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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肠道菌群区系与身体素质的关系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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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综述了运动员胃肠道菌群的变化与身体素质的关系。微生态制剂可以明显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解
决运动性胃肠综合征问题，提高运动员的身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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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thletes intestinal flora fauna and physical relationship is reviewed. Insisting on taking probiotics can
improve the athletes’ athletic ability significantly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gastrointestinal motility syndrome. The physical
quality of athletes is greatly enh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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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机体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各个功能系统之间呈相辅相成的联系，平衡的胃肠免疫系统
以及积极的免疫活性可以防止运动引起的胃肠综合征的发生[1-3]。关于体育运动对运动员肠道菌群区
系与身体素质的关系研究，国内外有所报道[1-10]，现综述如下，以促使同行对本领域的深入研究。

1
1.1

运动员胃肠道正常菌群的组成及其作用
运动员胃肠道正常菌群的组成

随着运动员微生态学研究的深入，证实定植在机体胃肠道内微生物菌群区系主要是由细菌组成，
前期对抽取的山东农大运动员肠道的正常菌群进行分离鉴定，对定植在胃肠道内的正常微生物区系
进行研究，发现运动员肠道中的优势菌群为嗜酸乳杆菌（Lactobacillus acidophilus）、卷曲乳杆菌（L.
crispatus）
、鼠李糖乳杆菌（L. rhamnosus）和唾液乳杆菌（L. salivarius）[11]。乳酸杆菌是应用最早、
应用历史最长的微生物添加剂，也是机体肠道的优势菌群之一。
通常人胃肠道栖息的细菌大约 30 个属，主要分为三种类型：共生菌、致病菌、和中间性菌。
第 1 种为共生菌，包括类杆菌、优杆菌、消化球菌和双歧杆菌，其功能主要为辅助维生素、蛋白质
合成，促进消化吸收和防止外来菌进入；第 2 种为致病菌，包括韦氏梭菌、葡萄球菌、变形杆菌和
假单胞菌，它们有致自身感染的作用，但在菌群处于平衡状态时数量较少，不表现出致病性；第 3
种为中间性菌，包括大肠埃希氏菌、链球菌和韦荣球菌，其作用介于前两种之间[4,5]。总的说来肠道
菌群主要由厌氧菌、兼性厌氧菌和需氧菌组成，其中专性厌氧菌占 99%以上，而仅类杆菌及双歧杆
菌就占细菌总数的 90%以上。
1.2

运动员胃肠道正常菌群的作用

1.2.1 正常菌群对机体的作用 肠道正常菌群对机体有免疫和营养两方面的作用。与机体免疫的关系
包括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两个方面。特异性免疫是由于原藉菌（固有菌群）与宿主组织具有
相同的或相似的抗原性，导致宿主对原籍菌不易产生抗体，如对双歧杆菌，尽管菌的数量很大，机
体一般不会产生抗体；对于一些外籍菌（过路菌），机体仍然能产生特异性抗体，并且这种抗体能象
正常的免疫抗体一样提供保护。正常菌群在免疫方面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是非特异性免疫反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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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菌群作为抗原，能够刺激宿主的免疫机能成熟。
与营养的关系包括帮助消化吸收，合成维生素和蛋白质。帮助消化吸收，如消化道中的微生物
在食物的消化吸收中起重要的作用。人体胃肠道正常菌群均参与营养物质的吸收，如大肠内的微生
物能提高蛋白质的生物学价值；肠菌群中数量最多的双歧杆菌由于能产生各种酶，将不溶性蛋白、
脂肪和糖等变为可溶性，以利吸收。合成维生素和蛋白质，肠道菌能合成维生素已得到试验证实，
不同细菌产生维生素的能力不同，如双歧杆菌能产生维生素 B1、B2、B6、B12、叶酸、烟酸，大肠
杆菌能产生维生素 K，乳链球菌能产生维生素 C。总之，机体为正常菌群提供进行生命活动的场所，
而正常菌群则通过促进机体营养物质的吸收和消化，以维护机体健康和增强其抗感染的能力[5,11]。
1.2.2 正常菌群对机体肠道病原菌的作用 正常菌群提供的保护肠道免受潜在病原菌定植的能力称为
定植抗力。荷兰微生物学者 Van der waaij 等提出定植抗力学说，认为人或动物肠道内厌氧菌占 95%
以上，对外来菌（致病菌或非致病菌）在其肠道内定居表现出一定的定植抗力[12,13]。定植抗力受宿
主因素和正常微生物群的双重影响，而尤以后者为重要。宿主因素主要为机械清除（如肠蠕动、纤
毛运动等）、粘液分泌、上皮细胞脱落和分泌型免疫球蛋白抗体（IgA），而正常微生物群主要来自其
他厌氧菌的成员。任何有正常微生物群栖居的腔道都有定植抗力存在，而尤以肠道为最明显。

