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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联合硫糖铝口服混悬液
治疗慢性胃炎临床疗效研究

岑光周 1，陈桂良 2

东莞市长安医院急诊内科 1、消化内科 2，广东 东莞 523850

【摘要】 目的 探讨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联合硫糖铝口服混悬液治疗慢性胃炎的疗效及安全性，旨在为临

床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选择东莞市长安医院2018年7月至2020年6月收治的60例慢性胃炎患者进行研究，

按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30例，对照组患者在常规治疗基础上给予硫糖铝口服混悬液治疗，观察组

患者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联合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治疗，均连续治疗14 d。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治疗

前后的临床症状、幽门螺杆菌(Hp)阳性情况、胃镜黏膜积分、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素-6 (IL-6)、

C反应蛋白(CRP)、T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4+/CD8+)的变化及不良反应。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

治疗总有效率为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腹痛、腹胀

及Hp阳性患者分别为6.67%、3.33%、6.67%，明显少于对照组的26.67%、20.00%、30.0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胃镜黏膜积分、TNF-α、IL-6、CRP 水平分别为(0.55±0.07)分、(14.73±2.50) ng/mL、

(11.92±1.54) pg/mL、(5.89±1.06) mg/L，明显低于对照组的(0.82±0.11)分、(21.06±2.73) ng/mL、(16.75±1.60) pg/mL、

(9.24±1.23) mg/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 CD3+、CD4+、CD4+/CD8+分别为(68.03±

4.54)%、(49.72±3.46)%、1.31±0.12，明显高于对照组的(62.22±4.83)%、(43.03±3.51)%、1.22±0.1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分别为 16.67%和 13.3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结论 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联合硫糖铝口服混悬液治疗慢性胃炎可有效促进患者的疾病恢复，安全性

好，临床治疗效果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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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esomeprazole enteric coated capsules combined

with sucralfate oral suspen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treat-

ment.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in Dongguan Chang'an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June 2020

were selecte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with 30 pa-

tients in each group.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sucralfate oral suspen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while thos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iven esomeprazole enteric coated capsules combined with su-

cralfate oral suspension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ll the patients were treated for 14 d continuously.

The clinical efficacy, the changes of the clinical symptoms, Helicobacter pylori (Hp) positive patients, endoscopic mu-

cosal score, serum tumor necrosis factor-α (TNF-α), interleukin-6 (IL-6), C-reactive protein (CRP), and T lympho-

cyte subsets (CD3+, CD4+, CD4+/CD8+)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93.33%, which was signifi-

cantly higher than 73.33%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abdominal pain, ab-

dominal distension, and HP positiv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67%, 3.33%, and 6.67%, respectively, which were signif-

icantly less than 26.67%, 20.00%, and 30.0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mucosal integral, TNF-α,

IL-6, and CRP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0.55±0.07) points, (14.73±2.50) ng/mL, (11.92±1.54) pg/mL, (5.89±

1.06) mg/L,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0.82±0.11) points, (21.06±2.73) ng/mL, (16.75±1.60) pg/mL, (9.24±

1.23) mg/L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fter treatment, the CD3 + , CD4 + , CD4 +/CD8 +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68.03±4.54)%, (49.72±3.46)%, 1.31±0.12, whic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62.22±4.83)%, (43.03±3.51)%, 1.22±

0.10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as

16.67% and 13.33%, and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someprazole enteric coat-

ed capsules combined with sucralfate oral suspension is effective for chronic gastritis, which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pa-

tients' disease recovery and has good safety, with remarkable clinical effect.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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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主要指不同病因所致的各种慢性胃黏膜

