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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居民膳食维生素摄入状况

何宇纳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摘　 要　 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

康状况监测数据描述和分析我国不同人群膳食维生

素的摄入水平ꎮ 膳食研究数据采用 ３ 天 ２４ 小时膳食

回顾法收集的个人食物消费数据结合家庭称重法收

集的烹调油和调味品的消费数据ꎮ 结果包括不同人

群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Ｅ、 维生素 Ｂ１、 维生素 Ｂ２、 维

生素 Ｃ 和烟酸等维生素的平均摄入量及变化趋势ꎬ

利用 ＤＲＩｓ 评价各人群摄入状况ꎬ 人群摄入不足的

状况ꎬ 并分析各种维生素主要食物来源特点ꎮ 结果

显示我国居民膳食摄入的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Ｂ１、 维

生素 Ｂ２ 和维生素 Ｃ 存在摄入不足风险的人群比例

较高ꎬ 有待改善ꎮ
(由于作者所用数据尚未发表ꎬ 待发表后再行

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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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氧化维生素补充对 ＤＮＡ 损伤及红细胞
功能影响人群干预研究

马爱国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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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酸与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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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维生素 Ｄ 与代谢综合征关系研究进展

李　 颖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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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幼儿营养: 挑战与机遇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ＢＩＮＤＥＬＳ
(达能纽迪希亚生命早期营养研究中心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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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素对糖脂代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向雪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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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年人膳食胆固醇摄入水平及对血浆
胆固醇和对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的影响

王志宏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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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聚居区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效果评价

吕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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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血糖生成指数膳食对妊娠糖尿病孕妇
妊娠结局影响的临床研究

李　 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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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５ (ＯＨ) ２ Ｄ３ 对恶性转化的小鼠卵巢表面
上皮细胞干性的影响及其机制

侯永凤
(苏州大学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　 目的: 观察长期活性维生素 Ｄ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干预小鼠卵巢表面上皮细胞 (ＭＯＳＥＣ) 后对

其自发恶性转化进程以及干细胞特性获得的影响ꎮ 方法: 从早期长期给予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处理 ＭＯＳＥＣ 至晚

期ꎮ 使用平板克隆实验检测不同时期增殖能力ꎬ 悬浮球形成能力和限制性稀释实验检测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对

ＭＯＳＥＣ 自我更新能力ꎬ ＰＣＲ 检测多能干性相关基因 Ｎａｎｏｇ、 ＫＬＦ４ 和 ＳＯＸ２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ꎬ 流式细胞仪

检测侧群细胞 (ＳＰ) 和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肿瘤干细胞样细胞的比例ꎮ 结果: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可明显降低不同时

期 ＭＯＳＥＣ 的平板克隆形成能力 (Ｐ<０.０５)ꎮ 与相应对照组相比ꎬ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组 ＭＯＳＥＣ 的更我更新能力

明显下降ꎬ 晚期细胞中 Ｎａｎｏｇ 的 ｍＲＮＡ 水平下调ꎮ 并且研究发现活性维生素 Ｄ 可明显下调 ＳＰ 和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的比例ꎮ 结论: 活性维生素 Ｄ 抑制 ＭＯＳＥＣ 的增殖能力ꎬ 并可降低其肿瘤干细胞样特性ꎮ

　 　 近年来ꎬ 卵巢癌发病率有上升趋势ꎬ 而

５ 年生存率提高不明显[１]ꎮ 上皮性卵巢癌占

卵巢癌发病中的 ９０％以上ꎬ 是美国妇科肿瘤

中死亡率最高的疾病[２] ꎮ 其高死亡率的主

要原因是前期无明显体征ꎬ 诊断时已是Ⅲ
或Ⅳꎬ 增殖快、 迁移和侵袭性高ꎬ 早期患

者对紫杉醇敏感ꎬ 但极易耐药ꎮ 近几年人

们已经从流行病、 临床前、 临床方面证实

活性维生素 Ｄ (１ ２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ꎬ
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 以及类似物是癌症治疗与预

防的有效药物[３ꎬ４]ꎮ 课题组前期的培养成功

建立了卵巢表面上皮细胞自发恶性转化的体

外模型———小鼠卵巢表面上皮细胞 (Ｍｏｕｓｅ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Ｃｅｌｌꎬ ＭＯＳＥＣ)ꎬ 此

细胞系很好地模拟了卵巢癌发生的整个过

程ꎮ 研究过程中还发现随着上皮细胞的恶性

转化ꎬ 其干细胞特性逐渐增强ꎮ 为了观察长

期小剂量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的处理ꎬ 是否可以

抑制或延缓卵巢表面上皮细胞的自发性恶性

转化过程ꎬ 本研究在 ＭＯＳＥＣ 恶性转化过程

中ꎬ 给予 １０ｎＭ 的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连续处理细

胞ꎬ 通过体外实验分析活性维生素 Ｄ 对细胞

增殖能力、 干细胞特性及对 Ｘ 射线敏感性的

影响ꎬ 为维生素 Ｄ 用于卵巢癌的防治提供实

验数据和理论依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设备和器材

超净工作台: 苏州净化 ＳＷ－ＯＪ－ ３Ｆꎬ
中国ꎻ

二氧化碳培养箱: Ｔｈｅｒｍｏꎬ 美国ꎻ
Ｘ 射线照射源: Ｐａｎｔａｃ ＨＦ － ３２０Ｓꎬ Ｓｈｉ￣

ｍａｄｕｚｕ Ｃｏꎬ ＮＩＲＳꎻ
细胞计数仪: Ｉｎｖｉｔｒｏｇｅｎꎬ 美国ꎻ
可调式微量移液器: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ꎬ 德国ꎻ
酶 标 仪: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ＦｉｌｔｏｒＭａｘ

Ｆ５ꎬ 美国ꎻ
ＭｏＦｌｏ ＸＤＰ 超速流式分选系统: ＢＥＣＫ￣

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ꎬ 美国ꎻ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系统: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



１１１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７５００ꎻ
２４ 孔小型冷冻离心机: Ｅｐｐｅｎｄｏｌｆꎬ 德国ꎻ
一次性注射器和手术器械: 苏州大学实

验材料中心

１.２　 试剂

活性维生素 Ｄ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 Ｓｉｇ￣
ｍａꎬ 美国: 无水乙醇配制ꎬ 储备浓度为

１ｘ１０－５ｍｏｌ / Ｌꎮ 活性维生素 Ｄ 对光和温度敏

感ꎬ 因此需低温 (－８０℃)ꎬ 避光保存ꎻ
Ｃｅｌｌ Ｃｏｕｎｔ Ｋｉｔ－８ 试剂盒: 同仁ꎬ 日本ꎻ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Ｓｉｇｍａꎬ 美国ꎻ
Ｖｅｒａｐａｍｉｌ: Ｓｉｇｍａꎬ 美国ꎻ
ＲＮＡ 提取液 ＴＲＩＺＯＬ: Ｌｉｆ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ꎬ

美国ꎻ
逆转录试剂盒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ｒａｎｄ

ｃＤＮＡ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Ｋｉｔ): ｒｏｃｈｅ 公司ꎻ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Ｉ Ｎｕｃｌｅｉｃ ＡｃｉｄｅＧｅｌ Ｓｔａｉｎ:

ｒｏｃｈｅ 公司ꎻ
ＦＩＴＣ Ｒａｔ ＩｇＧ２ｂ、 ＰＥ Ｒａｔ ＩｇＧ２ｂ、 ＦＩＴＣ

Ｒａｔ Ａｎｔｉ －Ｍｏｕｓｅ ＣＤ４４、 ＰＥ Ｒａｔ Ａｎｔｉ －Ｍｏｕｓｅ
ＣＤ１１７: ＢＤ Ｂｉ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美国ꎻ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ＰＣＲ 引物: 设计序列ꎬ 南京金

斯瑞生物公司合成ꎻ
青霉素－链霉素: ＧＩＢＣＯꎬ 美国ꎻ
０.２５％含 ＥＴＤＡ 胰酶: ＧＩＢＣＯꎬ 美国ꎻ
细胞冻存液: ５０％ＤＭＥＭ/ Ｆ１２＋４０％ＦＢＳ＋

５％ＤＭＳＯꎻ
１.２.１ 常用试剂配方

无钙镁磷酸盐缓冲液 ( ＰＢＳ) 配制:
１０００ ｍｌ 双蒸水ꎬ ＮａＣｌ ８.０ｇꎬ ＫＣｌ ０.２ｇꎬ Ｎａ２

ＨＰＯ４１２Ｈ２Ｏ ３.４８ｇꎬ ＫＨ２ＰＯ４ ０.２ｇꎬ ＰＨ 为

７.４ꎻ
ＤＭＥＭ / Ｆ１２ 完全培养基配制: ＤＭＥＭ /

Ｆ１２ 完全培养基包含 １０％ ＦＢＳ、 １％青霉素－
链霉素、 １０ ｎｇ / ｍｌ ｍＥＧＦ、 １％ Ｉｎｓｕｌｉｎ－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ｒｉｎ－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和 １０ｎｇ / ｍｌ ｍＥＧＦꎮ

干细胞培养基: ＤＭＥＭ / Ｆ１２ 培 养 基ꎬ
ｍＥＧＦ ２０ｎｇ / ｍｌꎬ ｍｏｕｓｅ ｂＦＧＦ ２０ｎｇ / ｍｌꎬ Ｂ２７
１ ∶ ５０ꎬ Ｉｎｓｕｌｉｎ ２ｕｇ / ｍｌꎬ 肝素钠 ４μｇ / ｍｌꎬ 葡

萄糖 ６ｍｇ / ｍｌꎮ

１.３　 实验方法

１.３.１ 　 ＭＯＳＥＣ 细胞培养及活性维生素

Ｄ 的处理

ＭＯＳＥＣ 在 ２５ 代之前生长比较缓慢ꎬ 培

养方法为半定量换液ꎬ 即弃掉一半原培养

基ꎬ 加入一半新鲜的ꎬ 传代比例 １ ∶ ３ꎮ 活性

维生素 Ｄ 处理组在新培养皿中的培养基中加

入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使其终浓度达到 １０ｎＭ (此
过程避光)ꎮ 对照组加入同等体积的乙醇ꎬ
其他操作步骤与处理组一样ꎮ

１.３.２　 平板克隆形成能力测定

取对数生长期的 ＭＯＳＥＣ 对照组与活性

维生素 Ｄ 处理组细胞ꎬ 胰酶消化并计数ꎬ 每

组细胞分别取 ５００ 个种入 ６０ｍｍ 的细胞培养

皿中ꎬ 每组做 ３ 个平行样ꎮ 孵育 ７ 天后ꎬ 用

甲基紫甲醇固定液固定并染色 ３ｍｉｎꎬ 随后放

入化学发光成像系统 (Ｇｅｎ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
ｅｄ Ｇｂｏｘ ＸＲ－５ꎬ 中国香港) 中用计数克隆的

功能计数克隆的数目并且拍照ꎮ
１.３.３　 悬浮球成球能力

无菌条件下ꎬ 收集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ꎬ
ＰＢＳ 清洗ꎬ 胰酶消化并计数ꎬ 细胞计数后ꎬ
５０００ 个 /孔ꎬ 接种于 ３５ 皿ꎮ １４ 天后ꎬ 计数

每孔中悬浮球的个数ꎬ 以>５０μｍ 直径为悬浮

球标准ꎮ
１.３.４　 限制性稀释实验

取 ＭＯＳＥ 细胞ꎬ 胰酶消化后ꎬ 终止消化

并计数ꎬ 用倍比稀释的原理调整细胞浓度ꎬ
接种到 ９６ 孔板中ꎬ 每孔 ２００μｍ 细胞悬液ꎬ
分别 含 细 胞 １ꎬ ２０ꎬ ４０ꎬ ８０ꎬ １６０ꎬ ３２０ꎬ
６４０ꎬ １２８０ꎬ ２５６０ꎬ ５０００ 个 /孔ꎬ ３ 个 平 行

样ꎬ １０ 天后计数每孔悬浮球的个数ꎬ 以 >
５０μｍ 直径为悬浮球标准ꎬ 未形成悬浮球的

孔所占比例 ＝ (每组形成悬浮球的孔数 / ６)
×１００％ꎬ 以每孔接种细胞数为横坐标ꎬ 以未

形成悬浮球的孔所占比例为纵坐标ꎬ 做线性

相关分析ꎬ 根据拟合后的相关曲线ꎬ 纵坐标

３７％所对应的自变量值即形成一个肿瘤球所

需的细胞数ꎮ
１.３.５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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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对数生长期的细胞ꎬ ＰＢＳ 清洗 ３ 次ꎬ
弃去 ＰＢＳ 后加入 １ｍｌ ＲＮＡ 提取液 ＴＲＩｚｏｌꎬ
充分混匀裂解细胞ꎬ 其余步骤参考课题组

前期研究[５] ꎮ 内参选用 ＧＡＰＤＨꎮ 引物序列

见下表:

表 １.１　 引物序列

基因名称 上游引物 (５′－３′) 下游引物 (３′－５′) 合成公司

ＧＡＰＨＤ ＴＴＧＡＴＧＧＣＡＡＣＡＡＴＣＴＣＣＡＣ ＣＧＴＣＣＣＧＴＡＧＡＣＡＡＡＡＴＧＧＴ 南京金斯瑞

ＣＤ４４ ＡＧＣＧＧＣＡＧＧＴＴＡＣＡＴＴＣＡＡＡ ＣＡＡＧＴＴＴＴＧＧＴＧＧＣＡＣＡＣＡＧ 南京金斯瑞

Ｎａｎｏｇ ＡＧＧＧＴＣＴＧＣＴＡＣＴＧＡＧＡＴＧＣＴＣＴＧ ＣＡＡＣＣＡＣＴＧＧＴＴＴＴＴＣＴＧＣＣＡＣＣＧ 南京金斯瑞

ＯＣＴ－４ ＡＧＡＡＧＧＡＧＣＴＡＧＡＡＣＡＧＴＴＴＧＣ ＣＧＧＴＴＡＣＡＧＡＡＣＣＡＴＡＣＴＣＧ 南京金斯瑞

ＣＤ１３３ ＴＡＧＡＧＧＧＡＡＧＴＣＡＴＴＣＧＧＣＴ ＣＣＣＡＡＧＡＴＡＣＣＴＴＣＡＡＴＧＣＴＧ 南京金斯瑞

ＳＯＸ２ ＡＡＡＧＣＧＴＴＡＡＴＴＴＧＧＡＴＧＧＧ ＡＣＡＡＧＡＧＡＡＴＴＧＧＧＡＧＧＧＧＴ 南京金斯瑞

Ｋｌｆ４ ＣＡＧＴＧＧＴＡＡＧＧＴＴＴＣＴＣＧＣＣ ＧＣＣＡＣＣＣＡＣＡＣＴＴＧＴＧＡＣＴＡ 南京金斯瑞

Ｎｏｔｃｈ１ ＣＴＧＡＧＧＣＡＡＧＧＡＴＴＧＧＡＧＴＣ ＧＡＡＴＧＧＡＧＧＴＡＧＧＴＧＣＧＡＡＧ 南京金斯瑞

Ｎｏｔｃｈ２ ＴＧＴＧＣＣＧＴＴＧＴＧＧＴＡＧＧＴＡＡ ＴＧＣＴＧＴＧＧＣＴＣＴＧＧＣＴＧＴ 南京金斯瑞

ＡＢＣＧ２ ＴＣＧＣＡＧＡＡＧＧＡＧＡＴＧＴＧＴＴＧＡＧ ＣＣＡＧＡＡＴＡＧＣＡＴＴＡＡＧＧＣＣＡＧＧ 南京金斯瑞

ＣＤ１１７ ＣＧＧＴＣＧＡＣＴＣＣＡＡＧＴＴＣＴＡＣＡＡＧ ＧＴＴＧＣＡＧＴＴＴＧＣＣＡＡＧＴＴＧＧＡＧＴ 南京金斯瑞

　 　 １.３.６　 ＳＰ 细胞的分选

无菌条件下收集 ＭＯＳＥ 细胞ꎬ 离心 １ｍｉｎ
(１００ｇ / ｍｉｎ)ꎮ ＰＢＳ 重悬ꎬ 消化ꎮ 打成单细胞

悬液ꎬ 孵育培养基重悬后离心ꎬ 弃上清ꎬ 加

入 ３７℃培养基ꎬ 再用孵育培养基重悬两次ꎮ
细胞计数后ꎬ 用孵育培养基将细胞稀释为

１０６ / ｍｌꎬ 分 为 空 白 组 ( １ｍｌ )、 阻 断 组

(１０μｇ / ｍｌ Ｈｏｅｃｈｓｔ３３３４２ ＋ ５０μｇ / ｍｌ ｖｅｒａｐａｍｉｌꎬ
总体 积 １ｍｌ )、 分 选 组 ( １０μｇ / ｍｌ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ꎮ 加入相应浓度试剂后混匀ꎬ 放入

３７℃水浴锅中恒温孵育ꎬ 每 １０－３０ｍｉｎ 混匀

一次ꎬ 水浴锅中进行ꎮ ９０ｍｉｎ 后ꎬ 冰上终止

１０ｍｉｎꎮ ２２００ｒ / ｍｉｎꎬ 离心 ５ｍｉｎꎬ 弃培养基ꎮ
冷 ＰＢＳ 冲洗两次ꎬ １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ꎬ 离心 ５ｍｉｎꎮ
将细胞调整至 １~２×１０７个 / ｍｌ 以便进行分选ꎮ

１.３.７　 悬浮培养与纯化

悬浮培养: 将分选出来的双阳、 双阴 ＳＰ
细胞和 ＮＳＰ 细胞用无菌 ＰＢＳ 重悬漂洗两遍ꎬ
加入 无 血 清 干 细 胞 培 养 基ꎬ 重 悬 细 胞ꎬ
１００μｌ /孔接种于 ９６ 孔板中ꎬ ２０００ 个 /孔ꎬ ３７℃
含 ５％二氧化碳培养箱中培养ꎮ 隔天添加无血

清细胞培养基ꎬ 维持细胞生长所需因子ꎮ 部

分 ＮＳＰ 细胞用完全培养基贴壁培养传代ꎮ
１. ３. ８ 　 流式细胞仪检测干 ＣＤ４４ 和

ＣＤ１１７
收集 ＭＯＳＥ 细 胞ꎬ 胰 酶 消 化ꎬ 离 心

(１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ꎬ ５ｍｉｎ)ꎬ 弃上清并用 ＰＢＳ 重悬

一次ꎬ 弃上清ꎮ 将细胞混匀分为五组ꎬ 空白

组ꎬ ＦＩＴＣ－ＩｇＧꎬ ＰＥ－ＩｇＧꎬ ＦＩＴＣ－ＣＤ４４ 及ＰＥ－
ＣＤ１１７ꎬ 且每组 ３ 个平行样ꎬ 每只流式管仲

加入 １００μｌＰＢＳ 重悬细胞ꎬ 根据说明书各组

加入 １－１０μｌ 相对应指标抗体ꎬ ４℃避光孵育

１０ｍｉｎꎬ 加入 ＰＢＳ 清洗ꎬ 离心 (２０００ｒ / ｍｉｎꎬ
５ｍｉｎ) 加入 １００μｌＰＢＳ 重悬ꎬ 用流式细胞仪

检测各组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 阳性率ꎮ
１.３.９　 ＭＬ 细胞对 Ｘ 射线的抗性测定

接种细胞调整至适宜密度ꎬ 将细胞分为

０、 １、 ２、 ４、 ６、 ８ 和 １０Ｇｙ ６ 组ꎬ 每组细胞

准备 ３ 个平行样ꎬ 照射完毕后ꎬ 收集细胞ꎬ
用胰酶消化后ꎬ 将细胞稀释混匀ꎬ 计数ꎬ 各

个剂量组分别接种 １００ꎬ ２００ꎬ ３００ꎬ １０００ꎬ
２０００ꎬ ４０００ꎬ １００００ 个细胞于 ６０ｍｍ 培养皿

中ꎮ 双阳细胞组ꎬ 悬浮培养于 ９６ 孔板ꎬ 每

孔中接种 １０００ 个细胞ꎬ １０ 个副孔ꎬ 进行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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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球成球实验ꎬ １０ｄ 后计数每孔中悬浮球成

球数ꎮ 甲基紫染料染色ꎬ 通风阴凉条件下干

燥ꎮ 以>５０ 个细胞构成一个克隆球的标准ꎬ
计数每个培养皿中克隆球数ꎮ 计算平板克隆

效率＝克隆形成数 /接种细胞数ꎬ 存活分数 ＝
实验组平板克隆效率 /对照组平板克隆效率ꎬ
拟合细胞的生存曲线ꎮ

２　 结　 果

２.１　 活性维生素 Ｄ抑制小鼠卵巢表面上皮

细胞的体外增殖能力

　 　 ２. １. １ 　 不同浓度的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对

ＭＯＳＥ 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ＣＣＫ－８ 实验是用来检测细胞毒性的实验ꎮ

为了检测不同浓度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 对 ＭＯＳＥＣ
恶性转化过程中细胞活性的影响ꎬ 根据 ＭＯＳＥ
细胞在传代过程中形态和增殖速度将该恶性

转化过程分为早 (ＭＥ: Ｐ１０－Ｐ２５)、 中 (ＭＩ:
Ｐ３１－Ｐ８０)、 晚期 (ＭＬ: Ｐ９０－Ｐ１２０) ３ 个时

期ꎬ 分 别 使 用 １ ｎＭ、 １０ ｎＭ、 １００ ｎＭ 的

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 处 理 不 同 时 期 ＭＯＳＥＣ
(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处理组) ７２ 小时ꎬ 以相同代

数的 ＭＯＳＥＣ 为对照组 (ｃｏｎ)ꎮ 结果如图 １.１ꎬ
与 对 照 组 相 比ꎬ 不 同 时 期 １０ ｎＭ
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处理组细胞存活率下降ꎬ 有统

计学差异ꎬ １００ ｎＭ 的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对细胞生

长的抑制作用与 １０ ｎＭ 组无差异ꎮ 因此ꎬ 本

研究后期实验均采用 １０ ｎＭ 的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

从早期开始处理 ＭＯＳＥＣ 至晚期ꎮ

图 １.１　 不同浓度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对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存活率的影响

实验分为四组: 对照组 (ｃｏｎ)ꎬ 相同剂量溶剂处理细胞ꎻ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实验组分为三个

剂量梯度ꎬ １ ｎＭ、 １０ ｎＭ 和 １００ ｎＭꎮ 横坐标表示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ꎬ 纵坐标表示 ４５０ ｎｍ
波长下转换的细胞存活率ꎮ ∗ 表示ꎬ 与 ｃｏｎ 组比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１.２　 活性维生素 Ｄ 抑制 ＭＯＳＥＣ 平板

克隆形成能力

克隆形成实验是测定是单个细胞长成

集落的能力ꎬ 可反映细胞群体依赖性和增

殖能力ꎮ 如图 １. ２ 所示ꎬ 随着传代次数增

加ꎬ ＭＯＳＥＣ 形成克隆能力也增加ꎮ 长期给

予活性维生素 Ｄ 干预后处理组克隆形成率低

于对照组ꎬ 结果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ꎮ
结果说明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抑制 ＭＯＳＥＣ 的克隆

形成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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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对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克隆形成率的影响

图 １.２ 平板克隆实验: 左图为克隆形成情况直观图ꎮ 右图为克隆形成率的柱状图ꎮ 随着代数的增加ꎬ
克隆形成率递增ꎬ 活性维生素 Ｄ 抑制了克隆的形成率ꎮ ∗表示ꎬ 与 ｃｏｎ 组比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２　 活性维生素 Ｄ 可阻止 ＭＯＳＥＣ 自发

恶性转化过程中干性的获得

　 　 ２.２.１　 活性维生素 Ｄ 降低 ＭＯＳＥＣ 自我

更新能力

自我更新能力是所有干细胞特有的能

力ꎮ 悬浮球成球能力和限制性稀释实验是用

于检测干细胞自我更新能力的经典方法ꎮ 为

了比较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对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 自

我更新能力的影响ꎬ 本研究将处理组与对照

组早、 中、 晚期 ＭＯＳＥＣ 进行悬浮培养ꎬ 检

测其悬浮球成球率ꎮ 结果如图 １.２１ (Ａ) 所

示ꎬ 随着传代次数增加ꎬ ＭＯＳＥＣ 悬浮形成

率逐渐升高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组细胞悬浮球形成率低ꎬ 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ꎮ
限制性稀释实验是梯度稀释细胞后ꎬ 接

种不同数量细胞于 ９６ 孔板ꎬ 培养 １０ 天ꎬ 计

算未形成悬浮球细胞的百分比ꎮ 由于 ＭＥ 细

胞不具恶性ꎬ 不能形成悬浮球ꎬ 因此本实验

选择使用 ＭＩ、 ＭＬ 细胞ꎮ 如图 １.２１ (Ｂ) 所

示ꎬ ＭＩ 细胞回归曲线中自变量 ３７％所对应

的值为 １０７１.７４ꎬ 即 ＭＩ 细胞形成一个肿瘤球

所需要的细胞数ꎮ 与 ＭＩ 相比ꎬ ＭＬ 细胞形成

一个肿瘤球所需细胞数为 ４３１ꎮ
以上悬浮球成球能力和限制性稀释实验

结果说明ꎬ ＭＯＳＥＣ 自发恶性转化过程中ꎬ
其自我更新能力增加ꎮ 与对照组 (ＭＩ、 ＭＬ)

相比ꎬ 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组形成一个肿瘤球

所需的细胞数量要多ꎮ 以上悬浮球形成实验

和限制性实验结果表明活性维生素 Ｄ 可以降

低 ＭＯＳＥ 细胞的自我更新能力ꎮ
２.２.２　 活性维生素 Ｄ 可调节多能干性相

关基因的表达

目前尚无特异性肿瘤干细胞的标志物ꎬ
为研究活性维生素 Ｄ 对 ＭＯＳＥＣ 自发恶性转

化过程中肿瘤干细胞样特性获得的影响ꎬ 本

研究根据课题组前期结果选择检测多能干细

胞标志物 ＫＬＦ４、 Ｎａｎｏｇ 和 Ｓｏｘ２ 在 恶性转化

过程中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ꎮ
结果如图 １.２２ 所示ꎬ ＭＯＳＥＣ 自发恶性转

化过程中多能干性相关基因 Ｎａｎｏｇ、 ＳＯＸ２ 的

表达水平逐渐上升ꎬ 而 ＫＬＦ４ 表达水平下降

(Ｐ<０.０５)ꎮ 与 ＭＬ 细胞相比ꎬ １ ２５ (ＯＨ)２Ｄ３

可下调 Ｎａｎｏｇ (Ｐ < ０. ０５)ꎬ 并有上调 ＳＯＸ２
(Ｐ<０.０５) 和 ＫＬＦ４ 的趋势ꎮ

以上实验结果说明ꎬ 活性维生素可能通

过下调 Ｎａｎｏｇ 及上调 ＫＬＦ４ 而调控多能干性

基因网络ꎮ
２.２.３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降低肿瘤干细胞

样细胞 (ＣＳＣｓ) 的比例

为了检测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对肿瘤干细胞

样特性的影响ꎬ 本课题选择利用侧群细胞和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 (＋ / ＋) 细胞作为具有肿瘤干

细胞样特性的细胞进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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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１　 活性维生素 Ｄ降低 ＭＯＳＥＣ自我更新能力

(Ａ) 左图为 ＭＯＳＥＣ 成球状态ꎬ 右侧为成球率ꎮ ∗表示与相应对照组细胞相比ꎬ Ｐ<０.０５ꎮ
(Ｂ) 柱状图为限制性稀释实验各孔细胞接种数和悬浮球成球数的变化关系ꎮ 回归曲线是以

各组接种细胞数为横坐标ꎬ 未形成悬浮球形细胞的百分率为纵坐标而绘制ꎬ 根据回归方程

求得形成一个肿瘤细胞球所需要的细胞数ꎮ

图 １.２２　 活性维生素对 ＭＯＳＥＣ多能干性相关基因的调控作用

Ａ 图为不同阶段 ＭＯＳＥＣ 中多能干性相关基因的表达情况ꎬ ∗表示与 ＭＥ 组细胞相比

Ｐ<０.０５ꎮ Ｂ、 Ｃ 和 Ｄ 图为活性维生素 Ｄ 长期处理后对多能干性相关基因表达情况的影

响ꎬ ∗表示与相应对照组细胞相比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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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侧群细胞 (Ｓｉｄ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Ｐ) 是一类

可将进入细胞核的荧光染料 Ｈｏｅｃｈｓｔ ３３３４２
排除胞外ꎬ 这种外排作用可被维拉派米阻

断ꎬ 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时表现为不着色或者

淡染ꎬ 即为具有肿瘤干细胞样特性的细胞ꎮ
另一群表现为深着色的细胞成为 “非侧群细

胞” (ｎｏｎ－ｓｉｄ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ＮＳＰ) 细胞ꎮ 课

题组前期已成功从晚期 ＭＯＳＥＣ 中分选出

ＳＰ、 ＮＳＰ 细胞ꎬ 并检测了活性维生素 Ｄ 对干

性的影响ꎮ 本实验主要目的为检测活性维生

素 Ｄ 长期处理 ＭＯＳＥＣꎬ 是否可以降低 ＳＰ 的

比例及对干性的影响ꎮ 首先ꎬ 利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 中 ＳＰ 的比例ꎬ 进而

研究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对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 中

ＳＰ 比例的影响ꎮ 结果如 １.２３ 中 Ａ 图所示ꎬ
随着 ＭＯＳＥＣ 传代次数的增加ꎬ ＳＰ 细胞比例

也增加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活性维生素可降低

ＳＰ 细胞比例ꎮ 分选后细胞加入干细胞培养

基继续培养ꎬ 如图 １.２３ 中 Ｂ 所示ꎬ 早期、 中

期 ＳＰ 细胞很难存活ꎬ 晚期 ＳＰ 培养 １０ 天后成

球规则ꎬ 因此本实验后面研究选择分选晚期

ＭＯＳＥＣ 细胞中 ＳＰ 细胞进行下一步实验ꎮ

图 １.２３　 活性维生素降低 ＳＰ细胞比例

(Ａ) １０ μｇ / ｍｌ Ｈｏｅｃｈｓｔ 处理 ＭＯＳＥ 细胞的流式结果图ꎬ Ｒ４ 为低染区域ꎬ
即 ＳＰ 细胞ꎮ (Ｂ) 将分选出来的 ＳＰ、 ＮＳＰ 细胞进行悬浮培养ꎮ

　 　 细胞表面标志物 ＣＤ４４ 和 ＣＤ１１７ 是卵巢

癌干细胞常用的标志物ꎬ 本研究选择 ＣＤ４４
和 ＣＤ１１７ 均高表达的细胞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ꎬ
＋ / ＋)ꎬ 即双阳细胞ꎬ 代表肿瘤干细胞样细

胞ꎮ 根据上述 ＳＰ 比例结果可知晚期 ＭＯＳＥＣ
恶性程度增加ꎬ 肿瘤干细胞样细胞比例上

升ꎮ 因此本实验又利用流式细胞仪检测晚期

ＭＯＳＥＣ 中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的比例ꎮ 结果

如 １. ２４ 图所示ꎬ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 细胞占 ＭＬ
细胞的 １.５％ꎬ 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后可明显

降低其比例ꎬ 结果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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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４　 活性维生素降低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比例

图 Ａ－Ｃꎬ 利用流式细胞仪分选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ꎬ 横坐标表示 ＣＤ４４－ＦＩＴＣ 表达量ꎬ 纵坐标

表示 ＣＤ１１７－ＰＥ 表达量ꎮ Ａ 为对照组ꎬ Ｂ 和 Ｃ 为晚期及维生素 Ｄ 处理后 ＭＯＳＥ 细胞中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比例ꎬ 分别为 １.５５％、 ０.２３％ꎮ 结果表明活性维生素 Ｄ 可降低 ＭＯＳＥＣ 中双阳细胞