2

运动员胃肠道正常菌群的的作用机理[14,15,16]
正常菌群的作用机理目前还不是很清楚，但主要的有以下几种理论或假说。

2.1

优势菌群理论

在机体的正常微生物群中只有少数种群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在整个群起控制作用。该优
势种群受到破坏即可导致微生态失调。
2.2

生物屏障理论

正常微生物群构成机体的防御屏障，这包括生物学屏障和化学屏障两类，生物学屏障是指微生
物群有序的定植于黏膜皮肤等的表面形成生物膜样结构，从而影响致病菌等的定植繁殖；化学屏障
是指正常菌群所产生的代谢产物乙酸、丙酸、乳酸、细菌素和其他活性物质。
2.3

生物夺氧理论

是指微生态制剂中有益的耗氧微生物在生物体内定植，可降低局部氧分子浓度，扶植厌氧微生
物生长，提高其定植力，从而使失调的微生态恢复平衡，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2.4

三流循环假说

三流循环即能源流、物质流及基因流的循环能源运转，正常微生物群内部与宿主保持着能源交
换和运转的关系。植物、动物及人类与正常微生物之间或正常微生物彼此之间都存在着能源的交换；
物质交换，正常微生物群与宿主通过降解与合成进行物质交换。裂解的细胞与细胞外酶可为微生物
利用，而微生物产生的酶、维生素、刺激素以及微生物的细胞成分也可为宿主细胞利用；基因交换，
在正常微生物之间有着广泛的基因交换，如耐性因子、产毒因子等都可在正常微生物之间通过物质
的传递进行交换。微生态制剂可以抑制腐败微生物的过度生长，降解肠道内有毒物质如氨、酚等，
保证微生态系统中能量流、物质流和基因流的正常运转。

3

运动员胃肠道微生态平衡

微生态平衡是在长期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形成的正常微生物与人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动态生理组合。
微生态平衡是微生态学的核心，正确地了解该平衡，有利于运动员采取合理的生态防治措施，以恢
复和保持这种平衡。
3.1

维持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的因素

由胃肠道正常菌群与宿主间共同形成的微生态系统，其成分至少包括：生物成分，如原籍菌、
外籍菌和胃肠道上皮细胞；食源性非生物成分，即在小肠中没有被消化的食物；来自唾液和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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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肝脏的分泌物，包括激素、酶、粘液、胆盐、尿素、免疫球蛋白、肽等，以及其它一些未知成
分。所有这些成分的相互作用共同维持微生态平衡，使宿主得以正常存活。其中，胃肠道正常菌之
间的交互作用是促使肠道中细菌达到平衡的主要力量[7,9,13]。
3.2

