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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不同移植途径的菌群移植（FMT）治疗慢传输型便秘（STC）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5月期间，于同济大学附属第

十人民医院自愿接受 FMT治疗的 270例 STC患者的临床资料，供体采用非亲属健康成年标准供

体。FMT治疗途径包括经鼻肠管（入空肠）输注肠菌溶液移植治疗（鼻肠管组，120例）、经口服肠

菌胶囊治疗（口服胶囊组，120例）以及经结肠镜途径输注肠菌溶液移植治疗（结肠镜组，30例）3种

方法。比较 3 组患者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结果 3 组移植菌群均为从 100 g 新鲜粪便提取

出，3组患者均顺利完成菌群移植，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治疗等待时间分别为（1.5±0.5）d、
（0.4±0.3）d和（3.6±0.8）d（F=9.210，P=0.03）。移植途径建立费用分别为（495±20）元、（25±10）元和

（1 420±45）元（F=10.600，P=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FMT治

疗后 1个月临床改善率分别为 74.2%（89/120）、60.0%（72/120）和 53.3%（16/30）（χ2=5.990，P<0.05）；

治疗后3个月临床改善率分别为 71.1%（69/97）、53.6%（45/84）和 44.0%（11/25）（χ2=7.620，P<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结肠镜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6.7%（23/30），高于鼻肠管组（39.2%，47/120）和口服

胶囊组（21.7%，26/120）。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患者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分别为呼吸道

不适（17.5%，21/120）、恶心呕吐（10.0%，12/120）和腹泻（36.7%，11/30）。治疗后随访3个月时，未有

FMT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结论 鼻肠管途径具有稳定的临床疗效及可操作性，而口服胶囊途径的

治疗等待时间更短且花费更少。但不同移植途径所带来不良反应有所不同，建议进行个性化移植途

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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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he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in the different route administration for 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 (STC).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cohort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clinical data of 270 STC patients who voluntarily received
FMT treatment in the Tenth People's Hospital of Tongji University from May 2018 to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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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collected. Non ⁃ relative healthy adult standard donors were applied. The treatment routes of
bacterial flora transplantation included nasojejunal tube (nasal enteral tube group, 120 cases), oral
enterobacterial capsule treatment (oral capsule group, 120 cases), and colonoscopy infusion (colonoscopy
group, 30 cases). The efficacy and safety of treatment among the three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ransplanted bacteria of three groups were extracted from 100 g of fresh feces. All the patient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 transplantation. The waiting time for the nasal enteral tube group, oral
capsule group and colonoscopy group was (1.5±0.5) d, (0.4±0.3) d and (3.6±0.8) d respectively; the cost
of establishing the transplantation path was (495 ± 20) yuan, (25 ± 10) yuan and (1420 ± 45) yuan
respectively, whos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F=9.210, P=0.03; F=10.600,P=0.01). The
clinical improvement rates at 1 month after FMT treatment in the nasojejunal tube group, oral capsule
group and colonoscopy group were 74.2% (89 /120), 60.0% (72 /120) and 53.3% (16 /30) respectively,
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5.990, P<0.05). The clinical improvement rates at 3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ere 71.1% (69/97), 53.6% (45/84), and 44.0% (11/25) respectively, whos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χ2=7.620, P<0.05). The incidence of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colonoscopy
group was 76.7% (23/30), which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asal nasojejunal group (39.2%, 47/120)
and oral capsule group (21.7%, 26/120).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reactions in the nasojejunal tube
group, oral capsule group and colonoscopy group were respiratory discomfort (17.5%, 21/120), nausea
and vomiting (10.0%, 12/120), and diarrhea (36.7%, 11/30). During the 3⁃month follow⁃up after
treatment, no FMT⁃related adverse reactions were reported. Conclusions The nasojejunal tube route
has stable clinical efficacy and operability, while the oral capsule route has shorter waiting time and
less cost. However, the adverse reactions caused by different transplantation methods are different, thus
personalized transplantation method should be recomme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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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
是将健康菌群通过一定方式移植到患者肠道内的

