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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疗遥因此袁在 ＧＥＲＤ 的诊治方面除了注意食管内外症状袁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ｓｌｅｅｐ ａｎｄ ｄａｙ原

不能忽视睡眠障碍的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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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探讨反流性食管炎食管外症状特点及治

庞春梅

张晓燕

反流性食管炎 ４７ 例分析报告如下遥

疗效果遥 方法 回顾分析 ４７ 例以食管外症状为主诉并确诊为

临床资料

反流性食管炎渊ＲＥ冤患者的临床表现袁确诊后给予制酸尧黏膜
保护尧 抗反流及改善不良生活方式等治疗并观察其治疗效

宋慧东

一尧一般资料

果遥 结果 咳嗽尧咽痛等食管外症状及反酸尧烧心尧暖气等症状

病例资料来源于我院消化内科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明显改善袁 有效率为 ８９．４％袁 明显高于确诊前的 ２７．７％渊Ｐ ＜

１１ 月 ４７ 例门诊病人遥 男 ２７ 例袁女 ２０ 例曰平均年龄 ６１．４ 岁

０．０１冤袁 治疗后内镜复查结果袁 食管炎黏膜损害改善 ４１ 例

渊８７．２％冤袁食管外症状中以咳嗽尧胸闷尧咽痛尧声嘶最为常见遥

结论 对临床上以食管外症状就诊各有关专科患者经相应的

诊治无效或疗效欠佳时袁 应考虑存在反流性食管炎的可能袁
需尽快作内镜等相关检查明确诊断袁及时治疗袁避免误诊遥
揖关键词铱 反流性食管炎曰食管外症状

渊２８ 耀 ７５ 岁冤袁其中 ４０ 岁以上者占 ８０．５％袁病程最短为 ５ 月袁

最长为 ４ 年遥

二尧临床表现
消化道表现院 有 ５ 例患者表现为非主诉症状且程度轻
微袁以反酸尧暖气尧纳差常见袁大部分患者无消化道症状遥
食管外表现院呼吸道表现主要为咳嗽尧哮喘尧反复发作性
气喘曰心血管表现为胸闷尧胸痛尧心前区不适曰咽喉部表现主

反流性食管炎食管外症状常被忽视袁而就诊于各有关专

要有声嘶尧咽部不适尧异物感尧咽痛等遥 相关检查提示异常袁如

科致诊治延误遥 现对我院收治的以食管外症状为主要表现的

胸片示双肺纹理增粗袁心电图示非 ＳＴ 段改变袁喉镜检查示咽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２２０ 暨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广州红十字会

慢性气管支气管炎 １４ 例袁支气管哮喘 ３ 例袁阵发性睡眠呼吸

部充血尧声带水肿等非特异性改变袁经相应专科初步诊断为
医院消化内科

暂停综合征 １ 例袁肺间质纤维化 １ 例袁心绞痛 １２ 例袁慢性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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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ＲＤ 出现食管外症状的确切发生机制目前尚未阐明袁

炎 １１ 例袁慢性声带炎 ４ 例袁焦虑症 １ 例遥

推断其发生可能由于胃内容物野冲破冶下食管括约肌渊ＬＥＳ冤与

三尧诊断及治疗
１． 诊断标准

上食管括约肌渊ＵＥＳ冤袁胃内的酸性物质与咽喉部黏膜直接接

根据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反流性食管炎诊断标

触并引起组织损伤所致袁但食管远端酸反流刺激通过迷走反

准［１］袁全部患者经内镜检查明确诊断遥 在确诊为反流性食管炎

射可引起清嗓动作或咳嗽袁 最终也可导致咽喉部病变和症

断给予相应治疗症状无明显改善遥

定作用［７］遥 食管动力紊乱可使反流加重 ［８］ 遥 发生 ＧＥＲＤ 时袁反

前分别就诊于呼吸科尧心血管科尧耳鼻喉科袁按各有关专科诊
２． 确诊反流性食管炎后的治疗

渊１冤改变不良生活方式院调整体位尧床头抬高 ２０ 耀 ３０ ｃｍ尧

避免穿紧身衣服尧 进食后不立即平卧尧 夜晚睡前 ３ ｈ 内不进

状［６］遥 胃电节律紊乱导致胃排空延缓也被认为在发病中起一
流物被吸入呼吸道内袁刺激呼吸道迷走神经引起支气管痉挛
或吸入呼吸道内酸性胃内容物刺激尧损伤呼吸道而产生化学
性炎症袁激素及其它支气管扩张剂可降低食管括约肌张力而

