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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我国发布第1版《中国消化内镜诊疗

相关肠道准备指南（草案）》［1］以来，随着国内消化

内镜技术的深入普及，肠道准备越来越受重视，国

内外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国际上也先后发表了多部

相关的共识和指南［2‑7］。因此，为进一步改进国内

内镜诊疗前肠道准备的方式方法、提高内镜诊疗的

质量，有必要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并借鉴

国外的循证依据以及相关指南，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制定新版指南。中国医师协

会内镜医师分会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中国抗癌协会

肿瘤内镜学专业委员会于2019年4月邀请国内相关

领域专家，制定了新版《中国消化内镜诊疗相关肠道

准备指南》，以期对消化道疾病患者内镜诊疗相关的

肠道准备提供指导。

本指南以结肠镜检查前的肠道准备为基础，从

肠道准备的目的与要求、患者告知及宣教、饮食限

制、常用肠道清洁剂选择与用法、祛泡剂使用、禁忌

证、特殊患者的肠道准备、小肠镜及胶囊内镜的肠

道准备等8个方面，对内镜诊疗相关肠道准备的实

施提供指导性建议，供临床医师参考。

制定本指南的方法如下：（1）成立指南筹备小

组；（2）专家分组进行文献检索、筛选，具体如下：检

索文献的发表时间：2014—2019年；检索关键词：

“肠道准备”“时机”“教育”“聚乙二醇”“硫酸镁”“磷

酸钠”“匹可硫酸钠”“甘露醇”“番泻叶”“甘油”“饮

食”“促动力药”“西甲硅油”“不良反应”“禁忌证”

等；检索数据库：PubMed、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

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并参考国际

相关共识和指南［2］，对筛选后的文献进行评价分

级；（3）采用“推荐等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

（GRADE）系统”评估证据质量和推荐强度［2］，证据

质量分为高质量、中等质量、低质量和很低质量 4
个等级，推荐强度分为强推荐和弱推荐 2个等级；

证据质量仅为决定推荐强度的因素之一，低质量证

据亦有可能获得强推荐；（4）召开专家研讨会，与会

专家讨论并制定本指南。

一、肠道准备的目的和要求

［推荐 1］ 内镜医师应在结肠镜操作时评估

患者的肠道准备质量，医疗机构应定期监测肠道准

备合格率（推荐强度：强推荐；证据质量：低质量）

［推荐 2］ 采用波士顿量表或者渥太华量表

进行肠道准备质量的评估（推荐强度：强；证据质

量：高）

结肠镜是筛查、诊断和治疗结肠病变的重要手

段，其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的安全性与肠道准备的

质量密切相关，充分的肠道准备可使患者获得较高

的肠道清洁度，对实现高质量的肠镜诊疗具有重要

意义。肠道准备不充分可降低结肠镜检查的有效

性和安全性，且影响肠镜检查的腺瘤检出率［3］。一

篇纳入8项研究的荟萃分析显示，中等质量和高质

量的肠道准备在腺瘤检出率方面无明显差异，但低

质量的肠道准备可导致腺瘤检出率明显降低［4］。
理想的结肠镜肠道准备方法应该具有以下特点：能

短时间内排空结肠的粪便；不引起结肠黏膜的改

变；不会引起患者不适；不导致水电解质的紊乱；价

格适中。但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肠道清洁剂各具特

点，尚不能完全满足上述标准，需要根据具体的人

群，予以有针对性的指导。

为了改进肠道准备质量，建议内镜医师在结肠

镜检查时对患者的肠道准备情况进行评估［5‑6］，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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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机构应定期监测肠道准备合格情况［6］。国际上

目前主要有两个肠道准备质量的评估量表：波士顿

量表和渥太华量表［8‑9］，波士顿量表≥6分、渥太华量

表≤7分均提示肠道准备合格［7］。波士顿量表将结

肠分为 3段（盲肠和升结肠；肝曲、横结肠和脾曲；

降结肠、乙状结肠和直肠）进行评分，按照最差~清
洁分为4级（0~3分，表1），总分0~9分；渥太华量表

将结肠分为 3段（直肠和乙状结肠、横结肠和降结

肠、升结肠和盲肠）进行评分，按照清洁~最差分为

5级（0~4分，表 2），并加入全结肠内的液体量评分

（少量、中量、大量分别为 0、1、2分），总分 0~
14分［7］。

二、患者告知及宣教

［推荐 3］ 肠道准备前应向患者提供口头联

合书面的详细指导，并强调依从的重要性，有条件

的单位可联合基于电话、短信以及微信等辅助方式

指导患者进行肠道准备（推荐强度：强；证据质

量：高）

有效的宣教可显著提高患者的肠道准备质量，

对实现充分的肠道准备具有重要意义［5‑7，10‑11］。肠

道准备前应积极对患者进行宣教，告知完整的肠道

准备信息，包括：肠道准备的重要性、饮食限制的时

间和要求、肠道清洁剂的使用时间、剂量及使用方

案、其他措施的应用、依从的重要性等［12‑14］。应由

专业人员向患者进行口头联合书面（告知单、手册、

图示等）的指导［5］，语言应通俗易懂，内容应全面且

标准，并需对患者强调依从的重要性。此外，在医

院放映肠道准备宣教视频或建立宣教网站可提高

患者的肠道准备质量、患者满意度，并减少早期复

查的需要。

除了口头以及书面指导外，有研究显示，联合

短信指导有助于加强对患者的教育，从而提高肠道

准备的合格率、右半结肠腺瘤检出率，并降低患者

的不适感［15‑16］。此外，微信作为国内使用最为广泛

的社交软件，推荐开发基于微信的小程序或公众号

指导患者进行肠道准备，如中关村泛亚消化内镜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开发的“结肠镜检查准备须知”公

