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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总结分析菌群移植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治疗对“同济四联征”（慢性胃肠功能紊

乱、精神心理障碍、营养不良和内分泌失调）的临床疗效。方法 采用纵向观察性研究方法。病例纳

入标准：（1）年龄70岁以下。（2）有慢性胃肠功能障碍（符合罗马Ⅳ对肠易激综合征、慢性功能性便秘、腹

泻、腹痛和腹胀的诊断标准），且时间≥1年以上。（3）伴有营养不良，体质指数≤18.5 kg/m2。（4）根据专业

心理医师依据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和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诊断抑郁、焦虑症或者状

态。（5）育龄期女性伴有闭经或者月经失调≥6个月。排除消化道出血、短肠综合征、放射性肠损伤、

各类肠梗阻和炎性肠病等消化道器质性病变者，肿瘤复发或转移、存在全身感染性疾病和存在危及

生命的全身并存症者，不能耐受或接受鼻肠管、或经皮胃（或空肠）造口以及不能接受菌群移植治疗

者。前瞻性收集 2017年 6月至 2021年 6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结直肠疾病科收治的

诊断同济四联征并行菌群移植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治疗的 43例患者临床资料，其中男性 12例，女性

31例；年龄（35.2±16.7）岁；43例均存在慢性胃肠功能障碍；24例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状态，19例患

有焦虑症或存在焦虑状态；26例育龄期女性患者中，13例月经失调，9例闭经。治疗采取菌群移植（口

服菌群胶囊）、营养支持治疗（肠内营养为主）和心理干预。观察记录并比较治疗前和治疗后 1、3、6个
月时的以下指标：（1）胃肠功能：症状改善情况和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GSRS，分数越高提示胃肠道症

状越严重）及胃肠道生活质量指数（GIQLI，分数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好）评分。（2）精神心理状态：

HAMA和HAMD量表评分，分数越低提示抑郁或焦虑症状越减轻。（3）营养状态：检测总蛋白、白蛋

白、纤维蛋白原和前白蛋白等营养指标和体质量、体质指数。（4）神经内分泌功能：检测皮质醇、多巴

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内分泌指标以及育龄期女性月经的情况。结果 在治疗结束后第 1、3、6个
月时的随访率分别为90.7%（39/43）、72.1%（31/43）和55.8%（24/43）。治疗后6个月时，对慢性肠功能障

碍总有效率为 81.4%（35/43）。GSRS评分治疗前为（29.35±3.56）分，在治疗结束后 6个月时下降至

（18.25±2.56）分；GIQLI治疗前为（56.23±10.34）分，在治疗结束后 6个月时上升至（91.04±20.39）分；与

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所有患者在治疗前均存在营养不良，体质量在随访

第6个月时，由治疗前的（40.61±8.88）kg，上升至（50.45±6.23）kg，体质指数由治疗前的（15.17±1.87）kg/m2上

升至（19.58±1.42）kg/m2；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总蛋白由治疗前的

（60.99±5.99）g/L，上升至随访第 6个月时的（64.21±4.23）g/L（F=2.715，P=0.022）；前白蛋白由治疗前

的（150.14±56.04）mg/L，上升至随访第 6个月时的（258.17±86.94）mg/L（F=15.124，P<0.001），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24例患有抑郁症或存在抑郁状态的患者，经治疗后，HAMD量表评分由治疗前的

（22.79±6.63）分下降至随访第 6个月时的（9.92±7.24）分；19例患有焦虑症或存在焦虑状态的患者，经

治疗后，HAMA评分由治疗前的（17.15±4.34）分下降至随访第 6个月时的（7.73±4.10）分；与治疗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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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对26例育龄期女性内分泌疗效观察发现，其对内分泌调节有效

