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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病定义及临床分型的演变
汪安江

窑专家笔谈窑

陈旻湖

近年来随着对胃食管反流病渊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ＧＥＲＤ冤发病机制和病理生理研究的
深入袁其定义尧症状谱及临床分类发生了较大变化遥
［１］

发症的一种疾病 ［１］遥 ＧＥＲＤ 实际上包含了多种症状
渊如烧心尧反酸尧胸痛尧咳嗽尧声音嘶哑尧吞咽困难尧咽
部异物感等冤和渊或冤并发症渊包括食管黏膜糜烂尧出

胃食管反流病的蒙特利尔定义和分类 即是在循证

血尧狭窄尧口腔和咽喉溃疡尧哮喘等冤遥 其本质是胃内

医学的基础上制定的全球共识意见遥 该共识意见对
ＧＥＲＤ 重新进行了统一的定义和分类 渊见图 １冤袁科

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的临床综合征遥 虽然 ＧＥＲＤ 临
床症状多样袁 但烧心和反流是 ＧＥＲＤ 的典型症状遥

学地阐述了该病的本质袁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遥

很多反流相关的食管外症状或并发症多伴有烧心与

ＧＥＲＤ 的定义 ：胃、十二指肠内容物反流产生不适症状和（ 或）并发症

反流曰而不伴有烧心与反流的食管外表现袁如慢性咳

食管综合征

嗽尧哮喘等袁多与反流关系不大袁抑酸疗效也不佳遥
全球共识意见提出只有反流症状引起患者感觉不适

食管外综合征

才对 ＧＥＲＤ 的诊断有意义遥 不适症状是由患者本人
症状综合征

伴食管损伤的综合征

已证实相关

可能相关

1.典型反流综合征
2.反流胸痛综合征

1.反流性食管炎
2.反流性狭窄
3.Barrett 食管
4.食管腺癌

1.反流性咳嗽综合征
2.反流性喉炎综合征
3.反流性哮喘综合征
4.反流性牙侵蚀症

1.咽炎
2.鼻窦炎
3.特发性肺纤维化
4.复发性中耳炎

图 １ 胃食管反流病的全球新定义及分型

一尧胃食管反流病定义尧分类和自然病程的演变
ＧＥＲＤ 是胃内容物反流引起不适症状及渊或冤并

主观感受决定袁而不是由医生决定遥 这种界定症状
的方法避免了对 ＧＥＲＤ 的过度诊断遥 临床实践中如
果患者主要因为反流症状求诊袁就可认定这种症状
已经引起了患者的不适感觉袁影响了生活质量遥
既往根据内镜和病理结果可将 ＧＥＲＤ 分为三
类院渊１冤非糜烂性反流病渊ｎｏｎ－ｅｒｏｓｉｖｅ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ＲＤ冤曰渊２冤 糜烂性食管炎或反流性食管炎渊ｒｅｆｌｕｘ
ｅｓｏｐｈａｇｉｔｉｓ， ＲＥ冤曰渊３冤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渊Ｂａｒｒｅｔｔ ｅｓｏｐｈａｇｕｓ，

作者单位院５１００８０ 广州市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
内科
通信作者院陈旻湖袁Ｅｍａｉｌ院ｃｈｅｎｍｉｎｈｕ＠ｖｉｐ．１６３．ｃｏｍ

ＢＥ冤遥 根据 ２４ ｈ 食管 ｐＨ 监测及症状指数渊ｓｙｍｐｔｏｍ

ｉｎｄｅｘ， ＳＩ冤 又可将非糜烂性反流病分为 ３ 个亚型 ［２］院
淤２４ ｈ 食管 ｐＨ 监测显示病理性酸反流袁约占 ５０％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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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４ ｈ 食管 ｐＨ 监测未显示病理性酸反流袁 但症状

