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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Ｓ）是常见的消化系

统疾病，主要表现为腹

痛和腹部不适，排便后

症状减轻或消失，其中腹痛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目前ＩＢＳ腹痛的发生机制尚不清楚，近年来研

究提示支配肠道的神经系统与肠道局部免疫活性

细胞可相互作用，释放多种神经递质和炎性因子，

参与肠道高敏感的发生。

１　神经调节异常与犐犅犛腹痛

内脏高敏感是ＩＢＳ患者的特征性临床表现，即

ＩＢＳ患者对直肠扩张的痛觉阈值下降。但这一观点

目前受到了较多的质疑。首先，尽管ＩＢＳ患者直肠

球囊扩张压力阈值降低，但不同个体间仍表现出较

大的差异，例如一项针对１０９例ＩＢＳ患者的临床研

究显示，仅有６１％的患者表现出对直肠扩张刺激的

痛觉过敏［１］。其次，尚无文献报道球囊扩张痛觉阈

值的降低与腹痛症状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

近年来，随着“脑肠轴”概念认识的加深，人们对ＩＢＳ

内脏高敏感的发生机制也从胃肠局部提升到全身

整体的角度来重新审视。

越来越多的临床资料表明精神心理因素可影

响ＩＢＳ患者的痛觉阈值，且精神心理紊乱的严重程

度与患者的反应强度相关联。感觉决策理论揭示

ＩＢＳ患者给予直肠扩张刺激时更易诉说疼痛，但其

对球囊扩张的感知敏锐度并无明显改变［２］。ＩＢＳ患

者给予二元听觉压力刺激时，焦虑、愤怒评分明显

升高，对直肠扩张的耐受程度明显下降，接受心理

治疗后直肠耐受性可好转［３］。心理应激状态时，可

激活体内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ＨＰＡ），ＩＢＳ患者

血皮质醇水平迅速升高，高峰持续时间长，导致患

者的腹部症状加重和生活质量评分的明显下降［４］。

在ＩＢＳ中枢调控的研究中，功能性脑显像技术

的应用为探索ＩＢＳ患者腹痛症状的中枢机制开辟了

新的思路。ＩＢＳ患者接受疼痛性的直肠刺激时，可

引起大脑皮质某些区域的异常激动，表明大脑处理

感觉信号的过程存在异常，并引发ＩＢＳ患者的腹痛

症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ＩＢＳ患者内

侧及腹外侧额叶皮质、后顶叶皮质、腹侧纹状体和

丘脑等灰质密度明显下降［５］。对伴有焦虑、抑郁症

状的ＩＢＳ患者的研究提示，焦虑症状与ＩＢＳ患者前

扣带束皮质和前扣带回皮质激活有关，抑郁症状与

ＩＢＳ患者的前额叶和小脑区激活有关
［６］。同时，ＩＢＳ

患者直肠扩张刺激强度的不同，激活的脑区也不尽

一致。阈下刺激时，ＩＢＳ患者左侧腹外侧额前皮质、

脑岛和扣带前皮质激活，而阈上刺激时，ＩＢＳ患者脑

岛和腹外侧额前皮质反应明显强于对照者［７］。

在ＩＢＳ外周调控的研究中，肠神经系统功能异

常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多种炎性介质和细胞因子

均可直接活化肠神经末梢，或者促发肠道疼痛介质

的释放，从而使肠神经末梢致敏，对疼痛刺激的反

应增强。新近研究发现ＩＢＳ患者结肠黏膜脑源性神

经营养因子（ＢＤＮＦ）表达水平明显升高，并参与患

者腹痛症状的发生，机制可能与其促进痛性神经递

质Ｐ物质释放及增加结肠黏膜神经纤维密度有

关［８］。另有报道，ＩＢＳ患者结肠黏膜神经生长因子

（ＮＧＦ）表达升高，并且促进神经元发芽的生长相关

蛋白（ＧＡＰ）４３表达相应升高
［９］。ＩＢＳ患者结肠黏

膜ＴＲＰＶ１阳性神经纤维密度明显增加，且ＴＲＰＶ１

阳性神经纤维与ＩＢＳ患者结肠黏膜的低度炎性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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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腹痛程度有关。这些研究提示ＩＢＳ患者肠黏膜神

