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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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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抑郁症的发生主要是基因与环境交互作用导致的结果。其中肠道菌群不仅受到宿主基因

调控，也随着饮食和环境等因素而变化。因此，肠道菌群在抑郁症发病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

视。本文围绕抑郁症肠道菌群的改变，抑郁症肠道菌群的改变与症状的关联及肠道菌群的改变与抑

郁症发生机制等，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抑郁症与肠道菌群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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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Depression）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精

神障碍，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兴趣减退

和快感缺失等临床特征，且具有高发病率、高复发

率、高自杀率及高致残率等特点。2017 年世界卫生

组织报告显示抑郁症已成为导致人类致残的第一大

疾病［1］。抑郁症发病机制复杂，是世界范围内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菌群 - 肠 - 脑轴（microbiota-gut-

brain axis，MGBA）相关研究表明机体脑功能状态和

肠道菌群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脑功能［2］。近年来学

者们开始重视肠道菌群与抑郁症的关系。本文将综

述抑郁症与肠道菌群相关性研究进展，为抑郁症相

关研究提供新的信息。

一　抑郁症的肠道菌群改变

动物实验率先证实抑郁症与肠道菌群存在相关

性。起初的研究通过母婴分离、外界压力、社交压

力刺激等方式制造抑郁症动物模型，粪便分析发现，

相对于健康对照组，抑郁症组存在肠道菌群的结构

改变。科克大学 Kelly 等［3］发现，将抑郁症患者粪便

微生物移植到小鼠体内而诱发了其抑郁的行为和生

理特征，如快感缺失、焦虑样行为及色氨酸代谢改

变，进而推断肠道菌群可能在抑郁症发病的复杂机

制中起作用。

由于临床研究的不可控性强、干扰因素多，及

大多数微生物不能或者难被纯培养，以临床抑郁症

患者为对象的研究面临很多问题。近年来，随着分

子生物学及高通量测序技术的运用，对抑郁症患者

肠道菌群的研究取得突破进展。2015 年 Jiang 等［4］

比较 46 例抑郁症患者和 30 例健康对照的粪便微生

物构成时，发现抑郁症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高于

健康对照组。与健康人群相比，抑郁症患者肠道菌

群中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放线菌门比例明显升高，

厚壁菌门细菌比例显著降低。2016 年 Aizawa 等［5］发

现相对于健康人群，抑郁症患者肠道普遍存在较低

数目的双歧杆菌和 / 或乳酸菌。2017 年 Rong 等［6］对

18 例抑郁症患者和 24 例健康对照者进行研究，发现

两组在菌群丰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在菌种和

功能通路上有差异，抑郁症组氨基酸球菌属、发酵

型氨基酸球菌等微生物表达较多，而嗜二氧化碳噬

细胞菌、绿色糖单胞菌等表达下降。2018 年有研究

对男女抑郁症患者比较，寻找性别差异的肠道菌群，

发现男女抑郁症患者中细菌类群差异最大的分别是

放线菌门和拟杆菌门［7］。最近 Qi 等［8］发现抑郁症患

者肠道菌群多样性高于对照组，且拟杆菌属、普氏

菌属、另枝菌属等丰度明显低于对照组，而毛螺菌

属和副杆菌属等丰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综上临床研究，抑郁症患者的肠道菌群多样性

变化及差异菌群存在分歧，这可能是由于肠道菌群

组成复杂，且受到性别、遗传、年龄、区域［9］、药

物和饮食等多种因素影响，不断发生动态变化；对照

组的设置不一致；粪便菌群检测方法不一致等。但这

些研究均证实抑郁症患者存在肠道菌群改变，为后

续的肠道菌群的重建，治疗抑郁症的研究提供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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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抑郁症肠道菌群的改变与症状的关联

临床研究证实，抑郁症患者肠道菌群的改变与

症状严重程度存在相关性。Qi 等［8］研究显示，抑郁

症患者病情严重程度与抗炎性细菌拟杆菌属和栖粪

杆菌属丰度成反比，与毛螺菌属丰度成正比。Jiang

等［4］发现柔嫩梭菌属细菌的丰度与抑郁症的严重程

度呈负相关。还有研究进行纵向研究，发现随着抑

郁症患者病情改善，粪便微生物中的普雷沃氏菌和

克雷伯菌存在相应比例的降低，且它们所占比例的

改变与汉密尔顿抑郁量表评分呈显著相关［10］。以此，

有研究提出，改变的肠道菌群作为抑郁症可能的诊

断及监测生物标志物［7，10］。截至目前尚无发现抑郁

症的明确生物标记物，而肠道菌群是否可作为标志

物尚无定论。对此，2018 年，国内有研究指出用菌

群模型预测疾病风险时，须注意区域普适性［9］。国

外 Gilbert 等［11］提示在研究菌群在疾病中的作用机制

时，应注意：深入菌株层面，在人群研究中鉴定疾病

相关菌群特征并用动物实验验证，这样菌群本身可

作为疾病生物标志物。因此，改变的肠道菌群作为

抑郁症生物标志物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三　肠道菌群的改变与抑郁症发生机制的研究

