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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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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营养问题的中国进展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当前ꎬ 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ꎬ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２.５ 亿ꎮ 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

不容乐观ꎬ ２０１８ 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７７.０ 岁ꎬ 但据研究ꎬ

我国人均健康预期寿命仅为 ６８.７ 岁ꎮ 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的

老年人比例高达 ７５％ꎬ 失能和部分失能老年人超过 ４０００ 万ꎮ

６５ 岁以上老年人位居前三位死亡的原因分别是心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ꎬ 这三种疾病占到老年人群死亡的

７０％以上ꎮ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 ５８.３％ꎬ

糖尿病的患病率高达 １９.４％ꎮ 同时ꎬ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营

养不足是高龄老年人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ꎮ 老年人身体机能

衰退ꎬ 咀嚼和消化能力下降、 肌肉萎缩、 瘦体组织量减少ꎬ

老年人营养不良风险和慢病发生率增加ꎮ 营养不良会增加老

年人患病风险ꎬ 死亡率ꎬ 住院时间和医疗花费ꎮ 营养不良的

早期发现和治疗可促进疾患结局和生活质量的改善ꎮ

健康是保障老年人独立自主和参与社会的基础ꎮ 推进健

康老龄化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任务ꎬ 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的长久之计ꎮ 膳食营养是保证老年人健康的基石ꎬ 与老

年人生活质量、 维护身体功能、 促进康复、 减少社会经济和

医疗负担都有着密切关系ꎬ 也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保障ꎮ

«国民营养计划» 明确提出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开展老年

人群营养状况监测和评价ꎻ 建立满足不同老年人群需求的营

养改善措施ꎬ 促进 “健康老龄化”ꎻ 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ꎬ

为居家养老人群提供膳食指导和咨询ꎻ 建立老年人群营养健

康管理与照护制度ꎬ 实现营养工作与医养结合服务内容的有

效衔接ꎮ

我国营养工作者在老年膳食指南的科普应用、 老年营养、

临床营养的工作实践和科学研究方面中做了大量工作ꎮ 本期

内容汇集了国内一些知名专家和年青的营养学者在老年营养

问题的中国研究进展及相关前沿动态和学术观点ꎬ 简要导读

如下ꎮ

郑玉梅教授和曾平研究员ꎬ 二位老年健康营养与政策研

究的专家ꎬ 解读了国家发布的一系列健康老龄化－营养改善的

中国行动ꎮ 中国 ＣＤＣ 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柳桢和张坚研究

员ꎬ 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进行营养流

行病学分析表明ꎬ 中国高龄老年人的低体重营养不良率高ꎬ

农村地区尤为严重ꎮ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朱惠莲教授的团

队和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孙建琴教授的团队ꎬ 报告了蛋白

质营养和老年人骨骼肌健康的最新研究成果ꎮ 郑州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吕全军教授的团队研究发现ꎬ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可改

善老年 ＭＣＩ 患者认知功能ꎮ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杜艳萍的

博士研究论文报道ꎬ 以 ＡＷＧＳ 为诊断标准ꎬ 男性更易罹患少

肌症和少肌性肥胖ꎻ 少肌性肥胖女性更容易罹患高血糖ꎬ 而

男性更容易罹患骨质疏松症和脂代谢异常ꎮ

在焦点论坛中ꎬ 报道了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和中

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共同牵头ꎬ 在 «中国

吞咽障碍膳食营养管理专家共识»ꎬ 以及 «咀嚼吞咽障碍膳食

营养管理团体标准» 的最新内容ꎮ 相信这个专家共识和团体

标准的制定发布ꎬ 有利于各医疗机构、 各学科以达成对吞咽

膳食营养的统一共识ꎻ 建立健全中国吞咽障碍膳食标准ꎬ 推

动吞咽障碍特殊食品产业的发展ꎬ 为咀嚼吞咽障碍的老年人

的营养和康复带来福音ꎮ 广州营养与健康队列研究发现ꎬ 在

蛋白质摄入量高于推荐摄入量 ０.８ ｇ / ｋｇ / ｄ 的中国社区中老年

３



人群中ꎬ 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摄入量或比动

植物蛋白来源对骨骼肌量的保护更加重要ꎮ

期望本期的内容能对读者有所帮助ꎮ 谢谢您的关注ꎬ 欢

迎您共同参与健康老龄化的膳食营养实践和学术研究ꎮ

　 　 孙建琴ꎬ 教授、 博导、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

中心主任ꎮ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老年营养分会前任主委、

国家卫健委营养标准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与保健食品评审专家ꎬ 上海市营养学会副理事长兼临

床营养主任委员、 亚太临床营养学会理事ꎮ 担任 «营养学

报»、 «中华临床营养杂志»、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等杂志编委ꎮ

长期从事医学营养医－教－研工作ꎮ 主要的研究方向为老

年营养、 临床营养、 营养与慢性病防治ꎮ 主持完成多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部、 卫健委、 上海市科委卫健委、

国际国内合作研究ꎮ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１００ 余

篇ꎬ 编写营养学专著 １０ 本ꎮ 倡导营养与成功老龄化、 率先开

展老年肌肉衰减症营养防治研究、 老年人吞咽障碍膳食营养

管理、 老年营养风险筛查与营养干预技术研究等ꎮ 牵头组织

全国专家制定发布 ４ 个营养相关的国家卫生标准和专家共识ꎮ

４



２０１４ 年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
与宣教基金” 介绍 (１)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ｎｏ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ｅ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４ (１)

老年人的免疫衰老与其肠道菌群、 饮食习惯的关系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Ｉｍｍｕｎｏ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Ｄｉｅｔ Ｈａｂ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申请人姓名: 何方

申请人工作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资助金额: ２０ 万

项目摘要:

问题现状: 随着年龄增长ꎬ 人体的免疫器官会出现免疫

衰老 ( ｉｍｍｕｎｏ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ꎬ 这是导致老年人对各种疾病的

易感性增加、 身体功能衰退的重要原因之一ꎬ 使得老年人成

为有高病死率和死亡率的高危人群ꎮ 大量的科学研究表明ꎬ

人体肠道菌群和宿主免疫器官的发育及免疫功能的正常发挥

具有密切的联系ꎬ 还发现人体肠道菌群的种群结构及其他功

能会随着年龄的增加出现质和量上的变化ꎬ 同时还受到饮食

习惯很大影响ꎮ 这些变化均被认为和高龄伴随的免疫衰老有

着密切的关系ꎮ 但是相关领域的研究还依然非常少ꎬ 高龄者

的免疫功能、 其肠道菌群的变化、 饮食习惯之间还存在着很

多亟待解决的不明问题ꎮ

研究方法及目的: 本项目拟选取成都地区 ５０－７０ 岁的健

康老人ꎬ 通过抽血体检ꎬ 对健康状况和各种血液生化免疫学

指标进行测定ꎻ 采集粪便ꎬ 使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实时荧

光定 量 ＰＣＲ (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 ＰＣＲ )、 变 性 梯 度 凝 胶 电 泳

(ＤＧＧＥ) 及二代测序技术对其肠道细菌进行定性及定量分

析ꎻ 同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调查其日常膳食情况及饮食习

惯ꎬ 以调查高龄人的免疫功能和其肠道菌群种群结构的相关

性及日常膳食习惯的影响ꎬ 为指导高龄人群合理饮食和健康

管理提供科学依据ꎮ

技术路线: 首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进行初步调查ꎮ 从中筛选出 １５０个日常生活中容易感冒等体

质弱但较健康的老年人进行抽血体检ꎬ 除对血液各种常规生化

指标的测定外ꎬ 特别要对免疫功能指标如 ＣＤ４ Ｔ 细胞ꎬ ＣＤ８ Ｔ

细胞ꎬ ＣＤ４ / ＣＤ８ Ｔ 细胞比值、 ＮＫ 细胞数等免疫学指标进行测

定分析ꎮ 收集受试者粪便用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对肠道双歧杆

菌的种属进行定性及定量分析ꎻ 使用荧光原位杂交方法对肠

道中的主要菌群 (大肠杆菌、 乳酸杆菌、 肠球群、 拟杆菌、

梭菌属等) 进行定性和定量ꎻ 使用变形梯度凝胶电泳和高通

量二代测序技术对肠道种群结构进行分析ꎻ 通过问卷调查的

方式对受试者的日常膳食习惯进行调查ꎻ 使用统计分析的方

法ꎬ 确认高龄者血液中免疫学指标和其肠道菌群结构、 日常

饮食习惯之间的相互关系ꎬ 同时分析三者间相互关系ꎮ

预期成果: 可获得有关高龄者机体免疫功能和其肠道菌

群种群结构、 日常膳食习惯现状的大量可信耐的科学数据ꎬ

为探索延缓和改善老年人的免疫衰老解决方案的研究提供有

益的理论基础ꎮ

５



膳食运动干预对单纯性肥胖儿童肠道微生态的调节作用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ｐｌ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申请人姓名: 余增丽

申请人工作单位: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资助金额: １８.４９ 万

项目摘要:

肠道微生物影响脂肪的储存和能量的摄取ꎬ 这意味着其

在肥胖的发展中起直接作用ꎮ 我们在前期工作中发现ꎬ 虽然

不同肠道细菌计数与 ５ 岁儿童的体重及 ＢＭＩ 无关联ꎻ 但 ＢＭＩ

值与厌氧革兰氏阳性菌的构成比存在正相关ꎬ 杆菌的相对构

成与儿童体重呈负相关ꎮ 但是ꎬ 肠道菌群微生态的改善是不

是膳食运动防治单纯性肥胖的机制之一ꎬ 目前尚未见报道ꎮ

为此ꎬ 本次立项拟阐述两方面的问题: (１) 在郑州市某三所

小学 ３－４ 年级 ９－１０ 岁学生中ꎬ 选择单纯性肥胖儿童及正常

对照者各 ２０ 名ꎬ 根据细菌的 １６ＳｒＲＮＡ 基因序列及 ｄｄｌ 基因

序列设计特异性引物ꎬ 应用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Ｉ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法ꎬ 比较肥胖儿童与正常对照者之间 ５ 种代表性肠道菌

的差异 (双歧杆菌属ꎬ 乳酸杆菌属ꎬ 大肠杆菌、 类肠球菌及

屎肠球菌)ꎬ 阐明肥胖儿童微生态的变化及其在肥胖发生中的

作用ꎮ (２) 采用自身前后对照的类实验性研究和目的抽样研

究方法ꎬ 对郑州市某三所小学 ３－４ 年级 ２０ 名 ９－１０ 岁肥胖儿

童进行饮食和运动干预ꎮ 干预内容包括 ４ 周健康教育ꎬ 每周 １

次ꎬ 每次 ３０ｍｉｎꎻ 饮食指导 ２ 次ꎬ 每周 １ 次ꎬ 每次 ３０ｍｉｎꎻ 同

伴支持 ２ 次ꎬ 每周 １ 次ꎬ 每次 ３０ｍｉｎꎻ 集体运动 ４８ 次ꎬ 每周

４ 次ꎬ 每次 ４０ｍｉｎꎮ 分别在饮食运动干预前、 干预后 ３ 个月及

干预后 ６ 个月ꎬ 采用问卷测量肥胖儿童的饮食运动知识、 饮

食运动自我效能、 饮食运动行为以及测量 ＢＭＩꎻ 同时ꎬ 应用

ＳＹＢＲ Ｇｒｅｅｎ Ｉ 实时荧光定量 ＰＣＲ 法对受试者粪便中 ５ 种代

表菌进行定量分析ꎬ 观察肠道菌群中 ５ 种代表菌变化差异ꎬ

探讨饮食运动干预对肥胖儿童肠道微生态的调节作用ꎬ 以及

肠道菌群在肥胖防治中的生物学作用ꎮ

活性乳酸菌调节肠道菌群改善酒精性肝病的效果及机制研究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申请人姓名: 梁惠

申请人工作单位: 青岛大学

资助金额: ２０ 万

项目摘要:

正常人肠道内寄生着大量微生物ꎬ 统称为肠道菌群ꎮ 肠

道菌群是肠道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它既是人体内最大的贮

菌库ꎬ 也是体内最大的内毒素池ꎮ 酒精能够改变结肠微生态

成分ꎬ 导致肠道菌群失衡ꎬ 进而促进促炎因子产生、 改变肝

脏代谢途径致使肠粘膜通透性增加ꎮ 肠道菌群失调可能是酒

精性肝病 (ａｌｃｏｈｏｌｉｃ ｌｉｖｅ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ꎬ ＡＬＤ) 内毒素血症的重要

发病机制ꎮ 因此ꎬ 改善肠道微生态系统已经成为治疗 ＡＬＤ 的

重要手段之一ꎮ 益生菌主要通过调节肠道菌群来维持肠道微

生态的平衡ꎬ 本研究组成员前期已进行动物实验ꎬ 酒精灌胃

构建酒精性肝病动物模型ꎬ 结果证实补充乳酸菌ꎬ 可调节肠

道菌群成分ꎬ 以减少内毒素的产生和吸收ꎬ 从而有效缓解肝

细胞损伤ꎮ 本研究拟选取 １５０ 例酒精性肝病患者ꎬ 随机分为

常规治疗组、 联合治疗低剂量组和联合治疗高剂量组ꎮ 常规

治疗包括戒酒、 药物治疗和健康教育ꎬ 联合治疗低剂量组在

常规治疗的基础上每日给予 １００ｍｌ 活性乳酸菌饮品 (至少含

有 １００ 亿活性乳酸菌)ꎮ 联合治疗高剂量组活性乳酸菌饮品剂

量加倍ꎬ 即每日两次ꎮ 干预一月后检测肠道菌群的成分变化ꎬ

进而以肝功能、 血脂、 血浆内毒素以及影像学变化等指标衡

量不同分组酒精性肝病患者的改善效果ꎮ 探索活性乳酸菌对

于酒精性肝病患者的改善效果及作用机制ꎮ

６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０７) 知晓状况及其对居民健康行为影响的调查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申请人姓名: 王惠君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健康研究所

资助金额: １９.８７ 万

项目摘要:

过去三十年中我国居民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

变化ꎮ 营养不良逐步得到控制的同时营养相关慢性病患病率

明显升高ꎬ 严重威胁了我国居民的健康ꎮ 为了在膳食结构变

化时期指导居民合理膳食ꎬ 从而达到控制营养不良同时减少

慢性病的目的ꎬ 我国营养学会于 １９８９ 年首次发布了 «中国居

民膳食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 )ꎬ 并以科学证据为基础ꎬ

密切结合我国居民膳食消费情况和营养状况在 １９９７ 和 ２００７

年对 «指南» 进行了两次修订且增加了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

塔 (以下简称膳食宝塔)ꎮ 尽管近年来对 «指南» 宣传力度

增加ꎬ 但是缺少对 «指南» 的全人群知晓率及其对居民膳食

结构指导效果的评估ꎮ 从反馈信息看ꎬ «指南» 和膳食宝塔还

存在内容过于原则化、 食物量和身体活动量不容易把握、 食

物种类繁多按照 «指南» 选择和烹调食物难以坚持等问题ꎮ

因此在第三次修订 «指南» 和膳食宝塔之前ꎬ 了解我国专业

人员和普通居民对 «指南» 和膳食宝塔的知晓率、 对居民平

衡膳食是否能起到指导作用、 收集专业人员和普通居民对

«指南» 和膳食宝塔修订的意见及建议尤为重要ꎮ 本研究的目

的在于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普通居民和营养相关专业人员中了

解对 ０７ 版 «指南» 和膳食宝塔的知晓状况、 主要知晓途径及

期望的获取营养信息的途径ꎻ 调查普通居民和营养相关专业

人员对 ０７ 版 «指南» 和膳食宝塔的实际应用状况ꎻ 征求普通

居民人群和营养相关专业人群的修订意见和建议ꎻ 从而为修

订提供必要的支持ꎮ 作为典型调查ꎬ 选择经济水平中等同时

兼顾地域分布的两个省份: 湖南省和辽宁省ꎬ 及一个直辖市:

