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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性溃疡病诊断与治疗规范建议（２００８，黄山）
中华消化杂志编委会
消化性溃疡病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疾病之一，

消化性溃疡病的病因与发病机制

随着消化内镜检查的普及、Ｈｚ受体拮抗剂（Ｈ：一

３．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病机制主要与胃十二指肠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Ｈ２一ＲＡ）和质子泵抑制剂

黏膜的损害因素和黏膜自身防御一修复因素之问失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ｒｏｔｏ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ＰＰＩ）的问世，非甾体类

平衡有关。其中胃酸分泌异常、Ｈ删感染和

彩ｔ炎药（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

ＮＳＡＩＤ广泛应用是引起消化性溃疡病的最常见病因。

ａｎｔ卜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ＮＳＡＩＤ）的广泛应用及对幽门螺杆菌（ＨＰＺｉ∞６口ｃ把，．

４．胃酸在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病中起重要作用。

夕ｙｚＤｒｉ，Ｈｐ．户ｙｚｏ一）在消化性溃疡病发生中作用

“无酸，无溃疡”的观点得到普遍的公认。胃酸

的认识，使近二十年来对消化性溃疡病的诊断、

对消化道黏膜的损害作用一般只有在正常黏膜防

治疗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是ＰＰＩ及根除幽

御和修复功能遭受破坏时才发生。许多十二指肠

门螺杆菌在消化性溃疡病治疗中的应用，降低

溃疡患者都存在基础酸排量（ＢＡＯ）、夜间酸分泌、

了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病率和各种并发症发生

五肽胃泌素刺激的最大酸排量（ＭＡＯ）、十二指肠酸

率，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很大提高。我国幅

负荷等增高的情况。胃溃疡患者往往存在胃排空

员辽阔，对消化性溃疡病的治疗还存在较大的

障碍，食物在胃内潴留促进胃窦部分泌胃泌素，从

差异。为进一步统一认识，有必要对消化性溃

而引起胃酸分泌增加。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Ｅｌｌｉｓｏｎ综合征由

疡病的诊断和治疗进行规范，为此中华消化杂

于瘤体大量分泌胃泌素，导致高胃酸分泌状态，过

志编委会组织国内部分专家。，予２００８年３月和

多的胃酸成为溃疡形成的起始因素。

６月先后两次召开专题研讨，会，结合国内外文
献，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对近年来消化性溃疡病

非Ｈ．户了￡Ｄ“、非ＮＳＡＩＤ消化性溃疡病与胃酸
分泌的关系，尚需进行更多研究后予以论证。

的发病机制、诊断和治疗中２８个主要问题进行

５．幽门螺杆菌感染为消化性溃疡病最重要发

深入认真的讨论，共同拟定、７“消化性溃疡病诊

病原因之一。其致病能力取决于引起组织损伤的

断与治疗规范建议”，供各级医师在临床工作中

毒力因子、宿主遗传易感性和环境因素。

，

参考。

』

大量临床研究已证实，消化性溃疡病患者的

消化性溃疡病的定义与流行病学

Ｈ．户ｙｚｏ一检出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而根除Ｈ．

１．消化性溃疡病是指在各种致病因子的作用

户ｙ∞以后溃疡复发率明显下降。由此认为Ｈ．

下，黏膜发生的炎症与坏死性痛变，病变深达黏膜
肌层，常发生于胃酸分泌有关的消化道黏膜，其中
以胃、十二指肠为最常见。
２．近年来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病率虽有下降趋
势，但目前仍然是最常见的消化系疾病之一。

争ｙＺｏ疰感染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病的主要病因之一。
Ｈ．夕ｙＺｏ以的毒力包括空泡毒素（ＶａｃＡ）蛋白、
细胞毒素相关基因（ＣａｇＡ）蛋白、鞭毛的动力、粘附
因子、脂多糖、尿素酶、蛋白水解酶、磷脂酶Ａ和过
氧化氢酶等。Ｈ．ｐｙＺｏ一依靠毒力因子的作用，在胃

