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泮托拉唑联合莫沙必利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
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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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泮托拉唑与莫沙必利联合方案对胃食管反流病(GERD)的疗效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海南省三亚市人民医院收治的120例GERD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
组60例。对照组单纯给予莫沙必利治疗,观察组给予泮托拉唑联合莫沙必利治疗。比较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抑酸效果、健康

状况调查(SF-36)量表评分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3.33%,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76.67%(P<0.05)。观察组治疗后酸性反流次数、最长反流时间、每日反流≥5min次数及每日pH值<4的时间均显著低于

对照组,SF-36总均分高于对照组,PSQI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泮托拉唑联合莫沙必利

治疗GERD治愈率高,抑酸效果好,且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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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andinfluenceofpantoprazolecombinedwithmosaprideonthelifequalityofpatients
withgastroesophagealrefluxdisease
LiWengang,WuDonghan.(GastroenterologyDepartment,ThePeople'sHospitalofSanya,Hainan,Sanya
572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efficacyandinfluenceofpantoprazolecombinedwithmosaprideon
thelifequalityofpatientswithgastroesophagealrefluxdisease(GERD).Methods:120patientswithGERD

inourhospitalfromJanuary2015toSeptember
2016wereselectedandrandomlydividedintoan
observationgroupandacontrolgroup,with60ca-
sesineachgroup.Thepatientsintheob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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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receivedpantoprazolecombinedwithmosapride,whilethoseinthecontrolgroupreceivedmosapride
only.Theresponserate,antiacideffect,SF-36healthstatusscalescoresandPittsburghsleepqualityindex
(PSQI)werecompared.Results:Theresponserateintheobservationgroupwas93.33%,whichwassignifi-
cantly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76.67%)(P<0.05).Thenumberofrefluxepisodeslonger
than5minutes,thedurationofthelongestepisodeandthetimeofesophagealacidexposure(pH<4)were
reducedintheobservationgroupcomparedwiththecontrolgroup(P<0.05).ThetotalSF-36scoreinthe
observationgroupwashigherthanthatinthecontrolgroup,whilethePSQIscorewaslower(P<0.05).
Conclusion:PantoprazolecombinedwithmosapridewaseffectiveinthetreatmentofGERD.Thiscombina-
tioncouldimprovethelifequalityandsleepquality.
Keywords gastroesophagealrefluxdisease;pantoprazole;mosapride;clinicalefficacy;lifequality

  胃 食 管 反 流 病(gastroesophagealrefluxdis-
ease,GERD)是临床发病率较高的一种消化内科疾

病,患者主要表现为反流、烧心、吞咽困难等症状,严
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1]。GERD的发病因素复

杂,患者自身食管抗反流机制缺陷或食管外诸多机

械因素的功能紊乱均可诱发该病[2]。目前,临床上

对于GERD的治疗主要以控制临床症状、治愈食管

炎症为主。莫沙必利为选择性5-羟色胺4(5-HT4)
受体激动药,具有明显促胃肠动力作用,但不影响胃

酸分泌,因此单独用药效果欠佳[3]。泮托拉唑为不

可逆质子泵抑制剂,能够有效减少胃酸分泌,促进黏

膜损伤愈合[4]。本研究旨在探讨泮托拉唑联合莫沙

必利治疗GERD的临床效果,以期为该病治疗方案

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5年1月至2016年9月海南省三亚市

人民医院收治的120例 GERD患者,病例纳入标

准:(1)均符合《内科学(第8版)》[5]中 GERD相关

诊断标准;(2)经内镜检查结合临床表现确诊;(3)均
为初治,且入院前4周内未接受其他方案治疗;(4)
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有上消化道手

术史或合并其他消化道疾病者;(2)合并恶性肿瘤或

严重器质性疾病者;(3)无法进行内镜检查者;(4)有
精神疾病或交流障碍者;(5)对本研究用药有禁忌证

者。剔除标准:(1)不能遵医嘱用药,私自更改用药

剂量或中断用药2d以上者;(2)治疗期间出现明显

不良反应而无法完成既定疗程治疗者;(3)治疗期间

出现其他疾病须更改治疗方案者。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每组60例。对照组男33例,女27例;年龄22~
72岁,平均(47.02±8.68)岁;病程6个月至15年,
平均(4.17±1.16)年;疾病类型:反流性食管炎

(RE)24例、非糜烂性胃食管返流病(NERD)36例。

观察组男34例,女26例,年龄21~71岁,平均

(47.09±8.44)岁;病 程 6 个 月 至 15 年,平 均

(4.18±1.22)年;疾 病 类 型:RE23 例、NERD
37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单纯给予莫沙必利(江苏豪森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9990315)治疗:10mg/次,
3次/d,口服,连续治疗2个月。观察组在对照组治

疗基础上加用泮托拉唑(沈阳圣元药业有限公司,国
药准字 H20067169)治疗:20mg/次,1次/d,口服,
连续治疗2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临床疗效及抑酸效果 依据患者症状体征

改善情况和内镜检查结果对临床疗效进行评估[6]:
(1)治愈:主要症状消失,内镜下食管炎消失、黏膜无

破损;(2)显效:主要症状明显改善,内镜下食管炎和

黏膜破损明显缩小;(3)有效:主要症状有所改善,内
镜下食管炎和黏膜破损有所改善;(4)无效:未达到

上述标准。总有效率=(治愈+显效+有效)例数/
总例数×100%。分别于治疗前、后,比较两组患者

酸性反流次数、最长反流时间、每日反流≥5min次

数及每日pH值<4的时间。
1.3.2 生活质量 使用健康状况调查(SF-36)量表

评价患者的生活质量[7]:共包括36个问题,涉及生

理功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总体健康、活力、社会

功能、情感职能及精神健康8个维度,每个维度总分

为100分,计算总均分,评分越高表示该项状况越

好。
1.3.3 睡 眠 质 量 使 用 匹 兹 堡 睡 眠 质 量 指 数

(PSQI)评价患者的睡眠质量[8]:包括23个题目,分
为19个自我评定题目和5个由睡眠同伴评定的问

题,仅将19个自我评定题目计分,分值越高,表示患

者睡眠质量越差。
1.4 统计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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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或百分率(%)表示,率的比较