上海市作为调查省ꎮ 每个省 (市) 分别选择一个城市 (城区)

和一个县 (郊区)ꎬ 分为普通居民人群和有一定营养专业知识

背景的营养相关专业人群ꎬ 分别抽取调查样本ꎮ 其中普通居民

人群样本人数不少于 ３１８０ 人ꎬ 营养相关专业人群样本人数不

少于 ２８３人ꎮ 采用小组访谈和问卷调查方式在普通居民人群

和营养相关专业人群中收集相关信息ꎮ 针对普通人群和营养

相关专业人员分别拟定小组访谈提纲和设计大众版和专业版

的 «膳食指南知晓和应用情况评估» 问卷ꎮ 小组访谈组织人

员经过统一培训ꎬ 并引导访谈参加人员就主要议题展开讨论ꎮ

问卷调查由调查机构组织ꎬ 调查员经过统一培训以保证问卷

调查质量ꎮ 经过上述调查分析可以获知普通人群和营养相关

专业人群对 ０７ 版 «指南» 和膳食宝塔的知晓状况、 主要和希

望的获取信息的途径、 对平衡膳食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指导作

用及其对 ０７ 版 «指南» 和膳食宝塔的修订意见和建议ꎮ

即时性图像法膳食调查技术应用性研究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ｏｄ Ａｔｌａ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ａ Ｎｏｖｅｌ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ｔａｎｔ 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申请人姓名: 汪之顼

申请人工作单位: 南京医科大学

资助金额: ２０ 万

项目摘要:

膳食调查是营养学从科学研究到健康促进等各项工作的

一项重要内容ꎮ 但膳食调查的常用方法中ꎬ 包括回顾性的询

问法和前瞻性的记录法 (如称重法等)ꎬ 有的费事、 费力ꎬ 工

作量巨大ꎻ 有的质控难度较大ꎬ 所获数据准确性和可靠性相

对较差ꎮ 而且ꎬ 由于中国膳食的复杂特殊性ꎬ 在中国居民中

开展膳食调查难度更大ꎬ 更为复杂ꎮ 新的膳食调查方法一直

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呼吁和着重倡导的研究领域ꎮ 项目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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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利用日益普及的数码影像和互联网通讯技术ꎬ 最近尝试进

行 “即时性图像法膳食调查技术” 的研制ꎬ 建立了一种新的

膳食调查方法ꎮ 这种方法创新性地利用图像记录的优势ꎬ 有

效回避回顾性调查时对记忆和描述能力的依赖ꎬ 同时也省却

了称重测量的繁琐ꎬ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现场工作量转移到

后方技术平台ꎬ 能实现易于实施、 便于质控、 数据较为可靠

的目标ꎮ 但是ꎬ 该项新膳食调查方法的推广和应用ꎬ 需要有

相应的视觉参比食物图谱的支持ꎬ 也需要在不同人群中应用

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评价研究ꎮ

本项目拟在抽样调查中国居民膳食中高频消费的食物品

种的基础上ꎬ 对筛选出的高频食物ꎬ 对其各种即食状态ꎬ 在

标定的视觉条件下ꎬ 进行定量图像预先记录ꎬ 形成各种食物

的图像估量参考图片ꎬ 进而研制出图像法食物估量参考图谱ꎮ

以支持即时性图像法膳食调查方法的广泛应用ꎻ 同时ꎬ 以 ６０

名孕期妇女和 ６０ 名学龄前儿童为研究对象ꎬ 在给予其预先称

重膳食的情况下ꎬ 观察即时性图像法膳食调查的效率ꎬ 并与

传统的 ２４ｈ 膳食回顾法进行比较ꎮ

该项目完成后ꎬ 预计可完成 «即时性图像法膳食调查方

法和配套估量参比图谱» 专著一部ꎬ 和对新的即时性图像法

膳食调查方法的评价性研究论著 ２－３ 篇ꎮ 这些工具性资料库

和科学性评价依据ꎬ 将极大地支持 “即时性图像法膳食调查

方法” 的大规模推广应用ꎮ

以综合实践活动课为基础、 蔬菜水果教育为切入点

开展小学营养健康教育的研究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ｌ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ｆｒｕｉ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ｎ Ｅｎｔｒｙ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申请人姓名: 包大跃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资助金额: ２０ 万

项目摘要:

现代营养科学对蔬菜水果的营养价值已有充分研究与肯

定ꎬ ２４００ 年前 «黄帝内经» 亦已明确指出 “五谷为养ꎬ 五果

为助ꎬ 五畜为益ꎬ 五菜为充”ꎮ 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将蔬菜

水果列为第二层ꎬ 推荐人群每日摄入蔬菜 ３００－５００ 克ꎬ 水果

２００－４００ 克ꎮ 儿童少年时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将为成人时期乃

至一生健康奠定良好的基础ꎮ 营养专家提倡按照多种颜色搭

配的原则ꎬ 每天五份蔬菜和水果ꎬ 让孩子从小养成良好膳食

习惯ꎮ 但目前儿童蔬菜水果摄取情况仍然不容乐观ꎬ 主要存

在的两大问题是 “摄取量不足” 和 “种类单一”ꎬ 这种膳食

不平衡的情况有可能会造成超重、 肥胖或者营养不良等ꎮ 对

于如何改善普遍存在的儿童蔬菜水果摄入不足的方法亦有多

方研究ꎬ 如加大营养健康宣传力度ꎬ 家长改良烹饪做法与购

买习惯等ꎬ 但收效甚微ꎮ 本项目拟探讨以蔬菜水果食材教育

为基础的小学营养健康教育模式ꎮ 受体主要为 ３－５ 年级小学

生ꎬ 形式为学校已运作成熟且有丰富实践基础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ꎬ 宣教人员为经验丰富、 学生熟识的学校老师ꎬ 宣教内

容主要为营养专家和学校老师综合研究讨论形成的符合小学

生认知心理与能力的营养健康知识ꎬ 该知识以蔬菜水果为载

体ꎬ 通过鲜活的食材来了解基础营养与健康知识ꎬ 以丰富多

彩的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来了解、 熟悉多种蔬菜水果ꎬ 通过熟

悉培养喜好ꎬ 随之养成热爱并主动摄入蔬菜水果的习惯ꎬ 掌

握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营养健康知识ꎬ 培养对形形色色的食物

与营养信息的判断与鉴别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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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龄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状况和相关
膳食因素分析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ｇｅｄ ７５ Ｙｅａｒｓ 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柳　 桢　 张　 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５０

　 　 摘要: 目的　 评估我国高龄老年人的低体重营养不良率ꎬ

并探讨与膳食因素之间的关系ꎮ 方法　 利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

国营养与健康监测中 ２５５２ 名 ７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问卷调查、

身体测量和连续 ３ 天 ２４ 小时膳食调查数据进行营养流行病学

分析ꎮ 结果　 样本人群中 １０.５％的老年人存在低体重营养不良ꎮ

居住在农村、 南方ꎬ 吸烟和低收入的高龄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

良患病率较高ꎮ 与最低四分位数组相比ꎬ 动物油、 动物脂肪和

大米摄入量与高龄老年人低体重率呈正相关关系 (ＯＲ ＝ １.６０ꎬ

９５％ＣＩ: １.１８－２.１７ꎻ ＯＲ＝１.５６ꎬ ９５％ＣＩ: １.０６－２.３１ꎻ ＯＲ＝ ２.４４ꎬ

９５％ＣＩ: １.３５－４.４０) 适宜脂肪供能比 (２４％Ｅ－３２％Ｅ 之间)ꎬ

植物性来源脂肪摄入量和面粉摄入量与低体重营养不良率呈

负相关 (ＯＲ＝ ０.５４ꎬ ９５％ＣＩ: ０.３５－０.８３ꎬ ＯＲ ＝ ０.６７ꎬ ９５％ＣＩ:

０.４６－０.９９ 和 ＯＲ＝ ０.４４ꎬ ９５％ＣＩ: ０.２６－０.７４)ꎮ 结论　 中国高

龄老年人的低体重营养率高ꎬ 农村地区尤为严重ꎮ 油脂、 米

面等谷类食物摄入量与低体重营养不良显著相关ꎮ

关键词: 低体重营养不良ꎻ 膳食ꎻ 老年人

背　 景

我国正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ꎬ ６０ 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已

达到 １７.９％ꎬ ８０ 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数量也超过 ２８００

万ꎬ 给社会经济发展和医疗卫生带来极大挑战ꎮ 膳食营养与

健康状况密切相关ꎮ 在我国社会经济水平极大发展ꎬ 食物供

应日益丰富的情况下ꎬ 人们关注的是如何控制食物摄入ꎬ 以

预防肥胖、 ２ 型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等生活方式相关疾病的发

生发展ꎮ 然而ꎬ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营养不足是高龄老年人

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１ꎬ２] ꎮ 营养不良会增加老年人患病风险ꎬ

死亡率ꎬ 住院时间和医疗花费[３] ꎮ 营养不良的早期发现和治

疗可促进疾患结局和生活质量的改善[４ꎬ５] ꎬ 但目前关于中国老

年人群营养不良状况的研究十分有限ꎮ 本研究旨在利用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数据ꎬ 评估我国 ７５ 岁及以上居家生活老

年人群的低体重营养不良率并分析可能的相关膳食因素ꎮ

材料和方法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 (ＣＮＨＳ) 采用

分层多阶段与人口成比例的整群随机抽样方法 (ＰＰＳ)ꎬ 得到

了包括 ３１ 个省ꎬ 自治区和直辖市在内的全国代表性样本ꎬ 共

１５０ 个监测点ꎬ 详见图 １ꎮ 受访对象为抽样家庭中的当地居民

或在当地居住了 ６ 个月以上的居民ꎻ 受访者可以独立行走到

调查地点ꎮ 项目获得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营养与食

品安全研究所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２０１３ [０１８] )ꎮ 所有受访

者均签定书面知情同意书ꎮ 本研究选择了 ７５ 岁及以上老年受

试者的数据进行分析ꎮ

研究对象与方法

ＣＮＨＳ 包括问卷、 膳食调查ꎬ 体重、 身高、 血压测量以

及慢性疾病和营养状况相关生物标志物检测[６] (图 ２)ꎮ 通过

国际体育锻炼问卷 ( ＩＰＡＱ) 评分程序计算每周的体育锻炼

(ＭＥＴ￣ｍｉｎ / ｗｅｅｋ)ꎬ 并根据分类评分进行分类[７] ꎮ 在当地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ꎬ 由受过培训的人员使用统一的设备进行体

格指标测量ꎮ 体重在没有穿鞋和着轻便服装的情况下测量ꎬ

精确到 ０.１ 千克ꎮ 身高测量精确到 ０.１ 厘米ꎮ 膳食调查为连续

３ 天 ２４ 小时膳食调查ꎬ 由培训合格人员携带食物模型和图片

通过入户面对面调查完成ꎮ 利用中国食物成分表计算出营养

素摄入量ꎬ 分析能量和宏量营养素的食物来源[８ꎬ９] ꎮ

经过对各项指标的数据清理ꎬ 最后获得 ２５５２ 名年龄在

７５ 岁及以上的受访者数据ꎬ 进行本研究分析ꎮ 将低体重营养

不良定义为体重指数 (ＢＭＩ) 小于 １８.５ ｋｇ / ｍ２ꎬ 正常体重为

ＢＭＩ 在 １８.５－２４.９ ｋｇ / ｍ２之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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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营养与健康监测抽样框

图 ２　 ＣＮＨＳ 监测点标准操作流程举例

统计分析
使用适于 Ｗｉｎｄｏｗｓ 的 ＳＡＳ ９.３ (统计分析系统) (ＳＡ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Ｃａｒｙꎬ ＮＣꎬ ＵＳＡ) 进行数据分析ꎮ 对于正态分布

和方差齐的连续变量ꎬ 用 ｔ 检验比较两组间差异ꎬ 使用卡方检

验对分类变量进行检验ꎬ 对偏态分布数据ꎬ 使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

ｎｅｙ 检验ꎮ 根据研究设计ꎬ 通过权重系数为每个参与者分配

了抽样权重ꎬ 该权重系数使调查的样本结构与 ２０１０ 年中国人

口普查的样本结构保持一致ꎮ 体重不足的标准患病率通过加

权数据计算得出ꎬ 以代表我国 ７５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口ꎮ

ＳＡＳ 中的 ＰＲ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ＭＥＡＮＳ 和 ＰＲＯＣ ＳＵＲＶＥＹＦＲＥＱ

程序用于计算均值ꎬ 比例及其 ９５％置信区间 (９５％ＣＩ)ꎮ

由于 ＣＮＨＳ 分层整群抽样ꎬ 因此通过复杂抽样逻辑回归

(ＳＶＹ) 分析样本数据ꎮ 以正常 ＢＭＩ 为基准ꎬ 通过 ＳＶＹ 单变

量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检验了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群体之间的差

异ꎮ 使用两种 ＳＶＹ 多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评估受访者的

社会人口统计学 /生活方式因素ꎬ 膳食摄入与营养不足之间的

关联ꎮ 根据摄入状况ꎬ 将食物 /宏量营养素的摄入量和食物来

源的比例分为四分位数ꎬ 三分位数或两分位数ꎮ 分析食物 /宏

量营养素摄入与营养不足之间关系时调整了年龄ꎬ 居住地区

(城市或农村)ꎬ 地理环境 (以秦岭、 淮河为分界线的南方、

北方)、 身体活动ꎬ 体力劳动ꎬ 吸烟ꎬ 健康状况ꎬ 收入和能量

摄入 (排除能量摄入是暴露因素的情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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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果

