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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抗生素使用史的含铋剂四联方案对幽门螺杆菌的根除效果
唐丹，袁玲芝，岳纯，蔡婷，姚瑶，王芬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消化内科，长沙 410013)

[摘要] 目的：基于患者既往抗生素使用史，观察不同抗生素组合的含铋剂四联方案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的根除效果，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选择就诊于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的327名Hp感染患者，针
对患者既往抗生素使用情况分别采取A方案[艾司奥美拉唑+丽珠维三联(克拉霉素/替硝唑/枸橼酸铋钾)]、B方案[艾
司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霉素+胶体酒石酸铋]、C方案[艾司奥美拉唑+多西环素+呋喃唑酮+胶体酒石酸铋]，疗程
均为14 d，观察用药不良反应，分析不同根除方案疗效。结果：A，B，C三种方案意向性(intention to treat，ITT)分析
根除率分别为63.5%，76.2%，82.6%；符合方案(pre protocol，PP)分析根除率分别为76.7%，92.4%，96.4%。B，C方案
根除率均高于A方案(P<0.05)。治疗期间药物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0.2%，A，B，C三种方案不良反应发生率分别为
28.0%(14/50)，10.7%(8/75)，22.0%(40/182)，症状大多轻微，能够耐受。结论：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联合丽珠维三联方案Hp根除率低、不良反应发生率高；对于既往未抗Hp治疗、未使用阿莫西林及克拉霉素的患
者，选用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的含铋剂四联方案根除率高；对于以往接受抗Hp治疗失败的，或者既往反复使用多种
抗生素的患者，选用呋喃唑酮、多西环素的含铋剂四联方案仍可获得较高的Hp根除率，但其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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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of bismuth containing quadruple therapies on
Helicobacter pylori erad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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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ﬃcacy of bismuth containing quadruple therapies on Helicobacter
pylori (Hp) eradication in patients with history of antibiotic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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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s: Hp infected patients (n=327) were allocated into 3 groups. Group A (n=52), patients
had no antibiotic history and they took medicine of proton pump inhibitors (PPI) and livzon
triple (clarithromycin, tinidazole, and bismuth); group B (n=80), patients had the antibiotic
history except for amoxicillin and clarithromycin, and they were treated with PPI, amoxicillin,
clarithromycin, and bismuth; group C (n=195), patients suffered failures of Hp therapy or with
history of antibiotic abuse, and they were treated with PPI, doxycycline, furazolidone, and bismuth.
Results: Both the intention-to-treat (ITT) analysis (group A 63.5%, group B 76.2%, group C
82.6%, P<0.05) and the pre-protocol (PP) analysis (group A 76.7%, group B 92.4%, group C 96.4%,
P<0.05)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3 groups, revealing higher elimination in group B
and C. The side-effects (20.2%) were mild and tolerable (group A, 28.0%; group B, 10.7%; group C,
22.0%).
Conclusion: Proton pump inhibitors together with the livzon triple regimen have a low rate of
Hp eradication and a higher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 quadruple therapy containing
clarithromycin and metronidazole drugs can achieve the satisfactory outcomes based on patient’s
antibiotic history. For patients with multiple antibiotics, the quadruple therapy containing
furazolidone and doxycycline may achieve the satisfactory outcomes, but the adverse resction
would be relatively higher.
KEY WORDS

Helicobacter pylori; history of antibiotic treatment; bismuth-containing quadruple therapy;
radication

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与胃炎、消化
性溃疡、胃癌、胃黏膜相关淋巴瘤的发生发展密切
相关，而成功根除后能有效遏制疾病进程甚至治愈
疾病[1]。在国内抗生素滥用、耐药形势日渐严峻的背
景下，如何提高抗 Hp 治疗的根除率是临床医生关注
的焦点。目前我国推荐采用含铋剂的四联方案替代
传统标准三联方案作为根除Hp的首选方案，指南[2]建
议应尽量选择Hp耐药率低的抗菌药物，但Hp培养较
困难，目前 Hp 药敏试验多用于科研，很难在临床上
普及。基于此，本研究根据国内抗生素耐药现状结
合 Hp 感染者既往抗生素使用史，给予不同抗生素组
合的含铋剂四联方案治疗 Hp 感染，观察其疗效，旨
在为临床用药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取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2017年1月1日至12月
31日期间消化科门诊接诊的 Hp 感染患者，登记入组
327例，其中男146例，女181例，均获得患者知情
同意。 Hp 感染诊断标准：1)胃黏膜组织切片染色阳
性；2)13C尿素呼气试验超基准值(delta over baseline，
DOB)≥4为阳性；3) 14 C尿素呼气试验，每毫摩尔
CO 2 的每分钟衰变指数(disintegrations per minute，
DPM)≥100。以上任一阳性诊断为 Hp 感染。排除标
准：1)近1个月内使用抗生素或2周内使用质子泵抑制
剂(proton pump inhibitors，PPI)；2)严重的心、肝、肾

