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胃肠外科杂志 2022年9月第 25卷第 9期 Chin J Gastrointest Surg, September 2022, Vol. 25, No. 9

人体小肠液移植和小肠液胶囊制备体系的建立
与临床应用

叶晨 陈启仪 颜引妹 吕孝琼 马春联 李宁 秦环龙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结直肠病专科 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 同济大学消化系统疾病

临床研究中心，上海 200027
通信作者：李宁，liningrigsnju@163.com；秦环龙，Email：qinhuanlong@tongji.edu.cn

【摘要】 目的 探索建立标准化人体小肠液移植（HIFT）及HIFT胶囊的制备体系，并分析其初

步应用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治疗效果。方法 收集 2021年 1月至 3月于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招募的

HIFT标准供体 3人、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亲体供体 8人的临床资料。通过制定严格的供体筛选与管

理标准，运用床旁经鼻空肠管置管术，将导管头端置入空肠远端，导管连接口处接改良一次性无菌负

压收集装置行持续负压引流收集人体小肠液。再分别通过过滤、添加 10%甘油保护剂及冻干等方法

制成冻干粉HIFT胶囊。本中心初步拟定要求：移植以活菌量作为治疗剂量标准，HIFT每次移植的菌

液活菌量需≥5.0×108个/ml且活菌比例≥83%，菌粉活菌量需≥2.0×106个/g且活菌比例≥81%。观察供体

基本情况、供体中菌液及菌粉中菌落总数，并初步分析上述供体制备而成的 HIFT胶囊联合标准

FMT胶囊治疗（即全肠道菌群移植）治疗孤独症谱系障碍研究（临床试验注册号：ChiCTR2100043929）。

结果 标准供体及亲体供体均符合供体筛选标准，所制菌液及菌粉符合治疗标准。与亲体供体比较，标

准供体的菌粉菌落总数更多［（7.47±1.52）×106个/g比（5.03±1.38）×106个/g，t=11.331，P=0.031］、Chao指数更

高（205.4±6.8比 194.2±7.2，t=10.415，P=0.001）、Shannon指数更高（3.25±0.14比 2.72±0.27，t=19.465，
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有 8例患者接受全肠道菌群移植治疗，初步统计结果

显示，该疗法可改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症状，治疗后 1、2、3、4个月时，孤独症行为评分及儿童孤独

症评分均下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本组无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结论 在FMT制备体

系研究基础上，结合制定高标准HIFT制备体系，同时探索性开展HIFT联合FMT的全肠道菌群移植临

床研究，有望成为微生态治疗的一项革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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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and establish the preparation system of human
intestinal fluid transplantation (HIFT) and HIFT capsule, and to preliminarily apply it to clinic.
Methods Strict standards for donor screening and management were established. The nasojejunal
tube was catheterized into the distal jejunum, and then it was connected with an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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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osable sterile negative pressure collection device for the collection of human intestinal fluid.
After that, it was prepared into capsules by filtering, adding 10% glycerin protectant and
freeze-drying method. The amount of living bacteria was used as the standard of therapeutic dose.
The living bacteria amount in fluid is ≥ 5.0×108 /mL and the living bacteria proportion is ≥ 83%; the
living bacteria amount in powder is ≥ 2.0×106 /g and the living bacteria proportion is ≥ 81%; The
observational indicators included: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donor, the amount of living
bacteria in the HIF and powder. (2)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treatment for ASD, which combined
HIFT capsule with standard FMT capsule, from February to December 2021 (Clinical trial
Registration Number: ChiCTR2100043929). Evaluation criteria: Trypan blue staining method was
used to detect the living bacteria amount in fluid and powder. The 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 (ABC)
and 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 (CAR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efficacy.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parent donor, the standard donor was younger [(25.4±0.9) y vs. (30.7±3.2) y, t=−19.097,
P=0.001] and had a lower body mass index [(19.7±0.5) kg/m2 vs. (20.8±1.3) kg/m2, t=−8.726, P=0.001],
more in the living bacteria amount in powder [(7.47±1.52)×106/g vs. (5.03±1.38)×106/g, t=11.331,
P=0.031], Chao index (205.4±6.8 vs. 194.2±7.2, t=10.415, P=0.001), and Shannon index (3.25±0.14
vs 2.72±0.27, t=19.465, P=0.001).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However,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gender, drainage volume and total number of bacterial liquid
coloni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ll P>0.05). Both the standard donor and the parent donor met
the donor screening criteria, and the preparation fluid and powder met the treatment criteria. Eight
patients received the treatment of HIFT combined with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HIFT combined with FMT improved ABC and CARS at
the 1st, 2nd, 3rd and 4th month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ll P<0.05). No
severe adverse reaction occurred.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FMT preparation
system and the clinical technology in our center, this study developed a high standard HIFT
preparation system, and explored the clinical study of HIFT combined with FMT, in order to provide
an innovative therapy for the treatment of diseases.