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 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93.33%,显著高于对

照组的76.6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表1。
2.2 抑酸效果

  治疗后,两组患者酸性反流次数、最长反流时

间、每日反流≥5min次数及每日pH值<4的时间

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5),观察组酸性反流

次数、每日反流≥5min次数均少于对照组,最长反

流时间和每日pH值<4的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两组

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生活质量与睡眠质量改善效果

  两组患者治疗后SF-36总均分和PSQI评分均

有明显改善,与本组治疗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治疗后SF-36总均分显著

高于对照组,PSQI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n(%)]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对照组 60 22(36.67) 13(21.67) 11(18.33) 14(23.33) 76.67
观察组 60 35(58.33)* 15(25.00) 6(10.00) 4(6.67) 93.33*

            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2 两组抑酸效果比较(x±s)

组别 n 时间
酸性反流

次数/(次/d)
最长反流
时间/min

每日反流
≥5min次数/次

每日pH值
<4的时间/min

对照组 60 治疗前 76.11±9.51 12.89±3.43 2.64±0.69 55.46±9.41
治疗后 49.69±7.44△ 9.95±2.19△ 2.06±0.41△ 42.38±6.58△

观察组 60 治疗前 75.98±9.26 13.06±3.02 2.67±0.62 55.44±9.17
治疗后 30.08±4.64△* 8.77±2.05△* 1.13±0.30△* 30.02±6.41△*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表3 两组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评分比较(分,x±s)

组别 n
SF-36总均分 PSQI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60 65.58±7.24 74.94±7.07△ 5.16±1.09 4.54±0.75△

观察组 60 65.63±7.29 85.01±8.41△* 5.17±1.12 3.75±0.66△*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比较,*P<0.05。

3 讨 论

  GERD是临床发生率较高的一种消化道动力障

碍性疾病,其发病因素复杂,机体抗反流屏障功能下

降、食管远端蠕动功能减弱、食管黏膜屏障功能受

损、胃肠功能紊乱、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以及心理社会

因素等均可诱发该病[9]。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习

惯和饮食结构的改变,非甾体抗炎药物或抗胆碱能

药物的广泛使用以及学习工作压力的增加,GERD
的临床发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关于 GERD的临

床治疗,最基础的手段是控制饮食和生活习惯以及

心理治疗,其次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无效者须及时

采取内镜或手术治疗[10]。

  在GERD药物治疗方案的选择上,针对患者的

症状特点,一般选择抑酸及促动力药物进行治疗,主
要包括质子泵抑制剂、H2受体拮抗剂、黏膜保护剂

等[11]。Yadlapati等[12]在对110例GERD的临床治

疗研究中,发现质子泵抑制剂维持患者胃内pH 值

>4的时间明显长于H2受体拮抗剂,在消除患者临

床症状和促进食管炎愈合方面的效果也更佳,因此

推荐质子泵抑制剂作为治疗 GERD的优选药物。
莫沙必利属于受体激动药物,能够通过刺激乙酰胆

碱释放而改善胃肠道功能,服用后并不会对胃酸的

分泌产生明显影响[13]。但研究显示,莫沙必利单药

治疗GERD的治愈率并不高,约为30%~40%[14]。
本研究中,对照组患者治愈率为36.67%,与上述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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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相符。

  泮托拉唑为不可逆质子泵抑制剂,能够在酸性

环境下被激活为环次磺胺,然后再非竞争性地与质

子泵上的巯基以共价键结合,使其丧失泌酸功能,达
到抑制胃酸分泌的效果[15]。曾颖等[16]研究显示,泮
托拉唑在酸性环境下生物利用度是奥美拉唑的5~
8倍,首次用药后1h内抑酸效果即可达到峰值,抑
酸效果持续时间也较长,因此更适合临床应用。另

有研究表明,泮托拉唑不易与药物代谢酶产生竞争

性作用,因此在与其他药物联用时并不会产生互相

抑制的作用,为联合用药提供了良好基础[17]。本研

究中,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也证实

了这一点。提示泮托拉唑与莫沙必利联合用药能够

显著提高GERD的治愈率。

  GERD患者胃内pH值<4时,导致食管黏膜受

损的主要为胃蛋白酶与胃酸;而pH值>8时导致食

管黏膜受损的则主要为胆汁与胰酶[18]。因此,通过

对患者胃内pH值的监测能够明确患者的病情及药

物治 疗 效 果。国 外 研 究 也 显 示,促 动 力 药 物 对

GERD有良好的治疗效果,同时也会加强抑酸剂的

抑酸效果[19]。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

酸性反流次数、最长反流时间、每日反流≥5min次

数及每日pH值<4的时间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提示泮托拉唑与莫沙必利联合用药后抑酸效

果得到显著提升。在生活质量和睡眠质量方面,观
察组治疗后SF-36总均分及PSQI均明显优于对照

组,分析原因与患者主要症状改善效果和抑酸效果

优于对照组,患者身体状况明显好转有关。

  综上,泮托拉唑联合莫沙必利治疗GERD治愈

率高,抑酸效果好,可有效改善患者主要症状、生活

质量和睡眠质量,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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