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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病的内镜治疗现状

窑专家笔谈窑

杨云生
胃食管反流病 渊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症状袁有效率达 ８０％以上袁而远期疗效的报道很少曰

ＧＥＲＤ冤治疗包括改变生活方式尧抑酸治疗尧促动力
药物治疗以及外科和内镜治疗等袁这里就 ＧＥＲＤ 的

但在实践中发现随着时间的延长袁缝结会出现松解
或脱落袁远期疗效逐渐降低袁目前应用的越来越少袁

内镜治疗现状作简要叙述遥

ＢＡＲＤ 公司也停止生产一代和二代的 ＥｎｄｏＣｉｎｃｈ

近年应用内镜微创技术治疗胃食管反流病发展
了一些新技术袁基本上有三类袁即内镜下针式射频治
疗尧内镜下缝合术和内镜下注射治疗遥

缝合装置遥 我们 ２００１ 年开展此工作 ［３］袁由于发现缝

结会出现松解或脱落袁远期疗效逐渐降低袁后改进应
用缝合结合射频处理缝合处黏膜治疗胃食管反流

一尧内镜下射频治疗

病袁结果显示能显著提高远期效果袁但需说明仅属于

该方法主要应用美国 Ｃｕｒｏｎ 公司生产的内镜下

单中心的回顾性研究袁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总结遥

射频治疗装置袁即 Ｓｔｒｅｔｔａ 装置遥 该装置于 ２０００ 年得
到美国 ＦＤＡ 的批准应用于临床遥 通过温度控制袁把

该方法的手术指征袁不同的术者总结有不同结
论袁但一般认为病人的选择和术前评估对疗效具有

射频送至胃食管连接处进行治疗遥 这种方法的原理

影响袁术者的经验和技术水平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遥

不十分清楚袁可能是经过刺入食管下端的射频针野烧

我们的经验是首先肯定病人具有病理性的胃食管反

灼冶下食管括约肌 渊ＬＥＳ冤区域袁形成瘢痕或纤维组
织袁促使胶原沉积袁野紧缩冶ＬＥＳ 区域袁从而增加 ＬＥＳ
抗反流屏障的功能遥

流袁或典型的反流症状并且药物治疗效果明显曰反流
主要与食管下括约肌松弛有关袁而非胃肠运动障碍
引起袁内镜下缝合治疗常预示效果良好遥

Ｓｔｒｅｔｔａ 射频治疗 ＧＲＥＤ 的良好设计研究报道

全层缝合法院该技术在理论设计上较为合理袁是

不多遥 一些研究显示该方法在短期随访中能明显改
善患者的烧心症状尧提高生活质量袁但是否能改善酸

应用一种称为 ｐｌｉｃａｔｏｒ 的缝合装置在胃底进行腔内
折叠治疗袁可将胃壁全层缝合袁因此又称为全层缝合

缺乏证据遥目前该方法仅在少数医疗机构进行试用袁

Ｐｌｅｓｋｏｗ Ｄ 等［４］在一项开放性研究中袁６４ 例需要抑酸

暴露时间结果不一致［１，２］袁长期大样本的疗效评估也
尚无明确的治疗指征遥
二尧内镜下缝合治疗

内镜下缝合治疗主要有三种方法 袁 即应用

法遥 但 几 年 来 关 于 它 的 研 究 及 疗 效 报 道 很 少 遥

药物治疗的 ＧＥＲＤ 患者接受了一针全层缝合袁在治
疗后第 １２ 个月 ５７ 例患者完成随访袁 其中 ７０％渊４０
例冤完全不再需要 ＰＰＩ 制剂曰另外袁ＧＥＲＤ 健康相关

