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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早期干预胃扭转对巨细胞感染淤胆性肝病婴儿 
发生肺炎及预后影响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
鄢素琪 1，周俪姗 1，汤建桥 1，张红宇 1，郑文彬 1，王芳 1，毕颖怀 2，李君 1

（1. 武汉市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湖北  武汉  430016 ；2. 湖北中医药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5）

【摘要】 目的 探讨早期采用中、西药及手法按摩对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淤胆性肝病（ICH）婴儿合
并胃扭转病程中发生肺炎及肺炎严重程度和预后的影响。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武汉市
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住院的 1～6 个月小婴儿 120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 60 例。两
组均给予中药利胆合剂（组成：茵陈蒿 30 g，连翘 30 g，黄连 5 g，熟大黄 5 g，赤芍 30 g，桂枝 5 g，枳壳 10 g，白术 
10 g，五味子 10 g，穿山甲 3 g，甘草 5 g）口服或灌肠，更昔洛韦静脉滴注等综合治疗；对照组在综合治疗基础上
胃扭转采用体位疗法、饮食疗法、给予促动力药吗丁啉（多潘立酮）；治疗组在综合治疗基础上对胃扭转采用手
法按摩复位治疗。两组肺炎按照小儿肺炎、毛细支气管炎、重症肺炎诊疗常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南
治疗。观察两组治疗前后病程中发生肺炎总例数和肺炎严重程度，以及 ICH、胃扭转、婴儿肺炎的临床疗效、临
床体征、生化指标及住院时间的差异。结果 治疗组治疗后 ICH、胃扭转、婴儿肺炎的治愈率和总有效率均较
对照组升高 〔ICH 治愈率：83.05%（49/59）比 71.93%（41/57），总有效率：96.61%（57/59）比 91.23%（52/57）；
胃扭转治愈率：72.88%（43/59）比 51.79%（29/56），总有效率：96.61%（57/59）比 78.57%（44/56）；婴儿肺炎治
愈率：81.08%（30/37）比 67.44%（29/43），总有效率：100%（37/37）比 100%（43/43），P＜0.05 或 P＜0.01〕。治
疗组治疗过程中肺炎发生总例数和重症肺炎发生率均较对照组明显减少 〔肺炎总例数：12 例比 21 例，重症肺
炎发生率：16.67%（2/12）比 42.86%（9/21），P＜0.05 或 P＜0.01〕。两组治疗后肝脾肿大程度、总胆红素（TBil）、
直接胆红素（DBil）、总胆汁酸（TBA）、丙氨酸转氨酶（ALT）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且以治疗组降低更显著（P＜
0.05 或 P＜0.01），治疗组住院时间（d）较对照组缩短（21.32±3.26 比 27.38±6.09，P＜0.05）。结论 对 CMV
感染 ICH 婴儿合并胃扭转采用中西医疗法早期干预能明显降低病程中发生肺炎的概率和严重程度，有利于
CMV 感染 ICH 患儿的治疗和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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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early application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massage on the incidence and severity of pneumonia and prognosis in the therapeutic 
course of infants with cytomegalovirus （CMV） infection infantile cholestatic hepatopathy （ICH） accompanied by gastric 
volvulus （GV）. Methods A prospectiv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conducted. 120 infants 1-6 months old 
with CMV infection ICH and complicated with GV in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each， 60 cases）. The TCM Lidanheji （consisting of artemisiae capillaris 30 g， weeping forsythia 30 g， Chinese 
goldthread 5 g， prepared rhubarb 5 g， unpeeled root of herbaceous peony 30 g， cassia 5 g， fruit of citron or trifoliate 
orange 10 g， large-headed atractylodes 10 g， fruit of Chinese magnoliavine 10 g， pangolin scale 3 g and licorice root 
5 g） for oral administration or enema and ganciclovir intravenous injection were given to both groups. In the control 
group， based on the above treatment， postural and diet therapy， prokinetics （domperidone） were given in cases with 
GV. The massage treatment was only applied for treatment of GV in treatment group. The pneumonia in both groups was 
treated in accord to the convention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for infantile pneumonia， bronchiolitis， severe pneumonia 
and the guide and management of infantile community acquired pneumonia.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with pneumonia 
and its severity occurring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the clinical therapeutic effects of ICH， 
GV and infantile pneumonia， the clinical physical signs，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the time of hospitalization were 
observ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Compared with control group， after treatment the curative 
rate and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ICH， GV， infant pneumonia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e curative 
rate of ICH ： 83.05% （49/59） vs. 71.93%（41/57）， total effective rate ： 96.61%（57/59） vs. 91.23%（52/57）； the 
curative rate of GV ： 72.88% （43/59） vs. 51.79%（29/56）， total effective rate ： 96.61%（57/59） vs. 78.57%（44/56）； 
the curative rate of infant pneumonia ： 81.08%（30/37） vs. 67.44%（29/43）， total effective rate ：100%（37/37）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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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淤胆性肝病（ICH）是婴儿时期最常见的

