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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慢性便秘诊治指南(20 1 3年，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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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南昌全国便秘专题研讨会制定了我国

《慢性便秘的诊治指南》，对规范临床医师诊断和

治疗慢性便秘(chronic constipation)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基于已发表的罗马Ⅲ标准，2007年该指

南在扬州被第1次修订。近年来，随着临床研究

的不断深入，对慢性便秘的认识水平进一步提高，

有必要对该指南作相应的修订。

便秘(constipation)表现为排便次数减少、粪

便于硬和(或)排便困难。排便次数减少指每周排

便少于3次。排便困难包括排便费力、排出困难、

排便不尽感、排便费时及需手法辅助排便口。慢

性便秘的病程至少为6个月。

随着饮食结构改变、生活节奏加快和社会心

理因素影响，慢性便秘患病率有上升趋势。不同

研究之间患病率有差异，除与地域有关外，抽样方

法及应用的诊断标准不统一亦有影响。对社区人

群进行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我国成人慢性便秘

患病率为4％～6％E3-4]，并随年龄增长而升高，

60岁以上人群慢性便秘患病率可高达22％[5一。

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男女患病率之比为1：

1．22～1：4．56目一。国内目前有关慢性便秘发病

率的报道尚少。

慢性便秘患病率农村高于城市¨]，与工作压

力、精神心理因素(如焦虑、抑郁及不良生活事件

等)有关。女性、低BMI、文化程度低、生活在人口

密集区者更易发生便秘。低纤维素食物、液体摄

人减少可增加慢性便秘发生的可能性，滥用泻药

可加重便秘。

便秘与肛门直肠疾病(如痔、肛裂及直肠脱垂

等)关系密切。慢性便秘在结直肠癌、肝性脑病、

乳腺疾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的发生中可能起

重要作用。在急性心肌梗死、脑血管意外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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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过度用力排便甚至可导致死亡。便秘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部分患者滥用泻药或反复就医，增

加了医疗费用。

一、病因及病理生理

慢性便秘可由多种疾病引起，包括功能性疾

病和器质性疾病，不少药物也可引起便秘(表1)。

在慢性便秘的病因中，大部分为功能性疾病∞]，包

括功能性便秘(functional constipation)、功能性排

便障碍(functional defecation disorder)和便秘型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constipation，IBS—C)。

表1慢性便秘常见病因与相关因素

病因 相关因素

功能性疾病

器质性疾病

药物

功能性便秘、功能性排便障碍、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

肠道疾病(结肠肿瘤、憩室、肠腔狭窄或梗阻、巨结

肠、结直肠术后、肠扭转、直肠膨出、直肠脱垂、痔、

肛裂、肛周脓肿和瘘管、肛提肌综合征、痉挛性肛

门直肠痛)；内分泌和代谢性疾病(严重脱水、糖尿

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多发内

分泌腺瘤、重金属中毒、高钙血症、高或低镁血症、

低钾血症、卟啉病、慢性肾病、尿毒症)；神经系统

疾病(自主神经病变、脑血管疾病、认知障碍或痴

呆、多发性硬化、帕金森病、脊髓损伤)；肌肉疾病

(淀粉样变性、皮肌炎、硬皮病、系统性硬化)

抗抑郁药、抗癫痫药、抗组胺药、抗震颤麻痹药、抗

精神病药、解痉药、钙拮抗剂、利尿剂、单胺氧化酶

抑制剂、阿片类药、拟交感神经药、含铝或钙的抗

酸药、钙剂、铁剂、止泻药、非甾体抗炎药

功能性疾病所致便秘的病理生理学机制尚未

完全阐明，可能与结肠传输和排便功能紊乱有关。

目前按病理生理学机制，将功能性疾病所致便秘分

为慢传输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STC)、

排便障碍型便秘(defecatory disorder)、混合型便秘、

正常传输型便秘(normal transit constipation，

NTC)[7“]。STC的特点为结肠传输时间延长，进

食后结肠高振幅推进性收缩减少[9。，这可能与

STC患者肠神经元及神经递质异常、Cajal间质细

胞和肠神经胶质细胞减少有关口⋯，还与结肠黏膜

氯离子通道功能障碍有关口1I，氯离子通道与跨上

皮细胞膜的氯离子和液体转运有关。排便障碍型

万方数据



史堡逍些苤查!!!!生!旦笠!i鲞箜!翅￡!i!』垡g!塑!!；!!!!Y!!：!i!盟!：!