率为69.2%（18/26）。虽然治疗结束后6个月随访时检测皮质醇与治疗前比较未见明显改变，但多巴胺由治

疗前的（32.91±10.65）nmol/L下降至（13.02±5.58）nmol/L；去甲肾上腺素由治疗前的（49.75±15.23）ng/L
下降至（19.21±9.58）ng/L；与治疗前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结论 肠道菌群移

植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干预的综合治疗策略对改善“同济四联征”有效。

【关键词】 肠道菌群移植； 慢性肠功能紊乱； 精神心理障碍； 内分泌失调； 营养不良；

“同济四联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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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ummarize and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 combined with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Tetralogy of Tongji" (comprising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malnutrition, and endocrine disorders). Methods A longitudinal study was conducted.
The inclusion criteria were as follows: (1) patients were under 70 years of age; (2) patients exhibited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ome IV diagnostic criteria for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e. chronic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diarrhea, abdominal pain and abdominal
distention) with onset occurring more than one year previously; (3) patients exhibited malnutrition
(body mass index ≤ 18.5 kg/m2); (4) patients exhibited depression, anxiety, or state as diagnosed by
a psychologist using the Hamilton anxiety rating scale (HAMA) and the 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
(HAMD); (5) patients were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with amenorrhea or menstrual disorder with
a duration ≥6 months. Patients were excluded if they exhibited gastrointestinal bleeding, short
bowel syndrome, radiation-induced intestinal injury, intestinal obstruction or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recurrent/metastatic tumors, systemic infectious diseases, life-threatening systemic
comorbidities, intorlerate to nasojejunal, percutaneous gastrostomy / jejunostomy or FMT. The
clinical data of 43 patients at Shanghai Tenth People's Hospital exhibiting the "Tetralogy of Tongji"
and who received microflora transplantation combined with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therapy
from June 2017 to June 2021 was prospectively collected. There were 12 males and 31 females with
a mean age of 35.2±16.7 years. All 43 patients had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Of these, 24
patients had depression and 19 had anxiety. There were 26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including 13
cases of menstrual disorder and 9 cases of amenorrhea. The treatment intervention was a
combination of FMT (microflora solution or microflora capsule), nutritional support (enteral
nutrition)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The following were assessed before treatment and 1, 3,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1) gastrointestinal function was assessed using the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rating scale (GSRS), where a higher score is indicative of more serious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s, and the gastrointestin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GIQLI), where a higher score is indicative of
higher quality of life; (2) psychological status was assessed using HAMA and HAMD scores, where a
lower score is indicative of reduced severity of anxiety or depression symptoms, respectively; (3)
nutritional status was assessed by measurements of total blood protein, albumin, fibrinogen and
prealbumin, as well as measurements of body mass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4) neuroendocrine
function was assessed by measurement of blood levels of cortisol, dopamine and noradrenaline, as
well as menstruation in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 Results The follow-up rates at 1, 3 and 6
months after treatment were 90.7% (39/43), 72.1% (31/43) and 55.8% (24/43), respectively.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for chronic gastrointestinal dysfunction was 81.4% (35/43), of which the
average GSRS score decreased from 29.35±3.56 before treatment to 18.25±2.56 in the sixth
month (P<0.001). The average GIQLI score increased from 56.23±10.34 before treatme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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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4±20.39 in the sixth month (P<0.001). All patients had malnutrition before treatment. After
6 months, their body weight had increased from 40.61±8.88 kg to 50.45±6.23 kg (P<0.001), and
BMI had increased from 15.17±1.87 kg/m2 to 19.58±1.42 kg/m2 (P<0.001). The average total
protein level was 60.99± 5.99 g/L before treatment. After 6 months, this had increased to 64.21±
4.23 g/L (F=2.715, P=0.022). The average prealbumin level increased from 150.14±56.04 mg/L
before treatment to 258.17±86.94 mg/L after 6 months (F=15.124, P<0.001). In this study,
24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depressed state were included. After treatment, the average HAMD
score in these patients decreased from 22.79±6.63 before treatment to 9.92±7.24 after 6 months
(P<0.001). There were 19 patients with anxiety disorder/anxiety state. After treatment, the
average HAMA score in these patients decreased from 17.15±4.34 before treatment to 7.73±4.10
after 6 months (P<0.001). Observing the endocrine efficacy of 26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t
was found that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is treatment on endocrine regulation was 69.2% (18/26).
Although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change in blood cortisol levels after 6 months, average blood
dopamine levels decreased from 32.91±10.65 nmol/L before treatment to 13.02±5.58 nmol/L
after 6 months (P<0.001). Average blood norepinephrine levels decreased from 49.75±15.23 ng/L
before treatment to 19.21±9.58 ng/L after 6 months (P<0.001). Conclusion The strategy of FMT
combined with nutritional support and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is effective in improving the
symptoms of the "Tetralogy of Tongji".

