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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幽门螺杆菌药物联合甲硫霜治疗酒渣鼻疗效观察
陈俊杰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宏焦化医院皮肤科袁河南平顶山 467021
[摘要] 目的 探讨抗幽门螺杆菌渊Hp冤药物联合甲硫霜治疗酒渣鼻的疗效遥 方法 78 例酒渣鼻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袁两组均外涂甲硫霜袁3 次/d遥 在此基础上袁治疗组口服奥美拉唑尧克拉霉素尧替硝唑袁两组疗程均为 14 d袁疗程

结束判定疗效遥 结果 治疗组有效率为 82.50%袁 对照组有效率为 32.84%袁 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2=16.96袁P 约 0.01冤遥 结论 抗 Hp 药物能显著提高治疗酒渣鼻的疗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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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 of efficacy of anti -helicobacter pylori chemotherapy com鄄
bined with metronidazole and sulfuris cream on acne ros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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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anti-helicobacter plylori chemotherapy combined with metronidazole

and sulfuris cream in the treatment of acne rosacea. Methods Seventy-eight patients with acne rosacea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袁two groups were all treated with metronidazole and sulfuris cream three times per day袁whil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omeprazole and clarithromycinan and tinidazole.The therapy period was fourteen days
for both groups. Results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was 82.50% for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36.84% for the control group袁
they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渊字2=16.96袁P < 0.01冤. Conclusion Anti-Hp chemotherapy had an obvious therapeu鄄
tic effect on acne rosac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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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渣鼻为临床常见的皮肤病袁病因不明遥 近年发现

幽门螺杆菌渊Hp冤感染与其关系密切遥 笔者于 2010 年 6月耀

2012 年 6 月 采 用 根 除 Hp 三 联 渊 奥 美 拉 唑 尧 克 拉 霉 素 尧
替 硝 唑 冤 法 治 疗 酒 渣 鼻 40 例 袁 取 得 满 意 效 果 袁 现 报 道
如下遥

3耀165 个月不等袁平均渊40.6依18.6冤个月袁78 例患者随机分
为治疗组 40 例和对照组 38 例袁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具有可
比性渊P 跃 0.05冤遥
1.2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口服奥美拉唑 20 mg袁2 次/d袁替硝唑 0.5 早袁

2 次/d尧克拉霉素 0.5 g袁2 次/d袁同时皮损处外擦甲硫霜渊本院

1 资料与方法

自制袁主要成分为甲硝唑尧硫磺尧薄荷尧氢化可的松等冤袁3 次/d袁

1.1 临床资料
患者均为本科门诊病例袁具有典型皮损院额部尧鼻部尧
两颊尧下颚处红斑尧毛细血管扩张尧丘疹和脓疱曰同时伴有

共 2 周曰对照组仅皮损处外擦甲硫霜 3 次/d袁连用 2 周遥 疗
程结束判定疗效袁治疗后 4 周治疗组复查 Hp遥
1.3 疗效判定标准[1]

皮肤灼热尧瘙痒尧痛疼等袁符合酒渣鼻玉期或域期临床诊断

评分标准项目包括自觉症状瘙痒袁 客观症状红斑尧毛

标准遥 入选标准院确诊为酒渣鼻袁排除激素依赖性皮炎袁脂

细血管扩张尧丘疹尧脓疱及皮损面积等分别按无尧轻尧中尧重

溢性皮炎曰自愿参与本研究袁能按要求完成治疗方案和定

期随访者遥排除标准院治疗前 1 个月内接受过抗生素尧维甲

记为 0耀3 分遥 临床疗效用疗效指数区分为痊愈尧 显效尧进

步尧无效遥 临床疗效指数=渊治疗前总积分-治疗后总积分冤/

酸类尧激素等药物治疗曰伴有严重的心尧肝尧肾疾病曰妊娠及

治疗前总积分伊100%袁治愈为疗效指数逸90%袁显效为疗效

化道症状袁如院反酸尧纳差尧腹胀尧胃疼尧便秘等冤袁均行 C-尿

有效率以痊愈加显效计遥

哺乳期妇女遥 共入选 96 例渊60 例患者伴有不同程度的消
14

素呼吸试验检测 Hp袁78 例阳性者作为研究对象遥 其中男

20 例袁女 58 例袁年龄 19耀65 岁袁平均渊38.1依13.8冤岁袁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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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 60%~90豫袁进步为疗效指数 30%耀60豫袁无效为约30%袁
1.4 统计学处理
应用 SPSS1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袁采用 字2 检验袁P约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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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鼻肥大遥抗 Hp 治疗可降低白细胞趋化性尧肉芽肿形成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遥

和细胞免疫反应[5]遥

目前袁Hp 感染主要靠抗 Hp 药物进行治疗遥 首选方案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见表 1遥 治疗组有效率为 82.50%袁对照组为 36.84%袁

两组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渊字 =16.96袁P < 0.01冤遥
2

治疗后 4 周袁治疗组复查 Hp袁阳性者共 5 例袁23 例痊愈者
Hp 全部阴性遥
n

组别
治疗组
对照组

40
38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
痊愈
显效
进步
23
4

10

6

10

为质子泵抑制剂渊PPI冤三联疗法遥 奥美拉唑是目前最常用

的胃酸泵抑制剂袁有强大的抑酸作用曰克拉霉素是已知抗

生素中抗 Hp 作用最强的抗生素之一袁 能迅速穿透细胞壁
与核糖体 50S 亚单位结合袁 阻碍 RNA 依赖性蛋白质的合

成袁抑制 Hp 生成袁并通过抗 Hp 活性间接产生抗炎效应曰
替硝唑也具有很强的抗 Hp 作用袁同时对毛滴虫尧厌氧菌有

无效

有效率渊%冤

5

36.84

19

1

82.50

2.2 不良反应
治疗组有 10 例出现不同程度恶心尧头晕袁均能耐受袁

不影响治疗袁停药后上述症状均很快消失遥

较高活性遥此三种药物联用袁能很好清除 Hp遥该研究 Hp 清
除率为 87.50%渊35/40冤遥

本研究结果显示酒渣鼻与 Hp 感染关系密切遥临床上对

酒渣鼻的治疗应重视是否合并 Hp 感染袁对 Hp 阳性者应进

行根除治疗遥治疗组患者局部外用甲硫霜袁抗菌尧杀虫尧消炎尧
止痒袁缓解局部症状曰在此基础上进行根除 Hp 治疗袁有效
率达 82.50豫袁远远高于对照组的 36.84豫遥 虽口服上述药物
会出现恶心尧头晕等症状袁但不影响治疗遥 值得临床推广遥

3 讨论
酒渣鼻是一种发生于颜面中部的慢性炎症袁病因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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