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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论著

胃肠外科

小承气汤保留灌肠对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后患者
腹胀症状及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
邵建平， 苏

锋， 李永元

摘要 目的：研究小承气汤保留灌肠对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后患者腹胀症状及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6
年 1 月—2020 年 12 月在我院择期行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的胃癌患者 60 例，随机均分为两组。对照组患者术后接受常规西
医综合疗法，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小承气汤保留灌肠治疗，对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腹胀症状、中医证候积分以及
生活质量（EORTC QLQ-C30）评分进行比较。结果：治疗后，观察组腹胀症状评分 （8.53±3.25）
[
分 ] 较对照组 （10.65±2.39）
[
分 ] 降低，中医症候积分 [（9.62±3.69）分 ] 较对照组 [（11.59±3.63）分 ] 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
观察组 EORTC QLQ-C30 评分中躯体功能 （
[ 23.71±2.55）分 ]、情绪功能 （
[ 22.28±2.12）分 ]、社会功能 （
[ 23.17±2.36）分 ]
及角色功能 [（23.51±1.48）分 ] 评分都较对照组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临床总有效率为 96.67%，
高于对照组（8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小承气汤保留灌肠治疗可有效缓解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后
患者腹胀、胃痛、胃胀等临床症状，促进患者胃肠功能恢复与生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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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Xiaochengqi Decoction Retention Enema on Abdominal Distention Symptoms and TCM Syndrome
Score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fter Total Gastrectomy SHAO Jian-ping, SU Feng, LI Yo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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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Xiaochengqi decoction retention enema on abdominal
distension symptoms and TCM syndrome scores in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after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Methods A total of 60 patients with gastric cancer who underwent elective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6 to December 2020 were included. They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computer randomization method, namely the control group (n =30)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 =3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conventional integrated Western medicine after
surgery, and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additionally treated with Xiaochengqi Decoction retention
enema. Clinical efficacy, abdominal distension symptoms, TCM syndrome scores and quality of life (EORTC
QLQ-C30) scores were evaluated in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abdominal distension symptom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8.53±3.25) poi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0.65±2.39)
points], and the TCM symptom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62±3.69) point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11.59±3.63) points] (P <0.05). After treatment, the scores of physical function [(23.71±2.55)
points], emotional function [(22.28±2.12) points], social function [(23.17±2.36) points] and role function
[(23.51±1.48) poi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96.67%)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83.33%) (P <0.05).
Conclusion Xiaochengqi decoction retention enema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abdominal distension,
stomachache, stomach distension and other clinical symptoms of patients after radical total gastrectomy for gastric
cancer,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 Postoperative gastric cancer; Small Chengqi Soup retention enemap; symptoms of abdominal
disten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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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系统肿瘤中胃癌占比最高，但其早期诊
断率较低，一直以来，手术是唯一可能治愈胃癌
的治疗手段，故而临床治疗胃癌首选外科手术 [1-2]。
胃癌根治性全胃切除术因其术中可对患者淋巴结

