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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SHIME 模型研究肠道微生物对 13 种农产品中
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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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应用模拟人体胃肠消化的 SHIME（simulator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al ecosystem）体外方法评价
肠道菌群对不同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作用规律，为正确评价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健康风险提供理论依据。结
果表明：肠道菌群可使葡萄等 13 种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降低 30.3% ~ 97.2%，其中以葡萄和大豆中供试农药
残留生物可给性的影响较为显著；膳食成分可增强肠道菌群对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影响，菊粉作用下可使肠道菌群
对葡萄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降低 39.6%。大肠杆菌是影响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主要优势菌，36 h 时可使葡萄中腐霉
利生物可给性显著降低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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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gut microflora on procymidone bioaccessibility in 13 kind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y SHIME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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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mulator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al ecosystem (SHIME) can be used in vitro gastrointestinal method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f gut microbiota on the procymidone bioaccessibility in different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ich ca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reliable evaluation of potential health risk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ut microbiota could reduce the procymidone bioaccessibility by 30.3% - 97.2% in 13 agricultural products. Among the tested products, the pesticide residues
bioaccessibility in grapes and soybeans were most significantly affected. Furthermore, dietary ingredients could
enhance such kind of effect, for example, the addition of inulin could reduce the procymidone bioaccessibility in
grapes by 39.6%. Otherwise, Escherichia coli was the superior bacteria of effects on procymidone bioaccessibility,
which could result in a 33.9% decrease on the procymidone bioaccessibility in grapes after action for 36 h.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bioaccessibility; procymidone; gut microflora; dietary composition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越来越受
到广泛关注，农药残留膳食暴露评估是农产品安全
性评价的关键[1-2]。目前评估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风
险的残留分布数据主要是初级农产品中残留量或膳
食摄入的食物中农药残留量，忽略了人体膳食摄入
食物后，可以危害人体健康的农药残留仅是其可以
从 食 物 中 释 放 至 消 化 液 的 部 分 [3] 。 生 物 可 给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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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accessibility，即食物中农药残留在体内消化过
程中可被释放至胃肠液的比值）是准确评估农药残
留实际暴露量的重要因素，目前已广泛应用于重金
属、真菌毒素以及多氯联苯（PCBs）[4]、多环芳烃
（PAHs）[5]等有机污染物健康风险评估。
作为人体消化代谢的重要“器官”，肠道菌群在食
物消化、药物代谢及吸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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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外不少学者关注了环境污染物对肠道
菌群的影响，发现重金属和农药残留的膳食暴露显
著影响人体肠道菌群的结构与功能，进而诱导机体
代谢、吸收和免疫等功能的失调。但是，对于肠道
菌群影响环境污染物生物可给性的研究报道较少，