治疗方式，可调节肠道菌群失衡，恢复肠道菌群的

多样性，为治疗肠道内及肠道外疾病提供帮助［1］。

FMT治疗疾病的核心在于通过移植健康菌群重建

肠道稳态，而FMT应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对保存菌

群的活性，达到最佳疗效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移植

途径包括经上消化道途径（胃镜或十二指肠镜、鼻

胃管或鼻肠管等）［2⁃5］、经下消化道途径（结肠镜、灌

肠、乙状结肠镜等）［6⁃9］或口服菌群胶囊或菌液［10］

3种类型。经下消化道途径是最早期的FMT途径，

在进行菌液输注时还可以同时通过内镜观察肠壁

大体状况，但其难以进行重复多次治疗。经上消化

道途径虽方便多次治疗使用，但鼻肠管容易导致鼻

咽部水肿，患者依从性较差，难以长期放置。经口

服途径是一种简单方便的途径，可以克服上述两种

途径的局限；但如何使口服胶囊保证菌种的活性和

移植疗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目前尚无文献

报道不同移植途径对 FMT疗效的影响。笔者团队

自 2014年起系统开展FMT在慢性便秘中的应用研

究［11⁃13］。本研究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于 2018年 5月至 2019年 5月期间接受 FMT治疗并

随访 3个月以上的 270例慢传输型便秘（slow transit
constipation，STC）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不同移植

途径FMT治疗STC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1.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本研究符合《赫

尔辛基宣言》的要求，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患

者（受体）纳入标准：（1）依照罗马Ⅲ标准确诊、并经

传输试验证实存在结肠慢传输（>48 h）［14］；（2）自愿

接受FMT治疗、无FMT治疗禁忌证；（3）患者及其家

属知情同意并填写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孕

妇或哺乳期妇女；（2）终末期疾病患者；（3）正在参

加或3个月内参加了其他临床试验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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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标准，回顾性收集同济大学附属第十

