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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西汀联合双歧三联活菌对Hp阳性CAG伴焦虑抑郁患者心理状态、炎性
因子水平及肠道菌群的影响

王自启 1 、  张　鑫 2

【摘要】 目的　探究氟西汀联合双歧三联活菌对幽门螺杆菌（HP）阳性慢性萎缩性胃炎（CAG）

伴焦虑抑郁患者的影响。方法　选取我科 2018 年 8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 107 例 HP 阳性 CAG 伴焦

虑抑郁患者，采用信封法将其分为两组，两组均给予四联疗法联合双歧三联活菌治疗，对照组 53 例

在此基础给予心理治疗，观察组 54 例增加氟西汀治疗，对比两组临床疗效、不良心理状态、炎性因

子水平、肠道菌群。结果　治疗后观察组的临床疗效、乳酸菌属、双歧杆菌属数量高于对照组，汉

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白细胞介素 6（IL-6）、C 反应蛋白

（CRP）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大肠埃希菌、梭菌属、拟杆菌属水平低于对照组（P< 0.05）。

结论　双歧三联活菌联合氟西汀可以明显提高 Hp 阳性 CAG 伴焦虑抑郁患者治疗效果，通过改善患

者焦虑、抑郁状态，降低机体内炎性因子水平，改善机体内肠道菌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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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bifid triple viable bacteria on mental state，inflammatory factor lev-
els and intestinal flora in Hp-positive CAG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WANG Ziqi，ZHANG Xin. 
Department of Digestive Hematology，Hebi People's Hospital，Hebi 45803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fluoxetine combined with viable bifidus triple bacteria on Helico-

bacter pylori（HP）-positive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CAG）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Methods　Select-

ed 107 HP-positive CAG patients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our department from August 2018 to December 2020，

and divided them into two groups using the envelope method. Both groups were given quadruple therapy combined with 

bifid triple viable treatment. The 53 cases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psychotherapy，and the 54 cases in the obser-

vation group were treated with fluoxetine. The clinical efficacy，adverse mental state，levels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and intestinal flora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clinical efficacy，number of 

lactic acid bacteria and bifidobacteria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cores，interleukin 6（IL-6），The levels of C-reactive 

protein（CRP）and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Escherichia coli，Clostridium，and Bacteroid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combination of bifid triple viable bacteria combined with 

fluoxetin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with Hp-positive CAG with anxiety and depression，

by improving the patients' anxiety and depression，reducing the level of inflammatory factors in the body，and improv-

ing the number of intestinal flora in the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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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CAG）

是以胃黏膜上皮和腺体萎缩、数目减少、黏膜基层

增厚或不典型增生为主要特征的慢性消化系统疾病，

多认为与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 Hp）感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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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1］。研究发现，大多数 CAG 患者均伴有焦虑、抑

郁等不良心理状态，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加重其

病情发展［2］。四联疗法联合双歧三联活菌是临床治

疗 CAG 患者常用方法［3］，但抗菌药物长期使用易增

加菌群耐药性，且对患者不良心理状态无明显改善。

近年来愈多学者认为肠道菌群和患者焦虑、抑郁心

理存在多种联系，所以考虑在常规抗菌药物的基础

上增加心理治疗，氟西汀常用的抗抑郁药物。本实

验旨在探究氟西汀对 Hp 阳性 CAG 伴焦虑抑郁患者

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科 2018 年 8 月～2020 年 12 月期间 107 例

幽门螺杆菌阳性慢性萎缩性胃炎伴焦虑抑郁患者进

行研究，采用信封法将其分为两组。纳入标准：（1）

均符合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标准［4］；（2）汉密尔顿焦

虑量表（HAMA）评分＞ 14 分、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HAMD）评分＞ 20 分；（3）经患者及患者家属同意

并签订知情书，同时经我院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排除标准：（1）合并严重全身性疾病，包括慢性癌

症、终末期肾病、肝硬化、糖尿病等；（2）对本研究

治疗药物存在过敏禁忌症患者；（3）合并心、肾、肺

功能不全患者。对照组 53 例，男 33 例，女 20 例；年

龄 50～70 岁，平均年龄（61.78±3.47）岁；病程 1～4
年，平均病程（2.81±0.71）年。观察组 54 例，男 32
例，女 22 例；年龄 49～72 岁，平均年龄（61.81±