众号，能够对患者的就诊时间、肠镜操作前的饮食

及肠道清洁剂的用法用量进行指导［12］。国内两项

研究显示，采用传统指导联合微信平台宣教的方式

可明显改善肠道准备评分、盲肠插管率以及腺瘤检

出率，联合微信平台宣教的效果优于联合短信宣

教［12，14］。综上所述，有条件的单位可采取基于电

话、短信以及微信等辅助方式对患者进行肠道准备

告知及宣教，让患者主动参与到肠道准备过程中，

从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肠道准备质量。

三、饮食限制

［推荐4］ 术前采用低渣饮食/低纤维饮食，饮

食限制一般不超过 24 h（推荐强度：强；证据质

量：高）

［推荐 5］ 亦可采用术前 1天清流质饮食（推

荐强度：弱；证据质量：高）

［推荐 6］ 采用标准化的预包装低渣/低纤维

饮食有助于提高依从性（推荐强度：弱；证据质

量：高）

饮食限制可减少肠道中残留的食物残渣，从而

提高肠道准备的清洁度［17］。多项研究显示，与进食

流质饮食相比，内镜检查前进食低渣/低纤维饮食

的患者对肠道准备的耐受能力和再次进行类似肠

道准备的意愿均较高［5，11，17‑19］，且肠道准备质量和

不良反应率均无明显差异。此外，中国台湾一项纳

入180例患者的研究发现，与嘱咐患者自行准备低

渣饮食相比，使用标准化的预包装低渣饮食可提高

肠道准备的质量及患者对肠道准备的依从性和满

意度，该研究结果与国外的一项研究结论一致，提

示标准化的预包装低渣饮食在内镜检查前的饮食

准备过程中可发挥较大作用［20‑21］。关于内镜检查

前饮食限制的时间，一项纳入201例患者的研究指

表2 肠道准备质量的渥太华量表评分标准

评分

0分

1分

2分

3分

4分

描 述

极好：肠黏膜细节清晰可见；如有液体存留，则为澄清液

体；几乎无粪便残留

良好：有一些浑浊液体或粪便残留，但仍可见肠黏膜细

节；无需冲洗及抽吸

一般：浑浊液体或残留粪便掩盖肠黏膜细节，但抽吸后仍

可见肠黏膜细节；无需冲洗

较差：粪便掩盖肠黏膜细节和轮廓，但冲洗和抽吸后，尚

能获得清楚视野

极差：固体粪便掩盖肠黏膜细节和轮廓，尽力冲洗和抽吸

后，仍无法获得清楚视野

表1 肠道准备质量的波士顿量表评分标准

评分

0分

1分

2分
3分

描述

由于无法清除的固体或液体粪便导致整段肠黏膜无

法观察

由于污斑、混浊液体、残留粪便导致部分肠黏膜无法

观察

肠道黏膜观察良好，但残留少量污斑、混浊液体、粪便

肠道黏膜观察良好，基本无残留污斑、混浊液体、粪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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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肠镜检查前限制饮食（如膳食纤维）超过24 h无
助于提高肠道准备质量［22］。

四、常用肠道清洁剂的选择和用法

选择肠道清洁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患者的整体

健康状况、病史、服药史、偏好、既往肠道准备情况

等因素，结合清洁方案的疗效、成本、安全性和耐受

性等条件，制定个体化肠道准备方案［5‑6］。
（一）聚乙二醇（PEG）电解质散

［推荐 7］ 3 L PEG的分次剂量方案可提供高

质量的肠道清洁，适合中国人群（推荐强度：强；证

据质量：高）

［推荐 8］ 在肠道准备不充分低风险人群中，

可采用2 L PEG的单次剂量方案（推荐强度：强；证

据质量：高）

PEG是目前国内外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肠道

清洁剂［5‑6］。PEG为惰性的乙烯氧化物形成的聚合

物，可作为容积性泻剂，通过口服大量液体清洗肠

道，对肠道的吸收和分泌无明显影响，亦不引起水

和电解质紊乱。国内较常使用 PEG电解质散

（PEG‑ELS）主要由PEG‑4000和一定剂量的电解质

混合而成，加水后即可配成PEG的等渗性溶液。国

内一项纳入 318例患者的多中心随机对照研究显

示，相较于低容量 PEG方案，改良的 3 L PEG分次

剂量方案（检查前 1天晚服用 1 L PEG‑4000，检查

4~6 h前服用 2 L PEG‑4000）可明显提高右半结肠

腺瘤检出率、盲肠插管率、操作安全性及患者的依

从性［23］。欧美等国推荐 4 L PEG方案可获得良好

的肠道准备效果［24］，但由于该方案的口服液体量较

大及口味差，约有5%~15%的患者无法完成肠道准

备［25‑26］，故不推荐国内常规使用 4 L PEG方案进行

肠道准备。

近年来，PEG的剂型及口感亦得到改进，其中，

不含硫酸钠的聚乙二醇（SF‑PEG）为美国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批准的肠道清洁药物，国内以舒泰清为

