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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非培养技术的进步及肠道微生态的研究进展

孙丽莹 杨云生

人类肠道微生物群落被认为是人类的“第二指纹”及“第

二基因组”

［

1

］

， 微生物的基因组数量是人类基因组的 150 多

倍，这些微生物构成人体的一个独立器官，参与机体的代谢，

并与各器官之间相互关联，对人类健康具有深远影响

［

2-3

］

。 如

何定义复杂的微生物生态系统，通过研究技术的不断进步来

探索它们的作用是 21 世纪微生物学中重要的研究计划。

长期以来，研究肠道菌落一直是依靠细菌培养，然而，在

人类肠道中，绝大部分种类的细菌不能用现有的培养方法获

得

［

4-5

］

。随着非培养技术、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微生态的

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1 微生物非培养技术的进展

1985 年，Lane�等

［

6

］

通过直接分析样本中细菌的 5S�rRNA

和 16S�rRNA 的基因序列， 描述了环境样本中的微生物多样

性，从而开启了非培养技术的里程碑。 在生物进化的漫长过

程中，rRNA 即核糖体 RNA 分子保持相对恒定的生物学功能

和保守的碱基排列顺序，同时也存在着与进化过程相一致的

突变率，有些分子排列顺序存在非常小的变化，从这种排列

顺序可以检测种系发生的关系。 rRNA 在结构上可分为保守

区和可变区， 位于原核细胞核糖体小亚基上的 16S�rRNA 结

构和碱基排列较易于进行序列测定和分析比较，16S�rRNA 序

列的高度保守性可精确指示细菌之间的亲缘关系，为系统发

育重建提供线索；可变区则可以揭示生物物种的特征核酸序

列， 是种系鉴定的分子基础。 细菌的 rRNA 有 5S�rRNA、16S�

rRNA、23S�rRNA�3 种类型，其中 16S�rRNA 的大小为 1500�bp

左右，所含信息能反映生物界进化关系，易操作，适用于各级

分类单元， 而基于 16S�rRNA 的这些特点，16S�rRNA（rDNA）

基因序列研究已经成为细菌基因组的基础。16S�rDNA 是编码

原核生物核糖体小亚基 16S�rRNA 的基因， 是细菌分类学研

究中最常用、最有用的分子。

每个细菌种类的 16S�rRNA 都不同， 每个细菌的类别也

都难以界定， 但是可把 16S�rRNA 基因序列相似度在 97%以

上的定义为一类，即一个操作分类单位（OTU）。 一个约 1.5�kb

的 16S�rRNA 基因序列有 9 个短的可变区， 用于区分细菌分

类。 这些区域的一个或者多个序列可作为一个群落统计的

靶点。

在聚合酶链反应（PCR）基础上，对微生物多样性研究技

术主要有 16S�rDNA 指纹图谱技术及基于测序基础上的克隆

文库技术和近年发展的新一代高通量测序技术。16S�rDNA指

纹图谱技术主要有变性梯度凝胶电泳（DGGE）和随后发展的

温度梯度凝胶电泳（TGGE）。Muyzer�等

［

7

］

1993�年首次将 DGGE

技术用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研究。 2001 年，Zoetendal 等

［

8

］

运

用 DGGE 技术分析了宿主基因型、生理和环境因素对肠道微

生物组成和功能的影响，发现成人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相对

比较稳定，且具有亲缘关系，表明宿主基因型及其相关因素

是影响肠道微生物的重要因素。 但 DGGE/�TGGE 技术的敏感

度有一定限制，只能检测到 1%的微生物菌落，且在进行 PCR

扩增时可能会忽略数量少但功能重要的细菌。

与指纹图谱技术相比，16S�rRNA 全长基因克隆文库技术

分析序列片段长、信息量较大。 美国 Applied�Biosystems（ABi）

公司 1987 年推出第一台测序仪 ABi370， 开始使用 Sanger测

序法，用引物经 PCR克隆出全长的 16S�rRNA基因，这种方法

可从大范围的生物体中扩增基因。 克隆的 16S�rRNA 基因用

Sanger法进行测序，研究通常对每个样本产生 100个序列。

2005 年，Eckburg 等

［

5

］

对 3 位美国健康个体肠道不同部

位菌群结构的 13�335 条 16S�rRNA 基因进行了测序分析，证

实人体肠道菌群 80%由不能培养的微生物组成，其中硬壁菌

门（Firmicutes）和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占主要支配地位。以

细菌 16S�rRNA 序列分析为基础的分子生物学技术， 使得肠

道内不能被培养的微生物基因序列可以被获得。 这种检测方

法能够识别出在群落中占主要地位的微生物，而对那些丰度

值较小的生物体的分析受到了限制。Sanger测序价格昂贵，且

由于其依赖电泳分离技术，使得测序受限，无法广泛应用在

科研领域。

2005 年，454 生命科学公司创建了 454 测序， 即边合成

边测序，随后和罗氏公司推出了 GS�FLX 系统，成为新一代测

序技术的先驱，并于 2005 年刊登在 Nature 杂志上

［

9

］

。 目前第

二代测序技术平台主要是罗氏公司、Illumina 公司及 ABi 公

司的测序平台

［

10

］

。 新一代测序技术无需克隆这一复杂的过

程，而是使用接头进行高通量并行 PCR 及测序反应，利用高

效的生物信息分析系统对大量的测序数据进行拼接和分析，

由于它的高通量、较长的读取片段、较低的成本而被广泛地

应用于科研领域。

随着高通量 DNA 测序技术的突破， 使人类在基因测序

基础上的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实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2006 年人类最后一个染色体， 即 1 号染色体的测序完成

［

11

］

。

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 2005 年

［

12

］

，

截至 2011 年 9月已发表文章 1000 余篇。 伴随着测序成本的

降低及生物信息学的不断进步，宏基因组学（metagenomic）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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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也随之迅速发展并应用于微生物研究领域。 宏基因组的概