【Key words】 Human intestinal fluid transplantation;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Whole intestin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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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是

一种通过将健康人体菌群移植到患者肠道内，重建或巩固

肠道微生态从而实现治疗疾病的疗法［1］。肠道菌群紊乱与

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密切关系。许多动物及临床研究已

证实，诸如肠道本身疾病如功能性肠病、炎性肠病和感染性

肠病，以及肠道外疾病如帕金森病、孤独症谱系障碍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和肌萎缩侧索硬化等，均存

在肠道菌群紊乱［2-7］。FMT对上述疾病也具有潜在治疗价

值，尤其是治疗复发性艰难梭状芽孢杆菌感染（recurrent
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rCDI），有 效 率 可 达 90% 以

上［2-4，8］。但FMT对于部分神经、心理性疾病，目前效果尚未

达到这种程度。这些疾病通过“脑-肠”轴将大脑和肠道菌

群相联系，目前还缺乏充分的机制研究来阐明其中关系。

此外，FMT对部分小肠相关疾病，如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和功

能性腹胀等，效果也欠佳［8］。原因可能为上述合并症患者

小肠内环境严重紊乱，单纯行FMT仅能改善结肠菌群环境，

但不能改变小肠的菌群紊乱。且部分FMT治疗途径为经肛

或经结肠镜方法，回盲瓣的抗反流作用能使小肠几乎不受

其影响。

最新研究证实，来自不同肠段的菌群经过移植后会

定殖在不同的肠段内，不同肠段的微生物均有其特有的

生态特性［9］。这便意味着小肠菌群结构与结肠菌群结构

可能完全不一样，其产生的功能与影响也完全不同。仅

纠正结肠菌群紊乱无法满足部分小肠源性疾病的需要。

既往认为，小肠内菌群丰度很低，但目前 16S rDNA技术

的应用已给菌群研究带来全新的认识。已有研究证实，

胃和十二指肠中也有大量的细菌存在［10-11］。小肠与结肠

另一区别表现在，小肠内还含有大量的消化液、消化酶和

免疫球蛋白等非常重要的生命活性物质，这些均与小肠

菌群结构之间有密切关系［12-14］。此外，在临床实践中，对

重症肠功能障碍患者行人体小肠液回输治疗能显著改善

患者肠道功能［15］。这些回输的人体小肠液仅经过简单

处理就安全且有效。因此，对于小肠菌群紊乱或具有

“脑-肠”轴相关疾病的患者，移植健康的人体小肠液可能

会取得更好的疗效。据此，我们在 FMT标准化方法学的基

础上［16］，进一步提出人体小肠液移植（human intestinal
fluid transplantation，HIFT）新技术，同时将 HIFT与 FMT相

结合，建立全肠道菌群移植（whole intestin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WIMT）新方法。本研究通过建立 HIFT标

准化方法学和 HIFT胶囊制备体系，初步探索WIMT胶囊

（共同口服HIFT和 FMT胶囊）在ASD患儿中的疗效，为临

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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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HIFT标准化方法学和HIFT胶囊制备体系的建立

