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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是一种常见

生活,尚能忍受)、重(症状严重,妨碍工作、生活,难以忍受)3 级,

的消化系统疾病症状群,表现为上腹部不适、疼痛,尤其是上腹

主症分别计 2、4、6 分,次症分别计 1、2、3 分,无症状记 0 分。

饱胀,餐后加重,并伴有早饱、嗳气、烧心、食欲不振、恶心、

1.5

疗效标准
根据治疗前后主要症状积分情况计算其疗效指数,以疗效

大便不畅等症状。目前现代医学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以吗丁啉、
西沙比利等促胃动力药物治疗为主。笔者采用自拟连夏消痞汤

指数来评价指标。疗效指数＝[(治疗前症状积分－治疗后症状

治疗寒热错杂型 FD 取得满意的疗效,现介绍如下。

积分)/治疗前症状积分]×100%。临床痊愈：主要症状基本消

1

失,疗效指数≥90%；显效：主要症状明显减轻,疗效指数≥60%,

资料与方法

1.1

但＜90%；有效：主要症状减轻,疗效指数≥30%,但＜60%；无

一般资料
170 例患者为 2007 年 9 月－2009 年 12 月就诊于本院消化

科确诊为寒热错杂型 FD 患者。应用 SAS 软件包实现 2 组随机。

效：主要症状未减轻,疗效指数＜30%。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3.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处理。2 组资料的

治疗组 90 例,男 41 例,女 49 例；平均年龄(38.29±10.96)岁；
平均病程(4.65±2.23)年；病情轻度 11 例、中度 50 例、重度

2
同质性比较,计量资料采用样本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检验；

29 例。对照组 80 例,男 40 例,女 40 例；平均年龄(44.65±13.34)

结果采用秩和检验；P ＜0.05 时,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岁；平均病程(5.07±2.56)年；病情轻度 10 例、中度 47 例、

2

重度 23 例。2 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病情程度等情况经
统计学分析(t 检验和秩和检验),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均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1.2.1

疾病诊断标准

组别

例数 临床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90

18(20.00) 46(51.11) 19(21.10) 7( 7.78)

92.22

对照组

80

13(16.25) 33(41.25) 21(26.25) 13(16.25)

83.75

采用国际通用的《功能性胃肠障碍的

[1]
新诊断标准》(罗马Ⅲ) ,必须包括以下 1 项或多项：餐后饱

结果(见表 1)
表 1 2 组 FD 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

注：与对照组比较,**P ＜0.01

3

讨论

胀不适、早饱感、上腹痛、上腹烧灼感,并且没有可以解释上

FD 是内科常见病、多发病。调查显示,普通人群中 FD 患

述症状的功能性疾病。排除合并肝、肾、造血系统、内分泌系

病率为 23.29%,与国外 20%～40%的报道相似[4]。本病的发病机

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及精神病患者。

制至今未完全明了,一般认为与胃肠动力障碍、胃敏感性增高、

1.2.2

寒热错杂证诊断参照《中药新药

胃电解质紊乱、胃近端容受性障碍、幽门螺杆菌感染、脑肠相

[2]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主症：①脘腹胀满；②嗳气；

互作用、心理社会因素等有关。正是由于 FD 发病机理的不确

③纳少。次症：①胃脘喜暖；②口干；③口苦；④胃脘疼痛；

定性,其治疗措施和范围很广,疗效一直不满意。

中医证候诊断标准

⑤大便不畅。舌脉：舌质红或淡,苔白或黄,脉滑或弦。主症①

本病属中医学“反胃”、“嘈杂”、“呕吐”、“胃脘痛”等范

必备,②、③中的任 1 项；次症①、②必备,参照舌脉即可辨证。

畴,多由过食肥甘,湿热内生；或食滞不化伤胃；或受寒邪、或

1.3

过食生冷、或表证误下,寒积于中,运化失调；或劳倦伤脾,导

治疗方法
治疗组：连夏消痞汤(清半夏 12 g,干姜 9 g,黄连 9 g,黄

致脾胃气机升降失常；或情志不遂,气郁伤肝,肝木失于疏泄,

芩 12 g,党参 12 g,木香 12 g,甘草 6 g,大枣 3 枚),每日 1 剂,

横逆犯胃,气机郁滞,均可导致胃脘痞满、疼痛,嗳气,烧心等。

水煎 300 mL,分早晚餐前 30 min 服用,治疗 4 周。

病初多表现为单纯的实证,以肝气郁滞、肝胃不和为主,日久病

对照组：多潘立酮片(商品名：吗丁啉,西安杨森制药有限

情反复常常转化为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证。笔者针对其基本病

公司生产,批号 07082148),10 mg/次,3 次/d,口服,治疗 4 周。

机,以和胃开痞、调节寒热为基本治则,自拟连夏消痞汤治疗收

1.4

到较好疗效。连夏消痞汤由半夏泻心汤以党参代人参,加木香

观察指标与方法
观察治疗前后症状改善情况。根据“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
[3]