3.49）岁；病程 1～5 年，平均病程（2.84±0.74）年。

两组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两组均接受常规治疗即：口服泮托拉唑肠溶胶

囊、阿莫西林胶囊、卡拉霉素片、枸橼酸铋钾胶囊、

双歧杆菌乳杆菌三联活菌片等。对照组在此基础上

接受常规心理治疗：给予患者一对一的心理干预如：

尊重患者个人隐私，平等对待患者；加强对患者每

日巡查，深入了解患者心理需求；及时与患者沟通

交流，尽量消除患者焦虑、害怕、厌世等不良情绪；

为患者讲述相关病例，提高患者治疗自信心等 1 周

1 次，30min/ 次。观察组增加氟西汀片口服治疗（国

药准字 H19980139，规格 10mg*14s）2 片 / 次，1 次

/d。两组均连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临床疗效：以治疗后临床症状基本消失，

焦虑、抑郁评分下降＞ 90％，胃镜检查胃肠粘膜红

润、腺体缩小为显效；以治疗后临床症状基本缓解，

焦虑、抑郁评分下降≥ 50％，≤ 90％，胃镜检查胃

肠粘膜红白相间，且红润偏多，腺体萎缩为有效；治

疗后临床症状无改善，焦虑、抑郁评分下降＜ 50％，

胃镜检查无明显变化为无效。总有效率 =（显效 + 有

效）/ 总例数 ×100％。（2）不良心理状态：在患者

治疗前后进行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

顿抑郁量表（HAMD）评分用以评价患者焦虑抑郁状

态。其中 HAMA 评分以 29-56 分为严重焦虑；21-28
分为中度焦虑；14-20 分为轻度焦虑；7-13 分为可能

焦虑；＜ 7 分为无焦虑。HAMD 以≥ 35 分为重度抑

郁；20-34 分为轻中度抑郁；8-19 分为可能抑郁；＜ 8
分为无抑郁。（3）炎性因子：采取患者治疗前、后 1d

清晨空腹静脉血，采用双抗夹心酶联免疫吸附法检

测白细胞介素 6（IL-6）、C 反应蛋白（CRP）及肿瘤

坏死因子α（TNF-α）含量。（4）肠道菌群：在患者

治疗前后 1d 选取患者结肠和乙状结肠交界处少量粘

膜组织，采用荧光原位杂交技术检测肠粘膜中大肠

埃希菌、梭菌属、拟杆菌属、乳酸菌属、双歧杆菌

属数量。

1.4　统计学方法

将治疗前后的数据均导入 SPSS21.0 软件进行分

析，计数资料（n，％）表示，χ2 检验；计量资料用（x
±s）表示，采用 t 检验，P<0.05 时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临床疗效

治疗后对照组显效 13 例，有效 27 例，无效 13
例，治疗总有效率 75.47％；观察组显效 20 例，有效

31 例，无效 3 例，治疗总有效率 94.44％。观察组治

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χ2=7.5710，P=0.0059）。

2.2　不良心理状态

治疗后两组的 HAMA、HAMD 评分均较治疗前

下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1。
表1　不良心理状态比较（x±s，分）

组别 n
HAMA分 HAMD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3 25.41±2.51 14.52±1.64* 23.74±2.11 13.67±1.78*

观察组 54 25.37±2.49 11.27±1.42* 23.75±2.13 8.97±1.09*

t值 0.0828 10.9651 0.0244 16.4349

P 0.9342 0.0000 0.9806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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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目前临床上尚未明确慢性萎缩性胃炎的发病机

