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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脂饮食诱发小鼠肥胖及其对肠道菌群结构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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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目的　探讨高脂饮食对小鼠体重、血脂以及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方法　将２０只Ｃ５７ＢＬ／６Ｊ雌性小
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１０只）和高脂饮食组（１０只），分别给予普通饮食和高脂饮食。饲喂１２周后，称量小鼠体
重，测定小鼠血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脂（Ｔ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ＬＤＬ－Ｃ）
的含量。采集小鼠粪便，提取细菌总ＤＮＡ，ＰＣＲ扩增获得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Ｖ４标签片段，用于ＨｉＳｅｑ２５００高通量测序，
基于ＱＩＩＭＥ平台比较小肠内容物菌群结构多样性。结果　高脂饮食组小鼠体重及血清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均
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正常对照组小鼠粪便菌群多样性高于高脂饮食的小鼠。高脂饮食组小鼠的粪便中含有的厚

壁菌较正常组显著升高，但是拟杆菌门数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结论　高脂饮食能诱导小鼠肥胖，改变小鼠肠道
菌群结构。

　　【关键词】　高脂饮食；肥胖；肠道菌群；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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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
肥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肥胖的发生率都呈现明显上升

的趋势，肥胖问题已成为世界瞩目的公共卫生问

题［１］。肥胖不仅影响形体美，更重要的是容易诱发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脂肪肝和癌症等疾病，成为困

扰人类健康的最受关注的疾病之一［２－４］。肥胖的发

生机制非常复杂，与遗传、环境因素、饮食、生活习

惯、系统性和脂肪组织炎症密切相关。近年来许多

研究发现，肠道菌群与肥胖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

系［５－６］。肠道菌群是人体代谢的重要参与者，在营

养消化与吸收、抵御外来病原菌的入侵和产生重要

代谢产物等方面有许多不可替代的作用［７－８］。阐明

肠道菌群与肥胖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可能会为肥胖的

防控与治疗成为研究的热点。

本研究通过对小鼠饲喂高脂饲料与正常饲料，

比较高脂饮食对小鼠肠道菌群结构的影响。采用

ＨｉＳｅｑ２５００高通量测序技术对小鼠粪便菌群 １６Ｓ
ｒＤＮＡ的Ｖ４区域进行测序，再基于ＱＩＩＭＥ平台比较
样品中所含有的微生物种类及丰度。分析饲喂高脂

饲料的小鼠，其粪便菌群的结构及多样性，与正常小

鼠的粪便菌群进行比较，从而了解高脂饮食对小鼠

肠道菌群的影响，为深入认识饮食对肠道菌群的影

响，寻找有效的防治肥胖措施及指导人们进行健康

饮食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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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动物
ＳＰＦ级雌性 Ｃ５７ＢＬ／６小鼠２０只，鼠龄５周，体

重１４２～１６３ｇ，购自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心。
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１０只）和高脂饮食组（１０
只），饲养室温控制在（２２±１）℃，相对湿度４０％ ～
７０％，每天维持１２ｈ光照，昼夜循环，自由饮食。
１．２　主要试剂

普通和高脂饲料均购自广东省医学实验动物中

心。普通饲料提供的热量是３８ｋｃａｌ／ｇ，其中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质量比是１９∶６７∶４；能量比是
２０∶７０∶１０。高脂饲料提供的热量是５２ｋｃａｌ／ｇ，其中
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质量比是２６∶２６∶３５；能
量比是 ２０∶２０∶６０。ＰＣＲ酶购自 ＴａＫａＲａ公司。
ＱＩＡａｍｐＤＮＡＳｔｏｏｌＭｉｎｉＫｉｔ粪便 ＤＮＡ基因组提取
试剂盒、琼脂糖凝胶ＤＮＡ回收试剂盒购于 ＱＩＡＧＥＮ
公司。血清总胆固醇（ＴＣ）、甘油三脂（ＴＧ）、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ＨＤＬ－Ｃ）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检测试剂盒均采购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
公司。

１．３　研究方法
１．３．１　样品采集　２０只小鼠适应饲养１周后，随
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和高脂饮食组，每组１笼，每笼
１０只，每周对各只小鼠进行称重。饲养１２周后，无
菌采集小鼠粪便，放入灭菌后的离心管中，－８０℃超
低温冰箱保存以备肠道菌群分析；并用眼眶采血法