食尧平常不过度弯腰袁改变快食习惯袁避免烟尧酒尧浓茶尧咖啡尧

使 ＧＥＲＤ 加重袁夜间睡眠时迷走神经高反应性自主调节障碍

可乐等的刺激袁避免应用降低下食管括约肌渊ＬＥＳ冤压力及影

导致食管括约肌压力下降和频发短暂食管下端括约肌松弛袁

响食管动力的药物袁如抗胆碱能药尧茶碱尧钙通道阻滞剂及安

加上迷走神经兴奋胃酸分泌增多尧反酸加重袁是部分患者夜

定等遥

渊２冤心理治疗院舒缓紧张尧焦虑尧抑郁的情绪遥

渊３冤药物治疗院包括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尧促动力药及黏膜

保护剂遥

间呼吸道症状加重的重要原因［９］遥 胃液反流和吸入呼吸道可

致吸入性肺炎袁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胃尧食管反流与部分反复
发作哮喘尧慢性咳嗽尧胸痛尧胸闷尧憋气尧夜间呼吸暂停尧心绞

痛样疼痛有关［２］遥 食管与心脏的神经支配一致袁当食管黏膜上
皮感受器受刺激时袁可引起酷似心绞痛样胸痛遥 缺血性心脏

四尧统计学处理
治疗前后自身对照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１．５ 软件袁字２ 检验遥

病和食管功能异常同时存在袁其胸痛为食管原性和心原性共
同作用所致袁当冠心病经正规治疗胸痛未能缓解时袁即使没

结 果

有反流症状袁也应高度警惕 ＧＥＲＤ 的存在袁可作进一步检查

确诊前的一般治疗有效率为 ２７．７％袁确诊后治疗 ８ 周的

有效率为 ８９．４％袁 确诊后疗效明显高于确诊前疗效 渊Ｐ ＜
０．０１冤曰治疗后内镜复查结果袁食管炎黏膜损害明显改善 ４１ 例

渊８７．２％冤遥 食管外症状中以咳嗽尧咽痛尧胸闷尧声嘶改善最为明

或诊断性治疗遥 部分病人因胃尧食管反流物对咽喉部的刺激
强度及耐受性不同而就诊于耳鼻喉科袁未诉反流尧胸骨后烧
灼感或疼痛等典型食管炎症状袁加上部分医师对反流性食管
炎所致咽炎认识不够袁仅给予咽部药物治疗而效果不佳遥 值

显遥治疗前及治疗后症状改善比较见表 １袁治疗后症状改善明

得一提的是药物治疗的同时袁生活方式的改善在治疗反流性

显优于治疗前渊Ｐ ＜ ０．０１冤遥

食管炎中亦发挥重要作用袁生活方式调整及饮食调养袁不仅

表 １ 治疗前及治疗后症状改善比较 ［ｎ渊％冤］
ｎ

有效

无效

治疗前

４７

１３渊２７．７冤

３４渊７２．３冤

治疗后

４７

４２渊８９．４冤

５渊１０．６冤

可高食管下端括约肌功能及食管清除酸的能力袁又避免了各
种引起腹内压过高状态袁减少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袁减轻胃