的比例ꎮ 图 Ｄ 为 Ｂ、 Ｃ 的柱状图ꎬ 表示 ＭＬ 和 ＭＬ＋ＶＤ 细胞中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 阳性率比例ꎮ

２.３　 肿瘤细胞及 ＣＳＣｓ 对 Ｘ－Ｒａｙｓ 的辐射

抗性

　 　 卵巢癌对化疗和放疗的不敏感性是其病

死率高的原因之一ꎮ 为了探讨活性维生素 Ｄ
是否能增加晚期 ＭＯＳＥＣ 对 Ｘ 射线的杀伤效

应ꎬ 本实验使用 Ｘ 射线照射剂量分别为 ０、
１、 ２、 ４、 ６、 ８Ｇｙ 辐照细胞ꎬ 使用平板克隆

实验方法检测 Ｘ 射线对 ＭＯＳＥＣ 生存率的影

响ꎮ 结果如 １.３１ (Ａ) 所示ꎬ 相同照射剂量

下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组细胞的存活率高于

ＭＬ 细胞ꎬ 说明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可增加晚期

ＭＯＳＥＣ 对 Ｘ－Ｒａｙｓ 的辐射敏感性ꎮ
ＣＳＣｓ 高度抗辐射性是肿瘤病人复发根

源所在ꎬ 课题组前期已证明 ＳＰ 细胞辐射抗

性明显高于 ＮＳＰꎮ 本实验为了检测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是否对 Ｘ－Ｒａｙｓ 也具有较高的辐

射抗性ꎬ 因此使用 ０、 １、 ２、 ４、 ６、 ８、 １０Ｇｙ
的 Ｘ 射线辐照细胞ꎬ 其中为了维持辐照后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胞的培养环境ꎬ Ｘ 射线照

射后分别使用克隆形成率和悬浮细胞成球率

计算其存活率ꎬ 进而拟合存活曲线ꎮ Ｓｐｈｅｒｅ
代表的是双阳细胞照射后悬浮培养的成球

率ꎮ ＭＬ 和双阴细胞组均用平板克隆实验计

算克隆形成率ꎮ
Ｘ 射线照射结果显示 (１. ３１ Ｂ)ꎬ 当剂

量小于 ４Ｇｙ 时ꎬ 相同照射剂量下双阳与双阴

细胞的存活率无明显差异ꎬ 当剂量大于 ４Ｇｙ
后ꎬ 双阳细胞的存活率高于双阴细胞ꎮ 进而

研究结果发现ꎬ 当双阳细胞使用悬浮球形成

率拟合存活曲线时ꎬ 其存活率明显高于 Ｍ－Ｌ
和双阴细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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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１　 Ｘ－Ｒａｙｓ对肿瘤细胞及干性细胞的杀伤作用

(Ａ) 左图为 ＭＬ 和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组细胞ꎬ ０、 １、 ２、 ４、 ６、 ８Ｇｙ 平板克隆ꎮ 右图是以照射剂量

为横坐标ꎬ 存活率为纵坐标拟合的生存曲线图 ꎮ (Ｂ) 左图为 ＭＬ、 双阳和双阴细胞在不同照射剂量

下平板克隆ꎬ 右图为生存曲线图ꎮ 其中 Ｓｐｈｅｒｅ 表示ꎬ 即双阳细胞照射相应剂量后ꎬ 消化为单个细胞

后ꎬ １０００ 个 /孔ꎬ 接种于 ９６ 孔板中ꎬ 计数克隆形成率ꎬ 转化为存活率拟合存活曲线ꎮ

３　 讨　 论

本研究使用课题组前期建立的小鼠卵巢

表面上皮细胞 (ＭＯＳＥＣ)ꎬ 早期开始给予

１０ｎＭ 活性维生素 Ｄ 长期处理至晚期ꎬ 检测

在不同时期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对 ＭＯＳＥＣ 增殖能

力、 自我更新能力、 干细胞 /肿瘤干细胞标

志物 ＫＬＦ４、 Ｎａｎｏｇ 及 ＳＯＸ２ ｍＲＮＡ 表达情

况、 肿瘤干性细胞比例以及晚期 ＭＯＳＥＣ 对

Ｘ 射线敏感性的影响ꎬ 动态观察活性维生素

Ｄ 在卵巢癌发生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以

及是否影响肿瘤干细胞特性细胞的获得ꎮ
细胞和动物研究已经证实活性维生素 Ｄ

可以抑制肿瘤增殖、 侵袭和迁移能力ꎬ 包括

结肠癌[６ꎬ７]、 前列腺癌[７]、 乳腺癌[８]、 卵巢

癌[５ꎬ９]、 肺 癌[１０]、 糖 尿 病[１１] 和 心 血 管 疾

病[１２]ꎮ 课题组前期结果显示随着小鼠卵巢

表面上皮细胞自发恶性转化过程中ꎬ 其平板

克隆形成能力增加ꎬ 长期使用小剂量活性维

生素 Ｄ (１ｎＭ) 处理可以抑制其增殖及上皮

间质转换 (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
ｔｉｏｎꎬ ＥＭＴ) 能力ꎮ 本研究中使用 ＣＣＫ－８ 实

验检测不同浓度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对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 细胞活性的影响ꎬ 发现 １０ｎＭ 和

１００ｎＭ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处理细胞 ７２ｈ 后ꎬ 可

明显降低 ＭＯＳＥＣ 的细胞活性ꎬ 尽管长期使

用 １００ｎＭ 活性维生素 Ｄ 可能对 ＭＯＳＥＣ 的增

殖及干细胞特性影响更明显ꎬ 但由于长期服

用大剂量维生素 Ｄ 会导致高钙血症ꎬ 因此本

研究选择相对安全的活性维生素 Ｄ 剂量

１０ｎＭ 长期处理 ＭＯＳＥ 细胞ꎮ 有报道ꎬ 活性

维生素 Ｄ 可明显抑制乳腺癌细胞 ＭＣＦ７ 的增

值能力[１３]ꎮ 说明ꎬ 维生素 Ｄ 可抑制增殖作

用ꎬ 而本研究中也发现ꎬ 活性维生素 Ｄ 可明

显降低不同时期 ＭＯＳＥＣ 平板克隆形成能力ꎬ
即抑制其增殖能力ꎬ 但其机制有待于进一步

探讨ꎮ
卵巢癌发病原因尚不清楚ꎬ 目前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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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肿瘤干细胞学说ꎬ 认为只有很小一部分细

胞具有引起肿瘤发生、 维持肿瘤生长、 保持

肿瘤异质性的能力ꎬ 这类具有正常干细胞分

化增殖特点的肿瘤细胞称为肿瘤干细胞样细

胞 (ＣＳＣｓ)ꎮ 本研究分别使用悬浮球形成和

限制性稀释实验得到相同结果ꎬ 自发恶性转

化中期对照组形成一个肿瘤需要 １０７１ 个细

胞ꎬ 而活性维生素处理组需要约 ２９００ 多个

细胞ꎮ 晚期时形成一个肿瘤仅需要 ４３１ 个细

胞ꎬ 而活性维生素 Ｄ 组需要 １０００ 多个细胞ꎬ
本实验中形成一个肿瘤球所需要的细胞数

越少ꎬ 说明自我更新能力越强ꎮ 因此ꎬ 活

性维生素 Ｄ 可以降低 ＭＯＳＥＣ 细胞的自我更

新能力ꎮ
肿瘤干细胞可以根据祖细胞或同一组织

正常干细胞特定标志物进行鉴定及分离[１４]ꎮ
卵巢癌干细胞可表达多能干性相关基因

Ｎａｎｏｇ、 ＳＯＸ２、 ＫＬＦ４、 Ｎｏｔｃｈ１ 及 Ｎｏｔｃｈ２ 等ꎮ
现 如 今 部 分 表 面 标 志 物 如 ＣＤ４４[１５]、
ＣＤ１１７[１６]、 ＣＤ１３３[１７]和 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ｄｅ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ａｓｅ １ (ＡＬＤＨ１) [１８]等已被证实可用来分离卵

巢肿瘤干细胞ꎮ 本实验发现ꎬ 在 ＭＯＳＥＣ 自

发恶性转化过程中多能干性相关基因 Ｎａｎｏｇ、
ＳＯＸ２ 的 ｍＲＮＡ 表达水平逐渐上升ꎬ ＫＬＦ４ 却

下降ꎮ 长期给予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对 ＭＥ、
ＭＩ 细胞的以上 ３ 个干性基因表达无明显影

响ꎮ 在晚期细胞中可明显降低晚期 Ｎａｎｏｇ 的

表达量ꎬ 同时ꎬ 活性维生素 Ｄ 也明显促进了

ＳＯＸ２ 和 ＫＬＦ４ 的表达ꎮ 这一现象的机制有待

于进一步研究ꎮ
除了以上标志物以外ꎬ 近年来很多研究

根据肿瘤细胞中存在一小部分侧群细胞

(Ｓｉｄ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ＳＰ) 表达 ＡＢＣＧ２ꎬ 并能够

将荧光染料 Ｈｏｃｈｅｓｔ ３３３４２ 外排ꎬ 使细胞呈

弱荧光信号的特性实现分选、 鉴定肿瘤干细

胞[１９]ꎮ 课题组前期已成功从 ＭＬ 细胞中分离

并鉴定了 ＳＰ 细胞ꎮ 本研究发现随着小鼠卵

巢表面上皮细胞恶性程度的增加ꎬ ＳＰ 细胞

的比例也增加ꎬ 给予活性维生素 Ｄ 可明显降

低其比例ꎮ 为进一步确认活性维生素 Ｄ 对干

细胞比例的影响ꎬ 我们又检测了 ＭＬ 对照组

和活性维生素 Ｄ 组细胞中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细

胞的比例ꎬ 并得到一致的结果ꎬ 因此活性维

生素 Ｄ 长期处理后可明显降低 ＭＯＳＥＣ 中肿

瘤干细胞的比例ꎮ
卵巢癌临床常用治疗方法为药物联合放

疗ꎬ 本研究想证明活性维生素 Ｄ 是否对放疗

有增敏作用ꎬ 因此使用不同剂量 Ｘ 射线联合

活性维生素 Ｄ 处理 ＭＬ 细胞ꎮ 结果发现活性

维生素 Ｄ 组细胞的存活率明显下降ꎬ 这一结

果为卵巢癌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新思路ꎮ 并

且ꎬ 我们还发现分选出的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 细

胞对 Ｘ 射线的抗性明显高于 ＣＤ４４－ / ＣＤ１１７－

和 ＭＬ 细胞ꎬ 那么ꎬ 活性维生素 Ｄ 是否能增

加肿瘤干细胞样细胞对 Ｘ 射线的敏感性呢?
这一问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讨ꎮ

参考文献
[１] Ｃｈｅｎ Ｗꎬ Ｚｈｅｎｇ Ｒꎬ Ｂａａｄｅ ＰＤꎬ ｅｔ ａｌ.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２０１５. ＣＡ: ａ ｃａｎｃ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ｆｏｒ ｃｌｉｎｉｃｉａｎｓ. Ｍａｒ－Ａｐｒ ２０１６ꎻ ６６ (２):
１１５－１３２.

[２] Ｄｉｎｋｅｌｓｐｉｅｌ ＨＥꎬ Ｃｈａｍｐｅｒ Ｍꎬ Ｈｏｕ 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 ｏｎｃｏｌｏｇｙ.
Ａｕｇ ２０１５ꎻ １３８ (２): ４２１－４２８.

[３] Ｃｈｒｉｓｔａｋｏｓ Ｓꎬ Ｈｅｗｉｓｏｎ Ｍꎬ Ｇａｒｄｎｅｒ
ＤＧꎬ ｅｔ ａｌ.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ｂｏｎｅ.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３ꎻ
１２８７: ４５－５８.

[４] ‹维生素 Ｄ 与肿瘤相关疾病的研究

进展.ｐｄｆ› .
[５] Ｈｏｕ ＹＦꎬ Ｇａｏ ＳＨꎬ Ｗａｎｇ Ｐꎬ ｅｔ ａｌ.

１ａｌｐｈａꎬ ２５ (ＯＨ) (２) Ｄ (３)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ＫＯＶ － ３ Ｃ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 －Ｍｅｓｅｎｃｈｙ￣
ｍａ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
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６ꎻ １７ (８).

[６ ] Ｋｌａｍｐｆｅｒ Ｌ.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ｏｎｃｏｌｏ￣
ｇｙ. Ｎｏｖ １５ ２０１４ꎻ ６ (１１): ４３０－４３７.



１２０　　

[７] Ｌｅｙｓｓｅｎｓ Ｃꎬ Ｖｅｒｌｉｎｄｅｎ Ｌꎬ Ｖｅｒｓｔｕｙｆ Ａ.
Ａｎｔｉｎｅ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ａｌｏｇ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ꎬ ｐｒｏ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ｏｒｅｃｔａｌ ｃａｎｃ￣
ｅｒ.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ａｎｃｅｒ. Ａｐｒ ２０１３ꎻ ２０
(２): Ｒ３１－４７.

[８] Ｗａｈｌｅｒ Ｊꎬ Ｓｏ ＪＹꎬ Ｃｈｅｎｇ ＬＣꎬ Ｍａｅｈｒ
Ｈꎬ Ｕｓｋｏｋｏｖｉｃ Ｍꎬ Ｓｕｈ 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ｒｅｄｕｃｅ ｍａｍ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ｅｒｏｉ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 ａｎｄ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Ａｐｒ ２０１５ꎻ １４８:
１４８－１５５.

[９]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和射线省略卵巢癌

细胞 ＳＫＯＶ３ 的联合作用ꎻ 胡志勇.ｐｄｆ› .
[１０] ‹１ ２５－二羟基维生素 Ｄ３ 增强省略

铂对人肺癌 Ａ５４９ 细胞的杀伤效果ꎻ 胡志勇.
ｐｄｆ› .

[１１] Ｂａｄｅｎｈｏｏｐ Ｋ. 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ｈｙｐｅ ｏｒ ｈｏｐ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ｏｇｙ. Ｊａｎ ２０１５ꎻ １１
(１): １０－１１.

[１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ｏ ｒｉｓｋ ｏｆ.ｐｄｆ› .

[１３] Ｃｏｓｔａ ＪＬꎬ Ｅｉｊｋ ＰＰꎬ ｖａｎ ｄｅ Ｗｉｅｌ

Ｍ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ｎｔｉ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ｉｎ ＭＣＦ７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ｆｔｅｒ ｓｉＲＮＡ － ＶＤＲ
ｋｎｏｃｋ－ｄｏｗｎ. ＢＭＣ 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９ꎻ １０: ４９９.

[１４] Ｄｏｎｔｕ Ｇ.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ｔｈｅ ｒｏｃｋｙ ｒｏａｄ ｔｏ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Ｂｒｅａｓｔ ｃａｎｃ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ＢＣＲ. ２００８ꎻ １０ (５):
１１０.

[１５] Ｚｈａｏ Ｌꎬ Ｇｕ Ｃꎬ Ｈｕａｎｇ Ｋ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ｏ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Ｄ４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ｇｙｎｅ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ｂ￣
ｓｔｅｔｒｉｃｓ. Ｎｏｖ ２０１６ꎻ ２９４ (５): １０１９－１０２９.

[ １６] Ｂａｐａｔ ＳＡ. Ｈｕｍａｎ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Ｊｕｌ ２０１０ꎻ １４０ (１):
３３－４１.

[１７] ‹ＣＤ１３３＋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ｌｉｋｅ
ｃｅｌｌ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ｎｏｎ － ｓｔｅｍ ｃａｎｃｅｒ ｃｅｌｌ ｍｅｔａｓｔａｓｉｓ
ｖｉａ ＣＣＬ５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ｐｉｔｈｅｌｉａｌ－ｍｅｓｅｎｃｈｙｍａｌ ｔｒａｎ￣
ｓｉｔｉｏｎ.ｐｄｆ› .

[１８] ‹Ｏｖ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 ｃｅｌｌ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ＲＯＲ１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ｃａｎｃｅｒ－
ｓｔｅｍ－ｃｅｌ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ｄｆ› .

[１９] ‹ＳＰ.ｐｄｆ› .



１２１　　

沈阳市市售黄豆及其制品中维生素 Ｋ１ 含量

王晓红∗　 周　 波　 徐　 超　 张书婉　 马　 科　 李　 想
(沈阳医学院ꎬ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 为了解沈阳地区黄豆及其制品中维生素 Ｋ１含量ꎮ 方法: 在沈阳市大型超市、 农贸市场、 粮库

购买黄豆、 豆腐泡、 豆腐、 豆浆、 干豆腐ꎬ 采用固相萃取 /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测定样品中维生素 Ｋ１的

含量ꎮ 结果: 维生素 Ｋ１的含量为黄豆为 ４８.２μｇ / １００ｇ、 豆腐泡为 １１４.４μｇ / １００ｇ、 干豆腐为 ２７.８μｇ / １００ｇ、 卤水

豆腐为 １３.８μｇ / １００ｇ、 石膏豆腐为 １０.７μｇ / １００ｇ、 内酯豆腐为 ４.７μｇ / １００ｇ、 豆浆为 ３.５μｇ / １００ｇꎮ 结论: 沈阳市

市售黄豆及豆制品中维生素 Ｋ１含量丰富ꎬ 是膳食维生素 Ｋ 的良好来源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Ｋ１ꎻ 黄豆ꎻ 豆制品ꎻ 高效液相色谱

　 　 维生素 Ｋ１是脂溶性维生素ꎬ 参与机体凝

血功能ꎬ 具有预防骨质疏松、 心血管疾病等

慢性非传染病的重要作用[１ꎬ２]ꎮ 了解食物中

维生素 Ｋ１的含量对评估人群维生素 Ｋ 膳食

摄入量是非常重要的ꎮ 大豆及其制品中维生

素 Ｋ１含量丰富[３]ꎬ 但目前我国食物成分数

据库中尚缺乏维生素 Ｋ１数据ꎮ 本研究采用

固相萃取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对市

售黄豆及其制品中维生素 Ｋ１含量进行测定ꎮ
旨在为人群维生素 Ｋ 营养状况研究提供基

础数据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仪器: 日立 Ｌ－２０００ 高效液相色

谱仪 (日本日立公司) 配荧光检测器ꎬ Ｈｅｉ￣
ｄｏｌｐｈ４００１ 型旋转蒸发仪 (德国 Ｈｅｉｄｏｌｐｈ 公

司)ꎮ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２２３３１ 型 真 空 浓 缩 离 心 仪

(德国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 公司)ꎬ ４５０ 型超声波细胞

破碎仪 (美国 ＢＲＡＮＳＯＮ 公司)ꎮ Ｓａｒｔｏｒｉｕｓ
ＢＳＡ２２４Ｓ 电子天平 (感量为 ０.１ｍｇꎬ 塞多利

斯科学仪器 (北京) 有限公司)ꎬ ＦＷ８０ 型

高速万能粉碎机 (天津市泰斯特仪器有限公

司)ꎮ 硅胶固相萃取柱 (６ｍＬꎬ １ｇꎬ 安捷伦

公司)ꎮ
１.１.２ 　 试剂: 维生素 Ｋ１ 标准品: 纯度

９９.６％、 锌粉、 甲醇、 二氯甲烷、 冰醋酸、
氯化锌 (Ｓｉｇｍａ 公司)ꎬ 异丙醇、 正己烷、 乙

醚、、 无水乙酸钠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ꎮ
１.１.３　 样品: 采购于沈阳市大型超市、

农贸市场、 粮库中不同产地、 不同生产厂家

的黄豆、 卤水豆腐、 石膏豆腐、 内酯豆腐、
豆浆、 干豆腐、 豆腐泡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样品处理: 注意: 实验过程中所

有操作均需避光进行ꎮ 黄豆打磨粉末过 ４０
目筛ꎻ 豆腐、 干豆腐和豆腐泡均匀质ꎬ 豆浆

直接取样ꎮ 分别取黄豆粉 ０.１ｇ、 豆腐 ２ｇ、 干

豆腐 ０.５ｇꎬ 豆腐泡 ０.１ｇꎬ 豆浆 ２ｍＬꎬ 加 １０ｍＬ
蒸馏水ꎬ 混匀后加入 １５ｍＬ 异丙醇: 正己烷混

合溶液 (３ ∶ ２ꎬ ｖ ∶ ｖ)ꎬ 剧烈震荡 ３ｍｉｎꎬ 超声

∗ 王晓红ꎬ 女ꎬ 主任技师ꎬ 主要研究方向ꎬ 营养与慢性病预防ꎮ 联系电话: １３６０９８１１１９３ꎮ 邮箱: ｗｘｈ０５１５＠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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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１ｍｉｎ (脉冲时间 １５ｓꎬ 间隔时间 ３０ｓꎬ 输

出功率 ５０％)ꎬ 离心取 ４ｍＬ 正己烷层真空蒸

干ꎬ 加 ５ｍＬ 正己烷ꎬ 震荡 １ｍｉｎꎬ 取 ４ｍＬ 上清

液通过 ０.４５μｍ 滤膜过柱ꎮ 固相萃取柱分别用

８ｍＬ 正己烷: 乙醚混合溶液 (９７ ∶ ３ꎬ ｖ / ｖ)
和 ８ｍＬ 正己烷活化ꎬ 样液以 １.０ｍＬ / ｍｉｎ 流速

过柱ꎬ ８ｍＬ 正己烷淋洗ꎬ ２０ｍＬ 正己烷: 乙

醚混合溶液 (９７ ∶ ３ꎬ ｖ / ｖ) 洗脱ꎬ 收集洗脱

液旋转蒸干ꎬ ５ｍＬ 正己烷溶解残物ꎬ 再真空

浓缩蒸干ꎬ １ｍＬ 正己烷溶解残物ꎬ 离心后取

上清液通过 ０.４５μｍ 滤膜过滤至棕色进样瓶

中 ０℃以下冷冻保存ꎬ 待测ꎮ
１.２.２　 测定: 用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

器进行测定ꎮ 分析条件: 色谱柱: Ｃ１８ 色谱

柱ꎬ ２５０ｍｍ × ４. ６ｍｍꎬ ５μｍꎻ 锌 还 原 柱:
４.６ｍｍ × ５０ｍｍꎻ 检 测 波 长: 激 发 波 长 为

２４３ｎｍꎬ 发射波长为 ４３０ｎｍꎻ 流动相: 甲醇

９００ｍＬꎬ 二氯甲烷 １００ｍＬꎬ 冰醋酸 ０. ３ｍＬꎬ
氯化锌 １. ５ｇꎬ 无水乙酸钠 ０. ５ｇꎬ 溶解后用

０.４５μｍ滤膜过滤ꎻ 流速: １ ｍＬ / ｍｉｎꎻ 进样

量: １０ μＬꎮ 维生素 Ｋ１标准曲线范围 ０.００ ~
１.６０ μｇ / ｍＬꎮ 每个样品均做平行测定ꎬ 变异

系数大于 １５％时重复测定ꎮ
１.２.３　 黄豆中水分的测定: 黄豆中的水

分含量按照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

分的测定» (ＧＢ ５００９.３－２０１０) [４]中的固体试

样直接干燥法进行测定ꎮ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测定方法的可靠性

本研究所采用的维生素 Ｋ１测定方法是采

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

中维生素 Ｋ１的测定» (ＧＢ ５４１３.１０－２０１０) [５]

测定条件ꎬ 参考、 美国、 日本样品处理方

法的基础上改良后形成 [６ꎬ７] ꎮ 本研究固相

萃取柱效范围为 ９１.７％ ~ １０５.０％ꎬ 回收率

８３.２％ ~ ９７. ５％ꎬ 检出限为 ０.０２μｇ / ｍＬꎬ 相

对标准偏差为 １.６％ ~ ４.２％ꎬ 重复性为组内

变异系数为 ４.０％ꎬ 组间变异系数为 ４.６％ꎬ
说明本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准确可靠ꎮ
２.２　 沈阳市市售黄豆及其制品的维生素

Ｋ１含量

　 　 本研究测定黄豆及其制品的维生素 Ｋ１含

量见表 １ꎮ 由表 １ 可见ꎬ 黄豆及其制品的维

生素 Ｋ１含量由高到低依次为豆腐泡、 黄豆、
干豆腐、 豆腐、 豆浆ꎮ 而且不同加工工艺的

豆腐维生素 Ｋ１含量存在差异ꎮ

表 １　 沈阳市市售黄豆及其制品维生素 Ｋ１ 含量 (μｇ / １００ｇ)

食物 样本数 ｎ 含量 (ｘ±ｓ) 围

黄豆 １３ ４８.２±５.５ ３４.９~５５.７

干黄豆 (经水分含量校正) １３ ５３.１±５.７ ３８.７~５９.０

干豆腐 ６ ２７.８±５.７ ２２.７~３０.５

卤水豆腐 ６ １３.８±３.２ １０.０~１８.５

石膏豆腐 ３ １０.７±１.３６ ９.２~１２.４

内酯豆腐 ３ ４.７±２.８ ２.５~６.４

豆浆 ６ ３.５±０.８ ２.７~４.６

豆腐泡 ６ １１４.４±３８.６ ８３.２~１８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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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食物营养成分数据库中[８] 显示黄豆

(干) 中维生素 Ｋ１含量为 ４７μｇ / １００ｇꎮ 日本

食物成分表[３]中日本产黄豆 (干) 的维生素

Ｋ１含量为 １８μｇ / １００ｇꎬ 从美国和中国进口的

黄豆 (干) 维生素 Ｋ１含量均为 ３４μｇ / １００ｇꎮ
本次黄豆样品采购于超市、 农贸市场及批发

黄豆的粮库ꎬ 包括国产有机大豆、 非转基因

大豆、 转基因大豆及美国进口大豆ꎬ 由表 １
可见沈阳市市售的黄豆 (干) 维生素 Ｋ１含量

与美国产黄豆相近ꎬ 明显高于日本产黄豆ꎮ
日本食物成分表显示豆浆中维生素 Ｋ１含

量为 ４μｇ / １００ｇꎬ 各种豆腐中维生素 Ｋ１ 含量

范围为 ９μｇ / １００ｇ ~ １６μｇ / １００ｇꎬ 与本次测定

的结果基本相同ꎮ 由表 １ 可见ꎬ 不同种类豆

腐维生素 Ｋ１含量略有不同ꎬ 其主要原因是制

作工艺不同使豆腐中含水量差异较大ꎬ 卤水

豆腐俗称 “北豆腐”ꎬ 石膏豆腐俗称 “南豆

腐”ꎮ 石膏豆腐含水量高于卤水豆腐ꎬ 而内

酯豆腐保水率是石膏豆腐的一倍以上ꎮ
干豆腐为我国特产ꎬ 未见其维生素 Ｋ１含

量报道ꎮ 豆腐泡又称为 “油豆腐” 是豆腐经

豆油炸制而成ꎬ 由表 １ 可见豆腐泡样品间维

生素 Ｋ１含量差异很大ꎬ 其主要原因是豆腐泡

的含油量不同ꎬ 豆油中维生素 Ｋ１ 含量为

２１０μｇ / １００ｇ[２]ꎮ
综上所述ꎬ 黄豆及其制品富含维生素

Ｋ１ꎬ 是膳食维生素 Ｋ１的良好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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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某高校学生尿中维生素 Ｃ 和氧化
应激指标的季节变化

周　 波∗　 王晓红　 刘红玉　 李玉秋　 李　 粉　 张爱爱
(沈阳医学院ꎬ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４)

　 　 摘　 要　 目的: 了解北方大学生机体维生素 Ｃ 及氧化应激状态的季节变化ꎬ 为指导学生膳食营养提供科

学依据ꎮ 方法: 分别于秋季和冬季对沈阳医学院 １２６ 名大一学生进行任意一次尿中维生素 Ｃ、 丙二醛

(ＭＤＡ)、 总抗氧化能力 (ＴＡＣ)、 钙、 磷、 镁、 肌酐的测定ꎬ ７ 天膳食调查 (食物频率法)ꎮ 结果: 女生尿

ＭＤＡ 含量秋季低于冬季ꎮ 无论男生女生尿维生素 Ｃ 水平秋季均高于冬季ꎬ 每周蔬菜摄入频率秋季均高于冬

季ꎬ 而每周水果摄入频率季节间没有显著性差异ꎮ 尿钙含量与 ＭＤＡ 含量呈正相关 ( ｒ ＝ ０.５８ꎬ Ｐ＝ ０.００７)ꎻ 尿

磷含量与尿维生素 Ｃ 呈正相关 ( ｒ ＝ ０.５ꎬ Ｐ≤０.０００１)ꎮ 结论: 该人群维生素 Ｃ 营养和氧化应激状态有明显的

季节变化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Ｃꎻ 氧化应激ꎻ 季节ꎻ 膳食营养ꎻ 大学生

　 　 维生素 Ｃ 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ꎬ 具有促

进铁吸收、 参与胶原蛋白合成、 预防坏血病

等重要的生理功能ꎬ 同时维生素 Ｃ 也是机体

内一种很强的抗氧化物质[１]ꎮ 近年来研究表

明机体氧化应激状态是骨质疏松等慢性非传

染性疾病的主要影响因素[２]ꎮ 蔬菜水果含有

丰富的维生素 Ｃ 和其他抗氧化物质ꎬ 膳食中

蔬菜水果的摄入量影响机体的氧化应激状

态[３]ꎮ 我国北方地区四季分明ꎬ 尤其是冬季

气候寒冷ꎬ 尽管目前全年蔬菜和水果的市场

供应数量充足种类齐全ꎬ 但人们不同季节蔬

菜水果的摄入习惯是否不同ꎬ 机体维生素 Ｃ
营养状态及氧化应激状态是否存在季节变

化ꎬ 这些方面研究报道较少ꎮ 本文采用跟踪

调查的方法ꎬ 观察沈阳医学院大学生秋季和

冬季膳食中蔬菜水果摄入频率ꎬ 尿中维生素

Ｃ 和氧化应激指标的变化ꎬ 为指导学生膳食

营养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选取沈阳医学院一年级大学生 １３２ 名ꎬ
问诊排除患有高血压、 糖尿病、 甲状腺疾

病、 肾脏疾病、 服用保健品及营养素补充剂

者ꎮ 最终资料完整者 １２６ 名计入本文ꎬ 其中

男生 ６７ 名ꎬ 年龄 (１９.８±１.３ ) 岁ꎬ 女生 ５９
名ꎬ 年龄 (２０.０±１.０) 岁ꎮ 所有志愿参加者

均签署了研究项目知情同意书ꎮ

１.２　 方法

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和 １２ 月的第二个星期对

受试者分别进行如下项目调查测量ꎮ
１.２.１　 尿样采集

采集清晨空腹任意一次尿ꎬ 分别取 ５ｍｌ
到 ２ 个尿液分装管 (１ 个酸化管中加入 ５０μｌ
ＨＣｌꎬ １ 个非酸化管)ꎬ 存入－２０℃冰箱待测ꎮ

∗ 周波ꎬ 女ꎬ 教授ꎬ 主要研究方向ꎬ 营养与慢性病预防ꎮ 联系电话: １５９９８１１８５０８ꎮ 邮箱: ｚｈｏｕｂｏ６３＠ 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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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尿液立即测定维生素 Ｃ 含量ꎮ
１.２.２　 尿中维生素 Ｃ 测定

采用 ２.６—二氯酚靛酚法测定尿中还原

型维生素 Ｃ 含量ꎮ 测定组间变异系数为 ５％ꎬ
组内变异系数为 ８％ꎮ

１.２.３　 尿中氧化应激指标测定

丙二醛 (ｍａｌｏｎｄｉａｌｄｅｈｙｄｅ ꎬ ＭＤＡ)、 总

抗氧化能力 (ｔｏｔａｌ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ꎬ ＴＡＣ)
用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生产的试剂盒ꎬ
按操作说明测定ꎮ 测定组间变异系数为