由表 １ 可见ꎬ 受访者平均年龄为 ７９.４ 岁ꎬ ５７.５％为城市

居民ꎬ ４２.５％为农村居民ꎮ 患有慢性疾病的比例达 ７４.８％ꎬ 教

育程度低的比例占 ８８.１％ꎬ 有 ６２.１％的受访者有配偶并与家

人生活在一起ꎮ 城市老年人 ＢＭＩ 显着高于农村ꎬ Ｐ<０.００１ꎮ

农村老年人吸烟率 (２６.９％) 和体力劳动比例 (１９.２％) 较

高 (Ｐ<０.０５)ꎮ 城市老年人平均身体活动水平、 受教育程度

和收入水平显著高于农村老年人 (Ｐ<０.０５)ꎮ

表 １　 不同地区研究对象的一般特征

城市 农村 总计

(人数＝１４６７) (人数＝１０８５) (人数＝２５５２)
Ｐ 值＃

年龄ꎬ岁ꎬｘ∗(ｓｘ∗) ７９.２８ ０.１５ ７９.５９ ０.１５ ７９.４２ ０.１１ ０.１０７

ＢＭＩꎬｘ(ｓｘ) ２３.６３ ０.１５ ２２.２１ ０.１８ ２２.９５ ０.１２ <０.００１

身体活动ꎬＭＥＴ∗分钟 /周ꎬｘ(ｓｘ) ４６４６ ３１７ ３１０１ １３８ ３９０５ １７７ <０.００１

重体力劳动ꎬ人数(％) <０.００１

　 　 　 　 无 １４１２ ９６.２５ ８９５ ８２.４９ ２３０７ ９０.４０

　 　 　 　 有 ５５ ３.７５ １９０ １７.５１ ２４５ ９.６０

性别ꎬ人数(％) ０.９２４

　 　 　 　 男性 ７３４ ５０.０３ ５４２ ４９.９５ １２７６ ５０.００

　 　 　 　 女性 ７３３ ４９.９７ ５４３ ５０.０５ １２７６ ５０.００

健康状况∗ꎬ人数(％) ０.２９１

　 　 　 　 有慢性病 １１２７ ７６.８２ ７８３ ７２.１７ １９１０ ７４.８４

　 　 　 　 无慢性病 ３４０ ２３.１８ ３０２ ２７.８３ ６４２ ２５.１６

吸烟ꎬ人数(％) ０.０４３

　 　 　 　 无 １２２０ ８３.１６ ７９３ ７３.０９ ２０１３ ７８.８８

　 　 　 　 有 ２４７ １６.８４ ２９２ ２６.９１ ５３９ ２１.１２

饮酒ꎬ人数(％) ０.８０２

　 　 　 　 无 １１４３ ７７.９１ ８４７ ７８.０６ １９９０ ７７.９８

　 　 　 　 有 ３２４ ２２.０９ ２３８ ２１.９４ ５６２ ２２.０２

教育程度∗ꎬ人数(％) <０.００１

　 　 　 　 低 １１８６ ８０.８５ １０６１ ９７.７９ ２２４７ ８８.０５

　 　 　 　 中 １６４ １１.１８ ２１ １.９４ １８５ ７.２５

　 　 　 　 高 １１７ ７.９８ ３ ０.２８ １２０ ４.７０

收入水平∗ꎬ人数(％) <０.００１

　 　 　 　 低 ５００ ３４.０８ ６２４ ５７.５１ １１２４ ４４.０４

　 　 　 　 中 ５１３ ３４.９７ ２０６ １８.９９ ７１９ ２８.１７

　 　 　 　 高 ３４８ ２３.７２ ２２２ ２０.４６ ５７０ ２２.３４

　 　 　 　 无应答 １０６ ７.２３ ３３ ３.０４ １３９ ５.４５

婚姻状况ꎬ人数(％) ０.０２４

　 　 　 　 单身 ５２５ ３５.７９ ４４３ ４０.８３ ９６８ ３７.９３

　 　 　 　 有配偶 ９４２ ６４.２１ ６４２ ５９.１７ １５８４ ６２.０７

　 　 ∗: ｘ: 均数ꎻ ｓｘ: 标准误ꎻ ＭＥＴ: 代谢当量ꎻ 健康状况: 有慢性病指至少患有一种经测量或生化检测诊断或专业医生确诊的慢性病包括高

血压、 高血脂和糖尿病ꎻ 没有慢性病指未患有高血压、 高血脂和糖尿病其中任何一种慢性病ꎮ 教育水平: 低指文盲、 小学或以下学历、 初中学

历ꎻ 中指高中及同等学历ꎻ 高指大学及以上学历ꎮ 收入水平: 年均收入ꎬ 低指年均收入城市<９９９９ 元人民币ꎬ 农村<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ꎻ 中指年均

收入城市为 １００００－１９９９９ 元人民币ꎬ 农村为 ５０００－９９９９ 元人民币ꎻ 高指城市≥２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ꎬ 农村≥１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ꎮ
＃: 连续变量采用 ｔ 检验进行分析ꎻ 分类变量采用 χ２检验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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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低体重营养不良率为 １０.５％ꎮ

农村地区 (１４.８％) 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率是城市地区

(６.６％) 的两倍多 (Ｐ<０.００１)ꎬ 北方地区低于南部地区ꎬ 分

别为 ７.５％和 １２.０％ (Ｐ<０.０５)ꎻ 男性为 １２.１％ꎬ 女性为 ９.２％ꎬ

两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ꎮ 单因素分析显示ꎬ 低体重营养不良的

相关生活方式因素为居住在农村地区 (ＯＲ ＝ ２.０３ꎬ ９５％ＣＩ:

１.４３－２.９０)ꎬ 南方地区 (ＯＲ＝１.４８ꎬ ９５％ＣＩ: １.０２－２.１５)ꎬ 吸

烟 (ＯＲ＝１.６６ꎬ ９５％ＣＩ: １.１９－２.３２) 和患有慢性病 (ＯＲ ＝

１.６３ꎬ９５％ＣＩ: １.１９－２.２２)ꎮ 与不吸烟者相比ꎬ 吸烟与低体重

营养不良高度相关 (Ｐ ＝ ０.００３ꎬ １６.３％比 ８.９％)ꎮ 在无高血

压ꎬ 血脂异常和糖尿病的受访者 (Ｐ ＝ ０.００２ꎻ １６.９％) 和收

入水平较低的受访者 (Ｐ ＝ ０.０２３ꎻ １２.７％) 中ꎬ 低体重营养

不良率较高ꎬ 详见表 ２ꎮ

表 ２　 不同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水平 ７５ 岁及以上中国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患病率 (加权计算)

人数 患病率(％)
９５％ＣＩ(％)

低 高
Ｐ－值＃

合计 ２５５２ １０.５ ８.６ １２.４

性别 ０.０８９

　 　 　 　 男性 １２７６ １２.１ ９.７ １４.５

　 　 　 　 女性 １２７６ ９.２ ６.９ １１.５

地区类型 <０.００１

　 　 　 　 城市 １４６７ ６.６ ４.８ ８.３

　 　 　 　 农村 １０８５ １４.８ １１.７ １７.９

地区∗ ０.０４１

　 　 　 　 北方 ９３９ ７.５ ５.３ ９.７

　 　 　 　 南方 １６１３ １２.０ ９.６ １４.４

身体活动水平∗ ０.４３２

　 　 　 　 低 ９１ １３.２ ５.３ ２１.０

　 　 　 　 中 １２０２ １１.２ ８.８ １３.５

　 　 　 　 高 １１６３ ９.１ ６.８ １１.４

　 　 　 　 无应答 ９６ １５.７ ５.９ ２５.５

重体力劳动 ０.３０２

　 　 　 　 无 ２３０７ ９.９ ８.１ １１.７

　 　 　 　 有 ２４５ １５.３ ９.５ ２１.１

吸烟 ０.００３

　 　 　 　 无 ２０１３ ８.９ ７.０ １０.８

　 　 　 　 有 ５３９ １６.３ １２.６ ２０.０

饮酒 ０.１４０

　 　 　 　 无 １９９０ ９.９４ ８.１０ １１.７８

　 　 　 　 有 ５６２ １２.７０ ９.３８ １６.０２

健康状况 ０.００２

　 　 　 　 有慢性病 １９１０ ８.３ ６.７ ９.９

　 　 　 　 无慢性病 ６４２ １６.９ １２.８ ２１.０

教育水平 ０.１５７

　 　 　 　 低 ２２４７ １０.９ ９.０ １２.９

　 　 　 　 中 １８５ ６.１ １.４ １０.７

　 　 　 　 高 １２０ ３.３ ０.０ ７.６

收入水平 ０.０２３

　 　 　 　 低 １１２４ １２.７ １０.２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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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人数 患病率(％)
９５％ＣＩ(％)

低 高
Ｐ－值＃

　 　 　 　 中 ７１９ ８.６ ５.５ １１.６

　 　 　 　 高 ５７０ ７.９ ５.６ １０.３

　 　 　 　 无应答 １３９ ８.９ １.８ １６.０

婚姻状况 ０.２９８

　 　 　 　 单身 ９６８ ０.１ ０.０ ０.２

　 　 　 　 有配偶 １５８４ ６.６ ５.２ ８.１

　 　 ∗: 地区: 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以秦岭淮河一界划分ꎻ 身体活动水平: 低: <６００ ＭＥＴ 分钟 /周ꎬ 中: ６００－３０００ ＭＥＴ 分钟 /周ꎬ 高: ≥３０００
ＭＥＴ 分钟 /周. ＃: 以正常 ＢＭＩ 为参考采用 ＳＶＹ 单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图 ３显示了多元 ＳＶ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的结果ꎮ 生活方式 /

社会经济因素与≥７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低体重营养不良呈正

相关: (１) 生活在农村 (ＯＲ＝１.９４ꎬ ９５％ＣＩ: １.３１－２.８９ꎻ Ｐ

＝０.００１) (２) 生活在南部地区 (ＯＲ＝１.６２ꎬ ９５％ＣＩ: １.１１－

２.３５ꎻ Ｐ＝０.０１２)ꎻ (３) 吸烟 (ＯＲ ＝ １.５５ꎬ ９５％ＣＩ: １.０５－

２.２８ꎻ Ｐ＝０.０２８)ꎻ (４) 没有任何慢性疾病ꎬ 包括高血压ꎬ 糖

尿病和血脂异常 (ＯＲ ＝ １. ６１ꎬ ９５％ＣＩ: １. １５ － ２. ２１ꎻ Ｐ ＝

０.００５)ꎮ

图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中国 ７５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学因素 (加权计算)∗

∗: 以正常 ＢＭＩ 为参考ꎬ 采用校正分析变量的 ＳＶＹ 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模型进行分析ꎮ

　 　 本研究样本人群平均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量分别为 １６５４

ｋｃａｌ / ｄ 和 ５０.８５ ｇ / ｄ (０.９１ ｇ / ｋｇ.ＢＷ / ｄ)ꎮ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ＤＲＩｓ) 的推荐ꎬ ６６.１％的受访者未达到

能量需要量 (ＥＥＲ)ꎬ 只有 ２７.９％的受访者达到了蛋白质推荐

摄入量 (ＲＮＩ)ꎮ 低体重组的米和动物油摄入量较高ꎬ 而正常

体重组的牛奶和植物油摄入量较高 (Ｐ<０.０５ 或 Ｐ<０.００１)ꎻ

能量ꎬ 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在两组间无显著差异ꎮ 但是ꎬ 在正

常体重组ꎬ 膳食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明显增加 (Ｐ ＝ ０.００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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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体重组的脂肪供能比高于而碳水化合物供能比低于低体

重组 (Ｐ<０.０５)ꎮ 低体重组老年人膳食谷物供能比和动物性

食物提供的膳食脂肪比例更高 (Ｐ ＝ ０.００４ꎬ Ｐ ＝ ０.０４９)ꎮ 相

反ꎬ 体重正常组老年人从植物性食物中摄取脂肪比例更高 (Ｐ

＝０.０４９)ꎮ 低体重组老年人膳食谷物提供蛋白质的比例较高ꎬ

而正常体重组膳食中优质蛋白质 (如来自豆类ꎬ 动物性食物

等) 比例较高ꎬ 但未见统计学上显着差异ꎬ 结果详见表 ３ꎮ

表 ３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７５ 岁及以上中国高龄低体重和正常体重老年人食物和膳食宏量营养素摄入量的差异

条目
低体重组(ｎ＝２４５) 正常体重组(ｎ＝１２９４) 合计(ｎ＝２５５２)

ｘ∗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ｘ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ｘ Ｍ Ｐ２５ Ｐ７５

Ｐ￣ｖａｌｕｅ

食物摄入量(ｇ / ｄ)

　 　 大米 １９４.４０ １４７.０９ ５６.６１ ３００.７０ １３８.３６ １００.２９ ４０.０１ ２００.５８ １３３.３９ ９３.９５ ３８.７１ １９３.８９ <０.００１

　 　 面粉 ７５.４０ ４３.５８ ０.００ １０４.７９ ９６.５８ ６６.４８ １６.６７ １４５.９１ １００.４５ ７２.８２ ２１.９６ １４８.３４ <０.００１

　 　 薯类 ２９.４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６５ ２５.２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５.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０.６０９

　 　 蔬菜 ２２４.２７ ２００.０１ １１５.５６ ３００.００ ２２４.８４ １９８.９３ １２３.３３ ２９６.６６ ２２６.１９ ２００.０１ １２１.７４ ２９４.４４ ０.５７５

　 　 豆类 ３.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２６１

　 　 肉类 ６２.２２ ５０.００ ７.５７ ９８.００ ６２.１１ ４６.６７ １３.３３ ９３.３３ ６２.２６ ４３.６６ １３.３３ ９３.２１ ０.８９１

　 　 奶类 ２２.６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２.３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９.９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１２ <０.００１

　 　 蛋类 １８.７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８.００ ２０.９４ １０.１４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２２.２０ １４.６７ ０.００ ３５.２０ ０.０８０

　 　 水产类 １８.９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３８ １９.７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００ ２０.４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８１ ０.８６３

　 　 植物油 ２４.６６ ２０.１０ ８.１５ ３５.００ ２７.５５ ２３.３０ １１.７０ ３６.９０ ２８.２２ ２４.００ １２.７３ ３８.１８ ０.０４９

　 　 动物油 ５.７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８０ ３.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１

能量和宏量营养素

　 　 能量(ｋｃａｌ / ｄ) １ꎬ７１６ １ꎬ６３４ １ꎬ２８０ １ꎬ９８０ １ꎬ６４６ １ꎬ５４２ １ꎬ２１７ １ꎬ９６７ １ꎬ６５４ １ꎬ５５６ １ꎬ２３４ １ꎬ９７１ ０.０５０

　 　 蛋白质(ｇ / ｄ) ５０.８２ ４８.７７ ３４.７６ ６３.１９ ５０.０１ ４６.９０ ３４.７８ ６１.２７ ５０.８５ ４７.１４ ３５.６４ ６２.０９ ０.３５４

　 　 蛋白质(ｇ / ｋｇ ＢＷ∗ / ｄ) １.１９ １.１４ ０.８２ １.４５ ０.９４ ０.８７ ０.６０ １.１３ ０.９１ ０.８２ ０.６０ １.１３ ０.１０３

　 　 脂肪(ｇ / ｄ) ５６.５５ ５４.０３ ３５.２１ ７３.１７ ５９.７２ ５３.５３ ３６.０２ ７５.８０ ６０.１６ ５４.３１ ３７.１７ ７５.９２ ０.３５２

　 　 碳水化合物(ｇ / ｄ) ２２８.３０ ２０９.３７ １６０.７７ ２７４.６８ ２５２.７９ ２３８.８５ １６０.５４ ３００.７６ ２２９.３７ ２１１.７６ １６０.７６ ２７４.７０ ０.００８

　 　 蛋白质供能比 １２.０２ １１.５０ ９.６５ １３.９０ １２.３４ １１.９０ ９.９０ １４.００ １２.４３ １２.００ １０.２０ １４.２０ ０.２３０

　 　 脂肪供能比 ３０.３１ ２９.５０ ２０.５０ ３９.７０ ３２.４５ ３１.５０ ２３.６０ ４０.２０ ３２.５６ ３１.８０ ２３.８３ ４０.４８ ０.０１８

　 　 碳水化合物供能比 ５８.１５ ５８.６０ ４９.１５ ６８.３０ ５５.７５ ５６.００ ４７.４０ ６４.７３ ５５.６５ ５５.９０ ４７.３０ ６４.７０ ０.００８

能量和宏量营养素的食物来源

　 　 谷类供能比 ５５.２５ ５５.５０ ４５.０５ ６７.６０ ５２.０２ ５１.８５ ４０.１０ ６３.６３ ５１.４５ ５１.４５ ３９.５０ ６３.３０ ０.００４

　 　 豆类供能比 １.８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５ ２.２５ ０.５５ ０.００ ２.８０ ２.２０ ０.５０ ０.００ ２.８８ ０.１３２

　 　 薯类供能比 ２.０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０ ２.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０ ２.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７０ ０.７９６

　 　 动物类食物供能比 １３.７７ １１.３０ ５.１５ ２１.０５ １５.０９ １３.００ ６.０８ ２２.４３ １５.２２ １３.１０ ６.２０ ２２.３０ ０.１５６

