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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聚乙二醇联合西甲硅油在结肠镜检查

术前肠道准备中的效果观察

李摇 娜,郭姗姗,赵摇 蕊,于智娟,张摇 丹,孔玉珍,王摇 艳,刘燕燕,贾洪琳

[摘要]目的:探讨复方聚乙二醇联合西甲硅油在结肠镜检查术前肠道准备中的效果。 方法:选取拟行结肠镜检查术病人 186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3 例。 2 组病人均于术前 1 d 进食少渣半流食,检查当天禁食早餐和午餐。 对

照组术前给予复方聚乙二醇,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二甲硅油乳剂。 比较 2 组肠道清洁情况、肠道气泡量情况及不良反

应发生情况。 结果:观察组肠道清洁优良率为 97. 85% ,高于对照组的 88. 17% (P < 0. 05);观察组肠道气泡量优良率为

96. 77%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 95% (P < 0. 01);观察组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结论:复方聚

乙二醇联合西甲硅油应用于结肠镜检查术前肠道准备的肠道清洁效果较好,有助于去除肠道内气泡,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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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imethicon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polyethylene glycol
in preoperative bowel preparation of colonoscopy

LI Na,GUO Shan鄄shan,ZHAO Rui,YU Zhi鄄juan,ZHANG Dan,KONG Yu鄄zhen,WANG Yan,LIU Yan鄄yan,JIA Hong鄄lin
(Endoscopy Room,Rocket Forces General Hospital,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simethicone combined with compound polyethylene glycol in preoperative bowel
preparation of colonoscopy. Methods:One hundred and eighty鄄six patients scheduled by colonoscopy were divided into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93 cases each group). The less residue semi鄄liquid food was used in two
groups in preoperative 1 d,and the fasting breakfast and lunch in two groups were implemented at check day. Before operation,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mpound polyethylene glycol,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dimethicone based on the
control group. The intestinal cleaning, intestinal air bubble and adverse reactions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intestinal cleaning in observation group(97. 85%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88. 17% ) (P <
0. 05). The excellent and good rate of intestinal air bubble in observation group(96. 77% )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
(84. 95% )(P < 0. 01). The incidence rates of abdominal pain,bloating,nausea and vomiting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 P < 0. 05). Conclusion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ound polyethylene glycol combined with simethicone in
preoperative bowel preparation of colonoscopy has good cleaning effect,less adverse reaction,and is safe,which can help to remove the
bubble of g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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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结肠镜是目前结肠疾病诊断的金标准,肠道清

洁则是确保结肠镜诊断准确性和治疗安全性的必要

条件[1 - 2]。 肠黏膜表面附着有大量泡沫,影响内镜

观察,甚至导致漏诊、误诊[3 - 4]。 因此,临床上选择

合适的结肠镜检查术前肠道准备方法尤为重要。 目

前国内常用的肠道准备方法主要包括口服泻剂法和

清洁灌肠法等。 其中清洁灌肠法由于清洁效果不

佳,并且易损伤到直肠黏膜,需多次反复插管,易造

成疼痛不适,病人耐受差[5 - 6]。 复方聚乙二醇是常

用的清肠剂,我们将复方聚乙二醇联合西甲硅油应

用于结肠镜检查术前的肠道准备,取得较好效果。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5 年 3 月至 2016 年 3 月

我院拟行结肠镜检查术病人 186 例,按照随机数字

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93 例。 观察组男 61
例,女 32 例;年龄 24 ~ 68 岁。 对照组男 63 例,女 30
例;年龄 26 ~ 70 岁。 2 组病人年龄和性别均具有可

比性。 排除标准:(1)合并肺、肾、肝、心功能严重异

7311蚌埠医学院学报 2017 年 8 月第 42 卷第 8 期



常;(2)既往有消化道手术史;(3)确诊或疑似胃潴

留、胃肠道梗阻、电解质异常、消化道出血、肠穿孔

等;(4)确诊或者疑似肝肾功能不全、心肺功能不

全、腹水;(5)确诊或疑似炎性肠病;(6)哺乳期或妊

娠期妇女。 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病

人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摇 方法摇 2 组病人均于术前 1 d 进食少渣半流

食,检查当天禁食早餐和午餐。 对照组术前给予复

方聚乙二醇 27. 5 g,术前 6 h 口服;观察组在对照组

基础上联用二甲硅油乳剂 30 mL,术前 4 h 口服。
1. 3摇 观察指标 摇 (1)肠道清洁效果,分为玉 ~ 郁
级。 玉级,肠道准备良好,全结肠无粪渣;域级,肠道

准备较好,可有少量粪渣;芋级,肠道准备欠佳,有较

多粪便;郁级,肠道准备不佳,肠壁积满粪水。 以玉
级 +域级为优良,计算优良率。 (2)肠道气泡量,分
为玉 ~ 郁级。 玉级,肠道基本无气泡,视野清晰;域
级,肠道气泡量 < 1 / 3 视野,对观察黏膜无影响;芋
级,肠道气泡量占 1 / 3 ~ 2 / 3 视野,对观察黏膜有影