４.５％ꎬ组内变异系数为 １０％ꎮ
１.２.４　 尿中肌酐、 钙、 磷、 镁含量测定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ＵＲＩＴ ８０２０Ａ)ꎬ 优

利特公司试剂盒进行测定ꎬ 测定试剂盒的批

间变异系数为 １０％ꎬ 批内变异系数为 １１％ꎮ
１.２.５　 膳食调查

采用食物频率法自编问卷调查受试者一

周蔬菜和水果的摄入情况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ｄａｔａ ｄｅｓｋ ６.１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ꎮ
尿中各指标含量均用与尿肌酐比值表示ꎮ 计

量资料以 ｘ±ＳＤ 表示ꎬ 因某些指标数据为偏

态分布ꎬ 将各指标均进行自然对数转换后进

行 ｔ 检验、 直线相关等分析ꎬ 以 Ｐ<０.０５ 判定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不同季节尿维生素 Ｃ 和氧化应激等

指标变化情况

　 　 由表 １ 可见ꎬ 所有指标男女间存在显

著性差异ꎮ 无论男生女生尿维生素 Ｃ 水平

秋季均高于冬季ꎮ 女生尿 ＭＤＡ 含量冬季高

于秋季ꎮ

表 １　 大学生不同季节尿维生素 Ｃ和氧化应激等指标变化情况 (ｘ±ＳＤ)

男 (ｎ＝６７) 女 (ｎ＝５９)

秋季 冬季 秋季 冬季

维生素 Ｃ (ｍｇ / ｇ 肌酐) １７.４±１０.４ １４.８±９.２ｂ ２１.５±１７.６ａ ５.４±１１.２ａｂ

ＭＤＡ (μｍｏｌ / ｇ 肌酐) ２.８±１.４ ２.９±１.６ ３.０±１.８ａ ３.５±１.９ａｂ

ＴＡＣ (Ｕ / ｍｇ 肌酐) ２６.９±１４.６ ２５.８±１２.７ ３４.６±２３.８ａ ３４.１±２１.０ａ

钙 (ｍｍｏｌ / ｇ 肌酐) ３.５±２.７ ２.９±２.１ ２.９±１.５ａ ３.２±４.３ａ

磷 (ｍｍｏｌ / ｇ 肌酐) ２１.８±１２.７ １８.９±８.３ １７.５±１０.６ａ １８.７±８.６ａ

镁 (ｍｍｏｌ / ｇ 肌酐) ２.９±２.０ ２.６±１.５ ２.８±１.９ａ ２.８±１.６ａ

注: ａ 表示与同季节男生比较ꎬ Ｐ<０.０１ꎮ
ｂ 表示与同性别秋季比较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２　 不同季节蔬菜水果摄入情况

由表 ２ 可见ꎬ 在秋季和冬季男生每周蔬

菜摄入频率均高于女生ꎬ 而女生每周水果摄

入频率均高于男生ꎮ 男生和女生每周蔬菜摄

入频率秋季均高于冬季ꎬ 而每周水果摄入频

率季节间没有显著性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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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大学生不同季节每周膳食中蔬菜水果摄入频率 (ｘ±ＳＤ)

男 (ｎ＝６７) 女 (ｎ＝５９)

秋季 冬季 秋季 冬季

蔬菜 １９.２±１１.５ １５.１±１１.３ａ １８.３±８.２ｂ １４.０±６.９ａ ｂ

水果 ５.９±５.３ ５.９±４.７ ８.３±５.３ｃ ８.５±５.２ｃ

注: ａ 表示与同性别秋季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ｂ 表示与同季节男比较ꎬ Ｐ<０.０５ꎮ
ｃ 表示与同季节男比较ꎬ Ｐ<０.０１ꎮ

２.３　 尿维生素 Ｃ 水平及氧化应激指标对

尿中矿物质含量的影响

　 　 将男女、 秋冬季节数据合并ꎬ 经一元直

线回归分析尿钙含量与 ＭＤＡ 含量呈正相关

( ｒ ＝０.５８ꎬ Ｐ＝０.００７)ꎻ 尿磷含量与尿维生素

Ｃ 呈正相关 ( ｒ ＝ ０.５ꎬ Ｐ≤０.０００１)ꎻ 尿 Ｔ－
ＡＯＣ 活性与尿钙、 磷、 镁均没有相关性ꎮ

３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空腹任意一次尿中还原型维

生素 Ｃ 含量与肌酐比值作为反映机体维生素

Ｃ 营养状态的指标ꎮ 于守洋等[４] 以某医学院

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 证实任意一次尿样的还

原型维生素 Ｃ 对肌酐比值可以评定机体维生

素 Ｃ 营养水平ꎮ 本次跟踪调查结果显示ꎬ 男

生女生的尿还原型维生素 Ｃ 与肌酐比值秋季

均高于冬季ꎬ 说明该群大学生维生素 Ｃ 营养

状态秋季好于冬季ꎮ 何瑞玲等报道[５] 内蒙古

医学院大学生维生素 Ｃ 营养水平明显低于春

季ꎮ 可见我国北方地区大学生维生素 Ｃ 营养

状态存在季节变化ꎮ 维生素 Ｃ 主要来源于新

鲜的蔬菜和水果ꎬ 冬季沈阳市气候寒冷ꎬ 市

售蔬菜来源主要为大棚生产和贮存ꎬ 水果也

是以储藏水果为主ꎮ 佟凤芹[６] 测定抚顺市

(地理位置紧邻沈阳市) 冬季青椒等几种常

见蔬菜维生素 Ｃ 含量显著低于春季ꎮ 姚谷士

等报道[７]秋季蔬菜中维生素 Ｃ 的含量常较

冬季为高ꎮ Ｆｒａｎｋｅｎｆｅｌｄ ＣＬ 等[８] 调查显示上

海妇女蔬菜水果的摄入存在明显的季节不

同ꎬ 同时影响血浆维生素 Ｃ 的浓度ꎮ 本调查

显示ꎬ 男生和女生每周蔬菜摄入频率秋季均

高于冬季ꎬ 而每周水果摄入频率季节间没有

显著性差异ꎮ 本研究人群维生素 Ｃ 营养水平

冬季下降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我国北方地区冬

季蔬菜水果中维生素 Ｃ 含量降低ꎬ 冬季膳食

中蔬菜摄入量降低ꎮ
氧化应激是由于活性氧的产生与机体抗

氧化防御系统之间平衡失调ꎬ 造成机体一系

列的氧化损伤ꎮ 脂质过氧化物是活性氧与多

不饱和脂肪酸反应的产物ꎬ 能反映机体受氧

化应激损伤的程度ꎮ ＭＤＡ 是膜脂质过氧化

最重要的产物之一ꎬ 尿中 ＭＤＡ 含量高低可

反映机体氧化应激状态ꎬ 尿 ＴＡＣ 活力可反

应机体抗氧化防御的能力[９ꎬ１０]ꎮ 本调查中男

女生冬季尿维生素 Ｃ 水平和每周蔬菜摄入频

率均低于秋季ꎬ 但仅观察到女生尿 ＭＤＡ 含

量秋季低于冬季ꎬ 而男生尿 ＭＤＡ 含量和男

生女生尿 ＴＡＣ 活性没有季节变化ꎬ 说明女

生冬季氧化应激水平高于秋季ꎮ 大量研究表

明ꎬ 我国蔬菜和水果中含有丰富的天然抗氧

化物质ꎬ 不同种类蔬菜水果所含抗氧化物质

不同ꎬ 一些蔬菜、 水果体外抗氧化活性与维

生素 Ｃ 含量无相关关系[３]ꎮ 本研究人群蔬菜

摄入频率存在季节变化ꎬ 而水果摄入频率没

有季节变化ꎬ 女生氧化应激状态的季节变化

可能与蔬菜摄入频率变化有关ꎮ 另外ꎬ 本次

蔬菜水果摄入情况仅调查了摄入频率没有具

体区分种类ꎬ 蔬菜水果种类市场供应的季节

变化可能是影响机体氧化应激的主要因素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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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进一步深入研究ꎬ 分析膳食中抗氧化物摄

入量的季节变化对机体的影响ꎮ
人群研究表明 ＭＤＡ 是骨质疏松的独立

危险因素ꎬ 可能影响尿中矿物质排出量[９]ꎮ
贾文英等[１１] 报道ꎬ 与维生素 Ｃ 营养水平不

足组相比较ꎬ 正常组与充足组的大学生尿钙

排出量显著减少ꎮ 本调查显示ꎬ 该群大学生

尿钙排出量与尿 ＭＤＡ 含量呈正相关ꎬ 尿磷

含量与尿维生素 Ｃ 呈正相关ꎬ 但男女生尿

钙、 尿磷、 尿镁排出量均没有季节变化ꎮ 影

响机体尿中矿物质排泄量的因素较多ꎬ 本次

调查人数和观察指标较少ꎬ 需扩大样品量及

观察指标深入研究ꎮ
综上所述ꎬ 该群大学生机体维生素 Ｃ 营

养状态和氧化应激状态存在明显的季节变化ꎬ
冬季蔬菜摄入减低可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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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超重肥胖
状况及饮食行为调查

李菁菁　 欧阳英英　 程茅伟　 戴诗玙　 张　 弛　 彭　 飞　 龚晨睿∗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目的: 了解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状况及饮食行为ꎬ 以期加强重视ꎬ 早期预

防ꎮ 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ꎬ 从鄂东北、 鄂中、 鄂西北、 鄂西南贫困农村地区抽取 ８ 个县 (市)ꎬ
共 ３２ 所中小学ꎬ ５９４２ 名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身高、 体重测量ꎻ 同时从研究对象中抽取所有小学四、
五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级学生共计 ２５６９ 人进行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中小学生超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５.３２％
和 ２.５４％ꎬ 超重及肥胖男生比例高于女生、 小学生比例高于中学生ꎮ 超重在不同性别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２ ＝ １６.４７５ꎬ Ｐ<０.０１)ꎬ 肥胖在不同年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２ ＝ ５.３８６ꎬ Ｐ<０.０５)ꎮ 大多数的中小学生有

吃零食的习惯ꎬ 油炸食品、 西式快餐、 碳酸饮料的食用频率较高ꎮ 结论: 我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超重和肥

胖检出率呈上升趋势ꎬ 大多数中小学生存在不良的饮食习惯ꎬ 需加强重视ꎬ 积极采取防治措施控制学生肥胖ꎮ
关键词　 贫困农村地区ꎻ 中小学生ꎻ 超重肥胖ꎻ 饮食行为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Ｉ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ＯＵＹＡＮＧ Ｙｉｎｇ－ｙｉ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Ｍａｏ－ｗｅｉ　 ＤＡＩ Ｓｈｉ－ｙｕ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ｉ　 ＰＥＮＧ Ｆｅｉ　 ＧＯＮＧ Ｃｈｅｎ－ｒｕｉ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９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５９４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３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ｂｙ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２５６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ｒｏｍ ｇｒａｄｅ ｆｏｕｒ ａｎｄ ｆｉｖ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ｊｕ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ｆｒｅｓｈｍ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ｐｈｏｍｏｒｅｓ ｏｆ ５９４２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ｗａｓ ５.３２％ ａｎｄ ２.５４％ꎬ 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ｍａｌｅ ｉ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ｆｅｍａｌｅꎻ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ｇｅｎｄｅｒ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ｏ￣
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ｓｐｅｃｔ (c２ ＝ １６.４７５ꎬ Ｐ<０.０１).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ｓｐｅｃｔꎬ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ｇｅ

∗ 作者简介: 李菁菁ꎬ 女ꎬ 博士研究生ꎬ 联系电话: １５３４２３３７０９２ꎬ Ｅｍａｉｌ: ４５３７６９３６７＠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 龚晨睿ꎬ Ｅｍａｉｌ: ３３４６５４５８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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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２ ＝ ５.３８６ꎬ Ｐ<０.０５).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ｄ ｓｎａｃｋｓ. Ｆｒｉｅｄ ｆｏｏｄ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ｔｙｌｅ ｆａｓｔ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ｄ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ｏｖ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Ｈｕｂｅ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ꎬ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ｏｒ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ꎻ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ꎻ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超重和肥胖已成

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多项研究表明ꎬ 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检出

率均呈逐年递增趋势[１－３]ꎬ 年轻化问题日益

严重ꎮ 超重和肥胖是高血压、 冠心病、 脑卒

中等多种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生的高危因

素ꎬ 而始于儿童期的肥胖比成人后肥胖将会

导致更高的慢性病罹患率[４－５]ꎮ 儿童肥胖不

仅对儿童身体健康构成威胁ꎬ 并且损害他们

的心理、 精神及行为健康ꎮ 全国学生体质健

康调查数据显示ꎬ ７－１８ 岁儿童青少年超重

检出率由 １９８５ 年的 １. １１％增至 ２０１０ 年的

９.６２％ꎬ 肥胖检出率由 ０. １３％增至 ４. ９５％ꎬ
农村儿童青少年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全面上

升[６－７]ꎮ ２０１４ 年湖北省 ７－１８ 岁农村学生超

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 ９.４６％和 ３.３３％ꎬ 增

长趋势明显[８]ꎮ 因此ꎬ 本研究对湖北省贫困

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进行了调查ꎬ 旨在了解我

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超重肥胖情况及

饮食行为ꎬ 为针对性的制定相应措施提供科

学依据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ꎬ 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从鄂东北、 鄂中、 鄂西北、 鄂西南贫困农

村地区抽取麻城市、 红安县、 孝感市、 长阳

县、 郧县、 郧西县、 恩施市、 鹤峰县 ８ 个县

(市)ꎬ 再按照不同经济水平、 不同供餐模式

每县 (市) 抽取 ２ 所小学和 ２ 所初中ꎬ 共计

抽取 ３２ 所中小学ꎻ 每所学校按年级分层ꎬ
以教学班为单位整群抽样ꎬ 从小学一年级到

初三ꎬ 每个年级抽取 １－２ 个班ꎬ 确保每个年

级达到 ４０ 人左右ꎬ 男女生各半ꎬ 共计 ５９４２
名中小学生作为研究对象ꎬ 对所有研究对象

进行身高、 体重的测量ꎻ 同时从研究对象中

抽取所有小学四、 五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级

学生共计 ２５６９ 人进行问卷调查ꎬ 包括基本

情况和饮食行为情况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身高、 体重的测量

按照 «中国学生体质健康研究手册» 的

要求ꎬ 测量学生身高、 体重ꎮ 身高采用立式

身高坐高计测量ꎬ 读数精确到 ０.１ｃｍꎻ 体重

采用台秤测量ꎬ 读数精确到 ０.１ｋｇꎮ 每名学

生身高、 体重均测量 ２ 次ꎬ 取平均值ꎮ 计算

体质 量 指 数 (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 ) ＝
体重 /身高２ (ｋｇ / ｍ２)ꎮ

１.２.２　 问卷调查

采用课题组研制的调查问卷ꎬ 分为小学

生问卷和初中生问卷ꎮ 问卷内容包括: 调查

对象的一般情况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饮食相关行为、 日常膳食摄入情况等ꎮ 以班

级为单位ꎬ 由被调查学生当场独立填写ꎬ 并

当场收回ꎮ

１.３　 判断标准

采用 ＢＭＩ 界值来定义体质量正常、 超重

和肥胖ꎮ 鉴于国内外的差异ꎬ 采用 ２００３ 年

中国肥胖问题工作组推荐的 «中国学龄儿童

青少年 ＢＭＩ 超重、 肥胖筛查分类标准» 进行

判断[９]ꎮ

１.４　 数据处理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 １ 建 立 数 据 库ꎬ 应 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进行统计分析ꎬ 率的比较采用c
２检

验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一般情况

参加身高、 体重测量的学生共 ５９４２ 名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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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生 ３０３５ 名、 女生 ２９０７ 名ꎬ 小学生

３９８５ 名、 初中生 １９５７ 名ꎻ 其中参加问卷调

查的小学四、 五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级学生

共 ２５６９ 名ꎬ 其中男生 １３０７ 名、 女生 １２６２
名ꎬ 小学生 １２７２ 名、 初中生 １２９７ 名ꎮ 共回

收有效问卷 ２５６９ 份ꎬ 应答率为 １００％ꎮ

２.２　 超重和肥胖情况

２０１４ 年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超

重和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 ５.３２％和 ２.５４％ꎮ

小学生和初中生间超重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c
２ ＝ ０.００３ꎬ Ｐ>０.０５)ꎬ 肥胖检出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５.３８６ꎬ Ｐ<０.０５)ꎻ 男

生和女生间超重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１６.４７５ꎬ Ｐ<０.０１)ꎬ 肥胖检出率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c
２ ＝ １.９０７ꎬ Ｐ>０.０５)ꎮ 超重和

肥胖合并后ꎬ 称为超重肥胖率ꎬ 小学生为

８.１８％ꎬ 初中生为 ７. ２０％ꎻ 男生为 ９. ３２％ꎬ
女生为 ６.３３％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超重肥胖状况 [ｎ (％) ]

检测人数 超重 肥胖 合计

性别

男 ３０３５ １９７ (６.４９) ８６ (２.８３) ２８３ (９.３２)

女 ２９０７ １１９ (４.０９) ６５ (２.２４) １８４ (６.３３)

学校

小学 ３９８５ ２１１ (５.２９) １１５ (２.８９) ３２６ (８.１８)

初中 １９５７ １０５ (５.３７) ３６ (１.８４) １４１ (７.２０)

合计 ５９４２ ３１６ (５.３２) １５１ (２.５４) ４６７ (７.８６)

２.３　 中小学生饮食行为分析

２.３.１　 中小学生饮食情况

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甜点、 汽水饮

料、 油炸食物、 西式快餐的年均食用频次均

较高ꎮ 小学生除油炸食物外ꎬ 甜点、 汽水饮

料、 油炸食物、 西式快餐的年均食用频次均

高于初中生 (见表 ２)ꎮ
２.３.２　 中小学生食用零食情况

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平均每天食用零

食 １~２ 次的人所占比例最多ꎬ 为 ６７.８５％ꎮ
中小学生通常食用的零食中ꎬ 以蔬菜水果ꎬ

纯牛奶、 酸奶等ꎬ 饼干、 面包等ꎬ 面制小

食品ꎬ 干脆面、 方便面等ꎬ 各种饮料ꎬ 膨

化食品和糖果、 巧克力等所占比例较高ꎬ 分

别为 ７１.８７％、 ６９.２２％、 ７７.７８％、 ５７.７３％、
６５.２３％、 ５２.０８％、 ５２.０１％和 ５０.９９％ (见
表 ３)ꎮ

２.３.３　 中小学生饮用饮料情况

贫困地区中小学生中几乎不喝饮料的比

例为 ２６.３３％ꎮ 所饮用的饮料中ꎬ 碳酸饮料

饮用比例为 ４３.４０％ꎬ 其中小学生饮用碳酸

饮料的比例高于初中生 (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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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不同食物年均食用频次

食物名称 小学生 初中生

粮谷类 ９４９.４±４７５.７ ９１９.９±２７２.０

绿色蔬菜 ８４６.３±５５３.１ ７５９.５±３１４.１

新鲜水果 ５３８.０±６０９.３ ３５６.７±３０３.３

畜禽肉类 ４５８.６±５６２.７ ３８２.９±２９１.８

鱼虾及贝类 ４２６.６±６９３.３ ２５０.６±２５８.６

蛋类 ４４５.２±５４９.２ ３４４.５±２８６.４

牛奶及其制品 ４８７.０±５３５.３ ４７９.３±２３２.６

豆制品 ４３７.３±５５２.３ ３６１.４±２７８.６

方便面 ４０２.８±６５２.６ ４０４.２±３０３.８

甜点 ４３８.２±６５４.８ ２９４.８±２８２.５

麻辣烫、 烧烤 ４２０.０±８０４.４ ８０.７±４３.５

汽水饮料 ４２３.３±６１０.２ ３２９.５±３０８.１

油炸食物 ３７７.１±６３３.７ ４７７.４±２２３.４

西式快餐 ３９８.６±５６８.８ ３０４.７±２７３.２

腌制咸菜 ——— ２３３.２±２８０.５

表 ３　 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零食食用情况

小学生 初中生

平均每天食用零食次数

　 　 <１ 次 / ｄ １６５ (１２.９７) １６５ (１２.７２)

　 　 １ 次 / ｄ ４１７ (３２.７８) ４２９ (３３.０８)

　 　 ２ 次 / ｄ ４２５ (３３.４１) ４７２ (３６.３９)

　 　 ３ 次 / ｄ １７３ (１３.６１) １７９ (１３.８０)

　 　 ≥４ 次 / ｄ ９２ (７.２３) ５２ (４.０１)

　 　 合计 １２７２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９７ (１００.００)

通常食用零食种类

　 　 苹果、 黄瓜等蔬菜水果 ９４９ (７４.７８) ８９６ (６９.１４)

　 　 纯牛奶、 酸奶等 ９１０ (７１.８２) ８６４ (６６.６７)

　 　 花生、 瓜子等坚果 ６００ (４７.４３) ６０１ (４６.３７)

　 　 豆腐干等豆制品 ５２６ (４１.６５) ６３４ (４８.９２)

　 　 饼干、 面包等 ９４２ (７４.３５) １０５３ (８１.２５)

　 　 面制小食品 ６３６ (５０.３２) ８４３ (６５.０５)

　 　 牛肉干、 鱼片等 ５３７ (４２.５２) ４４８ (３４.５７)

　 　 干脆面、 方便面等 ７６６ (６０.４６) ９０５ (６９.８３)

　 　 各种饮料 ６７２ (５３.１２) ６６５ (５１.３１)

　 　 薯片、 虾条等膨化食品 ６６８ (５２.７６) ６６６ (５１.３９)

　 　 糖果、 巧克力等 ６４７ (５１.０７) ６６０ (５０.９３)

　 　 冷饮 ５６７ (４４.７９) ６３５ (４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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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湖北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饮料饮用情况

小学生 初中生

几乎不喝 ３３１ (２６.２１) ３４３ (２６.４５)

可乐、 雪碧、 芬达、 汽水等碳酸饮料 ６０７ (４７.９８) ５０５ (３８.９４)

真果粒、 酸酸乳等含乳饮料 ８０５ (６３.７４) ８２５ (６３.６１)

冰红茶、 绿茶、 茉莉花茶等茶饮料 ６９９ (５５.５２) ６９３ (５３.４３)

橙汁、 苹果汁等果蔬饮料 ７４４ (５９.０９) ６８６ (５２.８９)

豆浆、 杏仁露等植物蛋白饮料 ６４１ (５０.７９) ６４２ (４９.５０)

凉茶、 脉动、 红牛等特殊功能饮料 ４２８ (３３.９１) ３６８ (２８.３７)

奶茶、 果珍、 酸梅粉等固体饮料 ５５８ (４４.２５) ５１７ (３９.８６)

简装彩色果味水 ４１９ (３３.２３) ２３１ (１７.８１)

３　 讨　 论

尽管营养不良仍是困扰农村地区儿童青

少年的一个重要问题ꎬ 但是超重与肥胖也已

成为影响农村儿童青少年不容忽视的问题ꎮ
儿童青少年肥胖是各种成年疾病如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等前驱症ꎬ 其健康影响不容

忽视[１０]ꎮ 研究表明ꎬ ２００５ 年后ꎬ 我国农村

地区中小学生尽管尚未形成真正的肥胖流

行ꎬ 但超重肥胖表现出成倍增长[１１]ꎮ 本调

查显示ꎬ 我省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超重和

肥胖的检出率分别为 ５.３２％和 ２.５４％ꎬ 其中

小学生肥胖检出率高于初中生ꎬ 男生超重和

肥胖检出率均高于女生ꎬ 这与国内相关研究

结果一致[１２－１３]ꎮ 其原因可能由于生理差别ꎬ
男生的食量偏大ꎬ 能量摄入较多ꎬ 但却消耗

不足ꎻ 而女生食量偏小或会有意节食ꎻ 亦可

能与饮食偏好有关ꎬ 男生多喜欢食肉类、 薯

类ꎮ 同时因小学生的认知能力低于初中生ꎬ
缺乏健康意识ꎬ 爱吃零食ꎬ 饮食摄入不受控

制ꎬ 部分家长不注意孩子饮食结构合理性ꎬ
一味地强调营养摄入量ꎬ 导致孩子营养过

剩ꎬ 造成超重和肥胖ꎮ
本次调查发现ꎬ 贫困农村地区中小学生

甜点、 汽水饮料、 油炸食物、 西式快餐的年

均食用频次均较高ꎬ 且普遍都爱吃零食ꎬ 食

用的零食中以饼干、 膨化食品、 糖果、 巧克

力等适量食用和限量食用的零食为主ꎻ 饮用

的饮料中碳酸饮料饮用比例仍较高ꎮ 国内外

许多研究表明ꎬ 高能量膳食、 选择零食不

当、 经常饮用含糖饮料等不合理的饮食行为

是儿童青少年肥胖的主要危险因素[１４－１６]ꎮ
儿童青少年正处于生活习惯和行为形成关键

期ꎬ 他们应该成为肥胖预防的关键人群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虽然农村中小学

生超重和肥胖水平仍低于城市ꎬ 但差距越来

越小ꎮ 农村学生在改善营养不良的同时ꎬ 也

应注意营养过剩ꎮ 应趁其还处于较早期阶

段ꎬ 采取有效预防措施ꎬ 延缓和阻遏超重及

肥胖更大规模的流行[１７]ꎮ 因此ꎬ 预防儿童

青少年肥胖应从小抓起ꎬ 需要家庭、 学校和

社会共同参与和努力ꎬ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

惯ꎬ 合理的膳食结构ꎬ 加强锻炼和营养健康

宣教ꎬ 充分认识儿童肥胖对终身健康和生活

质量的危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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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Ｄ 补充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影响

郭　 轶
(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ꎬ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　 目的: 研究维生素 Ｄ 补充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 (Ｔ２ＤＭ) 的糖、 脂代谢的影响ꎬ 评价维生素 Ｄ 对

Ｔ２ＤＭ 的作用ꎮ 方法: 以丽水地区 ３０－９０ 岁常住居民中 Ｔ２ＤＭ 患者为目标人群ꎬ 男性 ７８ 名 (２８.８９％)ꎬ 女性

１９２ 名 (７１.１１％)ꎬ 随机单盲分成干预组和对照组ꎮ 干预组给予维生素 Ｄ３滴剂 ８００ ＩＵ / ｄ 口服 ６ 个月ꎬ 对照组

为空白对照ꎮ 用化学放光法测定基线和干预 ６ 个月后所有研究对象的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ꎬ 并收集人口统

计学和实验室检验资料ꎬ 分析维生素 Ｄ３与糖、 脂代谢的关系ꎮ 结果　 实际研究对象 ２７０ 名ꎬ 干预组和对照组

各 １３５ 名ꎬ 两组研究对象基线数据无显著差异ꎮ 干预 ６ 个月后干预组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高于对照组ꎬ
Ｐ<０.０５ꎬ 干预组 ＨｂＡｌｃ 和 ＴＧ 较对照组升高 ꎬ Ｐ<０.０５ꎬ 其余指标没有统计学意义ꎬ Ｐ>０.０５ꎮ 结论: 维生素

Ｄ３补充除增加了受试糖尿病患者体内维生素 Ｄ 水平外ꎬ 没有发现明显的有益作用ꎮ 提示在维生素 Ｄ 基线水

平较高水平基础上补充维生素 Ｄ３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证实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Ｄꎻ ２ 型糖尿病ꎻ 丽水

　 　 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步发生改变ꎬ
城市化的加剧使得在过去二十年里糖尿病

(ＤＭ) 患病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ꎮ ２０１３ 年

发表在 ＪＡＭＡ 上的一篇文章显示我国 １８ 岁

以上的成年人 ＤＭ 患病率估测为 １１.６％ꎬ 糖

尿病前期 ( ＩＧＴ) 患病率为 ５０.１％ꎮ 在接受

ＤＭ 治疗的患者中ꎬ 血糖控制率仅为 ３４.
７％[１]ꎮ ＤＭ 已经成为严重威胁我国居民健康

的慢性病ꎬ ＤＭ 的预防与控制也成为我国卫

生领域的热点问题ꎮ 目前ꎬ ＤＭ 患者中维生

素 Ｄ 缺乏已成为共识ꎬ 许多证据认为维生素

Ｄ 与 Ｔ２ＤＭ 间存在关联[２－４]ꎬ 维生素 Ｄ 对

ＤＭ 发生发展的保护作用引起了人们的重视ꎮ
本研究选择丽水地区的 Ｔ２ＤＭ 患者为

研究对象ꎬ 了解丽水地区 Ｔ２ＤＭ 患者的维

生素 Ｄ 水平特征ꎬ 并开展对 Ｔ２ＤＭ 患者给

予维生素 Ｄ 干预的研究ꎬ 探讨补充维生素

Ｄ 能否改善 Ｔ２ＤＭ 人群的血糖、 血脂代谢以

及体脂水平ꎬ 评价补充维生素 Ｄ 对 Ｔ２ＤＭ 的

防治作用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丽水市常住居民 Ｔ２ＤＭ 患者ꎮ 纳入标准

为: (１)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１９９９
年颁布的 ＤＭ 诊断标准[５]: 具有典型症状ꎬ
空腹 血 糖 ≥ ７. ０ ｍｍｏｌ / Ｌ 或 餐 后 血 糖 ≥
１１.１ｍｍｏｌ / Ｌꎻ 没有典型症状ꎬ 仅空腹血糖≥
７.０ ｍｍｏｌ / Ｌ 或餐后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应再

重复一次ꎬ 仍达以上数值者ꎬ 可确诊为 ＤＭꎻ
没有典型症状ꎬ 仅空腹血糖≥７.０ ｍｍｏｌ / Ｌ 或

餐后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 / Ｌꎬ 糖耐量实验 ２ 小时

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 / Ｌ 者可确诊为 ＤＭꎻ (２)
３０－９０ 岁ꎬ 具有本地户口的社区常住居民ꎮ
排除标准包括: (１) 有精神病、 恶性肿瘤、
肝病、 肾病、 结核病、 脑卒中等慢性病患者

及长期服用维生素 Ｄ 补充剂和生活习惯严重

不规则患者ꎻ (２) 行动不便ꎬ 不能参加体检

及定期领取药物的患者ꎮ 研究对象按照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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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ꎬ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究最终纳入

２７０ 名 Ｔ２ＤＭ 患者ꎬ 其中男性 ７８ 名ꎬ 女性

１９２ 名ꎮ 研究内容报苏州大学伦理委员会并

获批准ꎮ

１.２　 方法

本研究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开始ꎬ 到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结束ꎮ 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分四个层次随机抽取研究对象: 第一层次ꎬ
根据丽水人口、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位

置ꎬ 选出有代表性的县 (区)ꎻ 第二层次ꎬ
从所选区域中ꎬ 随机抽出一个乡 (镇) 或城

市辖区ꎻ 第三层次ꎬ 从每个乡 (镇) 和城市

辖区分别随机抽出 １－２ 个糖尿病自我管理小

组ꎻ 第四层次ꎬ 从每个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

中随机抽取 １０ － ２０ 名 Ｔ２ＤＭ 患者ꎬ 共 ２７０
人ꎮ 将所有纳入人群随机单盲分成干预组和

对照组ꎬ 干预组给予维生素 Ｄ 滴剂 (胶囊

型ꎬ 国药准字 Ｈ２０１１３０３３ꎬ 商品名为 “悦

而”ꎬ 青岛双鲸药业) ８００ ＩＵ / ｄꎬ 对照组为

空白对照ꎮ
干预前后对两组人群进行体格检查ꎬ 包

括身高、 体重、 ＷＣ 和血压ꎮ 生化指标ꎬ 包

括血清 ２５ (ＯＨ) Ｄꎬ 谷草转氨酶 /谷丙转氨

酶 (ＡＳＴ / ＡＬＴ) (肝功能)ꎬ 血清肌酐 (Ｃｒ)
(肾功能)ꎬ Ｎ 端骨钙素 (Ｎ－ＭＩＤ) (骨代

谢)ꎬ 超敏 Ｃ 反应蛋白 (ｈｓ－ＣＲＰ) (炎症反

应)ꎮ 糖代谢指标ꎬ 包括空腹血糖 (ＦＰＧ)ꎬ
糖化 血 红 蛋 白 ( ＨｂＡ１ｃ )ꎬ 空 腹 胰 岛 素

(ＩＮＳ)ꎬ 胰岛素抵抗指数 (ＨＯＭＡ－ＩＲ)ꎬ β
细胞功能指数 (ＨＯＭＡ－β)ꎮ 脂代谢指标ꎬ
包括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ＬＤＬ－Ｃ)ꎬ 高密

