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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７

肠道微生物与神经发育及疾病的关系
党赫铭ꎬ高春燕ꎬ贺金娥ꎬ许钰翎
[ 摘要] 近年来肠道微生物在防治神经系统疾病中的作用逐渐引起关注ꎮ 研究发现ꎬ中枢神经系统和肠

道之间存在双向通信ꎬ即“ 微生物群￣脑￣肠轴” ꎮ “ 微生物群￣脑￣肠轴” 是指肠道微生物群通过特殊的信号传导

途径影响大脑神经元功能ꎬ从而影响大脑的生理、行为和认知功能ꎮ 因此ꎬ益生菌在神经发育及防治神经系统
疾病中具有潜在价值ꎮ 然而ꎬ更深入的研究还需了解肠道共生菌的组成、剂量、服用时机及安全性ꎬ同时还应
考虑患者对共生菌的耐受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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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ꎬ ｎｅ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ＤＡＮＧ Ｈｅｍｉｎｇꎬ ＧＡＯ Ｃｈｕｎｙａｎꎬ ＨＥ Ｊｉｎｅꎬ ＸＵ Ｙｕｌｉｎｇ
( 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ａｎ Ｓｈａａｎｘｉ ７１６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ｍａｎ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ｗｏ￣ｗａ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ｇｕｔꎬ ｔｈｅ ｓｏ￣ｃａｌｌｅｄ “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 ｂｒａｉｎ ￣ ｇｕｔ
ａｘｉｓ” . “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 ｂｒａｉｎ ￣ ｇｕｔ ａｘｉｓ”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ｈｏｗ ｎｅｕｒｏ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ｂｒａｉｎ’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ｕｒ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ｄｉｓｏｒ￣
ｄｅｒｓ (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ｅ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ꎬ ｄｏ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ｉｎｇꎬ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ꎻ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ｂｒａｉｎ￣ｇｕｔ ａｘｉｓꎻ Ｎｅ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微生物群￣脑￣肠轴”可能有 ５ 条通信线路ꎬ包括

的微生物主要与母亲的阴道和排泄物有关 [６￣８] ꎻ经剖

内分泌轴、肠道免疫系统、肠道细菌合成的神经递质

的皮肤 [９] ꎮ 胎儿分娩方式、喂养方式、母亲饮食、环

肠道￣大脑的神经网络、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神经
和神经调节物质、肠黏膜屏障和血脑屏障在内的屏
障路径 [１￣２] ꎮ 虽然微生物群￣脑￣肠轴的确切机制尚
未被人们完全理解和认识ꎬ但动物实验和临床研究
表明ꎬ肠道微生物群可以通过产生激素、免疫因子和
代谢物ꎬ对行为和认知功能发挥重要作用

[３￣４]

ꎮ 这也

表明ꎬ改变肠道微生物群可能改善甚至治疗脑部疾病ꎮ
１

肠道微生物群的建立
肠道微生物群包含了数以万亿计的细菌ꎬ大约

１ ０００个物种ꎬ 远远超过了人类基因组中的基因数
目ꎮ 因此ꎬ肠道菌群被定义为“ 被遗忘的器官” [５] ꎮ

肠道细菌就像一个工厂ꎬ为宿主的生命活动产

生基本的分子ꎬ如维生素、短链脂肪酸、氨基酸及其
衍生物ꎬ最重要的是神经递质ꎮ 此外ꎬ它们还参与了
胆碱、胆酸、多胺和各种脂质的代谢ꎮ 胎盘和羊水中
有细菌的存在ꎬ因此在阴道分娩过程中ꎬ婴儿接触到
[ 作者单位] ７１６０００ 陕西 延安ꎬ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党赫铭ꎬ高春
燕ꎬ贺金娥ꎬ许钰翎)

腹产出生的新生儿微生物菌群的定植主要来自母亲
境和抗生素的使用均会对新生儿肠道菌群的构成产
生重大影响ꎬ并影响其今后的发育ꎮ
２

肠￣脑之间的信号传递途径
大量研究表明ꎬ肠道微生物会影响人类大脑的

发育和功能 [１０] ꎮ 肠道微生物通过一个交换监管信
号整合ꎬ双向沟通胃肠道和中枢神经系统ꎬ即“ 肠￣脑
轴” [１１￣１２] ꎮ 在这种关系中ꎬ肠道微生物群发挥关键
作用ꎮ “ 肠￣脑轴” 的启动可通过直接或间接刺激神
经ꎬ激素和免疫途径的方式得以实现 [１３￣１４] ꎮ

