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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治现状及中医药治疗优势

魏玮* ，杨洋

( 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街 6 号，100102)

［摘要］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多致病因素的消化系统慢性疾病，为胃癌前状态。通过梳理目前中西医诊
治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现状，发现该疾病在诊断方面存在着胃镜与病理诊断一致性不理想、对肠上皮化生分型
的临床价值仍有争论、术语使用不统一等问题; 治疗方面则有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手术治疗的时机和必要性
等难点。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有着自身独特优势，具体体现在个体化治疗、具有针对病理改变的特效
中药、整体调理、毒副作用小可长期治疗等方面。结合 “因机制法，以病守方，随证配伍”治疗思想，最
大程度地发挥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优势，可为临床中西医结合、病证结合方法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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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炎概念的明确是基于胃镜技术及病理学

水平的提升。由于慢性胃炎的确切病因无法确定，

症状表现缺乏特异性，长期以来其诊断及分类国际

标准不统一，直至 1996 年国际胃肠病理学家才达

成共 识， 并 发 布 了 慢 性 胃 炎 新 悉 尼 系 统 ( the
update sydney system) ［1］。新悉尼系统将慢性胃炎

分为非萎缩性胃炎和萎缩性胃炎两大类，重点强调

萎缩和非萎缩的区别，统一了有关组织学定义和术

语。此系统经过近 20 年的应用及修订，目前已被

普遍接受。2008 年国际上提出了慢性胃炎分期分

级 系 统 ( operative link for gastritis assessment，
OLGA) ［2］，但《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3］认为此

标准是否适合我国应用尚待研究。
1996 年的新悉尼系统对于萎缩的定义仍是模

糊的，且病理学家对于肠上皮化生是否属于萎缩有

不同的认识。Atrophy Club 经过 3 次研讨，于 2002
年明确萎缩的定义，即 “萎缩是胃固有腺体的丧

失”，进而将萎缩分为非化生性萎缩和化生性萎缩

两个类型，前者是腺体丧失伴有黏膜固有层纤维化

和纤维肌增生，后者是胃黏膜腺体被化生的腺体所

替换［4］。至此萎缩性胃炎的定义达成国际共识。

1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诊断现状

1. 1 胃镜诊断与病理诊断的符合性
胃镜检查是萎缩性胃炎的主要诊查手段，但目

前萎缩的确诊仍依赖于病理组织学检查。检索近 3
年内关于内镜检查及病理组织学检查诊断慢性萎缩

性胃炎符合性研究论文，发现我国各地区萎缩性胃

炎胃镜与病理诊断一致性并不理想，符合率仅为

66. 7% ～79. 7%［5 － 11］。
我们认为，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 3

个方面: 1) 胃镜下诊断与医生主观判断 ( 经验判

断) 、视觉影响等主观因素有一定关系。2 ) 活组

织检查选取组织太浅，组织包埋方向不当，甚至标

本量不足。3) 黏膜炎症很明显时，大量单核细胞

浸润造成腺体被移植，形似萎缩，此时肉眼下难以

判断腺体是否真正丧失。
针对以上问题，2012 年 《中国慢性胃炎共识

意见》［3］提出，活组织检查应根据病变情况和需要

取 2 块或更多，内镜电子染色技术结合放大内镜的

应用可提高内镜下诊断率。但新技术的推广仍受到

诸多因素限制，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内镜诊断与病理

诊断不一致时，主要以病理诊断为标准。
只要病理组织检查确定萎缩就可以诊断为萎缩

性胃炎，但无论萎缩还是幽门螺杆菌 ( Hp) 的分

布都是非均匀的，所以病理未确诊的，也未必不是

萎缩性胃炎。这就要求临床医生对于重点患者群，

如长年慢性胃炎病史者、难治性 Hp 阳性患者、胃

部症状反复发作者，进行健康宣教，让其常规进行

胃镜检查以监测病情。

·63· 中医杂志 2016 年 1 月第 57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2016，Vol． 57，No． 1