依次从每只小鼠眼眶中采集１５ｍＬ新鲜血液，滴入
含ＥＤＴＡ抗凝管中，静置２ｈ，离心留取血清，放入
－８０℃超低温冰箱保存待测。
１．３．２　血脂测定　按试剂盒说明书测定小鼠血清
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及ＬＤＬ－Ｃ含量。
１．３．３　小鼠粪便总ＤＮＡ提取　采用 ＱＩＡａｍｐＤＮＡ
ＳｔｏｏｌＭｉｎｉＫｉｔ试剂盒抽提小鼠粪便的总基因组
ＤＮＡ，步骤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用０８％琼脂
糖凝胶电泳检测抽提的总基因组 ＤＮＡ完整性，
－２０℃保存备用。
１．３．４　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扩增、纯化和测序　采用引
物５１５Ｆ（５’－ＧＴＧＣＣＡＧＣＭＧＣＣＧＣＧＧＴＡＡ－３’），
８０６Ｒ（５’－Ｇ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ＷＴＣＴＡＡＴ－３’），扩
增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的Ｖ４区。ＰＣＲ反应体系为：Ｐｒｉｍ
ｅＳＴＡＲＨＳ缓冲液 ２０μＬ，１５μＭ的正向引物 ０６
μＬ，１５μＭ的反向引物 ０６μＬ，ＤＮＡ１０ｎｇ，加 ｄｄ
Ｈ２Ｏ至总体积 ４０μＬ。ＰＣＲ反应条件为：９８℃ ２０
ｓｅｃ；３５个循环包括 ９８℃ １０ｓｅｃ，５０℃ １５ｓｅｃ，７２℃
３０ｓｅｃ；最后是７２℃ ５ｍｉｎ，至１０℃时停止。每个样
品的ＰＣＲ产物混合后用２％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

切目的条带，使用胶回收试剂盒回收纯化产物。将

纯化好的ＰＣＲ产物送至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建库，
利用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Ｈｉｓｅｑ２５００平台进行测序。
１．３．５　生物信息学分析　首先将测序得到的序列
分离标签序列，然后把双末端序列进行拼接，将成对

的序列拼接成一条序列；同时对序列质量进行质控

和过滤，去除引物序列，得到１６ＳｒＤＮＡＶ４片段，丢
弃长度短于２００ｂｐ和平均质量低于２０的序列；将
得到的干净序列用 ＵＣＨＩＭＥ筛选嵌合体并去除嵌
合体序列。相似性在９７％以上的序列将通过序列
聚类成为运算分类单位（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Ｕ
ｎｉｔ，ＯＴＵ），使用 ＱＩＩＭＥ软件将 ＯＴＵ代表序列与
ＧｒｅｅｎＧｅｎｅ数据库进行比对，进行 Ａｌｐｈａ多样性计
算，采用Ａｃｅ、Ｃｈａｏ、Ｓｈａｎｎｏｎ、Ｓｉｍｐｓｏｎ评估指数分别
对样本进行多样性分析。根据分类学分析比对结

果，在门水平上对小鼠粪便样品中细菌群落进行菌

群种类和丰度分析。

１．４　统计学处理
采用ＳＰＳＳ１７统计软件对小鼠的体重及血清

ＴＣ、ＴＧ、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含量的差异进行比较。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两组均数的比较
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高脂饮食对小鼠体重的影响
高脂饮食组和正常对照组小鼠的体重变化如表

１和图１所示。在整个实验期间两组小鼠体重均保
持体重增长趋势，但与正常对照组相比，高脂饮食组

小鼠体重增长显著。第５周两组小鼠之间的体重已
产生显著性差异（Ｐ＜００５），至实验终止时的第１２
周两组小鼠的体重已经形成了极显著的差异（Ｐ＜
００１），说明高脂饮食能更加显著增加小鼠的体重。

