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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肠道内存在超过 ３５ ０００ 种微生物ꎬ总重量达

１ ２７１ ｇꎬ总数量超过构成人体细胞数量的 １０ 倍[１] ꎮ
主要有拟杆菌门、厚壁菌门、变形菌门和放线菌门 ４ 个

门类ꎮ 肠道菌群的构成存在个体差异ꎬ从分娩方式、
婴幼儿时期喂养习惯到成年后的饮食习惯都对肠道

菌群的稳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肠道菌群通过分解

发酵膳食纤维ꎬ合成部分维生素及转化胆汁酸等一系

列复杂的过程参与到身体的物质和能量代谢[２] ꎮ 因

其强大的代谢能力而被称为人体后天获得的额外

器官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肥

胖已成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ꎬ且肥胖的发生率在

逐年上升ꎮ 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统计ꎬ近 ３０ 年来ꎬ
全球的肥胖发生率增加了 ７５％[３] ꎬ有约 ４ ２００ 万学龄

前儿童为肥胖症ꎮ 有研究发现ꎬ体质量指数 (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达到及超过肥胖数值的儿童ꎬ其肠道

内微生物呈特殊表现ꎬ同时在儿童肥胖率不断上升的

过程中发现ꎬ女童的青春期开始显著提前ꎬ而男童情

况较为复杂ꎬ且肥胖是促进性腺发育的主要因素之

一[４] ꎮ 性早熟严重危害未成熟儿童的身心健康ꎬ会导

致如健康青少年冒险行为、成人身材矮小和肥胖等ꎬ
且性早熟儿童成年后糖尿病和绝经前乳房癌症发生

的风险增加[５] ꎮ

１　 肠道菌群与肥胖

一般认为ꎬ能量的过度摄入、代谢水平低下及能

量消耗过少致使身体能量蓄积从而导致肥胖的发生ꎮ
实质上ꎬ肥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ꎬ涉及到遗传、个体的

免疫系统、物质能量代谢能力及生活环境等多种因

素[６] ꎮ 儿童期肥胖可延续至成年阶段ꎬ流行病学证据

表明肥胖是 ２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等代谢性疾病的

重要危险因素之一ꎬ且这类疾病的死亡率在逐年上

升[７] ꎮ 因此将体重控制在合适的 ＢＭＩ 范围内ꎬ可有效

降低与肥胖有关代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ꎮ
１.１　 肠道菌群紊乱可导致肥胖 　 １９８３ 年 Ｗｏｓｔｍａｎｎ
等[８]首次报道ꎬ无菌小鼠需摄入比正常小鼠多 ２７％的

能量以保持体重ꎬ而将无菌小鼠常规化后ꎬ其体重在 ２
周内增加约 ６０％ꎬ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小鼠的品系饮食

无关ꎬ推测可能与小鼠肠道内微生物有关ꎮ ２００５ 年

Ｌｅｙ 等[９]的一项动物实验发现ꎬ遗传易患肥胖的小鼠

(ｏｂ / ｏｂ)肠道内厚壁菌门 / 拟杆菌门( Ｆ / Ｂ)比例增加ꎬ
而 Ｄｕｃａ 等[１０]将肥胖大鼠肠道内高比值的 Ｆ / Ｂ 菌群

移植到无菌小鼠肠道内后成功复制出肥胖表型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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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１１]的一项动物实验发现ꎬ给予高脂饮食的小鼠

