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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p阳性胃溃疡患者Hp根除前后的肠道菌群特征研究
鲁艳妮，周清文

长安医院消化内科，陕西 西安 710016

【摘要】 目的 分析幽门螺杆菌(Hp)阳性胃溃疡患者Hp根除前后的肠道菌群特征。方法 选取2018年4月
至 2020年 3月长安医院收治的 122例Hp阳性胃溃疡患者，采用含铋四联疗法根除Hp，统计Hp根除率和溃疡

愈合情况，通过实时荧光定量 PCR (RT-qPCR)计算HP根除前后肠道菌群拷贝数，检测并分析肠道菌群分布

特征。结果 治疗结束后共 112例显示Hp阴性，10例显示Hp阳性，根除率达 91.80%；胃溃疡愈合 117例，分

别为H1期 18例，H2期 32例，S1期 59例，S2期8例，愈合率达95.90%。治疗结束后4周各菌群数量比治疗前无明显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治疗前比较，治疗结束后患者的大肠埃希菌属、粪肠球菌数量升高，长双歧杆

菌、脆弱拟杆菌数量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嗜酸乳酸菌数量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治疗结束时比较，治疗结束后4周患者的大肠埃希菌、粪肠球菌数量降低，长双歧杆菌、脆弱拟杆菌数量升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嗜酸乳酸菌数量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Hp根除治

疗会改变Hp阳性胃溃疡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治疗结束后4周肠道菌群恢复到治疗前水平。

【关键词】 幽门螺杆菌；阳性；胃溃疡；肠道菌群；肠道微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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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with Hp positive gastric ulcer before and after Hp
eradication. LU Yan-ni. ZHOU Qing-wen.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 Chang'an Hospital, Xi'an 710016, Shaanxi,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stinal flora in patient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Hp)-positive gastric ulcer before and after Hp eradication.Methods A total of 122 patients with Hp-positive gastric ul-
cers who admitted to Chang'an Hospital from April 2018 to March 2020 were selected. The bismuth-containing quadru-
ple therapy was used to eradicate Hp. HP eradication rate and ulcer healing were recorded. The copy number of intestinal
flora before and after HP eradication was calculated by real-time fluorescence quantitative PCR (RT-qPCR), and the dis-
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testinal flora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a total of 112 cases
showed Hp negative, and 10 cases showed Hp positive, with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91.80%. A total of 117 cases of gas-
tric ulcer healed 18 cases in H1 stage, 32 cases in H2 stage, 59 cases in S1 stage, 8 cases in S2 stage, and the healing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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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幽门螺旋杆菌(H. pylori，Hp)属于革兰氏阴性

菌，耐酸属性使其成为胃内优势菌种，定植于胃黏膜

上皮，分泌多种毒素，引起胃部损伤[1]。据统计，全球

约超过50%的人感染Hp，国内有 19个省市人群HP感

染率超过 50% [2-3]。Hp引起的胃溃疡无法自愈，严重

者会引起胃出血，甚至发生胃癌，因此Hp的根除治疗

在胃肠疾病中至关重要[3]。人体肠道内有10万亿个细

菌与人类共生，它们可以利用蛋白质残渣合成人体必

需氨基酸，参与糖脂代谢，在控制体重、提高消化能

力、抵御感染、促进微量元素吸收等方面有着重要作

用[4]。人体肠道内微生物之间互相制约，相互依存，在

人体内形成一种复杂的生态平衡[5]。有研究表明在根

除Hp治疗过程中，会改变口腔及胃肠道菌群组成，并

提高耐药菌定植于肠道的概率，患者肠道微生态受到

长时间影响后可能需要 4年时间才能恢复到正常水

平 [6]。目前关于Hp阳性染胃溃疡患者肠道菌群分布

特征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检测Hp阳性胃溃疡患者

肠道菌群分布，进一步阐述患者治疗前后肠道微生态

环境的变化，为临床Hp感染胃溃疡治疗奠定基础。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8年 4月至 2020年 3月
长安医院收治的 122例Hp阳性胃溃疡患者为研究对

