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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与健康、疾病和药物作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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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肠道菌群作为人体内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在维持人体微生态的稳态中，肠道菌群在维持宿主生理功能具有上非
常重要的作用，也对许多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以及肿瘤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且对于药物治疗合理安全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从正视存在人体的细菌的有益性和有害性、肠道菌群与健康和寿命、肠道菌群与疾病以及药物作用的影响等4方面分析和
讨论。肠道菌群与不同类型药物的关系已经成为近些年的热点研究领域，本文分别讨论免疫治疗、化学药物、抗生素和中药的
相关问题，希望为认识药物治疗过程、科学合理用药、认识药物作用机制、新药研究开发等研究有所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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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t microbiota: The effects of health, illness and medicines
Liu Chang-xiao
(New Drug Evaluation Research Center, Tianji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Drug Delivery Technology
and Pharmacokinetics, Tianjin Binhai Research Center for Food and Drug Regulatory Science, Tianjin 300193)

Abstract As a complex micro-ecosystem in the human body, the gut nicrobiota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host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in maintaining the homeostasis of the human body. It also affects
many metabolic diseases, immunity diseases and tumo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gut microbiota and rational and drug
safe treatment have a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essay analyzes and discusses four aspects of the beneficial and harmful
effects of bacteria in the human body, the influence of gut microbiota and health, longevity, disease, and influence on
the medic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ut mocrobiota and different therapeutic types has become a hot research
area in recent years, respectively, immunotherapy, chemical drugs, antibiotics and related iss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ping to understand the drug treatment process,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use of drugs, the mechanism of drug
action, new dru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search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Gut microbiota; Health; Diseases; Drugs; Immunotherapy; Chemotherapy; Antibiotic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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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肠道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和排泄器官，其回旋盘

转的结构被形象地称为人体第二大脑。肠道中寄生

系统中，形成人体内最重要的一部分。肠道微生物
按一定比例组合、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肠道菌群
在数量上与宿主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生态平衡。

着数以计亿的细菌，肠道微生态对人体健康起有多

正常肠道菌群在宿主营养代谢，外源物和药物

维度、动态、复杂、广泛的作用，在这一共生生态

代谢，维持肠黏膜屏障的结构完整性，免疫调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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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病原体的保护。在形成正常肠道微生物群过程

Koppel等研究者[16]综述已有文献报道，分析了

中，有一些相关因素(如来自环境或肠道共生群体的

肠道微生物本身，它们的基因同时还会编码各种

分子)起作用，如分娩、婴儿期、成年期的饮食以及

酶，这些酶的存在扩大了肠道微生物可消化物质。

使用抗生素等因素使机体肠道菌群发生变化。一般

对现在研究较多的碳水化合物活性酶，包括糖苷水

可将肠道菌群可分为有益菌、有害菌和中性菌3大

解酶和碳水化合物酯酶等，利用复杂酶系统，提高

类。当人体肠道中有益菌比例下降而坏菌数量上升

对消化复杂的糖类，降解、存在饮食的、不需要的

时，人体免疫力下降，极易导致多种疾病发生。肠
道菌群提供广阔、无氧或低氧、富含营养、恒温的
环境，微生物帮助宿主提高营养物质的分解效率、
增加有益物质的吸收、合成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

焦虑症
抑郁症

孤独症

神经分裂症

帕金森氏症

必要的维生素、维护神经系统的稳定性、促进免疫
系统。在失衡状态下，菌群失调会影响宿主生长、
发育、健康和疾病，也会影响药物的治疗[1-14]。研究
表明肠道菌群紊乱与多种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如

肥胖和糖尿病

消化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精神系统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一些感染性疾病。进行地球微
生物群落研究，会促进人们对微生物及其与包括植
物、动物和人类在内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理解[15]。

结肠癌

肠道克罗恩病

类风湿性
关节炎

溃疡性结肠炎
肠易激综合症

在第一次公布的数据中，鉴定出大约30万个独特的
微生物16S rRNA序列，其中将近90%在现有的数据
库中找不到精确匹配的序列，这些研究也必将对肠
道菌群研究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2

正视存在人体的细菌的有益性和有害性

根据LiveScience.com和WedMD.com绘制

图1 肠道菌群失衡而导致身体和精神的一系列疾病
Fig. 1 A series of disease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the imbalance of the intestinal ﬂora

大量研究表明，我们体内寄居着数以万亿计的
微生物，不同菌群的微生物数量比构成人体的细胞
数还多，可以说人体是微生物寄生的“殖民地”，

瑞士乳杆菌

乳杆菌

可以说细菌是无处不在的微生物。肠道菌群失衡可

Lactobacillus

Lactobacillus
helveticus

能导致多种疾病的发生(图1)。
生活在肠道的细菌对人类的健康有着重要作用。
其肠道的有益细菌有保护机体健康的作用，由于肠道
菌群失衡而导致身体和精神的一系列疾病和“亚健
康”的有害细菌的危害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存在肠道

双岐杆菌
Bifidobacterium

在肠道寄生微
生物达75000多
种，基本可分
为6个主要种群

长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um
longum

寄生的6大类主要菌群是乳酸菌、瑞士乳杆菌、双歧
杆菌、长双歧杆菌、幽门螺杆菌、甲烷短杆菌。其中
前4种为有益菌群，后2种为有害菌群(图2)。
3
3.1

肠道菌群与健康和寿命
肠道菌群决定着食物对肠道的影响

幽门螺杆菌

史氏甲烷短杆菌

Helicobacter
pylor

Brevibacterium
smithii

进入消化道的食物均需要肠道微生物来处理，
才能使人体从食物中获得营养物质和能量。但是，

有益菌群

各人对食物中成分的转化和吸收存在很大“个体差

根据LiveScience.com和WedMD.com信息编绘

异”，这种差异基本与于肠道微生物及相关酶的差
异有关。

有害菌群

Fig. 2

图2 肠道寄生的6大类主要菌群
6 major bacteria groups of major intestinal paras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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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类物质。在文章中提到肠道中的产粪甾醇真细