【Key words】 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Chronic intestinal dysfunction;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Endocrine disorders; Malnutrition; Tetralogy of Tongji

Fund programs: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81972221) ; Clinic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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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胃肠功能紊乱性疾病如慢性顽固性便秘、

腹泻、腹痛腹胀、肠易激综合征等随着药物、饮食、环

境和社会压力的增加，发病率逐年升高，有报道该类

疾病发病率可高达 23.5%~74.0%［1］。肠-脑互动异

常，是胃肠功能障碍的重要病理生理机制，在各类功

能性胃肠疾病中，伴发精神心理异常者可占50%以

上，而精神心理异常同样伴发和加剧功能性胃肠疾

病的症状［1］。严重的胃肠功能紊乱除了存在较高的

精神心理异常外，容易伴发消化和吸收功能障碍，诱

发营养不良和内分泌失调［1-3］。因此，具有严重的慢

性胃肠功能障碍性疾病和精神心理障碍的患者，必

然会出现胃肠动力、消化吸收功能和肠黏膜免疫功

能的障碍；同时，进食障碍会导致热卡摄入不足，最

终引起营养不良；而在严重营养不良状态下，患者神

经内分泌系统和代谢系统均会遭到破坏，最终形成

慢性胃肠功能紊乱、精神心理障碍、营养不良和内分

泌代谢失调等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级联式连锁反应。

但目前，不管是临床医师还是患者，对这一系统性的

问题均存在一定的认识不足，往往是各系统单独进

行干预治疗，效果欠佳。为此，我们团队首次对胃肠

功能紊乱、精神心理障碍、营养不良和内分泌代谢失

调 4类症状的临床因果关联现象进行归纳和总结，

并将其命名为“同济四联征”。

在肠-脑互动异常性疾病中，肠道菌群被认为

是其传递肠道信号至中枢以及接受中枢调节信号

的最主要因素，肠道菌群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

与释放，通过自主神经系统、血液系统与大脑间建立

互动联系［4］。肠道菌群同时也影响女性生殖内分泌

系统。当前诸多研究结果显示，肠道菌群以及相关

的胆汁酸代谢物，对多囊卵巢综合征（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PCOS）相关的卵巢功能障碍和胰岛

素抵抗的影响，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和改变胆汁酸代

谢，可治疗PCOS［5］。肠道菌群同样决定营养物质的

消化、吸收和代谢。以肠道菌群为基础的精准营养

干预的疗效，已经被证实［6-7］。我们从临床实践中发

现，菌群移植恢复肠道菌群结构丰富后，在肠道功能

恢复的同时，营养不良和心理障碍状况均能得到不

同程度的改善；在营养恢复后，患者的内分泌功能失

调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8］。因此，随着对肠道菌

群与疾病之间研究的深入，以肠道菌群为核心的针

对胃肠功能、精神心理、内分泌代谢和营养的“同济四

联征”综合干预策略有了充分的伦理依据。本研究

通过肠道菌群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
FMT）联合营养支持和心理干预的综合治疗策略，探