肠道内 Ｆ / Ｂ 明显升高ꎬ而对照组小鼠体内菌群无明显

变化ꎬ再将两组小鼠肠道菌群分别移植给高脂饮食的

无菌小鼠ꎬ一段时间后发现移植高脂饮食组小鼠肠道

菌群的小鼠体重及脂肪组织的重量均增加ꎬ这些实验

研究说明肠道内的微生物可以移植并复制ꎮ Ｒｉｄａｕｒａ
等[１２]的一项研究发现ꎬ将人类胖瘦不一双胞胎的肠道

菌群分别移植给无菌小鼠ꎬ并给予相同的饮食ꎬ 结果

移植双胞胎中瘦的一方的小鼠依旧表现为瘦型ꎬ而另

一组小鼠全部表现为胖型ꎬ同时发现将 ｏｂ / ｏｂ 小鼠和

瘦型小鼠同笼饲喂ꎬ可能因为小鼠间有互食粪便的习

惯ꎬ所以一段时间后ꎬｏｂ / ｏｂ 小鼠变瘦ꎬ而瘦小鼠却没

有变胖ꎻ最后同时给予低脂肪高膳食纤维的饮食ꎬ发
现 ｏｂ / ｏｂ 小鼠的肠道菌群丰度更加接近瘦小鼠ꎮ 以上

动物实验数据表明ꎬ小鼠的体重与肠道菌群可能存在

关系ꎬ且 Ｆ / Ｂ 在肥胖个体中可能存在特异性ꎮ
Ｈａｏ 等[１３]对中国肥胖人群粪便中的微生物进行

分析研究发现ꎬ与 ＢＭＩ 处于正常范围的健康人群对

比ꎬ肥胖个体的肠道菌群中拟杆菌、大肠埃希菌及双

歧杆菌的丰度均有所下降ꎮ 另一项研究中ꎬＣｏｘ 等[１４]

发现ꎬ从出生便开始小剂量服用青霉素的个体体内脂

肪含量较正常个体有明显增加ꎬ表明婴幼儿时期体内

微生物的破坏会对个体的代谢产生长久影响ꎻ同时给

予抗生素和高脂饮食的小鼠体内的脂肪含量增加更

为明显ꎬ且这种表型可以复制ꎬ再将长期给予低剂量

抗生素的小鼠肠道内微生物移植给无菌小鼠后ꎬ无菌

小鼠体内脂肪含量增加ꎬ该研究结果表明ꎬ肠道微生

物的改变影响小鼠的代谢ꎬ而不是抗生素ꎮ 以上无论

是关于人类的实验调查研究还是动物实验都证实肥

胖和肠道菌群之间相互作用存在一定的联系ꎮ
Ｆｕｒｅｔ 等[１５]对行减肥手术的肥胖患者肠道菌群进

行研究发现ꎬ手术前后一段时间内患者肠道内菌群发

生明显变化ꎬ在实施 Ｒｏｕｘ￣ｅｎ￣Ｙ 胃旁路术( Ｒｏｕｘ￣ｅｎ￣Ｙ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ｂｙｐａｓｓꎬ ＲＹＧＢ)后ꎬ患者肠道内普拉梭菌含量较