表１　正常对照组与高脂饮食组小鼠体重的变化 （ｎ＝１０，珋ｘ±ｓ）

时间周数 正常对照组／ｇ 高脂饮食组／ｇ ｔ Ｐ

０ １５．０５±０．３１ １５．０９±０．２９ ０．１６ ０．８７

１ １５．３４±０．２４ １５．４９±０．２５ ０．６７ ０．５１

２ １５．５３±０．３１ １５．７２±０．２９ ０．７８ ０．４５

３ １６．０５±０．３４ １６．５２±０．３２ １．８３ ０．０８

４ １６．７３±０．３１ １７．３６±０．６０ ２．０９ ０．０５

５ １７．２６±０．４０ １７．９７±０．５５ ２．３１ ０．０３

６ １７．２１±０．４７ １８．７２±０．７９ ４．２５ ＜０．０１

７ １７．７３±０．３４ １９．１７±０．４８ ５．０２ ＜０．０１

８ １８．０１±０．１９ １９．６０±０．４７ ６．１９ ＜０．０１

９ １８．８４±０．２３ １９．９８±０．８７ ３．４３ ＜０．０１

１０ １９．３８±０．３１ ２０．４１±１．２８ ２．５９ ０．０２

１１ １９．８６±０．４３ ２０．９４±０．６２ ３．３２ ＜０．０１

１２ ２０．３１±０．９９ ２１．７４±０．９０ ３．２８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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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正常对照组与高脂饮食组小鼠体重的变化

２．２　高脂饮食对小鼠血脂的影响
高脂饮食组和正常对照组小鼠血脂的影响见表

２。正常对照组小鼠血清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和ＬＤＬ－
Ｃ含量依次为２１０、０９７、０９６和０３５ｍｍｏｌ／Ｌ；高
脂饮食组小鼠血清 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和 ＬＤＬ－Ｃ含
量依次为２４８、１１６、１２９和０４４ｍｍｏｌ／Ｌ。结果显
示，高脂饮食组小鼠血清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和ＬＤＬ－
Ｃ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１）。

表２　正常对照组与高脂饮食组小鼠血清ＴＣ、ＴＧ、ＨＤＬ－Ｃ和ＬＤＬ－Ｃ含量比较 （ｍｍｏｌ／Ｌ，ｎ＝１０，珋ｘ±ｓ）

组别 ＴＣ ＴＧ ＨＤＬ－Ｃ ＬＤＬ－Ｃ

正常对照组 ２．１０±０．０６ ０．９７±０．０１ ０．９６±０．０２ ０．３５±０．００

高脂饮食组 ２．４８±０．１１ １．１６±０．０３ １．２９±０．１０ ０．４４±０．００

ｔ ２．９１ ２．９９ ２．９３ ４．５８

Ｐ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１

２．３　小鼠粪便菌群 Ａｌｐｈａ多样性分析和门水平
分布

小鼠粪便细菌１６ＳｒＤＮＡ基因经ＰＣＲ扩增后进
行高通量测序，菌群多样性统计结果见表３。２０只
小鼠粪便样品测序共产生６７０７１８条序列，每个样
品平均产生３３５３５条，用于 ＯＴＵ划分的序列数共
６３２９６０条，平均每个样品３１６４８条。正常对照组
小鼠粪便菌群经 ９７％相似性合并后得到 ２３０个
ＯＴＵｓ，测序覆盖深度０９８２；高脂饮食组小鼠粪便菌
群经９７％相似性合并后得到１１６个 ＯＴＵｓ，测序覆
盖深度０９７９。正常对照组得到的 ＯＴＵｓ比高脂饮
食组要多，表明正常对照组小鼠粪便菌群的多样性

较高；而且两组的测序覆盖深度均超过０９７，测序
覆盖深度的指数越接近于１，说明测序深度已经基
本覆盖到样品中所有的物种。

Ａｌｐｈａ多样性是指一个区域或生态系统内的多
样性，用来描述单个样品的物种多样性，Ａｌｐｈａ多样
性指数主要用来表达三方面信息：物种丰度、物种多

样性和测序深度。Ａｃｅ和Ｃｈａｏ１指数用来评估样品
中所含 ＯＴＵ的总数，显示样品中的物种丰度。
Ｓｈａｎｎｏｎ指数用来描述物种的种数和各种间个体分
配的均匀性，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表示随机抽取的两个个
体属于不同种的概率。Ｓｈａｎｎｏｎ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的值越
大，物种多样性也就越高。正常对照组的 Ａｃｅ、
Ｃｈａｏ１、Ｓｈａｎｎｏｎ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分别为 ２５６、２３９、
４５２和 ０９２６；高脂饮食组的 Ａｃｅ、Ｃｈａｏ１、Ｓｈａｎｎｏｎ
和Ｓｉｍｐｓｏｎ指数分别为１５７、１４６、２８９和０６４８。说
明正常对照组小鼠肠道菌群的丰度和多样性较高脂

