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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肠道微生物组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进展预警模

型主要基于14个肠道菌群相关指标，包括2个细菌相对丰

度、3个功能、9个细菌相关代谢物特征，以及年龄、身体质

量指数（BMI）等4个简易临床指标。

◎本报记者 金 凤

近十多年来，非酒精性脂肪肝病（NAFLD）

已成为一种日益严重的流行病，全球约有 1/4的

成年人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

近日，发表在《科学转化医学》杂志上的一

项新研究中，来自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

医院贾伟平院士联合香港大学和德国莱布尼

茨汉斯诺尔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开发了一种基

于肠道微生物组的非酒精性脂肪肝发病进展

预警模型。

研发这一预警模型的意义是什么？该预警

模型有什么优缺点？未来的临床应用前景如

何？科技日报记者就此专访了上述研究成果的

几位主要参与者。

近年来，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全球发病率逐年

升高。2018 年的一项全球统计显示，非酒精性

脂肪肝病的患病率约为 25%，其中亚洲地区的患

病率为 27.37%。

贾伟平介绍，过去，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常被

视为一种良性病变，但实际上，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如果不加干预可能进展为非酒精性脂肪性肝

炎、肝硬化甚至肝癌；它也会增加其他慢性疾病

如 2 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肾脏病的发病

风险。

在 一 项 随 访 14.2 年 的 队 列 中 ，研 究 者 发

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总体死亡风险随组织

学病变的加重而增加，即使是早期阶段的单纯

性脂肪变（甘油三酯蓄积于非脂肪细胞的细胞

质中）亦会增加 71%的死亡风险。更重要的是，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早期的单纯性脂肪变具有

可逆性的特点，如进一步进展为肝炎甚至肝硬

化则不可逆转。

鉴于此，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生风险进

行及时预警变得尤为重要。

目前已知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预警模型有

FLI、TyG等。“其中，研究最早的模型是 FLI，多用

于判断是否患有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且被很多研

究引用。但使用 FLI 模型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预警的研究很少，而 TyG 模型等缺乏外部验

证，难以确定其预测效能的稳定性。当然，遗

传因素也是疾病预测的工具之一。”上述研究成

果完成人之一、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研究员李华

婷介绍。

因此，临床上亟须能预测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发生风险的更可靠、更精准的工具，尤其是需要

可靠的生物标志物用于早期诊断。

现有模型无法指导早期干预

研究显示，肠道菌群可能参与了非酒精性脂

肪肝病的发生发展，目前国内外均开展了不少关

于靶向肠道菌群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研究。

贾伟平研究团队利用课题组 2014年至 2018

年在上海泥城社区建立的随访队列，基于其中的

3个社区，从中筛选出 2014年无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而在 2018年随访检查时被超声诊断为非酒精

性脂肪肝病的病例组和 2014年至 2018年均无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健康对照组，获取了这些人

2014 年时的各项临床指标、肠道菌群宏基因组

学以及代谢组学的数据。

接着，研究团队与来自德国莱布尼茨汉斯诺

尔研究所的合作者通过数据分析，揭示了患者肠

道菌群在发病之前（即超声诊断非酒精性脂肪肝

病之前）就已经与健康受试者有所不同。他们再

利用统计分析识别出具有预测能力的菌群及其

代谢物特征，最后用机器学习中随机森林的方法

建立了一个能正确区分这两组人的模型。

上述研究成果完成人之一、德国莱布尼茨汉

斯诺尔研究所和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倪岳琼博

士介绍，这个模型主要基于 14 个肠道菌群相关

指标，包括 2个细菌相对丰度、3个功能、9个细菌

相 关 代 谢 物 特 征 ，以 及 年 龄 、身 体 质 量 指 数

（BMI）等 4个简易临床指标。

“一般评估模型的效能常用的是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下面积（AUC），面积越接近 1，表示模

型区分两组人的能力越好。该模型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下面积达 0.80，在四个外部验证队列诊

断效能也比较稳定，AUC 达到 0.72—0.78，同时

其效能相比既往传统预警模型有显著提升。”倪

利用肠道菌群进行预测取得突破

谈及新研发的这个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预警

模型及相关标志物研究的价值，研究团队认为，

有 3 点最为关键：可及性、准确性以及病理生理

意义。

李华婷解释道：“在可及性方面，将来无需采

血，通过粪便采样，或利用眼底照片即可，完全无

创，可操作性、可推广性强。在准确性方面，机器

学习让我们得以使用多维度数据进行更准确的

建模。而且，相比传统模型的验证方式，外部验

证更合理，挑战也更大。关于病理生理意义，模

型的组分来自前瞻性队列的多维度数据，其中揭

示的是疾病发生发展中的病理生理改变，这对理

解疾病机制和进行针对性干预有很大意义。”

