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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链脂肪酸在精神疾病中的研究进展

彭会清 、 贺　莹 、 欧阳丽君 、 陈晓岗

【摘要】精神障碍的发病机制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脑内，微生物 - 肠 - 脑轴的提出对肠道与中枢神

经系统的交互方式有了进一步深入了解。短链脂肪酸作为肠道微生物的主要代谢产物，本身具有透

过血脑屏障的特点，并能通过代谢、免疫、神经内分泌、迷走神经等多方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在

精神障碍中的影响和治疗潜力值得研究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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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短链脂肪酸介绍

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指

碳原子数不超过 6 的有机酸，主要包括乙酸、丙酸、

丁酸、异丁酸、戊酸、异戊酸和己酸，是大肠微生

物代谢的主要终末产物之一。因为肠道包含人体中

最多的微生物群，这些微生物通过发酵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肽和糖蛋白前体等这些难以消化的大分子

参与人体代谢过程，产生短链脂肪酸及其它代谢产

物。

肠道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又受众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肠道运输时间、饮食、温度、pH、老龄化、神

经内分泌、药物等，因此短链脂肪酸的产生、数量、

比例也会随着这些相关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短链脂

肪酸在大肠近端的含量最高，结肠中乙酸、丙酸、

丁酸的含量比也约为 3：1：1［1］。SCFAs 的代谢也有

区别：70％～90％的丁酸在结肠被消耗为能量来源，

乙酸和丙酸大部分被运输至门静脉，而丙酸在门静

脉处通过糖异生被肝脏代谢后，乙酸成为外周血中

剩余浓度最高的酸。

二　SCFAs的生理作用

SCFAs 主要通过与 G 蛋白耦联受体结合在人

体内发挥作用。能与 SCFAs 结合的受体主要包括

G 蛋白偶联受体 43（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43，

GPR43）、GPR41、GPR109a。这些受体在人体大部

分组织中均有分布，其中 GPR41 主要分布在脂肪组

织，GPR43 在免疫细胞中高表达，二者都能与乙酸、

丙酸、丁酸结合，而 GPR109a 则主要表达于脂肪组

织和免疫细胞，且只能被丁酸盐激活。

SCFAs 具有各式各样的生理作用，例如乙酸不

仅能作为周边组织能源物质，调节脂肪细胞分化，

还能合成长链脂肪酸、胆固醇、谷氨酰胺、β- 羟丁

酸等物质。丙酸能作为糖异生的底物，降低胆固醇

活性，刺激瘦素增长；丁酸是结肠、盲肠的主要能量

物质之一，异己酸是肠道微生物组成受损的标志［2］。

目前对 SCFAs 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抗炎、免疫调

节、维持 HPA 轴稳定、维持肠上皮细胞完整性及抗

肿瘤上。

研究表明，大部分 SCFAs 可以通过与 GPR41
和 GPR43 受体结合发挥抗炎作用。人体血液循环

中，高水平含量的 SCFAs 可以缓解人体炎症。有

研究发现，GPR43-/- 小鼠更容易被右旋糖酐硫酸钠

或三硝基苯磺酸诱导产生结肠炎症反应［3］。乙酸可

以抑制右旋糖酐硫酸钠诱导无菌小鼠结肠炎症的产

生，但对 GPR43-/- 小鼠效果不佳［4］。部分 SCFAs 如

乙酸、丁酸可以作为组蛋白脱乙酰酶 -1（（histone 

deacetylase，HDAC-1）抑制剂，影响海马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的表达水平［5］，抑制小胶质细胞的激活。

但并不是所有 SCFAs 都具有抗炎作用，研究发现丙

酸能破坏神经递质的生成，并能激活小胶质细胞［6］。

SCFAs 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在免疫调节中发挥作

用。第一，SCFAs 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显著影响 Treg 细胞的增殖发育及迁移能力，发挥免

疫抑制功能，例如丁酸盐能促进 M2 巨噬细胞活化。

第二，SCFAs 通过与 G 蛋白耦联受体结合，抑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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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粒细胞趋化、增加抗炎分子的表达，影响 Treg 细