（一）供体筛选标准

1.客观指标：（1）年龄 18~30岁，男、女不限，体质指数

18.5~22.9 kg/m2；（2）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C反应蛋白

正常，传染性肝炎、HIV、梅毒、EB病毒、巨细胞病毒、线虫、

阿米巴等病原检测为阴性；（3）粪便常规检查正常，隐血实

验阴性，艰难梭菌、弯曲菌、沙门氏菌、志贺菌、产志贺毒素

大肠杆菌及虫卵、囊泡、寄生虫、孢子、诺如病毒、轮状病毒

等病原学检测阴性，多重耐药基因（如碳青霉烯类耐药的肠

杆菌科，产广谱β-内酰胺酶菌和耐甲氧西林的金黄色葡萄

球菌等耐药菌）检测阴性。

2.心理评估：经心理科医师或心理咨询师访谈评估为

心理状态良好；抑郁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匹兹堡睡眠

质量指数等评分正常。

3.个人疾病及家族史：（1）个人史：作息规律，饮食健

康，家庭和睦，无不良性交，无吸烟、饮酒、吸毒等嗜好，无药

物成瘾，近 6个月未接种过疫苗或参加药物试验，近 6个月

未接受纹身或出现皮肤破损，近 6个月未接触过热带地区；

（2）疾病史：近 2周无胃肠道不适症状，近 3个月内未使用过

抗生素、抑酸剂、免疫抑制剂、化疗药等，无慢性疼痛症状，

无消化系统手术史，无传染病史及传染病接触史，无过敏性

疾病、自身免疫疾病、代谢性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神经系统

或精神疾病史，无恶性肿瘤病史，未接受过生长激素、胰岛

素、凝血因子等注射治疗；（3）家族史：无胃肠道病变家族

史，无恶性肿瘤家族史，无传染病家族史。（4）其他：非孕期，

非月经期。

4.供体捐赠期要求：（1）每 2个月复查上述条目，仍然符

合相关要求；（2）每次捐赠的人体小肠液均留样进行 16S
rDNA测序、人体小肠液组分分析，保证菌群及生物成分的

基本稳定性；（3）每次捐赠时均同时留取粪便留样进行 16S
rDNA测序，保证菌群组成及多样性稳定；（4）供体的限食耐

受性通过限食试验完成。部分患者存在食物过敏及食物不

耐受症状（如鸡蛋、牛奶等）。根据受体要求，对相应供体需

在捐赠人体小肠液前 5 d限制相关食物种类，若该供体不可

耐受，则不可作为本次移植的捐赠者。

（二）供体管理标准

1.建立档案与随访系统：（1）建立标准供体档案，记录

每次检查检验结果、人体小肠液捐赠记录及相关处理情况；

（2）保持与供体的随访，确保供体定期完成并通过体检及捐

赠期要求。

2.建立供体管理组：（1）供体的管理应由HIFT中心专

职供体管理人员负责，至少包括 1名主要负责人及 2名助

理；（2）供体管理人员需与供体定期保持沟通交流，并建立

良好的信任关系，对供体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进行必要

的管理和干预，及时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并根

据随访结果及时剔除不合格供体。

3.供体知情同意：（1）在开始筛选之前，供体候选者应

充分了解并签署研究项目知情同意书；（2）在开始捐赠之

前，供体应充分了解并签署经鼻空肠管置管知情同意书。

4.供体捐赠要求：（1）供体需保证捐赠的持续性，每次

可连续捐赠 3~7 d，每 1~2个月捐赠 1次；（2）供体每天捐赠

