9

变者进行研究, 均行64排螺旋CT检查.

10

实验结果
十二指肠乳头病变组与正常十二指肠乳头比较, 最大
横径明显增加(P <0.05); 十二指肠乳头腺瘤乳头与十二
指肠乳头癌乳头比较, 最大横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11

(P = 0.58, P >0.05). 十二指肠乳头癌中腺癌乳头呈类圆

12

形22例(57.89%), 不规则型16例(42.11%); 类圆形10例

13

(80.0%), 腺瘤乳头呈不规则型2例(20%). 对十二指肠乳
头腺癌、腺瘤、炎症和息肉在增强扫描各期CT值的均
数做了对比分析, 差异无显著性(P = 0.112, P >0.05).

14

实验结论

15

诊断十二指肠乳头部病变时要从其最大横径、形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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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

α-硫辛酸联合莫沙必利对糖尿病性胃轻瘫患者的临床
疗效和不良反应的观察
江冬莲, 石贵文

Abstract

江冬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消化内科 湖北省
武汉市 430077

AIM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phalipoic acid combined with mosapride in the treatment
of diabetic gastroparesis.

石贵文, 北京儿童医院顺义妇儿医院内科 北京市 101300
江冬莲, 主任医师, 主要从事消化内科的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江冬莲与石贵文共同完成了此稿件.

METHODS

通讯作者: 江冬莲, 主任医师, 430077,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沿湖大道39
号,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消化内科.
jiangdonglian@sina.com
电话: 027-86793043

Ninety-two patients with diabetic gastroparesis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5 to Februar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ither an observation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with 46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given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mosapride,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alpha
lipoic acid. After 2 wk of treatment, the curative effect,
gastric motilin, gastric emptying,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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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pha-lipoic acid combined with
mosapride in treatment of diabetic
gastroparesi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93.48%
vs 84.78%, P < 0.05).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gastric motilin or gastric emptying
rat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both
groups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gastric
activity an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gastric emptying
rate (P < 0.05), and the changes were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4.35% vs
13.04%,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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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Alpha-lipoic acid combined with mosapride has
remarkable clinical efficacy in treating diabetic
gastroparesis, and can promote gastric emptying and
correct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with few adverse
re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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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糖尿病胃轻瘫(diabetic gastroparesis, DGP)特征为胃

Jiang DL, Shi GW.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of alpha-lipoic acid
combined with mosapride in treatment of diabetic gastroparesis.
Shijie Huaren Xiaohua Zazhi 2018; 26(1): 26-30 URL: http://
www.wjgnet.com/1009-3079/full/v26/i1/26.htm DOI: http://
dx.doi.org/10.11569/wcjd.v26.i1.26

动力下降、节律紊乱、胃排空延迟 [1]. 糖尿病胃轻瘫
严重影响患者食物的吸收和消化, 进而影响糖尿病的
治疗. 近年来, 国内外关于DGP发病的机制和治疗都
有报道. Anitha等[2]研究发现在糖尿病小鼠中, 高血糖
引起PI3K/Akt通路的活性降低, 肠肌间神经丛的神经

摘要
目的
探讨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临
床疗效.

元凋亡, 胃底和胃窦收缩力减弱, 从而导致胃排空延
迟. DGP的治疗可谓多种多样, 根据病情的进展可由
饮食、药物、中医、手术等多种治疗手段, 但药物治
疗仍是主流, 胃动力剂和止吐剂被用于DGP患者的治

方法

疗. 胃动力药以红霉素、胃复安和多潘立酮等最常见,

选取2015-08/2017-0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
梨园医院收治的糖尿病性胃轻瘫患者92例, 根据随
机数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各46例, 两组均
给予降糖、运动等常规治疗, 对照组患者给予莫沙
必利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α-硫辛酸联
合治疗, 2 wk为1疗程. 对两组患者治疗疗效进行比
较, 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胃动素和胃排空率、
不良反应等指标.

尽管其作用机制是多样的, 但都是以剂量依赖的方式
改善胃排空[3]. 中医药治疗目前也是治疗DGP的常用
方法, 仝小林[4]将 DGP分为急性期和缓解期. 急性期方
药多用小半夏汤和苏连饮. 缓解期又分为三证, 中焦壅
滞、寒热错杂证, 中焦虚寒、脾肾阳虚证, 脾胃虚弱、
痰湿阻滞证, 方药分别用半夏泻心汤、附子理中汤、
旋覆代赭汤. 临床上治疗糖尿病胃轻瘫主要采用神经
营养剂、助消化药、或抗幽门螺杆菌治疗, 但不良反

结果

应较多且容易反复, DGP的发病原因与神经受损和微

治疗后, 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优于对照组(93.48% vs
84.78%), 两组疗效差异明显(P <0.05); 治疗前, 两组患
者胃动素和胃排空率无差异, 治疗后, 两组胃动素和
胃排空率均有改善, 且观察组幅度更加明显(P <0.05);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4.35% vs
13.04%), 差异显著(P <0.05).

血管病变有关本研究主要探讨探讨莫沙必利联合α-硫
辛酸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临床疗效, 报道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5-08/2017-02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梨园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92例糖尿病性胃轻瘫

结论

患者, 入选标准: (1)所有患者均符合糖尿病胃轻瘫临

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临床疗
效显著, 促进胃排空, 纠正胃肠激素, 且不良反应较
少, 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

床诊断标准[5]; (2)排除恶性肿瘤、幽门梗阻、溃疡疾
病、肝胆脾胰腺肿瘤患者; (3)患者及家属对本实验均
知情同意且签订知情同意书. 本次研究经医院伦理委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员会通过. 根据随机数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关键词: 莫沙必利; α-硫辛酸; 糖尿病性胃轻瘫; 临床疗效

均年龄57.19岁±6.24岁; 对照组患者男24例, 女22例,

各46例, 观察组患者男21例, 女25例, 年龄25-71岁, 平
年龄30-73岁, 平均年龄58.01岁±6.31岁, 在年龄、性

核心提要: 本文主要探讨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治疗糖
尿病性胃轻瘫临床疗效, 通过与单纯应用莫沙必利的对
照组比较, 观察组采用α-硫辛酸联合治疗, 探讨两组临
床疗效和胃动素、胃排空率等临床指标比较, 并观察两
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别、病程等基线资料方面, 两组无明显差异(P >0.05),
可以比较(表1).
1.2 方法 两组均给予常规饮食降糖、运动等常规治
疗. 对照组给予莫沙必利(江苏豪森药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药准字国药准字H19990317)治疗, 5 mg饭前口

江冬莲, 石贵文. α-硫辛酸联合莫沙必利对糖尿病性胃轻瘫患者的临床

服, 3次/d, 14 d为1个疗程.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使

疗效和不良反应的观察.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 26(1): 26-30 URL:

用α-硫辛酸(上海现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国药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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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观察组与对照组糖尿病胃轻瘫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 = 46, mean ± SD)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21

24

P值

性别

>0.05

男
女
年龄(岁)
病程(年)

25

22

57.19 ± 6.24

58.01 ± 6.31

>0.05

9.64 ± 2.05

9.82 ± 2.16

>0.05

收缩压(mmHg)

132.17 ± 16.95

133.22 ± 16.83

>0.05

舒张压(mmHg)

73.64 ± 7.98

73.19 ± 8.54

>0.05

糖化血红蛋白(%)

8.57 ± 0.92

8.24 ± 0.94

>0.05

空腹血糖(mmol/L)

9.16 ± 10.96

9.23 ± 11.06

>0.05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mmol/L)

2.84 ± 0.43

2.79 ± 0.34

>0.05

总胆固醇(mmol/L)

6.13 ± 0.82

6.54 ± 0.79

>0.05

三酰甘油(mmol/L)

2.59 ± 0.41

2.61 ± 0.38

>0.05

表 2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疗效比较 [n = 46, n (%)]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25 (54.35)

18 (39.13)

3 (6.52)

43 (93.48)a

对照组

20 (43.48)

19 (41.3)

7 (15.22)

39 (84.78)

a

P <0.05 vs 对照组.

字国药准字H20045444)联合治疗, 0.6 g α-硫辛酸加入

检验方法采用t 检验, 计数资料以n (%)表示, 采用χ2检

0.9% 250 mL生理盐水静脉滴注, 14 d一疗程.

验. 以P <0.05为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3 观察指标 (1)胃排空率: 患者检查时保持空腹状态,
口服1 mL核素99m Tc-DTPA助显剂, 对患者进行核素扫

2 结果

描, 所用仪器为美国GE公司生产的VOLUSON730超

2.1 两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

声. 15 min扫描1次, 对检查区域形成的相应活度曲线

病程、收缩压、舒张压、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血糖、

进行标记, 患者禁食12 h后, 应用胃窦底切面显影方法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总胆固醇、三酰甘油等方面无

使用彩色超声诊断仪进行检查, 每位患者测量4个相

明显差异(表1).

关的时间点, 每个部位同一时间点均测量3次, 然后立

2.2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疗效比较 治疗后, 观察

刻饮水时测量范围作为A1, 饮水30、60、90 min分别

组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93.48% vs 84.78%), 差异

为A2、A3、A4, 胃排空率 = [(A1-A2)/A1+(A1-A3)/

显著(P <0.05, 表2).

A1+(A1-A4)/A1]/3×100%; (2)血浆胃动素检测: 在空

2.3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胃动素和胃排空率比较 治疗

腹状态下, 采集两组DGP患者大约5 mL的静脉血, 使用

前, 两组患者胃动素和胃排空率无差异, 治疗后, 两组

肝素进行抗凝, 通过离心分离血浆, 使用胃动素放射免

胃动素均明显下降, 胃排空率均明显升高, 且观察组幅

疫分析药盒(北京福瑞润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生产)检

度更加明显,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3).

测. 对两组患者治疗疗效进行比较, 并比较两组患者治

2.4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观察

疗前后胃动素和胃排空率、不良反应等指标.

组出现头晕1例, 胃胀加重1例, 不良反应发生率4.35%;

1.4 疗效判定标准 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种. 显效:

对照组出现头晕3例, 乳房肿痛1例, 胃胀加重2例, 不良

用药2 wk内患者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胃排空时间恢复正

反应发生率13.04%. 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

常; 有效: 用药2 wk内患者临床症状有所缓解, 胃排空时

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4).

间明显加快; 无效: 用药2 wk内患者症状无改善, 胃排空
时间无变化或加长. 总有效率 = 显效率+有效率.

3 讨论

统计学处理 使用Epidata3.1进行基本数据录入并

随着近年来人们饮食结构、生活习性的改变, 糖尿病

使用SPSS18.0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有低龄化且发病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患者病程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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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胃动素和胃排空率比较 (n = 46, mean ± SD)

分组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胃动素 (ng/L)

胃排空率 (%)

治疗前

402.38 ± 36.59

70.61 ± 9.46

治疗后

216.43 ± 19.47ac

89.26 ± 11.35ac

治疗前

405.16 ± 37.65

70.58 ± 9.82

治疗后

310.98 ± 21.66a

78.31 ± 10.27a

a

P <0.05 vs 治疗前; cP <0.05 vs 对照组.

表 4

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n = 46, n (%)]

分组

头晕

乳房肿痛

胃胀加重

发生率

观察组

1 (2.17)

0 (0.00)

1 (2.17)

2 (4.35)

对照组

3 (6.52)

1 (2.17)

2 (4.35)

6 (13.04)a

a

P <0.05 vs 对照组.

神经病变的主要药物, 有效保护血管内皮功能[16,17].

延长, 有合并自主神经障碍的糖尿病患者引发胃轻瘫
的风险较普通糖尿病患者高[6-8]. 糖尿病胃轻瘫患者常

本次研究中, 联合用药组治疗有效率明显高于单

出现腹胀、嗳气、恶心呕吐、自觉饱腹感等不同现

纯使用莫沙必利组, 组间有统计学差异, 表明莫沙必利

象, 造成营养吸收失去平衡, 且症状存在反复发作等现

联合α-硫辛酸治疗比单纯使用莫沙必利疗效好, 此外,

[9,10]

. 关于糖尿病胃轻瘫的

研究显示经治疗后两组胃动素和胃排空率均有明显改

发病机制目前仍不完全明确, 有学者推断可能与幽门

善, 肯定了莫沙必利对治疗糖尿病胃轻瘫患者神经病

螺杆菌感染、胃肠激素异常或神经病变有关. 糖尿病

变的疗效, 而联合用药组的胃排空速度和胃动素改善

患者由于长期存在血糖水平无法较好控制, 从而造成

情况更加明显, 提示α-硫辛酸的加入可有效促进胃肠

胃肠道微血管病变, 影响肠神经和自主神经系统灌注,

平滑肌运动, 加快胃排空速度, 使糖尿病胃轻瘫患者

可能促进了糖尿病胃轻瘫的病情加重, 故大多数学者

症状得到有效改善, 不良反应方面联合用药组发生头

象,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倾向于微血管病变之说

[11,12]

晕、胃胀加重的例数少于对照组, 表明联合用药组安

, 本研究通过血糖控制等

全性更高, 可明显减少不良反应[18].

常规治疗联合增强胃平滑肌运动来降低胃动素水平,

总之, 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治疗糖尿病性胃轻

缩短胃排空时间, 以达到治疗糖尿病胃轻瘫的目的.
莫沙必利属于5-羟色胺受体激动剂, 可通过促进

瘫临床疗效显著, 促进胃排空, 增强胃动素水平, 纠正

胃肠道单间能中间神经元以及肠道肌间神经丛运动神

胃肠激素, 提高患者生命质量, 且不良反应较少, 值得

经5-羟色胺受体, 使胃肠道运动速度加快, 使糖尿病胃

临床进一步推广.

轻瘫患者胃肠道不良症状得到改善 [13]. 相关报道 [14,15]

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表明, 在使用莫沙必利治疗糖尿病胃轻瘫过程中, 口服
吸收后药物浓度不会受到胃酸分泌的影响, 使药物作

实验背景

用于全胃肠道, 刺激胃肠道相应的神经丛受体, 使乙酰

糖尿病胃轻瘫严重影响患者食物的吸收和消化, 进而

胆碱得到快速释放, 有利于十二指肠排空, 但单纯应用

影响糖尿病的治疗. 近年来, 国内外关于糖尿病胃轻

莫沙必利不良反应较多, 患者预后不理想[16]. α-硫辛酸

瘫(diabetic gastroparesis, DGP)发病的机制和治疗都

作为一种天然强效抗氧化剂, 在水中溶解性较小, 但并

有报道.

不影响α-硫辛酸的水溶性, 可抑制脂质过氧化、减缓
氧化应激反应, 有效清除活性氧类, 使神经传导速度得

实验动机

到有效改善, 经体内吸收后可达到细胞胞内线粒体, 发

DGP的发病原因与神经受损和微血管病变有关本研究

挥强抗氧化作用, 使糖尿病患者机体氧化应激反应得

主要探讨探讨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治疗糖尿病性胃

到抑制, 在临床中, α-硫辛酸近年来已成为治疗糖尿病

轻瘫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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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目标

3

找出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和单纯使用莫沙必利治疗

4
5

的不同临床疗效和胃动素、胃排空率的差异.

6

实验方法
对照组给予莫沙必利治疗, 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使

7

用α-硫辛酸联合治疗, 对两组患者治疗疗效进行比较,

8

并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胃动素和胃排空率、不良反
应等指标.

9

实验结果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93.48%, 对照组为84.78%, 两组疗
效差异明显(P <0.05); 治疗前, 两组患者胃动素和胃排

10

空率无差异, 治疗后, 两组胃动素和胃排空率均有改

11

善, 且观察组幅度更加明显(P <0.05); 观察组不良反应

12

发生率为4.35%, 对照组为13.04%, 差异显著(P <0.05).

实验结论

13

莫沙必利联合α-硫辛酸治疗糖尿病性胃轻瘫临床疗效
显著, 促进胃排空, 纠正胃肠激素, 且不良反应较少.

14

展望前景

15

本次研究选取92例患者, 样本量较少, 容易产生抽样误

16

差和偏倚等情况, 建议增大样本量进一步观察.

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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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腺苷蛋氨酸治疗酒精性肝硬化代偿
期胆汁淤积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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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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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taursodeoxycholic
acid combined with S-adenosyl methion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olestasis in patients with compensated
alcoholic cirrhosis.

通讯作者: 孙长宇, 教授, 主任医师, 450052,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建设
东路1号,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 changyu818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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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One hundred patients with compensated alcoholic
cirrhosis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2
to January 2017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with 50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given
S-adenosyl methionine and hepatoprotective drugs,
and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tauroursodeoxycholic acid. After 12 wk of treatment,
the changes of liver biochemical indicators [alkaline
phosphatase (ALP), gamma glutamyl transaminase
(GGT), and total bilirubin (TBIL)] and prothrombin
activity (PTA) were detected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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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92%
vs 56%, P < 0.05). After treatment, ALP, GGT, and TBIL
in both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values (P < 0.05), and the thereapeutic
effect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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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ionine is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olestasis in patients
with compensated alcoholic cirrhosis, and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clinical symptoms and biochemical indexes.

牛磺熊去氧胆酸因改善胆汁淤积效果显著, 本文将两者
联用治疗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患者胆汁淤积, 寻求有效
的治疗方案.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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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饮酒人群及饮酒量
明显升高, 酒精性肝病发病率逐年升高, 同时酒精性肝
硬化已成为我国肝硬化的第二大发病因素[1,2]. 长期大
量的酒精摄入可使肝细胞、毛细胆管结构和功能异

摘要

常, 并发肝内胆汁淤积症, 肝脏长期处于胆汁淤积状态

目的

下可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衰竭等严重后果,

观察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腺苷蛋氨酸治疗酒精性肝
硬化代偿期胆汁淤积的临床效果.

临床上常以皮肤瘙痒、黄疸等为主要表现[3,4]. 因此通
过有效方法治疗酒精性肝硬化胆汁淤积, 不仅可以减

方法

轻患者的临床症状, 可同时延缓并降低肝衰竭等严重

将2012-01/2017-01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经治的
100例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患者,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
对照组, 每组各50例, 两组患者均给予腺苷蛋氨酸
和保肝药物等常规治疗, 实验组在此基础上加服牛
磺熊去氧胆酸. 治疗12 wk后, 观察患者肝脏生化指
标[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γ-谷氨
酰转肽酶(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
总胆红素(total bilirubin, TBIL)]及凝血酶原活动度
(prothrombin activity, PTA)的变化来评价治疗效果.