的产生与酸反流相关袁症状指数逸５０％袁约占 １８％曰
盂症状产生与酸反流无关袁 即 ２４ ｈ 食管 ｐＨ 监测显

－ 31 －

的诊断需经病理证实袁 肠上皮化生是 ＢＥ 癌变的危
险因素遥 病理诊断需说明有无伴肠上皮化生尧是否
存在不典型增生及其程度遥 全球共识意见提出袁未

示酸反流在正常范围内袁 且症状指数阴性袁 约占
３２％遥曾有人认为此亚型是功能性烧心遥把症状与反

经病理证实的内镜检查只能疑诊 ＢＥ袁 称为内镜下
拟诊的食管柱状上皮化生渊ｅｎｄｏｓｃｏｐ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流无关的功能性烧心归入 ＧＥＲＤ 的范畴显然违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ｍｅｔａｐｌａｓｉａ， ＥＳＥＭ冤遥 必须取活检病理证

了 ＧＥＲＤ 的定义遥 目前对此部分病人的研究尚不充

实才能诊断为 ＢＥ袁且要标明 ＢＥ 的长度和上皮化生

分袁是否部分病人的症状与弱酸反流或非酸反流有
关袁目前不得而知遥 新近颁布的功能性胃肠病罗马

类型渊胃上皮化生或肠上皮化生冤遥 伴长节段渊受累
食管黏膜逸３ ｃｍ冤 肠上皮化生的 ＢＥ 被认为是食管

芋诊断标准把内镜下食管黏膜正常尧食管测酸在正

腺癌的危险因素遥

烧心患者纳入功能性烧心范畴 遥
罗马芋标准定义的功能性烧心基本排除了症状

认为 ＮＥＲＤ 是 ＧＥＲＤ 的 轻 型 表 现 袁 由 晕ＥＲＤ 到
ＲＥ尧ＢＥ 是一个由轻到重的的发展过程遥 美国学者

与酸反流的相关性遥 但是否存在非酸反流导致的烧

云葬泽泽 首先对上述理论提出挑战袁认为三种亚型可能

心症状袁目前尚无充分依据说明这个问题遥 食管阻

相对独立袁相互之间不转化或很少转化袁ＧＥＲＤ 病人

常范围内且症状指数阴性尧ＰＰＩ 试验性治疗无效的
［３］

抗技术可以检测包括液体尧气体等所有性质的反流袁
联合 圆源 ｈ 食管 ｐＨ 测定及症状指数应该可以说明上
述问题遥 因此袁借助现代的检测技术袁我们将来应该
可以比较准确的区别非糜烂性反流病与功能性烧