度脂蛋白胆固醇 ( ＨＤＬ － Ｃ)ꎬ 甘油三酯

(ＴＧ)ꎬ 总胆固醇 (ＴＣ)ꎮ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编制调查表ꎬ 由

经过培训的苏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对

所有纳入的病例进行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人

口学、 实验室检测及其他资料的收集ꎮ 数据

录入采用双人对比录入ꎬ 由数据核查人员对

两次独立的数据库进行核查ꎬ 发现不一致的

数据ꎬ 由专门人员通过查阅原始调查表予以

纠正ꎬ 并形成最终的数据库ꎮ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 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平均值±标准差 (ｘ±ｓ) 表示ꎬ 非正态分布的

计量资料用中位数 (上、 下四分位间距) 表

示ꎬ 计数资料用率表示ꎮ 正态分布或取对数

后正态分布的连续性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

ｔ 检验、 配对 ｔ 检验和方差分析ꎬ 非正态分

布资料采用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秩和检验、 配对设计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 符号秩和检验和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ꎬ 分类资料率的比较采用卡方检验ꎬ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描述两变量间的直线

相关关系ꎬ 多变量的分析采用多重线性回

归ꎮ 所有统计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定义为

α＝ ０.０５ꎮ

２　 结　 果

２.１　 基线情况

表 １ 列出了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各项基线

指标ꎬ 比较后发现两组无统计学差异ꎬ 说明

两组间均衡可比ꎮ
２.２　 补充维生素 Ｄ３后对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的影响

　 　 补充维生素 Ｄ３前ꎬ 干预组和对照组的血

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分别是 ２２.８５±６.９５ ｎｇ / ｍＬ
和 ２３.０１±９.１ ｎｇ / ｍＬꎬ 两组间无显著差异ꎮ
６ 个 月 后ꎬ 干 预 组 与 对 照 组 的 血 清

２５ (ＯＨ) Ｄ水平都升高了 (Ｐ< ０. ０５)ꎬ 分

别是 ２９.０７±７.４５ ｎｇ / ｍＬ 和 ２６.６７±９.３３ ｎｇ / ｍＬꎬ
干预组绝对增长量为 ６.２２ ｎｇ / ｍＬꎬ 对照组为

３.６６ ｎｇ / ｍＬꎮ 干预组相对增长量为 ２７％ꎬ 对

照组为 １６％ꎮ 干预组升高幅度大于对照组

(ｐ＝ ０.００６)ꎮ (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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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对照组和干预组基线临床特征的比较

　 对照组 干预组 Ｐ 值

　 人口学指标

　 　 　 Ａｇｅ (ｙ) ６５.７±８.４３ ６５.９３±９.４８ ０.８２８

　 　 　 男 /女 (％) ２７.４ / ７２.６ ３０.４ / ６９.６ ０.５９１

　 　 　 城市 /农村 (％) ４２.２ / ５７.８ ４３ / ５７ ０.９０２

　 体检指标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１５６.９１±７.４５ １５７.０６±６.７９ ０.８６６

　 　 　 Ｗｅｉｇｈｔ (ｋｇ) ６１.２７±１１.７８ ６０.９４±１１.１２ ０.８１１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２４.８１±３.８５ ２４.６４±３.８６ ０.７２１

　 　 　 ＷＣ (ｃｍ) ８５.４５±８.７５ ８５.１６±１０.２３ ０.８０７

　 　 　 Ｐｕｌｓｅ (３０ｓ) ３７ (３６ꎬ ４０) ３８ (３５ꎬ ４０) ０.６０６

　 　 　 ＳＢＰ (ｍｍＨｇ) １３９.８６±１６.４５ １３８.１７±１５.９２ ０.３９３

　 　 　 ＤＢＰ (ｍｍＨｇ) ８０.０６±８.４９ ８０.６９±８.９６ ０.５５２

　 生化指标

　 　 　 ２５ (ＯＨ) Ｄ (ｎｇ / ｍＬ) ２１ (１６ꎬ ２７) ２２ (１８ꎬ ２７) ０.６７７

　 　 　 ＡＳＴ / ＡＬＴ １.１ (０.９ꎬ １.２９) １.１ (０.９ꎬ １.２９) ０.４８８

　 　 　 Ｃｒ (μｍｏｌ / Ｌ) ５７ (４７ꎬ ７２) ５５ (４６ꎬ ７０) ０.２６４

　 　 　 Ｎ－ＭＩＤ (ｎｇ / ｍＬ) １７ (１３ꎬ ２２) １７ (１３ꎬ ２０) ０.１８６

　 　 　 ｈｓ－ＣＲＰ (ｍｇ / Ｌ) １.４ (０.７７ꎬ ２.６２) １.６４ (０.９２ꎬ ３.７７) ０.０５

　 糖代谢指标

　 　 　 ＦＰＧ (ｍｍｏｌ / Ｌ) ７.５４ (６.５６ꎬ ９.３２) ７.３９ (６.２４ꎬ ９.０８) ０.２４９

　 　 　 ＨｂＡ１ｃ (％) ７.２ (６.４ꎬ ８) ７ (６.４ꎬ ７.８) ０.７５８

　 　 　 ＩＮＳ (ｍＩＵ / Ｌ) ９.２ (５.４３ꎬ １２.８５) ９.２１ (５.２９ꎬ １３.９３) ０.９５８

　 　 　 ＨＯＭＡ－ＩＲ ３.１３ (１.８４ꎬ ４.９７) ３.０５ (１.８ꎬ ４.７１) ０.７１

　 　 　 ＨＯＭＡ－β (％) ４１.７８ (２３.９６ꎬ ７４.９７) ４２.７１ (２５.９７ꎬ ８２.８２) ０.６６９

　 脂代谢指标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３.０７±０.９ ２.９４±０.８３ ０.２１４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１.３５±０.３８ １.３２±０.３６ ０.４９３

　 　 　 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１.４３ (１.０１ꎬ ２.０３) １.６１ (１.０６ꎬ ２.２７) ０.１７１

　 　 　 ＴＣ (ｍｍｏｌ / Ｌ) ５.１５±１.０１ ５.１５±１.０７ ０.９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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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干预前后血清 ２５ (ＯＨ) Ｄ水平变化的柱状图

注: “∗” 是 ６ 个月后干预组和对照组相比ꎬ Ｐ<０.０５ꎻ “∗∗” 是 ６ 个月和 ０ 个月相比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３　 补充维生素 Ｄ３后对照组和干预组各

项指标的影响

　 　 表 ２ 是对照组和干预组在干预 ６ 个月后

各项指标的检测情况ꎬ 和对照组相比ꎬ 干预

组除了 ＨｂＡ１ｃ 和 ＴＧ 有所升高ꎬ 其余指标未

发现有意义的改变ꎮ

表 ２　 对照组和干预组 ６ 个月后临床特征的比较

对照组 干预组 Ｐ 值

体检指标

　 　 Ｈｅｉｇｈｔ (ｃｍ) １５６.７±７.５５ １５６.８８±６.６８ ０.８２８

　 　 Ｗｅｉｇｈｔ (ｋｇ) ５９.２±９.８９ ５９.８９±１０.９８ ０.５９

　 　 ＢＭＩ (ｋｇ / ｍ２) ２４.０６±３.２５ ２４.２６±３.７４ ０.６４５

　 　 ＷＣ (ｃｍ) ８５.１４±９.８９ ８６.５４±９.７５ ０.２４９

　 　 Ｐｕｌｓｅ (３０ｓ) ３８.１６±４ ３７.１７±５.０７ ０.０７８

　 　 ＳＢＰ (ｍｍＨｇ) １３４.２２±１５.６ １３３.５８±１４.９３ ０.７３５

　 　 ＤＢＰ (ｍｍＨｇ) ７７.７２±８.０６ ７７.０６±９.４ ０.５３８

生化指标

　 　 ＡＳＴ / ＡＬＴ １.１６±０.４２８ １.１２±０.３４ ０.４０８

　 　 Ｃｒ (μｍｏｌ / Ｌ) ６６ (５７ꎬ ８２) ６７.５ (５９ꎬ ８０.７５) ０.９０５

　 　 Ｎ－ＭＩＤ (ｎｇ / ｍＬ) １７ (１４ꎬ ２１) １７ (１３ꎬ ２１) ０.０９６

　 　 ｈｓ－ＣＲＰ (ｍｇ / Ｌ) １.５３ (０.９９ꎬ ２.５１) １.７７ (０.９３ꎬ ４.６６) ０.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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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对照组 干预组 Ｐ 值

糖代谢指标

　 　 ＦＰＧ (ｍｍｏｌ / Ｌ) ７.０５ (６.２１ꎬ ８.０８) ７.１５ (６.１２ꎬ ９.０７) ０.２８９

　 　 ＨｂＡ１ｃ (％)∗ ７.０８±１.３３ ７.６４±１.６３ ０.００４

　 　 ＩＮＳ (ｍＩＵ / Ｌ) ８.６３ (５.５３ꎬ １２.６９) ８.６４ (５.４ꎬ １５.７２) ０.８１５

　 　 ＨＯＭＡ－ＩＲ ２.８５ (１.７８ꎬ ４.６１) ３.１３ (１.６１ꎬ ５.０３) ０.７１

　 　 ＨＯＭＡ－β (％) ５０.５３ (２９.８８ꎬ ８３.０８) ４７.３１ (２７.２９ꎬ ８４.０８) ０.５２２

脂代谢指标

　 　 Ｌ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２.６９±０.８９ ２.５８±０.７１ ０.２６４

　 　 ＨＤＬ－Ｃ (ｍｍｏｌ / Ｌ) １.３４±０.３５ １.２７±０.３５ ０.１２６

　 　 ＴＧ (ｍｍｏｌ / Ｌ)∗ １.５７ (１.０８ꎬ ２.１６) １.６６ (１.２１ꎬ ２.７４) ０.０１５

　 　 ＴＣ (ｍｍｏｌ / Ｌ) ４.７５ (４.１５ꎬ ５.５２) ４.８１ (４.２９ꎬ ５.４４) ０.４０２

注: “∗” 是干预组和对照组相比 Ｐ<０.０５ꎮ

３　 讨　 论

维生素 Ｄ 与 ＤＭ 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热点

问题ꎮ 研究认为维生素 Ｄ 可以增强胰岛 β 细

胞功能及缓解胰岛素抵抗[６]ꎬ 这也是 Ｔ２ＤＭ
发病的中心环节ꎮ 维生素 Ｄ 缺乏会影响胰岛

素分泌ꎮ 给予维生素 Ｄ 可以改善伴有维生素

Ｄ 缺乏的 Ｔ２ＤＭ 患者的胰岛素分泌[７]ꎮ 国外

大样本临床研究结果显示[８]ꎬ ＤＭ 患者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下降ꎬ 明显低于年龄和体

重相匹配的正常对照组 (Ｐ<０.０５)ꎮ
本研究在相同种族、 文化习俗及膳食营

养等情况下ꎬ 测定了 ２７０ 名 Ｔ２ＤＭ 患者的血

清 ２５ (ＯＨ) Ｄꎮ 结果发现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干预组在补充维生素 Ｄ３６ 个月后ꎬ 各项指标

变化不大ꎬ 干预组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
ＨｂＡｌｃ 和 ＴＧ 较对照组升高ꎬ 其余指标没有

统计学意义ꎮ 这可能和样本量少ꎬ 干预时间

短ꎬ 以及研究对象的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基线

水平相对较高有关ꎮ 进一步验证维生素 Ｄ 与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血脂代谢以及体脂

水平的关系ꎬ 需要更多样本的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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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ｎ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ａｄｕｌｔ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０ (４): ９８０－９８６.

[８] Ｍａｔｔｉｌａｃꎬ Ｋｎｅｋｔｐꎬ Ｍａｎｎｉｓｔｏ Ｓｅｔ ａｌ.

Ｓｅｒｕｍ ２５ － 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ｓｕｂｓｃｑｕｅｎ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Ｊ].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０ (１０): ２５６９－２５７０.

[９] Ｈｙｐｐｏｎｅｎ Ｅꎬ Ｂｏｕｃｈｅｒ ＢＪꎬ Ｂｅｒｒｙ ＤＪꎬ
ｅｔ ａｌ. 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ꎬ 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１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ａｔ ａｇｅ ４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ａｇｅꎻ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５８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ｉｒｔｈ Ｃｏｈｏｒｔ [ Ｊ]. Ｄｉａｔｅｔｅ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５７
(２): ２９８－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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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维生素 Ｄ 缺乏与
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研究

潘国涛１ 　 胡志勇１ꎬ２ 　 李冰燕１ 　 张增利１∗

(１.苏州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ꎻ ２.浙江省丽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　 要　 目的: 探索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Ｄ 缺乏与代谢综合征发生风险的关系ꎮ 方法: 纳入

年龄大于 ５０ 周岁的 ２ 型糖尿病确诊患者共 ２７０ 名ꎬ 检测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ꎬ 检测血清生化指标ꎬ 收集相

关人口统计学、 身体测量学指标ꎬ 根据三分位法对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进行分组ꎬ 统计分析各组相应指标ꎬ
限制立方样条图探索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关系ꎮ 结果: 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平均浓度为

２２.９３ ｎｇ / ｍＬꎬ 维生素 Ｄ 缺乏率和不足率分别为 ４３.７１％、 ３９.６３％ꎻ 患有代谢综合征的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

清维生素 Ｄ 水平显著低于未患者 (２１.７４ ｖｓ ２４.９６ ｎｇ / ｍＬꎬ Ｐ＝ ０.００１)ꎬ 并且随着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降低ꎬ
代谢综合征的患病率显著升高 (Ｐ＝０.００４)ꎻ 进行多因素调整之后ꎬ 在 ＢＭＩ ≥２４ ｋｇ / ｍ２组内ꎬ 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浓度降低显著增加代谢综合征的风险 (ＯＲ＝ ３.２６ꎻ ９５％ ＣＩ: １.０３－７.３４ꎻ Ｐ＝ ０.０４４)ꎬ 并且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

平每降低 １０ ｎｇ / ｍＬꎬ 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增加 ２.０３ 倍 (９５％ ＣＩ: １.１０－３.７９)ꎮ 结论: 血清维生素 Ｄ 缺乏可

能是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代谢综合征高发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ꎬ 补充维生素 Ｄ 可能对糖尿病发生发展具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Ｄꎻ 缺乏ꎻ 代谢综合征ꎻ ２ 型糖尿病

　 　 维生素 Ｄ 缺乏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公共

卫生问题ꎬ 尤其是维生素 Ｄ 的非经典作用

如在糖尿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 自身免疫

性疾病和肿瘤方面作用越来越被关注[１] ꎮ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ꎬ 维生素 Ｄ 缺乏人群中

２ 型糖尿病高发[２] ꎬ 进一步研究发现胰岛 β
细胞以及相关胰岛素敏感细胞或组织上均

存在维生素 Ｄ 受体ꎮ 同时ꎬ 补充维生素 Ｄ
可以改善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和胰岛

素敏感性指标[３]ꎮ 老年人群是维生素 Ｄ 缺乏

的高发人群ꎬ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逐年升高ꎬ
由此带来的并发症已经成为致死致残的主要

原因之一ꎮ

代谢综合征是一类以血脂异常、 血糖异

常、 腹型肥胖和高血压为主要特征的代谢性

疾病[４]ꎬ 可以增加 ２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

并发症的风险[５]ꎮ 肥胖作为维生素 Ｄ 缺乏的

危险因素是由于脂肪可以吸收储存维生素

Ｄꎬ 而老年人维生素 Ｄ 合成能力下降ꎮ 虽然

已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Ｄ 与血脂异常、 血糖异

常、 腹型肥胖和高血压的关系密切ꎬ 但结论

尚不统一ꎬ 特别是在糖尿病人群中[６－８]ꎬ 维

生素 Ｄ 已然经成为除脂蛋白 Ａ１[９]、 脂蛋白

Ｂ、 Ｃ 反应蛋白、 纤维蛋白原和同型半胱氨

酸[１０－１２]外影响代谢综合征发生和发展的重要

因素之一[１３－１５]ꎮ 本研究通过对老年 ２ 型糖

∗ 通讯作者ꎬ ２１５０００ 江苏省苏州市仁爱路 １９９ 号ꎬ ｚ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ｌｉ＠ 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 (８１３７２９８１ꎬ ８１３７２９７９)ꎬ 江苏省自然基金项目 (ＢＫ２０１２６１９)ꎬ 帝斯曼营养专项基金

项目 (２０１３－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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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

关系的分析ꎬ 探索维生素 Ｄ 与代谢综合征

相关关系ꎮ

一、 材料和方法

１、 病例纳入: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选取浙江省

丽水地区 (纬度: ２８°Ｎ) ５０ 岁以上 ２ 型糖尿

病患者共 ２８３ 名ꎬ 采用 １９９９ 年 ＷＨＯ 颁布的

糖尿病诊断标准[１６]ꎮ 排除标准: 预计寿命低

于 ３ 年的患者ꎻ 有糖尿病酮症或酮症酸中毒

者ꎻ 高渗性昏迷者ꎻ 肾脏结石患者ꎻ 使用皮

质类固醇者ꎻ 补充骨化三醇或者钙剂者以及

其他严重的糖尿病并发症患者ꎮ 该研究由苏

州大学伦理委员会批准 (ＥＳＣＵ－２０１６０００１)ꎬ
受试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严格遵守赫尔

辛基宣言ꎮ

２、 信息采集:
采用社区调查的方法ꎬ 由受培训的研究

人员收集相关的人口统计学指标ꎬ 生活方式

相关危险因素 (包括吸烟、 饮酒和娱乐体育

活动等)ꎬ 疾病史以及药物摄入史等ꎻ 隔夜

禁食后检测相关临床指标ꎻ 检测身体相关测

量指标如身高、 体重、 腰围和臀围ꎬ 以及血

压等ꎮ

３、 生化指标检测:
１２ 小时禁食后采集外周静脉血 ３ ｍｌꎬ

３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分钟ꎬ 取上层血清检测相

关指标ꎮ 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在体内稳定ꎬ 半

衰期长ꎬ 被认为反应体内维生素 Ｄ 水平的最

佳指标[１７]ꎬ 维生素 Ｄ 水平分类标准为[１８]:
充足 ≥３０ ｎｇ / ｍｌꎻ 不足 ２０－３０ ｎｇ / ｍＬꎻ 缺乏

≤２０ ｎｇ / ｍｌꎮ 采用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 平 ( 罗 氏 公 司ꎬ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ꎬ 己糖激酶法检测空腹血糖水平 (罗
氏公司ꎬ ＣＯＢＡＳ ｅ７０２)ꎬ 酶促法检测总胆固

醇、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

白 (罗氏公司ꎬ ＣＯＢＡＳ ｅ６０１)ꎬ 免疫比浊法

检测超敏 Ｃ 反应蛋白和糖化血红蛋白ꎬ 电化

学发光法检测胰岛素水平 (罗氏公司ꎬ ＣＯ￣
ＢＡＳ ｅ６０１)ꎮ

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 (ＨＯＭＡ－ＩＲ):
[空 腹 胰 岛 素 ( ｍＵ / Ｌ )∗ 空 腹 血 糖

(ｍｍｏｌ / Ｌ) ] / ２２.５ (１)
β 功能稳态模型 (ＨＯＭＡ－β) [１９－２０]:
[２０∗空腹胰岛素 (ｍＵ / Ｌ) ] / [空腹

血糖 (ｍｍｏｌ / Ｌ) －３.５] (２)

４、 代谢综合征定义:
采用国际糖尿病联盟针对中国人群的标

准ꎬ 即满足以下三项或者三项以上条件[５]ꎬ
１) 腰围: 男性 ≥８５ ｃｍꎬ 女性 ≥８０ ｃｍꎻ ２)
甘油三酯 ≥８１.７ ｍｍｏｌ / Ｌꎻ ３) 高密度脂蛋

白: 男性<１.０ ｍｍｏｌ / Ｌꎬ 女性<１.３ ｍｍｏｌ / Ｌꎻ
４) 收 缩 压 ≥ １３０ｍｍＨｇ 或 者 舒 张 压 ≥
８５ ｍｍＨｇꎬ或者使用抗高血压药物ꎻ ５) 空腹

血糖 ≥５.６ ｍｍｏｌ / Ｌꎬ 或确诊为 ２ 型糖尿病或

者有口服降血糖药物或使用胰岛素者ꎮ

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ＡＳ９.２ 进行统计分析ꎬ 根据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将纳入对象按三位法分为三

组ꎬ 分别是: ≥２５ ｎｇ / ｍＬ 组ꎻ １９ ~ ２５ ｎｇ / ｍＬ
组ꎻ ≤１９ ｎｇ / ｍＬ 组ꎮ 正态分布资料采用 ｘ±ｓꎬ
非正态分布资料采用中位数ꎬ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

析计算相应的 ＯＲ 值ꎬ 根据不同的调整变量进

行多因素的调整ꎻ 再根据 ＢＭＩ 分组计算相应

的 ＯＲ 值ꎬ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计算单位浓度的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降低的风险ꎻ 限制立方样条图研

究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的数

量关系ꎮ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二、 结　 果

此研究共包含了 ２７０ 名 ２ 型糖尿病患

者ꎬ 维生素 Ｄ 缺乏率和不足率分别为４３.７１％
和 ３９.６３％ꎬ 充足率 １６.６６％ (见表 １)ꎮ 根据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分组后发现ꎬ 不同血清维

生素 Ｄ 组间的年龄、 地区、 是否补钙之间没

有差别ꎬ 而性别有统计学差异 (Ｐ< ０. ０５)ꎮ
然而ꎬ 在维生素 Ｄ 水平低分位组ꎬ 相关代谢

指标如腰围、 臀围、 ＢＭＩ、 收缩压和总胆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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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以及胰岛素抵抗相关指标 (胰岛素和 ＨＯ￣
ＭＡ－ＩＲ) 均高于维生素 Ｄ 水平高分位组ꎬ 并

且存在剂量反应效应ꎻ 相反ꎬ 高密度脂蛋白

呈现相反的关系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１)
与未患代谢综合征的患者相比ꎬ 患谢综

合征的患者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显著降低

(２１.７４ ｖｓ ２４.９６ ｎｇ / ｍＬꎬ Ｐ ＝ ０.００１) (见表

２)ꎻ 而随着维生素 Ｄ 水平降低ꎬ 代谢综合征

的患病率也升高 (见表 ３)ꎮ 三分位法后三

组的中位数分别为 ３０、 ２１、 １５ ｎｇ / ｍＬꎬ 代谢

综合征的患病率分别为 ５２.０８％、 ６５.５９％和

７２.８４％ꎮ 与高分位组相比ꎬ 中分位和低分位

维生素 Ｄ 组的患病危险度分别为 １.７５ 和２.４７
倍ꎬ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每降低 １０ ｎｇ / ｍＬꎬ
代谢综合征的患病风险为 １. ６５ 倍 (Ｐ ｔｒｅｎｄ ＝
０.００４ꎬ 见表 ３)ꎻ 在多因素调整之后ꎬ 结果

然呈现有统计学意义ꎮ 限制立方样条图显

示ꎬ 血清维生素 Ｄ 与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呈

现负相关ꎬ 当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在 １４ ｎｇ / ｍＬ
时ꎬ 代谢综合征患病风险为参照的 ２.１２ 倍

(见图 １)ꎮ
研究中发现ꎬ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代谢

综合征的关系受 ＢＭＩ 影响较大ꎬ 根据 ＢＭＩ 分
组后ꎬ ＢＭＩ ≥２４ ｋｇ / ｍ２组内血清维生素 Ｄ 水

平与代谢综合征的关系仍呈现有统计学意义

的相关ꎬ 血清维生素Ｄ 水平每降低 １０ ｎｇ / ｍＬꎬ
患代谢综合征的风险为 ２. ０３ 倍 ( Ｐ ｔｒｅｎｄ ＝
０.０４４ꎬ 见表 ３)

三、 讨　 论

我们研究发现中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

清维生素 Ｄ 水平普遍较低ꎬ 并且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呈逆相关ꎬ 特别在是

ＢＭＩ ≥２４ ｋｇ / ｍ２ꎮ 已有研究显示ꎬ ３０－６０ 岁

人群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患

病风险呈现逆相关[２１]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

示在老年 ２ 型糖尿病人群中也存在这种逆相

关ꎬ 提示维生素 Ｄ 缺乏可能是老年 ２ 型糖尿

病患者代谢综合征高发的危险因素ꎬ 补充维

生素 Ｄ 可能可以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并发症的

发生和发展ꎮ
已有较多研究报道了维生素 Ｄ 缺乏与的

关系[２ꎬ ２２]ꎻ 同时有研究显示ꎬ 维生素 Ｄ 补充

可以预防和减少 ２ 型糖尿病发生[３ꎬ ２３]ꎮ 而代

谢综合征是 ２ 型糖尿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

影响因素ꎬ 同时它又与维生素 Ｄ 缺乏密切相

关ꎬ 已引起广泛的关注ꎮ
研究表明ꎬ 普通人群中血清维生素 Ｄ 水

平与代谢综合征呈逆相关ꎮ 丹麦一项针对

４３３０ 位年龄在 ３０－６０ 岁的人群前瞻性队列研

究显示ꎬ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

的发病率及高胆固醇血症呈现逆相关ꎬ 并

且基线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没升高 １０ ｎｍｏｌ / Ｌꎬ
患代谢综合征和高胆固醇血症的风险降低

为０.９５和 ０.９４ (Ｐ<０. ０５) [２１] ꎻ 最近ꎬ 一项

针对韩国中老年人的研究显示ꎬ 血清维生

素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呈逆相关 (Ｐ ｔｒｅｎｄ ＝
０.０１６３) [２４]ꎻ 与之相反ꎬ 一项韩国更早的研

究显示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代谢综合征并无

关联[２５]ꎮ 但是ꎬ 针对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相

关的研究很少ꎬ 并且研究结果受极值、 受试

者年龄以及居住地区影响较大ꎬ 所以尚需大

样本的 ＲＣＴ 试验来验证该关系是否准确以及

因果关联是否正确ꎮ
维生素 Ｄ 影响代谢综合征的可能机制有

以下几点ꎮ 首先ꎬ 维生素 Ｄ 可以通过增加肠

钙吸收或者影响肝细胞分泌钙离子ꎬ 从而减

少肝脏合成甘油三酯ꎬ 最终影响血清甘油三

酯浓度[２６－２７]ꎬ 并且维生素 Ｄ 可以通过抑制

ＰＴＨ 分泌从而调节血脂水平[２８]ꎻ 第二ꎬ 维

生素 Ｄ 可以通过调节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来调节血压[２９－３０]ꎻ 最后ꎬ 实验性研究还表

明ꎬ 维生素 Ｄ 有助于刺激胰岛素受体的表

达ꎬ 提高胰岛素敏感性ꎬ 并且通过调节钙内

流改善血糖调节[３１]ꎮ
本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ꎮ 首先ꎬ 该研

究是一项横断面研究ꎬ 很难确定不明确的因

果关系ꎻ 其次ꎬ 样本量比较小ꎬ 缺乏大数据

支持ꎻ 第三ꎬ 有 ４.６％ 的纳入对象失访ꎬ 可

能带来选择偏倚ꎮ 但是ꎬ 这是第一次探索中

国老年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



１４３　　

代谢综合征关系的研究ꎬ 并且确定了相关的

效应关系ꎬ 提示维生素 Ｄ 缺乏是老年 ２ 型糖

尿病患者代谢相关指标的危险因素ꎬ 但尚需

要进一步开展前瞻性队列或者干预研究ꎬ 确

定其因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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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 ａ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９６: １９１１－
１９３０.

[１９]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ＤＲꎬ Ｈｏｓｋｅｒ ＪＰꎬ Ｒｕｄｅｎｓｋｉ
ＡＳꎬ Ｎａｙｌｏｒ ＢＡꎬ Ｔｒｅａｃｈｅｒ ＤＦꎬ Ｔｕｒｎｅｒ ＲＣ.
１９８５.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ａ －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ｉａ ２８: ４１２－４１９.

[ ２０] Ｗａｌｌａｃｅ ＴＭꎬ Ｌｅｖｙ ＪＣꎬ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ＤＲ. ２００４. 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ＨＯＭＡ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２７: １４８７－１４９５.

[２１] Ｓｋａａｂｙ Ｔꎬ Ｈｕｓｅｍｏｅｎ ＬＬꎬ Ｐｉｓｉｎｇｅｒ
Ｃꎬ Ｊｏｒｇｅｎｓｅｎ Ｔꎬ Ｔｈｕｅｓｅｎ ＢＨꎬ Ｆｅｎｇｅｒ Ｍꎬ Ｌｉｎ￣
ｎｅｂｅｒｇ Ａ. ２０１２.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ｌｏｇｙ １２３: ６２ －
７０.

[２２] Ｋａｙａｎｉｙｉｌ Ｓꎬ Ｖｉｅｔｈ Ｒꎬ Ｒｅｔｎａｋａｒａｎ
Ｒꎬ Ｋｎｉｇｈｔ ＪＡꎬ Ｑｉ Ｙꎬ Ｇｅｒｓｔｅｉｎ ＨＣꎬ Ｐｅｒｋｉｎｓ
ＢＡꎬ Ｈａｒｒｉｓ ＳＢꎬ Ｚｉｎｍａｎ Ｂꎬ Ｈａｎｌｅｙ ＡＪ. ２０１０.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ｂｅｔａ－ｃｅｌ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ｆｏｒ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ａｒｅ ３３: １３７９－１３８１.

[２３] Ｇｒｅｇｏｒｉ Ｓꎬ Ｇｉａｒｒａｔａｎａ Ｎꎬ Ｓｍｉｒｏｌｄｏ
Ｓꎬ Ｕｓｋｏｋｏｖｉｃ Ｍꎬ Ａｄｏｒｉｎｉ Ｌ. ２００２. Ａ １ａｌｐｈａꎬ
２５－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 ３) ａｎａｌｏ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Ｔ－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ｒｅｓｔｓ ａｕｔｏｉｍｍｕｎｅ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ＮＯＤ ｍｉｃ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５１: １３６７－１３７４.

[２４] Ｋｉｍ Ｊ. ２０１５.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
ｒｕｍ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ꎬ 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ａ￣
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Ｋｏｒｅ￣
ａｎ ａｄｕｌｔｓ. Ｅｕｒ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６９: ４２５－４３０.

[２５] Ｋｉｍ Ｓꎬ Ｌｉｍ Ｊꎬ Ｋｙｅ Ｓꎬ Ｊｏｕｎｇ Ｈ.
２０１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ｒｉｓｋ ａｍｏｎｇ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Ｖ－２ꎬ ２００８.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 ９６: ２３０－２３６.