并发症的发生. 临床上常用于改善胆汁淤积的药物有

结果

1 材料和方法

腺苷蛋氨酸、熊去氧胆酸、牛磺熊去氧胆酸等, 牛磺
熊去氧胆酸因改善胆汁淤积效果更明确, 近年来在临
床上的应用越来越多, 但关于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腺
苷蛋氨酸治疗胆汁淤积的研究相对较少. 本文旨在观
察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腺苷蛋氨酸治疗酒精性肝硬化
代偿期患者胆汁淤积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寻求有效
的治疗方案, 现做如下报道.

治疗后, 实验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92% vs
56%),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患者的
ALP、GGT、TBIL均较治疗前下降, PTA较治疗前
上升,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而且实验组治
疗效果优于对照组(P <0.05).

1.1 材料 选取2012-01/2017-01就诊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的100例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存在胆汁淤积患
者, 所有诊断均符合中华医学会肝病学分会脂肪肝和
酒精性肝病学组制订的《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 [5] ,
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所有患者自愿签署知

结论

情同意书. 排除肝硬化失代偿期、肝性脑病、肝肾综

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腺苷蛋氨酸治疗酒精性肝硬化
代偿期患者胆汁淤积效果确切, 有效改善患者的临
床症状及各项生化指标水平, 安全性好, 值得临床推
广应用.

合征及肝脏肿瘤等严重并发症. 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量6.39两/d±3.23两/d. 对照组, 男32例, 女18例, 32-67

照组, 每组各50例, 实验组, 男35例, 女15例, 年龄28-70
岁, 平均年龄45.31岁±10.87岁, 饮酒史8-40年, 平均
饮酒史22.35年±10.01年, 饮酒量4-12两/d, 平均饮酒
岁, 平均50.32岁±10.00岁, 饮酒史4-50年, 平均饮酒史
22.10年±9.91年, 饮酒量3-10两/d, 平均饮酒量6.9两/d

关键词: 牛磺熊去氧胆酸; 腺苷蛋氨酸; 酒精性肝硬化代
偿期; 胆汁淤积; 临床疗效

±2.80两/d.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饮酒史等一般资料
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患者用药生产

核心提要: 酒精性肝硬化患者常常出现胆汁淤积, 临床
上常伴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 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

WCJD|www.wjgnet.com

厂家及规格为: 注射腺苷蛋氨酸(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规格: 0.5 g/支); 腺苷蛋氨酸肠溶片(浙江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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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临床症状好转情况比较

实验组

分组

对照组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皮肤瘙痒

40

8a

42

20

乏力

42

9a

41

19

36

a

34

17

纳差

7

a

P <0.05 vs 对照组治疗后.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0.5 g/粒); 牛磺熊去氧胆酸

均较治疗前下降, PTA上升, 且实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

(意大利贝斯迪大药厂, 规格: 250 mg/粒).

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2).

1.2 方法

2.3 治疗后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对照组总有效率显著低

1.2.1 治疗: 两组患者均严格戒酒, 并给予基础保肝、

于实验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3).

调节肠道微生态等常规治疗. 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上

2.4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均未发生明显不良

给予静脉注射腺苷蛋氨酸1 g/次, 1次/d静脉注射, 4 wk

反应.

后改为口服腺苷蛋氨酸肠溶片, 1片/次, 2次/d口服. 实
验组患者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牛磺熊去氧胆酸, 1

3 讨论

粒/次, 2次/d口服. 2组患者均持续治疗12 wk.

随着饮酒人群及酒精摄入量日益升高, 酒精性肝病发

1.2.2 观察指标: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

病率逐年增长, 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也越来越多, 对人类

体征变化, 记录治疗前后血清肝功能指标: 碱性磷

健康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长期大量的酒精摄入

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 ALP)、γ-谷氨酰转肽酶

使肝细胞、毛细胆管结构和功能异常, 常并发肝内胆

(gamma-glutamyl transpeptidase, GGT)、总胆红素

汁淤积, 肝脏长期处于胆汁淤积状态下可导致肝纤维

(total bilirubin, TBIL)及凝血酶原活动度(prothrombin

化、肝硬化甚至肝衰竭等严重不良后果, 酒精性肝病

activity, PTA). 治疗期间观察并记录患者的不良反应发

的发病机制主要有乙醇代谢程引起氧化应激和谷胱甘

生情况.

肽耗竭、营养不良、内毒素激活枯否细胞引起相关炎

1.2.3 疗效评价: (1)显效: 治疗后临床症状消失, 肝功能

症, 以及脂代谢、肝再生和凋亡、肝脏抗氧化等多种

相关指标恢复正常或接近正常; (2)有效: 治疗后, 临床

信号转导通路、肠道菌群紊乱、细胞因子、免疫反

症状有所好转, 各指标较治疗前明显下降(>50%); (3)

应等多种因素参与 [7]. 酒精性肝硬化胆汁淤积患者常

无效: 治疗后, 患者症状、体征无好转, 甚至死亡, 各指

存在血清学如胆红素等指标异常, 临床上常以皮肤瘙

标较治疗前无明显下降(<50%)[6]. 治疗总有效率 = (显

痒、黄疸、纳差等为主要表现. 牛磺熊去氧胆酸与腺

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苷蛋氨酸均为临床常用的治疗胆汁淤积药物, 但将两

统计学处理 应用S P S S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者联用治疗酒精性肝硬化所致胆汁淤积的研究相对较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 计

少, 本文将牛磺熊去氧胆酸与腺苷蛋氨酸联合用药治

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 检验, 以P <0.05为差异有统

疗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胆汁淤积, 观察其临床疗效及

计学意义.

安全性.

2

长期酗酒引起肝脏合成的腺苷蛋氨酸减少, 使肝
2 结果

细胞转甲基化和转巯化反应发生障碍, 胆汁排泄异

2.1 治疗后两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

常、肝细胞损害、肝脏解毒能力下降. 本文使用的静

者皮肤瘙痒、乏力、纳差的发生情况相比较差异无统

脉注射腺苷蛋氨酸及口服的肠溶片是一种外源性腺苷

计学意义(P >0.05),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皮肤瘙痒、乏

蛋氨酸补充剂, 通过促进肝细胞转甲基作用, 生成磷脂

力、纳差的好转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

酰胆喊、甲基化磷脂等物质, 改善肝细胞膜流动性, 提

意义(P <0.05, 表1).

高Na+-K+-ATP酶活性. 同时通过转巯基作用促进谷胱

2.2 两组治疗前后肝功能及凝血功能指标比较 治疗前

合成, 使肝细胞摄取胆汁酸、分泌胆汁的功能得以恢

两组患者ALP、GGT、TBIL、PTA比较, 差异无统计

复. 及时补充外源性腺苷蛋氨酸可阻止肝细胞进一步

学意义(P >0.05). 治疗后两组ALP、GGT、TBIL比较

破坏, 有助于黄疸消退和肝功能恢复[8,9].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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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肝功能相关指标比较

分组

ALP (U/L)

GGT (U/L)

TBIL (μmol/L)

PTA (%)

实验组
治疗前

177.06 ± 102.88

275.74 ± 346.60

137.26 ± 119.91

52.22 ± 11.67

治疗后

122.16 ± 44.24ac

122.18 ± 99.24ac

51.56 ± 38.76ac

66.58 ± 18.60ac

对照组
治疗前

151.45 ± 62.53

314.30 ± 269.68

123.39 ± 112.97

54.88 ± 12.87

治疗后

129.68 ± 79.70

166.24 ± 163.70a

72.02 ± 10.33a

56.90 ± 17.74a

a

P <0.05 vs 本组治疗前; cP <0.05 vs 对照组治疗后. ALP: 碱性磷酸酶; GGT: γ-谷氨酰转肽酶; TBIL: 总胆红素; PTA: 凝血酶原活动度.

表 3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n = 50)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实验组

6

40

4

92a

对照组

2

26

22

56

a

P <0.05 vs 对照组.

牛磺熊去氧胆酸是由熊去氧胆酸的梭基与牛磺

者, 分析过程难免有误差存在, 因此腺苷蛋氨酸联合牛

酸的氨基之间缩水而成的结合型胆汁酸. 熊去氧胆酸

磺熊去氧胆酸治疗胆汁淤积症酒精肝的全面的临床疗

具有利胆、抗凋亡、抗纤维化作用及促进防御性运转

效评估有待进一步研究.

[10]

体蛋白表达等功能 . 在肝肠循环中, 熊去氧胆酸为无

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毒的亲水性胆盐, 以替换有毒的疏水性胆盐, 从而抑制
回肠对疏水性胆盐的重吸收, 其通过保护肝细胞膜、

实验背景

改善毛细胆管膜流动性[11]、保护肝细胞、利胆等作用

酒精性肝病发病率逐年增长, 酒精性肝硬化患者也越

来抑制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的病理过程[12], 进而起到保

来越多, 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长期大

肝、利胆及抑制肝纤维化的作用. 不少研究已证实熊

量的酒精摄入使肝细胞、毛细胆管结构和功能异常,

去氧胆酸对胆汁淤积症疗效肯定[13,14]. 而牛磺酸主要通

常并发肝内胆汁淤积, 肝脏长期处于胆汁淤积状态下

过加速体内乙醇代谢、抑制乙醇对肝脏的氧化应激、

可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衰竭等严重不良后

影响肝脏脂肪代谢、维持肝细胞膜稳定性及抑制肝细

果, 为此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极为迫切. 牛磺熊去氧胆

胞凋亡相关因子等方面来实现对酒精性肝病的防治作

酸与腺苷蛋氨酸均为临床常用的治疗胆汁淤积药物,

用[15], 将熊去氧胆酸和牛磺酸结合后形成的牛磺熊去

但将两者联用治疗酒精性肝硬化所致胆汁淤积的研究

氧胆酸更容易在体内被吸收, 无须进行生物转化直接

相对较少. 本文将牛磺熊去氧胆酸与腺苷蛋氨酸联合

起效, 可以更有效地促进胆汁池的亲水性转化, 降低肝

用药治疗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胆汁淤积, 观察其临床

细胞、血液内的胆酸浓度, 改善胆汁淤积, 同时还通过

疗效及安全性.

调节转录因子、保护线粒体和内质网膜改善内外源性
凋亡途径发挥保护肝实质细胞和胆管细胞作用[16,17].

实验动机

本文将腺苷蛋氨酸与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应用,

将牛磺熊去氧胆酸与腺苷蛋氨酸联合用药治疗酒精性

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及相关指标均较治疗结果前明显

肝硬化代偿期患者胆汁淤积, 通过相关指标及临床症

降低, 肝脏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且治疗期间未出现

状变化情况来判断疗效, 评估其安全性.

明显不良反应, 因此采用腺苷蛋氨酸联合牛磺熊去氧
胆酸治疗胆汁淤积症代偿期酒精肝可有效改善肝功

实验目标

能,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可作为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胆

将牛磺熊去氧胆酸与腺苷蛋氨酸联合用药治疗酒精性

汁淤积患者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但本文研究样

肝硬化代偿期患者胆汁淤积, 减轻患者瘙痒等临床症

本量较少, 资料收集不完整, 入组患者仅为代偿期患

状, 降低严重不良后果发生率,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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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方法
两组患者均严格戒酒, 并给予基础保肝、调节肠道微
生态等常规治疗. 对照组患者在此基础上给予静脉注

3

射腺苷蛋氨酸, 4 wk后改为口服腺苷蛋氨酸肠溶片. 实

4

验组患者则在对照组基础上加服牛磺熊去氧胆酸. 两
组患者均持续治疗12 wk.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

5

床症状体征变化, 记录治疗前后血清肝功能指标并记
录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6

实验结果

7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皮肤瘙痒、乏力、纳差的好转率均

8

显著高于对照组, 治疗后两组碱性磷酸酶、γ-谷氨酰
转肽酶、总胆红素比较均较治疗前下降, 凝血酶原活
动度上升, 且实验组治疗效果优于对照组, 治疗过程中

9

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 表明牛磺熊去氧胆酸与腺苷蛋
氨酸联合用药治疗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患者胆汁淤积

10

效果良好且安全.
11

实验结论
腺苷蛋氨酸与牛磺熊去氧胆酸联合应用, 治疗后患者

12

临床症状及相关指标均较治疗结果前明显降低, 肝脏
情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且治疗期间未出现明显不良
反应, 因此采用腺苷蛋氨酸联合牛磺熊去氧胆酸治疗

13

胆汁淤积症代偿期酒精肝可有效改善肝功能, 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 可作为酒精性肝硬化代偿期胆汁淤积患
者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案.

14

展望前景
腺苷蛋氨酸联合牛磺熊去氧胆酸治疗胆汁淤积症酒精

15

肝的全面的临床疗效评估将进行进一步研究.

16

4

参考文献

1

Schwartz JM, Reinus JF. Prevalence and natural history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Clin Liver Dis 2012; 16: 659-666
[PMID: 23101975 DOI: 10.1016/j.cld.2012.08.001]

17

陈敏, 朱俊, 张敬, 杨茜, 李立明, 方文敏. 复方甘草酸苷联合还
原型谷胱甘肽治疗酒精性肝硬化的疗效观察. 胃肠病学和肝
病学杂志 2014; 23: 506-508
汪成. 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肠溶片联合熊去氧胆酸治疗酒精
肝胆汁淤积症的临床效果评价. 医疗装备 2016; 29: 97-98
Torruellas C, French SW, Medici V. Diagnosis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4; 20: 11684-11699
[PMID: 25206273 DOI: 10.3748/wjg.v20.i33.11684]
厉有名, 范建高, 王炳元, 陆伦根, 施军平, 牛俊奇, 沈薇, 徐有
青, 曾民德, 贾继东, 袁平戈. 酒精性肝病诊疗指南. 临床肝胆
病杂志 2010; 3: 44-46
卿松, 赵志海, 赵平, 靳雪源, 程勇前, 王建军, 丁宁. S-腺苷蛋
氨酸治疗急性胆汁淤积性肝炎的疗效. 中国肝脏病杂志(电子
版) 2011; 3: 31-33
窦慧馨, 张得钧. 酒精性肝病分子发病机制研究进展. 基因组
学与应用生物学 2016; 35: 1643-1647
Singh S, Osna NA, Kharbanda KK. Treatment options for
alcoholic and 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A review.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7; 23: 6549-6570 [PMID: 29085205
DOI: 10.3748/wjg.v23.i36.6549]
谢敬东, 赵钢德, 谢青, 王晖. 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治疗胆汁淤
积性肝炎的临床疗效. 肝脏 2013; 18: 550-552
夏海珊, 陈少茹, 钟月春, 吕思敏, 陈丽思, 黄志荣, 吴铁, 邹
丽宜. 肝纤维化的发病机制和药物治疗现况. 中国医药导报
2014; 11: 162-165
Farooq MO, Bataller R. Pathogenesis and Management of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Dig Dis 2016; 34: 347-355 [PMID:
27170388 DOI: 10.1159/000444545]
Kim MS, Ong M, Qu X. Optimal management for alcoholic
liver disease: Conventional medications, natural therapy
or combination? World J Gastroenterol 2016; 22: 8-23 [PMID:
26755857 DOI: 10.3748/wjg.v22.i1.8]
Roma MG, Toledo FD, Boaglio AC, Basiglio CL, Crocenzi
FA, Sánchez Pozzi EJ. Ursodeoxycholic acid in cholestasis:
linking action mechanisms to 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Clin Sci (Lond) 2011; 121: 523-544 [PMID: 21854363 DOI:
10.1042/CS20110184]
Rudic JS, Poropat G, Krstic MN, Bjelakovic G, Gluud
C. Ursodeoxycholic acid for primary biliary cirrhosis.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 2012; 12: CD000551 [PMID:
23235576 DOI: 10.1002/14651858.CD000551]
吕灏, 吴高峰, 杨建成, 林树梅, 杨群辉, 冯颖, 胡建民. 牛磺酸
对酒精性肝病的防治作用. 动物医学进展 2017; 38: 104-107
赵莉, 潘晓莉, 黄景荣, 计春燕, 屈银宗, 汪毅, 叶进. 牛磺熊
去氧胆酸与熊去氧胆酸治疗肝硬化的临床效果比较. 世界华
人消化杂志 2014; 22: 4338-4344 [DOI: 10.11569/wcjd.v22.
i28.4338]
王鹏, 朱荣菊. 牛磺熊去氧胆酸的合成进展. 氨基酸和生物资
源 2013; 35: 46-50

编辑:闫晋利 电编:李瑞芳

WCJD|www.wjgnet.com

35

2018-01-08|Volume 26|Issue 1|

®

在线投稿: https://www.baishideng.com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 2018年1月8日; 26(1): 36-40

DOI: 10.11569/wcjd.v26.i1.36

ISSN 1009-3079 (print) ISSN 2219-2859 (online)

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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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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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compare the antiviral effect of 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adefovir dipivoxil (ADV) and lamivudine
(LAM) vs ADV added to ongoing LAM therapy after
LAM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related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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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Forty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
positive hepatitis B and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an observation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ADV and LAM,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ADV after LAM resistance.
The treatment lasted for 48 wk. Liver function, renal
function, serum HBV DNA at baseline, 4, 12, 24, and
48 wk during treatment, as well as Child-Pugh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tiviral effect of 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adefovir dipivoxil and lamivudine
vs adefovir dipivoxil added to
ongoing lamivudine therapy
after lamivudine resistance in
patients with hepatitis B-related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RESULTS

Jian Chai, Xue-Ming Wei, Jie Zhang

Alanine transaminase and total bilirubin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baseline levels (P < 0.05). After 48 wk
of treatment, HBV DNA negative seroconversion rates
were 90% (18/20) and 40% (8/20)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respectively. HBeAg/
anti-HBe serum conversion rates were 60% (12/20) and
20% (4/20).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ignificant (P < 0.05). At the 48th week, Child-Pugh
scor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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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or hepatitis B cirrhosis patients with decompensated
cirrhosis, initial combination therapy with ADV
and LAM is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ADV added to
ongoing LAM therapy after LAM resistance.

