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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高耐药时代重视铋剂四联方案在
根除幽门螺杆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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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感染了全球近一半的人
群，而当前 Hp 领域面临的最大难题为 Hp 的抗生素耐药率增加，导致根除方
案的疗效降低。在全球大部分地区，Hp 对克拉霉素、甲硝唑及左氧氟沙星的
耐药率均已超警戒线，且 Hp 已被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列为最需要新抗生素的细菌之一。铋剂因其耐药率低、安全且可明显提
高 Hp 耐药菌株的根除率，因此，铋剂四联疗法被国内外共识推荐为 Hp 根除
的一线治疗方案。本文将结合国内外 Hp 共识意见及新近发表的临床文章阐述
抗生素高耐药时代，铋剂四联方案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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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infec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Hp). Currently, the main challenge in the field of Hp is that the
antibiotic resistance of Hp is increased, leading to the decreased efficacy of regimens.
The prevalence of Hp primary resistance to clarithromycin, metronidazole, and
levofloxacin is above the alarming level in most areas of the world. Moreover, Hp
was defined as a high-priority bacterium in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priority list of antibiotic-resistant bacteria. Bismuth has several advantages, including
low resistance rate, safe and improving the eradication rate in Hp resistant strains.
Therefore, bismuth-containing quadruple therapy is recommended as the firstline regimens by the international Hp consensus report.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bismuth-containing quadruple therapy in Hp eradication in an
era of increasing antibiotic resistance through reviewing the recently published Hp
consensus report and relevant clinical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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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门 螺 杆 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
感染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癌等疾病
的发生密切相关 [1]。尽管随着卫生经济水平
等条件的改善，部分发达国家的 Hp 感染率
呈现下降趋势，但大部分地区的 Hp 感染率
仍较高。新近荟萃分析表明全球近一半的人
群感染 Hp，部分发展中国家的 Hp 感染率
甚至高达 80.0% 以上 [2-3]。因此，Hp 感染仍
是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当前 Hp 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为 Hp 的
抗生素耐药率逐渐增高导致根除方案的疗效
逐渐下降。全球大部分地区的 Hp 对克拉霉
素、左氧氟沙星、甲硝唑的原发及继发性耐
药 率 均 已 超 警戒线（15.0%）[4]。2018 年，
WHO 刊文列出了当前最需要新抗生素的 12
种细菌和细菌家族清单，并分为 3 个等级
（极为重要、十分重要及中等重要），耐克
拉霉素的 Hp 位列第 2 等级 [5]，凸显当前 Hp
耐药形势严峻。在抗生素高耐药时代，传统
三联疗法（两种抗生素 +PPI 的组合）的疗
效已低于 80.0%[6]。根据国际权威 Hp 专家
Graham 教授提出的根除方案疗效判断卡，
三联疗法已不可接受 [7]。铋剂四联方案在传
统三联方案的基础上添加了铋剂，该方案因
具有耐药率低、高效、安全等优势，已被国
内外 Hp 共识推荐为高耐药 / 低耐药地区的
一线治疗方案 [8-10]。本文将通过结合国内外
Hp 共识意见及新近发表的临床文章阐述铋
剂四联方案在根除幽门螺杆菌中的应用。

1 国内外Hp共识意见对铋剂四联方案的
推荐
《Hp 感 染 处 理 的 Maastricht-5 共 识》
（ 以 下 简 称 Maastricht-5 共 识） 为 欧 洲 Hp
与微生态学组发起的共有 43 名全球 Hp 专
家参与制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共识 [8]。该
共识提出应根据克拉霉素耐药率的不同选择
一线治疗方案，当克拉霉素低于 15.0%，可
选择克拉霉素三联或者铋剂四联方案。因单
一耐药可影响三联疗法及序贯疗法的疗效，
双重耐药大于 9.0% 或 15.0% 可分别影响杂
合疗法及伴同疗法的疗效。因此，当克拉霉
素耐药率大于 15.0% 的情况下：（1）甲硝
唑耐药率低可选择阿莫西林 - 甲硝唑三联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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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2）克拉霉素与甲硝唑双重耐药率低
于 15.0% 可选择铋剂四联及伴同疗法；（3）
克拉霉素与甲硝唑双重耐药率高于 15.0% 选
择铋剂四联疗法。无论高耐药或者低耐药地
区，Maastricht-5 共识均推荐铋剂四联方案
作为根除 Hp 的一线治疗方案。美国胃肠病
学学会针对 Hp 感染治疗的进展于 2017 年
制定了《美国胃肠病学学会临床指南：Hp
感染的治疗》（以下简称美国 Hp 共识）[9]。
该共识提出应根据两个关键问题（患者是否
有青霉素过敏及大环内酯暴露史）决定一线
Hp 治疗方案：（1）无青霉素过敏及大环内
酯暴露史的情况下推荐铋剂四联、伴同疗法
或阿莫西林 + 克拉霉素三联疗法；（2）无
青霉素过敏但存在大环内酯暴露史的情况下
推荐铋剂四联、左氧氟沙星三联或左氧氟沙
星序贯疗法；（3）存在青霉素过敏但无大
环内酯暴露史的情况下推荐铋剂四联或克拉
霉素 + 甲硝唑三联疗法；（4）存在青霉素
过敏及大环内酯暴露史的情况下推荐铋剂四
联疗法。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否存在青霉
素过敏或大环内酯暴露，铋剂四联方案均被
美国 Hp 共识推荐为一线 Hp 治疗方案。
《第五次全国幽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
报告》（以下简称第五次 Hp 共识）是我国
消化病学和 Hp 研究领域专家共同协商讨论
后制定的共识 [10]。共识的制订借鉴学习了国
际 Hp 共识，并密切结合了我国国情。一项
评价我国近 5 年消化内科临床实践指南或共
识的研究结果显示 48 篇新近发表的指南或
共识中，依据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评价体系仅
有 3 篇获得了高分（>80 分），第五次 Hp
共识位列其中 [11]，体现了该共识的科学性与
严谨性。第五次 Hp 共识共推荐了 7 个不同
抗生素组合的铋剂四联方案作为初治及补救
Hp 治疗的根除方案。7 个方案不分一 / 二线，
尽可能选择敏感抗生素组合（如阿莫西林 +
呋喃唑酮，阿莫西林 + 四环素或四环素 + 呋
喃唑酮）提高首次根除率，治疗失败后的补
救治疗不再选择已经用过的抗生素。