的人体小肠液量经过滤后应不少于 350 ml，人体小肠液色

泽必须呈金黄色。

（三）人体小肠液制备方法

供体需充分了解并同意人体小肠液采集方法、用途以

及采集过程中潜在的不良反应等；供体同意按供体筛选标

准进行血液学、粪便和心理等检测或评估，如实陈述病史；

供体同意按供体管理标准接受标准化管理。

1.人体小肠液采集方法：采用床边经鼻空肠管置入术。

（1）充分告知供体该操作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术前口服盐

酸达克罗宁胶浆 10 ml缓解供体口咽部不适感、肌注盐酸甲

氧氯普胺注射液 10 mg缓解供体恶心并促进胃排空；（2）使

用改良复尔凯经鼻肠喂养管对供体行床边经鼻空肠管置入

术，置入深度约为 175 cm，进入空肠远端，于鼻端固定导管，

关闭接口；（3）置入至少 2 h后行腹部平片确认导管头端深

度，确认在位后将改良一次性无菌负压收集装置连接导管

接口行持续负压引流，负压控制在 50 mmHg（1 mmHg=
0.133 kPa）以下；（4）每 2 h更换 1次负压收集装置，将装置

内的引流液先后通过孔径为 2.0 mm、1.0 mm和 0.5 mm筛网

进行过滤，留取的过滤液加入 10%甘油保护剂并迅速进行

HIFT胶囊制备或于−80℃保存。该过滤液应为金黄色液

体，如有墨绿色液体则应暂停引流或及时更换负压收集装

置。置管要求连续置入 3~7 d，以确保能提供足量治疗量人

体小肠液。见图1。
2.HIFT胶囊制备方法：（1）将-80℃保存的人体小肠液

于-4℃下复温，再把复温后的人体小肠液或经过过滤的新

鲜人体小肠液预冻，并迅速将冻结样品移入冷冻干燥机中

冷冻干燥；（2）冻干后的菌粉行胶囊包装，胶囊采用肠溶型

耐酸丙烯酸树脂胶囊壳，以使菌粉能在小肠内进行释放。

将包装好的胶囊在−80℃冰箱中保存，有效期为 6个月；（3）
全过程需进行信息登记、人体小肠液鉴定、称重、检测和处

理。每次供体必须留一份 2 ml的人体小肠液保存至少 6个
月，并注明供体信息代码、捐赠日期、生产和出厂日期、有效

期、剂量及存储温度等，一旦出现不良事件可对其追溯。

二、HIFT治疗及不良反应处理原则

（一）HIFT治疗适应证和禁忌证

适应证：目前，HIFT为临床新开展的技术，考虑到其与

FMT之间的关联性，可考虑将HIFT与 FMT联合使用，即作

为WIMT应用于经FMT治疗后效果欠佳的疾病中。结合本

中心既往 FMT研究结果，WIMT可考虑应用于部分消化系

统疾病（如炎性肠病、顽固性功能性便秘等）、神经精神系统

疾病（如孤独症谱系障碍、焦虑抑郁症和帕金森疾病等）、代

谢性疾病（糖尿病、肥胖症、脂肪肝和高脂血症等）和免疫性

系统性疾病（如肿瘤免疫、过敏性疾病以及慢性疲劳综合

征）等病种。

禁忌证：先天或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患者，或近期接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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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风险免疫抑制或细胞毒性药物治疗者（中性粒细胞<1.5×
109个/L或淋巴细胞<1.0×109个/L）；肠黏膜严重受损者或未

