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揖摘要铱 目的 探讨反流性食管炎食管外症状特点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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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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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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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改善袁 有效率为 89.4%袁 明显高于确诊前的 27.7%渊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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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流性食管炎食管外症状常被忽视袁而就诊于各有关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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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流性食管炎 47 例分析报告如下遥

临床资料

一尧一般资料

病例资料来源于我院消化内科 2007 年 4 月至 2007 年

11 月 47 例门诊病人遥 男 27 例袁女 20 例曰平均年龄 61.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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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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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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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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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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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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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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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忽视睡眠障碍的存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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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11 例袁慢性声带炎 4 例袁焦虑症 1 例遥
三尧诊断及治疗

1. 诊断标准

根据中华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反流性食管炎诊断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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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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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给予相应治疗症状无明显改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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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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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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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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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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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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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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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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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优于治疗前渊P < 0.01冤遥

讨 论

反流性食管炎在临床上较常见袁对其诊疗方法也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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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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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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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RD 出现食管外症状的确切发生机制目前尚未阐明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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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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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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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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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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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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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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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 GERD 加重袁夜间睡眠时迷走神经高反应性自主调节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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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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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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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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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反流症状袁也应高度警惕 GERD 的存在袁可作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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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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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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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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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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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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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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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断性治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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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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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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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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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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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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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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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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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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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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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直认为我国急性胰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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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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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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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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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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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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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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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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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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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1 例袁其 中 6 例 HL-AP 患 者接 受了血浆 置换 治疗遥 AP
的诊断参照 2004 年中华医学会消化分会胰腺疾病学组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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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 102 例次 渊47.9%冤袁> 500 U/L 99 例次渊47%冤袁尿淀粉酶

在正常范围内有 10 例袁 其余 204 例尿淀粉酶均有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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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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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血糖 > 11.1 mmol/L 26 例袁餐后 2 h 血糖 7.8 耀 11.1 m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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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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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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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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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 56 例次袁胰腺实质内不均匀密度改变 23 例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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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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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L-AP 组与非 HL-AP 组相比袁玉组为 HL-AP 组袁TG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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