胞的增殖发育和炎症介质的募集［7］，还能调节固有

巨噬细胞 - 小胶质细胞的分化和功能维持中枢神经

系统免疫稳态［8］。除以上两种机制外，SCFAs 还能

通过 Ca2+ 动员介导白细胞激活，丁酸也介导肠道免

疫球蛋白 A（Immunoglobulin A，IgA）的分泌增强粘

膜免疫功能。因此，SCFAs 在应对急性和慢性炎症

的免疫调节作用上是必不可少的。

SCFAs 在维持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稳定上

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乙酸、丙酸、丁酸能跨越血脑

屏障，通过调节神经 - 内分泌系统，缓解 HPA 轴亢

进，减轻心理应激诱导的行为改变。Gagliano 等［9］的

研究表明，SCFAs 可以降低促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

素（corticotropin releasing hormone，CRH）水平，但

高水平（1200 mg/kg）丁酸可以引发压力应激，显著

提高血浆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ACTH）。

除抗炎、免疫、维持 HPA 轴稳定外，SCFA 在

维持肠上皮完整性、抗肿瘤上也起着作用。肠道中

的 SCFAs 可以间接刺激维持肠道上皮细胞完整性

的关键因子 IL-8 表达［10］。丁酸不仅能介导肠道分

泌 IgA 维持肠上皮完整性，还能通过 AMP 激活蛋

白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改变紧密蛋白的连接，从

而保护肠道上皮屏障。然而，不是所有的 SCFAs 对

肠道都起保护作用，丙酸能刺激双歧杆菌属的生长，

从而增加肠道屏障的通透性。在抗肿瘤方面，SCFAs

能通过维持细胞分裂与凋亡的平衡，抑制肠道和局

部淋巴结中炎性免疫细胞的发育、分化或聚集，从

而起到抗肿瘤效应［11］。

三　SCFAs与肠 -脑轴

随着微生物 - 肠 - 脑轴研究的深入，已有大量

研究证明微生物肠脑轴和中枢神经系统之间存在相

互作用，目前公认最主要的通路有四条：迷走神经

通路、免疫通路、神经内分泌通路和代谢通路，不

同通路之间可以相互影响。SCFAs 作为肠道微生物

代谢的重要终末产物之一，能够直接或间接参与各

个通路的调节。在迷走神经通路中，SCFAs 主要通

过与交感神经系统中高表达的 GPR41 结合，对肠

道中广泛分布的迷走神经起抑制作用；在免疫通路

中，SCFAs 可作为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或通过

G 蛋白耦联受体信号转导通路发挥免疫调控功能；

在神经内分泌通路中，SCFAs 也能通过影响 5- 羟

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和多巴胺等神经

递质的分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研究发现，肠道中

5-HT 随 SCFAs 的减少而减少，乙酸、丁酸、异丁酸

能间接促进 5-HT 的生成［12］。最后，在代谢通路中，

SCFAs 本身作为肠微生物的终末代谢产物之一，通

过结合 3 种 G 蛋白偶联受体发挥神经活性作用。

四　SCFAs与精神疾病

因 SCFAs 能作用于微生物 - 肠 - 脑轴并且能通

过血脑屏障引发大脑中免疫炎症反应的特性，近些

年来，关于 SCFAs 对各类精神系统疾病影响的研究

逐渐展开。

大量研究表明，SCFAs 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及

精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的转归有关。目前精神分裂

症发病机制的假说中包含五羟色胺假说、谷氨酸假

说及神经发育假说，肠道 SCFAs 参与多种神经递质

的生成，从而可能与精神分裂症的发病有关。例如

SCFAs 可以刺激肠道内分泌细胞分泌组胺、血清素、

5- 氨基戊酸和丁酰氨基丁酸等。有研究认为首发精

神分裂症患者粪便总 SCFAs、乙酸、异戊酸和己酸

水平高于正常人，异丁酸水平低于正常人［13］。Zhu

等还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 SCFAs 越高认知功能损害

越严重。在动物实验中，Zhu 还发现摄入过量短链

脂肪酸会诱发小鼠的精神分裂症样行为［14］。在精神

分裂症超高危人群中，贺莹等［15］对精神分裂症超

高危人群的微生物群落特征进行预测，发现 SCFAs

的合成通路——丙酮酸合成、乙酰辅酶 A 合成及

脂肪酸的初始合成通路较对照组有明显激活，精

神分裂症超高危人群肠道中含有更高水平的产丙酸

菌 clostridia，既往也有研究证明超高危人群粪便中

Clostridiales 和 Prevotella 升高，都是肠道中产 SCFAs

的主要菌种。

在抑郁症患者中，SCFAs 可以通过影响 HPA 轴

稳定性影响抑郁症的病程。大部分抑郁症患者都伴

随 HPA 轴亢进的现象，而 SCFAs 可以通过神经内分

泌通路缓解 HPA 轴亢进。如 5-HT 是抗抑郁的重要

神经递质，乙酸、丁酸可以促进 5-HT 的生成，抑郁

症患者体内乙酸、丁酸含量都降低，以致 5-HT 的

生成不足，同时，因乙酸也可被产丁酸的细菌利用

生成丁酸，所以抑郁症患者体内丁酸含量的降低可

能与乙酸含量不足有关。近些年来有提出粪便微生

物群移植治疗抑郁症的方法，有学者认为该理论的

提出可能与 SCFAs 有关。有研究发现，对一个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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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障碍患者进行多次粪便微生物群移植治疗，同

时停止药物治疗，患者的抑郁症状在 6 个月后消失，

躁狂症状在 12 个月后消失［16］。

SCFAs 与自闭症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多。研究

发现，母孕期暴露于丙戊酸盐的胎儿出现自闭症样

行为的风险增高［17］。无菌小鼠缺乏正常的肠道微生

物组合，会产生躲避其他小鼠，回避社交行为的现

象，推测与无法产生适当组成的 SCFAs 有关，同时，

过量摄入丙酸也会在老鼠身上引起类似自闭症的症

状，比如重复的兴趣、特殊的动作和不典型的社会

互动。目前对自闭症患者粪便 SCFAs 含量变化研究

存在争议，Simeng Liu 等研究发现，自闭症患者粪便

中乙酸和丁酸水平较低，戊酸水平升高，从而提出

戊酸是自闭症的另一个相关因素，也有研究结果显

示，自闭症患儿粪便中 SCFAs 总量显著增加，乙酸、

丁酸、戊酸和异戊酸浓度升高，己酸浓度降低［18］。 

五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SCFAs 的作用涉及抗炎、免疫、维

持 HPA 轴稳定等多方面，其主要的成分乙酸、丙酸、

丁酸的含量和比例变化与精神系统疾病关联密切。

目前，SCFAs 与精神系统疾病的研究相对较少，结

论各异，因此，进一步研究 SCFAs 在精神疾病中的

作用能够为我们深入了解精神疾病、改善治疗及预

后提供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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