192
展开广泛清扫，有效提高胃癌患者生存率，而成
为临床治疗胃癌的一种常用术式 [3]。但由于受到
手术创伤、麻醉、药物、炎症刺激等影响，患者
术后常出现胃肠功能障碍，其中腹胀是腹部手术
后最常见的症状之一，不仅给患者身心带来极度
不适，还可能导致患者预后不良 [4]。既往研究显示，
小承气汤应用于腹部手术后患者，可促进胃动力
及肠道运动，并可使肠道炎症显著减轻 [5]。本研
究探讨小承气汤保留灌肠对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
后患者腹胀症状及中医证候积分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 般 资 料 选 取 2016 年 1 月 —2020 年 12
月于我院择期行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的胃癌患者
60 例。依据电脑随机分组法均分为两组，对照组
（n =30）中男、女分别 14 例、16 例，年龄 18~68
岁，平均（43.48±5.41）岁；疾病类型：溃疡性腺
癌 13 例，浸润型腺癌 10 例，黏液腺癌 5 例，鳞
状细胞癌 2 例。观察组（n =30）中男、女分别 13
例、17 例， 年 龄 20~70 岁， 平 均（44.13±5.23）
岁；疾病类型：溃疡性腺癌 12 例，浸润型腺癌 9 例，
鳞状细胞癌 6 例，黏液腺癌 3 例。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
1.2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依据 2018
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诊疗指南，且经胃镜检
查及活检确定为胃癌者；均为麻痹性肠梗阻或肠麻
痹；年龄 18~70 岁，男女不限；ASA 分级 I~II 级。
排除标准：接受过放 / 化疗者；合并冠心病、脑梗
死者；神志不清者；基础疾病控制不佳者；合并内
科疾病及机械性肠梗阻，手术前有肠道疾病者。
1.3 方法 对照组使用西医综合疗法：常规行液
体复苏、胃肠减压处理，肠外营养支持，给予抗感
染、促胃肠动力剂治疗及等温盐水灌肠等，治疗 1
周。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搭配中药灌肠。组方
如下：大黄 20 g，丹皮 15 g，赤芍 12 g，枳实 20 g，
厚朴 20 g，诸药清水浸 30~45 min，加水 300 mL
文火煎煮，煎浓汁 150 mL，放凉至 37~38℃，予
以保留灌肠。辅助患者取左侧卧位，稍稍垫高臀部，
润滑肛周，持续灌肠 25 min，1 剂 /d。灌肠结束嘱
咐患者平卧 1 h，待患者日排便在 3 次或以上可停
止灌肠治疗 1 d，改为隔日治疗，连续治疗 1 周。
1.4 评价指标
1.4.1 腹胀症状评价标准 依据腹胀程度进行评
分，标准如下：1）术后不管空腹或进食后均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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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腹胀症状，计 0 分；2）术后空腹状态下未出现
腹胀症状，进食后感到轻微腹胀，但感觉上可忽略，
计 1 分；3）术后空腹状态下未出现腹胀症状，进
食后感到明显腹胀，但尚且可以耐受，计 2 分；4）
术后空腹状态下未出现腹胀症状，进食后感到非
常明显腹胀，且不能耐受，计 3 分；5）术后空腹
状态下感到腹胀，计 4 分；6）术后不管何种状况下，
整天都感到明显腹胀，且不能耐受，计 5 分。
中医症候积分评价标准：临床症状包括胃胀、
胃痛、腹胀、腹痛、纳少、呕吐，按照其正常体力
活动情况下出现症状为标准，应用半定量积分法展
开统分，即按照症状严重程度赋分并统计，分别为
无（0 分）
、轻度（2 分）
、中度（4 分）
、重度（6
分）
；嗳气、泛酸、乏力、便溏、黑便依据无（0 分）
、
轻度（1 分）
、中度（2 分）
、重度（3 分）准则予
以评分，将各症候评分相加即为中医症候积分。
1.4.2 临床疗效评价 1）显效：排气排便正常，
中医症候积分降低超过 85% ；2）有效：排气排便
时间较短，中医症候积分降低 50%~84% ；3）肠
鸣音微弱或无，排气排便时间较长或无，中医症
候积分降低低于 50%。
1.4.3 生活质量评价 选用 EORTC 生命质量测
定量表 QLQ-C30(V3.0) 评价患者治疗前后生活质
量评分，从躯体功能、情绪功能、社会功能及角
色功能 4 个方面进行评价，生活质量与评分呈正比。
1.5 统 计 学 处 理 数 据 用 SPSS 25.0 统 计 软 件
进行分析，其中腹胀症状与中医症候积分评分、
EORTC QLQ-C30 评分以
表示，比较采用 t 检
验；临床总有效率用 n（%）表示，比较采用 χ2 检验，
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腹胀症状改善情况对比 治疗前，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腹胀症状评分差别不大
（P ＞ 0.05），治疗后，两组的腹胀症状评分较治疗
前降低（P ＜ 0.001），且观察组腹胀症状评分低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1。
2.2 两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对比 治疗前，观
察组与对照组患者的中医症候积分差别不大
（P ＞ 0.05），治疗后，两组的中医症候积分都明显
较治疗前降低（P ＜ 0.001），且观察组中医症候
积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见表 2。

193

中国中西医结合外科杂志 2022 年 4 月第 28 卷第 2 期

表1

两组患者腹胀症状改善情况对比

例（n ）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t

P

观察组

30

22.78±7.89

8.53±3.25ab

9.147

＜ 0.001

对照组

30

23.02±6.58

10.65±2.39b

9.678

＜ 0.001

0.128

2.878

0.898

0.006

组别

t
P
a

b

注： 与对照组比较，P ＜0.01，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0.01

表2

两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对比

例（n ）

治疗前（分）

治疗后（分）

t

P

观察组

30

26.35±8.25

9.62±3.69ab

10.139

＜ 0.001

对照组

30

25.92±9.39

11.59±3.63b

7.797

＜ 0.001

0.188

2.085

0.851

0.042

组别

t
P
a

b

注： 与对照组比较，P ＜0.01，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0.01

2.3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治疗前，两
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后，两组生活质量各维度评分组间差
表3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3。
2.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4。