便秘患者在排便过程中腹肌、直肠、肛门括约肌和

盆底肌肉不能有效地协调运动，直肠推进力不足。

感觉功能下降，从而导致直肠排空障碍rl 2|。NTC

多见于IBS—C，发病与精神心理异常等有关。

二、诊断和鉴别诊断

1．慢性便秘的诊断：慢性便秘的诊断主要基

于症状，可借鉴罗马Ⅲ标准中功能性便秘诊断标

准所述的症状和病程(表2)[2]。慢性便秘患者还

常表现为便意减少或缺乏便意、想排便而排不

出(空排)、排便费时、每日排便量少[1⋯，可伴有腹

痛、腹胀、肛门直肠疼痛等不适[1“。IBS-C患者的

腹痛、腹部不适常在排便后获改善u 5I。

表2罗马Ⅲ标准中功能性便秘的诊断标准

疾病名称 诊断标准

功能性便秘1．必须包括F列2项或2工贝以上：①至少25％的

排便感到费力，②至少25％的排便为干球粪或硬

粪，③至少25％的排便有不尽感，④至少25％的

排便有肛门直肠梗阻感和(或)堵塞感，⑤至少

25％的排便需手法辅助(如用手指协助排便、盆

底支持)，⑥每周排便少于3次

2．不用泻药时很少出现稀便

3．不符合肠易激综合征的诊断标准

注：诊断前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且近3个月症状符合以上诊

断标准

详细询问病史和进行体格检查可为慢性便秘

的进一步诊断提供重要的信息。应特别注意全面

询问便秘的症状、严重程度以及患者对便秘症状

的感受、便秘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5‘1⋯。不同的

便秘症状群可提示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_l 7，便秘

伴随症状可为鉴别诊断提供线索。患者合并的慢

性基础疾病和用药史可能是导致和加重便秘的主

要原因。同时要注意收集患者饮食结构、对疾病

的认知程度和精神心理状态等情况。

对慢性便秘患者的体格检查包括全身检查、

腹部检查和肛门直肠指检。腹部检查时要特别注

意有无腹部压痛、腹部包块等。肛门直肠指检简

便、易行，通过指检可了解有无肛门直肠肿物等器

质性疾病、了解肛门括约肌和耻骨直肠肌功

能[2’6j。当患者用力排便(模仿排便动作，试图排

出直肠内的手指)时，正常情况下肛门口松弛，如

手指被夹紧，提示可能存在肛门括约肌不协调收

缩。对肛门直肠疼痛的患者，还要检查耻骨直肠

肌有否触痛以区别是肛提肌综合征还是非特异性

功能性肛门直肠疼痛。

粪常规和隐血试验应作为慢性便秘患者的常

规检查和定期随访项目。

2．慢性便秘的鉴别诊断：对近期内出现便

秘、便秘或伴随症状发生变化的患者，鉴别诊断尤

为重要。对年龄>40岁、有报警征象者，应进行必

要的实验室、影像学和结肠镜检查，以明确便秘是

否为器质性疾病所致、是否伴有结直肠的形态学

改变。报警征象包括便血、粪隐血试验阳性、贫

血、消瘦、明显腹痛、腹部包块、有结直肠息肉史和

结直肠肿瘤家族史。

3．功能性便秘的诊断：功能性便秘的诊断首

先应排除器质性疾病和药物因素导致的便秘，且

符合罗马Ⅲ标准中功能性便秘的诊断标准(表

2)[2：。IBS—C也属于功能性疾病引起的便秘，其诊

断需符合IBS的诊断标准和分型标准比J。

4．功能性便秘的分型：根据功能性便秘患者

肠道动力和肛门直肠功能改变特点将功能性便秘

分为4型，可根据临床特点进行初步判断。①

STC：结肠传输延缓，主要症状为排便次数减少、

粪便干硬、排便费力[1”。②排便障碍型便秘：即功

能性排便障碍，既往称之为出口梗阻型便秘，主要

表现为排便费力、排便不尽感、排便时肛门直肠堵

塞感、排便费时、需要手法辅助排便等。诊断应在

符合功能性便秘的基础上有肛门直肠排便功能异

常的客观证据(表3)，分为不协调性排便和直肠推

进力不足2个亚型[2]。③混合型便秘：患者存在结

肠传输延缓和肛门直肠排便障碍的证据。④

NTC：IBS-C多属于这一型，患者的腹痛、腹部不

适与便秘相关。1 5I。

表3罗马Ⅲ标准中功能性排便障碍的诊断标准

疾病名称 诊断标准

功能性 1．必须符合功能性便秘的诊断标准

排便障碍 2．在反复尝试排便过程中，至少包括以下3项中

的2项：①球囊逼出试验或影像学检查证实有排

出功能减弱，②压力测定、影像学或肌电图检查证

实盆底肌肉(如肛门括约肌或耻骨直肠肌)不协调

性收缩或括约肌基础静息压松弛率<20％，③压

力测定或影像学检查证实排便时直肠推进力不足

注：诊断前症状出现至少6个月，近3个月符合以上诊断标准

5．严重程度的判断：根据便秘和相关症状轻

重及其对生活影响的程度分为轻度、中度、重度。

轻度指症状较轻，不影响日常生活，通过整体调

整、短时间用药即可恢复正常排便。重度指便秘

症状重且持续，严重影响工作、生活，需用药物治

疗，不能停药或药物治疗无效n8。。中度则介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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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重度之问。