　 　 油类供能比 １６.６０ １３.５０ ８.３５ ２３.２０ １７.０７ １４.６０ ９.３０ ２２.９３ １７.１０ １４.７０ ９.３０ ２３.２０ ０.３９８

　 　 酒精供能比 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５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８３

　 　 其他食物供能比 ９.７１ ６.３０ ４.００ １２.５５ １０.４９ ７.２５ ４.１８ １４.２３ １０.８９ ７.７０ ４.３０ １４.６０ ０.１３７

　 　 谷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４８.０８ ４６.７０ ３２.４０ ６３.３５ ４５.７８ ４３.４０ ２９.４０ ６１.２３ ４５.０１ ４２.６０ ２８.８３ ５９.７０ ０.１０１

　 　 豆类提供蛋白质比例 ５.６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９.１０ ６.６１ １.８０ ０.００ ９.４０ ６.４５ １.６５ ０.００ ９.５０ ０.１６６

　 　 动物类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２９.０４ ２９.３０ １３.００ ４５.１５ ３０.１２ ２９.００ １３.８０ ４４.３０ ３０.６４ ２９.９５ １４.８０ ４４.８８ ０.５３５

　 　 其他食物提供蛋白质比例 １７.１９ １４.７０ ９.３５ ２１.６５ １７.４９ １４.９０ ９.８０ ２２.９０ １７.９０ １５.３０ ９.８０ ２３.４０ ０.４９４

　 　 动物类来源脂肪比例 ３９.７０ ３４.７０ １７.１５ ５７.６０ ３５.６４ ３２.４０ １５.００ ５１.８３ ３４.９６ ３１.２０ １５.５０ ５０.９０ ０.０４９

　 　 植物类来源脂肪比例 ６０.３０ ６５.３０ ４２.２０ ８２.８０ ６４.３６ ６７.６０ ４８.１８ ８５.００ ６５.０４ ６８.８０ ４９.１０ ８４.５０ ０.０４９

　 　 ∗: ｘ: 均数ꎻ Ｍ: 中位数ꎻ Ｐ２５: 第百分之 ２５ 分位数ꎻ Ｐ７５: 第百分之 ７５ 分位数ꎻ ＢＷ: 体重. 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检验比较低体重组和正常体重组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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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 ＳＶＹ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显示ꎬ 对年龄ꎬ 地区ꎬ 区

域ꎬ 身体活动ꎬ 吸烟ꎬ 健康状况ꎬ 收入和能量摄入等混杂因

素进行调整后ꎬ 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相关因素为: １) 摄入

更多的大米 (≥１９４ ｇ / ｄ) 和动物油 (>０ ｇ / ｄ)ꎬ 大米: ＯＲ

＝ ２. ４４ꎬ ９５％ＣＩ: １. ３４ － ４. ４０ꎬ Ｐ ＝ ０. ０２３ꎻ 动物油: ＯＲ ＝

１.６０ꎬ９５％ＣＩ: １.１２ －２.１７ꎬ Ｐ ＝ ０.００２)ꎻ ２) 动物来源脂肪

(≥５０.９％)ꎬ ＯＲ 值为 １.５６ (９５％ＣＩ: １.０６－２.３１)ꎻ ３) 面粉

摄入量 (≥１４９ ｇ / ｄ)ꎬ 蔬菜摄入量 (１７－２００ ｇ / ｄ)ꎬ 适当比例

的脂肪供能 (２４％－３２％) 和较高比例的植物性脂肪摄入 (≥

８４.５％) 与体重过轻呈负相关 (面粉: ＯＲ＝０.４４ꎬ ９５％ＣＩ: ０.

２６－０.７４ꎬ Ｐ＝ ０.０２４ꎻ 蔬菜: ＯＲ＝ ０.２０ꎬ ９５％ＣＩ: ０.０５－０.８４ꎬ

Ｐ＝０.０２７ꎻ 脂肪供能比: ＯＲ＝０.５４ꎬ ９５％ＣＩ: ０.３５－０.８３ꎬ Ｐ ＝

０.００５ꎻ 植物来源脂肪: ＯＲ＝ ０.６７ꎬ ９５％ＣＩ: ０.４６－０.９９ꎬ Ｐ ＝

０.０４９)ꎬ 详见表 ４ꎮ

表 ４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 ７５ 岁及以上高龄老年人低体重率的食物或宏量营养素 ＯＲ值 (加权计算)

膳食分组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Ｐ－值

大米 １ １.８７(１.０２－３.４２) １.４２(０.７９－２.５６) ２.４４(１.３５－４.４０) ０.０２３

面粉 １ ０.９２(０.５７－１.５０) ０.８１(０.４９－１.３５) ０.４４(０.２６－０.７４) ０.０２４

薯类＃ １ ０.９１(０.５４－１.５２) ０.９９(０.６６－１.４９) － ０.５１１

水果＃ １ ０.８７(０.５５－１.３７) １.０４(０.６９－１.５６) － ０.８９９

蔬菜 １ ０.２０(０.０５－０.８４) ０.２２(０.０５－１.０２) ０.２５(０.０５－１.１４) ０.０２７

豆类＆ 　 １ ０.６８(０.４２－１.１１) － － ０.０５５

肉类 １ １.０４(０.６６－１.６３) ０.９６(０.６２－１.４９) １.３３(０.８３－２.１２) ０.７４９

奶类＆ 　 １ ０.７１(０.３９－１.３０) － － ０.２６６

蛋类＃ １ １.１２(０.７８－１.６０) １.０２(０.６２－１.６６) － ０.８３６

水产类＃ １ １.１１(０.７０－１.７８) １.１９(０.７６－１.８６) － ０.９１０

植物油 １ ０.８８(０.５６－１.３６) ０.７６(０.４７－１.２４) ０.８２(０.５０－１.３４) ０.３４０

动物油＆ １ １.６０(１.１８－２.１７) － － ０.００２

能量 １ ０.９２(０.５６－１.５１) １.２８(０.８４－１.９６) １.０３(０.６５－１.６３) ０.３４５

蛋白质 １ ０.７９(０.５０－１.２５) １.１１(０.６８－１.８２) １.３９(０.７３－２.６５) ０.５２６

脂肪 １ ０.８１(０.５０－１.３３) １.２１(０.７３－２.０２) ０.９１(０.４８－１.７６) ０.６１７

脂肪供能比 １ ０.５４(０.３５－０.８３) ０.７６(０.５０－１.１４) ０.８５(０.５４－１.３４) ０.００５

碳水化合物供能比 １ ０.９９(０.６１－１.６３) ０.７４(０.４５－１.２３) １.２３(０.７２－２.０７) ０.６６５

蛋白质供能比 １ １.３２(０.９１－１.９２) ０.９６(０.６１－１.５２) １.３８(０.８２－２.２７) ０.１９３

谷类供能比 １ ０.８３(０.４８－１.４４) １.１６(０.６７－２.０１) １.０３(０.５５－１.９１) ０.４０３

动物来源脂肪 １ １.４２(０.９７－２.０７) １.１４(０.６９－１.８８) １.５６(１.０６－２.３１) ０.０４１

植物来源脂肪 １ ０.７９(０.５０－１.２５) ０.９１(０.５８－１.４４) ０.６７(０.４６－０.９９) ０.０４９

　 　 ∗: 经过年龄、 地区、 身体活动、 重体力活动、 吸烟、 健康状况、 收入水平和能量摄入量等因素校正ꎬ 采用以正常 ＢＭＩ 为参照的 ＳＶＹ 多因

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ꎮ＃: 食物摄入量分类: 分为无、 低于或高于摄入量中位数三组ꎻ＆: 食物摄入量分类是否摄入两组ꎮ

讨　 论

本研究表明ꎬ 在中国 ７５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中ꎬ 低体重营

养不良率为 １０.５％ꎮ 生活在农村地区ꎬ 南部地区ꎬ 吸烟的老

年人更容易出现低体重营养不良ꎮ 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与

面粉ꎬ 大米食用量ꎬ 脂肪供能比以及脂肪食物来源等膳食因

素相关ꎮ

过去几十年中ꎬ 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ꎬ 生

活和饮食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例如食品市场的全球化ꎬ 更

精细加工食品的消费ꎬ 频繁外出就餐和机动出行等ꎮ 但这种

变化的程度存在城乡差异ꎬ 因此ꎬ 超重和肥胖在城市人群中

更为普遍ꎬ 而低体重营养不良多见于农村地区[１０ꎬ１１] ꎮ 南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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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底体重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可能原因是我国北方和南

方地区的地理特征和饮食文化差异ꎮ 在华北地区ꎬ 人们至少

要经历半年的寒冷天气ꎬ 并且需要更多的能量和脂肪ꎬ 但运

动量却较少ꎮ 一些研究显示ꎬ 中国传统的北方饮食方式与肥

胖和中心性肥胖呈正相关[１２] ꎮ 此外ꎬ 传统南方饮食方式由能

量密度较低的食物组成ꎬ 例如大米ꎬ 蔬菜和水果[１３] ꎬ 这些可

能会导致南方地区老年人低体重营养不良问题较为突出ꎮ

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是营养不足状况的主要决定因素ꎮ

但本研究并未发现低体重组和正常体重组的能量和蛋白质摄

入量存在显着差异ꎮ 尽管如此ꎬ 本研究发现低体重老年人的

谷物供能比更高ꎻ 脂肪供能比和植物性脂肪摄入量与低体重

营养不良呈现负相关关系ꎮ 同样ꎬ 在低体重组中ꎬ 谷物提供

蛋白质的比例较高ꎬ 而在正常体重组中ꎬ 优质蛋白质比例较

高ꎮ

由于脂肪酸构成的差异ꎬ 不同类型食用油对营养健康的

影响存在较大差异[１４] ꎮ 猪油是我国多数地区居民膳食中最为

主要的动物性油脂[１５] ꎮ 与以往成年人群调查结果相同[１６ꎬ１７] ꎬ

本研究中农村或南部地区老年人动物油 /猪油消费量高ꎬ 低体

重营养不良率也高ꎮ 因此ꎬ 建议参照 ＦＡＯ / ＷＨＯ 膳食总脂肪

ＡＭＤＲ 为 ２０％－３５％Ｅ 的建议[１８] ꎬ 鼓励增加低体重营养不良

老年人的膳食脂肪供能比例 (如在 ２４％－３２％之间)ꎮ

有关食物摄入与老年人低体重关系的研究较少ꎮ 本研究

显示低体重老年人群的大米摄入量较高ꎬ 且两者呈现正相关

关系ꎬ 而面粉摄入量则与老年低体重呈负相关关系ꎮ 在关于

儿童群体的研究中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ꎬ 儿童低体重率随着

大米摄入量的增加而上升[１９ꎬ２０] ꎮ 最近一项研究从另一个方面

佐证了我们的发现ꎬ 即以大米为主食的膳食模式与中国老年

妇女的总体肥胖呈负相关 (患病率 (ＰＲ) ＝ ０.７４５ꎻ ９５％ＣＩ:

０.６７３－０.８０７) 而面粉摄入量最高四分位的中国老年男性患中

心性肥胖的风险明显更高 (ＰＲ ＝ １.３３１ꎻ ９５％ＣＩ: １.０９４ －

１.６２７) [２１] ꎮ 对中国饮食模式的纵向研究还发现ꎬ 遵循现代高

面粉模式可能与超重和肥胖呈正相关[２２] ꎮ 大米的特征是营养

密度低ꎬ 如蛋白质的含量远低于面粉且消化率较低[２３ꎬ２４] ꎮ

总之ꎬ 应该更加关注高龄老年人的低体重营养不良问题ꎬ

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农村地区、 居住在南方地区以及低收入的

老年人ꎮ 大多数高龄老年人能量和优质蛋白摄入不足ꎬ 建议

通过增加食物种类的丰富度来为高龄老年人提供充足的能量

和优质蛋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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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清或大豆蛋白干预对低肌肉量老年人肌肉
健康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ｈｅｙ ｏｒ 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李春蕾１ 　 朱惠莲２

１.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营养科ꎻ ２.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ꎬ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摘要:

研究目的　 探讨乳清蛋白和大豆蛋白补充对低肌肉量老

年人肌肉量、 肌肉功能的影响ꎬ 从膳食营养角度为预防低肌

肉量老年人肌肉衰减提供科学依据ꎮ

研究方法　 来自广州市各大社区 １２３ 名低肌肉量的老年

人ꎬ 随机分配至乳清蛋白、 大豆蛋白、 混合蛋白 (乳清: 大

豆ꎬ １: １) 组和自然对照组ꎮ 三个蛋白干预组每天给予 ２０ｇ / ｄ

相应的蛋白粉补充 ６ 个月ꎬ 自然对照组仅保持日常的膳食习

惯而不进行干预ꎮ 干预前和干预后测定所有研究对象的肌肉

量、 握力及肌肉功能等指标ꎮ

研究结果　 (１) 干预前后ꎬ 三个蛋白干预组的老年人全

身和各部位的肌肉量及其百分比、 肌肉功能指标的变化相似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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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 (２) 与对照组相比ꎬ

蛋白干预组的老年人干预 ６ 个月后全身、 下肢及四肢的肌肉

量均有所增加ꎬ 而对照组全身和四肢肌肉量下降ꎬ 组间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ꎻ (３) 对照组肌肉功能的下降与蛋

白干预组相比更明显ꎬ 表现在 ６ 个月后步速下降、 椅上坐－站

测试耗时延长、 ＳＰＰＢ 评分下降ꎬ 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ꎮ

结论　 不同来源的优质蛋白补充 (乳清蛋白或大豆蛋白)

对低肌肉量老年人肌肉量、 肌肉功能的影响相似ꎻ 增加优质

蛋白的摄入均有利于延缓低肌肉量老年人全身和四肢的肌肉

衰减ꎬ 并延缓其肌肉功能的下降ꎮ

关键词: 大豆蛋白ꎻ 乳清蛋白ꎻ 肌肉量ꎻ 肌肉功能ꎻ 老

年人

１　 前　 言

肌肉衰减综合征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是一种随着年龄增长ꎬ

骨骼肌质量减少、 肌肉力量下降以及功能减退的退行性病

征[１] ꎬ 增加老年人跌倒、 骨折甚至残疾的发生风险[２] ꎬ 还与

许多慢性疾病的发病ꎬ 延长住院患者的住院时间相关[３] ꎬ 降

低老年个体的生活质量ꎮ

目前认为肌肉衰减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ꎬ 老年人膳

食营养缺乏[４] 、 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５] 、 体内持续低水平的

炎症反应[６] 、 氧化应激、 身体激素水平逐渐下降等都有可能

加速肌蛋白的分解ꎬ 导致肌肉量下降、 体脂肪增加ꎮ 迄今研

究认为ꎬ 抗阻运动和蛋白质补充 (尤其是优质蛋白质补充)

