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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患者粪便标本的微生物种群分布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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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脑卒中后抑郁患者粪便标本的微生物种群分布变化。方法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在我院治疗的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 64 例，取同期我院健康体检人员 60 例作为对

照组，统计分析两组样品的 Good’s Coverage 指数、OTU 种类、chao I 指数、ACE 指数、Simpion 指数、

Shannon 指数、Evenness 指数、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门、科、属水平上比较。结果　研究

组样品的 OTU 种类显著多于对照组（P< 0.05），chao I 指数、ACE 指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

在厚壁菌门水平上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在氨基酸球菌科、理研菌科、灯盏花科、梭杆菌科、

紫单胞菌科、肠杆菌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在瘤胃菌科、普雷沃氏菌科、毛螺菌科、

单毒丝菌科水平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 0.05），在相炭疽杆菌属、昔梭菌属、大肠杆菌 / 志贺菌属、

罗氏菌属、内腔腔隙属、布罗蒂亚属、副鞭毛虫类属、泽泻属、副翅类属、巨单胞菌属水平上均显

著高于对照组（P< 0.05），在普氏菌属、普拉梭菌属、瘤胃球菌属、小杆菌属水平上均显著低于对照

组（P< 0.05）。结论　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粪便标本的微生物种群分布变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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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of microbi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fecal specimens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ZOU Xuecan，GUO Yanmei，JIA Weiping，et al. The people hospital of Xinzheng City，Xinzheng 4511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hanges of microbial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n fecal specimens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Methods　64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in our hospital from August 2016 to Au-

gust 2018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s study group，and 60 health examinees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group. The Good's Coverage index，OTU types，Chao I index，ACE index，Simpion index，Shannon 

index，Evenness index，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OTU species in the study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Chao I index 

and ACE index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relative abundance in Bacteroides，Proteus and Clostridiu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in Phytoplasma sclerenchyma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and in 

Aminococcidae. The levels of Sciences and Research Bacteriaceae，Breviscaceae，Clostridium，Purple Fungi and En-

terobacteriacea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Rumen Bacteriaceae，Pre-

votellaceae，Trichomonas and Monotoxicaceae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Anthraceae，Clostridium，Escherichia coli/Shigella，Rosella，Lacunaria and Bromopsi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Tia，Paraflagellates，Alisma，Paraptera and Giant Aeromonas were sig-

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  0.05），while the levels of Prunella，Clostridium，Rumen Coccus 

and Microbacterium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P<0.05）. Conclusion　The distribution of 

microbial population in fecal specimens of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epression varies grea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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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中后抑郁的发生率 36.4％~43.7％左右 ［1］。病

程较长，会影响机体内分泌系统、神经系统，严重

的情况下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肠粘膜屏障功能［2］。

因此，本研究探讨了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粪便标本

的微生物种群分布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6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我院脑卒中

