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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肛门直肠感觉及
动力学变化的临床研究
鲍聚喜，冯作鹏，张光鑫，秦川，杨明，李彩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肛肠外科（银川 750000）

【摘要】 目的 探讨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BS-C）患者的肛门动力学变化及肛门直肠感觉功能并检测其盆
底肌电压情况。 方法 选择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IBS-C 患者 36 例（IBS-C 组）及正常健康志愿者 28 例（对照组），分别采用 ZJ-D3 型肛肠压力检测仪、生物刺激反
馈仪检测 2 组受试者的直肠肛管压力（肛管静息压、直肠静息压、肛管直肠压差、肛管高压区域长度、直肠感觉阈
值及直肠顺应性）和盆底肌电压状态变化并进行比较。 结果 IBS-C 组的直肠静息压、肛管静息压分别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 IBS-C 组的肛管直肠压差明显高于对照组（t=4.37，P=0.017），IBS-C 组的肛
管高压区域长度明显长于对照组（t=6.18，P=0.042）。IBS-C 组盆底肌的最大肌电压、最小肌电压及电压频率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t=3.39，P=0.031；t=5.76，P=0.042；t=8.41，P<0.001）。 结论 肛门直肠动力学、直肠感觉功能异常
可能是 IBS-C 的重要病因之一，IBS-C 可能存在异常的盆底肌肌电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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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changes in anal dynamics and anorectal sensory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constipation (IBS-C) and detect its muscle pressure of basin. Methods Thirty-six patients
with IBS-C (IBS-C group) and 28 healthy volunteers (control group) were collected. The rectal-anal canal pressure and
the changes of the basin’s myoelectric status were detected by the ZJ-D3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tester and biostimulus feedback instrument. The anal canal resting pressure, rectal resting pressure, anorectal pressure difference,
length of anal canal high pressure area, rectal sensation threshold, rectal compliance, and basin muscle voltage were
measured and compared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Results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rectal resting
pressure and anal canal resting pressure between the IBS-C group and the control group (t=–2.31, P=0.85; t=–5.46,
P=0.28), but the difference value of anorectal pressure of the IBS-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4.37, P=0.017), and the length of the anal canal hypertension area in the IBS-C group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6.18, P=0.042). The maximal muscle voltage, minimum muscle voltage, and voltage
frequency of the pelvic floor in the IBS-C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3.39, P=0.031;
t=5.76, P=0.042; t=8.41, P<0.001). Conclusion Anorectal dynamics and rectal sensory dysfunction are one of important
causes of IBS-C, it might be existed abnormal changes in muscle voltage of pelvic floor mus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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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常见的胃肠道功能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腹
痛、腹胀、排便功能障碍等症状，症状多在排便后
改善，临床上对这症状的器质性改变尚未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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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

[1-3]

。据文献

[4-9]

表 1 2 组受试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报道，IBS 的发病主要是遗传因

素、精神心理因素、食物过敏或不耐受、内脏高敏
感、脑-肠轴功能紊乱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相互作
用造成的。而肛门直肠动力学异常也是 IBS 发生、
[10]

发展的重要病理生理机制 。而如何有效地了解其
发病机制、治疗及防止其病变的发生、发展已成为
当前临床工作的重要任务。因此，本研究通过检测
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with

性别（例）
组别

n

男

女

年龄（岁， 焦虑评分
（分，x ±s）
x ±s）

抑郁评分
（分，x ±s）

IBS-C 组

36

12

24

40±1

50.73±0.89

0.48±0.03

对照组

28

10

18

38±2

48.96±0.57

0.47±0.16

2

统计量

χ =3.02

t=1.87

t=2.67

t=3.41

P值

0.26

0.08

0.13

0.37

constipation，IBS-C）患者与正常健康志愿者的肛门
直肠压力及感觉阈值来探讨 IBS-C 患者肛门直肠动

试者均采取左侧屈膝卧位；嘱 2 组受试者均充分

力学变化特点，并通过生物刺激反馈仪来检测 IBS-

放松盆底及肛周肌肉后将润滑后的压力测定导管

C 患者的盆底肌电压变化情况，为其在临床上应用

缓慢插入受试者肛管内，直到压力测定导管刻度为

提供一定的依据。

10 cm 处；然后采用分段外拉法，每往外拉 1 cm，
记录此处的压力值；当检测导管进入高压区（高压

1 资料与方法

区是指静息状态下，肛管内此区域的压力与邻近区

1.1 研究对象
收集 2014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 日期
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 IBS-C
患者 36 例（IBS-C 组），年龄 21～55 岁；病程
1～29 年、（15±6）年。IBS-C 患者症状均需符合罗
[11]