且多集中于对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如 Sun 等发现
肠道微生物可显著降低稻米中 As（砷）的生物可给
性[6]。Laird 等报道了肠道微生物对不同食物中 Hg
的生物可给性具有双重作用，导致 Hg（汞）在不同
食物中生物可给性差异显著[7]。Alava 等研究发现肠
道微生物对不同稻米中 As 的生物可给性差异显著
（精米 2%、印度香米 12%、半煮熟米 22%）[8]。农
产品中的农药残留作为一类有机化合物，经膳食摄
入进入人体消化道，在肠道菌群的作用下，必然发
生代谢与转化，影响其生物可给性及对人体健康的
风险。目前，有关肠道菌群影响农产品中农药残留
生物可给性的文献报道甚少，值得深入开展研究。
鉴于此，作者以葡萄等 13 种农产品中常见的腐霉利
为对象，
应用 SHIME（simulator of the human intestinal
microbial ecosystem）体外胃肠方法，研究肠道菌群
对不同农产品中供试农药生物可给性的影响，以期
探明影响农药残留生物可给性的主要肠道菌。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1.1.1 农药标准品 腐霉利（Procymidone），纯度
98.3%，购于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2 主要仪器和设备 气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Agilent 7890B-5977a，购于美国安捷伦科技公司；
精密电子天平，AL104，购于梅特勒-托利多仪器（上
海）有限公司；无菌操作台，SW-CJ-1D，购于上海
博讯科技有限公司。
1.2 方法
1.2.1 供试农产品样品的制备 将经残留分析确定
不含供试农药的葡萄、大豆、香蕉、青椒、玉米、
蟹味菇、紫薯、花生、洋葱、韭菜、柑橘、黄瓜和
胡萝卜 13 种农产品，清洗、均质后，于﹣50 ℃下
冷冻干燥 72 h，碾碎成粉末过 80 目筛。试验前，加
入适量的标准农药，制备成添加有供试农药的农产
品样品，充分混匀，待有机溶剂挥发后备用。
1.2.2 肠道菌群的获取与培养 人体粪便是目前众
多学者获得肠道菌群的途径[9]。因此，本试验采集 6
名 28 岁健康男性（过去一年未食用过抗生素类药
物）的新鲜粪便，用 0.1 mol·L-1 灭菌 PBS（pH 7.0）
配成 20%的粪便悬浮液，
充分混匀后用直径为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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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属筛过滤，除去大的食物颗粒。将获得的菌悬液
用营养琼脂培养基于 37 ℃下避光厌氧培养 24 h 后，
接种于 SHIME 模型的肠阶段，每日通入氮气 15 min
以保证厌氧环境，培养 3～4 周使肠道菌群达到稳定
期后备用。
通过对多组肠道菌群进行 16S rDNA 测序，
选取了肠道菌群丰度和结构差异最为显著的 A 和 B
作为供试菌群。
1.2.3 农药残留生物可给性体外测定方法 将 25
mL 肠液与 5 mL 培养稳定的肠道菌群悬浮液混匀，
添加 1 g 含供试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样品，迅速通入
氮气 10 ~ 15 min 以保障充分厌氧环境，置于
37 ℃、180 r·min-1 的恒温振荡仪，模拟体外模拟胃
肠消化蠕动；分别于 2、4、8、12、16 和 24 h 定时
取样，进行农药残留量分析测定。并设置空白对照
组，在不含肠道菌群的肠液（30 mL）中添加相同
量的含供试农药残留农产品样品。按照如下公式计
算供试农药残留的生物可给性：
C ×V
BA / % = 1 1 ×100
CM
式中： BA 为农产品中腐霉利在模拟肠液中的
生物可给性；C1 为腐霉利在模拟肠液中的浓度，
mg·L-1；V1 为模拟肠液的体积，L；C 为农产品中腐
霉利的浓度，mg·kg-1；M 为加入到反应体系中农产
品的质量，kg。
1.2.4 主要菌群对供试农药残留生物可给性的影响
分别选取大肠杆菌和乳酸杆菌 2 种肠道优势菌为对
象 ， 分 别 用 MRS （ man rogosa sharpe ） 及 LB
（Luria-Bertani）培养基以 3%的接种量活化 3 次后，
取单一菌落接种至 50 mL 已灭菌的培养液，厌氧培
养 24 h 后备用。按 1.2.3 操作，将其与含供试农药
残留的农产品样品于 37 ℃厌氧条件下振荡温浴 4、
8、12、16、24 和 36 h 后，定时取样，并进行农药
残留量分析测定。
1.2.5 膳食成分对肠道菌群影响农药残留生物可给
性 选取菊粉、白藜芦醇、蛋白质和植物油为代表
性膳食成分，分别将其添加到含供试肠道菌群的肠
液（30 mL）中，添加量为 0.1 g，迅速通入氮气保
证充分的厌氧环境，并按照按 1.2.3 操作，将其与含
供试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样品于 37 ℃厌氧条件下振
荡温浴，定时取样，进行农药残留量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测定
葡萄等 13 种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测定
结果表明（图 1）
：腐霉利在花生、大豆和葡萄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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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可给性相对较低，分别为 30.3%、31.4%和
35.6%；而在蟹味菇、辣椒和洋葱中的生物可给性较
高，分别为 93.0%、94.0%和 97.2%。其在不同农产
品中生物可给性的差异可能与食物膳食成分有关。
2.2 肠道菌群对不同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
的影响作用
选取生物可给性相对较低的葡萄、紫薯、大豆
和花生为代表，研究肠道菌群对供试农产品中农药
残留生物可给性影响。结果（图 2）表明，肠道菌
群对 4 种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影响存在时
间效应，相较于对照组，肠道菌群作用下的农产品
生物可给性随消化时间呈降低趋势，其中以葡萄和
大豆最为显著，培养 24 h 后，肠道菌群可使葡萄和
大豆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在 24 h 时降低 32.2%和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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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相较两组肠道菌群的影响作用，A 组肠道
菌群在体外培养 8 h 内对大豆和花生中腐霉利的生
物可给性影响较为明显。

