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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复方消化酶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疗效及焦虑抑郁情绪
的影响

王　萍 1 、 吴　坤 2 、 王玉芳 1 、 任会宁 1

【摘要】 目的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复方消化酶对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的效果。方法　我院 95 例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组，对照组 47 例给予复方消化酶口服治疗，观察组 48 例

联合舒肝解郁胶囊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 5- 羟色胺（5-HT）、一氧化氮合酶（NOS）水平、焦

虑抑郁评分、临床疗效、不良反应。结果　观察组治疗后 NOS 水平、HAMA、HAMD 评分、症状

积分均低于对照组，5-HT 水平及总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P< 0.05），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P> 0.05）。结论　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复方消化酶能够有效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焦虑抑郁情绪，

控制症状，其机制与调节调节 NOS、5-HT 水平，改善胃动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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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hugan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cigestive enzyme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
pepsia　　WANG Ping，WU Kun，WANG Yufang， et al. Department of Hepatobiliary and Spleen and Gastroenterol-
ogy，Anya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 

in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Methods　95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n=47）was treated with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n=48）

was added Shugan Jieyu capsules. The levels of 5-HT and nitric oxide synthase（NOS），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ores，the clinical efficacy，an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wo groups. Results　The NOS level，

HAMA，HAMD score，and symptom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5-HT 

level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Conclusion　Shugan Jieyu Capsul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digestive enzyme can ef-

fectively improve the anxiety and depression of patients with functional dyspepsia and eliminate symptoms. The mecha-

nism maybe is related to the regulation of NOS and 5-HT levels and improvement of gastric mot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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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消化不良是常见的临床综合征，以腹胀、

腹痛、食欲不振、呕吐、嗳气为主要表现，与心理

精神因素关系密切 ［1］。常规治疗主要通过促进消化、

吸收进行治疗。舒肝解郁胶囊是临床上治疗轻中度

抑郁症的常用药物，对患者的焦虑抑郁情绪有着较

佳的改善效用，本研究观察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复方

消化酶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3 月 ~2018 年 9 月我院收治的 95 例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经实验室、B 超、CT、内镜

等检查确诊符合功能性消化不良的诊断标准［2］，纳

入患者知情，签署知情同意书，经医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器质性病变者，治疗前

30d 采用同类药物治疗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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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对照组 47 例，男 26 例，女 21 例；年龄 49~59
岁，平均（53.96±5.64）岁；病程 1~5 年，平均（3.03
±0.41）年。观察组 48 例，男 29 例，女 19 例；年龄

50~61 岁，平均（54.03±5.73）岁；病程 1~6 年，平

均（3.06±0.39）年。两组患者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两 组 患 者 均 予 复 方 消 化 酶 胶 囊 （ 国 药 准 字

H20064646，规格 20 粒 / 盒）饭后服用，1~2 粒

/ 次，3 次 /d；观察组增加舒肝解郁胶囊（国药准字

Z20174037，规格 0.36g/ 粒）口服，2 粒 / 次，2 次 /d，

均持续治疗 4 周。

1.3　观察指标

（1）实验室指标：检测并对比一氧化氮合酶

（NOS）及 5- 羟色胺（5-HT）水平；（2）焦虑抑郁

情绪：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及汉密

顿抑郁量表（HAMD）评价，HAMA 评分包括 14 项，

HAMD 评分 17 项，采用 0~4 分 5 级评分法标准进行

判定，均为分数越高越严重［3］；（3）症状积分比较：

采用 0-3 分 4 级评分法判定腹胀、腹痛、早饱、恶

心呕吐症状变化，0 分为症状完全消失，1 分为基本

消失，偶有出现，2 分为有所改善，不影响日常生活，

3 分为症状改善不明显；（4）临床疗效 显效：症状基

本消失，或症状积分减分率 >75％；有效：症状明显

改善，症状积分减分率 45％~75％；无效：未达有效

标准［4］；（5）记录并对比不良反应发生率。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n（％）］表

示计数资料，χ2 检验，（x±s）表示计量资料、t 检

验，P<0.0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实验室指标水平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NOS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5-HT 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1。
表1　NOS、5-HT水平对比（x±s）