内给小鼠进行15个周期的隔日禁食(EODF)来刺激在

菌(Eubacterium coprostanoligenes)，这种细菌能将胆

白色脂肪组织“米色化”，生成棕色脂肪(图3)，并

固醇分解为不能被吸收的粪甾醇，随着粪便排出体

可大幅改善肥胖、胰岛素抵抗和肝性脂肪变性。

外，粪甾醇的比例能达到50%。即意味着肠道内有

EODF使得肠道菌群的组成发生改变，增加发酵

产粪甾醇细菌的人吃下高胆固醇食物后，其吸收比

代谢产物乙酸和乳酸，增强棕色脂肪细胞中单羧酸

其他人要少一半。烤肉致癌也和肠道微生物有关。

转运蛋白-1(monocarb- oxylate transporter 1, MCT1)的

在烤制过程中产生一类杂环胺的致突变(致癌)物质，

表达。无菌小鼠抵抗EODF诱导的脂肪棕色化，在移

它能够诱导基因突变、DNA断裂或染色体畸变等。

植了进行EODF的小鼠菌群后，无菌小鼠的脂肪棕色

还有研究发现肠道中大肠埃希菌携带的uidA基因可

化被激活，代谢稳态被改善。间歇性断食诱发肠道

以编码β-葡萄糖醛酸糖苷酶，这个酶的存在会使杂

菌群的组成发生变化，进而导致两类发酵产物(乙酸

环胺的毒性提高3倍。而uidA突变的大肠埃希菌则无

盐和乳酸盐)的升高，并能在该类细胞中选择性上调

法产生这种酶，就有可能降低杂环胺致癌性。

MCT1的表达是脂肪细胞中乙酸盐和乳酸盐运输的驱

肠道菌群的扰动可能是许多人类疾病的基础，

动者，在其过程中随之增加。研究者间歇性断食的

Byndloss等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看到肠道细菌消化

最新发现，认为这为脂肪棕色化和代谢疾病的治疗

膳食纤维产生的副产物可以协助肠道细胞维持肠道

提供了新的机制研究思路[19]。

健康，这项研究的重要性是揭示膳食纤维如何有助

3.2

[17]

肠道菌群与健康

肠道保持健康。研究鉴定出一种让肠道菌群再次恢

在机体发育生长过程中，肠道菌群起有重要作

复平衡的潜在治疗靶标，有利于进一步认识肠道菌

用。特别在婴幼儿时期，他们易出现多类免疫功

群和膳食纤维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研究发现，通

能异常而影响其健康，Kalliomäki等 [20]通过双盲试

过抗生素处理产生丁酸盐的微生物的消耗减少了通
过细胞内丁酸盐传感器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

验测试益生菌能否缓解婴儿的过敏性反应，发现
Lactobacillus GG试用组与安慰剂组相比，益生菌降

体γ(peroxisome proliferator receptor-γ, PPAR-γ)的上皮

低了过敏反应的发生率。Goffau等[21]采用肠道基因

信号。在没有PPAR-γ信号的情况下，结肠腔中硝酸

芯片对一型糖尿病(T1D)儿童和健康对照进行比较，

盐水平升高是因为no S2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基因升

发现Bacteroidetes和Bacilli在T1D儿童里富集，而健

高。微生物诱导的PPAR-γ信号也通过驱动结肠上皮

康儿童富集产丁酸的微生物且微生态结构更稳定。

细胞(结肠细胞)向β-氧化的能量代谢来限制氧的腔内

Vatanen等[22]比较研究婴儿早期的肠道微菌群，发现

生物利用度。微生物激活的PPAR-γ信号传导是一种

芬兰和爱沙尼亚婴儿的肠道微生物组以Bacteroides

同源异型途径，可防止潜在致病性的微生物不良扩

为主，其中Bacteroides dorei的脂多糖能够抑制

展。埃希菌和沙门菌通过降低呼吸电子受体在结肠
腔中对肠杆菌科的生物利用度。这项新的研究鉴定
出宿主PPAR-γ)是负责维持这种保护循环的调节物。

间歇性进食

这意味着肠道菌群和肠道细胞一道形成维持肠道健
康，形成良性循环的功能的重要意义。
Cani[18]在Science所发表的观点性论文认为将肠

过程进行

道细菌描述为体内抵抗潜在传染因子(如沙门菌)的防

乙酸盐
乳酸盐

御系统中是搭档关系。肠道细菌代谢可消化的膳食
纤维，产生短链脂肪酸，这就指示大肠道内壁上的
细胞最大化消耗氧气，因而限制扩散到肠腔中的氧

代谢改善

气数量。
间歇性断食是体重控制和改善健康有效而自然的
方法，然而其中的机制尚不清楚。来自于中美研究人
员在Cell Metabolism杂志上发表间歇性断食改变肠道
菌群转化脂肪组织的能力的研究结果，研究者在30d

图3

隔日禁食(EODF)刺激在白色脂肪组织“米色化”过程
对代谢改善作用[19]
Fig. 3 Daily fasting (EODF) stimulating the metabolic
improvement in the "beigization" process of white adipose t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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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erichia coli脂多糖激活机体免疫原性和内毒素耐

样蛋白堆积的细菌基因和化合物。β-淀粉样蛋白是

受性的作用，可以增加AD和T1D的患病风险。

一种与阿尔茨海默病相关联的化合物。为了探究单

代谢疾病和炎性疾病与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和

个细菌基因对秀丽隐杆线虫寿命的影响，这些分子

代谢潜力的定量关联研究引起重视。目前基于测序

与人类遗传学和细菌遗传学研究的研究者合作开

的肠道菌群，研究微生物组组成的比例变化描述了

展研究。Han等 [24]采用一个完整的大肠埃希菌基因

这些肠道菌群失调(dysbiotic)状态。在一项新的研究

缺失数据库，一组大肠埃希菌集合群，发现每种

[23]

中，Vandeputte等 研究发现，当涉及肠道细菌含量

大肠埃希菌缺失将近4000个基因中的一个。它们给

及其与健康的关系时，不仅肠道细菌的比例比较重

秀丽隐杆线虫喂食每种突变细菌，然后研究这些线

要，而且其数量也比较重要。他们证实其开发出的

虫的寿命。在测试的将近4000个细菌基因中，发现

新方法能够快速和准确地确定粪便样品中的细菌载

29个基因缺失时会增加这些线虫的寿命。12种突变

量。所开发的粪便样品中细菌细胞平行开展微生物

细菌也会阻止这些线虫发生肿瘤生长和β-淀粉样蛋

组测序和流式细胞计数的方法，用两种工作流程结

白积储。进一步实验表明：一些突变细菌通过作用

合能够真实地对每克样品中含有的细菌细胞数量，

于这些线虫中的一些已知与衰老相关的过程增加寿

而不是它们所占的比例进行表达的定量微生物组

命。而其他的突变细菌通过过量产生荚膜异多糖酸

谱。但如果缺乏定量数据，相关数据在特定条件下

(colanic acid)增加这些线虫的寿命。

是否变得更加丰富的结果值得关注。但是将微生物

当给隐杆线虫提供纯化的荚膜异多糖酸时，这些

组数据与定量健康参数相关联并推断疾病机制还比

线虫也活得更长。荚膜异多糖酸也在实验室果蝇和在

较困难。定量分析揭示了类杆菌和普雷沃菌之间的

实验室培养的哺乳动物细胞中表现出类似的影响。

分类学折衷是相对微生物组分析的假象。研究者还

4

肠道菌群与疾病
存在人体的细菌具有广泛的功能，如影响脂肪

将微生物负荷确定的克罗恩病患者队列中观察到微
生物群落改变的关键驱动因素。

储存、血管生成和免疫系统，调节神经系统、骨密

3.3

度，保护上皮细胞损伤和病理耐受，破坏下调食物

肠道细菌与衰老
利用源自肠道细菌的补充物延缓衰老过程的研

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Han等

[24]