图 1 13 种农产品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评价
Figure 1 Bioaccessibility of procymidone in 13 kinds of agri
cultural products

图 2 肠道菌群对葡萄（a）、紫薯（b）、大豆（c）和花生（d）中腐霉利的生物可给性的影响
Effects of gut microbiota on the bioaccessibility of procymidone in grape (a), inpuranol (b) soybean (c) and peanut (d)

图 3 菊粉（a）、白藜芦醇（b）、蛋白质（c）和植物油（d）对肠道菌群影响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作用规律
Figure 3 Effects of inulin (a), resveratrol (b), protein (c) and vegetable oil (d) on the bioaccessibility of procymidone in gut microbi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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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主要菌群大肠杆菌（a）和乳酸杆菌（b）对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作用规律
Figure 4 Effects of Escherichia coli (a) and Lactobacillus (b) on bioaccessibility of procymidone

2.3

膳食成分对肠道菌群影响农药残留生物可给
性的作用规律
选取菊粉、白藜芦醇、蛋白质和植物油为代表
性膳食成分，研究其对肠道菌群影响供试农药残留
生物可给性的作用规律。结果（图 3）表明，蛋白
质和白藜芦醇对腐霉利生物可给性影响相对较小，
相较于其他 3 种膳食成分，菊粉可显著增强肠道菌
群对葡萄中供试农药生物可给性的影响，在其作用
下可使葡萄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降低 37.6%。可见
菊粉是影响肠道菌群降低葡萄中供试农药生物可给
性的最主要的膳食成分。
2.4 肠道优势菌对供试水果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
的影响
研究大肠杆菌、乳酸杆菌两种主要肠道优势菌
对葡萄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影响作用。 结果（图 4）
表明，大肠杆菌和乳酸杆菌对腐霉利均具有时间效
应。消化初期 8 h 内，主要菌群影响下的腐霉利生
物可给性于对照组无明显差异；12 h 后，主要菌群
对腐霉利生物可给性呈显著降低效果，且于 36 h 时
可使其分别降低 33.9%和 32.0%。以上结果表明，
大肠杆菌和乳酸杆菌是影响腐霉利生物可给性的主
要优势肠道菌。

3

物可给性显著降低 33.9%。表明肠道菌群是影响农
药残留生物可给性的重要因素。
食物基质成分的不同对环境污染物生物可给性
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Cai 等发现淡水鱼和蔬菜中
多氯联苯生物可给性分别为 2.0% ~ 3.0%和 25.0% ~
27.0%，差异显著[13]。Yu 发现在体外消化模型中不
同的食物对 PBDEs 生物可给性在 13 种供试食物中
有不同的影响，多溴联苯醚生物可给性差异显著
（2.6% ~ 41.3%），且与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呈
正相关，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呈负相关[14]。本
文通过膳食成分的添加，发现在菊粉作用下可使肠
道菌群对葡萄中腐霉利生物可给性显著降低
39.6%，其主要因素可能是菊粉能够保持肠道中有
益菌的数量平衡，促进肠道益生菌的产生，肠道微
生物也可以利用其产生 SCFAs，调节肠道 pH 值，
进而降低农药在肠道中的暴露风险。
基于肠道菌群在不同膳食营养成分的干预下，
可显著降低农药残留生物可给性，建议人们在日常
饮食中可提高对不同膳食成分的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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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示茶树 MYB 转录因子家族调节
茶树次生代谢物合成等方面的功能多样性分子机制
茶树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赵剑课题组在国际期刊《植物学杂志》上发表题为《MYB 转
录因子家族参与茶树次生代谢和叶片发育以及胁迫响应的分子机制》（Diverse roles of MYB transcription
factors in regulating secondary metabolite biosynthesis and shoot development and stress response in tea plants
(Camellia sinensis)）的研究论文，系统研究了 MYB 转录因子家族参与茶树几种特征性次生代谢物合成调
控、茶树幼叶嫩茎发育及对逆境胁迫响应的调控过程的部分分子机制。
茶叶幼嫩芽叶中含有丰富多样的次生代谢产物，然而这些种类多样且含量极高的次生代谢物的合成如
何与茶树顶稍发育被协同调控目前还不清楚。茶树基因组中共鉴定到 221 个 MYB 成员，包括 1R、2R 和
3R 三种类型。这些 MYB 基因具有明显的组织特异性表达，可能参与调控茶树特征性化合物合成，对茶叶
风味和健康功效起重要作用。
该研究通过进化树分析，筛选了茶树中所有可能参与调控黄酮类化合物合成的 MYB 转录因子，结合大
量转录组和代谢组数据关联分析、酵母双杂交/BiFC 实验，拟南芥遗传互补等实验，分析研究了候选 MYB
基因的功能。对 MYB 抑制子参与这些过程的调控也做了分析，发现茶树的 MYB 抑制子结构和表达特征，
并对关键转录因子调控花青素和表皮毛发育进行了功能验证。胡萝卜素对茶叶的感官品质也有重要贡献。该
研究通过代谢和转录组关联分析、结合同源搜索等，重点对参与调控胡萝卜素合成的 MYB 转录因子进行了
筛选和功能鉴定。该研究鉴定到一个 R2R3 MYB 转录因子 MYB110 参与调控茶树胡萝卜素合成，并在茶树
叶片和烟草叶片中对其功能进行了验证。进一步研究发现，茶树 TT8 基因也参与了胡萝卜素合成调控，且二
者都处于茶树基因组选择消除区域，可能受到了环境和人工选择。酵母双杂交、BiFC 以及启动子激活试验
表明 MYB110、TT8、WD40 等蛋白互作，以蛋白复合体的形式，调控胡萝卜素代谢途径结构基因。此外，
该研究还通过生物信息学初步分析和预测了 MYB 转录因子家族参与茶树茶毫发育、根毛发育、气孔发育、
次生代谢（萜类化合物、咖啡碱、茶氨酸吲哚类物质合成）
、多种逆境胁迫响应过程中的可能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