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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小儿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
病的疗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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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评价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小儿幽门螺杆菌相关性胃病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中国知网、维普、万方、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9 年 4 月。按照纳入、排除标准选择文献、提取资料和进行质量评价后，采用 RevMan 5.3.5 软件进行 Meta
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 7 个随机对照试验，共计 684 例，试验组为半夏泻心汤加减联合西药，对照组单

用西药治疗。纳入文献均以临床症状改善、Hp 根除率、不良反应等作为评价指标；Meta 分析显示：半夏泻心

汤联合西药治疗小儿 Hp 相关性胃病在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面优于单用西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4.75，
95% CI（2.36，9.55），P＜0.0001］、
［OR=2.80，95% CI（1.90，4.13），P＜0.00001］，与对照组相比，半夏泻心汤联
合西药可提高患儿 Hp 根除率［OR=2.21，95% CI（1.04，4.72），P=0.04］。结论

与单用西药相比，联合口服半

夏泻心汤加减能缓解患儿腹痛（胀）、恶心、呕吐等消化道症状，提高临床疗效；且该方有一定的抑杀 Hp 的作

用，联合使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Hp 的根除率，但与成人中西药联合治疗，既可增强西药对 Hp 的根除率，
又能减少西药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且能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的结论有一定的出入。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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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 门 螺 杆 菌（Helicobator Pylori，Hp）是 一 种 定 植

于胃黏膜上皮细胞的需氧的革兰阴性杆菌，人群普遍
[1]

易感，而儿童是最高危人群 ，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儿童
期 感 染 率 高 达 八 成 以 上 。 中 国 儿 童 Hp 感 染 率 为
[2]

25%-64.39% ，并呈小幅度递增趋势。有研究表明，
[3]

Hp 感染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再发性腹痛、胃癌及
［4-5］

胃黏膜相关性淋巴组织淋巴瘤等疾病

密切相关，并

可导致多种胃肠外疾患。成人 Hp 相关性消化系统疾

文献标识码: A

疾病发病率的关键[2]。目前，国际指南和共识中推荐
有根除指征的患儿,采用质子泵抑制剂联合 2 种抗生

素的三联或四联疗法进行 Hp 根除治疗，但由于儿童
用药的特殊性及西药的不良反应、耐药等问题，大大

降低了患儿及家长的依存性及 Hp 的根除率。寻找 Hp
根除率高、安全性大、复发率低、服药时间短而有效的
小儿 Hp 根治方案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Hp 感染相关性疾病归属于中医“胃胀”
“胃痛”
“痞

病的发生与儿童时期感染 Hp 密切相关，临床研究显

满”等范畴[4],小儿“脾常不足”加上喂养不当，易损伤脾

感染后很少被自然清除，对患儿的免疫与生长发育均

而入，加重脾胃损伤，脾胃虚弱与外感 Hp 相合，湿热

示，三分之二的成年人在 10 岁之前就感染了 Hp[6]，且
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儿童时期开始对 Hp 感
[7]

染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防治结合是减少和降低相关

胃，脾胃虚弱，纳运失职，湿热内生；素体脾虚，Hp 乘虚

内蕴、气机不畅、血行瘀滞终呈湿热、气滞、血瘀等病

理状态，如此反复，故临床上 Hp 感染所致的小儿脾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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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以湿热证最为常见[8]，治以清热化湿、和胃健脾、
[9]

行气止痛，方多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刘余 、门凯龙

[10]

等通过对国内外发表的半夏泻心汤治疗成人 Hp 相关

献；④数据报告不全或不可信。
1.2

文献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 Cochrane Library、PubMed、中国知网、

性胃炎的文献进行系统评价得出，该方治疗 Hp 相关

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搜集各数据库自建

原始研究的影响，此结论仍需更多随机试验研究加以

门螺杆菌相关性疾病的随机对照试验文献，同时参考

性胃炎的临床疗效，比单独服用西药效果更佳，但受
验证。目前，尚缺乏对该方治疗小儿 Hp 相关性胃病
的系统评价，故本研究通过采用 Meta 分析的方法，评

价此方与以抗生素为主的三联、四联疗法比较的疗效
与安全性，以期为中医药辨证论治小儿 Hp 相关性疾

病提供循证依据，并为抗 Hp 的食疗方的开发提供科
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纳入和排除标准

