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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 滋 病 营 养 管 理 和
支 持 至 关 重 要

编者寄语

Speech from Editor

Nutrition management and support of AIDS should not be ignored

   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现状不容乐观，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WHO）统计，艾滋病毒感染仍然是一项全球主要公共卫

生问题，到目前为止已造成近 3300 万人死亡。2019 年底，

估计有 3800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有 170 万新感染者。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估计存活艾滋病感染者约 125 万，死

亡 26.2 万例。估计新发感染者每年 8 万例左右。全人群感

染率约为 9.0/ 万。

   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获得有效的艾滋病毒预防、诊断、

治疗和关爱措施，艾滋病毒感染已成为一种可管理的慢性健

康疾患，可使艾滋病毒感染者能够过上较长的质量高的生活。

目前虽没有针对艾滋病毒感染的治愈方法，但近年来艾滋病

抗病毒药物治疗取得了飞速发展。研究表明，感染者尽早接

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能有效延缓疾病进程，提高免疫能

力，并降低各类艾滋病相关或非相关疾病的患病率，可使病

毒得到控制并有助于防止将感染传给他人。截至 2019 年底，

2540 万人正在获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一个 20 岁的年

轻人感染 HIV 病毒后，如果能坚持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

他的期望寿命可以达到 70 岁。2016 年，国家卫健委发布为

所有有治疗意愿的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的通知。目前有越

来越多的感染者将在感染 HIV 病毒后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

病人的生命将进一步延长。

   艾滋病是消耗性疾病， HIV 感染者比健康人的静息能量

消耗要增加 10%。从艾滋病毒感染到发病，由于机体免疫系

统受损，营养物质的消耗随之增大，机体的营养需求会有所

增加，而食物在体内的消化吸收却有所下降，艾滋病特殊的

代谢特点导致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在艾滋病患者中发病率

较高，并贯穿与疾病的整个过程，主要初期表现是体重下降，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消瘦、贫血、低蛋白血症等。营养不良

会进一步削弱机体免疫功能，加上病毒感染对免疫功能的直

接抑制作用，病人机会性感染的发生明显增加，更加剧了营

养不良，最后导致恶病质甚至死亡。为打破营养不良与免疫

力低下的恶性循环，给与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营养支持

很有必要。营养状况是决定艾滋病病人生存时间长短和生存

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有摄入足够的营养供给细胞，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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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才能够保持正常功能和活力，机体免疫功能才能充分发

挥作用。保持良好营养状态能够减轻患者免疫损伤，减少机

会性感染，减轻抗氧化损伤，提高和巩固抗病毒治疗的效果

和耐受性，预防肿瘤，延缓 HIV 感染发展进程，提高患者生

活质量，延长生存期，改善预后。对于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

患者营养支持的目的在于，促进体内蛋白合成，为免疫功能

恢复提供必要营养，储存能量以维持器官功能。近年来，随

着治疗的普及和期望寿命的增加，代谢综合征、肥胖等问题

也开始成为 HIV 感染者面临的主要问题。这些问题都给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饮食健康带来了双重挑战。

   虽然临床上已经认识到了营养在艾滋病治疗中的重要作

用，但营养与艾滋病防治的研究及应用开展的还很少，需要

不断加强。目前国内外仍缺乏针对艾滋病病人饮食指导指南

和规范的营养管理流程，需要更多的医生和营养专业人员积

极开展艾滋病的深入研究和科普宣传，让艾滋病病人能够得

到科学有效的饮食指导和营养管理。

马冠生  教授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 

主任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 副理事长

达能营养中心科学委员会 委员

中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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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介绍（2）

On-going Project introduction of “Danone Institute China Diet Nutrition 
Research & Communication Grant” in 2015 (2)

基于多种分析技术的原发性高尿酸血症血清代谢组学研究

 Metabonomics analysis of hyperuricemia based on a variety of analytical techniques

       申请人姓名：潘洪志 

       申请人工作单位：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资助金额： 19 万 

     项目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膳食结构的改变，高尿酸血症

（hyperuricemia，HUA）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常见病、多发病。

我国人群中 HUA 的患病率呈逐年升高并有年轻化的趋势。HUA

是痛风性关节炎的重要生化基础，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

素，同时与代谢综合征密切相关。 

   目前，血尿酸水平是诊断高尿酸血症的唯一指标，然而尿

酸并不能完全反映高尿酸血症患者机体的代谢规律，也不能

完全阐明高尿酸血症疾病转归过程中的机理。因此，发现更

加灵敏、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以此对 HUA 进行深入研究成为对

HUA 进行预防、诊断和治疗的关键。 

   代谢组学在寻找早期、敏感的生物标志物方面具有显著的

的优势。近年来，基于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技术 (GC-MS)、

1H 核磁共振技术 (NMR) 和超高效液相色谱 - 飞行时间质谱技

术 (UPLC-Q-TOF MS) 的代谢组学方法广泛应用于代谢组学研

究中。通过结合多种代谢组学方法可以达到分析平台优势互

     申请人姓名：杨雪锋 

     申请人工作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资助金额： 19 万 

     项目摘要：

    妊娠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是

补，更加全面、准确、可信地筛选出敏感、可靠的生物标志物。

因此，采用多种技术对我国居民高尿酸血症进行全面的代谢

组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课题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基于 GC-MS、NMR 及 UPLC-Q-TOF 

MS 技术的代谢组学方法寻找原发性高尿酸血症的早期生物标

志物并研究其致病机制。 

   本研究拟在前期对我国居民高尿酸血症研究的基础上，进

一步从参加健康体检的哈尔滨市人群中收集研究对象200人，

其中原发性高尿酸血症患者 100 人，正常健康对照 100 人。

对筛选人群进行基本资料调查，采集空腹血样并检测身高、

体重、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对各组之间年龄、性别、

吸烟史等基本资料进行匹配。利用 GC-MS 技术研究人群的血

清游离脂肪酸谱。利用 UPLC-Q-TOF MS 和基于 CPMG 序列的

1H-NMR 技术检测各组人群的血清指纹图谱。利用多变量统计

分析方法对血清游离脂肪酸和小分子代谢产物进行判别分析，

主要包括利用主成分分析（PCA）和最小二乘法分析（PLS-DA）

来寻找生物标志物。对代谢标志物进行代谢通路研究，以此

研究高尿酸血症的代谢变化规律，探明其发病机理，为 HUA

的发病及其转归进行早期预警、诊断和治疗寻找靶点。 

指妊娠期首次发生糖代谢异常的疾病。自 2011 年执行 IADPS

推荐的 GDM 诊断标准以来，我国报道的妊娠糖尿病发病率高

达 10 ～ 20%。妊娠期血糖异常会增加妊娠高血压、羊水过多

等妊娠并发症以及巨大儿、难产等不良妊娠结局的风险，严

重影响母婴健康。孕期由于激素的影响，人体对脂肪的吸收

增强，同时富含动物性脂肪和胆固醇的食物摄入增加。胆固

醇摄入是否会增加GDM的风险？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

孕期膳食胆固醇摄入及胆固醇代谢标志物水平与妊娠糖尿病风险的前瞻性研究

A prospective study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ietary cholesterol intake and cholesterol 

metabolic biomarkers during pregnancy and risk of 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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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成年男性硫胺素平均需要量探讨

The study on average thiamine requirement in chinese adult male 

2015 年美国膳食指南科学报告中建议取消对膳食胆固醇摄入

的限制，但胆固醇摄入与慢性病的关系尤其与 GDM 的关系在

中国人群缺乏充分的研究证据。由于胆固醇代谢受胆固醇合

成和吸收的双重调节，膳食胆固醇摄入并不能准确反映胆固

醇的代谢状况。近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胆固醇吸收和

合成的血清标志物水平的变化与脂质代谢紊乱密切相关，能

更为客观真实的反映胆固醇代谢状态。为胆固醇代谢与相关

疾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策略。但是，迄今尚缺乏孕期胆

固醇代谢标志物水平的变化及其与 GDM 关系的研究。

   因此，本项目采用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方法，选取初次孕

检并建册的孕早期孕妇约 1500 人作为调查对象，在不同的孕

    申请人姓名：刘庆春 

    申请人工作单位：武警总医院 

    资助金额： 14.5 万

       项目摘要：

   膳食硫胺素摄入不足一直是我国居民的主要营养问题之

一。随着现代社会发展和膳食结构的变化，硫胺素摄入不足

有加重趋势，因此需要加强对硫胺素需要量的研究。过去我

国居民硫胺素平均需要量主要根据尿负荷试验测得，随着硫

胺素营养状况评价方法的发展，发现血液中硫胺素二磷酸酯

期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包括血脂及血清

胆固醇标志物水平检测），以及运用经过信度和效度检验的

半定量食物频率表（FFQ）进行膳食调查，并按 IADPSG 标准

在孕 24 ～ 28 周进行 GDM 筛查和诊断。在调查不同孕期膳食

胆固醇摄入量的基础上，动态监测孕期的胆固醇代谢标志物

水平，进一步深入分析孕期膳食胆固醇摄入、胆固醇代谢标

志物水平与GDM的关系，筛选预测GDM风险的代谢标志物指标。

本研究的结果对于制定合理的膳食干预措施防治孕期脂质代

谢异常以及 GDM 等妊娠合并症，保证母婴健康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水平是一个敏感指标，可用以评价硫胺素营养状况。本项目

拟通过现场人群研究，采用高效液相色谱（HPLC）法测定我

国成年男性血液中硫胺素二磷酸酯浓度，结合膳食控制、空

腹尿硫胺素排出量和红细胞转酮醇酶活性系数测定，探讨不

同硫胺素摄入量状况下硫胺素营养状况变化，为制订我国居

民硫胺素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提供新的理论依据。预期提

出我国成年男性硫胺素平均需要量，为今后开展硫胺素代谢、

硫胺素营养状况的评定与硫胺素膳食参考摄入量的研究工作

奠定基础。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 2～ 3 篇高质量的

论文。 

水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The effect of hydration on cognitive performance

     申请人姓名：杜松明 

   申请人工作单位：中国营养学会 

      资助金额： 14.5 万 

      项目摘要：

  问题现状：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最重要

的物质之一。水对于人体而言，其生理功能包括多个方面：

水是人体组织的主要组成成分，可参与机体新陈代谢、维持

体液正常渗透压及电解质平衡、调节体温，且具有润滑作用。

水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摄入

水分不足或过多都对机体无益。

    水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但对于水的研究却甚少。由本课

题组成员马冠生教授负责的《我国四城市儿童少年饮水情况

调查》和《我国四城市成年人饮水情况调查》的研究结果显

示，儿童少年和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并不能达到我国推荐饮

水量（1200ml）的标准；由于缺乏足够的饮水调查相关数据，

我国饮水适宜摄入量（AI）的制定也受到了限制。

    另外，水与健康息息相关。其中，大脑在很大程度上决

定着机体的认知能力，且大脑组织中含水的比例为 85％，如

果水摄入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大脑的认知能力。目前，

关于水对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尚少且结果不一致，试验的质

量控制也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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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觐人员生活方式对其营养素摄入状况和血浆磷脂脂肪酸谱的影响

The effect of lifestyle on the nutritional status and the profiles of plasma phospholipid fatty 

acid in pilgrimage people 

    本研究主要针对以上两点问题，首先进行饮水调查，为

制定我国水 AI提供数据；其次，研究水对认知能力的影响，

并验证两者的内在脑部机制。 

  预期结果： 

   1．了解人群的日常饮水行为特性，如：饮水量、饮水速

度等。 

    2．了解人群每日饮水量与排尿量、尿液指标之间的关系。 

    申请人姓名：杨建军 

    申请人工作单位：宁夏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

品卫生系 

    资助金额：19 万 

       项目摘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的疾病谱

和死亡模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以癌

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为主的慢性疾病引起的死亡已

占总死亡率的 70%。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受膳食、生活方

式及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膳食营养对慢性病的影响尤为重

要，血浆磷脂脂肪酸谱又是反应膳食结构 1/5。回族人群有

着与汉族不同的生活饮食习惯，如回族群众有封斋的习惯，

喜食牛羊肉、“油香”，喜饮茶，视烟、酒为禁忌等。朝觐

人群又是回族中的一个特殊的人群，在穆斯林社区乃至中国

社会都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和影响力，他们被

尊称为“哈吉”，是最虔诚的回族穆斯林的象征，且朝觐人

      3．形成建立脱水模型的方法。 

      4．了解饮水对人群认知能力的影响。 

     5．了解饮水对认知能力影响的机制，如脑部控制认知

能力部位，前额叶皮层(执行功能，包括计划和抑制控制)，

前扣带皮层 ( 情绪和决策 ) 和颞上回 ( 听觉处理 ) 等在核磁

下的活性改变。 

群年龄多在 50 岁～ 70 岁之间，多数人员患有老年病、慢性

疾病，对于它们的关联研究尚缺少足够的人群流行病学及临

床实验证据，而且对其膳食结构、营养状况、生活方式以及

营养相关性慢性病的患病情况亦了解不够深入。

   因此，为了探索传统回族生活方式对其营养状况的摄入

和慢性疾病的影响。本研究运用横断面研究方法，整群抽取

每年参加朝觐的回族人员，调查其生活方式，并采用采用访

谈式和半定量食物频率表（FFQ）法调查其营养素摄入状况，

通过气相色谱法及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浆脂肪酸，分析该人

群血浆磷脂脂肪酸谱，同时比较回族人群与同地区非朝觐回

族人群、汉族人群的生活方式、营养素摄入状况、血浆磷脂

脂肪酸谱，探索传统回族生活方式对其营养状况及血浆磷脂

脂肪酸谱的影响，为揭示生活方式与营养素摄入、血浆磷脂

脂肪酸谱及慢性疾病的相关性提供基础数据。预期成果：培

养硕士研究生 2-3 名；青年教师骨干 2-3 名，发表高水平的

学术论文 2-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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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蛋白质是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的重要组成成分，是一

切生命的物质基础。近年的研究发现蛋白质被分解吸收进入

血液的活性肽具有参与机体的免疫调节、促进矿物质吸收、

降血压及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艾滋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传染

病 , 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发病率高，并贯穿于疾病的全过

程，而且病程越长，营养不良的发病率越高、越严重。持续

的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又导致患者免疫力进一步下降，从

而加速 HIV 感染的病程，加重病情，降低生活质量，缩短生

存时间，同时降低抗病毒治疗的耐受性和效果。蛋白质摄入

可能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健康状况密切相关。本研究

通过检索 2002-2020 年公开发表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共纳入

6 篇学术论文进行证据体评价。综合研究结果显示，综合研

究结果显示，增加蛋白质摄入对 HIV 患者的红细胞谷胱甘肽

缺乏、体重下降、改善生活质量等起保护作用。

      关键词：蛋白质，HIV，AIDS，营养

Abstract: 
       Protei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body cells, 
tissues and organs and it is the material basis of 
all life. Recentl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active 
peptides that are decomposed and absorbed into the 
blood can participate in the body's immune regulation, 
promote mineral absorption, lower blood pressure 
and scavenge free radicals. AIDS is a chronic wasting 
infectious disease. The incidence of 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 is high and runs through the entire 
course of the disease. The longer the course of the 
disease, the higher and more serious the incidence of 
malnutrition. Persistent 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

 leads to a further decline in the patient's immunity, 
which accelerates the course of HIV infection, 
aggravates the disease, reduces the quality of life, 
shortens the survival time and reduces the tolerance 
and effect of antiviral therapy. Protein intake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ealth status of HIV/
AIDS patients. A total of 6 articles were included to 
evaluate by searching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articles published in 2002-2020.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increased protein intake 
has protective effects on glutathione deficiency, 
weight loss and improvement of quality of life in HIV 
patients. 

      Keywords:   protein，HIV，AIDS，nutrition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蛋白质代谢与健康人群有所不

同，艾滋病是消耗类疾病，HIV 感染者比健康人的静息能量

消耗要增加 10%，特殊的代谢特点导致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

良在艾滋病患者中发病率较高，并贯穿与疾病的整个过程，

主要初期表现是体重下降，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消瘦、贫血、

低蛋白血症、免疫力损害等，最后导致恶病质乃至死亡。但

是近年来，随着治疗的普及和期望寿命的增加，代谢综合征、

肥胖等问题也开始成为 HIV 感染者面临的主要问题。

   长期感染和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容易导致代谢紊乱，表现

为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生物老化 [1-3]、线粒体损伤 [4]、

体重减轻 [5, 6] 等，从而加速病程，加重病情，降低生活质量，

缩短生存时间，同时降低抗病毒治疗的耐受性和效果。宏量

营养素支持可能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有保护作用，能

够增加患者的就医依从性，改善营养状况，增加体重，提高

                                                  
蛋白质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营养支持中的循证研究

何海蓉 1，马冠生 1

Hairong He 1, Guansheng Ma 1

1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系，北京 100191

1 Department of Nutriton and Food Hygien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Evidence based study on lipids i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HIV / A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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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活质量，延长预期寿命。本文旨在通过检索相关文献对

蛋白质摄入与 HIV 感染和艾滋病的关系进行梳理。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英文文献检索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文文献主要检索自万方、

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中文文献数据库；

英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

外文文献数据库。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群研究方法，分析蛋

白质营养支持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的作用和效果，包

括横断面研究、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等一手研究数据，

综述、系统综述等非一手研究数据，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排除标准：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动物研究；细胞

研究；重复发表的数据；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等。

1.3 文献处理方法

   制定文献信息摘录表，包括：（1）基本信息：作者、发

表年份、文献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例数、研究人群（地区）、

研究人群（年龄）等；（2）研究结果信息：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结论。

1.4 质量控制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信息提取，并进

行交叉比对，产生意见分歧时，交由第三位作者进一步确定。

2、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基本信息

   本次共检索到关于艾滋病与蛋白质的文献 728 篇，其中中

文文献 59 篇，英文文献 669 篇。排除重复的文章，题目、摘

要及关键信息明显与本次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章，研究类型模

糊或研究方案表述不清的文章，最后共有 6 篇文献（其中中

文 0 篇，英文 6 篇）纳入本研究。相关检索词及文献检索情

况见表 1，具体检索式详见附表。

2.2 证据等级

   蛋白质摄入与艾滋病的评价系统是在 WHO 推荐的有关研究

方法制定的证据等级标准上形成的，包括证据等级评价和证

据体评价。证据等级评价是指对每一项研究的证据强度（实

验设计水平、研究质量）、效应量（统计学意义和临床意义）

和结局变量的临床相关性进行评价，对纳入证据的每一篇文

献都给出证据等级得分。证据体评价是指将通过证据等级评

价后纳入的所有文献，作为一个证据体；然后再综合分析该

证据体的证据等级（所有纳入文献的证据等级得分的平均值）、

一致性、健康影响、研究人群及适用性，形成推荐意见及强度。

2.3 蛋白质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结果显示，增加蛋白质摄入对 HIV 患者的红细胞谷胱甘

肽缺乏、体重下降、改善生活质量等起保护作用，推荐等级

为 B级，研究证据的质量及评价见表 2。

   表 3 中总结了艾滋病与蛋白质摄入相关的文献，共有 5项

随机对照试验和 1 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分别来自博茨瓦纳、

美国、巴西和瑞士，研究发现膳食补充 OKG（两分子鸟氨酸

和一分子 α- 酮戊二酸组成的人工合成剂）对身体质量指数、

肱三头肌皮褶厚度等无作用，蛋白质或半胱氨酸、谷氨酸补

充可改善红细胞谷胱甘肽循环，促进 CD4 淋巴细胞增加，高

蛋白膳食可能有利于改善艾滋病儿童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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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艾滋病与蛋白质检索情况

中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
文献数量

中文 英文 合计

蛋白质，氨基酸，肽，氮平衡，蛋
白质营养不良，艾滋病，人类免疫
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AIDS，
HIV，摄入，食用，饮食

Protein，amino acid，peptide，nitrogen balance，
protein-energy malnutrition，PEM，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intake，consume，food，diet

59 669 728



表2  艾滋病与蛋白质关联证据分析

内容 评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5项随机对照试验和1项横断面研究，膳食中补充蛋白质对红细胞谷胱甘肽缺乏、体重下降、改善生活质量等起保护作用。

