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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 2号冲剂治疗消化性溃疡 157例

消化性溃疡( PU)是一种消化系统常见病 、多发病, 其治

疗方法多种多样 。近年来中医药的运用不但提高了 PU 的临

床疗效, 更重要的是降低了其复发率, 因而日益受到人们的

重视 。笔者近 10余年来应用自行研制的科研冲剂胃 2号冲

剂治疗消化性溃疡 157例, 取得了明显疗效 。现报告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择经胃镜检查确诊的消化性溃疡患者 。

其中男 109例, 女 48例;年龄在 17 ～ 67岁之间;病程 1 ～ 5

年 45例, 5 ～ 10年 73例, 10年以上 39例;胃溃疡 17例, 十

二指肠溃疡 128例,复合性溃疡 12例 。

1.2 治疗方法 胃 2号冲剂为天津市中医研究所脾胃室研

制, 中医研究所实验药厂生产的科研冲剂。主要药物组成:黄

芪 、党参 、黄精 、白及 、贝母、蒲公英等 。10 g/次, 3次/日, 餐前

半小时口服 。6周为 1个疗程 。本冲剂治疗期间停服其他治

疗消化性溃疡的中药或西药 。 6周后复查胃镜, 检查溃疡愈

合情况 。疗程结束 2年后对治愈者进行随访 。

1.3 疗效判定标准 胃脘疼痛, 泛酸, 嗳气等主要临床症状

消失, 胃镜复查溃疡愈合, 病变黏膜恢复正常者为治愈;胃脘

疼痛缓解, 其他症状减轻, 胃镜检查溃疡面缩小 50%以上,

且粘膜病变改善者为有效;症状无改善或加重, 胃镜复查溃

疡无变化或缩小不到 50%者为无效 。

2 结果

157例中 , 治愈 129例, 占 82.2%;有效 25例, 占

15.9%;无效 3例, 占 1.9%。治愈患者中随访 86例, 复发 11

例(占 12.8%) 。

3 讨论

现代医学认为, 消化性溃疡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攻击因子

和防御因子的平衡受到破坏所致 。攻击因子主要包括胃酸对

胃粘膜的直接损伤和其与胃蛋白酶结合对胃粘膜的“消化作

用”,这些攻击因子破坏了正常粘膜屏障, 导致 H +反渗, 是引

起溃疡的病理基础 。中医学认为,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致

病因素致病与人体正气 、胃粘膜的屏障作用有密切关系, 正

气旺盛, 则可抵御外邪的侵袭,人体即不会发病 。

我们应用胃 2号冲剂治疗消化性溃疡, 旨在提高机体的

免疫功能 (正气) , 抑制胃酸分泌, 杀灭 HP, 改善胃粘膜的屏

障作用 。方中黄芪 、党参 、黄精健脾益气,提高机体免疫功能;

白及 、贝母制酸生肌, 有保护胃粘膜的作用;蒲公英清热和

胃, 有抑菌消炎的作用 。全方共奏健脾益气, 和胃止痛, 制酸

消炎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所选药物能增强胃肠推进

性蠕动, 扩张胃壁血管, 改善胃粘膜的血液循环, 使坏死细胞

能得到迅速修复, 促进溃疡周围炎症的吸收, 从而有利于溃

疡的愈合, 显著提高了疗效, 降低了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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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归治疗全血粘度增高 120例

全血粘度增高属于血液流变学内容, 是人体的一种病

理性改变, 是导致心脑血管多种严重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

因此, 对其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

近年来经反复临床观察, 确认中药当归内服治疗全血粘度增

高具有明显疗效 。兹将近 3年来经治的 120例具体情况介绍

如下 。

1 一般资料

经治者年龄在 35 ～ 78岁之间 。其中 35 ～ 45岁 28例,

46 ～ 55岁 38例, 56 ～ 65岁 28例, 66 ～ 78岁 26例;男 88例,

女 32例 。治疗前均在本院作血流变检查证实为全血粘度增

高 (化验室检查全血比粘度正常值 :男 3.43 ～ 5.07, 女

3.01 ～ 4.29。本文所选 120例患者全血比粘度均高出正常值

上限 0.5以上,最高者达 11.5) 。

2 药物制剂及服法

把全当归粉碎为细末, 装入胶囊, 每粒 0.5 g 。每次服 6

粒, 每日服 1次 。60天为 1疗程 。在服药期间停用任何其他

药物 。

3 疗效评定标准

服药 1个疗程后, 全血粘度数值下降至正常者为显效;

较服药前有所下降, 但未降至正常者为有效;较服药前无变

化或反而增高者为无效 。

4 治疗结果

经治 120例中, 显效 46例, 有效 68例, 无效 6例, 总有

效率 95%。

5 体会

当归, 性温,味甘 、辛 。功能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 润肠通

便 。现代医学研究在其挥发油及非挥发性物质中, 含有正丁

烯酉夫内酯 、蒿本内酯等数十种有效成分, 在临床治疗上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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