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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感染，到底该咋办？
感染者胃癌患病率升高，成人不治疗不可能自发清除

症状：幽门螺杆菌感染后易引发胃炎、消化性溃疡等，可能产生腹痛、腹胀、恶心、厌食、反酸、嗳气、消化不良等症状，也可能没有任何症状。
几率：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比非感染者终生患胃癌的几率高1-5倍，但是感染后至发生胃癌的具体时间尚无法确定，可能几年，也可能数十年。
利弊：对正常人来说，幽门螺杆菌治疗利大于弊，如果已经检查确认感染，请及时就诊开始规范治疗。而肝肾功能不全者、患有其他基础疾病

等特殊人群，应请医生判定能否治疗。
儿童：不建议儿童治疗幽门螺杆菌，因为儿童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有一定的自发清除率，而成人幽门螺杆菌感染，不经治疗无法自发清除。
传播：幽门螺杆菌主要通过口—口传播、粪—口传播、胃—口传播等途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家庭内传播是其感染的主要方式之一，倡导家庭

进行分餐或应用公筷、公勺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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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门螺杆菌是如何传播的？哪些人群是幽门螺杆菌易感人群？白启轩介
绍，目前研究发现，不论婴幼儿还是老年人，人群对幽门螺杆菌普遍易感，但感
染主要发生在幼儿、儿童和青少年阶段，也有成年后感染的，但相对较少。一般
认为幽门螺杆菌主要通过口—口传播（如不卫生的喂食、共用餐具、接吻）、
粪—口传播（如粪便污染水源、食物）、胃—口传播（如呕吐物污染水源、
食物）等途径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2021年发布的《中国居民家庭幽门螺杆菌感染的防控和管理专家
共识》指出，家庭内传播是造成感染的主要方式之一，以家庭为单位
防控幽门螺杆菌感染是阻断传播的重要策略。对幽门螺杆菌感
染的家庭成员进行共同治疗，有助于减少根除后的再感染。

“我们应努力提高公众对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认知度，全
面推广分餐或应用公筷、公勺进餐。”白启轩说，幽门螺杆
菌的防治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改变不良卫生习惯，注
意口腔卫生、餐具定期更换消毒，尤其倡导家有孩子
的家庭推行分餐制，不亲吻孩子的嘴巴、不口对口
喂养小孩。如果一人发现感染，家庭其他成员
要尽快进行筛查。

“临床上也要重视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和
治疗。”白启轩指出，因消化不良等症状
就诊或进行胃镜检查的患者，都应该常
规检测幽门螺杆菌，一旦发现感染要
及时进行根除治疗。同时，建议开
展幽门螺杆菌感染无症状人群
筛查，“我国人口基数大，全面
开展无症状人群筛查并不现
实，可以优先对胃癌高发
区人群、胃癌高风险个
体（如有胃癌家族史、
高盐饮食或吸烟、
40 岁以上男性
等群体）进行
筛查，逐步
扩大筛查
范围。”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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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此 牙
膏，改善口疮、

防治胃癌”“采用
国家级抗HP（幽门

螺杆菌）专利技术”
“专利配方 100%杀灭

HP保护全家安全”……当
前，所谓“抗幽牙膏”在各大

电商平台热销，价格比同规格
常规牙膏昂贵得多。

笔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幽
门螺杆菌定植在胃中，无法通过用

牙膏刷牙预防或治愈。目前市场在售
的所谓“抗幽牙膏”大部分都是打着“专

利”“高科技”幌子，通过在部分网络平台
大量投放虚假广告蒙骗消费者。

监管部门：“抗幽牙膏”涉嫌虚假宣称功效

幽门螺杆菌（HP）是全球范围内高感染率的慢
性感染性致病菌，这让一些商家嗅到了商机。

某淘宝店铺客服向笔者“保证”，店内某款“抗幽
牙膏”可有效去除幽门螺杆菌，改善口臭口疮，防治胃

癌，假一赔十。
笔者发现，在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

商平台和部分线下药店中，均能见到号称“杀幽
神器”“预防胃癌”的“抗幽牙膏”，名目繁多且销量

可观。单支价格几十元至上百元不等，是同规格常规
牙膏价格的 3至 10倍。据网店数据，其中多款月成交
上万单；还有部分声称是由国药集团、修正药业、南方
医科大学冠名、研制或代理生产。

疗效真如广告吗？贵阳管女士告诉笔者，确诊感
染幽门螺杆菌后，她花 400元从网上购买过 4支“必X
停”“抗幽牙膏”，使用 3个月后复查，发现幽门螺杆菌
数值不降反增。