代表。该制剂内的钾含量较低且不含硫酸钠，从而

改善了制剂的气味及口味，其肠道清洁的能力与

PEG‑ELS相仿，安全性更高，耐受性更好，适用人群

更广泛，再次选用率更高［5‑6，27‑29］。此外，国内有研

究显示，对于低风险人群（无以下高危风险因素：年

龄>70岁、便秘、糖尿病、帕金森病、卒中或脊柱病

史脊髓损伤、既往低血压史、体重指数>25 kg/m2以
及使用三环类抗抑郁药或麻醉剂），应用 2 L PEG
单次剂量方案的肠道清洁效果与 4 L PEG方案相

似，而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降低［25］。

由于PEG不影响肠黏膜的组织学表现，因此不

会改变炎症性肠病患者内镜及组织学特征，亦不影

响对于患者病情的判断，可以用于该类患者的肠道

准备［30］。此外，对存在电解质紊乱的患者（心力衰

竭、肾功能不全、肝硬化腹水等）、孕妇和婴幼儿等

特殊患者，PEG‑ELS均为肠道准备的首选用药，具

有较高的安全性［31‑32］。
用法推荐：2 L PEG方案，在结肠镜检查前4~6 h，

每 10~15分钟服用 250 ml，2 h内服完；3 L PEG方

案，采用分次服用，即肠道检查前1天晚上8点服用

1 L，检查当天检查前 4~6 h服用 2 L。服药期间可

适当走动，并轻揉腹部加快排泄。开始服药1 h后，

肠道运动加快，排便前患者可能感到腹胀，如有严

重腹胀或不适，可放慢服用速度或暂停服用，待症

状消除后再继续服用，直至排出清水样便。如排便

性状达不到上述要求，可加服PEG溶液或清水，但

总量一般不超过4 L。
不良反应：PEG制剂的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腹

胀、恶心和呕吐等消化道症状，罕见不良反应包括

过敏性反应、吸入性肺炎、贲门撕裂、胰腺炎、结肠

炎 、心 律 失 常 、加 重 抗 利 尿 激 素 释 放 综 合

征等［5，33‑36］。
（二）镁盐

［推荐 9］ 硫酸镁可作为肠道准备的常用清

洁剂，肾功能异常以及炎症性肠病患者应避免使用

（推荐强度：弱；证据质量：低）

常用镁盐制剂为硫酸镁以及柠檬酸镁，但国内

仅有硫酸镁。硫酸镁是我国传统的肠道准备清洁

剂，其优点为服用水量少，患者依从性好、价格便

宜。高渗的硫酸镁溶液将水分从肠道组织吸收到

肠腔中，刺激肠蠕动而排空肠内容物。其在欧美等

国应用较少，因此缺乏相关研究报道。国内有研究

比较了硫酸镁与PEG清洁肠道的效果，共314例患

者，硫酸镁组的清洁有效率为 82.7%，显著低于

PEG 组（96.2%，P<0.01），不 良 反 应 发 生 率 为

44.2%，显著高于 PEG组（21.5%，P<0.01）［37］。此

外，一项国内研究表明，与单纯服用硫酸镁相比，服

用硫酸镁联合乳果糖能够提高肠道清洁度，且患者

耐受好［38］。
用法推荐：在内镜检查前4~6 h，硫酸镁50 g加

清水100 ml稀释后一次性服用，同时饮水约2 L，大
多数患者可以完成充分的肠道准备。建议患者在

大便呈清水样便，不再继续饮水。

不良反应：浓度过高时有导致脱水的风险。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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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镁盐有引起肠黏膜炎症、溃疡的风险，和造成黏