炎症性病症，是临床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根据临床

表现可分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及非萎缩性胃炎，慢性胃

炎在临床症状的表现上不具有特异性，只有部分患者

会出现腹痛、腹胀、进食后饱胀等表现，若得不到及时

有效治疗，极易增加胃黏膜恶性病变的风险[1-2]。硫糖

铝口服混悬液是一种胃黏膜保护剂，有助于降低胃酸

对胃黏膜所致的损伤，且不会对正常的胃酸分泌功能

产生影响[3]。质子泵抑制剂(PPI)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

囊目前已广泛应用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反流性食管

炎等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其口服后可特异性地分布

于胃黏膜壁细胞中，发挥抑酸效果[4-5]。本研究旨在探

讨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联合硫糖铝口服混悬液治疗

慢性胃炎的疗效及安全性，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东莞市长安医院 2018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收治的 60 例慢性胃炎患者进行研

究，按随机数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

30 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

(2017年，上海)》[6]诊断标准，并通过胃黏膜活检、胃镜

检查等确诊；②年龄18~75岁；③近两周内未使用过非

甾体类抗炎药、抗生素、铋剂、PPI等对实验结果有影

响的药物。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余消化系统疾病、消

化系统癌前病变、消化道肿瘤者；②既往接受过胃部

手术者；③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免疫功能障碍者；④合

并其余躯体性疾病，同时在接受其余治疗者；⑤合并

恶性肿瘤者；⑥处于备孕期、妊娠期、哺乳期的女性；

⑦合并精神系统疾病和存在沟通障碍者；⑧对本研

究试验品有使用禁忌证。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批准，患者均知情并签署同意书。两组患者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

比性，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t值
P值

例数

30

30

男/女(例)

17/13

18/12

0.069

0.793

年龄(x-±s，岁)

50.73±8.91

52.08±8.44

0.602

0.549

病程(x-±s，年)

3.58±0.64

3.69±0.60

0.687

0.495

疾病类型[例(%)]

慢性萎缩性胃炎

25 (83.33)

26 (86.67)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

5 (16.67)

4 (13.33)

0.131

0.718

1.2 治疗方法 两组患者均给予常规处理措施，
包括叮嘱患者注意饮食，避免食用对胃黏膜有刺激的
食物。幽门螺杆菌(Hp)阳性者给予阿莫西林片(规格
0.25 g，厂家：海口市制药厂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083420)，0.5 g/次，3次/d，克拉霉素片(规格250 mg，
厂家：上海雅培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20033044)，
250 mg/次，2 次/d。对照组患者在上述基础上联合
硫糖铝口服混悬液(规格 120 mL：24 g，厂家：广东华
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60186)治疗，
10~20 mL/次，3 次/d，持续治疗 14 d。观察组患者
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规格
20 mg，厂家：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20130095)治疗，20 mg/次，1次/d，持续治疗14 d。

1.3 观察指标与评价方法 (1)比较两组患者的
临床疗效。参照文献[7]评价，显效：腹痛、腹胀、进食后
饱胀等症状消失，经胃镜检查显示胃黏膜无慢性炎症
表现；有效：腹痛、腹胀、进食后饱胀等症状部分缓解，
胃镜检查结果显示胃黏膜炎症表现有部分好转；无
效：未满足上述标准，或者和治疗前相比症状加重；总
有效率=(显效+有效)/总例数×100%。(2)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和Hp阳性情况。记录分析两
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14 d后腹痛、腹胀、进食后饱胀症
状的改善情况及Hp阳性率的变化，Hp阳性率检查方
式采用进行 13C呼气试验检测。(3)比较两组患者治疗
前及治疗14 d后的胃镜黏膜积分。参照Lanza标准[8]予

以评价，均接受胃镜检查，0分：无糜烂黏膜表现；1分：
有局灶性弥漫黏膜表现、但病灶数量≤2个；2分：有局
灶性弥漫黏膜表现、病灶数量3~5个；3分：存在弥散性
糜烂病灶且分布于 3个区域、每个区域之中的病灶数
量<6个或者总合计病灶<10个；4分：胃内遍布存在弥
散性糜烂病灶或糜烂病灶数量≥10个。(4)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反应因子水平。收集两组患者
治疗前及治疗14 d后的清晨空腹静脉血8 mL，室温下
避光保存 15 min后，置于离心机进行离心处理，转速
为 3 000 r/min，时间 15 min，提取上层血清液以备检
测，指标包括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介
素-6 (IL-6)、C 反应蛋白(CRP)，检测方式均选用酶联
免疫吸附法(ELISA)(美国 R&D 公司试剂盒)。(5)比
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留取上述血清
样本 3 mL，检测 T 淋巴细胞亚群(CD3+、CD4+、CD4+/