她的遭遇并非孤例。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治
医师严雪敏表示，幽门螺杆菌定植在胃中，依靠使用牙
膏刷牙这一口腔清洁环节来防治没有科学依据。此
前，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主办
的“科学辟谣平台”也曾刊文否认“刷牙能治HP”。

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消化内科主任
医师蒋绚说，目前针对幽门螺杆菌治疗需要抑酸剂、
铋剂、抗生素等多种药物联合，治疗半个月以上才能
取得良好疗效。

不法商家：变着花样“忽悠”消费者

“抗幽牙膏难抗幽”但却依然成为不法商家的“摇钱
树”。笔者调查发现，不法商家有一整套坑人“生意经”。

——制造“病菌焦虑”吓唬人。目前，我国幽门螺
杆菌成人感染率超 50%。严雪敏表示，幽门螺杆菌感
染是胃炎、消化性溃疡的主因，也是胃癌的高危因
素。然而，不法商家肆意炒作、夸大这些危害性，靠制
造谈“幽”色变的恐怖氛围来卖货牟利。

——打“高科技”幌子抬身价。自称“专利配方”
“国家级专利技术”“获创新技术专利”是“抗幽牙膏”
常见广告语。笔者注意到，“幽XX星HP牙膏”的外

包装上醒目标注有“抗口腔幽门螺杆菌中药牙膏国家
发明专利 ZL201410168022.9”“发明创业奖金奖”“试
验报告”等字样。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
音江表示，企业获得所谓“抗口腔幽门螺杆菌牙膏”专
利，并不代表其一定具备量产抗口腔HP牙膏的能力，
更不能证明其生产的牙膏一定具有抗口腔HP功效。
部分商家提供的“试验报告”只能证明其开展过抗口腔
HP护理用品方面的研究，并不能证明其产品采用了该
试验成果，或者说采用了该成果后达到了相关效果。

——产品“改头换面”躲监管。国家药监局相关
工作负责人表示，据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化妆品
监督管理条例》，牙膏参照普通化妆品管理，申请许可
证为“妆字号”。这意味着根据广告法第十七条规定，
牙膏类商品广告不得涉及疾病治疗功能，并不得使用
医疗用语或者易使推销的商品与药品、医疗器械相混
淆的用语。但笔者发现，不法商家为逃避监管，往往
将所谓“抗幽牙膏”申请为“械字号”或“消字号”。

河南金匮草本药业有限公司告诉笔者能代工生
产“抗幽牙膏”。在其业务员提供的产品照片上，笔者
看到该企业生产的“抗幽牙膏”盒上印制的正式品名
为“幽XX鑫冷敷凝胶”。业务员透露，过去公司用的
是“械字号”“凝胶”字样，今年被叫停了。业务员向
笔者表示：“订货的话，公司可以帮忙尽快申请‘消字
号’，品名写‘口腔抑菌膏’。”

——组织“虚假广告”忽悠人。笔者搜索微信公众
号、小红书等平台发现，除“硬广告”外，还有不少视频、
文章以科普或产品体验的名义宣传推销“抗幽牙膏”。
一些账号还发布了知名艺人直播带货链接和视频。

综合治理：加强监管和科普教育双管齐下

专家普遍认为，“抗幽牙膏”之所以有隙可乘，与
普通民众对幽门螺杆菌相关知识了解有限甚至有误

直接相关。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相关专家告诉笔者，患

者即使确认感染HP，也不需要过度紧张，绝大多数人
可以通过两周以内的口服药物治疗达到细菌根除。
医学界也有观点认为，病菌并非一定需要根除，建议
患者与医生就自身指征探讨后决定。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认为，市场监管
部门、食药监管部门、网信部门等要形成联动机制，持
续加大监管力度，尽可能消除监管盲区。

笔者了解到，目前国家药监局已研究起草《牙膏
监督管理办法》，正积极推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尽快
出台该部门规章。该规章将对牙膏产品从备案、生
产、经营全过程予以规范。

与此同时，国家药监局近期还将发布科普信息，
引导公众正确认识牙膏功效，并对虚假宣称功效的牙
膏产品依法处置。 （刘智强 戴小河 顾天成 吴思）

幽门螺杆菌（HP）是一种定植于胃粘膜的细
菌，其主要通过“粪—口”“口—口”途径传播，在日
常生活中极易感染。感染后可能会引起消化性溃
疡、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癌、粘膜相关淋巴组织淋
巴瘤等多种疾病。那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是否感染
HP呢？发现感染后又该如何治疗呢？

