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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食管反流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吕 宾
胃食管反流病 渊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ｉｓｅａｓｅ，

患者的主要发病机制遥 ＴＬＥＳＲｓ 相关的反流各报道结

渊或冤并发症的一种疾病［１］遥 迄今 ＧＥＲＤ 的发病机制
尚未完全阐明袁有多种因素参与其中袁本文就 ＧＥＲＤ

日本的研究显示袁ＴＬＥＳＲｓ 是食管炎和健康人胃食
管反流的主要机制袁 食管炎患者 ＴＬＥＳＲｓ 时酸反流

ＧＥＲＤ冤 是指胃内容物反流入食管引起不适症状和

发病机制的研究现状和进展作一介绍遥

一尧胃食管连接部渊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果不一袁有的可高达 ９３％袁有的则低至 ９％ 耀 １５％［３，４］遥
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健康人袁但比西方国家报道低［５］遥
Ｏｕａｔｕ Ｌａｓｃａｒ 等

［６］

的研究显示袁 非糜烂性反流病

ＧＥＪ冤异常
防御机制削弱是攻击因子损伤食管上皮的前

渊ＮＥＲＤ冤组的反流主要表现为与 ＴＬＥＳＲｓ 相关的直
立位反流袁而 ＲＥ 组 ＬＥＳ 压力低下袁且低 ＬＥＳ 压相

提遥 抗反流屏障削弱包括下食管括约肌渊ＬＥＳ冤压力

关的卧位反流与直立位反流相当遥 尽管许多研究显

降低尧 一过性 ＬＥＳ 松弛 渊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ＬＥＳ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ｓ，

示 ＧＥＲＤ 患者 ＴＬＥＳＲｓ 的频率并不比健康者高袁但

长度缩短可致反流增加袁ＬＥＳ 压力可受一些生理因

ＴＬＥＳＲｓ 的频率更能决定是否出现烧心症状遥 新近

ＴＬＥＳＲｓ冤和解剖结构缺陷遥ＧＥＪ 由 ＬＥＳ尧膈脚和胃悬
吊渊ｇａｓｔｒｉｃ ｓｌｉｎｇ冤所构成遥 ＬＥＳ 静息压降低以及 ＬＥＳ

ＧＥＲＤ 者发生 ＴＬＥＳＲｓ 时伴有更多的酸反流［３］袁说明
反流的质量 渊如反流的程度和反流物的容量 冤比

素影响袁如呼吸尧胃运动尧体位尧药物尧激素以及某些

的研究显示袁ＴＬＥＳＲｓ 总是先于 ＧＥＪ 的开放袁 证明

食物等遥 以往袁ＬＥＳ 静息压力降低一直被认为是
ＧＥＲＤ 发 病 的 最 重 要 因 素 遥 通 过 食 管 测 压 证 实

ＴＬＥＳＲｓ 不是对 ＧＥＪ 被动的机械变化的反应袁 而是
神经介导的迷走－迷走反射袁 由胃的牵张受体激活

ＧＥＲＤ 患者 ＬＥＳ 静息压明显低于正常人袁对伴有组
织学损害的反流性食管炎渊ＲＥ冤患者袁ＬＥＳ 静息压力
降低更加明显遥 但对某一具体患者袁特别是较轻型
的 ＧＥＲＤ 患者 ＬＥＳ 静息压力常常是正常的遥
近年来袁随着袖套式导管长时间 ＬＥＳ 压力监测
的广泛开展袁人们对 ＧＥＲＤ 的发病机制有了更深的
认识遥 研究发现袁ＴＬＥＳＲｓ 是引起胃食管反流的最主
要因素 ［２］袁 ＴＬＥＳＲｓ 是指非吞咽情况下 ＬＥＳ 发生自

所触发［７，８］遥

胃悬吊纤维呈 Ｖ 形袁形成胃与膈肌脚之间的压

力屏障袁ＧＥＲＤ 患者较健康者悬吊纤维压显著降低袁
提示胃悬吊纤维缺陷是 ＧＥＲＤ 的原因之一［９］遥 静息

状态下袁ＧＥＲＤ 患者的膈脚张力明显低于健康人袁说
明其膈脚的抗反流作用明显减弱［１０］遥 食管裂孔疝也

是 ＧＥＲＤ 的重要病理生理因素袁滑动性裂孔疝破坏
了正常抗反流机制的解剖和生理袁降低 ＬＥＳ 压力及

发性松弛袁 其松弛时间明显长于吞咽时 ＬＥＳ 松弛袁

缩短 ＬＥＳ 长度袁并削弱了膈肌的作用袁且与食管蠕

可持续 ８ 耀 １０ Ｓ袁并常伴有胃食管反流遥 ＴＬＥＳＲｓ 是

动减弱有关遥食管裂孔疝与胃食管反流的症状有关袁

正常人生理性胃食管反流的主要原因袁 也是 ＧＥＲＤ

增加了反流性食管炎尧Ｂａｒｒｅｔｔ 食管及食管腺癌的发
生和严重程度遥ＧＥＲＤ 患者中袁伴有食管裂孔疝者较

作者单位院３１０００６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消化科

没有食管裂孔疝者 ＧＥＪ 短而易扩张袁并且对扩张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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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 ＴＬＥＳＲｓ 的阈值降低［１１，１２］遥