念 1998 年由 Handelsman 等

［

13

］

首次提出，即是环境中全部微

小生物遗传物质的总和。 通过提取总 DNA 后进行高通量测

序， 大规模的序列分析直接研究环境中的微生物有机体群

落，而不需要经过分离、培养单一种类的微生物，从而获得大

量的基因序列信息，掌握微生物群体的组成、分布情况以及

各种属的含量及丰度等，发现过去无法得到的、未知的微生

物信息。 人类微生物组学计划（HMP）

［

14

］

已经用 454 平台对从

健康人体内提取的 10�000 个样本进行了测序， 以 16S�rRNA

基因的 V3～V5 区域为靶点，每份样本平均产生 7000 个序

列

［

15

］

，这对于 Sanger 序列分析方法来说是一个强大的扩充。

HMP 项目检测了人体的 18 个部位， 提供了关于人类微生物

组的深入研究结果。

2 人类肠道微生态的研究进展

关于人类肠道微生物群落的研究近 10 年来迅速发展，

从 1990 年至 2009 年关于肠道微生物相关的文章成数倍增

长，至 2010年已达 1366 篇

［

16

］

人类肠道末端微生态的宏基因组研究的真正开展是从

2006年 Gill 等

［

17

］

对 2 位健康成人粪便标本的 DNA 测序才开

始的，其构建了 2 个宏基因组文库，通过大规模鸟枪法测序，

共得到 33�753�108�bp 长度序列信息， 含有 50�164 个开放读

码框，发现肠道微生物基因组中富含参与碳水化合物、氨基

酸、甲烷、维生素和类异戊二烯代谢的基因，确定了微生态的

存在可以增强多糖、氨基酸和外源性物质的代谢。

2007 年 Kurokawa 等

［

18

］

对 13 个来自美国和日本的未断

奶婴幼儿和健康成人的肠道末端微生物群落进行了宏基因

组测序和分析，表明未断奶婴幼儿的肠道微生物群落结构简

单，而且个体之间的种属和基因组成呈明显变异；而成人肠

道微生物的组成、功能相对一致，与宿主年龄或性别无关，而

饮食可影响微生态的构成。 成人和婴幼儿的肠道微生物中分

别富集了 237和 136个基因家族，其中 25％的功能与碳水化

合物代谢有关。

2011 年 Arumugam 等

［

19

］

对来自不同国家的 33 个粪便标

本进行了宏基因组研究， 应用 DNA 同源测序技术将宏基因

组读码与 1511 个相关的参考基因组相比对， 通过多维聚合

分析和主成分分析（PCA）揭示，33 个样本构成了 3 个可以区

分的集落，被定义为肠型。 这 3 种肠型均是通过拟杆菌属（肠

型 1）、普氏菌属（肠型 2）、瘤胃球菌属（肠型 3）3 种细菌属的

水平差异来确定的。 肠型 1 包括 8个样本，富含拟杆菌属，此

肠型主要是从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发酵获得能量； 肠型 2

包括 6 个样本，富含普氏菌属和共生的脱磷孤菌属，能够协

同降解表达在肠道黏膜层的黏糖蛋白；肠型 3 是最常见的肠

型，富含瘤胃球菌属和共生的 Affmansia，共同被认为是构成

降解黏蛋白的细菌种类。 另外，一些低丰度的细菌，如产甲烷

菌，会对宿主产生有益的特殊影响。

关于肠道微生态的改变与人类疾病的关系，以及相关的

实验动物模型也已有一些相关报道。 在动物结肠炎、肥胖、

1型糖尿病模型中， 宿主基因的缺乏可以导致肠道微生态的

改变，将一个改变的肠道微生态转移或传递到另一宿主可以

改变疾病的预后

［

20-23

］

。

关于代谢综合征的数据表明，肠道微生物构成的变化在

疾病的发生中发挥作用。 对小鼠的研究显示，拟杆菌门和厚

壁菌门丰度有所变化

［

24

］

。 在大鼠模型的研究中，缺乏 Toll 样

受体 5（TLR5）的肠道微生态的改变会导致出现代谢综合征

的表现

［

25

］

。 此外，在动物模型中，将肥胖小鼠肠道菌群移植到

非肥胖、无菌小鼠，可出现代谢综合征相关的特征表现