讨其对“同济四联征”的疗效。

资料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纵向观察性研究方法。前瞻性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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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至 2021年 6月期间，同济大学附属第十

人民医院结直肠病专科收治的“同济四联征”患者

43例患者的基本信息，见表 1。本研究获医院伦理

委员会审批通过（审批号：2015NZKY-020）；患者均

获知情同意。

二、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年龄<70周岁。（2）有慢性胃肠

功能障碍，且时间≥1年以上；符合罗马Ⅳ对肠易激

综合征、慢性功能性便秘、腹泻、腹痛和腹胀的诊断

标准。（3）伴有营养不良，体质指数≤18.5 kg/m2。（4）
根 据 专 业 心 理 医 师 依 据 汉 密 尔 顿 焦 虑 量 表

（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9］和汉密尔顿抑郁

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10］诊断抑

郁症和焦虑症或者抑郁和焦虑状态。（5）育龄期女

性伴有闭经或者月经失调≥6个月。

排除标准：（1）消化道出血、短肠综合征、放射

性肠损伤、各类肠梗阻和炎性肠病等消化道器质性

病变。（2）肿瘤复发或转移。（3）存在全身感染性疾

病。（4）不能耐受或接受鼻肠管、或经皮胃（或空肠）

造口管者。（5）不能接受菌群移植治疗。（6）存在危

及生命的全身并存症。

三、治疗

1.菌群移植（FMT）：所有患者均接受 FMT治

疗，治疗过程与流程见“FMT标准化方法学的建立

与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11］。首先制作标准化菌

液和胶囊，前 3 d为患者肠道准备阶段，每日口服、

或鼻饲、或经皮胃（或空肠）造口管输注万古霉素治

疗（500 mg，2次/d）持续 3 d，如为艰难梭状芽孢杆

菌感染（clostridium difficile infection，CDI）或肠道金

黄色葡萄球菌感染病例，则持续 7 d。再经鼻肠管

或经皮胃（或空肠）造口管连续 6 d注入标准化菌

液，100 ml/次，1次/d。症状轻的患者，连续 6 d予以

口服菌群胶囊，每次 4粒，2次/d。根据症状体征，

可重复 2~3疗程，每疗程间隔 4周。维持和巩固

阶段可连续 6 d给予口服菌群胶囊 1~2疗程，每次

4粒，2次/d，每疗程仍然间隔 4周。同一病例的菌

液和胶囊均由同一供体，每疗程菌液或胶囊均由

200 g粪便制作而成，复发病例重复上述治疗，2次
移植无效者更换供体［12］。

2.营养支持治疗：入院后，先评估是否需要放

置鼻空肠管，若为严重营养不良和肠功能紊乱者，

则需放置鼻肠管（床旁盲插或在X线下放置）。如

不能耐受鼻肠管，预计营养治疗周期≥4周者，则内

镜下放置经皮胃（或空肠）造口管；反之，可考虑经

口予以肠内营养支持治疗。经造影检查明确无梗

阻和消化道器质性病变者，予以 4 184~8 368 kJ/d
的肠内营养支持治疗。肠功能障碍严重，无法短期

内恢复全肠内营养者，可以给予全肠外营养支持治

疗或补充性肠外营养联合肠内营养策略。待全肠

内营养耐受良好后，根据肠功能恢复情况，可嘱少

量多次进食并逐渐减少肠内营养剂量，直至停用并

拔除鼻肠管。

3.心理干预：根据《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第五版）》（DSM-Ⅴ）进行诊断和与治疗［13］。由专