胃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调的因素

造成胃肠道微生态失调的因素很多，归纳起来分为环境、机体、微生物三个方面。影响胃肠道
微生态平衡的环境因素主要因素有：温度、酸碱度、空气中氧含量、氨含量、病原微生物、食物、
饮水和药物。氧含量过低、氨含量过高、病原微生物增多、气温过高过低、食物的突然改变、饮水
污染和抗生素的使用等均会直接造成机体生理机能严重失调、代谢紊乱、感染，造成疾病的发生与
流行。药物中对微生态平衡影响最大的是抗生素。抗生素的使用不当会摧毁机体所拥有的正常微生
物屏障，使那些原来被菌群屏障所抑制的内源性或外源性病原菌得以大量繁殖。例如，运动员在治
疗腹泻时，由于大量使用抗生素，不仅杀死了致病菌，也对肠道内的厌氧菌(如乳杆菌、双岐杆菌等)
有明显抑制或杀灭作用，使机体的抵抗力下降，同时增加对外源性感染的敏感性[7,12]。环境对微生物
的影响以间接为主，主要是通过机体生理功能的改变，从而使微生物菌群失调，定植状态异常以及
微生物性能改变。机体的生理功能、免疫功能、遗传性能等因素的改变均会直接或间接影响胃肠道
微生态系统的平衡。生理异常有胃酸减少或缺乏、肠道蠕动过速或缓慢和胆酸分泌减少、肠道黏液
分泌过少等。免疫缺陷、营养失调、疾病等可以引起免疫减弱或抑制的因素都能导致微生态失调。
肠道内微生物菌群的自身状态与机体间关系的改变，也会引起微生态失调。优势菌常常是决定
一个微生物群生态平衡的核心因素，一般肠道内的厌氧菌占绝对优势，如果这个优势下降或消失，
就会导致微生态平衡的破坏[10,12]。
总之，影响上述三种成分的因素十分复杂，而且它们相互之间亦互相影响，这三个方面的因素
都有可能最终导致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的失调。
3.3

运动员胃肠道微生态平衡的恢复

在某种意义上，胃肠道是控制和调节运动员适应和再生能力系统的一部分。在运动过程中，机
体所发生的一系列的变化将会导致胃肠系统的功能及其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均会降低胃肠道对体
液及营养物质的吸收，导致脱水和能量贮存不足，从而影响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近年来，体育运动
已经以不同的形式在社会中广泛流行，经常从事体育锻炼，对胃肠道的机能有良好影响，可以使胃
肠的蠕动增强，消化液的分泌增多，因而提高了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使人的食欲增加，有利于增强
体质。当运动员机体胃肠道微生态平衡失调时，机体就会表现出一系列症状。如剧烈的紧张性运动
则会导致胃肠功能紊乱，引起呕吐、腹痛、腹泻等不良症状，这在运动员，尤其是耐力运动员中尤
为常见，即引起运动性胃肠综合征[2,3]。治疗这一类疾病的关键也就在于纠正微生态平衡失调，使之
得到恢复，用于恢复菌群失调的措施一般有三种：免疫接种、抗生素治疗和菌群调节。前两种主要
针对病原菌，而后一种则是针对正常菌，在前两种方法均受到严重限制或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
用于恢复菌群失调的最佳途径只能是从微生态学角度治疗了，即用正常菌群的某一种或某几种成分
制成活菌制剂来纠正菌群失调。

4

微生态制剂对运动员身体素质的增强作用

定植在胃肠道内微生物菌群区系主要是由许多细菌组成，它们附着在肠内粘膜上，参与机体的
食物消化、药物代谢、合成维生素和防止外源致病菌入侵肠道，对于维持人类健康和实现各种生理
功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体肠道内这些微生物与人体胃肠的功能关系密切。在研究运动员胃肠
功能的变化时，胃肠道的微生物区系是不容忽视的因素。通过运动员口服微生态制剂来研究微生态
制剂对运动员身体素质的增强作用，结果发现农业大学运动员口服微生态制剂后明显增强了运动员
的抗应急、抗疲劳、抗感冒的能力[17] 。可见运动员肠道菌群区系与身体素质关系密切，坚持服用微
生态制剂可以明显提高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这一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解决运动性胃肠综合征问题，
进一步阐明运动性胃肠综合征的发病机制，了解和掌握运动中胃肠功能变化的规律，科学地指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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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训练，促进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而且还将为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开展实施提供科学的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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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流程，通过体渲染的实例阐述了框架的使用过程，并通过代码的对比证明了框架具有代码结构
清晰，简洁，与图形 API 无关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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