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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６—１７ 岁儿童膳食蛋白质摄入情况

张　 倩　 杨媞媞　 李　 荔　 徐培培　 甘　 倩　 曹　 薇　 潘　 慧　 许　 娟　 胡小琪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学生营养室)

　 　 合理的蛋白质摄入是保障儿童的生长发

育、 提高免疫功能以及保障智力发育的物质

基础ꎮ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提

出ꎬ ３—１８ 岁男生和 ３—１５ 岁女生的膳食蛋

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每天 ０.９ 克ꎬ 略高

于成人的 ０.８ 克ꎮ 以蛋白质功能比折算ꎬ ３
岁儿童蛋白质提供的能量仅相当于膳食能量

的 ５％左右ꎬ 到了 １７ 岁占 ７％—９％[１]ꎮ 对于

我国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推荐摄入量ꎬ 从 ６ 到 １８ 岁ꎬ 儿童蛋白质

推荐摄入量从每人每天 ３５ 克到 ７５ 克ꎬ 功能

比约占 １５％左右[２]ꎮ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数

据ꎬ 初步分析我国 ６ 到 １７ 岁儿童少年膳食

蛋白质摄入情况ꎮ 调查对象来自于全国 ３１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的 １５０ 个监测点ꎬ 分

为大城市、 中小城市、 普通农村和贫困农村

收集信息ꎮ 采用连续三天 ２４ 小时回顾法ꎬ
结合家庭调味品称重ꎬ 以及调查对象每天就

餐人日数ꎬ 分析 ５８１９ 名 ６ 到 １７ 岁的儿童膳

食摄入情况[３]ꎮ
我国 ６ 到 １７ 岁儿童每人每天蛋白质摄

入平均为 ５２.８ 克ꎬ 男生高于女生ꎬ 随着年龄

增加蛋白质摄入量逐渐增加ꎮ 无论是中小城

市还是各种农村ꎬ 各年龄段儿童的蛋白质摄

入量基本是围绕着对应人群的膳食蛋白质推

荐摄入量上下浮动ꎬ 而大城市儿童蛋白质摄

入量明显高出推荐摄入量ꎮ 大城市有六成以

上的儿童膳食蛋白质摄入量超过同年龄性别

的推荐摄入量ꎻ 而在贫困农村ꎬ 除了近四成

的儿童蛋白质摄入量超过了推荐量ꎬ 也有近

四成儿童的膳食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平均需要

量ꎮ 膳食蛋白质功能比在大城市 ６ 到 １７ 岁

儿童达到 １４％左右ꎬ 明显高于贫困农村地

区ꎮ 从 ６ 岁到 １７ 岁各个年龄段的蛋白质的

功能比略微上升ꎮ 而欧洲或美国等动物性食

物摄入较高的国家ꎬ 儿童少年的蛋白质功能

比基本上在 １３％—１６％[１]ꎮ
进一步分析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２ 年我国

６—１７ 岁儿童膳食蛋白质摄入变化情况ꎬ 就

同一年龄段同一性别而言ꎬ 大城市儿童 ２０１２
年膳食蛋白质摄入水平明显高于 ２００２ 年ꎬ
而中小城市或各种农村地区与 ２００２ 年基本

相当ꎮ 美国的类似研究显示ꎬ 近年来美国

２—１９ 岁男孩的膳食蛋白质功能比也略有上

升ꎬ 从 １９９９ 年接近 １４％上升到了 ２００９ 年接

近 １５％ꎻ 非西班牙裔白人女生、 墨西哥裔女

生也有所上升ꎬ 而非西班牙裔黑人女生变化

不大[４]ꎮ
如果把膳食蛋白质的来源按一日三餐分

析ꎬ 分别计算早餐、 晚餐、 午餐以及三餐以

外的零食提供的蛋白质占全天蛋白质的比

例ꎮ 早餐食物提供的蛋白质只占全天蛋白质

摄入量的两成多ꎬ 更多的膳食蛋白质来自晚

餐ꎬ 还有少量来自各种各样的零食ꎬ 男生和

女生三餐来源一致ꎮ
对于儿童青少年ꎬ 合理的蛋白质摄入对

他们健康非常重要ꎮ 如果蛋白质摄入不足会

出现体重减轻ꎬ 如果更加严重时出现蛋白质

能量营养不足ꎮ 在我国贫困农村地区ꎬ 儿童



３９　　　

优质蛋白质摄入不足所导致的营养不良仍然

存在ꎮ 另一个方面ꎬ 儿童蛋白质摄入过量也

值得关注ꎬ 国外有研究提出ꎬ 儿童早期的高

蛋白质摄入 (蛋白质功能比大于 １５％) 与儿

童的生长加速或者是高 ＢＭＩ 有关ꎮ 另外也有

研究发现ꎬ 儿童高动物性蛋白质的摄入与青

春发育期提前、 生长加速有关[５]ꎮ
我们也分析与蛋白质摄入密切相关的动

物性食品的摄入情况[３ ꎬ ５]ꎬ 我国大城市有

３０.４％的 ６—１７ 岁儿童每天食用两次及以上

禽畜肉ꎻ 而在贫困农村ꎬ ４０.４％的儿童每周

禽畜肉的消费频率不足三次ꎮ
综上所述ꎬ 我国 ６ 到 １７ 岁儿童蛋白质

摄入的情况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ꎬ 年龄也有

一定的差异ꎬ 而性别差异相对较小ꎮ 建议针

对年龄儿童认知特点、 不同地区儿童饮食习

惯ꎬ 有针对性的开展营养健康的宣传教育ꎬ
保证我国儿童蛋白质摄入处于一个适宜的范

围ꎬ 促进他们健康的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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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居民膳食蛋白质摄入与代谢
综合征相关性研究

程茅伟∗　 李菁菁　 戴诗玙　 龚晨睿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　 目的: 探讨湖北省不同性别居民膳食蛋白质摄入与代谢综合征 (ＭｅｔＳ) 的相关性ꎮ 方法: 采用

横断面研究方法ꎬ 随机选择湖北省六县 (市、 区) 不同性别居民 １８２７ 例ꎬ 男性 ＭｅｔＳ 病例 ２０５ 例ꎬ 女性 ＭｅｔＳ
病例 ３５５ 例ꎬ 进行医学体检和 ３ 日 ２４ 小时膳食调查ꎬ 获得居民每日食物、 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量ꎬ 结合人口

学信息对膳食蛋白质摄入与 ＭｅｔＳ 相关性进行统计分析ꎮ 结果: 调整研究人群基本信息因素和总能量等混杂

因素干扰后ꎬ 蛋白质供能比例和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在男性组为 ＭｅｔＳ 的危险因素 (ＯＲ＝ １.４４、 １.１９、
２.０３ꎬ ＯＲ＝ １.１６、 ２.０２、 ２.０８)ꎬ 蛋白质供能比例和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在女性组与 ＭｅｔＳ 无显著性相

关 (趋势检验 Ｐ>０.０５)ꎮ 结论: 膳食蛋白质摄入与 ＭｅｔＳ 的相关性可能存在性别差异ꎮ 蛋白质供能比例和动

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可能为男性 ＭｅｔＳ 发生的危险因素ꎮ
关键词: 代谢综合征ꎻ 膳食蛋白质ꎻ 横断面研究ꎻ 相关性

　 　 代 谢 综 合 征 (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ꎬ
ＭｅｔＳ) 是心血管疾病和Ⅱ型糖尿病风险因素