后抑郁症患者 64 例，其中男性 36 例，女性 28 例，

年龄 40~65 岁，平均（52.3±8.4）岁；中风病程 1 天

~4 周，平均（2.2±0.7）周。在脑卒中类型方面，38
例为脑缺血，20 例为脑出血，6 例为混合型。将这

些患者作为研究组，另随机选取同期我院健康体检

人员 60 例作为对照组，其中男性 34 例，女性 26 例，

年龄 41~65 岁，平均（53.5±8.6）岁。两组人员的一

般资料比较差异均不显著（P>0.05）。

1.2　纳入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1）均为首次发生中风；2）均符合中

风病诊断标准［3］；3）均符合抑郁症诊断标准［4］。排

除标准：1）有精神疾病；2）合并其他严重疾病；3）

无法有效配合研究。

1.3　方法

1.3.1　标本采集　将两组人员的 10g 左右清晨

第 1 次粪便中段标本收集起来，将 100mg 粪便样本

精确称取出来，在 2ml 无菌离心管中放置，共 3 份，

其中 2 份在基因组 DNA 提取效率比较试验与测序中

应用，另 1 份备用。采集后 1min 内处理完所有粪便

标本，然后在 -80℃的冰箱中保存备用。

1 .3 .2　粪便细菌基因组 DNA 抽提　以较快

的速度将样品中所有细菌基因组 DNA 抽提出来，

在 -20℃的冰箱中保存备用。

1.3.3　PCR 扩增　PCR 扩增过程中将靶标设

定为 16S rRNA 基因 V3 可变区，其引物为 534R：

5’-CGCCCGCCGCGCGCGGCGGGCGGGGCGGGG

CACGGGGGGACCCTACGGAGGCAG- 3'，341F：

5-GTATTACCGCGGCTGCTGG-3'，有 40bp GC 夹子

出现在下游引物中。依据 Muyzerdeng 方法扩增 16S 

rRNA 基因 V3 可变区。PCR 扩增过程中运用两步

法：1）采用 Touchdown PCR，反应程度为在 95℃、

95℃、65℃的温度下分别进行 3min 的预变性、1min

的变性、1min 的退火，每 2 个循环降低 1℃，然后

在 72℃的温度下进行 1min 的延伸，共执行循环 20
个；之后在 95℃、55℃、72℃的温度下分别进行

1min 的变性、1min 的退火、1min 的延伸，共执行循

环 5 个，最后在 16℃的温度下进行 10min 的维持。

1.3.4　454 焦磷酸测序（二代高通量测序与技

术）　分析肠道菌群结构组成的过程中运用 Barcoded 

454 测序方法，PCR 扩增过程中应用 16S rRNA 基因

V3 可变区通用引物 5338 5’-TTACCGCGGCTGCTG

GCAC-3'，27F 5-AGAGTTTGATCCTGGCTCAG-3'。

将 8 个碱基（NNNNNNNN）的唯一 Barcode 加入上

下游引物的 5’端进行 454 高通量定向平行多样本检

测，454 焦磷酸测序后用来对不同样本进行识别。

PCR 扩增的反应程序为：在 94 ℃、94 ℃、55 ℃、

72℃的温度下分别进行 3min 的预变性、30s 的变

性、30s 的退火、30s 的延伸，共执行循环 30 个；然

后在 72℃的温度下进行 7min 的反应，在 4℃的温度

下维持。之后用 1.0％琼脂糖凝胶对扩增结果进行

检测。用 QIAuick Gel Extraction Kit 割胶回收扩增产

物，用 50 μl EB buffer 洗脱回收产物。采用 NanoDrop 

ND-1000 核酸定量仪检测核酸定量，同时确认核酸

电泳半定量。等分子数混合 59 个样本的 PCR 产物，

然后在 GS FLX（Ibche）平台上对混合后样本进行

454 测序。氧化荧光素将光信号释放出来，在此过程

中严格依据碱基配对时释放的焦磷酸，最后将测试

原始序列读取出来。

1.3.5　生物信息学分析　454 测序后将原始序

列数据获取过来，将具有较高的质量、和要求相符

的有效序列筛选出来，区分含有总序列中的单个样

本来源的序列数，在此过程中严格依据 Barcode 所含

信息，从而比较样本间差异。将所有引物及 Barcode

去除，调整序列为 5’-3’方向，将 OTU 生成，为下

一步分析提供良好的前提条件。采用 Mothur 软件对

菌群多样性（Evenness 指数、simpson 指数、Shannon

指数）、相似性曲线、丰度（ACE 指数、Chao 指数）

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将相似度水平为 97％的 OTU

充分利用起来。

1 .3 .6　细菌分类学比对、聚类、统计分析　

应用高质量 16S 序列数据库（RDPII 数据库），运用

WNDBLAST 方法，对比其和最相似的序列来鉴定

16S rDNA 基因片段的种类。统计所有细菌的分类

学，同时进行主成分分析（PCA）。通过对不同样品

的 OTU 组成进行分析，将样品间的差异与距离反映

出来，运用方差分解 PCA，在二维坐标图上反映多

组数据差异，坐标轴能够将方差的两个特征最大限

度地反映出来，从而对不同样本不同组别间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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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样品的 Simpion 指数、Shannon 指数、

Evenness 指数比较

两组样品的 Simpion 指数、Shannon 指数、

Evenness 指数之间的差异均不显著（P>0.05），具体

见表 2。
表2　两组样品的Simpion指数、Shannon指数、Evenness指数

比较（x±s）

组别 Simpion指数 Shannon指数 Evenness指数

研究组（n=64） 0.15±0.04 3.50±0.11 0.49±0.12

对照组（n=60） 0.10±0.03 3.10±0.10 0.54±0.13

t 1.638 1.533 1.476

P >0.05 >0.05 >0.05

2.3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

在门水平上比较

研究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

拟杆菌门、变形菌门、梭杆菌门水平上均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在厚壁菌门水平上显著低于对照

组（P<0.05），具体见表 3。

2.4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

在科水平上比较

研究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

氨基酸球菌科、理研菌科、灯盏花科、梭杆菌科、

紫单胞菌科、肠杆菌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在瘤胃菌科、普雷沃氏菌科、毛螺菌科、

单毒丝菌科水平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但在

拟杆菌科水平上的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表 4。

2.5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

在属水平上比较

研究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

相炭疽杆菌属、昔梭菌属、大肠杆菌 / 志贺菌属、

罗氏菌属、内腔腔隙属、布罗蒂亚属、副鞭毛虫类

属、泽泻属、副翅类属、巨单胞菌属水平上均显著

高于对照组（P<0.05），在普氏菌属、普拉梭菌属、

瘤胃球菌属、小杆菌属水平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

（P<0.05），具体见表 5。
表3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门水平上

比较（％，x±s）

组别 拟杆菌门 变形菌门 梭杆菌门 厚壁菌门

研究组（n=64） 63.4±9.6 2.88±0.77 1.82±0.57 30.3±5.6

对照组（n=60） 60.2±9.4 2.13±0.07 1.16±0.05 34.1±5.2

t 3.182 2.776 2.571 2.447

P <0.05 <0.05 <0.05 <0.05

群落菌群多样性的分类学差异、直接而深刻地影响

疾病的细菌种属进行观察。

1.4　统计学分析

计量资料用（x±s）表示，用 t 检验；计数资料

用率表示，用 χ2 检验。采用 SPSS21.0，检验水准

α=0.05。

2　结果

2.1　两组样品的 Good’s Coverage 指数、OTU

种类、chao I 指数、ACE 指数比较

研 究 组 样 品 的 O T U 种 类 显 著 多 于 对 照 组

（P<0.05），chao I 指数、ACE 指数均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5），但两组样品的 Good’s Coverage 指数