２ １

神经途径

肠道可以通过两种神经解剖学途

径与大脑进行互动ꎮ 一种是在脊髓中由自主神经系
统(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ＡＮＳ) 和迷走神经( ｖａ￣

ｇｕｓ ｎｅｒｖｅꎬＶＮ) 直接在肠道和大脑之间进行信息交
换ꎻ另一种是肠和脑之间的双向沟通ꎬ通过肠道内的
肠道神经系统( ｅｎｔｅｒｉｃ ｎｅｒｖｏｕｓ ｓｙｓｔｅｍꎬＥＮＳ) 和脊髓
内 ＡＮＳ 和 ＶＮ 的双向交流ꎮ 肠道微生物可以直接
激活 ＥＮＳꎬ使整个肠道的微绒毛通过迷走神经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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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脑ꎮ 鼠李糖乳杆菌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刺激

γ￣氨基丁酸( Ｇａｍｍａ￣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 ａｃｉｄꎬＧＡＢＡ) 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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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 进行队列研究发现ꎬ口服 ２ 月嗜酸乳杆菌可提
高注意力和完成他人制定的任务ꎬ但没有对其他人
的情绪或目光接触做出行为反应 [２２] ꎮ 另一研究ꎬ对

录酸受体和诱导行为、心理反应的现象明显依赖于
迷走神经完整性 [１３] ꎮ 迷走神经切除术预防了用益

７５ 名婴儿进行了 １３ 年的随机试验ꎬ在出生后前 ６

除小鼠迷走神经后ꎬ完全抑制了 γ￣氨基丁酸 Ａ 型受

剂ꎮ 在 １３ 岁的时候ꎬ安慰剂组的 ３５ 名儿童中ꎬ有 ６

生菌治疗疾病所产生的焦虑和抑郁等不良反应ꎬ切
体( Ｇａｍｍａ￣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Ａ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ＧＡＢＡＡ) 基

因在海马体和杏仁核中的表达的修饰ꎮ 但事实上ꎬ

个月给 ４０ 个受试者乳酸菌和其他 ３５ 个受试者安慰
个被诊断为患有自闭症或注意力缺陷多动症ꎬ但在
口服益生菌组中却没有ꎮ

抗生素破坏肠道微生物正常构成后ꎬ也会增加小鼠

在一项前瞻性研究中ꎬ研究了益生菌对神经系

海马体中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 ｂｒａｉｎ￣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ｅｕｒｏ￣

统疾病的预防作用ꎬ以检验益生菌在预防念珠菌病

性 ꎮ 这些发现构成了肠道菌群和中枢神经系统
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ꎬ暗示了神经￣肠道之间的多种

组:一组补充了罗伊氏乳杆菌ꎬ另一组补充了鼠李糖

ｇｅｎｅｓｉｓꎬＢＤＮＦ) 的 表 达ꎬ 这 并 没 有 依 赖 ＶＮ 的 完 整
[１５]

或大部分无法解释的行为ꎮ

２ ２

激素途径

肠道菌群通过肠神经、肠色素细胞

和全身环流向大脑传递信号ꎬ因此对多种神经递质

有深刻影响ꎬ如单胺、五羟色胺、ＧＡＢＡ 和 ＢＤＮＦ[１６￣１８] ꎬ
此外还有维生素、短链脂肪酸( ｓｈｏｒｔ 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ＳＣＦＡ) 、血清素、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进入肠

晚期脓毒症的作用 [２３] ꎮ 总共有 ２４９ 早产儿被分成 ３

乳杆菌ꎬ对照组没有给任何菌群ꎮ 所有的婴儿都接
受了 ６ 周的治疗ꎮ 在 １ 岁时使用 Ｈａｍｍｅｒｓｍｉｔｈ 婴儿
神经学检查对以上婴幼儿进行神经系统评估ꎬ结果
显示对照组的得分明显高于益生菌组ꎮ 念珠菌病晚
期脓毒症在对照组比益生菌组更为常见ꎬ因此ꎬ益生
菌可能通过减少念珠菌的胃肠道定植和侵入性感
染ꎬ保护婴儿免受由于脓毒症而引起的神经损伤ꎮ