业医师进行心理自测量表初筛，及根据HAMD和

HAMA量表进行诊断，如诊断为焦虑症或抑郁症，

给予心理（如认知行为治疗、人际心理治疗和行为

心理治疗）或者药物对症治疗。抑郁症给予如文拉

法辛、度洛西汀、氟西汀、帕罗西汀、舍曲林、西酞普

兰或艾司西酞普兰等；焦虑症给予阿普唑仑或者氯

硝西泮等。如未达到诊断标准，即为焦虑或者抑郁

状态，则可以结合躯体表现的严重程度，决定给予

表1 本研究43例“同济四联征”患者的临床基本资料

项目

性别［男/女，例（%）］
年龄［岁，x±s（范围）］

病史［例（%）］
慢性便秘

慢性腹泻

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

慢性腹痛腹胀

肠易激综合征

精神状况［例（%）］
抑郁症或存在抑郁状态

焦虑症或存在焦虑状态

育龄期（13~48岁）女性［例（%）］
月经失调

闭经

胃肠道手术史［例（%）］
阑尾切除手术

结肠次全（或全结肠）切除 a

胃肠肿瘤

肠梗阻

胃空肠Roux-en-Y吻合 b

数据

12（27.9）/31（72.1）
35.2±16.7（13.0~68.0）

18（41.9）
9（20.9）
6（14.0）
5（11.6）
5（11.6）

24（55.8）
19（44.2）
26（83.9）c
13（50.0）
9（34.6）
17（40.6）
5（11.6）
4（9.3）
3（7.0）
3（7.0）
2（4.7）

注：a病因为慢性便秘；b病因为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
c31例女性患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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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治疗还是心理治疗。所有患者均进行了疾病

的认知和行为的干预。

四、观察指标和评价标准

1.临床症状的观察：观察并记录患者治疗前和

治疗后 1、3、6个月的症状体征包括慢性便秘、腹

泻、肠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慢性腹痛腹胀和肠

易激综合征患者缓解情况；育龄期女性月经的

情况。

2.问卷评定：采用问卷形式，在治疗前和治疗

后 1、3、6个月时进行评分。胃肠道症状评定量表

（Gastrointestinal Symptom Rating Scale，GSRS）［14］：

16~112分，分数越高说明胃肠道症状越严重。胃

肠道生活质量指数（Gastrointestinal Qality of Life
Index，GIQLI）［15］：0~144分，分数越高说明生活质

量越好。HAMA量表［9］：0~54分，总分<7分为正常；

总分 7~17分，提示可能为抑郁症；总分 17~24分
为抑郁症；总分>24分为严重抑郁症。HAMD量

表［16］：0~56分，总分≤7分为正常；总分>7分，提示

可能为焦虑症；总分≥14分为焦虑症；总分≥21分
提示焦虑症明显；总分≥29分为严重焦虑症。

3.实验室检测：抽血检测患者的总蛋白、白蛋

白、纤维蛋白原、前白蛋白等营养指标和皮质醇、多

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内分泌指标。

五、随访方法

通过门诊以及填写问卷形式进行随访。随访

截止时间为每位患者最后一次治疗结束后6个月。

六、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数据用x±s（范围）

表示，非正态分布以M（范围）表示。治疗前后各时

间点的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P<0.05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一、治疗情况

43例患者 FMT的疗程为（2.8±1.3）（1~6）个疗

程；肠内营养支持治疗（29.4±13.1）（11~74）d。治

疗结束后 1、3、6个月获得随访的病例分别为 39例
（90.7%）、31例（72.1%）和 24例（55.8%）。所有患

者住院期间均进行了心理干预，即疾病的认知和行

为的干预。

二、营养状况、胃肠和精神量表以及神经内分

泌状况

治疗前和治疗后 1、3、6个月营养状况、胃肠和

精神量表以及神经内分泌指标的比较见表2。
三、临床症状的恢复情况

1.胃肠道症状：（1）慢性便秘：18例患者中，

5例完全恢复自主排粪、9例症状明显缓解，4例无

效（2例最终行手术治疗顽固性便秘）；治疗有效率

表2 本研究43例患者治疗前后营养状况、胃肠和精神量表以及神经内分泌指标的变化（x±s）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1个月