膜形态改变的可能性，不推荐在炎症性肠病或者可

疑炎症性肠病的患者中使用［11，39］。第 4、5期的慢

性肾脏疾病患者，镁离子在体内聚集，有发生高镁

血症的风险，也不宜使用。此外，国内曾报道 2例
结肠癌患者用硫酸镁清洁肠道导致乙状结肠穿孔

的病例［40］。
（三）磷酸钠

［推荐 10］ 不常规使用口服磷酸钠进行肠道

准备，仅用于有特定需求无法被其他制剂替代者，

口服磷酸钠前应先评估肾功能（推荐强度：强；证据

质量：高）

磷酸钠类泻药的主要成分均为磷酸氢二钠和

磷酸二氢钠，其作用机制为高渗的磷酸钠溶液可将

水分从肠道组织吸收进入肠腔，进而促进肠道内容

物的排空。磷酸钠清肠方案的优点为口服溶液剂

量少（1 500 ml），且溶液为柠檬口味，国内外的研究

表明口服磷酸钠溶液与口服等渗的高容量PEG溶

液相比，肠道清洗效果相当，且患者依从性更好，腹

胀、恶心和呕吐等胃肠道不良反应较少［41‑44］。但由

于磷酸钠制剂为高渗性溶液，在肠道准备过程中常

伴有大量的体液和电解质转移，在一些特殊患者中

易导致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国外指南不建议常规使

用口服磷酸钠进行肠道准备，特别是年龄较大、伴

有肾脏疾病史、服用改变肾脏血流量或电解质排泄

药物的患者，该类制剂仅可用于有特定需求且无法

使用其他制剂进行替代的患者（如无法耐受其他肠

道准备制剂）［5‑6］。
不良反应：磷酸钠盐制剂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

腹胀、恶心、腹痛、呕吐，亦可在用药期间和用药后

引发短暂的水电解质紊乱（如高磷酸盐血症、低钙

血症、低钾血症、高或低钠血症和脱水）、癫痫、乏

力、眩晕、过敏反应、肝功能检查异常、肛门刺激症

状等［5］。此外，磷酸钠盐制剂可能导致急性磷酸盐

肾病和肾功能损害，常发生于服用抗高血压药物、

利尿剂、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的患者。使用磷

酸钠盐后亦可引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和部分QT间期

延长，QT间期延长通常与电解质紊乱有关（如低钾

和低钠血症）。存在以下情况的患者应慎用磷酸钠

盐制剂：年龄<18岁或>65岁、肠梗阻、炎症性肠病

或者可疑炎症性肠病、胃肠动力不足、慢性肾脏疾

病、电解质紊乱、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律失常风险较

高、肝硬化或者服用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

（ACEI）或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RB）等［5‑6，45‑46］。

（四）、匹可硫酸钠

［推荐 11］ 复方匹可硫酸钠可用于内镜检查

前的肠道准备，耐受性较好（推荐强度：弱推荐；证

据质量：中等质量）

复方匹可硫酸钠（包含匹可硫酸钠、氧化镁和

枸橼酸）于 2018年在国内上市。匹可硫酸钠是一

种刺激性泻剂，其活性代谢物直接作用于结肠黏

膜，刺激结肠蠕动，并增加肠腔内液体分泌［47］，而枸

橼酸镁作为一种渗透性泻药，通过吸引或保持水在

结肠而软化大便，两者形成双重导泻剂，可作为结

肠镜检查前的肠道清洁方案。一项由海军军医大

学长海医院牵头国内 7家单位参加的多中心Ⅱ期

临床研究结果显示，在 300例受试者中，复方匹可

硫酸钠组的肠道清洁评分与PEG组相比无明显差

异，但是复方匹可硫酸钠组的耐受性优于 PEG
组［48］。早期一项国外Ⅲ期研究（SEE CLEAR Ⅰ研

究）结果表明，与2 L PEG+比沙可啶肠道准备方案

相比，复方匹可硫酸钠的总体肠道准备有效率更

优，且患者口感以及肠道准备的体验评分明显更

高［49］。但近期一项国外研究结果表明，低剂量匹可

硫酸钠联合柠檬酸镁方案与4 L PEG方案相比，未

能明显提高患者参与率，但肠道准备充分率及病变

检出率显著降低［50］。
用法推荐：复方匹可硫酸钠（匹可硫酸钠10 mg、

氧化镁 3.5 g和枸橼酸 12 g），每次加入 150 ml的水

中服用，第1次服药后饮水量约 l.5~2.0 L，第2次服

药后饮水量约0.75 L，大多数患者可以完成充分的

肠道准备。

不良反应：匹可硫酸钠制剂在血容量偏低、正

在使用大剂量利尿剂、充血性心力衰竭、晚期肝硬

化及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中慎用。最常见不良反

应是腹痛、恶心、头痛和呕吐［5，47，51］。另外，匹可硫

酸钠可诱发肠道黏膜炎症性改变。

（五）甘露醇

［推荐 12］ 不建议治疗性结肠镜使用甘露醇

进行肠道准备（推荐强度：弱推荐；证据质量：低

质量）

甘露醇为一种高渗性强脱水剂，口服后可在肠

腔内形成高渗状态，有助于减少肠道对水分的吸收

并促进液体进入肠腔，进而刺激肠道蠕动和排空，

从而达到清洁肠道的目的。甘露醇既往多用于外

科手术前的肠道准备，国内亦有医院将该类制剂用

于结肠镜前的肠道准备［36］。诊断性肠镜在无法获

得其他泻药时，可考虑选用甘露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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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推荐：内镜检查前 4 h口服 20%甘露醇