可能是预防老年人肌肉衰减的主要措施[７] ꎮ 但需要注意的是ꎬ

当老年人膳食蛋白质缺乏时ꎬ 单独对其进行抗阻训练会使尿

和汗液中的氮排出增加ꎬ 反而加速肌蛋白的分解[８] ꎬ 且老年

人由于肌肉萎缩、 活动能力下降ꎬ 可能不易接受中高强度的

抗阻训练ꎮ 因此ꎬ 增加蛋白质摄入对延缓老年人肌肉衰减可

能是更为有效可行的措施ꎮ

不同来源的蛋白质对肌肉合成的影响可能不同ꎬ 乳清蛋

白由于其富含支链氨基酸尤其是亮氨酸ꎬ 被认为是抵抗肌肉

衰减最有效的蛋白质之一ꎬ 有学者认为乳清蛋白水解物刺激

ＭＰＳ 的作用优于同为优质蛋白的大豆蛋白和酪蛋白[９] ꎮ 然

而ꎬ 也有研究并未发现乳清蛋白对健康老年人肌肉健康有显

著改善作用[１０－１２] ꎬ Ｒｅｉｄｙ 等人甚至认为大豆－奶类混合蛋白摄

入相对于单独补充乳清蛋白对刺激餐后 ＭＰＳ 的作用更持

久[１３] ꎮ 因此ꎬ 不同来源的蛋白质对肌肉合成的促进作用目前

的研究仍存在争议ꎬ 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设计ꎬ 探讨不同来

源的优质蛋白补充对老年人肌肉量、 肌肉功能的影响ꎮ

２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２.１　 研究对象

来自广州市各大社区的老年人ꎮ 纳入标准: (１) 年龄≥

６５ 岁ꎬ 男女各半ꎻ (２) ＤＸＡ 测量体成分ꎬ 计算四肢骨骼肌质

量指数 (ＡＳＭＩ) ＝ 四肢骨骼肌量 (ｋｇ) /身高 (ｍ) ２ꎬ 男性

≤７.０ ｋｇ / ｍ２ꎬ 女性≤５.４ ｋｇ / ｍ２ (亚洲肌衰减工作组低肌肉

量诊断标准)ꎮ 排除标准: (１) 神经系统疾病ꎻ (２) 影响运

动功能的疾病: 如中风后、 骨折等ꎻ (３) 对蛋白粉过敏或不

耐受者ꎻ (４) 近半年规律性服用蛋白粉以及抗氧化营养素的

补充剂ꎮ 所有老年参与者均由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ꎮ

２.２　 干预方法

纳入的 １２３ 名低肌肉量老年人随机分配至: 乳清蛋白组

(ＷＰ)、 大豆蛋白组 (ＳＰ)、 混合蛋白组 (ＷＳꎬ 乳清 ∶ 大豆

１ ∶ １) 和自然对照组 (Ｃ)ꎮ 分别给予三个蛋白干预组每天

２０ｇ 相应的蛋白粉补充ꎬ 连续 ６ 个月ꎮ 自然对照组的研究对

象不给予蛋白粉或其他物质干预ꎬ 仅保持日常的膳食行为习

惯ꎮ 干预流程图见图 １ꎮ

２.３　 资料收集及统计分析

分别于基线和干预 ６ 个月后ꎬ 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 (１)

社会人口学资料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受教育程度等)ꎻ

(２) 生活行为方式: 体力活动水平、 吸烟、 饮酒等情况ꎻ

(３) 膳食资料 (半定量 ７９ 条目食物频率问卷)ꎻ (４) 体格测

量指标: 如身高、 体重和体成分 (双能 Ｘ 线吸收测量仪)ꎻ

某一部位的肌肉百分比 (％) ＝该部位肌肉量 (ｋｇ) /该部位

的质量 (ｋｇ) ∗１００ꎮ (５) 肌肉力量和功能: 包括握力、 平

衡测试、 ４ｍ 步行速度测试、 椅上坐－站测试ꎬ 并计算简易躯

体功能评分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ꎬ 一般情况的比较根据数据类型选择单

因素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比较组间差异ꎻ 应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和协方差分析 (调整能量、 蛋白质摄入、 运动量、 ＢＭＩ、

吸烟和饮酒等混杂因素) 比较干预前后肌肉量及其百分比、

各项肌肉功能指标的改变量在各组间的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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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 ｆ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研究对象基线特征

本研究最终共 １２３ 名符合纳入标准并自愿参与研究的老

年人ꎮ ＷＰ、 ＳＰ 和 ＷＳ 组各 ３１ 人ꎬ 自然对照组 (Ｃ) ３０ 人ꎮ

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 ７０.３ 岁ꎬ 平均 ＢＭＩ 为 ２１.１ ｋｇ / ｍ２ꎮ 基线

各项指标在 ４ 组间无明显差异 (见表 １)ꎮ

３.２　 研究对象能量及蛋白质摄入情况

膳食来源的能量和蛋白质摄入情况在干预期间ꎬ ４ 组之间

无显著差异 (图中仅展示 ６ 个月时膳食调查结果)ꎮ 三个蛋白

粉干预组的总蛋白摄入 (膳食蛋白质＋蛋白粉补充剂来源的蛋

白质) 在组间没有显著差异ꎬ 但与自然对照组相比明显提高

(Ｐ<０.０５) (图 ２)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Ｄ.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ｅ￣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ｗａ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 ≤ ０.０５ ｌｅｖ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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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Ｎ＝１２３) １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ＷＰ(ｎ＝３１) ＳＰ(ｎ＝３１) ＷＳ(ｎ＝３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Ｐ

Ａｇｅ(ｙｅａｒｓ) ７０.８±４.４ ６９.３±３.６ ７０.４±３.７ ７０.６±３.６ ０.４１

Ｇｅｎｄｅｒꎬｍａｌｅꎬｎ(％) １６(５２) １５(４８) １７(５５) １３(４３) ０.８４

Ｓｍｏｋｉｎｇꎬｎ(％) ７(２２) ５(１６) ５(１６) ５(１７) ０.８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ꎬｎ(％) ０.６４

Ｓｅｎｉ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ｂｅｌｏｗ ２１(６７.７) １８(５８.０) １７(５４.８) １９(６３.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１０(３２.３) １３(４２.０) １４(４５.２) １１(３６.７)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５４.９±８.０ ５４.０±８.５ ５４.１±７.５ ５１.８±８.１ ０.４７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１.８±２.０ ２１.２±２.３ ２０.６±１.８ ２０.８±２.２ ０.１３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ｃｍ) ８２.２±８.５ ８０.１±９.７ ８０.８±５.７ ８３.２±８.４ ０.１５

Ｗａｉｓｔ ｈｉｐ ｒａｔｉｏ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１ ０.９±０.１ ０.２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Ｔｈ / ｄａｙ) ３８.８±１３.０ ３５.５±１５.７ ３８.９±１１.５ ３３.０±１４.０ ０.１７

Ｄａｉｌ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Ｅｎｅｒｇｙ(ｋｃａｌ) １５５８±４６９ １４８３±４０２ １４６５±３７９ １５６３±２８７ ０.６８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ｇ) ６２.７±２０.７ ５９.６±１９.１ ６１.１±１９.１ ５９.３±１８.８ ０.８８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ｇ) ２００.９±６５.９ １９１.９±５６.５ １８８.６±５０.９ ２２１.０±４５.４ ０.１１

Ｆａｔ(ｇ) ５６.０±２１.２ ５２.８±２６.８ ５１.７±１９.５ ４９.０±１７.３ ０.６６

Ｈａｎｄｇｒｉｐ(ｋｇ) ２７.０６±７.７８ ２６.８８±６.９３ ２８.４２±８.８２ ２６.８９±７.３３ ０.３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Ｇａｉｔ ｓｐｅｅｄ(ｍ/ ｓ) １.１２±０.２０ １.１７±０.１６ １.１５±０.２０ １.１２±０.１０ ０.５９

Ｃｈ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ｅｓｔ(ｓ) ８.９５±１.５４ ８.４３±１.６３ ８.６８±１.３７ ８.３２±０.８２ ０.２９

ＳＰＰＢ ｓｃｏｒｅ １１.２３±０.８０ １１.５８±０.５６ １１.３９±０.８８ １１.５１±０.６２ ０.２５

　 　 １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Ｄ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ｎ (％) . ＭＥＴꎬ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ꎻ
ＳＰＰＢꎬ ｓｈｏｒｔ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ａｔｔｅｒｙ.

３.３　 研究对象肌肉量及肌肉百分比的变化情况

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ꎬ 干预前后 ３ 个蛋白粉干预组全身

及各部位肌肉量的变化相似ꎮ 但三个干预组 ６ 个月后全身、

下肢和四肢的肌肉量均有所提高ꎬ 而对照组以上各部位肌肉

量均有所下降ꎬ 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 协方差分析进一步调整 ＢＭＩ、 体力活动水平、 能

量和蛋白质摄入等混杂因素后ꎬ 结果与上述一致 (表 ２)ꎮ ４

组肌肉百分比的变化与肌肉量的变化情况相似 (表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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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ｋｇ) ａ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Ｎ＝１２３) １ꎬ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６ ｍｏｎｔｈ Ｐｔｉｍｅ 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Ｐ Ｐ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ＡＳＭＩ

ＷＰ(ｎ＝３１) ５.７０±０.９２ａｂ ５.７６±０.８１ａｂ

ＳＰ(ｎ＝３１) ５.６２±０.８３ａｂ ５.６５±０.８４ａｂ

ＷＳ(ｎ＝３１) ５.６８±０.８１ａｂ ５.７５±０.８０ａ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５.６５±０.８４ａ ５.５０±０.８１ｂ

０.７３ ０.８７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７±０.１７ａ

０.０３±０.２０ａ

０.０７±０.１６ａ

－０.１５±０.２１ｂ

０.５６ <０.００１０

Ｔｏｔ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Ｐ(ｎ＝３１) ３４.９６±６.７５ ３５.１３±６.４０

ＳＰ(ｎ＝３１) ３４.６６±６.８３ ３４.８４±６.７８

ＷＳ(ｎ＝３１) ３５.４９±６.４９ ３５.７７±６.５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３３.７９±６.１７ ３３.３２±６.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６ ０.７６

０.１７±１.１１ａ

０.１８±０.８５ａ

０.２８±０.７０ａ

－０.４７±１.０５ｂ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０７０

Ａｒｍｓ

ＷＰ(ｎ＝３１) ３.４８±０.９３ ３.５３±０.８６

ＳＰ(ｎ＝３１) ３.５０±０.８７ ３.５４±０.９０

ＷＳ(ｎ＝３１) ３.６５±１.０２ ３.６９±１.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３.３３±０.８４ ３.２８±０.８１

０.２５ ０.５５ ０.１１

０.０４±０.２２

０.０４±０.１７

０.０４±０.１９

－０.０６±０.１９

０.１４ ０.１５

Ｌｅｇｓ

ＷＰ(ｎ＝３１) １０.９８±２.４５ａｂ １１.０９±２.２７ａｂ

ＳＰ(ｎ＝３１) １０.９６±２.４３ａｂ １１.００±２.４１ａｂ

ＷＳ(ｎ＝３１) １１.４２±２.３７ａｂ １１.５６±２.４２ａ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１０.８０±２.２２ａ １０.４８±２.２１ｂ

０.９９ ０.５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１±０.５４ａ

０.０４±０.４３ａ

０.１４±０.３５ａ

－０.３１±０.３６ｂ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ＷＰ(ｎ＝３１) １４.４７±３.３４ａｂ １４.６２±３.１０ａｂ

ＳＰ(ｎ＝３１) １４.４６±３.２７ａｂ １４.５４±３.２７ａｂ

ＷＳ(ｎ＝３１) １５.０７±３.３３ａｂ １５.２６±３.３８ａ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１４.１３±３.０３ａ １３.７６±２.９８ｂ

０.７２ ０.５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５±０.６９ａ

０.０７±０.５２ａ

０.１８±０.４４ａ

－０.３７±０.５０ｂ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Ｔｒｕｎｋ

ＷＰ(ｎ＝３１) １７.７１±３.３５ １７.７０±３.２２

ＳＰ(ｎ＝３１) １７.３７±３.４１ １７.４７±３.４０

ＷＳ(ｎ＝３１) １７.５５±３.０８ １７.６４±３.１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１６.９０±３.１０ １６.７６±２.９９

０.８６ ０.７１ ０.３２

－０.０１±０.６２

０.１０±０.５５

０.０８±０.５０

－０.１４±０.５７

０.３２ ０.２５

　 　 １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Ｄ.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ｘ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６￣ｍｏｎ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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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 ａｔ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Ｎ＝１２３) １ꎬ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６ ｍｏｎｔｈ Ｐｔｉｍｅ Ｐ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ｔｉｍ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Ｐ Ｐ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ｂｏｄｙ

ＷＰ(ｎ＝３１) ６３.４５±６.３０ａｂ ６４.３４±６.１２ａｂ

ＳＰ(ｎ＝３１) ６４.１０±６.４７ａｂ ６４.９３±６.４８ａｂ

ＷＳ(ｎ＝３１) ６５.３９±６.４１ａｂ ６５.６０±５.９１ａ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６５.３２±６.３６ａ ６４.２５±５.８５ｂ

０.１９ ０.７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８９±１.７２ａ

０.８３±１.６２ａ

０.２１±１.４１ａ

－１.０６±２.４４ｂ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０

Ａｒｍｓ

ＷＰ(ｎ＝３１) ６０.１２±９.９８ ６０.３８±９.３２

ＳＰ(ｎ＝３１)(ｎ＝３１) ６１.８９±９.８４ ６２.４７±９.６６

ＷＳ(ｎ＝３１) ６２.６４±９.２４ ６２.８８±９.７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６０.８４±１０.２５ ６０.４３±１０.０２

０.５５ ０.６９ ０.５３

０.２６±２.６２

０.５９±２.３０

０.２４±２.１１

－０.４０±２.５７

０.４４ ０.３８

Ｌｅｇｓ

ＷＰ(ｎ＝３１) ６４.８９±７.７９ａｂ ６５.２７±７.６７ａｂ

ＳＰ(ｎ＝３１) ６５.６１±７.５８ａｂ ６５.８８±７.２０ａｂ

ＷＳ(ｎ＝３１) ６６.３６±７.５８ａｂ ６６.６９±７.３９ａ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６６.１７±７.８１ａ ６５.０１±７.８１ｂ

０.７６ ０.８９ ０.００２８

０.３８±１.９９ａ

０.２７±１.５６ａ

０.３２±１.５９ａ

－１.１６±２.１５ｂ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０２０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ＷＰ(ｎ＝３１) ６３.６５±８.１２ ６３.９９±７.９１

ＳＰ(ｎ＝３１) ６４.６３±７.９０ ６５.００±７.５９

ＷＳ(ｎ＝３１) ６５.４１±７.７２ ６５.７１±７.７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６４.８０±８.２１ ６３.８３±８.２１

０.９９ ０.８５ ０.０１０２

０.３４±２.００ａ

０.３７±１.４４ａ

０.３０±１.５４ａ

－０.９８±１.２０ｂ

０.００７０ ０.００５０

Ｔｒｕｎｋ

ＷＰ(ｎ＝３１) ６６.０５±６.６９ ６７.１０±６.２８

ＳＰ(ｎ＝３１) ６８.３１±６.５９ ６９.６３±６.２０

ＷＳ(ｎ＝３１) ６８.００±６.８５ ６８.４６±６.５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３０) ６６.５４±６.７５ ６７.０３±５.８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７ ０.３６

１.０５±１.９２

１.３１±２.２１

０.４７±１.５７

０.５０±２.４３

０.２９ ０.３２

　 　 １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Ｄ.
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ｔｗｏ￣ｗａｙ ＡＮＯＶ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ｘ ｔｉｍ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

ｐ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６￣ｍｏｎ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

３.４　 研究对象肌肉力量及肌肉功能变化情况

单因素及协方差分析发现ꎬ 干预前后 ３ 个蛋白粉干预组

握力及各项肌肉功能指标的变化相似ꎬ 三组间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ꎮ 但对照组肌肉功能的下降比蛋白粉干预组更明显ꎬ 表