关键词： 肝硬化； 乙型肝炎； 抗病毒药； 拉米夫定； 阿德福
韦酯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核心提要： 本文主要报道了阿德福韦酯联合拉米夫定在
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不同治疗时期的指标情
况. 对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在治疗初始阶段应
用拉米夫定联合阿德福韦酯治疗较变异后联合治疗无
论在抗病毒方面还是在临床状况改善方面都明显优越.

Key Words: Liver cirrhosis; Hepatitis B; Antiviral drugs;
Lamivudine; Adefovir dipivox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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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摘要
目的
对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不同治疗时期应用
拉米夫定(lamivudine, LAM)与阿德福韦酯(adefovir
dipivoxil, ADV)联合抗病毒治疗临床效果比较.

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 HBV)感染而引起的慢
性乙型肝炎如果控制不佳最终有可能发展成为肝硬化
失代偿期, 继续发展有可能发生肝功能衰竭, 甚至引起
肝细胞癌. 对于此类患者进行肝移植手术效果欠佳. 用
于治疗HBV的有效药物目前国家批准有核苷类药物,

方法

但是临床治疗显示单一用药无法保证稳定的疗效[1]. 慢

选取乙型肝炎e抗原(hepatitis B e antigen, HBeAg)阳
性乙型肝炎患者40例, 所有患者皆达到肝硬化失代
偿期, 根据两种抗病毒药物联合时间不同而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 LAM初始联合ADV治疗方式的为观
察组, 而LAM变异后联合ADV的为对照组. 两组患
者疗程皆为48 wk. 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肝功能及肾
功能检查以及血清HBV DNA定量测定, 检查时间分
别为用药基线时间以及治疗4、12、24、48 wk后,
并对所有患者检查治疗情况进行Child-Pugh评分.

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H B V往往在肝硬化失代偿期复
制活跃, 抗病毒治疗如不及时必然使肝脏损害加重明
显, 众多并发症明显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甚至有发展到
肝细胞癌的风险. 因而降低病死率, 改善患者病情提高
生活质量首先需要清除体内HBV或是对病毒复制加以
抑制. 应用苷(酸)类似物进行抗病毒治疗是目前常用方
法, 这一类药物可单一应用也可根据情况进行联合治
疗[2]. 我们应用拉米夫定(lamivudine, LAM)联合阿德福
韦酯(adefovir dipivoxil, ADV)进行治疗, 报道如下.

结果
在治疗4、12、24与48 wk时, 无论是观察组还是对
照组, 谷丙转氨酶与总胆红素都要好于基线时水平,
统计结果显示P <0.05, 经过抗病毒治疗48 wk后, 观
察组和对照组HBV DNA转阴率分别为90%(18/20)
与40%(8/20), HBeAg与抗-HBe血清转换率分别为
60%(12/20)与20%(4/20), 统计结果显示观察组患
者所进行的为初始联合药物治疗, 在第48周时进行
Child-Pugh评分较变异后联合组更优, 两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 <0.05).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5-01/2016-12在天津市海河医院就诊
的确诊为乙型肝炎的患者(肝硬化失代偿期)40例. 将
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20例)和对照组(20例). 在观
察组中, 男11例, 女9例, 年龄为33-64岁, 平均年龄41.2
岁±2.1岁, 在对照组中, 男13例, 7例, 年龄为32-66岁,
平均年龄为42.4岁±2.9岁,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病程、体质量、尿素氮(blood urea nitrogen, BUN)、
肌酐水平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具有可比

结论

性. 该实验获得了天津市海河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对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在治疗初始阶段应
用ADV联合LAM治疗较变异后联合治疗无论在抗
病毒方面还是在临床状况改善方面都明显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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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24和48 wk后HBV DNA转阴和HBeAg/抗-HBe血清转换 [n = 20, n (%)]

分组

时间

观察组
对照组

HBV DNA转阴

HBeAg/抗-HBe血清转换

治疗后２４ ｗｋ

８ （４０）

－

治疗后４８ ｗｋ

１８ （９０）ａ

１２ （６０）ａ

治疗后２４ ｗｋ

４ （２０）

－

治疗后４８ ｗｋ

８ （４０）

４ （２０）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ＨＢＶ： 乙型肝炎病毒； ＨＢｅＡｇ： 乙型肝炎ｅ抗原．

表 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HCV DNA水平、肝功能改善及Child-Pugh评分的比较 (n = 20)

分组
观察组

ALT (U/L)

TBiL (μmol/L)

Alc (g/L)

治疗前

时间

１２２．４ ± ２５．２

４８．１ ± １４．９

３０．１ ± ３．０

１１．０ ± １．２９

６．２０ ± １．０２

治疗４ ｗｋ后

１１１．９ ± ２１．２ａ

４５．１ ± １５．１ａ

３０．０ ± ２．９

９．７９ ± ２．５

５．２０ ± １．１０

ａ

ａ

治疗１２ ｗｋ后

１０５．１ ± １７．９

治疗２４ ｗｋ后
治疗４８ ｗｋ后
对照组

４０．９ ± １２．１

８８．７ ± １７．９

ａｃ

ａｃ

３７．０ ± １０．１

４８．１ ± １１．９

ａｃ

ａｃ

３０．０ ± ６．４

Child-Pugh评分

３１．０ ± １．９

ａ

HCV DNA log10 (拷贝/mL)

４．７０ ± １．４７ｃ

１０．３ ± １．３９

３２．０ ± ２．０

ａｃ

９．７ ± １．１０９

３５．２ ± １．９

ａｃ

ａｃ

７．４ ± １．１９

治疗前

２６８．７ ± ４３．０

７１．０ ± １５．９

２７．８ ± １．４９

１０．２ ± １．３

治疗４ ｗｋ后

２４８．９ ± ３１．９ｃ

６７．０ ± １１．９

２７．９ ± ２．４９ｃ

１０．７９ ± １．１

ｃ

３．７３ ± １．２３ｃ
３．３２ ± １．８３ｃ
６．４３ ± １．０
５．３２ ± ４．０１ｃ

治疗１２ ｗｋ后

２１８．９ ± ３６．１

６０．０ ± １４．１

２７．９ ± ２．０

１０．２ ± １．０

４．９０ ± １．３０

治疗２４ ｗｋ后

１７７．１ ± ４２．０ｃ

５３．０ ± １４．１ｃ

２９．１ ± ２．０ｃ

９．３ ± １．２ｃ

４．４０ ± １．２３ｃ

治疗４８ ｗｋ后

１０６．３ ± ２９．１ｃ

４９．４ ± １８．２ｃ

３１．２ ± １．８ｃ

８．４ ± １．２ｃ

３．７９ ± １．０１ｃ

ａ

Ｐ ＜０．０５ ｖｓ 对照组； ｃＰ ＜０．０５ ｖｓ 本组治疗前． ＨＣＶ： 丙型肝炎病毒； ＡＬＴ： 谷丙转氨酶； ＴＢｉＬ： 总胆红素．

产, 国药准字H20050651.

料以mean±SD表示, 进行t 检验, 计数资料采用Fisher's

1.2 方法

精确概率法, 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1.2.1 诊断、纳入与排除标准: 本试验的诊断标准依据
2 结果

文献[3]. 即, HBV DNA和HBeAg均为阳性. 纳入标准:

2.1 不同治疗时机血清学指标及病毒学指标对比 治疗

(1)纳入的患者的指标与诊断标准相吻合; (2)所有患者
均为自发自觉地参与试验, 并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

4、12 wk后, 观察组和对照组均未发现血清HBV DNA

理解能力, 能保持随访. 排除标准: (1)肝癌的患者; (2)

转阴病例. 从24 wk起, 观察组患者有8例转阴(40%), 对

患者既往曾经有过腹部手术; (3)患者在开始治疗前接

照组有4例转阴(20%),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

受过其他干扰性治疗; (4)自发性腹膜炎或肝性脑病史;

48 wk后, 观察组患者有18例(90%)HBV DNA转阴, 12

(5)有食管胃底静脉破裂出血者; (6)心、肺、肾等合并

例(60%)发生HBeAg/抗-HBe血清转换. 对照组有8例

症; (7)进行过任何抗病毒治疗.

(40%)HBV DNA转阴, 4例(20%)发生HBeAg/抗-HBe血

1.2.2 治疗: 依据现行的指南来对所有患者进行常规

清转换, 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1).

治疗. 观察组治疗初期应用LAM, 100 mg/d, 2 wk后加

2.2 两组HBV DNA水平及改善肝功能情况对比 在所

用A D V 10 m g/d, 疗程为1年. 对照组治疗初期应用

有治疗节点, 两组患者的HBV DNA水平、Child-Pugh

LAM, 100 mg/d, 当基因检查发现YMDD变异时加用

评分以及肝功能的情况均明显改善, 与治疗前差异有

ADV 10 mg/d, 疗程为1年.

统计学意义, 而治疗组和对照组在治疗后数据差异也

1.2.3 观察指标: 在治疗前以及治疗4、12、24、48 wk

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 表2).

后, 检查肝肾功, 同时检测血清HBV DNA. 再次根据

2.3 不良反应 两组患者在治疗中和治疗后都没有出现

指标检测结果重新评定Child-Pugh评分. 在24、48 wk

严重的不良反应. 且没有患者出现不良反应导致的停

时进行HBV基因变异检测, 治疗48 wk时检测乙型肝

药. 观察组共出现5例不良反应: 恶心1例, 腹泻2例, BUN

炎5项.

升高2例; 对照组出现4例不良反应患者: 恶心1例, 腹泻1
例, BUN升高2例. 且所有患者经简单处理后, 症状消失.

统计学处理 所有数据应用SPSS16.0分析, 计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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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前沿

3 讨论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体内乙型肝炎病毒往往在肝硬化失

H B V持续复制是在很多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

代偿期复制活跃, 抗病毒治疗如不及时必然使肝脏损

者体内发现的现象. 在临床较为棘手. 为治疗HBV持续

害加重明显, 众多并发症明显影响患者生存质量, 甚至

复制, 主流的治疗方法为常规应用保肝药物, 同时联合

有发展到肝细胞癌的风险.

应用抗病毒疗法, 此法可有效延长患者存活时间, 提高
存活率. 对于此类患者积极抗病毒治疗十分必要[4,5]. 研

相关报道

究[6-8]显示, LAM可以对乙型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

现阶段对于LAM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病毒变异情况, 研

有良好的抗病毒效果, 但是该药物耐药率与使用时间

究结果表明, 如果联合应用ADV, 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变

呈正相关, 这就大大限制了LAM的临床使用率. LAM

异, 但相关研究较少.

的耐药反应表现为: 肝炎加重, 肝功能失代偿[9-11]. 在对
HBV ADV进行治疗时, 需要耐心等待一定的起效期,

应用要点

为2-3 mo, LAM可以非常显著地抑制变异病毒株, 且降

在治疗的早期应用ADV联合LAM效果明显优于在变

低HBV DNA变异率[12]. LAM和ADV两种药物具有互

异后联合治疗.

补性, 可以快速精准地抑制HBV DNA复制, 从而降低

同行评价

HBV DNA的耐药率, 此外, LAM和ADV两种药物联合
[13,14]

应用还可以有效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

. 现阶段对于

本文语言流畅, 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15]

LAM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病毒变异情况, 研究结果 表
明, 如果联合应用ADV, 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变异. 但相

同行评议者

关研究较少.

丁惠国, 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肝病消
化科; 何松, 教授, 主任医师, 重庆医科大学; 梁国刚, 教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为, ADV联合LAM在乙型

授, 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肝炎肝硬化失代偿期患者不同治疗时期的指标情况.
治疗4、12 wk后, 观察组和对照组均未发现血清HBV
D N A转阴病例. 从24 w k起, 观察组患者有8例转阴
(40%), 对照组有4例(20%),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治疗48 wk后, 观察组患者有18例(90%)HBV DNA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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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

麦滋林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
性溃疡的疗效及对血清胃蛋白酶原、胃肠激素的影响
王金珠, 贾彩华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positive peptic ulcer
(PU), an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n serum pepsinogen
(PG)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王金珠, 贾彩华,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儿科 天津市 301500
王金珠, 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儿科消化系统的疾病.
作者贡献分布: 王金珠与贾彩华合作完成此课题; 文章写作与修改由王
金珠独立完成.

METHODS

通讯作者: 王金珠, 主治医师, 301500,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沿河路23号,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儿科. ekwangjinzhu@sohu.com

A total of 144 children with H. pylori positive PU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either an observation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with 72 cases in each group. Both
groups were treated with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omeprazole + clarithromycin + amoxicilli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additionally given marzulene-S.
The clinical efficacy, eradication rate of H. pylori and
adverse drug reaction rat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Serum levels of PG Ⅰ, PG Ⅱ, gastrin
(GAS), and somatostatin (SS) were measured in all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30 healthy children who
received physical examination at our hos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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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zulene-S combined with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positive peptic
ulcer: Efficacy and influence
on serum pepsinogen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97.22% vs 84.72%,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healthy control group, serum levels of PG Ⅰ, PG
Ⅱ, and S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and that of S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two patient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P < 0.05). Serum levels of PG Ⅰ,
PG Ⅱ, and S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nd that of S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two patient group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pretreatment levels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serum levels of PG
Ⅰ, PG Ⅱ, and S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at of
S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drug reactions was 4.17%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6.94%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ch showed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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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of marzulene-S combined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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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Marzulene-S combined with standard triple therapy
can regulate serum levels of PG and gastrointestinal
hormones in children with H. pylori positive PU,
improve the clinical curative effects, and has few
adverse drug reactions.

关键词: 消化性溃疡; 幽门螺杆菌; 儿童; 麦滋林; 标准三
联疗法; 胃蛋白酶原; 胃肠激素
核心提要: 儿童因消化系统功能及免疫能力发育不全,
极易感染幽门螺杆菌而消化性溃疡. 新型胃黏膜保护剂
麦滋林辅助治疗儿童消化性溃疡具有良好疗效, 但既往
研究报道缺乏对其胃黏膜保护作用的研究.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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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是一种微需
氧革兰阴性菌, 感染部位主要见于消化道, 与多种消

摘要
目的
探讨麦滋林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阳性消化性溃疡
(peptic ulcer, PU)患儿的疗效及对血清胃蛋白酶原
(pepsinogen, PG)、胃肠激素水平的影响.

化道疾病的发生及发展密切相关 [1]. 儿童时期由于各
脏器系统功能尚未发育成熟, 机体免疫力和抵御病原
菌侵袭能力较低, 极易感染H. pylori , 诱发消化性溃疡
(peptic ulcer, PU)、胃炎等[2]. 目前, 临床治疗H. pylori
阳性PU首推标准三联疗法, 且经诸多研究证实其疗效
确切, 但容易导致细菌耐药及肠道菌群失调等, 对儿童

方法

H. pylori 阳性PU的疗效有限, 且H. pylori 根除率下降,

入选144例H. pylori 阳性PU患儿采用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72例. 对照组给予标准三
联疗法(奥美拉唑+克拉霉素+阿莫西林)治疗, 观察
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麦滋林治疗. 比较两组临床
疗效、H. pylori 根除率及药物不良反应, 治疗前后
检测血清PGⅠ、PGⅡ、胃泌素(gastrin, GAS)、生
长抑素(somatostatin, SS)水平, 并与30例健康体检儿
童(健康组)进行比较.

长期用药还可导致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3]. 麦滋林
(L-谷氨酰胺呱仑酸钠颗粒)是一种新型胃黏膜保护剂,
具有刺激胃黏膜上皮细胞增生及溃疡周围组织修复等
作用. 目前, 麦滋林在儿童消化性疾病的治疗中逐步
受到重视, 且已有研究显示其辅助治疗儿童PU具有良
好疗效[4]. 但既往研究多集中于症状观察, 缺乏对其胃
黏膜保护相关指标的观察. 本研究对H. pylori 阳性PU
患儿采用麦滋林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 观察了患儿

结果

的血清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PG)及胃肠激素水平变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优于对照组(97.22% vs 84.72%),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与健康组比
较, 两组治疗前血清PGⅠ、PGⅡ、SS均明显升高而
SS明显降低(P <0.05).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两组治疗
后血清均明显升高, GAS均明显降低(P <0.05); 与对
照组同期比较, 观察组治疗后血清PGⅠ、PGⅡ、SS
明显升高, 而GAS均明显降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0.05). 观察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为4.17%, 与对
照组(6.94%)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化, 为儿童H. pylori 阳性PU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选取2014-06/2017-06在天津市宁河区医院儿
科接受治疗的H. pylori 阳性PU患儿144例, 采用前瞻
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儿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 每组72
例. 观察组中男性41例, 女性31例, 年龄6-14岁, 平均
年龄8.14岁±1.67岁; 体质量14.3-55.6 kg, 平均体质量
29.12 kg±4.27 kg; PU类型: 40例胃溃疡, 24例十二指

结论

肠溃疡, 8例复合性溃疡; 病程3 mo-3年, 平均病程1.42

麦滋林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H. pylori 阳性PU患儿
能够有效调节血清PG及胃肠激素水平, 提高临床疗
效, 且药物不良反应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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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35年. 对照组中男性45例, 女性27例, 年龄6-14
岁, 平均年龄8.43岁±1.82岁; 体质量14.2-54.9 kg,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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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n = 72, n (%)]

分组

痊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53 (73.61)

对照组

39 (54.17)

17 (23.61)

2 (2.78)

70 (97.22)

22 (30.56)

11 (15.28)

61 (84.72)

体质量29.95 kg±4.43 kg; PU类型: 41例胃溃疡, 26例

实业技贸公司提供; 采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血清胃泌素

十二指肠溃疡, 5例复合性溃疡; 病程2 mo-3年, 平均病

(gastrin, GAS)与生长抑素(somatostatin, SS)水平, 试剂

程1.27年±0.31年. 同期健康体检儿童在征得患儿及其

盒由上海逸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操作均严格按

家长知情同意, 且符合伦理要求的年龄、性别匹配儿

照试剂说明书执行.