人民医院2018年5月至2019年5月期间，自愿接受

FMT 治疗的 270 例患者临床资料，男性 87 例，女

性 183例；年龄（47.2±13.2）岁，治疗前便秘病史为

3.2（0~6）年，每周排粪次数为（2.1±1.3）次；Wexner便
秘评分（15.5±2.1）分；Bristol评级为1~2级者253例。

2.供体要求标准：（1）18~30岁非孕期健康成年

人，具有健康生活方式及良好饮食习惯，自愿参加

粪便捐赠工作［15］；（2）3个月内未服用抗生素；（3）既
往无慢性病如便秘、肠易激综合征、炎性肠病等，无

自身免疫性疾病，未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无恶性病

史；（4）传染病病原体检查（乙型肝炎病毒、丙型肝

炎病毒、梅毒螺旋体、艾滋病病毒等）阴性；（5）粪

便检查（艰难梭状芽孢杆菌、痢疾杆菌、志贺杆菌、

弯曲菌属及寄生虫等）阴性。入组后的供体要求每

2个月复查体检 1次，仍然符合上述标准要求；且每

次捐赠粪便均留样行16S rRNA测序，保证粪便菌群

的组成及多样性稳定可靠。

二、FMT的菌液及胶囊制备

1.FMT菌液的制备：参考国际Amsterdam 菌液

制备规范［2］。使用无菌烧杯收集健康标准供体的新

鲜粪便100 g，密封送至无菌操作室立即处理。将粪

便置于无菌搅拌器内，加入300 ml无菌生理盐水，将

搅拌后的粪菌液先后通过孔径为 2.0 mm 和0.5 mm
的筛网，收集粪菌液储藏于-20℃冰箱内保存，制备

流程不超过1 h。
2.菌群胶囊的制备：上述菌液制备完成后，在

4℃条件下进行离心，去上清液，加入冻干保护剂，用

振荡器混匀，制成悬液预冻，将冻结样品移入冷冻

干燥机中冷冻干燥，冻干后的菌粉进行胶囊包装。

胶囊壳采用耐酸羟丙甲纤维素胶囊（0号）［2］；密封包

装后在-20℃冰箱中保存。

三、治疗前准备

患者肠道准备（鼻饲聚乙二醇，直至排至水样

便）后，接受FMT治疗；住院期间及随访期间停止其

他治疗，非必要时不建议服用其他药物。

四、移植途径

1.鼻肠管移植组：120例采用床旁盲放且经X线

透视确认鼻肠管头端位于空肠段置管方式。操作

简便，无需麻醉，导管可长期留存，既能进行移植菌

液的输注，也可以通过该鼻肠管进行造影检查及肠

内营养输注。置管成功后，患者一个疗程通常接受

3 次（1次/ d）FMT治疗。在接受肠菌液输注治疗时，

维持站立体位，保持安静及正常呼吸，每次通过鼻肠

管缓慢注入100 ml肠菌液（5 min内）。输注前后，生理

盐水冲洗导管。 鼻肠管组为每天移植 100 ml，3 d
输注完毕。

2.口服胶囊移植组：对无法耐受鼻肠管或强烈

要求口服胶囊的120例患者，给予肠菌胶囊移植。治

疗前2 h，将肠菌胶囊取出转运至室温下保存 5 min
后，嘱患者用温开水吞服。接受肠菌胶囊治疗前可

少量进食。口服胶囊组为制备出 24粒菌群胶囊，

8粒/d，3 d服用完毕。

3. 结肠镜移植组：30 例通过结肠镜一次性将

300 ml肠菌液输入患者结肠，以回盲瓣和阑尾开口

为起始开始输注，其中 200 ml注入盲肠⁃升结肠部

位，剩余 100 ml注入横结肠；治疗后患者保持头低

脚高卧位姿势休息观察至少30 min。
五、疗效及安全性评价指标

1.治疗有效性评价指标：（1）临床改善标准：治

疗后每周自主排粪次数较治疗前至少增加 1次［16］；

（2）Wexner 便秘评分［17］：包含排粪次数、排粪困难

度、排粪时间等 8 个项目，分值范围 0~30 分，分值

越高，便秘程度越重，健康人群分值<8分。（3）对便

质进行Bristol粪便性状评级：包含 7个等级［18］：1级

为分离的硬团状；2级为团块状；3级为不连续有裂

缝的香肠便；4级为连续完整的香肠便；5级为软的

团块；6级为泥浆状；7级为水样。

2.安全性评价：依据治疗后相关不良反应进行

评价［16］；

此外，收集各组患者配合度、治疗等待时间（医

患沟通确定移植途径至接受该治疗间隔时间）和各

途径建立费用（移植途径建立所需耗材、药品及操

作治疗等费用）等数据。

六、随访方法

采用电话、门诊及网络等方式进行随访，记录

FMT治疗后 1、3个月时患者的疗效与不良反应情

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12月。

七、统计学方法

使用SPSS 18.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分类资料用

例（%）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

计量数据用 x± s表示。3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如多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采

用Bonferroni法进行两两比较。P<0.05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两两比较以 P<0.017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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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鼻肠管组

口服胶囊组

结肠镜组

χ2值

P值

例数

120
120
30

腹部不适

4（3.3）
6（5.0）
9（30.0）

5.990
<0.05

恶心呕吐

8（6.7）
12（10.0）
2（6.7）
7.380
<0.05

短暂发热

6（5.0）
4（3.3）
1（3.3）
5.020
>0.05

呼吸道不适

21（17.5）
0
0

6.630
<0.05

腹泻

8（6.7）
4（3.3）

11（36.7）
4.920
<0.05

总计

47（39.2）
26（21.7）
23（76.7）

4.610
<0.05

表3 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菌群移植治疗慢传输便秘患者的不良反应比较［例（%）］

