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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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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道菌群作为人体庞大的微生态系统与许多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临床研究和动物实验表明，中药可维持肠道微
生态的平衡，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也逐渐被阐释。该文通过归纳总结近 5 年来的文献，以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为线
索，
从肠道菌群的研究方法和中药有效成分、提取物及复方调节肠道菌群的相关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为中药在肠道菌群
调节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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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large micro-ecosystem in the human body，the intestinal microbiota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many diseases． The clinical investigations and animal experiments have show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TCM） could maintain the balance of the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system． This review summarized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literatures on the regulation
effects of TCM，including different effective ingredients，extracts and Chinese herbal formulae，on intestinal microflora in recent five
years，in order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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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菌群对人类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成为近些年来

向调节作用，研究中药与肠道菌群的相互作用，对于阐释中

研究的热点。肠道菌群是人体内最复杂和种群数量最高的

药的作用机制是很好的补充。本文通过查阅近 5 年的国内

共生微生物生态系统，肠道内微生物群的代谢作用相当于人

外文献，从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角度归纳总结中药复方、

体器官中的另一个虚拟器官。人体肠道中定植的细菌的数

提取物及其有效成分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14

量约为 1×10 个，是自身细胞数的 10 倍。正常情况下，肠道

1

菌群处于动态平衡，然而当环境、药物、毒素等引起肠道菌群

1. 1

肠道菌群的研究方法
基于分离培养的方法

失调时，就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肠道菌群失衡与心脑血管

基于分离培养的方法是采用不同的选择性培养基分离

疾病、代谢疾病、免疫类疾病、胃肠道类疾病以及精神类疾病

培养细菌，将分离的细菌用染色、生化反应及血清学实验等

等密切相关，因而肠道菌群被认为是潜在的药物干预的重要
［1］

方法进行鉴定，用倍比稀释和菌落计数来测定活菌数量。该

。中药多以口服形式进入消化道，近年来的研究表

方法比较 成 熟，但 是 对 于 非 常 复 杂 的 肠 道 微 生 物 系 统 有

明，
中药及复方具有很好的促进肠道菌增殖的益生元样作

90% ～ 99%的微生物目前尚无法进行培养，因此分析结果不

用，反过来，肠道菌群也可转化中药有效成分，同时还有着双

够全面，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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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收稿日期］ 2018-07-05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81773999） ； 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实培计划”毕业设计（ 科研类） 项目
［通信作者］

*

吴霞，教授，主要从事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与新药研发，Tel： （ 010） 83911671，E-mail： wuxia6710@ 163．com； * 米双利，研究员，主要

从事肠道菌群对疾病的调节作用及机制研究，Tel： （ 010） 84097730，E-mail： mishl@ big．ac．cn
［作者简介］ 于岚，E-mail： yulan_0126@ 163．com

34

于岚等： 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的内毒素血症，调节肝肠轴激活、降低脂肪毒性，通过抗炎、