肝胆疾病［1］，是婴儿期致死致残的重要原因之一［2］。

巨细胞病毒（CMV）感染是 ICH 最常见的病因。严

重感染婴儿病死率达 30%，主要为肝功能衰竭、弥

散性血管内凝血（DIC）和继发严重细菌感染［3］。本

课题组前期的研究显示，CMV 感染 ICH 患者如合

并胃扭转，在病程中极易发生肺炎，是继发严重感

染的主要因素，并对预后产生不利影响［4］。本研究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择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武汉市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住院的

120 例 CMV 感染 ICH 合并胃扭转患儿，观察早期干

预胃扭转对病程中发生肺炎和预后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诊断标准

1.1.1　ICH 诊断标准［5］： ① 皮肤和巩膜黄染，色晦

暗； ② 大便浅黄或灰白； ③ 尿黄深如浓茶； ④ 肝
脏肿大伴质地改变； ⑤ 血清直接胆红素（DBil）增

高，超过总胆红素（TBil）的 50%～60% ；总胆汁酸

（TBA）增加； ⑥ 脂肪和脂溶性维生素吸收不良。

1.1.2　CMV 感染的诊断标准：诊断按照中华医学会

儿科学分会感染学组、全国儿科临床病毒感染协作

组、《中华儿科杂志》 编辑委员会制订的 《儿童巨细

胞病毒性疾病诊断和防治的建议》 ［6］，具备 CMV 活

动性感染的病毒学证据 1 项。

1.1.3　胃扭转的诊断标准：上消化道碘造影提示胃

扭转（器官轴型、网膜轴型、混合型中＜180°的扭

转）可复性的任何一型（排除食管裂孔疝、先天性肥

厚性幽门狭窄等梗阻性疾病）。

1.1.4　婴儿肺炎诊断标准：按照文献［7-9］中小儿肺

炎、毛细支气管炎、重症肺炎标准诊断。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1.2.1 纳入标准：符合 CMV 感染 ICH 诊断标准，年

龄 1～6 个月，住院后经上消化道碘水造影提示胃扭

转，经家长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者。

1.2.2 排除标准：住院过程中明确为完全胆道闭锁

需手术治疗者；有严重的心、肾、及血液系统疾病者；

病程中出现重症肺炎伴Ⅱ型呼吸衰竭（呼衰）需气

管插管机械通气或其他需转重症监护者；不能按疗

程服药及资料不全影响疗效判定者。

1.3　病例一般资料（表 1）：选择 2011 年 1 月至 2013 
年 6 月在武汉市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住院患儿

120 例，其中男性 88 例，女性 32 例；年龄 1～6 月，

平均年龄（2.00±0.67）个月；全部患儿均确诊为

CMV 感染 ICH，入院后经检查有任何一型胃扭转。

按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每组

60 例。两组患儿治疗前性别、年龄、体质量、器官肿

大、胃扭转类型、肺炎发生率一般资料均衡，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有可比性。

1.4　治疗方法

1.4.1　婴儿 CMV 感染 ICH 的治疗：两组均采用中

药利胆合剂口服或灌肠（药物组成：茵陈蒿 30 g，连
翘 30 g，黄连 5 g，熟大黄 5 g，赤芍 30 g，桂枝 5 g，枳
壳10 g，白术10 g，五味子10 g，穿山甲3 g，甘草5 g），
湿热熏蒸型去桂枝加栀子；寒湿阻滞型去熟大黄，再