一、HP感染有哪些检测方法？
HP检测可分为非侵入性检查和侵入性检查。

前者包括：血清HP抗体检测、13C或 14C尿素呼气
试验、粪便HP检测。后者包括：快速尿素酶试验、
胃粘膜组织切片染色镜检和细菌培养。

当我们需要筛查自己是否感染HP时，临床最常
用的检查是 13C或 14C尿素呼气试验，其准确性较
高，无创伤、无痛苦、操作方便，患者接受度高。如果
我们因患胃肠道疾病或其他原因需要做胃镜检查，
则可在胃镜检查过程中通过快速尿素酶试验或夹取
组织染色镜检检测到HP，无需再做非侵入性检查。

二、做HP检测需要注意什么？
HP检测时应该为空腹状态或者是餐后两小时

以上（侵入性检查应遵循胃镜检查前的注意事项），
且一月内不能服用抗菌药物、铋剂和抑酸药。

三、感染HP后必须治疗吗？
感染HP后无论是否伴有消化道症状，排除禁忌

证后，均建议根除治疗。
根除HP治疗获益较多，研究显示根除HP可促

进消化性溃疡愈合和降低溃疡并发症发生率、可使约
80%早期胃MALT淋巴瘤获得缓解，胃癌发生高风险
个体（有胃癌家族史、早期胃癌内镜下切除术后和胃
黏膜萎缩和（或）肠化生等）根除HP可预防胃癌发生。

四、感染HP后如何治疗？
目前推荐铋剂四联（质子泵抑制剂+铋剂+2种

抗生素）疗法作为一线方案，常用的抗生素有阿莫
西林、克拉霉素、左氧氟沙星、呋喃唑酮、甲硝唑、
四环素等，疗程 14 天，服药期间应严格按照医嘱
执行，不可随意停药、减量。

五、治疗后如何复查？
多数患者根除HP治疗后不需要复查胃镜，可采用

非侵入性方法检测，尿素呼气试验是其中的最佳选择。
复查应在停药 1月以上之后进行，此期间服用

抗菌药物、铋剂和某些具有抗菌作用中药或质子
泵抑制剂（PPI）均会影响检测结果，应尽量避免服
用这几类药物。

六、治疗后还会再感染吗？
根除HP治疗后仍有再感染风险，但风险较低，

研究指出目前我国的再感染率为 2%左右。建议患
者在积极筛查和治疗HP感染的同时，注意保持良
好的生活习惯，如使用公筷、分餐制、勤洗手等。

七、如果治疗失败怎么办？
由于HP耐药率较高，可能会出现根除失败的现象，这也与

患者个体差异、是否规范用药等原因有关。
建议患者尽量前往有经验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化治疗，避

免随意用药增加细菌耐药率。
初次根除失败的患者可更换其他种类抗生素或调整用药

剂量和频次再次根除，必要时可进行药敏实验选择药物。两次
根除治疗需间隔 3-6个月左右。 （柏文霞）

据人民网 近日，国内首个适用于消费者自测的幽门螺杆
菌检测新品“幽幽管 ”正式发售。幽幽管 作为诺辉健康旗下
产品，于 2022 年 1 月 6 日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的三类
医疗器械注册申请。此前获批的幽门螺杆菌检测产品均限于
专业医务人员在医疗单位检测。

幽幽管 首次实现取样和检测“验孕棒”式一体化设计，操
作简单，无痛无创，检测前无需服药，检测时无需空腹，对样本
采集无特殊要求，采样后将取样棒插回试剂管，10 秒摇匀，按
下管盖后 10分钟即可读取结果。

据介绍，幽幽管 采用双抗体夹心法，检测粪便样本中是否
存在幽门螺杆菌抗原。幽门螺杆菌在人体内定居于胃黏膜上皮
细胞表面，可随胃黏膜上皮细胞更新而脱落，因此粪便抗原
检测是目前最直接有效的检测方式之一，获得国内国际医学指
南和共识的广泛推荐。

在家也能测幽门螺杆菌了
中国首个消费者自测产品获批——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螺旋形、微厌氧、对生长条件要求
十分苛刻的细菌，有很强的抗酸性，能长期在胃里生存并
不断繁殖，是目前唯一被发现能寄生在胃内的微生物。”白
启轩说，幽门螺杆菌与人类共生已久，但没有发展出互惠
互利的模式，“之前有研究认为它可能减少哮喘等发生，
现在也趋于否定；而幽门螺杆菌导致的胃炎、消化性溃
疡、胃癌等在个体上已得到印证，根除幽门螺杆菌后可
以减轻胃炎症状、有效防治消化性溃疡复发、减低胃癌
的发生，因此根除幽门螺杆菌非常有必要。”