分子生物学

1. 2

目前主要用于肠道微生物研究的分子生物学手段有 16S

抗氧化及益生元的作用对非酒精性脂肪肝起到一定的治疗
［8］

rDNA 测序、全基因组鸟枪法测序，宏转录组测序，FISH 荧光

作用

。在赭曲霉毒素 A 致肠毒性的小鼠模型中，槲皮素通

原位杂交、实时荧光定量 PCＲ、变形梯度凝胶电泳等。其适

过增加双歧杆菌 Bifidobacteria 和乳酸杆菌 Lactobacillus 的数

用范围广、分析结果全面、获得的信息丰富，适于肠道菌群的

量，抑制 β 葡萄糖苷酸酶的活性，降低了肝肾中赭曲霉毒素

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研究。目前常用宏基因组学方法和实时

A 导致的 DNA 损伤［9］ 。黄芩苷可通过降低肠道中革兰阴性

荧光定量 PCＲ 技术研究中药对肠道菌群的影响。实时荧光

菌与阳性菌的比值，减少内毒素的入血及炎性因子的分泌，

定量 PCＲ 技术通过将荧光基团加入到 PCＲ 反应体系中，通

从而减轻代谢性炎症

［10］

。茶多酚及茶皂素可以减少肉仔鸡

过荧光积累对 PCＲ 进行实时监测，通过绘制标准曲线实现

肠道中的大肠杆菌 Escherichia coli 的数目，增加乳酸杆菌的

对微生物的定量分析。该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只能对基因进

数目，从而增加肉仔鸡的体质量，增强其抗氧化能力

行定量测定，容易出现假阳性，且一次只能测定一种或一类
［3］

肠道微生物

。宏基因组学是将研究对象中全部微生物的

遗传信息看做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方法，常用于肠道菌群的

［11］

。芒

柄花苷可使肠道内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的数量增加，肠杆菌
Enterobacter 及肠球菌 Enterococcus 的数量降低，且对不同肠道
［12］

菌群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呈浓度相关性

。在间歇性睡眠剥

定性定量分析。16S rDNA 测序法是根据细菌 16S rDNA 序

夺大鼠模型中，姜黄素组大鼠肠道菌群数量整体增加并趋于

列特征对细菌进行种属鉴定，包括细菌基因组 DNA 提取、

正常，
其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及拟杆菌 Bacteroides 的数量显

16S rDNA 特异性引物 PCＲ 扩增、扩增产物纯化、DNA 测序、

著提高，产气荚膜梭菌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的数目显著降

序列比对等步骤，主要研究菌群的物种组成、物种间的进化

低，推测其可能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改善大鼠的精神行为活

［4］

关系以及群落的多样性等

。宏转录组学主要研究特定环

［13］

动

。阿魏酸可使大鼠排泄物中短链脂肪酸的含量降低，低

境、
特定时期群体细胞在某功能状态下转录的所有 ＲNA（ 包

聚糖的含量有所提高，提示阿魏酸可能是通过调节肠道菌群

括 mＲNA 和非编码 ＲNA） 的类型和拷贝数，从而对群体整体

的平衡治疗肥胖、
炎性肠病

［5］

进行相关的功能研究

。体外实验表明，
苦丁茶中的双

咖啡酰奎宁酸具有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可增加 Alistipes、拟

。

质谱技术

1. 3

［14］

杆菌属、
双歧杆菌属、Butyricimonas、梭状芽胞杆菌属 Clostridi-

利用质谱技术可以分析不同状态下的肠道菌群的蛋白

um sensu stricto、埃 希 氏 杆 菌 属 Escherichia / Shigella、Parasut-

质图谱。蛋白质作为菌群不同功能的执行者，具有十分重要

terella、
Ｒomboutsia、
颤杆菌属 Oscillibacter、韦永氏球菌属 Veil-

的研究意义。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 MAL-

lonella、
考拉杆菌属 Phascolarctobacterium、毛螺菌属 Lachnospir-

DI-TOF MS） 是一种操作简便、鉴定准确、快速、高通量的菌种

acea incertae sedis、吉米菌属 Gemmiger、
链球菌属 Streptococcus、

［6］

鉴定方法，也是研究菌体表达蛋白的有力工具。高丽娟等

嗜血杆菌属 Haemophilus 的丰度，降低瘤胃球菌属 Ｒuminococ-

采用基质辅助激光解析电离飞行时间质谱（ MALDI-TOF） 和

cus、Anaerostipes、
小杆菌属 Dialister、巨型球菌属 Megasphaera、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 HPLC-MS） 对 100 例婴幼儿的粪便