一致性 良
1项研究发现高蛋白质膳食补充有利于改善艾滋病儿童身体功能和总体生活质量。2项研究发现膳食中补充蛋白质或半胱氨
酸和甘氨酸可以促进红细胞谷胱甘肽上升和改善谷胱甘肽循环。1项研究发现补充蛋白质促进空腹甘油三酯浓度下降，CD4
淋巴细胞增加。1项研究发现艾滋病人蛋白质摄入与体细胞质量呈正相关。

健康影响 良 在临床上有较大的作用

研究人群 尚可 包括非洲、美国、巴西、瑞士人群

适用性 尚可 适用于中国时有许多注意事项

表3艾滋病与蛋白质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Malete 2017[7] Nguyen 2014[8]  Sattler 2008[9]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调查方法 分别在基线，6个月和12个月时收集人
体测量指标，身体活动，运动表现和
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L）。

血生化、血糖、血脂检测，红细胞谷
胱甘肽检测，氧化应激和氧化剂标志
检测

体脂分析，食物摄入日记，血脂、血糖检
测，CD4淋巴细胞、HIV RNA 浓度检测

干预种类 干预组：高蛋白（豆高粱bean-
sorghum加微量营养素）膳食
对照组：高粱加微量营养素膳食

干预组：口服半胱氨酸和甘氨酸补充
剂
对照组：自身前后对照

干预组：高蛋白补充
对照组：不添加蛋白质的等能量补充剂

例数 干预组：97例；
对照组：104例

干预组对照组各8例 干预组：29例；
对照组：30例

研究对象/年龄 博茨瓦纳/纳入标准：年龄6至15岁，
CD4细胞计数<700 / mm2，采用抗逆
转录病毒疗法，并且没有营养强化记
录或在研究前六个月内没有接受添加
能量和/或微量营养素的食品。

美国/纳入标准：年龄> 50岁；红细
胞谷胱甘肽缺乏；接受稳定抗逆转录
病毒治疗；入组前一年内无任何艾滋
有关感染或入院治疗；无糖尿病，甲
状腺疾病，皮质醇增多症，性腺功能
减退症，肾损伤或转氨酶升高；无睾
酮、合成代谢剂或糖皮质激素治疗史
。干预组平均年龄56.1岁

美国/纳入标准：
确诊HIV-1感染伴稳定体重减轻；无证据表
示并发症、吸收不良或HIV RNA浓度会低
于5000。两组年龄均为41岁。

摄入量/频率 每月为每个孩子发放2个5kg的高粱，
持续12个月。每天至少一次食用强化
高粱，具体食用频率通过访谈确定。

干预组每天口服剂量为0.81 
mmol/kg/d的半胱氨酸和1.33 
mmol/kg/d甘氨酸，持续14天。

干预组与对照组每天两餐间分别摄入两次
膳食补充剂，持续12周。

结果 除了身体脂肪百分比，速度和学校表
现外，食物补充剂对目标变量具有显
着的时间效应。时间与干预的交互作
用对身体功能，社会心理功能和总生
活质量有显著影响。与对照组相比，
干预组的身体功能和总体生活质量得
分从基线到6个月显著提高（P  = 
0.015）。

干预后血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P  
=0.02)和游离脂肪酸(P  =0.01）下降有
统计学意义。
干预后谷胱甘肽循环显著改善，胰岛
素敏感性增加31%( P =0.02)。

干预6周后，干预组腰臀比上升且有统计学
意义(P  =0.025)，但12周后两组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干预12周后，干预组空腹甘油三
酯浓度下降，而对照组上升(P  =0.03)，干
预组CD4淋巴细胞上升而对照组下降 
(P =0.03)。

对危险性的影响
（增加/无/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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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3 艾滋病与蛋白质关系的研究

参考文献 Moreno 2006[10] Karsegard 2004[11] Williams 2003[12]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横断面研究

调查方法 临床资料结合外周血计数 ，TCD4 和 TCD8 
淋巴细胞和红细胞谷胱甘肽检测

检测血脂、IL-6、TNF-α等指标 体成分分析，膳食回顾，肌肉锻炼
活动问卷

干预种类 乳清蛋白浓缩物补充 OKG（两分子鸟氨酸和一分子α-酮戊二酸)补
充 无

例数 干预组/对照组各9例 干预组：22例
对照组：24例

467例男性

研究对象/年龄 巴西/纳入标准：垂直感染艾滋病毒；年龄
12-72月儿童；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
CD4/CD8比值<1.5
排除标准：腹泻；乳制品不耐受；感染

美国/纳入标准：
>18岁；HIV感染后非自愿体重减轻 5%-15%；
CD4淋巴细胞>150 cells/mm3；测试得出体脂肪
量>5%（生物电阻抗法）；规律膳食；有能力
回答常规问题。排除标准：存在除艾滋病之外
的其他长期影响营养状态的疾病 （如小肠切除
、肠炎等）；肾脏/肝脏衰竭；怀孕或哺乳；患
1型糖尿病；无法测试肌肉功能 ；入组前一个月
内出现逆转录病毒疗法改变 。

美国/纳入标准：
 CD4淋巴细胞<200 cells/mm3；体
重稳定（3-6月内体重减轻少于5%）

摄入量/频率 乳清蛋白浓缩物一天一次或两次稀释于水或
非蛋白冷饮摄入。根据推荐膳食营养供给
量，起始剂量为每日蛋白质总需求量的
20％，并在3个月内每个月增加10％，最终
达到总需求的50％。安慰剂组始终提供相同
卡路里相饮食。

干预组：连续12周每天摄入10g OKG。对照
组：连续12周每天摄入等氮量的补充剂 （OKG
由乳蛋白替代）

无

结果 干预组发生合并感染率低于对照组 。
干预组红细胞谷胱甘肽浓度上升具有统计学
意义(P =0.018)。

干预12周后，与基线相比，两组身体质量指数
（P=0.02）和肱三头肌皮褶厚度（P<0.01）均增
加；两组在握力和去脂体重方面呈现相似正面
相关性；OKG组更常发生胃肠道症状
（P=0.025）

统计分析得出体细胞质量 （BCM）
与体重、身高、蛋白质摄入、肌肉
锻炼活动及非裔种族有正相关 ，而
与碳水化合物摄入、年龄及艾滋相
关诊断数量有负相关。

对危险性的影响
（增加/无/保护） 保护 无 保护

2.4 特殊氨基酸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的关系

    共纳入特殊氨基酸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关系的文

献 2 篇，均为随机对照试验。2 项随机对照试验分别以补充

两分子鸟氨酸和一分子 α- 酮戊二酸合成剂（OKG）和半胱

氨酸、甘氨酸补充剂为干预措施。补充 OKG 后，HIV 感染者

体重有增加趋势，但与对照组相比无统计学意义。补充半胱氨

酸和甘氨酸后血谷胱甘肽浓度增加，同时增加胰岛素敏感性。

    综合研究结果显示补充个别氨基酸对提高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免疫力有积极意义，但纳入的文献数量较少，且

干预措施不同，基于目前研究基础，尚不能得出一致结论。

3. 结论

   对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补充蛋白质有升高血谷

胱甘肽浓度和 CD4+T 淋巴细胞计数等免疫水平有关指标和提

高体细胞质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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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 / 艾滋病患者血浆甘油三酯水平，但证据尚不充分。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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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脂类，ω-3脂肪酸

Abstract:  

      Objective:About 98%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studied. This study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role of lipids i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HIV/AIDS 
through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Methods: In 
this study, relevant Chines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1997 to 2020 were searched at home and 
abroad. Studies with hum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and were included. Repetitive, incomplete 
literature were excluded.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evaluation standard recommended by WHO, the 
evidences of literature was evaluated. Results: A total 
of 24 articles were included. One meta-analysis, o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and one cross-sectional 
study suggested that low-fat diet improved triglyceride 
level, and o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showed 
that high-fat diet had no effect on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In the literature on omega-3 fatty acid 
supplementation associated with HIV/AIDS, a meta-
analysis and 10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found 
that omega-3 supplementation reduced triglyceride 
and / or total cholesterol levels. No similar results 
were found in one randomized controlled study. 
Conclusion: Low fat diet may reduce the plasma 
triglyceride level of HIV/AIDS patients, but related 
evidences are not enough. Supplement of ω - 3 fatty 
acids can reduce the plasma triglyceride and total 
cholesterol levels of HIV/AIDS patients.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lipids, ω - 3 fatty acids

   艾滋病（AIDS）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一种由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营养

不良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发生率极高 [1]，会影响其生

活质量和治疗效果，给与合理营养支持至关重要，有助于改

善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营养状况，提高其生活质量，延

长预期寿。部分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因为疾病消耗引起

脂肪减少、萎缩，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ART) 治疗后引

起脂肪丢失，也有部分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存在脂肪重

新分布，或出现脂肪代谢异常疾病，如血脂异常、胰岛素抵

抗等 [2-5]。为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的营养状况及脂

类代谢异常，有必要提出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给与脂

类营养支持的建议和措施。本文通过循证的方法，检索国内

外相关文献，综合分析脂类在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营养支持

中的作用。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英文文献检索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文文献主要检索自万方、

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中文文献数

据库；英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Cochrane library，Pubmed，

EMbase 等外文文献数据库。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群研究方法，分析

脂类营养支持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的作用和效果，包

括横断面研究、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等一手研究数据，

综述、系统综述等非一手研究数据，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排除标准：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动物研究；细

胞研究；重复发表的数据；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等。

1.3 文献处理方法

   制定文献信息摘录表，包括：（1）基本信息：作者、发

表年份、文献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例数、研究人群（地区）、

研究人群（年龄）等；（2）研究结果信息：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结论。

1.4 质量控制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信息提取，并

进行交叉比对，产生意见分歧时，交由第三位作者进一步确定。

2、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基本信息

   本次共检索到关于艾滋病与脂类营养支持相关的文献

2848 篇，其中中文文献 827 篇，英文文献 2021 篇。排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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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文章，题目、摘要及关键信息明显与本次研究主题无关

的文章，研究类型模糊或研究方案表述不清、非英语全文、

干预措施包括其他营养素的文章，最后共有 24篇文献（其中

中文 1 篇，英文 23 篇）纳入本研究（图 1）。相关检索词及

文献检索情况见表 1。

图 1 文献筛选流程

表1 脂类与HIV感染/艾滋病文献检索情况

中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
文献数量

中文 英文 合计

脂类 脂类，脂肪，甘油三酯，类脂，磷
脂，固醇，脂肪酸，油，艾滋病，
人类免疫缺陷，获得性免疫缺陷，
AIDS，HIV

lipid, fat, triglyceride, lipoid, phospholipid, sterol, fatty 
acid, FA, oil,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1 23 24

14

2.2  脂类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2.2.1 脂类饮食与 HIV 感染 /艾滋病

   本次研究共纳入脂类饮食干预与艾滋病相关的研究 4篇，

包括低脂饮食与血脂相关的 meta 分析 1 篇，脂类营养补充剂

与体重相关的 RCT 研究 1 篇，高脂饮食与血管内皮功能相关

的 RCT 研究 1 篇，脂类相关食物饮食习惯与血脂异常的横断

面研究 1篇。

   2012 年，一项关于低脂饮食与 HIV 感染者血脂的 meta 分

析，包含 4 项随机对照试验，共计 201 人，分别来自美国、

阿根廷、巴西。干预方式为根据 NECP 要求对研究对象进行低

脂饮食干预。干预 6 月～ 12 月后发现，相比对照组，低脂

饮食干预可降低甘油三酯水平 -0.46mmol/L（95%CI：-0.85, 

-0.07mmol/L）；对总胆固醇水平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6]。

2014 年，一项在美国成年人群中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包括

未感染 HIV 健康人群组 18 人、未接受 ART 治疗的 HIV 感染者

9 人和接受 ART 治疗的 HIV 感染者 20 人，干预方式是先后分

别摄入 1 次高饱和脂肪餐和 1 次高不饱和脂肪餐；高饱和脂



肪餐含 700kcal，29g 总脂肪，10g 饱和脂肪；高不饱和脂肪

餐含 700kcal，29g 总脂肪，5g 饱和脂肪，4g ω-3 脂肪酸；

两次高脂肪餐干预之间间隔 7 天。在基线和进餐 3h 后分别

进行肱动脉超声检查血管内皮功能，研究发现，各组间的血

管内皮功能在基线和餐后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7]。2017

年 -2018 年开展的一项横断面研究中，招募了在医院就诊的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 306 例，分析其饮食习惯与血脂异常

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饮食偏油、偏淡与不油不淡的志

愿者之间、摄入荤油类食品种类 1-2 种、3-4 种和 >4 种的志

愿者之间、1 周吃煎炸食品次数在 1-2 次、3-4 次和 >4 次的

志愿者之间的血脂异常率存在差异，摄入高油饮食患者的血

脂异常率更高 [8]。

   研究发现，低脂饮食可能降低 HIV 感染者血清甘油三酯水

平，但对总胆固醇水平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高脂饮食可能

对血管内皮功能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由于文献数目过少，

不足以构成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2.2.2 ω-3 脂肪酸补充与 HIV 感染 /艾滋病

   ω-3 脂肪酸补充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血脂的关系：

共有 3项 meta 分析和 11 项随机对照试验（见表 2）。其中，

1 项 meta 分析和 3 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补充 ω-3 脂肪酸可

降低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1 项随机对照试验未发现补

充 ω-3 脂肪酸可改变甘油三酯或总胆固醇水平。具体研究证

据的质量及价值评价见表 3，综合研究结果显示，补充 ω-3

脂肪酸可降低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推荐等级为 B级。

表2 ω-3脂肪酸补充与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血脂的关系

参考文献 Stradling 2012 [6] Vieira 2017 [9] Fogacci 2020 [10] Metkus 2013 [11] Amador-Licona 2016 [12] Oliveira 2014 [13] Capili 2013 [14]

研究类型 Meta分析和
综述，包含7
项随机对照
试验

Meta分析，包
括9项随机对

照试验

Meta分析，包
括包括9项随
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调查方法

— —

检测血脂、
IL-6、TNF-α
等指标

检测血脂 问卷调查、体格
检查、检测血脂

问卷调查、体格检
查、检测血脂

样本量 共372例 共448例 共578例 干预组：24例
对照组：24例

干预组：35例
对照组：35例

干预组：43例
对照组：40例

A组：8例
B组：10例

对照组：18例
国家 欧洲、丹麦

、法国、澳
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

加拿大、英
国、澳大利
亚、法国、
美国、丹麦
、巴西

加拿大、英国
、法国、丹麦
、巴西

美国 墨西哥 巴西 美国

研究对象/
年龄

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
者/ 平均
44~49岁

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
者

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

HIV感染者
/≥18岁

HIV感染者/
干预组：平均
39.9岁，
对照组：平均39.9岁

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
干预组：平均
43.1岁
对照组：平均
42.8岁

HIV感染者/
A组：平均46.9岁
B组：平均45.6岁
对照组：平均46.2
岁

补充剂的剂
量

干预组每天
补充
300mg~4860
mgω-3脂肪
酸

干预方式为
补充富含
EPA/DHA
的鱼油等油
类，范围为
900mg~400
0mg

干预组给与ω-
3脂肪酸，范
围在
360mg~240mg
之间

干预组每天补
充3.6gω-3脂
肪酸

干预组每天补充2.4g
ω-3脂肪酸

干预组：每天
摄入3g鱼油
（含
540mgEPA，
360mgDHA）
对照组：每天
3g豆油

每天给予A组和B组低
脂膳食（含6%饱和脂
肪，9%多元不饱和脂
肪，10%单不饱和脂
肪，55%全谷物、水
果、蔬菜类型的碳水
化合物，30g膳食纤
维，15%蛋白质，
75mg/1000kcal胆固
醇）；A组补充4g鱼
油

结果

干预12周~24周
后，相比对照
组，ω-3脂肪酸
补充可降低甘油
三酯水平-
1.12mmol/L
（95%CI：-1.57 
to -
0.67mmol/L）
，降低总胆固醇
水平-
0.36mmol/L
（95%CI：-0.67 

干预组甘油单
酯水平可降低
200 mg/dL。

干预后可显著降
低甘油三酯水平
（MD=−1.04，
95%CI：1.5，-
0.58mmol/L，
P<0.001），同时
增加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水平
（MD=0.36，
95%CI：0.12，
0.61 mmol/L，
P=0.004）

干预8周后，干
预组甘油三酯降
低（-
34mg/dL），对
照组升高（46.5 
mg/dL）；干预
组IL-6和TNF-α
降低，对照组升
高。

干预6月后，干预组甘
油三酯降低
0.32mmol/L，对照组
增加0.54mmol/L，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4）。

干预24周后，两
组研究对象的甘
油三酯、低密度
脂蛋白、高密度
脂蛋白、总胆固
醇、载脂蛋白B、
载脂蛋白A1、胰
岛素抵抗指数、
BMI、腰围、腰臀
比的差别没有统
计学意义

干预8周后，A组甘油
三酯含量下降，在基
线、4周、8周分别为
281±69mg/dL、
179±132mg/dL、
169±133mg/dL；B
组甘油三酯含量变化
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

ω-3脂肪酸
补充可降低
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
的血浆甘油
三酯、总胆
固醇水平

补充
EPA/DHA可
减少HIV感染
者血清甘油三
酯水平、使用
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治疗的稳
定期艾滋病相
关性高甘油三

ω-3脂肪酸补充
可改善HIV感染

者/艾滋病患者的
血脂状况

ω-3脂肪酸补充
可降低HIV感染
者的血浆甘油三

酯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可降低
HIV感染者的血浆甘油

三酯水平

未发现ω-3脂
肪酸补充可降
低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的
血浆甘油三酯
或总胆固醇水
平

ω-3脂肪酸补充可降
低HIV感染者的血浆

甘油三酯水平

对危险性的
影响（增加
/无/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无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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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原文中未描述或未查到全文

续表2

参考文献 Stradling 2012 [6] Vieira 2017 [9] Fogacci 2020 [10] Metkus 2013 [11] Amador-Licona 2016 [12] Oliveira 2014 [13] Capili 2013 [14]

结果 干预12周~24周
后，相比对照
组，ω-3脂肪酸
补充可降低甘油
三酯水平-
1.12mmol/L
（95%CI：-1.57 
to -
0.67mmol/L），
降低总胆固醇水
平-0.36mmol/L
（95%CI：-0.67 
to -
0.05mmol/L）

干预组甘油单
酯水平可降低
200 mg/dL。

干预后可显著
降低甘油三酯
水平（MD=−
1.04，95%CI：
1.5，-
0.58mmol/L，
P<0.001），同
时增加高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水平
（MD=0.36，
95%CI：0.12，
0.61 mmol/L，
P=0.004）

干预8周后，
干预组甘油三
酯降低（-
34mg/dL），
对照组升高
（46.5 
mg/dL）；干
预组IL-6和
TNF-α降
低，对照组升
高。

干预6月后，干预组
甘油三酯降低
0.32mmol/L，对照
组增加
0.54mmol/L，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p=0.04）。

干预24周后，
两组研究对象
的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
、高密度脂蛋
白、总胆固醇
、载脂蛋白B
、载脂蛋白A1
、胰岛素抵抗
指数、BMI、
腰围、腰臀比
的差别没有统
计学意义

干预8周后，A组
甘油三酯含量下
降，在基线、4周
、8周分别为
281±69mg/dL、
179±132mg/dL、
169±133mg/dL；
B组甘油三酯含量
变化无统计学意义
。

结论 ω-3脂肪酸补充
可降低HIV感染
者/艾滋病患者
的血浆甘油三酯
、总胆固醇水平

补充
EPA/DHA可
减少HIV感染
者血清甘油三
酯水平、使用
抗逆转录病毒
疗法治疗的稳
定期艾滋病相
关性高甘油三
酯血症。

ω-3脂肪酸补
充可改善HIV
感染者/艾滋
病患者的血脂
状况

ω-3脂肪酸补
充可降低HIV
感染者的血浆
甘油三酯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可
降低HIV感染者的
血浆甘油三酯水平

未发现ω-3脂
肪酸补充可降
低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的
血浆甘油三酯
或总胆固醇水
平

ω-3脂肪酸补充可
降低HIV感染者的
血浆甘油三酯水平

对危险性的
影响（增加
/无/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无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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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续）  ω-3脂肪酸补充与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血脂的关系

参考文献 Wohl 2005 [15] Carter 2006 [16] De Truchis 2006 [17] Baril 2007 [18] Thusgaard 2009 [19] Peters 2012 [20] Paranandi, 2014 [21] 