1.1.1

研究类型
临床随机对照试验（RCT），无论是否采用盲法，文

献为中文、英文。
1.1.2

研究对象
本研究经 13、14C 呼气试验阳性和或胃黏膜组织

切片染色、快速尿素酶试验阳性确定幽门螺杆菌感染
的儿童（0-14 岁），性别不限，临床表现为反复腹痛、恶
心、呕吐、腹胀、嗳气、纳差等。
1.1.3

干预措施
本研究干预措施
干预措施：
：实验组为半夏泻心汤加减或联

合常规西药，对照组采用常规西药治疗，如三联疗法
或四联疗法。
1.1.4

结局指标
结局指标：
结局指标
：①总体疗效：痊愈为症状积分为 0，或

伴血清 Hp 转阴，胃镜或钡餐检查显示炎症消失或明

显好转。显效：症状积分为 1-2 分，伴或不伴血清 Hp

转阴，胃镜或钡餐检查显示基本消失或好转。有效：
症状积分 3-4 分，伴或不伴血清 Hp 转阴，胃镜或钡餐

库以来至 2019 年 4 月发表的半夏泻心汤治疗儿童幽
纳入文献的参考文献，以扩充文献量。中文检索词包

括：半夏泻心汤、幽门螺杆菌（胃幽门螺旋杆菌、HP、

Hp）；英 文 检 索 词 包 括“banxia xiexin decoction”

“Helicobacter pylori”等。以 PubMed 为例，其具体检索
策略见框 1。
1.3

框 1 PubMed 检索策略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由 2 名研究者独立筛选已确定研究的标题和摘

要，阅读全文后确定纳入文献，如遇分歧，由第三位研
究者协商解决；提取纳入文献研究的基本情况、样本

量、研究设计、干预措施、主要结局指标及测量值等相
关数据。如遇不确定数据，通过 Email、电话联系原始
研究作者获取。
1.4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
由 2 名研究者参照 Cochrane 系统评价员手册 5.1.0

推荐的 RCT 偏倚风险评价工具，对纳入研究随机对照
试验方法学质量进行评估，如是否考虑分配隐藏、是

否采用盲法、是否存在不完整结果数据、是否选择性
报告和其他因素等。
“ 是”表明存在偏倚风险低，
“ 否”
表明偏倚风险高，
“不清楚”表明偏倚风险不确定。
1.5

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 RevMan 5.3.5 软件对提取的数据进行

Meta 分析。计算资料采用均数差（MD）及其 95%CI，
二 分 类 变 量 结 果 采 用 比 值 比（OR）及 其 95% 可 信 区
间。采用 X2 检验分析纳入研究间的统计学异质性，同

质性好的研究（P＞0.10，I2＜50%）Meta 分析采用固定

效应模型；如有异质性（P≤0.10）先分析异质性来源，

检查显示炎症大部分消失。无效：症状积分 5-6 分，血

必要时进行亚组分析合并统计量，若各研究间无明显

重；临床症状评分，参考《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释结果和可能导致此结果出现的原因。不能进行

清 Hp 未转阴，胃镜或钡餐检查显示炎症未消失或加

临床异质性，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分析，谨慎解

则》
（2002 年 5 月第一版）。②Hp 感染情况。③药物副

Meta 分析的纳入数据则进行描述性分析。

作用等。
1.1.5

排除标准

本研究排除标准：
本研究排除标准
：①综述、无 Hp 感染的相关性消

化系统疾病；②中、英文文献以外文献；③重复发表文
2

2
2.1

结果
文献检索结果

本研究共检出 537 篇文献，通过阅读题目、摘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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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最后纳入 7 篇
RCTs

[9-15]

，均为中文文献，共计 684 例幽门螺杆菌感染

图1

2.2

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表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表：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表
：本研究纳入的 7

是否采用盲法，无失访的研究报告，无选择性的报告
[11-17]

