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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莫西林联合不同抗生素在抗幽门螺杆菌治疗中的疗效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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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阿莫西林联合不同抗生素在抗幽门螺杆菌渊匀责冤治疗中的疗效遥 方法院选取经胃镜确诊为消化性溃疡尧慢

性胃炎且 匀责 阳性的患者 员苑圆 例袁随机分为 粤尧月尧悦尧阅尧耘 缘 组袁每组均给予阿莫西林渊员 园园园 皂早冤及泮托拉唑渊源园 皂早冤袁其中 粤 组
给予克拉霉素渊缘园园 皂早冤袁月 组给予甲硝唑渊源园园 皂早冤袁悦 组给予左氧氟沙星渊圆园园 皂早冤袁阅 组给予呋喃唑酮渊员园园 皂早冤袁耘 组给予四环

素渊苑缘园 皂早冤遥 治疗结束 源 周后行 员源悦 尿素呼气试验评估根除 匀责 成功与否遥 结果院悦尧阅尧耘 组 匀责 根除率明显高于 粤尧月 组袁悦尧阅尧耘

组中每组分别与 粤尧月 组比较疗效有明显提高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粤尧月 组间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悦尧阅尧耘 组间疗效无统计
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缘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均较低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患者均能较好耐受遥 结论院阿莫西林联合左氧氟
沙星尧呋喃唑酮尧四环素在根除 匀责 方面疗效好袁不良反应发生少袁患者可耐受袁是抗 匀责 治疗较好的方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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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抗生素的广泛使用袁幽门螺杆菌渊匀责冤耐药
明显增多袁匀责 根除率在下降遥 为进一步了解 匀责 对
常用抗 匀责 抗生素的耐药情况袁 指导临床合理选择
敏感药物袁 本文于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园 月应用
阿莫西林联合不同的抗生素进行抗 匀责 治疗袁 得到
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袁现报告如下遥
员 对象与方法
员援员

对象
圆园员园 年 员 月耀圆园员员 年 员园 月在本院就诊袁 胃镜
和病理确诊为消化性溃疡尧慢性胃炎袁且 匀责 阳性的
患者共 员苑圆 例袁年龄 圆园耀苑圆 岁袁男女不限遥 既往未接
受过正规抗 匀责 根除治疗遥 将 员苑圆 例随机分成 缘组遥
粤 组院 予阿莫西林 员 园园园 皂早 垣 克拉霉素 缘园园 皂早 垣 泮
托拉唑 源园 皂早曰月 组院 阿莫西林 员 园园园 皂早 垣 甲硝唑
源园园 皂早 垣 泮托拉唑 源园 皂早曰悦 组院阿莫西林 员 园园园 皂早 垣
左氧氟沙星 圆园园 皂早 垣 泮托拉唑 源园 皂早曰阅 组院 阿莫西
林 员 园园园 皂早 垣 呋喃唑酮 员园园 皂早 垣 泮托拉唑 源园 皂早曰
耘 组院阿莫西林 员 园园园 皂早 垣 四环素 苑缘园 皂早 垣泮托拉
唑 源园 皂早遥 所有治疗均 圆 次 辕 凿袁疗程均为 员 周遥 粤 组
男 员苑例袁女 员愿 例袁年龄渊猿圆 依 怨冤岁袁消化性溃疡 员远
例袁胃炎 员怨 例曰月 组男 员苑 例袁女 员苑 例袁年龄渊猿员 依
员园冤岁袁消化性溃疡 员远 例袁胃炎 员愿 例曰悦 组男 员愿 例袁
女 员苑 例袁年龄渊猿园 依 员员冤岁袁消化性溃疡 员苑 例袁胃炎
员愿 例曰阅 组男 员苑 例袁女 员苑 例袁年龄渊猿园 依 员园冤岁袁消
化性溃疡 员远 例袁胃炎 员愿 例曰耘 组男 员远 例袁女 员愿 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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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渊圆怨 依 员园冤岁袁消化性溃疡 员远 例袁胃炎 员愿 例遥 缘组
男女分布尧年龄尧疾病分布等一般资料均无统计学差
异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阿莫西林渊广东珠海联邦制药有限公
司冤袁泮托拉唑渊辽宁康博士制药有限公司冤袁克拉霉
素渊江苏恒瑞制药有限公司冤袁甲硝唑渊山西亚宝药业
有限公司冤袁左氧氟沙星渊四川升和制药有限公司冤袁
呋喃唑酮渊江苏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冤袁四环素由
海南制药厂有限公司提供遥
员援圆 方法
根除 匀责 治疗结束 猿园 凿 后作 员源悦 呼气试验复
查袁阴性者为 匀责 根除成功袁阳性者为根除失败袁通
过根除率评判该方案疗效遥在治疗过程中袁观察并记
录药物不良反应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猿援园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袁对各组间
根除率尧 不良反应发生率的比较采用 字圆 检验袁孕臆
园援园缘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圆

