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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体质及其证候分型探讨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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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体质差异，体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的发病及预

后。在体质学说的指导下，对幽门螺旋杆菌感染者进行调理，辨病-辨体论治相结合，发挥中医药在治疗幽
门螺旋杆菌感染中调体防病、调体防变、病后调体的作用，以迎合“4P”医学模式即预防性（Preemptive）、预测
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与参与性（Participatory）医学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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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旋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是一种引

颇体质，增强人体正气，则可抵抗 HP 侵袭，以达到预

消化性溃疡、胃粘膜相关淋巴瘤、胃癌的关键病因之

为再次根除治疗建立夯实基础，以达到既病防变的作

起慢性胃炎的革兰氏阴性菌,也是胃癌前疾病及病变、

防感染作用。同时，对于反复感染的患者，纠正体质，

。幽门螺旋杆菌易在人群中交叉传染且易根治

用，并且中医药在治疗 HP 感染时不仅能有效抑制和

已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外根除 HP 及治疗 HP 相关性

感染所伴发的消化系统等疾病。研究体质与幽门螺

［1-2］

一

失败，感染率居高不下，因此，研究对 HP 的有效治疗

胃炎，通常采用以抗菌、抑制胃酸分泌、保护胃粘膜为

主的三联或四联综合疗法，但是对于预防 HP 感染却

没有特效方案，仅依靠对患者的健康教育进行预防，
尚显不足，并且随着 HP 根除疗法的长期使用，亦出现

杀灭幽门螺旋杆菌，又可保护胃黏膜［4］及兼顾治疗 Hp
旋杆菌感染的关系及其偏颇体质，不仅可在整体上把
握个体的生命特征，而且能够掌握幽门螺旋杆菌感染
性相关疾病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从而对此类疾病
的诊断、治疗、预防、养生和康复等均产生指导意义，

了诸多问题。如传统疗法仅作用于幽门螺旋杆菌本

故仍需共同挖掘中医知识，从根本上解决本病易感

身，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宿主环境，进而导致复发率极

染、易反复、难治疗的现状，以迎合“4P”医学模式即预

高。再者抗生素易对胃肠道产生刺激，滥用亦可对胃
肠道菌群稳态产生消极影响［3］，甚至出现严重的抗生
素耐药现象及再感染等问题，这些因素致使 Hp 的根

防 性 (Preemptive)、预 测 性 (Predictive)、个 体 化

(Personalized)与参与性(Participatory)医学模式的发展。
本研究对中医药预防调节易感 HP 偏颇体质，且

除率下降，继则导致其治疗弊端逐渐显现。根除 HP

辨证论治已感染 HP 患者的经验方法进行综述，以期

疾病个性化诊疗的前提，通过体质调理可进行疾病的

感染中形成一套切实可行有效的方案，并通过汇总中

从源头抓起，已然迫在眉睫。中医的体质特征是实现
预防。中医药治疗从易感 HP 偏颇体质入手，纠正偏

通过药食同源、针灸等方法调节偏颇体质，在预防 HP
医药个体化治疗方案，为其治未病和治已病的经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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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提供新思路、新方案。
1

2

中医体质与幽门螺旋杆菌的相关性
中医认为，体质是由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两个基

本因素构成，先天因素是人体体质形成的重要基础，
而体质的转化与差异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天因素
的影响［5］。王琦教授等［6］通过多年研究，将体质分为
九种，即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血瘀质、痰
湿质、湿热质、气郁质和特禀质。
根据现代流行病学调查研究中，张国辉等［7］通过

调查 533 例 HP 阳性患者，同时采用中医体质分类与判
定标准，在对 HP 阳性患者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发
现平和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为其相关因素，但

痰湿质、湿热质均为影响 Hp 感染发生的危险因素。
邹文静等[8] 收集 234 例慢性胃炎患者病例资料，根据

《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划分的 9 类体质类型，发现慢

性胃炎幽门螺旋杆菌阳性患者，中医体质湿热质占比
最 多 ，且 湿 热 质 (26.5%) ＞ 气 虚 质 (19.6%) ＞ 阴 虚 质

(18.6%) ＞ 气 郁 质 (10.3%) ＞ 痰 湿 质 (9.8%) ＞ 平 和 质
(7.8%)＞阳虚质、特禀质(2.9%)＞血瘀质(1.5%)。金烨

等[9] 选取 462 例幽门螺旋杆菌相关性胃炎患者作为研

治未病——预防调节易感 HP 偏颇体质
“体质可调”理论启发人们，体质受环境、营养、心

理、疾病、生活方式、药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通
过影响干预这些因素，例如调节生活方式、饮食结构、
调节心情等途径，改变体质与病邪的关系，以消除疾
病发生的内在因素，从而纠正和改善偏颇体质，降低
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及感染率。
2.1