象。纳入标准：①胃镜检查显示明显溃疡病灶伴随黏

膜水肿及皱襞不集中，符合《胃肠道疾病内镜诊断与

治疗学》[7]中胃溃疡诊断标准；②符合《第五次全国幽

门螺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8]，通过胃黏膜活检后组

织切片染色及 14C尿素呼气试验判断Hp阳性；③患者

免疫系统正常，可以耐受Hp根除治疗；④ 1个月内未

服用抗生素、质子泵抑制剂(PPI)、益生菌等影响肠道微

生物分布的药物者。排除标准：①既往抗生素药物过

敏者；②合并患有其他胃肠功能疾病，需要进行胃部手

术者；③严重内部感染，寄生虫感染者；④肝肾功能不全

者；⑤妊娠及哺乳期妇女；⑥无法完成治疗后随访者。

122例患者中男性 58例，女性 64例；年龄48~60岁，平

均(48.63±12.24)岁。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

过，患者均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胃镜检查及胃黏膜取样 患者提前禁食

12 h，检查前喉咙部局部麻醉，选取左卧位，患者检查

过程中检查过程中保持深呼吸，切勿咬胃管。通过活

检钳钳取 5块胃黏膜组织用于切片检查，分别取自如

下位置：2块来自胃窦，2块来自胃体，1块取于胃角。

所有取样标记部位后液氮冻存，用于Hp阳性检查。

1.3 HP治疗方法 参照《消化内科疾病诊疗指

南》[9]给予质子泵抑制剂、胃黏膜保护剂等常规治疗，

并进行含铋四联疗法(艾司奥美拉唑镁肠溶片 20 mg
(江苏济川药业有限公司)，1粒/次，2次/d，早晚餐前半

小时口服；胶体果胶铋胶囊 200 mg (浙江得恩德制药

有限公司)，1粒/次，3次/d；阿莫西林胶囊1 000 mg (深
圳高卓药业有限公司)，1粒/次，2次/d，早晚餐后口服；

克拉霉素缓释胶囊500 mg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2次/d，早晚餐后口服。14 d为一个疗程，治疗Hp
感染胃溃疡，及时记录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不良反

应。治疗结束及结束后4周胃黏膜切片病理学检查显

示阴性并且 14C尿素呼气试验结果<100 (dmp/mmol)，
即判定Hp根除。

1.4 胃溃疡愈合判断 治疗前后取患者胃黏膜

判定溃疡病理分期[7]：胃溃疡疾病进程主要分为A期

(溃疡活动期)、H期 (黏膜愈合期)和 S期(溃疡瘢痕

期)。A期分为A1期和A2期，A1期主要表现黏膜高度

水肿，底部有黄色和白色的浓苔；A2期溃疡有愈合趋

势，溃疡的周围出现红晕，黄白苔开始减少。H期分为

H1期和H2期，H1期黏膜开始愈合，溃疡缩小，再生上皮

形成的红晕向溃疡面聚集；H2期，黏膜愈合期的再生

上皮将溃疡的底部被再生上皮完全覆盖，溃疡已经到

达愈合期。S期分为S1期和S2期，S1期主要是指的是

溃疡愈合后形成红色的瘢痕；S2期指红色瘢痕消退，变

成白色瘢痕期，溃疡完全愈合。胃镜结果显示溃疡处

于H1~S2期，即判定溃疡愈合。

1.5 粪便检查及肠道微生物DNA提取 于Hp
根除前 1 d、治疗结束后 1 d、治疗结束后 4周分别采

集患者新鲜粪便 10 g混合于 0.9%生理盐水 10 mL，
1 200 r/min 5 min离心3次，去除粗颗粒，收集上清后，

was 95.90%.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bacteria groups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treatment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number of Escherichia coli and Enterococcus faecalis
increased, and the number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and Bacteroides fragilis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P<0.05); bu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number of acidophilus lactic acid bacteria
(P>0.05). Compared with the end of treatment, the numbers of Escherichia coli and Enterococcus faecalis decreased, while
the numbers of Bifidobacterium longum and Bacteroides fragilis increased in the patients 4 weeks after the end of treat-
ment,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number of acid
lactic acid bacteria (P>0.05). Conclusion Hp eradication treatment can change the diversity of intestinal flora in pa-
tients with Hp-positive gastric ulcer, and the intestinal flora will return to the level before treatment at 4 weeks after
treatment.