“总而言之，我们的研究是建立非酒精性脂

肪肝病早期预警模型，但不只是建立模型。研究

识别了肝脏脂肪变初期的微生物组特征，为探索

基于微生物组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预防和干预

措施提供了新方向。”李华婷表示。

贾伟平研究团队的成员同时表示，目前他

们的模型还有待优化。“我们的模型主要是对

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中的脂肪变进行准确预测，

欠缺对于纤维化、肝硬化或者其他更严重的临

床事件的发生发展的预测。一方面是由于纤

维化和肝硬化本身发病率低，4.6 年随访时间

从健康状态直接进展为肝纤维化和肝硬化的

病例较少，另一方面鉴于对健康受试者进行活

检不符合伦理规范，目前的模型难以进行相关

预警。”贾伟平称。

贾伟平介绍，后续随着随访的进行，队列中

可能会逐渐发展出现更多病例。“届时，我们将使

用模型对新的疾病终点进行预测。与此同时，我

们也会加强国内外合作，使用更大规模、不同种

族、不同生活方式的前瞻性研究队列对我们的非

酒精性脂肪肝病风险评估模型进行验证和进一

步优化，这将增加模型的通用性。”

“此外，在推广至临床应用之前，除了模型本

身的优化，更便捷的菌群和代谢物的检测、分析

方法还有待开发。这项工作源自我们与德国莱

布尼茨汉斯诺尔研究所科研团队及其他来自丹

麦、芬兰、瑞典、法国的科研团队联合开展的欧盟

“地平线 2020”计划玛丽·斯沃德斯卡·居里行动

（MSCA）合作，旨在联合各方优势开展肠道菌群

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发病及干预中的作用和

机制研究，我们相信，基于肠道菌群的诊断和治

疗将在未来 10 年进入临床实践并具有巨大潜

力。”贾伟平说。

有助于理解疾病机制并进行早期干预

岳琼称。

倪岳琼告诉记者，此前已有的脂肪变预测模

型主要是基于一些临床参数；这些模型是基于横

断面的人群所建立的，仅能作为筛查手段，不能

提供远期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发展的预测，即无法

在疾病初期及早发现。

相比之下，贾伟平合作团队研发的模型有多

方面优势。首先，该模型建立在前瞻性队列基础

上，可以在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超声诊断之前提

供早期预警。其次，该模型在 4个多种族的外部

验证集中进行了验证，模型效能稳定，说明其具

有很好的泛化能力和较大的应用潜力。再者，该

模型使用的是多组学的数据，包含较为全面的临

床指标、肠道菌群宏基因组和相关的代谢组数

据，利用这个庞大的数据集，结合机器学习的方

法，可以更全面、更准确地对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的风险进行评估。“最后，从肠道菌群出发对疾病

进行预测也是该模型与临床模型的本质区别，这

项研究为探讨肠道菌群与人体疾病发生发展机

制提供了线索。”倪岳琼强调。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获悉，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胡伟教授团队牵头，全

国 48 家卒中中心参与的 ATTENTION 登记研究项目研究证明，对于急

性基底动脉闭塞（ABAO）导致的脑卒中患者，与最佳药物治疗相比，血管

内介入手术治疗可显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降低死亡率。相关研究成

果日前在线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血液循环》。该研究结果对于发病 24

小时内的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患者的治疗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的一种，具有高死亡率以及

高致残率的特点。

据了解，血管内治疗对于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是一种特色的手术治疗

方式。从股动脉切口穿刺入路，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装置将血栓从基底动

脉取出或支架血管成形，从而使得基底动脉血流再通，恢复脑干、丘脑以

及小脑等脑组织的血流灌注。

本研究共纳入 2134位患者，血管内治疗组和最佳药物治疗组分别有

1672 人和 462 人。研究人群的中位年龄为 65 岁，基线 NIHSS 评分为 21

分，发病到入院的中位时间约为 5.6小时。在血管内治疗组和最佳药物治

疗组分别有 40.4%和 28.5%的患者达到 90 天改良生活质量评分 0—3 分。

研究结果证明急性基底动脉闭塞血管内治疗显著优于药物治疗。此外，

血管内治疗还能够明显降低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患者 90天的死亡率。

急性基底动脉闭塞治疗研究

获突破性进展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姚雯钊）近日，“2022 五湖健康大

会”在湖南长沙召开。科技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湖南省慢病健康管理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据悉，今年初由中南大学湘雅