本病在全世界均常见，一般认为人群中约有

黏膜上皮定植，诱发局部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损

１０％在其一生中患过消化性溃疡病。但在不同国

害黏膜的防御一修复机制，同时也可通过侵袭因素的

家、不同地区，其发病率有较大差异。消化性溃疡

增强而致病。

病在我国人群中的发病率尚无确切的流行病学调

不同部位的Ｈ．夕ｙｚｏ，．ｉ感染引起溃疡的机制有

查资料，有资料报道占国内胃镜检查人群的

所不同。在以胃窦部感染为主的患者中，Ｈ．户ｙ幻ｒｉ

１０．３％～３２．６％。本病可见于任何年龄，以２０～５０

通过抑制Ｄ细胞活性，从而导致高胃泌素血症，引

岁居多，男性多于女性（２～５：１），临床上十二指肠

起胃酸分泌增加。同时，Ｈ．ｐ了Ｚｏ一也可直接作用于

溃疡多于胃溃疡，两者之比约为３：１。

肠嗜铬样细胞（ＥＣＬ细胞），后者释放组胺引起壁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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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分泌增加。这种胃窦部的高酸状态易诱发十二
指肠溃疡。在以胃体部感染为主的患者中。Ｈ．

１１．胃镜检查和上消化道钡餐检查是诊断消化
性溃疡痛的主要方法。

ｐｙ幻ｒｉ直接作用于泌酸细胞，引起胃酸分泌减少，

胃镜检查过程中应注意溃疡的部位、形态、大

过低的胃酸状态易诱发胃腺癌。Ｈ．户ｙｚｏｒｉ感染者

小、深度、病期以及溃疡周围黏膜的情况。胃镜检

中仅１５％发生消化性溃疡病，说明除细菌毒力外，

查对鉴别良、恶性溃疡具有重要价值。必须指出，

遗传易感性也发挥一定的作用。研究发现，一些细

溃疡的形态改变对病变性质的鉴别都没有绝对界

胞因子的遗传多态性与Ｈ．ｐｙｚｏ疗感染引发消化性

限。因此，对胃溃疡应常规行活组织检查，对不典

溃疡病密切相关。

型或难愈合溃疡，要分析其原因，必要时行超声内

６．ＮｓＡＩＤ乃是消化性溃疡病的主要致病因素
之一，而且在上消化道出血中起重要作用。
ＮＳＡＩＤ和阿司匹林等药物应用日趋广泛，常
用于抗炎镇痛、风湿性疾病、骨关节炎、心血管疾病

镜检查或黏膜大块活检，以明确诊断。ＮＳＡＩＤ溃疡
以胃部多见，分布在近幽门、胃窦和胃底部，溃疡形
态多样，大小从ｏ．２～３．Ｏ ｃｍ不等，呈多发、浅表性
溃疡。

等，然而其具有多种不良反应。流行病学调查显

１２．对消化性溃疡病鼓励常规进行尿素酶试验

示，在服用ＮＳＡＩＤ的人群中，１５％～３０％可患消化

或核素标记Ｃ呼气等试验，以明确是否存在幽门螺

性溃疡病，其中胃溃疡发生率为１２％～３０％，十二

杆菌感染。

指肠溃疡发生率为２％～１９％。ＮＳＡＩＤ使溃疡出
血、穿孔等并发症发生的危险性增加４～６倍，而老

１３．消化性溃疡病须与克罗恩病、结核、淋巴
瘤、巨细胞病毒等继发性上消化道的溃疡相鉴别。

年人中，消化性溃疡病及并发症发生率和死亡率均

消化性溃疡病的一般治疗

与ＮＳＡＩＤ有关。ＮＳＡＩＤ溃疡发生的危险性除与

１４．消化性溃疡病是自愈性疾病，在针对可能

所服的ＮＳＡＩＤ种类、剂量大小、疗程长短有关外，

的病因治疗同时，要注意饮食、休息等一般治疗。

还与患者年龄（大于６０岁）、Ｈ．ｐｙｚｏ一感染、吸烟及

在消化性溃疡病活动期，要注意休息，减少不

合并使用糖皮质激素药物或抗凝剂、伴心血管疾病

必要的活动，避免刺激性饮食，但无需少量多餐，每

或肾病等因素有关。

目正餐即可。

７．药物，如糖皮质激素药物、抗肿瘤药物和抗
凝药的使用也可诱发消化性溃疡病，也是上消化道
出血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消化性溃疡病的抑酸治疗
１５．抑酸治疗是缓解消化性溃疡病症状、愈合
溃疡的最主要措施。ＰＰＩ是首选药物。