道ꎬ在吸收和通过特殊的系统后ꎬ其中一些分子甚至

可以穿过血脑屏障ꎬ到达大脑ꎬ使其能够发挥活跃的
功能ꎮ 在各种代谢物中ꎬＳＣＦＡ 是复杂多糖发酵的

４

终产物ꎬ它涉及体内代谢平衡、感染和炎症、宿主￣微

发了一些问题:①由于神经性疾病的种类多ꎬ因此ꎬ

生物群相互作用等ꎮ

２ ３ 免疫途径 肠道菌群是宿主免疫系统发展的
基础ꎬ这似乎是肠道菌群和免疫系统之间的一个关
键沟通途径ꎮ 肠道菌群产生与微生物相关的分子模
式和代谢物ꎬ这些分子可以刺激免疫细胞的功能ꎬ最
终影响神经生理和行为 [１９] ꎮ 肠道菌群诱导宿主免
疫系统的成熟ꎬ并调节先天免疫系统和适应性免疫

系统ꎬ以防止病毒的入侵或免疫介导的疾病的发生ꎮ
肠道菌群通过改善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紧固性ꎬ从
而保护肠道屏障ꎬ降低肠道的渗透性ꎻ事实上ꎬ受损
的肠壁会导致肠道细菌易位到肠系膜淋巴组织ꎬ引
发免疫和抑制反应ꎬ激活 ＶＮ 和脊椎神经细胞ꎮ 在
这种情况下ꎬ细胞因子和 ＶＮ 系统反过来影响中枢
神经系统的活性ꎬ 改变其功能 [２０] ꎮ 最 近 的 研 究 显
示ꎬ通过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产生的一种炎症细
胞因子的研究发现ꎬ炎症系统的激活有赖于规律的
炎症应答ꎬ这有可能是胃肠道通透性和神经性损伤
之间的新联系 [２１] ꎮ
３

肠道菌在儿童疾病中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ꎬ在益生菌防治儿科神经疾病方面

未来面临的争议和挑战
将益生菌作为常规的添加剂治疗神经性疾病引

应确定每种特殊神经疾病最合适的单一菌株或微生
物混合物 [２４] ꎻ②益生菌的成分、剂量和最佳治疗时

间尚未完全确定ꎻ③益生菌治疗的目标人群的识别ꎬ
包括患者的最佳年龄和疾病的阶段ꎻ④商业上益生
菌配方中只含有少量的有益菌ꎬ通常少于 １０ 种ꎬ其

多样性不能很好的模拟我们高度变化的肠道微生物
群ꎻ⑤作为肠道细菌重要组成部分的专性厌氧菌在
现有产品中没有充分的表现 [２５] ꎻ⑥提供污染的益生
菌可造成死亡ꎬ使人们对某些产品的质量存在高度
质疑ꎻ⑦每种菌株和商业化产品应用于特定人群、年
龄等的存活能力和有效性ꎻ⑧大多数关于益生菌的
研究都受到一些限制或混淆因素的影响ꎻ⑨一旦致
病 性 微 生 物 病 菌 入 侵ꎬ 益 生 菌 的 作 用 就 不 能 发
挥 [２６] ꎻ⑩儿童对益生菌的耐受性和安全性ꎮ 虽然已
经有很多案例证明益生菌的安全性ꎬ但人们更关注
的是危险性 [２７] ꎮ 据报道有 ２ 例新生儿乳酸菌败血
症的病例ꎬ尽管罕见ꎬ但以前也曾有过类似病例报
道 [２８] ꎻ还有一名 ６ 岁儿童经益生菌治疗后ꎬ导致脑
瘫、智力发育迟缓和癫痫发作 [２９] ꎮ 虽然神经性疾病

的患者应用益生菌治疗后发生益生菌性败血症的几

尚无明确的指导方针及证据ꎮ 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基

率很低ꎬ但不能排除患有严重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

于先前的动物实验ꎬ而只有少数人关注成年受试者ꎬ

有更大患益生菌性败血症危险性的可能ꎮ

更少涉及儿童ꎮ 对 ２２ 个患有 ＡＳＤ 的儿童 ( ４ ~ １０

( 下转封三)

( 上接第 １２８ 页)

５

结论
肠道微生物可通过神经通路或代谢物影响人们

的生活、认知和行为ꎮ 研究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机
制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信号如何塑造微生物生态系
统ꎻ对益生菌治疗特定疾病时菌株类型、剂量和时
间ꎬ以及对其安全性和耐受性进行更深层次的评估ꎻ
这些都将揭示未来的发展方向ꎬ为应用微生物群治
疗社会普遍疾病ꎬ如神经发育、精神病和神经紊乱ꎬ
尤其应用于新生儿及婴幼儿等早期时间窗内ꎬ将大
大降低其今后神经系统疾病的发生率ꎬ减轻了家庭、
医疗及社会的负担ꎮ 因此ꎬ肠道微生物应用于防治
神经系统疾病将成为未来医学界研究的热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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