三医院牵头的“慢病健康管理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成立。该中心将立足健

康管理研究中的瓶颈问题，开展创新科学研究、人才梯队培养，建设教育

示范基地。据悉，该中心拟重点加强以“血管健康”为中心的心血管及代

谢疾病早期筛查评估与健康管理，以“女性健康”为中心的围绝经期和女

性“两癌”早期筛查与健康管理，以“预防癌症”为中心的高发恶性肿瘤早

期筛查与健康管理。同时，该中心将开展慢病早筛适宜技术研发和 5G智

慧慢病健康管理，启动慢病信息采集与建档、慢病风险评估、慢病风险干

预和慢病监测随访等工作，最终搭建成一个含临床医学、预防医学、生物

医学工程、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研究平台。

此外，该中心有望建成湖南省最大的血管健康临床大数据库和生物

样本库，建立湖南省最大的肺癌、肝癌、胃癌临床大数据库和生物样本库，

搭建湖南省女性健康临床大数据库，绘制湖南省女性健康地图，探索疾病

危险因素。

立足慢病健康管理研究

湖南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预警非酒精性脂肪肝病预警非酒精性脂肪肝病
肠道菌群又有新肠道菌群又有新““用途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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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约 10%的人患有慢性便秘，这是不是某

种细菌进入人体，并定植在大肠黏膜上导致的？

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南京大学获悉，该校医学

院朱敏生教授团队联合国内多家研究机构经过

近 10 年的努力，成功分离出顽固性便秘的致病

菌，并将其命名为 Shigella sp PIB（以下简称 PIB

菌）。PIB 菌能分泌二十二碳五烯酸（DPA）。

DPA 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能直接抑制肠道节

律性收缩、降低肠动力。小鼠口腔摄入 PIB 菌可

引起顽固性便秘，其便秘表型与人类慢性便秘高

度相似。该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国际权威医学

杂志《临床研究杂志》。

慢性便秘多为功能性便秘，现有的治疗方

法对约三分之一的患者疗效不佳，且患者容易

反复发作，表现为顽固性便秘，还可引起肠癌、

心脑血管病、精神疾病等并发症。其中，大肠

手 术 切 除 是 治 疗 严 重 的 顽 固 性 功 能 性 便 秘

（IFC）唯一方法。

此次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南京大学医学院

副研究员陈鑫告诉科技日报记者，2013 年底，他

们与南京大学医学院金陵医院姜军、李宁、汪芳

裕主任医师团队合作，对患者肠黏膜菌进行了规

模化功能筛选。

“我们从患者结肠黏膜中分离、筛选出大

量的细菌，对其逐个培养，并在体外的结肠肌

张力仪中检测，发现了一种细菌可以抑制结肠

收缩。”陈鑫解释，正常情况下，结肠会规律性

地收缩，将产生的粪便逐渐推向肛门，而一旦

收缩发生异常，就会导致便秘。他们随后将这

种细菌喂给正常的小鼠，结果发现小鼠的结肠

收缩明显减缓。研究人员将这种细菌命名为

Shigella sp PIB。陈鑫说：“PIB 菌是志贺氏菌的

新亚型，含鞭毛和丰富的菌毛，可长期定植于

大肠黏膜。”