250 ml，10 min后饮水 1 500~2 000 ml，或于 30 min
内口服10%甘露醇溶液1 000 ml，直至排便呈清水

样［36］。亦可采用分次服用的方案（检查前12 h及检

查前4 h各口服125 ml甘露醇+1 L水）。

不良反应：由于甘露醇为高渗溶液，使用过程

中可能导致患者体液大量丢失，造成水电解质紊

乱；甘露醇亦具有利尿和升高血糖的作用，因此糖

尿病患者禁用；此外，甘露醇在肠内被细菌酵解可

产生爆炸性气体（如甲烷和氢气），故禁止行高频电

凝电切息肉等治疗，并且对胃肠道的刺激较大，部

分患者可有恶心、呕吐、腹胀、腹痛等不适［36］。
（六）中草药

［推荐 13］ 中草药制剂应与其他肠道清洁剂

联合使用以减少不良反应（推荐强度：弱；证据质

量：低）

研究表明，多种中药均具有导泻作用，在内镜

诊疗前的肠道准备中具有一定价值。国内常用于

肠道准备的中草药包括番泻叶原叶、蓖麻油等，国

外常用为番泻叶提取物片剂。番泻叶含有蒽醌衍

生物，该类物质被细菌激活后可直接作用于肠黏

膜，具有促进肠道蠕动、抑制水和电解质吸收的作

用，从而排空肠内容物［52］。蓖麻油为从蓖麻子中提

取的油类物质，其本身没有直接的导泻作用，但可

在小肠上部被脂肪水解酶水解并释放一种蓖麻醇

酸，进而刺激肠道平滑肌、抑制水和电解质吸收，发

挥泻下的作用。

近年来，番泻叶多与其他泻剂联合作为肠道清

洁剂，如PEG‑ELS、比沙可啶、口服硫酸钠、硫酸镁

等。番泻叶成品+比沙可啶为安全可行的肠道准备

方案，采用该方案进行肠道准备后，内镜操作过程

中的盲肠插管率可达 93.8%，病变检出率可达

40%，肠道准备失败后的重新肠道准备率为 9.3%，

最终肠道准备失败率为 2.7%，患者满意度为

86.7%［53］。另有证据表明，番泻叶成品在肠道准备

中 的 作 用 有 限 ，一 项 国 外 的 研 究 显 示 ，2 L
PEG‑ELS+莫沙必利+番泻叶方案与1 L PEG联合维

生素C方案的肠道准备质量及腺瘤检出率相当，但

1 L PEG联合维生素C方案的患者满意度更高［54］；
此外，使用番泻叶原叶+山梨醇的患者的肠道准备

成功率与使用磷酸钠的患者相似，但高质量肠道准

备率低于使用磷酸钠的患者［54］。
用法推荐：番泻叶用于结肠镜检查前肠道准

备，可于检查前晚用番泻叶原叶 20 g加 400 ml（番

泻叶原叶20倍质量）开水浸泡30 min饮服，80 ℃水

温浸泡 1 h后服用。导泻作用在给药 2~4 h后即可

发生，而促进大肠液分泌的效应则在给药 6 h后明

显。一般服用番泻叶原叶 3~4 h后即开始排便，连

泻数次，如 4 h仍未排便，且无明显肠鸣音和腹痛，

可再同法冲服 200 ml，一般以排便 3次以上为最

佳。番泻叶原叶可考虑用作PEG的辅助药物，当和

PEG合用时可减少PEG的用量。蓖麻油一般于检

查前 6~8 h服用，一般在服药后半小时到 1小时开

始腹泻，平均腹泻次数为 5次，持续 2~3 h后自行

停止。

不良反应：番泻叶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腹痛、

腹胀等，偶可导致肠黏膜炎症改变，不建议单独作

为肠道清洁剂使用。

综上所述，各类肠道清洁剂的作用特点、适应

证和不良反应各不相同，需要根据临床实际情况加

以选择。

五、祛泡剂

［推荐 14］ 在肠道准备过程中建议常规应用

祛泡剂（推荐强度：强；证据质量：高）

在内镜检查过程中，黏膜附着的泡沫可影响对

消化道黏膜及病灶的观察，有报道指出，32%~57%
的结肠镜检查中会遇到泡沫［11］。目前常用于肠道

准备的祛泡剂主要为西甲硅油，该药由二甲基硅油

及二氧化硅等组成，主要通过直接作用于气泡的表

面，降低其表面张力，使气泡破裂释放，最后通过肠

道蠕动排出［55］。在肠道准备过程中适当应用西甲

硅油可有效减少气泡的产生，从而提高肠道准备质

量，并有助于提高患者检查时的舒适度和减轻患者

内镜检查后的腹胀程度［56］。此外，由于西甲硅油进

入消化道后不被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因此具有较高

的安全性［36］。
国内多项研究显示，在口服复方聚乙二醇的基

础上，联合应用西甲硅油可显著提高祛泡效果、肠

道准备的效率和腺瘤检出率，且患者的耐受程度不

受影响［57‑60］。此外，联合应用西甲硅油可有效增加

肠道清洁度及内镜镜头的清晰度，缩短操作时

间［61］。对于胶囊内镜等对肠道清洁度及消化道黏

膜清晰度要求较高的内镜检查，使用该类祛泡剂作

为肠道准备的辅助措施具有较大价值［55］。
用法推荐：西甲硅油30 ml，可与最后一份泻药

同时服用，或者于泻药服用完成后 30~60 min内服

用；也可选用二甲基硅油，但最佳剂量及服用时间

尚待进一步研究确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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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反应：迄今尚未观察到服用西甲硅油或二

甲基硅油相关的不良反应，但对其成分过敏者

禁用。

六、口服肠道清洁剂的禁忌证

（一）绝对禁忌证［11，62］

消化道梗阻或穿孔，肠梗阻或胃潴留；重度活

动期炎症性肠病或中毒性巨结肠；意识障碍；对其

中的药物成分过敏；无法自主吞咽（这种情况下鼻

饲胃管可能有用）；回肠造口术后。

（二）相对禁忌证［11，62］

患者具有以下情况时，应选择特定的肠道清

洁剂。

1.慢性肾脏疾病：在确定最合适的口服肠道清

洁剂的时候，患者的肾脏排泄能力、肾小球滤过率

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对于肾衰竭的患者，PEG
是唯一推荐的肠道清洁剂。既往患有慢性肾脏疾