术前明显增加ꎬ且患者体内脂肪含量和肠道内拟杆菌

的水平呈负相关ꎮ Ｔｒｅｍａｒｏｌｉ 等[１６] 对随机分配行

ＲＹＧＢ 或垂直带状形成术肥胖患者进行长期监测后发

现ꎬ这 ２ 种手术后患者肠道菌群都出现相似的变化ꎬ并
且均逐渐趋于稳定ꎮ 手术前后一段时间患者体内脂

肪含量发生明显变化ꎬ同时肠道菌群也在发生改变ꎬ
说明脂肪含量的变化与肠道菌群之间可以互相影响ꎮ
１.２　 肠道菌群诱导肥胖发生的机制　 正常生理状况

条件下ꎬ肠道上皮之间的紧密连接和肠道菌群可共同

作为屏障维护肠道内环境的稳态ꎮ 肥胖及代谢性疾

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身体长期处于一种低度炎

症状态ꎬ而肠道菌群紊乱、体内游离脂肪酸增加ꎬ氧化

应激反应及细菌脂多糖(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ꎬ ＬＰＳ) 升

高导致的内毒素血症等均可导致身体炎症的产生[１７] ꎮ
Ｐｕｎｄｅｒ 等[１８]进行的动物实验显示ꎬ肥胖会导致肠道菌

群紊乱进而使肠道屏障被破坏ꎬ与此同时肠道菌群发

生异位且有少量进入肠道淋巴结并激活身体胃肠道

免疫反应ꎮ Ｌａ Ｓｅｒｒｅ 等[１９] 发现ꎬ有肥胖倾向的大鼠肠

道通透性及 ＬＰＳ 水平均增加ꎬ注射 ＬＰＳ 的小鼠体内脂

肪含量明显增多ꎬ而注射 ＬＰＳ 的肥胖抗性大鼠体内脂

肪含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ꎬ表明代谢性内毒素血症和

菌血症本身也可促进肥胖的产生ꎮ 肠道屏障的破坏

使 ＬＰＳ 的吸收增加ꎬＬＰＳ 作为特异性抗体与细胞表面

ＣＤ１４ / ＴＬＲ４ 复合受体相结合后促进多种细胞因子的

产生及释放ꎬ且肥胖个体体内 Ｔｏｌｌ 样受体(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ｒｅ￣
ｃｅｐｔｏｒꎬ ＴＬＲｓ)数量增加ꎬ这使肥胖个体长期处于低度

炎症状态ꎮ 脂肪细胞和巨噬细胞表面 ＴＬＲｓ 受体会被

脂肪酸激活ꎬ若 ＴＬＲｓ 缺失ꎬ脂肪酸便不可以作为刺激

信号引起炎症反应ꎮ 诱发炎症反应的重要一步是肠

道屏障的破坏ꎬ长期低度炎症状态会刺激身体并促进

肥胖的发生ꎬ但这一过程的机制还不是非常明确ꎬ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ꎮ

近年来ꎬ对脑—肠轴的研究成为热门ꎬＢａｕｅｒ 等[２０]

做出假设认为ꎬ肠道菌群通过影响脑—肠轴信号的传

导ꎬ从而影响肠道上皮细胞的吸收分泌能力及对中枢

神经系统信号改变ꎬ以调节身体对食物的摄取和能量

代谢ꎮ 生理条件下肠道菌群调节肠道多种抑制食欲

的内分泌肠肽ꎬ如胆囊收缩素(ｃｈｏｌｅｃｙｓｔｏｋｉｎｉｎꎬ ＣＣＫ)ꎬ
胰高血糖素样肽(ｇｌｕｃａｇｏｎ￣ｌｉｋ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１ꎬ ＧＬＰ －１)和

酪酪肽(ｐｅｐｔｉｄｅ ＹＹꎬ ＰＹＹ)等ꎬ这些激素均可作用于下

丘脑弓状核ꎬ产生饱腹感从而抑制摄食ꎬ如果这些激

素分泌不足则无法达到刺激下丘脑的作用ꎬ无法产生

饱腹感并及时抑制摄食ꎮ
在物质和能量代谢方面ꎬ肠道菌群可分解发酵未

消化的糖类和蛋白质产生短链脂肪酸(ｓｈｏｒｔ￣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
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ＳＣＦＡ)ꎬ如乙酸、丙酸和丁酸等ꎮ Ｂｌａｕｔ[２１] 在

对肥胖的动物模型和肥胖人体进行研究后发现ꎬ这两

者产生的 ＳＣＦＡ 量均有明显增加ꎬ而乙酸含量的增加

更为显著ꎮ ＳＣＦＡ 需与特异性受体结合后发挥作用ꎬ
即 Ｇ 蛋白偶联受体 ＧＰＲ４１ 和 ＧＰＲ４３ꎬ二者结合后可

刺激内分泌细胞合成分泌 ＰＹＹ 及 ＧＬＰ－１ 等以调节摄

食ꎮ Ｐｅｒｒｙ 等[２２]研究发现ꎬ乙酸可以刺激副交感神经ꎬ
使饥饿素和胰岛素分泌增加ꎬ产生饥饿感ꎬ促进摄食ꎮ
Ｐｓｉｃｈａｓ 等[２３]研究认为ꎬ丙酸可以刺激 ＰＹＹ 和 ＧＬＰ －１
的分泌ꎬ使摄食减少ꎮ 此后 Ａｄａｍ 等[２４] 发现ꎬ膳食纤