CD8+)的表达，仪器选择美国BD公司生产的流式细胞
仪和配套的试剂盒。(6)比较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的
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1.4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8.0软件包对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两
两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 P<

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 93.33%，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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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320，P=0.038<0.05)，

见表2。

2.2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和Hp阳性情

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症状表现及 Hp 阳性患

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

者的各症状表现及 Hp 阳性患者较治疗前均明显减

少，且观察组患者的腹痛、腹胀症状及Hp阳性患者明

显少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两组

患者的进食后饱胀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3。

2.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胃镜黏膜积分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胃镜黏膜积分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胃镜黏膜积

分与治疗前比较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胃镜黏膜积

分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显效

13

8

有效

15

14

无效

2

8

总有效率(%)

93.33

73.33

表3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和Hp阳性情况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χ2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20 (66.67)

19 (63.33)

0.073

0.787

治疗后

2 (6.67)a

8 (26.67)a

4.320

0.038

治疗前

16 (53.33)

15 (50.00)

0.067

0.796

治疗后

1 (3.33)a

6 (20.00)a

4.043

0.044

治疗前

7 (23.33)

8 (26.67)

0.089

0.766

治疗后

1 (3.33)a

2 (6.67)a

0.351

0.554

治疗前

22 (73.33)

21 (70.00)

0.082

0.774

治疗后

2 (6.67)a

9 (30.00)a

5.455

0.020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腹痛 腹胀 进食后饱胀 Hp阳性

2.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反应因子水平比

较 治疗前，两组患者的炎症反应因子水平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TNF-α、

IL-6、CRP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且观察组降低较对

照组更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比较 治疗

前，两组患者的免疫功能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CD3+、CD4+、CD4+/CD8+与

治疗前比较均明显升高，且观察组升高较对照组更明

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6。

2.6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 治疗期间，两组

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131，P=0.718>0.05)，见表7。

表4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胃镜黏膜积分比较((x-±s，分)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2.64±0.50

2.68±0.43

0.332

0.741

治疗后

0.55±0.07a

0.82±0.11a

11.342

0.001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胃镜黏膜积分

表5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炎症反应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56.22±7.59

55.84±8.20

0.186

0.853

治疗后

14.73±2.50a

21.06±2.73a

9.366

0.001

治疗后

11.92±1.54a

16.75±1.60a

11.913

0.001

治疗前

28.56±2.71

28.20±2.88

0.499

0.620

治疗后

5.89±1.06a

9.24±1.23a

11.300

0.001

治疗前

16.23±3.54

16.60±2.78

0.450

0.654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

TNF-α (ng/mL) IL-6 (pg/mL) CRP (mg/L)

表6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免疫功能比较(x-±s)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值
P值

例数

30

30

治疗前

52.33±6.19

51.78±6.55

0.334

0.739

治疗后

68.03±4.54a

62.22±4.83a

4.801

0.001

治疗后

49.72±3.46a

43.03±3.51a

7.435

0.001

治疗前

36.52±3.41

36.80±3.19

0.328

0.744

治疗后

1.31±0.12a

1.22±0.10a

3.156

0.003

治疗前

1.12±0.10

1.10±0.13

0.668

0.507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

CD3+ CD4+ CD4+/CD8+

表7 两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组别

观察组

对照组

例数

30

30

便秘

2

1

腹泻

1

1

恶心

1

1

口干

0

1

头痛

1

0

总发生率(%)

16.67

13.33

3 讨论

慢性胃炎是临床上十分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

病，各个年龄段均可患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生活方

式的不断改变，该病发生率也有逐年增长的表现，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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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胃炎的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到多个方面，例如Hp