域的数值相比压力增加达 50% 以上的区域）后，测
压仪上可显示高压波形，测出其肛管高压带长度；
8 通道带气囊灌注式测压管进入压力区后，固定测
压管；在静息状态下，检测其直肠静息压、肛管静
息压。在模拟排便动作时，检测其肛管最大收缩
[10, 15]

马Ⅱ诊断标准 ：在过去 12 个月内至少 3 个月（可

压、直肠收缩压

不连续）有腹痛或不适并伴有以下 3 项中的 2 项特

步递增气量注入到气囊

征：① 排便后症状缓解；② 伴有排便次数改变；

对容量刺激的感觉阈值、排便阈值、直肠顺应性

③ 伴有粪便性状改变。当患者出现如下症状时进

等。

一步支持 IBS-C 的诊断：① 排便<3 次/周；② 粪便

1.2.2 检测盆底肌电变化

坚硬或呈羊粪状；③ 排便费力；④ 腹胀；⑤ 排便

型生物刺激反馈仪检测盆底肌电变化

不尽感。

法：检查时

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医院 28 名健康医护

[19-20]

。随后将 10 mL/次的气量并逐
[10, 15-16]

，分别记录受试者直肠

采用南京伟思 SA9800
[17-18]

。检测方

嘱受试者取仰卧屈膝位，两腿稍分

开；嘱 IBS-C 组与对照组受试者充分放松腹部肌

人员作为健康对照组，年龄 22～50 岁，均无腹痛、

肉、臀部肌肉及肛周部位肌肉后，将检测探头通过

腹胀、便秘等消化道症状。

肛门贴附于受试者的肛管内的肌肉表面，嘱受试者

2 组受试者检测前均符合下列要求：① 检测

做收缩和舒张盆底周围肌肉动作；检测此时受试

前 4 周，经内镜检查无下消化道器质性病变；② 未

者的盆底肌产生的电活动信号即电压值包括盆底

食用受凉及过敏食物、未服用非甾体类解热镇痛药

肌最大肌电压、最小肌电压和电压频率。

及抗生素；③ 无肛肠及盆腔器官其他疾病；④ 无

1.3 统计学方法

肝胆胰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全身性疾病

数据分析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计量数据

等病史；⑤ 无腹部手术史；⑥IBS-C 组患者均在检

以均数±标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查前 1 周停用一切胃肠动力药，对照组受试者均未

检验水准 α=0.05。

在检查前 1 周内服用过胃肠动力药，且检查当日 2
组均正常饮食及禁止做肠道准备和肛门指诊。
2 组受试者的性别、年龄、焦虑和抑郁评分

[12-

2 结果
2.1 肛管直肠动力学测定结果

13]

2.1.1 在肛管直肠静息状态下检测的压力结果

1.2 方法
1.2.1 肛管直肠动力学测定 采用合肥奥源 ZJ-D3
[14]
型肛肠压力检测仪检测肛管直肠动力学情况 。检
测方法：采用 8 通道带气囊灌注式测压管；2 组受

IBS-C 组的直肠静息压、肛管静息压分别与对照组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2.312，P=0.851；
t=–5.464，P=0.283），但 IBS-C 组的肛管直肠静息压
差明显高于对照组（t=4.371，P=0.017），见图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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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组指标
图1

示肛管直肠动力学检测结果

1c； IBS-C 组的直肠感觉阈值和排便阈值均明显高
于对照组（t=9.780，P=0.003；t=8.794，P<0.001），见
图 1d；IBS-C 组的直肠顺应性亦明显高于对照组
（t=10.031，P<0.001），见图 1e。

2.2 盆底肌电压的检测情况
IBS-C 组的盆底最大肌电压和最小肌电压均明
显高于对照组（t=3.39，P=0.031；t=5.76，P=0.042），
见图 2a；IBS-C 组盆底肌的电压频率明显高于对照
组（t=8.41，P<0.001），见图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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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值明显高于对照组（t=5.541，P=0.017），见图

压

义（t=6.830，P=0.150），IBS-C 组的肛门括约肌净减

压

P=0.003），2 组的直肠收缩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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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在模拟排便动作状态下的压力结果

电压（μV）

（t=6.180，P=0.042），见图 1b。

IB
S-

IBS-C 组
对照组
*

IBS-C 组的肛管高压带长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频率（Hz）

a：静息状态下的压力；b：肛管高压带长度；c：模拟排便动作时的压力；d：模拟排便动作时的直肠感觉和排便阈值；e：模拟排便
动作时的直肠顺应性。与对照组相比，*P<0.05

组别

示盆底肌电压的检测情况

a：电压情况；b：电压频率情况。与对照相比，*P<0.05

者的直肠、肛管静息压比对照组稍高，但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结果提示，IBS-C 组患者与对照组的肛
管、直肠功能在静息状态时功能正常；但 IBS-C 患
者肛管内的高压区域长度比对照组长，而肛管内的
高压区域是影响粪便下行通过的重要阻力，IBS-C
患者肛管内的高压区域长度的增加会严重影响粪
便下行通过时的速度，继而加重患者的便秘情况。