维有类似丙酸的抑制摄食作用ꎮ 而 Ｍｏｌｌｉｃａ 等[２５] 发

现ꎬ丁酸可以刺激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５’￣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 ＡＭＰ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ꎬ
ＡＭＰＫ) 的分泌ꎬ从而使脂肪酸氧化增加ꎬ体脂含量

下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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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肥胖与儿童性早熟

２.１　 肥胖与儿童性早熟密不可分　 儿童性早熟主要

指男童 ９ 岁前、女童 ８ 岁前出现性发育征象或女童 １０
周岁前出现月经ꎬ临床主要表现为性激素提前分泌和

生长速度加快及骨骼成熟等性征ꎮ 研究显示肥胖和

性早熟存在密切关系ꎬ脂肪的堆积会促进儿童性早熟

的发生ꎬ一定的脂肪储备量是青春期启动的主要因素

之一[２６] ꎮ 在黑龙江和江苏镇江等地的临床调查研究

均发现肥胖儿童性早熟的发病率明显高于正常发育

儿童[２７－２８] ꎬ说明儿童肥胖是性早熟发生的重要危险因

素之一ꎬ需要引起足够重视ꎮ
２.２　 肥胖诱发性早熟的机制　 研究发现ꎬ肥胖儿童体

内瘦素(Ｌｅｐｔｉｎ)水平明显高于正常体重儿童ꎬ且儿童

体内瘦素水平和性早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ꎮ 瘦素是

由外周成熟白色脂肪组织分泌的具有多效性的蛋白

质激素ꎬ 通过与中枢和外周的受体结合而发挥作

用[２９] ꎮ 瘦素通过消 除 神 经 肽 Ｙ ( ｎｅｕ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Ｙꎬ
ＮＰＹ)对下丘脑分泌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ｏｎａｄｏ￣
ｔｒｏｐｉｎ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ꎬ ＧｎＲＨ)的抑制调节 ＧｎＲＨ 的

分泌ꎬ并且可以直接刺激垂体分泌黄体生成素(ｌｕｔｅｉｎｉ￣
ｚ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ꎬ ＬＨ) 和卵泡刺激素 ( ｆｏｌｌｉｄ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ꎬ ＦＳＨ)ꎬ进而影响性腺器官的生长发育和生

理功能ꎮ 如脂肪组织分泌瘦素不足或身体瘦素受体

突变ꎬ会导致能量代谢改变ꎬ使食欲增加发生肥胖ꎬ也
会因 ＧｎＲＨ 分泌下降导致特发性促性腺激素低下性

性腺功能减退症( ｉｄｉｏｐａｔｈｉｃ ｈｙｐｏ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ｃ ｈｙｐｏｇｏｎ￣
ａｄｉｓｍꎬ ＩＨＨ)ꎮ 而外源性瘦素无论是对人体还是对动

物ꎬ均可刺激垂体使 ＬＨ 和 ＦＳＨ 分泌增加ꎬ从而促进性

腺发育ꎮ 瘦素作为青春期和体脂量之间的关键物质

发挥作用ꎬ比起骨龄等儿童性早熟指标ꎬ瘦素水平与

性激素水平的关联性更强ꎮ 血清瘦素水平的检测或

许可以作为诊断性早熟儿童的一项检测指标ꎮ
Ｐｉｔａ 等[３０] 发现ꎬ 肥胖的性早熟儿童体内吻素

(ｋｉｓｓｐｅｐｔｉｎ)水平较正常体重范围的儿童高ꎮ ＫｉＳＳ－１
基因编码吻素ꎬ基因 ＫｉＳＳ－１Ｒ 编码吻素受体 ＧＰＲ５４ꎬ
该受体在大脑、垂体、胎盘和分泌 ＧｎＲＨ 的神经元等