利用秀丽隐杆

线虫中鉴定出延长寿命、也延缓肿瘤进展和β-淀粉

成分，具有维生素和氨基酸的生物合成和代谢药物
等功能(图4)。
4.1

肠道菌群与免疫功能调节

调节骨密度
促进脂肪储存

抗上皮细胞
损伤保护

促进血管生成

细菌

病理耐受

发展训练疫系统

破坏下调
食品成分

维生素和氨基
酸生物合成

调节神经系统

代谢治疗药物

根据LiveScience.com和WedMD.com信息绘制

Fig. 4

图4 细菌对人体的功能
The effect of bacteria on the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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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不仅是消化吸收的场所，还是人体第一大

认为这种机制可能有助阻止大多数人患上IBD。然而

免疫系统，成为人体免疫功能调节必不可少的一部

这种被称作整合酶(integrase)的蛋白动员白细胞的方

分。肠道菌群与宿主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是彼此间

法还有缺点，发现这些白细胞对导致IBD的细菌的存

[25]

。免疫系

在作出过度反应，导致IBD等问题的原因不是这些细

统的建成初期，肠道中共生微生物作为可控、安全

菌本身，而是这种蛋白触发免疫系统产生的反应。这

的“外源物种”信息被人体免疫系统识别，并为外

些相同的过度活化的白细胞也是导致糖尿病等其他自

界带给人体内环境的调节作用的认识，认为肠道菌

身免疫疾病的细胞。该发现证实肠道微生物组对免疫

群对免疫系统的建成起到了关键作用。研究免疫系

系统的影响，并发现其微生物组变化能够增加自身免

统发育过程与肠道菌群变化过程的关系、评估外界

疫疾病风险的新机制。但是肠道中的多种蛋白可能通

刺激(如抗生素)对菌群的影响和对免疫系统建成过程

过类似的机制促进其他的自身免疫疾病产生。

的作用，为追溯免疫功能异常、自身免疫反应等多

4.3

多方向的、交互式的化学交流传递通道

肥胖患者肠道内的菌群组成伴随体重变化。Ley

种免疫系统问题的成因与机制奠定了基础。
Michael等

[26]

肠道菌群与肥胖

研究发现IgA、IgG、IgM、IgE和

IgD可以识别并特异性结合抗原，介导免疫细胞活
[27]

等

[33]

发表的论文中，看到体重正常的野生小鼠与遗

传性肥胖的ob/ob小鼠比较贪食，盲肠菌群组成中

研究认

厚壁菌门比重大，而拟杆菌门降低50%，给以低脂

为IgA可以有效地抑制细菌对肠黏膜黏附，将病原菌

高糖的食物，菌群组成不变。由于肠道菌群的成分

从体内排出，无菌小鼠产生IgA细胞及固有层淋巴细

不同，肥胖者更容易从食物中提取能量生成脂肪。

胞数量较少，而添加益生菌能诱导增加IgA，同时也

Hotamisligil等[34]有类似研究观察到术后体重降低的

能保证调节性T细胞的生长分化。

肥胖者体内柔嫩梭菌群与炎症标记物(如C反应蛋白

性，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Umesaki等

肠道菌群产生的胆汁酸，胆碱，短链脂肪酸是宿

与白细胞介素-6)逆相关。对于肥胖者来说，Roux-

主健康必需的物质 。肠道菌群对宿主免疫系统的影

en-Y胃绕道减肥手术可以帮助维持较轻体重，诱导

响与健康息息相关。正常肠道菌群能够刺激人体免疫

肠道微生物产物，例如4-甲基苯磺酸，苯乙酸盐，

[27]

[28]

系统，而且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肠道菌群的

胆碱蜕化产物的尿排泄，而降低糖尿病和心血管疾

是动态的，具有代谢灵活性适应环境变化。

病的风险。

Takeshi等

[29]

研究认为双歧杆菌对B淋巴细胞、

王卫庆等 [35] 试验以中国汉族青少年为研究对

NK细胞特别是巨噬细胞有激活作用，具有抗肿瘤、

象，开展肠道微生物群干预肥胖的研究，以揭示中

抗衰老、抵御病原微生物的入侵及提高黏膜的局部

国肥胖人群的肠道菌群组成，发现一个能抑制肥胖

免疫等意义。许多免疫细胞表面的Toll样受体(TLRs)

的肠道微生物-多形拟杆菌(Bacteroides thetaiotao-

研究认

micron)，以及阐述其对代谢物氨基酸水平的影响。

为TLR2可以识别如脂磷壁和肽多糖革兰阳性菌细胞

该研究聚焦青少年肥胖人群的肠道菌群研究，建

壁成分，而TLＲ4可以识别主要来源于革兰阴性菌的

立青少年肥胖-正常体重人群队列(GOCY)进行深度

LPS。Michael等 胃肠道和肠道菌群相互作用调节的

解析研究，首次揭示中国青少年肥胖的肠道菌群组

另一模式识别受体是可溶解的细胞质NLRs，NLRs，

成，发现一系列丰度显著异于正常人群的肠道共生

对Toll样受体(TLＲs)的补充与协调，菌群失调小鼠抗

菌，其中多形拟杆菌丰度在肥胖人群明显下降，进

病毒免疫功能受损，巨噬细胞中干扰素的表达较少。

一步通过代谢组学分析血清代谢物水平，发现肥胖

4.2

肠道微生物组与自身免疫疾病存在关联

人群中谷氨酸的含量显著高于正常体重人群，并且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Kathy McCoy博士及其团