的聚集ꎬ 包括血糖代谢障碍、 高血压、 血脂

紊乱和肥胖ꎬ 尤其是中心性肥胖[１]ꎮ ＭｅｔＳ 参

数能通过改变总膳食蛋白质 (能量的蛋白质

来源比例)、 蛋白质食物来源、 补充特定氨

基酸来调节[２]ꎮ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监测”ꎬ 对湖北省

１８ 岁以上人群膳食蛋白质摄入与 ＭｅｔＳ 的相

关性进行分析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数据来自于 “中国居民营养与

健康状况监测” 项目ꎮ 该项目采用多阶段分

层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ꎬ 分

别于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年秋季在武汉市江

汉区、 黄陂区、 鄂州市、 云梦县、 远安县 ６
县 (市、 区) 开展调查ꎮ 有 ２０７６ 名个体纳

入研究对象ꎬ 剔除孕妇、 乳母、 ＭｅｔＳ 结局变

量缺失 (腰围、 血压、 血糖、 血脂) 的研究

个体ꎬ 最终共有 １８２７ 名被调查者作为研究

对象ꎬ 其中男性 ７７９ 名ꎬ 女性 １０４８ 名ꎮ

１.２　 研究方法

分为医学体检和个人健康情况调查、 膳

食调查、 实验室检测四个部分ꎮ 现场测量包

括研究对象的身高、 体重、 腰围 (ＷＣ)、 血

压ꎮ 实验室检测ꎬ 采集静脉血ꎬ 测定空腹血

糖 (ＦＢＧ)、 餐后 ２ 小时血糖 (２ｈＰＧ)、 血

清甘油三酯 (ＴＧ)、 血清胆固醇 (ＴＣ) 和高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 等人体生化

指标ꎮ 个人健康情况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一

∗ 第一作者介绍: 程茅伟ꎬ 男ꎬ 博士ꎬ 副主任医师ꎬ 研究方向: 公共营养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５２１６７ꎬ 电子邮箱: ３１４８０５２３５＠ 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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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情况ꎬ 包括年龄、 性别、 教育、 婚姻、 疾

病家族史、 吸烟、 饮酒、 体力活动情况等ꎮ
通过连续 ３ 天 ２４ 小时个人回顾法记录

的食物数据和家庭食物称重法记录的家庭调

味品消费量数据获得平均每人每日各种食物

的摄入量ꎮ 根据 «中国食物成分表» [３] 计算

平均每人每日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情况: 包

括能量、 蛋白质ꎬ 并计算蛋白质供能比和蛋

白质食物来源比ꎮ

１.３　 质量控制

问卷调查表由统一培训考核的调查员采

用面对面询问的方式填写ꎮ 为提高调查精度

问询中凡涉及到膳食部分均出示 «膳食营养

调查图谱»ꎮ 现场体检和实验室部分由固定

专业检验人员完成ꎮ 由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派遣专人进行现场工作检查和督导ꎮ

１.４　 ＭｅｔＳ 诊断定义

根据ꎬ 国际糖尿病联盟、 美国心脏协会、
美国国家心肺血研究所、 世界心脏联盟等多

个组织 ２００９ 年联合提出的的 ＭｅｔＳ “统一” 定

义 (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ｔｅｒｉｍ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ꎬ ＪＩＳ２００９ ) [４]ꎮ
ＭｅｔＳ 被定义为三个或三个以上以下组份:
(１) 腹部肥胖: 男性≥８５ 厘米ꎬ 女性≥８０
厘米ꎻ (２) 高血压: 血压≥１３０ / ８５ ｍｍ Ｈｇꎻ
(３) 高甘油三酯血症: 甘油三酯 ≥１. ７０
ｍｍｏｌ / ｌꎻ (４) 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 男性<
１.０ ｍｍｏｌ / ｌꎬ 女性<１.３ ｍｍｏｌ / ｌꎻ (５) 高血

糖: 空腹血糖≥５.６ ｍｍｏｌ / ｌ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年龄、 体质指数、 能量及蛋白质资料均

呈非正态分布ꎬ 故以中位数 (Ｍｅｄｉａｎꎬ Ｍ)
和四分位间距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ꎬ Ｑ) 表示其平均水

平ꎬ 采用非参数方法进行单因素分析ꎮ 多因

素分析以日摄入蛋白质由低到高四分位法分

成四个等级ꎬ 以摄入量低组作为参照组ꎬ 使

用非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方法校正对象的一般情

况和总能量后ꎬ 获得不同蛋白质摄入水平

ＭｅｔＳ 的危险度 (ＯＲ)、 ９５％可信区间 (９５％
ＣＩ)ꎮ 考虑到 ＭｅｔＳ 患病致病因素可能存在性

别差异ꎬ 故所有分析均分性别进行ꎮ 以上资

料整理和分析均在 ＳＰＳＳ２２.０ 统计软件中进行ꎮ

２　 结　 果

２.１　 男性成年居民ＭｅｔＳ与非ＭｅｔＳ研究对

象基本情况及蛋白质摄入情况比较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本研究共调查的湖北

省 ６ 个县 (市、 区) ７７９ 例男性居民中根据

ＪＩＳ２００９ 诊断标准确定为 ＭｅｔＳ 的有 ２０５ 例ꎬ 患

病率为 ２６.３％ꎮ ＭｅｔＳ 组体质指数、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及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均

显著高于非 ＭｅｔＳ 组 (Ｐ<０.０５)ꎻ ＭｅｔＳ 组职业

性体力活动水平显著低于非 ＭｅｔＳ 组 (Ｐ<０.
０５)ꎻ ＭｅｔＳ 组与对照组间地区、 吸烟、 饮酒、
能量摄入、 蛋白质供能比例、 蛋白质摄入、
豆类提供蛋白质比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２.２　 女性成年居民ＭｅｔＳ与非ＭｅｔＳ研究对

象基本情况及蛋白质摄入情况比较

　 　 从表 ２ 可以看出: 本研究共调查的湖北

省 ６ 个县 (市、 区) １０４８ 例女性居民中根据

ＪＩＳ２００９ 诊断标准确定为 ＭｅｔＳ 的有 ３５５ 例ꎬ 患

病率为 ３３.９％ꎮ ＭｅｔＳ 组年龄、 体质指数均显

著高于非 ＭｅｔＳ 组 (Ｐ<０.０５)ꎻ ＭｅｔＳ 组受教育

程度显著低于非 ＭｅｔＳ 组 (Ｐ<０.０５)ꎻ ＭｅｔＳ 组

与对照组间地区、 吸烟、 饮酒、 能量摄入、
蛋白质供能比例、 蛋白质摄入、 豆类提供蛋

白质比例、 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谷

类提供蛋白质比例等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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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男性成年居民 ＭｅｔＳ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ＪＩＳ２００９标准)

非 ＭｅｔＳ (ｎ＝５７４) ＭｅｔＳ (ｎ＝２０５)

年龄 (岁ꎬ Ｍ) ５６.０ ５５.８

体质指数 (ｋｇ / ｍ２ꎬ Ｍ)∗∗∗ ２２.２ ２５.６

地区 (％)

　 　 城市 ４８.４ ４６.３

　 　 农村 ５１.６ ５３.７

收入水平 (％)∗∗∗

　 　 低 ５７.７ ４３.９

　 　 中 ２３.２ ２２.４

　 　 高 １９.１ ３３.７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４２.５ ２７.８

　 　 初中 ３７.１ ３９.５

　 　 高中及以上 ２０.４ ３２.７

吸烟状况 (％)

　 　 不吸烟 ４２.９ ４６.８

　 　 吸烟 ５７.１ ５３.２

饮酒状况 (％)

