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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消化不良指以持续存在或反复发作

的恶心、呕吐、反酸、食欲下降、腹痛、腹胀、

腹泻、胃部烧灼感等消化功能障碍症状群为主

要表现，而经相关检查未发现有代谢异常或器

质性病变的疾病[1]。功能性消化不良在小儿中

发病率比较高，严重者可影响小儿生长发育、

营养状况、智力发育等，使其生活质量受到严

重影响。因此，我们应用猴头菌提取物颗粒联

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治疗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2013 年 2 月至 2014 年 12 月就诊于我院

儿科门诊的患儿 98 例，男性 54 例、女性 44

例，年龄 5～12 岁，均符合儿科小儿功能消化

不良的诊断标准[2]，主要表现为恶心、呕吐、腹

胀、食欲下降、腹泻、腹痛等表现。将患者随

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49 例，两组分别

在性别、年龄、病情的严重程度、病程等方面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入选标准：主要表现有恶心、呕吐、腹泻、

腹痛、腹胀、食欲下降等 6 项消化不良的症状

2 项或 2 项以上。 

排除标准：①剧烈及急性发作的腹痛，不

能排除急腹症者；②心、肺、肝功能不正常者；

③有严重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患者；④体温＞38℃

者；⑤有精神心理因素不能配合者。 

1.2 研究药物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商品名：谓葆，山西

康欣药物有限公司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4023099，规格：每袋 3g 无糖型）。用法：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1 次 1 袋，1 日 3 次，温

开水冲服，7d 为 1 个疗程。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商品名：思连康，杭州龙达新科生物制药有

限公司，0.5 g/片），剂量：5～7 岁 1 片/次，～

12 岁 2 片/次，每日 3 次，两餐之间口服，7～

10 d 为 1 个疗程。 

1.3 方 法 

  两组患者均根据其临床表现采用相应的对

症处理，如肠胃痉挛者给予止痉，呕吐者给予

止吐，同时避免剧烈活动，饮食给予容易消化

食物等一般治疗；对照组采用口服猴头菌提取

物颗粒治疗，观察组口服猴头菌提取物颗粒和

双歧杆菌四联活菌。 

两组症状持续时间评分标准：以腹痛为例，

0 分：24 h 内无症状；1 分：偶尔有腹痛；2

分：腹痛症状介于 1～3 分之间；3 分：整天感

觉有腹痛。严重程度评分标准：0 分：无明显

症状；1 分：感觉轻度腹痛；2 分：介于 1～3

分之间；3 分：腹痛难以忍受，腹痛症状评分

为两部分积分之和，积分至 5 分者可纳入。腹

胀积分参照腹痛。 

两组均进行疗效评定。痊愈：症状消失；

显效：症状积分下降≧75%；有效：50%≦症

状积分下降＜75%；无效：症状积分下降＜

50%[3]。 

  总有效率=[(痊愈＋显效＋有效)/总例数]×100%。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采用 SPSS 13.0 软件，计量资料用

±s 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2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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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组  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观察组 49 26（53.1%） 16（32.7%） 5（10.2%） 2（4.1%） 47（95.9%） 

对照组 49 12（24.5%） 13（26.5%） 9（18.4%） 15（30.6%） 34（69.4%）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观察组痊愈率、显效率与总有效率分别为

53.1%、32.7%、95.9%，对照组痊愈率、显效

率与总有效率分别为 24.5%、26.5%、69.4%，

观察组痊愈率、显效率与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

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

均无不良反应发生。 

2.2 两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比较（见表 2）

 

表 2 两组患儿症状积分改善情况比较 

组  别 例数 食欲不振 恶心 呕吐 腹痛 腹泻 腹胀 

观察组 49 2.8±0.8 2.9±0.7 2.4±0.7 2.8±0.9 3.0±0.7 2.6±0.8 

对照组 49 4.7±1.2 4.2±1.1 4.0±0.9 3.8±1.1 4.5±1.1 3.7±1.2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对照组食欲下降、恶心、呕吐、腹痛、腹

泻、腹胀等症状的消失时间明显长于观察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 论 

  功能性消化不良是指以持续或反复发作的

恶心、呕吐、食欲下降、胃部烧灼感、反酸、

腹痛、腹胀、嗳气等消化功能障碍为主要表现，

经相关检查未发现代谢异常或器质性病变。功

能性消化不良的病因及发病机制目前尚未完全

阐明。大多数观点认为可能与胃酸分泌异常、

胃肠运动障碍、胃肠激素分泌异常、幽门螺杆

菌感染及心理精神等各方面综合因素有关系。

近年随着内窥镜检查以及幽门螺杆菌检测的逐

步重视和普及，越来越多的研究及文献报道，

儿童消化系统的表现与幽门螺杆菌感染有关[4]。

主要的原因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几乎均引起胃

黏膜炎症的发生，感染之后机体往往难以将其

清除掉而导致慢性感染，从而引起常见疾病如

慢性胃十二指肠炎、消化性溃疡等疾病，同时

出现腹痛、腹胀、厌食、恶心、呕吐、食欲下

降等消化系统表现。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为真菌猴头菌经深层发

酵的菌丝体提取后所得浸膏制成，属于新一代

的猴头菌生化制剂。与传统中药猴头菌制剂比

较，其所含有效成分更为明确。新一代的猴头

菌含有多肽、多糖、腺苷 18 种氨基酸（8 种必

需氨基酸）、微量元素（铁、锌、钠、钾硒）、

天然维生素 C 等物质[5]。其中多糖、多肽可增

强胃肠黏膜上皮细胞的防御机制，促使胃肠受

损黏膜的修复与愈合。在对于胃肠道运动功能



方面，猴头菌提取物颗粒中有多种有效成分对

其有正向调节作用，可显著改善消化功能，同

时猴头多糖可改善胃肠道豁膜的免疫状态[1]。

有研究显示，猴头菌提取物颗粒的有效成分能

有效地杀灭幽门螺杆菌，从而消除了慢性萎缩

性胃炎的一个主要促发性因素，有效地抑制炎

症，改善临床症状，促进胃肠道的排空[6]。双歧

杆菌四联活菌的主要成分是由双歧杆菌、嗜酸

乳杆菌、粪肠球菌、蜡样芽胞杆菌组成的四联

活菌微生态制剂，有研究显示，其中的乳杆菌

在体外就可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并且优化

组合的益生菌在抗幽门螺杆菌感染方面的效果

明显高于单个益生菌[7]。 

  本研究结果显示，猴头菌提取物颗粒联合

思联康治疗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具有显著疗效，

观察组痊愈率显效率与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

组。另外，猴头菌提取物颗粒联合思联康治疗

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口服药物后食欲下降、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腹胀等消化道症状

的消失时间与对照组相比较明显缩短。证实将

猴头菌提取物颗粒联合双歧杆菌四联活菌治疗

小儿功能性消化不良，取得了肯定的治疗效果，

且未见临床不良反应发生，安全性好，值得儿

科应用。同时，后期两者联合应用是否更能够

有效地杀灭幽门螺杆菌感染将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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