其含量与多形拟杆菌数量呈反比。研究者还通过小

依赖不同免疫刺激而反应不同，Biaging等

[30]

[31]

[32]

揭示出肠道微生物组中的一种调节促炎性细胞

鼠灌胃实验予以证实，研究证明多形拟杆菌能够降

和抗炎性细胞的新机制。他们发现由被称作拟杆菌

低小鼠血清谷氨酸浓度，增加脂肪细胞的脂肪分解

(Bacteroides)的肠道细菌表达的一种蛋白快速地动员

和脂肪酸氧化过程，从而降低脂肪堆积，延缓体重

白细胞来杀死导致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增长速度、降低肥胖度。研究者有采用接受减重手

disease, IBD)的免疫系统细胞，从而阻止IBD发生。

术(袖状胃切除术)的肥胖患者手术前后的肠道菌群的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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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更进一步证明多形拟杆菌在减肥获益中的作

现出如肥胖，胰岛素抵抗，脂代谢紊乱等代谢综合征

用，发现肥胖患者肠道内下降的多形拟杆菌在减重

迹象。把TLR5缺陷的野生小鼠体内的肠道菌移植到

手术3月后即明显升高，恢复至正常体重人群水平，

无菌小鼠体内，发现这种病理状态是可以传递的，说

其术后血清谷氨酸水平亦明显下降至接近正常体重

明肠道菌群可以预防控制疾病。

人群水平。结果提示多形拟杆菌水平的恢复可能有

4.6

肠道菌群与癌症

助于肥胖患者的减重过程，使之减肥。这项结合队

癌症的发生是多因素交互作用持续累加下形成

列人群、动物及临床干预等的大型研究多层次地证

的不可逆的恶性细胞增殖过程。肠道微生态的研究

明多形拟杆菌有望成为新的益生菌研发靶点，对于

为认识癌症的病因，开展相关研究和机理研究，如

减肥药物或减肥食品研发具有使用意义，也为未来

菌株在某个共生群体及整个微生态结构对肿瘤发生

减肥药物的研究提供了新方向。

的影响及微生态影响肿瘤发生、转移、对药物疗效

4.4

的影响和辅助治疗等研究已经获得了一些进展。

肠道菌群与糖尿病

肠道微生态的结构与特征同多种疾病有相关性，

肠道菌群在糖尿病的发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36]

Ｒoesch等 研究发现，糖尿病小鼠肠道中乳杆菌与

这与肠道微生态在人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密切相关。

双歧杆菌的丰度明显不如非糖尿病小鼠。在该小鼠

某些肠道微生物的组分或分泌物，如脂多糖、氧化偶

的肠道通透性增加，肠黏膜免疫异常认为会导致I型

氮甲烷等可在宿主肠道诱发慢性炎症反应和免疫反

糖尿病的发生。LPS与炎症的产生相关，高脂膳食通

应，并在癌症的发生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肠道微生

过促进生长阻碍LPS分解，使其增加。小鼠中革兰阴

态与胃癌、结肠癌和肝癌等密切相关[43-45]。

性菌增加，从而导致体内产生胰岛素耐受性[37]。肠

肠道菌参与合成维生素和神经递质以及其他暂时

道有益菌群减少，发酵、消化食物的功能减弱，加

作用机制不明的多种代谢物[46-47]、胆汁酸盐代谢[48]、

速脂肪沉积，改变代谢，破坏稳态，导致II型糖尿病

改善药物功能和消除摄入毒素的影响等多方面的作

[38]

的发生。Furet等 研究报道，与健康组相比，II型糖

用 [49]。通过使用益生菌、中医药以及饮食干预等方

尿病患者肠道中双歧杆菌整体数量显著减少。

法调控肠道微生态组成，特殊的饮食干预以及单菌

4.5

肠道菌群与肝脏疾病

或多菌组合剂的使用改善人体健康的作用已经被证

Wang等

研究了慢性肝炎、脂肪肝、肝硬化等

实[50]。粪菌移植已被应用于治疗如艰难梭菌感染的

肝病患者的肠道菌群，发现他们的肠道菌群均有不

肠道疾病[51]，对于改善肠道细菌的状态也许会调整

同程度失调。秦庆福和李洪福[40]在题为“慢性肝病

菌群结构产生积极意义。

[39]

与肠道菌群的研究进展”中指出利用实时PCR分析

Feng等 [52]对结肠腺癌、结肠癌和健康人进行宏

肝病患者的肠道菌群，发现肝病患者体内肠杆菌和

基因组关联分析，红肉相对水果蔬菜类饮食更容易

肠球菌数量比健康人显著增加，原籍菌失去优势，

改变宿主肠道内环境，改变肠道微生态的基因数、

致病菌过度繁殖，肠道定植力下降，内毒素增多，
最终变为肠源性内毒素血症。Vulevi等 在一个代谢

物种以及功能，如红肉的进食与B. massiliensis、
B. dorei、B. vulgates、Parabacteroides merdae、A.

疾病研究中，看到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发病率通常

finegoldii和B. wadsworthia具有正相性与S. mutans、

在20%~30%，且在肥胖人群中高达75%~100%。两

Clostridium sp.具有负相关性。

[41]

个细菌敏感蛋白质家族，NLRs和TLRs共同作用有助

Liang等 [53]研究分析了112名胃癌、88名结直肠

于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展，并且也能通过炎症相

癌患者及健康人的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情况，发现小

关系统造成脂肪堆积等。在鼠体内NLR3和NLRP6的

肠细菌过度生长与质子泵抑制剂使用相关，使用双

缺乏跟肠道失调有关，并且会导致例如肝门脉系统

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治疗小肠细菌过度生长有效，

中LPS和细菌DNA等产物积累失调。细菌产物刺激

可缓解胃癌及结直肠癌症状。Uemura等[54]对患肠道

了NLRP4和NLRP9，导致了肝脏中TNF-α的表达加

疾病的志愿者进行幽门螺旋杆菌(HP)感染状态的检

[42]

强，驱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进程。Tiihonen等 在

查，发现后期患有胃癌的患者都发生过HP的感染。

TLR5缺陷的小鼠的微生物菌群研究中，发现该模型

5

动物的微生物菌群发生了改变。还发现动物逐步表

5.1

肠道菌群对药物作用的影响
对免疫治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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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y等[55]在249名接受了抗PD-1免疫治疗的肺