感染、遗传、长期食用刺激性食物、物理刺激、环境因素

等[9-10]。由于该病的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且症状发生

的轻重程度和病变程度无明显关系，大多数患者可能

无明显的症状，或者有不同程度的消化道症状，例如腹

痛、腹胀等，通常容易被忽视，延误早期的治疗，但随着

疾病的进展，极易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威胁患者生命

安全[11]。因此积极有效的治疗慢性胃炎显得极为重要。

对于慢性胃炎的治疗目前仍以药物为主，硫糖铝

口服混悬液属于一种胃黏膜保护剂，其口服后可在胃

黏膜表面形成一层凝胶，有助于改善胃黏膜血流，且

对胃黏膜分泌黏液的功能有促进作用，但使用硫糖铝

口服混悬液治疗的效果尚有提升的空间[12]。PPI在治

疗急慢性消化系统疾病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艾司奥美

拉唑其中常见的一种 PPI，其可选择性地在胃黏膜壁

细胞中发挥作用，对胃壁细胞分泌酶的活性进行抑

制，从而发挥抑制胃酸的效果，且其对Hp有一定清除

作用[13-14]。有研究将艾司奥美拉唑用于Hp阳性浅表

性胃炎患者的治疗，结果显示其可明显提高Hp清除

率，改善胃肠激素水平，且随着剂量的增加疗效也明

显增加[15]。

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艾司奥美拉的患者在治疗

后，腹痛、腹胀及Hp感染的患者明显更少，且胃镜黏膜

积分结果更低，临床疗效总有效率高达93.33%，上述结

果均明显比单独使用硫糖铝的患者更具有优势。通过

分析原因是由于，艾司奥美拉唑可通过和二硫键、质子

泵之间相互结合，对胃壁细胞质子泵的活性产生抑制

作用，从而发挥抑制胃酸分泌的效果，加上硫糖铝的胃

黏膜保护作用；联合用药发挥相互协同、相互促进的效

果，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此外，艾司奥美拉唑具有较

好的抗Hp活性，也可有助于提高Hp清除率。

炎症反应激活、免疫功能紊乱是慢性胃炎发生和

发展的重要过程，当胃黏膜出现损伤或者遭受到 Hp

感染后，可导致核转录因子κB (NF-κB)信号通路出现

激活，继而刺激大量炎症因子(例如TNF-α、IL-6、CRP

等)释放入血，而此类炎症因子的过度表达又可促进

NF-κB信号通路的激活，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且这

种恶性循环还会导致T淋巴细胞亚群紊乱，影响患者

免疫功能，不利于疾病的恢复[16-17]。本研究通过观察

显示，联合艾司奥美拉唑的患者治疗后血清TNF-α、
IL-6、CRP 的降低程度更具有优势，且免疫功能改善

情况也更好。通过分析原因为，艾司奥美拉唑可通过

减少胃酸分泌等途径，增加抗生素阿莫西林、克拉霉

素等的利用度及活性，积极缓解机体炎症反应，加上

艾司奥美拉唑在抑制胃酸分泌的同时可改善胃部的

酸碱度，减少胃酸对胃黏膜的刺激，从而有助于胃黏

膜炎症的缓解，减少血清 TNF-α、IL-6、CRP 的释放。

且在胃黏膜炎症得到有效缓解后，可促进机体免疫功

能的恢复，加上艾司奥美拉唑、硫糖铝均对胃黏膜的

生物结构具有保护作用，联合用药也有助于免疫水平

的进一步修复。此外，本研究中联合用药的患者也并

未明显增加不良反应，显示出艾司奥美拉唑也具有较

好的安全性。但本研究由于时间限制，未持续观察停

药后复发情况，且总体样本量有限，此后仍需持续深

入研究以验证本结论。

综上所述，艾司奥美拉唑肠溶胶囊联合硫糖铝口

服混悬液治疗慢性胃炎疗效显著，可有效促进疾病恢

复，安全性好，值得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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