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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学角度看肠道菌群及其失调后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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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道菌群在人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人体生理与病理息息相关。中医学对肠道菌群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其所
含整体观、天人相应、藏相理论、扶正祛邪、阴阳学说等基础理论与肠道菌群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笔者就中医学辨证论治、方证
对应的治疗模式在治疗肠道菌群失调上的特点、优势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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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的皮肤、黏膜甚至肠道上存在着大量的细菌，它们的

联系。黄腾杰等［３］还从中医体质理论阐述了肠道菌群与人体体

数量甚至远远超过细胞及基因的数量，这些存在于人体中的大

质及健康的相关性。笔者就中医学角度看肠道菌群及其失调后

量细菌称之为细菌群落，而肠道菌群则是指生活在肠道内的细

的治疗作一论述。

菌。这些细菌群落与人体是一种共生的关系，据报道肠道菌群

１

可维持人体消化道平衡，促进消化系统的运行，参与肠道黏膜

中医整体观念与肠道菌群
中医整体观念和天人合一理论认为，人体是个有机整体，

和细胞的更新，分解食物中人体难以消化的大分子，抵御致病

是不可分割，在生理功能上也是互相协作的，同时人体也在适

细胞的入侵，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参与幼儿免疫系统的建

应着外部环境，保持着内部环境的稳态，从而保障了人体正常

立 ［１］。最新研究表明，特定的肠道菌群可通过特定的分子模式

的生理活动。肠道菌群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行使

诱导产生多种炎性细胞及炎性因子从而调节肠黏膜屏障的完整

着不可或缺的职能，人体的免疫消化等功能都离不开它，而肠

性，进一步影响黏膜的免疫功能，从而引起免疫性炎症，与自

道菌群的生存又离不开人体这个宿主。这两者密不可分，缺一

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２］。肠道菌群

不可，是一个整体，共同完成其生理上的职能。而在病理上

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许多疾病的发生、发展都与肠

它们又相互影响，肠道菌群的失调直接影响宿主的健康，宿

道菌群的失调密不可分。中医基础理论中的整体观、天人相

主机体的情志、饮食、代谢紊乱等也影响着肠道菌群的正常

应、藏相理论、扶正祛邪、阴阳学说与肠道菌群存在着紧密的

生理功能［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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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相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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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状态”致病，使整个微生态菌群的比