　 　 不饮酒 ３９.４ ３８.５

　 　 饮酒 ６０.６ ６１.５

职业性身体活动水平 (％)∗∗

　 　 低 ４４.５ ５４.１

　 　 中 ４３.１ ４１.０

　 　 高 １２.４ ４.９

能量摄入 (ｋｃａｌ / ｄꎬ Ｍ) １９８３.５ １９１７.６

　 　 蛋白质供能比例 (％ꎬ Ｍ) １０.３ １０.９

蛋白质摄入 (ｇ / ｄꎬ Ｍ) ５０.０ ５２.０

　 　 豆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ꎬ Ｍ) ４.７ ５.６

　 　 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ꎬ Ｍ)∗∗ ２６.９ ３２.０

　 　 谷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ꎬ Ｍ)∗ ４８.８ ４２.７

　 　 非 ＭｅｔＳ和 ＭｅｔＳ比较: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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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女性成年居民 ＭｅｔＳ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ＪＩＳ２００９标准)

非 Ｍｅｔ (ｎ＝６９３) ＭｅｔＳ (ｎ＝３５５)

年龄 (岁ꎬ Ｍ)∗∗∗ ５２.１ ５６.７

体质指数 (ｋｇ / ｍ２ꎬ Ｍ)∗∗∗ ２２.１ ２５.３

地区 (％)

　 　 城市 ４８.２ ４３.９

　 　 农村 ５１.８ ５６.１

收入水平 (％)

　 　 低 ５５.４ ５２.９

　 　 中 ２３.４ ２２.３

　 　 高 ２１.２ ２４.９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５１.１ ６０.３

　 　 初中 ３４.２ ２３.４

　 　 高中及以上 １４.７ １６.３

吸烟状况 (％)

　 　 不吸烟 ９６.８ ９７.２

　 　 吸烟 ３.２ ２.８

饮酒状况 (％)

　 　 不饮酒 ８４.２ ８４.９

　 　 饮酒 １５.８ １５.１

职业性身体活动水平 (％)

　 　 低 ６７.７ ６９.１

　 　 中 ２９.２ ２７.８

　 　 高 ３.１ ３.２

能量摄入 (ｋｃａｌ / ｄꎬ Ｍ) １６７４.３ １６６１.０

　 　 蛋白质供能比例 (％ꎬ Ｍ) １０.７ １０.７

蛋白质摄入 (ｇ / ｄꎬ Ｍ) ４５.３ ４４.８

　 　 豆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ꎬ Ｍ) ４.９ ６.０

　 　 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ꎬ Ｍ) ２７.８ ２７.８

　 　 谷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ꎬ Ｍ) ４５.２ ４７.０

　 　 非 ＭｅｔＳ和 ＭｅｔＳ比较: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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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蛋白质摄入水平与不同性别居民ＭｅｔＳ
患病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多因素分析

　 　 在调整了研究人群基本信息因素 (年

龄、 体质指数、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吸烟情况、 饮酒情况、 职业性体力活动水

平等) 和总能量摄入后ꎬ 蛋白质供能比例

在男性组为 ＭｅｔＳ 的危险因素 (与参照水平

比较ꎬ 第二、 三、 四分位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４４、 １.１９和２.０３ꎬ 随着日摄入量增加危险

度亦相应增加ꎬ 趋势检验 Ｐ ＝ ０.０２６)ꎬ 动物

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在男性组为 ＭｅｔＳ 的

危险因素 (与参照水平比较ꎬ 第二、 三、 四

分位的 ＯＲ 值分别为 １.１６、 ２.０２ 和 ２.０８ꎬ 随

着日摄入量增加危险度亦相应增加ꎬ 趋势检

验 Ｐ＝ ０.００８)ꎻ 女性组蛋白质供能比、 动物

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均为 ＭｅｔＳ 患病的危

险因素 (与参照水平比较)ꎬ 但 ＯＲ 与趋势

检验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表 ３　 成年居民膳食蛋白质摄入水平与 ＭｅｔＳ相关性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ＯＲꎬ ９５％ＣＩ) (ＪＩＳ２００９ 标准)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Ｐ ｆｏｒ ｔｒｅｎｄ

男性

蛋白质供能比例 (％) １.００ １.４４ (０.８２ꎬ ２.５３) １.１９ (０.６８ꎬ ２.０８) ２.０３ (１.１５ꎬ ３.５６) ０.０２６

蛋白质摄入 (ｇ / ｄ) １.００ １.３０ (０.７３ꎬ ２.３１) １.６１ (０.８７ꎬ ２.９６) １.６９ (０.８０ꎬ ３.６１) ０.１７６

　 豆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 １.００ １.２３ (０.６５ꎬ ２.３１) ０.８９ (０.５５ꎬ １.４６) １.０７ (０.６６ꎬ １.７４) ０.９１３

　 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 １.００ １.１６ (０.６５ꎬ ２.０６) ２.０２ (１.１４ꎬ ３.６０) ２.０８ (１.１２ꎬ ３.８８) ０.００８

　 谷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 １.００ １.０２ (０.５７ꎬ １.８２) ０.５４ (０.２８ꎬ １.０６) ０.７４ (０.３７ꎬ １.４６) ０.２３３

女性

蛋白质供能比例 (％) １.００ １.１７ (０.７６ꎬ １.７９) １.１４ (０.７４ꎬ １.７６) １.１０ (０.７０ꎬ １.７３) ０.７２５

蛋白质摄入 (ｇ / ｄ) １.００ １.２５ (０.７９ꎬ １.９６) １.１９ (０.７３ꎬ １.９６) １.１３ (０.６０ꎬ ２.１３) ０.８５７

　 豆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 １.００ １.３１ (０.７７ꎬ ２.２１) １.００ (０.６７ꎬ １.４９) １.０７ (０.７３ꎬ １.５９) ０.８８３

　 动物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６５ꎬ １.５３) １.１８ (０.７７ꎬ １.８２) １.３７ (０.８６ꎬ ２.１８) ０.１５１

　 谷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 １.００ １.０１ (０.６３ꎬ １.６２) ０.８０ (０.４９ꎬ １.３０) ０.８１ (０.４８ꎬ １.３６) ０.３１９

　 ∗调整年龄、 地区、 体质指数、 收入水平、 受教育程度、 吸烟、 饮酒、 职业性体力活动水平及能量摄入ꎮ

３　 讨　 论

２００８ 年ꎬ 唐振柱等在 １８ 岁及以上广西

城乡居民中调查发现ꎬ 膳食蛋白质摄入过多

是广西城乡居民 ＭｅｔＳ 的危险因素[５]ꎻ ２０１２
年ꎬ 李宏宇等同样发现蛋白质摄入过多是宁

夏城市居民 ＭｅｔＳ 的重要危险因素ꎬ 其中高

蛋白质摄入组发生 ＭｅｔＳ 的相对危险程度比

值比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ꎬ ＯＲ) 为 １.４１７[６]ꎮ 本研究

发现湖北省男性人群蛋白质供能比例、 动物

性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摄入水平为 ＭｅｔＳ 发

生危险因素ꎬ 与前期研究结论一致ꎮ
但有部分研究结论不完全一致ꎮ ２００２ 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凋查发现ꎬ １５ 岁以

上人群中畜肉和禽肉的摄入与 ＭｅｔＳ 发生呈

负相关[７]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ꎬ 一项在上海市静

安区、 安徽巢湖市和江西武宁县三个经济发

展水平不同的地区 ２０ 岁以上成年人群中开

展的调查发现ꎬ 校正能量后ꎬ 畜肉、 禽、
蛋、 乳及水产动物类食品消费量中等、 较多

的个体发生 ＭｅｔＳ 的风险分别是消费量少的

个体的 ０.２１ 倍和 ０.０６ 倍[８]ꎮ ２００８ 年ꎬ 赵燚

等则在宁夏农村世居回汉 ２５－７９ 岁人群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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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ꎬ 在同等能量摄入水平下ꎬ 蛋白质摄入量

