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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觀察應用加味六君子湯辨證治療幽門螺桿菌相關性胃炎（HPAG）的臨床療效。 方法：篩選
80例HPAG患者，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組各40例。觀察治療組40例患者（應用加味六君子湯）與對照組40例
患者（西藥三聯）治療HPAG在證候總積分及症狀緩解、中醫證型三方面的臨床療效，並進行統計學分析。 結
果：治療組在臨床症狀的緩解方面優於對照組，臨床證候總積分的降低幅度顯著高於對照組。其差異均具有統
計學意義（P<0.05）。中醫證候臨床療效中治療組胃絡瘀血型、脾胃虛寒型有效率高於對照組。 結論：中醫
治療HPAG可改善臨症狀。 
 

[關鍵詞] 加味六君子湯；三聯療法；幽門螺桿菌相關性胃炎 
慢性活動性胃炎中Hp感染率80%-95%，感染後自發清除少見。長期感染與胃黏膜癌變有很大相關性。由於

根除幽門螺桿菌可使幽門螺桿菌相關性胃炎（HPAG）發生胃癌的危險性降低[1]，臨床通過根除Hp治療幽門螺
桿菌相關性胃炎（HPAG）日益受到關注。我們應用加味六君子湯辨證治療HPAG取得良好臨床療效。現報道如
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所選80例HPAG患者均為我院2009年6月-2013年6月門診及住院病人。根據2003年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消

化系統疾病專業委員會制定的慢性胃炎中西醫結合診治方案標準，全部病例經胃鏡病理確診為慢性胃炎，並證
實有Hp現症感染（14C尿素呼氣試驗），排除疑似病例及併發嚴重疾病及惡性腫瘤等，隨機分為治療組和對照
組各40例。兩組均在性別、年齡、病程、證型發病例數等方面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
表1、表2）。 



 

中醫辨證分為四型[2]： 
脾胃濕熱型：主證：①胃脘脹痛或灼痛。②口苦、口黏、口臭、口濕不欲飲。③頭身困重。④苔黃膩或黃

厚膩。次證：①症狀進食後尤甚，②噯氣、納差，③吞酸、嘈雜，④大便不爽或便秘，⑤脈弦滑或滑數。具備
主證①，兼具主證中其他一項加次證2項，即可診斷。 

肝胃不和型：主證：①胃脘脹痛、攻撐兩脅②每因情志刺激而誘發或加重③噯氣或矢氣則舒④心煩易怒，
喜太息。次證：①胸悶食少②嘈雜泛酸③舌苔薄白④脈弦有力。具備主證①，兼具主證中其他一項加次證2項，
即可診斷。 

胃絡瘀血型：主證：胃痛如刀割或針刺，痛有定處②舌質紫黯或有瘀點瘀斑。次證：①痛勢較劇，
痛徹胸背，按之痛甚②嘔血或黑便史。具備主證即可診斷。 

脾胃虛寒型：主證：①胃痛隱隱，嗜好濕熱及喜按②遇冷或勞累後發作或加重③空腹痛甚，得食痛減，食
後腹脹④舌質淡，邊有齒痕，苔薄白⑤脈沉細弱。次證：納少便溏②倦怠乏力，神疲懶言③畏寒肢冷④口淡流
涎。具備主證①，兼具主證中其他一項加次證2項，即可診斷。 

1.2 治療方法 
對照組：西藥抗Hp三聯方案（奧美拉唑20mg、阿莫西林1.0g、甲硝唑0.4g p.o Bid×7。對阿莫西林過敏者，

改用克拉霉素0.5g p.o Bid×7）。 
治療組：治療期間停用其他中西藥。應用加味六君子湯辨證加減用藥。1日1劑水煎60ml，分3次飯前1

小時口服，療程3周。 
加味六君子湯組成：黨參15g，茯苓10g，白術15g，甘草6g，半夏10g，陳皮6g，黃連3g，吳茱萸3g，雞

內金15g，炒麥芽30g，砂仁6g，厚朴10g。 
辨證加減：脾胃濕熱型加蒼術、公英；胃絡瘀血型加蒲黃、三七；肝胃不和型加柴胡、香櫞；脾胃虛寒型

加黃芪、生薑；胃陰不足加沙參、麥冬；泛酸者加烏賊骨、浙貝母、疼痛者加元胡、川楝子；呃逆者加竹茹、
蘇梗；嘈雜者加烏梅、山楂；便秘者加大黃、枳實。 



1.3 觀察指標 
中醫證候總樍分及各證候積分變化：主證按無、輕、中、重分別記0、3、5、7分；次證按無、輕、中、重

分別記0、1、3、5分[3]；分別於治療前一周內及停藥一個月後計算。 
兩組間治療前後症狀療效比較 
兩組間中醫證型臨床療效比較 

1.4 療效評定標準： 
慢性胃炎總體證候療效判定標準[3]：痊愈：主要症狀基本消失，療效指數≧95；顯效：主要症狀明顯減輕，

70≦療效指數<95；有效：主要症狀減輕，30≦療效指數<70；無效為主要症狀無減輕，療效指數<30。 
1.5 統計學處理方法： 
採用SPSS10.0軟件處理數據。計數資料用X2檢驗，組間比較採用秩和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

義。 
 

2 治療結果： 

 

 

