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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觀察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治療胃脘痛的臨床效果，評價祖國醫學在胃脘痛治療

中的應用價值。 方法 以我院中醫科收治的90例胃脘痛患者為研究對象，採用分組對比的方

法，將其根據治療方式不同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對照組給予西醫常規治療（法莫替丁每天2次，

每次20mg，胃鉍治每天三次，每次200mg），觀察組給予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治療（由柴胡、

陳皮、枳殼、黨參等中藥組成，以水煎服，每天一劑），對比分析兩組患者的治療效果，對其進

行1年的隨訪，觀察兩組患者的復發情況。 結果 觀察組患者治療總有效率為93.3%，明顯高

於對照組的73.3%，P<0.05；觀察組治療後中醫症候積分情況明顯優於對照組，且觀察組復發

情況低於對照組，P<0.05，差異顯著。 結論 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治療胃脘痛的臨床效果

顯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臨床症狀，安全性高，不易復發，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具有較高的

臨床使用價值。 

 

[關鍵詞] 柴胡疏肝散；四君子湯；胃脘痛；臨床療效 

[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is to observe clinical efficacy of Radix Bupleuri Liver 

Smoothing Powder in combination with Sijunzi Decoction for the treatment of epigastralgia to 

evaluate the application value of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in the epigastralgia. Methods 

Ninety patients with epigastralgia admitted by the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of the 

Hospital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candidates with the method of grouping comparison was 

applied, who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reatment methods,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subject to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therapy (Famotidine, twice daily, once usage at 20 mg, Compound Bismuth 

Aluminate Tablets, three times daily, once dosage at 200 mg),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bject to Adix Bupleuri Liver Smoothing Powder in combination with Sijunzi 

Decoction (mainly composed by radix bupleuri, tangerine peel or orange peel, fructus aurantii, 

Dangshen and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subject water decoction with one dose 

daily), the efficacy on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subject comparative analysis, one year 

follow-up was made, and relapse conditions of patients in two groups were observed.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n patient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hit 93.3%, being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73.3% (p<0.05). Syndrome scores of Chinese medicin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was bett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in control 

group, and relapse condition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ignificant. Conclusions Radix 

Bupleuri Liver Smoothing Powder in combination with Sijunzi Decoction delivers significantly 

clinical efficacy, it is capable of effectively improving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with high 

safety and relapse avoidance, and it may improve the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imposing high 

value in clinical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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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脘痛是消化內科比較常見的疾病之一，其臨床症狀主要表現為患者胃部存在不同程度的

疼痛情況，且常伴有泛酸、惡心嘔吐、嘈雜、脹滿等症狀[1]。有學者認為胃脘痛的發生與飲食不

節、情志不遂或過度勞累、受寒等存在十分密切的關係。近年來，隨着社會不斷發展，人們的生

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發生了很大的改變，飲食不規律、生活節奏加快、壓力增大等原因導致胃脘痛

的發病率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2]。因此對其的治療就顯得十分重

要，中醫在治療胃脘痛方面具有獨到的優勢。近年來，我院以90例胃脘痛患者為研究對

象，旨在探討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治療胃脘痛的臨床效果，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1月~2014年12月我院收治的90例胃脘痛患者為研究對象，按照治療方法的不同

分為對照組與觀察組，每組45例。對照組男性27例，女性18例，年齡25~72歲，平均年齡（52.6

±3.1）歲，病程為1~7年，平均病程（5.2±3.1）年，其中胃潰瘍患者為2例，慢性淺表性胃炎為

25例，慢性萎縮性胃炎者15例；觀察組男性24例，女性21例，年齡24~71歲，平均年齡（51.6±

5.2）歲，病程為1~5年，平均病程（3.2±2.1）年，其中胃潰瘍患者為6例，慢性淺表性胃炎為

27例，慢性萎縮性胃炎者12例；兩組患者在年齡、性別、病程、病情比較上，P>0.05，差異無

統計學意義，具有可比性。 

1.2 病例選取標準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3]中關於胃脘痛的相關診斷標準，患者胃脘部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疼痛情況，且常伴惡心嘔吐、噯氣、痞滿等症狀。排除消化道腫瘤、消化道出血、

自身免疫性疾病、心肝腎嚴重疾病者。 

1.3 治療方法 

1.3.1 對照組患者予西醫常規治療。給予患者廣東彼迪藥業有限公司所生產的法莫替丁（國

藥准字H44021617）治療，劑量為20mg，每天2次；給予患者重慶科瑞製藥（集團）有限公司

所生產的胃鉍治（國藥准字H50020377）治療，劑量為200mg，每天3次；對於HP陽性的患者

可以加用0.5mg的阿莫西林（河北永豐藥業有限公司所生產，國藥准字H36020225），每天3次。 



1.3.2 觀察組患者給予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治療。其中所含中藥為：柴胡10g，白芍20g，