表 1 两组患儿治疗前一般情况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性别（例） 年龄

（月，x±s）
体质量

（kg，x±s）
器官肿大（cm，x±s） 胃扭转类型（例） 肺炎发生率（例）

男性 女性 肝脏肿大 脾脏肿大 器官轴型 网膜轴型 混合型 肺炎 重症肺炎

对照组 60 43 17 1.98±0.63 4.68±1.16 3.35±0.82 0.69±0.18 53 5 0 25 10

治疗组 60 45 15 2.03±0.70 4.66±1.18 3.44±0.73 0.57±0.15 56 3 1 26 11

100%（43/43）， P＜0.05 or P＜0.01〕. In the treatment group， the total number of cases with pneumonia occurring 
in the therapeutic course and the incidence of severe pneumonia were significantly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ccurrence of pneumonia ： 12 cases vs. 21 cases， the incidence  of severe pneumonia ： 16.67%（2/12） 
vs. 42.86%（9/21）， P＜0.05 or P＜0.01〕. The enlargement of liver and spleen， the level of total bilirubin （TBil）， 
direct bilirubin （DBil）， total bile acids （TBA） and alanine aminotransferase （ALT） in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 the changes being more marked in treatment group（P＜0.05 or P＜
0.01）. The time of stay in hospital in treatment group was remarkably shortened （days ： 21.32±3.26 vs. 27.38±6.09， 
P＜0.05）. Conclusion Early interference with combin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massage for treatment 
of infants with CMV infection ICH accompanied by GV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incidence of pneumonia and its 
severity occurring in the disease course，therefore this therapeutic method is beneficial to the treatment and prognosis of 
infants with CMV infection ICH.

【Key words】 Massage ； Infantile cholestatic hepatopathy ； Cytomegalovirus ； Gastric volvulus ； Infant 
pneumonia；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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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加干姜或肉桂；瘀积发黄型重用

赤芍加用虎杖，再根据病情程度加用桃仁、红花或

黄芪、鳖甲。更昔洛韦静脉滴注（静滴），诱导期静

滴 5 mg/kg，每 12 h 1 次，连用 14～21 d；维持期静滴 
5 mg/kg，每日 1 次，连用 5～7 d。用药期间每 3 d 监

测 1 次血常规；2 次用药期间离院间歇 15 d；其他次

要症状对症处理。

1.4.2　胃扭转的治疗

1.4.2.1　对照组： ① 体位疗法：喂奶时将患儿头高

位抱于手臂上，喂后1 h内不要大幅度变换体位和拍

背。随后将患儿上半身抬高 30°，呈右侧卧位放于

婴儿床内（调成 30～40°斜坡），平时抱起保持立位

或＞45°体位； ② 饮食疗法：适当增加饮食的稠厚

度，少量多餐（90～120 min 进食 1 次）； ③ 药物治

疗：给予促胃动力药吗丁啉（多潘立酮），每次 0.2～ 
0.3 mg/kg，每日 3 次，餐前 0.5 h 口服，连服 2 周。

1.4.2.2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行手法按摩复位

治疗。取穴及手法： ① 横纹推向板门（直推法）300
次； ② 分腹阴阳（拇指分推法）200 次（按胃扭转分

型，器官轴型由膻中穴下，分别同时向两边分推至

胁肋；网膜轴型由中脘至脐，分别同时向腹两边进行

分推），顺时针摩腹 100 次； ③ 揉按天枢穴 100 次；  
④ 揉按双侧足三里穴各 100 次。每日推拿 1 次，每

次（15±2）min，共 7 d。
1.4.3　小儿肺炎的治疗：按照小儿肺炎、毛细支气管

炎、重症肺炎诊疗常规、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管理指

南［7-9］治疗，一般不使用雾化吸入。

1.5　观察指标：连续治疗 14 d 后，观察两组患儿临

床疗效、症状及体征的改善情况、肺炎的总例数和重

症肺炎发生例数的变化、病情的严重程度及转归时

间。连续治疗 8 d，观察两组患儿胃扭转的临床疗 
效。连续治疗 45 d 后（除去间歇期 15 d）观察两组

患儿 CMV 感染 ICH 的临床体征（肝脾肿大）、肝功

能及 TBA，病情转归和住院时间的变化。

1.6　疗效评价指标及方法：参照 《中医病症诊断疗

效标准》（ZY/T001.4-94）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10］制定的标准。

1.6.1　ICH 疗效评价标准： ① 治愈： 临床症状明显

好转，实验室指标（肝脾 B 超、肝功能、血清胆汁酸）

正常或好转＞70% ； ② 好转：症状和体征改善，实验

室指标好转30%～70%； ③ 无效： 症状和体征无明显 
改善或加重，实验室指标好转＜30%，或病情加重。

1.6.2　肺炎或重症肺炎： ① 治愈：临床症状明显好

转，X 线检查显示肺部炎性改变基本吸收或大部分

表 2　两组患儿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组别
例数

（例）

ICH〔%（例）〕

治愈率 好转率 无效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7 71.93（41） 19.30（11） 8.77（5） 91.23（52）