部位表达ꎬ突变会导致 ＩＨＨꎬ且瘦素分泌不足或瘦素

受体突变亦会导致 ＩＨＨ 的发生ꎬ由此说明瘦素和吻素

可能存在相似的生物学作用ꎬ且均可刺激并促进青春

期的开启ꎮ 而 Ｔｅｌｅｓ 等[３１] 认为ꎬＫｉＳＳ－１Ｒ 基因过度表

达会导致性早熟的发生ꎬ且表达 ＫｉＳＳ－１ 的神经元有

超过一半含有瘦素受体ꎬ瘦素与 ＧｎＲＨ 神经元之间通

过 ＫｉＳＳ－１ 和吻素相关联ꎮ ＫｉＳＳ－１ 基因可能参与到身

体的信号整合过程中ꎬ如热量的摄入与否ꎬ且对身体

产生长远影响ꎮ
目前也有假说认为ꎬ脂肪组织产生的另一种激素

胃饥饿素(脑肠肽ꎬＧｈｒｅｌｉｎ)为瘦素的对应物ꎬ胃饥饿

素在影响脑—肠轴信息传递的同时影响下丘脑—垂

体—性腺轴(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ｍｉｃ 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 ｇｌａｎｄ ａｘｉｓꎬ ＨＰＧ)
的激素分泌ꎬ从而促进性早熟的发生[３２] ꎮ Ｌｏｐａｔｅｇｉ
等[３３]研究发现ꎬ脂肪组织不仅是能量的储存ꎬ还可分

泌脂肪因子等多种促炎蛋白ꎬ是一种活跃的内分泌组

织ꎬ可增加胰岛素抵抗ꎮ 处于青春期阶段的胰岛素水

平增高ꎬ并出现生理性敏感性下降ꎬ导致身体出现代

偿性高胰岛素血症ꎬ而这种胰岛素敏感性下降及代偿

性的高胰岛素血症在肥胖儿童中更为明显ꎬ且高胰岛

素血症可增加芳香化酶的活性ꎬ进而使睾酮加速转换

为雌激素ꎬ使雌激素水平升高[３４] ꎬ进一步促进性腺的

发育和青春期的启动ꎮ

３　 肠道菌群与性早熟

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实验数据表明肠道菌群与儿

童性早熟之间存在相关性ꎬ也无相关的文献报道ꎮ 肠

道菌群稳态的破坏可能会导致肥胖等多种代谢性疾

病的发生ꎬ脑—肠轴的发现及研究表明ꎬ肠道菌群可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影响脑内多种激素的分泌而

致使肥胖的产生[２０] ꎬ除已知的 ＰＹＹ 和 ＧＬＰ － １ 等激

素ꎬ是否同时影响下丘脑及垂体分泌的其他与性腺发

育有关激素还有待更多的研究证明ꎮ 肥胖可促进青

春期的启动ꎬ由此推测肠道菌群紊乱可能与儿童性早

熟的发生有关ꎬ但这一假设需要大量的实验研究来

证实ꎮ

４　 结语

综上所述ꎬ肠道微生物在身体物质代谢和能量代

谢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ꎬ当其稳态遭到破坏而发生紊

乱时ꎬ可能会诱导和促进肥胖的发生ꎬ并与儿童性早

熟的形成密切相关ꎬ但其机制并没有十分明确ꎬ瘦素

和吻素是目前为止已知的可将肥胖与性早熟相关联

的物质ꎬ脑—肠轴的发现为研究肠道菌群和儿童性早

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重要的研究

价值ꎮ
肥胖和性早熟均严重影响少年儿童的生长发育ꎮ

在控制肥胖及性早熟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需要多方面

的配合ꎬ除必要时的药物干预外ꎬ一方面ꎬ需要关注少

年儿童的饮食健康ꎬ对反季水果、儿童饮料和油炸食

品之类高热量食物的摄取要加以节制ꎬ做到不挑食不

偏食ꎬ达到均衡的营养摄入ꎻ另一方面ꎬ已有研究发现

益生元等物质可以帮助调节失衡的肠道菌群ꎬ使之趋

于稳定状态ꎬ从而帮助调节身体物质代谢和能量代

谢[３５] ꎮ 随着对肠道菌群的不断深入研究ꎬ未来对于紊

乱的肠道菌群的调节可能会成为肥胖及儿童性早熟

等疾病新的治疗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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