结 果

圆援员 治疗后 匀责 根除率比较
患者根除率情况见表 员遥 悦尧阅尧耘 组 匀责 根除率均
在 愿园豫以上袁明显高于 粤尧月 组遥 悦尧阅尧耘 组中每组分别
与 粤尧月 组比较疗效有明显提高渊孕 约 园援园员冤袁粤尧月 组组
间疗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袁悦尧阅尧耘 组间疗
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冤遥
圆援圆 药物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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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不良反应主要有恶心尧呕吐尧腹部饱胀不
适尧腹泻尧便秘尧口苦尧味觉异常等袁大多数症状较轻袁
患者均能耐受袁无需停药遥 不同方案间的不良反应
发生率相似袁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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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很好作用袁 但是由于四环素可能导致四环素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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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病学调查表明袁 我国 匀责 感染率总体上仍
然很高袁成人中感染率达到 源园豫耀远园豫 咱员暂袁而常规三
联疗法根除率低于或远低于 愿园豫遥 阿莫西林杀菌能
力强袁且抗菌活性亦不易受胃酸影响袁是用于 匀责 根
治的惟一 茁原内酰胺类药物袁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阿莫西林广泛用于抗菌治疗袁 但 匀责 对阿莫西林的
耐药性仍非常少见遥 世界各地 匀责 对阿莫西林的耐
药率均较低渊约 缘豫冤咱圆暂遥除对青霉素过敏者外袁阿莫西
林目前仍是根除 匀责 的首选抗生素援
左氧氟沙星是新型喹诺酮类抗生素袁半衰期长袁
性质稳定袁耐酸袁主要抑制细菌的 阅晕粤 旋转酶袁阻断
阅晕粤 复制而起到快速杀菌作用袁其耐药率低尧疗效
相对较好袁因而也可作为初次治疗方案的选择咱猿暂遥 目
前的多项研究证实袁以克拉霉素或甲硝唑为基础的
三联疗法 匀责 根除率很低袁 在部分欧洲国家袁匀责 根
除率可低至 圆缘豫耀远园豫咱源原缘暂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在溧水
地区 匀责 对甲硝唑耐药的发生率同样很高袁 甲硝唑
耐药可能与其广泛抗厌氧菌感染袁尤其是在妇科和
口腔科疾病的治疗有关遥 四环素在抗 匀责 治疗过程

等不良反应袁故临床上需谨慎使用遥我国学者首先发
现呋喃唑酮对 匀责 有良好治疗作用袁从 员怨怨怨 年的海

南共识推荐以呋喃唑酮替代甲硝唑开始袁其在抗 匀责
方案中的地位逐渐提升袁而在 圆园园猿 年的桐城共识中

呋喃唑酮被推荐为一线方案选用抗生素袁至 圆园园苑 年
的庐山共识则将呋喃唑酮定为初次治疗方案的选

择遥 圆园园怨 年日本的一项针对全球 匀责 耐药情况的研
究中指出袁匀责 对呋喃唑酮的耐药率很低袁 尤其是在
中国和埃及袁其耐药率仅 圆豫咱远暂遥 而近年来国内的多
项研究显示袁 以呋喃唑酮为基础的三联疗法 匀责 根
除率较高袁疗效好袁可作为目前抗 匀责 治疗方案中的
基础用药咱苑原愿暂遥 但是袁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呋喃唑酮引

起的周围神经炎和溶血性贫血等不良反应遥由于不同
抗生素存在不同的不良反应袁故在临床上选择抗生素
进行治疗的同时袁应根据患者的不同年龄和不同体质
选择不同的药物袁避免单一抗生素的使用袁尽可能选
择耐药率较低的抗生素联合进行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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