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枳术宽中胶囊对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患者的效果

侯云峰 1 、 李俊成 2 、 张　静 3

【摘要】 目的　观察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应用枳术宽中胶囊治疗的效果。

方法　随机将我院 95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分组，对照组 47 例予多潘立酮联合路

优泰治疗，观察组 48 例予枳术宽中胶囊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症状、焦虑抑郁、疗效、不良事

件及成本 - 效果。结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HAMA、HDMD 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组间对

比没有差异（P> 0.05），观察组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0.05），观察组成本 - 效果比值低于

对照组。结论　枳术宽中胶囊能够有效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的负性情绪，消除

症状体征，安全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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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Zhizhu Kuanzhong Capsule on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OU Yunfeng，LI Juncheng，ZHANG Jing . Central Hospital of Jiaozuo Coal Industry（Group）Co. ，Ltd，Jiao-
zuo 45415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Zhizhu Kuanzhong Capsule on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 total of 95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47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domperidone combined with Luy-

outai，while 48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Qizhuanzhong Capsule. The clinical symptom scores，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ere compared. Clinical efficacy，adverse events，and cost-effectiveness i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clinical symptoms，HAMA and HDMD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events and composition-

effect ratioi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Qizhu Kuan-

zhong Capsule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negative emotions in functional dyspepsia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

sion，eliminate symptoms and signs with good safety.

【Keywords】Zhizhu Kuanzhong Capsule；Functional dyspepsia；Anxiety；Depression

功能性消化不良多表现为嗳气、呕吐、上腹胀、

食欲不振等，极易引起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

绪［1］。药物是临床上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主要方法，

多潘立酮联合路优泰双靶点治疗模式的效果较好，但

是部分患者的不良反应较为明显。枳术宽中胶囊具有

健脾和胃，理气消痞的效用，其对于抑郁焦虑也有较

佳的治疗效果，本研究旨在观察枳术宽中胶囊治疗功

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 ~2018 年 6 月我院收治的 95 例

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经实验室、

影像学、内镜等检查确诊符合功能性消化不良诊断

标准［2］，汉密顿抑郁量表（HAMD）≥ 17 分，汉密尔

顿焦虑量表（HAMA）≥ 14 分，患者知情，经医院

伦理委员会批准。排除药物禁忌症，既往精神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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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30d 采用同类药物治疗者。采用随机数字表

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47 例，男 18 例，女 29 例；年龄

25~70（47.33±4.36）岁；病程 1~11（5.91±0.73）月。

观察组 48 例，男 20 例，女 28 例；年龄 23~71（47.41
±4.39）岁；病程 1~12（5.99±0.69）月。两组患者资

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予多潘立酮（国药准字 H10910003，规格

10mg）饭前口服，10mg/ 次，3 次 /d，路优泰（批准文

号 Z20090005，规格 300mg）口服，300mg/ 次，3 次 /d；

观察组予枳术宽中胶囊（国药准字 Z20020003，规格：

0.43g）口服，1.29g/ 次，3 次 /d，持续治疗 30d。

1.3　观察指标

（1）症状评分：观察嗳气、恶心、腹胀、上腹痛、

饱胀不适、上腹部烧灼感、及早饱感症状评分变化，

对比症状改善率，评分标准无症状 0 分，症状轻微 1
分，症状明显 2 分，症状频繁出现 3 分；症状改善率

=（治疗前评分 - 治疗后评分）/ 治疗前评分 ×100％；

（2）焦虑抑郁：分别采用 HAMA 及 HAMD 评分评价，

HAMA 评分包含 14 项，HAMD 包括 17 项，每项均

采用 0~4 级评分法评定，得分越高提示焦虑抑郁情

绪越严重；（3）临床疗效 显效：症状体征基本消失，

HAMA、HAMD 评分减分率 >75％；有效：症状体征

有所改善，HAMA、HAMD 评分减分率 45％~75％；

无效：未达有效标准；（4）对比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

生率；（5）成本 - 效果分析：成本 - 效果 = 用药成本

/ 有效例数，比值越低提示治疗方案经济效果越佳。

1.4　统计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处理，计数资料

以［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x±s）
表示、t 检验，P<0.05 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症状评分

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组间对比差异

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表1　临床症状评分对比（x±s）

组别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症状改善率（％）

对照组（n=47） 15.01±1.31 3.27±0.22△ 78.70±8.61

观察组（n=48） 15.05±1.29 3.19±0.18△ 78.91±8.55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2　焦虑抑郁情绪

两组患者治疗后 HAMA、HDMD 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

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2。

表2　HAMA、HDMD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HAMA HDMD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治疗前 治疗后 差值