1. 2 肠上皮化生分型的临床意义
应用 过 碘 酸 ( PAS ) 和 高 铁 二 胺 氧 化 酶

( HID) 技术，将胃黏膜的肠上皮化生分成 3 种亚

型［12］: Ⅰ型为完全性肠上皮化生，即小肠型肠上

皮化生，表现为带有刷状缘的吸收上皮、杯状细胞

及潘氏细胞; Ⅱ型和Ⅲ型为不完全性肠上皮化生，

类似结肠柱状上皮，Ⅱ型分泌唾液黏蛋白，Ⅲ型分

泌硫黏蛋白。肠上皮化生是在长期不利环境下细胞

表型的一种非肿瘤性改变，胃内肠上皮化生部位发

现很多遗传学改变，尤其Ⅲ型肠上皮化生具有大多

数遗传学改变，其发生胃癌的风险较高［13］，但近

年来鲜有Ⅲ型肠上皮化生随访发展成胃癌的文献报

道。肠上皮化生的范围及分级程度与预后有关，肠

上皮化生分布范围愈广及肠上皮化生程度愈重，其

发生胃癌的危险愈高。基于以上分析，肠上皮化生

分型的临床价值仍有争议。
1. 3 相关术语的使用

萎缩性胃炎常合并不典型增生 /异型增生，而

不典型增生 /异型增生多被认为是一种良性的、具

有恶性潜能的肿瘤性上皮内病变，其组织学有别于

浸润癌及良性增生病变。胃上皮内瘤变 ( GIN) 是

2000 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协会推荐使用

的术语。不典型增生、异型增生与胃上皮内瘤变是

同义词，但目前对这些术语的使用极不统一、规

范。GIN 是胃癌前病变，提示胃黏膜发生胃癌的风

险增加。GIN 分为低级别上皮内瘤变 ( LGIN) 及

高级别上皮内瘤变 ( HGIN) ，其中 LGIN 指胃黏膜

上皮结构和细胞学异常局限于上皮的下半部，相当

于胃黏膜轻度、中度异型增生，部分属于 LGIN 胃

黏膜的炎症反应，经治疗可逆转; HGIN 指上皮结

构和细胞学异常发展至上皮的上半部乃至全层，相

当于胃黏膜重度异型增生和胃原位癌。研究表明，

少数发展为胃癌的 LGIN 进展时间为 10 个月 ～ 4
年，60% ～85%的 HGIN 患者 4 ～ 48 个月可检出胃

癌，3 个月内诊断者很可能是已存在的未诊断胃

癌［14 － 15］。但大部分 GIN 患者病情属于非进展期，

甚至有些 GIN 是可以逆转的，这就给临床治疗方

案的选择带来了困难。

2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治疗难点

2. 1 治疗现状
2. 1. 1 药物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炎西医治疗目前

缺乏特效药物，《中国慢性胃炎共识意见》［3］认为，

其治疗应尽可能针对病因，遵循个体化原则。Hp

阳性者应根除 Hp，根据症状可采用促动力药、消

化酶制剂、抑酸药，精神因素明显者可加用抗抑郁

或抗焦虑药物。中医中药也在此意见中被推荐。
对于症状不明显的已确诊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是