单细胞菌属 Megamonas、
普氏菌属 Prevotella 的菌群数量

的微生物组成进行了分析。

2. 1. 2

2

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中药的经典给药方式为口服，经过消化道转化吸收后起

［15］

生物碱

。

生物碱（ alkaloids） 是一类具有较强的生理

活性的物质，广泛存在于中药中。小檗碱又称黄连素，是常
用中药黄连、黄柏的主要成分。小檗碱可以显著降低肥胖大

作用，现代研究表明补益类中药具有扶植肠道正常菌群生

鼠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同时降低产短链脂肪酸细菌的含量，

长、调节菌群失调、起到益生元的作用，通过影响肠道菌群的

包括 Allobaculum、拟 杆 菌、Blautia、Butyricoccus、Phascolarcto-

结构来预防和治疗疾病。

bacterium 等，与二甲双胍起到相似的治疗效果［16］ 。戎鑫仁

2. 1
2. 1. 1

中药有效成分及提取物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多酚类

多酚类化合物是植物的一类重要次生代谢

［17］

等

发现，小檗碱可使糖尿病大鼠肠道内双歧杆菌数量显

著增加，大肠杆菌数量显著降低； 血糖、LPS、胰岛素抵抗指数

产物，也是多种中药的有效成分，如黄酮类、单宁类、酚酸类

等均呈下降趋势，提示小檗碱可能通过调整肠道菌群，从而

以及花色苷类等。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多酚类化合物能有效

降低糖尿病大鼠的血浆内毒素水平，进而发挥降糖作用。小

调节肠道菌群的紊乱。槲皮素能有效调节高脂饮食致肥胖

檗碱还可使脂肪性肝炎大鼠肠道内双歧杆菌（ P＜ 0. 01） 、乳

大鼠的肠道菌群紊乱，抑制与饮食导致肥胖相关的韦荣球菌

酸杆菌的数量有所增加，提高血清中转氨酶的含量，使肝炎

Erysipelotrichaceae、芽孢杆菌 Bacillus、圆柱状真杆菌 Eubacte-

得到一定的缓解

［7］

rium cylindroides 的生长

。对于肥胖致非酒精性脂肪肝大

［18］

。它还可降低非酒精性脂肪肝大鼠肠道

内 Faecalibacterium prausnitzii 的水平、提高拟杆菌丰度，通过
［19］

鼠，槲皮素 可 以 显 著 降 低 厚 壁 菌 门 Firmicutes 与 拟 杆 菌 门

调整肠道菌群降低肝脏脂肪硬化程度

Bacteroidetes 的细菌的比值，降低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 细菌

2. 1. 3

的数量，从而恢复大鼠肠道菌群的失衡，抵抗高脂饮食诱导

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地调节肠道功能，维持机体健康。黄精

多糖

。

中药多糖可以从肠道免疫、肠道屏障、肠道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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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可以显著降低 2 型糖尿病大鼠肠道内拟杆菌门和变形菌

效应与其对肠道菌群的调节有关

门细菌的丰度，增加厚壁菌门的瘤胃球菌属的细菌数量来调

林可霉素致小鼠肠道菌群失调，具有调节微生态作用

［20］

节肠道菌群的平衡而发挥功效

。蒲公英多糖能够改善
［24］

。桑

。麦冬多糖通过增加拟杆

椹中得到的新多糖 FMP-6-S2 及其降解产物可以增加拟杆菌

菌和降低厚壁菌的数量使高脂饮食小鼠的肠道益生菌比例提

［25］
门中的益生菌 B． thetaiotao －micron 的数量 。夹江石斛多

高，进一步研究表明麦冬多糖还可以改变小鼠肠道的乳酸杆

糖

菌中 L． tainwanensis 和 L． murinus 2 种 菌 的 代 谢 产 物 的 含

糖

［21］

量

。马齿苋多糖可使硫酸葡聚糖钠诱导的溃疡性结肠炎

小鼠肠道中的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数量明显增加，而肠杆菌、

［26］

、山 药 多 糖［27］、山 茱 萸 多 糖［28］、桑 叶 多 糖［29］、酸 浆 多

［30］

均能够促进小鼠肠道益生菌的生长，对肠道菌群失调具

有调节作用。
2. 2

中药提取物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肠球菌的数量明显下降，同时提高抗炎细胞因子 IL-10 的水

