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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制剂用于肠道系统疾病与其药物的比较
朱滨艳1 ,朱松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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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象与方法

我们在 2002 年 5 月～2003 年 7 月对 400 例患者按随机
分为两组。一组用微生态制剂作为治疗组 ,另一组用临床常

用药物如抗生素 ,消化系统用药及思密达等作为对照组 ,每
组是 200 人。通过一年多的临床观察 ,确定微生态制剂用于
肠道系统疾病收到十分满意的治疗效果。具体见表 1。

表 1 　微生态制剂 (治疗组)与其他治疗药物 (对照组)临床比较
临床诊断 分组 例数 显效率 ( %) 有效率 ( %) 无效率 ( %) 复发率 ( %)

肠易激综合征 治疗组
对照组

42
39

27
12

64
30

15
22

35
56 5 12

2
7

4
17

菌群失调 治疗组
对照组

25
29

19
11

76
37

6
14

24
48 2 6 3 10

腹泻与便秘 治疗组
对照组

57
62

37
19

64
30

18
40

31
64

2
3

3
4 7 11

慢性便秘 治疗组
对照组

27
26

18
7

66
26

7
16

29
61

1
3

3
11 10 35

2 　讨论
人们体内细菌的种类繁多 ,数量巨大 ,已分离鉴定的细菌

达数百种 ,受到复杂、繁多的体内体外因素的影响 ,因而人体
的微生态系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微生态制剂是正常人
体共生的正常菌群 ,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产酸抑制和占
有效应等途径 ,拮抗致病菌生长。其主要作用 :1 参与膜菌群
构成一坚固肠生物屏障 ;通过细胞壁上的磷酸与肠黏膜上皮
细胞特异结合 ,形成紧密连接 ,在肠上皮细胞表面形成一层细
胞膜 ,形成定植抗力 ,阻止致病菌定植与入侵。2 促进胃肠蠕
动 ,调整胃肠功能 ;促进食物消化、吸收和利用 ,代谢产生大量
有机酸 ,刺激肠壁蠕动 ,促进肠功能恢复。抑制腐败菌生长 ,
减少毒素和代谢产物吸收。3 促进肠黏膜修复 —维护屏障的
完整性 ,控制内毒素血症 ,减轻内毒素所致的肠黏膜炎症反
应。改善肠黏膜营养和肠道微循环 ,促进损伤恢复 ,加速损伤
黏膜再生。4 合成多种营养素 —调节机体营养代谢 : 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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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1 、VB4 、VB12 、叶酸、促进钙、铁和 VD 吸收。5 防治内毒素
血症 ,促进肝功能 ;减少肠源性内毒素含量 ,减少氨胺等代谢
产物释放入血。6 赋活机体免疫机制 ,提高机体免疫力 ;诱导
B 细胞产生 IgM、IgG抗体 ,提高机体自稳机制和免疫临护机
能。正因为微生态制剂有上述功效 ,在临床用于肠道系统疾
病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且见效快治疗作用好 ,无副作用 ,已
得到临床的认同和重视 ,成为治疗肠道系统疾病不可缺少的
药物。在使用微生态制剂要因人而宜 ,不同的病症的用药时
间不尽相同 ,有的患者用药时间可长至 1～2 个月 ,特别是对
于肠道菌群失调所致肠炎与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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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咪爱”散剂治疗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肠炎的疗效观察
戴上康 ,余洽超 ,余剑佩
(开平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 ,广东 开平 　529300)

　　【摘要】　目的 　观察“妈咪爱”散剂治疗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肠炎的疗效。方法 　通过随机将 70 例抗生素相
关性肠炎患儿分为二组 ,治疗组 38 例 ,给予“妈咪爱”散剂治疗 ;对照组 32 例 ,给予思密达治疗 ,通过比较用药后两
组患儿大便次数、性状来观察疗效。结果 　治疗组总有效率 9211 % ,对照组为 7811 %。结论 　“妈咪爱”散剂治疗
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肠炎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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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由于广谱抗生素的应用 ,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肠炎
在临床有逐年增加趋势 ,目前相关治疗措施报道较少 ,本文应用
“妈咪爱”散剂治疗 ,经临床观察疗效显著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研究对象 　70 例病例均为 2000 年 7 月至 2003 年 7 月
于我科住院确诊的患儿 ,均为住院期间发病 ,男 37 例 ,女 33
例 ,年龄最小 1 个月 ,最大 2 岁 ,其中 1～6 月 27 例 ,7～12 个
月 28 例 ,1～2 岁 15 例 ,随机分两组 ,两组患儿年龄、病情具
有可比性。
112 　诊断标准[ 1 ] 　诊断婴幼儿抗生素相关性肠炎的主要根
据是常在应用抗生素药 1 周后出现 ,也可发生于用药或停药
后 2～3 周内出现腹泻 ,并结合下面表现 :用抗生素后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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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交替 ;结肠炎的临床表现 ;乙状结肠镜检查所见非特异
结肠炎及伪膜形成 ;腹部 X 线平片检查可见扩大的肠祥襻
及液平面 ,钡剂灌肠检查可见肠粘膜水肿及溃疡 ;从患者的
粪便中培养出 C1diff。
113 　药品 　“妈咪爱”散剂由韩美药品工业株式会社生产 ,
生产批号 843947。思密达由天津博福2益普生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 ,批准文号 X20000690。
114 　治疗方法 　所有病例均即停用相关抗生素 ,同时治疗
组给予“妈咪爱”散剂治疗 ,用法 :口服 ,1 岁以上 ,每次 015
g ,一天 2 次 ,1～2 岁 ,每次 115 g ,每天 3 次 ,其余治疗相同 ,
具有可比性。
115 　疗效观察 　以临床观察为主 ,用药后分别观察两组患
儿大便次数、性状的恢复情况。
116 　疗效判断标准 　显效 :用药 72 h 内大便次数、性状均
正常 ;有效 :用药 72 h 大便次数、性状有好转 ;无效 :用药 72
h 内大便次数、性状无明显改善或病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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