能明确肠黏膜损伤病因者；当前诊断为暴发性结肠炎或中

毒性巨结肠者；因存在严重腹泻或显著纤维性肠腔狭窄、严

重消化道出血、高流量肠瘘等原因，无法耐受 50%热卡需求

的肠内营养者；合并严重系统性感染，符合全身性炎性反应综

合征或脓毒血症诊断标准者；合并肠外器官感染，必须使用广

谱抗生素干预者；合并严重营养不良（体质指数<15 kg/m2）

或严重低蛋白血症者（白蛋白<25 g/L）；怀孕或哺乳期女性。

（二）HIFT治疗方案

患者需充分理解HIFT及FMT治疗过程及机制，并分别

签署HIFT及FMT知情同意书，见图2。既往研究认为，近端

小肠内的细菌含量<105个/ml，但是，随着 16S rDNA的应用，

本中心所提取的人体小肠液中细菌含量均>3.0×108个/ml，
结合提取的人体小肠液中平均活菌量及 FMT标准活菌

治疗剂量与疗程，本中心初步拟定了如下要求：（1）移植以活

菌量作为治疗剂量标准，HIFT每次移植的菌液活菌量

需≥5.0×108个/ml且活菌比例≥83%，菌粉活菌量需≥2.0×106个/g
且活菌比例≥81%；（2）成人每次移植人体小肠液量为50 ml，
儿童每次剂量为1 ml/kg；（3）HIFT治疗疗程和重复治疗周期

标准与FMT一致，为每天1次，连续6 d为1个标准疗程，每个

疗程间隔 3周，至少连续治疗 2个疗程。为减轻可能存在的

相互影响，使用菌液时先行 FMT后行HIFT治疗，而使用胶

囊时可不分先后，两者之间需间隔30 min以上。

（三）不良反应处理原则

参考与FMT相关的不良反应预防和处理原则。FMT的
不良反应发生率<1%，可能出现肠道不耐受症状如恶心、呕

吐、腹胀和腹泻，过敏和发热等症状，大多为轻到中度不良

反应，多为自限性，根据以上内容制定HIFT预防与处理流

程与方法：（1）建立不良反应上报制度；（2）严格把握适应证

及禁忌证标准，HIFT治疗前评估并发症风险；（3）轻度症状

观察处理：给予轻度头晕、恶心或胃肠道不适者持续观察临

床症状；（4）中度症状对症处理：给予腹泻者口服止泻剂，发

热者口服非甾体类解热药，腹痛者肌注山莨菪碱，恶心呕吐

者肌注甲氧氯普胺等治疗，不能缓解者暂停HIFT治疗；（5）
重度症状紧急处理：终止HIFT治疗，急查血常规、血生化等

检测，给予患者补液、抑制消化液分泌、维持内稳态及前述

对症支持等治疗，若有怀疑肠源性感染者，应留取血培养检

测、给予静脉抗感染或选择性肠道祛污等治疗，同时检测患

者粪便致病菌、追溯供体菌液和（或）菌粉的检测。

三、WIMT的临床治疗

WIMT为 FMT胶囊和HIFT胶囊共同口服。FMT胶囊

采用FMT标准化方法学制备，参考文献［16］。

图2 人体小肠液移植临床应用流程

图 1 人体小肠液移植（HIFT）胶囊制备流程中肠液收集及经鼻空肠管置入示意图 1A. HIFT胶囊制备流程；1B.经鼻空肠管置入

175 cm深度时腹部平片

A1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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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IMT的临床应用

本团队将WIMT应用于治疗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中。根

据上述供体采集标准，收集自2021年1—3月于上海市第十人

民医院招募的孤独症HIFT标准供体3人、亲体供体8人资料，

采用本中心人体小肠液制备方法，制备HIFT胶囊。本研究

经单位伦理委员会审批（审批号：SHSY-IEC-4.1/21-18/02）。
与亲体供体比较，标准供体的年龄更小、体质指数更

低、菌粉菌落总数更多、Chao指数更高、Shannon指数更高，

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两组在性别、引流量

和菌液菌落总数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见表1。
11例患儿初步治疗结果显示，8例完成 2个疗程WIMT

治疗和 2个月随访，2例脱落，1例因过敏反应中途退出。经

WIMT 治疗 1、2、3、4 个月后，孤独症行为量表（autism
behavior checklist，ABC）［17］评分（F=12.561，P=0.001）及儿童

孤独症评定量表（childhoo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18］评

分（F=6.556，P=0.016）均有改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见

图 3。11例中出现过敏反应 1例，兴奋 3例，均自行好转，无

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五、讨论

HIFT是一种为重建或巩固人体小肠菌群结构的全新

的肠道微生态治疗概念及技术。HIFT以FMT为基础，为小

肠相关疾病及“脑-肠”轴相关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考虑到 FMT建立之初，各医疗或商业机构均有各自的制备