测脏”是藏相理论的高度概括。藏之于内之内脏即为“藏”，

例、数量、分布发生改变而致病，而非单一的某几种菌致病的

观之于外之症候即为“相”。如果把肠道菌群认为是藏在人体

增多就会致病。这种观点与中医学说中的正邪理论在“整体

内部的一个脏，那么就可以根据藏相理论通过人体外在的一些

观”层面上是完全契合的。而从整个人体的角度去看，人体内

临床症状来推测其内在的生理及病理变化。如临床可以通过观

的微生态平衡其实应该是属于正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体

看患者的舌苔脉象，结合患者发热、腹胀、腹痛、腹泻、便秘

内的细菌群落在正常情况下数量、种类以及比例上是保持着相

等临床症状，四诊合参来判断患者肠道菌群的生理及病理状

对稳定的，并且与宿主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平衡，不仅不

［５］

况，为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依据。张秀容等 总结的 《快速诊断

会致病，而且对维护人体健康起到有益作用，具有抗御外源病

肠道菌群失调症粪便图谱》 就是以相测藏的一种表现形式。

原体的能力［７］。

1.2

阴阳学说 《素问·调经论》 曰：“阴阳匀平，以充其形，

２

菌群失调后的治疗

九候着一，命曰平人。”中医学认为，机体阴阳的平衡包括了

治疗肠道菌群失调应当辨证论治，方证对应，同时顾护脾

两部分：其一是机体内部，如五脏六腑的阴阳平衡；其二是机

胃，通降腑气。著名经方大家黄煌曾说“有此证，用此方，方

体与外环境两者相互之间的阴阳平衡，阴阳平衡标志着人体的

证对应，药到病除”。肠道菌群失调的常见的中医临床症状有

健康。机体的阴阳平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阴与阳之间保

神疲乏力、腹痛、纳差、泄泻等。根据这些临床的证，可以通

持着动态平衡的结果。阴阳学说指出：阴与阳实则是在阴阳对

过相应的中药方剂，对症治疗。

立、阴阳互根、阴阳消长和阴阳转化的统一体中，两者之间的

2.1

动态平衡，维持着人体内物质与生理功能的稳定，从而保证了

泻为主要症状，兼有纳差，呕吐，精神恍惚。病情迁延日久则

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阴阳学说认为，人体疾病不论外感

久病致虚。中医虚证的临床症状：神疲乏力，精神萎靡，面色

病或内伤病，究其原因不外乎阴阳失调，其病理变化的基本规

白，脉细弱等与其不谋而合。据报道，多种补虚类药物能起

律不外乎阴阳的偏盛或偏衰。而肠道菌群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可

到益生元样的效果，甚至合用益生菌能起到合生元的作用 ［８］。

以看做是个阴阳匀平的系统，若人体饮食不洁、情志失调、虚

补中益气汤作为中医方剂补气的代表方剂，广泛运用在临床

劳、外感实邪等入侵，西医上抗菌谱过广、肿瘤化放疗、靶向

实践中。李克玉等 ［９］用党参给小鼠灌胃（人体推荐剂量 ３０ 倍），

药物的应用，尤其是抗生素的长期应用均可引起肠道菌群失

１４ 天后发现可提高 ＢＡＬＢ／Ｃ 小鼠肠道乳杆菌水平，降低大肠

［６］

调，阴阳平衡被打破，引起疾病的发生与发展 。
1.3

扶正祛邪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奏，其气必

治神疲乏力，纳差

肠道菌群的失调常以腹泻或慢性腹

杆菌水平。孙巍［１０］在研究补中益气汤对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
紊乱的影响时，发现其可以显著增加小鼠肠道益生菌。

虚”，这是古人对正邪气的作用的精辟解释。邪正盛衰，对于

2.2

治感染，炎症，红肿热痛

肠道菌群失调时，细菌纵向

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变化和转归，有着重要的影响。疾病的

转移，即菌群向黏膜深处转移，引起炎症反应，黏膜充血、水

发生与发展是正气与邪气斗争的过程，邪正胜衰往往决定了预

肿，甚至细菌通过淋巴及血行引起淋巴结、肝脾及全身感

后的好坏。正气充沛，则机体免疫力强，疾病发生率就低；若

染 ［１１］。其表现出来感染引起的发热、红肿、寒战等症状与中医

正气不足，则免疫力低下，外邪就会入侵，使人体致病。扶正

辨证的热证基本吻合。而清热解毒类的药物如金银花、白花蛇

祛邪的治疗方法就是从邪正盛衰入手，扶助正气，祛除邪气，

舌草、石斛等除了清热解毒作用外，还有着补虚、扶正之效，

从而使疾病痊愈。从中医学度来看，人体微生态也有益生菌和

与扶正祛邪的思路是一致的。给予实验小鼠马齿苋多糖后，双

有害菌，益生菌对人体有益，具有提高免疫力、抗衰老、排除

歧杆菌及乳酸杆菌明显上升，损伤的肠黏膜也基本修复［１２］。黄

毒素等，类似“正气”；有害菌具有引发疾病，产生毒素等对

连水煎剂经实验也可增加小鼠肠杆菌、肠球菌、乳杆菌、双歧

人体产生损害的作用，类似“邪气”，二者同时存在于体内，

杆菌数量［１３］。说明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中药马齿苋及黄连具有

如果比例协调，阴阳匀平，肠道微生态各菌群协调和谐共处，

扶植小鼠正常菌群生长，调节肠道菌群平衡的作用。

则人体健康无病；反之，各菌群比例失调，邪气肆虐，肠道微

2.3

生态各菌群失调，则人体出现疾病。在现代临床治疗上，还有

动力不足，进而引起消化功能紊乱。患者常伴有脘腹胀满、不

通过补充原籍菌（如双歧杆菌、类杆菌）以调整菌群紊乱，治疗

思饮食、嗳腐吞酸、口臭等食积的表现。消食健胃的药物常常

治腹胀，不思饮食，嗳腐吞酸

肠道菌群的失调，胃肠

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其实就是中医“扶正”的应用。而抗生

取得出人意料的疗效。中药神曲灌胃肠道菌群失调小鼠，发现

素的使用有时就是扮演着祛邪的角色。对于微生态本身来讲，

肠杆菌、肠球菌数量减少，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类杆菌数量

其平衡与否也取决于正邪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且更发人深省的

增加，且有量效关系［１４￣１５］。

是，属于邪气类的致病菌其身份随着他的数量和比例在发生改

2.4

变，例如大肠杆菌，属于有害菌，但当比例正常时，并不发挥

调急性症状便是腹胀腹泻，尽早的止泻对疾病的预后至关重

有害机体健康的作用。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微生态学中最

要。健脾化湿类及固涩类中药对腹泻均有不错的疗效。实验表

治腹痛腹泻 “急则知其标，缓则治其本。”肠道菌群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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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术可使小鼠肠道中双歧杆菌数量增多、肠杆菌数量减
［１６］

