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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易激综合征（ 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ＢＳ） 是一种功能性胃肠疾病，其临床症状主要为腹痛或腹部不
适，并伴有排便习惯和粪便性状的改变。 ＩＢＳ 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且增加他们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近年来，饮食疗法在 ＩＢＳ 治疗过程中的潜在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因此，本文就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Ｄ 及短链脂肪酸在 ＩＢＳ 治疗中作用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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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 ＩＢＳ 不会危及患者的生命，但 ＩＢＳ 严重影

是一种功能性胃肠疾病，其临床症状主要为腹痛或

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并增加他们的精神压力和经济

腹部不适，并伴有排便习惯和粪便性状的改变，其发
病率为 １０％ ～ ２０％ ［１⁃２］ 。 ＩＢＳ 的发病原因和机制尚未
完全明确，亦缺乏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 目前的临

负担。 在 ＩＢＳ 发病期间，约 ５０％ 的患者可通过改变
饮食结构来减轻症状，说明食物因素在 ＩＢＳ 症状的
发生发展过程中可能具有重要作用。

床研究及动物实验表明，ＩＢＳ 的发生发展涉及胃肠

食物尤其是食物中的营养成分，在不同的肠易

动力紊乱、内脏高敏感性、精神因素、遗传因素、性激

激综合症患者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甚至在个别患者

素、胃肠激素、肠道菌群失调、脑肠轴异常、食物不耐

之间就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性。 因此，有必要探究个

受、胆汁酸吸收障碍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 ［３⁃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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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量的影响。