是 ＭｅｔＳ 的保护因素ꎬ ＯＲ＝ ６.５９[９]ꎮ
中国成年男性每日膳食蛋白质推荐摄入

水平为 ６５ 克ꎬ 成年女性为 ５５ 克ꎬ 膳食蛋白

质供能比例适宜范围为 １０％ ~ １２％ꎬ 动物蛋

白质和大豆蛋白质应占膳食蛋白质总量的

３０％~５０％[１０]ꎮ 本研究发现ꎬ 湖北省男性和

女性 ＭｅｔＳ 患者的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分别为

５２.０ 克、 ４４.８ 克ꎬ 男性和女性非 ＭｅｔＳ 患者

的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分别为 ５０. ０ 克、 ４５. ３
克ꎬ 均低于推荐水平ꎬ 但不同性别 ＭｅｔＳ 患

者和非 ＭｅｔＳ 患者膳食蛋白质供能比例、 优

质蛋白质摄入比例均位于推荐范围ꎬ 提示较

高水平动物性蛋白质食物来源可能是众多因

素中能有效影响 ＭｅｔＳ 发生的重要因子ꎮ
总之ꎬ 因研究设计、 研究人群、 研究方

法的不同ꎬ 目前对于膳食蛋白质摄入与 ＭｅｔＳ
相关性仍有待明确ꎬ 尤其是膳食蛋白质来源

与 ＭｅｔＳ 相关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ꎮ 此外ꎬ
关于膳食蛋白质摄入与 ＭｅｔＳ 相关性的研究

大多是在横断面研究中开展ꎬ 所以利用队列

研究比较相关发现是否具有一致性ꎬ 以及分

析该发现是否在不同的随访时间点上会相对

固定ꎬ 借此深入了解膳食蛋白质与 ＭｅｔＳ 相

关性将会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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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源性低聚肽在特定疾病人群营养支持中
的应用研究进展

潘兴昌∗　 蔡木易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１５)

　 　 摘　 要　 食源性低聚肽是预消化蛋白质ꎬ 因其具有分子量小、 易于消化吸收、 等渗等特点ꎬ 比整蛋白和

游离氨基酸更易吸收ꎬ 也更适合供消化功能减弱以及对蛋白质和氨基酸有特定代谢需求的特定临床病人食

用ꎮ 本文就食源性低聚肽或以含小肽为主的蛋白水解物在胃肠道手术、 胃肠功能减弱、 癌症、 烧伤、 慢性酒

精性肝损伤、 糖尿病等病人的营养干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ꎬ 并对食源性低聚肽在临床营养支持中使用的实现

途径进行探讨ꎬ 以为食源性低聚肽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研发中的应用与管理提供参考ꎮ
关键词　 肽ꎻ 低聚肽ꎻ 营养支持ꎻ 特医食品ꎻ 组件食品

　 　 氮源营养素有三种形式———整蛋白、
肽、 氨基酸ꎮ 食源性低聚肽是指以食物蛋白

质为原料利用生物酶解方法提取制备的低聚

肽类物质ꎬ 即是预消化的蛋白质ꎮ 食源肽常

以蛋白原料来源命名ꎬ 现已工业化生产的食

源性低聚肽包括有海洋鱼皮胶原肽、 玉米

肽、 小麦肽、 大豆肽、 豌豆肽、 酪蛋白肽等

多种食源肽产品ꎮ 由于食源性低聚肽具有分

子量小 (一般低于 １０００Ｄ)、 易于消化和吸

收、 营养高效的特点和生理调节功能的多样

性ꎬ 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高度关注ꎬ 也获得了

国家相关法规的认可ꎬ 以及食品行业的广泛

应用ꎮ
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通则» (ＧＢ ２９９２２—２０１３) 中已明确

规定: 蛋白质来源可选择一种或多种氨基

酸、 蛋白质水解物、 肽类或优质的整蛋白ꎮ
这就已为食源性低聚肽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中的应用给出了明确的定位ꎮ 众多研究

已经证实ꎬ 低聚肽是比完整的蛋白质、 游离

的氨基酸和多肽更易吸收的氮源营养物

质[１－４]ꎮ 现将食源性低聚肽在胃肠道手术、
烧伤、 胃肠功能减弱、 癌症等特殊疾病人群

中的应用研究作一综述ꎬ 以为食源性低聚肽

在特医食品研发中的应用提供参考ꎮ

１　 低聚肽在胃肠道手术人群中
的应用研究

　 　 胃肠道是机体完成蛋白质消化的重要场

所ꎮ 胃肠道疾病或手术造成创伤无疑对蛋白

质的消化和吸收产生不利影响ꎬ 选择何种氮

源营养素形式直接关系到机体蛋白营养状况

的改善及愈后ꎮ
动物试验与人体试验均证实ꎬ 胃肠手术

状况下ꎬ 给予低聚肽形式的氮源比给予整蛋

∗ 主要作者简介: 潘兴昌ꎬ 营养学博士ꎬ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ꎮ 主要从事食源肽营养功能

评价ꎬ 以及营养保健食品、 特医食品的研究与开发ꎮ
电话: ０１０－５３２１８２７２ꎻ 邮箱: ｎｕｔｒｉｐａｎ＠ １６３.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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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ꎬ 营养效率更佳ꎮ Ｓｈｉｇｅｒｕ ｙａｍａｍｏｔｏ 等报

道[５]ꎬ 在受试动物胃切除后大约 １０ 天的时

候ꎬ 喂饲酪蛋白膳食组动物的进食和生长ꎬ
要比喂饲酪蛋白水解物 (低聚肽) 组低ꎮ 在

以接受空肠造口术的病人为受试对象的临床

试验中ꎬ Ｃｏｓｎｅｓ Ｊ 等发现[６]ꎬ 采用整蛋白、
整蛋白水解物 (６３％的氮为小肽ꎬ 分子量<
１０００)、 及上两者的混合物分别作为受试物ꎬ
发现小肽和混合膳食组ꎬ 每天氮的吸收明显

增加 (分别 １４.３±３.４ｇ 和 １３.１±２ｇ)ꎬ 而整蛋

白膳食组仅为 (１０.９±２.４ｇꎬ ｐ ＝ ０.０１２)ꎬ 同

上两组相比ꎬ 有显著性差异ꎮ 同时小肽膳食

组血尿素氮、 尿中尿素氮增加ꎮ 脂肪和能量

的吸收、 粪便重量、 尿和粪便中钠、 钾、
钙、 镁没有变化ꎮ 提示ꎬ 以小肽为基础的膳

食对于短肠综合征的患者是有益的ꎮ
Ｚｉｅｇｌｅｒ Ｆ 等研究发现[７]ꎬ 腹部手术后患

者接受蛋白水解物膳食 (６０％的小肽) 后ꎬ
有包括 ８ 种必需氨基酸在内的 １３ 种氨基酸

的血浆浓度明显增加ꎬ 术后恢复营养后血清

胰岛素水平较术前停止营养时也明显增加ꎬ
血浆白蛋白、 转铁蛋白、 视黄醇结合蛋白的

浓度均发现明显增加ꎮ 而腹部手术后接受整

蛋白膳食的患者ꎬ 只有 ２ 种氨基酸 (苯丙氨

酸和色氨酸) 血浆浓度增加ꎬ 也未见血清胰

岛素和血浆白蛋白、 转铁蛋白、 视黄醇结合

蛋白浓度明显增加ꎮ
彭宏斌等报道[８]ꎬ 选择北京大学深圳医

院 ９６ 名接受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进行了术后 ７
天的对照观察试验ꎬ 发现手术之后给予海洋