【Key words】 Helicobacter pylori; Positive; Gastric ulcer; Intestinal flora;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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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00 r/min离心 3 min，取沉淀悬浮于缓冲液中，用于

微生物DNA提取。取 200 μL菌体样品，加入 1 mL抑

制剂，涡旋混合后 70℃加热，12 000 r/min离心 3 min
取上清，加入蛋白酶K，整个操作过程按照QIAamp
DNA Stool Mini Kit试剂盒(德国QIAGEN公司)说明

书，提取样本细菌基因组并检测DNA含量。

1.6 肠道菌群鉴定与分布 进行聚合酶链式反

应(PCR)后，进行琼脂糖凝胶电泳分析PCR条带，根据

是否存在非特异性扩增判断不同菌群引物特异性好

坏，以用于后续荧光定量PCR (RT-qPCR)扩增。遵照

RT-qPCR试剂盒(北京天根生物有限公司)说明进行操

作，根据公式 copies/µL=(6.02×1014×质粒浓度 ng/µL)/
(质粒分子量×660)计算标准品质粒拷贝数，将质粒标

准品连续稀释 10倍，分别以 101~109为质粒模板进行

RT-qPCR，构建标准曲线。反应体系：SYBR Premix
Ex Taq 10 μL，10 μmol/L上下游引物各1 μL，DNA5 μL，
ddH2O 3 μL。反应条件：95℃ 8 min；95℃变性10 s，58℃
退火 30 s，72 ℃延伸 45 s，重复 50个循环。待测样本

微生物DNA反应体系与反应条件与上述相同，根据标

准曲线计算每个样本拷贝数，上下游引物序列见表1。

1.7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统计学软件分

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均以均数±标准差

(x-±s)描述，两两样本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非正态

分布数据以四分位数间距M(P25，P75)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组内两两比较采用 Z检

验；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Hp根除及溃疡愈合情况 根据Hp感染和根

除诊断标准，治疗结束后共 112例显示Hp阴性，10例
显示Hp阳性，根除率达91.80%。胃镜结果显示，治疗

前A1期 105例，A2期 17例；治疗后符合胃溃疡愈合判

断标准的共 117例，分别为：H1期 18例，H2期 32例，S1

期59例，S2期8例，溃疡愈合率达95.90%；治疗后未达

愈合标准的共 5例，均为A2期。治疗过程中 6例患者

出现轻度腹泻及恶心，均可耐受并自行缓解。

2.2 Hp根除前后胃溃疡患者肠道菌群特征 与

治疗前比较，治疗结束时大肠埃希菌属、粪肠球菌数

量均升高，长双歧杆菌、脆弱拟杆菌数量均降低，差异

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嗜酸乳酸菌数量无明显

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结束后 4周各

菌群数量无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与治疗结束时比较，治疗结束后4周大肠埃希菌、粪肠

球菌数量均降低，长双歧杆菌、脆弱拟杆菌数量均升

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嗜酸乳酸菌数量无

明显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和图1。
表2 Hp阳性胃溃疡患者Hp根除前后肠道菌群特征(log copies/g，n=112)

肠道菌群

大肠埃希菌属

长双歧杆菌

嗜酸乳酸菌

脆弱拟杆菌

粪肠球菌

U值

P值

治疗前

5.76 (2.15，9.74)
4.48 (2.83，6.02)
4.12 (1.97，6.28)
8.19 (4.27，11.57)
3.87 (1.92，5.39)
1.137
0.091