[２６] Ｚｉｔｔｅｒｍａｎｎ Ａꎬ Ｆｒｉｓｃｈ Ｓꎬ Ｂｅｒｔｈｏｌｄ
ＨＫꎬ Ｇｏｔｔｉｎｇ Ｃꎬ Ｋｕｈｎ Ｊꎬ Ｋｌｅｅｓｉｅｋ Ｋꎬ Ｓｔｅｈｌｅ Ｐꎬ
Ｋｏｅｒｔｋｅ Ｈꎬ Ｋｏｅｒｆｅｒ Ｒ. ２００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ｕｌａ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ｒｋ￣
ｅｒｓ.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８９: １３２１－１３２７.

[２７] Ｃｈｏ ＨＪꎬ Ｋａｎｇ ＨＣꎬ Ｃｈｏｉ ＳＡꎬ Ｊｕ
ＹＣꎬ Ｌｅｅ ＨＳꎬ Ｐａｒｋ ＨＪ. ２００５.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ａ２＋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ｏｍａｌ ｔｒｉｇｌｙｃ￣
ｅｒｉ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ｒａｔ ｈｅｐａｔｏｃｙｔｅｓ. Ｂｉｏｌ
Ｐｈａｒｍ Ｂｕｌｌ ２８: １４１８－１４２３.

[ ２８ ] Ｚｅｍｅｌ ＭＢꎬ Ｓｈｉ Ｈꎬ Ｇｒｅｅｒ Ｂꎬ
Ｄｉｒｉｅｎｚｏ Ｄꎬ Ｚｅｍｅｌ ＰＣ. ２００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ｉ￣
ｐｏｓｉｔｙ ｂ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ＦＡＳＥＢ Ｊ １４: １１３２－
１１３８.

[２９] Ｋｉｍｕｒａ Ｙꎬ Ｋａｗａｍｕｒａ Ｍꎬ Ｏｗａｄａ Ｍꎬ
Ｏｓｈｉｍａ Ｔꎬ Ｍｕｒｏｏｋａ Ｍꎬ Ｆｕｊｉｗａｒａ Ｔꎬ Ｈｉｒａｍｏｒｉ
Ｋ. １９９９.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１ ２５－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ｐｓｅｕｄｏｈｙｐｏ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ｉｓｍ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１４５　　

ｒｅｎ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３８: ３１－３５.
[３０] Ｚｈｏｕ Ｃꎬ Ｌｕ Ｆꎬ Ｃａｏ Ｋꎬ Ｘｕ Ｄꎬ Ｇｏ￣

ｌｔｚｍａｎ Ｄꎬ Ｍｉａｏ Ｄ. ２００８.Ｃａｌｃｉｕｍ－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１ ２５ (ＯＨ) ２Ｄ３ －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ｎｉｎ－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１ａｌｐｈａ－ｈｙｄｒｏｘ￣
ｙｌａｓｅ ｋｎｏｃｋｏｕｔ ｍｉｃｅ. Ｋｉｄｎｅｙ Ｉｎｔ ７４: １７０－１７９.

[３１] Ｐｉｔｔａｓ ＡＧꎬ Ｌａｕ Ｊꎬ Ｈｕ ＦＢꎬ Ｄａｗｓｏｎ－
Ｈｕｇｈｅｓ Ｂ. ２００７.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ａｎｄ ｃａｌ￣
ｃｉｕｍ ｉｎ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 ９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９.

Ｔａｂｌ ｅ 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ｒ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５(ＯＨ)Ｄ]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２ＤＭ](ｎ＝２７０)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ＯＨ)Ｄ

Ｔｏｔａｌ
(ｍｅｄｉａｎ:２２ ｎｇ / ｍｌ)

Ｔｅｒｔｉｌｅ １
(≥２５ ｎｇ / ｍｌ)

Ｔｅｒｔｉｌｅ ２
(１９~２５ ｎｇ / ｍｌ)

Ｔｅｒｔｉｌｅ ３
(<１９ ｎｇ / ｍｌ)

Ｎ ２７０ ９６ ９３ ８１

Ａｇｅ(ｙ) ６５.８１±８.９６ ６４.６０±９.５４ ６５.４９±８.１８ ６７.６２±８.９２

Ｇｅｎｄｅｒ(ｍａｌｅ) ７８(２８.８９) ３９(４０.６３) ２４(２５.８１) １５(１８.５２)

Ｒｅｇ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１１５(４２.５９) ３８(３９.５８) ３５(３７.６３) ４２((５１.８５)

Ｃ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ｙｅｓ) ４５(１６.６７) １７(１７.８９) ２０(２１.５１) ８(９.８８)

Ｈｅｉｇｈｔ(ｃｍ) １５６.９９±７.１１ １５７.８２±７.０５ １５７.２７±７.４９ １５５.６８±６.６４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６１.１０±１１.４４ ６０.３０±１３.５８ ６１.４６±１０.２７ ６１.６５±９.９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４.７２±３.８５ ２３.８０±４.３５ ２４.７９±３.４４ ２５.４１±３.５８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ｍ) ８５.３１±９.５０ ８３.３７±９.６３ ８５.０６±８.８６ ８７.８８±９.５８

Ｈｉｐｌｉｎｅ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ｍ) ９５.２４±８.３６ ９２.９７±８.１５ ９５.８２±８.３６ ９７.２８±８.０５

Ｗａｉｓｔ－Ｈｉｐ ｒａｔｉｏ(ｃｍ/ ｃｍ) ０.９０±０.０６ ０.９０±０.０６ ０.８９±０.０５ ０.９０±０.０６

Ｐｕｌｓｅ(ｔｉｍｅ / ３０ｓ) ３８.６７±６.５０ ３８.５１±５.５５ ３８.８５±７.１３ ３８.６５±６.８５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ｍＨｇ) １３９.０１±１６.１８ １３７.７１±１５.１２ １３９.２８±１７.２１ １４０.２６±１６.２７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ｍＨｇ) ８０.３８±８.７２ ８０.０９±７.８４ ８０.８６±８.８１ ８０.１５±９.６４

Ｌ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２.９５(２.４１ꎬ３.６０) ２.９９(２.４７ꎬ３.６１) ２.８１(２.３９ꎬ３.４２) ２.９６(２.４２ꎬ３.６６)

Ｈ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２９(１.０６ꎬ１.５４) １.３２(１.０１ꎬ１.６５) １.３０(１.０７ꎬ１.５２) １.２５(１.１０ꎬ１.５０)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ｍｍｏｌ / ｌ) １.４６(１.０３ꎬ２.０８) １.３６(１.００ꎬ１.８９) １.６１(１.０５ꎬ２.２４) １.４７(１.０６ꎬ２.１３)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５.１０(４.４７ꎬ５.８６) ５.２８(４.３９ꎬ５.８３) ４.９２(４.４７ꎬ５.８０) ５.１１(４.５１ꎬ５.９８)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ＨＤ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ｒａｔｉｏ １.１１(０.７０ꎬ１.８０) １.０１(０.６１ꎬ１.７１) １.１６(０.７０ꎬ１.９９) １.１２(０.８２ꎬ１.７６)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ｍｏｌ / ｌ) ７.４９(６.４６ꎬ９.２６) ７.２４(６.３３ꎬ９.３４) ７.６４(６.５０ꎬ８.６７) ７.５９(６.５６ꎬ９.５３)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７.１０(６.４０ꎬ７.９０) ７.１０(６.３０ꎬ８.３５) ７.００(６.４０ꎬ７.６０) ７.２０(６.５０ꎬ７.９０)

Ｉｎｓｕｌｉｎ(ｍＩＵ/ ｌ) ９.２０(５.４３ꎬ１２.９９) ７.６２(４.９０ꎬ１１.７５) ９.３３(５.５１ꎬ１２.１０) ９.９５(４.５７ꎬ１４.８５)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ｇ/ ｌ) １.４８(０.８２ꎬ３.１６) １.４７(０.７１ꎬ３.２４) １.３６(０.８１ꎬ３.２５) １.６１(１.０２ꎬ２.６４)

ＨＯＭＡ－ＩＲ ３.０９(１.８３ꎬ４.７５) ２.５５(１.５９ꎬ４.４９) ２.９６(２.０６ꎬ４.３９) ３.４９(２.３１ꎬ５.２４)

ＨＯＭＡ－β ２０.２５(１０.２７ꎬ３３.４０) １６.８８(８.６７ꎬ２８.３２) ２０.６４(１０.５４ꎬ３１.５４) ２２.８９(１１.０７ꎬ３５.６９)

１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ꎬ ｎ(％)ꎬ ｏｒ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ｒａｎｇｅ) . 　 ２ ＨＯＭＡ－ＩＲꎬ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ＨＯＭＡ－βꎬ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β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４６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２ＤＭ](ｎ＝２７０)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Ｙｅｓ(１７０) Ｎｏ(１００)
Ｐ ｖａｌｕｅ

２５(ＯＨ)Ｄ(ｎｇ / ｍｌ) ２１.７４±７.４３ ２４.９６±８.７６ ０.００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ｙ) ６６.９０±８.４１ ６３.９７±９.５８ ０.００９

　 　 Ｇｅｎｄｅｒ(ｍａｌｅ) ４５(２６.４７) ３３(３３.００) ０.２５３

　 　 Ｒｅｇ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６９(４０.５９) ４６(４６.００) ０.３８５

　 　 Ｃ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ｙｅｓ) ３１(１８.３４) １４(１４.００) ０.３５６

　 　 Ｐｕｌｓｅ( ｔｉｍｅ / ３０ｓ) ３８.６１±６.１０ ３８.７７±７.１７ ０.８４７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ｍ) ８８.４０±８.４２ ７９.９７±８.９０ <０.００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５.７８±３.３３ ２２.９２±４.０２ <０.００１

　 　 Ｗａｉｓｔ－Ｈｉｐ ｒａｔｉｏ(ｃｍ / ｃｍ) ０.９１±０.０５ ０.８７±０.０６ <０.００１

　 　 Ｓｙ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ｍＨｇ) １４４.１０±１５.０９ １３０.２０±１４.１４ <０.００１

　 　 Ｄｉａｓｔｏｌｉｃ ｂｌｏｏ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ｍＨｇ) ８２.４４±８.５２ ７６.８２±７.８７ <０.００１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ｍｏｌ / ｌ) ７.４８(６.３９ꎬ９.２６) ７.５０(６.５０ꎬ９.３３) ０.８２８

　 　 Ｇｌｙｃｏｓｙｌａｔｅｄ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７.２０(６.５０ꎬ８.００) ６.９０(６.２０ꎬ７.７０) ０.０１０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ｍｍｏｌ / ｌ) １.８５(１.３１ꎬ２.４０) １.０６(０.８７ꎬ１.３７) <０.００１

　 　 Ｈ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１.１７(１.００ꎬ１.３５) １.５６(１.３７ꎬ１.７６) <０.００１

　 　 Ｌ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２.９７(２.４７ꎬ３.６７) ２.９０(２.３３ꎬ３.５０) ０.１１７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５.２７(４.５３ꎬ６.０１) ４.９６(４.３７ꎬ５.６４) ０.０５５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ＨＤＬ－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ｒａｔｉｏ １.６１(１.０３ꎬ２.２８) ０.６８(０.５０ꎬ０.９７) <０.００１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ｓｕｌｉｎ(ｍＩＵ / ｌ) １０.０５(６.８０ꎬ１４.２８) ６.３６(４.３１ꎬ１４.８５) <０.００１

　 　 ＨＯＭＡ－ＩＲ ３.５９(２.２５ꎬ５.１４) ２.５１(１.３７ꎬ３.４９) <０.００１

　 　 ＨＯＭＡ－β ２４.２１(１３.８１ꎬ３５.３３) １１.５５(７.９６ꎬ２１.５５) <０.００１

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ｍｇ / ｌ) １.６２(１.０１ꎬ３.３６) １.２１(０.５５ꎬ２.６３) ０.００２

１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ｍｅａｎ±ＳＤꎬ ｎ(％)ꎬ ｏｒ ｍｅｄｉａｎ( ｉｎｔｅｒ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ｒａｎｇｅ) .　 ２ ＨＯＭＡ－ＩＲꎬ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ꎻ ＨＯＭＡ－βꎬ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ｔｉｃ ｍｏｄｅ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β ｃｅ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４７　　

Ｔａｂｌｅ ３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ＯＲｓ) ａｎｄ ９５％ ＣＩ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ｅｒ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５(ＯＨ)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２ＤＭ](ｎ＝２７０) １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ＯＨ)Ｄ

Ｔｅｒｔｉｌｅ １
(≥２５ ｎｇ / ｍｌ)

Ｔｅｒｔｉｌｅ ２
(１９~２５ ｎｇ / ｍｌ)

Ｔｅｒｔｉｌｅ ３
(<１９ ｎｇ / ｍｌ)

Ｐ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ＯＲｓ ａｎｄ
９５％ ＣＩ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１０ ｎｇ / ｍｌ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ＯＨ)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ｅｄｉａｎ(ｎｇ / ｍｌ) ３０ ２１ １５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Ｕｎ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５２.０８ ６５.５９ ７２.８４ ０.００４

Ｍｏｄｅｌ １ １.００ １.７５(０.９８ꎬ３.１５) ２.４７(１.３１ꎬ４.６４) ０.００４ １.６５(１.２０ꎬ２.２７)

Ｍｏｄｅｌ ２ １.００ １.６９(０.９３ꎬ３.０９) ２.３９(１.２３ꎬ４.６６) ０.００９ １.６７(１.１９ꎬ２.３５)

Ｍｏｄｅｌ ３ １.００ １.５８(０.８５ꎬ２.９７) ２.２６(１.１１ꎬ４.５６) ０.０２２ １.６９(１.１７ꎬ２.４４)

Ｍｏｄｅｌ ４ １.００ １.４３(０.７４ꎬ２.７７) １.８５(０.８８ꎬ３.９１) ０.０９９ １.４８(１.００ꎬ２.２０)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ｓｔａｔｕｓ(Ｍｏｄｅｌ ４)

ＢＭＩ<２４ ｋｇ / ｍ２(ｎ＝１２４) １.００ １.８４(０.７５ꎬ４.５３) １.６１(０.５８ꎬ４.４６) ０.２８７ １.４５(０.８６ꎬ２.４２)

ＢＭＩ≥２４ ｋｇ / ｍ２(ｎ＝１４６) １.００ １.６８(０.６０ꎬ４.６９) ３.２６(１.０３ꎬ７.３４) ０.０４４ ２.０３(１.１０ꎬ３.７９)

１ ＯＲｓ ａｎｄ ９５％ ＣＩ ｗｅ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Ｍｏｄｅｌ １:ｕｎ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２: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ꎬ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ｙｅｓ / ｎｏ) .　 Ｍｏｄｅｌ ３: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ｌｉｎꎬ ＨＯＭＡ－

ＩＲ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ｈｓ－ＣＲ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２. Ｍｏｄｅｌ ４: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Ｍ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ｅｌ ３.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Ｍｅ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ｅｒｕｍ ２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５(ＯＨ)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Ｔ２ＤＭ](ｎ＝２７０).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ＯＲｓ) ａｎｄ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９５％ ＣＩ)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ｃｕｂｉｃ ｓｐｌｉｎ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ꎬ ｗｉｔｈ ｋｎｏｔ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１０ｔｈꎬ ５０ｔｈꎬ ａｎｄ ９０ｔｈ 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ＯＨ)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 ｆｏｒ ２５(ＯＨ)Ｄ

ｉｓ ｔｈｅ ｍｉｄ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２５ ｎｇ / ｍｌ) . Ｓｏｌｉｄ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ｄａｓｈｅｄ ｌｉｎ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９５％ ＣＩ. Ｔｈｅ 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ꎬ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ｕｒｂａｎ / ｒｕｒａｌ)ꎬ
ｃａｌｃｉｕｍ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ｙｅｓ / ｎｏ)ꎬ ＩＮＳꎬ ＨＯＭＡ－ＩＲꎬ ｈｓ－ＣＲＰ ａｎｄ ＢＭＩ



１４８　　

维生素 Ｄ 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糖尿病小鼠
肾脏损伤的保护作用

马书杰∗

(苏州大学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　 目的: 观察维生素 Ｄ 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的糖尿病小鼠肾脏损伤的保护作用ꎬ 并探讨其可能的作

用机制ꎮ 方法: 采用一次性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 (ＳＴＺ) ４０ｍｇ / ｋｇ 建立糖尿病小鼠模型ꎮ 除正常对照组外ꎬ
糖尿病造模成功后ꎬ 将小鼠分为模型组、 维生素 Ｄ (１０００ＩＵ) 组、 阳性对照 (二甲双胍 (３００ｍｇ / ｋｇ) ) 组、
联合作用 (１０００ＩＵ＋１５０ｍｇ / ｋｇ) 组ꎬ 每组 ６ 只ꎮ 采用肌肉注射维生素 Ｄꎬ 每周一次ꎻ 饮水法给予二甲双胍ꎬ
连续给药 １２ 周ꎮ 每 ２ 周剪尾采血ꎬ 测定空腹血糖ꎮ 代谢笼收集 ２４ｈ 尿液ꎬ 检测尿蛋白和尿肌酐ꎮ 摘取小鼠

眼球取血ꎬ 检测血清尿素氮和血肌酐ꎮ 处死小鼠ꎬ 取肾脏ꎬ 进行形态学观察ꎮ 结果: 维生素 Ｄ 能显著抑制糖

尿病肾病的炎症反应ꎬ 改善肾脏肾小球肥大和肾小管扩张ꎬ 防止肾小管上皮细胞脱落ꎮ 与模型组比较ꎬ 维生

素 Ｄ 组及二甲双胍组尿蛋白肌酐比明显降低 (Ｐ<０. ０５) 二甲双胍组和联合作用组的 ２４ｈ 蛋白尿水平显著降

低 (Ｐ<０. ０５)ꎮ 结论: 维生素 Ｄ 能够明显改善糖尿病小鼠肾脏损伤ꎬ 进而减缓糖尿病肾病的病程进展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Ｄꎻ 糖尿病ꎻ 小鼠ꎻ 肾脏损伤ꎻ 保护作用

　 　 近年来ꎬ 全球糖尿病患病率急剧增长ꎮ
最新研究表明中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预计

达到 １１.６％[１]ꎮ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最常见

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ꎬ 并且已成为慢性肾病

和终末期肾病最主要的原因之一[２ꎬ３]ꎮ 其病

变累及肾小球、 肾血管和肾间质ꎬ 最终可致

肾衰ꎬ 严重威胁着人们生命健康ꎮ 维生素

Ｄ３ 是人体生长发育过程所必须的一种维生

素ꎮ 其经典作用为对体内钙磷代谢和骨骼发

育的调节ꎮ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ꎬ 越来越集

中于对维生素 Ｄ 的 “非经典作用” 研究ꎮ
现已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Ｄ 除能够调节细胞增

殖分化ꎬ 参与氧化应激、 炎症和免疫反应

外[４]ꎬ 还能够调节胰岛素抵抗[５]ꎮ 近年来大

量动物实验研究发现活性维生素 Ｄ 类似物能

够减少蛋白尿和足细胞损伤[６－９]ꎮ 本研究旨

在进一步研究维生素 Ｄ 对链脲佐菌素诱导糖

尿病肾病小鼠的肾脏保护作用ꎮ

１　 材　 料

１.１　 实验动物

健康雄性 Ｃ５７ＢＬ / ６ｊ 小鼠ꎬ ３０ 只ꎬ ６ － ８
周龄ꎬ １７－１９ｇꎬ ＳＰＦ 级别ꎬ 购自上海斯莱克

斯实验动物有限公司ꎮ 小鼠饲养于苏州大学

ＳＰＦ 级小鼠动物房ꎬ 室温 (２３±２)℃ꎬ 相对

湿度 ５０％－６０％ꎬ 颗粒饲料喂养ꎬ 每天光照

１２ 小时ꎬ 自由饮水、 摄食ꎮ
本研究通过苏州大学动物伦理委员会

批准ꎮ

１.２　 试剂

维生素 Ｄ３ 注射液: 上海通用药业股份

∗ 主要作者简介: 马书杰ꎬ 联系电话: １８３６２７２１８０７ꎻ 电子信箱: ７８６８５７６８３＠ ｑｑ. ｃｏｍ.
通讯作者: 张增利ꎬ 电子信箱: ｚｈａｎｇｚｅｎｇｌｉ＠ ｓｕｄａ.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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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ꎮ
注射用茶油: 江西金海棠药用油业有限

公司ꎬ 赣食药准字 ２００５０００３ꎮ
柠檬酸 (Ｃｉｔ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ｍｏｎ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国药

集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ꎮ
柠檬酸三钠 (Ｔｒｉｓｏｄｉｕｍ ｃｉｔｒａｔｅ ｄｉｈｙｄｒａｔｅ):

天津市大茂化学试剂厂ꎮ
氯化钠注射液 (０.９％的 ＮａＣｌ): 国家准

字 Ｈ４３０２０３２０ꎬ 湖南金健药业有限责任公司ꎮ
甲醛溶液: 批号 ２０１４０７０２ꎬ 国药集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ꎮ
链 脲 佐 菌 素 ( 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ｃｉｎ ): Ｓｉｇｍａ －

Ａｌｄｒｉｃｈ 公司ꎬ 美国ꎬ 货号: Ｓ０１３０－Ｓｔｒｅｐｔｏｚｏｃｉｎꎮ
二甲双胍片:

１.３　 实验仪器

罗氏血糖仪卓越型: ＡＣＣＵ－ＣＨＥＫ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ꎬ 德国ꎮ

ｐＨ 计: ＥＬ２０ 型ꎬ 梅特勒－托利多 (上
海) 仪器有限公司ꎮ

１.４　 常用试剂配制

(１) 维生素 Ｄ３ 注射液: 将 １ｍｌ ３０ 万 ＩＵ
的注射液用注射用茶油稀释至 ７.５ｍｌꎬ 即得

到 ４ 万 ＩＵ / ｍｌ 注射液ꎬ ４℃ 保存ꎬ 使用前室

温下静置 ３０ 分钟ꎮ
(２) 链脲佐菌素 (ＳＴＺ) 缓冲液: 取柠

檬酸 (ＦＷ １０.１４) ２.１ｇ 加入 １００ｍｌ 双蒸水中

配制成 Ａ 液ꎻ 取柠檬酸三钠 ( ＦＷ ９４. １０)
２.９４ｇ加入 １００ｍｌ 双蒸水中配制成 Ｂ 液ꎮ
４℃保存ꎮ 临实验时ꎬ 将上述 Ａ 液与 Ｂ 液按

照１ ∶ ２或 １ ∶ ３ 比例充分混合摇匀ꎮ 之后用

ｐＨ 计测定 ｐＨ 值ꎬ 确保 ｐＨ 值在 ４.２－４.５ 之

间ꎬ 以此在最大程度上保证 ＳＴＺ 的活性ꎮ
若 ｐＨ 不在此范围内ꎬ 可用 Ａ 液或 Ｂ 液进

行调节ꎮ

２　 方法

２.１　 动物模型制备

健康小鼠 ３０ 只ꎬ 适应性喂养 １ 周后ꎬ
隔夜禁食 １８ｈꎬ 随机选择 ６ 只作为正常对照

组ꎬ 其余 ２５ 只连续 ５ 天腹腔注射链脲佐菌

素 (链脲佐菌素溶于 ０.１ｍｏｌ / Ｌꎬ ｐＨ ４.２ 柠檬

酸－柠檬酸钠缓冲液) ４０ｍｇ / ｋｇ 造模ꎮ ３ 天

后观察小鼠状态ꎬ 剪尾取血ꎬ 测定空腹血

糖ꎮ 以空腹血糖≥１１.１ｍｍｏｌ / Ｌ 为造模成功ꎮ
正常对照组腹腔注射等量柠檬酸－柠檬酸钠

缓冲液ꎮ

２.２　 动物分组及给药

６ 只小鼠作为正常对照外ꎬ 造模成功小

鼠待血糖稳定后ꎬ 按血糖值随机分为模型

组、 维生素 Ｄ 组 (１０００ＩＵ / Ｗ)、 阳性对照组

(二甲双胍 ( ３００ｍｇ / ｋｇ ) )、 联合作用组

(维生素 Ｄ １０００ＩＵ / Ｗ＋二甲双胍 １５０ｍｇ / ｋｇ)ꎬ
每组 ６ 只ꎮ 模型组肌肉注射适量茶油ꎻ 维生

素 Ｄ 组肌肉注射维生素 Ｄꎬ 剂量为 １０００ＩＵꎻ
二甲双胍组饮水法给予二甲双胍ꎬ 剂量为

３００ｍｇ / ｋｇꎻ 联合作用组给药方法同上ꎮ 连续

给药 １２ 周ꎮ

２.３　 标本留取

实验期间ꎬ 每天观察小鼠毛色ꎬ 摄食

量ꎬ 饮水量ꎬ 尿量ꎮ 每 ２ 周记录小鼠体重以

及检测小鼠空腹血糖浓度ꎬ 第 １２ 周末处死

小鼠ꎮ 尿标本采用小鼠代谢笼收集ꎮ 离心后

血尿标本置于－８０℃冰箱保存待测ꎮ 肾组织

用 ４％多聚甲醛固定ꎮ

２.４　 生化分析

采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检测尿蛋白、 尿

肌酐ꎻ 血尿素氮、 血肌酐ꎮ

２.５　 肾组织病理学检测

４％多聚甲醛固定肾组织ꎬ 梯度乙醇脱

水、 二甲苯透明、 浸蜡、 包埋、 切片ꎬ 苏木

精－伊红染色观察组织学变化ꎮ

３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ｘ±ｓ) 表示ꎬ 多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ꎮ 以 Ｐ<０.０５ 表

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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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　 果

４.１　 小鼠一般状况

正常对照组小鼠 １２ 周后体重显著增加ꎬ
精神状态良好ꎬ 动作敏捷ꎬ 反应迅速ꎬ 毛色

光滑ꎬ 无死亡现象ꎻ 模型组小鼠出现多饮、

多食、 多尿ꎬ 反应迟钝ꎬ 毛色暗淡ꎬ 小便酸

臭等现象ꎻ 维生素 Ｄ 组、 阳性对照组以及联

合作用组小鼠也出现了类似模型组的表现ꎬ
但程度较模型组减轻ꎮ

４.２　 各组小鼠体重

图 １　 小鼠体重增长变化情况

　 　 注射链脲佐菌素组 (模型组、 维生素 Ｄ
组、 阳性对照组、 联合作用组) 小鼠ꎬ 在注

射 ＳＴＺ 一周后小鼠体重出现明显下降ꎬ 与正

常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ꎮ 在

第二周糖尿病小鼠血糖稳定后进行不同药物

干预ꎬ 维生素 Ｄ 组和阳性对照组两组体重增

加量较模型组以及联合作用组高ꎮ

４.３　 各组小鼠血糖

表 １　 小鼠空腹血糖变化情况

正常对照组 模型组 维生素 Ｄ 组 阳性对照组 联合作用组

第 １ 周 ５.５７±０.３１ １７.０３±０.４２ １７.１０±０.９８ １９.９±０.５７ １８.８０±０.７８

第 ２ 周 ７.５７±０.８４ ２４.３０±３.０６ ２１.７±０.９０ １７.３３±２.３０ ２０.０３±３.１６

第 ４ 周 ７.０５±１.６２ ２３.５２±３.６２ ２３.７７±５.５７ ２２.９３±５.０４ ２０.９２±４.０８

第 ６ 周 ５.８５±０.８８ ２０.０７±５.４６ １８.３３±４.００ １４.７２±２.９６ １７.８５±３.０３

第 ８ 周 ６.６８±０.６７ ２３.９０±３.３２ ２０.１３±４.８７ １９.６８±３.８８ ２１.０７±３.６０

第 １０ 周 ７.８６±０.７７ ２３.３５±６.５１ １９.７２±４.４１ ２１.１８±５.１０ ２０.３７±３.３５

第 １２ 周 ７.３３±０.０７ ２２.２８±６.１８ ２０.８３±２.９２ １６.６４±２.３５ ２０.５２±５.２６

　 　 小鼠空腹血糖测试结果表明: 注射链脲

佐菌素一周后ꎬ 糖尿病小鼠 (模型组、 维生

素 Ｄ 组、 阳性对照组、 联合作用组) 空腹血

糖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 (Ｐ<０.０１)ꎮ 在空腹

血糖稳定一周后ꎬ 用不同药物进行治疗ꎬ 结

果发现维生素 Ｄ 组、 阳性对照组和联合作用

组三组空腹血糖低于模型组ꎬ 但无统计学差

异 (Ｐ>０.０５)ꎮ 阳性对照组空腹血糖低于维

生素 Ｄ 组和联合作用组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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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各组小鼠尿蛋白、 肌酐排泄量

如图 ２ 所示ꎬ 四组糖尿病小鼠 ２４ｈ 尿蛋

白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ꎮ 在用药物治疗 １２
周后ꎬ 阳性对照组及联合对照组两组尿蛋白

水平显著低于模型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维生素 Ｄ 组尿蛋白水平也低于

模型组ꎬ 但无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５)ꎬ 药物

治疗组 (维生素 Ｄ 组、 阳性对照组、 联合作

用组) 三组之间尿蛋白水平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如图 ３ꎬ 糖尿病小鼠尿蛋白肌酐比明

显高于正常对照组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ꎮ 除联合作用组外ꎬ 维生素 Ｄ 组

和阳性对照组两组尿蛋白肌酐比显著低于

模型组 (Ｐ<０.０５)ꎮ 阳性对照组尿蛋白肌

酐比明显低于维生素 Ｄ 组 (Ｐ<０.０５)ꎮ 而

联合作用组尿蛋白肌酐比高于阳性对照组

(Ｐ<０.０５)ꎮ

图 ２　 各组小鼠 ２４ｈ尿蛋白水平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ꎬ∗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ꎻ 与模型组比ꎬ＃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

图 ３　 各组小鼠尿蛋白肌酐比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ꎬ∗ Ｐ<０.０５ꎬ
∗∗ Ｐ<０.０１ꎻ 与模型组比ꎬ＃ Ｐ<０.０５ꎻ
＃＃ Ｐ<０.０１ꎻ 与维生素 Ｄ 组比ꎬ
＄ Ｐ<０.０５ꎻ 与阳性对照组比ꎬ
＆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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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 ４、 图 ５ 所示ꎬ ４ 组糖尿病小鼠血

尿素氮水平均高于正常对照组ꎬ 但无统计学

差异 (Ｐ>０.０５)ꎮ 除三组治疗组外ꎬ 模型组

小鼠血肌酐水平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ꎬ 且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图 ４　 各组小鼠血尿素氮水平

　 　

图 ５　 各组小鼠血肌酐水平

注: 与正常对照组比ꎬ∗ Ｐ<０.０５

４.５　 小鼠肾脏病理形态变化

正常对照组肾小球体积正常ꎬ 肾小管结

构完整清晰ꎬ 肾小球上皮细胞完好ꎬ 无明显

病理改变ꎮ 模型组出现肾小球体积肥大ꎬ 肾

间质局灶性炎性细胞浸润ꎬ 肾小管明显扩张ꎬ

肾小管上皮细胞明显脱落ꎮ 经过不同药物治

疗之后ꎬ 病理改变出现不同程度的减轻ꎮ 单

独给予维生素 Ｄ、 二甲双胍后ꎬ 肾脏病理改

变减轻ꎮ 同时给予维生素 Ｄ 和二甲双胍较模

型组病理改变显著减轻ꎬ 有协同现象ꎮ

图 ６　 各组小鼠肾脏病理切片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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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ꎬ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ꎬ 生活方式以及饮食结构的改变ꎬ 糖尿病

继癌症、 心脏病之后成为第三大威胁人类生

活健康的慢性疾病[１０]ꎮ 糖尿病对患者的健康

危害ꎬ 更多是在并发症ꎬ 而非糖尿病本身ꎮ
目前糖尿病肾病已成为终末期肾脏疾病的第

二大原因ꎬ 仅次于各种肾小球肾炎ꎬ 伴有终

末期糖尿病肾病的 ５ 年生存率小于 ２０％ꎬ 而

糖尿病患者中大约有 ２０％－４０％合并糖尿病

肾病[１１－１３]ꎮ
从小鼠体重和空腹血糖变化情况来看ꎬ

小鼠注射 ＳＴＺ 一周后ꎬ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体重出现显著的下降ꎮ 体重下降原因可能是