胶原低聚肽ꎬ 能够有效减少术后患者体重、
上臂围、 臀围的下降幅度ꎬ 明显升高血清白

蛋白、 前白蛋白、 转铁蛋白的水平和血清免

疫球蛋白 ＩｇＧ、 ＩｇＭ、 淋巴细胞总数的水平ꎬ
并能够有效降低 Ｃ 反应蛋白的水平ꎬ 所有结

果均明显优于整蛋白组ꎮ
四川华西医院柳园等选择本院接受手术

的 ９３ 例病人进行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营养

制剂和乳清蛋白营养剂的营养效果观察ꎬ 为

期 １４ 天ꎬ 也发现ꎬ 术后服用乳清蛋白营养

剂组病人体质量、 三头肌皮褶厚度、 上臂围

均呈现明显下降ꎬ 而术后服用海洋鱼皮胶原

低聚肽营养剂组干预前后无明显差异ꎬ 说明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营养剂有效抑制了术后

病人营养状况的下降ꎮ 术后服用海洋鱼皮胶

原低聚肽营养剂组血清免疫球蛋白 ＩｇＧ、
ＩｇＡ、 ＩｇＭ、 淋巴细胞总数的水平也均呈现明

显升高[９]ꎮ 与彭宏斌的报道相一致[８]ꎮ
因此认为ꎬ 对于在接受腹部手术后处

于特别护理的患者ꎬ 给予含有低聚肽的肠

内营养支持ꎬ 比给予等氮的含有整蛋白的

膳食ꎬ 在恢复血浆氨基酸和蛋白水平方面ꎬ
更有效ꎮ

一些研究也证实ꎬ 术后采用海洋鱼皮胶

原低聚肽营养干预ꎬ 还能够明显促进伤口愈

合ꎬ 提高伤口所对抗的张力ꎻ 伤口组织染色

发现采用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营养干预后能

明显增加伤口组织中成纤维细胞的数量和羟

脯氨酸的含量ꎬ 提示给予海洋鱼皮胶原低聚

肽能促进伤口组织中胶原蛋白的合成ꎬ 这是

伤口愈合的物质基础[１０]ꎮ 所以ꎬ 在接受手

术的病人也更适合给予低聚肽为氮源的营养

支持ꎮ

２　 低聚肽在胃肠功能减弱人群
中的应用研究

　 　 非手术损伤造成的胃肠功能减弱或胃肠

功能紊乱ꎬ 在临床病人中也十分常见ꎮ Ｒｅｅｓ
ＲＧ 选择 １２ 名营养不良并伴有胃肠功能紊乱

的患者ꎬ 分别以中长链肽 (基本为四肽或较

大的肽) 或整蛋白为氮源ꎬ 进行了前瞻性双

盲的交叉对照临床试验ꎬ 发现在患空肠憩室

病、 胃肠道淀粉样病变和结肠克罗恩病和结

肠造口术的病人中ꎬ 给予含肽膳食比给予全

整蛋白膳食具有更低的粪便湿重和氮含

量[１１]ꎮ 可见低聚肽具有更高的吸收率和更

少地引起肠液渗出ꎮ 说明对于有比较广泛的

小肠黏膜缺损的病人ꎬ 以低聚肽为氮源为整

蛋白具有更好的氮吸收和平衡ꎮ
对于活动性克罗恩病ꎬ 以往要素膳是其

有效的主要治疗方法ꎬ 并常采用以氨基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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氮源的低脂膳食ꎬ 但也常常导致必需脂肪酸

如血浆亚麻酸浓度的降低ꎮ Ｒｏｙａｌｌ Ｄ 等选择

４０ 名有活动性 Ｃｒｏｈｎ 病的患者进行随机控制

试验ꎬ 以评价通过喂饲管给予氨基酸膳食

(含 ３％脂肪) 和肽膳食 (含 ３３％脂肪) 的

临床和营养结局ꎬ 发现使用含肽的高脂膳食

与使用含氨基酸的低脂膳食ꎬ 在改善蛋白营

养营养状况ꎬ 提高身体蛋白储备ꎬ 消除临床

症状方面结果相似ꎬ 而采用肽膳食因为不必

过度限制脂肪摄入ꎬ 更有利于维持和改善患

者的必需脂肪酸营养状况[１２]ꎮ
所以综合分析ꎬ 对于非手术性损伤所致

的胃肠功能减弱人群ꎬ 尤其是小肠疾病人群

而言ꎬ 给予低聚肽膳食要优于整蛋白膳食ꎮ
给予以肽为氮源和保证脂肪供应的膳食ꎬ
更有利于持续改善和消除患者症状ꎬ 更适

合作为活动性克罗恩病人的肠内营养ꎮ 这

也可能与低聚肽比游离氨基酸具有较低的

渗透压有关ꎮ

３　 低聚肽在癌症人群中的应用
研究

　 　 癌症病人尤其是晚期癌症病人ꎬ 往往存

在蛋白质－能量缺乏ꎬ 还常伴有血清白蛋白

水平降低ꎮ 对于癌症病人营养支持越来越受

到重视ꎮ 四川华西医院于凤梅等报道[１３]ꎬ
给予恶性肿瘤化疗患者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

营养干预ꎬ 其体质指数、 上臂围、 上臂肌

围、 总蛋白、 白蛋白、 球蛋白、 前白蛋白、
转铁蛋白较干预前升高有统计学意义ꎬ 而给

予乳清蛋白的对照组干预前后各指标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ꎻ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膳食组

体质指数、 前白蛋白的前后差值较乳清蛋白

组高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低聚肽对于癌症病人

的营养状况改善效果也优于整蛋白ꎮ 日本大

阪医学院安枝明日香等也报道[１４]ꎬ 以海洋

鱼皮胶原低聚肽开发的肠内营养剂 ＰＮ－２ 能

明显增加大肠癌术后患者血清白蛋白、 总蛋

白等营养指标的水平ꎬ 在大肠癌围手术期使

用安全ꎬ 有助于降低术后合并症和改善营养

状况ꎮ 所以ꎬ 癌症病人常常有厌食明显ꎬ 嗅

觉味觉改变等ꎬ 再加上化疗药物的影响ꎬ 进

食能力与消化功能降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采用

低聚肽形式的氮源形式对于保障蛋白营养素

的供应ꎬ 更有益处ꎮ
梁江等报道[１５]ꎬ 给予自发肿瘤大鼠一

定剂量的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ꎬ 有助于抑制

自发肿瘤的发生率ꎬ 还表现出能够缩小肿瘤

的体积ꎬ 明显延长荷瘤大鼠的生存时间ꎮ 但

是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在人体是否能表现出

这样的作用ꎬ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ꎮ

４　 低聚肽在烧伤人群中的应用
研究

　 　 高能量和高蛋白的肠内膳食对于严重烧

伤病人的伤口愈合和预防感染的有益作用已

十分明确ꎮ Ｂａｄｅｔｔｉ Ｃ 等比较了在严重烧伤病

人在肠内喂养 １５ 天的过程中ꎬ 应用部分蛋

白水解物 (６０％为小肽) 和游离氨基酸的效

果ꎬ 发现在每天和在 １５ 天累积的氮平衡ꎬ
在采用短肽和氨基酸膳食的两组间没有差

异ꎮ 但采用游离氨基酸组在研究期间ꎬ 急性

状态反应物没有减少ꎮ 而在采用小肽膳食组

Ｃ 反应蛋白明显减少ꎮ 说明给予小分子低聚

肽更有利于减轻机体的炎性反应[１６]ꎮ 这一

结果与彭宏斌在胃肠道术后人群研究的发现

一致[８]ꎮ

５　 一些低聚肽对于其他疾病状
况的有益作用

５.１　 玉米低聚肽对酒精性肝损伤人群的保

肝作用

　 　 玉米低聚肽的氨基酸构成特点是富含支

链氨基酸ꎮ Ｙｕｈｏｎｇ Ｗｕ 等报道[１７]ꎬ 分别以玉

米低聚肽和乳清蛋白为氮源对慢性酒精性肝

损伤人群进行营养干预ꎬ 发现食用玉米低聚

肽组可以明显改善饮酒人群的血脂尤其是甘

油三酯和总胆固醇的水平ꎬ 对氧化应激血清

指标超氧化物歧化酶 (ＳＯＤ)、 谷胱甘肽过

氧化物酶 (ＧＰｘ)、 丙二醛 (ＭＤＡ) 和炎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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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物肿瘤坏死因子－α (ＴＮＦ－α) 的影响