ＮＥＲＤ尧ＲＥ 和 ＢＥ 是 ＧＥＲＤ 的三个表型遥 曾经

的表型可能由遗传因素决定［７］遥 上述两种观点均有
各自的支持依据遥 有限的临床随访结果显示袁随访

过程中上述三种亚型转换的发生率确实不高袁

晕ＥＲＤ 病人复发仍为 晕ＥＲＤ袁ＲＥ 病人复发仍为 ＲＥ遥

心袁即一切与反流渊包括传统定义的 ｐＨ ＜ 源 的酸反
流尧弱酸反流尧非酸反流冤相关的症状归为 ＧＥＲＤ袁而

目前的有限资料似乎支持 云葬泽泽 的观点多一些袁即
ＧＥＲＤ 的三种亚型相对独立遥 此问题的阐明有待于

与反流不相关的野烧心冶症状归为功能性烧心袁属于

设计良好的大宗病例长期临床随访结果遥
二尧ＧＥＲＤ 的不典型表现和食管外表现

功能性胃肠病的范畴遥
目前定义的 ＮＥＲＤ 是常规内镜下食管黏膜未
见破损遥 近几年有研究 ［４，５］发现食管黏膜虽然肉眼观

临床医生比较熟悉与重视 ＧＥＲＤ 的典型症状
与并发症遥 实际上 ＧＥＲＤ 除了烧心和反流的典型症

察未见异常袁但电镜下观察发现存在超微结构的变

状外袁还可表现为不典型的反流相关胸痛综合征和

化袁即食管黏膜细胞间隙增宽袁且增宽程度和酸反流

反流性咳嗽尧反流性喉炎尧反流性哮喘等食管外表

程度呈正相关袁并在质子泵抑制剂治疗后增宽的细
胞间隙可恢复正常袁且是否恢复正常与症状是否消

现遥这些病人往往在消化科以外的科室如心脏科尧呼
吸科或耳鼻喉科就诊袁 造成诊断延误遥 熟悉 ＧＥＲＤ

失相关遥 此说明反流相关的症状可能存在一定的病

的不典型表现和食管外表现对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有

理基础遥 食管黏膜细胞间隙增宽能否成为诊断非糜

重要意义遥

烂性反流病尧评价其治疗效果及鉴别功能性烧心的
客观指标袁目前的资料还不充分袁有待进一步研究证
实遥

１． ＧＥＲＤ 和非心源性胸痛
非心源性胸痛渊ｎｏｎ－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ｈｅｓｔ ｐａｉｎ， ＮＣＣＰ冤
是指排除心脏因素所引起的复发性胸骨后疼痛袁通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渊ＢＥ冤的定义及诊断标准也有很多

常指食管源性的胸痛袁其中最常见原因是 ＧＥＲＤ袁占

的争论遥国际上有两大流派遥经典的定义是当食管黏
膜与胃黏膜交界处上移袁鳞状上皮被胃柱状上皮所

ＮＣＣＰ 的 缘园％左右遥 反流相关性胸痛的特点是胸痛
持续时间长袁多出现在餐后袁无向它处放射袁可伴有

替代袁称为 ＢＥ遥 但因为只有存在肠上皮化生的 ＢＥ

烧心尧反酸等症状遥 应用抗酸剂胸痛症状可以缓解遥

演变为食管腺癌的危险性才高袁因此有人认为只有
病理证实存在肠上皮化生的胃黏膜上移袁 诊断 ＢＥ

临床上对于胸痛病人原则上先进行心脏方面的检
查遥在排除心脏因素引起的胸痛后袁可以进行 ＧＥＲＤ

才有意义遥 后者可以避免过度诊断袁加重病人的心

相关的检查袁包括胃镜及 圆源 小时食管 ｐＨ 测定遥 质

理负担遥 我国关于 ＢＥ 的共识意见 采取了经典的诊

子泵抑制剂渊ｐｒｏｔｏ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ＰＰＩ冤试验性治疗

断标准袁即食管鳞状上皮被胃柱状上皮所替代袁即可
诊断 ＢＥ遥 但不论什么标准袁大家观点一致的是袁ＢＥ

诊断 ＧＥＲＤ 相关性胸痛有很高的敏感性与特异性袁
可达 愿缘％左右［８］遥 由于心源性胸痛和反流相关性胸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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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的危险因素相似袁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并相互影响袁

病理表现遥反流性牙侵蚀症没有特异性的临床表现遥

值得注意遥

患者可以有口腔内烧灼感尧舌部敏感或口臭等症状

２． 反流相关性咽喉炎
胃内容物反流至咽喉部袁可以产生咽喉部的症
状和体征袁 称 为 反 流 相 关 性 咽 喉 炎 或 咽 喉 反 流

渊ｌａｒｙｎｇ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ＬＰＲ冤遥 ＬＰＲ 常见的症状

或无明显临床症状遥 早期诊断较困难袁可仅表现为
轻度的釉质表面脱矿而失去光泽袁往往牙本质暴露
才被察觉遥 ２４ ｈ 食管 ｐＨ 监测显示食管近端酸反流
增多袁且反流程度和牙侵蚀程度呈正相关袁但和患者