治疗后3个月

治疗后6个月

F值

P值

时间

治疗前

治疗后1个月

治疗后3个月

治疗后6个月

F值

P值

例数

43
39
31
24

例数

43
39
31
24

汉密尔顿
抑郁量表
（分）a

22.79±6.63
19.00±6.75
10.35±4.21
9.92±7.24
19.080
<0.001

营养指标

体质量
（kg）

40.61±8.88
43.74±9.30
47.65±6.74
50.45±6.23
9.113
<0.001

体质指数
（kg/m2）
15.17±1.87
15.97±1.59
17.99±1.48
19.58±1.42
46.363
<0.001
汉密尔顿焦虑
量表（分）b

17.15±4.34
14.41±3.86
9.57±4.40
7.73±4.10
16.145
<0.001

总蛋白
（g/L）

60.99±5.99
63.10±5.74
64.07±5.20
64.21±4.23
2.715
0.022

皮质醇（nmol/L）c
08∶00

284.81±128.57
269.90±101.68
258.58±140.29
262.33±118.28

0.328
0.805

白蛋白
（g/L）

35.07±3.76
35.59±4.34
36.42±3.54
37.04±4.53
1.506
0.220

16∶00
218.88±111.15
193.74±73.89
185.23±67.36
189.88±80.89

1.136
0.337

前白蛋白
（mg/L）

150.14±56.04
192.44±69.47
223.90±64.72
258.17±86.94
15.124
<0.001

24∶00
129.72±58.67
113.28±37.86
108.93±43.75
116.08±59.91

1.230
0.300

纤维蛋白
（g/L）
2.29±0.47
2.33±0.48
2.39±0.47
2.48±0.34
1.096
0.350

胃肠道症状
评定量表
（分）

29.35±3.56
26.60±23.43
20.45±3.65
18.25±2.56
76.230
<0.001
多巴胺

（nmol/L）c

32.91±10.65
24.40±12.53
13.54±6.68
13.02±5.58
33.220
<0.001

胃肠道生活
质量指数

56.23±10.34
67.26±10.90
83.10±17.22
91.04±20.39
38.830
<0.001

去甲肾上腺
素（ng/L）c

49.75±15.23
40.13±18.19
23.52±13.22
19.21±9.58
31.270
<0.001

注：a24例患者的数据；b19例患者的数据；c26例女性患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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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4/18。（2）腹泻：9例患者中，6例完全治愈，2例
症状明显缓解，1例无效；治疗有效率为 8/9。（3）肠

系膜上动脉压迫综合征：6例患者中，4例治愈，1例
症状缓解，1例无效最终行手术治疗；有效率为 5/6。
（4）慢性腹痛腹胀：5例患者中，2例症状消失，2例
症状缓解，1例无效；有效率为 4/5。（5）肠易激综合