3 討論： 



HPAG屬中醫學「胃脘痛」、「胃痞」、「嘈雜」等疇，臨床現缺乏特異性。初發多為實證，病久則見虛
證，也有虛實兼雜者。病因與飲食不節、情志不暢、脾胃虛弱等引起脾失健運有關、嗜食辛辣肥甘、酗酒致濕
熱內生；情志不遂、恚怒憂思致氣鬱傷肝，橫逆犯胃；過於勞倦、饑飽失宜、病後或先天稟賦不足等致脾胃虛
弱。病機為中焦樞機不利，氣機不暢，升降失常，導致臟腑功能失調，脾之清陽不升、胃之濁陰不降，終致胃
氣不和、氣機鬱滯、胃失濡養。且「久病入絡」，病變從氣分深入血分，形成胃絡瘀阻。本病的實質以虛為主，
因虛而濕濁、瘀血相因而生，阻礙氣機。氣滯則脹，血瘀則痛。 

本方以益氣健脾為主，張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李東垣「內傷脾胃，百病內生」之意。佐以清熱化濕、
疏肝理氣、活血化瘀等。加味六君子湯以六君子湯合左金丸為主要組成。「脾嘉燥而惡濕，胃嘉濕而惡燥」，
六君子湯健運中州、燥濕和胃。其中黨參「健脾運而不燥，濕胃陰而不濕」。《本草匯言》曰：「白術乃扶植
脾胃、散濕除痹、消食除痞之藥。脾虛不健，術能補之；胃虛不納，術能助之」。左金丸為治療肝鬱化火，橫
逆犯胃引起的脘痞吞酸、噯氣嘈雜。黃連、吳茱萸配伍比例宜靈活掌握，以防苦寒太過。處方寒熱併用、辛開
苦降，調暢氣機。另輔以理氣化滯之品，隨證加減化裁。 

研究證實，Hp對黃連高度敏感，抑菌濃度為1:320，吳茱萸中度敏感[4]。復方製劑中，左金丸高度敏感，抑
菌濃度為1:320[4]。日本香川醫科大學寺田總一郎等的體外實驗表明：黃連解毒湯、六君子湯、半夏瀉心湯、四
逆湯等對Hp有較好的抑菌作用。為本方的臨床療效提供了現代藥理學依據。 

本研究顯示：治療組證候積分下降幅度明顯高於對照組，主要臨床症狀療效緩解程度，治療組優於對照組，
顯示治療組可明顯提高患者的治療依從性及提高生活質量，降低單純西藥所致的不良反應，比如納差，一方面
是疾病所致，同時也可以是藥物的不良反應與原發症狀重疊。在辨證分型中，胃絡瘀血型與脾胃虛寒型治療組
療效高於對照組，提示中醫辨證施治在久病者表現純虛證候及病入絡的HPAG治療方面具有優勢。 

生活方式不規律、飲食辛辣、酗酒，加之環境因素、工作壓力等造成Hp易感且不易有效控制。今後應重點
關注並爭取有所突破的環節是：進一步提升公眾對HPAG的認知率、提高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加強餐飲行業
的衛生管理，做到早防、早治、降低復發率，積極改善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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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兩組均在性別、年齡、病程比較 n（%） 

組別 性別 年齡（歲） 病程（年） 

 男 女 30~40 41~50 ＞50 ＜5 5~10 ＞10 

對照組 25 15 8 18 14 14 16 10 

治療組 27 13 10 17 13 12 15 13 

兩組均在性別、年齡、病程方面無顯著性差異（P>0.05）。 

表2 兩組均在各證型發病例數比較n（%） 

組別 例數 脾胃 

濕熱型 胃絡 

瘀血型 肝胃 

不和型 脾胃 



虛寒型 

對照組 40 18（45） 9（22.5） 7（17.5） 6（15） 

治療組 40 17（42.5） 8（20） 8（20） 7（17.5） 

兩組均在各證型發病例數方面無顯著性差異（P>0.05）。 

表3 兩組間治療前後證候總積分變化比較（X±S） 

 N 治療前 治療後 

治療組 40 15.8±3.7 5.8±1.8
＊＊△ 

對照組 40 17.1±2.8 97±5.4
＊
 

與本組治療前比較：
＊
P<0.05 

＊＊
P<0.01 與對照組治療後比較：△P<0.01 

表4 兩組間治療前後症狀療效比較 n 

組別  腹脹 腹痛 噯氣 泛酸 納差 

治療組 治療前 31 32 19 21 37 

（n=40） 治療後 7 4 4 3 10 

對照組 治療前 28 34 16 20 34 

（n=40） 治療後 11 9 8 6 20 

 

表5 兩組間中醫證型臨床療效比較 n（%） 

 n 痊愈  顯效 有效 無效 總有效率n（%） 

 治療組 對照組 治療組 對照組 治療組 對照組 治療組 對照組 治療組 對照

組 治療組 對照組 

脾胃濕熱型 17 18 15 8 2 4 0 6 0 0 17（100） 18（100） 

肝胃不和型 8 7 5 3 1 1 2 4 00 17（100） 18（100）  

胃絡瘀血型 8 9 5 3 2 1 1 4 01 8（100） 7（88.9）  

脾胃虛寒型 7 6 3 1 3 2 1 2 01 7（100） 6（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