药食同源，调湿热
湿热体质总以清热利湿为法，药物选用不可局限

于苦寒燥湿之黄芩、黄连等，需合理选用滑石、茵陈等
味甘寒淡渗、芳香苦辛之药，以符合湿热弥漫表里上
下,短期难以彻底清除之性[13]。选方常用甘露消毒丹、
藿朴夏苓汤、连朴饮等。饮食调护[14]：注重对各种谷物
的摄入，可食用清利化湿的食品，如薏仁、莲子、茯苓、
绿豆、红小豆等熬粥；可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品，如
白菜、鲫鱼、冬瓜、苦瓜等多，有助于二便通畅，防治湿
热郁积；禁忌辛辣之品，如辣椒、狗肉、羊肉、牛肉、酒
等。如《本草衍义补遗》言“湿中发热近于相火”，酒肉
辛辣堪称湿热之最，故恣饮无度，必助阳热、生痰湿，
而酿湿热。针灸调护：可在膈俞、至阳、肝俞、筋缩、胆

俞、中枢等穴位配合刮痧[15]，每次约 10 至 20 分钟为宜。

类型中，以湿热质和气郁质为多，其次为阳虚质、气虚

2.2

质和平和质，血瘀质、痰湿质、阴虚质较为少见，而特

用生姜、山药、薏苡仁、莲子、党参、杏仁、茯苓、陈皮、

究对象，发现幽门螺旋杆菌相关性胃炎患者中医体质

禀质仅有 2 例。林艳等[10] 收集 1005 例 Hp 感染者作为
本次研究对象，对患者进行中医体质分析比较，结果

显示 Hp 感染主要以痰湿质、湿热质居多，分别为 342
例、216 例；气虚质、阳虚质次之，分别为 140 例、110

药食同源，调痰湿

痰湿体质总以益气健脾,化痰祛湿为法，临证可选

赤小豆、白术等性平或性温之益气健脾之药[16]。选方
常用六君子加苍砂导痰丸、二陈汤、四君子汤、平胃
散等。
饮食调护：痰湿体质者饮食宜清淡，忌肥甘厚腻

例。潘慧人等[11]分析 600 例 HP 感染者中医体质，结果

及辛辣刺激之物，注重营养均衡，可食玉米、冬瓜、芡

显示以湿热质、痰湿质居多，气虚质、阳虚质、气郁质

实、莲子、薏苡仁、怀山药、赤小豆等具有健脾化湿功

次之。

效的食物，亦可服怀山薏米粥、莲子猪肚汤、木瓜粥、

综上所述，HP 感染者中，以湿热质、痰湿质居多，

陈皮薏米粥、山药冬瓜汤等以利湿健脾[17]。

气郁质、气虚质、阳虚质次之，但有一定的地区局限

针灸调护：可选用健脾化湿之穴丰隆、阴陵泉、脾

性。由于“同气相求”，不同体质类型容易感受相应的

俞等施以针刺，亦可采取穴位贴敷法[17]，选用健脾祛湿

病邪，故而临床中 Hp 感染者以脾胃湿热证、脾胃气虚
证、脾胃虚寒证、肝郁气滞证为常见。不可否认，体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HP 感染后的发病与预后[12]。中

医对 HP 感染者体质的辨识，是“治未病”的抓手，因此

本研究在调治偏颇体质者的同时，改善宿主肠胃的内

环境条件，从而预防、减少 Hp 感染或再感染的机会，
提升本病根除率。
2

类中药，如茯苓、山楂、泽泻等制成穴位贴，在中脘、气
海、神阙、命门等穴交替贴敷。
2.3

药食同源，调气郁
气郁质总以疏肝解郁为法，常用药物有柴胡、香

附、郁金、陈皮、枳壳等行气解郁之药。选方常用柴胡
疏肝散、越鞠丸、逍遥散、甘麦大枣汤等。
饮食调护：气郁质者平时宜食行气解郁食物如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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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花、佛手、萝卜、金橘、山楂、橙子等，可服用陈皮鸡
[18]

汤、萝卜陈皮排骨、佛手砂仁鲫鱼汤进行膳食调理 。
针灸调护：可针刺头维、膻中、期门、天枢、气海、
内关、足三里、太冲、合谷、尺泽等穴位，并可强化健康
教育，可采用以情胜情、移情易性、语言开导等方法对
气郁之人进行情志干预[19-20]。
2.4