也表现出良好的作用ꎬ 并有助于降低谷丙转

氨酶 ( ＡＬＴ) 和谷草转氨酶 ( ＡＳＴ) 的水

平ꎬ 明显优于食用乳清蛋白对照组ꎮ 提示玉

米肽对改善酒精肝有积极作用ꎬ 定期摄入玉

米肽可以延缓酒精肝的进一步发展ꎮ 临床上

对于严重的肝病人群常常使用高 Ｆ 值蛋白营

养制剂ꎬ 本研究中玉米低聚肽对酒精性肝损

伤人群的保肝作用可能也是与其含有丰富的

支链氨基酸、 改善了肝组织中的氨基酸代谢

有关ꎮ

５.２　 小麦低聚肽保护胃肠粘膜ꎬ 促进胃肠

粘膜细胞的修复

　 　 小麦低聚肽的氨基酸构成特点是富含谷

氨酰胺ꎮ ＹＩＮ Ｈｏｎｇ 等研究发现[１８－１９]ꎬ 一定

剂量小麦肽对胃表面上皮细胞的生长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ꎬ 表现为胃肠粘膜细胞排列更为

整齐ꎬ 细胞间隙更为紧密ꎬ 上皮细胞形态饱

满ꎮ 较大剂量的小麦低聚肽还能上调大鼠小

肠黏膜 Ｎａ＋－Ｋ＋－ＡＴＰ 酶活力ꎮ
５.３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能够辅助调节

血糖

　 　 彭宏斌报道[２０]ꎬ 选择 ２４０ 例 ＩＩ 型糖尿

病住院病人进行临床营养干预对照试验ꎬ 发

现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

泌ꎬ 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指数ꎬ 有助于辅助调

节血糖ꎬ 缩短 ＩＩ 型糖尿病人的血糖调整期ꎬ
预防夜间低血糖发性ꎮ

５.４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有助于改善慢性

肾病人群的营养状况

　 　 赵海峰报道[２１] ꎬ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

能够明显减少腺嘌呤在大鼠肾小管内的沉

积ꎬ 维持肾小管细胞核线粒体的完整性和

肾小球基底膜的正常结构ꎬ 能提高大鼠血

清肌酐和尿素氮的清除率ꎮ 以海洋鱼皮胶

原低聚肽营养制剂对临床的肾病透析人群

进行营养干预ꎬ 发现干预后患者人体测量指

标 (体重、 三头肌皮褶厚度、 上臂围、 上臂

肌围)、 白蛋白、 血脂、 血红蛋白等均呈上

升趋势ꎬ 免疫球蛋白指标 ( ＩｇＧ、 ＩｇＭ 和

ＩｇＡ) 均呈上升趋势ꎬ 血清尿素氮、 肌酐水

平明显下降ꎮ 表现对透析肾病人群的营养与

健康改善作用ꎮ

６　 食源性低聚肽在临床营养支
持中使用的实现途径

　 　 食源性低聚肽作为氮源营养物质ꎬ 达到

了不需要消化或稍加消化即可吸收的水平ꎬ
克服了整蛋白与单体氨基酸的劣势ꎬ 顺应了

临床病人的生理与病理需要ꎬ 适合而且也应

该在临床上得到使用ꎮ 这一使用应该通过特

医食品的方式进行ꎮ
根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ꎬ 特医

食品包括全营养配方食品、 特定全营养配方

食品和非全营养配方食品ꎮ 根据不同食源性

低聚肽的氨基酸构成特点和生理调节功能特

性ꎬ 完全可以单独以低聚肽为氮源或与整蛋

白和蛋白水解物搭配ꎬ 用于全营养配方食品

和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ꎮ
但是ꎬ 临床病人的病情常常是因人而

异ꎬ 因时而异ꎮ 对具体病人实施营养支持的

决定权需要由临床医生和临床营养师根据病

人的情况而定ꎮ 在某些具体情况下ꎬ 对于使

用何种食源性低聚肽以及用量多大ꎬ 也应该

是由临床医生和临床营养师根据病人具体情

况决定ꎬ 而仅仅依靠含低聚肽的全营养配方

食品或含低聚肽的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往往

不能满足病人具体营养需要ꎮ 这就要求ꎬ 用

于临床营养支持的低聚肽营养食品在产品纯

度、 包括形式与规格等方面应该具有相对独

立性ꎬ 以保障临床医生和临床营养师在使用

和选择低聚肽产品时的灵活性ꎮ 而低聚肽组

件食品也符合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中

关于非全营养配方食品的相关要求ꎮ 当然ꎬ
对于食源性低聚肽组件食品ꎬ 也应该明确标

准ꎬ 严格质量评价与管理ꎬ 在游离氨基酸含

量、 低聚肽含量、 特征性肽段等方面均应该

有明确的限定与规定ꎬ 以确保食源性低聚肽

组件食品质量可靠ꎮ 这也是取得良好临床应

用效果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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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以符合标准法规要求的各种食源

性低聚肽开发低聚肽组件食品ꎬ 是满足临床

医生和临床营养师以及临床病人对低聚肽需

求的必要途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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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影响. 成都医学院学报ꎬ ２０１２ꎬ ７ (４)ꎬ
５６６－５６７.

[１０] 梁锐ꎬ 张召锋ꎬ 赵明ꎬ 等. 海洋

胶原肽对剖宫产大鼠伤口愈合促进作用. 中

国公共卫生ꎬ １０１０ꎬ ２６ (９): １１４４－１１４５.
[１１] Ｒｅｅｓ ＲＧꎬ Ｈａｒｅ ＷＲꎬ Ｇｒｉｍｂｌｅ ＧＫꎬ

Ｆｒｏｓｔ ＰＧꎬ Ｓｉｌｋ ＤＢ. Ｄｏ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ｅｎ￣
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 ａ ｐｒｅｄｉｇｅｓｔｅｄ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ｒｏｓｓｏｖ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
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Ｇｕｔ. １９９２ Ｊｕｌꎻ ３３ (７): ８７７－８１.

[ １２] Ｒｏｙａｌｌ Ｄꎬ Ｊｅｅｊｅｅｂｈｏｙ ＫＮꎬ Ｂａｋｅｒ
ＪＰꎬ Ａｌｌａｒｄ ＪＰꎬ Ｈａｂａｌ ＦＭꎬ Ｃｕｎｎａｎｅ ＳＣꎬ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Ｇ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ｖ ｐｅｐ￣
ｔ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ｄｉｅｔｓ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ｒｏｈｎ ' ｓ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Ｇｕｔ.
１９９４ Ｊｕｎꎻ ３５ (６): ７８３－７８７.

[１３] 于凤梅ꎬ 饶志勇ꎬ 柳园等. 海洋

肽对恶性肿瘤化学治疗患者营养状况及免疫

功能的影响. 华西医学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６ ( ８ ):
１２０３－１２０７.

[１４] 安枝明日香ꎬ 宫崎 進ꎬ 松田 宙

等. 短肽制剂 (ＰＮ－２) 在大肠癌围术期使

用的安全性及有用性研究: 随机分组试验

的探索. 日本外科与代谢—营养 ２０１６ꎬ ５０
(１) : ５１－６１.

