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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
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评价

李华伟△ 王立军 张 英

(辽宁省盘锦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 盘锦 124000)

摘要 目的:评价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患者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选取2013年3月至2016年

3月辽宁省盘锦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患者90例,按治疗方法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45例。观察组给予奥美拉唑与铝碳酸镁联合治疗,对照组单独给予奥美拉唑治疗。对比分析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幽门螺旋

杆菌(Hp)根除率、不良反应及复发情况等。结果: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为93.3%(42/4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1.1%
(32/4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临床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临床症状改善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

于对照组(P<0.05),Hp根除率88.9%(40/45)显著高于对照组71.1%(32/45)(P<0.05),复发率6.7%(3/45)显著低于

对照组26.7%(12/45)(P<0.05)。结论: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患者的临床效果较奥美拉唑好,且
安全性高,值得在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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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胃溃疡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较易合并胃

出血,引发患者呕血、便血、腹痛等临床症状,严重时还会引

发胃穿孔,对患者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1]。内科保守

治疗是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其中药物治疗是首选[2]。本文

回顾性分析了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收治的胃溃疡合并

胃出血患者90例的临床资料,对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

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进行了评价,现将

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取2013年3月至2016年3月辽宁省盘锦

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胃溃疡合并胃出血患者90例。

所有患者均有呕血、便血、腹痛等临床症状,均经内镜检查确

诊为胃溃疡合并胃出血,均符合胃溃疡合并胃出血的诊断标

准[3]。病例排除标准:将有其他器官病变等患者排除在外。

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各45例。

观察 组 男30例,女15例,年 龄29~58岁,平 均(43.1±
3.6)岁;溃疡直径1~2cm,平均(1.5±0.5)cm;33例患者为

首发,12例患者为再发;病变部位:15例于胃一空肠吻合口

附近,30例于胃小管近幽门部。对照组男31例,女14例;年
龄32~56岁,平均(41.2±2.7)岁;溃疡直径1~2cm,平均

(1.6±0.4)cm;35例患者为首发,10例患者为再发;病变部

位:17例于胃一空肠吻合口附近,28例于胃小管近幽门部。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具有可比性。所有患者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1.2 治疗方法:两组患者均给予基础治疗:纠正患者酸碱失

衡,50mg克拉霉素+40mg甲硝唑,2次/d,口服。对照组

给予奥 美 拉 唑(浙 江 华 立 南 湖 制 药 有 限 公 司,国 药 准 字

H20067717)治疗:20mg/次,2次/d,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联合给予铝碳酸镁(重庆华森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

字 H50021188)治疗:100m/次,1次/d,口服。两组患者均治

疗1个疗程,两周为1疗程。治疗期间对两组患者的肝功能

进行定期复查,以预防肝损伤。

1.3 疗效评定标准:疗效评定标准依据胃镜检查结果[4]:
(1)治愈:治疗后胃镜检查患者的溃疡全部消失,胃黏膜无炎

症发生;(2)显效:治疗后胃镜检查溃疡面缩小70%以上,胃
黏膜炎症症状显著改善;有效:治疗后胃镜检查溃疡面缩小

10%~70%,胃黏膜炎症症状有所改善;(3)无效:治疗后胃

镜检查溃疡面缩小或扩大10%以下,胃黏膜炎症症状没有改

善;(4)恶化:治疗后胃镜检查溃疡面扩大10%以上,胃黏膜

炎症症状加重。总有效率=(治愈例数+显效例数+有效例

数)/总例数×100%。

1.4 观察指标:于治疗前、后分别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进

行评分,以有效评定各临床症状改善情况,总分0~12分,包
括便血、呕血、上腹部疼痛、发热,每项0~3分[5]。0分:治疗

后患者的症状消失;1分:如果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显著减

轻,没有对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2分:治疗后患者的临床

症状有所减轻,但是对日常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3分:治疗后患者的临床症状无减轻甚至加重,对日常生活造

成不良影响。同时,记录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及住

院时间,观察幽门螺旋杆菌(Hp)根除情况、不良反应及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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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1.5 统计学方法:所有数据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进

行处理,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췍x±s)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采用χ2检
验;以P<0.05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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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

率为93.3%(42/45),显著高于对照组的71.1%(32/45),两
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及住院

时间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症状评分显著低于治疗

前(P<0.05),但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症状评分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临床

症状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临床症

状改善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短于对照组(均P <0.05),见
表2。

2.3 两组患者的 Hp根除情况、不良反应及复发情况比较:

观察组患者的 Hp根除率为88.9%(40/45),显著高于对照

组的71.1%(32/45)(P<0.05),复发率为6.7%(3/45),显
著低于对照组的26.7%(12/45)(P<0.05),但两组患者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恶化 总有效率

观察组 45 10(22.2) 18(40.0) 14(31.1) 2(4.4) 1(2.2) 42(93.3)
对照组 45 6(13.3) 14(31.1) 12(26.7) 9(20.0) 4(8.9) 32(71.1)