之间的差异不显著（P>0.05），具体见表 1。

表1　两组样品的Good’s Coverage指数、OTU种类、chao I指数、ACE指数比较（x±s）

组别 Good’s Coverage指数 OTU种类（个） chao I指数 ACE指数

研究组（n=64） 0.953±0.121 620.3±100.5 1800.2±300.5 3000.2±500.4

对照组（n=60） 0.957±0.125 430.2±70.5 1300.2±200.5 2400.2±400.2

t 1.886 4.303 6.965 4.541

P >0.05 <0.05 <0.05 <0.05

表4-1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科水平上比较（％，x±s）

组别 氨基酸球菌科 理研菌科 灯盏花科 梭杆菌科 紫单胞菌科 肠杆菌科

研究组 4.08±1.18 6.61±2.00 1.20±0.21 1.81±0.25 3.50±1.04 1.40±0.34

对照组 1.12±0.03 0.19±0.06 0.40±0.10 0.92±0.31 1.00±0.03 0.09±0.02

t 3.306 3.365 3.000 2.990 3.996 2.985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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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卒中后抑郁症与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功能障

碍、神经生物功能障碍等多种因素相关［5］。目前肠

道菌群失调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视［6］。研究表明：调

节肠道菌群失调能够改善患者的抑郁状态［7］。卒中

后抑郁也表现为长期情绪低落［8］。本研究发现：研究

组样品的 OTU 种类显著多于对照组（P<0.05），chao 

I 指数、ACE 指数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微

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

梭杆菌门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在厚

壁菌门水平上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在氨基酸

球菌科、理研菌科、灯盏花科、梭杆菌科、紫单胞

菌科、肠杆菌科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在瘤胃菌科、普雷沃氏菌科、毛螺菌科、单毒丝菌

科水平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在相炭疽杆

菌属、昔梭菌属、大肠杆菌 / 志贺菌属、罗氏菌属、

内腔腔隙属、布罗蒂亚属、副鞭毛虫类属、泽泻属、

副翅类属、巨单胞菌属水平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在普氏菌属、普拉梭菌属、瘤胃球菌属、

小杆菌属水平上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和既

往相关医学研究结果一致 ［9-10］，既往研究也发现：和

正常人群相比，卒中后抑郁症患者肠道微生态环境

中具有显著不同的细菌群落均衡性与多样性。

总之，脑卒中后抑郁症患者粪便标本的微生物

种群分布变化大，但本研究只是一个初步研究，进

一步的研究还要探讨患者粪便标本的微生物种群变

化和症状的相关性以及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新的治疗

的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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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科水平
上比较（％，x±s）

组别 瘤胃菌科 普雷沃氏菌科 毛螺菌科 单毒丝菌科 拟杆菌科

研究组 8.35±1.87 10.20±3.44 10.02±2.74 0.63±0.37 42.12±7.26

对照组 12.52±2.03 12.23±2.53 11.22±2.30 1.11±0.03 44.23±7.42

t 2.980 2.976 2.915 2.971 1.460

P <0.05 <0.05 <0.05 <0.05 >0.05

表5-1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属水平
上比较（％，x±s）

组别
相炭疽 
杆菌属

昔梭 
菌属

大肠杆菌
/志贺菌属

罗氏 
菌属

内腔腔
隙属

布罗蒂
亚属

副鞭毛
虫类属

研究组 3.8±1.2 1.8±0.6 1.0±0.3 1.4±0.4 2.3±0.7 1.1±0.3 7.3±1.2

对照组 1.2±0.3 0.9±0.2 0.4±0.1 0.6±0.2 1.6±0.5 0.4±0.1 5.3±1.2

t 3.333 3.067 3.057 3.047 0.038 3.030 3.022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表5-2　两组样品的微生物群落结构及其相对丰度在属水平上比较（％，x±s）

组别 泽泻属 副翅类属 巨单胞菌属 普氏菌属 普拉梭菌属 瘤胃球菌属 小杆菌属

研究组 6.6±1.3 1.1±0.3 2.5±0.8 9.3±1.6 3.8±1.2 0.3±0.1 0.7±0.2

对照组 1.9±0.6 0.8±0.2 2.0±0.6 12.5±2.3 1.0±0.3 0.5±0.1 0.9±0.2

t 3.996 3.104 3.091 3.078 3.930 3.326 3.286

P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