饮食组更高。

表３　正常对照组与高脂饮食组小鼠粪便微生物ＯＵＴ数量和Ａｌｐｈａ多样性

组别 ＯＴＵｓ Ａｃｅ Ｃｈａｏ１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正常对照组 ２３０ ２５６ ２３９ ４．５２ ０．９２６ ０．９８２

高脂饮食组 １１６ １５７ １４６ ２．８９ ０．６４８ ０．９７９

　　由图２可知，两组小鼠粪便样品菌群主要包括：
厚壁菌门（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拟杆菌门（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变
形菌门（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放线菌门（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正常对照组小鼠粪便菌群中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Ｂａｃｔｅ
ｒｏｉｄｅｔｅｓ、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的比例为
６３２５、２１７６、１０８８和３８３；高脂饮食组小鼠粪便
菌群中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和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的比例为８５４９、８２６、４８５和１３１。
结果说明，高脂饮食组小鼠的粪便中含有的 Ｆｉｒｍｉ
ｃｕｔｅｓ较正常对照组显著升高，但是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数
量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图２　正常对照组与高脂饮食组小鼠粪便菌群在门水平上的分布

３　讨论
正常人体肠道内有多达 １００万亿的定植微生

物，可分为有益菌、条件致病菌和病原菌等三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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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有益菌是肠道的优势菌群，占到９９０％ ～
９９９％［９］，主要由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

放线菌门、疣微菌门和梭杆菌门等９个门的细菌组
成，以厚壁菌门（６４％）和拟杆菌门（３２％）占绝对优
势［１０］。肠道正常菌群对人体的生理活动有重要作

用，如对宿主的保护作用、免疫作用、抗肿瘤作用、改

善肝功能作用、营养作用、参与机体物质代谢、促进

营养物质吸收、屏障作用等［１１］。肠道菌群有多种可

能机制导致肥胖的发生，对人体的生理代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是维持人类健康至关重要的“微生物

器官”。肠道菌群改变导致肥胖发生的机制已成为

近年来的研究热点［１２］。

国内外关于肥胖环境因素的大量研究显示：肠

道菌群与体脂的沉积及肥胖的发生有着密切的关

系［１３］。近年来随着各种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利

用高通量测序依赖的宏基因组测序技术也越来越广

泛应用于肠道菌群变化规律的研究中，其结构和功

能正逐渐得到揭示。宏基因组学着眼于对整个肠道

微生物组的研究，高通量测序技术能够进行痕量菌

检测并客观还原菌群结构，不仅可以用于研究肠道

微生物的种群结构、生态失衡及其与健康和疾病的

关系，还可以研究系统发育关系、新型功能基因、微

生物相关途径、物种相互协作关系及其与宿主、环境

的协同进化等［１４］。本研究通过对小鼠饲喂高脂饲

料模拟与人类肥胖模型，探讨高脂饮食对小鼠肠道

菌群的影响。结果发现，两组小鼠粪便样品在门水

平上主要包括：厚壁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和放

线菌门。高脂饮食组厚壁菌门数量显著高于正常饮

食的对照组小鼠，而拟杆菌门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

小鼠，与 Ｔｕｒｎｂａｕｇｈ等［１５－１７］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从粪便微生物群落丰度和结构上来看，正常对照组