包括咽喉疼痛尧咽部异物感尧慢性咳嗽尧声嘶尧频繁清

主观的口内症状严重程度无关遥 反流性牙侵蚀症有

喉动作和吞咽不适等遥 喉镜下最常见的体征是黏膜
红斑尧水肿和铺路石样改变袁但均没有特异性遥 目前

一定特点袁病变常分布在舌面尧颊面和牙合 面袁且后
牙的侵蚀程度比前牙严重遥 而外源性牙侵蚀症的病

认为 ＬＰＲ 相关的症状尧体征和 ２４ ｈ 食管 ｐＨ 监测诊

变常发生在唇面且前牙侵蚀程度比后牙严重遥 临床

断 ＬＰＲ 的敏感性和特异性都较差遥 最近发现 ＬＰＲ

上治疗可采用脱敏牙膏和有麻醉作用的含漱液缓解

患者痰液中胃蛋白酶浓度较健康志愿者明显升高袁
且诊断 ＬＰＲ 具有较好的敏感性和特异性［９］遥 此项检

症状袁使用 ＰＰＩ 抑制胃酸反流遥 低唾液流量患者可
用人工唾液替代治疗遥 严重患者则需行牙体修复治

虽然部分 ＬＰＲ 患者 ＰＰＩ 治疗后病情缓解袁 但荟萃分

随着现代诊断技术的应用和对 ＧＥＲＤ 研究的

查作为非侵入性手段诊断 ＬＰＲ 有较高的应用价值遥

疗［１４］遥

析 并未发现 ＰＰＩ 治疗 ＬＰＲ 疗效优于安慰剂遥 如
何确定咽喉症状由反流引起是目前研究的重点遥 把

深入袁ＧＥＲＤ 的定义尧 范畴及分型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遥ＧＥＲＤ 不仅表现为食管的症状与损伤袁同时也可

电极置于接近咽喉部位的食管上括约肌附近的 ｐＨ

以表现为食管外症状与损伤袁涉及多个学科遥 深入

检测或阻抗测定也许可以回答部分问题遥 目前对疑

探讨 ＧＥＲＤ 各临床表型的特征尧研究食管外表现的

诊 ＬＰＲ 的患者推荐首选 ３ 个月的 ＰＰＩ 试验性治疗遥
无效者再行详细的检查以寻找可能的致病因素 ［１２］遥

诊断与治疗方法将是 ＧＥＲＤ 的研究热点遥

［１０，１１］

３． 反流相关性哮喘

与反流相关的哮喘称为反流相关性哮喘遥 研究
认为反流并非哮喘的主要致病因素袁但酸反流可诱
发或加重哮喘遥 此部分患者常常对哮喘的常规治疗

如 茁２ 受体激动剂和糖皮质激素的反应欠佳袁 使用

孕孕陨 可以缓解或减轻部分病人的哮喘症状遥 同时存

参考文献
１ Ｖａｋｉｌ Ｎ， ｖａｎ Ｚａｎｔｅｎ ＳＶ， Ｋａｈｒｉｌａｓ Ｐ，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ｖｉ原
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６；１０１：１９００－１９２０．
２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ＳＤ， Ｍａｌａｇｏｎ ＩＢ， Ｇａｒｅｗａｌ ＨＳ， ｅｔ ａｌ． Ｎｏｎ－ｅｒｏｓｉｖｅ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ＮＥＲＤ）－－ａｃｉｄ ｒｅｆｌｕｘ ａｎｄ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原
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３；１７：５３７－５４５．
３ Ｇａｌｍｉｃｈｅ ＪＰ， Ｃｌｏｕｓｅ ＲＥ， Ｂ佗ｌｉｎｔ Ａ，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ｄｉｓ原

在烧心等反流症状往往可以预测 孕孕陨 的治疗效果遥
临床上对于成年发病尧夜间发作频繁尧诱发因素为进

４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Ｃ， Ｆａｂｂｒｉ Ａ， Ｂｏｒｔｏｌｏｔｔｉ Ｍ， ｅｔ ａｌ． Ｄｉｌ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餐尧运动和卧位袁以及常规治疗效果不佳的哮喘应注

ｓｐａｃｅｓ ａ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意有无反流因素的存在遥 随机研究表明对于存在反
流症状和夜间呼吸道症状的哮喘患者使用 ＰＰＩ 治疗
可改善哮喘症状袁减少抗喘药的使用袁但对肺功能的
改善有限［１３］遥