治疗组 59 83.05（49） a 13.56（  8） a 3.39（2） a 96.61（57） a

组别
例数

（例）

胃扭转 〔%（例）〕

治愈率 好转率 无效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56 51.79（29） 26.79（15） 21.43（12） 78.57（44）

治疗组 59 72.88（43） b 23.73（14） a   3.39（  2） b 96.61（57） b

组别
例数

（例）

肺炎 〔%（例）〕

治愈率 好转率 无效率 总有效率

对照组 43 67.44（29） 32.56（14） 0（0） 100.00（43）

治疗组 37 81.08（30） b 18.92（7） b 0（0） 100.00（37）

注：与对照组比较，aP＜0.05，bP＜0.01

吸收； ② 好转：临床症状改善，X 线检查显示肺部炎

性病灶有改善或部分吸收； ③ 无效：临床无改善或

加重，X 线检查显示肺部炎性病灶扩大。

1.6.3　胃扭转： ① 治愈：临床症状明显好转，复查上

消化道碘造影胃扭转复位； ② 好转：临床症状改善，

复查上消化碘造影胃扭转好转； ③ 无效：临床症状

无改善，复查上消化道碘造影胃扭转无好转或无复

查上消化碘造影的指征。

1.7　统计学方法：采用 SPSS 19.0 统计软件分析，

计量资料以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 2 检验；等级资料采用

Ridit 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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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治疗组治疗后

ICH、胃扭转、肺炎临床治愈率及总有效率均较对照

组明显升高（P＜0.05 或 P＜0.01）。

2.2　两组患儿临床体征、生化指标及住院时间比

较（表 3）：两组患儿治疗前肝脾肿大程度、肝功能、

TBA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

治疗后肝脾肿大程度及 TBil、DBil、TBA、ALT 均较

治疗前降低，且以治疗组降低更显著（P＜0.05 或

P＜0.01）。
2.3　两组患儿入院前后肺炎总例数及重症肺炎发

生例数比较（表 4）：两组患儿治疗前肺炎发生总例

数和重症肺炎发生例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 P＞0.05）。治疗组治疗后肺炎发生总例数和重

症肺炎发生例数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0.05 或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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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　重视 CMV 感染 ICH 婴儿合并胃扭转病程中极

易发生肺炎且病情严重的现状。胃扭转是指胃的全

部或大部以及大、小弯位置发生变化，年龄越小，发

病率越高，其主要发生原因有小儿韧带、网膜发育不

正常，或胃周围炎症以及膈肌位置异常等。婴儿发

生 ICH 时胆汁酸在肝内淤积导致肝脏损害，致使胆

汁酸的肠肝循环受阻［11］，出现蛋白质和能量营养不

良，致使婴儿极易发生胃扭转。

 本课题组曾对 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12 月武

汉市儿童医院中西医结合科收治的 451 例 CMV 感

染 ICH 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了回顾性统计，451 例

中合并胃扭转 353 例，占 78.27%，可见胃扭转是导

致婴儿吸入性肺炎和感染性肺炎的常见原因。 《小

儿卫生总微论方 · 咳嗽论》 中曰：“由儿乳饮失宜，

致脾胃不和，停滞其饮不散，留结成痰，随气上干于

肺而嗽者，此为痰嗽。” ［12］胡亚美等［7］认为，肺组织

也是 CMV 感染常见的受累器官，CMV 感染与婴儿

肺炎关系密切，是 3 个月以下婴儿肺炎的常见病因。

肝功能不全使血管扩张因子等炎症介质不能被解

毒灭活，从而进入循环，增加了肺部感染的机会［13］。

以上重叠因素造成了 CMV 感染 ICH 婴儿合并胃扭

转病程中极易发生肺炎且病情严重。本研究观察的

120 例患儿，入院时已发生肺炎 51 例，其中重症肺

炎 21例；住院期间两组又继发肺炎 33例（共 84例），

其中重症肺炎 11 例（共 32 例）分别占观察病例的

70.0% 和肺炎病例的 38.1%。

3.2　早期采用手法按摩，促进胃扭转及时复位，能

降低肺炎的发生和严重程度，有利于 CMV 感染 ICH
患儿的预后。本研究结果显示，两组病例入院前发

生肺炎的总例数和严重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

入院后经治疗，治疗组发生肺炎的总例数和严重程

度与入院前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对照组发生肺

炎的总例数和严重程度与入院前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治疗组治疗后胃扭转转归明显好于对照组。