［

26

］

。 其

作用机制可能是膳食纤维转变到短链脂肪酸所提供的能量，

影响肠道激素的水平和肠道通透性的增加，造成脂多糖整体

水平的升高。

在人类肠道中微生态种系多样性的减少和偏移与肥胖

相关，且有可能影响个体从营养素中获取能量。 但肥胖和瘦

弱的个体在饮食上可能有巨大的差异。 因此，不能排除饮食

或其他不确定的因素是否影响到所观察到的微生物变化。

Turnbaugh 等

［

27

］

在一对肥胖和消瘦的双胞胎之间进行了

肠道宏基因组的研究，结果表明，与消瘦个体相比较，肥胖个

体的肠道细菌出现多样性减少以及细菌基因丰度改变。

2010�年，作为人类肠道宏基因组计划（MetaHIT 计划）的

一部分，我国华大基因研究院学者参加的研究中

［

28

］

收集

了 124位来自丹麦和西班牙的超体重或肥胖成年人和炎症性

肠病（IBD） 患者粪便标本， 从其粪便中提取总 DNA， 应用

Illumina-based测序技术进行深度测序，从每个样本可获得平

均 4.5�Gb（2.0～7.3�Gb）的核酸序列。 结果显示，总共获得了

576.7�Gb 的核酸序列，330 万个人体肠道宏基因组的参考基

因，这个基因集中包含了绝大部分目前已知的人体肠道微生

物基因，但还有一些是目前未知的微生物基因。 估计人类肠

道中存在约 1000～1150�种细菌， 平均每个个体约含 160�种

优势菌种。 与非 IBD 个体相比较，IBD 患者平均少了 20%的

基因，与以前观察的结果相一致，细菌多样性减少。

其他一些研究也表明肠道微生态的显著改变与 IBD 相

关

［

28-31

］

。 IBD 基本发病机制的一个主要假设是肠道微生物群

落和黏膜免疫系统之间异常通信的存在

［

32

］

，管腔内细菌会引

发免疫炎症反应刺激，从而导致黏膜损伤。 正常黏膜的防御

主要依赖于 IgA 抗体被分泌到肠腔内，中和微生物从而避免

黏膜炎症。 然而在 IBD中， 黏膜产生的针对肠道细菌的 IgG

抗体显著增加。 且黏膜 T淋巴细胞对常见的肠道菌群抗原反

应性增加。另有一些研究显示，IBD 患者的微生物群与健康志

愿者不同之处包括优势菌属的生物多样性较低，高变异性及

组成和空间分布（黏膜附着的细菌高浓度）随时间推移而改

变。 克罗恩病患者的微生物群是以柔嫩梭菌菌群多样性降低

为特征，而梭状芽孢菌属被描述有抗炎作用

［

31

］

，同时有变形

菌门和放线菌门数量的增加

［

30

］

。

自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相关疾病也与肠道微生物定

植的紊乱相关。 Penders 等

［

33

］

进行的队列研究表明，大肠埃希

菌的早期定植增加了发生湿疹的风险，艰难梭状芽孢杆菌的

定植与湿疹、反复发作的喘息和过敏性致敏较高的发生风险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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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内细菌的定植在出生后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以及

中枢神经系统的发育和成熟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在神经

系统发育障碍的自闭症患者粪便菌群中梭状芽孢杆菌属的

某些亚型发生改变

［

34-35

］

。

关于肠道微生态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及肝硬

化等肝脏疾病中的作用也有一些研究。 在 NASH 的发病中存

在着“二次打击”的发病机制，一次打击是指脂肪酸代谢失