研究类型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随机对照试验

调查方法 问卷调查、
体格检查、
检测血脂

问卷调查、
体格检查、
检测血脂

问卷调查、体
格检查、检测
血脂

问卷调查、体
格检查、检测
血脂

问卷调查、体
格检查、检测
血脂

问卷调查、体格检
查、检测血脂

问卷调查、体格
检查、检测血脂

样本量 44例 11 120 32 58 48 61

国家 美国 澳大利亚 法国 加拿大 丹麦 英国 美国

研究对象/年
龄

平均年龄为
42岁的HIV
感染者、艾
滋病患者

成年HIV感染
者、艾滋病
患者

平均年龄为47.1
岁的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

平均年龄为47.8
岁的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

平均年龄为
43.6岁的HIV感
染者、艾滋病
患者

平均年龄为47.8岁的
HIV感染者、艾滋
病患者

平均年龄为51.7
岁的HIV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

补充剂的剂
量

EPA/DHA-
1750/1150毫
克

EPA/DHA-
1620/1080毫克

干预组补充ω-3
脂肪酸6g/d，
对照组为安慰
剂

干预组补充ω-3
脂肪酸三文鱼
油3g/d，对照
组为安慰剂

干预组补充ω-
3.6g/d
（EPA/DHA-
1840/1520毫
克），对照组
为安慰剂

干预组补充ω-4g/d
（EPA/DHA-
1840/1520毫克），
对照组为安慰剂

干预组补充ω-3
脂肪酸4g/d
（EPA/DHA-
1860/1500毫
克），对照组为
安慰剂

结果 干预后甘油三酯
水平下降
306mg/dL

干预后甘油
三酯水平下
降
203.5mg/dL

干预组甘油三
酯水平在16周
后持续下降
（平均
TG:3.4+/-1.7 
g/L）。

干预组甘油三
酯水平平均降
低0.7mmol/L
（P =0.052）

12周后，干预
组的血浆甘油
三酯降低0.14 
mmol/L，而对
照组增加0.36 
mmol/L。组间
差异显著，P  
=0.03。

干预组降低甘油三
酯的中位数为1.75 
mmol/L，而安慰剂
组为0.41 mmol/L
（P =0.019）

干预组甘油三酯
水平下降
63.2±86.9 mg/dl
（P  <0.001），
高密度脂蛋白增
加2.5±5.6 mg/dl
（P  <0.05）

结论
ω-3脂肪酸补充
改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
改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改
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改
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改
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改善血
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改
善血脂水平

对危险性的
影响（增加/

无/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ω-3 脂肪酸补充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体重的关

系：2010 年，一项在西班牙 30 ～ 60 岁体重降低的 HIV 感染

者中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干预组和对照组各有 15 人，干预

方式是每天补充 2.97mgω-3 脂肪酸。干预 3个月后发现，干

预组体重增加（5.4%）多于对照组（4.5%）；干预组脂肪量

和去脂体重都增加，对照组增加的只有去脂体重 [22]。由于文

献数目过少，不足以构成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ω-3 脂肪酸补充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骨代谢的

关系：2019 年一项在 60 名 HIV 感染患者中开展的随机对照

研究中，干预组服用 2gω-3 脂肪酸，对照组服用非诺贝特，

随访 24 周后，未发现ω-3 对骨密度或骨代谢标志物有益处

[23]。由于文献数目过少，不足以构成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

等级。

续表2（续）

参考文献 Wohl 2005 [15] Carter 2006 [16] De Truchis 2006 [17] Baril 2007 [18] Thusgaard 2009 [19] Peters 2012 [20] Paranandi, 2014 [21] 

结果 干预后甘油三
酯水平下降
306mg/dL

干预后甘油
三酯水平下
降
203.5mg/dL

干预组甘油三
酯水平在16周后
持续下降（平
均TG:3.4+/-1.7 
g/L）。

干预组甘油三
酯水平平均降
低0.7mmol/L
（P =0.052）

12周后，干预
组的血浆甘油
三酯降低0.14 
mmol/L，而对
照组增加0.36 
mmol/L。组间
差异显著，P  
=0.03。

干预组降低甘油三
酯的中位数为1.75 
mmol/L，而安慰
剂组为0.41 
mmol/L
（P =0.019）

干预组甘油三酯
水平下降
63.2±86.9 mg/dl
（P  <0.001），
高密度脂蛋白增
加2.5±5.6 mg/dl
（P  <0.05）

结论 ω-3脂肪酸
补充改善血
脂水平

ω-3脂肪酸
补充改善血
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
改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
充改善血脂水
平

ω-3脂肪酸补
充改善血脂水
平

ω-3脂肪酸补充改
善血脂水平

ω-3脂肪酸补充
改善血脂水平

对危险性的影
响（增加/无/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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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示原文中未描述或未查到全文

表3  ω-3脂肪酸补充对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血脂的影响

内容 评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3项meta分析，11项随机对照试验

一致性 良
3项meta分析和10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补充ω-3脂肪酸可降低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1项随机对照试验未发现补充ω

-3脂肪酸可改变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

健康影响 良 补充ω-3脂肪酸可降低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血浆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

研究人群 中 欧洲、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丹麦、巴西的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

适用性 中 适用于中国时有许多注意事项

        ω-3 脂肪酸补充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炎症的关

系：2018 年一项在 37 名 HIV 感染患者中开展的随机对照研

究中，干预组给与鱼油 1.6g/d，对照组给与安慰剂，随访 12

周后，分析发现鱼油对改善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炎症反

应或免疫衰老并无益处 [24]。

        ω-3 脂肪酸补充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抑郁状态

的关系：2016 年，一项在伊朗有抑郁症状的 HIV 感染者中开

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干预组和对照组各有 50 人，平均年龄分

别为 38.50 和 39.84 岁，干预方式是每天补充 2次ω-3 脂肪

酸胶囊（每g含360mgEPA和240mgDHA）。在基线、干预1个月、

干预2个月分别进行抑郁状态评分，研究发现，相比对照组，

干预组的抑郁状态评分降低 [25]。2018 年一项在 282 名 HIV

感染的孕期患者开展的随机对照研究中，干预组每天服用鱼



成，这可能是 ω-3 脂肪酸有益于改善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

血脂水平的机制 [32]。多项研究显示，ω-3 脂肪酸干预也有

助于改善糖脂代谢异常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和其他疾病患

者的血脂水平。[33-35]

    脂类营养支持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健康影响的文章

较少，缺乏关于脂类营养支持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其他

并发症、生活质量、病程等影响的文章，营养支持在 HIV 感

染 / 艾滋病患者治疗中的作用未得到足够重视，有必要开展

更多研究以促进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营养支持指南或建议

的推出，进一步指导和规范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的营养支

持流程和方案。

4、结论

    低脂饮食有可能降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血浆甘油

三酯水平，但研究尚少，证据不足以给出明确结论；对于 HIV

感染 /艾滋病患者，ω-3 脂肪酸补充可降低血浆甘油三酯和

总胆固醇水平；ω-3 脂肪酸补充可能对增加体重、改善抑郁

状态、改善骨代谢等有积极作用，但由于相关研究数量较少，

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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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含 3.17gω-3 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 =2.15g；二十二碳

六烯酸 =1.02g），持续 8周，而对照组则服用大豆油，研究

结果显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于抑郁症状的缓解疗效无统计学

意义（1.01（95%CI-0.58-2.60），P=0.21）[26]。由于文献

数目过少，不足以构成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2.3 食用油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2019 年，一项在 20 名 50 岁以上 HIV 感染者开展的干预

研究中，每天食用 50g 特级初榨橄榄油，结果显示干预后患

者的总胆固醇显著降低（5mg/dL），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12mg/

dL）、甘油三酯（21mg/dL）和 CRP（1.25mg/dL）下降，但

无统计学差异，可能改善血脂，对改善肠道菌群多样性也有

一定作用 [27]。由于文献数目过少，不足以构成证据体，不能

给出推荐等级。

3、讨论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由于患病或治疗等多种原因的作

用，易发生营养不良的状况，而营养不良又会对机体造成进

一步损害，加重疾病对健康的影响，形成恶性循环。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给与营养治疗和支持，有助于改善营养状

况，还可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生活能力和生存时间 [28-30]。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易出现脂类代谢异常，因此需要分析

脂类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营养支持中的作用，提出合理

化建议。

   脂类包括脂肪和类脂，人体脂类总量约占体重的

10% ～ 20%。脂肪，又称为甘油三酯，是体内重要的储能和供

能物质，约占体内脂类总量的 95%；类脂，主要包括磷脂和

固醇类，约占体内脂类总量的 5%。膳食中脂类组成会影响机

体血脂水平 [31]。本研究提示膳食中脂类含量及类型会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的血脂具有一定影响，但由于证据不足，

尚不能给出明确建议。关于 ω-3 脂肪酸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患者血脂之间的关系有较多研究，循证结果显示，ω-3 脂肪

酸干预可降低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甘油三酯和（或）胆固

醇水平。ω-3 脂肪酸属于长链不饱和脂肪酸，包括二十碳五

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DHA）。α- 亚麻酸是 ω-3

脂肪酸的母体。ω-3脂肪酸主要来源于植物油（含有亚麻酸）

和鱼油（主要含有 EPA、DHA）。有研究显示，EPA 可抑制肝

细胞中甘油二酯转酰基酶的活性，起到抑制甘油三酯合成的

作用，还可通过抑制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 -1（SREBP-1）

基因的表达和增 强蛋白酶对 SREBP-1c 降解来抑制脂肪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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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对于 HIV 感染

/AIDS 患者的营养和健康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适量的碳

水化合物的摄入能够为患者提供身体必须的能量，另一方面，

碳水化合物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目的：本研究通过检索

查阅国内（万方、中国知网、维普等，1997-2020）和国外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2002-2020）

的相关文献，研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对 HIV 感染 /AIDS 的

疾病进展的关系。结果：本次共检索到关于艾滋病与碳水化

合物的文献 64 篇，最后共有 4 篇文献（其中中文 0 篇，英文

4 篇）纳入本研究。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摄入与 HIV 感染 /

AIDS 患者的营养状况无直接关系，适量增加碳水化合物的摄

入有助于 HIV 感染 /AIDS 患者中心性肥胖的预防，且 HIV 感

染 /AIDS 患者普遍存在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情况。结论：结

果未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入与HIV感染/AIDS病程的直接关系，

提高膳食纤维摄入量可能对 HIV 感染者的脂肪代谢障碍有保



护作用，但相关证据较少，无法给出推荐等级。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 艾 滋 病）， 碳 水 化 合 物

（Carbohydrate intake，Dietary fiber，non-glycaemic 

carbohydrate）。

Abstract: 

          Backgrounds:Carbohydrates are important 
nutrients for the human body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utrition and health in HIV/AIDS patients. 

Intake of appropriate carbohydrates could provide 

necessary energy for HIV/AIDS patients, also, 

carbohydrates is used to save protein. Aim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aimed to evalu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hydrate intake and the progression 

of HIV infect ion/AIDS by searching domestic 

(Wanfang, CNKI, Weipu, etc., 1997-2020) and 

foreign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etc., 

2002-2020) related literature. Results: A total of 64 

articles on AIDS and carbohydrates were retrieved 

this time, and a total of 4 articles (including 0 in 

Chinese and 4 in English)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arbohydrate intake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HIV-infected/AIDS patients. Appropriate increase 

in carbohydrate intake can help prevent central 

obesity in HIV-infected/AIDS patients. Besides, 

insufficient fiber intak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among HIV-infected/AIDS patients. Conclusion: 

The results did not show a 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carbohydrate intake and the course of HIV 

infection/AIDS. Increasing dietary fiber intake may 

have a protective effect on lipodystrophy in HIV-

infected patients, bu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o give 

a recommendation level.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Carbohydrate intake，Dietary fiber，non-

glycaemic carbohydrate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是由人类免疫缺

陷病毒感染引起的 [1]，目前尚无法治愈，只能通过抗病毒

治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 [2]。随着病情的发展和恶化，患

者身体处于慢性衰竭状态，很容易出现影响不良，而营养不

良又会加速机体的消耗，破坏机体的免疫系统 [3,4]。因此，

针对人类免疫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患者进行科学、合理、

有效的营养支持与管理对于病情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碳水化合物是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的有机化合物，

是人类膳食的主要来源，对人类营养有着重要的作用。碳水

化合物可以根据结构分为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根据碳

水化合物的消化性，可以将其分为可消化的和不可消化的碳

水化合物。其中可消化的碳水化合物是指可以被人体消化吸

收的碳水化合物，吸收入血可以引起血糖水平升高，这类碳

水化合物包括糖、淀粉（抗性淀粉除外）和部分糖醇。不可

消化的碳水化合物主要包括膳食纤维及其单体成分、部分不

被消化的糖醇等。碳水化合物是人体重要的营养物质，对于

机体营养和健康也有重要的作用 [5]。一方面，适量的碳水化

合物的摄入能够为患者提供身体必须的能量，另一方面，碳

水化合物具有节约蛋白质的作用，有助于预防出现蛋白质 -

能量营养不良等情况。本文通过循证营养学，旨在探索碳水

化合物的摄入对艾滋病患者营养治疗的作用。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英文文献检索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文文献主要检索自万

方、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中文文献

数据库；英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Cochrane library，Pubmed，

EMbase 等外文文献数据库。中文检索词包括：碳水化合物、

糖类、膳食纤维、活性多糖、艾滋病、人类免疫缺陷、获得

性免疫缺陷、AIDS、HIV；英文检索词包括：carbohydrate 

intake, dietary fiber,  HIV,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群研究方法，分析碳

水化合物营养支持在HIV感染/艾滋病患者中的作用和效果，

包括横断面研究、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等一手研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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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系统综述等非一手研究数据，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排除标准：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动物研究；细胞

研究；重复发表的数据；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等。

1.3 文献处理方法

   制定文献信息摘录表，包括：（1）基本信息：作者、发

表年份、文献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例数、研究人群（地区）、

研究人群（年龄）等；（2）研究结果信息：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结论。

1.4 质量控制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信息提取，并进

行交叉比对，产生意见分歧时，交由第三位作者进一步确定。

1.5 证据评价方法

   碳水化合物与 HIV 感染／ AIDS 的评价系统是在 WHO 推荐

的有关研究方法制定的证据等级标准上形成的，包括证据等

级评价和证据体评价。证据等级评价是指对每一项研究的证

据强度（实验设计水平、研究质量）、效应量（统计学意义

和临床意义）和结局变量的临床相关性进行评价，对纳入证

据的每一篇文献都给出证据等级得分。证据体评价是指将通

过证据等级评价后纳入的所有文献，作为一个证据体；然后

再综合分析该证据体的证据等级（所有纳入文献的证据等级

得分的平均值）、一致性、健康影响、研究人群及适用性，

形成推荐意见及强度。由于碳水化合物与 HIV 感染／ AIDS 病

程关系的研究较少，不能构成证据体，因此也无法给出推荐

意见。

2、结果与分析

1.1 文献基本信息

   本次共检索到关于艾滋病与碳水化合物的文献 64 篇，其

中中文文献 0 篇，英文文献 64 篇。排除重复的文章，题目、

摘要及关键信息明显与本次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章，研究类型

模糊或研究方案表述不清、非英语全文、干预措施包括其他

营养素的文章，最后共有4篇文献（其中中文0篇，英文4篇）

纳入本研究。

2.2 碳水化合物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的影响

2.2.1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的

营养状况

   查阅文献发现，1 项美国男性感染者中进行的横断面观

察性研究 [6] 调查了 467 名体重稳定、CD4+ 细胞计数 <200 

cells/mm3 的男性感染者的膳食摄入情况，将碳水化合物摄

入量纳入多元回归分析，发现碳水化合物摄入量与体细胞质

量（BCM）呈负相关（回归系数 -0.012，P<0.05）。但研究

讨论认为碳水化合物的增加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量相应减少，

对于 HIV 感染者来说增加蛋白质摄入量对于体细胞质量更有

意义。因此可以认为碳水化合物摄入与 HIV 感染 /AIDS 患者

的营养状况无直接关系，但应优先保证蛋白质摄入。但相关

证据缺乏，无法给出推荐意见。

   巴西一项横断面研究 [7]，通过对 233 名 HIV 感染／ AIDS

患者和接受高活性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人的饮食摄入量与中

枢性肥胖之间的调查评估，发现日常饮食中，感染者 / 患者

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每增加 10 克（能量值调整后），中枢性

肥胖的患病风险降低 7％。这提示适量的增加碳水化合物的

摄入有助于 HIV 感染 /AIDS 患者中心性肥胖的预防。

2.2.2 膳食纤维摄入量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的脂

肪代谢障碍

   查阅文献发现，有 1 篇病例对照研究 [8] 对 47 个伴有脂

肪代谢障碍的 HIV 感染者及 47 个未患脂肪代谢障碍的 HIV

感染者发生脂肪代谢障碍前 6-24 个月的膳食记录进行了对

比，发现未患脂肪代谢障碍的 HIV 感染者膳食纤维总摄入量

（P=0.01）、可溶性膳食纤维摄入量（P=0.01）、不可溶性

膳食纤维摄入量（P=0.03）和果胶摄入量（P=0.02）比伴有

脂肪代谢障碍的 HIV 感染者更高。研究提示高质量的饮食，

包含高膳食纤维摄入量对于 HIV 感染者伴发脂肪代谢障碍有

保护作用。因此推荐 HIV 感染者提高膳食纤维摄入量，但因

证据不足， 无法给出推荐等级。

   一项横断面研究 [9] 通过调查分析 500 名 HIV 阳性绝经前

妇女营养摄入情况发现，所有被调查对象碳水化合物摄入量

的中位数均高于膳食推荐量，但是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低于膳

食推荐量，提示 HIV 感染者应当注重提升饮食的质量，注重

减少脂肪摄入，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

3、结论

   综合评价未显示碳水化合物摄入与 HIV 感染 /AIDS 病程的

直接关系，提高膳食纤维摄入量可能对 HIV 感染者的脂肪代

谢障碍有保护作用，但相关证据较少，不能给出推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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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营养支持中的循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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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based study on vitamins i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HIV / AIDS 

摘要：
   为 了 解 维 生 素 在 人 类 免 疫 缺 陷 病 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感染 / 艾滋病营养支持中的

作用，本研究通过检索查阅国内（万方、中国知网、维普等，

1997-2020) 和 国 外（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2002-2020）的相关文献，共纳入 41 篇学术论文进行证

据体评价 ( 参照 WHO 推荐的证据评价方案及标准）。结果显

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易出现一种或多种维生素不足或

缺乏的情况；维生素补充能够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

的营养状况；其中维生素 A 的补充可能降低 HIV 感染者 / 艾

滋病病人的死亡风险、延缓疾病进展以及带来额外的健康收

益，但会增加 HIV 垂直传播风险；烟酸补充可以改善 HIV 感

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血脂水平；补充维生素 C、E 可以降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氧化应激水平；补充维生素 D 可

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骨骼健康，降低冠心病、结

核以及肝纤维化的发生风险；复合维生素补充（包括矿物质）

可能延缓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疾病进展以及带来额外

的健康收益。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维生素，营养素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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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vitamins i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ion/AIDS, this study searched domestic 
(WanFang, CNKI, VIP, etc., 1997-2020) and abroad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etc., 2002-
2020). A total of 41 academic papers were included to 
evaluate the evidence body (referring to the evidence 
evaluation scheme and standard recommended by 
WH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HIV/AIDS patients 
were prone to one or more vitamin deficiency; vitamin 
A supplementation can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HIV/AIDS patients; vitamin A supplementation 
may reduce the risk of death, delay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and bring additional health benefits, but it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HIV vertical transmission Acid 
supplementation can improve the blood lipid level of 
HIV/AIDS patients; vitamin C and E supplementation 
can reduce the oxidative stress level of HIV/AIDS 
patients; vitamin D supplementation can improve the 
bone health of HIV/AIDS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risk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tuberculosis and liver 
fibrosis; compound vitamin supplement (including 
minerals) may delay HIV infected people.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AIDS patients and the additional health 
benefits.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vitamin, nutrient supplement, vertical 

transmission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通过摧毁或损害人类免疫系统细胞，最终导致

获 得 性 免 疫 缺 陷 综 合 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HIV侵入人体后破坏淋巴细胞，