小鼠粪便菌群与高脂饮食组小鼠的粪便菌群有着显

著的差异。正常对照组小鼠粪便中微生物的丰度和

多样性较高脂饮食组小鼠粪便菌群高。因为粪便菌

群可以代表整个消化道菌群的状况，所以这说明正

常对照组小鼠肠道菌群的物种总数远高于高脂饮食

组小鼠的肠道菌群，高脂饮食可以诱导健康小鼠肠

道菌群丰度和多样性的改变。

众多临床研究的结果证实，多种膳食模式均能

对肠道菌群产生影响，但不同膳食模式如何通过肠

道菌群对个体代谢产生影响的机制尚不明确［１８］。

研究发现高脂饮食可显著降低肠道菌群的多样性及

细菌总量，使粪便内丁酸含量和双歧杆菌数目显著

减少。高脂饮食可以引起肠道菌群失调，肠道菌群

失调又可以引起代谢紊乱，高脂饮食能够通过改变

肠道菌群影响代谢终导致个体肥胖。Ｌｅｙ等［１９］检

测了１２名肥胖个体的肠道菌群，与体重正常的对照
人群相比，肥胖者肠道内厚壁菌门数量显著增加，拟

杆菌门数量显著减少，提示高脂膳食可能是导致个

体肠道内厚壁菌门数量增加的主要因素，认为高脂

膳食能够通过增加肠道厚壁菌门数量来上调脂肪酸

在宿主体内蓄积。因此，如何在临床上通过调节肠

道正常菌群来达到降低血脂，有可能成为将来研究

的重点［２０］。同时，通过限制高脂饮食，预防由肠道

菌群紊乱导致的各种疾病也需要大家投入更多的精

力来进行研究。本研究中，高脂饮食组小鼠的体重

从第５周开始与正常对照组小鼠相比，形成显著性
差异。至第１２周时两组小鼠的体重形成了极显著
的差异，而且高脂饮食组小鼠的血清 ＴＣ、ＴＧ、
ＨＤＬ－Ｃ、ＬＤＬ－Ｃ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表明高
脂饮食能显著地增加小鼠的体重和升高血脂，具有

诱发肥胖的危险，与 Ｌａｍ等［２１］和 Ｚｈａｎｇ等［２２］的研

究结果一致。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和

体力劳动的减少，超重、肥胖问题越来越普遍。人们

通过合理饮食调节肠道菌群可以降低肥胖的风险，

但是宿主和肠道菌群究竟通过什么机制互相作用、

互相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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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并接种于冻存管中，使用异丙醇冻盒的逐级冷

冻法将冷冻盒放于 －８０℃，次日将肝细胞移至液氮
中。按此方法，短期冻存３天后复苏，肝细胞存活率
达到（７１６±２２）％，相较新鲜分离的肝细胞，存活
率达到９０％以上，同时培养时间长达１２天，无微生
物污染。肝衰竭患者由于肝脏功能不全影响白蛋白

的合成、体内氨代谢和药物代谢能力。谷氨酰胺合

成酶（ＧＳ）、氨甲酰磷酸合酶１（ＣＰＳ１）分别是体内氨
代谢和尿素合成的关键酶。细胞色素 Ｐ４５０是主要
的药物代谢Ｉ相酶。其中，５０％的药物由Ｐ４５０家族
的ＣＹＰ３Ａ４代谢。本实验获得的人原代肝细胞冻存
前后ＡＬＢ、ＧＳ、ＣＰＳ１、ＣＹＰ３Ａ４基因表达无统计学差
异，可以基本满足生物人工肝、肝细胞治疗、药物评

价等研究需要，为未来临床应用和治疗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１］　ＺＨＡＮＧＺ，ＺＨＡＯＹＣ，ＣＨＥＮＧＹ，ｅｔａｌ．Ｈｙｂｒｉｄｂｉｏ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ｉｖ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ｃｙｎｏｍｏｌｇｕｓｍｏｎｋｅｙｓｗｉｔｈＤ－ｇａｌａｃｔｏｓａｍｉｎ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ｃｕｔｅｌｉｖｅ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４，２０（４６）：

１７３９９－１７４０６．

［２］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ＮＰ，ＬＡＷＡＴＩＴＡ，ＫＥＬＧＥＲＩＣ，ｅｔａｌ．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ｌｉｖ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ａｃｕｔｅｌｉｖｅ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Ｊ］．Ｉｎｄｉａｎ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２０１６，５３（１）：６７－７４．

［３］　ＷＵＤＢ，ＣＨＥＮＥＱ，ＢＡＩＬ，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ｙｌｔｈｉｏｕｒａｃｉ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ｉｖｅｒｆａｉｌｕｒｅ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ｉｖｅ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ｃａｓｅ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Ｊ］．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ｓ＆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１３）：６５－６８．

［４］　ＣＨＩＳＴＩＡＫＯＶＤＡ．ＬｉｖｅｒＲ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Ｊ］．ＣｅｌｌｓＴｉｓｓｕｅｓＯｒｇａｎｓ，２０１２，１９６（４）：２９１－３１２．