衡， 导致肝细胞脂肪变性， 二次打击是指氧化应激 / 代谢应

激，失控的细胞因子的产生

［

36

］

。 在 NASH 患者，肝 TLR4 表达

增加

［

37

］

；在 TLR4 缺乏时，由高脂饮食诱发的肝脏脂肪变性减

轻

［

38

］

；TLR4 的激活在第一次打击中起作用，而肠道微生态在

第二次打击中有潜在的作用。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

患者肠道通透性增加，小肠细菌过度增长

［

39

］

；移位的细菌成

分促进肿瘤坏死因子 -α（TNF-α）从库普弗细胞释放，诱导

通过 TLR4 和 TLR9 信号途径导致的肝脏炎症

［

40-41

］

。高脂饮食

可通过肝白细胞介素 -12（IL-12）的产生减少肝脏自然杀伤

T 细胞（NKT 细胞）的数量，导致肝脏促炎细胞因子如 TNF-琢

和 γ- 干扰素（IFN-γ）的产生和肝脏炎症的进一步加重

［

42

］

。

通过益生菌改变肠道微生态可以增加肝脏 NKT 细胞的数量，

减少 TNF-琢 的表达和肝脏炎症

［

43-45

］

。 NASH 患者使用长双歧

杆菌和低聚果糖治疗 24 周后可以改善胰岛素抵抗， 并减轻

NASH 的组织学活动度

［

46

］

。

在对肝硬化患者的研究中，Chen 等

［

47

］

通过 454 焦磷酸测

序分析了肝硬化患者的粪便标本。 其拟杆菌门较健康人显著

减少，而蛋白菌与梭杆菌却增多；肠杆菌、韦荣球菌和链球菌

占主要地位，肝硬化患者的粪便中有 149 个 OTU，其中大部

分属于毛螺菌科（65 个 OTU）、链球菌科（21 个 OTU）、韦荣球

菌科（23个 OTU）。

为了阐明肠道微生态和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关系，欧盟第

七框架计划资助的子项目中 MetaHIT�计划 2006 年底启动；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2007 年底启动了 HM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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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其初步的研究结果公布了人类微生态的 178 个细菌基因

组目录，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和蛋白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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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展 望

人类肠道微生态的整个基因组空间远远没有被覆盖，其

中低丰度的基因是否真正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相关仍然有许

多是未知的，多种疾病状态下的肠道微生态的变化也仍然未

知，且至目前为止关于肠道微生态宏基因组的研究主要是粪

便标本，它并不能呈现整个肠道的情况。 对于肠道微生态的

深入研究以了解人类肠道中的所有微生物群落、细菌的物种

分布以及哪些分子、基因、遗传位点导致了宿主免疫反应的

多样化、导致了疾病的发生，将有助于许多疾病的诊断与治

疗，为肠道微生物与人类疾病的关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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