童30名作为健康组, 其中男性17例, 女性13例, 年龄6-14

1.2.4 疗效标准: 治疗8 wk后根据临床症状及胃镜复查

岁, 平均年龄8.56岁±2.03岁; 体质量14.0-56.5 kg, 平均

情况进行疗效评价. 痊愈: 临床症状及体征完全消失,

体质量31.02 kg±4.72 kg. 各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胃镜复查显示黏膜充血、水肿、红晕、出血及萎缩等

计学意义(P >0.05). 药物: 奥美拉唑肠溶片(江苏联环药

消失, 溃疡面愈合; 有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大部分消失

业股份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0980267); 克拉霉素分散

或明显减轻, 胃镜复查显示溃疡黏膜表现减轻, 溃疡面

片(扬子江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19990376);

缩小≥50%; 无效: 临床症状及体征无明显改善甚至加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粒[葵花药业集团(衡水)得菲

重, 胃镜复查显示溃疡面缩小不足50%甚至扩大. 计算

尔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H20066275]; 麦滋林(L-谷氨

总有效率 = (痊愈+有效)/总例数×100%.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版统计学软件进行数

酰胺呱仑酸钠颗粒, 日本寿制药株式会社, 注册证号
H20091052).

据分析, 计量资料以mean±SD表示, 组间比较均经独

1.2 方法

立样本t 检验, 组内比较经配对t 检验; 计数资料以频率

1.2.1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1)符合中华医学

或百分率(%)表示, 比较经χ2检验, 等级资料经Mann-

会儿科学分会感染消化学组 [5] 提出的P U诊断标准,

whitney检验,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经胃镜检查确诊; (2)胃窦黏膜组织切片、快速尿素
2 结果

酶检查、碳13呼气试验( 13 C-U B T)或碳14呼气试验

2.1 两组患儿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儿的临床疗效明

( C-UBT)检查H. pylori 呈阳性; (3)年龄6-14岁, 性别
14

显优于对照组, 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Z = 9.002,

不限; (4)患儿家长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了知情同意

严重心、脑、肝、肺、肾等脏器功能障碍或原发病

P = 0.011<0.05, 表1).
2.2 两组患儿H. pylori 根除率比较 观察组68例(94.44%)
H. pylori 根除, 对照组57例(79.17%)H. pylori 根除, 观
察组的H. pylori 根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χ2 = 7.336, P =

者; (4)合并免疫系统疾病、凝血功能障碍者; (5)对本

0.007<0.05).

研究用药过敏或禁忌者.

2.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PGⅠ、PGⅡ、GAS、SS

1.2.2 治疗: 对照组患儿予以标准三联疗法进行H. pylori

与健康组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儿的血清P GⅠ、P G

根除治疗, 即奥美拉唑肠溶片口服, 0.8-1.0 mg/(kg•次),

Ⅱ、GAS水平显著高于健康组, SS水平显著低于健康

1次/d; 克拉霉素分散片口服, 15-20 mg/(kg•次), 2次/d;

组(P <0.05), 而观察组与对照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颗粒口服, 20-30 mg/(kg•次), 2次/d.

义(P >0.05); 治疗后, 两组患儿的血清PGⅠ、PGⅡ、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麦滋林口服, 0.67 g/次,

GAS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 且观察组显著低于对照组

2次/d, 疗程8 wk, 其余药物均用药2 wk.

(P <0.05), 两组SS水平均显著升高, 且观察组显著高于

1.2.3 观察指标: 治疗8 wk后, 复查胃镜观察溃疡愈合

对照组(P <0.05, 表2).

情况, 统计H. pylori 根除率及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

2.4 两组患儿药物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两组患儿

发生率. 治疗前及治疗8 wk后, 晨取空腹静脉血5 mL

均未出现心电图、肝肾功能及血尿常规异常, 少数患

于凝血管中, 在室温下3000 r/min离心10 min, 留取血

儿出现不良反应但程度均较轻, 未经特殊处理自行缓

清置于-80 ℃冰箱中保存待测. 采用时间分辨荧光免疫

解. 观察组3例(4.17%)不良反应, 包括1例恶心, 1例腹

分析法测定血清PGⅠ和PGⅡ水平, 试剂盒由无锡江原

泻, 1例食欲不振; 对照组5例(6.94%)不良反, 包括2例

书, 研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 排除标准: (1)合并
胃、十二指肠畸形或肿瘤、胰腺疾病、既往胃肠道手
术史者; (2)入组前3 mo内接受PU相关治疗者; (3)合并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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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血清PGⅠ、PGⅡ、GAS、SS与健康组比较 (mean ± SD)

分组

n

PGⅠ (μg/L)

PGⅡ (μg/L)

GAS (ng/L)

SS (ng/L)

健康组

30

85.12 ± 15.48

7.01 ± 1.42

64.56 ± 15.34

56.19 ± 14.45

观察组

72
198.21 ± 34.18a

15.32 ± 2.23a

157.48 ± 30.31a

25.46 ± 10.02a

治疗前

ce

治疗后

90.42 ± 12.45

对照组

7.54 ± 1.02

ce

ce

86.12 ± 19.23

49.98 ± 12.11ce

72

治疗前

196.82 ± 32.24a

14.91 ± 2.15a

154.73 ± 29.02a

治疗后

c

c

c

117.79 ± 16.78

8.85 ± 1.56

120.02 ± 23.46

26.21 ± 9.94a
39.25 ± 11.09c

a

P <0.05 vs 健康组; cP <0.05 vs 本组治疗前; eP <0.05 vs 对照组同期. PG: 胃蛋白酶原; GAS: 胃泌素; SS: 生长抑素.

恶心, 1例腹泻, 1例腹痛, 1例食欲不振. 组间药物不

种活性成分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可加速溃疡愈合及黏

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 0.529, P =

膜结构、功能修复, 有效控制溃疡并抑制溃疡复发. 滕

0.467>0.05).

承志等[11]研究证实, 麦滋林佐治小儿PU能够增强患儿
的免疫功能, 并调节肠道菌群平衡, 促进病情康复; 罗

3 讨论

威耀等[12]研究亦显示, 麦滋林辅助治疗儿童PU能够提

P U发生机制主要与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精神因

高临床疗效, 改善胃黏膜充血、水肿等症状. 本研究

素、胃黏膜防御能力降低、胃酸分泌过多及H. pylori

中, 观察组在标准三联疗法治疗的基础上加用麦滋林

感染有关, 其中, H. pylori 感染是其主要原因. 病原学

治疗, 结果显示, 观察组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检查显示, 约87%的PU患者合并H. pylori 感染, 而H.

组(97.22% vs 84.72%, P <0.05), 且H. pylori 根除率较对

pylori 感染可加速胃黏膜防御功能损伤及胃酸分泌, 进
一步加重病情[6]. 因此, 对PU的治疗尤其是H. pylori 阳
性PU的治疗, 应采取根据H. pylori 、抑制胃酸分泌与

照组明显提高(94.44% vs 79.17%, P <0.05), 证实麦滋林
辅助治疗儿童H. pylori 阳性PU能够提高临床疗效及H.

pylori 根除率, 改善临床预后, 这与上述报道结论相符.

保护胃黏膜的治疗原则. 目前, 对于儿童PU上缺乏统

PU时由于胃黏膜主细胞以及壁细胞数量增加, 导

一治疗标准, 多参照成人方案治疗, 标准三联疗法是

致胃酸及PG分泌量增加, 且PG能够在胃酸作用下转

目前国内外推荐的PU一线治疗方案, 即质子泵抑制剂

化成为胃蛋白酶, 进一步损伤胃黏膜、增加胃黏膜通

(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联合2种抗菌药物治疗, 疗

透性, 导致血清PG水平升高[13]. 还有研究显示, 血清PG

程通常为7-14 d. 由于标准三联疗法具有细菌耐药风险,

Ⅰ和PGⅡ的检测对胃癌的诊断也具有重要辅助意义,

其H. pylori 根除率不断下降, 尤其是对H. pylori 阳性儿

故血清P G水平检测能够反应胃黏膜形态及功能, 被

[7]

童, 根除失败率可达30%-40% . 因此, 寻找一种更为安

誉为胃黏膜“血清学活检”指标[14]. PU患者常伴有不

全高效的方案治疗儿童UP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同程度的胃肠激素分泌异常, 可明显影响胃肠道、胰

麦滋林是由洋甘菊提取水溶性奥磺酸钠与新鲜

腺及胆道的分泌、运动与吸收功能[15]. GAS是由胃窦

卷心菜汁提取L-谷氨酰胺(glutamine, GLN)组成, 其中,

及十二指肠近端黏膜G细胞分泌的一种激素, 能够刺

水溶性奥磺酸钠可加速黏膜中前列腺素E2的合成与释

激胃壁细胞而分泌出胃酸, 进一步促进PG的分泌, 且

放, 直接、有效抑制炎性细胞释放出组胺等物质, 改善

可调节H. pylori 感染而增加胃癌发生风险[16]. SS是主

胃黏膜血液循环, 还可抑制PG活性, 从而加速溃疡局部

要由胃窦D细胞分泌的胃肠激素, 同时也是一种胃肠

[8]

黏膜表皮细胞的新生以及肉芽组织的形成 . GLN能够

神经肽, 能够抑制GAS的分泌而降低胃壁细胞的敏感

促进溃疡面及周围组织修复再生, 促进黏蛋白、葡萄

性, 抑制胃酸及PG的合成与释放, 增强黏膜抗损伤及

糖胺、氨基己糖等的合成并可增强其生物活性, 在削

抗应激能力, 被认为是一种胃肠道黏膜防御因子[17]. 马

弱攻击因素的同时增强防御机制, 保护黏膜结构及功

丽等[18]研究显示, PU患者的血清GAS较正常人明显升

能的重建, 加速溃疡面的修复, 提高溃疡愈合质量[9]. 同

高, 而SS水平明显降低, 且H. pylori 阳性患者的上述指

时, GLN作为人体最丰富的氨基酸之一, 可作为高效能

标异常较H. pylori 阴性患者更为明显, 证实H. pylori 感

源底物参与三羧酸循环, 其含有的酰胺成分是所有细

染可导致GAS与SS分泌异常, 参与PU的发生及发展过

胞生物合成过程中的必须物质, 故补充GLN能够为消

程. 竺海东[19]研究亦显示, 血清PGⅠ和GAS水平升高

化系统提供营养支持, 更好地保护肠道屏障功能[10]. 两

与H. pylori 相关性PU的发生密切相关. Iijima等[20]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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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水平与胃酸分泌能力正相关, PG水平越高则提示胃

并提高H. pylori 根除率、保护胃黏膜, 是当前及今后临

酸分泌旺盛, 而胃酸分泌过多是PU发生的重要因素之

床研究的重点. 本研究主要针对儿童H. pylori 阳性PU

一, 侧面证实PG表达升高可能参与了PU的发生及发展

的治疗提出标准三联疗法联合新型胃黏膜保护剂麦滋

过程. 本研究中, H. pylori 阳性PU患儿的血清PGⅠ、

林(L-谷氨酰胺呱仑酸钠颗粒)辅助治疗, 并观察了药

PGⅡ及GAS水平均较健康组明显升高, 而血清SS水平

物疗效、H. pylori 根除率、安全性及可能作用机制, 为

明显降低, 证实H. pylori 阳性PU患儿存在明显的胃肠

提高儿童PU治疗方案的选择及提高患儿的依从性、

激素分泌异常、胃肠黏膜功能损伤及胃肠运动障碍.

治疗有效性及安全性提供参考依据.

经治疗后, 两组血清PGⅠ、PGⅡ和GAS水平均明显降
低而SS水平明显升高, 且观察组的改善幅度显著优于

实验目标

对照组(P <0.05). 说明麦滋林对H. pylori 阳性PU患儿的

本研究前瞻性研究了儿童H. pylori 阳性PU标准三联疗

PG及胃肠激素合成、分泌具有明显调节作用, 更有利

法中是否联用麦滋林的临床疗效、H. pylori 根除率及

于胃肠黏膜功能修复及胃肠功能康复, 这可能也是观

对胃黏膜的保护作用进行观察分析, 为儿童H. pylori 阳

察组疗效优于对照组的重要原因. 此外, 治疗期间两组

性PU的胃黏膜保护治疗提供实验依据.

仅少数患儿出现轻度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不良反
应, 均未见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组间不良反应率未见明

实验方法

显差异, 用药安全性较好.

本研究采取前瞻性、单盲、随机对照研究, 通过筛选
筛选符合研究标准的对象, 排除用药禁忌、可能影响

总之, 麦滋林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治疗H. pylori 阳性

研究结果的病例, 尽量减少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

PU能够改善临床症状, 提高临床疗效及H. pylori 根除
率, 且不良反应少, 用药安全性好, 其可能作用机制与

响. 采用SPSS19.0统计学软件对研究数据进行统计分

下调血清PG、GAS水平及上调SS水平有关.

析, 确保数据的可信度与可靠性.

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实验结果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研究, 证实麦滋林辅助标准三联

实验背景

疗法治疗儿童H. pylori 阳性PU能够提高临床疗效及H.

儿童消化性溃疡(peptic ulcer, PU)是儿童时期常见消

pylori 根除率, 调节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PG)及胃肠

化系统疾病, 多因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激素表达而保护胃肠黏膜, 且并不增加不良反应, 用药

pylori )感染诱发. 临床对H. pylori 阳性PU的一线治疗方

安全有效.

案为PPI联合2种抗生素的标准三联疗法, 但由于耐药

实验结论

菌株及患儿依从性等问题的存在, 导致H. pylori 的根除
但疗效不一. 儿童H. pylori 感染早期往往无明显症状,

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研究前沿的基础上, 针对儿童H.
pylori 阳性PU这一特殊人群开展分组研究, 通过临床

而随着H. pylori 在胃肠组织中定植、生长, 可导致胃肠

实验设计、临床治疗与检验结合及统计学分析, 得出

道黏膜组织损伤而诱发一系列症状, 严重影响患儿生

了具有临床治疗指导意义的研究结论, 疗效显著, 实验

长发育. 对于这类患儿, 是否需要配合胃肠道黏膜保护

数据可靠. 在标准三联疗法治疗的基础上, 辅以新型胃

药物治疗, 以及胃黏膜保护治疗的安全性及可能作用

黏膜保护药物麦滋林治疗, 有效提高了治疗效果, 并减

机制目前尚缺乏充分研究和循证医学证据. 本研究以

少了传统三联疗法治疗中存在的H. pylori 根除率低等

此作为出发点, 探讨胃黏膜保护剂辅助标准三联疗法

问题. 尤其是针对儿童H. pylori 感染后胃黏膜损伤提出

治疗儿童H. pylori 阳性PU的安全性、有效性及作用机

保护治疗理念, 通过实验室检验血清PG及胃肠激素表

制对提高儿童PU治疗整体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达变化, 客观评价了麦滋林辅助治疗的胃黏膜保护作

率降低, 故近年来一些新的治疗方案逐渐应用于临床,

用及机制, 认为在儿童PU治疗中, 辅助应用胃黏膜保

实验动机

护制剂是安全可行且积极有效的, 具有较好的临床应

近年来, 尽管国内外对儿童PU的临床特点及规范化治

用价值.

疗、个性化治疗均作出了广泛研究, 但目前仍缺乏特
尚未纳入相关指南中, 如何合理选择药物及治疗方案,

展望前景
目前H. pylori 的治疗方案较多, 但儿童可选抗生素有

确保儿童PU治疗效果及安全性, 最大限度地降低耐药

限, 且治疗难度较成人更高, 疗效影响因素更多, 仍缺

效方案. 尤其是胃黏膜保护剂的应用效果及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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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适用于儿童H. pylori 阳性PU的有效方案, 国内关于

9

儿童H. pylori 根除治疗的随机对照研究较多, 但多集
中于临床症状的改善, 缺乏对胃黏膜保护治疗的研究
观察. 本研究初步证实了麦滋林辅助标准三联疗法治

10

疗儿童H. pylori 阳性PU疗效确切、安全可行且可提高

H. pylori 根除率、保护胃黏膜功能. 但本研究病例样本
较小, 且病例选择方面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 且缺乏对
11

患儿治疗依从性的客观考量, 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大样
本、随机、多中心研究观察麦滋林辅助标准三联疗法
及其他治疗方案对儿童H. pylori 阳性PU的治疗效果的

12

影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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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

奥美拉唑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治疗老年幽门螺杆菌感染
消化性溃疡患者成本-效果比较
顾维凤， 顾卓珺
based triple therapy vs sequential therapy for patient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h. pylori) positive peptic ulcer,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selection of
effective, safe, and economical therapy regimen.

顾维凤， 顾卓珺， 舟山医院药剂科 浙江省舟山市 316000
顾维凤， 药师， 主要从事抗生素合理用药、质子泵抑制剂的合理使用、
高血压药物的合理使用、门诊处方使用合理性的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本课题由顾维凤与顾卓珺共同设计； 临床病例的管理与数
据收集由顾维凤与顾卓珺共同完成； 数据分析与论文撰写由顾维凤完成．

METHODS

One hundred and twenty-eight elderly patients with
h. pylori positive peptic ulcer treated from July 2015 to
December 2016 at Zhoushan Hospital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10 d omeprazole based triple therap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10 d omeprazole based
sequential therapy. Clinical efficacy, adverse reactions,
and C/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通讯作者： 顾维凤， 药师， ３１６０００，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定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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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effectiveness of omeprazole
based triple therapy vs sequential
therapy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positive peptic
ulcer

RESULTS

The ulcer healing rate and h. pylori eradication rat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96.88% vs 78.13%, χ 2 = 10.286,
P < 0.05; 92.19% vs 75.00%, χ2 = 6.893, P < 0.01). Th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7.81% vs
20.31%, χ2 = 4.137, P < 0.05). The C/E of ulcer healing rate
and h. pylori eradication rate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2.27 vs
5.03, 2.39 vs 5.24). For every one percentage point increase
in the ulcer healing rate and h. pylori eradication rate,
the observation group would save 9.23 yuan and 10.07
yuan, respectively,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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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meprazole based triple sequential therapy can
eradicate h. pylori infection, promote ulcer healing,
and reduce adverse reactions, and has better C/E.

Abstract

AIM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To compare the cost-effectiveness (C/E) of omepraz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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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是导致消化
性溃疡的主要原因, 根除H. pylori 感染是治疗消化性溃

摘要
目的
比较分析奥美拉唑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治疗老
年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感染消
化性溃疡患者成本-效果, 为临床选择有效、安全、
经济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疡的重要手段. 随着克拉霉素与甲硝唑耐药性的增加,

方法

取随机对照研究的方法, 比较10 d标准三联疗法与序

选择2015-07/2016-12舟山医院收治的老年消化性溃
疡患者128例为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
察组和对照组各64例. 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标准10 d
三联疗法, 观察组给予奥美拉唑10 d序贯疗法, 比较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不良反应、成本-效果分析等
指标.