药食同源，调气虚
气虚体质的调理以健脾补气为主。可选药物较

多，如黄芪、山药、党参等，临证常用方为四君子汤、补
中益气汤、玉屏风散。

痞闷、舌质红、苔黄（厚腻）等症状[23]。李建松等[24]运用

升降抑幽汤对脾胃湿热型 HP 感染慢性胃炎的观察中
发现，三联疗法联合升降抑幽汤可缩短 HP 的根除时

间，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而且又可有效减少三联
疗法的副作用，从而使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明
显提高。黄金红[25]对 Hp 感染辨证为脾胃湿热型，研究
组在对照组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三黄六君汤，结

果发现研究组 HP 转阴率、有效率、炎症胃黏膜活检标
本恢复数均高于对照组，对照组胃炎治疗时间及发生

饮食调护：宜性平味甘或甘温且易消化的食品,
如 粳 米 、鸡 肉 、鲢 鱼 、大 枣 、花 生 、山 药 ，亦 可 选 用 膏
方等。

动脉粥样硬化数均高于研究组。选用三黄六君汤治
疗 Hp 感染，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善患者临床变现，而

且又可以改善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情况，对心脑血管疾

针灸调护：艾灸涌泉、足三里、关元、神阙等穴位
增强体质。
2.5

运、胃失和降，从而表现出胃脘/脘腹或灼热或胀痛或

药食同源，调阳虚

病的预防作用也较为突出。
3.2

脾胃气虚证
脾胃气虚证由于外邪内陷、饮食、脏腑功能失调

阳虚体质以温补肾阳为主，肾阳为人体阳气之

等原因导致气机瘀阻，或机体元气不足，气的推动、固

本，调节全身阳经经气，五脏六腑之阳均源于此。因

摄、防御及气化功能减退，或脏器组织机能减退[26]，进

此，温补肾阳则全身阳气得以温充，脏腑生理功能得

而出现气短、乏力、神疲、嗳气、胃脘胀满等症状。大

[21]

以实现，即可纠正阳虚体质 。药物方面可选用性味
温润之药,如肉苁蓉、巴戟天、锁阳等温润肾阳之药以
及鹿茸、鹿角胶、鹿角霜等温通督脉之药。选方常用
金匮肾气丸、右归丸、阳和汤等。
饮食调护：可遵循冬令进补之法，在冬季之精气

量研究认为[27-29]，脾胃虚弱，正气不足为 Hp 感染和繁
殖提供了前提条件,是致病之根本，四君子汤、参苓白

术散、香砂六君子汤等健脾益气类中药可有增强胃粘
膜的粘液屏障，增加胃粘膜的血流量，有利于 Hp 的早
期清除，促进胃粘膜的修复，且长期用药安全性高；王

固藏之季进补，可多食温补少进寒凉食物,如羊肉、干

振东、曾霞等[30] 认为,脾胃虚弱,则导致机体运化失常,

姜、鸡肉、虾、胡椒、韭菜等[22]，生活上在四季转换时宜

津液不化,遂致湿邪聚集，蕴而化热,或脾虚日久,气虚

春捂而不宜秋冻，可热水泡脚等。

血瘀,久则郁而化热,导致湿热、痰湿、血瘀等证的产

针灸调护：可对百会、曲池、中脘、天枢、足三里、
涌泉、膈俞、肝俞、胃俞等穴位进行按摩或艾灸，或者
进行适度户外运动促进机体阳气的蓄积，调理脏腑
功能。
3

感染，其临床综合疗效及 Hp 清除率较单纯三联疗法
效果明显。袁元等[31]认为，脾虚则生化气血乏源，患者

黏膜创面失养，则会对黏膜的修复造成影响，从而延

治已病——辨证论治已感 HP 患者
体质与证候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体质是证候的

基础，其研究主体为人，决定着某些疾病的症候类型，
根据“体病相关”理论，体质影响证候的性质与从化。
证候是病邪作用于个体后从化个体体质的表现，其研
究主体为疾病某一阶段的病理特点与规律，证的特征
中包含体质特征。
3.1

生，运用除幽颗粒联合三联疗法治疗脾胃虚弱证 Hp

缓溃疡愈合，而且脾虚还可导致修复的创面复发，所
以自拟白术益脾汤联合四联疗法对比四联疗法，治疗

Hp 阳性消化性溃疡，可明显发现自拟白术益脾汤组创

面愈合效果及胃酸分泌功能指标改善均优于四联对
照组，认为通过健脾益气以治本，治疗 Hp 阳性消化性
溃疡，可加速患者康复进程，更加接近预期的疗效。
3.3

脾胃虚寒证
脾胃虚寒证其发病机制主要为各种原因导致脾

脾胃湿热证

阳受损，机体阳气亏损，温养、推动等作用减退，表现

脾胃湿热证的病机为湿热蕴结脾胃，而致脾失健

出畏寒肢冷为主要表现的虚寒症候。李静慧等[32]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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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芪建中汤联合四联疗法治疗脾胃虚寒型 HP 感染的