反流相关性哮喘的机制目前仍未完全明确遥 可

能与反流物直接反流入气道刺激黏膜和反流物刺激
食管黏膜下的化学感受器而引发食管原气管迷走反
射有关遥
４． 反流性牙侵蚀症
当胃酸反流至口腔且 ｐＨ 约 ５．５ 时袁牙齿表层的
无机物可发生溶解从而引起反流性牙侵蚀症遥 目前
认为发病机制可能有两种院胃内容物反流的直接刺
激作用和唾液腺分泌速率减低而导致中和胃酸作用
减弱遥 腭黏膜上皮萎缩和成纤维细胞增生是常见的

ｏｒｄｅｒｓ．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１３０：１４５９－１４６５．

ｇａｓｔｒｏ－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ｉｌｅ ｒｅｆｌｕｘ． Ａｌｉ原
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３；１８：５２５－５３２．
５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Ｃ， Ｂｏｒｔｏｌｏｔｔｉ Ｍ， Ｆａｂｂｒｉ 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ＲＤ
ｕｌｔ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ｆｔｅｒ ｏｍｅｐｒａｚｏｌ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５；１００：５３７－５４２．
６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诊治共识． 中华消化杂志
２００６；２６：１３８－１３９．
７ Ｆａｓｓ Ｒ， Ｏｆｍａｎ Ｊ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ａｄｏｐｔ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２；９７：
１９０１－１９０９．
８ Ｃｒｅｍｏｎｉｎｉ Ｆ， Ｗｉｓｅ Ｊ， Ｍｏａｙｙｅｄｉ Ｐ，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ｕｓｅ ｏｆ ｐｒｏｔｏ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ｉｎ ｎｏｎ－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ｃｈｅｓｔ ｐａｉｎ： 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５；１００：１２２６－１２３２．
９ Ｋｎｉｇｈｔ Ｊ， Ｌｉｖｅｌｙ ＭＯ，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Ｎ， ｅｔ ａｌ．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ｅｐｓｉｎ ｉｍｍｕｎｏａｓ原
ｓａｙ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Ｌａｒｙｎｇｏｓｃｏｐｅ ２００５；
１１５：１４７３－１４７８．
１０ Ｇａｔｔａ Ｌ， Ｖａｉｒａ Ｄ， Ｓｏｒｒｅｎｔｉ Ｇ，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 33 －

现代消化及介入诊疗 2008 年 第 13 卷 第 1 期 Modern Digestion & Intervention 2008, Vol.13, No.1
ｐｒｏｔｏ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ｌ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ｇａｓｔｒｏ－

１３ Ｋｉｌｊａｎｄｅｒ ＴＯ， Ｈａｒｄｉｎｇ ＳＭ， Ｆｉｅｌｄ ＳＫ，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ｓｏｍｅｐｒａｚｏｌｅ

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ｌｉｍｅｎｔ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Ｔｈｅｒ ２００７；２５：３８５－

４０ ｍｇ ｔｗｉｃｅ ｄａｉｌｙ ｏｎ ａｓｔｈｍａ：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３９２．

Ａｍ Ｊ Ｒｅｓｐｉｒ 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 Ｍｅｄ ２００６；１７３：１０９１－１０９７．

１１ Ｑａｄｅｅｒ ＭＡ，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ＣＯ， Ｌｏｐｅｚ ＡＲ，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ｏｎ ｐｕｍｐ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ｆｏｒ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ＧＥＲＤ－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ａｒｙｎｇｉｔｉｓ： ａ ｍｅｔａ－

１４ Ｆａｒｒｏｋｈｉ Ｆ， Ｖａｅｚｉ ＭＦ． Ｅｘｔｒａ－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原
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Ｏｒａｌ Ｄｉｓ ２００７；１３：３４９－３５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Ａｍ Ｊ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 ２００６；

渊收稿日期院２００８－０１－０３冤

１０１：２６４６－２６５４．

渊本文编辑院刘思德冤

１２ Ｆｏｒｄ Ｃ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ｒｙｎｇｏｐｈａｒｙｎ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ＪＡＭＡ ２００５；２９４：１５３４－１５４０．