病的患者，口服磷酸钠盐是引起急性磷酸盐相关肾

病的最重要因素，不建议使用。早期慢性肾脏疾病

（1~3期）患者，PEG、镁盐制剂、匹可硫酸钠都是可

以接受的口服肠道清洁剂。4期慢性肾脏疾病、不

接受透析治疗的5期慢性肾脏疾病的患者，使用镁

盐制剂、匹可硫酸钠制剂会有镁离子在体内聚集的

风险，因此建议使用PEG制剂。

2.血液透析：对于第 4或 5期的慢性肾脏疾病

接受血液透析的患者，在透析期间口服肠道清洁剂

可能会继发血容量不足，引起低血压，有增加血栓

形成的风险。因此，建议入院与肾内科专家共同评

估患者情况，再选择口服肠道清洁剂的种类（PEG
或镁盐），配合进行血液透析的时机。

3.腹膜透析：对于正在进行腹膜透析的大多数

患者来说，建议使用PEG制剂，且无需因口服肠道

清洁剂而入院。但是，仍应密切观察个体情况，避

免因血容量不足而损害患者的残余肾脏功能。正

在进行腹膜透析的患者应继续以正常的方式透析，

在口服肠道清洁剂之前，应排出腹腔内的透析液。

4.肾移植受者：不应选择磷酸钠制剂，除非其

他所有的药物均有禁忌。当免疫抑制剂的吸收会

受到口服肠道清洁剂的影响时，可建议患者入院。

5.充血性心力衰竭：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患者肾

血流量减少，肾小球滤过率下降，排泄磷酸盐的能

力降低，导致急性磷酸盐相关肾病的风险增加。另

外，这些患者在低血容量或大量水摄入的情况下，

低钠血症风险增加。因此，在这些患者中，PEG制

剂是首选。充血性心力衰竭者（纽约心功能分级Ⅲ

或Ⅳ级，或者左心室射血分数<50%），严禁使用磷

酸钠盐制剂。

6.肝硬化合并或者不合并腹水：肝硬化已被确

认为急性磷酸盐相关肾病的危险因素之一，不宜使

用磷酸钠盐制剂，首选PEG。
7.服用某些特定药物：ACEI和ARB、利尿药、

NSAIDs及可以诱导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的药物。

（1）ACEI和ARB：为了维持肾小球滤过率，肾小球

出球小动脉压增加是低血压和（或）容量不足时的

重要生理代偿机制。理论上来说，使用 ACEI或
ARB时，这些代偿反应会被抑制，在低血容量时，肾

功能易恶化。另外，通过抑制血管紧张素Ⅱ使得尿

液碳酸氢盐增加，促使钙、磷沉淀，因而在口服磷酸

钠盐制剂时，急性磷酸盐相关肾病风险增加。因

此，建议ACEI和ARB在口服肠道清洁剂当天及之

后72 h内不应继续使用。（2）利尿剂：利尿剂可以改

变水电解质平衡，引起血容量不足，特别是大剂量

的利尿剂。所以，在使用口服肠道清洁剂之前，应

评估患者血压、血容量的情况。如果患者没有明显

肺水肿的风险，利尿剂应在口服肠道清洁剂时暂停

1 d。如果确需继续使用利尿剂，建议使用PEG制

剂进行肠道准备，并监测电解质。（3）NSAIDs：
NSAIDs会减少肾脏的血流灌注，因此，肾脏会通过

代偿性调节而减少血容量以弥补灌注的不足。在

允许的情况下，口服肠道清洁剂当天及之后的72 h
内建议停止使用NSAIDs。（4）诱导抗利尿激素分泌

异常的药物：这些药物有水潴留和（或）电解质紊乱

的风险，主要包括三环类抗抑郁药、选择性 5‑羟色

胺再摄取抑制剂、抗精神病药物和卡马西平。虽然

这些药物可以继续使用，但是在口服肠道清洁剂之

前应当检查血清肌酐、尿素及电解质水平。（5）胰岛

素、口服降血糖药：因结肠镜检查前 1天进行饮食

限制，使用胰岛素、口服降血糖药控制血糖的患者，

应根据饮食情况调整药物使用，以避免发生低血

糖。此外，在结肠镜检查当天，患者应在检查完毕

且恢复饮食后再使用胰岛素、口服降血糖药。

8.其他特殊疾病：严重溃疡性结肠炎患者慎用

肠道清洁剂；有肠道狭窄或便秘等肠内容物潴留的

患者，应在确认给药前日或给药当日有排便后谨慎

给药，以免引起肠内压升高；冠心病、陈旧性心肌梗

死或肾功能障碍的患者慎用肠道清洁剂。

七、特殊患者的肠道准备

（一）有肠道准备不充分危险因素的患者

［推荐 15］ 对于存在肠道准备不充分危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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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患者，可在应用标准肠道准备方案的同时采取