响;郁级,肠道气泡量 > 2 / 3 视野,对观察黏膜有较

大影响。 以玉级 + 域级为优良,计算优良率。 (3)
观察 2 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主要包括腹痛、腹胀、
恶心呕吐。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病人肠道清洁效果比较摇 2 组病人肠道清

洁效果见表 1。 观察组肠道清洁优良率为 97. 85% ,
高于对照组的 88. 17% (字2 = 5. 29,P < 0. 05)。

表 1摇 2 组病人肠道清洁效果[n;百分率(% )]

分组 n 玉级 域级 芋级 郁级

观察组 93 61(65. 59) 30(32. 26) 2(2. 15) 0(0. 00)

对照组 93 47(50. 54) 35(37. 63) 7(7. 53) 4(4. 30)

合计 186摇 108(58. 06) 65(34. 95) 9(4. 84) 4(2. 15)

2. 2摇 2 组肠道气泡量情况比较摇 2 组病人肠道气泡

量情况见表 2。 观 察 组 肠 道 气 泡 量 优 良 率 为

96. 77%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84. 95% ( 字2 = 7. 83,P
< 0. 01)。

表 2摇 2 组肠道气泡量[n;百分率(% )]

分组 n 玉级 域级 芋级 郁级

观察组 93 69(74. 19) 21(22. 58) 3(3. 23) 0(0. 00)

对照组 93 49(52. 69) 30(32. 26) 9(9. 68) 5(5. 38)

合计 186摇 118(63. 44) 51(27. 42) 12(6. 45) 5(2. 69)

2. 3摇 2 组病人不良反应比较摇 观察组腹痛、腹胀和

恶心呕吐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P < 0. 05) (见表

3)。

表 3摇 2 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n;百分率(% )]

分组 n 腹痛 腹胀 恶心呕吐

观察组 93 6(6. 45) 8(8. 60) 5(5. 38)

对照组 93 16(17. 20) 19(20. 43) 14(15. 05)

合计 186 22(11. 83) 27(14. 52) 19(10. 22)

字2 — 5. 16 5. 24 4. 73

P — <0. 05 < 0. 05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结肠疾病是较为常见的一类疾病,结肠镜检查

则是诊断结肠疾病的有效方法,而清洁的肠腔是结

肠镜检查的必要条件,肠腔内的泡沫、肠道内的食物

残渣均会使结肠镜检查受到影响[7]。 理想的肠道

准备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可排空结肠内有形

物和大部分液体;(2)服用方便,排空时间较短;(3)
不影响结肠黏膜组织学;(4)对体液和电解质变化

影响较小;(5)病人不适感较轻[8 - 9]。
复方聚乙二醇是国内肠镜检查广泛应用的一种

清肠剂,其成分包括聚乙二醇、氯化钠、氯化钾、硫酸

钠、碳酸氢钠,是加入水形成的一种等渗液。 聚乙二

醇中的氢键能固定水分,从而使肠道中粪便的含水

量增加,体积也随之增加,肠道受到刺激,蠕动加快,
达到快速排便效果,完成清洁肠道的过程[10]。 且复

方聚乙二醇由于以不被吸收的硫酸根作为阴离子,
可阻止钠主动吸收,因此不会导致体内的水钠潴留,
同时也不会造成体液变化和电解质紊乱[11 - 12]。 但

复方聚乙二醇由于需饮用的液体量大,咸味较重,服
用后容易引起腹痛、腹胀、恶心呕吐等不适,病人依

从性欠佳。
西甲硅油是一种乳白色的均匀乳剂,为稳定的

表面活性剂。 其活性成分能够改变消化道存在于黏

液和食糜内气泡的表面张力,从而促使其分解,释放

出的气体则通过肠壁吸收或经肠蠕动排出[13 - 14]。
西甲硅油原用于临床治疗嗳气、腹胀等,呈香蕉味,
服用后肠道不吸收,无咽部刺激,且无明显不良反

应[15]。 谢艳华等[16] 研究表明,西甲硅油应用于结

肠镜检查术能够提高视野清晰度,有效消除肠腔内

的泡沫,有助于内窥镜医生的操作,增加大肠疾病的

诊断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肠道清洁优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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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肠道气泡量优良率亦明显高于对照组,
且腹痛、腹胀、恶心呕吐发生率均低于对照组。

综上,复方聚乙二醇联合西甲硅油应用于结肠

镜检查术前肠道准备效果较好,肠道清洁效果优良,
可明显去除肠道内气泡量,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良

好,具有临床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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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后的生活质量评分均较干预前明显上升,且观察

组病人的各项评分较对照组升高更为明显 (P <
0. 01)。

综上,分期针对性护理干预针对病人在不同阶

段的康复训练需求及心理状况,制定相应的护理方

案,可帮助病人更好地恢复运动功能,提高日常生活

能力,缓解病人不良情绪,帮助病人维持良好的身心

状态,从而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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