［５］　ＰＩＥＴＲＯＳＩＧ，ＣＨＩＮＮＩＣＩＣ．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ＬｉｖｅｒＣｅｌｌＴｒａｎｓ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ｉｎｇＨｕｍａｎＦｅｔａｌＬｉｖｅｒＣｅｌｌｓ［Ｊ］．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Ｂｉ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７，１５０６：２８３－２９４．

［６］　ＮＩＢＯＵＲＧＧＡＡ，ＣＨＡＭＵＬＥＡＵＲＡＦＭ，ＧＵＬＩＫＴＭＶ，ｅｔａｌ．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ｈｕｍａｎｃｅｌｌ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ｐｐｌｉｅｄａｓｂｉｏ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ｉｎｂｉｏａｒ

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ｉｖｅｒｓ：ａｒｅｖｉｅｗ［Ｊ］．ＥｘｐｅｒｔＯｐｉｎＢｉｏｌＴｈｅｒ，２０１２，１２（７）：

９０５－９２１．

［７］　刘玉琢，谢本维，郭晓东，等．生物人工肝研究和应用进展［Ｊ］．

现代生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２，１２（３５）：６９８１－６９８３．

［８］　刘赛兰，章瀚文，潘天慧，等．猪内源性逆转录病毒与异种移植

及生物人工肝安全性问题［Ｊ］．肝脏，２０１３，１８（２）：１２５－１２９．

［９］　程　斌，程海燕．永生化骨髓间充质干细胞模型的构建［Ｊ］．现

代医院，２０１５，１５（１）：１３－１５．

［１０］ＮＡＪＩＭＩＭ，ＤＥＦＲＥＳＮＥＦ，ＳＯＫＡＬＥＭ．ＣｏｎｃｉｓｅＲｅｖｉｅｗ：Ｕｐｄａ

ｔｅ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Ｃｅｌ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Ｉｎｂｏｒｎ

Ｌｉｖｅｒ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ｅｆｅｃｔｓ［Ｊ］．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６，５（８）：１１１７．

［１１］ＰＥＮＮＩＮＧＴＯＮＭＲ，ＣＵＲＴＩＳＴＭ，ＤＩＶＥＲＳＴＪ，ｅｔａｌ．ＥｑｕｉｎｅＭｅｓ

ｅｎｃｈｙｍａｌＳｔｒｏｍａｌＣｅｌｌｓｆｒｏｍ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ｔｅｉｎｔｏ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ＬｉｋｅＣｅｌｌｓ［Ｊ］．ＴｉｓｓｕｅＥｎｇＰａｒｔＣＭｅｔｈ

ｏｄｓ，２０１６，２２（６）：５９６－６０７．

［１２］ＳＥＧＬＥＮＰＯ．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ｒａｔｌｉｖｅｒｃｅｌｌｓ［Ｊ］．Ｍｅｔｈｏｄｓ

ＣｅｌｌＢｉｏｌ，１９７６，１３（１３）：２９－８３．

［１３］吴青松，李治国，刘广波，等．一种简易的人原代肝细胞分离培

养方法［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２０１２，１６（１８）：３３０１－３３０４．

［１４］ＳＴ?ＰＨＥＮＮＥＸ，ＮＡＪＩＭＩＭ，ＳＯＫＡＬＥＭ．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ｃｒｙｏｐｒ

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ｉｔｔｉｍｅ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Ｊ］．ＷｏｒｌｄＪＧａｓｔｒｏ

ｅｎｔｅｒｏｌ，２０１０，１６（１）：１－１４．

［１５］ＬＬＯＹＤＴＤ，ＯＲＲＳ，ＢＥＲＲＹＤＰ，ｅｔ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ａ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ｆｏｒ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ｆｏｒｕｓｅｉｎｂｉｏ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ｌｉｖｅｒｓｙｓ

ｔｅｍｓ［Ｊ］．ＡｎｎＣｌｉｎＬａｂＳｃｉ，２００４，３４（２）：１６５－１７４．

［１６］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Ｅ，ＶＩＯＬＬＯＮ－ＡＢＡＤＩＥＣ，ＤＡＶＩＤＰ，ｅｔａｌ．Ｃｒｙ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ｄｕｌｔｈｕｍａｎ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ｆｒｏｍｒｅｓｅｃｔｅｄｌｉｖ

ｅｒｂｉｏｐｓｉｅｓ［Ｊ］．Ｃｒｙ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２，４４（２）：１０３－１１３．