贯疗法成本-效果, 旨在为临床选择有效、安全、经济

结果

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128例患者为研究对象, 男75例,

传统三联疗法根除H. pylori 率逐渐下降, 文献报道已
降至80%以下[1,2], 近年来国外学者[3,4]提出了新10 d序
贯疗法, 其治疗效果也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同. 但目
前还少有10 d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成本-效果分析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 CEA)的比较研究, 本文采

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5-07/2016-12符合上述标准的

观察组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均明显高于
对照组(96.88% vs 78.13%, 92.19% vs 75.00%)(χ2 =
10.286, 6.893, P <0.05, P <0.01); 恶心呕吐等不良反
应明显低于对照组(7.81% vs 20.31%)(χ2 = 4.137,
P <0.05); 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成本-效果比
(C/E)明显低于对照组(2.27 vs 5.03, 2.39 vs 5.24); 溃
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每增加一个百分比, 观
察组节约成本9.23元、10.07元.

女53例; 年龄61-76岁, 平均年龄66.08岁±3.85岁; 体质

结论

验H. pylori 阳性; (3)年龄>60岁; (4)既往未接受H. pylori

量46-72 kg, 平均体质量58.39 kg±7.12 kg; 病程2-9年,
平均病程5.34年±0.72年; 溃疡类型: 胃溃疡44例, 十二
指肠溃疡67例, 混合型17例; 临床表现: 腹痛74例, 反酸
97例, 嗳气88例.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64例.
1.1.2 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 (1)均符合消化
性溃疡诊断标准, 且经胃镜检查确诊; (2)快速尿素酶试

奥美拉唑三联序贯疗法有助于根除老年H. pylori 感
染消化性溃疡患者H. pylori 感染, 促进溃疡愈合, 降
低不良反应, 且具有更好的成本-效果比较优势.

根除治疗. 排除标准: (1)严重心肺肝肾功能不全者; (2)
胃镜检查禁忌者; (3)合并消化道大出血、穿孔等严重
并发症者; (4)近1 mo内使用质子泵抑制剂、胃黏膜保
护剂等治疗者; (5)药物过敏者; (6)中途退出者.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2 方法 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标准三联疗法. 奥美拉
唑: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诺捷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

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 消化性溃疡； 三联序贯疗法； 成本－
效果分析

准字H20064032, 规格20 mg×21粒, 单价2.095元/粒, 1
粒/次, 2次/d; 克拉霉素: 江苏扬子江集团有限公司, 批
准文号: 国药准字H19990375, 规格0.125 g/片, 单价3.910

核心提要： 奥美拉唑三联序贯疗治疗消化性溃疡效果值
得肯定, 但目前还少有10 d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成
本-效果分析, 本文通过比较10 d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
法成本-效果, 为临床选择有效、安全、经济的治疗方
案提供参考.

WCJD|www.wjgnet.com

元/片, 4片/次, 2次/d; 阿莫西林: 株江联帮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003263, 规格0.5 g/粒, 单
价0.96元/粒, 2粒/次, 2次/d. 连续10 d.
观察组给予奥美拉唑序贯疗法. 前5 d给予奥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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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n = 64)

指标

观察组

对照组

３６

３９

性别
男
女

t /χ2值

P值

０．２９０

０．５８７

２８

２５

年龄（岁）

６６．３２ ± ４．１２

６５．８５ ± ３．５６

０．６９１

０．２４２

体质量（ｋｇ）

５８．４５ ± ７．２１

５８．３２ ± ６．４５

０．１０７

０．７８５

５．３６ ± ０．７５

５．３２ ± ０．６８

０．３１６

０．５６３

０．６３５

０．２５４

病程（年）
类型
胃溃疡

２１

２３

十二指肠溃疡

３３

３４

混合型

１０

７

腹痛

３８

３６

０．１２８

０．７３２

反酸

５０

４７

０．３８３

０．５３２

嗳气

４５

４３

０．１４５

０．７２６

临床表现

表 2

两组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溃疡愈合有效率、幽门螺杆菌根除率比较 [n = 64, n (%)]

分组

溃疡愈合
痊愈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２９ （４５．３１）

１８ （２８．１３）

对照组

１７ （２６．５６）

２０ （３１．２５）

H. pylori 根除率

无效

有效率

１４ （２１．８８）

２ （３．１３）

６２ （９６．８８８）

５９ （９２．１９）

１３ （２０．３１）

１４ （２１．８８）

５０ （７８．１３）

４８ （７５．００）

χ值

１０．２８６

６．８９３

Ｐ值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２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门螺杆菌．

唑(1粒/次, 2次/d)、阿莫西林(2粒/次, 2次/d); 后5 d给

果比(△C/△E). △C/△E = (Cx-C0)/(Ex-E0); (3)敏感性分

予奥美拉唑(1粒/次, 2次/d)、替硝唑(1片/次, 2次/d)、克

析: 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 药品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

拉霉素(4片/次, 2次/d). 替硝唑: 山西津华晖星制药有限

本文以药品单价下调10%进行敏感性分析.

公司, 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H20023791, 规格0.5 g/片, 单

1.3.5 不良反应: 统计分析两组治疗过程中恶心、腹

价0.245元/片.

泻、头晕、皮疹、腹部不适等不良反应发生率.

1.3 观察指标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0.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
[5]

1.3.1 临床疗效: 参照林小兰等 文献资料拟定疗效判

学分析, 年龄等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采用t 检验,

断标准.

临床疗效等计数资料用频数或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

1.3.2 H. pylori 根除标准: H. pylori 根除治疗结束后, 复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查胃镜、快速尿素酶试验、13C/14C标记尿素呼吸试验
检查为阴性者.

2 结果

1.3.3 溃疡愈合标准: 痊愈: 胃镜检查溃疡及周围炎性

2.1 一般资料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病程、类

全部消失; 显效: 胃镜检查溃疡愈合, 但周围仍有炎性;

型、临床表现等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t /χ2 = 0.290、

有效: 胃镜检查溃疡面缩小>1/2; 无效: 胃镜检查溃疡

0.691、0.107、0.316、0.635、0.128、0.383、0.145,

面缩小<1/2或扩大.

P >0.05, 表1).

1.3.4 成本-效果分析: (1)成本的确定: 本次研究仅以

2.2 临床疗效 观察组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

药品费用作为成本分析, 药品单价均以国家规定标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96.88% v s 78.13%, 92.19% v s

为准, 药品费用 = 用药量×药品单价; (2)成本-效果分

75.00%)(χ2 = 10.286、6.893, P <0.05, P <0.01, 表2).

析: 包括总费用(C)、成本/效果比(C/E)、增长成本/效

2.3 不良反应 对照组发生恶心呕吐6例, 腹部不适3例,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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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两组患者成本-效果分析

项目

分组

C (元)

E (%)

C/E

观察组

２１９．９５

９６．８８

２．２７

对照组

３９３．１０

７８．１３

５．０３

观察组

２１９．９５

９２．１９

２．３９

对照组

３９３．１０

７５．００

５．２４

观察组

１９７．９５５

９６．８８

２．０４

对照组

３５３．７９０

７８．１３

４．５３

观察组

１９７．９５５

９２．１９

２．１５

对照组

３５３．７９０

７５．００

４．７２

△C/△E

成本－效果分析
溃疡愈合率

Ｈ． ｐｙｌｏｒｉ 根除率

－９．２３
－１０．０７

成本－效果敏感性分析
溃疡愈合率

Ｈ． ｐｙｌｏｒｉ 根除率

－８．３１
－９．０７

Ｈ． ｐｙｌｏｒｉ ： 幽门螺杆菌．

皮疹2例, 腹泻2例; 观察组发生恶心呕吐2例, 腹部不适

速、不产生耐药性、更好的成本-效果比, 但要真正

1例, 皮疹1例, 腹泻1例. 观察组不良反应7.81%(5/64)明

实现非常困难, 如何在治疗有效性、安全性与成本-

显低于对照组20.31%(13/64)(χ = 4.137, P <0.05).

效果之间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一直是学者关注

2.4 成本-效果分析 对照组总费用 = (2.095×2+3.910

的课题. 10 d序贯疗法方案最早由意大利De Francesco

×4×2+0.96×2×2)×10 = 393.10元, 观察组总费用 =

医生提出, 目前已被各国学者作为治疗H. pylori 感染

(2.095×2+0.96×2×2)×5+(2.095×2+0.245×2+3.910

的一线治疗方案, 众多文献报道根除H. p y l o r i 率为

×4×2)×5 = 219.95元. 观察组溃疡愈合率、H. pylori

91%-98%[12,13], 明显高于标准三联疗法. 本文通过比较

根除率C/E明显低于对照组, 每增加一个溃疡愈合率、

两组H. pylori 根除率、溃疡愈合率等指标, 所得结论也

H. pylori 根除率, 观察组节约成本分别为9.23元、10.07

支持这一观点. 可能作用机制是, 前5 d诱导期内使用

元(表3).

奥美拉唑+阿莫西林, 后5 d使用奥美拉唑+替硝唑+克

2.5 敏感性分析 为规避成本-效果分析中不确定性与偏

拉霉素, 诱导期在杀灭H. pylori 的同时, 能减少患者细

倚性, 假设药品费用降低10%. 结果表明, 敏感性分析

菌负荷量, 提高H. pylori 对克拉霉素的敏感性, 进而达

中, 同样是观察组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C/E明

到有效根除H. pylori 的目的.

2

显低于对照组, 每增加一个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

奥美拉唑为第一代质子泵抑制剂, 可选择性地抑
制壁细胞膜上H+-K+-ATP酶, 阻断胃酸分泌, 提高抗生

率, 观察组节约成本8.31元、9.07元(表3).

素活性与利用度[14]; 阿莫西林、克拉霉素均具有较强
3 讨论

杀灭H. pylori 作用, 而且克拉霉素生物利用度较高, 即

消化性溃疡是老年消化道常见疾病, 可能与器官功能

使是半剂量使用, 根除H. pylori 率在序贯疗法也仍能维

衰退、免疫功能降低、长期服用各种药物等因素有

持在93%[15]; 甲硝唑是一种治疗厌氧细胞感染效果较

关. 相关研究表明, 67%-95%的消化性溃疡与H. pylori

好的药物[16]. 本文以此几种药物进行标准三联疗法与

感染有关, 根除H. pylori 感染就成为治疗消化性溃疡

序贯疗法的比较研究, 且以10 d为一个治疗周期. 结果

的关键[6,7]. 标准的三联方案是质子泵抑制剂联合两种

表明, 观察组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C/E分别为

抗生素, 质子泵抑制剂能有效抑制胃酸分泌, 降低胃

2.27、2.39, 均明显低于对照组, 从△C/△E分析可以发

酸对胃、十二指肠黏膜的消化作用, 增强抗生素杀灭

现, 对照组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每提高一个百

H. pylori 效果, 但长期使用会增加H. pylori 对抗生素的
耐药性[8], 相关研究[9,10]表明, 传统三联方案治疗下H.
pylori 对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平均耐药率分
别2.7%、27.6%、75.6%, 这也是导致H. pylori 根除效

分点, 比观察组增加成本分别为9.23元、10.07元, 敏感
性分析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结果的可靠性. 因此不论是
从临床疗效、不良反应、成本-效果分析, 均提示奥美
拉唑序贯疗法的有效性、安全性、经济性值得肯定.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奥美拉唑三联序贯疗法有助于

果不佳的主要原因.
武丽娟等 认为根除H. pylori 的理想方案必须满

根除老年H. pylori 感染消化性溃疡患者H. pylori 感染, 促

足至少4个条件: H. pylori 根除率>90%、溃疡愈合迅

进溃疡愈合, 降低不良反应, 且成本-效果更好. 本文研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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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数量较少, 且缺乏对联合用药作用
机制的深入分析, 这均有待于后续研究中去不断完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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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2

实验背景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是导致消化
性溃疡的主要原因, 根除H. pylori 感染是治疗消化性溃
疡的重要手段. 传统三联疗法根除H. pylori 率逐渐下降,

3

新10 d序贯疗法治疗效果值得肯定, 目前还少有10 d标
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成本-效果分析的比较研究.

实验动机

4

本研究通过比较10 d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成本-效
果, 旨在为临床选择有效、安全、经济的治疗方案提

5

供参考.
6

实验目标
比较分析奥美拉唑标准三联疗法与序贯疗法治疗老年

H. pylori 感染消化性溃疡患者成本-效果, 为临床选择

7

有效、安全、经济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实验方法
128例老年消化性溃疡患者被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64例, 对照组给予奥美拉唑标准10 d三联疗法, 观

8

察组给予奥美拉唑10 d序贯疗法,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
疗效、不良反应、成本-效果分析等指标.

9

实验结果

10

本 文 研 究 目 的 已 经 达 到 : 观 察 组 溃 疡 愈 合 率 、H .

pylori 根除率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0.05, P <0.01); 恶
心呕吐等不良反应明显低于对照组(7.81% vs 20.31%,
P <0.05); 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成本-效果比(C/
E)明显低于对照组; 溃疡愈合率、H. pylori 根除率每增

11

12

加一个百分比, 观察组节约成本9.23元、10.07元.

实验结论
奥美拉唑三联序贯疗法有助于根除老年H. pylori 感染
消化性溃疡患者H. pylori 感染, 促进溃疡愈合, 降低不

13

良反应, 且成本-效果更好, 可作为治疗H. pylori 感染消
化性溃疡优选方案.

14

展望前景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数量较少, 同时对奥美拉

15

唑三联序贯疗法可能作用机制缺乏深入的分析，更准
确的结论有待于今后扩大样本、展开多中心前瞻性随
机对照研究去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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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

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联合止血钛夹在治疗老年急性消
化性溃疡出血中的应用价值
陈克栋， 潘小红， 李其肯

Abstract

陈克栋， 潘小红， 浙江省余姚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浙江省余姚市
315400

AIM

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endoscopic injection of
desmopressin combined with titanium clip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peptic
ulcer bleeding.

李其肯， 浙江省肿瘤医院胃肠肿瘤外科 浙江省杭州市 310022
陈克栋， 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急性消化道出血治疗方向的研究．
作者贡献分布： 陈克栋负责课题设计、文章撰写； 潘小红负责病例的收
集； 李其肯负责数据整理、分析．

METHODS

通讯作者： 陈克栋， 主治医师， ３１５４００， 浙江省余姚市城东路８００号， 浙江
省余姚市人民医院急诊科． ｄｏｃｔｏｒｆｉｎｅ＠ｓｉｎａ．ｃｎ

Two hundred and twenty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peptic ulcer bleeding treated at our hospital from
May 2012 to May 2017 were divided into either an
observation group or a control group (n = 110 each).
The observation group underwent endoscopic injection
of desmopressin combined with titanium clip therapy,
and the control group underwent endoscopic injection
of epinephrine combined with titanium clip therapy.
Clinical efficacy, cardiovascular adverse reactions,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７－１１－１７
修回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０７
接受日期： ２０１７－１２－１２
在线出版日期： ２０１８－０１－０８

Endoscopic injection of
desmopressin combined with
hemostatic titanium therapy for
treatment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peptic ulcer bleeding

R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in the time to achieve
hemostasis (12.9 h ± 1.3 h vs 13.1 h ± 1.5 h), the amount
of blood transfusion (1250 mL ± 210 mL vs 1190 mL ±
220),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undergoing transhepatic
operation (2.72% vs 2.72%), or the percentage of cases
developing rebleeding within 1 wk (3.63% vs 4.55%)
(P >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comparable
betwee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94.55% vs 93.64%, P > 0.05).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dverse events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an in the control group
(1.82% vs 14.55%,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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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acute peptic ulcer bl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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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scopic injection of desmopressin can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cardiovascular adverse reactions.

关键词： 消化性溃疡； 急性出血； 肾上腺素； 去氨加压素
核心提要： 针对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 给予内
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的药物治疗方案, 与传统的内镜下
注射肾上腺素方案在治疗效果和心血管不良反应上进
行比较.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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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消化性溃疡是消化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 随着对该

摘要
目的
探讨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联合止血钛夹在老年急
性消化性溃疡出血中的治疗价值.

病认识的不断加深、抗幽门螺杆菌、抗酸药物等治疗
方案的更加合理, 消化性溃疡得到了很好的治疗[1]. 在
老年人群中, 常因心脑血管疾病, 需要长期口服抗凝药
物, 发生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的风险较高, 如若得不到

方法

及时、有效的救治, 常常危及生命, 引起死亡[2,3]. 随着

选取2012-05/2017-05浙江省余姚市人民医院收治的
220例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患者, 均使用内镜下注射
药物联合止血钛夹进行治疗, 其中行内镜下注射去
氨加压素的患者共110例, 将其作为观察组, 再选择
同期行内镜下注射肾上腺素的110例患者, 将其作为
对照组, 然后将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心血管不良
反应等指标进行比较.

消化内镜技术的进步, 通过内镜下注射药物、内镜下
凝固止血、内镜下器械止血等方法对急性消化性溃疡
患者进行止血. 内镜下注射药物联合止血钛夹, 效果可
靠, 得到临床大量验证, 是上消化道出血的一线治疗方
案. 关于内镜下注射药物的选择上, 临床中多选用肾上
腺素[4], 但在老年人群中, 心血管基础病发生率较高、
心脏功能多较差, 限制了肾上腺素的临床使用[5], 寻找

结果

其他内镜下药物注射方案能够为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

对照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为12.9 h±1.3 h、平均
输血量为1250 mL±210 mL、3例(2.72%)转外科手
术、4例(3.63%)1 wk内再出血,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
止血时间为13.1 h±1.5 h、平均输血量为1190 mL±
220 mL、3例(2.72%)转外科手术、5例(4.55%)1 wk
内再出血, 两组患者在止血时间、输血量、转外科
手术、1 wk内再次出血等指标上无明显差异, 无统
计学意义(P >0.05);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94.55%, 对照组患者为93.64%,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P >0.05); 观察组患者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
率显著低于对照组(1.82% vs 14.55%), 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0.05).