征：5例患者中，4例症状完全缓解，1例无效；有效

率为4/5。肠功能总有效率为81.4%（35/43）。

2.内分泌症状：26例育龄期女性患者，随访

6个月后发现。（1）月经失调：13例患者中，7例恢复

正常，3例好转，3例无效。（2）闭经：9例患者中，8例
恢复月经，其中 5例完全恢复，3例处于经量少，无

规律状态，1例仍未恢复。内分泌功能总有效率

69.2%（18/26）。

讨 论

慢性胃肠功能障碍性疾病是影响着超过三分

之一人口的常见疾病，在罗马Ⅳ诊断标准中，将功能

性胃肠病重新定义为肠-脑互动异常［4，17］。因此，在

针对“同济四联症”的治疗中，首先需要重视“肠-脑

轴”对该类疾病诊疗的临床意义。近年来大量的研

究证实，肠-脑轴在功能性胃肠病和精神心理疾病中

的重要作用，肠道菌群被认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肠

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能够与中枢神经系统和肠道

之间进行信号通信［1］。在功能性胃肠疾病如慢性便

秘、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消化不良和腹痛腹胀等均

存在不同程度的菌群结构丰度和代谢产物的紊乱。

我们前期研究结果也显示，慢性便秘粪便样本中双

歧杆菌属和乳酸杆菌属明显低于正常人群，黏膜样

本中双歧杆菌也明显低于正常人群［18］。同时，我们

还研究了慢性便秘黏膜菌群的改变，同样显示，慢性

便秘患者结肠黏膜菌群物种丰富度和多样性指数均

显著低于正常人群。我们近期研究发现，便秘患者

瘤胃球菌含量与疾病史呈正相关，以及罗斯菌属与

乙酸酯、丁酸酯的含量呈正相关［19］。

虽然肠-脑轴的作用已在诸多疾病中被揭示，

但临床应如何进行干预，尚缺乏科学依据。当前的

研究中，益生菌、益生元以及心理干预是临床常用

的手段，对于轻中度的疾病有一定的效果，但对于

严重的脑肠互动异常性疾病，疗效局限。FMT在慢

性便秘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认可，我们团队在国际上

最早开展 FMT在慢性便秘、腹泻和肠易激综合征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治疗中的应用并发

现，FMT在改善便秘、腹泻、IBS的同时，可以明显改

善精神症状［2］。国际上有诸多关于 FMT改善精神

症状的报道，将抑郁症患者体内的肠道菌群移植到

无菌动物体内，可以诱导受体动物出现抑郁症的行

为［20］。相反，将健康人群的粪便移植至自闭症、帕

金森病、焦虑症等患者，在改善肠道功能的同时，精

神行为亦得到明显改善［21］。基于此，改善肠道菌群

平衡，可能具有对肠功能和精神系统存在双重调节

作用。本研究结果显示，FMT对胃肠功能有效率为

81.4%。

FMT在对胃肠功能改善的同时，精神心理疾病

是否能得到有效的改善、以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是

什么？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对肠功能影响的同时，

其代谢产物或者神经递质可以通过迷走神经系统

和血脑屏障等进入中枢，调控中枢神经系统的活

动；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影响下丘脑-垂体-肾

上腺轴活性，菌群失调可导致多巴胺、去甲肾上腺

素以及皮质醇的合成与释放异常［22］。肠道菌群诸

多代谢产物在肠-脑轴中扮演重要作用，如 4-乙基

苯酚硫酸盐（4EPS）能进入大脑，通过影响大脑中

的少突胶质细胞功能和神经元髓鞘模式，促进小鼠

的焦虑样行为，而减少肠道 4EPS则可产生治疗作

用［6］。基于此，改善肠道菌群可能对精神心理异常

性疾病有治疗作用。FMT治疗自闭症的研究结果

显示，FMT在改善胃肠功能异常的同时，可同时使

自闭症的行为异常得到改善［12，23］。本研究同样证

实，FMT治疗后，在HAMA和HAMD改善的同时，

神经内分泌指标如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也得到

了改善。这进一步证实，FMT对胃肠功能和精神神

经系统均具有调节作用。

严重的肠功能障碍必然导致机体消化吸收功

能障碍，同时在焦虑和抑郁状态下，其容易出现进食

障碍，热卡的摄入不足会进一步引起营养不良的发

生。营养不良本身会损害肠道功能，导致黏膜萎缩、

胃酸和胰酶分泌减少及小肠道细菌定殖增多等吸收

不良，而营养不良的患者会加重精神心理负担［24］。

因此，肠道功能障碍、精神心理异常和营养不良三

者间又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在肠道功能和

精神心理障碍纠正的同时，营养的恢复也至关

重要。

本研究中的 43例患者体质指数在治疗前为

（15.2±1.9）kg/m2，体质量（40.6±8.9）kg，均存在不

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我们的前期研究显示，FMT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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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营养支持在改善肠道功能的同时，对全身营养状