小鼠 ＳＴＺ 暴露早期的应激反应ꎮ 空腹血糖

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ꎬ 提示我们已成功建立

糖尿病小鼠模型ꎮ 在糖尿病小鼠血糖稳定

后ꎬ 用维生素 Ｄ 注射液、 二甲双胍干预后ꎬ
糖尿病小鼠体重出现回升ꎬ 与正常对照组体

重增长无显著差异ꎮ 与模型组相比ꎬ 维生素

Ｄ 组和二甲双胍组两组体重增加量较高ꎬ 而

联合作用组体重增加量不明显ꎮ 这表明维生

素 Ｄ 可以改善糖尿病导致的体重增加缓慢ꎬ
能够改善糖尿病患者的营养状况ꎮ 于此同

时ꎬ 维生素 Ｄ 组、 二甲双胍组和联合作用组

三组空腹血糖低于模型组ꎬ 二甲双胍组空腹

血糖低于维生素 Ｄ 组和联合作用组ꎬ 虽然维

生素 Ｄ 降血糖作用不及二甲双胍ꎬ 但是说明

维生素 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血糖ꎬ 这与

Ａｌ－Ｂａｄｒ、 Ｊｏｎｅｓ 的研究结果一致[１４ꎬ１５]ꎮ
本实验中ꎬ 经过维生素 Ｄ、 二甲双胍的

治疗ꎬ 糖尿病小鼠的 ２４ｈ 尿蛋白排泄量以及

尿蛋白肌酐比具有不同程度的改善ꎬ 也不同

程度减轻了肾小球肥大ꎬ 肾间质局灶性炎性

细胞浸润ꎬ 肾小管明显扩张ꎬ 肾小管上皮细

胞排列紊乱、 脱落等病理损害ꎮ 以上结果表

明维生素 Ｄ 对 ＳＴＺ 诱导的糖尿病造成的肾

脏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ꎮ
综上所述ꎬ 维生素 Ｄ 可以调节糖尿病

鼠的血糖ꎬ 改善尿蛋白排泄以及尿蛋白肌

酐比ꎬ 保护肾脏功能ꎬ 从而防止或延缓糖

尿病肾病的发生和发展ꎬ 其具体的机理还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目前我国维生素 Ｄ 缺

乏状况不容乐观ꎬ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糖

尿病患者ꎮ 因此ꎬ 维生素 Ｄ 的补充具有重

要的临床与现实意义ꎮ 至今糖尿病肾病在临

床上没有特效疗法ꎬ 多采用对症治疗ꎮ 因此

补充维生素 Ｄ 可以作为改善或治疗糖尿病肾

病的一种新方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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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 /蛋白与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
对骨骼肌发育的作用

金邦荃１∗　 朱　 云１ꎬ４ 　 周　 鑫１ 　 龚　 兰１ꎬ３ 　 章煕霞２ 　 周　 涛２ 　 徐小波３

(１.南京师范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系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ꎻ ２.南京市畜牧家禽科学研究所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３６
３.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食品检测研究所和畜牧研究所ꎬ 南京 ２１００１４ꎻ ４.苏州市粮油质量监督所ꎬ 苏州 ２１５００７)

　 　 摘　 要　 猪背最长肌 (ＬＤ) 是肉品学研究肌肉嫩度、 肉色和风味等品质的模式组织ꎮ 本文以此为对象ꎬ
从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 (ＶＤＲ－ＤＮＡ)、 受体蛋白 (ＶＤＲ－蛋白)ꎻ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的角度出发ꎬ 深入研

究它们介导骨骼肌发育的作用机制ꎬ 为预防老年少肌症提供试验依据ꎮ 结果表明ꎬ １) 骨骼肌细胞 ＶＤＲ－
ＤＮＡ 和 ＶＤＲ－蛋白的表达量影响明显骨骼肌的发育ꎬ 二者相辅相成ꎻ 其中 ＶＤＲ－蛋白表达量与 ＬＤ 剪切力

(ＳＦꎬ 肌力) 呈高度正相关 (ＲＳＦ / ＶＤＲ－蛋白 ＝ ０.７６３ꎬ Ｐ<０.０１)ꎬ 即高表达时促进肌肉增生和肌力增强ꎬ 低表达时

肌量少且肌力弱ꎮ ２)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具有 ３ 种基因型ꎬ 是调控肌肉增生的关键位点ꎮ 当其突变型 (Ｆ) 高表

达时ꎬ ＬＤ－ＳＦ (肌力) 显著增强ꎬ 如果以野生型 ( ｆ) 为主ꎬ 则肌肉发育受限ꎮ 比较 ３ 种因素对肌力的影响ꎬ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的多态性最为重要ꎮ ３) 肌力强度是建立在肌量基础上的ꎬ 研究认为肌纤维 (ＭＦＤ) 和肌原

纤维横径 (ＭＤ) 粗并伴随肌节短和肌内脂肪少时ꎬ 则 ＬＤ 肌力强ꎬ 反之则弱ꎮ 总之ꎬ ＶＤＲ－ＤＮＡ、 ＶＤＲ－蛋

白和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是诱导骨骼肌增生的重要因素ꎬ 其中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是决定肌量和肌力的

关键基因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Ｄ 受体基因ꎻ 维生素 Ｄ 受体蛋白ꎻ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ꎻ 骨骼肌发育ꎻ 肌力ꎻ 肌量

　 　 骨骼肌的发育取决于肌纤维的粗细和数

量ꎬ 以及肌蛋白量等ꎮ 近年研究业已表明ꎬ
随着年龄增长ꎬ 老年人的少肌症 ( Ｓａｒｃｏｐｅ￣
ｎｉａ) 时有发生ꎬ 推测与肌量减少或肌肉萎

缩有关ꎮ 少肌症往往伴随肌力不足ꎬ 容易跌

倒和骨折ꎮ 维生素 Ｄ (Ｖｉｔ. Ｄ) 有助于食源

性 Ｃａ 的吸收ꎬ 它的细胞受体 (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ＶＤＲ) 通过与 Ｇ 蛋白偶联ꎬ 介导胞

内 Ｃａ２＋信号高表达和蛋白质合成ꎬ 利于骨骼

肌增生、 纤维变粗和肌力增强[１－３]ꎮ
Ｖｉｔ. Ｄ 与肌细胞 ＶＤＲ 结合后ꎬ 影响肌质

网和肌膜对 Ｃａ２＋的摄取和转运ꎬ 并通过改变

肌细胞 ｍＲＮＡ 转录和蛋白质合成速度ꎬ 促进

成肌细胞的肌管分化而导致骨骼肌增生[３－５]ꎮ
人的 ＶＤＲ 基因位于染色体 １２ｑ１３ 区ꎬ 长度

大于 １００ ｋｂꎬ 属于类固醇核受体超家族成

员[６]ꎮ 它的受体基因含有多个酶切位点和外

显子ꎬ 其中第二外显子上 Ｆｏｋ１ 位点的多态

性直接影响骨骼肌细胞发育的差异性[７－８]ꎮ
由于 Ｖｉｔ. Ｄ 生物学功能需通过 ＶＤＲ 介导ꎬ
当肌细胞 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增加时ꎬ 侧有可

能调节细胞膜 Ｃａ２＋ 通道和肌浆网 Ｃａ 泵的启

动ꎬ 引起胞内 Ｃａ２＋ 聚集和蛋白质合成增加ꎬ
从而帮助骨骼肌纤维增粗和肌量增加[２ꎬ４]ꎮ

本文以猪背最长肌为试验模型ꎬ 研究不

同基因组合猪的 ＶＤＲ 受体基因 /蛋白表达及

∗ 金邦荃　 南京师范大学营养学教授、 博士ꎬ 长期从事营养学高等教育和研究ꎬ 其中 ＶＤＲ 受体基因 / 蛋白表达调控机

体 Ｃａ、 Ｖｉｔ.Ｄ 代谢的骨质疏松预防和骨骼肌发育等研究是目前研究主要兴趣之一ꎮ 承担近 ６０ 项国家、 国际、 部省市

课题ꎬ 发表 １６０ 余篇学术论文ꎮ Ｔｅｌ: １３８５１６２２４６１ꎻ Ｅｍａｉｌ: ｊｉｎｂａｎｇｑｕａｎ＠ ｎｊｎｕ.ｅｄｕ.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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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基因型对骨骼肌肌量和肌力

的作用机制ꎬ 试图从受体基因 /蛋白和基因

多态性的角度解释 ＶＤＲ 表达与肌肉发育的

关系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猪背最长肌及预处理

成年猪现场宰杀后ꎬ 取左胴体第 １２－１３
肋背最长肌 (Ｌｏｎｇｉｓｓｉｍｕｓ ｄｏｒｓｉꎬ ＬＤ) 制样ꎮ
－１９６℃ 液氮速冻 ＬＤ 小样ꎬ 带回实验室检测

其 ＶＤＲ－ＤＮＡ 和 ＶＤＲ－蛋白ꎬ 及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ꎻ ４℃冷藏 ＬＤ 鲜样ꎬ ２４ｈ 内实验

室检测其肌肉剪切力 (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ꎬ ＳＦꎬ 以

此代表肌力)ꎻ １０％中性福尔马林处理 ＬＤ
小样ꎬ 之后制片观测 ＬＤ 显微结构ꎻ ２. ５％
戊二醇处理 ＬＤ 小样ꎬ 之后制片观测 ＬＤ 超

微结构ꎮ

１.２　 主要试剂

柱式动物组 ＤＮＡ 提取试剂盒、 ＴＲＩｚｏｌ 试
剂盒、 逆转录试剂盒、 ＰＣＲ 产物纯化试剂

盒、 Ｆｏｋ１ 限制性内切酶和引物 (上海生工

生物公司)ꎻ ＤＬ Ｍａｒｋｅｒ (５００ｂｐ) 和 Ｆｏｋ１ 酶

切产物扩增 ＰＣＲ 试剂盒 (大连宝生物公

司)ꎻ ＢＣＡ 法蛋白质浓度测定试剂盒和蛋白

抽提试剂盒 (上海生工)ꎻ ＥＣＬ 发光液和

ＰＶＤＦ 膜 (Ｍｉｌｌｉｐｏｒｅꎬ Ｂｅｄｆｏｒｄꎬ ＭＡꎬ ＵＳＡ)ꎻ
β－ａｃｔｉｎ (Ｓｉｇｍａꎬ ＵＳＡ)ꎻ ａｎｔｉ －ＶＤＲ (一抗ꎬ
Ｐｉｅｒｃｅꎬ ＵＳＡ)ꎻ Ｇｏａｔ ａｎｔｉ－ｒａｂｂｉｔ ＩｇＧ (二抗ꎬ
ＨＲＰ 偶联ꎬ ＵＳＡ )ꎻ 考马斯亮蓝 Ｇ － ２５０
(ＡＭＲＥＳＯ 分装) 等ꎮ

１.３　 主要仪器

Ｍａｓｔｅｒｃｙｃｌｅｒ ＰＣＲ 仪 (Ｅｐｐｅｎｄｏｒｆꎬ ＵＳＡ)ꎻ
ＤＹＹ－２Ｃ 琼脂糖凝胶电泳仪 (北京市六一仪

器厂)ꎻ Ｇｅｌ Ｄｏｃ ＸＲ 凝胶成系统 ( ＢＩＯ －
ＲＡＤꎬ ＵＳＡ )ꎻ ＡＢＩ３０７３ＸＬ 测 序 仪 ( ＡＢＩꎬ
ＵＳＡ)ꎻ ＧＬ－２２Ｍ 高速冷冻离心机 (赛特湘

仪离心机仪器有限公司)ꎻ ＣＴ１５ＲＥ 台式冷冻

离心机 ( Ｈｉｔａｃｈｉꎬ Ｊａｐａｎ)ꎻ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２００ Ｐｒｏ
多功能酶标仪 ( Ｔｅｃａｎ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ꎻ 小型

电泳垂直系统 (Ｂｉｏ－Ｒａｄꎬ ＵＳＡ)ꎻ 半干转膜

仪 (Ｂｉｏ－Ｒａｄꎬ ＵＳＡ)ꎻ ＩＳ４２０ 扫描仪 (Ｒｉｃｈｏꎬ
Ｊａｐａｎ)ꎻ Ｕ － ＰＭＴＶＣ － ４Ｃ０２１６９ 光学显微镜

(Ｏｌｙｍｐｕｓꎬ Ｊａｐａｎ) ＋ＨＭＩＡＳ－２０００ 病理图文

软件 (武汉千屏影像技术有限公司)ꎻ Ｈ －
７６５０ ＴＥＭ 透射电子显镜 (Ｈｉｔａｃｈｉꎬ Ｊａｐａｎ) ＋
ＣＨ３０ＲＦ２００ 光学显微镜 (Ｏｌｙｍｐｕｓꎬ Ｊａｐａｎ) ＋
ＩＭＡＧＥ－ 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 ０ 图像软件 ( Ｍｅｄｉａ
ＣｙｂｅｒｎｅｔｉｃｓꎬＵＳＡ)ꎻ Ｔ１０ ｂａｓｉｃ 组织均质机

(ＩＫＡꎬ Ｇｅｒｍａｎ)ꎻ ＳＬＰｅ 超声波细胞破碎仪

(Ｂｒａｎｓｏｎꎬ ＵＳＡ)ꎻ Ｃ－ＬＭ３ 嫩度计 (东北农

业大学) 等ꎮ

１.４　 ＬＤ－ＶＤＲ 基因与蛋白表达

１.４.１　 ＶＤＲ 总 ＲＮＡ 和 ｃＤＮＡ 制备与表达

采用 ＴＲＩｚｏｌ 方法ꎬ 得到 ＶＤＲ Ｔ －ＲＮＡꎻ
变性后逆转录成 ＶＤＲ－ｃＤＮＡ 并作为扩增模

板ꎬ 同管加入 β－ａｃｔｉｎ 和 ＶＤＲ 上下游引物ꎬ
ＲＴ－ＰＣＲ 反应体系中 １００Ｖ / ３０ｍｉｎ １.５％琼脂

糖凝胶电泳并成像ꎬ 得到不同猪种 ＬＤ －
ＶＤＲ－ＤＮＡ 相对表达量[９]ꎮ

１.４.２　 ＶＤＲ－蛋白制备与表达

ＢＣＡ 法测定 ＬＤ 蛋白质含量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ＷＢ) 法检测不同猪种 ＬＤ－ＶＤＲ 蛋白

表达量ꎮ 以 β－Ａｃｔｉｎ 为内参ꎬ １００Ｖ / ２ｈ 条件

下对 ＬＤ－ＶＤＲ 蛋白进行 ＳＤＳ －ＰＡＧＥ 电泳ꎻ
之 后ꎬ ３５０ｍＡ / １００ｍｉｎ 条 件 下ꎬ 将 ＳＤＳ －
ＰＡＧＥ 凝胶 ＬＤ ＶＤＲ 蛋白等转染至 ＰＶＤＦ 膜ꎻ
ＥＣＬ 液浸泡发光 ＰＶＤＦ 膜ꎬ Ｘ 光压片曝光ꎬ
自显影成像分析ꎻ Ｉｍａｇｅ Ｊ 软件计算 β－Ａｃｔｉｎ
和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的光密度ꎬ 并计算 ＬＤ－
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１０]ꎮ

１.５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

１.５.１　 Ｆｏｋ１ 引物设计并制备

在 ＮＣＢＩ 和 Ｇｅｎｅｂａｎｋ 等数据库中ꎬ 运用

Ｐｒｉｍｅｒ Ｐｒｅｍｉｅｒ ５ 和 Ｏｌｉｇｏ ６ 软件进行 Ｆｏｋ１ 引

物设计ꎬ 得到二对引物ꎬ 即 β－ａｃｔｉｎ (内参)
引物上游序列 ５′ ＣＧＧＧＡＣＣＴＧＡＣＣＧＡＣＴ ＡＣ￣
ＣＴ ３′ꎬ 下游序列 ５′ ＧＧＣＣＧＴＧＡＴＣＴＣ ＣＴ￣
ＴＣＴＧＣ ３′ (产物长度 ４１１ｂｐ)ꎻ ＶＤＲ－Ｆｏｋ１ 引

物上 游 序 列 ５′ ＣＣＴＧＧＴＧＧＧＡＴＣＴＴＣＣＴ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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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Ｔ３′ꎬ 下 游 序 列 ５′ ＧＣＣＴＣＴＴＧＧＣＡＧＧＴ￣
ＧＧＧＴＴＣＴ ３′ (产物长度 ３４０ｂｐ)ꎻ 并由上海

生工生物公司制备ꎮ
１.５.２　 Ｆｏｋ１ 位点基因片段测序和分型

酚－氯仿法提取和柱纯化 ＬＤ 的 ＶＤＲ－
ＤＮＡꎬ 并对它扩增产物进行 Ｆｏｋ１ 位点酶切ꎻ
酶切产物 ８０Ｖ / １ｈ 条件下 ３.０％琼脂糖凝胶电

泳成像定性ꎻ 双脱氧连末端合成终止法

(Ｓａｎｇｅｒ 法) 对 ＶＤＲ－ＤＮＡ－Ｆｏｋ１ 酶切位点碱

基片段测序ꎻ ＤＮＡＭＡＮ 软件查找并确定限制

性酶切位点ꎬ Ｃｈｒｏｍａｓ Ｌｉｔｅ 软件分析酶切后

碱基片段序列并在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Ｂｌａｓｔ 数据库中

进行 ＶＤＲ－Ｆｏｋ１ 基因分型比对[７－８]ꎮ

１.６　 ＬＤ 肌力与肌量参数

１.６.１　 ＬＤ 剪切力

宰后 ２４ｈ 内ꎬ 取每头猪 ＬＤꎬ 沿肌纤维

走向分别制成 ６－８ 块 １×１×２ｃｍ 肉样ꎻ 以嫩

度计探头垂直肌纤维方向剪切ꎬ 测定 ＬＤ 的

ＳＦ 并取平均值 /头 (单位: ｋｇｆ) [１１]ꎮ

ＳＦ＝
Ｘ１＋Ｘ２＋Ｘ３＋＋Ｘｎ

ｎ
－Ｘ０

式中: Ｘ１ｎ 为肉样 ＳＦꎬ Ｘ０ 为空载最大

ＳＦꎬ ｎ 为肉样数ꎬ ｎ≥６ꎮ
１.６.２　 ＬＤ 显微结构定量

４ 倍物镜下微尺标定ꎬ 每头猪 ＬＤ 选取

８~１０个视野 /片×２~３ 片切ꎬ ＨＭＩＡＳ－２０００ 病

理图文软件截图并计算机放大分析ꎮ 主要指

标: １) 肌纤维横径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ｉｂ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
ＭＦＤ)ꎬ 计数 ５００－１０００ 根肌纤维并计算出每

根等效直径 (单位: μｍ /根)ꎻ ２) 肌纤维密

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ｉｂｅｒꎬ ＤＭＦ): 测算出

８~１０个视野内肌纤维总数并取平均值 (单
位: 根数 / ｍｍ２)ꎻ ３) 红肌纤维 (ＲＭＦ) 与

白 肌 纤 维 ( ＷＭＦ ) 比 例ꎬ 肌 内 脂 肪

(ＩＭＦ) [１２]ꎮ
１.６.３　 ＬＤ 超微结构定量

超薄切片 ＴＥＭ 透射电子显镜下分别放

大 ６００００ 倍ꎬ 每头猪 ＬＤ 取 ８ ~ １０ 个视野截

图ꎬ 微尺定标并用 ＩＭＡＧＥ－ＰＲＯ ＰＬＵＳ ６.０ 图

像软件分析ꎮ 主要指标: １) 肌原纤维横径

(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ꎬ ＭＤ)ꎻ ２ ) 肌 节 长 度

(Ｓａｒｃｏｍｅｒｅ ｌｅｎｇｔｈꎬ ＳＬꎬ 测二 Ｚ 线间的距离)
及暗带 /明带 (Ａ / Ｉ) 比等[１２]ꎮ

１.７　 数据处理与统计学分析

Ｅｘｃｌｅ２０１３ 整理试验数据ꎬ 全文用平均

值±标准差 (Ｘ±ＳＤ) 表示ꎻ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３. ０
(ＩＳＢＮ７－９８０００９－０６－１) 进行组间单因素方

差分析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ꎬ ＡＮＯ￣
ＶＡ)ꎬ 采用 Ｄｕｎｃａｎ 法进行组间和相关性显

著性检验ꎮ
分别以猪 ＬＤ 的剪切力 ( ＳＦ) 为应变

量ꎬ 对应猪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或 ＬＤ－ＶＤＲ 蛋白

表达量ꎬ 建立二二对应的线性关系ꎬ 比较和

分析不同猪中的 ＬＤ－ＶＤＲ－ ＤＮＡ /蛋白表达

量对骨骼肌发育的影响ꎮ
同时应用 ＳＰＳＳ １７.０ 中 ＧＬＭ 程序建立定

性数学模型ꎬ 以解释骨骼肌 ＳＦ 与 Ｆｏｋ１ 基因

型、 猪种、 性别等影响因素间的关系ꎬ 并列

出影响因素对 ＬＤ－ＳＦ 贡献率[１３－１４]ꎮ
Ｙｉｊｋ ＝μ＋Ｇ ｉ＋Ｘ ｊ＋Ｓｋ＋ｅｉｊｋｍ

式中: Ｙｉｊｋ为 ＳＦꎬ μ 为 ＳＦ 平均值ꎬ Ｇ ｉ为

Ｆｏｋ１ 基因型ꎬ Ｘ ｊ 为猪种ꎬ Ｓｋ 为性别ꎬ ｅｉｊｋｍ 为
残差ꎮ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ＬＤ－ＶＤＲ基因和蛋白表达量与肌力的

关系

　 　 ２.１.１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与剪切力

ＶＤＲ－ＤＮＡ 与 β－ａｃｔｉｎ 同管 ＲＴ－ＰＣＲ 扩

增和表达ꎬ 分别在 ２６０ｎｍ / λ 和 ２８０ｎｍ / λ 检

测它们的吸光度 (ＯＤ)ꎬ 并计算二者的比

值ꎮ 结果注意到ꎬ 中国山猪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表达量最低 (０.６８±０.０１)ꎬ 显著低于外来瘦

肉型猪和杂交猪 (Ｐ < ０. ０５ꎬ ０. ７７ ± ０. ０２ /长
白、 ０.７６ ± ０. ０２ /大约克、 ０. ７７ ± ０. ０６ /杜山、
０.７８±０.０１ /巴山和 ０.７７±０.０４ /杜杜山)ꎬ 表明

我国山猪 ＬＤ 肌细胞的 ＶＤＲ－ＤＮＡ 表达量明

显较少 (图 １~图 ２)ꎮ
为此ꎬ 针对上述 ６ 种猪 ＬＤꎬ 以剪切力

(ＳＦ) 为应变量ꎬ 与 ＶＤＲ－ＤＮＡ (自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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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ꎬ 建立线性关系 ＹＳＦ ＝ ２. ３６ＸＶＤＲ － ＤＮＡ ＋
０.５０ (ＲＳＦ / ＶＤＲ－ＤＮＡ ＝ ０.２６ꎬ Ｐ<０.０５)ꎮ 注意到ꎬ
尽管二者间为低水平正相关ꎬ 但相关性具有

显著性意义ꎬ 表明 ＶＤＲ－ＤＮＡ 对 ＬＤ－ＳＦ 是

有统计学上影响力的ꎮ 可见山猪 ＶＤＲ－ＤＮＡ
表达量低的同时 ＬＤ－ＳＦ (２.００±０.５７ ｋｇ.ｆ) 也

小ꎬ 它与其它瘦肉型猪或杂交猪的 ＬＤ－ＳＦ
之间达到显著差异 (Ｐ<０.０５)ꎮ 表明瘦肉型

猪等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高表达ꎬ 且 ＬＤ－ＳＦ 就大

(２.３２±０.６５ ｋｇ.ｆ ~ ２.５１±０.７１ ｋｇ.ｆꎬ 图 ３)ꎬ 意

味着肌力就强ꎮ
本研究发现ꎬ 外来瘦肉型猪或瘦肉型杂

交猪的骨骼肌细胞 ＶＤＲ－ＤＮＡ 明显高于中国

山猪ꎬ 增加了 ＶＤＲ 与 Ｖｉｔ.Ｄ 结合的概率ꎬ 从

而介导 Ｃａ２＋内流和 Ｇ 蛋白偶联ꎬ 促使肌蛋白

合成和肌纤维增生ꎬ 并有利于肌力增强[１－４ꎬ１５]ꎮ

图 １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表达

Ｆｉｇ. １　 ＶＤＲ－Ｄ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ＬＤ
注: Ｍ 是 １００－５００ｂｐ 分子量标记物ꎬ １－６ 泳道分别

代表 β－ａｃｔｉｏｎ 和 ６ 组猪的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Ｎｏｔｅｓ: Ｍ ｉｓ １００－５００ｂ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ｒｋｅｒꎬ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ｏｆ ６ ｐｉｇ－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１－６ ｂａｎｄｓ

图 ２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表达量

Ｆｉｇ 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图 ３　 ＬＤ剪切力

Ｆｉｇ ３　 ＬＤ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２.１.２　 ＬＤ－ＶＤＲ 蛋白与剪切力

经检测ꎬ ５ 个品种猪 ＬＤ 的蛋白质含量

在 ６.１１±０.１７μｇ / μｌ ~ ６.４８±０.４１μｇ / μｌ 之间ꎬ
品种间均在一个水平ꎮ

在 此 基 础 上 以 β － ａｃｔｉｎ 为 内 参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Ｂｌｏｔ (ＷＢ) 得到它们的 ＬＤ －ＶＤＲ
蛋白相对表达量 (１.９８±０.２７ ~ ３.５５±０.７３)ꎮ
如图 ４~图 ５ 所示ꎬ 杂交猪巴山山和杜巴山

受体蛋白表达量显著高于杜山山 (Ｐ<０.０５)ꎬ
也高于杜山和山猪ꎮ 研究注意到ꎬ 当山猪与

瘦肉型猪巴克夏杂交后 (巴山山) 或瘦肉型

猪比例增加时 (杜巴山)ꎬ 其 ＬＤ－ＶＤＲ 蛋白

表达量显著增加ꎻ 而山猪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

量往往比较低ꎬ 这与 ２.１ 猪种间 ＬＤ－ＶＤＲ－
ＤＮＡ 的表达现象十分相似ꎮ

试验得到着 ５ 个品种猪 ＬＤ－ＳＦ 在 １.５２±
０.２９ｋｇｆ ~ １.８３±０.５２ ｋｇｆ 之间ꎬ 它们与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呈相似趋势 (图 ５)ꎮ
将 ＳＦ 与 ＶＤＲ－蛋白表达量进行相关系拟合ꎬ
二者间呈极显著正相关 (ＲＳＦ/ ＶＤＲ －蛋白 ＝ ０.７６３ꎬ
Ｐ<０.０１)ꎮ 这表明ꎬ ＬＤ－ＶＤＲ 蛋白对肌肉剪

切力 (肌力强度) 的影响很大ꎬ 它比 ＶＤＲ
基因的影响力更明显ꎮ ＬＤ－ＶＤＲ 的受体基因

和受体蛋白表达是影响肌力的重要内因ꎮ

２. ２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与肌量、 肌力

的关系

　 　 以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为自变量ꎬ 且以

肌纤维横径 (ＭＦＤ) 与密度 (ＤＭＦ)、 肌原

纤维横径 (ＭＤ) 与肌节长度 (ＳＬ) 等为应

变量ꎬ 建立二者的线性关系ꎬ 从生物数学的

角度得到启示ꎮ



１５９　　

图 ４　 ＬＤ－ＶＤＲ蛋白表达 / ＷＢ
Ｆｉｇ. 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Ｄ－ＶＤ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ｙ ＷＢ

图 ５　 ＬＤ－ＶＤＲ蛋白表达量

Ｆｉｇ. ５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ＬＤ－ＶＤ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２.１　 ＬＤ－ＶＤＲ 蛋白与 ＭＦＤ、 ＤＭＦ
光镜下观测了 ＬＤ 的显微结构ꎬ 即 ＭＦＤ

和 ＤＭＦꎮ 不论是山猪还是杂交猪ꎬ 它们 ＬＤ
肌纤维的平均横径 (ＭＦＤ) 在 ３５.２３±３.１１μｍ /
根~４３.８１±１.７３μｍ /根范围ꎬ ＤＭＦ 在 ２９３.１１±
３４.７１ 根 / ｍｍ２ ~ ３６６.３６±２３.１０ 根 / ｍｍ２ꎬ 猪种

间存在差异性ꎮ 一般而言ꎬ 肌纤维粗则单位

面积中根数少 (表 １)ꎮ

　 　 表 １ 中 ＭＦＤ 所示ꎬ 杜山山最细 (Ｐ <
０.０１)ꎬ 杜山和山猪较细 (Ｐ<０.０５)ꎬ 而 Ｄ×
ＢＳ 和巴山山较粗ꎬ 这与 ２. １. ２ 各猪种 ＬＤ－
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的分布类似 (图 ５)ꎮ 进一

步建立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与 ＬＤ－ＭＦＤ 间

线性 关 系ꎬ 二 者 呈 及 显 著 性 正 相 关ꎬ
ＲＭＦＤ/ ＶＤＲ－蛋白 ＝ ０. ７７７ (Ｐ < ０. ０１)ꎮ 有人发现ꎬ
Ｖｉｔ.Ｄ 在 ＶＤＲ 的介导下ꎬ 可以促进成肌细胞

的有丝分裂和肌量增加[１６－１７]ꎬ 同时可能伴有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的变化[６－８]ꎮ
进一步建立肌力与肌量的线性关系ꎬ ＳＦ

为应变量与 ＭＦＤ、 ＤＭＦ 自变量拟合ꎬ 它们分

别是 ＲＳＦ / ＭＦＤ ＝ ０. ６６３ (Ｐ< ０. ０１) 和 ＲＳＦ / ＤＭＦ ＝
－０.４７２ (Ｐ<０.０１)ꎮ 数据分析后认为ꎬ 肌力

明显受肌量影响ꎬ 肌纤维粗则则肌力强ꎬ 肌

纤维细则肌力弱ꎻ 而 ＤＭＦ 与 ＳＦ 呈显著性负

相关ꎬ 这说明肌纤维密度越大ꎬ 肌纤维越

细ꎬ 肌肉支撑力就越小[１３－１４ꎬ１６－１７]ꎮ
２.２.２　 ＬＤ－ＶＤＲ 蛋白与 ＭＤ、 ＳＬ
电镜放大 ６００００ 倍检测ＭＤ 和 ＳＬ 等超微

结构ꎬ 各猪种 ＭＤ 在 １.４２±０.０５μｍ /根 ~ １.８６
±０.１７μｍ /根之间ꎬ ＳＬ 在 ２.００μｍ~２.６９μｍ 之

间ꎬ ＭＤ 越细则 ＳＬ 越长ꎬ 猪种间差异与 ＬＤ－
ＶＤＲ 蛋白、 ＭＦＤ 和 ＤＭＦ 相似ꎮ 山猪、 杜

山、 杜山山、 巴山山的 ＭＤ 均显著比杜巴山

细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０１)ꎬ 表明山猪比例越高ꎬ
肌原纤维越细 (表 １)ꎮ
　
　

表 １　 ＬＤ肌纤维显微和超微结构比较(Ｘ±ＳＤ)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ｉｂｅｒ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ｉｎ ＬＤ(Ｘ±ＳＤ)

猪种
视野数
(ｎ)

肌纤维横径
ＭＦＤ(μｍ /根)