现在干预后对照组步速下降 (图 ３－Ｂ)、 完成椅上坐站测试耗

时延长 (图 ３－Ｃ)ꎬ 并且 ＳＰＰＢ 评分下降 (图 ３－Ｄ)ꎬ 与三个

蛋白干预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ꎮ 握力的变化在

干预前后 ４组之间未观察到明显差异 (Ｐ>０.０５) (图 ３－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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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ｕｒｅ 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ｎｄｇｒｉ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ꎬ ｇａｉｔ ｓｐｅｅｄ (Ｂ)ꎬ ｃｈａｉｒ￣ｓｔａｎｄ￣ｔｅｓｔ (Ｃ) ａｎｄ ＳＰＰＢ ｓｃｏｒｅ (Ｄ)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ＥＭ. Ｍｅ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４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 乳清蛋白、 大豆蛋白及混合蛋白补充

对低肌肉量老年人肌肉量、 肌肉功能的影响相似ꎮ 然而ꎬ

Ｖｏｌｅｋ 等人对 １４７ 名研究对象用乳清蛋白、 大豆蛋白和等能量

的碳水化合物干预 ９ 个月ꎬ 结果发现乳清蛋白补充组肌肉增

量明显高于大豆蛋白组和对照组[１４] ꎮ 但近几年也有一些干预

研究发现大豆－乳品混合蛋白或乳清蛋白摄入对肌肉量和肌肉

力量的影响相似[１５ꎬ１６] ꎻ Ｐａｕｌ 等人甚至认为大豆－乳品混合蛋

白补充对延长肌肉持续合成的效果比单独补充乳清蛋白更

优[１３ꎬ１７] ꎬ 这与本研究目前观察到的结果相似ꎮ 综上所述ꎬ 目

前乳清蛋白、 大豆蛋白对肌肉健康的影响尚不明确ꎬ 产生这

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有: １) 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是否结合抗阻运

动ꎬ 且运动的强度、 运动时间等在各研究中不尽相同ꎻ ２) 不

同研究人群的基线状况不同: 膳食蛋白质营养状况、 肌肉衰

减和功能受限的程度在不同的研究人群间差异较大ꎬ 本研究

人群属于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相对良好的老年人ꎬ 仅处于肌

肉衰减前期而肌肉功能并未受损ꎬ 其基线膳食蛋白质、 能量、

钙摄入等均较为充足ꎬ 因此在这基础上补充乳清蛋白或大豆

蛋白二者之间的差异可能不明显ꎬ Ｍｅｔａ 分析也认为ꎬ 只有当

老年人并发肌肉功能受限或本身有较严重的营养不良时ꎬ 富

含亮氨酸的乳清蛋白补充才能展现出其相对其它种类的蛋白

质对促进肌肉合成的优势[１８] ꎻ ３) 蛋白的摄入时间以及研究

对象一日三餐膳食蛋白质的分布状况也是对肌蛋白持续合成

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１９ꎬ２０] ꎬ 因此研究对象的膳食习惯不同也

可能是这类型的研究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ꎮ

本研究的另一结论是: 与自然对照组相比ꎬ 优质蛋白补

充均有利于延缓老年人全身肌肉量的下降ꎬ 以四肢肌肉量最

明显ꎻ 此外ꎬ 优质蛋白补充组的老年人步速、 ＳＰＰＢ 评分下降

较对照组更缓慢ꎬ 椅上坐－站测试耗时更短ꎬ 即优质蛋白补充

一定程度上可以延缓老年个体肌肉功能的下降ꎮ 膳食蛋白质是

肌肉蛋白合成的物质基础ꎬ 充足的蛋白质摄入是保证人体肌肉

蛋白有效合成的关键ꎮ 本研究中ꎬ 自然对照组 ６ 个月后全身肌

肉量平均下降 ０.４７ ｋｇꎬ 这与其他研究发现的老年人每年肌肉损

失约 ０.５~１.０ｋｇ相一致[２１ꎬ２２]ꎮ 早前的综述性研究报道ꎬ 为延缓

老年性肌肉衰减ꎬ 提高老年人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有效措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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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ꎬ 健康的老年人蛋白质摄入应提高至 １.２ｇ / (ｋｇｄ) [２３ꎬ２４]ꎮ

肌肉功能方面ꎬ １ 项临床试验发现蛋白质干预与等能量的对照

组相比ꎬ 老年人椅上坐－站测试耗时下降ꎬ 但握力没有明显提

高[２５] ꎻ 队列研究也发现ꎬ 高蛋白摄入可以延缓老年人肌肉功

能下降[２６ꎬ２７] 、 蛋白摄入高的人群 ＳＰＰＢ 评分也相对更高[２８] ꎮ

本研究蛋白粉干预人群肌肉功能比自然对照组下降更为缓慢ꎬ

可能得益于蛋白质补充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老年人的肌肉量ꎬ

从而延缓了肌肉功能的下降ꎮ

５　 结　 论

乳清蛋白或大豆蛋白补充对低肌肉量老年人肌肉量、 肌

肉功能的影响相似ꎻ 增加优质蛋白摄入有利于延缓低肌肉量

老年人全身和四肢的肌肉衰减ꎬ 并延缓其肌肉功能的下降ꎮ

参考文献:

[１] Ｃｒｕｚ￣Ｊｅｎｔｏｆｔ ＡＪꎬ Ｂａｅｙｅｎｓ ＪＰꎬ Ｂａｕｅｒ Ｊ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ｇｎｏ￣

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Ｊ] . Ａｇｅ Ａｇｅｉｎｇꎬ ２０１０. ３９ (４): ４１２－２３.

[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ｅꎬ Ｊ.ꎬ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ｔ Ｊ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ｕｒｓꎬ ２０１１. ６ (３) . ２４４－６.

[３] Ｆｉｅｌｄｉｎｇꎬ Ｒ. Ａ.ꎬ Ｂ. Ｖｅｌｌａｓꎬ Ｗ. Ｊ. Ｅｖａｎ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 ｕ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Ｃｕｒ￣

ｒｅｎｔ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ꎬ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Ｊ Ａｍ

Ｍｅｄ Ｄｉｒ Ａｓｓｏｃꎬ ２０１１. １２ (４) . ２４９－５６.

[４] Ｂａｒｔａｌｉꎬ Ｂ.ꎬ Ｅ.Ａ. Ｆｒｏｎｇｉｌｌｏꎬ Ｊ.Ｍ. Ｇｕｒａｌｎｉ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ｅｒｕｍ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ＪＡＭＡꎬ ２００８. ２９９ (３). ３０８－１５.

[５] Ｋｏｒｔｅｂｅｉｎꎬ Ｐ.ꎬ Ａ. Ｆｅｒｒａｎｄｏꎬ Ｊ. Ｌｏｍｂｅｉｄ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１０ ｄａｙｓ ｏｆ ｂｅｄ ｒｅｓｔ ｏ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ｌ￣

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ＡＭＡꎬ ２００７. ２９７ (１６) . １７７２－４.

[６] Ｆｅｒｒｕｃｃｉꎬ Ｌ.ꎬ Ｂ.Ｗ. Ｐｅｎｎｉｎｘꎬ Ｓ. Ｖｏｌｐａｔｏꎬ ｅｔ ａｌ.ꎬ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 ｓｅｒｕｍ

ｌｅｖｅｌｓ. Ｊ Ａｍ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Ｓｏｃꎬ ２００２. ５０ (１２) . １９４７－５４.

[７] Ｒｏｌｌａｎｄꎬ Ｙ.ꎬ Ｓ. Ｃｚｅｒｗｉｎｓｋｉꎬ Ｇ. Ａｂｅｌｌａｎ Ｖａｎ Ｋａ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ｉｔ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ꎬ ｅｔｉｏｌｏｇｙꎬ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

ｓｉｓꎬ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０８. １２ (７) . ４３３－５０.

[８] Ｋｉｍꎬ Ｊ. Ｓ.ꎬ Ｄ. Ｊ. Ｋｏｓｅｋꎬ Ｊ. Ｋ. Ｐｅｔｒｅｌｌ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Ｒｅ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ａｄ￣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ｙｏｇｅｎｉｃ ｇｅｎｅ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ｂｌｅ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１９８５)ꎬ ２００５. ９９

(６) . ２１４９－５８.

[９] Ｔａｎｇꎬ Ｊ.Ｅ.ꎬ Ｄ.Ｒ. Ｍｏｏｒｅꎬ Ｇ.Ｗ. Ｋｕｊｂｉｄ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ｙ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ꎬ ｃａｓｅｉｎꎬ ｏｒ ｓｏ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

ｌａ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ｉｘｅ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ａｔ 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１９８５)ꎬ ２００９. １０７ (３) . ９８７－９２.

[１０] Ｃｈａｌｅꎬ Ａ.ꎬ Ｇ. Ｊ. Ｃｌｏｕｔｉｅｒꎬ Ｃ. Ｈａｕ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ｆｆｉ￣

ｃａｃｙ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ꎬ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ｌｉｍｉｔｅｄ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Ａ Ｂｉｏｌ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３. ６８ (６) . ６８２－９０.

[１１] Ｖｅｒｈｏｅｖｅｎꎬ Ｓ.ꎬ Ｋ. Ｖａｎｓｃｈｏｏｎｂｅｅｋꎬ Ｌ.Ｂ. Ｖｅｒｄｉ￣

ｊｋꎬ ｅｔ ａｌ.ꎬ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ｏ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ｎ.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 ８９ (５) . １４６８－７５.

[１２] Ｂｒｏｗｎꎬ Ｅ.Ｃ.ꎬ Ｒ.Ａ. ＤｉＳｉｌｖｅｓｔｒｏꎬ Ａ. Ｂａｂａｋｎｉａꎬ ｅｔ

ａｌ.ꎬ Ｓｏ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ａｒ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

ｉｎｇ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ｌｅ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Ｎｕｔｒ Ｊꎬ

２００４. ３. ２２.

[１３] Ｒｅｉｄｙꎬ Ｐ.Ｔ.ꎬ Ｄ.Ｋ. Ｗａｌｋｅｒꎬ Ｊ.Ｍ.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ｌｅｎｄ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ｏ￣

ｍｏｔｅｓ ｈｕｍ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 １４３

(４) . ４１０－６.

[１４] Ｖｏｌｅｋꎬ Ｊ. Ｓ.ꎬ Ｂ. Ｍ. Ｖｏｌｋꎬ Ａ. Ｌ. Ｇｏｍｅｚꎬ ｅｔ ａｌ.ꎬ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ｕｇ￣

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 ３２ (２). １２２－３５.

[１５] Ｒｅｉｄｙꎬ Ｐ.Ｔ.ꎬ Ｃ.Ｓ. Ｆｒｙꎬ Ｓ. Ｉｇｂｉｎｉｇｉ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Ｍｙｏｇｅｎｉｃ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 ２０１７. ４９

(６) . １１９７－２０８.

[１６] Ｍａｌｔａｉｓꎬ Ｍ.Ｌ.ꎬ Ｊ.Ｐ. Ｌａｄｏｕｃｅｕｒ ａｎｄ Ｉ.Ｊ. Ｄｉｏｎｎｅ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ｃ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ｎ. Ｊ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ｎｄ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６. ３０ (６) . １６８０－７.

[１７] Ｒｅｉｄｙꎬ Ｐ.Ｔ.ꎬ Ｄ.Ｋ. Ｗａｌｋｅｒꎬ Ｊ.Ｍ. 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ꎬ ｅｔ

４２



ａｌ.ꎬ Ｓｏｙ￣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ｂｌｅｎｄ ａｎｄ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ｐｏｒｔ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１９８５)ꎬ ２０１４. １１６ (１１) . １３５３－６４.

[１８] Ｋｏｍａｒꎬ Ｂ.ꎬ Ｌ. Ｓｃｈｗｉｎｇｓｈａｃｋｌ ａｎｄ Ｇ. Ｈｏｆｆｍａｎｎ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ｅｕｃｉｎｅ￣ｒｉｃ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１５. １９

(４) . ４３７－４６.

[１９] Ｂａｕｅｒꎬ Ｊ.ꎬ Ｇ. Ｂｉｏｌｏꎬ Ｔ. Ｃｅｄｅｒｈｏｌｍ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ｖｉ￣

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ｔａｋｅ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ＡＧＥ

Ｓｔｕｄｙ Ｇｒｏｕｐ. Ｊ Ａｍ Ｍｅｄ Ｄｉｒ Ａｓｓｏｃꎬ ２０１３. １４ (８) . ５４２－５９.

[２０] Ｓｍｉｔｈꎬ Ａ. ａｎｄ Ｊ. Ｇｒａｙꎬ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ｇ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ｌｄ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ｒｉｓｋ ｏｆ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Ｂｒ

Ｊ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Ｎｕｒｓꎬ ２０１６. ２１ (６) . ３０５－９.

[２１] Ｐａｄｄｏｎ￣Ｊｏｎｅｓꎬ Ｄ. ａｎｄ Ｂ.Ｂ. Ｒａｓｍｕｓｓｅｎ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９. １２ (１) . ８６－９０.

[２２] Ｈｕｇｈｅｓꎬ Ｖ. Ａ.ꎬ Ｗ. Ｒ. Ｆｒｏｎｔｅｒａꎬ Ｒ. Ｒｏｕｂｅｎｏｆｆꎬ

ｅｔ ａｌ.ꎬ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ｒｏｌｅ ｏｆ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２. ７６ (２) . ４７３－８１.

[２３] Ｌａｎｃｈａꎬ Ａ.Ｈ.ꎬ Ｊｒ.ꎬ Ｒ. Ｚａｎｅｌｌａꎬ Ｊｒ.ꎬ Ｓ.Ｇ. Ｔａｎ￣

ａｂｅꎬ ｅｔ ａｌ.ꎬ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ｆｏｒ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ｌｏｓｓ.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ꎬ ２０１７. ４９ (１). ３３－４７.

[２４] Ｗｉｔａｒｄꎬ Ｏ. Ｃ.ꎬ Ｃ. ＭｃＧｌｏｒｙꎬ Ｄ. Ｌ.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ꎬ ｅｔ

ａｌ.ꎬ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Ｂｉｏ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ꎬ ２０１６. １７

(３) . ５２９－４６.

[２５] Ｂａｕｅｒꎬ Ｊ.Ｍ.ꎬ Ｓ. Ｖｅｒｌａａｎꎬ Ｉ. Ｂａｕｔｍａｎｓꎬ ｅｔ ａｌ.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ａｎｄ ｌｅｕｃｉｎｅ￣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

ｄｕｌｔｓ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ｔｕｄｙ: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Ａｍ Ｍｅｄ Ｄｉｒ Ａｓｓｏｃꎬ ２０１５. １６ (９) .

７４０－７.

[２６] Ｂｅａｓｌｅｙꎬ Ｊ.Ｍ.ꎬ Ａ.Ｚ. ＬａＣｒｏｉｘꎬ Ｍ.Ｌ. Ｎｅｕｈｏｕｓ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ｆｒａｉｌ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Ｊ Ａｍ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Ｓｏｃꎬ ２０１０.

５８ (６) . １０６３－７１.

[２７] Ｂｅａｓｌｅｙꎬ Ｊ. Ｍ.ꎬ Ｂ. Ｃ. Ｗｅｒｔｈｅｉｍꎬ Ａ. Ｚ. ＬａＣｒｏｉｘꎬ

ｅｔ ａｌ.ꎬ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ｍｅｎ’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Ｊ Ａｍ Ｇｅｒｉａｔｒ Ｓｏｃꎬ

２０１３. ６１ (１１) . １８６３－７１.