两组患者 EORTC QLQ-C30 评分对比

指标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躯体功能（分）

观察组（n =30）

10.21±1.58

23.71±2.55ab

对照组（n =30）

9.98±1.75

19.75±4.15b

情绪功能（分）

社会功能（分）

t

0.534

4.453

P

0.595

＜ 0.001

观察组（n =30）

11.32±1.32

22.28±2.12ab

对照组（n=30）

11.35±1.36

20.62±3.25b

t

0.086

2.343

P

0.931

0.022

观察组（n =30）

9.38±1.86

23.17±2.36ab

对照组（n =30）

9.45±2.03

21.67±2.56b

0.139

2.359

t
P
角色功能（分）

0.889

0.021

观察组（n =30）

9.40±1.56

23.51±1.48ab

对照组（n =30）

9.47±1.48

21.98±3.23b

t

0.178

2.358

P

0.859

0.021

a

b

注： 与对照组比较，P ＜0.01，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 ＜0.01

表4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数（n ）

显效（n ）

有效（n ）

无效 (n )

总有效率（n ）

观察组

30

19（63.33）

10（33.33）

1（3.34）

29（96.67）a

对照组

30

12（40.00）

13（43.33）

5（16.67）

25（83.33）

组别

χ

2

2.035

P

0.042
a

注： 与对照组比较，P ＜0.05

3 讨论
3.1 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的应用局限性 胃癌
是较为凶险的常见、多发消化道恶性肿瘤，根据
2020 最新全球癌症数据显示，中国年癌症新发病
例已达 457 万，其中胃癌新发病例约有 48 万，占

10.8%，位列癌症谱第 3 名 [6-7]。目前临床对于胃
癌多倾向于外科手术治疗，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
通过对原发肿瘤偕同转移淋巴结、受累浸润组织
一起切除，不遗留肿瘤残存，从而有机会治愈胃癌，
也因此成了手术治疗胃癌的常用术式。然而，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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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根治全胃切除术后因受多种因素（如麻醉、创伤、
药物、引流管或炎症刺激等）的影响，患者多发
生胃肠动力减弱、胃肠功能障碍等，通常情况下
会在术后 3~4 d 自然恢复 [8-9]。但有部分患者胃肠
功能却未能自行恢复，出现腹胀、呕吐、恶心等
不适症状，并可能导致术后肠粘连发生风险升高，
甚或诱发呼吸困难 [10]。另外，若患者术后胃肠运
动功能大幅下降，肠黏膜屏障损伤严重，可导致
肠道细菌移位，继而诱发肠源性感染，加重患者
术后病情。因此，探寻有效改善胃癌患者术后胃
肠功能的治疗手段是临床医生重点研究的问题。
3.2 小承气汤保留灌肠的应用效果 胃癌属中医
“积聚”“反胃”等范畴，气机失调为胃癌发病之
主因，术后胃气失降，气机失调，出现胃肠道症状，
其中腹痛、恶心呕吐、腹泻等较为典型 [11-12]。与
此同时，胃癌根治术后瘀血阻滞之症尚重，气机
升降受阻，若气行不畅，无法行血，血停则血淤，
不通则痛。中药灌肠是中医的一种重要治疗方法，
且广泛用于肾功能衰竭、溃疡性结肠炎、肠梗阻
等疾病的治疗 [13]。张潇月等 [14] 研究表明，相较
于口服中药、穴位贴敷疗法，小承气汤保留灌肠
改善脓毒症患者胃肠道功能的效果更佳。王劲松
等 [15] 报道，基于常规治疗基础上的小承气汤配合
针灸，可有效调节胃肠激素分泌，促进胃肠道功
能恢复如常。本研究中，经治疗，两组腹胀症状
评分、中医症候积分都出现了明显的降低，且观
察组降低幅度更大。可见小承气汤保留灌肠对胃
癌根治全胃切除术后患者胃肠道功能的改善效果
明显，进而缓解各种胃肠道症状。方中枳实化痰
散痞，厚朴下气除满；大黄逐瘀通经。以赤芍、丹
皮清热解毒，与大黄配伍活血散瘀之效更甚。诸
药配伍可使胃肠气畅血行，从而使腹痛、腹胀等
胃肠道症状尽除 [16-17]。在本研究中观察组取得的
临床疗效更优，可见小承气汤保留灌肠可促使患
者肠鸣音、排气排便复常得更快。术后予以保留
灌肠治疗，既可以起到促进肠道蠕动、清洁肠道
的作用，又可防止某些药物对胃黏膜产生不良刺
激而造成患者的不适或疼痛。此外，灌肠疗法从
直肠给药，药物通过肠道黏膜直接吸收入血，可
发挥整体治疗的作用，且操作简便、吸收快、起
效也快 [18]。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更优。
综上所述，小承气汤保留灌肠治疗可有效缓
解胃癌根治全胃切除术后患者腹胀、胃痛、胃胀
等临床症状，促进患者胃肠功能恢复与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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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升，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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