肌纤维密度

ＤＭＦ(根 / ｍｍ２)
视野数

ｎ
肌原纤维横径
ＭＤ(μｍ /根)

肌节长度
ＳＬ(μｍ)

山猪 ８×１０ ３８.６２±４.８７ｂ ２９７.６５±４７.５０ｃ ２×１０ １.４６±０.２４ｂ ２.３３±０.４１ｂ

杜山 ８×１０ ３９.３１±４.４７ｂ ３４７.４７±３１.６１ａ ２×１０ １.５１±０.１７ｂ ２.１７±０.３２ｂ

杜山山 ８×１０ ３５.２３±３.１１ｃ ３６６.３６±２３.１０ａ ２×１０ １.４２±０.０５ｃ ２.６９±０.０１ａ

巴山山 ８×１０ ４０.７６±５.１８ａ ３２１.８３±４３.４９ｂ ２×１０ １.５４±０.１５ｂ ２.０１±０.０２ｃ

杜巴山 ６×１０ ４３.８１±１.７３ａ ２９３.１１±３４.７１ｃ ２×１０ １.８６±０.１７ａ ２.００±０.０３ｃ

注: 同一列数据肩标相同或未标ꎬ 表示组间差异不显著 (Ｐ>０.０５)ꎻ 肩标字母相邻表示差异显著 (Ｐ<０.０５)ꎬ 肩标字母相

隔表示差异极显著 (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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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与 ＭＤ 拟合ꎬ 测

算相关系数ꎬ ＲＭＤ/ ＶＤＲ－蛋白 ＝ ０.３９６ (Ｐ<０.０５)ꎬ
表明 ＬＤ－ＶＤＲ 蛋白对 ＭＤ 增粗有正向效应ꎮ
ＭＤ 与 ＳＦ 的 Ｒ 值达到 ０.５０６ (Ｐ<０.０１)ꎬ 而

ＳＬ 与 ＳＦ 的 Ｒ 值达到－０.５７０ (Ｐ<０.０１)ꎬ 前

者呈极显著正相关ꎬ 后者呈极显著负相关ꎬ
表明该二项参数对肌力的作用相反ꎬ 往往

ＭＤ 越细 ＳＬ 越长ꎮ 肌原纤维的粗细直接影响

肌纤维的粗细ꎬ 二者相辅相成ꎬ 它们均受到

ＬＤ－ＶＤＲ 蛋白表达量的调控ꎬ 最终影响骨骼

肌的 ＳＦꎬ 即肌力的表达ꎮ

２.３　 ＬＤ－ＶＤＲ－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与剪切

力的关系

　 　 ２.３.１　 ＬＤ－ＶＤＲ－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

猪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在 ３４０ｂｐ 处呈现基

因片段的电泳条带ꎬ 分别是长白、 大约克、
山猪、 杜山、 巴山和杜杜山的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的碱基片段 (图 ６)ꎮ

图 ６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基因片段表达

Ｆｉｇ.６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ＤＲ－Ｆｏｋ１ ｌｏｃｕｓ ｉｎ ＬＤ

采用 Ｆｏｋ１ 限制性内切酶对 ３４０ｂｐ 的

Ｆｏｋ１ 碱基片段酶切并表达ꎬ 得到 ３ 种 Ｆｏｋ１
的基因型ꎬ 即野生型 ( ｆꎬ 含有被剪切的

２１０ｂｐ 和 １３０ｂｐ 二个子片段)、 杂合型 (Ｆｆꎬ
同时含有 ３４０ｂｐ、 ２１０ｂｐ 和 １３０ｂｐ 三个片段)
和突变型 (Ｆꎬ 含有完整的 ３４０ｂｐ 片段)ꎮ 研

究发现ꎬ Ｆｏｋ１ 是 ｆ 型时ꎬ Ｆｏｋ１ 酶可内切其

３４０ｂｐ 碱基片段ꎬ 分别得到 ２１０ｂｐ 和 １３０ｂｐ
二个子片段ꎻ 而 Ｆｏｋ１ 是 Ｆ 型时ꎬ 则 Ｆｏｋ１ 酶

无法识别和剪切ꎬ Ｆｏｋ１ 位点碱基片段依然是

３４０ｂｐ (图 ７) [７－８]ꎮ

图 ７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酶切分型

Ｆｉｇ.７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ＶＤＲ－Ｆｏｋ１ ｌｏｃｕｓ ｉｎ ＬＤ
注: Ｍ是 １００－５００ｂｐ 分子量标记物ꎬ １－６ 泳道分别

代表 ６组猪的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ｌｏｃｕｓ
Ｎｏｔｅｓ: Ｍ ｉｓ １００－５００ｂｐ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ｒｋｅｒꎬ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ｉｎ １－６ ｂａｎｄｓ ａｓ Ｌａｎｄｒａｃｅꎬ Ｙｏｒｋ￣
ｓｈｉｒｅꎬ Ｓｈａｎｚｈｕ ( Ｓ )ꎬ Ｄｕｒｏｃ × Ｓｈａｎｚｈｕ ( ＤＳ )ꎬ
Ｂｅｒｋｓｈｉｒｅ×Ｓｈａｎｚｈｕꎬ Ｄｕｒｏｃ×ＤＳ

ＤＮＡＭＡＮ 确定 Ｆｏｋ１ 酶切位点ꎬ 选择５′－
ＧＧＡＴＧ (Ｎ) ３－３ 和 ３′－ＣＣＴＡＣ (Ｎ) １３ －５′碱
基片段ꎬ 在 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Ｂｌａｓｔ 数据库中进行

Ｆｏｋ１ 基因型比对ꎮ 猪 ｆ 型 ＶＤＲ－ Ｆｏｋ１ 位点翻

译起始区是 “ ＧＧＡＴＧ”ꎬ 在 “ Ｔ” 处可被

Ｆｏｋ１ 内切酶剪切ꎻ 当第 ４ 位核酸胸腺嘧啶

(Ｔ) 被胞嘧啶 (Ｃ) 置换后ꎬ 则发生 Ｆｏｋ１
基因型突变ꎬ “ＧＧＡＣＧ” 的 “Ｃ” 处则不能

被 Ｆｏｋ１ 内切酶剪切ꎬ 故突变为 Ｆ 型ꎻ 而 Ｆｆ
型兼顾了 ｆ 型和 Ｆ 型碱基片段 (图 ８)ꎮ

２.３.２　 ＬＤ－ＶＤＲ－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与剪

切力的 ＧＬＭ 关系

研究观察到ꎬ 瘦肉型长白猪和大约克猪

的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 Ｆ 型分别占 ７ / ８ 和 ３ / ４ꎬ
Ｆｆ 型仅占 １ / ８ 和 １ / ４ꎬ 而无 ｆ 型ꎻ 杜山和杜

杜山具有 １ / ５ 和 １ / ４ 的 Ｆ 型ꎬ １ / ３ 的 ｆ 型及

４０％以上的 Ｆｆ 型ꎻ 巴山 Ｆ 型、 Ｆｆ 型和 ｆ 型分

别占 １ / ２、 ３ / ８ 和 １ / ８ꎻ 山猪基因型比例分别

是 ５ / ８ Ｆ 型、 １ / ４ Ｆｆ 型和 １ / ８ ｆ 型 (表 ２)ꎮ
６ 种猪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 ３ 基因型表

达量不一ꎬ 长白和大约克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无

ｆ 型ꎬ 但 Ｆ 型很高ꎻ 山猪和巴山 Ｆ 型和 Ｆｆ 型
比例较高ꎬ 而 ｆ 型较少ꎻ 杜山和杜杜山 Ｆ 型

比例低ꎬ 但 Ｆｆ 型和 ｆ 型相对较高 (表 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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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ꎬ 结合 ＶＤＲ－Ｆｏｋ１ 基因型ꎬ 猪种、 性别

及 ＳＦ 均值等建立 ＧＬＭ 数学关系式 (Ｙｉｊｋ ＝
μ ＋ Ｇ ｉ＋ Ｘｊ＋ Ｓｋ＋ｅｉｊｋｍ)ꎬ 并进行 ＧＬＭ 模型显

著性检验ꎬ Ｐ<０.０５ꎬ 表明该模型能够正确反

映相互间的关系 (表 ２) [１３－１４ꎮ
进一步解析 ＧＬＭ 中 ３ 个因素的影响力ꎬ

发现 ＶＤＲ－Ｆｏｋ１ 基因型是影响肌力 (ＳＦ) 的

首要因素ꎬ 对 ＬＤ－ＳＦ 的贡献率达到极显著

性水平 (Ｐ＝ ０.００５)ꎮ 比较 ＶＤＲ－Ｆｏｋ１ 的３ 种

基因型的 ＳＦꎬ Ｆ 型的 ＳＦ 最大ꎬ 其次是 Ｆｆ
型ꎬ ｆ 型最小ꎬ ３ 者间均达到显著性水平 (Ｐ
<０.０１ꎬ 表 ２)ꎮ

本研究中长白和大约克等瘦肉型猪的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以 Ｆ 型为主ꎬ 无 ｆ 型ꎬ 所测

的 ＬＤ－ ＳＦ 最大ꎻ 其次是巴山和杜杜山ꎬ 它

们的 Ｆ 型和 Ｆｆ 型都高并伴随较大的 ＬＤ－ ＳＦꎻ
杜山和杜杜山的 Ｆ 型比例低ꎬ 含有较多的 ｆ
型和 Ｆｆ 型ꎬ 尤其是 ｆ 型的存在ꎬ 它们总 ＬＤ－
ＶＤＲ－ＤＮＡ 也少ꎬ 肌力也小 (表 ２) [５－８ꎬ１７]ꎮ

２.１ 已提示瘦肉型猪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蛋白

表达量明显高于杂交猪和山猪ꎬ 这使得瘦肉

型猪 ＬＤ－ＳＦ 明显增强ꎻ ２.２ 业已揭示了瘦肉型

杂交猪 ＬＤ－ＶＤＲ－ＤＮＡ /蛋白表达量明显高于

山猪ꎬ 导致肌量增加和肌力的提高[８ꎬ１３－１７]ꎮ

图 ８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基因型比对

Ｆｉｇ. 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ｌｏｃｕｓ

表 ２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基因型对剪切力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ｎｏｔｙｐ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Ｄ－ＶＤＲ－Ｆｏｋ１ ｌ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ｅａｒ ｆｏｒｃｅ

头数
Ｎｏ.

Ｆ Ｆｆ ｆ

４２ ３７ ２２
Ｐ１ Ｐ２

剪切力 (Ｋｇｆ)
ＳＦ ２.７０±０.６６ａ ２.５４±０.７８ｂ ２.１７±０.５９ｂｃ ０.０２ ０.００５

注: Ｐ１示 ＧＬＭ 模型的显著性检验ꎬ Ｐ２示模型中 ３ 基因型之间显著性检验ꎻ 不同肩标字母表示基因型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ꎬ
Ｐ<０.０５ 示差异显著ꎬ Ｐ<０.０１ 示差异极显著ꎮ

３　 结　 论
研究认为ꎬ 猪骨骼肌细胞存在 ＶＤＲ －

ＤＮＡ /蛋白ꎬ 但表达量存在猪种间差异ꎬ 它

们依次为瘦肉型猪>杂交猪>山猪ꎬ 是影响肌

力和肌量的主要内因ꎮ 当 ＶＤＲ－ＤＮＡ /蛋白高

表达时ꎬ 有利于 ＬＤ 肌量增加和肌力增强ꎮ
其中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是诱导骨骼肌增

生的关键部位ꎮ 由于瘦肉型猪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

点突变ꎬ 其基因型只具有 Ｆ 型和 Ｆｆ 型ꎬ Ｆ 型

导致肌纤维增粗、 肌量增加ꎬ 最终引起肌力

提高ꎻ 而山猪 ＬＤ－ＶＤＲ－ Ｆｏｋ１ 的 Ｆ 型低表

达ꎬ ｆ 型的存在使得肌纤维纤细且肌节长ꎬ
不利于骨骼肌高度发育ꎬ 故导致肌量少且肌

力弱ꎮ
除 ＶＤＲ－ＤＮＡ /蛋白和 ＶＤＲ－Ｆｏｋ１ 位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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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性是诱导肌肉增生的首要主导因素外ꎬ 肌

量也影响肌力受的强弱ꎬ 其中肌纤维、 肌原

纤维粗细与 ＳＦ 呈极显著正相关ꎬ 而肌内脂

肪 (ＩＭＦ)、 ＳＬ 和 Ａ / Ｉ 比等则明显削弱 ＳＦꎮ
为此ꎬ 本文分别就显微结构和超微结构的主

要参数与 ＳＦ (应变量) 做多元回归ꎬ 建立二

组方程ꎮ 方程 １ ＹＳＦ ＝ ０.０４１ＸＭＦＤ＋０.０００１ＸＤＭＦ－
０.２３ＸＲＭＦ － ０.０２２ＸＩＭＦ ＋０.３４５ (Ｒ ＝ ０.４５６ꎬ Ｐ ＝
０.０００１)ꎬ 方程 ２ ＹＳＦ ＝ １. ７６９ＸＭＤ ＋ ０. ０２６ＸＳＬ －
０.０３１ＸＡ/ Ｉ－１.０３３ (Ｒ ＝ ０.５３２ꎬ Ｐ ＝ ０.０００１)ꎮ 方

程 １ 和方程 ２ 中 ＭＦＤ 和 ＭＤ 是影响 ＳＦ 的首

选因素ꎬ 它们的贡献率最大ꎻ 还注意到肌内

脂肪和肌节 Ａ / Ｉ 比是减弱肌力的因素ꎮ 所

以ꎬ 肌纤维 /肌原纤维越粗ꎬ 肌内脂肪越少ꎬ
肌力越强ꎬ 反之则小ꎻ 它们均受 ＶＤＲ－ＤＮＡ /
蛋白和 Ｆｏｋ１ 位点多态性介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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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 与维生素 Ｅ 协同抗衰老小鼠
的脂质过氧化作用

孟　 佳　 徐彩菊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杭州 ３１００５１)

　 　 摘　 要　 目的: 探讨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与维生素 Ｅ 协同作用对自然衰老小鼠抗氧化能力的影响ꎮ 方法: 自

然衰老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 维生素 Ｅ 组、 辅酶 Ｑ１０ ＋维生素 Ｅ 组 (１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ｍｇ / ｋｇＢＷ)ꎮ 实

验结束后测血中丙二醛 (ＭＤＡ) 含量、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的活

力ꎮ 结果: 辅酶 Ｑ１０与维生素 Ｅ 协同可显著提高衰老小鼠血中的 ＳＯＤ 活性ꎬ 明显降低 ＭＤＡ 含量ꎮ 结论: 辅

酶 Ｑ１０与维生素 Ｅ 协同可显著提高衰老小鼠的抗氧化能力ꎬ 其抗氧化效果优于单独的维生素 Ｅꎮ
关键词　 辅酶 Ｑ１０ꎻ 维生素 Ｅꎻ 衰老小鼠ꎻ ＳＯＤꎻ ＭＤＡ

　 　 衰老是生命进程中机体各组织器官出现

功能和形态退变的过程ꎮ 辅酶 Ｑ１０是真核生

物细胞线粒体电子传递链的组成成分ꎬ 参与

氧化磷酸化ꎬ 临床上主要用于心脏病的治

疗ꎬ 增加能量的供应ꎮ 辅酶 Ｑ１０也是体内一

个重要的还原剂ꎬ 能清除自由基ꎬ 减轻氧化

损伤ꎮ 体内外的实验表明ꎬ 维生素 Ｅ 是非常

重要的阻断自由基链式反应的抗氧化剂ꎬ 能

够预防和减轻体内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物的破

坏ꎬ 保持组织的完整性ꎬ 在生命活动中起着

及其重要的作用ꎮ 迄今为止ꎬ 脂溶性辅酶

Ｑ１０的抗氧化作用已比较明确ꎬ 而对水溶性

辅酶 Ｑ１０研究较少ꎮ 本次试验通过对水溶性

辅酶 Ｑ１０和 ＶｉｔＥ 在老龄鼠中抗氧化作用效果

的比较ꎬ 说明两者的协同作用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材料

１.１.１　 实验动物

ＩＣＲ 老龄小鼠由中科院上海实验动物中

心提供ꎬ 清洁级ꎬ 雌性ꎬ 为 ９ 月龄ꎬ 实验前

在动物房适应 １ 个月ꎮ

１.１.２　 受试物

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和 ＶｉｔＥ 的混合物 (１ ∶ １ꎬ
ｍ / ｍ) 及 ＶｉｔＥ 均由浙江某公司提供ꎮ

１.１.３　 试剂及仪器

血红蛋白、 ＭＤＡ、 ＳＯＤ 及 ＧＳＨ－ＰＸ 测

定试剂盒均购自南京建成生物工程研究所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剂量设计

实验设三个剂量组、 阴性对照组和 ＶｉｔＥ
对照组ꎮ 低、 中、 高三个剂量分别为 １０.０、
２０.０、 ６０.０ｍｇ / ｋｇＢＷ.ꎮ

１.２.２　 动物分组

试验前取尾血ꎬ 测丙二醛 (ＭＤＡ) 值ꎮ
实验时按 ＭＤＡ 水平随机分组ꎮ

１.２.３　 实验方法

各组灌胃给受试物ꎬ 每天一次ꎬ 连续 ３５
天ꎬ 对照组给蒸馏水ꎬ 处理同受试物组ꎬ
ＶｉｔＥ 对照组剂量为 ６０.０ｍｇ / ｋｇＢＷ (用植物

油为溶媒)ꎮ 实验结束时内眦静脉采血ꎬ 测

定红细胞中超氧化物歧化酶 ( ＳＯＤ) 活力、
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ＧＳＨ－ＰＸ) 活力和

ＭＤＡ 含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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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统计方法

全部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 ＰＣ 软件包在微机上

进行统计处理ꎮ

２　 结　 果

２.１　 受试物对小鼠红细胞 ＭＤＡ 含量的

影响

　 　 结果见表 １ꎮ 与阴性对照组 (蒸馏水)
比较ꎬ 三剂量组小鼠实验后红细胞 ＭＤＡ 含

量明显降低ꎬ 差异均有显著性 (ｑ 检验ꎬ Ｐ<
０.０５)ꎮ 其中辅酶 Ｑ１０＋ＶｉｔＥ 组对 ＭＤＡ 含量的

降低较 ＶｉｔＥ 组效果更明显ꎮ

２.２　 受试物对小鼠红细胞 ＳＯＤ 活力的

影响

　 　 结果见表 １ꎮ 与阴性对照组 (蒸馏水)
比较ꎬ 高剂量组小鼠实验后红细胞 ＳＯＤ 活力

明显增高ꎬ 差异有显著性 ( ｑ 检验ꎬ Ｐ <
０.０５)ꎮ 其中高剂量组的 ＳＯＤ 活力较 ＶｉｔＥ 组

增高更明显ꎮ

２.３　 受试物对小鼠全血 ＧＳＨ－ＰＸ 活力的

影响

　 　 结果见表 １ꎮ 三剂量组小鼠实验后全血

ＧＳＨ－ＰＸ 活力和阴性对照组 (蒸馏水) 比

较ꎬ 差异有显著性 (方差分析ꎬ Ｐ<０.０５)ꎬ
但各剂量组小鼠实验后全血 ＧＳＨ－ＰＸ 活力分

别与阴性对照组 (蒸馏水) 比较ꎬ 差异均无

显著性 (ｑ 检验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４　 受试物对小鼠脏器 /体重比值的影响

结果见表 ２ꎮ 受试物三剂量组小鼠胸腺 /
体重比值、 脾脏 /体重比值与肝脏 /体重比值

和阴性对照组 (Ｈ２Ｏ) 比较ꎬ 均无显著性差

异 (方差分析ꎬ Ｐ>０.０５)ꎮ

表 １　 受试物对老龄小鼠红细胞 ＭＤＡ含量、 ＳＯＤ和全血 ＧＳＨ－ＰＸ活力的影响

剂量组
(ｍｇ / ｋｇ)

动物数
(只)

红细胞 ＭＤＡ (ｎｍｏｌ / ｍｇＨｂ)

实验前 实验后

红细胞 ＳＯＤ 活力
(ＮＵ / ｇＨｂ)

全血 ＧＳＨ－ＰＸ 活
(酶活力单位)

阴性对照 １０ ３.９３±１.０５ ４.２６±０.９５ １２６３４.３８±８０８４.５８ ２００.１±３０.９

ＶｉｔＥ (６０) １０ ３.７５±０.７７ ３.３３±０.４０＃ １６１５４.５６±７４３１.１７ ２２０.０±２５.６

１０.０ １０ ３.９１±０.８９ ３.４４±０.７３＃ １４１５１.６９±７５７２.９５ １９８.１±２３.０

２０.０ １０ ３.８０±０.８８ ２.９３±０.７１＃ １５６２３.６９±７６７５.１６ ２１８.５±２３.９

６０.０ １０ ３.９１±０.４９ ２.１７±０.５８＃ ２２４６９.６０±６６８０.６０＃ ２２７.２±２４.４

ｑ 检验: 与阴性对照比较＃Ｐ<０.０５ꎻ 与溶剂对照比较△Ｐ<０.０５ꎮ

表 ２　 受试物对老龄小鼠脏器 /体重比值的影响

剂量组
(ｍｇ / ｋｇ)

动物数
(只)

胸腺 /体重
(ｍｇ / ｇ)

脾脏 /体重
(ｍｇ / ｇ)

肝脏 /体重
(ｍｇ / ｇ)

阴性对照 １０ １.４４１±０.３２２ ４.９３６±２.３５０ ５１.２２８±４.４８７

ＶｉｔＥ (６０) １０ １.８１３±０.８４７ ５.３７２±２.２３３ ５２.８８６±６.２５１

１０.０ １０ ２.７１８±２.１４５ ６.１３７±４.２６０ ５５.６９４±６.５９５

２０.０ １０ ２.９２１±１.８１５ ５.６１０±２.１３８ ５５.１７０±１８.０６０

６０.０ １０ ２.０９３±１.４３１ ５.８６６±３.１７４ ６６.７１０±１８.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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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衰老的自由基学说认为ꎬ 自由基及其脂

质过氧化物的代谢产物ꎬ 如 ＭＤＡ 能使蛋白

质和 ＤＮＡ 分子发生分子内和分子间的交联ꎬ
造成 ＤＮＡ 和蛋白质的损伤ꎬ 加速衰老进程ꎮ
正常情况下机体具有相应的酶系统来消除自

由基ꎬ 保护机体免受自由基的攻击ꎮ ７０ 年

代以来ꎬ 随着近代医学和营养学的发展ꎬ 使

人们对维生素 Ｅ 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ꎮ 体

内、 外的实验表明ꎬ 维生素 Ｅ 是非常重要的

阻断自由基链式反应的抗氧化剂ꎬ 不但预防

和减轻体内细胞膜脂质过氧化物的破坏ꎬ 保

持组织的完整性以及在生命活动中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ꎮ
机体通过酶系统与非酶系统产生氧自由

基ꎬ 后者能攻击生物膜中的多不饱和脂肪酸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ＰＵＦＡ) 引发

脂质过氧化作用ꎬ 并因此形成脂质过氧化

物ꎮ 如: 醛基 (丙二醛 ＭＤＡ)、 酮基、 羟

基、 羰基、 氢过氧基或内过氧基ꎬ 以及新的

氧自由基等ꎮ 脂质过氧化物作用不仅把活性

氧转化成活性化学剂ꎬ 即非自由基性的脂类

分解产物ꎬ 而且通过链式或链式支链反应ꎬ

放大活性氧的作用ꎮ 氧自由基不但通过生物

膜中多不饱和脂肪酸 (ＰＵＦＡ) 的过氧化引

起细胞损伤ꎬ 而且还能通过脂氢过氧化物的

分解引起细胞损伤ꎮ 因而测试 ＭＤＡ 的量常

常可反映机体内脂质过氧化的程度ꎬ 间接地

反映出细胞的损伤的程度ꎮ 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对机体的氧化与抗氧化平衡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ꎬ 此酶能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

基 (Ｏ２
－) 保护细胞免受损伤ꎮ

本试验结果表明ꎬ 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 与

ＶｉｔＥ 协同可使血 ＳＯＤ 的活性升高ꎬ ＭＤＡ 含

量下降ꎬ 因此可以认为ꎬ 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与

ＶｉｔＥ 协同可增强机体对自由基的清除能力ꎬ
抑制脂质过氧化ꎬ 减少ＭＤＡ 含量ꎬ 起到保护

机体的作用ꎬ 从而可以对抗机体自然衰老中

的退行性变ꎬ 而其保护作用的效果优于单独

的 ＶｉｔＥꎮ 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与 ＶｉｔＥ 协同时老龄

小鼠胸腺 /体重、 脾脏 /体重与肝脏 /体重比

值和阴性对照组 (Ｈ２Ｏ)、 ＶｉｔＥ 组比较ꎬ 虽

然未达到统计学差异ꎬ 但在数值上三剂量组

值均高于阴性对照组 (Ｈ２Ｏ)、 ＶｉｔＥ 组ꎬ 说

明水溶性辅酶 Ｑ１０与 ＶｉｔＥ 协同对老龄小鼠的

免疫器官有一定的保护和促进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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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防治中的应用∗

郭红辉１ 　 郭　 奕１ꎬ２ 　 张佩雯１ꎬ２ 　 凌文华２

(１.韶关学院英东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ꎬ 韶关 ５１２００５ꎻ ２.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ꎬ 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摘　 要　 随着肥胖症的流行ꎬ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ＮＡＦＬＤ) 已成为最为

常见的慢性肝病ꎬ 其病理过程包括单纯性脂肪肝、 脂肪性肝炎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ｓｔｅａ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ꎬ ＮＡＳＨ)、 ＮＡＳＨ
相关肝纤维化和肝硬化ꎮ 单纯性脂肪肝预后较好ꎬ 而一旦进展为 ＮＡＳＨꎬ 发生终末期肝病的风险急剧增加ꎮ
影响 ＮＡＦＬＤ 发病和病程进展的因素非常复杂ꎬ 生活方式特别是饮食和体力活动是其中的关键因素ꎮ 通过限

制食用高糖高脂食物减少热量摄入有利于 ＮＡＦＬＤ 的转归ꎮ 同时ꎬ 增加一些微量营养素 (如维生素 Ａ、 Ｄ 和

Ｅ) 和植物化学物 (甜菜碱、 熊果酸和花色苷等) 摄入也被认为是控制 ＮＡＦＬＤ 病程进展的有效措施ꎮ 由于

维生素制剂种类丰富ꎬ 剂量容易控制ꎬ 成为通过营养干预手段防治 ＮＡＦＬＤ 的研究热点ꎮ 本文主要针对部分

维生素治疗 ＮＡＦＬＤ 的临床效果进行综述ꎬ 并分析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ꎮ
关键词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ꎻ 维生素 Ｅꎻ 抗氧化ꎻ 抗炎

１　 前　 言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 (ｎｏｎ－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ｆａｔ￣
ｔｙ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ＮＡＦＬＤ) 是指肝组织病理学

改变与酒精性肝病相类似ꎬ 但患者无过量饮

酒史ꎬ 以肝细胞脂肪变性和脂质贮积为主要

特征的临床病理综合征ꎬ 其病理过程包括单

纯性脂肪肝、 脂肪性肝炎 ( ｎｏｎ －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ｓｔｅａｔｏ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ꎬ ＮＡＳＨ)、 ＮＡＳＨ 相关肝纤维化

和肝硬化ꎮ 近年来ꎬ 随着肥胖症和代谢综合

征的流行ꎬ ＮＡＦＬＤ 已成为欧美等西方发达国

家居民肝功能酶学异常和慢性肝病最常见的

原因[１]ꎮ 目前我国尚未有全国范围内的

ＮＡＦＬＤ 流行病学调查结果ꎬ 但有资料显示在

上海、 广州和香港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人

ＮＡＦＬＤ 总体患病率在 １５％左右[２]ꎬ 随着体

重和年龄增长ꎬ 发病率会更高[３]ꎮ 单纯性脂

肪肝的近期预后良好ꎬ 而一旦转变为 ＮＡＳＨꎬ

约 ４１％的患者会发生纤维化进展ꎬ １５％可发

展为肝硬化ꎬ 甚至发生肝功能衰竭和肝癌等

终末期肝病[４]ꎮ
ＮＡＦＬＤ 的发生和发展与生活方式密切相

关ꎬ 因此在 ＮＡＦＬＤ 的防治中ꎬ 对于单纯性

脂肪肝和 ＮＡＳＨ 患者ꎬ 提倡把运动和控制饮

食作为治疗 ＮＡＦＬＤ 的基础ꎮ 如何使营养素

的摄入量最优化是一个值得重点研究的问

题ꎮ 流行病学研究表明ꎬ 过多摄入高脂高热

量食物ꎬ 特别是饱和脂肪和精制糖含量高的

食物ꎬ 会促使 ＮＡＦＬＤ 恶化ꎻ 而通过食物增

加 ｎ－ ３ 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 Ｅ、 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Ｃ 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ꎬ 则有助

于减轻肝内脂肪沉积、 炎症反应和纤维

化[５]ꎮ 由于维生素补充剂的制剂种类丰富ꎬ
剂量容易控制ꎬ 成为通过营养干预手段防治

ＮＡＦＬＤ 的研究热点[６]ꎮ 然而ꎬ 现有的报道

由于研究对象选择、 剂量设定和干预时间差

∗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Ｎｏ. ８１３７２９９４)ꎻ 广东省扬帆计划高层次人才项目 (Ｎｏ. ２０１４３４０１５)ꎮ
郭红辉 (１９７７－　 )ꎬ 男ꎬ 博士ꎬ 教授ꎬ 研究方向为膳食营养与健康ꎻ Ｔｅｌ: ０７５１－８１２０１６７ꎻ Ｅ－ｍａｉｌ: ｇｕｏｈｈ１９９９＠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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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ꎬ 研究结果并不一致ꎮ 本文选择几种研究

