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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序贯疗法治疗慢性胃炎伴幽门螺杆菌感染疗效观察

何摇 峰

[摘要]目的:研究中西医结合序贯疗法对幽门螺杆菌(HP)根除的效果。 方法:选取 60 例慢性胃炎伴 HP 感染病人,随机分为

A、B 组及对照组,各 20 例。 其中对照组予西药序贯疗法治疗 10 d;A 组予西药序贯疗法治疗 10 d 联合中药辨证论治 4 周;B
组予西药序贯疗法治疗 10 d 联合中药辨证论治 2 周。 观察 3 组 HP 根除率,并采用症状积分量表测评。 结果:3 组病人治疗

后症状积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P < 0. 01);3 组治疗后有效率及 HP 根除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A 组和 B 组不良

反应的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中西医结合序贯疗法治疗慢性胃炎伴 HP 感染能根除 HP,缓解症状,且不良反

应发生率有低于单独应用西药序贯疗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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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the sequential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complica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HE Feng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plp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Chengdu Medical College,Chengdu Sichuan 6105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s of the sequential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eradication of Helicobacter pylori(HP) for provoding the reference in treating chronic gastritis complicated with HP infection. Methods:
Sixty patients with chronic gastritis complicated with HP infect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group A,group B and control group
(20 cases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the sequential therapy of western medicine for 10 days,the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the sequential therapy of western medicine for 10 days,the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for 4 weeks,and the group B were
treated with the sequential therapy of western medicine for 10 days,then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for 2 weeks. The eradication rates of
HP in three groups were observed,which was evaluated using symptom score scale. Results:The symptom scores in three groups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natly lower than those before treatment(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radication rates of HP between three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treatment(P > 0. 05).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group A and group B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Conclusions:The sequential therap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gastritis complicated with HP infection can eradicate the HP and relieve symptoms,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adverse reaction of which is lower than that of single sequential therapy of western medicine.
[Key words] gastritis;Helicobacter pylori;traditional Chinese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sequential therapy

摇 摇 1983 年澳大利亚学者 MARSHALL 和 WARREN
成功分离出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引
起医学界广泛关注[1]。 HP 是引起胃炎、胃和十二

指肠溃疡乃至胃癌的主要致病菌。 在我国估计其感

染率在 40% ~ 70% ,有文献[2] 报道在根除 HP 后,
HP 相关性疾病的复发率明显下降。 因此,根除 HP
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因大量广谱抗生素的应

用,耐药性 HP 的菌株呈不断上升趋势。 有研究[3]

显示,10 d 西药序贯疗法比传统 7 d 或 10 d 三联疗

法具有更好的疗效。 但同时发现仅用西药抗 HP 感

染其不良反应、耐药性、高复发率等又成为临床治疗

矛盾。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一大特点,中医中药在

治疗多种疾病上有其特色和优势,我们从中西医结

合角度寻找抗 HP 感染的治疗途径,探讨西药序贯

疗法联合中药辨证论治的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1 月至 2014 年 10 月

我科门诊及住院 HP 感染的慢性胃炎病人 300 例,
通过网上申请随机号的方式,随机数字表抽选 60 例

病人分为 3 组,每组 20 例。 对照组男 10 例,女 10
例,年龄(45. 86 依 12. 36)岁;A 组男 10 例,女 10 例,
年龄(45. 82 依 11. 20)岁;B 组男 10 例,女 10 例,年
龄(47. 12 依 9. 57)岁;3 组病人年龄、性别等方面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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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可比性。 所有病人均详细询问病史,签署知情

同意书,研究方案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 2摇 诊断标准摇 慢性胃炎的确诊[4] 主要依赖内镜