８．吸烟、饮食因素、遗传、胃十二指肠运动异

胃内酸度降低与溃疡愈合有直接的关系。如

常、应激与心理因素等在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生中也

果抑制胃酸分泌，使胃内ｐＨ值升高≥３，每天维持

起一定作用。

１８～２０ ｈ，则可使几乎所有十二指肠溃疡在４周内

消化性溃疡病的诊断

愈合。消化性溃疡病治疗通常采用标准剂量的

９．中上腹痛、反酸是消化性溃疡病的典型症

ＰＰＩ，每日１次，早餐前半小时服药。治疗十二指肠

状，腹痛发生与餐后时间的关系认为是鉴别胃与十

溃疡疗程为４周，胃溃疡为６～８周，通常内镜下溃

二指肠溃疡病的临床依据。

疡愈合率均在９０％以上。新一代的ＰＰＩ抑酸作用

胃溃疡的腹痛多发生在餐后半小时左右，而十

更强，缓解腹痛等症状更为迅速。对于Ｈ．ｐｙ如ｒｊ阳

二指肠溃疡则常发生在空腹时，近年来，由于抗酸

性的消化性溃疡病。应常规行Ｈ．户ｙＺＤ一根除治疗。

剂、抑酸剂等药物广泛使用，症状不典型的患者日

在抗Ｈ．ｐｙｆｏｒｉ治疗结束后，仍因继续应用ＰＰＩ至疗

益增多。由于ＮｓＡＩＤ有较强的镇痛作用，ＮＳＡＩＤ

程结束。

溃疡临床上无症状者居多，部分以上消化道出血为
首发症状，也有表现为恶心、厌食、纳差、腹胀等消
化道非特异性症状。

１６．ＰＰＩ治疗胃泌素瘤引起的消化性溃疡病效
果优于Ｈ２一ＲＡ。

对胃泌索瘤的治疗，通常服用标准剂量的

１０．消化性溃疡病的主要并发症为上消化道出

ＰＰｌ，但需每日２次用药。若ＢＡ（）＞１０ ｍｍｏｌ／ｈ，则

血、穿孔和幽门梗阻，目前后者已较少见，此可能与

还需增加剂量，直到理想的抑酸效果为止。对胃

临床上广泛根除幽门螺杆菌和应用ＰＰＩ治疗有关。

泌素瘤根治性手术患者，由于术前患者长期处于

慢性胃溃疡恶变的观点至今尚有争议。

高胃泌素状态，术后仍需继续采用抑酸治疗，维持

万方数据

一段时间。

是可信赖的有效方法，今后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１７．Ｈ。一ＲＡ、中和胃酸药有助于缓解消化性溃
疡病腹痛、反酸等症状，促进溃疡愈合。