“毒邪”之属，毒邪久留于胃，与血相争，亦可致瘀，两

对照组明显提高 1 倍，证候总积分及胃寒喜热、纳差、

足于此，本课题拟从体质方面进行研究，调节易感 Hp

患者，治疗后黄芪建中汤试验组中医证候总有效率较

者交结，损伤胃络，久则肠化增生，向胃癌过渡[36]。立

困乏、四肢不温、便溏积分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四联疗

偏颇体质，阻断 Hp 感染相关性疾病，从治未病角度对

法）。有研究表明 ，对 HP 感染辨证属脾胃虚寒者，小
[33]

建中胶囊不仅对 Hp 标准菌株有抑菌作用，而且对临
床分离的敏感及耐药菌株体外亦有抑菌作用,口服小

建中胶囊后,其胃内浓度将高于其对 Hp 的最低抑菌浓
度，可提高 Hp 的根除率，联合三联疗法治疗 Hp 感染

相关性胃炎效果优于传统三联疗法，可代替铋剂进行
抗菌治疗，明显减少铋剂的多种副作用。
3.4

肝郁气滞证
肝郁气滞证指肝脏疏泄功能失常，导致气机阻滞

而表现出情志抑郁、胁痛、脘腹胀满等一系列症状。
[34]

对于肝郁气滞证，曾梅艳等 对疏肝散联用常规西药

疾病进行早期预防，降低患者的感染率。体质的演变

充满动态可变性，后天因素如环境、饮食、活动行为、
疾病等均会导致体质发生变化。因此，通过膳食或针
刺调护等可对影响体质的后天因素进行干预，在一定
程度上使个体体质向平和质接近，达到调体防病的目

的，对于已罹患 Hp 感染的个体也可通过调整体质发
挥调体防变、病后调体的作用。体质学说的这些内
涵，与 4P 医学模式的理念不谋而合，体质分类研究体

现了 4P 医学中的个体化，体质与疾病相关性研究体现
了 4P 医学中的预测性，调体防病研究体现了 4P 医学

中的预防性，中医体质学在临床与公共卫生应用中充

治疗幽门螺旋杆菌相关性消化性溃疡（HpPU）的有效

分强调服务对象的参与性[37]，在重视个体化的同时也

性及安全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发现柴胡疏肝散联用组

不忽视群体趋同性，这种研究个体化的角度与方法与

能有效提高 HpPU 的中医证候和胃镜检查治愈率、提

高 Hp 根除率，并能降低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及 HpPU

现代医学不同，体现了中医独特的思维方法。这些理
念的提出，使疾病医学进入到健康医学时代。
目前，研究体质与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临床观察

的复发率，其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优于单用常规西药治

疗。消化性溃疡患者因长期反复发作，多伴有焦虑、
[35]

类文献越来越多，但大部分研究多为相关性研究，关

抑郁等表现，李擎虎 运用百合汤联合西药治疗幽门

于两者关系机制的研究极为少见，而且如何在幽门螺

螺杆菌阳性消化性溃疡肝郁气滞证对比单独西药治

旋杆菌感染前期进行易感体质调节的治疗方法也较

疗，发现联用百合汤组具有更高临床有效率，可降低
Hp 感染率，改善患者临床症状。
4

结语

欢迎，积极探寻具有调节 Hp 感染的中药或食膳方法
将是防治 Hp 感染相关疾病的新契机。对这些新方法
进行挖掘，不仅有利于丰富中医药理论，而且可补充

综上所述，HP 感染者中，以湿热质、痰湿质居多，

而以脾胃湿热证为常见证型。湿热的病性特点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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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Based on Constitution and Syndrome
Classification*

Hu Yule1 ，Zhang Zhixiang2 ，Li Yi1 ，Ji Feng Zhao Weihan1,2
(1. 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46, China；2.Affiliated Hospit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Xianyang 712000, China)
Abstract: To study the constitution difference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constitution determines the morbidity and

prognosis of patients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constitution, we should take care of those infected with Helicobacter pylori, combine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with body

therapy, and play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We should
adjust the body to prevent disease, adjust body and prevent changes, and adjust the body after illness, so as to ca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4P" medical mode, namely, preventive, predictive, individualized and participatory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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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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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闫

6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群，责任译审：钱灵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