说明：早期采用手法按摩能降低肺炎的发生概率和

严重程度，缩短住院时间，提高治疗效果。

 CMV 感染 ICH 属中医“胎黄”范畴。本课题

组从 2008 年起采用中药利胆治疗婴儿 CMV 感染

ICH，明显提高了临床疗效，改善了预后［14］。本研究

结果发现，病程中发生肺炎对疗效和预后有着直接

的影响。婴幼儿肺炎是婴儿时期的主要死亡原因［7］，

重症肺炎加上复杂的基础疾病，定会增加治疗难度，

延长病程或许改变预后。同时 CMV 感染是胆道闭

锁的病因之一，胆道闭锁是炎症的终末阶段［3］，病程

越长，胆汁淤积越是持久和严重，可加快肝纤维化的

进程，极易诱发自身免疫反应导致胆道闭锁，有可能

丧失逆转机会。

3.3　手法按摩复位，降低肺炎发生和严重程度的作

用机制探讨。① CMV 感染 ICH 患儿入院后通过更

昔洛韦病因治疗，抑制 CMV 产毒可减轻和终止其对

肝脏的进一步损伤［15］。② 中医对症治疗，可促进肝

细胞的分泌和胆汁排泄；根据疾病的严重程度和营

养评估，通过营养治疗，使患儿的营养接近或达到正

常生长发育水平。③ 基础疾病的治疗和营养状况

的改善，减少了部分肺炎易发因素。

 胃扭转引起小婴儿肺炎的主要诱因是胃食管

反流引起的回奶、呛奶，导致肺部继发感染和吸入性

肺炎或窒息。对胃扭转采用体位疗法（只推荐用于

无合并症的婴儿［7］）虽然缓解了回奶和呛奶症状，

但短期内不能改变胃食管交界的解剖结构，发生肺

炎诱因仍存。手法按摩选用横纹推向板门穴，能有

表 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临床体征、生化指标、住院时间比较（x±s）

组别 时间
例数

（例）

临床体征（cm，x±s） 生化指标（x±s） 住院时间

（d，x±s）肝脏肿大 脾脏肿大 TBil（μmol/L） DBil（μmol/L） ALT（U/L） TBA（μmol/L）

对照组 治疗前 60 3.35±0.82 0.69±0.18 143.19±87.79 81.07±45.51 133.45±127.78 177.12±153.75

治疗后 55 2.67±0.80 a 0.41±0.05 a 106.31±73.50 a 59.75±23.17 a 109.92±  68.21 a 164.77±  84.43 a 27.38±6.09

治疗组 治疗前 60 3.44±0.73 0.57±0.15 150.05±73.89 82.62±39.69 130.23±112.48 179.17±116.71

治疗后 59 2.37±0.73 bc 0.21±0.03 bc 93.27±62.70 bc 52.12±38.48 bc 84.08±  48.21 bc 150.12±  84.81 bd 21.32±3.26 c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aP＜0.05，bP＜0.01；与对照组比较，cP＜0.05，dP＜0.01；空白代表无此项

表 4 两组患儿入院前后肺炎总例数及重症肺炎例数比较

组别 发生时间
肺炎总例

数（例）

重症肺炎（例）

Ⅰ型呼衰 Ⅱ型呼衰 其他 总计

对照组 入院前 25 6 3 1 10

入院后 21 6 3 0 9

治疗组 入院前 26 7 3 1 11

入院后 12 a 1 1 0 2 bc

注：其他原因主要指心力衰竭、电解质紊乱等因素引起的重症肺

炎；与对照组比较，aP＜0.05，bP＜0.01 ；与本组入院前比较，
c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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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改善呕吐症状；选用揉天枢穴、分腹阴阳，可消食

导滞，对加强肠蠕动、改善肠积气起到协同作用［16］。

胃的固定韧带缺失或松弛也是小儿胃扭转的主要病

因［17］。摩腹、揉按足三里穴能健脾强体，可促进小

儿生长发育，解除了基础因素。现代医学研究证实，

按压足三里穴既可使胃肠蠕动有力而规律，又可使

胃动素分泌增加，从而促进胃肠运动，消除腹胀郁 
积［18］。本研究通过组穴按摩，达到健脾止吐、导滞

强体功效，每日 1 次，连续 7 d，循序渐进以达到功

能、形态的同步恢复，在患儿未发生肺炎和发生肺炎

时，此方法可以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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