制，但多认为与幽门螺杆菌感染引发炎性反应和肠

道菌群紊乱有关，故临床治疗时多采用抗菌性药物

进行治疗。四联疗法联合双歧三联活菌虽然取得了

相应的治疗效果，但长期使用会增加幽门螺杆菌的

耐药性，降低临床效果。研究表明，多数慢性胃肠

炎患者多伴有严重不良情绪，其发生可能与疾病久

治不愈有关，而且患者肠道菌群紊乱，通过脑肠轴，

影响患者的心态和情绪［5］。常规心理治疗是通过对

患者进行及时的心理干预，缓解患者的不良情绪，

降低不良情绪对脑肠肽因子的刺激，促进 CAG 患者

恢复。但是常规心理治疗并不能快速作用于患者情

绪改变，短期内效果不明显

本研究显示，“肠道菌群 - 肠 - 脑”轴功能障碍

是患者产生抑郁症的主要病理基础，同时也是引发

患者焦虑、抑郁心态的直接诱因和潜在影响因素［6］。

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后的焦虑、抑郁评分低于对

照组。可能是通过四联疗法联合双歧三联活菌对有

害菌群的特异性抑制，改善胃肠道菌群紊乱现象，

进而减少对脑肠肽因子的刺激，提高机体内潜在大

脑神经保护剂因子水平，降低心理应激反应对大脑

神经中枢的刺激，有效缓解患者焦虑、抑郁心理［7］。

同时增加常规心理和氟西汀治疗，通过关心患者心

理所需，有效减少患者不良情绪的产生，增强患者

接受治疗的自信心；通过氟西汀对患者机体内神经突

触细胞对血清 5- 羟色胺的再吸收，有效增加或延长

5- 羟色胺作用，增加细胞外可提供利用的血清素水

平，纠正机体内神经递质紊乱状态，增强大脑神经

中枢对 5- 羟色胺的控制，从而改善患者情感状态。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后肠道菌群数量、

炎性因子状态优于对照组，说明双歧三联活菌治疗

联合氟西汀可以有效改善 CAG 患者肠道内菌群分

布，降低炎性因子水平。通双歧三联活菌对肠道乳

酸杆菌、双歧杆菌数量的补充，抑制肠道内的大肠

埃希菌、梭菌属、拟杆菌属等致病菌的生长，有效

改善患者肠道微生态环境，增加对炎性因子水平的

抑制［8］。同时联合氟西汀治疗促进对机体内神经递

质因子水平的改善，促进保护脑 - 肠轴功能，进而

提高脑神经中枢对胃肠功能的调控作用，进而促进

纠正胃肠内异常菌群分布，抑制炎性因子生长，加

2.3　炎性因子

治疗后观察组各项炎性因子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5）。详见表 2。

2.4　肠道菌群数量

治疗后两组的大肠埃希菌、梭菌属、拟杆菌属数

量下降，乳酸菌属、双歧杆菌属数量增加，观察组肠

道菌群数量变化优于对照组（P<0.05），详见表 3。

表2　炎性因子水平比较（x±s）

组别 n
IL-6（ng/L） CRP（ng/L） TNF-α（m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3 74.25±9.78 50.11±7.41* 96.78±15.91 30.64±5.66* 2.61±0.56 1.59±0.31*

观察组 54 74.37±9.46 40.16±5.44* 95.81±15.98 19.43±4.01* 2.59±0.57 1.17±0.24*

t值 0.0645 7.9281 0.3146 11.8018 0.1831 7.8449

P 0.9487 0.0000 0.7537 0.0000 0.8551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表3　肠道菌群数量比较（x±s）

组别 n
大肠埃希菌 梭菌属 拟杆菌属 乳酸菌属 双歧杆菌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53 40.15±10.57 31.11±6.71* 54.44±7.81 45.63±6.01* 50.61±8.46 33.83±7.03* 2.43±0.43 4.58±1.22* 3.64±1.08 4.97±1.24*

观察组 54 39.91±10.54 19.43±5.99* 54.39±7.79 39.16±5.46* 50.64±8.37 20.16±6.07* 2.45±0.45 8.63±1.53* 3.67±1.05 6.59±1.43*

t值 0.1176 9.5027 0.0332 5.8306 0.0184 10.7723 0.2350 15.1214 0.1457 6.2559

P 0.9066 0.0000 0.9736 0.0000 0.9853 0.0000 0.8147 0.0000 0.8844 0.0000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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