篇文献

中，样本量在 60-120 之间，患儿平均年龄在 2-14 岁之

间，治疗疗程为 28 天左右，单个研究内试验组与对照
组患儿在年龄、性别、疗程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11]

义；干预措施方面仅一篇文献 单用半夏泻心汤加减
治疗，其余均为半夏泻心汤联合西药治疗，表 1 总结归
纳了每个研究的特点。
2.3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本研究纳入的 7 个研究中，1 篇 文献用的是随机
[11]

数字表，2 篇

[12,16]

文献用的是随机排列表和简单随机，

其余 4 篇仅有随机字样，未报告具体的随机方法，1 篇
[16]

患儿，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见图 1。

文献 报告了单盲（具体不详），其余未提及分配隐藏、

跟其他的偏倚风险来源，具体质量评价结果见图 2。
2.4

2.4.1

Meta 分析结果
临床有效率

6

[11,13-17]

篇文献对临床有效率进行了评价，其中 1

篇 是单用半夏泻心汤与西药对比，564 例患儿，Meta
[11]

分析结果显示，西药配合半夏泻心汤能改善患儿的消
化道症状[OR=4.75，95%CI（2.36，9.55），P＜0.0001]，临
床疗效优于单用西药，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图 3）。
2.4.2

临床治愈率

6 篇[11,13-17] 文献对临床治愈即症状消失或评分为

0，胃镜或钡餐检查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与西药组相
比，联合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治愈临床症状，胃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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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例数

纳入
研究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表
干预措施

年龄

性别

样本量（T/

（T/C，
，岁）

（男/女
女）

C）
）

廖银珠 2016[11] 9.1±2.34/8.87±2.13 16/14 17/13
闰武杰 2014[12] 10.0±2.7/10.2±2.6

60(30/30)

中西医组（T）
）
半夏泻心汤加减

6.0±3.2/5.5±3.4

22/20 19/17

84(42/42)

半夏泻心汤加减+羟氨

胡勤 2008[14]

4.6±0.8/6.1±1.2

43/51 22/27 140(70/70)

半夏泻心汤加减+羟氨

向荣梅 2015[15] 5.0±2.4/6.8±2.5

31/29 30/30 120(60/60)

半夏泻心汤加减+对照

张俊绮 2018[16] 5-12

——

5.4±1.2/5.6±1.2

三联疗法（奥美拉唑、阿莫西林、克拉

①②③

28d

②③

28d

氨苄青霉素+洛赛克

①②③

30d

氨苄青霉素+洛赛克

①②③

30d

阿莫西林、奥美拉唑

①②④④

30d

①③④

28d

①②

——

霉素）

半夏泻心汤加减+对照 四联疗法（阿莫西林、克拉霉素、胶体
组

——

60(30/30)

28/22 30/20 100（50/50）

苄青霉素+洛赛克
苄青霉素+洛赛克+
组+

次枸橼酸铋、奥美拉唑）+培菲康

半夏泻心汤加减+三联 三联疗法（奥美拉唑、克拉霉素、阿莫
疗法

西林）

半夏泻心汤加减+三联 三联疗法（泮托拉错、克拉霉素、阿莫
疗法

疗程

指标

39/21 40/20 120(60/60)

范辉 2014[13]

张津 2015[17]

结局
西医组(C)
西医组

西林）

注：T/C：
：试验组
试验组/对照组
对照组；
；①临床疗效
临床疗效；
；②幽门螺杆菌转阴情况
幽门螺杆菌转阴情况；
；③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
；④其他指标

图2

图3

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和方法学质量评价结果

半夏泻心汤+西药 vs 西药症状改善有效率

示炎症消失或好转明显等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
=2.80，95%CI（1.90，4.13），P＜0.00001]（见图 4）。
2.4.3

Hp 根除率

本研究共纳入 6 个研究

[11-15,17]

，异质性分析显示[P=

型进行分析，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半夏

泻 心 汤 联 合 西 药 可 提 高 患 儿 Hp 根 除 率 [OR=2.21，
95%CI（1.04，4.72），P=0.04] 见 图 5，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义。