使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抗感染能力严重下降。多项

研究表明 [1-5]，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营养状况普遍低于健

康人群，维生素 A、C、D、E 及 B 族维生素不足或缺乏的情况

普遍存在，甚至经常同时合并多种维生素的缺乏。维生素 A、

D、E 能够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功能，维生素 A、C、E 的抗氧化

作用可以降低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因此 HIV 感染者 /艾滋

病病人维生素不足或缺乏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

从而加剧病情的恶化，维生素的适量补充不仅能够防止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出现维生素不足或缺乏的情况，同时可

能会增强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带来一些额外的健康收益。

但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指南明确给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

维生素相关的膳食补充建议，维生素相关的营养素补充剂多

用于临床辅助营养治疗，而具体的干预剂量差异极大，难以

形成统一的标准。维生素补充是否会影响到 HIV 感染者 / 艾

滋病病人的疾病状态以及是否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目前对于

这些问题尚没有统一的结论。此次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膳食干预及维生素补充剂干预等研

究的结果，了解维生素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的关系，对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维生素补充的健康收益或风险做出权衡；

旨在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营养状况的同时带来一些

疾病相关的健康收益；上述将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膳

食营养指南的制定提供证据支持。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英文文献检索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文文献主要检索自万方、中

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中文文献数据库；

英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

外文文献数据库。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群研究方法，分析维

生素营养支持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的作用和效果，包

括横断面研究、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等一手研究数据，

综述、系统综述等非一手研究数据，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排除标准：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动物研究；细胞

研究；重复发表的数据；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等。

1.3 文献处理方法

   制定文献信息摘录表，包括：（1）基本信息：作者、发

表年份、文献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例数、研究人群（地区）、

研究人群（年龄）等；（2）研究结果信息：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结论。

1.4 质量控制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信息提取，并进

行交叉比对，产生意见分歧时，交由第三位作者进一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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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基本信息

   本次共检索到维生素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文献 3246 篇，

其中中文文献 148 篇、英文文献 3098 篇。排除重复的文章，

题目、摘要及关键信息明显与本次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章，研

究类型模糊或研究方案表述不清的文章，最后共有 41 篇文献

（其中中文 0 篇，英文 41 篇）纳入本次评价。相关检索词及

文献检索情况见表 1。对维生素与 HIV 感染 /艾滋病的关系，

分别从 HIV 感染 / 艾滋病维生素营养状况、维生素对 HIV 感

染 / 艾滋病传播风险、疾病进展的关系、健康状况的影响、

维生素补充建议方面逐一分析总结。

表1 维生素与HIV感染/艾滋病文献检索情况

维生素
检索词 文献数

合计
中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 中文 英文

维生素A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维生素A、视黄醇
/醛/酸、类胡萝卜素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vitamin A, carotene, retinol

87 898 985

B族维生素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维生素B、硫胺素
、核黄素、烟酸、维生素PP、抗癞皮
病因子、 泛酸、遍多酸、吡哆醇/醛/
胺、叶酸、生物素、钴胺素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Vitamin B, thiamin, 
riboflavin, niacin, nicotinic acid ,Pantothenic acid, 
pyridoxine, pyridoxal, pyridoxamine, folic acid, biotin, 
cobalamin

24 538 562

维生素C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维生素C、抗坏血
酸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Vitamin C, ascorbic acid

8 227 235

维生素D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维生素D、 钙化
醇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Vitamin D,  calciferol

7 670 677

维生素E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维生素E、生育酚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Vitamin E, tocopherols, 
tocotrienols

11 139 150

维生素K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维生素K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vitamin K

0 17 17

复合维生素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
、获得性免疫缺陷、复合维生素、多
种维生素、微量营养素

mμLtivitamins, micronutrients,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mμLtivitamins, micronutrients

9 595 604

2.2 证据等级

   维生素与 HIV 感染／ AIDS 的评价系统是在 WHO 推荐的

有关研究方法制定的证据等级标准上形成的，包括证据等级

评价和证据体评价。证据等级评价是指对每一项研究的证据

强度（实验设计水平、研究质量）、效应量（统计学意义和

临床意义）和结局变量的临床相关性进行评价，对纳入证据

的每一篇文献都给出证据等级得分。证据体评价是指将通过

证据等级评价后纳入的所有文献，作为一个证据体；然后再

综合分析该证据体的证据等级（所有纳入文献的证据等级得

分的平均值）、一致性、健康影响、研究人群及适用性，形

成推荐意见及强度。推荐等级“A”表示由该证据体得出的

结论指导实践是可信的，“B”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证据

体的结论指导实践是可信的，“C”表示该证据体的结论指

导实践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在应用时应加以注意，“D”则



充会降低 HIV 暴露儿童的死亡风险及腹泻风险 [17-19]。2015

年的一项系统综述 [17]（南非，坦桑尼亚，津巴布韦，乌干达）

包含 17 项 RCT 和 6 项队列研究，样本量为 5517，每 3 个月

给予 200000 IU 维生素 A 或视黄醇当量后，随访 15-36 个月

时，实验组人群的全死因死亡率降低 46%，RR=0.54（95%CI：

0.30 ～ 0.98）。

    复合维生素补充主要为多种 B族维生素与维生素 A、D、

E 中的一种或多种以不同剂量配伍组成，同时可能联合配伍

多种矿物质。复合维生素的证据体共纳入 5 篇文献，研究均

未发现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与 HIV 感染及暴露人群的死亡风险

的关系。

    证据分析结果显示 HIV 感染的孕妇补充维生素 A，或 HIV

暴露儿童补充维生素 A，均可能会降低 HIV 暴露儿童的死亡

风险或腹泻发生风险，因此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C）。复

合维生素的补充并不会影响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死亡

风险，因此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B）。具体情况见表 2。

表示该证据体的结论指导实践弱，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或

不使用该结论。

2.3 维生素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2.3.1 HIV 感染 /艾滋病的维生素营养状况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维生素不足及缺乏的情况普遍存

在，其中维生素 A 不足及缺乏的发生率从 12.5% ～ 59% 不等

[1-6], 维生素 D 缺乏的发生率为 21.1% ～ 70.3%[7-10] 而且艾

滋病的相关治疗尤其是基于依非韦伦的抗逆转录治疗会引起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维生素 D 的缺乏 [11-14]。HIV 感染者

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升高[15]，抗氧化维生素C和E 的消耗增加，

有研究结果显示：HIV 阳性的儿童血清维生素 C 的水平下降

[16]，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容易出现维生素E的缺乏[3,6,16]。

2.3.2 维生素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死亡及患病风

险的关系

   维生素 A证据体纳入文献 5篇，3篇文献显示维生素 A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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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维生素与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死亡及患病风险的关系的证据分析

内容
维生素A 复合维生素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2篇系统综述和3篇随机对照试验 良 2篇系统综述 [2 2 ,2 3 ]和3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2 0 ,2 3 ,2 4 ]

一致性 中

存在不一致性，2篇系统综述及1项RCT研究显示维
生素A补充会降低HIV暴露儿童的死亡风险及腹泻
风险，2项RCT未发现维生素A补充与HIV暴露儿童
的死亡风险的关系 [20,21]。

优 5项研究均显示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不会影响 HIV感染及
暴露人群的死亡风险

健康影响 中 维生素A补充可能降低HIV暴露儿童的死亡及腹泻
风险

差 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不会影响 HIV感染及暴露人群的死亡
风险

研究人群 中 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HIV感染的
孕妇及HIV暴露的儿童。

优 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泰国，中国等国家的HIV感
染及暴露人群

适用性 中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国家人群 ，适用于中国人群，
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优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和亚洲国家人群 ，包括部分中国人
群，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及美洲 ，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

2.3.3 维生素与 HIV 传染性的关系

   维生素 A与 HIV 垂直传播关系证据体共纳入了 5篇文献，

结果不一致。有 3 篇文献 [25-27] 显示 HIV 感染的孕妇补充维

生素 A 可能会增加 HIV 垂直传播的风险。2002 年，2005 年以

及 2010 年的 3 项 RCT（坦桑尼亚）研究结果显示怀孕 12-27

周的 HIV 阳性的孕妇每日口服 100000 IUβ-胡萝卜素和 5000 

IU 维生素 A 前体直到分娩，婴儿 HIV 的感染率也较高（33% 

VS 25%，P=0.01）[26]；发生母婴传播的危险度比 RR=1.38

（95%CI：1.09-1.76，P=0.009）[28]。

   复合维生素证据体共纳入 5篇文献，只有 1篇 RCT 研究提

示复合维生素可能增加传染风险 [28]。

   证据分析结果显示 HIV 感染的孕妇补充维生素 A可能会增



2.3.4 维生素与 HIV 疾病进展关系

   维生素 A 证据体共纳入 4 文献，其中 3 篇文献并未发现

HIV 感染者维生素 A 的补充与 HIV 疾病进展的关系 [22,23,33]，

有研究提示维生素 A 缺乏可能是疾病进展的一个危险因素

[34]。

   维生素 D证据体共纳入 4篇文献，研究提示低血清 25(OH)

D 水平是 HIV 疾病进展以及抗病毒失败的独立危险因素 [35]。

复合维生素的证据体共纳入 5 篇文献。Fawzi WW 在 2004 年

和 2003 年的研究结果 [32,36] 显示怀孕 12-27 周的 HIV 感染孕

妇每天补充 20mg 维生素 B1，20mg B2，100mg 烟酸，25mg 

B6，0.8mg 叶酸，50μg B12，500mg 维生素 C，30mg 维生素

E后疾病进展到第3及更高阶段的风险降低，RR=0.72（95%CI：

0.58-0.90），P=0.003；疾病进展到第 4 阶段或出现死亡的

风险降低 RR=0.71（95%CI：0.51-0.98，P=0.04）。

   证据分析结果显示，所以维生素 A的补充不会影响 HIV 的

疾病进展，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B 级），维生素 D 和复合

维生素补充可能会延缓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疾病进展，

推荐补充（推荐等级均为 C）。具体情况见表 4。

加 HIV 垂直传播的风险，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C）同时要

权衡其对垂直传播风险的影响；复合维生素的补充可能不会

影响 HIV 的传染性，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C）。具体情况

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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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维生素与HIV传染风险的关系的证据分析

内容
维生素A 复合维生素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1篇meta分析[29]，1篇系统综述[30]和3篇随机对照试验 良 1篇系统综述和4篇随机对照试验

一致性 中 存在不一致性，3项RCT研究显示维生素A补充会增加
HIV的垂直传播风险；2篇系统综述结果显示维生素 A
补充不会影响HIV的垂直传播风险。

良 存在不一致性，1篇系统综述[31]及3项RCT研究
[25,27,32]均未发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与 HIV传染性
的关系，1项RCT研究发现复合维生素和硒的
补充可能会增加HIV的传播风险。

健康影响 中 维生素A的补充可能会增加HIV的垂直传播风险 差 复合维生素的补充可能不会影响 HIV的传染性

研究人群 中 马拉维，南非，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 HIV感
染的孕妇

中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 HIV感染者

适用性 中 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中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国家人群 ，适用于中国人
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及美洲 ，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

表4  维生素与HIV疾病进展关系的证据分析

内容
维生素A 维生素D 复合维生素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1篇系统综述，2篇随机对照
试验和1项横断面研究

良
3项随机对照试验[37,38,39]和1
项队列研究

良
1篇系统综述[31]，4项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

一致性 良 存不一致性，1篇系统综述和
2篇RCT研究未发现维生素A
补充与HIV疾病进展的关
系，1项横断面研究显示低血
清 β-胡萝卜素浓度反映了活
动性HIV-1感染。

中 存在不一致性，1/2研究结
果显示维生素D 的补充不会
影响HIV疾病进展；1/2的
研究结果显示维生素D的补
充会减缓HIV的疾病进展。

中 存在不一致性，3项RCT研究
并发现HIV感染者复合维生素
的补充可以延缓HIV的疾病进
展[32,40,41]，1项系统综述和1项
RCT研究[43]并未发现复合维
生素的补充与HIV疾病进展
的关系。

健康影响 差 维生素A的补充不会影响HIV
疾病进展

中 维生素D的补充不会影响
HIV的疾病进展甚至会减缓
HIV的疾病进展

中 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会延缓 HIV
的疾病进展

研究人群 良 非洲，亚洲，北美洲，欧洲
等国家的HIV感染的成年人

良 巴西，海地，印度，马拉
维，秘鲁，南非，泰国，美
国，津巴布韦和加拿大的
HIV感染者。

中 来自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的
HIV感染者

适用性 良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和欧美
国家人群，包含部分亚洲人
群，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
在一些注意事项*

良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和美洲
国家人群，包含部分亚洲人
群，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
在一些注意事项*

中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国家人
群，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在
一些注意事项*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及美洲 ，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



2.3.5 维生素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健康状况的

影响

   所有研究显示维生素 A 补充可能会为 HIV 感染者 / 艾滋

病病人及 HIV 暴露人群带来健康收益，包括提高婴儿的出生

体重 [30]、身高生长 [43]、降低了 HIV 暴露儿童贫血的发生风

险 [44]。所以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B）。

  维生素 D 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骨骼系统影响的证据

体共纳入 4 篇文献。维生素 D 的补充有利于维持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骨密度，有利于骨的形成 [45-46]，降低髋骨骨

折风险 [47]。此外维生素 D缺乏是结核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48]

与重度肝纤维化相关 [49]。维生素的补充可能降低冠状动脉

钙化风险 [50]。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 B）

   复合维生素与 HIV 暴露儿童的腹泻风险的关系证据体共

纳入 9 篇文献。多项研究表明，怀孕 12-17 周的 HIV 感染 

者每天口服 20mg 维生素 B1，20mg 维生素 B2，25mg 维生

素 B6，100mg 烟酸，50μg 维生素 B12，5500mg 维生素 C，

30mg 维生素 E 和 0.8mg 叶酸，对母婴健康收益大，包括提

高血红蛋白浓度 [51,52]、体重 [26]、降低低出生体重风险率

[31]、腹泻发生率 [20]，推荐补充（推荐等级 B）。具体情况

见表 5。

续表4

内容
维生素A 维生素D 复合维生素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健康影响 差 维生素A的补充不会影响HIV
疾病进展

中 维生素D的补充不会影响
HIV的疾病进展甚至会减
缓HIV的疾病进展

中 复合维生素的补充会延缓HIV的
疾病进展

研究人群 良 非洲，亚洲，北美洲，欧洲
等国家的HIV感染的成年人

良 巴西，海地，印度，马拉
维，秘鲁，南非，泰国，
美国，津巴布韦和加拿大
的HIV感染者。

中 来自坦桑尼亚和博茨瓦纳的HIV
感染者

适用性 良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和欧美
国家人群，包含部分亚洲人
群，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
在一些注意事项*

良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和美
洲国家人群，包含部分亚
洲人群，适用于中国人
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中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国家人群，
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在一些注
意事项*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及美洲，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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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维生素与HIV/艾滋健康状况影响的证据分析

内容
维生素A 维生素D 复合维生素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1篇系统综述，2项随机对照试验
研究和1项病例对照

良 3篇随机对照试验和1项前瞻
性干预研究

良 1篇系统综述和8项随机对照
试验研究

一致性 优 所有研究都显示维生素 A的补充
可能会为HIV感染者及HIV暴露
人群带来健康收益。

良 3/4的研究结果显示维生素
D补充有利于维持HIV感染
者/艾滋病病人骨骼系统的
健康

优 所有的研究显示复合维生素
补充可以为HIV暴露儿童带
来健康收益

健康影响 优 维生素A的补充可能会为HIV感
染者及HIV暴露人群带来健康收
益。

良 维生素D补充有利于维持
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骨骼
系统的健康

优 复合维生素补充可以为 HIV
暴露儿童带来健康收益

研究人群 良 南非，坦桑尼亚，马拉维，津巴
布韦，巴西，海地，印度，泰
国，美国

良 美国，丹麦和伊朗的HIV感
染者。

中 南非，坦桑尼亚等HIV暴露
儿童

适用性 良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和美洲国家
人群，包含部分亚洲人群，适用
于中国人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
项*

良 研究人群主要为欧美和亚洲
国家人群，适用于中国人
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中 研究人群主要为非洲国家人
群，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
在一些注意事项*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及美洲 ，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



2.3.6 HIV 感染 /艾滋病维生素补充意见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维生素 A、D、复合维生素相关

文献可以构成证据体，有明确的推荐等级 ; 而维生素 B、C、

E 相关文献数目过少，不足以构成证据体，无推荐等级，但

综合其营养状况以及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维生素补充相

关研究的有益结果，推荐补充。其中多种 B 族维生素经常与

其他维生素以及矿物质等共同配伍作为复合维生素使用，而

查阅文献发现有少数研究的干预措施为将烟酸单独应用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其中有 2 项非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53,54] 和 1 项 RCT[55] 研究均显示烟酸缓释片的补充能够安全

有效地改善 HIV感染者的脂蛋白谱，改善其血脂异常的状况。

  维生素 C 与艾滋病相关研究的文献共纳入 2 篇，1 项横断

面研究 [56] 的结果显示维生素 C 的补充可能会提高 HIV 阳性

患者的 HARRT 的依从性，1 项 RCT 研究 [57] 的结果显示维生

素 C补充会降低 HIV 感染者的氧化应激水平。

3、结论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易出现维生素不足或缺乏的情

况；维生素补充能够改善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的营养

状况；其中维生素 A 的补充可能降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

人的死亡风险、延缓疾病进展以及带来额外的健康收益，但

会增加 HIV 垂直传播风险；烟酸补充可以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血脂水平；补充维生素 C、E 可以降低 HIV 感

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氧化应激水平；补充维生素 D 可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骨骼健康，降低冠心病、结核以

及肝纤维化的发生风险；复合维生素补充（包括矿物质）可

能延缓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疾病进展以及带来额外的

健康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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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based study on minerals i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HIV / AIDS

摘要：
   为了解矿物质在（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 / 艾滋病营养干预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检索

查阅国内（万方、中国知网、维普等，1997-2020）和国外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2002-2020）

的相关文献，纳入 8 篇论文形成证据体，对其进行评价（参

照 WHO 推荐的证据评价方案及标准）。结果与讨论 HIV 感

染者 / 艾滋病病人易出现一种或多种矿物质不足或缺乏的情

况；部分矿物质补充能够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营

养状况；其中的硒补充可能延缓艾滋病疾病进展、改善患者

生存以及带来额外的健康收益，锌补充可能延缓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疾病进展、降低腹泻的发生率以及带来额外

的健康收益。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 艾滋病），矿物质，营养素补充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minerals in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ion/AIDS, this study searched 

domestic (WanFang, CNKI, VIP, etc., 1997-2020) 

and foreign (Cochrane) Library, PubMed, EMBASE, 

etc., 2002-2020). Eight papers were included to form 

evidence body and evaluated (refer to the evidence 

evaluation scheme and standard recommend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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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Results and discussion Some mineral 
supplements can improv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HIV/AIDS patients; selenium supplementation may 
delay the progression of AIDS, improve the survival 
of patients and bring extra health benefits; zinc 
supplementation may delay the progression of HIV/
AIDS patients and reduce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Incidence of diarrhea and additional health benefits.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minerals, nutrient supplement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通过摧毁或损害人类免疫系统细胞（主要 CD4+T 淋

巴细胞），使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抗感染能力严重

下降，最终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多项研究表明，

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营养状况普遍低于健康人群，硒、锌、

钙、铁、镁等矿物质的不足及缺乏的情况普遍存在，甚至经

常同时合并多种矿物质的缺乏。部分矿物质在正常免疫反应

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直接参与机体免疫应答反应，能够增

强人体免疫系统功能，降低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有观察性

研究结果显示机体血浆矿物质含量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所处

阶段有关，随着疾病进展，部分矿物质（锌铁）的含量减少。

因此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矿物质不足或缺乏可能会进一

步削弱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加剧病情的恶化，矿物质的合理

补充不仅能够防止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出现矿物质不足

或缺乏的情况，同时可能会增强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带

来一些额外的健康收益。但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指南明确给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矿物质相关的膳食补充建议，矿物

质相关的营养素补充剂多用于临床辅助营养治疗，难以形成

统一的标准。矿物质补充是否会影响到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

病人的疾病状态以及是否会产生其他副作用，目前对于这些

问题尚没有统一的结论。此次综述目的在于通过分析 HIV 感

染者 / 艾滋病病人膳食干预及矿物质补充剂干预等研究的结

果，了解矿物质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的关系，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矿物质补充的健康收益或风险做出权衡；并尽

