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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幽门螺杆菌(Hp)可通过多种途径侵入人体，入侵

后存在胃黏膜的表面及黏液层下， 因而不易排出体

外，已成为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以及胃癌的主要致

病因素[1]。 在体外药敏试验中，很多抗生素对 Hp 有良

好的抗菌活性，但在体内低 pH 环境中，大多数抗生

素活性降低和不能穿透黏液层在细菌局部达到有效

的杀菌浓度，因此临床上 Hp 感染往往不易根除。 因

而发展了将抗生素、铋剂及抑酸药物联合应用的多种

治疗方案，现阶段临床中主要运用含有抗生素及质子

泵抑制剂的三联疗法对 Hp 感染进行治疗，但疗效欠

佳 [2]，本研究采用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三联疗法治

疗，取得满意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15 年 8 月～2017 年 8 月收治的 92例

确诊为 Hp 感染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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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观察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Hp)感染的临床效果。 方法 选取我院 2015 年 8 月～
2017 年 8 月收治的 92 例确诊为 Hp 感染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分组方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

46 例。 对照组采用三联疗法进行治疗，观察组采用三联疗法+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治疗。 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症

状评分、总有效率、Hp 根治情况及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应情况。 结果 治疗后两组症状评分均显著下降，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同期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根治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观察组不良反应总

发生率 6.52%，低于对照组的 2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给予 Hp 感染患者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

合三联疗法治疗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及提高 Hp 感染根治率，且不良反应较低，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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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tripl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Hp) infection. Methods A total of 92 patients with Hp infection diagnosed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5 to August 2017 were selected as study su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4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iple therapy,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riple therapy+Pudilan Xiaoyan Oral Solution. The symptom score, total effective rate, Hp eradication
and adverse reactions during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Results The
symptom scores of the two groups after treatment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The observation group scores were low-
er in the same period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clinical treatment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The cur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
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incidence of ad-
verse reaction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6.52%, which wa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23.91%)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The efficacy of Pudilan Xiaoyan Oral Liquid combined with tripl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Hp infection is significant. It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and increase the cure rate of Hp infection. The adverse reactions are low and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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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胃镜检查确认存在胃部炎症， 进一步检查碳 13 呼

气试验均为阳性，结合患者存在持续性或反复性发作

的上腹不适，包括早饱、恶心、胀气、呕吐、嗳气、反酸

等上消化道症状，症状在过去 1 年中累计超过 12 周，
同时进行肝肾功能及影像学（B 超）检查排除肝胆胰

肾等器质性疾病，诊断为 Hp 感染性胃炎。 按照随机

原则将患者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46 例。对照

组 男 24 例 ，女 22 例 ；年 龄 20～64 岁 ，平 均 （46.13±
12.41）岁；病程 1～4 年，平均（1.16±0.83）年。观察组：男

25 例，女 21 例；年龄 20～64 岁，平均（46.24±12.37）岁；
病程在 1～4 年，平均（1.21±0.64）年。 两组的一般资料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所有

患者均在知悉本研究目的及方法等情况下签署知情

同意书表示自愿参与本研究，研究方案经我院医学伦

理委员会批准通过。排除对本研究所用药物过敏以及

近期使用抗生素、抑酸药物者。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三联疗法治疗。雷贝拉唑钠肠溶胶囊

（济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批号：1712033）20 mg/次，
2 次/d，早晚空腹服；甲硝唑维 B6 片（迪沙药业集团有

限公司，产品批号：171201）0.2 g/次，3 次/d，早中晚餐

后服；阿莫西林胶囊（珠海联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中

山分公司，产品批号：80305003）1.0 g/次，2 次/d，早晚

空腹服。观察组采用三联疗法+蒲地蓝消炎口服液（济

川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产品批号：1710103）联合治疗：
摇匀后口服，10 ml/次，3 次/d，早中晚空腹服。 以 10 d
为 1 个疗程，两组均连续治疗 1 疗程。
1.3 观察指标及判定标准