较为集中的维生素ꎬ 对其在 ＮＡＦＬＤ 防治中

的应用效果进行综述ꎬ 并结合模式动物试验

结果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机制ꎮ

２　 几种维生素对 ＮＡＦＬＤ 的防治
作用

２.１　 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Ａ 是指含有视黄醇结构并具有其

生物活性的一类物质ꎬ 是最早发现的维生素ꎮ
维生素 Ａ 在肝脏中含量最为丰富ꎬ 贮存在静

止态的肝星状细胞内ꎬ 而在 ＮＡＦＬＤ 患者肝

脏ꎬ 维生素 Ａ 有流失的现象ꎬ 肝星状细胞活

化为成纤维细胞ꎬ 大量增殖ꎮ 有研究者推测

维生素 Ａ 缺乏可能会促使肝星状细胞活化ꎬ
出现纤维化肝损伤ꎬ 加速 ＮＡＦＬＤ 病程进ꎮ

Ａｍｅｎｇｕａｌ Ｊ 课题组的研究表明ꎬ 对于普

通饲料喂养的小鼠ꎬ 视黄酸干预可以促进肝

脏脂肪酸的氧化ꎬ 降低甘油三酯的合成速

率[７]ꎮ 同样ꎬ 在高脂饲料喂养肥胖小鼠ꎬ 视

黄酸干预可以减少肝脏脂肪沉积ꎬ 减轻肝细

胞气球样变性[８]ꎮ Ｌｉｕ 等人采用病例－对照研

究比较了健康人群和不同病程阶段 ＮＡＦＬＤ
患者血浆视黄酸浓度ꎬ 发现单纯性脂肪肝和

ＮＡＳＨ 患者的血浆视黄酸水平显著低于对照

人群ꎬ 并且和肝脏甘油三酯含量呈负相关关

系 (ｒ ＝ －０.７００ꎬ Ｐ< ０.００１)ꎬ 该研究还发现

ＮＡＦＬＤ 患者肝脏活检组织内视黄酸受体

αｍＲＮＡ 的表达水平也显著低于对照组ꎬ 提

示维生素 Ａ 摄入不足或者代谢障碍可能是

ＮＡＦＬＤ 的危险因素[９]ꎮ

２.２　 维生素 Ｄ
维生素 Ｄ 为固醇类衍生物ꎬ 最重要的成

员是麦角钙化醇 (Ｄ２) 和胆钙化醇 (Ｄ３)ꎮ
杨冰冰采用病例 ( ｎ ＝ １１５０) 对照研究分析

了维生素 Ｄ 缺乏与 ＮＡＦＬＤ 之间的相关性ꎬ
发现维生素 Ｄ 缺乏在青年 ＮＡＦＬＤ 患者中更

为普遍ꎬ 且和超声判断的脂肪变性程度呈明

显相关[１０]ꎮ Ｔａｒｇｈｅｒ 等人将 ６０ 名肝脏穿刺确

认的 ＮＡＦＬＤ 患者血浆的维生素 Ｄ３ 浓度和健

康人群作了比较ꎬ 发现在校正了性别、 年

龄、 体质指数 (ＢＭＩ) 和胰岛素抵抗水平之

后ꎬ ＮＡＦＬＤ 患者维生素 Ｄ３水平显著低于对

照人群ꎬ 且和肝脏病变程度有关[１１]ꎮ 这一

结论也得到了其他课题组的研究证实ꎬ 缺乏

维生素 Ｄ 会导致不良的 ＮＡＦＬＤ 预后[１２ꎬ１３]ꎮ
那么补充维生素 Ｄ 能否有助于缓解

ＮＡＦＬＤ? Ｈａｎ Ｈ 等人利用胆碱缺乏饮食诱导

建立 ＮＡＦＬＤ 大鼠模型ꎬ 给予不同剂量的维

生素 Ｄ３干预 １２ 周ꎬ 发现维生素 Ｄ３会促进其

受体在肝脏表达ꎬ 有助于减少大鼠肝脏脂肪

沉积和肝细胞凋亡ꎬ 但高剂量会带来负效

应[１４]ꎮ 到目前为止ꎬ 人群干预试验报道较

少ꎬ 且没有明确的答案ꎮ Ｆｏｒｏｕｇｈｉ Ｍ 招募了

６０ 名 ＮＡＦＬＤ 患者ꎬ 每周服用一粒 ５０ ０００ ＩＵ
的维生素 Ｄ３ 软胶囊ꎬ 干预 １０ 周ꎬ 与基线资

料相比ꎬ 血清甘油三酯和急性反应蛋白 Ｃ 有

所降低ꎬ 但与安慰剂组前后的变化没有差

异ꎬ 血清转氨酶活性也没有显著变化[１５]ꎮ
Ｓｈａｒｉｆｉ Ｎ 课题组用同样的维生素 Ｄ 剂量对 ５３
名 ＮＡＦＬＤ 志愿者开展了为期 ４ 个月的随机

对照临床试验 (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ꎬ
ＲＣＴｓ) 研究ꎬ 干预组每两周补充一次维生素

Ｄꎬ 与服用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ꎬ 虽然干预

组胰岛素抵抗指数、 血浆脂质过氧化物丙二

醛和急性反应蛋白 Ｃ 炎症因子水平有所降

低ꎬ 但是转氨酶水平并没有降低[１６]ꎬ 说明

维生素 Ｄ３ 可以辅助改善 ＮＡＦＬＤ 症状ꎬ 但并

不能直接减轻肝损伤ꎮ

２.３　 维生素 Ｅ
维生素 Ｅ 是一种有 ８ 种形式的脂溶性维

生素ꎬ 为一重要的抗氧化剂ꎮ 维生素 Ｅ 包括

生育酚和三烯生育酚两类共 ８ 种化合物ꎬ 即

α、 β、 γ、 δ 生育酚和 α、 β、 γ、 δ 三烯生

育酚ꎬ α－生育酚是自然界中分布最广泛含量

最丰富、 抗氧化活性最高的维生素 Ｅ 形式ꎮ
氧化应激是 ＮＡＦＬＤ 的一个病理基础ꎬ 会导

致肝细胞内脂质过氧化ꎬ 线粒体膜电位异常

而启动凋亡程序ꎮ 维生素 Ｅ 作为抗氧化剂ꎬ
能够很好的清除代谢产生的羟基自由基、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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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氧自由基和过氧化自由基ꎮ 在蛋氨酸－胆
碱缺乏饮食诱导的 ＮＡＦＬＤ 大鼠模型ꎬ 尽管

维生素 Ｅ 不能有效改善肝脏的病理损伤程

度ꎬ 但生育酚转运蛋白的表达水平有显著升

高ꎬ 且肝脏脂质过氧化物的水平有明显降

低[１７]ꎮ 而在高脂饮食喂养联合腹腔注射脂

多糖诱导建立的小鼠 ＮＡＳＨ 模型ꎬ α－生育酚

干预不仅能显著降低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ꎬ
还可以有效降低血浆谷丙转氨酶 ( ａｌａｎｉｎｅ
ｔｒａｎｓａｍｉｎａｓｅꎬ ＡＬＴ) 和肿瘤坏死因子 －α 水

平ꎬ 减轻炎症反应[１８]ꎮ
Ｖｏｓ ＭＢ 等对 １４９ 名肝脏穿刺确诊的儿

童 ＮＡＦＬＤ 患者横断面调查发现ꎬ 膳食维生

素 Ｅ 摄入量和肝脏的脂肪变性程度呈负相

关ꎬ 指出维生素 Ｅ 缺乏会加速病程进展[１９]ꎮ
所以ꎬ 尽管目前还没有关于 ＮＡＦＬＤ 治疗的

成熟方案ꎬ 美国已把每天服用 ８００ＩＵ 维生素

Ｅ 列入控制 ＮＡＳＨ 的临床指南[２０]ꎮ 以该剂量

干预 ８４ 名 ＮＡＦＬＤ 患者 ９６ 周ꎬ 与安慰剂对

照组 (ｎ＝ ８３) 相比ꎬ 血清谷丙转氨酶和谷草

转氨酶活力、 肝脏脂肪变性、 炎症和纤维化

评分均有显著降低ꎬ 达到了与胰岛素增敏剂

吡格列酮 (ｎ＝８０) 相当的水平ꎬ 不过吡格列

酮干预组患者体重有显著增加ꎬ 维生素 Ｅ 干

预没有类似的副作用[２１ꎬ２２]ꎮ Ｌａｖｉｎｅ ＪＥ 等对

１７３ 名 ８－１７ 岁的 ＮＡＦＬＤ 青少年患者 ９６ 周的

维生素 Ｅ (８００ＩＵ / ｄ) 和降脂药物二甲双胍

(１０００ ｍｇ / ｄ) 干预实验结果表明ꎬ 虽然两种

干预使肝脏病理评分有所改善ꎬ 但血浆转氨

酶水平与安慰剂组相比没有明显变化[２３]ꎮ
Ｈａｎ Ｙ 等比较了 ２４ 周中剂量维生 素 Ｅ
(３００ＩＵ / ｄ) 和抗炎药物双环醇 (７５ ｍｇ / ｄ)
干预对 ＮＡＦＬＤ 伴糖耐量减低的治疗情况ꎬ
两组患者肝脏 ＮＡＦＬＤ 活动度评分干预前后

都有显著改善ꎬ 但维生素 Ｅ 不能有效降低血

浆转氨酶活性[２４]ꎮ 而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

的 ＮＡＦＬＤ 伴代谢综合征患者开展的 ＲＣＴ 研

究ꎬ 大剂量维生素 Ｅ (８８３ ＩＵ / ｄ) 干预 ６ 个

月ꎬ 可以有效显著降低血浆 ＡＬＴ 水平[２５]ꎮ
Ｓａｔｏ Ｋ 等人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之前发表的 ５ 项维

生素 Ｅ 干预 ＮＡＦＬＤ 临床试验研究作了 ｍｅｔａ

分析ꎬ 认为维生素 Ｅ 可以有效改善单纯性脂

肪肝和 ＮＡＳＨ 患者的肝功能ꎬ 减轻脂肪变性

和炎症性肝损伤ꎬ 为维生素 Ｅ 在 ＮＡＦＬＤ 防

治中的应用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２６]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长期大剂量补充维生素

Ｅ (≧４００ＩＵ / ｄ) 可能会打破细胞内部的氧化

还原系统ꎬ 诱发促氧化反应ꎮ 有 Ｍｅｔａ 分析

指出ꎬ 大剂量维生素 Ｅ 可能会增加出血性血

栓、 前列腺癌和全因死亡风险[２７]ꎮ 所以ꎬ
应用大剂量维生素 Ｅ 来干预 ＮＡＦＬＤ 的安全

性和有效性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验证ꎮ

２.４　 Ｂ 族维生素

Ｂ 族维生素包括 ８ 种类型ꎬ 硫胺素

(Ｂ１ )ꎬ 核黄素 ( Ｂ２ )ꎬ 烟酸 ( Ｂ３ )ꎬ 泛酸

(Ｂ５)ꎬ 吡多醇 (Ｂ６)ꎬ 叶酸 (Ｂ９) 和氰钴胺

(Ｂ１２)ꎬ 其中 Ｂ３、 Ｂ９ 和 Ｂ１２ 被认为和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关系更为密切ꎮ

烟酸经氨基转移作用生成烟酰胺ꎬ 后

者与磷酸核糖焦磷酸反应形成烟酰胺单核

苷酸ꎬ 然后与 ＡＴＰ 结合成烟酰胺腺嘌呤二

核苷酸 ( ｎｉｃｏ － ｔｉｎａｍｉｄｅ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ｄｉ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ꎬ
ＮＡＤ)ꎬ 又称辅酶Ⅰ (ＣｏⅠ)ꎮ ＮＡＤ 与腺苷

三磷酸 (ＡＴＰ) 结合成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

酸磷酸 ( ｎｉｃｏ － ｔｉｎａｍｉｄｅ ａｄｅｎｉｎｅ ｄｉｎｕｃｌｅｏｔｉｄｅ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ꎬ ＮＡＤＰ)ꎬ 又称辅酶Ⅱ (ＣｏⅡ)ꎮ
在许多无氧脱氢酶中 ＮＡＤ 与 ＮＡＤＰ 起到脱

氢辅酶的作用ꎮ ＮＡＤ 及 ＮＡＤＰ 均为细胞代谢

过程中氧化还原反应系统的主要辅酶ꎬ 同时

参与脂肪酸氧化ꎮ 在人 ＨｅｐＧ２ 和原代肝细

胞ꎬ 烟酸可以抑制棕榈酸孵育引起的脂质沉

积ꎬ 减少活性氧自由基产生和炎症因子白介

素－ ８ 的表达[２８]ꎮ 在高脂饮食喂养的大鼠

ＮＡＦＬＤ 模型ꎬ 饲料添加烟酸 (５ ｇ / ｋｇ) 干预

６ 周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动物体重增长没有差

异ꎬ 但肝脏重量和脂肪含量较低ꎬ 脂肪变性

程度有明显缓解ꎬ 肝脏二酰基甘油酰基转移

酶的表达及活性显著降低ꎬ 提示烟酸可能是

通过抑制甘油三酯合成来减少脂质沉积[２９]ꎮ
同样ꎬ 对于血脂紊乱超重人群ꎬ 大剂量

(２ ｇ / ｄ)烟酸干预 ２３ 周ꎬ 受试者 ( ｎ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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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甘油三酯和肝脏脂肪含量较基线都有显

著降低[３０]ꎮ Ｆａｂｂｒｉｎｉ Ｅ 课题组开展的一项为

期 １６ 周的 ＲＣＴ 研究比较了降脂药物非诺贝

特 (２００ ｍｇ / ｄ) 和烟酸 (２ ｇ / ｄ) 对 ＮＡＦＬＤ
的治疗效果ꎬ 与安慰剂对照组相比ꎬ 虽然两

个干预组患者肝脏脂肪含量没有显著变化ꎬ
但血浆甘油三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含量有显著

降低ꎬ 另外烟酸提高了机体组织对胰岛素的

敏感性[３１]ꎮ
叶酸与维生素 Ｂ１２一起合成甲硫氨酸和

胆碱ꎬ 产生嘌呤和嘧啶的过程中的中间物质

如甲基钴胺和辅酶ꎬ 作为甲基供体参与许多

重要化合物的甲基化过程ꎬ 因此临床上通常

把这两种 Ｂ 组维生素的健康效应共同研究ꎮ
缺乏甲基供体时ꎬ 可影响胆碱进而影响磷脂

及脂蛋白的合成ꎮ 动物实验已表明ꎬ 在饲料

中加入乙醇胺或甲基供体的竞争物ꎬ 或同时

减少合成甲基所需的前体物质如叶酸、 维生

素 Ｂ１２等ꎬ 均可致胆碱合成减少ꎬ 诱发脂肪

肝ꎮ 相反ꎬ 在高糖高脂饲料中加入甲基供

体ꎬ 包括甜菜碱、 胆碱、 叶酸和维生素 Ｂ１２

可以减轻大鼠肝脏的脂肪积聚[３２]ꎮ 据 Ｋｏｐｌａｙ
Ｍ 等人报道ꎬ ＮＡＦＬＤ 患者 (ｎ ＝ ４５) 血浆叶

酸与维生素 Ｂ１２浓度显著低于年龄和 ＢＭＩ 匹

配的健康人群 (ｎ ＝ ３０)ꎬ 并且维生素 Ｂ１２浓

度和 ＡＬＴ 水平、 肝脏脂肪含量成负相关关

系[３３]ꎮ 不过之后 Ｐｏｌｙｚｏｓ ＳＡ 课题组对 ２４ 名

肝脏穿刺确诊的 ＮＡＦＬＤ 患者开展的病例对

照研究ꎬ 并未观察到叶酸或维生素 Ｂ１２与胰

岛素抵抗指数和肝脏病变程度之间的关

联[３４]ꎮ 最近的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综合了 ８ 项关

于甲基供体与 ＮＡＦＬＤ 发病风险之间的研究

报道ꎬ 发现虽然单纯性脂肪肝和 ＮＡＳＨ 患者

血浆同型半胱氨酸水平比健康对照人群有显

著升高ꎬ 但叶酸与维生素 Ｂ１２含量并没有明

显差异[３５]ꎮ 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ꎬ 目前

尚未见到叶酸与维生素 Ｂ１２ 作为受试物的

ＲＣＴ 研究报道ꎮ

２.５　 维生素 Ｃ
由于维生素 Ｃ 同样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

用ꎬ 可能会具有维生素 Ｅ 所发挥的 ＮＡＦＬＤ
肝保护作用ꎮ 在一项针对 ３４７１ 名体检人群

(其中 ９９８ 名 ＮＡＦＬＤ 患者) 的横断面调查研

究中ꎬ Ｗｅｉ Ｊ 等人发现ꎬ 校正能量摄入之后ꎬ
维生素 Ｃ 摄入量在上四分位 (≥１４６.０７ ｍｇ / ｄ)
的调查对象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风险要比下四分

位 (≤７４.８０ ｍｇ / ｄ) 调查对象降低 ７１％[３６]ꎮ
不过ꎬ 在 Ｍａｄａｎ 等人开展的病例对照研究当

中ꎬ ＮＡＦＬＤ 患者和对照组血清维生素 Ｃ 的

水平并没有显著差异[３７]ꎮ 已有的人群干预

试验多是联合使用维生素 Ｃ 和 Ｅꎮ 在 Ｈａｒｒｉ￣
ｓｏｎ ＳＡ 等人对 ＮＡＳＨ 患者开展的一项为期 ６
个月 ＲＣＴ 研究当中ꎬ 受试者每天服用维生素

Ｃ 和 Ｅ 复合物 ( 含 １０００ＩＵ 维生素 Ｅ 和

１０００ｍｇ 维生素 Ｃ)ꎬ 干预组肝脏切片纤维化

评分显著低于安慰剂组ꎬ 但炎症评分和血浆

ＡＬＴ 水平没有统计学差异[３８]ꎮ 在一项 １００５
人参加的为期 ３.６ 年的 ＲＣＴ 研究当中ꎬ 干预

组每天服用 １０００ ｍｇ 维生素 Ｃ 和 Ｅꎬ 加上

２０ｍｇ 阿伐他汀ꎬ 患者肝脏与脾脏的密度比

值较对照组有显著升高ꎬ 说明联合药物干预

可以减少肝脏的脂肪积聚[３９]ꎮ

３　 结　 论

流行病学研究提示多种维生素的营养状

况与 ＮＡＦＬＤ 的发病有关ꎬ 初步的人群干预

试验进一步证实了部分维生素对 ＮＡＦＬＤ 的

防治作用 (表 １)ꎬ 它们可以通过抗氧化、
抗炎、 抑制甘油三酯合成或者促进脂肪酸氧

化等途径减轻脂肪肝病征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由于膳食成分复杂ꎬ 其他营养素以及各种功

能相似的维生素之间会存在交互作用ꎬ 难以

明确某种维生素的具体作用ꎮ 此外ꎬ 已有

ＲＣＴ 研究当中设定的干预剂量远远超过普通

人群的维生素推荐摄入量ꎬ 人数较少ꎬ 纳入

标准不统一ꎬ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更大规

模、 多中心和长时间的人群试验研究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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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营养知识现状评价

欧阳英英　 李菁菁　 程茅伟　 彭　 飞　 戴诗玙　 张　 弛　 龚晨睿∗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６)

　 　 摘　 要　 目的: 了解中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营养知识水平ꎬ 为为推进学校营养教育、 提高中小学生营养

知识水平提供研究和决策依据ꎮ 方法: 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ꎬ 从我国中部贫困地区抽

取 ８ 个县 (市)ꎬ 再按经济水平每县 (市) 抽取 ２ 所初中和 ２ 所小学ꎬ 每所学校按年级分层ꎬ 以教学班为单

位随机整群抽样ꎬ 抽取所有小学四、 五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级学生共计 ２５６９ 人进行自填问卷调查ꎮ 结果:
中小学生对 “牛奶除了含钙外ꎬ 还含有丰富的铁” 正确率低于 ３７.３％、 “谷类食物是那些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正确率低于 ２４.２％、 “哪种维生素可以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得到一定的补充” 正确率低于 ３７.３％、 “怎样预防缺

铁性贫血” 正确率只有 ３１.６％ꎮ 随着年级的提升ꎬ 营养知识得分增加 ( ｔ ＝ １２.７１ꎬ Ｐ<０.００１)ꎮ 中小学生的营

养知识获取途径中ꎬ 最高的是课本 (８２.１０％)ꎮ 结论: 中部贫困地区中小学生营养知识水平较低ꎬ 尤其是食

物营养素含量相关知识ꎬ 营养知识来源以课本传播为主ꎮ 应积极结合贫困地区特点ꎬ 利用校园资源开展营养

健康教育ꎬ 提高学生营养知识水平ꎮ
关键词　 贫困地区ꎻ 中小学生ꎻ 营养知识ꎻ 评价

　 　 青少年的营养状况是影响一个民族人口

素质的重要因素ꎬ 也直接关系到青少年体能

与智能的发育ꎮ 尽管目前我国经济水平取得

了较大幅度提高ꎬ 但由于某些营养素缺乏所

造成的营养不良ꎬ 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

然消失ꎬ 尤其在某些贫困农村地区ꎬ 青少年

的营养不良现象依然存在[１ꎬ２]ꎮ 除膳食因素

外ꎬ 对营养健康知识的了解程度ꎬ 也是影响

儿童青少年健康状况的另一重要因素[３]ꎮ 而

营养教育是改善中小学营养状况的一个有效

而经济的途径[４]ꎮ 本调查以中部贫困地区 ８
个县 (市) 为调查区域ꎬ 了解中小学生的营

养知识状况ꎬ 为推进学校营养教育、 提高中

小学生营养知识水平提供研究和决策依据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分层抽样和随机整群抽样相结合的

方法ꎬ 从我国中部贫困地区抽取麻城市、 红

安县、 孝感市、 长阳县、 郧县、 郧西县、 恩

施市、 鹤峰县 ８ 个县 (市)ꎬ 再按照不同经

济水平每县 (市) 抽取 ２ 所初中和 ２ 所小

学ꎬ 共计抽取 ３２ 所中小学ꎻ 每所学校按年

级分层ꎬ 以教学班为单位随机整群抽样ꎬ 从

中抽取所有小学四、 五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

级学生共计 ２５６９ 人进行问卷调查ꎬ 内容包

括一般情况、 饮食情况、 营养知识水平和来

源态度等ꎮ

∗ 作者简介: 欧阳英英 (１９８４－　 )ꎬ 女ꎬ 江西南昌人ꎬ 博士ꎬ 主要从事营养与食品安全工作ꎮ ０２７－８７６５２１６７ꎬ
Ｅ－ｍａｉｌ: ３１７４１１０１１＠ 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 龚晨睿ꎬ Ｅ－ｍａｉｌ: ３３４６５４５８６＠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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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问卷调查

采用根据调查目的和要求、 经专家组讨

论设计好调查问卷、 并经预调查后修改完善

的小学生和初中生问卷ꎬ 问卷内容包括: 调

查对象的一般情况 (性别、 民族、 出生日

期)、 饮食相关行为、 日常膳食摄入情况、
营养知识水平、 来源及态度ꎬ 对目前实施的

“营养改善计划” 态度、 意见及 “管理办

法” 实施现状ꎮ 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调查小学

四、 五年级和初中一、 二年级学生ꎬ 由学生

当场独立填写ꎬ 并当场收回ꎮ
１.２.２　 判定标准

营养知识评价: 采用营养知识得分及答

对率来计算、 评价ꎻ 中小学生共同的 ９ 道题

目按每题答对得 １ 分ꎬ 答错不得分ꎬ 满分 ９ 分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对原始资料进行检查、 核对后ꎬ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３.１ 建立数据库ꎬ 进行双人录入核

查ꎮ 采用 ＳＡＳ９.４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ꎬ 对计量资料采用 ｔ 检验 (或方差分析)
进行组间比较ꎬ 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营养知识水平

２.１.１　 小学生营养知识知晓率

小学生对食物营养素含量和营养素的主

要来源等知识的知晓率普遍偏低ꎬ 如 “牛奶

除了含钙外ꎬ 还含有丰富的铁” 正确率只有

３７.１９％、 “谷类食物是那些维生素的主要来

源” 正确率只有 ２０.３０％、 “哪种维生素可以

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得到一定的补充” 正确率

只有 ３７.２４％、 “怎样预防缺铁性贫血” 正确

率只有 ２４.１１％ꎮ 具体见表 １ꎮ
２.１.２　 中学生营养知识知晓率

初中生对食物营养素含量和营养素的主

要来源等知识的知晓率也普遍偏低ꎬ 如 “牛
奶除了含钙外ꎬ 还含有丰富的铁” 正确率只

有 ３９.２７％、 “谷类食物是那些维生素的主要

来源” 正确率只有 ２４.３６％、 “哪种维生素可

以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得到一定的补充” 正确

率只有 ３６.８１％、 “怎样预防缺铁性贫血” 正

确率只有 ３１.５８％ꎮ 具体见表 ２ꎮ
２.１.３　 营养知识得分

对小学生和初中生调查表中相同的 ９ 个

营养知识问题ꎬ 如 “你认为下列哪种饮食习

惯是不健康的?” “谷类食物是哪种维生素的

重要来源” “下列哪种维生素可以通过适当

的晒太阳得到一定的补充?” 进行得分比较ꎬ
小学和初中学生的营养知识得分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ｔ ＝ ５.８１ꎬ Ｐ<０.００１)ꎻ 各年级学生的

营养知识知晓率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ｔ ＝
１２.７１ꎬ Ｐ<０.００１)ꎮ 具体见表 ３ꎮ

２.２　 营养知识获取途径

中小学生的营养知识获取途径中ꎬ 最高

的是课本ꎬ 其次是父母或家人ꎬ 再次是电视

广播ꎬ 最低的是专家讲座和报刊杂志ꎮ 具体

见表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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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小学生营养知识知晓率情况

问题 答对人数 应答人数 正确率％

１. 牛奶除了含钙外ꎬ 还含有丰富的铁 ４７２ １２６９ ３７.１９

２. 哪种饮食习惯是不健康的 ９６１ １２７０ ７５.６７

３. 谷类食物是哪种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２５８ １２７１ ２０.３０

４. 哪种维生素可以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得到一定的补充 ４７３ １２７０ ３７.２４

５. 哪类食物是钙的最好来源 ６６７ １２６９ ５２.５６

６. 怎样预防缺铁性贫血 ３０６ １２６９ ２４.１１

７. 经常吃过咸的食物容易引起什么疾病 ４３２ １２６８ ３４.０７

８. 你认为一个人的健康应该是 ８４９ １２３０ ６６.８５

９. 吃得 “营养” 就是多吃鸡、 鱼、 肉、 蛋ꎬ 就能满足人的营养需要 ９４０ １２７１ ７３.９６

１０. 不喜欢吃蔬菜的人ꎬ 可以多吃水果弥补 ６１７ １２７１ ４８.５４

１１. 下列食物中ꎬ 优质蛋白质最好的食物来源是 ５６４ １２７０ ４４.４１

下列哪种食物富含维生素 Ｃ ９１９ １２７１ ７２.３１

１２. 吃糖或甜食过多引起的疾病种类

　 　 肥胖 ９８９ １２６８ ７８.００

　 　 龋齿 ９２１ １２６７ ７２.６９

　 　 肝炎 １０４６ １２６１ ８２.９５

　 　 糖尿病 ９１９ １２６５ ７２.６５

１３. 营养价值较高的饮料

　 　 碳酸饮料 １０４８ １２５６ ８３.４４

　 　 果汁饮料 ６３６ １２５９ ５０.５２

　 　 茶饮料 ７７４ １２５８ ６１.５３

　 　 豆奶 １１０６ １２６８ ８７.２２

１４. 容易致癌的不良饮食习惯

　 　 喜欢吃熏烤食物 ９２４ １２６５ ７３.０４

　 　 喜欢吃高纤维食物 ８３０ １２６１ ６５.８２

　 　 喜欢吃高脂肪食物 ７１０ １２６２ ５６.２６

　 　 喜欢吃蔬菜水果 ８４３ １２６４ ６６.６９

１５. 哪些做法有利于你们长个子

　 　 适当晒太阳 ３２３ １２６１ ２５.６１

　 　 多喝奶 ９６３ １１２７ ８５.４５

　 　 多运动 ８２７ １１２６ ７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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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初中生营养知识知晓率情况

问题 答对人数 应答人数 正确率％

１. 牛奶除了含钙外ꎬ 还含有丰富的铁 ５０９ １２９６ ３９.２７

２. 哪种饮食习惯是不健康的 １１０４ １２９７ ８５.１２

３. 谷类食物是哪种维生素的重要来源 ３１５ １２９３ ２４.３６

４. 哪种维生素可以通过适当的晒太阳得到一定的补充 ４７６ １２９３ ３６.８１

５. 哪类食物是钙的最好来源 ９０８ １２９７ ７０.０１

６. 怎样预防缺铁性贫血 ４０９ １２９５ ３１.５８

７. 经常吃过咸的食物容易引起什么疾病 ６４５ １２９５ ４９.８１

８. 最适合做儿童青少年早餐的食物搭配 ８７６ １２９７ ６７.５４

９. 经常牙龈出血、 鼻流血ꎬ 可能与缺乏什么有关 ５４１ １２９５ ４１.７８

１０. 吃糖或甜食过多引起的疾病种类

　 　 肥胖 １２０４ １２９６ ９２.９０

　 　 龋齿 １００８ １２９７ ７７.７２

　 　 肝炎 ９５２ １２９６ ７３.４６

　 　 糖尿病 ９１２ １２９５ ７０.４２

１１. 营养价值较高的饮料

　 　 碳酸饮料 １２１１ １２９６ ９３.４４

　 　 果汁饮料 ５０３ １２９６ ３８.８１

　 　 茶饮料 ９０７ １２９６ ６９.９８

　 　 豆奶 １２３４ １２９６ ９５.２２

１２. 容易致癌的不良饮食习惯

　 　 喜欢吃熏烤食物 １０２８ １２９６ ７９.３２

　 　 喜欢吃高纤维食物 ７６３ １２９６ ５８.８７

　 　 喜欢吃高脂肪食物 ８０３ １２９６ ６１.９６

　 　 喜欢吃蔬菜水果 ９４０ １２９６ ７２.５３

１３. 饮酒对儿童青少年的危害

　 　 影响身体健康和学习成绩 １１６７ １２９６ ９０.０５

　 　 导致免疫功能下 ９５８ １２９６ ７３.９２

　 　 容易发生吸烟、 药物滥用及各种危险行为 ８５８ １２９５ ６６.２５

　 　 容易发生贫血 ５４５ １２９５ ４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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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不同学生营养知识得分情况

分　 组 营养知识得分

学校 小学 ４.２６±１.３７

初中 ４.５５±１.１８

年级 小学四年级 ４.２０±１.４６

小学五年级 ４.３３±１.２７

初中七年级 ４.５２±１.１８

初中八年级 ４.５９±１.１７

表 ４　 中小学生获得营养知识途径报告率 Ｎ (％)

途径 小学生 初中生

课本 ９６２ (７６.１１) １１３９ (８７.９５)

校园宣传或课堂教学 ８３６ (６６.３５) ８７７ (６７.７２)

专家讲座 ７０５ (５５.８２) ５５３ (４２.７０)

电视、 广播 ８８８ (７０.２０) １０４４ (８０.６２)

报刊、 杂志 ６７１ (５３.１３) ７６９ (５９.３８)

网络 ８１８ (６４.７２) ７９５ (６１.３９)

父母或家人 ９４４ (７４.８０) １０７７ (８３.１７)

学生或朋友 ７７５ (６１.４６) ９６２ (７４.２９)

３　 讨　 论

本次研究发现ꎬ 中部贫困地区的中小学

生营养知识掌握度不高ꎬ 尤其是人体有益的

营养素来源知晓率大多在 ４０％以下ꎮ 而中小

学生营养知识水平缺乏现象在全国具有普遍

性[５－８]ꎮ 儿童青少年对营养知识的掌握程度

将直接影响其对食物的选择及饮食习惯的培

养[９ꎬ１０]ꎬ 因此提高学生的营养知识水平也是

改善学生膳食营养状况的重要手段之一[１１]ꎮ
所以ꎬ 今后还应继续加强对贫困地区学生的

营养知识宣教工作ꎬ 尤其是蛋白质、 钙、 铁

等与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密切相关的营养素

食物来源知识ꎮ
Ｒｅｉｎｅｈｒ 等[１２] 认为ꎬ 学生的营养知识掌

握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年龄与在学校所

受的营养知识教育ꎮ 而本研究发现ꎬ 学生年

级越高ꎬ 营养知识得分越高ꎬ 且 ７６％以上的

学生营养知识的来源就是课本ꎮ 在贫困地

区ꎬ 学生营养知识来源主要以课堂教学为

主ꎬ 而贫困农村地区教师营养知识相对匮

乏ꎬ 且大部分学校均无专职教师[１３]ꎬ 学生
很难从课堂上学到较为丰富的营养知识[１４]ꎮ
我们应好好利用学校教育资源ꎬ 大力推动和

发展以学校为基础的营养健康知识传播途

径ꎬ 通过加大对学习教师营养知识培训来提

升教师的营养知识教育技能ꎮ 同时随着互联

网＋时代的来临ꎬ 网络新媒体也被广泛应用

于营养及健康知识的宣传教育ꎮ 我们应结合

贫困地区特点ꎬ 适时的开发适宜贫困地区中

小学生特点的营养知识宣传资源ꎬ 以丰富学

生的学习资源ꎬ 使学生能够及时掌握所需营

养健康知识ꎬ 较早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ꎬ 以

此逐渐改善营养状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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