ＮＳＡＩＤ溃疡的治疗

２３．ＰＰＩ是防治ＮＳＡＤ溃疡的首选药物。

Ｈ。一ＲＡ通常采用标准剂量，每日２次，疗程同

对ＮＳＡＩＤ溃疡的预防及治疗应首选ＰＰＩ，通

ＰＰＩ，但溃疡愈合率低于ＰＰＩ，内镜下溃疡愈合率在

过它高效抑制胃酸分泌作用，显著改善患者的胃

６５％～８５％。

肠道症状、预防消化道出血、提高胃黏膜对ＮＳＡＩＤ

消化性溃疡病的抗幽门螺杆菌治疗

的耐受性等作用，并能促进溃疡愈合。ＰＰＩ疗程与

１８．根除Ｈ．ｐｙＺｏ以应为消化性溃疡病的基本

剂量同消化性溃疡病。Ｈ。一ＲＡ仅能预防ＮＳＡＩＤ

治疗，它是溃疡愈合及预防复发的有效防治措施。
Ｈ．夕ｙＺｏ一阳性的消化性溃疡病的随机对照试

十二指肠溃疡的发生，但不能预防ＮＳＡＩＤ胃溃疡
的发生．

验表明，根除治疗组在十二指肠溃疡愈合方面优于

２４．胃黏膜保护剂可增加前列腺素合成、清除

非根除组（ＲＲ—ｏ．６６）［８］。在预防十二指肠溃疡复

并抑制自由基作用，对ＮｓＡＩＤ溃疡有一定的治疗

发方面，根除治疗组效果优于对照组（ＲＲ＝Ｏ．２０）。

作用。

在预防胃溃疡复发方面，根除治疗效果也优于对

消化性溃疡病并发出血的治疗

照组（咫一Ｏ．２９）。由于ＰＰＩ能增强抗生素杀灭

２５．消化性溃疡病合并活动性出血的首选治疗

Ｈ．户ｙ幻一的作用，目前推荐的各类根除Ｈ．夕ｙｚｏ一治

方法是内镜下止血，同时使用ＰＰＩ可有效预防再出

疗方案中最常用的是以ＰＰＩ为基础的三联治疗方

血，减少外科手术率与死亡率。

案（ＰＰＩ、阿莫西林、克拉霉素），三种药物均采用常

消化性溃疡病并发急性出血时，应尽可能进行

规剂量，疗程７～１４ ｄ。Ｈ．夕ｙ￡ｏ一根除率在７０％～

急诊内镜检查，凡有活动性出血、溃疡底部血管暴

９０％。为提高根除率，在治疗消化性溃疡病时建议

露或有红色或黑色血痂附着时，应在内镜下进行止

采用１０ ｄ疗法。

血。并应同时静脉使用ＰＰＩ。可显著降低再出血率。

１９．对于首次根除失败者，应采用二、三线方案
进行治疗。

ＰＰＩ通过抑制胃酸分泌，提高胃内ｐＨ值，降低胃蛋
白酶活性，减少对血凝块的消化作用，提高血小板

二、三线方案常用四联疗法，可根据既往用药

的凝集率，从而有助于巩固内镜的止血效果。

情况并联合药敏试验，采取补救治疗措施（ＰＰＩ＋铋

消化性溃疡病的复发及预防

剂＋２种抗生素）或选用喹喏酮类、呋喃唑酮、四环

２６．幽门螺杆茵感染、长期服用ＮＳＡＩＤ是导致

素等药物，疗程多采用１０或１４

ｄ［９］。

２０．序贯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茵感染具有疗效
高、耐受性和依从性好等优点。
目前推荐的序贯疗法为１０ ｄ：前５ ｄ，ＰＰＩ＋阿

消化性溃疡病复发的主要原因，其他原因尚有：吸
烟、饮酒等不良习惯。
２７．对复发性溃疡的治疗，应首先分析其原因，
作出相应的处理。

莫西林，后５ ｄ，ＰＰＩ＋克拉霉素＋替硝唑；或前５ ｄ，

根除Ｈ．ｐｙ幻，．ｉ后，溃疡复发率显著低于单用

ＰＰＩ＋克拉霉素，后５ ｄ，ＰＰＩ＋阿莫西林＋呋喃

抑酸剂治疗组和未根除治疗组，提示Ｈ．ｐ了ｚｏｒｉ是

唑酮。据报道序贯疗法有效率达９０％以上，且对耐

导致溃疡复发的主要因素，这其中包括未进行Ｈ．

药菌株根除率较其他方案为高。但对序贯疗法国

夕ｙ幻以根除治疗和根除治疗后Ｈ．户ｙｚｏｒｉ再次转为

内仍需积累更多的临床经验。

阳性，后者包括再燃（ｒｅｃｒｕｄｅｓｃｅｎｃｅ）和再感染

消化性溃疡病其他药物治疗

（ｒｅ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两种可能。近年来多个研究表明，再

２１．联合应用黏膜保护荆可提高消化性溃疡病

燃可能是Ｈ．ｐｙｚｏ一感染复发的主要因素，应对Ｈ．

的愈合质量，有助于减少溃疡的复发率。

夕ｙ肋，一ｉ再次进行根除治疗。

对老年人消化性溃疡病、巨大溃疡、复发性溃

２８．长期服用ＮＳＡＩＤ是导致消化性溃疡病复

疡建议在抗酸、抗Ｈ．夕ｊ，Ｚｏ一治疗同时，应用黏膜保

发的另一重要因素，如因原发的病情需要不能停药

护剂。

者，可更换环氧合酶（ＣＯＸ）一２抑制剂，并同时服

２２．辨证论治采用中医药治疗消化性溃疡病，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大量报道证实采用中医药治疗消化性溃疡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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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ＰＰｌ。