可能给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矿物质补充的适宜剂量，

旨在改善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营养状况的同时带来一些

疾病相关的健康收益；上述将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膳

食营养指南的制定提供证据支持。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英文文献检索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万方、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中

文文献数据库；英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Cochrane library，

Pubmed，EMbase 等外文文献数据库。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群研究方法，分析矿

物质营养支持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的作用和效果，包

括横断面研究、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等一手研究数据，

综述、系统综述等非一手研究数据，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排除标准：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动物研究；细胞

研究；重复发表的数据；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等。

1.3 文献处理方法

   制定文献信息摘录表，包括：（1）基本信息：作者、发

表年份、文献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例数、研究人群（地区）

研究人群（年龄）等；（2）研究结果信息：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结论。

1.4 质量控制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信息提取，并进

行交叉比对，产生意见分歧时，交由第三位作者进一步确定。

2、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基本信息

   本次共检索到 5种矿物质，锌、硒、钙、铁、镁与 HIV 感

染 / 艾滋病文献 3229 篇，其中中文文献 418 篇、英文文献

2811 篇。排除重复的文章，题目、摘要及关键信息明显与本

次研究主题无关的文章，研究类型模糊或研究方案表述不清

的文章，最后共有 9 篇文献（其中中文 0 篇，英文 9 篇）纳

入本次评价。相关检索词及文献检索情况见表 1。对矿物质

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的关系，分别从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

矿物质营养状况、矿物质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健康状况

的影响、矿物质补充建议方面逐一分析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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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证据等级

   矿物质与 HIV 感染／ AIDS 的评价系统是在 WHO 推荐的有

关研究方法制定的证据等级标准上形成的，包括证据等级评

价和证据体评价。证据等级评价是指对每一项研究的证据强

度（实验设计水平、研究质量）、效应量（统计学意义和临

床意义）和结局变量的临床相关性进行评价，对纳入证据的

每一篇文献都给出证据等级得分。证据体评价是指将通过证

据等级评价后纳入的所有文献，作为一个证据体；然后再综

合分析该证据体的证据等级（所有纳入文献的证据等级得分

的平均值）、一致性、健康影响、研究人群及适用性，形成

推荐意见及强度。推荐等级“A”表示由该证据体得出的结论

指导实践是可信的，“B”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证据体的结

论指导实践是可信的，“C”表示该证据体的结论指导实践有

一定的可信度，但在应用时应加以注意，“D”则表示该证据

体的结论指导实践弱，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或不使用该结论。

2.3 矿物质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2.3.1 HIV 感染 /艾滋病矿物质营养状况

   查阅大量文献发现，HIV 感染者 /艾滋病硒、锌、钙、铁

摄入不足及缺乏的情况普遍存在。其中硒、锌是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 , 在增强机体抗氧化防御与调节机体免疫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硒、锌的营养状况较差。

    此外HIV感染/AIDS病人极易出现低钙血症。李红兵等[1]

对于我国综合医院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调查显示，低

钙的发生率为 87.50%，血钙低于 2.0mmol/L 的占 73.61%。

   铁缺乏是在世界范围内极为常见的营养素缺乏，尤其对女

性来说。其中在 HIV 感染者及艾滋病病人中，贫血高发且与

高死亡率 [2]、推进病程 [3] 有关。超过 50％的贫血 HIV 感染

儿童被发现有缺铁或缺铁性红细胞生成。

2.3.2 矿物质对 HIV 感染 /艾滋病健康状况的影响

2.3.2.1 硒对 HIV 感染 /艾滋病健康状况的影响

   硒是最关键的抗氧化成分之一，艾滋病病人体内缺硒会

引发氧化逆境 , 刺激 HIV 复制 , 补硒能够改善氧化逆境、

降低 HIV 复制 [4]。HIV 病毒侵入人体后，主要侵犯 CD4+T 淋

巴细胞，该细胞的数量减少与艾滋病的进展是平行的。因此

WHO 推荐 CD4+T 淋巴细胞计数作为艾滋病确诊及判断病情恶

化程度的标准指标。硒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健康状况

影响的文献共纳入 4篇，包括 1篇系统综述，3项 RCT 研究。

文章中硒的补充量均是每天 200 微克，干预时间 6 到 24 个月

不等，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量 RNI 4 倍。

   1 篇综述 [5] 的 12 项研究提示了 HIV 感染与低血硒水平的

显著相关性。7 项研究报告了血硒水平与 HIV 疾病进展（以

CD4+T 细胞计数为指标、机会性感染、AIDS 相关肿瘤、病毒

载量）的关系。5 项研究评估了硒水平与 HIV 患者死亡率的

关系，发现硒缺乏是艾滋病相关死亡率的独立危险因素，并

显示硒补充可能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生存或减缓疾病进展起

到积极的作用；1项 RCT 研究 [6] 结果显示补充硒显著减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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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矿物质与HIV感染/艾滋病文献检索情况

矿物质
检索词 文献数

合计
中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 中文 英文

硒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获
得性免疫缺陷、硒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selenium

167 160 327

锌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获
得性免疫缺陷、锌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zinc

65 756 821

钙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获
得性免疫缺陷、钙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calcium

148 1104 1252

铁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获
得性免疫缺陷、铁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iron

3 619 622

镁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获
得性免疫缺陷、镁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magnesium

35 166 201



ART 初治患者中 CD4+ 细胞计数下降的速度；1 项 RCT 研究

[7]200μg/ 天，持续 24 个月显示补充硒可增加未接受 HAART

的初产妇母乳中的 HIV-1 RNA，对初期 HAART 患者的腹泻和

出生结局可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1 项 RCT 研究 [8] 结果显示

每日补充硒可以抑制 HIV-1 病程进展，并间接改善 CD4+TT 细

胞计数。

   硒的补充可能会为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及 HIV 暴露人

群延缓疾病进展并带来健康收益，推荐补充，综合评价

等级为 B级。具体情况参见表 1。

2.3.2.2 锌对 HIV 感染 /艾滋病健康状况的影响

   锌是一种抗氧化剂，在免疫反应时能保护细胞免受氧自由

基的损伤，能增强机体抗氧化防御、调节机体免疫。

   锌对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健康状况影响的文献共纳入

4 篇，包括 1 篇系统综述，2 项 RCT 研究和 1 项队列研究。1

项队列研究 [9] 结果显示 ART 治疗前的血锌水平对治疗 48 周

后的 CD4+T 细胞计数水平有显著影响。

   此外干预研究中锌的补充剂量在 10-100mg/d 不等，与中

国营养学会推荐的 RNI 11.5mg/d 相差很大，只有综述里有 3

篇 RCT 补锌是高剂量 45mg/d、50mg/d、100mg/d，是 RNI 的

4-10 倍。干预时间 2 周 -72 周不等。干预的效果与干预剂量

和干预时间密切相关。1 篇系统综述 [10] 的结果显示锌补充剂

有助于减少 HIV 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在血锌水平和 CD4+T

淋巴细胞计数方面，只有成年人感染者受益； 1 项 RCT 研究

[11] 结果显示补锌量男性 15mg/d，女性 12mg/d，18 个月后可

以显著降低 HIV 成年感染者的免疫治疗失败率（RR=0.24），

并可降低腹泻率（OR=0.4）；只有 1 项 RCT 研究 [12] 结果显

示 24 周 20mg/d 的锌补充对提高 CD4+T 淋巴细胞计数、降低

病毒载量、改善测量指标和发病情况方面没有显著效果；

    证据分析结果显示，尽管剂量差异大，干预时间不等，

锌的补充可能会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及 HIV 暴露人群

延缓疾病进展并带来健康收益，推荐补充，综合评价等级为

B级。具体情况参见表 2。

2.3.2.3 铁、镁对 HIV 感染 /艾滋病健康状况的影响

   铁是包括淋巴细胞在内的所有细胞生长代谢所必需的元素

之一，在气体运输和生物氧化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一项随

机双盲对照实验（James P，2015）[13] 显示，铁剂补充对于

HIV 感染者的血红蛋白和铁代谢无明显影响，而 HIV 感染导

致的机体炎症是影响铁代谢、贫血的重要因素。另一项对于

HIV感染儿童的随机对照双盲实验（Esan MO, 2013）[14]显示，

铁补充剂对改善血红蛋白、贫血和免疫力情况有积极作用，

但增加了疟疾的风险。由于文献数目过少，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镁是细胞内必需阳离子，广泛存在所有组织细胞中，参

与机体代谢反应，是体内许多酶的激活因子。但检索发现，

关于镁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关系的文献极少。由于感染者病

人出现腹泻、呕吐症状及进行抗病毒治疗时 , 经常会伴随着

病人血清镁水平降低，有专家指出，感染者病人的精神障碍、

嗜睡、疲劳、乏力等症状很可能是由血清镁降低引起的。

2.3.2.4 钙对 HIV 感染 /艾滋病健康状况的影响

   钙是人体含量最多、需要量最大的矿物质，维生素 D提高

吸收率、调节钙代谢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所以研究中钙通常

与维生素 D联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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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矿物质与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健康状况的影响

内容
硒 锌

等级 备注 等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2篇综述，3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 良 1篇综述，2项随机对照试验研究，1项队列研究

一致性 优 所有研究都显示硒的补充可能会为HIV感
染者及HIV暴露人群带来健康收益。

良 大多数研究都显示硒的补充可能会为HIV感染者
及HIV暴露人群带来健康收益。

健康影响 优 硒的补充可能会为HIV感染者及HIV暴露
人群带来健康收益。

优 硒的补充可能会为HIV感染者及HIV暴露人群带
来健康收益。

研究人群 中 卢旺达，坦桑尼亚，美国等 良 美国，秘鲁，新加坡，意大利，南非，坦桑尼
亚，印度，泰国

适用性 良 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良 适用于中国人群 ，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及美洲，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钙与艾滋病相关研究的文献纳入 1篇。1篇 RCT 研究结果

显示，每周服用 20000 IU 维生素 D2 和每天服用 1250 毫克

碳酸钙，24 周后，研究组腰椎平均骨密度显著高于对照组

(P<0.05)，然而，两组患者的全髋、腰椎和股骨颈骨密度百

分比变化无显著差异 [15]。推荐补充，但由于钙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健康状况相关文献太少，不足以形成证据体，不能给

出推荐等级。

2.4 矿物质补充建议

   硒、锌对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的健康状况影响的相关

文献可以构成证据体，有明确的推荐等级，推荐补充；而钙

镁铁相关文献数目过少，其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传播风险、

疾病进展的关系均不足以构成证据体，无推荐等级。但综合

钙镁铁营养状况以及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矿物质补充相

关研究的有益结果，推荐补充。

   关于钙，有临床实验结果显示，三组不同 CART 方案患者

79 名，每月接受 100000 IU( 相当于 3200 IU/d) 的胆钙化醇

和 1g/d 的膳食补钙，24 个月后，77% 的患者脊柱骨密度稳定

或改善，73% 的患者髋部骨密度稳定或改善 [16]。关于镁，有

文献报道，HIV 感染者病人的血清镁水平与细胞水平之间亦

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 

3、结论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易出现一种或多种矿物质不足或

缺乏的情况；矿物质合理补充（干预剂量与干预时间）能够

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营养状况；适量补充硒可以

延缓艾滋病病程进展，改善 CD4+T 淋巴细胞计数。适量补充

锌有助于减少 HIV 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提高免疫治疗成功

率，降低腹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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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based study on Probiotic in nutritional support for HIV / AIDS 

摘要：
   为了解益生菌在（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

感染 / 艾滋病营养干预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检索查阅国内

（1997-2020）和国外（2002-2020）的相关文献，共纳入 18

篇学术论文进行证据体评价（参照 WHO 推荐的证据评价方案

及标准）。结果发现，益生菌补充在 HIV 感染者中，可以升

高体内 CD4+T 淋巴细胞水平，有助于改善腹泻症状，增加体

重，降低女性细菌性阴道炎感染率。益生菌补充还具有改善

HIV 感染者认知能力的作用此外，也有研究发现，益生菌干

预后可以降低HIV暴露婴儿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严重程度。

目前，文献结果大多证明益生菌补充对艾滋病病人及感染者

的健康是有利的。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 艾滋病），益生菌

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ole of probiotics in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 i r us  (H IV )  i n fec t i on /A IDS , 18 papers were 
included for evidence body evaluation (referring 
to the evidence evaluation scheme and standard 
recommended by WHO).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could increase the level 
of CD4+ T lymphocytes in HIV infected patients, help 
to improve diarrhea symptoms, increase body weight 
and reduce the infection rate of female bacterial 
vaginitis.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can also improve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HIV infected people. In addition,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robiotics intervention can 
reduce the severity of 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 in HIV 
exposed infants. At present, most of the literature 
results prove that probiotics supplement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health of AIDS patients and infected 
people.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probi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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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感染通过摧毁或损害人类免疫系统细胞（主要 CD4+T 淋

巴细胞），使感染者的免疫系统功能障碍，抗感染能力严重

下降，最终导致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人体肠道菌群在对

免疫系统发展和许多其他生理功能有重大影响，从而可以塑

造个体对感染性和免疫介导性疾病的易感性。HIV 感染与胃

肠道的损伤有关，导致上皮屏障的结构性损伤和肠内体内平

衡的破坏。HIV感染导致肠道菌群改变，通过对艾滋病（AIDS）

患者肠道微生态的研究发现，AIDS 患者肠道菌群谱发生了明

显改变，机会性细菌占主导地位。此外，AIDS 患者大多存在

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可导致肠道机械屏障、生物

屏障、免疫屏障、甚至化学屏障受损，功能障碍，肠道细菌

移位，引起多器官感染。微生物群体的生物多样性，意味着

微生物群体的失衡与许多常见疾病有关。但目前尚未有统一

的指南明确给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益生菌补充建议，

益生菌补充用于临床辅助营养治疗难以形成统一的标准。益

生菌补充是否会影响到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治疗效果

进而影响疾病进程和疾病结局，目前对于这些问题尚没有统

一的结论。此次综述目的在于通过分析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

病人益生菌干预研究的结果，了解益生菌与 HIV 感染 / 艾滋

病的关系，对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益生菌补充的健康收

益或风险做出权衡；旨在改善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健康

状况，将为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膳食营养指南的制定提

供证据支持。

1、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中英文文献检索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年国内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中文文献主要检索自万方、

中国知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中文文献数据库；

英文文献主要检索自 Cochrane library，Pubmed，EMbase

等外文文献数据库。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以人为研究对象，基于人群研究方法，分析益

生菌在 HIV 感染 / 艾滋病患者中的作用和效果，包括横断面

研究、随机对照研究、队列研究等一手研究数据，综述、系

统综述等非一手研究数据，语种限定为中文和英文。

   排除标准：明显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动物研究；细胞

研究；重复发表的数据；无法获得全文的文献等。

1.3 文献处理方法

   制定文献信息摘录表，包括 :(1) 基本信息：作者、发表

年份、文献类型、研究方法、研究例数、研究人群（地区）、

研究人群（年龄）等；(2）研究结果信息：研究主要结果、

研究结论。

1.4 质量控制

   由 2 名评价员独立进行数据库检索与文献信息提取，并进

行交叉比对，产生意见分歧时，交由第三位作者进一步确定。

2、结果与分析

2.1 文献基本信息

   本次共检索到关于艾滋病与益生菌文献 360 篇，其中中文

的 5 篇，英文 355 篇。根据总体要求和排除标准，排除明显

不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重复的文献 342 篇，最后共有 18

篇文献（其中中文 0 篇，英文 18 篇）纳入本次评价。相关

检索词及文献检索情况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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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艾滋病与益生菌检索情况

益生菌

检索词 文献数
合计

中文检索词 英文检索词 中文 英文

艾滋病、AIDS、HIV、人类免疫缺陷、获
得性免疫缺陷、益生菌

HIV, AIDS,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uman T cell lymphotropic virus type III, 
probiotics, protiocic

5 244 249



   益生菌与 HIV 感染／ AIDS 的评价系统是在 WHO 推荐的有

关研究方法制定的证据等级标准上形成的，包括证据等级评

价和证据体评价。证据等级评价是指对每一项研究的证据强

度（实验设计水平、研究质量）、效应量（统计学意义和临

床意义）和结局变量的临床相关性进行评价，对纳入证据的

每一篇文献都给出证据等级得分。证据体评价是指将通过证

据等级评价后纳入的所有文献，作为一个证据体；然后再综

合分析该证据体的证据等级（所有纳入文献的证据等级得分

的平均值）、一致性、健康影响、研究人群及适用性，形成

推荐意见及强度。推荐等级“A”表示由该证据体得出的结论

指导实践是可信的，“B”表示在大多数情况下该证据体的结

论指导实践是可信的，“C”表示该证据体的结论指导实践有

一定的可信度，但在应用时应加以注意，“D”则表示该证据

体的结论指导实践弱，使用时必须非常谨慎，或不使用该结论。

2.2 益生菌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

2.2.1 益生菌与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的关系

   益生菌与艾滋病免疫功能关系证据体共纳入了10篇文献，

其中 3 篇系统综述，7 篇实验研究，其中 4 项 RCT。其研究分

别来意大利，南非、巴西、刚果等一些地区 [1-10]。

   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逐渐下降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疾病的进展有关。CD4+T 淋巴细胞的丢失可能与肠道微生物群

的改变和细菌移位有关。研究发现，益生菌补充对 HIV 感染

者的免疫功能具有有益作用，益生菌可以竞争营养物质和上

皮与粘膜粘附，抑制上皮细胞侵袭，通过稳定和加强负责肠

道屏障完整性的肠道微生物群来抵消炎症过程，防止微生物

易位，降低粘膜和系统性炎症，刺激抗微生物物质的产生，

并促进肠道分泌型免疫球蛋白 A 反应，提高免疫屏障功能。

2016 年一项系统综述包含了 15 项研究，其中 1 个随机对照

试验，样本量为 773 人，发现在 HIV 感染者中益生菌可以升

高体内 CD4+T 淋巴细胞水平，降低免疫活化水平，改善机体

免疫功能。因此推荐补充，推荐等级为B级，具体情况见表2。

2.2.2 益生菌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腹泻的关系

   HIV 感染者由于病毒感染所致机体免疫缺陷后，导致

肠上皮细胞屏障受损，肠道渗透性增加，炎症因子增多，

CD4+T 细胞减少，髓单核细胞消失，最终致使肠道微生物移

位，经常出现腹泻问题。在 Carter GM 等人的系统综述中

总结到有 9 项研究评估了各种用于腹泻的益生菌配方。结果

显示：1 项为混合效益，3 项有益，4 项无有益影响，1 为预

防性获益。在大便次数，一致性，持续时间，住院时间以及

使用伴随的抗菌剂和其他药物来控制腹泻方面有所不同。人

群的年龄（儿科 / 成人）以及抗病毒治疗的使用有所差异。

试验时间从2周到3年不等，大部分研究持续2-25周 [1,11,12]。

益生菌治疗可能通过逆转肠道微生物移位而降低 HIV 感染相

关腹泻患者的死亡率及机会性感染的发病率，改善 HIV 感染

者腹泻症状，但由于文献数量过少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体，

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2.2.3 益生菌与 HIV 感染 /艾滋病女性患者细菌性阴道

炎的关系

   全球约有 40% 的 HIV 感染是通过异性恋传播的，女性生殖

道（FGT）周围的上皮细胞是 HIV 病毒进入的第一道屏障。在

Carter GM 等人的系统综述中总结总共有两篇研究评价了益

生菌补充与 HIV 感染者细菌性阴道炎之间的关系。其中一项

评估了益生菌对细菌性阴道炎的潜在影响，但是并没有发现

存在有益影响。另一项为 RCT 实验，在 6个月研究期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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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益生菌与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的关系的证据分析