陳皮12g，枳殼10g，香附10g，川芎10g，黨參15g，白朮10g，茯苓15g，以及炙甘草6g；若胃

痛嚴重，則給予元胡、川楝子治療，以理氣止痛；若有泛酸症狀，則添加黃連、吳茱萸、海螵蛸，

以中和胃酸；若伴胃脘灼熱、口苦口乾，則添加黃芩、黃連清胃瀉熱；若伴惡心、嘔吐，則給予

半夏、竹茹化痰止嘔治療[4、5]。根據患者的臨床症狀加減藥物，將上述中藥以水煎服，每天一劑，

分早晚服用。兩組患者均治療1個月，在治療結束後對其治療效果進行評定。 

1.4 療效判定標準 

參照《中醫病症診斷療效標準》對其治療效果進行評定[6]：患者經過治療後其臨床症狀及體

徵基本消失，經胃鏡復查提示患者潰瘍面愈合，則為臨床治愈；患者經過治療後其臨床症狀及體

徵有所改善，胃脘痛緩解，其發作次數較治療前減少，經胃鏡復查提示其潰瘍面縮小，則為好轉；

患者經過治療後其臨床症狀及體徵沒有明顯改善，經胃鏡檢查其潰瘍面無改善，則為未愈。總有

效率＝治愈率＋好轉率。觀察兩組患者治療前後中醫症候積分的情況，並對其進行1年的隨訪，

觀察兩組患者的復發情況，將其詳細記錄並進行統計分析[7]。 

1.5 統計學處理 

本次兩組研究所得數據由專業記錄員交叉記錄，同一樣本，進行三次重復性檢測（無敵群

檢驗），研究所得數據均輸入Excel表格，並使用SPSS公司推出的SPSS 15.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研究所得計數資料均進行X2檢驗，計量資料均進行t檢驗，並以（±s）進行表示。並對P值進行

檢測，如果可得P小於0.05，則視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比較兩組患者的治療效果 

觀察組顯效為29例，有效為13例，治療總有效率為93.3%，對照組顯效為18例，有效為15

例，治療總有效率為73.3%，觀察組患者治療效果明顯高於對照組患者，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詳見表1。 

 

2.2 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前後中醫症候積分情況 

觀察組與對照組治療前中醫症候積分相比，沒有顯著差異；治療後，觀察組中醫症候積分

情況明顯優於對照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詳見表2。 



 

2.3 比較兩組患者的復發情況 

在治療結束後對兩組患者進行1年的隨訪，觀察組患者在隨訪期間有3例復發，其復發率為

6.7%，對照組患者在隨訪期間有14例復發，其復發率為31.1%，對照組患者的復發情況明顯高

於觀察組，差異顯著（P<0.05）。 

 

3 結論 

隨着社會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習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胃脘痛的發病率也呈

現不斷上升的趨勢，已經成為臨床上比較常見的疾病之一。胃脘痛相當於現代醫學中的急性或慢

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等疾病，患者以胃脘部或者接近心窩處疼痛為主要症狀，對患者的生活

質量構成了嚴重影響，常規西醫治療雖有一定的治療效果，但有時並不理想，中醫在治療該疾病

方面有較強的優勢[8]。 

胃脘痛在祖國醫學中屬於「心痛」、「真心痛」的範疇[9]。中醫認為肝藏血，因此其主疏泄，

當其高興、歡喜時則舒暢，反之當其抑鬱、不悅時則致肝氣鬱結，其經脈挾胃，食氣進入胃部，

散精於肝；脾生血而司運化，肝疏脾升，脾胃為後天之本，水谷生化之源，氣和為順，肝臟得到

脾胃的滋養才能使其疏泄功能正常[10]。因此，中醫認為胃脘痛的發病原因是由於飲食不節使脾

胃虛弱，其脾陽不足，脾胃失去溫煦，或是由於情志不遂，損傷脾胃。因此對其的治療應以疏肝

理氣、健脾益氣，活血止痛，遵循標本兼治的原則[11]。本次研究中，觀察組（採用柴胡疏肝散

合四君子湯）患者的治療效果為93.3%，明顯高於對照組患者的73.3%，且觀察組復發情況低於

對照組，差異顯著（P<0.05）。這是由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中使用的黨參比較溫和，具有補

氣生津的作用；柴胡為君藥，具有疏肝理氣、解鬱的功效；陳皮、枳殼以及香附為臣藥，起到理

氣調中的作用；川芎辛溫之性可改善血液循環，促使胃絡瘀血消散；白芍具有柔肝止痛的功效；

炙甘草可以酸甘化陰，同時能調和諸藥[12]。諸藥合用共同達到疏肝理氣、活血止痛的效果，對

胃脘痛的治療具有重要的意義。 

綜上所述，柴胡疏肝散合四君子湯治療胃脘痛的臨床效果顯著，能有效改善患者的臨床症

狀，安全性高，不易復發，可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具有較高的臨床使用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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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比較兩組患者的治療效果（x±s；n） 

組別 例數 治愈 好轉 未愈 總有效率 

觀察組 45 29(64.4) 13(28.9) 3(6.7) 42(93.3) 

對照組 45 18(40.0) 15(33.3) 12(26.7) 33(73.3) 

X
2
值  5.32 0.20 6.40 6.40 

P值  0.0210 0.6507 0.0114 0.0114 

注：觀察組與對照組相比，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表2 比較兩組患者治療前後中醫症候積分情況（x±s；n）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後 

觀察組 45 24.68±3.02 12.32±2.85 

對照組 45 23.94±4.36 19.58±2.74 

t值   0.93 12.31 

P值  0.3519 0.0000 

注：觀察組與對照組相比，P<0.05，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