ＢＡＲＤ 公司的 ＥｎｄｏＣｉｎｃｈ 缝合装置尧Ｗｉｌｓｏｎ－Ｃｏｏｋ
公司的 Ｓｅｗ－Ｒｉｇｈｔ 缝合装置以及 Ｎｄｏ 公司生产的

生活质量渊ＧＥＲＤ－ＨＲＱＬ冤评分也明显好转袁由刚停
药时的 １９ 改善为 ７袁效果显著遥 该技术最常见的不

Ｐｌｉｃａｔｏｒ 全层折叠器遥 １９８６ 年 Ｓｗａｉｎ Ｐ 首先描述了内

良反应是一过性的喉痛渊４１％冤及腹痛渊２０％冤袁不经

镜下的缝合装置治疗 ＧＥＲＤ袁２０００ 年美国食品药物

处理均自行好转遥 ２００６ 年美国消化疾病周渊ＤＤＷ冤

监督管理局首先批准了 ＥｎｄｏＣｉｎｃｈ 与 Ｓｅｗ－Ｒｉｇｈｔ 缝
合装置在临床应用遥 我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于

会议上一项随机尧单盲尧前瞻性的多中心研究报道［５］袁
７８ 例患者进行缝合治疗袁 另外 ８１ 例进行假手术作

２００１ 年批准 ＥｎｄｏＣｉｎｃｈ 在中国的使用遥美国 Ｎｄｏ 公

为对照遥 术后 ３ 个月随访时袁ＧＥＲＤ－ＨＲＱＬ 评分得

司生产的全层缝合装置于 ２００３ 通过美国 ＦＤＡ 批准

到 ５０％以上改善袁手术组比假手术对照组明显升高

试用遥
ＥｎｄｏＣｉｎｃｈ 缝合治疗法院该方法自 ２０００ 年应用

渊６３％比 ２０％袁Ｐ 约 ０．００１冤袁ＰＰＩ 停用在手术组比假手
术组明显高渊５７％比 ２６％袁Ｐ 约 ０．００１冤袁在 ６ 个月时中

以来袁有许多报道该方法近期疗效明显袁可改善患者

期分析袁这种趋势继续存在遥 该方法的问题依然是
长期效果不清楚遥

作者单位院１００８５３ 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消化科

三尧内镜下注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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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的原理是在胃食管连接处注射某一种物
质袁增强抗反流的野屏障冶作用袁达到治疗目的遥 曾有
应用 Ｅｎｔｅｒｙｘ尧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 进行注射治疗的报道袁但
研究发现并发症多尧疗效不满意袁目前已停止使用遥
内镜下治疗 ＧＥＲＤ 的安全性袁以缝合治疗并发
症最少袁注射治疗并发症最多袁射频治疗也有一定并
发症遥 缝合治疗的并发症发生率不到 １％袁通过认真
做好术前准备和评估袁一些严重并发症可以避免遥
迄今袁内镜下治疗 ＧＥＲＤ 均没有明确和一致肯
定的适应症袁 比较一致的意见是 ＧＥＲＤ 诊断明确尧
取得良好的知情同意袁内镜治疗作为一种备选的方
法遥 展望未来袁随着对 ＧＥＲＤ 发病机制的研究不断
深入袁内镜下微创治疗较外科手术具有创伤小尧方便

ｒｅｆｌｕｘ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ｄｉｏ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ｈａｍ－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３；１２５：６６８－６７６．
２ Ｔｒｉａｄａｆｉｌｏｐｏｕｌｏｓ Ｇ， ＤｉＢａｉｓｅ ＪＫ， Ｎｏｓｔｒａｎｔ ＴＴ，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ｔｔａ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ＲＤ： ６ ａｎｄ １２ ｍｏｎｔｈ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Ｕ．Ｓ． ｏｐｅｎ ｌａｂｅｌ ｔｒｉ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２；５５：１４９－１５６．
３ 杨云生， 令狐恩强， 孙刚， 等． 胃镜下腔内折叠术治疗胃食管反流
病． 中华消化内镜杂志 ２００２；１９：２６５－２６７．
４ Ｐｌｅｓｋｏｗ Ｄ，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 Ｒ， Ｌｏ Ｓ袁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ｌｉ原
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ＲＤ：