内容 等级 备注

证据等级 良 3篇系统综述，7项实验研究，其中4项RCT

一致性 优 均描述了益生菌与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的关系

健康影响 良 益生菌补充可以升高体内CD4+ T淋巴细胞水平，降低免疫活化水平，改善机体免疫功能

研究人群 中 意大利，南非，巴西、刚果的HIV感染者

适用性 中 适用于中国人群，但存在一些注意事项*

* 所查文献的研究人群多来自非洲、欧洲及美洲，亚洲人较少，研究结果应用到我国人群时要注意种族差异产生的影响。



用 Nμgent 评分对研究对象进行评分，但结果没有显示出提

高 HIV 感染者细菌性阴道炎的治愈率 [1]。一项研究显示，雌

激素和乳酸杆菌联合应用对HIV的保护作用具有良好的效果，

表现在屏障功能的增强和促炎细胞因子的减少 [13]。但由于文

献数量过少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2.2.4 益生菌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体重的关系

   在 Reid G 的综述中展示，益生菌补充对 HIV 感染者体重

增加具有有益作用 [2]。有八个研究对象显示体重有改善，其

体重分类，从严重偏低到中度偏低，或从中度到轻度偏低。

但是由于文献数量过少不能形成有效的证据体，不能给出推

荐建议及等级。

2.2.5 益生菌与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认知能力的关系

   在一项自身前后对照的 10 例意大利白种人 HIV 感染

者的研究中，其干预措施为口服益生菌两小袋，每一袋

含 450×1020 个 细 菌（ 包 括 植 物 乳 杆 菌 DSM 24730、 嗜

热链球菌 DSM 24731、双歧杆菌 DSM 24733、干酪乳杆菌

DSM 24733、 戴耳布吕氏乳杆菌亚种、保加利亚乳杆菌 DSM 

24734、酸乳杆菌 DSM 24735、双歧杆菌 DSM 24736、双歧杆

菌 DSM 24737）。每天两次，持续 6 个月，结果显示在益生

菌干预后雷伊听觉言语学习测试（RAVLT）（即时和延迟回

忆），雷伊 - Osterrieth 复杂图形测验（rocF）（复制即时

和延迟回忆），语音语言流畅（PVF）试验、多伦多述情障

碍量 scale20（TAS 20）、状态 - 特质焦虑量表（在 Y 2 Y 

- 2），和时间和重量估算试验（步）评分在 HIV 阳性抗病

毒治疗患者中评分显著提高。这表明，对 HIV 感染者进行益

生菌补充，可以改善其认知功能 [14]。另一项研究中，口服

细菌学治疗可改善 HIV 阳性受试者的多项认知测试和神经认

知能力。补充益生菌显著改变脑脊液水平上的蛋白质种类组

成和丰度，尤其是与炎症相关的蛋白质组分和丰度（β2- 微

球蛋白 p=0.03；结合珠蛋白 p=0.06；白蛋白 p=0.003；血红

蛋白 p=0.003；免疫球蛋白重链恒定区 p=0.02，转甲状腺素

p=0.02）[15,16]。该研究结果表明，口服细菌学疗法作为抗病

毒治疗的补充，可以在外周和中枢神经系统水平上发挥改善

炎症状态的作用。推荐补充但由于文献数量过少不能形成有

效的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2.2.6 益生菌对 HIV 暴露婴儿肠道菌群的影响

     在南非进行的一项新生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从乳清渗透物

中提取的牛乳低聚糖（含有低聚半乳糖和牛乳寡糖例如 3'-

和 6'- 唾 液 乳 糖 5.8 ± 1.0 g/100 g） 和 B. 链 球 菌

CNCM-I-3446 1×107 CFU/g 喂养到 6 个月的研究显示，剖宫

产的实验组 HIV 暴露婴儿粪便中双歧杆菌数量显著高于对照

组，但是在阴道产中没有区别。实验组婴儿粪便 PH 值在实验

开始后第 10 天和第 4 周时显著低于安慰剂组，但是在三个月

时，这种差异仅在剖宫产婴儿中存在 [17]。以上表明，对 HIV

暴露的婴儿进行益生菌补充，可以对其肠道内菌群结构产生

影响，降低 HIV 暴露婴儿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严重程度，

但是具体机制还没阐明 [18]。由于文献数量过少不能形成有效

的证据体，不能给出推荐等级。

3、讨论

   益生菌是定植于人体肠道、生殖系统内，能产生确切健康

功效从而改善宿主微生态平衡、发挥有益作用的活性有益微

生物的总称，主要包括酪酸梭菌、乳杆菌、双歧杆菌、放线菌、

酵母菌等。肠道内存在着非常发达的免疫系统，益生菌可以

通过刺激肠道内的免疫机能，将过低或过高的免疫活性调节

至正常状态。

   生活中常补充益生菌不仅能提升有益菌的战斗力，有助于

维持肠道健康，增进肠道蠕动，还能改善细菌所在的肠道环境，

抑制有害菌生长。

   研究发现，益生菌能够帮助艾滋病感染者改善肠胃道系统

的免疫功能，益生菌对艾滋病感染者有益处。那么，他们是

怎么对艾滋病人的肠道进行有效的保护的呢？我们一起来看

看。尽管抗逆转录病毒（ARV）药物是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患者的一线治疗药物首选，但和未感染 HIV 的人相比，接受

ARV 药物治疗的 HIV 患者死亡率仍然较高。在 HIV 的感染过

程中，被感染者机体会产生防御性的炎症反应。该反应对感

染者的肠壁（也被称为肠粘膜）可造成损伤，致使肠道内微

生物失去肠壁束缚，侵入血循环，从而引起威胁患者生命的

全身系统性感染。

   寄生在肠道内的菌群对肠粘膜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大量

的证据也表明补充益生菌可使患有肠易激综合征、艰难梭菌

感染和肠炎这样的肠道疾病患者受利。来自于美国国立变态

反应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由 JasonBrenchley 带领的研究人

员表示补充肠道益生菌对接受 ARV 药物治疗的 HIV 患者可能

也有益处。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控制艾滋病蔓延的药物或者治疗

方法早点问世。能够让众多艾滋病患者远离死亡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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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对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益生菌补充在 HIV 感染者

中，可以升高体内 CD4+T 细胞水平，有助于改善腹泻症状，

增加体重，降低女性细菌性阴道炎感染率。此外，在经益生

菌干预后可以降低 HIV 暴露婴儿的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严重

程度，益生菌补充还具有改善 HIV 感染者认知能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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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ffect of nutritional support on HIV / AIDS

摘要：
   绝大多数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IV) 感染 /艾滋病患者存在

营养不良，营养不良会进一步削弱机体免疫功能，加上病毒

感染对免疫功能的直接抑制作用，病人机会性感染的发生率

明显增加，更加剧了营养不良，营养状况是决定艾滋病人生

存时间长短和生存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对 HIV 感染 /

艾滋病病人营养不良的原因、营养状况对艾滋病病人免疫功

能的影响、艾滋病病人的营养需求等进行综述，以期为提高

HIV 感染 /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和耐受性、预防肿瘤、

延缓 HIV 感染发展进程、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AIDS，艾滋病），营养支持，营养

不良

Abstract:Abstract:   
     The vast majority of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infected /AIDS patients have malnutrition, 

malnutrition will further weaken the immune function 

of the body, coupled with the direct inhibitory effect 

of virus infection on immune function, the incidence 

of opportunistic infection of patients i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hich aggravates malnutrition. Nutritional 

statu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etermining the survival 

time and quality of life of AIDS one of. In this paper, 

the causes of malnutrition in HIV/AIDS patients, the 

impact of nutritional status on immune function of 

AIDS patients, nutritional needs of AIDS patients were 
review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 and tolerance of antiviral treatment of HIV/
AIDS, preventing tumor, delaying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V infection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Nutritional 

support, Malnutrition

1、艾滋病现状

   艾滋病又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证（AIDS），是由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HIV）感染引起的一种危害性极大的慢性致死性

传染性疾病。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的现状不容乐观，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WHO）统计，目前艾滋病已造成3500多万人死亡，

2016 年全球有 100 万人死于艾滋病毒相关病症。2016 年底，

约有 3670 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有 180 万新感染者 [1]。

   HIV 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包括：与感染者发生无保护性行

为、使用污染的注射工具或输入污染的血液或血液制品以及

母婴传播。自然情况下，HIV 感染初期为急性感染期，病人

血液中 CD4+T 淋巴细胞会下降，随后上升，部分病人会议出

现临床体征和症状，之后HIV感染者会进入8-10年的潜伏期，

在此期间，CD4+T 淋巴细胞每天都在遭受 HIV 病毒的破坏。当

CD4+T 淋巴细胞逐渐下降的过程中，病人可能会发生各种艾滋

病相关的疾病。当低于 200 个 / 微升时，病人进入艾滋病期

并最后死亡 [2]。近年来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取得了飞速发

展，研究表明，感染者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能有效延缓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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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进程，提高免疫能力，并降低各类艾滋病相关或非相关疾

病的患病率。在发达国家，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感染 HIV 病毒

后，如果能坚持接受规范的抗病毒治疗，他的期望寿命可以

达到 70 岁 [3]。

2、营养支持对于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具有
重要意义

   随着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广泛应用，HIV 感染者的

护理和支持迅速发展。尽管发病率和死亡率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单靠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并不能消除对 HIV 感染者营养状况

的关注。虽然不受控制或晚期的 HIV 感染与体重减轻和严重

消瘦有关，大量研究表明，在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开始时，临

床营养不良 [ 如低体重指数（BMI）] 是死亡率的一个强有力

的独立预测因子 [4、5]。此外，艾滋病毒感染存在于非传染性

疾病（糖尿病、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粮食不安全和其他地

方性感染（如疟疾、结核病和腹泻病）高发的地理区域。这

些情况的重叠，都有重大的营养后果，往往发生在同一个病人，

需要一个全面的方法来进行营养评估和护理。

    从 HIV 感染到发病期间，由于机体免疫系统受损，机体

的营养需求会有所增加，而食物在体内的吸收却有所下降，

营养物质的消耗随之增大，久而久之导致机体营养不良。营

养不良会进一步削弱机体免疫功能，加上病毒感染对免疫功

能的直接抑制作用，病人机会性感染的发生率明显增加，更

加剧了营养不良 [6]。为打破这个营养不良与免疫力低下的恶

性循环，给与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营养支持很有必要。

营养状况是决定艾滋病人生存时间长短和生存质量的重要因

素之一。对于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营养支持的目的在于，

促进体内蛋白合成，为免疫功能恢复提供必要营养，储存能

量以维持器官功能。

3、艾滋病病人的营养状况与营养需要

   营养是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机体健康的基础，机体营

养状况对免疫功能的完整性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营养物质的

缺失会损害机体的免疫系统。和其他疾病相比，营养与 HIV/

AIDS 患者的关系要复杂的多，营养不良既容易导致感染，

同时又是感染的结果。营养和艾滋病的关系密切，人体感染

HIV 病毒后，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身体营养缺乏，是影响艾

滋病发病、治疗效果及生存时间的重要因素。

   人体感染HIV病毒后，由于多种原因可造成身体营养缺乏，

绝大多数人会因此出现体重降低，这是营养状况损害出现的

第一症状，80% 以上的艾滋病病人还会出现极度消瘦，而营

养缺乏反过来又会加快艾滋病的病程和发展，能量、蛋白质、

微量营养素缺乏可以使身体的免疫功能进一步恶化，并影响

其他生理功能，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进行日常活动的能力

[7]。同时，营养状况也是确定艾滋病患者生存时间长短的一

个重要因素，营养良好就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另外，

足够的蛋白质储备和充足的微量营养素对许多抗 AIDS 治疗药

物的疗效好坏也是十分必要的。

3.1 艾滋病病人营养不良的原因

   HIV 病毒感染对艾滋病病人营养的影响既可以直接干扰各

种营养物质的摄取，也可以通过降低机体免疫能力从而间接

地影响营养状况。分析其原因主要有 [8]：

（1）各种食品的摄入减少。艾滋病病人往往因口腔真菌感染，

进食困难，造成食欲降低，减少了胃肠道各种营养物质的吸

收等。

（2）艾滋病病人能量和各种营养物质的需求增加。据世界卫

生组织报道，HIV 感染者未出现症状时，其热量的需要量会

增加 15%-20%，艾滋病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其热量的需要量

会增加 25%-40%[9]。

（3）艾滋病病人体内代谢紊乱，包括低性腺素、高皮质醇症，

蛋白质以及脂肪酸代谢调节障碍。

（4）治疗 HIV/AIDS 的药物副作用导致各种营养物质的吸收

减少。

（5）各种营养物质的排出增加。HIV/AIDS 患者的各个时期，

病人会出现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症状，导致人体的各种

营养物质的缺失以及酸碱平衡紊乱。一旦感染艾滋病毒，病

毒首先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同时干扰对营养物质的摄入和

利用，继而由于机体的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增加了各种机会

性感染及肿瘤、病毒侵袭的机率，加快了发病进程，机体的

营养状况会进一步的恶化最终导致病人出现恶病质，形成恶

性循环 [10]。

3.2  营养状况对艾滋病病人免疫功能的影响

    AIDS 通过降低机体免疫力，直接干扰营养素的摄入和利

用，间接地影响营养状况，增加了机会性感染的发生。因此，

有效的营养支持可补充 AIDS 患者的能量、蛋白质、维生素和

矿物质，优化免疫系统的功能，维持体重，提高预后的效果。

    HIV 感染者病人普遍存在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等人

体必须的各种营养素摄入不足，同时由于艾滋病毒的侵袭，

出现消化不良、呕吐、腹泻等现象，进一步导致病人出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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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多种矿物质、维生素的水平降低。很多研究表明，矿物质钙、

锌、铁、镁、硒与机体的免疫功能有密切的关系，在缺乏时

 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功能明显下降，容易招致各种病

菌的侵袭 [11-16]。通过适量补充这些矿物质能提高机体的免疫

功能，在 HIV 感染者病人体内呈现剂量反应关系，维生素和

维生素的补充可以明显地提高机体的免疫功。

3.3 营养支持是改善和增加体重的有效方法

    体重是反映 AIDS 发展过程、营养调节、判定预后的重要

指标。体重下降主要是指脂肪和肌肉组织同时下降，一方面

由于肝脏产生过多的脂肪，使其在血液代谢中消耗大量能量，

另一方面加速肌肉中蛋白质的分解，引起体重下降。因此，

患者需要的能量比健康人群高10%～15%，以维持正常的体重。

3.4 充微量营养素对 HIV/AIDS 患者的影响

    目前世界各国艾滋病防治专家越来越重视矿物质及维生

素在艾滋病防治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在此领域进行了大量深

入细致的研究。国内外治疗艾滋病时判断一种药物或者干预

措施是否对AIDS治疗有效，一般从CD4+T细胞数量、症状体征、

生存质量的改善、机会性感染的发生来评价效果。研究发现

经吸毒途径感染的 HIV/AIDS 患者血清镁的平均浓度显著低于

健康人，HIV/AIDS 患者的血清镁水平与 CD4+T 细胞水平之间

亦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通过补充镁可以提高 HIV/AIDS 患者

血清镁水平 [17]。有研究表明，服用多种维生素治疗以后，经

性途径感染的 HIV/AIDS 患者出现机会感染的机率明显降低，

CD4+T 和 CD8+T 细胞数量明显升高，病毒载量则明显降低，

各种营养缺乏病体征的检出率下降。文献显示，由于吸毒感

染的 HIV/AIDS 患者出现各种并发症，血浆总蛋白及白蛋白水

平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通过补充微量营养素可以改善病人

的营养状况，提高其血浆总蛋白及白蛋白水平 [18]。目前世界

粮农组织 FAO 以及世界卫生组织 WHO，已经开始强调微量营

养素在艾滋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WHO 于 2005 年在南非德班

召开的营养和 HIV/AIDS 患者会议上建议：感染 HIV 的成人较

未感染者需要更多的能量，能量需求比 DRIs 增加 15%-20% 以

上，处于该病晚期的成人则增加 25%-40% 以上。通过多样化

膳食及强化食品，要确保感染的儿童和成人按需补充微量营

养素，使微量营养素的摄取达到建议的水平。充足的微量营

养素可以明显降低感染者病人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增加病人

对各种病毒、细菌、肿瘤细胞的抵抗力，提高许多治疗艾滋

病的药物疗效，进而导致减少了各种感染及肿瘤的发生，延

长了病人的生存时间，提高了病人的生活质量。

3.5 艾滋病病人的营养需求

    由于目前尚未发现抗 HIV 病毒的特效药物，而艾滋病的

防治工作强调综合治疗和预防，艾滋病的营养支持提倡机体

摄入适宜水平的各种营养素，防止营养缺乏和不平衡，将营

养不良的症状及有关的并发症减到最低的状态，进而提高艾

滋病病人的生存年限。 

    营养支持有助早期抗病毒治疗，提高 CD4+T 细胞计数，

CD4+T 细胞在细胞免疫系统中起着中心调节作用，它能促进细

胞产生抗体，正常为 410 ～ 1590 cell/μl，CD4+T 细胞数量

是影响患者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维生素和矿物质能促进免

疫器官的发育和免疫细胞的分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强对

感染的抵抗力 [19]。我们在日常膳食的基础上增加足量的矿物

及维生素，如西红柿、黄瓜、生菜、草莓、葡萄、苹果、柑橘、

猕猴桃、芒果、香蕉等。

（1）给予充足能量及营养素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的能量供给量应高于正常居民

推荐量的 10%-20%，达到 40 ～ 45kcal/ kg.d，因为 HIV 感染

者 / 艾滋病患者的消化吸收障碍和消耗增加。患者摄入能量

应略大于健康人。三大营养素供能比分别为蛋白质占 20%、

碳水化合物占 40% ～ 60%、脂肪占 20% ～ 40%。对于有非脂

肪组织被消耗的病人，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 115g/ kg.d。注

意补充微量营养素，维生素 C 每天至少 500 ～ 1000mg，维生

素 E 400U ，β- 胡萝卜素 200μg，硒 200μg，维生素 B12 

100μg，锌 50mg。

（2）增加营养素摄入量

    经口摄入是营养支持最科学最经济的途径，应尽可能增

加经口摄入量。对食欲不振者应鼓励食用喜爱的食物，每日

可进食 6～ 8次。

（3）增加营养素在肠道的吸收

    腹泻是引起吸收不良的主要原因。在美国大约有 60% 的

HIV 感染者在病程中至少有 1 周以上的水样腹泻史，在发展

中国家腹泻的发生率接近 100%。对这类病人一方面应积极治

疗腹泻，另一方面加强营养治疗，不能经口进食时采用管饲

营养。对于发热、腹泻等反复发作的艾滋病患者，需要重视

增加水和无机盐的供给量。应当根据丢失情况和酸碱平衡原

则合理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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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论

   只有摄入足够的营养供给细胞，机体细胞才能够保持正常

功能和活力，机体免疫功能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保持良好营

养状态能够减轻患者免疫损伤，减少机会性感染，减轻抗氧

化损伤，提高和巩固抗病毒治疗的效果和耐受性，预防肿瘤，

延缓 HIV 感染发展进程，延长生存期，改善预后。营养支持

对于 HIV 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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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ary guidelines and procedures for AIDS patients

摘要：
   良好的营养管理能有效延缓 HIV 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的疾

病进程，降低各类艾滋病相关或非相关疾病的患病率，并提

高艾滋病病人的生活质量。然而目前国内外仍缺乏针对艾滋

病病人饮食指导指南和规范的营养管理流程。本文作用采用

世界卫生组织（WHO）指南制定手册证据评价要求和等级评价

及结论推荐方法将各类营养素对艾滋病病人的营养支持中的

作用进行证据等级推荐，并对艾滋病病人饮食指导原则和营

养管理流程进行综述。

     关键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艾滋病，饮食指导，营养管理

Abstract:Abstract:  
             Good nutrition management can effectively delay 

the disease progression of HIV / AIDS patients, 

reduce the prevalence of various AIDS related or non 

related diseas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AIDS patient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dietary 

guidelines and standardized nutritional management 

processes for AIDS patient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is paper, the role of WHO guideli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nual evidence evaluation 

requirements and grade evaluation and conclusion 
recommendation methods, the role of various 
nutrients in nutritional support of AIDS patients 
was recommended, and the dietary guidelines and 
nutritional management process of AIDS patients 
were reviewed.