等： 食物因素在肠易激综合征中的研究进展

些聚合物既不能被人体胃肠道中的消化酶所消化，

ＩＢＳ 的治疗包括药物疗法，精神疗法及饮食疗

也不能被人体所吸收利用，因此经摄食进入人体后

法等，其中饮食疗法在 ＩＢＳ 治疗过程中的潜在作用

它几乎一成不变地进入结肠。 按照溶解度，膳食纤

也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６］

。 ６４％的 ＩＢＳ 患者症状发

维可以分为两大类： 可溶性与不溶性纤维。

作与饮食有关，９０％ 的患者通过饮食干预可以缓解

可溶性纤维在进入结肠后易被肠道细菌酵解，

。 少数患者甚至因饮食因素导致营养素摄

酵解后可生成短链脂肪酸、氢气、甲烷、二氧化碳及

入不均衡。 且近年的研究也逐渐从某些食物转向食

水。 其中的短链脂肪酸是肠道细胞和细菌的能量来

物中精确的某类营养素。 但目前饮食在 ＩＢＳ 的病因

源，对肠道的蠕动有促进作用，同时能减少腹胀及改

症状

［７⁃９］

和管理中 的 作 用 尚 未 明 确， 现 就 目 前 饮 食 因 素 在
ＩＢＳ 发病中的研究进展作以下综述。
１

蛋白质与 ＩＢＳ

善便秘 ［１４］ 。 另一种不溶性膳食纤维则难以在肠道
内被酵解。

ＩＢＳ 的发病机制复杂，包括胃肠道动力异常、内
脏敏感性增加、肠道菌群失调、脑 肠轴的相互作用

大多数人群发生食物过敏的主要原因是食物中

等。 膳食纤维主要具有促进结肠内物质的传输、调

的蛋白质成分。 其中，最经常导致过敏的食物蛋白

整肠道菌群、增加粪便体积和保护肠道黏膜屏障等

是面筋中的谷蛋白及牛奶中的牛乳蛋白。 为了避免

作用。 相关研究 ［１５］ 亦发现，膳食纤维能加快结肠传

发生过敏，约 ５４％的患者选择剔除日常饮食中的奶

输，增强肠动力，尤其是对便秘型 ＩＢＳ 的患者效果十

解胃肠道症状 ［１０］ 。 但上述措施有可能导致饮食结

ＩＢＳ 的辅助治疗，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 ［１６⁃１７］ 。 诸多

制品，约 ２２％的患者认为避免高蛋白饮食可有效缓

分显著 ［１５］ 。 因 此 膳 食 纤 维 长 期 以 来 一 直 被 用 作

构不均衡，甚至出现营养不良。

研究 ［１８⁃２０］ 也表明，膳食纤维补充剂对 ＩＢＳ 的患者是

在欧洲和美国，引起 ＩＢＳ 腹部症状的主要饮食

一种切实有效，性价比高且副作用少的治疗方法。

因素是乳制品。 考虑研究人群的不同地域和诊断方

但这些年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界对于采

法，在 ＩＢＳ 患者中乳糖不耐受的发生率差异也较大，

用增加膳食纤维来治疗 ＩＢＳ 患者也出现争议。 近年

范围为 ４％ ～ ７８％，尤其在亚洲人群中，比例相对更

来，诸多临床研究发现，限制可酵解的低聚糖、双糖、

。 乳制品导致肠道出现腹痛腹泻症状主要机

单糖和多元醇（ｆｅｒｍｅｎｔａｂｌｅ ｏｌｉｇ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ｄｉｓａｃｃｈａ⁃

制是在食用乳制品后，吸收率不佳的乳糖可能经肠

ｒｉｄｅｓ， ｍｏｎｏ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ｙｏｌｓ， ＦＯＤＭＡＰ） 对 ＩＢＳ

道黏膜的免疫屏障，以及与肥大细胞的相互作用进

患者的胃肠道症状有良好的改善作用［２１］ 。 ＦＯＤＭＡＰ

高

［１１］

而导致了肠道黏膜通透性发生变化 ［１２］ 。

是指一组难吸收、易发酵的短链碳水化合物，它们的主

谷蛋白是由麦粉类食物中麦胶（ 俗称面筋） 分

要特点是不易被人体吸收，且会加重消化系统的症状。

解生成，其主要的过敏机制是具有遗传易患性的个

关于 ＩＢＳ 与 ＦＯＤＭＡＰ 的研究起初主要集中于观察引

体摄入谷蛋白后，在人体不同系统引起过度的免疫

起 ＩＢＳ 患者症状发生的食物种类和摄入量［２２］ ，后来随

反应， 这 类 过 敏 最 常 影 响 胃 肠 系 统， 导 致 乳 糜 泻

着研 究 的 深 入， 给 出 了 具 体 的 定 义： 将 每 餐 摄 入

（ ｃｏｅｌｉａ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Ｄ） ；还可能影响到胃肠外系统，

ＦＯＤＭＡＰ 小于 ０ ５ ｇ 定为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的临界值。

试验中发现，进行无谷蛋白饮食组的患者症状有显

（１） 严格限制阶段： 这个阶段一般持续 ２ ～ ６ 周，饮

例如疱疹样皮炎。 多项对 ＩＢＳ 患者进行的随机双盲
著改善

［１３］

，说明 ＩＢＳ 的症状与谷蛋白的摄入相关。

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疗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２３］ ：

食中高 ＦＯＤＭＡＰ 的食物将使用低 ＦＯＤＭＡＰ 食物来

但严格的无谷蛋白饮食可能难以满足日常营养

替代，当症状出现改善时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如果

素摄入需求，因此，目前临床上还未有确切证据推荐

没有改善则考虑使用其他疗法。 （２） 维持阶段： 这

将无谷蛋白饮食作为 ＩＢＳ 患者的首选饮食疗法。
２

膳食纤维与 ＩＢＳ
膳食纤维由复杂的碳水化合物聚合物组成，这

个阶段可以识别患者具体对哪些食物敏感。 （ ３） 低
ＦＯＤＭＡＰ 耐受良好后导入正常饮食。

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改善 ＩＢＳ 症状的可能机制为：
（１） ＦＯＤＭＡＰ 进入小肠后难以被机体消化吸收，而
· ８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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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ＦＯＤＭＡＰ 可以通过减少肠道内的液体运输，维持
肠腔内的稳态平衡；Ｂａｒｒｅｔｔ 等

［２４］

研究发现，给予回肠

造瘘患者不同含量的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低 ＦＯＤＭＡＰ 组
回肠流出液的重量和含水量均低于高 ＦＯＤＭＡＰ 组，
证明了低 ＦＯＤＭＡＰ 可减少水向结肠运输。 （２） 减少
肠道内气体的产生，尤其是结肠内的产气，以缓解内
脏高敏患者的腹痛症状；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能减少结

协同作用，可共同抵抗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发展，揭示
维生素 Ｄ 的缺乏可能会影响肠道的稳态，进而干预
了炎症性肠病的发生发展 ［３１］ 。