IBS-C 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主要表
现为便秘伴腹痛或腹部不适，便后缓解

[21]

。在我

国，IBS-C 的发病率约为 6%，且主要见于女性患
者，这可能与女性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有关

[4, 21-22]

在模拟排便动作时，IBS-C 患者的肛门最大收缩压
明显小于对照组，结果提示，IBS-C 患者的肛门收
[15]
缩功能逐渐减退，有文献 报道这种变化可能是长

；据

期便秘、过度用力排便损伤了骶神经而最终导致肌

文献 报道，女性患者出现腹胀、便秘等相关症状

肉变性，进而导致肌肉收缩力下降；IBS-C 组患者

的发病率也是远高于男性患者。IBS-C 的病因可能

的直肠收缩压力稍高于对照组，但是二者比较差异

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变化、食物因素、抗生素、肠道

无统计学意义；IBS-C 组患者的肛门括约肌净减压
值高于对照组，结果提示，IBS-C 患者排便后肛管

[23]

[3]

感染等多种因素相关 ；而肠道通透性改变以及肠
道内菌群失调也与 IBS-C 的发生有关

[24-25]

。而目前
[2]

括约肌不能够充分松弛并出现矛盾性收缩，进一步

关于 IBS-C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文献 报

加重患者的排便功能障碍。

道，结直肠收缩幅度和频率的异常改变是 IBS-C 的
重要病理机制；而内脏对外界刺激的敏感度的高

便秘症状的出现与内脏的感觉异常有密切联
系，而直肠敏感性和顺应性也是检查直肠壁对直肠

低也是 IBS-C 发生、发展的重要病因。

内容物刺激后作出反应的重要指标。在本研究中

在本研究中发现，在静息状态下，IBS-C 组患

发现，IBS-C 组的直肠感觉阈值与排便阈值均明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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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于对照组，结果提示，IBS-C 组患者对直肠内容
的敏感性降低，患者自主排便功能降低，排便所需
的容积增加，进一步导致大量的肠内容物的聚集，
加重便秘；IBS-C 组的直肠顺应性明显高于对照
组，而直肠顺应性是一种反射性的适应性反应，直
肠顺应性的增加表明 IBS-C 患者的直肠肠壁的伸展
性及直肠储物容积的增加。因此，IBS-C 患者的直
肠容积的反射能力降低以及直肠对肠内容物敏感
性降低，都逐步加重了患者的便秘症状。

2015, 50(1): 11-30.
8 罗哲, 崔立红, 贺星. 肠道菌群失调与肠易激综合征关系的研究
进展. 解放军医学院学报, 2015, 36(10): 1011-1013.
9 弓三东, 崔立红. 粪菌移植在肠易激综合征中的研究进展. 解放
军医学院学报, 2015, (10): 1006-1010.
10 李超, 迟雁, 王化虹, 等. 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肛管直肠动
力及感觉功能与外周血肥大细胞类胰蛋白酶的相关性研究. 中
国全科医学, 2017, 20(11): 1320-1325.
11 Drossman DA. The functional gastrointestinal disorders and the
Rome II process. Gut, 1999, 45(Suppl 2): I1-I5.
12 叶彬, 陈春晓. 老年住院慢性便秘患者的焦虑抑郁状态和睡眠
状况. 中国老年学杂志, 2016, 36(8): 1996-1998.

生物刺激反馈仪是检测盆底肌电压变化的重

13 窦迎春, 曲海霞, 许倩倩, 等. 焦虑及抑郁评分与慢性便秘患者

要仪器，同时其也是用于治疗便秘的一种行为疗法

临床不同伴随症状关系研究. 胃肠病学和肝病学杂志, 2018,

[20]

，当前也有关于应用生物反馈在临床治疗便秘的
[26]

[27]

相关报道。罗懿林等 和李晓霞等 也通过应用生
物反馈刺激结合盆底肌训练能够提高产后盆底功
能的恢复的相关报道。在本研究中，我们也通过应
用生物刺激反馈仪分别对 IBS-C 组和对照组的盆底
肌的最大肌电压、最小肌电压和频率进行检测，
IBS-C 组盆底肌的最大肌电压、最小肌电压和频率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结果提示，IBS-C 患者的盆底
肌肉也存在异常的肌电压情况。
总之，IBS-C 患者的肛管直肠动力学压力和肛
门直肠感觉功能异常于正常健康者，而肛管直肠动
力学和直肠感觉功能的异常也是 IBS-C 发生、发展
的重要原因。同时，本研究中通过生物刺激反馈仪
检测到的 IBS-C 患者盆底肌存在的异常肌电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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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研究中应用的样本量仍较少，还需要大量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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