酸尧胃蛋白酶对食管黏膜损伤袁因此可有效地防止反流 ［１０］遥

因此袁对临床久治不愈的慢性咳嗽尧反复发作性哮喘尧夜

间阵发性呼吸困难或胸闷尧胸痛尧咽痛尧声嘶等患者应考虑是
讨 论

否存在胃食管反流病的可能遥 详细询问有无反酸尧烧心尧暖气
等消化道症状袁尽快作内镜等相关检查明确诊断袁避免误诊袁

反流性食管炎在临床上较常见袁对其诊疗方法也在不断

及时治疗袁尽量减少患者不必要的痛苦与经济损失遥 当临床

完善袁而临床上由于胃食管反流病渊ＧＥＲＤ冤引起的以食管外

症状不典型经常规治疗效果欠佳进一步检查又受限者可行

并发症为首发症状时袁往往未能引起非专科医务人员的重视

诊断性治疗遥

以致常常延误诊断和治疗遥 本组患者有以下特点院年龄平均
６１．４ 岁袁食管外症状中咳嗽尧胸闷尧咽痛尧声嘶为常见袁其中 １９
例渊４０．４％冤就诊于呼吸科袁１５ 例渊３１．９％冤就诊于耳鼻喉科袁１２
例渊２５．５％冤就诊于心血管内科袁确诊前往往以非消化道症状
主诉就诊于其他专科且忽略反流症状袁 确诊前治疗有效率
低袁抗反流治疗效果良好遥 程荣墀等 ［２］报道 ８５％患者主要症状
表现为咳嗽袁Ｍｅｌｌｏｗ 等［３］对 ５０ 例严重心绞痛样胸痛袁但心功
能检测和冠状动脉造影正常者行 ２４ｈ 食管 ｐＨ 监测袁 发现
４６％的患者有胃食管反流遥 Ｗｏｎｇ 等［４］在亚洲胃食管反流病流
行病学文献综述中提示中国人食管外症状以胸痛为主要表
现袁而在日本重症食管炎则与哮喘存在一定联系［５］遥 据统计袁
于耳鼻喉就诊的患者中袁４％ 耀 １０％其症状与 ＧＥＲＤ 相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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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短篇论著窑

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临床分析
谢亨银
揖摘要铱 目的 探讨高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点和
治疗要点遥 方法 回顾 ２１４ 例急性胰腺炎患者袁其中 １８ 例高

４１．２ 依 ６．５７ 岁遥其中合并脂肪肝 １１ 例袁合并胆囊结石 ６ 例遥１８
例中重症急性胰腺炎 渊ＳＡＰ冤 １１ 例袁并发多脏 器功能衰竭 ４

脂血症性急性胰腺炎尧１９６ 例其他病因急性胰腺炎的临床特

例袁假性囊肿 ６ 例袁死亡 １ 例袁４ 例为家族性高脂血症患者袁复

点和治疗进行比较分析遥 结果 高脂血症胰腺炎的 ＴＧ 水平尧

发 １ 例袁其 中 ６ 例 ＨＬ－ＡＰ 患 者接 受了血浆 置换 治疗遥 ＡＰ

脂肪肝发生率尧ＳＡＰ 患病率均明显高于其他病因胰腺炎遥 结

的诊断参照 ２００４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分会胰腺疾病学组 制定

论 高脂血症所致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袁 其临床
表现和治疗方法均有其不同的特点遥
揖关键词铱 高脂血症曰急性胰腺炎曰预后

的标准［２］曰ＨＬ 相关性 ＡＰ渊ＨＬ－ＡＰ冤诊断标准 院发病 ７２ ｈ 内袁血

甘油三酯渊ＴＧ冤 ＞ １１．３ ｍｍｏｌ／Ｌ 或 ＴＧ 为 ５．６５ 耀 １１．３ ｍｍｏｌ／Ｌ袁
伴血清呈乳状尧重度脂浊病例袁排除其他病因即可诊断遥 实验
室检查 血淀粉酶在正常范围的有 １３ 例次渊５．１％冤袁１８０ 耀 ５００

高脂血症为急性胰腺炎渊ａｃｕｔｅ 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ｔｉｓ， ＡＰ冤少见病因