症粪便图谱［Ｊ ］．传染病信息，１９９７，１０（２）：７４．

少 。茯苓水煎剂灌胃可使小鼠双歧杆菌水平明显提高 。五
2.5

益气健脾

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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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张秀容，徐智民，周殿元，等．快速诊断肠道菌群失调

［８］

味子也具有调整肠道菌群及保护肝脏的作用［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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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尹军 霞 ， 林 德 荣 ． 肠 道 菌 群 与 疾 病 ［Ｊ ］． 生 物 学 通 报 ，
２００４，３９（３）：２６．

若脾运化水谷功能失调，也必然影响食物的消化和水谷精微的

［７］ 袁嘉丽，李庆生．从微生态平衡与邪正发病学说的相关

吸收从而出现腹胀、便溏、食欲不振以至倦怠、消瘦等精气血

性谈中医现代多学科研究［Ｊ］．云南中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生化不足的病变，这与肠道菌群失调的症状非常相似。若脾气

２７（２）：１２－ １４．

运化水液的功能失常，必然导致水液在体内停聚而产生水湿痰

［８］ 卢林，杨景云，李丹红．健脾渗湿汤对脾虚湿盛泄泻患

饮等病理产物，甚至导致水肿。此类水液不行所致的痰湿症状

者肠道微生态及舌部菌群影响的研究［Ｊ ］．中国微生态学

与肠道菌群失调的症状也很相似。由此可见，脾与肠道菌群的

杂志，２００７，１９（５）：３４２－ ３４６．

关系密不可分。脾脏参与了消化系统的消化、吸收、排泄及免

［９］ 宋克玉，江振友，严超群，等．党参及茯苓对小鼠肠道

疫［１８］。根据中医藏相学说，脾是脏，那么肠道菌群的平衡与失

菌群调节作用的实验研究［Ｊ］．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２０１１，

调表现出的临床症状就是相。所以中医学在治疗肠道菌群失调

２７（２）：１４２－ １４５．

所引起的疾病时要注意顾护脾胃。中医辨证治疗主要以益气健

［１０］ 孙巍．浅 谈 补 中 益气汤在促进肠道益生菌生长中的作

脾为主，代表方剂如补中益气汤等。脾胃虚寒可适当加入温里

用［Ｊ ］．医问药（下半月刊），２０１３，１１（９）：１３７－ １３８．

药，如炮姜、肉桂、沉香、小茴香、附子等。兼有气滞可在温

［１１］ 周殿元，潘令嘉．肠道菌群失调及治疗进展［Ｊ ］．胃肠病

里药的基础上配伍以香附、陈皮、枳实等理气药；兼有热证的
可配伍黄芩、石斛、白花蛇舌草等清解里热；若有血瘀的可少
佐丹参、当归、姜黄等活血化瘀［１９］。
2.6

通腑降气

肠道菌群的失调，引起腹胀腹泻，其病机多

为大肠传导失司，治疗上应以炮姜、附子等温中散寒，败酱

学，２００１，６（４）：附 ２－ ４．
［１２］ 胡新俊，李春香，王广，等．马齿苋多糖对肠道微生态
失调小鼠的调整作用研究［Ｊ］．中国微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０，
２２（９）：７８１－ ７８３．
［１３］ 石学魁，王雅贤，许惠玉，等．几种中药药水煎剂对小

草、番泻叶等泄肠道之热，再联合厚朴三物汤等通降腑气。张

鼠肠道菌群的调整作用［Ｊ ］．牡丹江医学院学报，２００４，

永华等 ［２０］给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口服大黄后发现患者乳酸杆

２５（６）：７－ ９．

菌、双歧杆菌数量明显升高，大肠埃希菌明显减少。
肠道菌群作为人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到人体消化、
免疫等系统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肠道菌群的平衡稳
定与否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中医学理论与肠道微生态有着

［１４］ 郭丽双，杨旭东，胡静，等．中药“神曲”对肠道菌群
失调小鼠调整和保护作用的观察［Ｊ ］．中国微生态学杂志，
２００５，１７（３）：１７４－ １７６．
［１５］ 蔡子微，杨旭东，胡静，等．中药神曲及其肠道菌群调

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为中医药治疗肠道菌群失调所引起的疾

整 和 肠 保 护 作 用 的 实 验 研 究 ［Ｊ ］． 牡 丹 江 医 学 院 学 报 ，

病提供的理论依据。

２００６，２７（１）：１－ ５．
［１６］ 鄢伟伦，王帅帅，任霞．白术对小鼠肠道菌群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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