[２８] Ｇｒｅｇｏｒｉｏꎬ Ｌ.ꎬ Ｊ. Ｂｒｉｎｄｉｓｉꎬ Ａ. Ｋｌｅｐｐｉｎｇｅｒꎬ ｅｔ ａｌ.ꎬ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６０－９０ ｙｅａｒｓ.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ꎬ ２０１４. １８ (２) . １５５－６０.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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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郑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教研室ꎻ ２. 天津医院营养科军事医学科学院卫生学环境医学

研究所ꎻ ３. 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 通讯作者: 男ꎬ １９６２ 年生ꎬ 博士ꎬ 教授ꎬ 研究方向: 营养与疾病ꎬ Ｅ￣ｍａｉｌ: ｌｑｊｎｕｔｒ＠ｚｚｕ.ｅｄｕ.ｃｎ

　 　 摘要: 目的　 了解平顶山市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现

况及其影响因素ꎬ 评价 ｏｍｅｇａ－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对 ＭＣＩ 患者

认知功能的影响并探讨其潜在机制ꎮ 方法　 采用随机分层抽

样法进行问卷调查及 ＭＣＩ 筛查ꎮ 将筛查出的 ８６ 例 ＭＣＩ 老人按

照认知水平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安慰剂组ꎬ 干预组给予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１０４０ ｍｇ / ｄꎬ 安慰剂组给予等量橄榄油ꎬ 共 ６ 个月ꎮ 分

析各组认知功能、 血浆脂肪酸组成、 炎性因子含量及酶活性ꎮ

结果　 ＭＣＩ 检出率为 １１.６％ꎮ 随着年龄的升高ꎬ ＭＣＩ 检出率有

上升的趋势 (Ｚ ＝ ３.８２４８ꎬ Ｐ<０.００１)ꎮ 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结果

显示居住情况 (０Ｒ ＝ ３.２０３ꎬ ９５％ＣＩ: ２.５９４ ~ ３.８１２)、 社交情

况 (０Ｒ ＝ ０. ５７６ꎬ ９５％ ＣＩ: ０. １７９ ~ ０. ９７３)、 文化程度 (０Ｒ ＝

０.５０７ꎬ９５％ＣＩ: ０.１９４~０.８２０) 与 ＭＣＩ 有关ꎮ 干预组老年人知

觉速度、 旋转效率、 工作记忆广度和总分改善明显 ( Ｐ <

０.０１)ꎬ 血浆 ＩＬ－６、 ＴＮＦ－α 水平和 ｓＰＬＡ２ 活性明显下降 (Ｐ<

０.０５)ꎮ 结论　 年龄、 居住情况、 社交情况、 文化程度与 ＭＣＩ

相关ꎬ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可改善老年 ＭＣＩ 患者认知功能ꎬ 其作

用可能与降低 ＩＬ－６、 ＴＮＦ－α 分泌水平ꎬ 抑制 ｓＰＬＡ２ 活性ꎬ 从

而减轻炎症有关ꎮ

关键词: 老年人ꎻ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ꎻ ｏｍｅｇａ－ ３ 多不饱

和脂肪酸ꎻ 炎症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Ｍｉｌ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ｉｒｍｅｎｔꎬ ＭＣＩ)

是介于正常老化和痴呆之间的认知功能损伤的状态[１] ꎬ ＭＣＩ

患者被认为是 ＡＤ 等神经退行性病变发病的高危人群ꎬ ＭＣＩ

被认为是老年痴呆症早期干预的重要阶段ꎮ 近年来ꎬ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认知功能的调节作用受到了广泛关注ꎮ 本研究以对

平顶山市 ６０ 周岁以上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ꎬ 采用一般情况

调查表采集基本信息ꎬ 通过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日常生活能

力量表、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筛查 ＭＣＩꎬ 了解 ＭＣＩ 患病情况ꎬ

分析其影响因素ꎮ 在此基础上ꎬ 以筛查出的 ＭＣＩ 老年人为研

究对象ꎬ 开展随机对照研究ꎬ 探讨补充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ＭＣＩ 的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ꎻ 同时收集血液学指标ꎬ 通过

炎性细胞因子水平和酶活性的评价寻找 ＭＣＩ 的生物标志物ꎬ

并对其影响认知的机制进行探讨ꎮ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１.１.１ 筛查对象

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５ 月ꎬ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法抽取平顶山市 ４

个市辖区中的 ２ 个市辖区ꎬ 在每个市辖区中抽取 ２ 个社区ꎮ

最终选取平顶山市寺沟社区、 五一路社区、 新新街社区和卫

东社区四个社区内具有良好沟通能力ꎬ 无已知身体或精神疾

病的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 ＭＣＩ 筛查ꎮ

纳入标准: ①年龄在 ６０ 周岁及以上ꎻ ②为本市居民 (居

住时间超过一年)ꎻ ③有一定理解能力可以完成访谈ꎮ

排除标准: ①精神性疾病ꎻ ②感官残疾 (失聪、 失明)

或严重的听视觉障碍ꎻ ③心脑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期ꎬ 如脑

卒中等ꎮ

１.１.２ 干预对象

筛查出的 ＭＣＩ 患者ꎮ

纳入标准: ①已在筛查阶段被确诊为 ＭＣＩꎻ ②年龄 ６０ 岁

及以上ꎬ ８５ 岁及以下ꎻ ③自愿受试ꎬ 签署知情同意书ꎻ ④较

６２



好的视力、 听力、 理解能力ꎬ 可以配合认知能力的测试ꎻ ⑤

无心、 肝、 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疾病以及精神疾病ꎬ 健康状

况良好ꎮ

排除标准: ①酒精、 药物滥用或依赖史ꎻ ②任何类型的

神经退行性疾病、 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ꎻ ③干预前 ３０ 天内使

用过鱼油、 维生素补充剂或注射剂以及其他与受试功能有关

的食品或药品ꎬ 如维生素 Ｂ６、 叶酸、 维生素 Ｂ１２、 维生素 Ｅ、

银杏、 盐酸多奈哌齐、 盐酸美金刚等ꎻ ④研究者认为不能依

从研究程序的受试者ꎮ

１.２　 研究内容与方法

１.２.１ 筛查内容与方法

筛查由统一培训的研究者和社区工作人员以一对一访谈

方式完成ꎮ 采用基本情况调查问卷、 简易精神状态量表

(Ｍｉｎｉｍｕｍ 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ＭＭＳＥ)、 日常生活能

力量表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Ｄａｉｌｙ Ｌｉｖ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ꎬ ＡＤＬ) 和临床痴呆评

定量表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ｅｍｅｎｔｉａ Ｒａｔｉｎｇꎬ ＣＤＲ) 进行 ＭＣＩ 筛查ꎮ

１.２.２ ＭＣＩ 诊断标准

采用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２]等制定的 ＭＣＩ 诊断标准: ①有记忆障碍

或其他认知障碍且至少持续 ３ 个月以上 (有家属或知情者证

实)ꎻ ②ＭＭＳＥ 分数: 中学及以上 ２４ ~ ２６ 分ꎬ 小学 ２０ ~ ２２

分ꎬ 文盲 １７~１９ 分ꎻ ③其记忆力或其他认知能力减退尚未达

到痴呆的诊断标准ꎬ 临床痴呆量表 ０.５ 分ꎻ ④日常生活活动

基本正常ꎻ ⑤排除其他可引起脑功能衰退的疾病ꎮ

１.２.３ 干预对象

筛查后共有 ９５ 位老年人符合ＭＣＩ 的诊断标准ꎬ 参照本试

验的纳入与排除标准ꎬ 最终纳入试验对象 ８６ 人ꎮ 采用分层随

机化原则ꎬ 使用计算机生成的随机数字并根据性别、 ＭＭＳＥ

和 ＢＣＡＴ 评分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 ４４ 人和安慰剂组

４２ 人ꎮ 干预前两组 ＭＣＩ 老年人的血浆游离脂肪酸组成、

ＭＭＳＥ 量表得分、 ＢＣＡＴ 软件测试总分与各分项目得分之间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经过为期 ６ 个月的干预ꎬ ６４

名老年人最终完成本次随机对照试验 (干预组 ３２ 人ꎬ 安慰剂

组 ３２ 人)ꎮ 干预组老年人平均年龄 ７１.７８±５.６６ 岁ꎬ 其中男性

２２ 人ꎬ 女性 １０ 人ꎻ 文盲 ０ 人ꎬ 小学学历 １１ 人ꎬ 中学或以上

学历者 ２１ 人ꎮ 安慰剂组老年人平均年龄 ６９.８４±６.８９ 岁ꎬ 其

中男性 １９ 人ꎬ 女性 １３ 人ꎬ 文盲 １ 人ꎬ 小学学历 ８ 人ꎬ 中学

或以上学历者 ２３ 人ꎮ 安慰剂组与干预组性别、 年龄、 文化程

度、 居住情况、 社交情况等经统计学分析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Ｐ>０.０５)ꎮ

１.２.４ 干预内容

干预组研究对象服用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合剂软胶囊ꎬ 每日

两次ꎬ 每次两粒ꎬ 每粒含 １００ ｍｇ ＤＨＡ＋１６０ ｍｇ ＥＰＡꎮ 干预组

每日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总剂量为 １０４０ ｍｇ (４００ ｍｇ ＤＨＡ＋

６４０ ｍｇ ＥＰＡ)ꎮ 安慰剂组服用橄榄油胶囊ꎬ 主要成分为橄榄

油ꎬ 其外观、 服用剂量和方法均与干预组一致ꎮ

１.２.５ 干预效果的评价方法

１.２.５.１ 认知功能评价

认知功能的评价采用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编制的 «基

本认知能力测验» (Ｂａｓｉｃ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ｐｔｉｔｕｄｅ Ｔｅｓｔｓꎬ ＢＣＡＴ)

软件进行ꎮ ＢＣＡＴ 软件中包括七项分测验ꎬ 可对知觉速度、

心算效率、 旋转效率、 工作记忆和记忆再认这五个方面的认

知域进行分析测试ꎮ

１.２.５.２ 血液样本采集与分析

分别于干预前和干预终点进行血样采集ꎬ 采集研究对象

空腹静脉血 ５ ｍｌ 于 ＥＤＴＡ 真空采血管中ꎬ ３０ 分钟内将血液样

本离心 (２５００ ｒ / ｍｉｎꎬ ２０ ｍｉｎ)ꎬ 分离出的血浆分装在冻存管

中ꎬ 标号后存放在－８０℃低温冰箱中直到实验室分析ꎮ 用气相

色谱法分析血浆脂肪酸成分ꎬ 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方法测定血

浆炎性因子ꎬ 包括 ＩＬ－１０、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ꎬ 采用双抗体夹心

ＥＬＩＳＡ 法测定血浆酶活性ꎬ 包括 ＣＯＸꎬ ＬＯＸ 和 ｓＰＬＡ２ꎮ

１.３　 统计分析

采用 ＳＡＳ ９.１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定量资料采用描

述性分析ꎬ 用平均数与标准差表示ꎻ 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ꎻ

计数资料采用c
２检验ꎻ 用多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社区老

年人 ＭＣＩ 患病率在调整性别、 年龄后的相关因素ꎮ 服从正态

分布且方差齐的组间及同组治疗前后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ꎻ 方

差不齐或偏态分布的两组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ꎬ 两变量的相

关采用简单相关分析ꎬ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平顶山市社区老年人 ＭＣＩ 检出率及相关因素

２.１.１ 筛查对象的一般情况及 ＭＣＩ 检出率

本次共筛查平顶山市四个社区 (寺沟社区、 五一路社区、

新新街社区和卫东社区) ６０ 岁及以上老年人 ８３７ 名ꎬ 获得完

整有效数据 ８２０人份ꎮ 参与筛查的社区老年人平均年龄 ７０.６８ ±５.

９０岁ꎬ 各年龄段 ６０~、 ７０~、 ８０~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４１.１０％、

５２.４４％、 ６.４６％ꎮ 其中男性 ３９１ 人 (４７.６８％)ꎬ 女性 ４２９ 人

(５２.３２％)ꎬ 男性和女性性别比为 １: １.１０ꎮ 该人群文化水平

分布较均衡ꎬ 文盲者 ２７９ 人 (３４.０２％)ꎬ 小学文化者 ２７０ 人

(３２.９３％)ꎬ 初中及以上学历者 ２７１ 人 (３３.０５％)ꎮ 配偶健在

者 ５９３ 人 (７２.３２％)ꎬ 比例高于独身者 (２７.６８％)ꎮ 参与本

７２



次筛查的大多数社区老年人现与配偶或子女共同居住ꎬ 占总

人数的 ８７.６８％ꎬ 独居者则为 １０１ 人 (１２.３２％)ꎮ

８２０ 例 ６０ 岁以上社区老年人中ꎬ 共筛查出 ＭＣＩ 老年人

９５ 名ꎬ ＭＣＩ 检出率为 １１.６％ꎮ 男性 ＭＣＩ 检出率为 １１.２５％ꎬ

女性ＭＣＩ 检出率为 １１.８９％ꎬ 略高于男性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c
２ ＝０.０８０５ꎬ Ｐ＝０.７７６６)ꎮ 按年龄分为三组ꎬ 随着年龄的增

长ꎬ ＭＣＩ 检出率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高ꎬ 趋势性检验具有统

计学意义 (Ｚ＝３.８２４８ꎬ Ｐ<０.０００１)ꎮ 不同的文化程度组间差

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 (c
２ ＝２９.３８８６ꎬ Ｐ<０.０００１)ꎮ 独自居住

的老年人ＭＣＩ 检出率为 ２０.７９％ꎬ 明显高于与配偶或子女共同

居住的老年人 (１０.２９％) (c
２ ＝ ９.５３１９ꎬ Ｐ ＝ ０.００２０)ꎮ 常参

加社交的老年人 ＭＣＩ 检出率 (１０.３３％) 低于不常参与社交的

老年人 (１７.１１％)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c
２ ＝ ５.５５０２ꎬ Ｐ ＝

０.０１８５)ꎮ 睡眠时间 ５~９小时的老年人 ＭＣＩ 检出率低于睡眠时

间≤５小时和>９小时的老年人 (c
２ ＝１７.９７１６ꎬ Ｐ＝０.０００１)ꎮ

表 １　 平顶山市社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老年人群分布特征及检出率比较

变量
筛查对象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人数 构成比(％) 检出人数 检出率(％)
c２值 Ｐ 值

性别
男 ３９１ ４７.６８ ４４ １１.２５

女 ４２９ ５２.３２ ５１ １１.８９
０.０８０５ ０.７７６６

年龄

(岁)

６０~ ３３７ ４１.１０ ２７ ８.０１

７０~ ４３０ ５２.４４ ５３ １２.３３

８０~ ５３ ６.４６ １５ ２８.３０

１８.８９０２ <０.０００１∗

文化程度

文盲 ２７９ ３４.０２ ２６ ９.３２

小学 ２７０ ３２.９３ １５ ５.５６

初中及以上 ２７１ ３３.０５ ５４ １９.９３

２９.３８８６ <０.０００１∗

居住情况
独居 １０１ １２.３２ ２１ ２０.７９

共同居住 ７１９ ８７.６８ ７４ １０.２９
９.５３１９ ０.００２０∗

婚姻状况
独身 ２２７ ２７.６８ ３１ １３.６６

配偶健在 ５９３ ７２.３２ ６４ １０.７９
１.３１４４ ０.２５１６

定期体检
是 ４８４ ５９.０２ ５３ １０.９５

否 ３３６ ４０.９８ ４２ １２.５０
０.４６４９ ０.４９５３

参加医保
是 ７０３ ８５.７３ ８１ １１.５２

否 １１７ １４.２７ １４ １１.９７
０.０１９３ ０.８８９６

常做家务
是 ６５８ ８０.２４ ７４ １１.２５

否 １６２ １９.７６ ２１ １２.９６
０.３７４０ ０.５４０８

社交情况
常参加 ６６８ ８１.４６ ６９ １０.３３

不常参加 １５２ １８.５４ ２６ １７.１１
５.５５０２ ０.０１８５∗

睡眠时间(小时)