１２－ｍｏｎｔｈ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ｏｐｅｎ－ｌａｂｅｌ ｔｒｉ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 Ｅｎｄｏｓｃ ２００５；６１：

６４３－６４９．
５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 ＲＩ， Ｆｉｌｉｐｉ ＣＪ， Ｃａｃａ Ｋ袁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 ｆｕｌｌ－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ｐｌｉ原
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ＲＤ： ３ｍｎｔｈ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ａｎｄ ６ ｍｏｎｔｈ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ｓｈ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ＤＤＷ ２００６：Ｓ１５０１０．

渊收稿日期院２００８－０１－２１冤

操作等优点袁该类技术具有研究开发的前景遥

渊本文编辑院巩兰波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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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内容物渊包括十二指肠液冤反流入食管产生症状或并
发症时袁称为胃食管反流病渊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膜破损相互融合袁但尚未环绕食管壁四周曰Ｄ 级院黏膜破损相
互融合并累及至少食管四壁 ７５％遥 另附加描述有无食管狭

ＧＥＲＤ冤遥 目前认为 ＧＥＲＤ 包括 渊１冤 反流性食管炎渊ｒｅｆｌｕｘ

窄尧食管溃疡及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遥ＬＡ 标准见表 １遥ＬＡ 分类是目前

ｅｓｏｐｈａｇｉｔｉｓ， ＲＥ冤院有反流症状兼有食管黏膜破损者曰渊２冤非糜

国际上最为广泛应用的方案遥 不同于已往的依据内镜下糜

烂性食管反流病渊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ｙ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ＲＤ冤院

烂尧 溃疡的病理组织学表现袁 而是引入黏膜破损渊ｍｕｃｏｓａｌ

有反流症状但内镜下未见食管破损者曰渊３冤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渊ＢＥ冤院

ｂｒｅａｋ冤概念袁将之定义为野与周围正常表现的黏膜有明显区别

食管黏膜上皮被胃柱状上皮所替代即为 ＢＥ袁 病理证实有肠

的白苔或发红的区域冶并依其扩展程度划分为 Ａ 耀 Ｄ 级 ４ 个

上皮化生者与食管腺癌关系密切遥 目前公认消化内镜检查是
ＲＥ 的主要诊断方法及诊断野金标准冶遥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的诊断有
赖于内镜与病理的结合袁目前对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的定义尚存在争
议袁除经典的长段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外袁其它各型 Ｂａｒｒｅｔｔ 的内镜诊
断一致性存在极大差异遥
一尧ＲＥ 的内镜诊断标准
１． 洛杉机标准渊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Ａ冤及图片解读
１９９４ 年在美国洛杉矶召开的世界胃肠病大会对 ＲＥ 的
内镜分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袁最后将其分为 Ａ尧Ｂ尧Ｃ尧Ｄ 四级遥
Ａ 级院黏膜皱襞表面黏膜破损袁但破损直径 ＜ ５ ｍｍ曰Ｂ 级院黏
膜皱襞表面黏膜破损直径 ＞ ５ ｍｍ袁但破损间无融合曰Ｃ 级院黏

阶段渊图 １冤 遥 ＬＡ 方案将黏膜所见统一采用黏膜破损一词且

依其扩延范围进行分类袁故而易于掌握病变程度袁现已广泛

用来判定疗效遥
表 １ ＲＥ 内镜诊断的洛杉机标准渊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Ａ冤
分级

内镜特征

Ａ级

纵行破损 ＜ ５ ｍｍ

Ｂ级

纵行破损 ＞ ５ ｍｍ

Ｃ级

破损有融合 ＜ ７０％

Ｄ级

破损有融合或全周性

２． 中国消化内镜学会标准渊１９９８ 烟台袁表 ２冤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袁 中华医学会内镜学会在烟台召开会议袁制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５１５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科

定了我国 ＲＥ 内镜分级标准袁共分 ０ 耀 芋 级袁其中 ０ 级为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