等脏器功能不全；3)妊娠期、哺乳期妇女；4)有青霉
素类、硝基咪唑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等药物
过敏史。
1.2 治疗方法
1.2.1 治疗药物
PPI采用艾司奥美拉唑肠溶片(20 mg/片)，为阿
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产品(国药准字H20046380)；丽
珠维三联[克拉霉素(500 mg)/替硝唑(1 000 mg)/枸橼
酸铋钾(1 200 mg)]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产品(国药
准字依次为H10900084，H10950320，H10960227)；
阿莫西林胶囊(250 mg/片)为香港联邦制药厂有限
公司产品(国药准字HC20090016)；克拉霉素缓释片
(0.5 g/片)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国药准
字H20031041)；多西环素(0.1 g/片)为永信药品工业
(昆山)有限公司产品(国药准字H20030627)；呋喃唑
酮片(0.1 g/片)为山西云鹏制药有限公司产品(国药准
字H14023937)；胶体酒石酸铋胶囊(55 mg/粒)为山西
新宝源制药有限公司产品(国药准字H20059772)。
1.2.2 治疗方案
A方案：PPI+丽珠维三联(克拉霉素/替硝唑/枸
橼酸铋钾1套)，用于未接受抗 Hp 治疗，未使用克拉
霉素及替硝唑的患者(A组)。B方案：PPI+阿莫西林
(1 000 mg)+克拉霉素(500 mg)+胶体酒石酸铋(165 mg)，
用于未接受抗 Hp 治疗，未使用阿莫西林、克拉霉素
的患者(B组)。C方案：PPI+多西环素(100 mg)+呋喃
唑酮(100 mg)+胶体酒石酸铋(165 mg)，用于接受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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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1次以上抗Hp治疗失败的，或既往反复使用多种抗
生素的患者(C组)。所有患者若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
素，均延迟1~3个月后再给予抗Hp治疗。
1.3 疗效评价
治疗后复查 13C/ 14C尿素呼气试验以评价治疗效
果，复查时间为停用抗生素至少4周、PPI至少2周。
若试验结果处于临界值，则建议于治疗结束2~3个月
后再次复查，结果呈阴性者判定为根除成功，阳性
者则视为根除失败。
1.4 药物不良反应及依从性评价
随访监测并记录治疗期间的各类药物不良反应
及服药依从性(误服、漏服、因不良反应停药等)，采
用短信、电话或门诊随访形式。
1.5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0.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
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计数资料用百分率

(%)表示。在进行统计学分析时，先在各组病例中剔
除失访者(5个月内未复诊或未取得联系)进行意向治
疗(intention to treat，ITT)分析，再剔除未依从治疗方
案者(含误服、漏服、因不良反应停药，治疗后未复
查等)进行符合方案(per protocol，PP)分析。率的比较
则采用χ2检验(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 一般情况
最终纳入ITT分析307例，纳入PP分析276例。其
中疾病组成包括：消化性溃疡(包括胃溃疡、十二指
肠球部溃疡、复合溃疡等)；慢性胃炎(慢性非萎缩性
胃炎、糜烂性胃炎等)、胃息肉等非溃疡性胃炎；其
他(含未进行胃镜检查的Hp感染病例)。A，B，C组失
访率分别为3.8%，6.3%，6.7%。各组年龄、性别、疾
病构成等详见图1及表1。