0.005，I =70%]因研究异质性较大，故采用随机效应模
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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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2.4.4

半夏泻心汤+西药 vs 西药治愈率

半夏泻心汤+西药 vs 西药 Hp 根除率

安全性评价
药物不良反应是小儿使用中药时的一个关键问

题 ，此次研究中仅 3 篇

[12,15-16]

文献报道了患儿出现口

苦、腹泻(痛)、头晕、轻度恶心、便秘等不良反应，其他

研究均未提及。26 例患儿中观察组 11 例，对照组 15
例，[OR=0.71，95% CI（0.31，1.61），P=0.41]，差异无统

童 Hp 感染诊治指南和共识中提到[18]，原则上不推荐在
儿童中实施 Hp 的检测和治疗，仅对消化性溃疡、排除

其 他 原 因 的 顽 固 性 缺 铁 性 贫 血（iron deficiency

anemia , IDA）和 慢 性 免 疫 性 血 小 板 紫 癜（idiopathic

thrombocytopenic purpura ,ITP）调查病因的患儿行 Hp
检测和（或）治疗。但在临床实践中，儿科医生和消化

计学意义；但大部分临床医生认为，治疗时加用半夏

科医师会根据临床实际选择性参考指南意见。中医

泻心汤不会增加患儿副反应的发生率，具有较高的安

学认为，小儿脏腑娇嫩、脾常不足，易虚易实的体质特

全性，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3

讨论

点，加上各种诱因，易致脾胃内伤、脾失健运，而 Hp 乘

虚而入，使人致病；Hp 感染后又会进一步加重脾胃损
伤，以致纳运失常、湿热内生、中焦气机不畅、血行瘀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感染，而小

滞，而出现反复发作的腹痛（胀）、恶心、呕吐、纳差、嗳

儿是受 Hp 影响最危险的人群，感染后很难自发清除

气等，对患儿的生存状态及身体健康造成了不良影

而致终身感染。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由于小儿抵抗

响。除了现代医学给与的必要胃黏膜保护剂和饮食

力差、胃黏膜保护屏障弱，加之喂养及生活习惯不当

干预或根除治疗外可应用中医药治疗，而中医药以其

发胃炎、溃疡及其他消化系统疾病，还可能导致患儿

的一种新选择。

易感染 Hp。感染后可成“无症状携带者”，也可能会引

用药灵活、注重整体调节等特点也成为治疗 Hp 感染

出现缺铁性贫血、过敏性紫癜等，虽然发生严重疾病

根据 Hp 的特性及致病特点，中医医家将其归属

的概率较成人低，但因为感染后需根除治疗时可供选
择的药物种类少，不良反应耐受力低等，对儿童的生
长发育和生活质量有一定影响。目前，最新的有关儿

于“湿”
“ 毒”
“ 热”等邪气的范畴，目前，通过调查取证

发现，Hp 感染后所出现的中医证候排在首位的是脾胃
湿热[19]，湿热环境可能为 Hp 的存活、定居和繁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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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客观条件。故临床治疗多以清热化湿、和胃健脾、
行气止痛为主，方多采用半夏泻心汤加减。半夏泻心
汤，寒热错杂、辛开苦降代表方，出自张仲景的《伤寒
论》，由半夏、黄芩、黄连、干姜、人参（儿童用太子参）、
大枣组成，方中姜半夏健脾渗湿、消痞散结，黄芩、黄

现了单用中药与西药治疗的对比研究[29],但因运用的
方剂不同、干预时间（西药治疗前、后或同时治疗）未
说明，文献较少且可信度需要进一步考量和验证，使

得本研究很难得出中药制剂能否作为儿童 Hp 相关性

胃病的常规治疗方式之一还是辅助治疗方式的结论。
本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联合运用

连清热燥湿，干姜温中散邪，并制约黄芩、黄连之苦
寒，太子参补脾益气，甘草调和诸药、缓急止痛，诸药
[20]

合用共凑寒热平调、消痞散结之效；范建华等 筛查发
现黄连、黄柏、黄芩等具有较强的抑菌效果，吴明慧

等 研究发现黄连素、黄芩苷能破坏 Hp 菌株的荚膜阻
[21]