[１５] 梁江ꎬ 裴新荣ꎬ 王楠等. 海洋胶原

肽长期喂养对 ＳＤ 大鼠自发肿瘤的抑制作用.
食品与发酵工业ꎬ ２０１１ꎬ ３７ (５): １－６.

[１６] Ｂａｄｅｔｔｉ Ｃꎬ Ｃｙｎｏｂｅｒ Ｌꎬ Ｂｅｒｎｉｎｉ Ｖꎬ
Ｇａｒａｂｅｄｉａｎ Ｍꎬ Ｍａｎｅｌｌｉ ＪＣ.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ｃａ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ｂｕｒｎｔ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ｏｒ
ｆｒｅｅ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ｎ Ｆｒ Ａｎｅｓｔｈ Ｒｅａｎｉｍ. １９９４ꎻ
１３ (５): ６５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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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 ] Ｙｕｈｏｎｇ Ｗｕꎬ Ｘ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Ｐａｎꎬ
Ｓｈｉｘｉｕ Ｚｈａｎｇꎬ ｅｔ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ｎ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ｉｎｊｕｒｙ ｉｎ 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ꎬ Ｌｉｐｉｄ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Ｄｉｓ. ２０１４ꎻ １３: １９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
２０１４ Ｄｅｃ １３.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６ / １４７６－５１１Ｘ－１３－
１９２.

[ １８ ] ＹＩＮ Ｈｏｎｇꎬ ＰＡＮ Ｘｉｎｇ － ｃｈａｎｇꎬ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 － ｋａｎｇꎬ ｅｔｃ.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ｈｅａｔ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Ｄａｍａｇ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Ｎｏｎ － Ｓｔｅｒｏｉｄａｌ Ａｎｔｉ －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Ｒａ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３ (９): ２０１９－２０２７.

[１９] 潘兴昌ꎬ 印虹ꎬ 谷瑞增等. 小麦

肽对大鼠氮代谢以及胃肠黏膜结构和功能的

影响. 食品科学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４ (５): ２６４－２６９.
[２０] 彭宏斌. 海洋胶原肽辅助降血糖

和免疫营养功能的效果研究. 北京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ꎬ ２００８.
[２１] 赵海峰ꎬ 张召锋ꎬ 李琼等. 海洋

胶原肽延缓腺嘌呤所致大鼠慢性肾功能损伤.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ꎬ ２００８ꎬ ４２ (４): ２３１ －
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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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氮比、 蛋白质占热能的比例及蛋白质
数量之间的数理关系

唐　 雯∗１ 　 李胜利１ 　 尚　 恒２

(１. 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ꎻ ２. 沧州市人民医院　 沧州 ０６１０００)

　 　 摘　 要　 目的: 明确热氮比、 蛋白质占热能的比例及蛋白质数量之间的数理关系ꎬ 方便相互转换与应

用ꎮ 方法: 建立热氮比、 蛋白质占热能的比例、 蛋白质数量之间的数理联系ꎬ 推导换算公式ꎬ 绘制标准曲线

并建立换算表格ꎮ 结果: 通过公式换算法、 标准曲线法和查表法均能实现各指标间的快速转换ꎬ 大大节省了

手工换算的时间ꎮ 结论: 实现了热氮比、 蛋白质占热能的比例、 蛋白质数量之间的数理换算ꎬ 为营养工作者

在蛋白质相关换算方面提供帮助ꎬ 方便了各类营养工作者的实际应用ꎮ
关键词　 热氮比ꎻ 非蛋白热卡与含氮量的比值ꎻ 蛋白质占热能的比例ꎻ 蛋白质数量

前　 言

蛋白质作为最重要的营养素ꎬ 在营养学

中受到广泛的重视ꎮ 在评价蛋白质的含量和

数量时ꎬ 经常会遇到氮热比ꎬ 蛋白质占总热

能的比例和蛋白质数量的相关问题ꎮ 其中对

热氮比的解释不同资料有所不同ꎬ 通常我们

所说的氮热比是指总热量与氮含量的比

值[１]ꎬ 但是在某些领域的应用中ꎬ 如临床营

养制剂配制等ꎬ 常用到指标的是非蛋白热卡

与氮含量的比值ꎬ 往往也被称为热氮比或能

氮比[２]ꎮ 其目的均是提供足够的非蛋白质热

量ꎬ 以减少蛋白质产能而造成的浪费ꎮ 尽管

有不同ꎬ 这些概念也都比较简单ꎬ 但是在应

用过程中常常涉及氮热比ꎬ 蛋白质占总热能

的比例和蛋白质数量之间的换算ꎬ 或需从多

个角度评价蛋白质数量的情况ꎬ 然而至今未

见有报道对它们进行统一或换算ꎬ 从这一点

来看还是会带来一些不便ꎮ 因此ꎬ 本研究采

用数理的方法推导换算公式ꎬ 绘制标准曲

线ꎬ 并建立三者之间的换算表格ꎬ 以期明确

三者间的换算关系ꎬ 节省换算时间ꎬ 为营养

工作者提供便利ꎮ

１　 基本概念与公式推导

因为 １ｇ 氮相当于 ６.２５ｇ 蛋白质ꎬ １ｇ 蛋白

质产生热能为 ４Ｋｃａｌꎬ 所以

ＰＣ＝Ｎ∗６.２５∗４＝ ２５Ｎꎻ
ＮＰＣ＝ＴＣ－ＰＣꎻ
ＮＰＣ ∶ Ｎ＝ (ＴＣ－２５Ｎ) / Ｎ＝ＴＣ / Ｎ－２５ꎻ
ＰＣ ∶ ＴＣ＝ ２５Ｎ / ＴＣ＝ ２５ / (ＴＣ ∶ Ｎ) ＝ ２５ /

(ＮＰＣ ∶ Ｎ＋２５)ꎮ
另外ꎬ １０００ 千卡热能中蛋白质产能为

１０００∗ＰＣ ∶ ＴＣꎬ 相当于蛋白质的量为 Ｐ ＝

∗ 主要作者简介: 唐雯ꎬ 讲师ꎬ 硕士研究生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ꎬ 在校期间发表 ＳＣＩ 论文 １ 篇ꎬ 现就职于沧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ꎬ 从事医学营养

专业教学工作ꎮ 联系电话: １５８３２７７１６０８ꎬ 电子邮箱: ｂｕｌｉｓｈ＿ ０１１０＠ １６３.ｃｏ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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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ＰＣ ∶ ＴＣ) / ４ꎬ 因此

Ｐ ∶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ＰＣ ∶ ＴＣ) / ４ ＝ ２５０∗
ＰＣ ∶ ＴＣ＝ ６２５０ / (ＴＣ ∶ Ｎ) ＝ ６２５０ / (ＮＰＣ ∶

Ｎ＋２５)ꎮ 以上数据ꎬ 能量单位均为 Ｋｃａｌꎬ 蛋

白质和氮含量的单位均为 ｇꎮ

表 １　 蛋白质相关指标的基本概念、 英文对照和缩写语

基本概念 英文对照 缩写语

氮含量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Ｎ

总热量 Ｔｏｔａｌ Ｃａｌｏｒｉｅｓ ＴＣ

蛋白质的量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

蛋白质产生的热量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ａｌｏｒｉｅ ＰＣ

非蛋白热卡ꎬ 即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所供给的热量 ｎｏｎ￣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ａｌｏｒｉｅ ＮＰＣ

热氮比ꎬ 即总热量与氮含量的比值 ＴＣ ∶ Ｎ

非蛋白热卡与氮含量的比值 ＮＰＣ ∶ Ｎ

蛋白质占总热能的比例ꎬ 即蛋白质提供热能占总热能的比例 ＰＣ ∶ ＴＣ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的数量 Ｐ ∶ １０００

