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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实施内容（包括研究方案和技术路线，须与项目申报书相一致）

1 研究方案

1.1 肠安菌泰的组成和制备

按原方比例加 8 倍量体积的水，常规煎煮两次，每次 15min，过滤，合并两次滤液，浓缩成相

当于含生药 2g/ml 的药液。给药时稀释成 0.5g/mL、1g/mL、2g/mL 三个浓度，依次对应为低剂量、

中剂量、高剂量。

1.2 质量控制

运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LPC）对肠安菌泰进行指纹图谱分析，分析肠安菌泰主要成分。

1.3 动物模型的建立及分组

（1）动物模型的建立

用课题组已经成功建立并复制的 IBS-D 大鼠模型，造模结束后，通过粪便 Bristol 分型积分、腹

壁回缩反射（AWR）及离体肠管运动实验评估模型是否成功。

（2）动物分组及给药

造模成功后，取雄性模型大鼠 60 只，分为正常组、模型组、肠安菌泰低剂量组、肠安菌泰中剂

量组、肠安菌泰高剂量组，共 5 组，每组 12 只。动物造模后第 2d，正常组和模型组灌胃给予等体积

灭菌水，肠安菌泰低中高三个剂量组分别给予肠安菌泰水煎液。共给药 14d，第 15d 取材进行实验。

1.4 口服肠安菌泰后肠道菌群结构变化研究

（1）菌群数量及组成

多种不同的培养基上，对生长出来的菌落进行菌种鉴定，并将每种细菌的数量与参考值进行比

较，并计算 B/E 值，评估经口服肠安菌泰干预后大鼠肠道菌群数量及组成变化。

（2）PCR-DGGE 分析肠道菌群组成

PCR-DGGE（denaturing gradient gel electrophoresis）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技术分析肠道菌群组成，

Bionumerics 软件对 DGGE 分子指纹图谱进行相关性分析。

（3）荧光定量 PCR 定量分析肠道菌群数量的变化

粪便标本采集及 DNA 提取：以无菌方法收集大鼠的粪便 1g 左右于 2mL 的 EP 管中，按

DNA 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粪便基因组 DNA。

PCR 引物设计：根据双歧杆菌、乳酸杆菌、大肠杆菌、拟杆菌、梭杆菌、链球菌 16S rDNA 基

因序列，设计相应菌属 PCR 引物，并在 BLAST 基因库内比对引物序列的相应菌属的特异性。



标准曲线的制备：取对照组各细菌的 PCR 产物按 DNA 纯化试剂盒说明进行纯化，测定纯化产

物吸光度（A 值）及浓度，换算为各标准品 1μl 的拷贝数用于标准曲线的制作。

粪便样品细菌 16S rDNA 定量分析：将待测粪便提取的 DNA 分别进行细菌的实时荧光定量

PCR 反应，根据溶解曲线分析 PCR 产物的特异性。

（4）宏基因组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的变化

粪便标本采集及细菌基因组，以无菌方法收集大鼠的粪便 1g 左右于 2ml 的 EP 管中，按细菌基

因组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粪便基因组 DNA，交由华大基因研究院进行宏基因组测序分析。

1.5 口服肠安菌泰后菌群代谢产物变化研究

配置不同浓度的乙酸、丙酸、丁酸、2-乙基丁酸（内标）标准液后，进行气相色谱分析，根据标

准曲线计算得出短链脂肪酸含量。

1.6 胃肠动力神经内分泌学相关检测

①胃排空及小肠推进比的测定

治疗疗程结束后，每组随机选取 5 只大鼠，灌服混有 99m 碍-二乙三胺五乙酸护（99mTc-

DTPA)0.05 毫居(mCi)/l0g 和少量亚甲兰的营养性半固体糊标准餐 20ml/g，胃内核素残留率(%)=(胃内

核素残留值/基准值) x100%，小肠推进比(%)=(幽门括约肌至色素前端的距离(cm)/幽门括约肌至回盲

部的距离(cm))x100%。

②胃动素、胃泌素、血管活性肠肽和生长抑素的变化

将治疗前后各组大鼠血浆、血清标本在测定前混匀，4℃1500 转/min 离心 15 分钟，取上清液采

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测定胃动素、胃泌素、血管活性肠肽和生长抑素的含量。

1.7 ICC细胞的数目及超微结构的测定：

分别切取大鼠食道下段、胃运动起搏区（胃体中部距贲门1/3处）、小肠、结肠组织共4块，在光

学显微镜高倍镜(×400倍)计数每个视野的阳性ICC。另一部分采用醋酸双氧铀、枸橼酸铅双重电子染

色，在透射电镜下观察ICC细胞的超微结构并照相存储。

1.8 消化道平滑肌组织中c-kit蛋白、SCF蛋白质的测定

分别切取大鼠食道下段、胃运动起搏区（胃体中部距贲门1/3处）、小肠、结肠组织共4块（约

100mg），采用Western blot放射免疫法检测平滑肌组织中c-kit蛋白、SCF蛋白质的含量。

1.9 SCF/c-kit信号通路中SCF mRNA、c-kit mRNA的测定

标本选取方法同上，采用Trizol法提取总RNA，行常规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PCR)。采