胃食管反流病的诊断及药物治疗进展

窑专家笔谈窑

邹多武
胃食管反流病渊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ｏｓｅａｓｅｓ，
ＧＥＲＤ冤 是指胃内容物反流引起的不适症状和／或并

阶段的表现遥 越来越多的长期临床研究发现 ＮＥＲＤ
患者随着病史延长很少发展为反流性食管炎袁反流

发症的一种疾病遥ＧＥＲＤ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疾病袁严

性食管炎治愈后停药复发很少表现为 ＮＥＲＤ袁 而大

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遥 是近年来消化病学研究的

多表现为食管下端黏膜损伤复发袁无 Ｂａｒｒｅｔｔ 上皮的

热点袁其在西方发病率非常高袁美国 一项流行病学
调查显示 ４４％ 的成年人每月至少出现一次烧心症

反 流 性 食 管 炎 很 少 进 一 步 发 展 为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 遥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往往在第一次胃镜检查中就被发现袁几

状袁 人群 １４％每月至少一次袁７％成年人每天均有烧

乎没有资料表明它是由反流性食管炎或 ＮＥＲＤ 演

［１］

心症状遥 我国北京尧上海 两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提

变而来遥 因此袁Ｆａｓｓ ［４］等学者将 ＮＥＲＤ尧反流性食管炎

示院烧心尧反酸等症状发病率为 ８．９７％袁食管 ２４ 小时
ｐＨ 监测证实有异常反流的 ＧＥＲＤ 发病率为 ５．７７％袁

及 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看成与胃食管反流有关的三个独立
过程遥 但这一说法并无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袁同时

反流性食管炎发病率为 １．９２％遥广州地区［３］采用反流

为什么食管会对反流产生不同的反应也无令人信服

性疾病问卷调查发现袁社区人群中 ＧＥＲＤ 的患病率

的解释遥 最近北京协和医院［５］研究发现 ＲＥ 患者膈角

为 ２．３％袁而每周至少有 １ 次烧心及渊或冤反酸症状者
占 ６．２％遥虽低于西方国家袁但远高于我们的估计遥上

压受损较 ＮＥＲＤ 患者更加明显袁 提示 ＲＥ 与 ＮＥＲＤ
在发病机制上可能存在差异遥 国外也有研究发现［６］袁

［２］

述患病率的差异也与调查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诊断标

ＮＥＲＤ 患者随访过程中发生了 ＲＥ遥 因此 ＧＥＲＤ 是

准有关袁随着我国 ＧＥＲＤ 诊断共识的发表袁采用与

否为进展性疾病袁我们还不能对此过早地下结论袁需

国际一致的统一的诊断标准袁在不同区域进行的流
行病学调查可能会更好地反映我国 ＧＥＲＤ 患病情

要有更多的前瞻性的对自然病程进行随访的资料来
证实这个问题遥

况遥 近年来有关 ＧＥＲＤ 的发病机制尧诊断与治疗方

二尧ＧＥＲＤ 临床诊断的新方法

面均有较大进展袁需要我们不断学习袁并在实践中应

内镜检查可作为诊断 ＲＥ 的野金标准冶袁ＲＥ 内镜

用和提高遥
一尧ＧＥＲＤ 的分类

下分类国内外有不同的诊断标准遥 目前多采用洛杉
矶渊ＬＡ冤分级遥 近年来袁随着高清晰内镜的广泛应用袁

ＮＥＲＤ冤尧 反流性食管炎尧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以往常被认为

但其可重复性及临床可行性尚需更多临床应用证

非糜烂性胃食管反流病 渊ｎｏｎ－ｅｒｏｓｉｖｅ ＧＥＲＤ，

是 ＧＥＲＤ 随反流时间延长及反流量加重不同发病
作者单位院２００４３３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消化内科

日本及我国的部分学者提出增加 野微小病变 ＲＥ冶袁

实遥 远端食管黏膜活检可发现一些反流的组织学改
变袁但其诊断价值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遥 近来有不
少学者认为袁 食管黏膜细胞间隙增宽是诊断 ＮＥＲ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