登记病例总数327例
其中男146例，女181例

未接受过Hp治疗，或有短

未接受过Hp治疗，或有短暂

接受1次及1次以上抗Hp治疗

暂单一的抗生素使用史，

单一的抗生素使用史，但未

失败的，或反复使用多种抗

但未使用克拉霉素及替硝唑

使用阿莫西林、克拉霉素

生素的病例

A方案

B方案

C方案

PPI+丽珠维三联(克拉霉素/

PPI+阿莫西林+克拉霉素+

PPI+多西环素+呋喃唑酮+

替硝唑/枸橼酸铋钾)52例

铋剂80例

铋剂195例

失访：2例
未依从治疗方案： 误服、漏
服0例； 因不良反应停药
0例；治疗后未复查7例

失访：5例
未依从治疗方案：误服、漏
服3例； 因不良反应停药
0例； 治疗后未复查6例

失访：13例
未依从治疗方案：误服、漏
服3例；因不良反应停药
3例；治疗后未复查9例

ITT分析病例数50例

ITT分析病例数75例

ITT分析病例数182例

PP分析病例数43例

PP分析病例数66例

PP分析病例数167例

图1 病例入组及失访情况
Figure 1 Flow diagram of patient’s recrui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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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组临床特征
Table 1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group
组别

n

男/女

年龄/岁

A组

52

33/19

B组

80

39/41

C组

195

74/121

疾病组成病例数
消化性溃疡

非溃疡性胃炎

其他

14~76(43.0±14.9)

12

15

25

16~76(44.9±14.4)

14

20

46

20~74(45.2±11.5)

30

51

114

2.3 C方案对于根除失败患者Hp根除率
将C组患者根据本次治疗前是否接受过抗 Hp 治
疗，分为曾治疗组(既往根除失败的病例)和首次治
疗组(首次治疗但既往反复使用抗生素的病例)，两
组ITT根除率分别为90.7%(39/43)，80.3%(122/152)，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1)；PP根除率分别为
97.5%(39/40)，96.1%(122/127)，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1.000，表3)。

2.2 3种方案根除率比较
3种方案按ITT分析根除率分别为63.5%(33/52)，
76.2%(61/80)，82.6%(161/195)；按PP分析根除率分
别为76.7%(33/43)，92.4%(61/66)，96.4%(161/167)。
B，C方案根除率均高于A方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ITT分析P=0.012，PP分析P<0.001；表2)。

表2 3种方案根除率比较
Table 2 Comparison of eradication rates in the 3 therapeutic regimens
Hp根除率/%

方案

n

完成方案例数

成功例数

失败例数

ITT根除率

PP根除率

A

52

43

33

10

63.5

76.7

B

80

66

61

5

76.2

92.4

C

195

167

161

6

82.6

96.4

表3 多西环素+呋喃唑酮联合PPI的含铋剂四联方案对曾治疗组和首次治疗组幽门螺杆菌根除率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eradication rates between the first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ever-treated group by the use of PPI, doxycycline,
furazolidone and bismuth
既往情况
曾治疗
首次治疗

总例数

完成方案

成功例数

失败例数

Hp根除率/%
ITT根除率

PP根除率

43

40

39

1

90.7

97.5

152

127

122

5

80.3

96.1

2.4 不良反应发生率
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率为20.2%(62/307)，
包括恶心、嗳气、反胃反酸、腹部不适、腹泻、
便秘、大便黑、头晕等症状。A方案不良反应率
为28.0%(14/50)，其中恶心5例(10.0%)，纳差3例
( 6 . 0 % )， 嗳 气 2例 ( 4 . 0 % )， 上 腹 不 适 2例 ( 4 . 0 % )，
头晕1例(2.0%)，皮疹1例(2.0%)。B方案不良反应
率为10.7%(8/75)，其中纳差3例(4.0%)，反酸3例
(4.0%)，稍有不适2例(2.7%)。C方案不良反应率

为22.0%(40/182)，其中恶心11例(6.0%)，纳差4例
(2.2%)，反酸6例(3.3%)，嗳气4例(2.2%)，腹部不
适4例(2.2%)，排便习惯改变5例(2.7%)，荨麻疹5例
(2.7%)，腰部不适1例(0.5%)。大多症状较轻微能够耐
受。C方案中有3例因服药后出现荨麻疹而停药，退
出研究，患者经对症治疗后痊愈。
2.5 药物依从性
总体依从性为89.9%(276/307)，其中A方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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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43/50)，7例治疗后未复查(14.0%，7/50)，无
漏服、误服等现象出现；B方案为88.0%(66/75)，6
例未复查(8.0%，6/75)，3例漏服(4.0%，3/75)；C
方案为91.8%(167/182)，9例未复查(4.9%，9/182)，
1例因服药后出现腰部不适自行将药物减量(0.5%，
1/182)，2例漏服(1.1%，2/182)，3例因服药后出现荨
麻疹而停药(1.6%，3/182)。