三、肠道动力、肛门直肠功能的检测

肠道动力和肛门直肠功能检测所获数据虽不

是慢性便秘临床诊断和治疗所必需的资料，但对

肠道和肛门直肠功能科学评估、便秘分型、治疗方

法选择、疗效评估是必要的[16。在临床研究中，这

些检查能提供有价值的客观指标。对难治性便秘

患者，在药物治疗无效或外科手术前应行相关检

查以全面了解肠道和肛门直肠功能及形态学异常

的严重程度。

1．结肠传输试验：随标准餐顿服不透X线的

标志物(如直径1 mm、长10 mm的标志物20个)，

简易法于48 h时拍摄腹部X线片l张，若48 h时

大部分标志物在乙状结肠以上，可在72 h时再摄

片l张。根据标志物的分布计算结肠传输时间和

排出率，判断是否存在结肠传输延缓、排便障

碍口8I。该方法简易、价廉、安全。对考虑手术治疗

的STC患者，建议术前重复此检查，并延长检查

时间至第5日。采用核素法可检测结肠各节段的

传输时间，但价格昂贵，难以普及。

2．测压法：肛门直肠测压能评估肛门直肠的

动力和感觉功能，监测用力排便时盆底肌有无不

协调性收缩、是否存在直肠压力上升不足、是否缺

乏肛门直肠抑制反射、直肠感觉阈值有无变化

等[2’19。。对难治性便秘患者，可行24 h结肠压力

监测，如结肠缺乏特异的推进性收缩波、结肠对睡

醒和进餐缺乏反应，则有助于结肠无力的诊断。

3．球囊逼出试验：可反映肛门直肠对球囊

(可用水囊或气囊)的排出能力，健康人可在60 S

内排出球囊。球囊逼出试验作为功能性排便障碍

的筛查方法简单、易行，但结果正常并不能完全排

除盆底肌不协调收缩的可能[2“。

4．排粪造影：通常采用X线法，即将一定剂

量的钡糊注入直肠，模拟生理性排便活动，动态观

察肛门直肠的功能和解剖结构变化。主要用于与

便秘相关的肛门直肠疾病的诊断，如直肠黏膜脱

垂、内套叠、直肠前突、肠疝(小肠或乙状结肠疝)、盆

底下降综合征等。磁共振排粪造影具有能同时对

比观察盆腔软组织结构、多平面成像、分辨率高、无

辐射等优点心卜22I。对难治性排便障碍型便秘，排粪

造影是外科决定手术治疗方式的重要依据瞳2|。

5．其他检查：肛门测压结合腔内超声检查能

显示肛门括约肌有无局部张力缺陷和解剖异常，

为手术定位提供线索。应用会阴神经潜伏期或肌

电图检查，能分辨便秘是肌源性或神经源性。

此外，慢性便秘患者常伴睡眠障碍、焦虑抑郁

情绪[23I，建议早期了解患者心理状态，在经调整生

活方式和经验治疗仍不能缓解便秘症状时，应特

别注意对精神心理、睡眠状态和社会支持情况的

评估，分析判断心理异常和便秘的因果关系。

四、治疗

治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恢复正常肠道动力

和排便生理功能。因此，总的原则是个体化的综

合治疗，包括推荐合理的膳食结构，建立正确的排

便习惯，调整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对有明确病因

者进行病因治疗；需长期应用通便药维持治疗者，

应避免滥用泻药；外科手术应严格掌握适应证，并

对手术疗效作出客观预测。

1．调整生活方式：合理的膳食、多饮水、运

动、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是慢性便秘的基础治疗