不良反应

结 果

一、3种FMT移植途径治疗的一般情况

3 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均P>0.05），见表1。3组患者均顺利完成移植，均

接受 1 个疗程的 FMT 治疗。患者的配合度分别为

70.0%（84/120）、85.0%（102/120）和 50.0%（15/30），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380，P<0.05）。鼻肠管组、

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的治疗等待时间分别为

（1.5±0.5）d、（0.4±0.3）d和（3.6±0.8）d，移植途径建

立费用分别为（495±20）元、（25±10）元和（1 420±45）元，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9.210，P=0.03；F=10.600，
P=0.01）。

二、3种FMT移植途径治疗的有效性

3组患者FMT治疗后随访1、3个月的疗效情况

见表 2。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FMT治

疗后 1 个月临床改善率分别为 74.2%（89 /120）、

60.0%（72/120）和53.3%（16/3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990，P<0.05）；治疗后 3个月临床改善率分别

为 71.1%（69/97）、53.6%（45/84）和 44.0%（11/2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620，P<0.05）。
三、3种FMT移植途径治疗的安全性

FMT 治疗后 1 个月观察期内，3 组不同 FMT
移植途径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见表 3。结

肠镜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76.7%，高于鼻肠管组

（39.2%）和口服胶囊组（21.7%）。鼻肠管组、口服

胶囊组和结肠镜组患者最常见的不良反应分别

为呼吸道不适（17.5%）、恶心呕吐（10.0%）和腹泻

（36.7%）。各种不适症状均于对症治疗、鼻肠

管拔除或治疗结束、或住院观察 1~3 d 内消失。

治疗后随访 3 个月时，未有 FMT 相关的不良反应

报告。

表2 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菌群移植治疗慢传输便秘患者的疗效（x± s）

例数
自主排粪
（次/周）

Wexner
便秘评分
（分）

Bristol
1~2级

［例（%）］
例数

自主排粪
（次/周）

Wexner
便秘评分
（分）

Bristol
1~2级

［例（%）］
例数

自主排粪
（次/周）

Wexner
便秘评分
（分）

Bristol
1~2级

［例（%）］

组别

鼻肠管组

口服胶囊组

结肠镜组

统计值

P值

120
120
30

2.2±0.3
1.9±0.7
2.0±0.5
F=2.710
0.130

15.3±5.2
15.4±3.1
15.7±4.2
F=2.540
0.320

114（95.0）
111（92.5）
28（93.3）
χ2=0.256

0.650

120
120
30

3.4±0.8a

2.6±1.0a

2.3±0.6
F=5.020
0.010

8.3±2.4a

10.3±1.6a

12.5±1.5a

F=6.630
0.001

66（55.0）
76（63.3）
22（73.3）
χ2=5.780

0.001

97
84
25

3.1±0.9a

2.3±0.7
2.2±0.4
F=6.250
0.020

10.1±1.5a

12.6±2.7
14.2±3.1
F=7.380
0.010

60（61.8）
59（70.2）
21（84.0）
χ2=10.600
<0.001

治疗前 随访1个月 随访3个月

注：a与治疗前相比，P<0.017

表1 鼻肠管组、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菌群移植治疗的慢传输便秘患者基线资料比较

组别

鼻肠管组

口服胶囊组

结肠镜组

统计值

P值

例数

120
120
30

性别

（例，男/女）

38/80
40/82
9/21

χ2=0.542
0.870

年龄

（岁，x± s）

46.1±6.9
46.9±4.7
48.2±7.1
F=0.890
0.560

体质量

（kg，x± s）
51.3±8.8
52.2±4.4
50.2±3.5
F=0.765
0.670

体质指数

（kg/m2，x± s）

22.2±2.6
24.4±3.5
23.4±1.6
F=0.045
0.120

病程

（年，x± s）

3.1±1.8
2.7±2.2
3.0±1.4
F=0.620
0.256

自主排粪次数

（次，x± s）

2.2±0.3
1.9±0.7
2.0±0.5
F=0.352
0.145

Wexner便秘

评分（分，x± s）

15.3±5.2
15.4±3.1
15.7±4.2
F=0.062
0.853

Bristol 1~2级
［例（%）］

114（95.0）
111（92.5）
28（93.3）
χ2=0.256

0.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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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菌群研究领域没有公认最好的移植途径，