2 铋剂在提高Hp根除率中的作用
铋剂作为药物用于结肠炎、伤口感染
等疾病的治疗已长达 3 个多世纪 [12]。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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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被应用于 Hp 感染的治
疗中，已从最初的单一用药至二联、三联
发展成目前的铋剂四联。铋剂可通过抑制
Hp 的黏附、减低 Hp 的 pH 缓冲能力、降低
Hp 的氧化应激防御能力等不同途径达到根
除 Hp 及降低 Hp 对胃黏膜损伤的作用 [13]，
正因如此，Hp 几乎不对铋剂耐药。尽管铋
剂 为 非 抗 生 素， 但 单 用 铋 剂 的 Hp 根 除 率
可达 7.0%~43.0%，甚至高于单用阿莫西林
（0.0%~10.0%） 或 甲 硝 唑（0.0%~10.0%）
的 Hp 根除率。铋剂联合阿莫西林的二联疗
法的根除率平均为 44.0% [14]。而铋剂联合阿
莫西林、甲硝唑的三联组合可进一步提高 Hp
根除率至 73.0%[15]。因质子泵抑制剂（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 可 提 高 胃 内 pH， 进 而
促进 Hp 的存活及增殖。当胃内 pH>5.0 时，
阿莫西林及克拉霉素等 pH 相关抗生素的活
性增强，从而更利于杀灭胃内定植的 Hp。
因此，PPI 联合两种抗生素及铋剂形成当前
应用较广的铋剂四联疗法。
对于敏感菌株，不同根除方案（三联
疗 法、 序 贯 疗 法、 伴 同 疗 法、 铋 剂 四 联
等）的疗效并无差异。因此，任何根除方
案根除率的提高都主要来源于耐药菌株中
根除率的提高。铋剂在根除方案中的作用
主 要 体 现 在 可 提 高 耐 药 菌 株 30.0%~40.0%
的 根 除 率 [16]。 例 如， 某 一 地 区 的 克 拉 霉
素的耐药率为 20.0%，敏感菌株的三联疗
法的根除率为 95.0%，耐药菌株的根除率
为 30.0%，则预期的三联疗法的总体根除
率 =（80.0%×95.0%）+（20.0%×30.0%）
=82%，而预期的铋剂四联疗法的总体根除
率 =（80.0%×95.0%）+（20.0%×70.0%）
=90.0%。 根 据 当 前 提 出 的 评 价 Hp 根 除 方
案 的 疗 效 卡， 根 除 率（ 意 向 性 分 析） 为
≥ 95.0%、90.0%~94.0%、85.0%~89.0%、
81.0%~84.0%、≤ 80.0% 时分别被评定为 A
（优秀）、B（好）、C（可接受）、D（差）、
F（不可接受）[7]。铋剂联合三联疗法可将总
体根除率提高近 10.0%，根除方案的评价等
级由 D/F 提升至 A/B。