措施。①膳食：增加纤维素和水分的摄人，推荐每

日摄入膳食纤维25～35 gL2引、每日至少饮水1．5～

2．0 L卫5|。②适度运动：尤其对久病卧床、运动少

的老年患者更有益[2”。③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

结肠活动在晨醒和餐后时最为活跃，建议患者在

晨起或餐后2 h内尝试排便，排便时集中注意力，

减少外界因素的干扰心⋯，只有建立良好的排便习

惯，才能真正完全解决便秘问题。

2．药物治疗：①选用通便药时应考虑循证

医学证据[2钉(表4)、安全性、药物依赖性以及价效

比。避免长期使用刺激性泻药。容积性泻药(膨

松药)通过滞留粪便中的水分，增加粪便含水量和

粪便体积从而起到通便作用，主要用于轻度便秘

患者比5I，服药时应补充足够的液体。常用药物有

欧车前、聚卡波非钙、麦麸等雎8。3 0I。渗透性泻药可

在肠内形成高渗状态，吸收水分，增加粪便体积，

刺激肠道蠕动，可用于轻、中度便秘患者，药物包

括聚乙二醇、不被吸收的糖类(如乳果糖)和盐类

泻药(如硫酸镁)E2s,sl：。聚乙二醇El服后不被肠道

吸收、代谢，其含钠量低，不引起肠道净离子的吸

收或丢失，不良反应少口8’31’3⋯。乳果糖在结肠中

可被分解为乳酸和乙酸，可促进生理性细菌的生

长[3⋯。过量应用盐类泻药可引起电解质紊乱，老

年人和肾功能减退者应慎用。刺激性泻药作用于

肠神经系统，增强肠道动力和刺激肠道分泌，包括

比沙可啶、酚酞、蒽醌类药物和蓖麻油等[28,S1]。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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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按需服用比沙可啶是安全有效的口4I。因在动物

实验中发现酚酞可能有致癌作用[3 5；，该药已被撤

出市场。动物实验显示，长期使用刺激性泻药可

能导致不可逆的肠神经损害136I，长期使用蒽醌类

泻药可致结肠黑变病，但后者与肿瘤的关系尚存

争议[31I。建议短期、问断使用刺激性泻药∽引。②

促动力药作用于肠神经末梢，释放运动性神经递

质、拮抗抑制性神经递质或直接作用于平滑肌，增

加肠道动力，对STC有较好的效果[31I。有研究表

明，高选择性5一羟色胺4受体激动剂普芦卡必利

能缩短结肠传输时间，安全性和耐受性良好口1；。

③促分泌药刺激肠液分泌，促进排便。包括鲁比

前列酮[3⋯、利那洛肽[38I，目前尚未在中国上市。

④灌肠药和栓剂通过肛内给药，润滑并刺激肠壁，

软化粪便，使其易于排出，适用于粪便干结、粪便

嵌塞患者临时使用。便秘合并痔者可用复方角菜

酸酯制剂。

表4便秘治疗药物的循证医学证据8

药物 证据等级和推荐水平

容积性泻药

欧车前

聚卡波非钙

麦麸

甲基纤维素

渗透性泻药

聚乙二醇

乳果糖

刺激性泻药

比沙可啶

番泻叶

促动力药

普芦卡必利

Ⅱ级，B级

Ⅲ级，C级

Ⅲ级，C级

Ⅲ级，C级

I级，A级

Ⅱ级，B级

Ⅱ级，B级

Ⅲ级，C级

I级，A级

注：8世界胃肠组织便秘指南(2010年)