组别 时间 NOS（U·mL-1） 5-HT（nmol·mL）

对照组（n=47） 治疗前 166.96±16.33 135.45±12.21

治疗后 141.36±11.32△ 165.59±11.65△

观察组（n=48） 治疗前 167.02±16.41 135.62±12.19

治疗后 108.98±7.33△▲ 190.21±9.91△▲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2　焦虑抑郁情绪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A、HAMD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显著降低，观察组降低幅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

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表2　HAMA、HA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HAMA HAMD

对照组（n=47） 治疗前 19.33±3.51 20.71±3.99

治疗后 12.88±3.93△ 15.75±3.56△

观察组（n=48） 治疗前 19.29±3.49 20.73±4.03

治疗后 9.51±4.22△▲ 11.25±3.12△▲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3　症状积分比较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恶心呕吐、早饱、腹痛、腹

胀症状积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见表 3。

表3　症状积分对比（x±s，分）

组别 时间 恶心呕吐 早饱 腹痛 腹胀

对照组（n=47） 治疗前 2.59±0.39 2.55±0.43 2.66±0.33 2.70±0.29

治疗后 1.55±0.43△ 1.39±0.51△ 1.36±0.44△ 1.28±0.53△

观察组（n=48） 治疗前 2.61±0.38 2.52±0.41 2.68±0.30 2.67±0.29

治疗后 0.96±0.16△▲ 0.88±0.21△▲ 0.93±0.22△▲ 0.95±0.0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2.4　临床疗效

观察组患者总有效率 95.83％显著高于对照组患

者的 80.8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4。

2.5　不良反应

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5。

表4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7 20（42.55） 18（38.30） 9（19.15） 38（80.85）

观察组 48 25（52.08） 21（43.75） 2（4.17） 46（95.83）*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2065，*P=0.0225<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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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不良反应及复发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头晕 睡眠障碍 便秘 合计

对照组 47 3（6.38） 2（4.26） 2（4.26） 7（14.89）

观察组 48 3（6.25） 1（2.08） 2（4.17） 6（12.50）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4.5397，*P=0.0331<0.05。

3　讨论

胃肠动力障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发生的主要病

理生理学基础，而心理、社会因素又会进一步影响

疾病进展，临床上主要是应用促胃肠动力剂类药物

改善患者症状体征［5，6］。复方消化酶通过促进动植物

蛋白水解，增加蛋白质利用率，促进淀粉分解，提

升胆汁酸分泌量，改善胰酶活性，增加脂肪乳化，

促使胃蛋白酶激活，更利于机体消化吸收营养物质，

加速肠内气体驱除速度，以改善患者症状体征［7］。

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症状积分及 HAMA、

HAMD 评分较治疗前均显著改善，证实复方消化酶

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有效性。

焦虑、抑郁情绪在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发生发展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能与脑 - 肠轴活化、皮质 -

边缘系统痛觉传导 / 调节异常、五羟色胺水平改变

有关［8］。舒肝解郁胶囊主要成分为刺五加及贯叶金

丝桃，刺五加能够通过激活机体免疫系统，调节机

体中枢神经系统及免疫功能，改善机体免疫力，抑

制机体炎症反应的效用［9］；贯叶金丝桃内的主要成分

为黄酮类化合物，其作用于机体后，直接作用于机

体的脑部神经元，通过调节神经元突出前、后膜功

能，抑制 5 羟色胺的再摄取，增加机体内 5 羟色胺

水平，同时具有抑制机体炎症反应，改善功能性消

化不良患者腹胀、腹痛等症状体征［10］。本研究发现：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NOS、5-HT 水平改善效果均显著

优于对照组患者，且患者治疗后症状积分及 HAMD、

HAMA 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提示舒肝解郁

胶囊联合复方消化酶能够更为有效的消除患者负性

情绪，改善症状体征及 5-HT 与 NOS 水平。王建荣

等［11］学者应用舒肝解郁胶囊治疗 77 例功能性消化不

良合并焦虑抑郁状态患者后显示，有效缓解患者负

性情绪，提升治疗效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舒肝解郁胶囊联合复方消化酶通过

调节 NOS、5-HT 水平等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效

果显著，有效改善患者症状，消除焦虑抑郁情绪。

但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观察时间也比较短，还需要

更多的研究来验证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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