态也有明显的改善作用［25］。本研究经 FMT联合营

养支持治疗后发现，无论患者的体质指数和体质量，

还是总蛋白和白蛋白检测指标，均有明显的改善。

由于营养不良的患者必然导致内分泌代谢失衡，本

研究入组患者有26例为育龄期女性，其中月经失调

13例、闭经 9例。经过治疗随访发现，7例月经失调

患者恢复正常，3例好转；8例闭经患者恢复月经。

在进行胃肠功能和营养治疗的同时，对于严重

胃肠功能障碍性疾病的患者，必须常规进行专业医

师的心理评估、心理治疗和行为干预。在严重的精

神心理障碍的患者中，提倡必须进行专业的心理评

估。如果患者并存心理疾患，仅仅行FMT和营养支

持治疗，常导致疗效欠佳。在治疗过程中，首先，是

患者和家庭成员对该类疾病的认知。在胃肠功能性

疾病中，家庭和社会对该类疾病应予以充分的认识

和理解，营造宽松的氛围，增加患者面对疾病的信

心［26］。及时接受正规的治疗至关重要。其次，是行

为干预。功能性胃肠疾病与滥用药物、饮食、生活和

排粪习惯有很大的关系。如水分摄入不足、单一饮

食、高脂饮食、过度摄入深加工食品习惯与便秘症状

密切相关，尤其在儿童便秘患者多见。克制排粪行

为，被认为是儿童便秘的最常见原因，25%~35%的

患儿用力时排粪失败（或排粪障碍）是导致慢性便秘

的重要原因［27］。最后，是药物干预。在进行心理药

物干预时，必须在专业的心理医师指导下进行，但精

神心理医师进行药物干预时，必须考虑药物本身对

其胃肠功能的影响，如便秘、腹胀和腹泻等［28］。

总之，通过 FMT联合营养支持和精神心理治

疗的整合治疗策略，可显著改善“同济四联征”的临

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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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酶素→阿霉素

阿斯匹林→阿司匹林

疤痕→瘢痕

胞浆→细胞质

报导→报道

病源体→病原体

侧枝→侧支

成份→成分

大肠→结直肠

发烧→发热

返流性食管炎→反流性食管炎

份量→分量

浮肿→水肿

幅射→辐射

腹泄→腹泻

肝昏迷→肝性脑病

肛皮线→齿状线

海棉→海绵

合并症→并发症

何杰金病→霍奇金病

横隔→横膈

化验检查→实验室检查

环胞素→环孢素

机理→机制

机率→概率

机能→功能

肌肝→肌酐

基因片断→基因片段

记数法→计数法

甲氨喋呤→甲氨蝶呤

节段性肠炎→局限性肠炎

禁忌症→禁忌证

抗菌素→抗生素

克隆氏病→克罗恩病

淋巴腺→淋巴结

瘘道→瘘管

录象→录像

尿生殖隔→尿生殖膈

排便→排粪

盆隔→盆膈

剖腹产→剖宫产

其它→其他

牵联→牵连

石腊→石蜡

食道→食管

适应症→适应证

水份→水分

丝裂酶素→丝裂霉素

松驰→松弛

探察→探查

提肛肌→肛提肌

体重→体质量

同位素→核素

图象→图像

胃食管返流→胃食管反流

血色素→血红蛋白

血象→血常规

血液动力学→血流动力学

炎症性肠病→炎性肠病

已往→以往

轶和检验→秩和检验

应急性溃疡→应激性溃疡

影象→影像

瘀血→淤血

愈合期→恢复期

愈后→预后

粘膜→黏膜

粘液→黏液

直肠阴道膈→直肠阴道隔

指证→指征

质膜→细胞膜

转酞酶→转肽酶

姿式→姿势

综合症→综合征

纵膈→纵隔

H⁃E染色→苏木精⁃伊红染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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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文稿中容易出现的错别字及不规范用语

箭头后为正确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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