组成和功能潜力。结果表明对抗PD1免疫治疗作出

癌、肾癌等多种上皮性肿瘤的患者(其中有69名患者

反应的患者，其肠道中具有较高的有益的梭菌/瘤胃

在免疫治疗开始之前或刚开始时，接受了抗生素治

球菌水平，具有更多的T细胞进入到肿瘤中和更高水

疗)开展肠道细菌影响免疫疗法抵抗上皮性肿瘤的效

平的杀死异常细胞的循环T细胞。而有更高拟杆菌

果的研究。研究发现接受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对这种免

水平的患者具有更高水平的循环调节性T细胞、髓

疫治疗药物产生原发耐药性，很快就出现癌症复发，

源抑制性细胞和减弱的细胞因子反应，从而抑制抗

而且具有更短的存活期。这就说明抗生素治疗极大地

肿瘤免疫反应。研究者通过粪便微生物组移植(fecal

影响免疫治疗的效果，抗生素抑制这种免疫治疗药物

microbiome transplant, FMT)将来自对抗PD1免疫治疗

给晚期癌症患者带来的临床益处，而且这种原发性耐

作出反应的患者和不作出反应的患者的粪便微生物

药是由于异常的肠道微生物组组成导致的。

组移植到无菌小鼠。小鼠接受来自有反应的患者的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他们发现它能够增强这种

粪便微生物组移植后，使其显著减缓肿瘤生长。

免疫疗法的效果。在寻找其中的因果机制方面，研

在过去的40年间，黑色素瘤病例着显著的增

究者对这种免疫疗法作出反应的癌症患者和未作出

加，同时癌症免疫疗法的问世也提高了恶性黑色素

反应的癌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组进行比较。研究发

瘤患者的存活时间。然而，仍有一半左右患者在治

现一种被称作Akkermansia muciniphila的有益细菌

疗之后会出现复发的情况。2017年，Frankel等研

的相对丰度与癌症患者对这种免疫疗法作出的临床

究者[57]针对恶性黑色素瘤患者的研究成果表明，肠

反应相关联。随后，将来自对这种免疫疗法作出反

道内存在特定微生物的患者会对癌症免疫疗法产生

应的癌症患者和未作出反应的癌症患者的粪便微生

较好的反应。他们通过对39名患者按图5的方案接

物组移植到无菌的或者接受抗生素治疗的小鼠体

受试验。免疫治疗的癌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进行分

内，发现那些接受来自这种免疫疗法有应答的患者

析，发现其中一些微生物的含量与患者接受免疫

的粪便微生物组移植的小鼠对这种免疫疗法作出的

治疗之后的反应存在明显的相关性。经过分析，

反应得到改善。而对未应答的患者的粪便微生物组
移植的小鼠，口服有益细菌补充剂后也能够通过将

研究者们鉴定出了具体的细菌类型是Bacteroides
thetaiotaomicron、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和

CCR9+CXCR3+CD4+T细胞集中到肿瘤中，以一种

Holdemania filiformis。

依赖于IL-12的方式恢复对这种免疫疗法作出的反

免疫细胞在肠道中确保隐藏在食物中的有害细

应。该结果再次表明肠道微生物组调节着癌症免疫

菌不会入侵人体，因为能够触发炎症的免疫细胞

疗法的效果。

与促进免疫耐受性的免疫细胞处于平衡，从而让

Gopalakrishnan等 在一项研究中报道了生活在
[56]

敏感组织避免遭受损伤。当该平衡过于偏向炎症

人肠道中的细菌能够影响癌症对免疫疗法反应，为
39例黑色素瘤患者

改进治疗开辟新的途径，研究通过分析转移性黑色
素瘤患者的粪便样品来评估这些患者的肠道微生物
组，发现如果这些患者含有更加多样化的肠道细菌
群体，病人接受抗PD1免疫检查点阻断治疗后，在更

23 治疗有效应患者

比较肠道微生物组
比较肠道代谢组

长的时间内能够控制其疾病。

16 治疗恶化患者

免疫检查点阻断药物会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
统来攻击癌细胞，从而让大约25%的转移性黑色素
瘤患者受益，但是这些免疫治疗反应并不总是持久
的。为了评估肠道微生物组的影响，研究者分析了

1

1

15

比较肠道微生物组

9

N

P

IN

比较肠道代谢组

IN

接受抗PD1免疫治疗的患者的粪便样品和口腔拭子
(buccal swab, BS)，其中BS是来自脸颊内的组织样
品，而抗PD1免疫治疗阻断T细胞表面上的对免疫系
统起着抑制作用的PD1蛋白。开展16S rRNA测序和
全基因组测序来确定BS和粪便微生物组的多样性、

Fig. 5

6

比较肠道微生物组

7

P

比较肠道代谢组

P

图5 39位恶性黑色素瘤患者试验方案[57]
A test scheme for 39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melan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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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炎症性肠病就会发生。Cervantes-Barragan等[58]

IPA缺陷突变体的产胞梭菌，结果发现野生型细菌定

研究者在肠道中携带一种特定细菌的小鼠体内发现

植能够导致小鼠血液中IPA的浓度上升，而突变体细

一类促进耐受性的免疫细胞，而这种细菌需要色氨

菌定植则检测不到任何细菌。因此作者认为IPA浓度

酸来触发才能出现免疫细胞。研究发现当小鼠从

的下降会导致免疫细胞数量的上升，包括中性粒细

一出生就在无菌环境下生活时，因缺乏肠道微生物

胞、单核细胞、记忆T细胞等。此外也发现突变体细

组，就不会产生促进耐受性的免疫细胞。当将罗伊

菌定植会导致小鼠肠道炎症。

乳杆菌引入到这些无菌小鼠的体内时产生免疫细

5.2

抗生素类物药对肠道菌群失衡的影响

胞。研究者在液体中培养罗伊乳杆菌，随后将少

抗生素可能干扰人体的各种生理功能，也会引

量的这种不含细菌的液体转移到从小鼠体内分离

起肠道菌群失衡而急性或慢性疾病，定植于人体肠

出的未成熟的免疫细胞，即CD4+T细胞。这些未

道的细菌种类及其分布是维持人体健康重要因素。

成熟的免疫细胞通过下调转录因子ThPOK变成促

来自于环境和临床的抗生素使用在杀灭和/或抑制细

进耐受性的免疫细胞，即CD4+CD8αα+双阳性上皮

菌生长的同时, 在微生物生态环境中，抗生素所形成

内T细胞(CD4+CD8αα+double-positive intraepithelial

的细菌耐药基因也会在人体肠道菌群系统中广泛传

T-lymphocytes, DP-IEL)具有调节功能。从中纯化出

播。长期使用抗生素会改变正常的健康肠道菌群和

活性组分证实其是色氨酸代谢的一种副产物(3-吲哚

耐药性基因形成，而导致具有多药抗性基因库的生

乙酸)。当小鼠食物中的色氨酸数量增加一倍时，

物体储库[61]。出现菌群失衡，引发一些肠道内外的

DP-IEL细胞的数量增加大约50%。当色氨酸水平下

疾病，分析其影响主要有：(1)肠道菌群结构、功能

降一半时DP-IEL细胞的数量也下降一半。

及影响因素。人体肠道内定植有数量庞大的细菌、

Wilck等

[59]