Ｓｐｒａｋｅ 等 ［３２］ 首次发现使用维生素 Ｄ 干预能改

善 ＩＢＳ 患者的症状；此后的相关临床研究也发现约
７０％ＩＢＳ 患者使用维生素 Ｄ 疗法能显著改善临床症
状。 近年来国外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补充高

肠内氢气与甲烷的产生，缓解内脏高敏患者肠腔的

剂量维 生 素 Ｄ３ 的 情 况 下， ＩＢＳ 症 状 发 生 显 著 改

膨胀与疼痛感。 相关研究发现，无论是正常健康的

善 ［３３］ ，ＩＢＳ 患者的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也明显低于对

人群还是 ＩＢＳ 患者，在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期间进行氢
呼气试验检测后，其氢气的产气水平均低于进行高

照组 ［３４］ 。

维生素 Ｄ 在机体内发挥其生物学功能主要是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期间；且 ＩＢＳ 患者在高 ＦＯＤＭＡＰ 饮

通过维生素 Ｄ 受体（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ＶＤＲ） 表达

食期间，还出现腹痛腹泻等症状，而正常健康组的人

实现的，维生素 Ｄ 及 ＶＤＲ 在体内多种免疫细胞上

并未出现，说明除了产气增多的因素外， ＦＯＤＭＡＰ

均有表达，无论是机体的先天还是后天免疫都会受

引起消化道症状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２５］

。 （ ３） 通

过改变肠道内菌群影响 ＩＢＳ 的产生。 近期一项研究

到 ＶＤＲ 的调控作用 ［３５］ ，ＶＤＲ 在增强肠黏膜抗菌活
性、维持肠道免疫耐受中也发挥重要作用，且在肠道

表明， 与 高 ＦＯＤＭＡＰ 饮 食 或 者 常 规 饮 食 相 比， 低

的肠上皮细胞及巨噬细胞中均发现有 ＶＤＲ 的高表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可减少 ＩＢＳ 患者的粪便细菌总量，使

达。 当维生素 Ｄ 缺乏时，肠黏膜内的肥大细胞会被

得粪便细菌种类增加，粪便 ｐＨ 值升高

［２６］

。 同时，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还可降低肠道内双歧杆菌的数量，致
肠道内总的细菌丰度以及浓度下降 ［２７］ 。 一项使用
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疗法治疗 ＩＢＳ 患者的临床研究发
现，治 疗 后 患 者 肠 道 内 的 菌 群 多 样 性 增 加