用SYBR GreenⅠ法,按照TaKaRa公司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2 技术路线图



二、项目考核指标

（一）项目完成后提供的研究开发成果及形式（须明确产品、专利、版权、标准等成果的类型及数

量）

成果形式 成果数量 成果形式 成果数量

发明专利 申请 0 培养人才（人） 0

授权 0 其中：博士后 0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 0       博士生 0

授权 0       硕士生 0

外观设计专利 申请 0 软件著作权（项） 0

授权 0 论文论著（篇) 2

国外专利 PCT 受理 0 SCI 1

授权 0 EI 0

获得国家级科

技奖项（项）
0 CA 0

获得省级科技

奖项（项）
0 中文期刊 1

获得市级科技

奖项（项）
0 其中：中文核心期刊 1

新产品（或新

材料、新设备） 0 新技术（或新方法、新项

目）
0

转让合同数（项） 0 成果应用单位（家） 0

已商品化成果数（项） 0 转让合同额（万元） 0

新增利税（万元） 0 新增产值（万元） 0

（二）其他成果及形式说明：

/

（三）其他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及社会效益说明：

/



     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三、项目进度和阶段目标

（一）项目起止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2020 年 1 月 4 日

（二）项目进度、主要工作内容及阶段目标

2018.01 至 2018.03
整理文献、订购试剂、相关实验条件准备，建立动物模型

及预实验。

2018.04 至 2018.07
肠安菌泰的制备和质量控制，肠安菌泰对肠道菌群结构以

及代谢的研究。

2018.08 至 2018.12
观察肠安菌泰对 SCF/c-ki 信号通路以及 ICC 数目及超微

结构的影响。

2019.01 至 2019.04 阶段性工作总结，填写年度执行报告；撰写论文及投稿。

2019.05 至 2019.09
观察肠安菌泰对 IBS-D 模型大鼠 SCF/c-kit/ICC 信号通路

的表达、胃肠动力神经内分泌学、肠道菌群结构三者之间

的相关性。

2019.10 至 2020.01
实验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补充、完善实验究；结题报

告、研究论文的书写及投稿。

四、经费预算

序号 科目 金额（万元） 说明

1 收入合计 5 /

（1）单位自筹 0 /

（2）其他渠道资助 4 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资助经费

补充

（3）下达经费 1 /

2 支出预算 下达经费
单位自

筹等
/

（1）科研业务费 0.25 0 用于发表论文

（2）实验材料费 0.7 0 用于购买相关实验试剂

（3）协作费 0 0 /

（4）管理费 0.05 0 按申请经费 5%计算

（5）其他 0 0 /



 支出合计 1 0 /

附件 3

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专项资金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

（2018年度）

专项名称
从“脑-肠-微生态轴”探讨肠安菌泰调控 SCF/C-kit信号通路治疗

IBS-D的机制

省级财政部门 广东省财政厅 专项实施期 -

地方财政部门 - 地方主管部门 -

 实施期金额： 1   年度金额： 1

   其中：省级专项 1    其中：省级专项 1

资金

情况
（万元）

         地方资金 -          地方资金 -

实施期目标 年度目标

总

体

目

标

目标1：整理文献、订购试剂、相关实验条件准备，

建立动物模型及预实验。

目标2：肠安菌泰的制备和质量控制，肠安菌泰对肠

道菌群结构以及代谢的研究。

目标3：观察肠安菌泰对 SCF/c-ki 信号通路以及

ICC 数目及超微结构的影响。

目标4：阶段性工作总结，填写年度执行报告；撰写

论文及投稿。

目标5：观察肠安菌泰对 IBS-D 模型大鼠 SCF/c-

kit/ICC 信号通路的表达、胃肠动力神经内分泌学、肠

道菌群结构三者之间的相关性。

目标6：实验数据的整理、统计分析；补充、完善实

验究；结题报告、研究论文的书写及投稿。

目标1：证明研究假设：以 IBS-D 公认的动

物模型，证明肠安菌泰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的

结构，或改变肠道特定菌群的代谢功能，影

响 SCF/C-kit 信号启动“脑-肠-微生态轴”的调

控作用，从而起到治疗 IBS-D 的作用。

目标2：通过项目的实施，建立“脑-肠-微生

态轴”的研究模式，为以肠道菌群为靶点的

IBS-D 中药评价奠定基础，且有助于进一步深

刻认识肠道菌群与 IBS-D 的关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1： 数量指标  指标1：