在小鼠和人类中发现高盐饮食会降

病毒、真核生物和古生菌等微生物，它们通过相互

低某种有益细菌的数量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是被称作

影响及与人体相互作用而组成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

Th-17的促炎性免疫细胞的数量增加。在该研究中，

统。肠道菌群结构复杂，不同个体肠道菌群组成各

其目的旨在确定高盐饮食如何影响肠道微生物组，

异，细菌是肠道微生物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大部

以及肠道微生物组发生的变化是否可能与这种饮食

分属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变形菌

对健康的有害影响存在关联。相比于给小鼠喂食的

门、梭杆菌门和疣微菌门，其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

正常饮食(含0.5%的食盐)，这些研究人员给小鼠喂食

门是优势菌门。(2)大多数肠道微生物对人体是无害

高盐饮食(含4%的食盐)两周的时间。他们发现这种

或者有益的，与机体保持共生的关系，在肠腔形成

饮食导致一种被称作鼠乳杆菌(Lactobacillus murinus)

一个天然的保护屏障抵御病原菌入侵，保护和促进

的有益细菌数量下降。这些小鼠也有更多的Th-17细

肠上皮细胞发育，当抗生素对人体健康发挥着重要

胞数量，而且其血压增加。当给具有高血压的小鼠

作用的肠道菌群的变化，易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或

服用含有鼠乳杆菌的益生菌时，其Th17细胞数量下

形成耐药性，或损害有益菌群，均会影响抗感染治

降，而且高血压也下降。通过研究12名受试者，发

疗，或破坏细菌的有益功能而影响机体健康。

现在两周的时间里，受试者饮食中每天添加6mg食盐

马丽琼等[62]用健康SD大鼠被随机均分组试验，

也会改变肠道细菌的组成，乳酸杆菌的数量下降，

采用大鼠背部30%总体表面积Ⅲ度烫伤模型，给予

受试者的血压和Th-17细胞数量上升。

治疗后，分别取胃、小肠、大肠内容物行细菌定量

Dodd等

[60]

最近发表有关肠道菌群分泌药物分子

培养、菌种鉴定。结果显示罗氏芬治疗后大鼠胃肠

可调节肠道与免疫系统健康的文章，研究者通过阻

内容物球菌数量明显增加，球/杆菌比严重倒置；

断产孢梭菌降解色氨酸的功能，发现小鼠血液中一

正常对照组胃肠内容物中肠杆菌均为大肠埃希菌，

种特定的分子的水平受到了影响。也发现小鼠免疫

烫伤、脓毒症后出现肺炎克雷伯菌、变形菌，应用

系统和肠道的稳态发生显著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共

罗氏芬治疗后大肠埃希菌减少或消失，而以铜绿假

鉴定出12种分子，其中9中在血液中积累，仅有3种

单胞菌为主，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阴沟

是由细菌分泌的。研究发现产包梭菌进行色氨酸代

杆菌、变形菌和其他杆菌等并存的肠道菌群。研究

谢活动的必须基因fldC。给无菌小鼠接种野生型或

认为广谱抗生素破坏肠道微生态平衡，使条件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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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病原菌成为优势菌群，造成肠道菌群紊乱和肠

向。(2)研究新型益生元/益生菌保护技术。“粪菌移

源性疾病的发生。

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和新型益

来自于环境和临床的抗生素使用在杀灭和/或抑

生元/益生菌(prebiotics/probiotics)替代疗法均是有效

制细菌生长的同时，导致菌群失衡，引发各种肠道

的治疗手段[65]。肠道菌群移植技术重建新的肠道菌

内、外疾病[63]。因此从抗生素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出

群，实现肠道疾病的治疗，目前被证明能够成功治

发，研究抗生素对肠道菌群构成、肠道定植力、菌

疗常规抗生素难以治疗的艰难梭菌感染(CDI)。随着

群类别及代谢活动的影响、研究抗生素通过调节肠

CDI发病率逐年增高，FMT在临床的应用也越多越

道菌群恢复肠-脑轴、肠-肝轴稳态，延缓非感染性疾

多，欧洲已就FMT临床实践达成共识[66]。益生元/益

病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课题，对肠道菌群在抗生素

生菌替代疗法相比FMT疗法，菌群类别更为明确，

耐药基因储存传播、新型抗生素发现过程中的作用

疗效更稳定。(3)细菌联合治疗，包括细菌混合物或

和指导合理使用抗生素更具有社会意义。

特定病原针对性细菌的细菌素(bacteriocins)治疗，细

随着高通量深度测序技术的发展以及新的微生

菌产生的蛋白质或肽类毒素可以抑制类似或密切相

物种系聚类方法的建立，为揭示抗生素类药物对肠

关的细菌菌株的生长，例如羊毛硫细菌素等；噬菌

道菌群的影响提供了新方法。研究者建立了通过

体治疗可以选择性靶向特定耐药菌而不影响肠道其

Illumina双末端测序16S rRNA标签序列分析微生物

他菌群。这些方法均是肠道菌群调节、抗生素替代

群落的新方法(BIPES)和序列聚类工具TSC，开展连

使用的研究新方向[67]。(4)研究肠道共生菌群包括有

续15d灌胃给药的方式比较黄连素、环丙沙星和甲硝

益菌和条件致病菌等耐药菌株分布情况，以及其携带

唑3种用于治疗感染性腹泻的抗微生物药物对小鼠肠

和传播耐药基因的方式和途径的差异，对于深入了解

道微生物组多样性的影响。获得如下结果：(1)甲硝

和控制肠道菌群抗生素耐药和对健康意义。(5)抗生

唑引起小鼠肠道菌群α和β多样性降低幅度最大，肠

素可通过影响肠道菌群延缓非感染类疾病的进展，

道菌群则不能恢复至正常。甲硝唑对小鼠肠道菌群

研究新型抗生素，发现其对肠道菌群在影响过程中

干扰作用以埃氏菌、肠球菌、类芽孢杆菌和梭菌增

的特别的作用。如通过测试这些化合物对人类病原

加为主，类芽孢杆菌和梭菌是肠道菌群恢复过程中

体的反应，研究者成功筛选出名为humimycin A和

新定植并增加的细菌，引起院内感染相关致病菌定

humimycin B[68]都发现于一种称为红球菌属细菌中，

植。(2)黄连素具有独特的作用特点，黄连素干扰过

这是传统细菌培养中从未发现的新抗生素。DNA测

程中，拟杆菌和乳杆菌显著增加。停止黄连素后，

序技术的发展使得基因组挖掘(genome mining)包括挖

小鼠肠道固有细菌的数量和种类开始迅速恢复。(3)