白启轩介绍，大量研究证据显示，肠型胃癌（占胃癌
大多数）的发生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环境因素和遗传因
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据估计，约 90%非贲门部胃癌发
生与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一般肠型胃癌的发生模式

是：正常胃黏膜→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
肠化生→异型增生→胃癌，而幽门螺杆菌被认为是加速
或催化这一模式的“罪魁祸首”。“因此，幽门螺杆菌感
染是目前预防胃癌最重要而且可控的危险因素，根除
幽门螺杆菌应成为胃癌的一级预防措施。”

“幽门螺杆菌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但这
并不表示感染后一定会患胃癌。”白启轩强调，数据表明，
幽门螺杆菌感染者比非感染者终生患胃癌的几率高 1-
5倍，但是感染幽门螺杆菌后至发生胃癌的具体时间
无法确定。“这个过程因人而异，可能几年，也可能数
十年。”白启轩说，胃黏膜病变的不同阶段，可能都没
有特异的临床症状，早期胃癌也可能没有任何不适
表现，只有经过检查，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感染。

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共生已久 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有害无利AA近日，美国卫生及公共
服务部发布了第 15版致癌
物报告，幽门螺杆菌慢性感
染被列为明确人类致癌
物。消息一出，冲上热搜。

据《第五次全国幽门螺
杆菌感染处理共识报告》，
目前中国幽门螺杆菌感染
率高达约50%。

幽门螺杆菌是一种怎
样的细菌？它对人体有哪
些影响？一旦感染，要不要
治疗？如何治疗？民航总医
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白
启轩对此进行了详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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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是否感染幽门螺杆菌？

白启轩介绍，在临床上，目前检测幽门
螺杆菌的方法主要分为侵入式和非侵
入式。最常用的非侵入式方法是尿素
呼气试验（即人们熟知的碳 13、碳 14
呼气试验），这种方式操作简便、快速、
准确、无创，敏感性和特异性高，诊断
准确率达 95%以上。此外，非侵入式
检查还有抗体测定法、抗原测定法，通
过检查血液和尿液中是否有抗体、粪
便中是否有抗原来测定，侵入式检查
指进行胃镜活检。

一些患者说自己没有胃部不舒服，
还有的人检测后报告单结果显示“阳
性”但数值较低，这样还需要治疗吗？

“报告单数值的高低并不与细菌
数量多少成正比，无论患者有没有临
床症状，无论碳 13、碳 14等检测方法
测出的数值有多低，只要数值准确、结
果显示阳性，就意味着人体已经感染
了幽门螺杆菌，就应该考虑治疗。”白
启轩指出，近年来国内专家逐渐取得
共识，认为应尽早治疗，如果不治疗，
不仅容易传染给身边人，还可能引发
胃炎等疾病、增加未来患胃癌的风险。

“当然，在治疗前，要进一步结合
个体化的‘受益—风险比’全面考虑。”
白启轩说，对于 14岁以下儿童，严重
的心、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幽门螺杆

菌治疗关键药物过敏或无法耐受者等
人群，一般不建议治疗。

目前临床上普遍采用什么方法清
除幽门螺杆菌？白启轩介绍，目前我
国推荐四联疗法（铋剂+PPI+2种抗菌
药物），推荐疗程为 10天或 14天。服
药后可能有胃部不适、恶心、呕吐、腹
胀、腹泻等不良反应，但发生率不高。

“服药期间，可能会出现口苦、舌苔变
黑、大便色黑等现象，这是正常现象，
不用害怕，不要因为轻微不适就停
药。”他说，经过规范治疗 14天且停药
1 月后，患者需要复查尿素呼气试
验，结果阴性者为治疗成功。规范
的 14 天疗程的四联用药，根除幽门
螺杆菌的成功率约为90%-95%。

“儿童在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有一
定的自发清除率，而成人幽门螺杆菌
感染，不经治疗不可能自发清除。”白
启轩提醒，如果决定根治幽门螺杆菌，
患者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按量服药，如
果中断服药或不规律服药，容易导致
治疗失败，甚至可能使细菌产生耐药
性。一旦出现耐药，需要更换其他方
案进行补救治疗。

白启轩指出，民间也有一些偏方
声称可以治疗幽门螺杆菌，如吃大蒜、
蒲公英煮水等，目前在医学上尚无证
据支持，广大群众莫轻信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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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抗幽牙膏”的坑人“生意经”

吹嘘刷牙治胃癌、“消毒液”当牙膏卖、价格涨10倍——

专家表示 徐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