对两组治疗后症状改善情况、 临床效果进行观

察，比较两组根治率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其中症

状改善情况以消化系统症状评分进行评价，主要从患

者餐后饱胀、上腹疼痛及胀气、嗳气、早 饱、厌食、恶

心、呕吐以及反胃等症状进行观察，根据严重程度分

别给 0～3 级评分，无症状：0 分，轻度；偶有症状：1 分，
中度；自觉有症状，不影响工作：2 分，重度；明显影响

生活和工作：3 分。 各项症状分累加为该患者的消化

系统症状评分，分别于治疗前后与患者共同评定。 患

者入组前及第 8 周均行胃镜检查和 13C 呼气试验，于

治疗前及结束后对患者进行血、尿常规及肝、肾功能

检查。 疗效判定标准：若治疗后胃镜复查患者胃黏膜

慢性炎症明显好转达轻度，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肠上

皮化生和异型增生恢复正常或消失，即为痊愈；若治

疗后胃镜复查患者胃黏膜慢性炎症好转，病理组织学

检 查 证 实 肠 上 皮 化 生 和 异 型 增 生 恢 复 正 常 或 减 轻

2 个级度，则为显效；若胃镜复查胃黏膜病变范围缩

小 1/2 以上，病理组织学检查证实患者慢性炎症减轻

1 个级度以上，肠上皮化生和异型增生减轻，则为有

效；若患者治疗后经胃镜复查以及病理检查均达不到

上述标准甚至发生恶化，则为无效。总有效率=（治愈+
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治疗第 8 周对患者

进行 13C 呼气试验复查，结果显示阴性则为根治，阳性

则为未根治。可发生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皮疹、口苦、
腹胀、恶心、头晕、腹泻等。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1 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量

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用百分率（%）表示，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变化情况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症状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治疗后两组的症状评分均显著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P<0.05），观察组同期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 1）。
2.2 两组临床治疗效果的比较

观察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0.05）（表 2）。
2.3 两组 Hp 根治情况的比较

观察组胃部 Hp 感染根治 42 例，根治率为91.30%；
对照组根治 34 例，根治率为 73.91%。观察组根治率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82，P<0.05）。
2.4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的比较

观察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6.52%，低于对照组

的 23.9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3 讨论

Hp 为澳大利亚 Marshall 医师于 1982 年分 离培

观察组（n=46）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n=46）
治疗前

治疗后

3.01±0.96
1.43±0.31*#

2.99±0.95
2.67±0.52*

3.02±0.84
1.56±0.53*#

2.98±0.86
2.07±0.67*

2.62±0.64
1.77±0.54*#

2.61±0.63
2.07±0.34*

1.99±0.93
0.42±0.23*#

1.98±0.94
0.85±0.33*

2.32±0.67
0.67±0.33*#

2.31±0.76
1.06±0.53*

组别 上腹胀 早饱 腹痛 嗳气 反酸

表 1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评分变化情况的比较（分，x±s）

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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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而出，其感染率高，且范围广，呈世界性分布特点，
医学界广泛指出 Hp 感染为胃及十二指肠疾病最主

要病因，随着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以及 Hp 感染的不规

范治疗，Hp 的耐药率明显上升[3-4]。 临床中针对 Hp 感

染的治疗以根治感染为首要目的，常选用含质子泵抑

制剂+2 种抗生素的三联疗法，对感染进行治疗，但随

着抗生素的广泛应用以及耐药性细菌的出现，该种治

疗方法的有效率不断降低[5-8]。 本研究中，对照组单纯

采 用 三 联 疗 法， 结 果 显 示 临 床 治 疗 总 有 效 率 仅 为

82.61%，Hp 根治率仅为 73.91%，不良反应较多，且治

疗后临床症状评分仍处于较高水平（P＜0.05），表明三

联疗法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耐药性。 中医学认为胃部

Hp 感染的发生与外邪入侵及食积于胃密切相关，内

外因素互结，导致脏腑功能失常，脾胃气机失调，最终

导致本病发生，因此临床治疗应以“清热解毒、行气通

络”为原则 [9-12]。 蒲地蓝消炎口服液主要成分有蒲公

英、地丁、板蓝根及黄芩等，其中蒲公英性寒，味苦甘，
归肝、胃经，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散结的作用，常用于

胃炎的治疗；地丁性寒，味苦辛，归心、脾经，消炎解毒

功效显著，常用于黄疸肝炎及高热烦躁的治疗；板蓝

根性寒，味先微甜后苦涩，含有抗革兰阳性和阴性细

菌的抑菌物质及动力精；黄芩的根入药，味苦、性寒，
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等功效，主治胃部炎症、痈肿疖