χ2 11.14
P <0.05

表2 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评分、临床症状改善时间及住院时间比较(췍x±s)

组别 n
临床症状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临床症状改善
时间(t/d)

住院时间
(t/d)

观察组 45 10.0±1.6 5.0±0.7#* 2.3±1.2* 14.3±1.2*

对照组 45 10.1±1.3 9.1±1.1 4.5±1.4 18.6±1.4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患者的 Hp根除情况、不良反应及复发情况比较[n(%)]

组别 n Hp根除
不良反应

恶心、
呕吐

大便次
数增多

口干 眩晕 合计
复发

观察组 45 40(88.9)* 2(4.4) 1(2.2) 1(2.2) 1(2.2) 5(11.1) 3(6.7)*

对照组 45 32(71.1) 1(2.2) 1(2.2) 1(2.2) 1(2.2) 4(8.9) 12(26.7)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不断改

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较容易导致饮食不规律,从而对胃部

产生严重损害。然而,大多数患者并没有对此给予充分的重

视,这就造成胃溃疡的发病率逐渐升高。胃出血是胃溃疡的

重要的并发症之一,患者预后不良较易发生胃穿孔,对患者

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6]。引发胃溃疡的原因多种多样,如生

活压力大、长期吸烟、饮酒、继发性感染、经常食用生冷食物

等,这些不良习惯导致胃部括约肌收缩及舒张能力的降低,

胃酸分泌过量严重侵蚀胃黏膜,进而引发胃溃溃疡及胃出

血[7]。基础治疗联合奥美拉唑是临床采用的传统治疗方法,

但其治疗效果不甚满意[8]。

  有研究表明[8~10],奥美拉唑联合应用铝碳酸镁能够有效

治疗胃溃疡合并胃出血,降低患者的复发率。本研究结果表

明,观察组患者治疗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临床症状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临床症状改善时间、住院时间均显著

短于观察组,Hp根除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复发率显著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该结果与国内外

相关研究[5,10]结果相一致,提示奥美拉唑联合铝碳酸镁治疗

胃溃疡合并胃出血的临床效果显著,能有效降低 Hp根除率,

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缩短患者住院时间,降低患者的复发

率,较单独应用奥美拉唑更具优势。其原因为奥美拉唑作为

一类质子泵抑制剂,能够抑制胃酸分泌,且其半衰期较长,药
效可持续15h以上。因此,奥美拉唑可有效阻止胃酸对食管

及胃黏膜的侵蚀,给食管和胃黏膜充足的自行愈合,从而在

抑制胃溃疡发展的同时发挥治疗胃溃疡和胃出血创口的作

用[11],而铝碳酸镁能够中和已分泌的胃酸,在治疗胃溃疡的

过程中具有显著的辅助作用[12]。

  综上所述,对于胃溃疡合并胃出血的患者采用奥美拉唑

联合铝碳酸镁治疗,效果显著,复发率低,安全性高,且较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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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应用奥美拉唑效果好,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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颅内椎基底动脉狭窄患者血清和肽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
支架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相关因素分析

曹炳华 覃冬华△ 莫建义 农伟东 陈 浪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民族医院神经内科 南宁 530001)

摘要 目的:探讨颅内椎基底动脉狭窄患者血清和肽素水平的变化及其与支架成形术后再狭窄的相关因素分析。方法:选取

130例颅内椎基底动脉狭窄并行支架成形术患者,随访1年,依据其是否再次发生颅内椎基底动脉狭窄分为再狭窄组(n=28)

和无狭窄组(n=102)。比较两组血清和肽素水平,并分析血清和肽素与血管再狭窄的关系。结果:术前、术后3d及术后

1年,再狭窄组血清和肽素水平分别为(19.6±4.2)pmol/L、(25.8±6.4)pmol/L、(20.4±3.9)pmol/L,无狭窄组分别为(19.2
±3.5)pmol/L、(25.1±7.3)pmol/L、(12.8±2.6)pmol/L。术前及术后3d,两组患者血清和肽素水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年,再狭窄组血清和肽素水平明显高于无狭窄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和肽素

是颅内椎基底动脉支架成形术再狭窄的独立危险因素(OR=4.405,95%CI:1.121~8.327,P<0.05)。结论:血清和肽素是

预测颅内椎基底动脉狭窄支架成形术再狭窄的可靠血清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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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椎基底动脉狭窄是诱发后循环缺血性卒中的重要因素

之一。由于椎基底动脉的解剖结构较为特殊,故椎基底动脉

狭窄所致的脑卒中较颈内动脉更为严重[1]。支架成形术是

目前临床治疗椎基底动脉狭窄的常用方法,可迅速解除“犯
罪血管”狭窄,其疗效已得到公认[2]。但支架成形术后仍存

在再狭窄风险,影响临床预后[3]。因此,监测并预防支架成

形术后再狭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肽素是精氨酸加压

素(argininevasopressin,AVP)前体的C末端成分,其表达稳

定、检测方便,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判定方面

显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4]。但和肽素与颅内椎基底动脉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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