经纤维密度改变与其内脏敏感性的异常密切

相关［１０］。

２　免疫调节异常与犐犅犛腹痛

越来越多的研究资料表明，不仅是感染后ＩＢＳ，

无明确感染证据的ＩＢＳ患者的肠道和外周血同样存

在轻度免疫异常，包括免疫因子表达异常、肥大细

胞活化、肠嗜铬细胞数目增多、肠上皮间质和肌间

神经丛Ｔ淋巴细胞浸润增加、粪便上清β防御素２

含量升高等。目前证实ＩＢＳ患者结肠黏膜固有免疫

破坏，表现为结肠黏膜标本中Ｔｏｌｌ样受体（ＴＬＲ）表

达异常，引起结肠黏膜低度炎性反应。同时ＩＢＳ患

者结肠黏膜Ｔ细胞、淋巴细胞和肥大细胞浸润明显

增加。伴有排便次数增多、水样便和腹痛的ＩＢＳ患

者外周血中的炎性细胞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１β、ＩＬ６）

要明显高于不伴有上述症状的ＩＢＳ患者，中和血液

中的ＩＬ６可明显改善ＩＢＳ患者的肠道功能，减轻患

者的腹部症状［１１］。新近研究证实，外周血／肠黏膜

ＩＬ５、ＩＬ１３、ＴＮＦα的表达水平还与功能性胃肠病

患者的焦虑、抑郁症状明显相关［１２］。同纤维肌痛的

患者相比，ＩＢＳ患者血浆中ＩＬ１β和ＴＮＦα的水平

明显升高，提示这两种因子可能与ＩＢＳ患者腹痛症

状的发生关系密切［１３］。

免疫调节异常同样可参与ＩＢＳ患者腹痛症状的

发生，机制可能与炎性细胞及分泌的细胞因子刺激

分布于肠道的神经纤维有关。电镜下可见靠近ＩＢＳ

患者结肠黏膜神经纤维末梢的活化肥大细胞数目

明显增加，并与患者的腹痛／腹部不适的程度和频

率明显相关。ＩＢＳ患者的结肠黏膜标本上清液肥大

细胞释放的介质明显增高，当用上清液刺激人黏膜

下神经元时，可使神经元放电频率增加［１４］。感染后

ＩＢＳ患者的外周血单核细胞可激活支配小鼠结肠的

盆神经和腰内脏神经，使小鼠肠道黏膜、肌层和浆

膜层的机械敏感性增强［１５］。对ＩＢＳ患者给予肥大

细胞稳定剂酮替芬或免疫抑制剂美沙拉嗪治疗后，

可明显增加患者对直肠扩张刺激的感觉阈值，改善

患者的腹胀、腹泻等临床症状［１６１７］。

３　神经免疫互动调节与犐犅犛腹痛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ＨＰＡ）和交感神经系统

是联系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的重要通道。目前

证实人肠上皮间质肥大细胞膜上表达促肾上腺皮

质激素释放因子 （ＣＲＦ）的受体，如 ＣＲＦＲ１ 和

ＣＲＦＲ２。应激状态时，ＣＲＦ因子释放明显增多，并

作用于肥大细胞表面的ＣＲＦ受体，导致肥大细胞释

放入肠腔的蛋白酶明显增加，同时ＣＲＦ亦可上调外

周血白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数目，相应的ＩＬ１、

ＩＬ２、ＩＬ６、ＩＦＮγ等炎性细胞因子释放增多，从而

启动肠道免疫系统的激活［１８］。动物研究证实，促甲

状腺素释放激素侧脑室注射可激活脑干神经元，并

诱导大鼠小肠肥大细胞脱颗粒，从而提供了中枢神

经系统调控肠黏膜免疫功能的直接证据［１９］。

免疫因子同样可调控神经系统的功能。动物

研究中发现，ＩＬ６、ＩＬ１β和ＴＮＦα等炎性细胞因子

可发挥神经调质的作用，激活黏膜下分泌运动型神

经元，调控肠道的感觉、运动、分泌和血流供应等功

能。ＩＬ６、ＩＬ１β也可作用于肠黏膜的离子通道，增

强胆碱能神经元的信号转导。而且ＩＬ６可通过抑

制交感神经纤维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从而在分泌型

腹泻中发挥重要作用［２０］。

在中枢神经系统和胃肠道对话的媒介中，肠道

菌群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肠道菌群可调节

肠道的炎性因子和免疫细胞的活性，形成保护性屏

障抵抗外来致病菌的侵袭，同时肠道菌群的组成也

受中枢神经系统的调控。动物研究中发现，精神心

理应激（如母婴分离）可影响肠道菌群，肠道菌群的

改变继而引起肠道炎症性疼痛和焦虑行为的发生。

应激可激活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肠腔内去甲肾上腺

素释放增加，去甲肾上腺素可通过 ＱｓｃＣ受体作用

于细菌，导致肠道细菌繁殖增加或增强细菌致病

性［２１］。在抑郁症的患者中，已有证据表明患者情绪

的改变与肠道菌群的异常有密切关系。

肠道菌群的改变也反作用于神经系统。罗伊

氏乳杆菌可抑制大鼠背根神经节细胞的动作电位，

使大鼠背根神经节放电频率明显减少，从而减轻大

鼠直肠球囊扩张诱发的内脏疼痛［２２］。嗜酸乳杆菌

可通过与吗啡相似的作用途径，使大鼠结肠黏膜上

皮阿片受体和大麻素受体表达上调，最终引起大鼠

内脏敏感性下降［２３］。临床研究发现ＩＢＳ患者肠腔

菌群中韦荣球菌和乳酸杆菌数量明显增加，分解肠

腔内葡萄糖产生的乙酸、丙酸浓度增高，刺激肠黏

膜神经纤维，导致ＩＢＳ患者腹痛、腹胀程度评分明显

升高［２４］。

ＩＢＳ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严重影响着患

者的生活质量。目前尚无一种病理生理机制能完

全解释ＩＢＳ患者的临床表现。事实上，基因、环境和

宿主反应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均参与了ＩＢＳ的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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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神经系统与免

疫系统之间的互动与ＩＢＳ症状的发生和发展关系密

切，沿着这条途径研究有可能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

ＩＢＳ的潜在机制，并为ＩＢＳ治疗提供新的作用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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