研究表明一些补益类的中药可以促进肠道内益生菌增

IL-6 的水平，
平，
降低致炎细胞因子 TNF-α，
通过抗炎和降低肠

殖、抑制病原菌增殖，起到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而一些苦

道过度的免疫反应以调节肠道微生态失调，对溃疡性结肠炎

寒清热类中药，在抑制致病菌增殖的同时也会抑制益生菌的

［22］

发挥治疗作用
表1

。黄芪多糖对高脂饮食致肥胖小鼠的减肥

生长，长期大量使用可能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 表 1） 。

单味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Table 1

Ｒegulation of herbs on gut microbiota
作用形式

中药名称

动物模型

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益生菌

致病菌

蜂蜜［9］

无菌蒸馏水稀释

赭曲霉毒素造成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
肝肾损伤大鼠

黄精［20］

总皂苷

2 型糖尿病大鼠

决明子［31］
黄连［32］
绞股蓝［33］
人参［34］

蒽醌提取物
总生物碱
三萜皂苷提取物
人参皂苷提取物

藤三七［35］
芫荽［36］

总皂苷
挥发油

白术［37］

醇提物

绿茶［38］

醇提物

千金子［39］
地黄叶［40］
熟地黄［41］

醇提物
醇提物
水提物

灵芝［42］

水提物

金银花［43］
红参［44］

水提物
水煎液

薏苡仁［44］

水煎液

大黄［45］
黄柏［46］

水煎液
水煎液

黄芩［46］

水煎液

枸杞子［47］

水煎液

非酒精性脂肪肝大鼠 Lactobacillus 1） ↑，Bacteroides 1） ↑
Oscillospira 1） ↓
1）
高血脂大鼠
Prevotella ↑，Bacteroides↑
Desulfovibrio C21_C20 1） ↓
Firmicutes↑，Proteobacteria
Proteobacteria↓
正常小鼠
－
正常小鼠
Clostridium butyricum 1） ↑， Pseudomonas
1）
fluescens ↑
Allobaculum↑，Alloprevotella↑
Bilophila↓，Staphylococcus aureus↓
代谢综合征小鼠
－
抗生素致肠道菌
E． coli 1） ↓
群失调肉仔鸡
－
糖尿病大鼠
B． thetaiotaomicron1） ↑，Methanobtevibacter
1）
smithii ↑
－
肥胖大鼠
Firmicutes / Bacteroidetes 1） ↑，Bacteroides /
Prevotella 1） ↑
－
正常小鼠
Lactobacillus 1） ↓
糖尿病肾病大鼠
Bifidobacterium 2） ↑，Lactobacillus 1） ↑
Peptostreptococcaceae2） ↓
肥胖中年女性
Bifidobacterium1） ↑，Actinobacterium 1） ↑， Blautia 1） ↓
Firmicutes 1） ↓
－
肥胖小鼠
Firmicutes / Bacteroidetes 1） ↓
1）
1）
－
肥胖大鼠
Akkermansia ↑，Bacteroidetes / Firmicutes ↑
E． coli↓
三硝基苯磺酸致 B． animalis↑，B． longum↑，Lactobacillus↑
溃疡性结肠炎大鼠
－
三硝基苯磺酸致 B． animalis↑，B． longum↑，Lactobacillus↑
溃疡性结肠炎大鼠
E． coli↓
急重症胰腺炎大鼠 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
体外抑菌试验
Lactobacillus 1） ↓
S． aureus2） ↓，E． coli1） ↓
2）
体外抑菌试验
Lactobacillus ↓
S． aureus2） ↓，E． coli2） ↓
2）
2）
抗生素致肠道菌 Bifidobacterium ↑，Lactobacillus ↑
E． coli 1） ↑
群失调小鼠

山银花［48］

浸膏

抗生素致肠道菌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
群失调小鼠

海榄雌［49］

无菌粉末

健康海葵鱼

菊苣根［50］

超微粉末

免疫抑制小鼠

干燥粉末
葛根［51］
破壁饮片
丹参［52］
破壁饮片
红景天［52］
注： ↑增加； ↓降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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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erichia coli 1） ↓

F． ruminococcaceae1） ↑，F． ruminococcus1） Proteobacteria 1） ↓，Enterobacteriaceae1） ↓
↑，Veillonellaceae family1） ↑，Anaerovibrio1） ↑

－

Bifidobacterium↑，Lactobacillus↑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正常小鼠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体外培养
Bifidobacterium 2） ↑，Lactobacillus 2）
体外培养
Bifidobacterium 2） ↑，Lactobacillus 2）
2）
P＜0. 05， P＜0. 01； －． 未提及（ 表 2 同） 。

－

↑
↑
↑
↑

E． coli 1） ↓，Enterococcus 1） ↓
E． coli 1） ↓
－
－

于岚等： 中药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terium 等生长，
抑制致病菌 Enterococcus，Escherichia coli 等的繁