疮等症，抗菌性好且不产生抗药性 [13-16]。 诸药共同作

用，可起到显著的清热解毒、抗炎消肿之功效。本研究

观察组在三联疗法的基 础上+蒲地蓝 消炎口服液 治

疗， 结果显示临床疗效及 Hp 根治率均明显高于对照

组（P＜0.05），治疗后症状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且不

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提

示联合用药成效显著。
综上所述，给予 Hp 感染者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

合三联疗法治疗临床效果显著，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症

状，且不良反应发生率较低，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贾宝洋，杨志平，关晓辉.荆花胃康胶丸联合三联疗法治

疗幽门螺杆菌相关十二指肠溃疡的临床研究 [J].中华中

医药学刊，2016，34（4）：1009-1011.
[2]高静云，赵志青，张颖，等.元胡止痛滴丸联合三联疗法治

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儿童再发性腹痛的临床观察 [J].中国

药房，2016，27（36）：5090-5092.
[3]孔凡好，刘希双，孙正令.双歧三联活菌联合三联疗法根治

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J].中国医刊，2016，51（4）：87-90.
[4]赵传勇，何佩.三联疗法联合布拉酵母菌根除成人消化系统幽

门螺杆菌感染效果观察[J].山东医药，2016，56（34）：36-37.
[5]王焕棠，康丽敏，赵青.幽门螺杆菌感染患儿 107 例的微

生态辅助治疗疗效观察[J].中国药物与临床，2017，17（10）：
1476-1478.

[6]曾聪.益力多联合三联疗法治疗幽门螺杆菌阳性消化性

溃 疡 的 疗 效 观 察 [J].现代 消 化 及 介 入 诊 疗，2017，22（3）：
413-414.

[7]黄灵，张月华.布拉氏酵母菌联合三联疗法在治疗儿童幽

门螺杆菌感染中应用及效果分析 [J].中国地方病防治杂

志，2017，32（5）：578.
[8]赵红梅，欧阳红娟，段柏平，等.三联疗法联合布拉氏酵母

菌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研究 [J].中国当代儿

科杂志，2014，（3）：230-233.
[9]汪莹，王晓辉，闫志辉，等.枯草杆菌联合标准三联疗法治

疗幽门螺杆菌感染临床 疗 效 [J].中 国 新 药 杂 志，2017，26
（9）：1038-1041.

[10]王文妤，蒋丽蓉，邓朝晖.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联合三联

疗法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临床疗效观察[J].儿科

药学杂志，2017，7（7）：8-12.
[11]徐拔群，李志飞，杨齐华，等.乳铁蛋白联合三联疗法治

疗小儿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病的疗效及安全性评价[J].
中华全科医学，2018，16（4）：583-585.

[12]丁建，张军，钮萍萍，等.双歧杆菌三联活菌散联合三联

疗法在幽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胃炎的应用研究[J].中华全

科医学，2018，16（4）：576-579.
[13]陈红，邵山鹰，吴铁峰，等.标准三联疗法联合蒲地蓝消

炎口服液治疗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胃炎的临床研究[J].
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2017，27（10）：2374-2377.

[14]潘洋，宁瑞男，房莹莹.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三联疗法

根除幽门螺杆菌的疗效观察[J].中国中西医结合消化杂

志，2015，23（4）：291-292.
[15]史代萌.四联疗法联合蒲地蓝消炎口服液对幽门螺杆菌

的 补 救 治 疗 [J].中 国 现代 药 物 应 用，2016，10（12）：152-
153.

[16]徐岩，郑丽丽，崔柳，等.蒲地蓝消炎口服液联合三联药物

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临床疗效[J].中国实用医药，2017，12
（26）：130-132.

（收稿日期：2018-06-07 本文编辑：崔建中）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46
46

24（52.17）
13（28.26）

13（28.26）
9（19.57）

7（15.22）
16（34.78）

2（4.35）
8（17.39）

44（95.65）
38（82.61）

4.04
0.04

组别 例数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表 2 两组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的比较[n（%）]

观察组

对照组

χ2 值

P 值

46
46

0（0.00）
1（2.17）

1（2.17）
2（4.35）

1（2.17）
2（4.35）

1（2.17）
2（4.35）

0（0.00）
3（6.52）

0（0.00）
1（2.17）

3（6.52）
11（23.91）

5.39
0.02

组别 例数 皮疹 口苦 腹胀 恶心 头晕 腹泻 总发生

表 3 两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的比较[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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