与病理检查。 内镜诊断:非萎缩性(浅表性)胃炎,
内镜下可见红斑(点状、条状、片状)、黏膜粗糙不

平、出血点或出血斑、黏膜水肿或渗出;萎缩性胃炎,
内镜下可见黏膜红白相间、以白为主、黏膜皱襞变平

甚至消失、黏膜血管显露、黏膜呈颗粒状或结节样,
如伴有胆汁反流、糜烂、黏膜内出血等,描述为萎缩

性胃炎或非萎缩性胃炎伴胆汁反流、糜烂、黏膜内出

血等。 病理诊断:根据需要可取 3 ~ 5 块活检组织,
其中窦小弯、体小弯、胃角三个部位至少各取一块活

检标本,病理医生报告每一块活检标本的组织学变

化,对 HP、慢性炎症、活动性炎症、萎缩、肠上皮化生

和异型增生应予以分级。 慢性胃炎活检显示有固有

腺体的萎缩,即可诊断为萎缩性胃炎,不必考虑活检

标本的萎缩块数与程度。 HP 感染检测[5] 需用 2 种

不同原理检测方法均证明为阳性:活检病理组织嗜

银染色和13C 或14C 尿素呼气试验;快速尿素酶试验

+活检病理组织嗜银染色 + 14 C 或尿素呼气试验。
证候诊断[6]:(1)肝胃不和证,主症胃脘胀满或胀

痛,情绪因素可诱发或加重;次症胁肋胀痛,嗳气,嘈
杂,反酸,胸闷,食少,大便不调,心烦易怒,睡眠差。
(2)脾胃湿热证,主症胃脘痞闷(堵闷)或胀痛;次症

胃脘灼热,口苦,口臭,恶心或呕吐,尿黄,胸闷。
(3)脾胃虚弱证,主症胃脘胀满或隐痛,胃部喜暖喜

按,大便稀溏,乏力,舌质淡;次症食少,气短,呕吐清

水,脉细弱。 (4)胃阴不足证,主症胃脘灼痛或隐

痛,嘈杂;次症大便干燥,口干,消瘦。 (5)胃络瘀血

证,主症胃脘胀满,刺痛,痛处拒按,舌质暗红或有瘀

点、瘀斑;次症黑便,面色暗滞,脉弦涩。
1. 3摇 纳入标准摇 入选病人经胃镜病理、快速尿素酶

检测或胃镜结合14C 呼气试验等确诊;治疗前 1 个

月内未服用抗生素和抑酸剂;无严重的其他脏器疾

病、肿瘤,且非妊娠和哺乳期妇女;抗 HP 治疗期间

无需同时服用其他药物。
1. 4摇 排除标准摇 依从性差,未能按要求服药者,不
按时复诊或失访者;由于不良事件的发生,出于对病

人利益考虑,认为应停止用药者,该类病例的结果不

参与疗效统计,但参与安全性评价。
1. 5摇 治疗方法 摇 对照组:西药序贯治疗[3],应用

10 d序贯疗法,即在前 5 d 应用泮托拉唑 40 mg、阿
莫西林 1 000 mg 每天早晚 2 次口服,在接下来的5 d
中,应用泮托拉唑 40 mg、克拉霉素 500 mg、替硝唑

500 mg 每天早晚 2 次口服,共 10 d。 A 组:采用西

药序贯疗法 10 d 同时中药汤剂治疗 4 周(与第 1 天

采取西药序贯疗法同时开始服药),每天 2 次。 B
组:采用西药序贯疗法 10 d 同时中药汤剂治疗 2 周

(与第 1 天采取西药序贯疗法同时开始服药),每天

2 次。 中药辨证用药方案:肝胃不和证治法,疏肝和

胃,理气止痛,方药:柴胡疏肝散加减;脾胃湿热证治

法,清热化湿,和中醒脾,方药:连朴饮加减;脾胃虚

弱证治法,健脾益气,理气和胃,方药:六君子汤加

减;胃阴不足证治法,养阴生津,和胃止痛,方药:沙
参麦冬汤加减;胃络瘀阻证治法,活血化瘀,通络止

痛,方药:丹参饮或失笑散加减。
1. 6摇 观察指标摇 HP 根除率,以13C 或14C 尿素呼气

试验为检测手段,停用西药 27 ~ 33 d 作检测。 症状

积分量表测评:每例病例共进行 2 次症状积分测评,
用药前 1 次,停用西药 27 ~ 33 d 作检测。 疗效评价

参考《慢性胃炎中西医结合诊疗共识意见》判定标

准[6]:临床痊愈,主要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
疗效指数逸95% ;显效,主要症状、体征明显改善,疗
效指数 70% ~ <95% ;有效,主要症状、体征明显好

转,疗效指数 30% ~ < 70% ;无效,主要症状、体征

无明显改善,甚或加重,疗效指数 < 30% 。 疗效指数

= (治疗前积分 - 治疗后积分) /治疗前积分 伊
100% ;所有症状均分为无、轻、中、重 4 级,在主证分

别记 0、2、4、6 分,在次证则分别记 0、1、2、3 分。
1. 7摇 统计学方法 摇 采用方差分析和 q 检验及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3 组病人治疗前后症状积分的变化比较摇 3 组