治疗结束

6.35 (2.98，9.19)a

2.80 (1.35，4.25)a

4.07 (2.03，6.17)
6.33 (3.24，9.55)a

4.55 (2.37，6.84)a

5.363
0.004

治疗结束后4周
5.69 (3.05，7.27)b

4.45 (1.66，6.32)b

4.09 (2.11，6.25)
8.12 (5.18，9.46)b

3.81 (2.28，6.79)b

3.219
0.038

注：与治疗前比较，aP<0.05；与治疗结束比较，bP<0.05。

图1 Hp阳性胃溃疡患者Hp根除前后肠道菌群比较

注：aP<0.05。

表1 引物序列

肠道菌群

大肠埃希菌

长双歧杆菌

嗜酸乳酸菌

脆弱拟杆菌

粪肠球菌

引物序列

F:5'-GACCAGCAATGTGACTCGC-3'
R:5'-CATGGAACGCCTTTGAGTG-3'
F:5'-CTACGCCTGAGCTTATGTC-3'
R:5'-ACGCACTCAATATGTCTCATG-3'
F:5'-CTCTCAATGCTTCTCGAATGA-3'
R:5'-TATGGCTTAGCTTCGATTCGC-3'
F:5'-CATCAACTATGAGGCTGGA-3'
R:5'-TATCGAAGGCATTCGCGGA-3'
F:5'-ATGTCCATTCATCCCGTAGGC-3'
R:5'-TTTCGCATAACTGCGCTACG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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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研究表明，Hp是胃溃疡患者的主要致病因素，Hp
不仅损伤胃黏膜，还会促进胃酸分泌，进一步加重胃

溃疡[10]。人体肠道微生态环境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

在免疫调节、促进发育、抵抗病原侵袭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11]。有研究报道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等可以合

成人体生长发育必须的B族维生素、烟酸等[12]。此外，

肠道菌群可以利用宿主体内营养物质合成神经递质、

氨基酸等化合物，对机体发出调节信号[13]。研究表明

肠道菌群参与多种胃肠疾病的发生发展，如萎缩性胃

炎、抵抗性腹泻、结肠癌等，在机体消化系统疾病中起

重要作用[14]。

治疗后 112例显示Hp阴性，根除率达 91.80%；胃

溃疡愈合117例，溃疡愈合率达95.90%，溃疡愈合分期

如下：H1期18例，H2期32例，S1期59例，S2期8例，治疗

过程中出现的轻度不良反应包括腹泻及恶心，均可自

行缓解。提示四联法治疗可以有效安全地根除Hp，并
帮助患者愈合溃疡伤口。目前在根除Hp治疗方案

中，质子泵抑制剂(PPI)和铋剂联合两种抗生素为首选

治疗方法，铋剂协同PPI减少胃酸分泌，防止溃疡面进

一步扩大，抗生素抑菌消炎促进伤口愈合[15]。治疗结

束时大肠埃希菌属、粪肠球菌数量均比治疗前升高，

长双歧杆菌、脆弱拟杆菌数量比治疗前降低，嗜酸乳

酸菌数量无明显变化；治疗结束后4周大肠埃希菌、粪

肠球菌数量均比治疗结束时降低，长双歧杆菌、脆弱

拟杆菌数量均比治疗结束时升高，嗜酸乳酸菌数量无

明显变化；治疗结束后 4周各菌群数量相比治疗前无

明显变化。提示Hp根除治疗后对肠道菌群多样性产

生影响，引起肠道微生态环境失衡，停药4周后肠道菌

群分布开始恢复。研究表明，在Hp根除治疗过程中，

患者常出现恶心，腹泻等胃肠功能失调症状，PPI在减

少胃酸分泌的同时会影响胃酸抑制细菌的能力，导

致外来细菌更易侵入机体，从而改变肠道微生态环

境 [16]。有研究报道，抗生素药物的使用会影响有益菌

的定植和生长，引起细菌耐药性，改变肠道优势菌群

种类和数量，导致肠道微生态发生变化，引起患者胃

肠功能紊乱 [17-18]。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Hp根除率

较高，但治疗结束后肠道菌群数量发生变化，肠道微

生物定植力受到一定影响，治疗结束后 4周肠道菌群

有一定恢复趋势。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检测治疗前后肠道菌群分

布反映Hp阳性胃溃疡患者肠道微生态变化，为临床

治疗Hp感染胃溃疡提供更多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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