在Ｈ．户ｙｚＤ一感染阴性的消化性溃疡病患者
中，服用ＮＳＡＩＤ １２周后。消化性溃疡病的发生率为

生堡迫丝盘查！！！！生！旦笙；！鲞笙！塑堡！堕』旦壅：』！！ｚ！！！！！！∑！！：！！：盥！：１

一４５０一

５０％。对ＮＳＡＩＤ所致溃疡，如有可能，建议停用
ＮＳＡＩＤ药物，如合并Ｈ．夕ｙＺＤ一感染者，应行根除
治疗。对不能停用ＮＳＡＩＤ药物者，长期使用ＰＰＩ
预防溃疡复发的效果显著优于Ｈ。一ＲＡ。从药理机
制上讲，选择性ＣＯＸ一２抑制剂可避免ＮＳＡＩＤ对
ＣＯＸ非选择性抑制，减少胃黏膜损伤的发生，但研
究表明，仍有１％～３％的高危人群使用ＣＯＸ一２抑
制剂发生溃疡，因此对此类患者仍建议同时使用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Ｊ Ｍｅｄ

Ｎａｇｏｙａ

Ｓｃｉ，２００３，

６６：１０３—１１７．

［６］Ｄｉｎｃｅｒ Ｄ，Ｄｕｍａｎ Ａ，Ｄｉｋｉｃｉ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ｈｙｌａｘｉｓ？Ｉｎｔ Ｊ Ｃｌｉｎ

ａ１．ＮＳＡＩ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ｅｔ

ａｒ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Ｐｒａｃｔ，２００６，６０：５４６—５４８．

［７］ｚａｐａｔａ—ｃｏｌｉｎｄｒｅｓ ＪＣ。ｚｅｐｅｄａ—Ｇｏｍｅｚ Ｓ，Ｍｏｎｔａｎｏ－Ｌｏｚａ
ａ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ｎｏｎ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 ａｎｔｉ－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Ｃａｎ

ｕｐｐｅｒ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Ａ，ｅ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ｐｙｌｏｒｉ

ａｎｄ

ｕＩｃ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ｅｐｔｉｃ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６，２０：２７７—２８０．

［８］Ｍｅｔｚ ＤＣ，Ｓｏｓｔｅｋ ＭＢ，Ｒｕｓｚｎｉｅｗｓｋｉ

ＰＰＩ维持治疗。对有心脏病危险者不建议使用

ｅｓｏｍｅｐｒａｚｏｌｅ

ＣＯＸ一２抑制剂。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ｃｉｄ

ｏｎ

ｏｕｔｐｕｔ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ｏｒ

ｉｎ

Ｐ，ｅ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ｃｉ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ａ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ｉｔｈ Ｚｏｌｌｉｎｇｅｒ－Ｅｌｌｉｓｏｎ

ｈｙｐｅｒｓｅｃｒｅｔｉｏｎ．

Ｊ

Ａｍ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Ｉ，２００７，１０２：２６４８—２６５４．

参加讨论专家（按拼音顺序）：蔡建庭陈曼湖陈卫昌
春房静远韩英郝建宇侯晓华
李瑜元

林三仁李定国李建生
吕宾

吕农华彭孝纬

昭徐袁耀宗邹多武

姜海行

苏秉忠

刘吉勇
谢渭芬

姜泊

［１０］Ｅｇａｎ ＢＪ，Ｋａｔｉｃｉｃ Ｍ，０’ｃｏｎｎｏｒ ＨＪ，ｅｔ ａ１．

罗和生
吴开春

［９］周丽雅。林三仁。沈祖尧，等．根除幽门螺杆菌对溃疡病及再感
染的五年随访研究．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２；２２：７６—７９．

江石湖

刘文天
王邦茂

房殿

杨

［１１］ｚｕｌｌｏ Ａ，Ｒｉｎａｌｄｉ Ｖ，ｗｉｎｎ Ｓ，ｅｔ ａＩ．Ａ

张澍田等１００余人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２００７，１２：３ｌ一３７．

５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ｔｈｅｒａｐｙ

起草组（按文章先后顺序）：袁耀宗汤玉茗周丽雅崔荣丽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ｆｏｒ

ｎｅｗ

ｈｉｇｈ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Ｉｏｒｉ

ｅｒａ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００，１４：７１５—７１８．

林三仁吴开春刘震雄陈曼湖侯晓华刘劲松
［１２］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第三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若干
执笔：许国铭袁耀宗
问题共识报告．胃肠病学，２００８，１３：４２·４５．
［１３］Ｔａｎａｋａ Ａ，Ａｒａｋｉ Ｈ，Ｈａｓｅ