3讨 论
目前，我国 Hp 感染率很高 [3] ，抗生素耐药情
况日益突出，多重耐药的现象亦日趋严重 [4-5] 。近
期一项基于中国人群的 Hp 耐药情况的Meta分析指
出：克拉霉素、甲硝唑、左氧氟沙星、阿莫西林、
四环素、呋喃唑酮的耐药率分别为28.9%，63.8%，
28.0%，3.1%，3.9%，1.7%[5]。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整
体的 Hp 根除率不高，虽然药敏试验能很好地改善这
一现状，但要针对这一庞大的感染人群进行药敏试
验及耐药性分析尚无法普遍实行，还可能会带来医
疗资源的浪费及医疗成本的增加，加重患者的经济
负担。从技术水平上看，目前 Hp 菌株的培养及药敏
方法阳性率不高，难于在临床上推广。在现有的情
形下，基于国内抗生素的耐药情况，针对感染人群
既往抗生素使用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目前
可行的临床治疗措施。
理想的治疗方案应该是安全和有效的(根除率
达>90%) [6] 。大量研究 [7-9] 表明四联疗法的疗效明显
优于标准三联疗法，而且铋剂的应用不会引起抗生
素耐药率的升高。此外，Fischbach等[7]通过体外实验
发现铋剂可降低甲硝唑和克拉霉素对 Hp 的最小抑菌
浓度，增强抗生素的体外杀菌作用，同时，延长给
药时间可以提高根除率。为了提高 Hp 根除率、避免
继发耐药，本研究的3种方案均为含铋剂的14 d治疗
方案。
本研究针对既往从未接受抗 Hp 治疗，且无抗
生素滥用史，没有使用过克拉霉素和替硝唑的患
者，选用PPI联合丽珠维三联方案(A方案)，但是根
治率仅为76.7%(PP分析)。原因为这一方案的抗生素
组合“克拉霉素、替硝唑”在多数研究 [4-5]中均显示
较高的耐药率，且存在双重耐药性。此外，替硝唑
与甲硝唑同属于硝基咪唑类抗生素，两者临床应用
广泛，有交叉耐药可能。因而，虽然本研究中选用
该方案治疗的人群从未接触过这两种抗生素，但是
在抗生素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人群中 Hp 本身即具有
这类抗生素耐药的可能。因而选用该方案进行根除
Hp 治疗前，建议进行以药敏试验为指导的个性化治
疗，以提高根除率，而在无法实施药敏试验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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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该方案作为一线治疗方案。
本研究将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组合用于既往从
未接受过抗 Hp 治疗，且无抗生素滥用史，没有使用
过克拉霉素和阿莫西林的患者，获得较好的疗效，
根除率达92.4%。其原因可能是：阿莫西林主要通
过与细菌青霉素结合蛋白(penicillin binding proteins，
PBPs)结合，破坏细胞膜完整性而起到杀菌作用，尽
管阿莫西林在临床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是在世界
各地， Hp 对阿莫西林的耐药率均较低，这可能由于
Hp对阿莫西林耐药主要与Hp的pbp.1基因突变有关，
而并非通过产生 β 内酰胺酶对其耐药 [10-11]。克拉霉素
主要是通过进入菌体细胞内，可逆地与50S核糖体
亚基结合，抑制肽酰转移酶，影响核糖体的移位过
程，阻止肽链延长，从而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
且阿莫西林作用于细菌膜，破坏跨膜外排系统，使
得克拉霉素在细胞内具有更高的浓度，从而对抗其
他耐药机制[12-13]。此外，两种抗生素联用能减少定植
细菌的数量，从而减少细菌抗性突变体的出现。
多数研究[5, 14]显示四环素及呋喃唑酮的耐药率均
较低。本研究采用的多西环素是一种半合成四环素
类抗生素，抗菌谱与四环素相似，但是比四环素稳
定性好，半衰期长，且抗菌活性提高了4~8倍。Heep
等 [15]分离培养了经一次或多次治疗失败的 Hp 菌株，
发现这些菌株并没有对多西环素产生继发耐药。本
研究针对具有长期抗生素使用史或多次抗 Hp 治疗失
败的人群选用多西环素、呋喃唑酮联合铋剂及PPI
的治疗方案，PP分析中根除率达96.4%，与钱韶红
等 [16]的报道相似。这为临床上治疗类似病例提供了
参考。
随着大众对Hp的认识逐步加深，感染人群对于
Hp的根除意愿也日趋强烈；但同时也容易引发Hp的
错误认知，即一旦发现感染就要求尽早根除，立即
实施治疗方案；根除失败的病例也马上开始后续的
杀菌治疗，从而忽视了最佳治疗时机的把握，最终
导致治疗失败。研究[17-18]发现当Hp暴露在低于最小抑
菌浓度的抗生素环境时， Hp 可发生球形变，进入不
能培养传代的非生长活跃期，这种状态下 Hp 对抗生
素并不敏感，在这一时期进行治疗容易导致根除失
败，而在停用抗生素2~4周或更长时间后，Hp就会恢
复原来的活性。因而，遇到多次抗 Hp 治疗失败及近
期(1个月内)曾使用抗生素的患者均建议延后1~3个月
治疗，等待Hp恢复活性后再针对性给予抗Hp治疗。
Hp根除失败的原因尚不明确，除了与细菌耐药
性相关，还可能与Hp定植部位、Hp毒力因子类型及
患者自身的代谢类型、吸烟与否、是否使用公筷等
有关。研究 [19]发现：CagA +与CagA –Hp 相比较而言，
前者具有更高的根除率。但本研究未对患者所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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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进行分型分析，暂无法提供相关数据。Suzuki等[20]