3 新近发表的铋剂四联方案研究
尽管铋剂四联疗法已受到国际共识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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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推荐，但研究者仍在进一步探讨铋剂四联
中的不同抗生素组合、用药剂量及用药频率
等对 Hp 根除率的影响。2013 年，欧洲 Hp
及微生态学组发起了一项建立多中心（共有
27 个国家参与）Hp 数据库的计划，将记录
临床实践中 Hp 阳性患者的诊断、治疗及随
访等信息，此计划将持续十年以上 [17]。Hp
数据库的建立可提供来自于每天临床实践中
的 Hp 感染诊治的数据，研究者通过定期分
析数据库中不同根除方案的疗效及时调整当
地的经验性治疗方案。2019 年，欧洲 Hp 及
微生态学组回顾性分析了该数据库中阿莫西
林 + 克拉霉素铋剂四联疗法的疗效，结果显
示 1 141 名患者接受了 10 天或 14 天的铋剂
四联疗法，总体根除率达 88.0%（Intentionto-treat，ITT） 及 94.0%（Per protocol，
PP），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36.0%，无严重不
良反应发生 [18]。我们团队同样分析了来自于
真实世界的铋剂四联方案的疗效及安全性。
共有 475 例及 105 例 Hp 阳性患者分别接受
了 10 天及 14 天的铋剂四联疗法。根据 PP
分析结果，10 天及 14 天的铋剂四联方案的
根除率分别为 93.7% 及 98.2%，14 天方案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 10 天（17.4% vs 6.1%）[19]。
以上两项来自于临床实践中的研究均证实了
铋剂四联方案的高效、安全。而来自于西班
牙 [20] 及意大利 [21] 的研究则分析了三合一胶
囊（铋剂、四环素、甲硝唑）联合 PPI 的疗
效及不良反应，两项研究的根除率分别高达
96.2% 及 96.6%（PP 分析），与此同时，不
良反应的发生率较高（46.0%）。
多西环素属于四环素类抗生素，具有
抗菌能力强、半衰期时间长、不良反应发
生率小等优势。Yang 等 [22] 探讨了阿莫西林
（1.0g bid）+ 多西环素（100.0mg bid）的抗
生素组合在铋剂四联中的疗效及不良反应
发生率。共有 118 例 Hp 阳性患者接受了 14
天的铋剂四联疗法，根据 ITT 分析及 PP 分
析的根除率分别为 89.8% 及 93.8%，不良反
应的发生率仅为 6.8%。克拉霉素为 Hp 根除
方案中常用的抗生素，国内外共识推荐的剂
量为 500.0mg bid。但克拉霉素的耐药为“全
或无”，且新近发表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标
准剂量及一半剂量的克拉霉素三联疗法效果
http://www.jnew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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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 [23]。Chen [24] 进一步探讨了在我国人群
中应用一半及标准剂量的克拉霉素铋剂四联
方案的疗效、不良反应及经济效益比优势
的差别。共有 210 例患者纳入此项研究并分
别接受 14 天的不同剂量克拉霉素（250.0mg
或 500.0mg bid）铋剂四联方案。根据 ITT 及
PP 分析，两组间的根除率无差异 （ITT：
86.7% vs 86.7%，PP：91.0% vs 91.9%），
但一半剂量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正常剂
量组 （34.3% vs 55.2%），且医疗费用少，
具有经济效益比优势。而 Yi 等 [25] 探讨了我
国人群中 14 天阿莫西林 + 呋喃唑酮组合与
阿莫西林 + 克拉霉素组合的铋剂四联方案
的疗效、不良反应及经济效益比优势的差
异。根据 ITT 分析及 PP 分析，呋喃唑酮铋
剂四联方案的疗效优于克拉霉素铋剂四联
方 案（ITT：90.2% vs 86.0%，PP：93.3% vs
87.9%），且花费显著低于后者（495.5 RMB
vs 632.6 RMB），具有经济效益比优势。
患者的依从性在提高根除方案的疗效中
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Zuo 等 [26] 设
计了一项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探讨是否可通
过发短信的方式指导患者正确的服用药物，
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使 Hp 根除率提高。
共有 310 例患者纳入研究并随机分为两组

（短信告知 + 铋剂四联组及铋剂四联组）。
与对照组相比，短信告知组可提高 <40 岁
以下年龄段人群的 Hp 根除率（PP 分析：
88.6% vs 71.2%）。而在 41-60 岁及 60 岁以
上亚组中短信告知组与对照组的根除率并无
差异。此项研究提示发短信的方式可能通过
提高年轻人服药期间的依从性，从而提高
Hp 根除率。

4 总结及展望
当前 Hp 感染耐药形势严峻，导致根除
方案的疗效受影响，而铋剂可通过多途径根
除 Hp 并可额外提高耐药菌株中的根除率。
因此，高效、安全的铋剂四联疗法受到国内
外共识的一致推荐，作为高耐药 / 低耐药地
区的一线治疗方案。铋剂四联方案中的抗生
素组合应尽量选择两两敏感抗生素，提高首
次 Hp 根除率，减少不必要抗生素的使用及
继发性耐药的产生。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
的耐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断的变迁，我们
可通过建立 Hp 感染患者数据库等方式及时、
有效的记录及更新临床实践中的 Hp 诊治信
息，定期地分析当地的耐药数据信息及根
除方案的疗效变化，及时地调整经验性治
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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