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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肠道菌群干预对帕金森病患者便秘症状及多巴丝肼疗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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玲 ，赵 岩 ，茆

探讨早期肠道菌群干预对帕金森病（ＰＤ ）患者肠道便秘症状及多巴丝肼疗效的影响 ，为临床治疗提供参

纳入 ２０１５ 月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我院神经内科初次诊断的 ＰＤ 患者 １１４ 例 ，随机分为肠道菌群干预组 （ｎ ＝ ５７）与

对照组（ｎ＝ ５７） ，两组均予多巴丝肼片常规初始治疗 ，干预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三联活菌制剂调理肠道菌群 ，采用便秘患者生活
质量量表（ＰＡＣ唱ＱＯＬ ）等评估患者便秘症状及满意度 ，采用统一帕金森病评定量表 （Ｕ ＰＤＲＳ唱 Ⅲ ）等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
运动症状及心理状态 。 结果

① 干预组较治疗前及较对照组的 ＰＡＣ唱ＱＯＬ ，Ｂｒｉｓｔｏｌ 粪便性状量表 （ＢＳＦＳ ）评分改善显著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 ＜ ０ ．０５） ；② 两组患者较治疗前 Ｕ ＰＤＲＳ唱 Ⅲ 运动评分均有改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 ．０５ ） ，干预组较对照

组 ４ 周时 Ｕ ＰＤＲＳ唱 Ⅲ 评分有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 ．０５） ；③ 干预组较对照组治疗后医院焦虑量表（ＨＡＤ唱Ａ ） 、医院抑郁
量表（ＨＡＤ唱Ｄ）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ＰＳＱＩ）评分均有下降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 ０ ．０５） 。 结论

早期肠道菌群干预能有效

改善 ＰＤ 患者的便秘症状及焦虑睡眠等心理状态 ，可能有早期增强多巴丝肼制剂对运动症状的疗效 ，但远期影响仍有待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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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Ｄ 是一种 α唱突触核蛋白（α唱ｓｙｎ）异常沉积于脑
内 、外多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 ，除典型运动障碍外 ，
还伴有许多非运动症状 ，特别是胃肠道症状如肠道蠕
动困难 、吸收差 、便秘等 。 有研究者发现肠道菌群失
衡会导致 α唱ｓｙｎ 在肠道神经系统内沉积 ，且沿脑唱肠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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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迁移至脑内并沉积 ，最后导致 ＰＤ 发生 ，故推测
ＰＤ 的早期发病可能由肠道菌群失调所致

［１］

。 我们通

过早期加以肠道菌群干预 ，试图探讨肠道菌群与 ＰＤ
患者发病的关系及多巴丝肼制剂疗效的影响 ，为 ＰＤ
的诊疗方案提供新的参考 ，现报告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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