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测序、特征序列和突

变序列筛选，成功建立了高特异、高敏感的 PIB

菌核酸 PCR 检测方法。研究人员进一步建立了

高效的粪长链不饱和脂肪酸 DPA 的检测方法，

作为 PIB菌核酸 PCR检测方法的重要补充。

利用以上检测方法，研究人员检测了 68 例

临床确诊的顽固性便秘患者，发现 75%的患者为

PIB 阳性或 DPA 阳性，而 180 例正常人或非顽固

性便秘患者均检测为阴性。

研究人员认为，这一结果说明，如果 PIB 或

DPA 检测呈阳性，表明是顽固性便秘患者，必须

进行医学治疗。利用上述高灵敏检测方法，在可

疑患者甚至人群中筛查顽固性便秘患者，具有重

要的临床诊疗意义。

既然发现了顽固性便秘的“凶手”，能否定向

消灭 PIB 菌？陈鑫介绍，团队成员从河水中筛选

获得了三种 PIB 特异性噬菌体。这些噬菌体在

体外可以高效、特异性地杀灭 PIB 菌。此外，他

们在给感染 PIB 菌的便秘小鼠喂食这些噬菌体

后，小鼠粪便中检测不出 PIB 菌了，便秘的症状

也基本消失。

这些发现，令研究团队欣喜不已，陈鑫表示：

“如果可以运用噬菌体研发出杀灭 PIB 菌的药

物，也许就可以减少手术治疗给病人带来的痛

苦，也可以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另外，如果检

测到人体感染 PIB 菌，即使还没有发病，也可以

早干预、早治疗。”

不过，陈鑫坦言，PIB 菌也许只是目前发现

的顽固性便秘的致病菌之一，它从哪里来、是如

何进入人体的、有多少人感染，还需要进行大量

研究。

顽固性便秘致病菌首次被发现

人群中，有人温文尔雅，有人暴虐无常。最新研究发现，那些有攻击

行为的人，体内可能发生了基因突变。科技日报记者 6 月 16 日从南京大

学获悉，该校医学院石云教授团队联合中外学者研究发现，编码大脑内谷

氨酸受体 GluA3的 GRIA3基因突变，会引起人类攻击行为。该论文近日

发表于国际精神病学领域学术期刊《分子精神病学》。

石云介绍，在过去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将 X 染色体上编码谷氨

酸受体 GluA3的 GRIA3基因从雄性小鼠体内敲除，小鼠会表现出强烈的

攻击行为。所以，人类的同源基因 GRIA3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人类攻击行

为的易感基因之一。然而，迄今为止没有直接证据表明 GRIA3基因和人

类的攻击行为相关。

“此次研究，我们在 4 个有突发攻击行为的欧洲患者中，发现他们携

带有 GRIA3 基因的罕见变体，其中 3 个患者的 GRIA3 基因突变，导致

GluA3 发生 G630R 的氨基酸残基变化，另一个患者的基因突变导致了

GluA3 发生 E787G 的氨基酸残基变化。功能检测表明，这两种突变都造

成 GluA3 功能的丧失，相当于信号接收器坏了。”石云解释，也就是说，谷

氨酸结合到突变的 GluA3上，不能有效传递神经信号，因此初步判断人类

GluA3的功能损坏会导致攻击行为，这与上述敲除 GRIA3基因的小鼠的

行为一致。

除了基因突变的病人，在普通人群中是否存在影响 GluA3 表达水平

的遗传因素，诱发了攻击行为？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彭世笑说，研究人员在 GRIA3 基因的 192 个高频

单核苷酸多态性（由单个核苷酸的变异所引起的 DNA 序列多态性）位点

中，发现 rs3216834 位点为连续的鸟苷酸重复序列，在人群中约 78%的人

的 rs3216834 位 点 带 有 9 个 鸟 苷 酸（9G），少 数 人 带 有 7G、8G、10G 和

11G。实验表明，10G或 11G的长的鸟苷酸重复序列会严重抑制 GluA3的

表达水平。

随后，研究者在 294 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中发现 9 人携带 10G，

另有 1人携带 11G，占总体的 3.4%。而在没有犯罪记录的 937位社区男性

中，仅有 2人携带 10G（0.2%），并且没有发现 11G的携带者。

“这说明 10G、11G 的携带者在暴力犯罪服刑人员中远高于正常对照

人群，而 10G 和 11G 严重抑制 GluA3 的表达，增加了攻击行为的发生风

险。”石云介绍。

为了进一步分析 GluA3 损坏或表达降低诱发攻击行为的神经机制，

研究人员分析了 GRIA3基因敲除小鼠，发现小鼠的内侧前额叶皮层的神

经活动减低。而将前额叶皮层的 GluA3补偿回去，可以显著缓解 GRIA3

基因敲除小鼠的攻击行为。

“这意味着前额叶皮层异常的神经活动是攻击行为的关键神经环路

机制。”石云认为，这项研究揭示了人类攻击行为新的遗传因素，这对于缓

解攻击行为的药物研发，或可提供参考。

有些人为何动辄大打出手

或与基因突变有关

◎本报记者 金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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