出血患者提供更多合理、有效的选择, 促进患者的尽
快恢复. 去氨加压素为天然激素加压素的衍生物, 通过
构型的改变, 不但保留并增强其抗利尿作用, 还减少了
血压升高等不良反应, 去氨加压素起效快, 能够增强凝
血因子Ⅷ的活性, 提高血小板聚集、黏附、释放等能
力, 应用于临床许多疾病的止血, 同时该药所带来的副
作用较小, 对老年人尤为适合. 本研究主要探讨在老年
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中, 通过给予内镜下注射去
氨加压素的药物治疗方案, 与传统的内镜下注射肾上
腺素方案在治疗效果和心血管不良反应上进行比较,
以期为临床提供参考资料, 现报道如下.

结论
1 材料和方法

对于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给予内镜下注射
去氨加压素的方案, 减少患者治疗期间的心血管不
良反应发生率, 为其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有一定的
临床借鉴意义.

1.1 材料 回顾性分析2012-05/2017-05余姚市人民医院
收治的220例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 所
选患者均在入院24 h内行胃镜检查, 符合消化性溃疡
出血的诊断标准[6], 溃疡出血按照Forrest分级[7]; 所选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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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n = 110)

分组

性别

年龄(岁)

胃溃疡出血 十二指肠溃疡出血 平均出血量(mL)

Forrest分级

男

女

Ⅰa

Ⅰb

Ⅱa

对照组

７５

３５

７２．８ ± ７．０

７７

３３

８５０．８ ± ８０．６

３０

４５

３５

观察组

７８

３２

７３．３ ± ６．８

８０

３０

８３０．６ ± ８２．５

２８

４６

３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排除应激性溃疡所致出血, 均无对肾上腺素及去氨加

1000 mL以内, 则再次在内镜下进行药物注射治疗; (2)

压素过敏; 所选患者均签署内镜下检查及治疗知情同

如果再次出现大量黑便或呕血, 血压及血红蛋白进行

意书, 本次研究通过余姚市人民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

性下降, 48 h内的输血量超过1000 mL, 则需要通过外

的批准. 内镜(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 型号: GIF100);

科手术干预治疗.

黏膜注射针(日本奥林巴斯公司生产, 型号: NM-1K).

1.2.2 记录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住院期间的止血时间、

上述患者均行内镜下药物注射联合钛夹止血进行治

输血量、转外科手术、1 wk内再次出血等指标; 治疗

疗, 其中行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的患者共110例, 将

后再出血的判断: 经治疗后出现下列情形时: (1)再次

其作为观察组, 再选择同期行内镜下注射肾上腺素的

出现黑便、柏油便、呕血、鼻胃管引流出血性液体等

110例患者, 将其作为对照组, 在对照组患者中, 男75

表现; (2)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血红蛋白进行性降低,

例, 女35例, 年龄65-83岁, 平均年龄为72.8岁±7.0岁,

需要输入血液方能稳定在血红蛋白及血压; (3)内镜下

有77例胃溃疡出血患者, 33例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患

有出血表现者.

者, 出血量为710-1100 mL, 平均出血量为850.8 mL

1.2.3 疗效评价: 无效: 72 h后患者仍有呕血、便血等症

±80.6 mL, 在Forrest分级上, Ⅰa级患者30例, Ⅰb级患

状, 血压不稳, 经胃镜确诊有活动性出血, 经内镜下注

者45例, Ⅱa级患者35例; 在观察组患者中, 男78例, 女

射药物无法彻底止血, 需要使用其他方案进行止血者;

32例, 年龄62-85岁, 平均年龄73.3岁±6.8岁, 有80例胃

有效: 出血表现在72 h内停止, 血红蛋白及生命体征基

溃疡出血患者, 30例十二指肠溃疡出血患者, 出血量

本平稳, 胃液无血性液体; 显效: 出血表现在24 h内即

为730-1150 mL, 平均出血量830.6 mL±82.5 mL, 在

停止, 血红蛋白及生命体征平稳, 胃液清澈. 总有效率

Forrest分级上, Ⅰa级患者28例, Ⅰb级患者46例, Ⅱa级

= (有效/总例数+显效/总例数)100%.

患者36例.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因、出血量、

1.2.4 病例追踪: 通过对住院的220例老年消化性溃疡患

Forrest分级等情况无明显差异, 具有可比性(表1).

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汇总, 均无病例遗漏.

1.2 方法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1.2.1 治疗: 两组患者在入院后均给予常规治疗, 包括

计量资料用mean±SD表示, 采用t 检验或χ2检验对相关

吸氧、快速输液、补充血容量、抑酸等治疗. 在行消

数据进行比较分析, P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化内镜检查确诊为消化性溃疡出血后, 即在内镜下注
射药物联合止血钛夹进行止血治疗, 将内镜置入后, 使

2 结果

用0.9%N a C l盐水对溃疡基底部进行反复冲洗, 确定

2.1 两组患者在止血时间、输血量、转外科手术、

出血位置; 黏膜注射针经内镜活检孔, 距离出血位置

1 wk内再次出血的比较 对照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

2 mm左右将药物注入. 对照组注入0.1‰肾上腺素, 反

为12.9 h±1.3 h、平均输血量为1250 mL±210 mL、3

复注射直至成功止血, 后再经内镜钳道将推送器送至

例(2.72%)转外科手术、4例(3.63%)1 wk内再出血, 观

内镜前段, 在病灶处放置止血钛夹, 根据病情放置1-4

察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为13.1 h±1.5 h、平均输血

枚左右. 观察组注入0.3 μg/kg去氨加压素(参考已有经

量为1190 mL±220 mL、3例(2.72%)转外科手术、5

验), 反复注射直至成功止血, 后再经内镜钳道将推送

例(4.55%)1 wk内再出血, 两组患者在止血时间、输血

器送至内镜前段, 在病灶处放置止血钛夹, 根据病情放

量、转外科手术、1 wk内再次出血等指标上无明显差

置1-4枚左右. 结束后均予以静脉输入泮托拉唑40 mg.

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表2).

治疗结束后, 监测患者的生命体征、记录黑便、呕血

2.2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

次数、化验潜血试验阳性强度、血常规等, 根据情况

效率为94.55%, 对照组患者为93.64%, 两组差异无统

进行输血; (1)如果在48 h内, 出血仍存在, 但输血量在

计学意义(P >0.05,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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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患者在止血时间、输血量、转外科手术、1 wk内再次出血的比较 (n = 110)

止血时间 (mean ± SD, h)

输血量 (mean ± SD, mL)

转外科手术 n (%)

1 wk内再次出血 n (%)

对照组

１２．９ ± １．３

１２５０ ± ２１０

３ （２．７２）

４ （３．６３）

观察组

１３．１ ± １．５

１１９０ ± ２２０

３ （２．７２）

５ （４．５５）

分组

ｔ ／χ２值

１．０５６

Ｐ值

表 3

２．０６９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０５

＞０．０５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较 (n = 110)

分组

无效

有效

显效

总有效率 (%)

对照组

７

４３

６０

９３．６４

观察组

６

４４

６０

９４．５５

２
χ值

０．０８１

Ｐ值

表 4

＞０．０５

两组患者发生心血管不良反应的比较 (n = 110)

分组

心悸

心律失常

血压升高

胸闷

胸痛

总发生率 (%)

对照组

５

观察组

０

４

４

２

１

１４．５５

１

１

０

０

１．８２

２
χ值

１１．８５

Ｐ值

＜０．０５

2.3 两组患者发生心血管不良反应的比较 观察组患者

在停止出血经一定时间观察后, 若无出血便可将内镜

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1.82% vs

注射针退出. 据潘骏等[11]报道, 对于初次进行药物注射

14.5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4).

后再次出血的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 再次进行内镜下
药物注射治疗仍然适用. 据单婕等[12]报道, 内镜下注射

3 讨论

的止血药物常用的有1‰肾上腺素、无水乙醇、10%

出血是消化性溃疡最为常见的并发症, 短时间内若出

高渗盐水、2%乙氧硬化醇等药物, 以1‰肾上腺素最

血量过多, 可因失血性休克而引起患者死亡, 及时有效

为普遍, 通过注射肾上腺素, 一方面可以使出血的血

[8]

的止血措施是抢救患者生命的关键 . 近年来, 消化内

管收缩, 减少出血,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血管内血小板

镜技术进展迅速, 通过消化内镜, 临床医师在对消化性

聚集, 加速血栓形成, 达到临床止血的目的, 临床效果

溃疡出血进行诊断的同时对出血进行治疗, 具有止血

得多广泛验证[13]. 但在老年病群中, 多伴有心肺功能不

确切、可靠的特点, 内镜技术已被众多指南推荐为上

全、心律不齐等疾病, 常常因肾上腺素的心血管不良

消化道出血的首选方案, 建议对Forrest分级在Ⅰa-Ⅱb

反应而不能耐受, 影响治疗效果, 因此对于老年急性消

消化性溃疡出血性病变患者在内镜下进行止血[9].

化性溃疡出血患者, 寻找安全、有效的内镜下注射药
物, 意义深远[14].

在众多内镜下治疗消化性溃疡出血的方案中, 内
镜下联合止血方案越来越得到一线医师的认可, 对止

在本次研究中, 给予内镜下注射肾上腺素的对照

血困难者尤为合适, 临床中常选用止血钛夹联合注射

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为12.9 h±1.3 h、平均输血量

药物进行治疗. 内镜下注射药物具有安全可靠、操作

为1250 mL±210 mL、3例(2.72%)转外科手术、4例

简易、花费少、床边操作方便等优点, 是应用于急性

(3.63%)1 wk内再出血, 给予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的

消化性溃疡出血治疗最为广泛救治方案, 能够显著降

观察组患者的平均止血时间为13.1 h±1.5 h、平均输

[10]

低患者的再出血发生率及病死率 . 经内镜直视, 在活

血量为1190 mL±220 mL、3例(2.72%)转外科手术、

检孔上插入注射针, 在出血点附近2 mm左右的位置,

5例(4.55%)1 wk内再出血, 两组患者在止血时间、输

常规选择4点进行药物注射, 深度控制在3 mm范围内,

血量、转外科手术、1 w k内再次出血等指标上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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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可见两种药物均能够

氨加压素的药物治疗方案在达到较好治疗效果的同

快速对出血点进行止血, 且两组在输血量、转外科手

时, 能够降低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

术、再出血上无明显差异, 表明去氨加压素的内镜下
止血效果不弱于传统的肾上腺素; 在治疗总有效率上,

实验方法

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94.55%, 对照组患者为

对2012-05/2017-05余姚市人民医院收治的220例老年

93.64%, 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我们进一步

急性消化性溃疡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 根

比较了两组患者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 我们发现

据内镜下注射药物方案分为给予去氨加压素的观察

观察组患者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组和给予肾上腺素的对照组,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1.82% vs 14.5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表明

果、心血管不良反应.

内镜下注射肾上腺素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较高,

实验结果

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的安全性较高, 心血管不良反

结果提示本研究达到实验目标, 两组患者在止血时

应发生率较低, 有利于患者的治疗. 去氨加压素是人工

间、输血量、转外科手术、1 w k内再次出血等指标

合成的环状九肽, 对天然激素进行化学结构改动获得,

上无明显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 >0.05); 两组患者的治

该药能够改善侵入性手术引起的出血时间异常, 对肝

疗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 观察组患者

硬化、尿毒症、药物源性及先天性血小板功能不良所

的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1.82% vs

致出血时间延长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据元志[15]报道, 去
氨加压素对凝血酶原具有激活作用, 促进凝血酶在血

14.5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 老年患者中, 应

管破损部位形成, 达到止血效果. 贾方等[16]研究发现,

用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方案能够降低心血管不良事

去氨升压素只是在血管破损处发挥促进凝血作用, 对

件的发生率.

正常血管无影响, 其止血效果在其他手术中也得到了

实验结论

临床验证[17,18]. 因此, 对于不适合应用内镜下注射肾上

本研究发现: 对于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 给予

腺素或对该药有顾虑的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患

内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的药物治疗方案在达到较好治

者, 去氨加压素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治疗选择.

疗效果的同时, 能够降低心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 对老

总之, 对于老年急性消化性溃疡出血患者给予内

年患者较为合适.

镜下注射去氨加压素的方案, 减少患者治疗期间的心
血管不良反应发生率, 为其提供了新的治疗选择, 有一

展望前景

定的临床借鉴意义.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 样本量较小, 尚需要多中心、大
样本的随机对照来进行验证. 未来研究方向是深入研

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究去氨升压素的具体起效机制, 寻找不良反应更少、
效果更确切的药物. 通过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

实验背景
内镜下注射药物联合止血钛夹, 效果可靠, 是上消化道

随机对照研究来验证去氨升压素在老年急性消化性溃

出血的一线治疗方案. 关于内镜下注射药物的选择上,

疡出血的临床效果.

临床中多选用肾上腺素, 但在老年人群中, 心血管基础
病发生率较高、心脏功能多较差, 限制了肾上腺素的
临床使用, 需要寻找更多的内镜下药物注射方案.

实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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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消化杂志》外文字符标准
本刊讯 本刊论文出现的外文字符应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标. 静脉注射iv, 肌肉注射im, 腹腔注射ip, 皮下注射sc, 脑
室注射icv, 动脉注射ia, 口服po , 灌胃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能写成ML, lcpm(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
÷60 = Bq, pH不能写PH或PH, H pylori 不能写成HP, T1/2不能写成tl/2或T , V max不能Vmax, µ不写为英文u. 需排斜体的外文
字, 用斜体表示. 如生物学中拉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 包括亚属、亚种、变种. 如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pylori ), Ilex

pubescens Hook, et Arn.var.glaber Chang(命名者勿划横线); 常数K ; 一些统计学符号(如样本数n , 均数mean, 标准差SD, F 检验, t
检验和概率P , 相关系数r ); 化学名中标明取代位的元素、旋光性和构型符号(如N , O , P , S , d , l )如n -(normal, 正), N -(nitrogen, 氮),

o -(ortho, 邻), O -(oxygen, 氧, 习惯不译), d -(dextro, 右旋), p -(para, 对), 例如n -butyl acetate(醋酸正丁酯), N -methylacetanilide(N甲基乙酰苯胺), o -cresol(邻甲酚), 3-O -methyl-adrenaline(3-O-甲基肾上腺素), d -amphetamine(右旋苯丙胺), l -dopa(左旋多巴),

p -aminosalicylic acid(对氨基水杨酸). 拉丁字及缩写in vitro , in vivo , in situ ; Ibid, et al , po , vs ; 用外文字母代表的物理量, 如m (质
量), V (体积), F (力), p (压力), W (功), v (速度), Q (热量), E (电场强度), S(面积), t (时间), z (酶活性, kat), t (摄氏温度, ℃), D (吸收剂
量, Gy), A (放射性活度, Bq), ρ(密度, 体积质量, g/L), c (浓度, mol/L), j(体积分数, mL/L), w (质量分数, mg/g), b (质量摩尔浓度,
mol/g), l (长度), b (宽度), h (高度), d (厚度), R (半径), D (直径), T max, C max, V d, T 1/2 CI 等. 基因符号通常用小写斜体, 如ras , c-myc ;
基因产物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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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实践 CLINICAL PRACTICE

儿童保健之粗纤维食物摄取量对不同类型儿童消化不良
的临床应用体会
诸晓红， 黄名杨， 徐小娟

Abstract

诸晓红， 黄名杨， 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儿童
保健科 浙江省绍兴市 312030

AIM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ects of crude fiber intake in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dyspepsia.

徐小娟， 绍兴市中心医院儿科 浙江省绍兴市 312400
诸晓红， 主治医师， 主要从事儿科方面的研究．

METHODS

作者贡献分布： 此课题由诸晓红、黄名杨及徐小娟共同设计； 研究试剂
由诸晓红提供； 黄名杨与徐小娟负责随访调查工作； 徐小娟负责校对； 诸
晓红负责审核．

Eighty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dyspeptic
disease treated at Shaoxing Keqiao District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Family Planning Service Center
were included and equal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 and B. Children in group A had dyspepsia caused
by postprandial distress syndrome, while those in
group B had dyspepsia caused by abdominal pain
syndrome. The two groups of children were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inhibitors, with different doses of
crude fiber food. The treatment lasted 6 mo. Various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nd trace elements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according to the trace element reference values
formula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edical Organization.

通讯作者： 诸晓红， 主治医师， ３１２０３０，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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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s of crude fiber food
intake in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dyspepsia
Xiao-Hong Zhu, Ming-Yang Huang, Xiao-Juan Xu

RESULTS

Before treatmen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disease
condition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6 mo of
treatment, the condition of children in both groups
A and B was improved, but recovery time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P <
0.05). Before treatment, trace element levels did not
differ significantl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fter 6
mo of treatment, symptoms were improved in both
groups, and the improvement was significantly better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P < 0.05). The effective
rat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group A than in group
B (100% vs 92.5%,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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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types of dyspepsia.

核心提要： 由于儿童身体结构生长的原因, 常伴有消化
不良类疾病的发生, 采用药物治疗, 往往会导致病情的
反复. 因此, 合理掌握粗纤维食物的摄取量, 可以提高儿
童消化不良类疾病的治愈率, 进一步促进儿童身体健康
发育.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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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摘要
目的
探讨粗纤维摄取量对不同类型儿童消化不良的临床
应用体会.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
升, 人们越来越多的注重于养生, 以及膳食纤维的合理
摄取. 儿童身体结构生长的原因, 导致摄取营养的不均
衡, 一些消化类疾病常发生于4岁以内的幼儿身上[1-5]. 近

方法

年来, 我国幼儿饮食保健方面的专家、学者越来越多

收集经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治
疗的80例不同类型消化不良疾病患儿资料. 将患儿
分为两组, 餐后不适综合征引起的消化不良患儿为
A组, 上腹痛综合征引起的消化不良疾病的患儿为B
组, 每组患儿均为40例. 两组患儿均采用抑制剂常规
治疗基础上, 配合不同剂量的粗纤维食物治疗, 治疗
时间为6 mo, 随访跟踪监测患儿各项指标, 根据患儿
实际病情的改善情况, 6 mo后两组患儿均接受微量
元素的测定, 测定标准符合国际医学组织规定的微
量元素参考值.