一项系统回顾研究阐述了经下消化道途径（结肠

镜，灌肠）比经上消化道途径（胃镜，鼻胃管，鼻肠

管）有着更高的治愈率［19］。然而，另一项开放试验

却没有发现经上下消化道途径在疗效方面的明显

差异［20］。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移植途径FMT疗效

有差异，鼻肠管途径组在每天自主排粪次数、

Wexner便秘评分、Bristol评级及临床改善率方面均

优于口服胶囊组和结肠镜组。

本研究中，鼻肠管组不良反应主要为导管置入

造成的鼻咽部摩擦水肿引起的呼吸道不适，大多数

给予对症治疗后症状消失，极少部分难以耐受鼻肠

管的患者，导管拔除后不适症状消失。随着导管材

质的优化，鼻肠管途径对于患者来说相对可忍受，

还可以经导管进行消化道造影检查或肠内营养支

持治疗。对于鼻肠管移植途径，还可能出现放置时

导管误入呼吸道而造成的严重不良反应事件［21］。

经过多年的操作实践，本中心目前鼻肠管途径建立

已基本实现床旁盲放，避免了X线透射下或内镜操

作有可能增加的风险和创伤，有效降低呕吐和误吸

的发生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肠梗阻患者不推荐

上消化道途径［22］。口服胶囊组短期不良反应主要

为吞咽时的恶心呕吐感，以及低温胶囊入胃时腹部

不适感。2014年，JAMA杂志报道的单中心研究证

实，口服包裹冷冻粪菌液的胶囊对复发性艰难梭菌

感染患者有满意的治疗效果，但该胶囊需较为严格

低温保存（-80℃），难以广泛在临床推广和应用［10］。

结肠镜组不良反应主要为大量菌液移植后的腹泻

及肠镜操作的不适和风险，患者很难在一定时间内

将移植菌液保持在肠腔内不排出来，影响治疗效

果；且肠镜操作需要麻醉，难以重复治疗。

总体来讲，目前尚无公认的最佳移植途径，应

根据患者自身状况及治疗单位的技术进行个性化

选择移植途径。综合各种移植途径的疗效和不良

反应，我们倾向于鼻肠管输注或口服胶囊移植途

径。本中心通过鼻肠管途径进行 FMT治疗慢传输

型便秘的随机对照试验已被收录进 2018年英国消

化病协会FMT临床指南［23］。口服胶囊（冷冻菌液或

干粉）最大优点在于突破了FMT传统的有创移植途

径，患者普遍选择口服治疗，几乎无不适感，且等待

治疗时间最短，消耗费用最少，但如何确保胶囊内

容物成分的有效性及稳定性仍值得研究。

展望未来，笔者认为FMT移植途径的研究应从

以下3个角度出发：（1）降低移植途径相关的不良反

应：目前无论是上消化道途径（鼻肠管）还是下消化

道途径（结肠镜）都存在移植途径有创的风险，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 FMT在临床应用的推广及患者接受

度；（2）移植途径的可重复性：本研究疗效随访发

现，FMT症状改善的患者临床疗效在治疗 1个月后

存在不同程度效果减退，提示需要定期进行重复治

疗以巩固疗效；（3）移植途径便捷性：本研究发现口

服胶囊组治疗等待时间较短，花费较少，值得进一

步研究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鼻肠管途径具有稳定的临床疗效

及可操作性，口服胶囊可能是未来理想的选择，

但如何提高胶囊的治疗有效性仍需进一步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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