       Key words: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HIV),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 
diet guidance, nutrition management

   在 HIV 感染的全过程中，机体营养状况与免疫功能关系

密切且相互影响。从 HIV 感染到发病期间，由于机体免疫系

统受损，易导致营养不良的发生，营养不良又会进一步削弱

机体免疫功能，形成恶性循环。良好的营养管理能有效延缓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疾病进程，降低各类艾滋病相关

或非相关疾病的患病率，并提高艾滋病病人的生活质量。然

而目前国内外仍缺乏针对艾滋病病人饮食指导指南和管理流

程，临床上虽已经认识到了营养在艾滋病治疗中的重要作用，

但营养与艾滋病防治的知识还有很大的缺口，本文采用世界

卫生组织（WHO）指南制定手册证据评价要求和等级评价及结

论推荐方法将各类营养素对艾滋病病人的营养支持中的作用

进行证据等级推荐，并对艾滋病病人饮食指导原则和营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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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流程进行综述，期望为各级医生、护士、营养（医）师、

艾滋病营养教育者、卫生管理专业人员和 HIV 感染者 /艾滋

病病人提供参考。

1、研究证据等级

1.1 宏量营养素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疾病控制

   艾滋病是消耗类疾病，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比健康人

的静息能量消耗要增加约 10%，特殊的代谢特点易导致蛋白

质 - 能量营养不良，并贯穿于 HIV 感染的整个过程中。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的能量、三大宏量营养素代谢与健康人

有所不同。宏量营养素包括碳水化合物、脂类和蛋白质三类，

这三类物质能够释放能量，维持机体各种生理功能和生命活

动。

1.1.1 能量

   • 能量 /宏量营养素支持可能会改善 HIV 感染者的营养状

况，增加体重和去脂体重，增加蛋白质和能量摄入。（B级）

   • 能量 /宏量营养素支持，尤其是乳清蛋白的补充可能提

高 HIV 感染者的外周血 CD4+T 淋巴细胞计数 [1–5]。（C级）

1.1.2 碳水化合物

    • 碳水化合物摄入与 HIV感染 /艾滋病病程无直接关系，

提高膳食纤维摄入量可能对 HIV 感染者的脂肪代谢障碍有保

护作用。

1.1.3 蛋白质

    •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通过补充蛋白质，有升高血谷

胱甘肽浓度和 CD4+T 淋巴细胞计数等免疫水平有关指标和提

高体细胞质量的趋势 [5–8]。（B级）

1.1.4 脂肪

   美国的国家胆固醇教育计划（Nat iona l  Cho les te ro l  

Education Program, NECP）指南指出 [9]，饮食控制可分别

降低 11% 的总胆固醇和 21% 的甘油三酯。

   • 补充 ω-3 脂肪酸可降低血浆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水平

[10–13]。（B级）

2. 维生素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疾病控制 

2.1 维生素 A

   研究发现，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维生素 A 不足及

缺乏的情况普遍存在，维生素 A 不足及缺乏的发生率从

12.5% ～ 59% 不等 [14–17]。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维生素 A

的营养状况较差。

    • 感染 HIV 的孕妇补充维生素 A，或 HIV 暴露儿童补充维

生素 A，均可能会降低 HIV 暴露儿童的死亡风险或腹泻发生

风险 [18–20]。（C级）

    •维生素A的补充不会影响HIV的疾病进展 [21–23]。（B级）

    •给感染HIV的孕妇补充维生素A能增加婴儿的出生体重，

促进 HIV 感染 / 暴露儿童的生长发育，降低贫血发生风险；

维生素 A 补充能降低 HIV 感染者 / 艾滋病患者的结核发生风

险 [24–27]。（B级）

2.2 维生素 D

   多项研究结果显示，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普遍存在维

生素 D缺乏，维生素 D缺乏的发生率为 21.1%~70.3% [28,29]。

而且艾滋病的相关治疗尤其是基于依非韦伦的抗逆转录治疗

会引起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维生素 D的缺乏 [30,31]。

    • 补充维生素 D不会影响 HIV 的疾病进展甚至会减缓 HIV

的疾病进展 [32,33]。（C级）

    • 补充维生素 D有利于维持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的骨

密度，有利于骨的形成 [34,35]。（B级）

    •补充维生素 D有利于降低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合并

症（结核病、肝纤维化、冠状动脉钙化等）的发生风险 [24,36–38]。

（B级）

2.3 复合维生素

   补充复合维生素主要为 B族维生素与维生素 A、D、E中的

一种或多种以不同剂量配合组成，同时可能联合多种矿物质。

    •补充复合维生并不会影响HIV感染者/艾滋病患者的死亡

风险 [39–41]。（B级）

   • 给 HIV 感染的孕妇补充复合维生素可以为 HIV 暴露

儿童带来健康收益（降低腹泻、贫血的发生风险，降低胎儿

死产以及低出生体重的风险，并能促进胎儿出生后的生长发

育） [41–45]。（B级）

    •补充复合维生素可能会延缓 HIV 感染者 /艾滋病患者的

疾病进展 [22,44,46]。（C级）

    •补充复合维生素不会影响HIV 的传染性 [42,47,48]。（B级）

3. 矿物质与 HIV 感染 / 艾滋病疾病控制

   多种矿物质能够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功能，其抗氧化作用可

以降低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 

3.1 硒

   硒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半胱氨酸是含硒酶的活性中



心，硒在增强机体抗氧化防御与调节机体免疫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硒是最关键的抗氧化成分之一，补硒能够改善降低

HIV 复制。

    •适量补充硒可以延缓艾滋病病程进展，改善 CD4+T 淋巴

细胞计数 [14,15,17,49]。（B级）

1.3.2 锌

   锌是一种抗氧化剂，在免疫反应时能保护细胞免受氧自由

基的损伤。

    •适量补充锌有助于减少 HIV 感染者的机会性感染，提高

免疫治疗成功率，降低腹泻率 [50–52]。（B级）

1.4 益生菌

   益生菌可以通过稳定和加强负责肠道屏障完整性的肠道微

生物群来抵消炎症过程，防止微生物易位，降低粘膜和系统

性炎症，刺激抗微生物物质的产生，并促进肠道分泌型免疫

球蛋白 A反应，提高免疫屏障功能。

    •补充益生菌在 HIV 感染者中，可以升高体内 CD4+T 细胞

水平，有助于改善腹泻症状，增加体重，降低女性细菌性阴

道炎感染率 [53–55]。（B级）

1.5 食物

   均衡饮食，提高优质蛋白质（动物蛋白质和大豆蛋白质）

占总能量的比例，减少摄入动物脂肪、人造奶油等富含饱和

脂肪和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以低脂奶制品替代全脂奶制品，

增加蔬菜水果的摄入量有助于艾滋病患者降低肥胖、代谢紊

乱、高血压等慢性病和贫血的患病风险 [56–58]。

2、艾滋病病人饮食指导原则

2.1 急性期 HIV 感染者的饮食指导

2.1.1 营养供给原则

   供给充足的能量、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供给量不应

低于患者的平常摄入量。电解质和水应根据丢失情况和化验

结果供给或补充。

2.1.2 饮食原则

    •供给加工精细化的易消化吸收的软食或半流食；

    •少食多餐，每日至少 5～ 6餐；

    •食物选择多样化，尽可能符合患者的饮食习惯；

    •营养素膳食摄入不足应及时给予口服营养补充。

2.1.3 膳食推荐

    •主食选择：建议选择易消化吸收的加工细软的粮食和杂

豆食品，例如：各种粥、面条汤、软馒头、蒸饼、豆包、发糕、

软面包等。

    •肉、蛋、奶和大豆类食品选择：选择加工细软和易消化

吸收的食物，尽可能保证食物的多样化，例如：平均每日吃

100g 瘦肉、1~2 个鸡蛋、300g 酸奶或牛奶和 100g 豆腐。

   •蔬菜水果选择：在能量、蛋白质摄入充足的基础上，足

量摄入蔬菜、水果，例如：每日摄入蔬菜 300-500g，水果

200g。重视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等深色蔬菜水果的应季选择。 

    •餐次安排：增加餐次，建议每日至少5～ 6餐，早、中、

晚餐选择加工细软的各种主食、优质蛋白质食物和蔬菜，加

餐建议选择酸奶、细软面食、莲子或红枣山药汁、优质蛋白粉、

全营养配方膳、水果等。

2.2 无症状期 HIV 感染者的饮食指导

2.2.1 营养供给原则

   营养供给数量应高于正常标准，同时防治腹型肥胖和脂肪

代谢紊乱的发生与发展。建议能量供给达到 30 ～ 40 kcal/

kg 体重；其中蛋白质能占比为 15% ～ 20%（1.2 ～ 1.8g/kg

体重）；脂肪能占比为 20% ～ 30%。控制饱和脂肪酸、胆固

醇和 n-6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避免反式脂肪酸的摄入；

碳水化合物能占比 50% ～ 60%，控制单双糖的过量摄入；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供给量应不低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推荐摄

入量。

2.2.2 饮食原则

   大多数无症状期 HIV 感染者能够通过正确的饮食摄入获取

足够的能量和营养素。基本饮食原则是平衡膳食。

2.2.3 膳食推荐

    •主食选择：主食应包括谷、薯类和豆类，如大米、面粉、

小米、玉米、紫米、燕麦、荞麦、薏米、红薯、芋头、红豆、

绿豆、蚕豆等。推荐摄入量为 250 ～ 500 g/d。

    •优质蛋白质食物选择：鼓励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量，建

议平均每日摄入蛋类 50g ～ 100g，奶类 300g ～ 400g，大豆

制品 50g ～ 100g，瘦肉食品 100g ～ 200g（其中鱼虾类达到

50g ～ 100g）。

    •蔬菜水果选择：建议选择多样化，同时重视增加深色蔬

菜水果的比例。蔬菜建议摄入量每日 300g ～ 500g，水果每

日 200g ～ 400g。蔬菜烹制方法多选用炝拌和快炒，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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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炸、腌制和熬煮。

    • 油脂类食物选择：建议每日植物油摄入量为

25g ～ 30g，坚果类食品每日不超过 25g。

    •足量饮水：建议每日饮水量不少于 1500~1700 mL，选

择白水或淡茶水，少量多次饮用。

     • 控制盐的摄入：避免过量食用高盐及高钠食物，例如

腌制食品、烧烤食品，以及过量使用酱油、味精、鸡精等调味料。

      •正确安排餐次和合理加餐：

    建议加餐食物为适量的应季水果、酸奶、豆浆、优质蛋

白粉、坚果、红枣、山药汁等，加餐时间应根据个人习惯及

条件选择，最好固定时间加餐。

    对于存在营养不良的无症状期 HIV 感染者，除了一日三

餐外，需要按时加餐，建议每日餐次至少 5 ～ 6 餐，但每次

加餐的能量不应高于正餐能量。加餐食物建议：酸奶、营养

山药汁、营养米糊、营养汤羹、医用配方膳、优质蛋白粉、

鲜果汁等。

     • 建立健康饮食行为：避免经常不吃早餐以及晚餐摄入

过多、过晚等不良饮食习惯；避免偏饮偏食、暴饮暴食和狼

吞虎咽的饮食习惯；避免在不良情绪下进餐，提高情绪管理

能力；避免经常摄入过凉、过热、辛辣刺激和油腻粘滞等难

消化食物；限制碳酸饮料和含糖饮料摄入量。确保饮食卫生，

安全，禁忌摄入腐败变质和有毒食物。

     • 避免饮酒：HIV 感染者应禁止饮酒。

2.3 艾滋病期 HIV 感染者的饮食指导

2.3.1 营养供给原则

     • 建议能量摄入达到 35 ～ 50kcal/kg 体重；

     • 蛋白质能占比达到 20%（1.5 ～ 2.0g/kg 体重）；

     • 脂肪能占比20%～ 40%，必要时增加中链脂肪乳供能；

    • 根据机体缺乏情况合理补充水、电解质、维生素和

矿物质；

    • 存在肝肾等脏器功能障碍的患者应根据疾病治疗需

要个体化设计营养供给量。

2.3.2 饮食原则

   艾滋病期 HIV感染者的饮食方案需要个体化设计，应根据

患者的食欲、进食受限情况、胃肠道功能评估、营养缺乏评定、

代谢状态、饮食习惯、经济条件、依从性等进行合理设计。

    绝大多数艾滋病期 HIV 感染者的饮食营养摄入不能满足

机体需要，应常规增加口服营养补充，必要时应结合管饲营

养和肠外营养治疗。

2.3.3 膳食推荐

2.3.3.1 艾滋病期腹泻患者的饮食内容推荐

    •避免摄入生、冷、粘滞、肥腻、刺激性、胀气性等食物。

    •限制摄入不易消化的蔬菜和粗粮。

    •食物选择应精细、清淡、易消化吸收，加工成流质、糊状、

半流质或软饭。

    •重视益生菌和益生元类食物的摄入。

2.3.3.2 艾滋病期发热患者的饮食内容推荐

    •优先选择糊状、半流质或精细软加工食品。

    •选择易消化、易吸收的高能量密度食物。

    •增加优质蛋白摄入量。

    •避免辛辣、坚硬、粘滞、油腻等食物。

    •根据病情和营养评估选择合理的口服营养补充食品。

3、艾滋病病人营养管理的流程

   艾滋病病人应尽早制定营养管理方案，以缓解胃肠道症状

并保持患者的营养状况。

3.1 营养管理的流程

   总的来说，只要患者可经口进食，应首先考虑通过营养咨

询改善患者经口摄入食物的质和量。但若因病情受限而无法

达到摄入目标时，可考虑肠内营养和肠外营养支持。营养支

持的流程可顺序表示为：营养咨询→口服营养补充剂→肠内

营养管饲→肠外营养。原则上，每一步骤在实施 4 － 8 周后

若效果不佳可考虑实施下一步骤，但对于经评估已经处于重

度营养不良且摄入情况很差的患者，可直接开始肠内营养。

3.2 营养管理的内容

   对于慢性进展期的 HIV 患者（包括无症状感染期和艾滋病

前期），经口饮食 + 口服肠内营养补充方案能够发挥更有效

的营养干预作用，能够预防并及时纠正其营养不良，保持良

好营养状态，从而维护甚至提高其免疫力，改善生活质量，

更好耐受抗病毒治疗，延缓病程发展。对于进入艾滋病期的

HIV 感染者，经口饮食 + 口服肠内营养补充方案常常难以达

到病人的营养需求目标，很多病人需要配合管饲营养或静脉

营养才能改善其营养不良状态。所以，营养支持对于 HIV 感

染者尤其重要。

   营养管理包括营养教育、营养评估监测和营养干预。营

养教育的目的是让病人及其家属能够认识到营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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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NIH Third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holesterol 

Education Program (NCEP);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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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bolic outcomes in HIV-infected patients on antiretrovi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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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 2014, 25, 96–104.

       [11] Amador-Licona, N.; Díaz-Murillo, T. A.; Gabriel-

Ortiz, G.; Pacheco-Moises, F. P.; Pereyra-Nobara, T. A.; 

能够让病人平衡摄入饮食营养，保持良好营养状态；病人能

够动态评估监测其营养状态，并根据评估或监测结果正确决

定是否需要调整饮食营养或请专业营养师帮助。动态的营养

评估监测对病人意义重大，如果能够及时发现病人的饮食营

养摄入量、体重、肌肉量、内脏蛋白等出现下降趋势，应重

视寻求合理的个体化营养饮食方案进行营养干预，尽可能在

短时间内纠正营养不良状态。营养饮食干预方案应该是个体

化的，应尊重病人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根据病人的营养

状态、疾病状态、活动受限情况、胃肠道功能、经济条件等

优化设计食物及其供给量。平衡膳食是所有饮食模式的基础，

营养摄入量达到病人机体需要量是营养干预的基本目标。选

择食物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多样化，应根据中国营养学会推

荐的我国居民平衡膳食指南进行合理选择和搭配。在此基础

上，优化选择加工精细易消化吸收的优质蛋白质食物，保证

蛋白质的摄入量达到 1.2 ～ 1.8 克 / 公斤体重 . 日，另外，

尽可能多选择新鲜、应季、安全的深色蔬菜和水果，尽可能

减少蔬菜的加工程序，以减少营养素的流失。如果病人的食

欲和消化吸收能力下降，可以适当减少蔬菜水果的摄入量，

以尽可能保证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如果较长时间摄入蔬

菜和水果不足（比如平均每日低于 4 两），应合理补充微量

营养素，最好咨询专业营养师。

   病人的情绪管理、运动管理和生活习惯管理也是营养管理

的重要内容。在良好情绪下进餐有助于改善食欲、消化和吸

收能力，有效管理情绪保持积极或平和状态有助于改善机体

免疫力，也有助于改善营养物质的代谢和利用。合理运动不

仅能够改善新陈代谢，还可以增加肌肉量，提升免疫力，促

进营养物质的代谢和利用，改善食欲。不良生活习惯对机体

免疫力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久卧、久坐、过劳、

熬夜、暴饮暴食、偏饮偏食、不规律用餐等不良生活习惯都

可能对机体的食欲、消化吸收能力、机体代谢能力、免疫力

等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所以，纠正病人的不良生活习惯非

常重要。 

   虽然众多研究已经明确了营养支持对艾滋病防治的作用，

但未来仍需要针对营养支持对艾滋病的影响及规范管理开展

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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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ackground】
    Micronutrient deficiencies are common among 
adults living with HIV disease, particularly in low-
income settings where the diet may be low in 
essential vitamins and minerals. Some micronutrients 
play critical roles in maintenance of the immune 
system, and routine supplementation could therefore 
be beneficial. This is an update of a Cochrane 
Review previously published in 2010.

【Objectives】
   To assess whether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s are 
effective and safe in reducing mortality and HIV-
related morbidity of HIV-positive adults (excluding 
pregnant women).

【Methods and evidence collection】
    We performed literature searches from January 

2010 to 18 November 2016 for new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RCTs) of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s 

since the previous review included all trials identified 

from searches prior to 2010. We searched the 

CENTRAL ( the Cochrane L ibrary) ,  Embase, 

and PubMed databases. Also we checke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International 

Clinical Trials Registry Platform (ICTRP) and the 

ClinicalTrials.gov trials registers. We also checked 

the reference lists of all new included trials. We

inc luded RCTs tha t  compared supp lements 
that contained either single, dual, or mult iple 
micronutrients with placebo, no treatment, or other 
supplements. Primary outcomes included all-cause 
mortality, morbidity, and disease progression. We 
assessed the certainty of the evidence using the 
GRADE approach.

【Main results】
    We included 33 trials with 10,325 participants, of 
which 17 trials were new trials. Ten trials compared 
a daily multiple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 to placebo 
in doses up to 20 times the dietary reference intake, 
and one trial compared a daily standard dose with 
a high daily dose of multivitamins. Nineteen trials 
compared supplementation with single or dual 
micronutrients (such as vitamins A and D, zinc, and 
selenium) to placebo, and three trials compared 
different dosages or combinations of micronutrients. 
We conducted analyses across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naive adults (3 trials, 1448 participants), 
adults on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1 trial, 400 
participants), and ART-naive adults with concurrent 
active tuberculosis (3 trials, 1429 participants). 
Routine multiple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ation may 
have little or no effect on mortality in adults living 
with HIV (RR (0.91, 95% CI 0.72 to 1.15; 7 trials, 
2897 participants, low certainty evidence). Routine 
supplementation for up to two years may have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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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no effect on the average of mean CD4+ cell 
count (MD 26.40 cells/mm3, 95% CI -22.91 to 
75.70; 6 trials, 1581 participants, low certainty 
evidence), or the average of mean viral load (MD 
-0.1 log10viral copies, 95% CI -0.26 to 0.06; 4 trials, 
840 participants, moderate certainty evidence). 
One additional trial in ART-naïve adults did report 
an increase in the time to reach a CD4+ cell count 
< 250 cells/mm3 after two years of high dose 
supplementation in Botswana (HR 0.48, 95% CI 0.26 
to 0.88; 1 trial, 439 participants). However, the trial 
authors reported this effect only in the trial arm that 
received multiple micronutrients plus selenium (not 

either supplementation alone), which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findings of other trials that used similar 

combinations of micronutrients and elenium. In one 

additional trial that compared high-dose multiple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ation with standard doses 

in people on ART, peripheral neuropathy was lower 

with high dose supplements compared to standard 

dose (incidence rate ratio (IRR) 0.81, 95% CI 0.7 

to 0.94; 1 trial, 3418 participants), but the trial was 

stopped early due to increased adverse events 

(elevated alanine stransaminase (ALT) levels) in the 

high dose group. None of the trials of single or dual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s were adequately powered 

to assess for effects on mortality or morbidity 

outcomes. 