3．精神心理治疗：给予合并精神心理障碍、

睡眠障碍的患者心理指导和认知治疗等[39’4⋯，使

患者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睡眠对缓解便

秘症状的重要性；可予合并明显心理障碍的患者

抗抑郁焦虑药物治疗[4。。；存在严重精神心理异常

的患者应转至精神心理科接受专科治疗[41I。注意

避免选择多靶点作用的抗抑郁焦虑药物H2I，注意

个体敏感性和耐受性的差异。

4．生物反馈：循证医学证实生物反馈是盆底

肌功能障碍所致便秘的有效治疗方法(工级推荐，A

级证据)[2朝；STC不是生物反馈治疗的反指征，有条

件者可试用，对于混合型便秘患者先予生物反馈治

疗，无效时考虑加用泻剂。生物反馈治疗能持续改

善患者的便秘症状、心理状况和生活质量[4 3I。

5．其他治疗方法：有文献报道益生菌能改善

慢性便秘的症状[4“。中药(包括中成药制剂和汤

剂)能有效缓解慢性便秘的症状，但其疗效的评估

尚需更多循证医学证据[4 5；。针灸能改善STC患

者的症状和焦虑抑郁状态r4引。按摩推拿可促进胃

肠蠕动[47I，有助于改善便秘症状。有报道采用骶

神经刺激治疗经内科综合治疗无效、无肛门括约

肌解剖改变的顽固性便秘患者。

6．手术治疗：真正需要外科手术治疗的慢性

便秘患者尚属少数心“⋯。当患者症状严重影响工

作和生活，且经过一段时问严格的非手术治疗无

效时，可考虑手术治疗，但一定要掌握好手术适应

证。术前应行相关检查以全面了解肠道和肛门直

肠功能及形态学异常严重程度，选择结肠镜、钡剂

灌肠造影、结肠传输试验、排粪造影、肛门直肠压

力测定、球囊逼出试验检查，必要时行盆底肌电图

或盆腔多重造影等特殊检查。对经检查明确显示

存在形态和(或)功能性异常者，有针对性地选择

手术方式[4引。STC患者可选择结肠全切除术或

结肠次全切除术口⋯，也可行结肠旷置术[5妇或末端

回肠造口术。排便障碍型便秘患者的手术主要针

对直肠内脱垂和直肠前突行手术治疗，主要手术

方式有吻合器痔环切术、经腹直肠悬吊术、经肛吻

合器直肠切除术、经肛腔镜切割缝合器直肠前突

加黏膜固定术[52。53I、传统经直肠或阴道直肠前突

修补术凹“。对于盆底痉挛综合征患者，应慎重选

择手术治疗。当有多种形态学改变同时存在时，

手术治疗主要病变的同时还应治疗合并的病变。

手术治疗存在一定的复发率和并发症发生率口-48]。

术后应给予必要的药物治疗。

五、特殊人群便秘的治疗原则

1．老年人：缺乏运动、因慢性疾病服用多种

药物是老年人发生便秘的重要原因，应尽量停用

导致便秘的药物，注意改变生活方式。对粪便嵌塞

者，应首先清除嵌塞的粪便。通便药可首选容积

性泻药和渗透性泻药，对严重便秘患者，也可短期

适量应用刺激性泻药[1j。

2．妊娠妇女：增加膳食纤维、多饮水和适当

运动是这类患者的主要治疗措施，容积性泻药、乳

果糖、聚乙二醇安全性好，可选用[5二。5⋯。比沙可啶

尚少见致畸的报道，但会引起肠痉挛‘5⋯。应避免

使用葸醌类泻药和蓖麻油[58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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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儿童：基础治疗包括家庭教育、合理饮食