２　 绘制数量关系转换的标准曲线

根据热氮比ꎬ 蛋白质占总热能的比例和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的数量之间的数量关

系ꎬ 即 ＰＣ ∶ ＴＣ ＝ ２５ / (ＴＣ ∶ Ｎ)ꎬ Ｐ ∶ １０００ ＝
６２５０ / (ＴＣ ∶ Ｎ)ꎬ 可以制定出标准曲线ꎬ 如

图 １ꎮ

根据非蛋白热卡与含氮量比值ꎬ 蛋白质

产能百分比和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的数

量之间的数量关系ꎬ 即 ＰＣ ∶ ＴＣ ＝ ２５ / (ＮＰＣ
∶ Ｎ＋２５)ꎬ Ｐ ∶ １０００＝ ６２５０ / (ＮＰＣ ∶ Ｎ＋２５)ꎬ
可以制定出标准曲线ꎬ 如图 ２ꎮ

３　 制定数量关系换算表

图 １　 热氮比、 蛋白质占热能的比例和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

蛋白质的数量换算标准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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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非蛋白热卡与含氮量比值ꎬ 蛋白质占总热能的比例和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的数量换算的标准曲线

表 １　 非蛋白热卡与含氮量比值ꎬ 氮热比ꎬ 蛋白质占总热能的比例和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数量的换算表

热氮比
非蛋白热卡和氮

含量的比值
蛋白质占总热能
的比例 (％)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
的数量 (ｇ)

５０ ∶ １ ２５ ∶ １ ５０.００ １２５.００

５５ ∶ １ ３０ ∶ １ ４５.４５ １１３.６４

６０ ∶ １ ３５ ∶ １ ４１.６７ １０４.１７

６５ ∶ １ ４０ ∶ １ ３８.４６ ９６.１５

７０ ∶ １ ４５ ∶ １ ３５.７１ ８９.２９

７５ ∶ １ ５０ ∶ １ ３３.３３ ８３.３３

８０ ∶ １ ５５ ∶ １ ３１.２５ ７８.１３

８５ ∶ １ ６０ ∶ １ ２９.４１ ７３.５３

９０ ∶ １ ６５ ∶ １ ２７.７８ ６９.４４

９５ ∶ １ ７０ ∶ １ ２６.３２ ６５.７９

１００ ∶ １ ７５ ∶ １ ２５.００ ６２.５０

１０５ ∶ １ ８０ ∶ １ ２３.８１ ５９.５２

１１０ ∶ １ ８５ ∶ １ ２２.７３ ５６.８２

１１５ ∶ １ ９０ ∶ １ ２１.７４ ５４.３５

１２０ ∶ １ ９５ ∶ １ ２０.８３ ５２.０８

１２５ ∶ １ １００ ∶ １ ２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３０ ∶ １ １０５ ∶ １ １９.２３ ４８.０８

１３５ ∶ １ １１０ ∶ １ １８.５２ ４６.３０

１４０ ∶ １ １１５ ∶ １ １７.８６ ４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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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热氮比
非蛋白热卡和氮

含量的比值
蛋白质占总热能
的比例 (％)

１０００ 千卡热量中蛋白质
的数量 (ｇ)

１４５ ∶ １ １２０ ∶ １ １７.２４ ４３.１０

１５０ ∶ １ １２５ ∶ １ １６.６７ ４１.６７

１５５ ∶ １ １３０ ∶ １ １６.１３ ４０.３２

１６０ ∶ １ １３５ ∶ １ １５.６３ ３９.０６

１６５ ∶ １ １４０ ∶ １ １５.１５ ３７.８８

１７０ ∶ １ １４５ ∶ １ １４.７１ ３６.７６

１７５ ∶ １ １５０ ∶ １ １４.２９ ３５.７１

１８０ ∶ １ １５５ ∶ １ １３.８９ ３４.７２

１８５ ∶ １ １６０ ∶ １ １３.５１ ３３.７８

１９０ ∶ １ １６５ ∶ １ １３.１６ ３２.８９

１９５ ∶ １ １７０ ∶ １ １２.８２ ３２.０５

２００ ∶ １ １７５ ∶ １ １２.５０ ３１.２５

２０５ ∶ １ １８０ ∶ １ １２.２０ ３０.４９

２１０ ∶ １ １８５ ∶ １ １１.９０ ２９.７６

２１５ ∶ １ １９０ ∶ １ １１.６３ ２９.０７

２２０ ∶ １ １９５ ∶ １ １１.３６ ２８.４１

２２５ ∶ １ ２００ ∶ １ １１.１１ ２７.７８

２３０ ∶ １ ２０５ ∶ １ １０.８７ ２７.１７

２３５ ∶ １ ２１０ ∶ １ １０.６４ ２６.６０

２４０ ∶ １ ２１５ ∶ １ １０.４２ ２６.０４

２４５ ∶ １ ２２０ ∶ １ １０.２０ ２５.５１

２５０ ∶ １ ２２５ ∶ １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５５ ∶ １ ２３０ ∶ １ ９.８０ ２４.５１

２６０ ∶ １ ２３５ ∶ １ ９.６２ ２４.０４

２６５ ∶ １ ２４０ ∶ １ ９.４３ ２３.５８

２７０ ∶ １ ２４５ ∶ １ ９.２６ ２３.１５

２７５ ∶ １ ２５０ ∶ １ ９.０９ ２２.７３

２８０ ∶ １ ２５５ ∶ １ ８.９３ ２２.３２

２８５ ∶ １ ２６０ ∶ １ ８.７７ ２１.９３

２９０ ∶ １ ２６５ ∶ １ ８.６２ ２１.５５

２９５ ∶ １ ２７０ ∶ １ ８.４７ ２１.１９

３００ ∶ １ ２７５ ∶ １ ８.３３ ２０.８３



９７　　　

４　 讨　 论

在营养学的实践过程中ꎬ 蛋白质是最重

要的营养素ꎮ 适当的蛋白质摄入在临床危重

症患者的营养支持ꎬ 普通人群的减肥和体重

管理ꎬ 以及畜牧业中牲畜的优质饲养等多方

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３－５]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蛋白质的营养好坏决定着人与动物的营养水

平ꎮ 在实际工作中ꎬ 评价膳食蛋白质含量及

数量时ꎬ 经常会用到热氮比ꎬ 蛋白质占热能

的比例和蛋白质数量ꎬ 由于三者的关系相互

联系又彼此独立ꎬ 使营养工作者在遇到上述

问题时ꎬ 需要进行手工计算进行转换ꎬ 这给

实际工作带来了麻烦ꎮ 为了使三者之间的关

系更加简单明了ꎬ 我们对三者之间的数理关

系进行了整理ꎬ 推导出了三者之间的换算公

式ꎬ 绘制了标准曲线ꎬ 并建立了换算表格ꎬ
使三者关系更加清晰ꎮ 只要知道上述三者的

任何一项ꎬ 通过换算表和标准曲线就能立刻

知道其他两项的数值ꎬ 为蛋白质的计算提供

了很大的便利ꎮ 缩短了工作中计算时间ꎬ 为

广大营养工作者提供了帮助ꎮ
综上ꎬ 本研究对氮热比ꎬ 蛋白质占热能

的比例和蛋白质数量三者进行了数理分析ꎬ
找到了三者之间的数理关系ꎬ 并推导了公

式ꎬ 绘制了标准曲线ꎬ 建立了换算表格ꎬ 方

便了营养工作者在蛋白质相关计算中的麻

烦ꎬ 节约了时间ꎮ 另外ꎬ 还可以在换算公式

的基础上开发换算软件ꎬ 将进一步简化操

作ꎬ 更好的为营养工作服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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