中药复方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2. 3

中药复方具有多成分、多层次、多靶点起效的特点，近年

殖，
对肠道菌群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也是其发挥疗效的机制

来的研究表明中药复方能扶植益生菌 Lactobacillus，Bifidobac-

之一。目前研究较多的有健脾祛湿、
补益肝肾类复方（ 表 2） 。

表2

中药复方对肠道菌群的调节作用

Table 2

Ｒegulation of Chinese herbal formulae on gut microbiota

中药复方

主要药味

对肠道菌群的影响

动物模型
益生菌

致病菌

祛湿化瘀汤［53］

非酒精性脂肪肝 Bacteroidetes↑
茵陈蒿、栀子、虎
杖、姜黄、地耳草
大鼠

Enterococcus↓

二神丸［54］

补骨脂、肉豆蔻

Escherichia coli 2） ↓，E． faecalis ↓

脾肾阳虚泄泻大鼠

Bifidobacterium longum 2） ↑，Lactobacillus 2） ↑

1）

四君子汤［55］

人 参、白 术、茯 脾虚小鼠
苓、甘草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B． fra- E． coli 1） ↓
gilis1） ↓

复方苍术方［56］

苍术、薏 苡仁、蒲 正常小鼠
公英、山楂

Bifidobacterium 2） ↑

E． coli 1） ↓，E． faecalis 1） ↓

参苓白术散［57］

人 参、茯 苓、白 脾虚小鼠
术、山药、白扁豆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

E． coli 1） ↓，Enterococcus． 1） ↓

大承气汤［58］

大 黄、厚 朴、枳 急性胰腺炎患者
实、芒硝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

E． coli 1） ↓，Enterococcus 1） ↓

温阳益气活血
［59］

方

肥胖 2 型糖尿病
丹 参、赤 芍、桃
仁、当归、桂枝
患者

－

E． coli 1） ↓，Enterococcus 1） ↓

鳖甲煎丸［60］

非酒精性脂肪肝 Bacteroides 1） ↑，Fusobacterium 1） ↑
鳖甲胶、阿胶、蜂
房、鼠妇虫、土鳖虫 大鼠

消脂汤［61］

非酒精性脂肪肝
山楂、何 首乌、决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Fuso- E． coli 1） ↓
明子、丹参、虎杖
小鼠
bacterium1） ↑
2 型 糖 尿 病 湿 热 Bifidobacterium 1） ↑
葛 根、黄 芩、黄
E． coli 1） ↓
证患者
连、甘草

葛根芩连汤［62］
黄连解毒汤［63］

黄 连、黄 芩、黄 高脂血症小鼠
柏、栀子

大黄牡丹汤［64］

大 黄、芒 硝、桃 体外实验
仁、牡丹皮、冬瓜仁

千金黄连丸［65］

黄连、生地黄

七味白术散［66］

抗生素致肠道菌 Bifidobacterium 2） ↑，Lactobacillus 2） ↑
人参、白 茯苓、炒
白术、藿香叶
群失调小鼠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1） ↑，Bacteroides 1） ↑
Lactobacillus↑，Lactococcus↑
E． coli↓

2 型糖尿病 KKAy Bifidobacterium 1） ↑，Lactobacillus 2） ↑
小鼠

生晒参、乌梅、山 腹泻大鼠
加味人参乌梅
楂、山药、石榴皮
汤［67］

Firmicutes 2） ↑，Bacteroides 2） ↓

玉屏风散［68］

Cellulolytic bacteria 1） ↑

黄芩、白术、防风

力克斯兔

展望

3

－

－

－
Closteridium difficile2） ↓
－
Sterptococcus1） ↓，
Enterococcus1） ↓

用与肠道菌群数量、功能的变化及代谢产物的差异进行系统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肠道菌群与宿主健康和疾病的关系

深入的研究，以阐明中药及复方缓解某些疾病的作用机制，

十分密切，人们越来越重视肠道菌群对机体健康的影响，一

有助于提高中药的疗效与新药的研究开发。肠道菌群和中

旦肠道菌群紊乱，就会引起一系列疾病的发生。中药在中医

药成分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共同特征，这也为中药的研究

“辨证论治”“整体思想”的理论指导下，用于治疗疾病和防

提供更多新的研究思路。

治未病，与肠道菌群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数中药具有促进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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