 指标2：  指标2：数量指标

 ……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

绩

效

指

标

产

出

指

标
质量指标

 ……

质量指标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时效指标

 ……

时效指标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成本指标

 ……

成本指标

 ……

……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
经济效益

指标
 ……

经济效益

指标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
社会效益

指标
 ……

社会效益

指标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
生态效益

指标
 ……

生态效益

指标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
可持续影响

指标
 ……

可持续影响

指标
 ……

效

益

指

标

…… ……

 指标1：  指标1：

 指标2：  指标2：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

满意度指

标

…… ……



五、人员信息

项目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 职称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签名

侯秋科
45020519830

7280426
博士研究

生
主治医师

广州中医

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

院

项目组织、实施

项目组主要成员（不含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学历 职称 所在单位 项目分工 签名

刘凤斌 男
44011119631

0164814
博士研究

生

正高级（教授、

研究员等）

广州中医

药大学
课题实施与指导

黄永铨 男
44068219880

5013630
硕士研究

生

初级（助教等）

及以下

广州中医

药大学

肠安菌泰的制备和

质量控制

李培武 男
44510219810

2211417
硕士研究

生

副高级（副教

授、副研究员

等）

广州中医

药大学

SCF/c-ki 信号通路

检测

陈旭 女
32030219860

9271223
博士研究

生

初级（助教等）

及以下

广州中医

药大学

ICC 超微结构的观

察

蔡佳仲 男
44512119820

518561X
博士研究

生

中级（讲师、

助理研究员等）
广州中医

药大学
数据统计分析

米红 女
45011119861

0230028
博士研究

生

初级（助教等）

及以下

广州中医

药大学

胃肠道动力学指标

检测

张长荣 男
63222119890

302191X
博士研究

生

初级（助教等）

及以下

广州中医

药大学

IBS-D 模型大鼠构

建

祝水恋 女
36232219901

0100929
博士研究

生

初级（助教等）

及以下

广州中医

药大学

肠道菌群结构以及

代谢的实验



六、合同条款

第一条 甲方与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为顺利完成 2018 年

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文件编号：粤中医（2018）1 号）经协商一致，特订立本合同，

作为甲乙双方在项目实施管理过程中共同遵守的依据。

第二条 甲方权利义务：1.按合同书规定进行经费核拨的有关工作协调。2.根据甲方需要，在不影

响乙方工作的前提下，定期或不定期对乙方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或抽

查。

第三条 乙方权利义务：1.确保落实自筹经费及有关保障条件。2.按合同书规定，对甲方核拨的经

费实行专款专用，单独列账，并随时配合甲方进行监督检查。3.使用财政资金采购设备、

原材料等，按照《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有关规定，符合招标

条件的须进行招标。 4.项目实施完成或实施到一定程度，须按照有关规定提出验收或终

止结题的申请，并按甲方要求做好项目结题工作。5.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提交科技报

告及其他材料。

第四条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如出现广东省相关政策法规重大改变等不可抗力情况，甲方有权

对所核拨经费的数量和时间进行相应调整。

第五条 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需要对项目起止时间、项目经费使用（包括自筹经费、经费分配及

经费支出预算等）、项目内容（包括研发内容、技术指标、经济指标及成果指标等）、项

目名称、项目承担单位（包括承担单位更名、承担单位替换）、参与单位、项目负责人和

成员等进行变更的，甲乙双方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条 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当事人一方发现可能导致项目整体或部分失败的情形时，应及时

通知另一方，并采取适当措施减少损失，没有及时通知并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

应当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第七条 本项目技术成果的归属、转让和实施技术成果所产生的经济利益的分享，除双方另有约定

外，按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法规执行。

第八条 属技术保密的项目，甲乙双方应另行订立技术保密条款，作为本合同正式内容的一部分，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九条 项目申报书所附“项目可行性报告”，作为本合同正式内容一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

力。

第十条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经双方另行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作为本合同正式内容的一部分，与

本合同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一条 本合同的争议应由双方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解决，如双方协商不成的，则应向甲方所

在地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 保密条款：

1. 本合同保密内容范围为：       。

2. 本合同保密期限为：          。

3. 乙方应与可能知悉保密内容的人员签订技术秘密保护协议。

4. 各方应建立技术秘密保护制度。

5. 属技术保密项目必须经省负责技术保密部门审查后，确定可否发表或用于国际合作和

交流。

第十三条 甲方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乙方是否需要单位担保，若需要保证单位，应订立担保条款，

作为本合同正式内容一部分。当乙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合同，以及没有或没有完全承

担违约责任时，乙方的保证单位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第十四条 本合同一式四份，各份具有同等效力。甲方存一份，乙方存二份，丙方存一份，本合

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至项目结题后一年内。各方均应负合同的法律责任，不应受

机构、人事变动的影响。

说明：本合同书中，凡是当事人约定无需填写的内容，应在空白处划（/）。



七、本合同签约各方

管理单位（甲方）：广东省中医药局

                                   （盖章）

                                   年    月    日

承担单位（乙方）：

                                    （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主管部门（丙方）：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