否进行药物干预尚存争议。现代医学针对萎缩的靶

点药物仍是空白，目前研究仅发现某些具有生物活

性功能的维生素、叶酸可改善慢性萎缩性胃炎组织

病理状态，可能降低胃癌的发生风险［16 － 17］。建议

慢性萎缩性胃炎尤其是伴有中-重度肠上皮化生或

上皮内瘤变者，应定期接受内镜和病理组织学检查

随访。
2. 1. 2 Hp的根除 研究表明，长期 Hp 感染所致

的炎症、免疫反应可使部分患者发生胃黏膜萎缩和

肠上皮化生［18 － 19］，故 《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

染处理共识报告》［20］将慢性胃炎伴胃黏膜萎缩、糜

烂作为根除 Hp 的推荐疾病，并认为根除 Hp 可消

除炎症反应，使萎缩发展减慢或停止，并有可能使

部分萎缩得到逆转。但要注意的是，Hp 感染并不

是萎缩性胃炎的唯一病因，宿主因素如白细胞介素

1β 等细胞因子基因多态性，吸烟、高盐饮食等环

境因素和 Hp 的不同毒株的毒力基因等协同作用决

定了萎缩和肠上皮化生的发生和发展［21 － 23］，且 Hp
感染者中最终仅有不足 1% 的患者进展为肠型胃

癌［24］。目 前 中 国 自 然 人 群 Hp 的 感 染 率 约 为

54. 76%，血清学阳性范围为 40% ～ 90%，平 均

59%［25］。中国 Hp 感染者其菌株对甲硝唑和克拉霉

素的耐药率均较高，对阿莫西林的耐药率较低，而

Hp 对抗生素耐药是导致根除治疗失败的主要原

因［26］，人群高感染率及菌株高耐药性使得 Hp 根

除现状不理想。
我们认为，Hp 感染对黏膜萎缩的影响不是单

一的，根除 Hp 是萎缩性胃炎的基础治疗，但对于

难以根除的 Hp 感染患者及对抗生素极度不耐受的

患者不必急于反复进行根除，基于单味及复方中药

可抑制 Hp，所以对于上述患者可尝试阶段性中药

治疗。
2. 1. 3 手术治疗的指征与必要性 HGIN 经确诊

后应行内镜下治疗或手术治疗［3］。目前针对 HGIN
的手术方式主要有内镜下黏膜切除术及内镜黏膜下

剥离术，但即便是胃镜下手术也是创伤治疗，有一

定的危险，且术后的复发率仍较高。前瞻性研究表

明，内镜下黏膜切除术治疗早期胃癌的术后复发率

较 高，HGIN 和 早 癌 的 复 发 率 分 别 为 32%、
21. 1%［27］。临床研究资料表明，内镜黏膜下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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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确实能显著降低普通活组织检查的漏诊率，提高

临床检出率［28 － 29］。由于内镜黏膜下剥离技术具有

操作复杂、操作难度大以及并发症高等特点，所以

对于是否对 HGIN 患者均采用内镜黏膜下剥离术诊

断性切除争议较大。我们认为，单纯灶状的中-重度

异型增生是否必须进行手术需要综合考虑患者胃黏

膜的状态、年龄、病程、甚至家族史等。很多内镜

下黏膜切除术及内镜黏膜下剥离术术后复发的患者

不仅是原位复发，有些还是其他胃黏膜部位异型性

病变的进展。这一情况提示了此类患者体质存在问

题，如果体质不改变，这种导致其胃黏膜异型性病

变的内环境不改变，就杜绝不了 HGIN 甚至胃癌的

发生，故建议 HGIN 患者无论是否要进行内镜下黏

膜切除及内镜黏膜下剥离术均应服用中药调理体质。
2. 2 疗效评价

病理组织检查是评价萎缩性胃炎疗效的金标

准，但由于萎缩分布不均匀的特点，临床很难做到

对特定病灶的监测。我们认为，应推广开展胃黏膜

定标活组织检查 ( mucosatargetbiopsy，MTB ) ，该

技术采用胃黏膜定标活组织检查钳和定标液对活组

织检查部位进行标记定位，同时取材活组织检查，

可对可疑病变进行准确定位，便于疗效评价、长期

随访和复查。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定标部位为胃窦小

弯、胃窦大弯、胃角、胃体小弯、胃体大弯以及病

灶处。

3 中医药治疗萎缩性胃炎优势及研究趋势

3. 1 临床优势
中医药在治疗萎缩性胃炎及包括上皮内瘤变在

内的胃癌前病变方面具有优势，临床实践证实中医

药可以控制、截断萎缩性胃炎进展，甚至可以逆转

萎缩［30］。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3. 1. 1 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容易受到各种致病因素