病人治疗前症状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治疗后症状积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B 组显

著低于 A 组和对照组(P < 0. 01);3 组病人治疗后

症状积分均较治疗前明显降低(P <0. 01)(见表 1)。

表 1摇 3 组病人治疗前后症状积分比较(分)

分组 n
治疗前

(x 依 s)

治疗后

(d 依 sd)
t P

A 组 20 11. 94 依 2. 27 7. 13 依 1. 69 18. 87 < 0. 01

B 组 20 12. 05 依 2. 75 9. 42 依 1. 02** 41. 30 < 0. 01

对照组 20 11. 83 依 2. 35 7. 03 依 1. 32## 23. 82 < 0. 01

F — 0. 04 19. 45 — —

P — >0. 05 < 0. 01 — —
MS组内 — 6. 079 1. 880 — —

摇 摇 q 检验:与 A 组比较**P < 0. 01;与 B 组比较##P < 0.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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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3 组病人治疗有效率、HP 根除率及不良反应

比较摇 3 组治疗后有效率及 HP 根除率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P > 0. 05)。 对照组 2 例刚开始服用西药

时发生严重恶心、呕吐,病人提出终止治疗,后症状

自行消失;另 1 例病人在开始服用西药时出现皮下

水肿,病人提出终止治疗,用药后症状缓解;还有 1
例病人在服用西药过程中出现手癣、足癣,病人最终

完成课题规定的治疗方案。 A 组和 B 组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3 组治疗后有效率、HP 根除率及不良反应比较(n)

分组 n 有效 HP 根除 不良反应

A 组 20 15 16 0

B 组 20 16 16 0

对照组 20 13 11 4

合计 60 44 43 4

字2 — 1. 19 4. 10 8. 57

P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HP 是一种寄生在胃黏膜上皮与黏膜间微需氧

的革兰阴性杆菌,造成胃、十二指肠黏膜损伤。 根除

HP 是治疗 HP 相关性疾病的有效方法,可促使其炎

症消退及愈合,并显著降低其复发率。 10 d 西药序

贯疗法给 HP 根除带来了新的希望,比传统三联疗

法能取得更好疗效,但其机制目前尚不甚明确。 已

有研究[7]发现序贯疗法前 5 d 诱导期采用的阿莫西

林不仅本身能够杀灭 HP,而且还能减少病人的细菌

负荷量,从而增加细菌对克拉霉素的敏感性。 由于

细菌可以形成克拉霉素泵出通道,该通道能够快速

将药物泵出细菌体外,提高了 HP 的根除率。 但近

年来随着耐药菌株急剧增多,因此,选择根除率高的

治疗方案对于根除 HP 尤为关键。 目前中西医结合

疗法根除 HP 在改善临床症状、消退炎症、促进愈

合,减少复发等方面均有积极作用,并已取得良好的

效果。
慢性胃炎伴 HP 感染的治疗,单用西药或中西

药联合应用的报道较多,报道中西药联合应用在提

高根除率、改善临床症状等方面优于西药[8]。 本研

究通过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单纯西药治疗和中西医

结合治疗,旨在探讨西药联合中药辨证论治与单纯

应用西药在 HP 根除率和症状缓解等方面是否存在

差异,结果显示,中西医结合治疗慢性胃炎伴 HP 感

染能根除 HP、缓解症状,与单纯西药治疗比较在 HP
的根除率及治疗有效率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同时我们对症状缓解的时间进行初步观察,结果显

示,症状控制方面中西药联合应用对症状改善的持

续时间长于单纯应用西药序贯疗法,可能原因是中

药有利于脾胃功能恢复,可有效缓解西药服用之后

产生的不适症状。 而中西药联合应用不良反应发生

率低于单独应用西药。 慢性浅表性胃炎伴 HP 感染

的中医主证以脾胃虚弱证(含脾胃虚寒证)最多,兼
次证中以胃络瘀阻证最多,其病机多虚实夹杂,本虚

标实。 A、B 组中药应用时间不同,但疗效相似,在
西药序贯疗法服药期间,同时服用中药可有效提高

HP 感染的根除效率,同时降低了不良反应,随着中

药服药时间的延长,作用同样存在,但是并未对疗效

产生显著的提高,可能是因为本研究样本例数较少,
且远期疗效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如要进一步比较西

药序贯疗法联合中药辨证论治与单纯应用西药的临

床疗效,应进一步扩大样本量,使结果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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