［２８⁃２９］

。

（４） 调节内分泌细胞，影响 ５ 羟色胺水平。 相关研
究发现，经过低 ＦＯＤＭＡＰ 饮食 ３ ～ ９ 个月之后，ＩＢＳ

患者胃和结直肠中的内分泌细胞，例如 ５ 羟色胺细

激活 ［３６］ 。 动物研究发现，ＶＤＲ 敲除的小鼠更容易
出现腹泻，出血及溃疡等肠道症状 ［３７］ 。

另外，相关研究发现低维生素 Ｄ 水平与内脏高

敏相关，尤其是慢性应激引起的内脏疼痛、抑郁、焦
虑都与 ＩＢＳ 的发生发展相关 ［３８⁃３９］ 。 提示维生素 Ｄ

可以通过调控 ＩＢＳ 相关发病危险因素进而改善 ＩＢＳ
的症状。
在肠道内，维生素 Ｄ 一方面能够调节单核细胞

胞、ｇｈｒｅｌｉｎ 细胞、Ｇ 细胞等密度均恢复至接近正常健

及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和生理功能，从而减少炎症

康人的水平。

的发生；另一方面，维生素 Ｄ 能够刺激巨噬细胞产

３

生抗菌肽，并与肠道黏膜表面细菌相互作用，抵御肠

维生素 Ｄ 与 ＩＢＳ

道内的微生物，使内皮细胞等免受细菌侵害。 而抑

维生素 Ｄ 是一种脂溶性维生素，日常主要来源

菌肽的表达需要以 ＶＤＲ 的激活作为先决条件，提示

。 维生素

维生素 Ｄ 可能在保护肠道免受感染及维持肠道菌

Ｄ 的生物学作用除了广为人知的维持机体钙磷平衡

群平衡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 近年来，ＩＢＳ 与肠道

外，在肠道内还有调节免疫、抑制肿瘤、增强屏障的

菌群的相关研究显示，ＩＢＳ 患者小肠细菌过度生长

作用，相关研究发现维生素 Ｄ 缺乏可能与某些自身

的发生率为 ４０％ ～ ８０％，且在治疗后 ＩＢＳ 的症状出

一是阳光紫外线照射；二是饮食的摄入

［３０］

免疫缺乏病有关。
目前，全世界有 ３０％ ～ ５０％ 的人群存在维生素

现明显缓解 ［４０］ 。

综上所述，ＩＢＳ 患者较正常健康人群可能更易

Ｄ 缺乏，而 ＩＢＳ 患者中伴有骨质疏松者也明显高于

出现维生素 Ｄ 缺乏，且维生素 Ｄ 缺乏可能参与了

常人。 目前针对维生素 Ｄ 与 ＩＢＳ 关系的研究还比

ＩＢＳ 发生发展，补充维生素 Ｄ 可能对改善 ＩＢＳ 病情

较少，但炎症性肠病与维生素 Ｄ 之间的相关性已有

有一定作用。 但根据不同年龄不同病情的患者补充

广泛的研究。 相关研究发现，维生素 Ｄ 与钙剂具有

维生素 Ｄ 的最佳剂量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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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关注，通过限制饮食疗法来治疗 ＩＢＳ 经济且省

短链脂肪酸与 ＩＢＳ

时，所以目前也越来越普遍。 但是使用饮食疗法改

研究表明短链脂肪酸在肠黏膜的自我修复以及

善 ＩＢＳ 患者的症状的同时要注意规律饮食，以确保

保持肠上皮细胞的紧密状态和完整状态方面的作用

各类营养素能均衡摄入。 但是总体来说，目前诸多

都非常重要

［４１］

。 而相关研究发现，ＩＢＳ 患者粪便的

相关的饮食疗法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空白，许多研

短链脂肪酸与正常健康人群相比，发生了异常的改

究规模相对较小，缺乏长期有效及安全的数据，这些

变，且这种变化和患者的症状具有相关性，提示短链

都有待以后开展进一步的大规模，长期的双盲临床

脂肪酸的改变可能与 ＩＢＳ 的发生发展有关
般情况下，膳食习惯

［４３⁃４４］

［４２］

。 一

、结肠转运时间及肠道菌

研究，获得更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将饮食疗法的价
值最大化。

群的数量和种类等因素均会影响粪便中短链脂肪酸
的浓度 ［４５］ 。

脂肪酸在机体内的吸收大部分可在小肠内完

成。 但短链脂肪酸的产生则需要在结肠内经由特殊
的肠道微生物的发酵而成。 其中短链脂肪酸中的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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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ｇｌｕｔｅｎ⁃ｆｒｅｅ ｄｉｅｔ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２４６．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Ｊ］． Ｉｎｔ Ｊ Ｆｏｏｄ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２０１９，２９０： ２３７

ＢＡＲＭＥＹＥＲ Ｃ， ＳＣＨＵＭＡＮＮ Ｍ， ＭＥＹＥＲ Ｔ， ｅｔ ａｌ．
［２４］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Ｊ Ｓ， ＧＥＡＲＲＹ Ｒ Ｂ， ＭＵＩＲ Ｊ Ｇ， ｅｔ ａｌ． Ｄ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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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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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 Ｊ．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ｉｂｅｒ ｏｎ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Ａ 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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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ｃ ｌｕｍ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Ｊ ］ ． Ｇｕ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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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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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８８·

ｄｉｅ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ｉｔａｂｌｅ ｂｏｗｅｌ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 Ｊ］．

第６期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李莹杰

ＷＩＭＡＬＡＷＡＮＳＡ Ｓ Ｊ， ＲＡＺＺＡＱＵＥ Ｍ Ｓ， ＡＬ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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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ｅ ｏｒ ｒｅａｌ？ ［ Ｊ］ ． Ｊ Ｓｔｅｒｏｉ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Ｍｏｌ Ｂｉｏｌ， ２０１８，

ｄｏｍｉｚ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 Ｊ ］ ．

１８０： ４ １４．

ＣＨＥＮ Ｊ， ＢＲＵＣＥ Ｄ， ＣＡＮＴＯＲＮＡ Ｍ Ｔ．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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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Ｆｅｃａｌ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ａｌ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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