参考文献

ｂｙ

［１］

调查协作组．中国消化性溃疡治疗现状调查报告．中华消化杂

肖文君，王一平，甘涛，等．我国消化性溃疡防治性研究随机对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ｖｏＩ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ａｓｔ“ｔｉｓ

ＨｅＩｉ∞ｂａｃｔｅ‘

ａ１．

ａｎｄ

ｐｅｐｔｉｃ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 Ｐｈｙｓｉ０１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２００６，５７（Ｓｕｐｐｌ

［４］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ＪＣ．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ｇａｓｔｒｏ－ｄｕｏｄｅｎａｌ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Ａｎｎｕ

［５］ Ｈａｍａｊｉｍａ

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ｈｅ

ｕｌｃｅｏ

３）：２９—５０．

ｏｆ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ｐｙｌｏｒｉ—ｉｎｄｕｃｅｄ
Ｒｅｖ

ｏｍｅｐｒａｚ０１ｅ

ｏｎ

ｆｅ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ｙｌｏ“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１．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ｘ一２

ｒａｔ：ａ

ｋｅｙ ＮＳＡＩ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ＫＫ，ｅｔ

ｕｌｃｅｒｓ．Ｎ Ｅｎｇｌ Ｊ

ｐｅｐｔｉｃ

ａ１．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ｒａｖｅｎｏｕｓ

ｂｋｅｄ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２０００，３４３：３１０一３１６．

［１５］ｓｃｈｅｉｍａｎ ＪＭ。Ｙｅｏｍａｎｓ ＮＤ，Ｔａｌｌｅｙ ＮＪ，ｅｔ ａ１．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ｌｃｅｒｓ ｂｙ ｅｓｏｍｅｐｒａｚｏｌｅ

ｉｎ

ａｔ—ｒｉｓｋ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ｕｓｉｎｇ

ｎｏｎ．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ＮＳＡ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Ｘ一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０６，
１０１：７０１．７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一０６—１０）

Ｐａｔｈｏｌ，２００６。１：６３—９６．

Ｈｅｌｉｃｏｂａｃｔｅｒ

ｓ，ｅｔ

ｉｎｊｕｒｙ．Ａ１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２００２，１６（Ｓｕｐｐｌｅ）：９０一１０１．

ｂｌｅｅｄｉｎｇ

照试验的现状分析．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０１，２：１０５—１０７
［３］ Ｋｏｎｔｕｒｅｋ ｓＪ，Ｋｏｎｔｕｒｅｋ ＰＣ，Ｋｏｎｔｕｒｅｋ ＪＷ，ｅｔ
ｐｙｌｏｒｉ

ｏｆ Ｃｏｘ－ｌｉｎ

［１４］Ｌａｕ ＪＹｗ，Ｓｕｎｇ ＪＪＹ，Ｌｅｅ

志，２００７。２７：１１４—１１７．
［２］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本文编辑：侯虹鲁）

ａｎｄ

·简讯·
第三届上海国际胰腺疾病论坛
由上海市胰腺疾病重点学科、中华消化内镜学会超声内镜学组、第二军医大学胰腺疾病研究所、《中华胰腺病杂志》编辑
部、哑太消化内镜培训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上海国际胰腺疾病论坛暨第十二届全国超声内镜学术研讨会将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５—
２８日在上海长海医院召开。

，
，。

，．

、

，一。‘

，一”

。

。

本次会议包括胰腺疾病大师论坛、专题报告及内镜操作。主要内容：急慢性胰腺炎、胰腺癌的诊断与治疗进展，各种胰腺
疾病的ＥＲＣＰ、ＥＵＳ、胰管镜、ＩＤＵＳ、ＦＮＡ、ＥＵＳ介入治疗等诊断治疗技术及外科手术作操作示范。内容丰富、新颖、实用，某螳
技术为国内首次操作演示，本次研讨会除邀请国内胰腺疾病及内镜专家作专题报告及内镜操作演示外，还邀请美国、印度、日
本、韩国著名专家参加大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均可获得国家级Ｉ类继续教育学分。欢迎消化界同仁积极参会，踊跃投稿。投稿截止日期２００８年
８月２８日。

联系方式：上海市长海医院消化内科（上海市长海路１６８号，邮编：２００４３３），电话：０２１—２５０７０６４７，传真：０２１—５５６２１７３５，

Ｅ—ｍａｉｌ：！！！旦！鱼里型璺！ｉ！：１２里：！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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