如情志、饮食等的影响而出现病情反复，在治疗时

应发挥辨证论治的思想，可结合胃镜和病理分期、
分阶段辨证治疗，做到方随证变，进一步发挥个体

化治疗的优势。目前中医药治疗萎缩性胃炎主要有

辛开苦降法、健脾益气法、活血化瘀法、养阴增液

法、理气消胀法、清热解毒法等不同治法，临床资

料表明，中医药辨证论治萎缩性胃炎的疗效确切可

靠［31 － 35］。
3. 1. 2 特效药直接针对病理改变 慢性萎缩性胃

炎合并肠上皮化生及上皮内瘤变是胃癌前病变，虽

未至癌症阶段，但一些抗肿瘤的中药已被证实能够

有效截断甚至逆转其病理改变。如白花蛇舌草对急

性淋巴细胞型、粒细胞型、单核细胞型及慢性粒细

胞型的肿瘤细胞有较强抑制作用，同时能够改善萎

缩性胃炎胃镜及病理状态［36 － 37］。有研究表明，丹

参、三七对萎缩性胃炎伴异型增生有逆转治疗作

用［38 － 40］，三棱、莪术能够减轻萎缩性胃炎症状及

胃镜病理状态［41 － 42］。以上均为直接针对病理改变

的特效药的应用。
3. 1. 3 整体调理，标本兼治 慢性萎缩性胃炎为

本虚标实之病，治疗要求其本，究其因，重食疗，

畅情志，重预防。中医药治疗多扶正与祛邪并用，

使扶正不留邪，祛邪不伤正。中医药在整体观念指

导下，充分发挥不同方剂和特效中药的互补性治疗

作用，可以确保治疗萎缩性胃炎的疗效，甚至可以

调整患者“内环境”，改善体质，截断及逆转胃癌

前病变。
3. 1. 4 毒副作用小，可长期治疗 慢性萎缩性胃

炎是慢性病，在临床无症状的阶段并不能证实胃黏

膜的病理状态未进展，西医学没有成熟的针对病理

改变的靶点药物，而中医药治疗可以部分逆转病理

改变，且毒副作用小，适合长期治疗。
“寒热错杂、气虚血瘀”为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基本病机，治疗应以 “辛开苦降、益气活血”遵

法组方，临床应用半夏泻心汤为基础加减; 并提出

根据疾病的基本病机选方，根据具体证候遣药加

减，即“因机制法，以病守方，随证配伍”的指

导思想。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这种症状缺乏特异

性、病程漫长的疾病，根据基本病机 “守方”治

疗，才是保证临床疗效的前提。“因机制法，以病

守方，随证配伍”这一思想是中西医病证结合具

体过程中的探索创新，可最大限度发挥中医药治疗

萎缩性胃炎的优势。
3. 2 存在的问题
3. 2. 1 临床试验设计和实施不严谨 中医药针对

萎缩性胃炎的症状、胃镜下表现、病理组织检查的

治疗效果的临床研究要做到设计科学，方法得当，

实施严谨，结果可靠。但目前中医药治疗萎缩性胃

炎疗效研究虽然众多，却普遍质量不高，大样本、
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较少，很难为中医药逆转萎缩及

上皮内瘤变提供确切治疗证据。
3. 2. 2 机制研究不系统 中药成方作用是多靶点

的，这是中医药治疗的优势，但同时也造成了相关

基础研究的繁琐。探究中医药的多治疗靶点难度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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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中药新药研究要针对胃的生

理特点及萎缩性胃炎的病理特点，对胃分泌功能、
胃肠激素的含量、氧化应激、细胞因子的表达、胃

黏膜上皮增殖有关信号通路、抑癌基因及表达等方

面层层逐渐深入，同时也不能忽视基础的抗炎研究，

只有系统全面的机制研究才能诠释中药成方的多靶

点作用，揭示出中医药的优势。目前很多治疗萎缩

性胃炎的成方研究只求热点靶点，而忽视基础抗炎

机制及毒理作用的研究，这种不系统、无根基的研

究很难向临床转化，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极大浪费。
3. 3 研究趋势

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有着自身独特的临

床疗效优势。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中医的指导理

论是先进的甚至超前的，但如何恰当地设计出适合

中医药的科研方法仍是需要长期思考的问题。我们

认为，中医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研究趋势应主要

集中在以下 3 个方面: 1 ) 临床疗效研究的针对

性、明确性必须加强; 2) 分子水平机制研究继续

深入，但也不可忽视基础，要做到有面有点; 3 )

处方要优化。
医学科研来源于临床并将最终服务于临床，所

以医学科研是需要严肃对待的一份责任，且不是短

期内能够完成的工作，对于萎缩性胃炎，尚有很多

需要探索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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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Diagnosis ＆ Treatment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and Treating Advantages of
Chinese Medicine
WEI Wei，YANG Yang
( Wangjing Hospital，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ine Sciences，Beijing，100102)

ABSTＲACT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is a chronic disease in digestive system with multiple pathologic factors，and
is also the gastric precancerous state． By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the authors find the following problems． In diagnosis，the problems are lack of consistency
between gastroscopic findings and the pathological diagnosis，controversy about the clinical value of intestinal metapla-
sia subtypes，issues of unified terminology． In treatment，it is challengeable in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as
well as the timing and necessity of surgery． Chinese medicine has its unique advantages in treating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which includes individualized treatment，special Chinese medicine herbs for the pathological changes，regu-
lation one patient as a whole，and smaller side effect allowing for long-term treatment． There are three principles of
“choosing treatment method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sm，long-term adherence to the special formula for the disease，
modification the formula based on the current syndrome”． Using the guidance of these principles could help maximize
the advantages of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which could bring inspiration for clinical
combin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as well as for the method of disease and syndrome combination．
Keywords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intestinal metaplasia; epithelial neoplasia; helicobacter pylori; Chinese medi-
cine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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