［１７］ＳＨＩＢＡＮＹＫＡ，Ｔ?ＴＥＭＥＹＥＲＳ，ＰＲＡＴＴＳＬ，ｅｔａｌ．Ｅｑｕｉｎｅｈｅｐ

ａｔｏｃｙｔｅｓ：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ｃｒｙｏ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ｉｎｖｉｔｒｏ

ｄｒｕｇ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Ｒｅ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２０１６，４

（５）：

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櫒

ｅ００２６８．

（上接第８６６页）
［１１］唐　立．人类肠道微生态基础与应用研究进展［Ｊ］．沈阳医学

院学报，２０１６，１８（５）：３２１－３２４．
［１２］ＧＲＡＨＡＭＣ，ＭＵＬＬＥＮＡ，ＷＨＥＬＡＮＫ．Ｏｂｅｓｉ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ｇａｓｔｒｏ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Ｊ］．
ＮａｔｒＲｅｖ，２０１５，７３（６）：３７６－３８５．

［１３］刘新彩，徐佩茹．肠道菌群与肥胖症关联性的研究进展［Ｊ］．新
疆医学，２０１６，４６（７）：７７７－７８０．

［１４］杨　翠，李祖明．分子生物学技术在肠道微生物研究中的应用
进展［Ｊ］．中国微生态学杂志，２０１７，２９（２）：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８．

［１５］ＬＩＯＵＡＰ，ＰＡＺＩＵＫＭ，ＬＵＥＶＡＮＯＪＭＪＲ，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ｅｄ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ｔｈｅ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ｄｕｅｔｏｇａｓｔｒｉｃｂｙｐａｓｓｒｅｄｕｃｅｈｏｓｔ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Ｊ］．ＳｃｉＴｒａｎｓｌＭｅｄ，２０１３，５（１７８）：１７８ｒａ４１．

［１６］ＭＵＪＩＣＯＪＲ，ＢＡＣＣＡＮＧＣ，ＧＨＥＯＲＧＨＥＡ，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
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ｄｕｅｔｏ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ｆａｔｔｙａｃｉｄｓｉｎ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ｂｅｓｅｍｉｃｅ［Ｊ］．ＢｒＪＮｕｔｒ，２０１３，１１０（４）：７１１－７２０．

［１７］ＳＥＮＤＥＲＲ，ＦＵＣＨＳＳ，ＭＩＬＯＲ．ＡｒｅＷｅＲｅａｌｌｙＶａｓｔｌｙＯｕｔｎｕｍ
ｂｅｒｅｄ？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ｔｉｏ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ｔｏＨｏｓｔＣｅｌｌｓｉｎＨｕｍａｎｓ

［Ｊ］．Ｃｅｌｌ，２０１６，１６４（３）：３３７－３４０．
［１８］张旭光，才绍江，王　岚，等．不同膳食模式对个体代谢和肠道

菌群影响的研究进展［Ｊ］．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２）：

１６５－１７０．
［１９］ＬＥＹＲＥ，ＴＵＲＮＢＡＵＧＨＰＪ，ＫＬＥＩＮＳ，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ｙ：

ｈｕｍａｎ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ｏｂｅｓｉｔｙ［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０６，
４４４（７１２２）：１０２２－１０２３．

［２０］王子恺，杨云生，孙　刚，等．膳食因素对肠道菌群的影响［Ｊ］．
中华消化杂志，２０１７，３７（２）：１３７－１４０．

［２１］ＬＡＭＹＹ，ＨＡＣＷ，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Ｒ，ｅｔａｌ．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ｇｕｔｐｅｒｍ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ｗｉｔｈｍｅｓｅｎｔｅｒｉｃｆａｔｉｎｆｌａｍ
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ｏｂｅｓｅｍｉｃｅ
［Ｊ］．ＰＬｏＳＯｎｅ，２０１２，７（３）：ｅ３４２３３．

［２２］ＺＨＡＮＧＣ，ＺＨＡＮＧＭ，ＰＡＮＧＸ，ｅ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ｏｆ
ｔｈｅｇｕ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ｉｎａｄｕｌｔｍｉｃｅ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ｆａｔｄｉｅｔａｒｙｐｅｒｔｕｒｂａ
ｔｉｏｎｓ［Ｊ］．ＩＳＭＥＪ，２０１２，６（１０）：１８４８－１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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