额外肠道准备措施（推荐强度：强推荐；证据质量：

高质量）

若患者存在某些危险因素，则通过常规方案进

行肠道准备可能较难取得理想效果，进而可影响肠

镜检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63］。一项纳入 404例患

者的回顾性研究发现，每周排便少于3次与肠道准

备不充分密切相关［64］。国内一项包括 409例患者

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慢性便秘、未严格按照要

求进行肠道准备和术前高纤维饮食为肠道准备不

充分的独立危险因素［65］。另有国内一项纳入1 404
例患者的研究提示，便秘、男性、肥胖以及PEG的服

用量不足为肠道准备不充分的独立危险因素［66］。
国内外多项研究指出，肥胖、男性、年龄较大、既往

结肠外科手术史、伴有其他疾病（如糖尿病、帕金森

病等）、服用抗抑郁药物等因素可影响肠道准备效

果［67‑68］。结合国内外文献以及我国人群的特征，以

下因素为我国肠道准备不充分的危险因素：慢性便

秘、未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肠道准备（如术前高纤维

饮食、PEG服用量不足）、体重指数>25 kg/m2、年龄>
70岁、结肠外科手术史、伴有其他疾病（如糖尿病、

帕金森病、卒中或脊髓损伤病史等）、应用三环类抗

抑郁药物或麻醉剂等。

对于存在肠道准备不充分危险因素的患者，可

适当采取其他辅助措施以改善患者的肠道准备情

况，如采用4 L PEG方案、内镜诊疗前3天进食低渣

饮食、使用促胃肠动力药物等［6，68］；此外，进一步对

患者加强进行优化肠道准备的相关教育亦具有较

大价值［5‑6］。
（二）肠道准备不充分的评估及补救措施

［推荐 16］ 若内镜检查过程中发现患者肠道

准备不充分，应积极评估，并采取补救措施或改期

行内镜检查（推荐强度：强推荐；证据质量：高质量）

肠道准备质量的初步评估应在内镜进入患者

直肠乙状结肠时即开始进行，若患者行肠镜检查的

目的为筛查或监测，且其肠道准备情况较差（不足

以检出>5 mm的息肉），则应终止肠镜检查并重新

安排结肠镜检查时间，或在不取消当天检查的情况

下尝试采取额外的肠道清洁措施［6］。一项纳入131
例患者的研究指出，采用口服2 L PEG方案进行补

救的患者可取得较好的肠道准备质量，其肠道准备

充分率可达 81.5%［69］；此外，使用 PEG进行补救性

灌肠亦有助于改善患者的肠道准备情况［70］。另有

报道指出，发现患者肠道准备不充分后通过灌洗泵

行内镜下灌洗可改善肠道的清洁度，具有较高的安

全性和便捷性［71‑72］。
若检查过程中结肠镜已进至回盲部，但最终认

为肠道准备不充分，则应在 1年内重复检查，再次

行肠镜检查时可采用更为积极的肠道准备方案。

若肠镜检查发现进展期肿物但肠道准备不充分时，

再次行内镜进行复查的间隔应短于1年［6］。一项包

含558例患者的调查表明，80%因肠道准备不充分

需择期再行内镜检查的患者愿意在 1年内按照医

嘱进行内镜检查，提示患者对内镜复查的接受度较

高［73］。此外，有研究发现，肠道准备不充分的患者

进行内镜复查时常具有较高的息肉检出率，因此可

根据患者的肠道准备情况制定个性化的内镜复查

方案［3］。有报道表明，在重新进行肠道准备时，于

内镜检查的前3天进食少渣饮食，进而采用分次服

用 4 L PEG的方案，较分次服用 3 L PEG联合比沙

可啶的方案可取得更好的肠道准备效果［24］。
此外，若患者在内镜检查的当天按照规定方案

进行肠道准备后仍排出棕色粪水，则发生肠道准备

不佳的可能性为54%，该类患者可尝试采取进一步

的措施以提高肠道清洁度［6，74］。
（三）患有或疑似炎症性肠病患者

［推荐 17］ 对于患有或疑似炎症性肠病的患

者，应避免使用磷酸盐类清洁剂，尽量使用小剂量

PEG方案（推荐强度：弱推荐；证据质量：中等质量）

患有炎症性肠病的患者由于存在肠道慢性炎

症，进行肠道准备时需注意避免肠道清洁剂对病变

肠黏膜的进一步损伤。应用磷酸盐类的肠道清洁

剂可能导致患者的肠黏膜出现类似炎症性肠病早

期的病变，导致内镜检查过程中对病变的判断受到

影响，故应避免在炎症性肠病患者中使用磷酸盐类

肠道清洁剂［39，75］。此外，炎症性肠病患者可采用小

剂量肠道准备方案及其他的适当措施以提高肠道

准备的效果。一篇纳入了 4项研究的荟萃分析发

现，对于炎症性肠病患者，使用低剂量的PEG方案

（2 L）可取得与高剂量 PEG方案（4 L）相同的肠道

清洁效果，且患者再次进行类似肠道准备的意愿较

高［76］。另外，因匹可硫酸钠可诱发肠道黏膜炎症性

改变，炎症性肠病活动期应避免使用。

（四）活动性下消化道出血的患者

［推荐 18］ 对于活动性下消化道出血的患

者，应采用PEG进行肠道准备（推荐强度：强推荐；

证据质量：低质量）

急诊结肠镜指患者入院后的12~24 h内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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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镜检查，该检查可能有利于及时发现病灶［77‑78］。
行急诊内镜检查前，患者需进行肠道准备从而提高