掘难培养微生物的宏基因组(metagenome mining)，具

环丙沙星对小鼠肠道菌群无显著影响，恢复力比甲

有快速和低成本的优势，提高了发现新型抗生素的可

硝唑和黄连素强，未观察到感染致病菌富集，从保

能性，肠道菌群基因组或可用于新抗生素的开发。

护正常肠道菌群角度，环丙沙星优于黄连素。(4)罗

5.3

红霉素和阿奇霉素长期给药对小鼠肠道菌群的α和
β多样性的影响是相似的。口服罗红霉素和阿奇霉

化学药物的影响
许多化学药物在肠道菌群作用的变化，或影响

菌群的变化，或影响机体对疗法产生的效应。

素，小鼠肠道菌群的α多样性降低，肠道菌群结构也

朱晓慧 [69]成功建立了慢性不可预计温和应激抑

发生显著性改变，停止给药一个月，肠道菌群仍不

郁模型和慢性束缚应激模型，用于研究慢性不可预

[64]

能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具有明显的后效应 。

计温和应激抑郁模型大鼠出现明显抑郁行为，研究

抗生素耐药及耐药基因会持续在各个微生态系

胃肠道黏膜破坏严重，慢性束缚应激模型大鼠没有

统中分布和传播，人体肠道复杂和高密度的微生物

出现明显的抑郁行为，看到胃肠道黏膜损伤相对较

组成无疑是一个耐药基因储库以及促进各种耐药基

轻，两种模型大鼠胃肠道优势菌群图谱变化差别明

因转移的场所。展望其研究应在以下方面做工作：

显，说明慢性应激后抑郁加重了胃肠道黏膜损伤和

(1)在人类和兽医领域使用的抗生素是未来预防抗生

肠道菌群失调，结果认为胃肠道菌群失调与慢性应

素抗药性和预防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破坏。肠道菌

激源性抑郁密切相关。高浓度黄连素、双歧杆菌和

群调节成为治疗感染、抗击抗生素耐药性的重要方

氟西汀药物可不同程度的调整大鼠胃肠道菌群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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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明显改善抑郁症状，减轻胃肠道黏膜损伤，

有关的中药代谢；肠道菌群为目标的草药治疗；肠

表明调整肠道菌群的药物可以减轻模型大鼠的抑郁

道菌群调节中药多组分互作用。特别指出肠道菌群

行为，抗抑郁药物可以减轻模型大鼠胃肠道菌群失

能调节中药化学物质，并且产生代谢物有不同程度

调，而减轻胃肠道黏膜损伤，研究验证了胃肠道菌

的生物利用度、生物活性、毒性。中药化学物质也

群失调、抑郁、应激相关胃肠道疾病三者之间的密

能调节肠道菌群的组成保证体内平衡、而且改善功

切关系。

能紊乱以及相应的病理情况，还用大量文献资料证

Bauer

[70]

在题为“二甲双胍改变肠道菌群并调节

实肠道菌群和中药的化学物质之间互相作用。基于这

葡萄糖感知通路”的研究中，研究发现二甲双胍可调

些双重作用，肠道菌群能够调节中草药多组分的协同

节小肠上部的钠与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1(SGLT1)。

和拮抗作用，讨论中草药和肠道菌群之间互作的分子

在小鼠中，发现小肠上部葡萄糖感知触发SGLT1依赖

机制。作者认为理解肠道菌群和中草药之间的互作能

信号通路，降低葡萄糖产量；高脂饮食(HFD)降低小

彻底改革基于中药的新药发现，建议在新药发现研究

肠上部的葡萄糖感知和SGLT1表达。二甲双胍治疗恢

中，除了常规的疾病相关靶标筛选通过简化的程序，

复小肠上部SGLT1表达和葡萄糖感知，并部分通过增

中药和肠道菌群的互作也应当充分考虑。

加乳杆菌属的丰度以改变小肠上部菌群。将小肠上部

中药口服进入体内，在肠道内就会因与肠道菌

菌群从二甲双胍处理的HFD大鼠移植到未处理的HFD

群相互作用，或引起成分变化、或改变吸收。其中

大鼠的小肠上部，乳杆菌属丰度增加，SGLT1表达上

肠道菌群对口服中药的药理作用的发挥起着重要作

调，同时葡萄糖感知增加。

用，也会肠道菌群平衡产生影响。对正常菌群主要

治疗扩散或转移性结直肠癌的药物伊立替康对

有生理功能和免疫调节、菌群数量的影响以及对代

接受其治疗的30%~40%患者都会经历严重的腹泻，

谢的影响等4方面。

因引发肠道问题使得其治疗难以完成，或使患者住

5.4.1

肠道正常菌群的生理作用的影响

[74]

正常的肠道菌可分解日常饮食中摄取的不能被消

研究了是否机体肠道微生物组的组成会影响药物伊

化的降解、影响肽和蛋白质进行厌氧代谢；结合胆汁

立替康是否会被再度激活，研究收集了20名健康个

进行生物转化、影响结肠内的细菌还能合成一些维生

体的粪便样本，并利用失活的药物伊立替康来处理

素。益生菌在肠道中繁殖，会不断产生各种自身代谢

这些样本，并利用代谢物组学技术对这些粪便样本

产物，其中有很多对致病菌都具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进行药物代谢或再度激活分类，其中发现4份样本

有些肠道益生菌可产生具有广谱抗菌作用的物质，如

具有较高的代谢特性，而其余16份样本具有较低的

细菌素、过氧化氢、亲脂分子、二乙酰、二氧化碳和

代谢特性。该研究发现人类肠道菌群组成或能帮助

乙醛等，这些物质对肠道内的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和

解释治疗转移性结直肠癌的关键药物后会出现危及

链球菌等均有抑菌或杀菌作用。益生菌还可通过形成

生命的机体反应。对两组参与者的粪便样本进行研

一层菌膜屏障，抑制肠道内以及外源性潜在致病菌对

究，分析其微生物组组成的差异，关注β-葡糖醛酸

肠上皮细胞的黏附和定植[75-76]。

糖苷酶的存在。结果发现具有较高代谢特性的微生

5.4.2

院治疗时间延长，至引发患者死亡

[71-73]