和治疗体系，而人体小肠液的收集和制备对于供体的要求

更高，为确保HIFT的安全性，本中心倡导HIFT自探索之初

就以高标准要求进行相关研究。尤其是在一些特殊疾病的

治疗上，必须先经过所在机构的伦理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才

能开展相关研究。HIFT在证明其作用之前更重要的是先

证明其安全性。如本文初步结果所示，HIFT联合 FMT对

ASD有潜在治疗价值，对ABC及CARS等评分有改善作用。

限于样本量较少，此项结果以初步整体疗效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未进一步细分标准供体与亲体供体治疗结果的差异

情况。但总体而言，本中心采用的标准供体及亲体供体均

达到治疗要求的菌群含量及活菌比例，并且相关数据结果

表明标准供体菌粉具有更高的菌群含量、丰度及多样性，可

能更符合治疗需要。然而，HIFT标准供体招募较为困难，

亲体供体仍然是目前主要招募对象，因而对亲体供体的筛

选必须严格把控。

HIFT目前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正如同FMT一样，

HIFT微生态治疗机制、人体小肠液及菌群所产生的代谢产

物的作用通路和治疗靶点目前尚不清楚，更无法解释

“脑-肠”轴的作用机理。肠道菌群本身也仍然是个庞大的

未知体，还有大量细菌未被命名、功能未被明确。尽管如

此，FMT依然证明了其在 rCDI等疾病中治疗的地位［4］。

HIFT则可能在小肠疾病和“脑-肠”轴相关疾病中具有重要

作用。众所周知，小肠的长度及功能远比结直肠重要得多，

但其中小肠菌群扮演的角色不太清楚。过去认为上消化道

内由于存在胃酸、胆汁酸、免疫球蛋白 IgA等杀菌抑菌物

质［13］，导致菌群含量极少，不足 105个/ml，远少于结肠菌群

109~1012个/ml的含量［19-20］。而本研究中，人体小肠液提取得

到的菌群数均高于 5.0×108个/ml，远高于既往文献报道。这

可能与菌群检测技术的革新以及目前有大量新菌群被发现

有关［10］。加上大量未知的菌群，单位体积人体小肠液可能

具有更多的功能菌株。

图 3 8例接受全肠道菌群移植治疗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者

初步结果 3A.孤独症行为评分；3B.儿童孤独症评分

表1 标准供体与亲体供体的基本情况比较（x±s）

组别

标准供体

亲体供体

t值

P值

人数

3
8

年龄（岁）

25.4±0.9
30.7±3.2
−19.097
0.001

性别（例）

男

2
4

−
0.621a

女

1
4

体质指数
（kg/m2）
19.7±0.5
20.8±1.3
−8.726
0.001

引流量
（ml/d）
389.2±78.9
343.7±71.7
0.344
0.731

菌液菌落总数
（个/ml）

（8.18±2.25）×108
（7.90±1.31）×108

0.876
0.384

菌粉菌落总数
（个/g）

（7.47±1.52）×106
（5.03±1.38）×106

11.331
0.031

Chao指数

205.4±6.8
194.2±7.2
10.415
0.001

Shannon
指数

3.2±0.1
2.7±0.3
19.465
0.001

注：a采用Fisher精确概率法；“−”表示无数值

A3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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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相比 FMT技术越发成熟，HIFT的方法及人体小