和排便习惯训练，对于粪便嵌塞者，可选用丙三醇

制剂(通用名为开塞露)或温氯化钠溶液灌肠。容

积性泻药、乳果糖、聚乙二醇被证明有效，且耐受

性良好[6”61。。

4．糖尿病患者：便秘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消

化道症状，虽然控制血糖可能对糖尿病患者的便

秘治疗有益，但糖尿病便秘仍少有特异性的治疗

措施。可尝试使用容积性泻药、渗透性泻药和刺

激性泻药[6
2

1。

5．终末期患者：终末期患者发生便秘与运动

和进食减少、使用阿片类药物等有关。预防性使

用泻药极为重要。推荐刺激性泻药或联合渗透性

泻药或润滑性泻药。有文献报道，外周肚一阿片受

体拮抗药甲基纳曲酮和促分泌药鲁比前列酮对阿

片类药物引起的便秘有效∞”。

六、分级诊治

我国大多数慢性便秘患者是在基层医疗机构

接受诊治，根据病情严重程度进行分级诊断、分层

治疗，既能正确诊断、合理有效治疗，又可减少不

必要的检查、降低诊治费用口⋯。

三级诊治流程见图1。

一级诊治：适用于多数轻、中度慢性便秘患

者。首先应详细了解病史(特别注意用药史)、体

格检查，行肛门直肠指诊，粪常规检查，包括隐血

试验。若患者年龄>40岁、有报警征象、对疾病过

度担心者，可进行辅助检查以明确器质性疾病，并

作相应处理，否则可选择经验治疗。强调生活方

式调整、认知治疗，慎用引起便秘的药物，根据患

者便秘特点选用容积性泻药、渗透性泻药、促动力

药，疗程为2至4周。若治疗无效，可考虑加大剂

量或联合用药。

二级诊治：主要的对象是经验性治疗无效的

患者口7I，可酌情选择进行结肠传输试验、肛门直肠

测压和(或)球囊逼出试验，并初步评估心理状况，

确定便秘类型后进一步选择治疗方案。混合型便

秘患者先进行生物反馈治疗，无效时加用泻剂。

三级诊治：主要对象是对二级诊治无效的患者，

生物化学检查

结肠镜或结肠造影

l调整生活方式
无效 l认知治疗

l慎用引起便秘的药物
l按临床症状分型用药

无效

②

结肠传输试验

肛门直肠测压
球囊逼出试验

初步心理评估

正常
慢传输型| I排便障碍型
便秘 l便秘

惹鋈笺鋈翥节|1蓬雾孽|||裂I I攀甥裂簇治疗

注：①、②、③分别代表一级、二级、三级诊治

混合型

便秘

容积性泻剂

渗透性泻剂

促动力剂
排便训练

生物反馈治疗

图1慢性便秘三级诊治流程图

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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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患者进行重新评估，注意患者是否已经改变

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排便习惯、有无特殊原因引

起的便秘，尤其是和便秘密切相关的结肠、肛门直

肠形态异常，注意患者的依从性、治疗是否规范、

有无精神心理障碍等。这些患者多是经过多种治

疗而疗效不满意的难治性便秘患者，需要进一步

进行结肠和肛门直肠形态学、功能学检查，必要时

需多学科包括心理科的会诊，以确定合理的个体

化综合治疗方案。对于仍无效的患者，需评估手

术风险和患者的获益，严格掌握适应证，慎重选择

手术治疗。

参与本指南修订讨论的人员名单(按姓氏汉语拼音排序)：陈

曼湖，戴宁，范红，方秀才，郭晓钟，侯晓华，姜敏，姜泊，蒋明德，柯

美云，蓝宇，李岩，李延青，粱列新，林琳，刘宝华，刘诗，刘新光，罗

和生，罗金燕，彭丽华，钱群，任东林，尚占民，苏秉忠，王邦茂，王

新，吴开春，夏志伟，熊理守，杨丽，杨新庆，袁耀宗，张军，张振书，

周丽雅，朱进霞，邹多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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