肠镜检查的完成度和诊断率，并且肠道准备过程具

有较高安全性［79‑81］。国外一项纳入140例患者的回

顾性研究表明，在进行急诊肠镜检查的下消化道出

血患者中，使用PEG进行肠道准备的患者的盲肠插

镜率（74%）明显高于未进行肠道准备的患者

（41%）［82］；国外另外一项纳入 194例患者的回顾性

研究表明，对于下消化道出血的急诊结肠镜患者，

与使用甘油或水灌肠相比，口服PEG进行肠道准备

的患者诊断明确率更高，且再次结肠镜检查率

低［83］。此外，国内一项包括107例下消化道出血患

者的对照研究显示，口服 PEG进行肠道准备较口

服甘露醇或水灌肠等措施具有明显优势，诊断明

确率、盲肠到达率、接受肠镜下治疗率等均

较高［84］。
（五）高龄患者

［推荐 19］ 高龄患者肠道准备应采取分次剂

量方案，并可适当采取辅助措施（推荐强度：强推

荐；证据质量：中等质量）

老年患者出现肠道准备效果不佳的情况较为

常见，但目前尚无充足的证据建议老年人采用特定

的肠道准备方案，该类人群进行肠道准备时可适当

应用辅助措施以提高肠道的清洁度。国内一项纳

入 312例患者的研究表明，年龄≥75岁、慢性便秘

史、结直肠手术史、住院状态、腹部两次及以上手术

史为老年患者肠道准备不充分的危险因素，PEG在

老年患者肠道准备中的效果优于甘露醇和硫酸

镁［85］；但国外一项纳入 193例患者的研究提示，分

次口服硫酸盐的方案较PEG方案在患者接受度及

肠道准备效率方面对老年患者更有优势［86］。此外，

由于磷酸盐制剂可引起较多不良反应，而老年患者

通常伴有其他疾病，因此不推荐老年患者应用磷酸

盐制剂进行肠道准备［6，87］。对于高龄或伴有慢性

疾病的患者，在肠道准备期间可予以静脉补液等措

施，保持水和电解质平衡［36］。
（六）儿童和青少年患者

［推荐 20］ 儿童患者行肠道准备时需根据其

个体情况选择个体化的方案（推荐强度：强推荐；证

据质量：低质量）

对于需要行肠镜检查的儿童患者，需根据患儿

的年龄、一般情况、检查的意愿和依从性选择肠道

准备措施，但由于缺乏高质量的证据，目前尚无针

对儿童患者的标准化的肠道准备方案［88］。由于儿

童的耐受力和依从性较差，因此儿童的肠道准备通

常存在较多困难，较难通过常规方案使患儿的肠道

准备质量达到要求，常需多方面的共同配合［89］。国

外指南推荐，对于<2岁的幼童，内镜检查前24 h口
服清流质并进行生理盐水灌肠（5 ml/kg）可获得满

意的肠道准备效果［90］；对于 2岁以上的儿童，可以

通过饮食限制、PEG、刺激性泻药（例如番泻叶和比

沙可啶）和（或）灌肠进行肠道准备［90］。此外，考虑

到口服磷酸盐类制剂可能引起较多不良反应，因此

该类药物不推荐用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或使用该药

存在不良反应风险的儿童患者［90］。
（七）妊娠期患者

［推荐 21］ 妊娠期妇女应尽量避免内镜检

查，若有内镜检查的强适应证，可采用PEG方案进

行肠道准备（推荐强度：弱推荐；证据质量：低质量）

对于妊娠期妇女，应尽量避免内镜检查，因此

关于泻药在妊娠期妇女肠道准备过程中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的研究较少。若妊娠期妇女必须行内镜

检查，须全面评估内镜检查的利弊［5，91‑92］。虽然

PEG在妊娠妇女肠道准备中应用的安全性有待进

一步验证，但若妊娠妇女有行全结肠镜检查的强适

应证，则可考虑采用PEG方案［93］。此外，由于磷酸

盐制剂可能引起较多不良反应，因此不推荐用于妊

娠妇女的肠道准备［87］。
八、小肠镜及胶囊内镜的肠道准备

［推荐22］ 经口小肠镜检查前，禁食8~12 h，同
时禁水4~6 h即可，经肛小肠镜的肠道准备要求与结

肠镜相同（推荐强度：强推荐；证据质量：低质量）

［推荐 23］ 小肠胶囊内镜检查前，应采取饮

食限制，可采用 2 L PEG方案，并常规应用祛泡剂

（推荐强度：强推荐；证据质量：高质量）

［推荐 24］ 小肠胶囊内镜检查前，亦可采用

4 L清流质方案（推荐强度：弱推荐；证据质量：中等

质量）

经口小肠镜检查前，禁食 8~12 h，同时禁水 4~
6 h即可达到理想的肠道准备要求，经肛小肠镜

的肠道准备要求与结肠镜肠道准备的要求

相同。

对于小肠胶囊内镜，国外指南推荐采取饮食限

制，采用2 L PEG方案并常规应用祛泡剂进行肠道

准备［94］。国外有研究显示，小肠胶囊内镜前服用

2 L PEG或服用 4 L清流质亦具有与 4 L PEG类似

的肠道准备效果［95］。另外一篇研究比较了 3种小

肠胶囊内镜肠道准备方案：服用清流质、匹可硫酸

··2031



中华医学杂志 2019年7月9日第 99卷第26期 Natl Med J China，July 9, 2019, Vol. 99, No. 26

钠联合柠檬酸镁以及2 L PEG，结果显示，3组方案

肠道准备质量无明显差异，但清流质组患者耐受性

最好［96］。一篇荟萃分析质疑了泻药在小肠胶囊内

镜肠道准备中所起的作用［97］。此外，术前联合应用

西甲硅油、促胃肠动力药、蓖麻油等药物对提高胶

囊内镜的图像质量及全小肠检查成功率有一定价

值［98‑100］。若联合使用西甲硅油进行胶囊内镜的肠

道准备，可于检查前4 h服用肠道清洁剂，继而口服

西甲硅油30 ml，对祛除气泡有较好效果，有助于获

得良好视野［55］。
总之，本指南主要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回顾国

内外近几年的相关研究结果和指南，结合国内实际

情况进行修订，但最佳的肠道准备方案仍需要根据

医疗单位的实际条件、使用习惯和患者的个性化原

则来共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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