磷酸盐及 ＨＣＯ ３－ 对上皮细胞酸暴露具有缓冲作用遥

许多研究表明 ＧＥＲＤ 患者在生理水平酸反流有可

二尧食管清除能力降低

反流物进入食管后袁防御食管损伤主要依靠尽

能导致烧心［１８］袁黏膜抵抗损伤和修复损伤可能是主

快地清除有害物袁 通过食管的蠕动可以清除大约
９０％的反流量袁 通过唾液分泌的碳酸氢盐可以中和

要原因遥进一步研究表明袁ＧＥＲＤ 患者虽然没有食管
炎袁 但电镜下可见食管黏膜细胞间隙增大遥 Ｓｏｌｃｉａ

胃酸起到化学性清除作用遥 与 ＲＥ 严重程度密切相

等 ［１９］ 在光镜和电镜下均观察到 ＧＥＲＤ 患者有不同

关的是食管酸暴露时间渊反映食管清除功能冤袁而不

程度的细胞间隙增宽袁其中光镜显示 ９０％ＲＥ 患者尧

是反流频率袁 表明食管清除力下降是 ＲＥ 发病的重
要机制遥 有效的食管蠕动是食管清除反流物的决定

６８％ＮＥＲＤ 患者有细胞间隙增宽 袁 正常对照组仅
１８％有细胞间隙增宽袁 而细胞间隙增宽与细胞间糖

性因素袁而蠕动功能障碍则导致清除能力减弱袁结果

粘连蛋白的缺失与重构关系密切遥Ｃａｖｉｇｌｉａ 等［２０］在电

延长了食管黏膜的酸暴露时间袁从而加重食管黏膜

镜下观察到所有 ＮＥＲＤ 患者渊包括酸暴露正常者和

的损害遥 孙晓红等 报道 ＧＥＲＤ 患者的食管远端蠕
动波幅和有效收缩率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袁且与酸