。Guthrie等

物组含有较高水平的3种类型的β-葡糖醛酸糖苷酶。
Guthrie等

[74]

免疫调节作用
肠道微生物促进免疫系统的形成，而宿主的免

认为如果给予伊立替康进行治疗，具有

疫系统反过来又可影响肠道菌群的形成。肠道中的

较高代谢特性的个体或许出现副作用的风险较高，

益生菌可通过激活巨噬细胞来提高非特异性及特异

而需要不断检测癌症患者机体微生物组的变化。

性免疫反应、自然杀伤细胞的活力，增强细胞因子

5.4

中药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的表达水平，促进免疫球蛋白特别是分泌性的IgA的

中药的成分众多，作用机制复杂，除含有有效成

表达，提高宿主的抗病能力。有研究证明肠道内的

分外，还含有蛋白质、多糖、微量元素、维生素等多

双歧杆菌对免疫系统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73]。肠

种营养成分，因此具有多种药理作用。Xu等[75]在其

道内的益生菌能促进肠道蠕动，从而减少致癌物在

长篇综述中介绍肠道菌群和宿主健康的相互关系，

肠道内的停留时间。双歧杆菌能使亚硝酸铵降解，

从3个方面介绍中药和肠道菌群的互作用：肠道菌群

起抑制癌症发生的作用。部分乳酸菌能改变粪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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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引发大肠癌的酶活力，如β-葡萄糖醛酸苷酶、
叠氮还原酶和硝酸还原酶，从而起到抗癌作用
5.4.3

[76-77]

。

的低生物利用度有一定参考价值。
6

结论
由PUBMWED检索可知，自Alexander在1971

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肠道益生菌的扶植效应其所产的代谢产物又间

年出版微生物生态学开始，到1977年Breznak和

接抑制了致病微生物的生长的效应。如党参多糖

Pankratz发表肠道菌形态学研究的论文[86]，在至今的

在体外可促进双歧杆菌的生长，从而增加乙酸的

40年间共发表近16000篇论文。近10年可以说肠道菌

代谢，增强双歧杆菌的定植抗力

[78]

。又如党参、茯

群研究成为热点，论文数量年年剧增(图6)。

苓、白术等复方合剂在小鼠的比较研究，可使乳杆
菌、双歧杆菌数量增加，肠球菌数量减少[79]。补中

4000

4006

益气汤(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等组成)配以当

3445

归、陈皮、柴胡、升麻，其方中多种物质能增加乳
意到含有刺激性成分的苦寒泻下类中药对肠道内的
益生菌具有抑制作用。黄连解毒汤的长期应用可使

论文篇数

酸杆菌、双歧杆菌、枯草芽孢杆菌的数量[80]。还注

3000
2518

2000

肠道益生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数量减少[81-82]。
5.4.4

肠道菌群对中药的代谢作用
临床很多中药的有效成分只有经过肠内菌群的

代谢形成药效成分。肠道菌群对中药的生物转化以

1685
1000
500

188 231

成分被肠道菌群代谢后，产生出具有较强药理活性

图6

小檗碱(berberine)是中药黄连的重要生物碱，作

530

805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份

水解为主，氧化和还原反应为辅。许多种中药有效
的代谢产物[83-84]。

380

1199

Fig. 6

2008—2017年发表有关肠道菌群论文篇数

2008 to 2017 published papers on intestinal microﬂora

为抗菌药和清热解毒药广泛应用于临床。近年来研

肠道菌群作为人体内一个复杂的微生态系统，肠

究发现小檗碱具备防治肥胖、II型糖尿病、心血管

道菌群在维持宿主生理功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

疾病、癌症等宽泛的药理作用。小檗碱的口服吸收

食物中摄取能量、产生重要的代谢产物、维持人体正

差，生物利用度很低，主要从粪便中排出。肠道菌

常免疫功能、保护宿主免受外界病原的感染等。肠道

[85]

通过体内及

菌群是动态变化的，通过分析肠道菌群可以了解人体

体外研究初步证实了肠道菌群是小檗碱发挥某些药

阶段性的身体健康状况。所以维持肠道菌群的稳态，

理作用的靶点。该研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对小檗

有助于人体健康，而失衡将会影响健康，甚至引起疾

碱与肠道菌群之间的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即观察

病，大量研究表明许多代谢性疾病、免疫性疾病以及

其是否能被肠道菌群进行生物转化。通过体外条件

肿瘤都与肠道菌群有着密切的关系。

群与人体健康方面的关系密切。李希

下对健康大鼠的肠道菌群和小檗碱进行共培养，利

本文从正视存在人体细菌的有益性和有害性、

用倍比稀释培养法并结合PCR-DGGE技术进行活性

肠道菌群与健康和寿命、肠道菌群与疾病和肠道菌

细菌的筛选、分离及纯化，同时采用薄层层析法对

群对药物作用的影响等4方面分析和讨论。肠道菌群

小檗碱的代谢产物进行监测，最终成功分离到能够

对药物作用的影响作为本文的重点，从免疫治疗、

代谢小檗碱的两株细菌。再通过构建克隆文库以及

化学药物、抗生素和中药对肠道菌群和它们之间的

Sanger测序等技术手段，鉴定出这两株菌均为变形

影响予以阐述。肠道菌群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已经越

菌属的细菌，它们的最近邻居均为Proteus mirabilis

来越受到重视，肠道菌群与不同类型药物的关系已

HI4320 strain，并且利用MS/MS技术鉴定出被2个菌

经成为近些年的热点研究领域。为认识在药物治疗

株生物转化的5种代谢产物(小檗红碱、药根碱、非

疾病的过程中作用，研究它们之间相互作用和互相

洲防己碱、唐松草吩啶和去亚甲基小檗碱)，其中小

影响，对于科学合理用药，以期提高疗效和认识药

檗红碱为主要代谢产物。这一结果对认识该生物碱

物作用机制，对于新药研究开发，均需值得重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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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共生的肠道菌群的研究。肠道菌群的多样化和
药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无疑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
新研究课题，随着新技术和新研究方法的出现，为
我们深入研究药物在调节肠道微生态环境研究的新
的获得突破性进展带来更广阔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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