对照组（n=47） 17.15±2.88 10.09±2.96△ 7.05±0.99 18.43±3.66 9.93±1.43△ 9.22±1.31

观察组（n=48） 17.21±2.91 10.11±3.01△ 7.09±1.01 18.51±3.73 9.89±1.39△ 9.19±1.28

注：与治疗前比较，△P<0.05。

2.3　临床疗效

两组患者治疗后总有效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0.05），见表 3。
表3　临床疗效对比［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对照组 47 22（46.81） 21（44.68） 4（8.51） 43（91.49）

观察组 48 24（50.00） 20（41.67） 4（8.33） 44（91.6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0.1145，*P=0.9752>0.05。

2.4　不良事件发生率

观察组患者治疗后不良事件发生率 4.14％显著

低于对照组患者的 19.1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见表 4。

表4　不良事件发生率对比［n（％）］

组别 例数 胃痛 头晕 口干 大便次数增多 嗜睡 合计

对照组 47 0 2（4.26） 4（8.51） 0 3（6.38）9（19.15）

观察组 48 1（2.08） 0 0 1（2.08） 0 2（4.17）

注：与对照组比较，χ2=5.2065，*P=0.0225<0.05。

2.5　成本 - 效果分析

观察组患者成本 - 效果比值显著低于对照组患

者，见表 5。

3　讨论

胃窦十二指肠运动协调紊乱、进食后胃底容

受舒张障碍、内脏高敏等因素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

发生发展有着密切关联，环境因素、心理因素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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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素又会进一步加重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症状体

征［3］。该病起病缓慢，病程较长，且反复发作，极

易引起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进一步加重患者病情。

研究发现［4］，合并轻度焦虑抑郁的功能性消化不良

患者约有 23％，中度焦虑抑郁的患者约有 34％，重

度焦虑抑郁患者约有 31％，极重度焦虑抑郁患者约

有 11％，因此，对于功能性消化不良的治疗应采用

常规经验联合抗抑郁综合疗法，促进疾病转归。

多潘立酮［5］是临床上促胃肠动力的代表性药

物，其属于外周性多巴胺受体拮抗剂的一种，口服

后吸收较快，在 15~30min 内既能够达到血药浓度峰

值，作用于机体后直接于胃肠壁产生作用，通过增

加胃肠道及食道下段括约肌张力，促进食道及胃肠

道蠕动，加速幽门收缩，提升十二指肠及胃窦运动

及贲门括约肌的紧张性，阻断催吐化学感受区多巴

胺，促进胃排空，抑制呕吐发生。路优泰［6］是临床

上抗抑郁的常用药物，其内主要成分为圣·约翰草

提取物，作用于机体后通过抑制突触前膜对多巴胺、

5- 羟色胺及去甲肾上腺素的重吸收，同时还具有对

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及单胺氧化酶抑制作用，产

生保护神经递质效用，提升其在突触间隙内的浓度，

而产生抗抑郁效用。本研究发现：对照组患者治疗后

临床症状、HAMA、HDMD 评分均较治疗前显著降

低，症状改善率高达 78％左右，提示多潘立酮联合

路优泰能够有效改善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

态患者症状体征及负性情绪，促进疾病转归。本结

果与关霜霜［7］等的研究结果一致。

枳术宽中胶囊内的主要成分为枳实、柴胡、白

术、山楂，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枳实水煎剂具有

调节肠管，兴奋胃肠道，提升胃肠收缩节律的效用，

同时其作用于机体后能够产生镇静功用，有效改善患

者焦虑情绪，柴胡煎剂能够提升胃动素含量，缩短

胃排空时间，促进小肠运动，白术［8］能够提升机体小

肠自发性收缩运动，双向调节大小肠运动，增加其

收缩幅度，抑制肠管自发运动，其内含有的挥发油

具有镇静效用，山楂［9］内含有多种有机酸及维生素，

作用于机体后能够有效促进消化酶分泌，提升胃蛋

白酶及脂肪酶活性，其内的提取液具有抑制肠、胃

平滑肌收缩运动功效，联合作用下有效改善胃动力，

促进胃排空，同时，其能够通过抑制皮质激素分泌，

调节 5- 羟色胺能神经元传递，减少海马内单胺类神

经递质代谢，发挥抗焦虑抑郁效用。本研究发现：观

察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症状、HAMA、HDMD 评

分改善效果均与对照组相当，证实枳术宽中胶囊治

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患者效果与多潘

立酮联合路优泰相当，且观察组治疗期间不良事件

发生率及成本效果比值均低于对照组，提示枳术宽

中胶囊应用于临床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且药物经济

学价值更佳，与李素娟［10］等学者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如样本量小，观察时间

较短等，但本研究初步说明：枳术宽中胶囊通过改善

胃动力及皮质激素分泌异常，调节单胺类神经递质

代谢水平等，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伴焦虑抑郁状态

患者效果显著，有效消除患者负性情绪及症状体征，

成本低，安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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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成本-效果比值对比

药物名称
对照组 观察组

多潘立酮 路优泰 枳术宽中胶囊

价格（元） 26 88 32

用药成本（元） 606 360

成本-效果 14.09 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