半夏泻心汤能明显缓解患儿腹痛（胀）、恶心、呕吐等

消化道症状，临床疗效明显，且不会增加患儿的不良

反应。单用对 Hp 的根除率与总疗效与三联疗法相
当，症候疗效优于西药，值得临床应用[11]，联合使用时

止其粘附胃粘膜，亦能明显抑制菌株生物膜形成，从

不会增加药物副作用[12]，中药还可以其组方的灵活性

而阻止耐药菌株的产生[22]。现有的中药体外实验、动

针对性的调理患儿脏腑功能，不易出现耐药，不损伤

物实验及成人的临床研究均表明，该方能双向调节胃

脾胃[14-15]，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值得临床进一步

肠功能，具有杀菌、抗炎、保护胃黏膜、增强机体免疫

研究和推广应用。但本研究与成人运用该方联合西

力的作用 ,能有效抑制组织病理部位癌变，显著提高
[11]

胃液胃蛋白酶活性，同时可通过调节 Bax 基因表达，来

抑制感染细胞凋亡，减轻 Hp 对细胞的损害 ，临床可
[23]

用于治疗多种胃肠道疾病[24-27]。

药治疗，既可增强西药对 Hp 的根除率，又能减少西药

的毒副作用和耐药性，还能提高患者治疗的依从性的
结论有一定的出入[9],值得临床进一步探讨和求证。

本系统评价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由于患

通过文献和系统评价，对于小儿 Hp 相关性胃病

儿感染 Hp 后表现的症状不同，归属于不同的消化道

身的生理病理特点，不利于开展相关的研究；另一方

脘痛、腹痛、积滞、痞证、恶食等），故各研究观察的侧

的临床及实验研究相对较少，一方面可能因为小儿自

面可能与 2015 年达成的儿童幽门螺杆菌感染诊治共
识“Hp 感染根除治疗适应症之监护人、年长儿童强烈
[28]

要求治疗” 有关。亦有人认为，早期发现并控制儿童
时期 Hp 感染是全球公共卫生事业的严峻挑战 ，随着
[2]

Hp 根除难度越来越大，儿童作为特殊感染群体在用药
选择及不良反应方面的特殊性和局限性，迫切需要适

宜的治疗方案来提高 Hp 根除率，因此，三联、四联疗
法配合微生态制剂或中药制剂等方式应际而生，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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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Evaluation of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Associated Gastric Diseases in
Children

Yi Xingqian1 ，Le Yimin2 ，He Ling3 ，Wang Li2 ，Wang Yanping1 ，Chen Xiaofang1＊＊
(1.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04, China；3.Department of
spleen and stomach, affiliated hospita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chang
330019,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ffectivess and safety of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associated gastric diseases in children. Methods

The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CNKI, VIP,

WanFang Data, and CBM databases were searched by computer. The search time was built until April 2019. Metaanalysis was performed using RevMan 5.3.5 software after selecting literature, extracting data, and performing quality
evaluation according to the inclusion exclusion criteria.Results

This study involves 7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with

a total of 684 patien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plus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lone. The inclusion of the literature was based on clinical

symptoms improvement, Hp eradication rate, adverse reactions, etc.; Meta-analysis showed that: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children with Hp infection-related gastric diseas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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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or to Western medicine alone in clinical efficacy and safety.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OR=4.75,
95% CI (2.36, 9.55), P＜0.0001], [OR=2.80, 95% CI (1.90, 4.13), P＜0.00001],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Banxia Xie Xin Decoction combin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can improve Hp eradication rate in children [OR=2.21, 95%
CI (1.04, 4.72), P=0.04].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lone, combined oral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can alleviate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such as abdominal pain (bloating), nausea and vomiting, and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and this side has certain effect of inhibiting Hp. Combined treatment can improve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Hp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the conclusion that combined with adult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not only enhance

the eradication rate of western medicine against Hp, but also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and drug resistance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improve the compliance of patients is somewhat different.

Keywords: Banxia Xiexin Decoction, helicobacter pylori, gastrology, infants,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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