研究协作组. 第四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 J].

[21]

及Itskoviz等 的研究均提示吸烟人群的根除率低于不
吸烟者，提示吸烟可增加 Hp 治疗失败的风险。这可
能是由于长期吸烟能刺激胃酸的分泌 [22]，还能影响
PPI的药物代谢[23]。此外，吸烟可导致胃黏膜血流减
少 [24]，使得局部血药浓度降低，影响药物疗效。因
此，建议患者至少保证在治疗 Hp 期间戒烟，降低根
除失败的风险。
Hp感染已经被定义为一种传染性疾病，其感染
途径主要有口-口途径、粪-口途径 [25] 。由于目前卫
生习惯及健康意识尚不强烈，加之我国习惯集体用
餐，使得 Hp 感染在家庭内部呈现聚集现象。因而针
对 Hp 感染人群进行健康教育尤为重要。在宣教使用
公筷，养成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的同时，应当建议
患者家属同查同治以降低根除失败的风险，减少接
触病原体的途径降低再次感染的风险。
药物不良反应是临床用药中无法规避的问题，
并一定程度上影响患者的依从性，进而影响治疗效
果，若因不良反应而终止治疗可增加继发耐药的风
险。本研究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较高(20.2%)，但大
多数患者不良反应症状轻微且能够耐受，仅3例服药
后因出现荨麻疹而退出研究。其中PPI联合“丽珠维
三联”方案其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最高且 Hp 根除率
低，因而不推荐其作为常规的一线治疗方案。多西
环素+呋喃唑酮联合铋剂的四联方案不良反应的发生
率高(22.0%)，Sanches等[26]的研究显示含多西环素、
呋喃唑酮的治疗方案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高达90%以
上。但其Hp根除率也高(96.4%)，即使在补救治疗的
病例中也有很好的根除效果(97.5%)，因而临床上应
当权衡利弊，选用最适宜的杀菌方案。
总之，本研究结合国内抗生素耐药谱及患者既
往的抗生素使用史，选择PPI联合两种抗生素的含铋
剂方案进行个体化的抗 Hp 治疗，发现阿莫西林、克
拉霉素及多西环素、呋喃唑酮联合PPI的含铋剂四联
方案均获得了较好治疗效果，为临床医生在 Hp 感染
治疗的方案选择上提供一定的参考。但是，由于缺
乏更新的区域性的抗生素耐药谱，本研究主要是基
于国内整体的抗生素耐药情况制定治疗方案，因而
需要更完善的大数据研究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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