非正常者冤 的平均细胞间隙直径是正常对照组的 ３
倍以上遥 上皮后屏障主要包括毛细血管袁给细胞间

［１０］

反流程度呈负相关袁表明食管远端酸清除障碍在反
流中起重要作用曰而刘会敏等 ［１３］ 观察到 ＲＥ 组食管

质提供 ＨＣＯ３－以缓冲 Ｈ＋袁并可排除上皮细胞的毒性

代谢产物遥

蠕动波幅降低尧速度减慢尧时限延长袁但 ＬＥＳ 压力与
健康对照组无显著差异袁 进一步支持 ＲＥ 中食管清

四尧内脏敏感性增高
部分 ＧＥＲＤ 患者有反流症状袁但酸反流在生理

除力下降的存在及其在 ＧＥＲＤ 发病中起重要作用遥

范围曰无食管炎的 ＧＥＲＤ 患者较食管炎患者对酸灌

Ｗｏｎｇ 等 的研究认为中国的 ＧＥＲＤ 患者食管原发
［１４］

注试验更为敏感［２１］袁提示存在食管高敏感遥 食管高敏

蠕动明显缺乏遥 ＧＥＲＤ 患者中无效食管运动渊ＩＥＭ冤
发生率高袁ＩＥＭ 通过影响食管排空和唾液转运袁延

感的确切原因不清袁可能与黏膜防御削弱尧内脏神经
通路功能失常及持续的食管收缩有关遥 酸灌注导致

长食管酸清除袁其对直立时酸反流的食管清除影响

的食管高敏感是由于脊髓感觉神经元兴奋性增加的

很小遥 近来的研究显示袁酸清除的削弱仅发生在卧

位反流时 遥 然而袁尚不清楚食管蠕动减慢是反复酸
损伤的原因抑或结果遥 睡眠时酸反流频率较清醒时
［１５］

结果 ［２２］袁采用食管气囊扩张和酸灌注记录皮层诱发

电位袁发现烧心患者的皮层诱发电位显著高于健康
人袁提示内脏神经通路异常和／或皮层变化与食管高

少袁但反流持续时间显著延长［１６］袁是由于继发性食管

敏感有关［２３］遥 最近的研究［２４］显示烧心症状积分与食

持续时间短尧清除快不同的是袁卧位反流往往持续
长尧清除慢遥 夜间酸反流者食管炎的程度更重袁并与

活了食管伤害性受体袁从而导致食管内炎性介质释
放遥 近来一项动物基因表达的研究提示袁腺苷选择

ＧＥＲＤ 患者食管外症状相关袁咽喉炎尧哮喘尧吸入性

性激活食管内的迷走食管伤害性受体袁与烧心的感

蠕动减少而削弱了食管酸清除能力［１７］遥 与立位反流

肺炎等食管外表现更多见于有夜间酸反流的 ＧＥＲＤ

管下段活检标本中肥大细胞数量相关袁肥大细胞激

知有关［２５］遥

五尧胃排空功能异常
１０％ 耀 ３３％的 ＧＥＲＤ 患者存在胃排空延缓袁胃

患者遥
三尧食管黏膜屏障功能受损
食管黏膜屏障包括上皮前屏障尧上皮屏障和上

排空延缓会导致胃容量增加袁并引起近端胃扩张袁从

皮后屏障遥 上皮前屏障包括表面黏液层尧静水层和

而诱发 ＴＬＥＳＲｓ遥然而袁其是否与 ＧＥＲＤ 的发病相关

上皮细胞表面的 ＨＣＯ 袁可防止 Ｈ 与食管鳞状上皮
细胞直接接触袁但由于黏液和碳酸氢盐分泌腺体较
－
３

＋

少袁其作用甚微遥 唾液和食管分泌的前列腺素 Ｅ尧表

还存争议袁尚没有证实胃排空的持续时间与食管酸
暴露间的密切相关性遥 一些研究显示袁随着胃排空

的时间延长袁食管酸暴露减少［２６，２７］遥 Ｅｍｅｒｅｎｚｉａｎｉ 等［２８］

皮生长因子尧 黏液素等保护因子减少可能与 ＧＥＲＤ
的发生发展有关袁但该方面的研究结果还有不少争

采用同时监测胃排空和食管 ｐＨ渊阻抗法冤发现袁胃排
空越慢袁食管内反流物的酸度越低遥

议遥 上皮屏障可防止 Ｈ＋进入细胞内袁并缓冲或清除

十二指肠胃食管反流渊ｄｕｏｄｅｎｏｇａｓｔｒｏ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透过的 Ｈ 遥 表面的细胞角质层和细胞间的紧密连接
＋

构成其结构基础袁能防止 Ｈ 的逆弥散袁并阻挡腔内
有毒物质弥散到细胞和细胞间隙曰细胞内的蛋白质尧
＋

ｒｅｆｌｕｘ， ＤＧＥＲ冤被认为是 ＧＥＲＤ 发生的一种重要因
素袁食管炎的严重程度与食管酸和胆汁共同暴露有
关袁ＲＥ 患者比 ＮＥＲＤ 患者发生 ＤＧＥＲ 的频率高尧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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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时间长曰Ｖａｅｚｉ 等 ［２９］发现在 ５０ 例 ＧＥＲＤ 患者中袁
７６％病理性酸反流合并 ＤＧＥＲ袁８％存在单一的病理
性酸反流袁４％存在单一的 ＤＧＥＲ遥 Ｔａｃｋ 等［３０］研究发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４；１２６：４９－５６．
９ ＭｃＫｅｎｎａ Ｔ， Ｋｏｒｉｍｉｌｌｉ Ａ， Ｖｅｇｅｓｎａ ＡＫ，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ｓｌｉｎｇ ｆｉｂｅｒ／
ｃｌａｓｐ ｆｉｂ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ＲＤ．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４（Ｓｕｐｐｌ ２）：Ｍ１９９８．

现袁在服用质子泵抑制剂期间仍反流症状持续存在
的患者中袁６５％的患者反流物中含有胆汁袁 但只有

１０ 孙晓红， 柯美云， 王智凤， 等． 膈脚屏障及食管体部清除功能在胃

３７％的患者存在病理性酸反流遥 ＤＧＥＲ 与病理性酸

１１ Ｋａｈｒｉｌａｓ ＰＪ， Ｓｈｉ Ｇ， Ｍａｎｋａ Ｍ，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反流同时存在比单纯病理性酸反流对黏膜危害更
大袁食管黏膜肠化生发生的危险性增高遥
六尧其他

食管反流中的作用． 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 ２００２；２４：２８９－２９３．
ｌｏｗｅｒ ｅｓｏｐｈａｇｅａｌ ｓｐｈｉｎｃｔｅｒ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ｄｉｓｔｅｎ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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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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