的关注到幼儿平衡膳食方面的研究中, 并且有针对性
地提出儿童健康饮食的生活方式, 应该从粗纤维食物
摄取量入手, 合理安排儿童粗纤维食物摄取的含量, 以
此来促进儿童健康饮食的发展, 对儿童保健类临床医
学的发展, 创造儿童良好的饮食环境, 有着重要的临床
意义[6-12]. 目前, 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自主研制开发的粗纤维摄取量规范标准, 在临床
患儿消化不良类疾病的调理与治疗上, 取得了一些成
效, 总结归纳了一些经验. 我们从儿童对粗纤维食物摄
取量的不同进行研究分析, 探讨不同类型儿童消化不

结果
治疗前, 两组患儿的病情状态不存在差异, 经过6 mo
疗程的治疗, A、B两组患儿病情均得到改善, 但病
情恢复时间存在明显差异. 组间比较, A组患者的治
疗恢复时间显著优于B组(均P <0.05); 在进行治疗
前, 两组患儿的微量元素水平不存在差异, 经过6 mo
疗程的治疗, A、B两组患儿病情均得到改善, 但根
据6 mo治疗的结果记录可以明确, A组治疗后患者
的钙、铁、锌含量检测指标明显优于B组, 差异存
在显著统计学意义(均P <0.05); 在进行治疗后, A组
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B组患儿总有效率
(100% vs 92.5%, P <0.05).

良类疾病下, 通过合理设置粗纤维食物摄取量, 对儿童

结论

经家长同意, 并予以签字认可, 经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

应用粗纤维食物, 掌握其标准摄取量, 合调整饮食结
构, 能够进一步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在不同类型儿童
消化不良类疾病医学领域中, 可以推广与应用.

有明显差异(P >0.05), 组间可以进行对比.

身体健康发育的影响, 以及临床应用效果分析. 具体情
况汇报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收集经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治疗的80例不同类型消化不良疾病患儿资料. 将
患儿分为2组, 餐后不适综合征引起的消化不良患儿
为A组, 上腹痛综合征引起的消化不良疾病的患儿为B
组, 每组均40例. 两组患儿的年龄为0.8-2.5岁, 平均年
龄为2.39岁±0.42岁, 发病时间为≥2 mo; 两组患儿均
同意执行 [1]. 两组患儿在病程、年龄、性别等方面没
1.2 方法
1.2.1 纳入与排除标准: 本文所入选研究对象均采用

© The Author(s) 2018. Published by Baishideng Publishing
Group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2009-11刊发的《实用临床儿科学》针对小功能性
消化不良的诊断标准为依据 [2]. 微量元素标准值: 钙:
1.55-2.10 μmol/L(平均1.76 μmol/L)、铁: 7.52-11.82 μmol/L

关键词： 保健； 粗纤维； 食物； 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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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规划儿童每日粗纤维摄取量参照表1

每日摄取量(g)

粗纤维食物名称

A组

B组

蔬菜、鲜豆（绿叶占１／２）

１１０－１８０

８０－１００

豆制品（豆腐、豆腐干）

３０－４０

１０－２０

鱼、肉、猪肝类

８０－９０

１０－７０

蛋
豆浆或牛奶
粮食

４９．９

３０

２４９．９

２３０

１６０－１８０

１００－１４０

油

１２－１４

１－１０

糖

１２－１４

１－１０

１

治疗期间， 除每日按表中循环摄取量执行外， 每天几类食物可按照指定保健食谱随机搭配， 治疗６ ｍｏ后， 对患

儿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情况进行记录．

表 2

两组患儿治疗恢复时间比较 (n = 40, mean ± SD, d)

分组

无早饱现象

无腹痛现象

呕吐现象消失

Ａ组
Ｂ组

ｔ值

５１．３５４

１２５．５ ± １０．３

７．５ ± ０．３

１５．３ ± ０．４

９５．８ ± ０．１

１７５．３ ± １０．８

１５．５ ± ０．２

８５．５ ± ０．１

１６０．５ ± ０．２

７０．２３１

６５．４７１

Ｐ值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８．６３１
＜０．０５

反酸现象消失

两组患儿恢复与身体改善时间情况比较， 存在显著差异， Ｐ ＜０．０５．

(平均8.12 μmol/L)、锌: >1岁58-100 μmol/L. 排除标准:

表示, 计量资料进行t 检验, 以P <0.05为差异具有统计

(1)患有炎症性疾病的患儿; (2)患有先天性消化性系统

学意义.

类病症, 或是有呼吸不畅者; (3)患有心脏病; (4)先天性
2 结果

免疫低下[3].
1.2.2 治疗: 两组患儿均采用抑制剂常规治疗基础上,

2.1 2组患儿治疗恢复时间比较 治疗前, 2组患儿的病

配合不同剂量的粗纤维食物治疗, 具体食物摄取量如

情状态不存在差异, 经过6 mo疗程的治疗, A、B两组

表1, 其中A组采用的粗纤维每日摄取量, 是我们结合

患儿病情均得到改善, 但病情恢复时间存在明显差异.

国际卫生保健组织提供的数据基础上, 总结经验研发

经比较, A组患者的治疗恢复时间[无早饱现象(125.5 d

的参考标准, 经推理计算所得; B组采用常规用量. 两

±10.3 d)、无腹痛现象(7.5 d±0.3 d)、呕吐现象消失

组患者治疗时间为6 mo, 随访跟踪监测患儿各项指标,

(15.3 d±0.4 d)、反酸现象消失(95.8 d±0.1 d)]均显著

根据两组患儿实际病情的改善情况, 进行微量元素的

优于B组[无早饱现象(175.3 d±10.8 d)、无腹痛现象

测定, 测定标准符合国际医学组织规定的微量元素参

(15.5 d±0.2 d)、呕吐现象消失(85.5 d±0.1 d)、反酸

考值.

现象消失(160.5 d±0.2 d)], 均P <0.05(表2).

1.2.3 观察指标: (1)疗效情况, 分别记录两组患儿经不

2.2 2组患儿微量元素检测情况比较 治疗前, 两组患儿

同粗纤维食物治疗过程中有无不良反应. 患儿经治疗

的微量元素水平不存在差异. 经过6 mo疗程的治疗, A、

后没有出现反复, 无不良病理反应, 即可视为显效; (2)

B两组患儿病情均得到改善, 但根据治疗结果记录可以

患儿经治疗后身体恢复正常, 经常规检查后身体没有

明确, 治疗后A组患者的钙、铁、锌含量检测指标明显

出现病理机制, 即可视为有效; (3)患儿经治疗后身体

优于B组(钙: 2.00 μmol/L±0.4 μmol/L vs 1.56 μmol/L

没有得到恢复, 仍然出现早饱、嗳气、恶心、呕吐、

±0.1 μ m o l/L、铁: 10.31 μ m o l/L±0.9 μ m o l/L vs

反酸等不良反应, 即可视为无效.

8.05±1.5 μmol/L、锌: 95.43 μmol/L±3.2 μmol/L

vs 65.11 μmol/L±3.8 μmol/L), 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均P <0.05, 表3).

统计学处理 利用统计学软件SPSS22.0对数据进
行分析, 对计数资料进行采取χ 检验, 计数资料用n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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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组患儿微量元素检测结果比较 (n = 40, mean±SD, μmol/L)

表 3

钙

分组

铁

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１．３５ ± ０．２

２．００ ± ０．４

７．５０ ± ０．１

１０．３１ ± ０．９

４０．３１ ± １．３

９５．４３ ± ３．２

Ｂ组

１．３４ ± ０．１

１．５６ ± ０．１

６．４９ ± ０．１

８．０５ ± １．５

４０．１１ ± ２．２

６５．１１ ± ３．８

ｔ值

０．０１３

Ｐ值

０．８９３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３．１１４

＞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０５

４８．５３５
＜０．０５

两组患者总治疗有效率的比较 [n = 40, n (%)]

表 4

分组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Ａ组

１０ （２５．００）

３０ （７５．００）

０

１００

Ｂ组

８ （２０．００）

２９ （７２．５０）

３ （７．５０）

２

χ值

５．１２０

Ｐ值

５．７７３

＜０．０５

100

／

Ｂ组
Ａ组

80
治疗效果

／

＜０．０５

标准, 在临床患儿消化不良类疾病的调理与治疗上, 取
得了一些成效, 总结归纳了一些经验. 明确主食中碳水
化合物含量较高, 在>1岁以上的儿童饮食结构中, 可以

40

采取每天两种谷类食物的搭配食用, 在副食的摄取量

20

图 1

７．１１２
＜０．０５

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自主研制开发的粗纤维摄取量规范

60

0

９２．５

中采取对全天已食用过的谷类食物进行计算, 分别计
总有效率（％）

无效

有效

算两种物的蛋白质含量, 用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计

显效

划生育服务中心设定的蛋白质含量规范数值减于主食

儿童消化不良类疾病的治疗效果比较.

蛋白质含量, 即可得到副食的摄取量, 以此来安排小儿
饮食结构的粗纤维报取量. 其中副食的主要结构来源

2.3 2组患儿总治疗有效率的比较 治疗后, A组患儿的

由动物性食物而来, 动物性食物中富含大量的蛋白质,

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B组(100% vs 92.5%, P <0.05),

约占副食内蛋白质摄取量的三分之二, 而另外的三分

如表4. 由图1更加直观的告诉我们, A组采用的粗纤维

之一, 则是由豆制品予以供给. 由此可精确计算蛋白质

摄取量方案的设定明显优于B组(P <0.05), 两组患者的

输送给儿童身体的剂量, 根据所计算的副食摄取量, 儿

总有效率存在差异, 组间对比有效, 差异有统计学有

童饮食结构安排中可以采用1-2种的动物性制品的食

意义.

物, 或者是食物原材料, 豆制品的选用也可以为2种, 然
后应用粗纤维摄取量表计算不同豆制品, 以及动物性

3 讨论

食物的实际输送量. 另外, 一些水果生蔬类食物, 一餐

目前, 消化类疾病是儿童的常见病, 如不及时采取治疗
很可能产生病变

[14]

中可适当选择4种类别.

. 针对儿童消化不良类疾病多采用

药物治疗, 有针对性的饮食结构治疗还较为单一. 药物

3.2 粗纤维营养食谱的经济成本考量 在制定粗纤维营

治疗对一些4岁以内的患儿而言, 往往不良反应的发生

养食谱的过程中, 摄取量是主要需要计算的过程, 另

率极高, 一些抗生素类药的乱用, 直接造成患儿胃肠菌

外, 食谱也不可太过高价, 经济实惠, 符合儿童饮食结

[15,16]

. 民

构的食谱才是真正的营养食谱. 在一些消化类疾病儿

以食为天, 日常合理的膳食, 对小儿身体健康的恢复最

童的家长面前, 家长往往注意的是价格越高的食物, 越

群失衡, 肠胃功能发生病变, 加剧患儿的病痛

[17]

为有效, 可以有效预防消化不良类疾病的发生 . 近年

是营养的食品, 然而, 这一观点绝对是一种儿童饮食结

来, 我国医学卫生组织一致提倡在小儿消化类疾病中,

构的误区, 临床医师应在该方面予以指导, 与家长沟通

减少药物的使用率, 合理设置儿童饮食结构, 以此提高

明确各类食物的作用以及性价比, 根据营养食谱制定,

[18-22]

儿童的身体健康

.

推进儿童消化不良疾病的临床治疗效果, 从而更好的

3.1 粗纤维食物摄取量的确定 绍兴市柯桥区妇幼保健

WCJD|www.wjg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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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结果阐述分析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虽然不同

运用食物结构的有机调整, 来取代传统的消化不良药

儿童类型的消化不良患儿粗纤维摄取量不同, 但作用

物治疗.

是相同的, 采用粗纤维食物治疗患儿消化不良类疾
病, 两组患者身体均得到了改善, 但B组采用的常规粗

实验结果

纤维用量明显低于A组患者的身体恢复率. 在进行治

采用粗纤维食物治疗儿童不同类型消化不良类疾病,

疗后, A组患儿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B组(100% vs

在患儿病程、身体恢复后的微量元素各项指标中影响
较为显著. 在临床儿童消化不良类疾病中, 可以有效减

92.5%, P <0.05), 存在明显差异, 统计学有意义.

轻患儿痛苦, 改善患儿身体健康, 提高患儿机体免疫

总之, 采用粗纤维食物治疗儿童不同类型消化不

力. 应用粗纤维食物, 掌握其标准摄取量, 合调整饮食

良类疾病, 在患儿病程、身体恢复后的微量元素各项

结构, 能够进一步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在不同类型儿童

指标中影响较为显著. 在临床儿童消化不良类疾病中,

消化不良类疾病医学领域中, 可以推广与应用.

可以有效减轻患儿痛苦, 改善患儿身体健康, 提高患
儿机体免疫力. 应用粗纤维食物, 掌握其标准摄取量,

实验结论

合调整饮食结构, 能够进一步提高患儿生活质量, 在

掌握粗纤维食物标准摄取量, 合理调整饮食结构, 能够

不同类型儿童消化不良类疾病医学领域中, 可以推广

有效预防儿童消化不良类疾病的发生, 在已患消化不

与应用.

良类疾病的儿童中, 可以减少药物的应用, 提高儿童身
体健康. 而且已发现在一些成年人的消化不良类疾病

文章亮点
文章亮点

上, 也能发挥作用.

实验背景

展望前景

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 人们越来越多的注重于养生,

本文研究样本量不大, 研究中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 接

以及膳食纤维的合理摄取. 儿童身体结构生长的原因,

下来会进行大样本量的研究, 为有效预防儿童消化不

导致摄取营养的不均衡, 一些消化类疾病常发生于4

良类疾病的发生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临床依据.

岁以内的幼儿中. 近年来, 我国幼儿饮食保健方面的
专家、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到幼儿平衡膳食方面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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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 H. pylori ), Ilex pubescens

Publishing Group Inc所有.

Hook, et Arn.var.glaber Chang (命名者勿划横线); 常
2 手稿要求

数K ; 一些统计学符号(如样本数n , 均数mean, 标准差

2.1 总体标准 手稿撰写应遵照国家标准GB7713科学

SD, F 检验, t 检验, 概率P 和相关系数r ); 化学名中标明

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GB6447

取代位的元素、旋光性和构型符号(如N , O , P , S , d ,

文摘编写规则, G B7714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以及

为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新药, 采用批

l ), 例如n -(normal, 正), N -(nitrogen, 氮), o -(ortho, 邻),
O -(oxygen, 氧, 习惯不译), d -(dextro, 右旋), p -(para, 对),
n -butyl acetate (醋酸正丁酯), N -methylacetanilide (N-甲
基乙酰苯胺), o -cresol (邻甲酚), 3-O -methyl-adrenaline
(3-O -甲基肾上腺素), d -amphetamine (右旋苯丙胺),
l-dopa (左旋多巴), p -aminosalicylic acid (对氨基水杨
酸); 拉丁字及缩写in vitro , in vivo , in situ , Ibid , et al ,
po , vs ; 用外文字母代表的物理量, 如m (质量), V (体
积), F (力), p (压力), W (功), v (速度), Q (热量), E (电
场强度), S (面积), t (时间), z (酶活性, kat), t (摄氏温
度, ℃), D (吸收剂量, Gy), A (放射性活度, Bq), ρ (密
度, 体积质量, g/L), c (浓度, mol/L), j (体积分数, mL/L),
w (质量分数, mg/g), b (质量摩尔浓度, mol/g), l (长度),
b (宽度), h (高度), d (厚度), R (半径), D (直径), T max,
C max, V d, T 1/2 CI 等; 基因符号, 通常用小写斜体, 如
ras , c-myc ; 基因产物, 用大写正体, 如P16蛋白.

准的药名; 创新性新药请参照我国药典委员会的“命

2.4 计量单位 手稿应采用国际单位制并遵照有关国家

名原则”, 新译名词应附外文. 公认习用缩略语可直

标准, GB3100-3102-93量和单位. 原来的“分子量”应

接应用(建议第一次也写出全称), 如ALT, AST, mAb,

改为物质的相对分子质量, 如30 kD改为M r 30000或30

WBC, RBC, Hb, T, P, R, BP, PU, GU, DU, ACTH, DNA,

kDa (M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角标); “原子量”应

LD50, HBsAg, HCV RNA, AFP, CEA, ECG, IgG, IgA,

改为相对原子质量, 即A r (A大写斜体, r小写正体, 下

IgM, TCM, RIA, ELISA, PCR, CT, MRI等. 为减少排印

角标); 也可采用原子质量, 其单位是u (小写正体). 计

错误, 外文、阿拉伯数字、标点符号必须正确打印在

量单位在+、－及-后列出, 在±前后均要列出, 如37.6

A4纸上. 中医药名词英译要遵循以下原则: (1)有对等

℃±1.2 ℃, 45.6岁±24岁, 56.4 d±0.5 d. 3.56±0.27 pg/

词者, 直接采用原有英语词, 如中风stroke, 发热fever;

ml应为3.56 ng/L±0.27 ng/L. BP用kPa (mmHg), RBC

(2)有对应词者应根据上下文合理选用原英语词, 如

数用1×1012/L, WBC数用1×109/L, WBC构成比用0.00

八法eight principal methods; (3)英语中没有对等词或

表示, Hb用g/L. M r明确的体内物质以nmol/L或mmol/L

相应词者, 宜用汉语拼音, 如阴yin, 阳yang, 阴阳学说

表示, 不明确者用g/L表示. 1 M硫酸应改为1 mol/L硫

yinyangology, 人中renzhong, 气功qigong; 汉语拼音要

酸, 1 N硫酸应改为0.5 mol/L硫酸. 长10 cm, 宽6 cm, 高

以词为单位分写, 通常应小写, 如weixibao nizhuanwan

4 cm应写成10 cm×6 cm×4 cm. 生化指标一律采用法

(胃细胞逆转丸), guizhitang (桂枝汤).