肠液的制备也需要优化。由于伦理及创伤等问题，人体小

肠液的获取起步较晚，主要为 20世纪以后开展的。为了在

健康人体中实现微创或无创人体小肠液活检，目前方法主

要包括胃镜、胶囊内镜以及鼻肠管等［13，21-22］。胃镜下取人体

小肠液时由于受试者本身处于空腹状态，消化液分泌量较

少，取液难度较大，且容易因置入深度有限而受限。因此胃

镜总体更适合用于人体小肠液活检分析［23］。同样地，胶囊

内镜也是如此。从 1957年 Crosby发明了小肠活检胶囊内

镜［24］，到 2000年商用胶囊内镜的普及［25］，新一代胶囊内镜

能通过负压系统收集人体小肠液，但每次仅可取到 0.2~0.4
ml，无法满足治疗需要，且成本较高［22］。鼻肠管大约于

2005年被应用于人体小肠液研究，当时主要是通过双腔管

分别置于胃和十二指肠或十二指肠和近端空肠，用于研究

人体小肠液的理化性质和药物在上消化道内溶解的情

况［26］。由于不同研究所采用的人群、空腹状态以及药物等

情况均不同，所得酸碱度、胆汁酸盐、磷脂等结果均有一定

差异［13］。本中心通过改良的鼻空肠螺旋管能床旁盲置入中

段空肠，该段空肠受食物的影响较小、菌群含量相对丰富、

消化酶损失较少，能做到长期、反复引流人体小肠液，总体

收集效率较高，且无创、简便。但是这些方法还有改进空

间，如何进一步提高采集效率，或是加强对消化酶等活性物

质的保存及减少冻干过程中的损失，还有待思考。

在安全性方面，本研究前期结果显示，未发现严重不良

反应发生。而在既往的临床工作中，相类似的治疗主要是部

分肠外瘘患者需要用到的肠液回输治疗［15］。这是一种将引

流出的人体小肠液经简单处理后回输到患者消化道内的治

疗方法。它可以保持胃肠道的相对连续性和完整性，促进患

者对肠内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刺激消化道激素分泌，保护

胃肠道的正常菌群和免疫系统，维持胃肠道的正常结构和肠

黏膜屏障及生理功能、减少细菌移位［27］。人体的人体小肠液

中大量的消化酶可以帮助分解、吸收食物营养。胆汁酸盐促

进肝肠循环，且对肠道细菌有抑制作用，外源性给予肝硬化

小鼠补充结合型胆汁酸可减少小鼠肠道内细菌易位［28］。因

此，自体或异体肠液回输方法安全性较高，在危重症患者治

疗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效果甚至优于单纯肠内营养治

疗［27，29］。此外，本研究中异体及亲体的HIFT耐受性均较好，两

者均可尝试运用于临床。未来，本中心也将进一步开展高质

量的临床研究以验证HIFT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根据 FMT标准化方法学为基础，结合本中心临

床技术和特色，制定出相应高标准的HIFT标准化方法学和

HIFT胶囊制备体系，以确保其安全性。同时通过初步开展

HIFT联合 FMT治疗 ASD的临床研究，探索全新的诊疗方

案，为微生态治疗提供一项革新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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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中华便秘医学会成立大会顺利召开

2022年 8月 19日,中华便秘医学会成立大会在成都顺利召开。中华便秘医学会立足于整合多学科知识，是跨行业、跨专

业、跨国界、医患结合及工贸结合的团体，它广泛地吸收中医药、西医药、科研、教学、器械、设备、经营、媒体、律师和患者等

社会各界人士参加，共同研讨便秘的病因、发病机制、疾病特点、诊断手段、治疗方法、预防及康复手段等。

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同步交流模式，线下设成都地区主会场，线上设有北京、山东、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和云南

7个分会场。通过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便秘医学会章程》等文件，选举了樊代明院士、陈亚珠院士、陈孝平院士、黄乃健、

田振国、陈珞珈、唐旭东、卜建红等人为中华便秘医学会学术导师委员会主席；贺平、刘宝华、朱进霞为学部委员会会长，史

学文、姜春英等为中华便秘医学会学部委员会副会长；杨向东为中华便秘医学会会长，陈小朝、贾小强等为中华便秘医学会

副会长；陈小朝、蓝海波为中华便秘医学会秘书长，李艳羽、夏诗童为中华便秘医学会常务副秘书长。

8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