而成。方中半夏为君药散结开痞、降逆止呕；臣药干姜温胃止

诊疗规范(草案)” ,将本病治疗前后所有症状分为轻(症状轻

呕,并助半夏辛开散结；黄连、黄芩之苦寒,泄热降逆,与半夏、

微,不影响工作、生活,可以忍受)、中(症状较重,已影响工作、

干姜之辛温共奏辛升苦降之效,使相互结聚的寒热得以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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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纹型风湿症(Panlindromic Rheumatism,PR)于 1944 年

1.4

治疗方法

由 Hench 与 Rosenberg 首次描述,是一种以急性关节炎和关节

采用本院阎小萍教授经验方治疗。药物组成：骨碎补 20 g,

周围炎为特征的不常见的反复发作的病症,发作间歇期无任何

补骨脂 12 g,续断 30 g,桑寄生 30 g,熟地黄 25 g,茯苓 30 g,

[1]
症状 。因本病临床症状有快速出现和消失的特点,故用“回

苍白术各 6 g,生炒薏苡仁各 30 g,知母 20 g,炒黄柏 12 g,秦艽

纹”来形容,即“反复发作”之意,并冠之以“回纹型风湿症”,

20 g,豨莶草 15 g,萆薢 15 g,忍冬藤 30 g,青风藤 20 g。疗程

或“复发型风湿症”。笔者现将 2008 年 1－12 月本院中医风湿

3 个月,随访 1 年。

病科收治的 11 例病例分析报道如下。

1.5

1

临床资料

1.1

观察项目
①临床特点：症状达峰时间、发作频率、持续时间、受累

纳入标准

关节、最初累及部位、曾经累及部位、发作时间、发作诱因、
[2]

符合 Hannonen 拟立的标准,即满足以下 4 条：①反复突

伴随症状等。②关节炎或关节周围炎发作频率(次/月)。③关

然发作单关节或多关节炎,或关节旁组织炎症,每次持续数小

节炎或关节周围炎严重程度,以视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④

时至 1 周；②医生至少要证实 1 次发作；③反复发作中受累关

实验室检查：血沉(ESR)、C 反应蛋白(CRP)、类风湿因子(RF)、

节数≥3 个；④排除其他类型的关节炎。

抗核抗体(ANA)、抗角蛋白抗体(AKA)、抗核周因子(APF)、抗

1.2

环瓜氨酸肽(CCP)抗体、免疫球蛋白。⑤安全性观察：血、尿

排除标准
[3]
参考相关文献 ,均排除痛风诊断者；放射学证实有软骨钙

质沉着者；
有风湿热病史者；
当前有风湿病或其他系统性疾病者。
1.3

常规,肝、肾功能。
1.6

疗效判定标准
[2,4]

一般情况

参考 Huskisson 和 Hannonen 拟定标准

。显效：关节炎

11 例患者中,男性 6 例,女性 5 例,男女比例 1.2∶1；年龄

不发作,持续 1 年以上；有效：关节炎发作次数和严重程度均

24～59 岁,平均 40.4 岁；平均发病年龄(32.7±10.4)岁；病程

减轻；无效：关节炎发作次数不减轻、严重程度不缓解,甚至

1～20 年,平均(7.6±5.4)年；
发病到确诊时间为(6.8±5.5)年,

加重。

其中 3 例误诊为类风湿关节炎(RA),1 例误诊为痛风；家族史：

2

1 例患者母亲有 RA,1 例患者两位姨妈分别有 RA 和干燥综合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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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次为膝关节、掌指关节、踝关节、近端指间关节、足跖

结果
临床特点
膝关节首发多见,可累及四肢各关节,以腕关节最易受累,

下降,则痞满可除,呕吐可止；佐人参、木香、甘草、大枣健脾
益气理气,可使脾气得升,运化得健,肠鸣下利得止。研究表明,
[5]

半夏泻心汤能显著增强 FD 大鼠的胃排空 ；党参和大枣对胃
运动张力具有显著的增加作用；干姜和黄芩则对运动张力具有
[6]
显著的减小作用,对胃肠运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木香有明

显的促进小肠运动作用和胆囊收缩、抗消化性溃疡、抗腹泻和
抗炎等作用[7-9]。诸药合用,清上温下、和胃开痞、调节寒热,
其重点在于调和胃肠,升降复,肠胃和,则痞自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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