有研究发现，与正常人相比，抑郁症患者血清

IgM 和 IgA 中位数的升高对肠道革兰肠杆菌、假单胞

菌、绿脓杆菌、克氏柠檬酸杆菌、摩根氏菌和肺炎

克雷伯杆菌的脂多糖具有不利影响，推测“易位”肠

道共生细菌激活免疫细胞进而诱导 IgA 和 IgM 应答，

这种现象可能通过引起免疫通路的进行性扩增而在

抑郁症的病理生理学上起作用［12］。研究发现抑郁症

患者存在双歧杆菌和乳酸菌等菌种的减少，而这些

菌种会提高体内血浆内五羟色胺前体和色氨酸的水

平，降低五羟色胺的主要代谢产物五羟吲哚乙酸的

含量，此外还会降低整体炎症水平从而产生抗抑郁

作用［13］。Rong 等［6］对比健康对照组发现：抑郁症组

氨基酸球菌属的表达上调，提示肠道氨基酸球菌属

的表达失调可能参与了抑郁症的发病；抑郁症组肠道

菌群色氨酸代谢通路的表达增高，可能与抑郁症患

者肠道细菌促进色氨酸代谢有关，而肠道色氨酸代

谢的改变可能引起脑内 5-HT 水平改变，提示与抑郁

症发病机制密切相关；肠道细菌可能通过 P53 信号通

路参与抑郁症的发病。这些研究提示肠道菌种和功

能通路的改变可能影响抑郁症的发病，而改变肠道

菌群结构是否有助于抑郁症的治疗，值得进一步深

入研究。  

四　调整肠道菌群在抑郁症治疗中的应用

益生菌是一类对宿主有益的活性微生物，是定

植于人体肠道、生殖系统内，能产生确切健康功效

从而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发挥有益作用的活性有

益微生物的总称。摄入某些益生菌似乎是抑郁症的

潜在治疗方法。

心梗后抑郁症大鼠模型，在喂食益生菌（L. 

helveticus R0052 混合 B. longum R0175）后，抑郁样

行为得到纠正［14］。还有 Abildgaard 等［15］研究者，通

过将 40 只 Sprague-Dawley 老鼠随机分为控制组和高

脂肪饮食组，喂食 5 周后，再将大鼠随机分到载体

（VEH）组或益生菌（有 8 个菌株组成）组干预五周，

发现独立于饮食，益生菌治疗显著减少强迫游泳测

试中的抑郁样行为。此外，益生菌治疗使受刺激的

血液单核细胞的细胞因子产生偏向于 IFNγ，IL2 和

IL4，而损害 TNFα 和 IL6。非靶向血浆代谢组学分

析显示益生菌提高了吲哚 -3- 丙酸（一种潜在的神

经保护剂）的水平。这些纵向前瞻研究证明了益生

菌在动物实验中具有抗抑郁作用，为抑郁症患者益

生菌的临床试验提供了潜在新途径。

Cepeda ［16］进行了基于大量人群的横断面研究，

发现益生菌的使用与该国抑郁症的低抑郁率无关。

与之发现不同的是，Akkasheh 等［17］对 40 例抑郁症患

者，设计了双盲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参与者消耗

益生菌补充剂或安慰剂 8 周，并在基线和治疗后均

进行贝克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评估。结果显示，益生菌补充剂组显著降低

了 BDI 评分，改善了包括情绪在内的总体症状。还

有 Bambling 等［18］通过对 12 名难治性抑郁症患者

（treatment-resistant 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TRD），

进行益生菌和乳清酸镁联合治疗，8 周后患者的抑郁

状况得到明显改善，转为常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

剂治疗，但 16 周后发现患者症状又出现复发。最近

Tsuyoshi Miyaoka 等［19］的研究也肯定益生菌在抑郁症

治疗中的作用。他们将 40 例 TRD 患者，随机分为干

预组与对照组，均进行抗抑郁药物治疗，但前者每

天辅助 C. butyricumMIYAIRI588（CBM588）60mg 治

疗，8 周治疗后，初步数据表明，CBM588 与抗抑郁

药联合使用对治疗 TRD 有效且耐受性良好。益生菌

对抑郁症状影响的研究存在差距和不一致，使其难

以实现确认疗效的证据。这可能与干预方式不一致、

干预的持续时间长短、益生菌的种类剂量及定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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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包括直接的菌群拮抗和相关的宿主生理功能）等

因素有关，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此，Toscano 等［20］针

对性的提出改进措施，包括：① 对益生菌产品中的

菌株有详细了解；②选择对胃肠道环境有耐受性的益

生菌菌株；③选择的益生菌菌株必须能够在肠道中定

殖等。

综上所述，抑郁症与肠道菌群有着密切的联

系；且证实抑郁症患者肠道存在明显的菌群改变，

包括特定的功能菌和通路。虽然益生菌的使用还不

能成为临床干预抑郁症的确切手段，但毕竟有积极

成果［17-19］。尤其最近有研究提示从益生菌的选择策

略［20］，为今后开发基于益生菌的抑郁症患者靶向治

疗指明了方向。

五　展望

希波克拉底曾预言，一切疾病均起源于肠道。

肠道菌群可能是解密抑郁症发生的一把金钥匙，还

可能被研究人员探索操纵以缓解抑郁症状的潜力。

但由于肠道微生物组成复杂，相互作用，影响因素

多；从众多候选差异菌群中，筛选出与抑郁症相关的

敏感性菌株仍充满挑战。今后研究在匹配合适对照

的同时，还要研究肠道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积

极寻找特异性强的益生菌，克服肠道天然的抗定殖

特性，为大规模的临床应用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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