Ｕ／Ｌ １０２ 例次 渊４７．９％冤袁＞ ５００ Ｕ／Ｌ ９９ 例次渊４７％冤袁尿淀粉酶

之一袁 但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袁

在正常范围内有 １０ 例袁 其余 ２０４ 例尿淀粉酶均有不同程度

高脂血症所致急性胰腺炎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袁其临床表现

的增高遥 血清胆固醇 ５．９ 耀 １４．６ ｍｍｏｌ／Ｌ袁平均 ８．９ 依 ３．２ ｍｍｏｌ／

和治疗方法均有其不同的特点遥 过去一直认为我国急性胰腺

Ｌ曰三酰甘油 １０．４ 耀 ２６．８ ｍｍｏｌ／Ｌ袁平 均 １６．３ 依 ５．８ ｍｍｏｌ／Ｌ曰随

炎渊ＡＰ冤的主要病 因是胆道疾病袁但自 ９０ 年代以来袁高脂血

机血糖 ＞ 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 ２６ 例袁餐后 ２ ｈ 血糖 ７．８ 耀 １１．１ ｍｍｏｌ／Ｌ

症和饮酒所致的 ＡＰ 逐年增多［１］遥 目前认识到高脂血症渊ＨＬ冤袁

４３ 例次．所有病例都给予以 Ｂ 超检查遥 胰腺正常 １２ 例次袁体

尤其是高甘油三酯血症是 ＡＰ 的一个较常见原因遥 了解 ＨＬ 与

积增大袁边缘模糊不清 １５１ 例次袁胰腺形态不规则袁内部片状

ＡＰ 的相关性袁对于 ＡＰ 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笔者对

低回声区或液化无回声区 ３４ 例次遥 脂肪肝 １８ 例次遥 同时全

本院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 耀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３１ 日 间 ２１４ 例急性胰

部病例均经 ＣＴ 检查袁 发现胰腺弥漫或局限性肿大伴胰周渗

腺炎病例进行分析袁并探讨 ＨＬ 与 ＡＰ 的相关性袁现报告如下遥

液 ５６ 例次袁胰腺实质内不均匀密度改变 ２３ 例次遥

资料与方法
一尧资料
近 ３ 年来明确诊断为 ＡＰ 同时测定过血脂的病人 ２１４
例袁所有病例均有持续性上腹部疼痛袁上腹部压痛 ２０９ 例次袁
有反跳痛 １１ 例次袁呕吐 １７９ 例次袁黄疸 ９ 例次袁呼吸困难 ４
例次袁存在饮食诱因 １９６ 例次遥 急性胰腺炎 １ 次发作 ４８ 例袁２
次发作 ８２ 例袁３ 次发作 ２６ 例袁４ 次发作 １８ 例袁 共发作 ３６２

次袁平均发作 １．７ 次 遥 其中胆源性 １２２ 例袁酒精性 ３７ 例袁饱餐
性 ｌ７ 例袁 原因未明 ２０ 例袁ＨＬ 相关性 １８ 例 渊８．４％冤遥 １８ 例

ＨＬ－ＡＰ 组 中男性 １１ 例袁 女性 ７ 例袁 年龄 ２０ 耀 ５９ 岁袁 平均

二尧方法

将所有患者根据甘油三酯水平分三组作对照研究 院ＨＬ－

ＡＰ 组袁１８ 例 曰ＴＧ 正常组 １６７ 例 曰ＴＧ 水平在以上两组之间

２９ 例遥 对所有 ＨＬ－ＡＰ 病例均予以规范化治疗袁包括禁食 尧充

分的液体复苏 尧胃肠减压 尧抑制胰腺分泌 尧预防性抗生素 尧
柴芍承气汤或生大黄胃管注 入等 遥
结 果

一尧ＨＬ－ＡＰ 患者脂肪肝发病率与其它原因所致的 ＡＰ 相

比袁 差别有显著意义 渊字２ ＝ ８．１５２３ ＞ 字２０．０５袁Ｐ 约 ０．０５冤袁 提示
ＨＬ－ＡＰ 常并存脂肪肝袁见表 １遥

二尧不同 ＴＧ 水平 ＳＡＰ 比例
作者单位院５１４５００ 广东兴宁市人民医院消化科

ＨＬ－ＡＰ 组与非 ＨＬ－ＡＰ 组相比袁玉组为 ＨＬ－ＡＰ 组袁ＴＧ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