定计量单位表示, 例如, 血液中的总蛋白、清蛋白、

2.3 外文字符 手稿应注意大小写、正斜体与上下角

球蛋白、脂蛋白、血红蛋白、总脂用g/L, 免疫球蛋白

标. 静脉注射应缩写为iv, 肌肉注射为im, 腹腔注射为

用mg/L; 葡萄糖、钾、尿素、尿素氮、CO2结合力、

ip, 皮下注射为sc, 脑室注射为icv, 动脉注射为ia, 口服

乳酸、磷酸、胆固醇、胆固醇酯、三酰甘油、钠、

为po, 灌胃为ig. s(秒)不能写成S, kg不能写成Kg, mL不

钙、镁、非蛋白氮、氯化物用mmol/L; 胆红素、蛋白

能写成ML, lcpm (应写为1/min)÷E%(仪器效率)÷60

结合碘、肌酸、肌酐、铁、铅、抗坏血酸、尿胆元、

= Bq, pH不能写PH或PH, H. pylori 不能写成HP, T 1/2

氨、维生素A、维生素E、维生素B1、维生素B2、维

不能写成tl/2或T, V max不能写成Vmax, μ不写为英文

生素B6、尿酸用μmol/L; 氢化可的松(皮质醇)、肾上

u. 需排斜体的外文字, 用斜体表示, 包括生物学中拉

腺素、汞、孕酮、甲状腺素、睾酮、叶酸用nmol/L;

丁学名的属名与种名(包括亚属、亚种、变种), 如幽

胰岛素、雌二醇、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维生素B12用

GB/T 3179科学技术期刊编排格式等要求, 同时遵照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Medical Journal Editors)制定的《生物医学期刊
投稿的统一要求(第5版)》(Uniform requirements for
manuscripts submitted to biomedical journals), 具体见:
Ann Intern Med 1997; 126: 36-47.
2.2 名词术语 手稿应标准化, 前后统一. 如原词过长
且多次出现者, 可于首次出现时写出全称加括号内注
简称, 以后直接用简称. 医学名词以全国自然科学名
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生理学名词》、《生物化学
名词与生物物理学名词》、《化学名词》、《植物
学名词》、《人体解剖学名词》、《细胞生物学名
词》及《医学名词》系列为准; 药名以《中华人民共
和国药典》和卫生部药典委员会编的《药名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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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ol/L. 年龄的单位有日龄、周龄、月龄和岁. 国际代

应该23.48→23.5→24. 年月日采用全数字表达法, 请

号应规范标识, 例如, 1秒, 1 s; 2分钟, 2 min; 3小时, 3 h;

按国家标准GB/T 7408-94书写, 如1985年4月12日可写

4天, 4 d; 5周, 5 wk; 6月, 6 mo; 雌性♀, 雄性♂, 酶活性

作1985-04-12; 1985年4月写作1985-04; 从1985年4月12

国际单位IU = 16.67 nkat, 对数log, 紫外uv, 百分比%,

日23时20分50秒起至1985年6月25日10时30分止写作

-3

-7

升L, 尽量把1×10 g与5×10 g之类改成1 mg与0.5 mg,

1985-04-12 T23:20:50/1985-06-25 T10:30:00; 从1985年

hr改成h, 重量γ改成mg, 长度m改成mm. 国际代号不用

4月12日起至1985年6月15日止写作1985-04-12/06-16,

于无数字的文句中, 例如每天不写每d, 但每天8 mg可

上午8时写作08:00, 下午4时半写作16:30. 百分数的有

写8 mg/d. 在一个组合单位符号内不得有1条以上的斜

效位数根据分母来定: 分母≤100, 百分数到个位; 101

线, 例如不能写成mg/kg/d, 而应写成mg/(kg•d), 且在整

≤分母≤1000, 百分数到小数点后1位; 余类推. 小数点

篇文章内应统一. 单位符号没有单、复数的区分, 例

前后的阿拉伯数字, 每3位间空1/4阿拉伯数字距离, 如

如, 2 min不是2 mins, 3 h不是3 hs, 4 d不是4 ds, 8 mg不

1486 800.47565. 完整的阿拉伯数字不移行!

是8 mgs. 半个月应为15 d; 15克应为15 g; 10%福尔马林

2.7 标点符号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4-1995标点符号

应为40 g/L甲醛; 95%酒精应为950 mL/L乙醇; 5% CO2

用法的要求, 本刊论文中的句号都采用黑圆点; 数字间

应为50 mL/L CO2; 1:1000肾上腺素应为1 g/L肾上腺素;

的起止号采用“-”字线, 并列的汉语词间用顿号分开,

胃黏膜含促胃液素36.8 pg/mg应改为胃黏膜蛋白含促

而并列的外文词、阿拉伯数字、外文缩略词及汉语拼

胃液素36.8 ng/g; 10%葡萄糖应改为560 mmol/L或100

音字母拼写词间改用逗号分开, 参考文献中作者间一

-6

g/L葡萄糖; 45 ppm = 45×10 ; 离心的旋转频率(原称

律用逗号分开; 表示终了的标点符号, 如句号、逗号、

转速)应用r/min, 超速者用g; 药物剂量若按体质量计

顿号、分号、括号及书名号的后一半, 通常不用于一

算, 一律以“/kg”表示.

行之首; 而表示开头的标点符号, 如括号及书名号的前

2.5 统计学符号 统计学符号包括: (1)t 检验用小写t ;

一半, 不宜用于一行之末. 标点符号通常占一格, 如顿

(2)F 检验用英文大写F ; (3)卡方检验用希文小写χ ; (4)

号、逗号、分号、句号等; 破折号应占两格; 英文连字

样本的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r ; (5)自由度用希文小写

符只占一个英文字符的宽度, 不宜过长, 如5-FU. 外文

υ; (6)样本数用英文小写n ; (7)概率用英文斜体大写P .

字符下划一横线表示用斜体, 两横线表示用小写, 三横

在统计学处理中, 在文字叙述时平均数±标准差表示

线表示用大写, 波纹线表示用黑体.

2

为mean±SD, 平均数±标准误为mean±SE. 统计学显
著性用aP <0.05或bP <0.01(P >0.05不注). 如同一表中另

3 手稿全文中文格式

有一套P 值, 则用 P <0.05和 P <0.01; 第三套为 P <0.05和

3.1 题名 简明确切地反映论文的特定内容, 应鲜明而

f

P <0.01等.

有特色, 不宜以阿拉伯数字开头, 不用副题名, 一般20

2.6 数字用法 遵照国家标准GB/T 15835-1995关于出

个字. 避免用“的研究”或“的观察”等非特定词.

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作为汉语词素者采用汉字数

3.2 作者 论文作者的署名应按照国际医学杂志编辑委

字, 如二氧化碳、十二指肠、三倍体、四联球菌、

员会(ICMJ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Medical Journal

五四运动、星期六等. 统计学数字采用阿拉伯数字. 如

Editors)作者资格标准执行, 具体标准为: (1)对研究的

1000-1500 kg. 3.5 mmol/L±0.5 mmol/L等. 测量的数据

理念和设计、数据的获得、分析和解读做出重大贡

不能超过其测量仪器的精密度, 例如6347意指6000分

献; (2)起草文章, 并对文章的重要知识内容进行批评

之一的精密度. 任何一个数字, 只允许最后一位有误差,

性修改; (3)接受对准备发表文章的最后一稿. 作者应

前面的位数不应有误差. 在一组数字中的mean±SD

符合条件1, 2和3, 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其他人可放入

应考虑到个体的变差, 一般以SD的1/3来定位数, 例如

志谢中. 作者署名的次序按贡献大小排列, 多作者时姓

3614.5 g±420.8 g, SD的1/3达一百多克, 平均数波动在

名间用逗号, 如是单名, 则在姓与名之间空1格(正文和

百位数, 故应写成3.6 kg±0.4 kg, 过多的位数并无意义.

参考文献中不空格). 《世界华人消化杂志》要求所有

又如8.4 cm±0.27 cm, 其SD/3 = 0.09 cm, 达小数点后第

署名人写清楚自己对文章的贡献, 不设置共同第一作

2位, 故平均数也应补到小数点后第2位. 有效位数以后

者和共同通信作者.

的数字是无效的, 应该舍弃. 末尾数字小于5则舍, 大于

3.3 单位 作者后写单位的全称, 空1格后再写省市及邮

5则进, 如过恰好等于5, 则前一位数逢奇则进, 逢偶(包

政编码, 格式如: 张旭晨, 梅立新, 承德医学院病理教研

括“0”)且5之后全为0则舍. 抹尾时只可1次完成, 不

室 河北省承德市 067000

得多次完成, 例如23.48, 若不要小数点, 则应成23, 而不

3.4 第一作者简介 格式如: 张旭晨, 1994年北京中医药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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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消化系统疾病的病理研究.

3 讨论

3.5 作者贡献分布 格式如: 陈湘川与庞丽娟对此文所

要简明, 应集中对所得的结果做出解释而不是重复叙

作贡献两均等; 此课题由陈湘川、庞丽娟、陈玲、杨

述, 也不应是大量文献的回顾. 图表的数量要精选, 表

兰、张金芳、齐妍及李洪安设计; 研究过程由陈玲、

应有表序和表题, 并有足够具有自明性的信息, 使读者

杨兰、张金芳、蒋金芳、杨磊、李锋及曹秀峰操作完

不查阅正文即可理解该表的内容. 表内每一栏均应有

成; 研究所用新试剂及分析工具由曹秀峰提供; 数据分

表头, 表内非公知通用缩写应在表注中说明, 表格一

析由陈湘川、杨兰及庞丽娟完成; 本论文写作由陈湘

律使用三线表(不用竖线), 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应

川、庞丽娟及李洪安完成.

注出. 图应有图序、图题和图注, 以使其容易被读者理

3.6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解, 所有的图应在正文中该出现的地方注出. 同一个

目, No. 30224801.

主题内容的彩色图、黑白图、线条图, 统一用一个注

3.7 通讯作者 格式如: 通讯作者: 黄缘, 教授, 330006, 江

解分别叙述, 如: 图1 萎缩性胃炎治疗前后病理变化．

西省南昌市民德路1号,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内

A: …; B: …; C: …; D: …; E: …; F: …; G:…. 曲线图

科, 江西省分子医学重点实验室. huang9815@yahoo.com

可按●、○、■、□、▲、△顺序使用标准的符号.

电话: 0351-4078656

统计学显著性用aP <0.05或bP <0.01(P >0.05不注). 如同

传真: 0351-4086337

一表中另有一套P 值, 则用cP <0.05和dP <0.01; 第3套为

3.8 中文摘要 举例: 基础和临床研究文章的摘要必须

e

在300字. 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目的应

P <0.05和fP <0.01. P 值后注明何种检验及其具体数字,
如P <0.01, t = 4.56 vs 对照组等, 注在表的左下方. 表内

阐明研究的背景和设想、目的; 方法必须包括材料或

采用阿拉伯数字, 共同的计量单位符号应注在表的右

对象, 应描述课题的基本设计, 例如双盲、单盲还是开

上方, 表内个位数、小数点、±、-应上下对齐. “空

放性; 使用什么方法, 如何进行分组和对照, 数据的精

白”表示无此项或未测, “-”代表阴性未发现, 不能

确程度; 研究对象选择条件与标准是否遵循随机化、

用同左、同上等. 表图勿与正文内容重复. 表图的标目

齐同化的原则, 对照组匹配的特征; 如研究对象是患

尽量用t /min, c /(mol/L), p /kPa, V /mL, t /℃表达.

者, 应阐明其临床表现和诊断标准, 如何筛选分组, 有

志谢后加冒号, 排在讨论后及参考文献前, 左齐.

多少例进行过随访, 有多少例因出现不良反应而中途

4 参考文献

停止研究. 结果应列出主要结果, 包括主要数据, 有什

本刊采用“顺序编码制”的著录方法, 即以文中出现

么新发现, 说明其价值和局限, 叙述要真实、准确和具

顺序用阿拉伯数字编号排序. 提倡对国内同行近年已

体, 所列数据经用何种统计学方法处理, 应给出结果的

发表的相关研究论文给予充分的反映, 并在文内引用

置信区间和统计学显著性检验的确切值(概率写P , 后

处右上角加方括号注明角码. 文中如列作者姓名, 则需

应写出相应显著性检验值). 结论应给出全文总结、准

在“Pang等”的右上角注角码号; 若正文中仅引用某

确无误的观点及价值.

文献中的论述, 则在该论述的句末右上角注码号, 如马

3.9 正文标题层次 举例: 基础和临床研究文章书写格

连生[1]报告……, 研究[2-5]认为……; PCR方法敏感性

式包括 0 引言; 1 材料和方法 (1.1 材料, 1.2 方法); 2 结

高[6-7]. 文献序号作正文叙述时, 用与正文同号的数字

果; 3 讨论; 4 参考文献. 序号一律左顶格写, 后空1格写

并排, 如本实验方法见文献[8]. 所引参考文献必须以

标题; 2级标题后空1格接正文. 正文内序号连排用(1),

近2-3年SCIE, PubMed,《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

(2), (3), 以下逐条陈述.

和《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学术类期刊为

0 引言

准, 通常应只引用与其观点或数据密切相关的国内外

应包括该研究的目的和该研究与其他相关研究的关系.

期刊中的最新文献. 期刊引用格式为: 序号, 作者(列出

1 材料和方法

全体作者). 文题, 刊名, 年, 卷, 起页-止页, PMID和DOI

应尽量简短, 但应让其他有经验的研究者能够重复该

编号; 书籍引用格式为: 序号, 作者(列出全部),书名, 卷

实验. 对新的方法应该详细描述, 以前发表过的方法引

次, 版次, 出版地, 出版社, 年, 起页-止页.

用参考文献即可, 有关文献中或试剂手册中的方法的
改进仅描述改进之处即可.

4 手稿英文摘要书写要求

2 结果

4.1 题名 文章的题名应言简意赅, 方便检索, 以不超过

实验结果应合理采用图表和文字表示, 在结果中应避

10个实词为宜, 应与中文题名一致.

免讨论.

4.2 作者 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拼写法规定为: 先名后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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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字母大写; 双名之间用半字线“-”分开; 多作者时

5 手稿写作格式实例

姓名间加逗号. 格式如: “马连生”的汉语拼写法为

5.1 病例报告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 t t p://w w w.

“Lian-Sheng Ma”.

wjgnet.com/bpg/gerinfo/224

4.3 单位 先写作者, 后写单位的全称及省市邮政编

5.2 基础研究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 t t p://w w w.

码, 例如: Xu-Chen Zhang, Li-Xin Mei, Department of

wjgnet.com/bpg/gerinfo/225

Pathology, Chengde Medical College, Chengde 067000,

5.3 临床实践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 t t p://w w w.

Hebei Province, China

wjgnet.com/bpg/gerinfo/227

4.4 基金资助项目 格式如: Supported by National

5.4 临床研究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 t t p://w w w.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30224801.

wjgnet.com/bpg/gerinfo/228

4.5 通讯作者 格式如: Correspondence to: Dr. Lian-

5.5 述评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ttp://www.wjgnet.

Sheng Ma, Taiyuan Research and Treatment Center for

com/bpg/gerinfo/229

Digestive Diseases, 77 Shuangta Xijie, Taiyuan 030001,

5.6 文献综述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 t t p://w w w.

Shanxi Province, China. wcjd@wjgnet.com

wjgnet.com/bpg/gerinfo/230

4.6 摘要 英文摘要包括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 书

5.7 研究快报写作格式实例: 举例, 见: h t t p://w w w.

写要求与中文摘要一致.

wjgnet.com/bpg/gerinfo/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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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国内国际会议预告
2018-01-18/20
2018年胃肠道癌症研讨会(GCS)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gicasym.org/

2018-06-04/07
2018年英国肠胃学会年会(BSG)
会议地点: 英国
联系方式: https://www.bsg.org.uk/

2018-02-09/11
2018年加拿大消化疾病周(CDDW)
会议地点: 加拿大
联系方式: http://www.hepatology.ca/

2018-06-07/10
2018年世界肿瘤介入大会(WCIO)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io-central.org/

2018-03-14/18
第27届亚太肝病研究协会肝病大会(APASL)
会议地点: 印度
联系方式: http://www.apasl2018.in/venue.html

2018-06-14/17
2018年第16届国际研讨会病毒性肝炎和肝病(ISVHLD)
会议地点: 加拿大
联系方式: http://www.globalhepatitissummit2018.com/

2018-04-11/14
2018年美国消化内镜外科医师协会年会(SAGES)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sages2018.org/

2018-06-20/23
2018年第20届世界胃肠道癌大会(WCGI-ESMO)
会议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ww.worldgicancer.com/

2018-04-11/15
第53届欧洲肝病学会年会(EASL)
会议地点: 法国
联系方式: http://www.easl.eu/

2018-06-30/07-03
2018年第25届欧洲癌症研究协会两年一度大会(EACR)
会议地点: 荷兰
联系方式: https://www.eacr.org/

2018-04-14/18
2018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大会(AACR)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acr.asia/

2018-09-01/04
2018年第40届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大会(ESPEN)
会议地点: 西班牙
联系方式: http://www.espen.org/

2018-05-09/12
第51届欧洲儿科胃肠病, 肝病和营养学协会大会(ESPGHAN)
会议地点: 瑞士
联系方式: http://www.espghancongress.org/

2018-09-07/09
2018年欧洲癌症大会(ECCO)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www.ecco-org.eu/Events/ECCO2018

2018-05-19/23
2018年美国结直肠外科医师协会年会(ASCRS)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scrs.org/

2018-10-19/23
2018年欧洲肿瘤医学协会年会(ESMO)
会议地点: 德国
联系方式: http://www.esmo.org/

2018-05-30/06-01
2018年第26届欧洲内镜外科协会国际会议/年会(EAES)
会议地点: 英国
联系方式: https://eaes.eu

2018-10-20/24
2018年第26届欧洲消化疾病周(UEGW)
会议地点: 奥地利
联系方式: https://www.ueg.eu/home/

2018-06-01/05
2018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ASCO)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s://am.asco.org/

2018-11-09/13
2018年美国肝病研究协会年会(AASLD)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asld.org/

2018-06-02/05
2018年美国消化疾病周(DDW)
会议地点: 美国
联系方式: http://www.ddw.org/

2018-11-15/18
2018年亚太消化病周(APDW)
会议地点: 韩国
联系方式: http://www.apdw2018.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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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申 教授
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

褚海波 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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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良 教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范跃祖 教授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刘展 主任医师
湖南师范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

谷敏 副主任护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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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杰 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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