【Conclusions】
    The analyses of the available trials have not 

revealed consistent clinically important benefits 

withroutine multiple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ation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 Larger trials might reveal 

small but important effects. These findings should 

not be interpreted as a reason to deny micronutrient 

supplements for people l iving with HIV where 

specific deficiencies are found or where the person's 

diet is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recommended daily 

allowance of vitamins and minerals.

摘要：

【背景】
   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在患有艾滋病毒的成年人中很常见，

特别是在低收入环境中，那里的饮食可能缺乏必需的维生素

和矿物质。一些微量营养素在维持免疫系统中起着关键作

用，因此常规补充可能是有益的。这是一个发表在 2010 年

Cochrane 系统综述的更新版。

【目的】
   评估微量营养素补充剂在降低艾滋病毒阳性成人（不包

括孕妇）的死亡率和与艾滋病毒有关的发病率方面是否有效

和安全。

【方法与证据收集】
   我们收集了 18 项新的随机对照研究（从 2010 年 1 月到

2016 年 11 月）、CENTRAL（Cochrane 图书馆）、Embase、

PubMed 数据库、WHO 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ICTRP）和

ClinicalTrials.gov中的评议记录。我们纳入了比较含有单一、

两种或多种微量营养素的补充剂与安慰剂、不治疗或其他补

充剂的随机对照试验。主要结果包括所有原因的死亡率、发

病率和疾病进展。按照 GRADE 证据质量分级和推荐强度系统

评估证据的确定性。

【结果】

   我们纳入了 33 个试验，10325 名参与者，其中 17 个试验

是新试验。有 10 个试验比较了每日补充多种微量营养素和

安慰剂，剂量为饮食参考摄入量的 20 倍，还有一个试验比

较了每日标准剂量和高剂量复合维生素的效果。19 个试验比

较了补充单一或双重微量营养素（如维生素 A和 D、锌和硒）

与安慰剂，还有 3 个试验比较了不同剂量或组合的微量营养

素。我们对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成人（3 个试验，

1448 名参与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RT）的成人（1

个试验，400名参与者）和未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成人（3

个试验，1429 名参与者）进行了分析。常规补充多种微量营

养素可能对成人HIV感染者的死亡率几乎没有影响（RR 0.91，

95%CI：0.72-1.15；7项试验，2897名参与者，证据等级低）。

连续两年的常规补充可能对 CD4+ 细胞计数的平均值（26.40

个细胞 /mm3，95%CI：22.91-75.70；6 个试验，1581 名参与

者，证据等级低）或平均病毒载量（-0.1 log10 病毒拷贝数，

95%CI：0.26-0.06；4个试验，840名受试者，证据等级中等）。

另一项针对未成年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的成人进行的另一项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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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确实报告了在博茨瓦纳高剂量补充两年后达到 CD4+ 细

胞计数 <250 个细胞 /mm3 的时间增加（HR 0.48，95%CI：

0.26-0.88；1 项试验，439 名参与者）。然而，试验作者仅

在接受多种微量营养素和硒（而不是单独补充）的试验组中

报告了这种效果，这与使用类似微量营养素和硒组合的其他

试验的结果不一致。在另一项试验中，比较了高剂量复合微

量营养素补充剂与标准剂量的 ART 患者，高剂量补充剂的外

周神经病变低于标准剂量（发病率比（IRR）0.81，95%CI：

0.7-0.94；1项试验，3418名受试者），但由于不良反应增加，

试验提前停止高剂量组的事件（丙氨酸转氨酶（ALT）升高）。

单一或双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的试验都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

明对死亡率或发病率结果的影响。

【结论】
   对现有试验的分析还没有显示出常规的多种微量营养素

补充剂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具有一致的重要临床益处。更大的

试验可能会发现一些小而重要的影响。这些发现不应被解释

为拒绝向艾滋病毒携带者补充微量营养素的理由，因为艾滋

病毒感染者发现了特殊的缺陷，或者其饮食不足以满足每日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建议摄入量。

 ( 张召锋 摘译 )

Summary:   
【Background】
     Nutrition is critical to HIV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mproved treatment modalities have increased life 
expectancy of HIV-infected individuals. More than 
1 million US adults are living with HIV,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ir nutritional status.

【Objective】
      We aimed to characterize the nutritional statusof 
those living with HIV with the use of the NHANES 
2003–2014.

【Methods】
     The NHANES is 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the US population and 
includes a household interview, medical examination, 
and two 24-h dietary recalls; survey weights are 
applied to make the data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HIV ant ibodies were ascerta ined in i t ia l ly  by 
immunoassay and confirmed with Western blot. 

NHANES 2003–2014 data were analyzed for HIV-
positive (n = 87) and HIV-negative (n = 15,868) US 
adults (aged 19–49 y). Body mass index (BMI), 
waist circumference, dietary intakes, and nutritional 
biomarkers were estimated and compared by HIV 
status, stratified by sex.

【Results】
      HIV-infected men and women had higher serum 

protein, lower serum albumin, and lower serum 

folate than did non–HIV-infected adults. HIV-positive 

women had significantly higher BMI, prevalence of 

overweight or obesity, and waist circumference risk 

and substantially lower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concentrations (44 compared with 65 nmol/L) than 

did HIV-negative women. When compared with HIV-

negative women, HIV-positive women had lower 

intakes of some key nutrients such as fiber, vitamin E, 

vitamin K, magnesium, and potassium but had higher 

intakes of protein and niacin.

                               

美国成人 HIV 感染者的营养状况

Sowmyanarayanan V Thuppal, Shinyoung Jun, Alexandra Cowan, and Regan L Bailey
Department of Nutrition Science,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IN

The Nutritional Status of HIV-Infected US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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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调查权重使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HIV 抗体经免疫分析

初步确定，Western 印迹证实。NHANES 2003-2014 年的数据

分析了 HIV 阳性（n=87）和 HIV 阴性（n=15868）的美国成

年人（19-49 岁）。体重指数（BMI）、腰围、膳食摄入量和

营养生物标志物根据 HIV 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并按性别分

层。

【结果】
   与非 HIV 感染者相比，HIV 感染者的血清蛋白、血清白蛋

白和叶酸水平均较高。与 HIV 阴性女性相比，HIV 阳性女性

的 BMI、超重或肥胖患病率、腰围风险显著增高，血清 25-

羟基维生素 D 浓度（44 比 65 nmol/L）显著降低。与 HIV 阴

性妇女相比，HIV 阳性妇女对一些关键营养素如纤维、维生

素 E、维生素 K、镁和钾的摄入量较低，但蛋白质和烟酸的

摄入量较高。

【结论】
   NHANES 的数据表明 HIV 感染与某些营养状况指标较差相

关；然而，美国人口 HIV 患病率为 0.5%。鉴于样本量小，不

仅在这项研究中，而且在美国，需要更具针对性的研究，以

便更好地了解影响美国艾滋病毒感染者，特别是妇女营养状

况的多种因素。Curr Dev Nutr 2017;1:e001636.

关键词：HIV，营养，肥胖，生物标志物，NHANES

( 叶晨 摘译 )

【Conclusions:】
     The NHANES data suggest that HIV inf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poorer markers of some nutritional 
status indicators; however, the US population 
prevalence of HIV is ,0.5%. Given the small sample 
size, not only in this study but also in the United 
States, much more targeted research is need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multitude of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nutritional status among those living 
with HIV in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among 
women. Curr Dev Nutr 2017;1:e001636.

Key words: HIV, nutrition, obesity, biomarker, 
NHANES

摘要：

【背景】
   营养对 HIV 的死亡率和发病率至关重要。改进的治疗方

式提高了艾滋病毒感染者的预期寿命。超过 100 万美国成年

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但对他们的营养状况知之甚少。

【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使用 NHANES 2003-2014 来描述 HIV 感

染者的营养状况。

【方法】
   NHANES 是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对美国人口的横断面

调查，包括一次家庭访谈、体检和两次 24 小时饮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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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bjectives】
    Low grip strength is a marker of frailty and a risk 
factor for mortality among HIV patients and other 
populations. We investigated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grip strength in malnourished HIV patients at referral 
to ART, and at 12 weeks and 2–3 years after starting 
ART. 

【Methods】
    The study involved HIV-infected Zambian and 
Tanzanian participants recruited to the NUSTART trial 
when malnourished (body mass index <18.5 kg/m2) 
and requiring ART. The relationship of grip strength 
to nutritional, infectious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was assessed by multivariable linear regression at 
referral for ART (n = 1742) and after 12 weeks (n = 
778) and 2–3 years of ART (n = 273).

【Results】
       In analyses controlled only for sex, age and height,

 most nutrit ion and infection-related variables 
were associated with grip strength. However, in 
multivariable analyses, consistent associations 
were seen for fat-free mass index, mid-upper arm 
circumference, mhaemoglobin and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a variable association with fat mass 
index in men. C-reactive protein and CD4 count had 
limited independent effects on grip strength, while 
receiving tuberculosis treatment was associated with 
weaker grip strength.

【Conclusions:】
     In this population of originally malnourished HIV 
patients, poor grip strength was more strongly and 
independently associated with nutritional than with 
infection and inflammation variables. Programmes to 
improve health and survival of HIV patients should 
incorporate nutrition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and could use grip strength as a functional indicator 
of improving nutr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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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在只控制性别、年龄和身高的分析中，大多数营养和感

染相关变量与握力有关。然而，在多变量分析中，无脂体重

指数、中上臂围、血红蛋白和收缩压的相关性是一致的，

并且与男性的脂肪质量指数存在变量相关性。C 反应蛋白和

CD4 计数对握力的独立影响有限，而接受结核病治疗的患者

握力较弱。

【结论】
   在这群原本营养不良的 HIV 患者中，握力差与营养的关

系比感染和炎症变量更为强烈和独立。改善艾滋病毒患者健

康和生存的方案应包括营养评估和管理，并可将握力作为改

善营养的功能指标。

关键词：HIV，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握力，营养，炎

症

( 苏米亚﹒艾合买提江  摘译 )

Key words:  HIV, antiretroviral therapy, grip 

strength, nutrition, inflammation

摘要：

【目的】

   低握力是虚弱的标志，也是 HIV 患者和其他人群死亡的

危险因素。我们调查了营养不良的 HIV 患者转诊抗逆转录病

毒治疗时、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后 12 周和 2-3 年的握力

相关因素。

【方法】
   研究涉及艾滋病毒感染的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受试者，在营

养不良（体重指数 <18.5kg/m2）和需要抗逆转录病毒治疗时

被招募到NUSTART试验。在推荐抗逆转录病毒治疗（n=1742）、

12 周（n=778）和 2-3 年（n=273）后，通过多元线性回归评

估握力与营养、感染和人口因素的关系。

Summary:   
【Background】
    While numer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evere 
to moderate wasting at the time of antiretroviral 
therapy (ART) initiation is strongly predictive of 
mortality, it  remains unclear whether nutritional 
interventions at or prior to ART initiation will improve 
outcomes. This eview examines data on nutrition 

assessment, counseling, and support (NACS) 
interventions in resource limited settings.

【Methods】
    We identified articles published between 2005 and 
2014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NACS interventions, 
particularly its impact on five outcomes: mortality, 
morbidity, retention in are, quality of life, and/or 

                               

改善 HIV/AIDS 患者健康相关结果的营养评估、咨询和
支持（NACS）干预：系统综述

AM Tang 1, T Quick 2, M Chung 1, and CA Wanke 1

1 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Community 
Medicine,
Nutrition/Infection Unit, Boston, MA
2 USAID Office of HIV/AIDS, Washington, DC

Nutrition Assessment, Counseling, and Support (NACS)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health-related outcomes in people living with HIV/AID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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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of ongoing HIV transmission. We rated the 
overall quality of individual articles and summarized 
the body of evidence and expected impact for each 
outcome.

【Results】
    Twenty-one articles met all inclusion criteria. The 

overall quality of evidence was weak, predominantly 

due to few studies being designed to directly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interest. Only two studies 

were randomized trials with proper control groups. 

The remainder were randomized studies of one 

type of food support versus another, cohort (non-

randomized) studies, or single-arm studies. Ratings 

of individual study quality ranged from “medium” 

to “weak,” and the quality of the overall body of 

evidence ranged from “fair” to “poor.” We rated the 

expected impact on all outcomes as “uncertain.”

【Conclusions:】
     Rigorous, better designed studies in resource-

limited settings are urgently needed to understandthe 

effectiveness of nutrition assessment and counseling 

alone, as well as studies to understand better 

modali t ies of food support ( targeting, t iming, 

composition, form, and duration) to improve both 

short- and long-term patient retention in care and 

treatment, and clinical outcomes. 

摘要：

【背景】
   虽然许多研究表明，在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开始时

严重到中度的消瘦可以很好地预测死亡率，但在 ART 开始时或

之前的营养干预是否能改善预后仍不清楚。这篇综述分析了在

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营养评估、咨询和支持（NACS）干预措施的

数据。

【方法】
   我们确定了 2005 年至 2014 年间发表的关于 NACS 干预措

施有效性的文章，特别是其对五种结果的影响：死亡率、发

病率、护理保留率、生活质量和 / 或预防艾滋病毒持续传播。

我们对个别文章的整体质量进行了评级，并总结了证据和对

每项结果的预期影响。

【结果】
   21 篇文章符合所有入选标准。证据的总体质量很差，主

要是因为很少有研究旨在直接解决感兴趣的问题。只有两项

研究是随机试验和适当的对照组。其余的是一种食物支持与

另一种食物支持的随机研究，队列（非随机）研究，或单臂

研究。个人研究质量的评分范围从“中等”到“较弱”，整

体证据质量从“一般”到“差”。我们将对所有结果的预期

影响评为“不确定”

【结论】
   迫切需要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进行严格、设计更好的研

究，以了解单独营养评估和咨询的有效性，以及了解更好的

食物支持方式（目标、时间、成分、形式和持续时间）以提

高患者短期和长期保留率的研究在护理和治疗以及临床结果

方面。

( 王若愚  摘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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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obal Research Agenda for Pediatric HIV

Summary:    
【Background】
    Despite progress, 2016 still saw 160,000 new 
infections and 120,000 AIDS-related deaths among 
children. Evidence gaps on how to best diagnose, 
treat, and deliver services to children living with HIV 
remain. A global research prioritization exercise was 
undertaken by WHO and CIPHER to focus research 
efforts in the context of diminishing resources.

【Methods】
    The Child Health and Nutrition Research Initiative 
methodology was adapted and used, as described 
by Irvine et al. Outcomes were reviewed by an 
expert group and 5 priority themes identified for 
testing, antiretroviral treatment, and service delivery, 
accounting for existing policies,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ongoing research.

【Results】
    A total of 749 questions were submitted by 269 
individuals from 62 countries. For HIV testing, priority 
themes included strategies and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access, uptake and l inkage to care, 

including with novel diagnostic tools and entry 

points beyond antenatal care. For treatment, 

priorities included strategies to improve adherence,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and management 

of coinfections, optimal drug formulations, and 

early ART. For service delivery, priorities included 

strategies or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access, uptake 

and retention in care, including psychosocial and 

family support and approaches to HIV disclosure and 

reduction of stigma and discrimination.

【Conclusions:】
     This is the largest Child Health and Nutrition 
Research Initiative exercise undertaken in HIV. The 

results provide guidance to focus future research 

in pediatric HIV for impact. Global commitment to 

support priority research, adequate investment, and 

strong leadership is urgently needed to improve 

the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children living with and 

affected by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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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病毒检测，优先主题包括战略和干预措施，以改善获得、

接受和联系到护理，包括使用新的诊断工具和产前护理以外

的切入点。在治疗方面，重点包括改善依从性的策略、短期

和长期的结果以及对合并感染的管理、最佳药物配方和早期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在提供服务方面，优先事项包括改进获

得、接受和保留护理的战略或干预措施，包括心理社会和家

庭支持，以及披露艾滋病毒和减少耻辱和歧视的办法。

【结论】
   这是针对艾滋病毒开展的最大规模的儿童健康和营养研

究活动。这一结果为今后关注儿童 HIV 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指

导。迫切需要全球承诺支持优先研究、充分投资和强有力的

领导，以改善艾滋病毒携带者和受其影响的儿童的健康和福

祉。

关键词：优先事项、儿童、艾滋病毒、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艾滋病毒诊断、服务提供

( 买热排提﹒哈力木拉提  摘译 )

Key words:  priorities, children, HIV, antiretrovirals, 
HIV diagnosis, service delivery

摘要：

【背景】
   尽管取得了进展，2016 年仍有 16 万新感染病例和 12 万

名儿童死于艾滋病。在如何最好地诊断、治疗和向感染艾滋

病毒的儿童提供服务方面，证据仍然存在差距。世界卫生组

织和 CIPHER 开展了一项全球研究优先次序的工作，以便在

资源减少的情况下集中研究工作。

【方法】
   如欧文等人所述，采用儿童健康和营养研究倡议方法。

专家组对结果进行了审查，并确定了检测、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和提供服务的 5 个优先主题，同时考虑了现有政策、已发

表的文献和正在进行的研究。

【结果】
   来自 62 个国家的 269 人共提交了 749 个问题。关于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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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ackground】
    Despite growing interest in undertaking research 
in adolescent HIV, the current pace of interventional 

research in particular remains very low compared 

with the needs of adolescentsliving with HIV (ALHIV). 

More robust evidence is needed to inform innovative 

and targeted interventions that bridge research gaps, 

inform policy, and improve outcomes for adolescents.

A global research prior i t izat ion exercise was 

undertaken by WHO and CIPHER to focus efforts 

on priority research in the context of diminishing 

resources.

【Methods】
    The Child Health and Nutrition Research Initiative 

(CHNRI) methodology was adapted and used. 

Outcomes were reviewed by an expert group and 5 

priority themes identified for testing, treatment, and 

service delivery, accounting for existing policies,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ongoing research. 

【Results】
      A total of 986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submitted 

by 323 individuals from 67 countries. For HIV testing, 

priority themes included strategies and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access, uptake, and linkage to care, 

and self-testing, particularly for key populations. 

For treatment, priorities included strategies to 

moni tor  and improve adherence,  novel  drug 

delivery systems, preventions and management of 

coinfections, optimal drug sequencing, and short- 

and long-term outcomes. For service delivery, 

priorities included service delivery models across 

the cascade, strategies to improve retention in care 

and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support for 

pregnant ALHIV, and the provision of psychoso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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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共有来自 67 个国家的 323 人提交了 986 个研究问题。关

于艾滋病毒检测，优先主题包括战略和干预措施，以改善获

得、接受和与护理的联系，以及自我检测，特别是对关键人群。

在治疗方面，优先事项包括监测和改善依从性的战略、新型

药物输送系统、预防和管理共感染、最佳药物序列以及短期

和长期结果。在服务提供方面，优先事项包括整个层级的服

务提供模式、提高护理和性健康和生殖健康保留率的战略、

对怀孕的 ALHIV 的支持以及提供心理社会支持。

【结论】
   这一优先研究议程有助于集中今后对 ALHIV 的研究，并有

助于填补关键的知识空白。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捐赠者、项

目经理和研究人员都应该支持这些优先问题和主题，共同推

动青少年艾滋病研究议程向前发展。

关键词：青少年，艾滋病毒，研究议程，艾滋病毒检测，

艾滋病毒治疗，艾滋病毒服务提供

(张雅琴  摘译 )

【Conclusions:】
     This prioritized research agenda assists in 
focusing future research in ALHIV and will help 
to fill critical knowledge gaps. Key stakeholders, 
donors, program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should 
all support these priority questions and themes to 
collaboratively drive the adolescent HIV research 
agenda forward.

Key words:  adolescents, HIV, research agenda, 

HIV testing, HIV treatment, HIV service delivery

摘要：

【背景】
   尽管人们对青少年 HIV 的研究兴趣越来越大，但与青少

年 HIV 感染者（ALHIV）的需求相比，目前介入研究的速度

仍然很低。需要更有力的证据为创新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提供信息，以弥补研究差距，为政策提供信息，并改善青少

年的成果。世卫组织和 CIPHER 开展了一项全球研究优先次

序的工作，以便在资源减少的情况下集中精力进行优先研究。

【方法】
   采用儿童健康与营养研究倡议（CHNRI）方法。结果由一

个专家组进行审查，并确定了检测、治疗和服务提供、现有

政策、已发表文献和正在进行的研究的 5 个优先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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