１４６ １７.８１ ２７ １８.４９

５~９ ４９９ ６０.８５ ３９ ７.８２

>９ １７５ ２１.３４ ２９ １６.５７

１７.９７１６ ０.０００１∗

８２



　 　 ２.１.２ 社区老年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相关因素分析

以是否患 ＭＣＩ 为因变量ꎬ 文化程度、 居住情况、 社交情

况和睡眠时间为自变量ꎬ 对每一 ＭＣＩ 病例配以一名性别相同ꎬ

年龄差别不超过±３ 岁的对照ꎬ 进行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ꎬ

在 α＝０.０５ 水平上最终进入模型的变量有居住情况、 社交情

况和文化程度ꎬ 见表 ２ꎮ 结果显示ꎬ 独居、 常参加社交、 文化

程度是 ＭＣＩ 的影响因素ꎮ

表 ２　 平顶山市老年人 ＭＣＩ影响因素的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因素 ＳＥ Ｗａｌｄ c２值 Ｐ 值 ＯＲ 值 ９５％ＣＩ

居住情况 ０.３１０５ １４.０５１９ <０.０００１ ３.２０３ ２.５９４~３.８１２

社交情况 ０.２０２７ ４.４０４４ ０.０３４０ ０.５７６ ０.１７９~０.９７３

文化程度 ０.１５９７ １８.０５５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５０７ ０.１９４~０.８２０

２.２　 ＭＣＩ 老年人干预前后认知功能及血液学指标的

变化

　 　 ２.２.１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ＭＣＩ 老年人血浆脂肪酸含量的

影响

干预组研究对象的血浆 ＥＰＡ、 ＤＨＡ 及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相

比干预前明显增加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说明干

预组老年人试验期间服用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合剂胶囊依从性

较高ꎮ 安慰剂组研究对象 ＤＨＡ 和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相比干预前

出现下降的趋势 (Ｐ<０.０５)ꎮ 两组老年人血浆 ＡＡꎬ ＡＬＡꎬ ＬＡ

水平于干预前后并无明显变化 (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３ꎮ

表 ３　 干预前后 ＭＣＩ老年人血浆脂肪酸含量的变化 (Ｘ±Ｓ)

安慰剂组

干预前(ｎ＝４２) 干预后(ｎ＝３２) Ｐ

干预组

干预前(ｎ＝４４) 干预后(ｎ＝３２) Ｐ

ＥＰＡ(％) ０.９６±０.５９ ０.８５±０.１９ ０.１０８０ ０.８０±０.１６ １.３１±０.６０ <０.０００１∗

ＤＨＡ(％) １.６３±０.４３ １.２４±０.３９ <０.０００１∗ １.５５±０.３９ １.７７±０.５７ ０.００６８∗

ｏｍｅｇａ－３ 指数(％) ２.５９±０.８６ ２.０９±０.５０ ０.０００３∗ ２.３５±０.４６ ３.０８±１.１２ <０.０００１∗

ＡＡ(％) ０.１３±０.０３ ０.１５±０.０５ ０.０６９６ ０.１４±０.０３ ０.１４±０.０３ ０.１５６３

ＡＬＡ(％) ０.６９±０.１９ ０.７０±０.１６ ０.９７１４ ０.６３±０.１７ ０.６６±０.１６ ０.５４７６

ＬＡ(％) ２２.６０±３.２３ ２２.１６±２.４０ ０.２９２７ ２２.３４±２.８９ ２１.２０±２.７０ ０.０５０１

　 　 ∗与干预前比较有显著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２.２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ＭＣＩ 老年人基本认知功能的

影响

干预后ꎬ 两组 ＢＣＡＴ 测试总分均有提高ꎬ 相比对照组ꎬ

干预组研究对象认知功能的改善效果更为明显 (Ｐ<０.０００１)ꎮ

干预组老年人在知觉速度、 旋转效率、 工作记忆广度、 记忆

再认方面较干预前得分增加 (Ｐ<０.０５)ꎬ 与安慰剂组比较ꎬ

干预组在知觉速度、 旋转效率和工作记忆广度方面改善更为

显著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４ꎮ

２.２.３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ＭＣＩ 老年人血浆炎性因子水平

的影响

干预前安慰剂组和干预组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 干预组老人血浆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分泌水平均

低于干预前 (Ｐ<０.０５)ꎬ ＩＬ－１０ 与干预前比较有升高的趋势ꎬ

但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５ꎮ

９２



表 ４　 干预前后两组 ＭＣＩ老年人 ＢＣＡＴ测试评分比较 (Ｘ±Ｓ)

干预前 干预后 变化值 Ｐ

知觉速度

干预组　 (ｎ＝３２) ３.９４±２.８１ ８.７６±４.２１ａ ４.８２±０.６１

安慰剂组(ｎ＝３２) ６.２５±３.９１ ７.３１±４.７３ １.０６±０.５７
<０.０００１ｂ

心算效率

干预组　 (ｎ＝３２) ８.０７±４.８５ ９.８５±４.２６ ２.７９±０.９１

安慰剂组(ｎ＝３２) １０.３７±４.９３ １０.８９±５.４７ ０.４４±０.７３
０.０６

旋转效率

干预组　 (ｎ＝３２) ４.２５±２.１４ ７.３８±３.２３ａ ３.２７±０.４７

安慰剂组(ｎ＝３２) ６.７５±３.８３ ６.７５±２.７７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０１ｂ

工作记忆广度

干预组　 (ｎ＝３２) ４.７３±１.９９ ９.１５±３.８７ａ ４.４２±０.５８

安慰剂组(ｎ＝３２) ５.８８±４.０９ ７.６９±５.０８ａ １.８１±０.５２
０.００２７ｂ

记忆再认

干预组　 (ｎ＝３２) ６.９４±４.８１ ９.７３±３.００ａ ２.７９±０.８５

安慰剂组(ｎ＝３２) ８.５３±２.８８ １０.４１±３.４２ａ １.８８±０.４６
０.３５

总分

干预组　 (ｎ＝３２) ２７.３０±１２.０９ ４５.３９±１２.０３ａ １８.０９±１.４６

安慰剂组(ｎ＝３２) ３６.９１±１３.９４ ４２.０９±１５.１８ａ ５.１９±１.３７
<０.０００１ｂ

　 　 ａ与干预前比较有显著差异ꎬ Ｐ<０.０５ꎻｂ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表 ５　 干预前后两组 ＭＣＩ老年人血浆炎性因子水平的比较 (Ｘ±Ｓ)

安慰剂组(ｎ＝３１)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干预组(ｎ＝３１)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ＩＬ－６ꎬｐｇ / ｍｌ １１２.１３±２５.３７ １０４.９９±３３.５３ ０.３５９ １２２.０８±３４.４８ ９２.００±３６.９９ ０.００６∗

ＩＬ－１０ꎬｎｇ / ｍｌ １４３.８２±４４.２４ １４７.８０±４０.７８ ０.７０４ １２１.３１±３９.７６ １３４.９８±２７.１４ ０.０７５

ＴＮＦ－αꎬｆｍｏｌ / ｍｌ １５.５２±７.６２ １２.１０±３.９１ ０.０７７ １４.３９±７.５８ １０.９７±３.７６ ０.０４２∗

　 　 ∗与干预前比较有显著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２.２.４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 ＭＣＩ 老年人血浆相关酶活性的

影响

干预前ꎬ 安慰剂组和干预组研究对象血浆酶活性 (ＣＯＸꎬ

ＬＯＸ 和 ｓＰＬＡ２) 无组间差异 (Ｐ>０.０５)ꎮ 干预后ꎬ 两组血浆

ＣＯＸ 活性呈一定上升趋势ꎬ 但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ꎻ 两

组研究对象血浆 ＬＯＸ 活性干预前后均无明显变化ꎻ 干预后ꎬ

干预组血浆 ｓＰＬＡ２ 活性下降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Ｐ ＝

０.０３１)ꎬ 见表 ６ꎮ

０３



表 ６　 干预前后两组 ＭＣＩ老年人血浆相关酶活性的比较 (Ｘ±Ｓ)

安慰剂组(ｎ＝２０)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干预组(ｎ＝２０)

干预前 干预后 Ｐ

ＣＯＸꎬＵ / Ｌ ５４４.３４±１５１.８３ ５６５.３２±１６８.５１ ０.６６４ ５３１.８６±１４６.０６ ５７７.２７±１２９.６４ ０.２９９

ＬＯＸꎬＩＵ / Ｌ １２９.１４±２８.０７ １２９.３２±２３.１３ ０.９７７ １１９.３３±２５.０９ １２４.５９±２６.００ ０.４８７

ｓＰＬＡ２ꎬｎｇ / Ｌ ９３５.０４±１９２.９５ ９２１.０９±２３７.７８ ０.８５５ １０１４.２７±１９８.０９ ８６９.４２±２０６.２９ ０.０３１∗

　 　 ∗与干预前比较有显著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３　 讨　 论

ＭＣＩ 被公认为是痴呆的临床前期状态ꎮ 对 ＭＣＩ 进行深入

研究ꎬ 有望发现和筛选出 ＡＤ 高危人群ꎬ 提高老年人的寿命

和生活质量ꎮ 近年来ꎬ 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了 ＭＣＩ 患病率的流

行病学调查ꎬ 但由于诊断标准、 样本的来源及年龄构成等差

异ꎬ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调查结果相差较大ꎬ ＭＣＩ 患病率范围

从 ６.５％到 ３９.１％不等[３－９] ꎮ 平顶山市社区老年人中 ＭＣＩ 检出

率为 １１.６％ꎬ 与 Ｎｉｅ[１０] 等 ｍｅｔａ 分析中报道的国内平均 ＭＣＩ

患病率相近ꎮ

同以往多数研究一样ꎬ 本研究发现高龄是 ＭＣＩ 的危险因

素ꎮ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 大脑功能逐渐退化ꎬ 从而导致认知功

能减退ꎮ 此外ꎬ 相比与伴侣或子女共同居住的老年人ꎬ 独居

老人更易患 ＭＣＩꎮ 老年人独居一处ꎬ 减少了与人交往的机会ꎬ

更容易感到孤独、 抑郁、 焦虑ꎬ 而孤独感和焦虑则会升高老

年人认知损伤的风险ꎮ 社交活动作为 ＭＣＩ 的保护因素ꎬ 原因

可能在于复杂的社交环境可激活或加强神经通路从而增加认

知储备ꎮ 受教育程度是与年龄相关认知功能下降的保护因素ꎬ

Ｍｏｒｔａｍａｉｓ[１１]等的研究表明: 相比低教育水平者ꎬ 教育水平

较高的受试者可以耐受更多神经病理改变ꎬ 教育减轻了脑白

质病变对认知的损害ꎮ 筛查结果显示ꎬ 相比小学学历的老年

人ꎬ ＭＣＩ 在文盲人群中检出率更高ꎬ 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ꎮ

但本次筛查发现ꎬ 在初中及以上学历老年人中亦出现较高的

ＭＣＩ 检出率ꎬ 其原因可能是筛查对象中高学历的老年人退休

前大多从事技术性较强的工作ꎬ 长期处于高精度、 高压力的

工作环境下ꎮ 研究表明ꎬ 工作压力会增加患痴呆ꎬ 尤其血管

型痴呆的风险[１２] ꎮ 而学历相对较低的老年人退休前多为当地

煤矿工人ꎬ 较多进行身体活动ꎮ 身体活动有助于减少心血管

疾病危险因素ꎬ 影响与认知相关的潜在神经机制ꎬ 对维持和

改善认知功能具有重要作用ꎮ

Ｍｅｔａ 分析的结果显示ꎬ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健康老年人

的认知功能无效ꎬ 但对于未形成痴呆的认知损害具有保护作

用ꎬ 受益的认知域主要表现在即时回忆、 注意力和反应速度

方面[１３] ꎮ 在本研究中ꎬ ＭＣＩ 老年人接受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合

剂胶囊干预六个月后ꎬ 知觉速度、 旋转效率、 工作记忆广度

和总分改善明显ꎮ 干预组老人血浆 ＩＬ－６ 和 ＴＮＦ－α 平均水平

明显降低、 血浆 ｓＰＬＡ２ 活性下降ꎬ 提示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有

一定的抗炎效应ꎬ 可能有利于对 ＭＣＩ 的早期检测和诊断ꎮ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ＵＦＡｓ 对早期认知损伤的保护效应ꎬ 其机制可能通

过降低炎症反应ꎬ 保护神经元ꎬ 从而达到改善认知的作用ꎮ

可能几个潜在的机制可以解释认知损害与炎症之间的关联ꎮ

其中一种解释是ꎬ 炎症通过血管机制与痴呆相关ꎮ 炎症与心

脑血管疾病相关ꎬ 而这些疾病可能导致痴呆[１４] ꎮ 另一种解释

是ꎬ 炎症与痴呆的关联独立于血管因素存在ꎮ 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ꎬ 炎性因子对认知功能的分子水平发挥重要而复杂的

作用ꎬ 其可通过调节突触可塑性、 神经形成、 神经调制影响

认知功能[１５] ꎮ 炎性因子介导的与认知相关的细胞机制包括胆

碱能和多巴胺能通路及促进神经退行性变或再生[１６] ꎮ 一些证

据表明ꎬ 外周炎性因子可穿透血脑屏障进一步影响认知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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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老龄化—营养改善的中国行动
———推进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计划多元化发展ꎬ 实现健康老龄化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郑玉梅　 曾　 平

　 　 引子: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的一项长期战略任

务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ꎬ 构建养老、 孝老、 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ꎬ 这是

党中央针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形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ꎮ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发布了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

要» 配套计划———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ꎮ «国民营

养计划» 提出了 “七大策略”、 “六项重大行动”ꎬ “老年人群

营养改善行动” 是六大行动中最具创新性的一个行动计划ꎮ

推进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计划多元化发展ꎬ 是实现健

康老龄化的重要保障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是新中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ꎬ 也是推进我国老年营

养与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ꎮ 目前ꎬ 我国 ６０ 岁及以

上老年人口约 ２.４９ 亿ꎬ 占总人口的 １７.９％ꎬ ２０１７ 年新增老年

人口首次超过 １０００ 万[１] ꎬ 预计到 ２０５０ 年前后ꎬ 中国老年人

口数将超过 １ / ３ (６０ 岁及以上)ꎮ

近日ꎬ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ꎬ 意味着老年健康支持体系的

建设已不遥远: 一是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９〕 １３ 号ꎬ 以下简称 «健康中国行动» ) 首次提

出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ꎬ 将健康教育作为首要环节ꎬ 提出

“改善营养状况”ꎬ 努力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服务ꎮ 二

是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 (国卫老龄

发 〔２０１９〕 ６１ 号ꎬ 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 ) 将 “做实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 “开展老年人营养改善行动ꎬ 监测、 评价和

改善老年人营养状况” 等措施纳入 “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

内容ꎬ “把老年人满意度作为重要评价指标ꎬ 每年组织开展一

次绩效评价” 作为评价考核的关键举措ꎮ 三是 «国家积极应

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 (以下简称 «规划» ) 从建立健

全健康服务体系ꎬ 促进老年人身心健康方面ꎬ 提出积极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ꎬ 打造高质量健康服务体系的三个阶段性目标、

三个具体措施ꎻ 同时ꎬ 将 “实施国民营养计划” 纳入 “普及

健康生活” 的版块ꎮ

１９９１ 年 ２ 月 ６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 «联合国老年人保健原

则»ꎬ 强调老年人的独立、 参与、 照顾、 自我充实和尊严ꎮ 建

立 “健康老龄化” 的发展模式ꎬ 是当前老年保障体系的重要

支撑ꎮ 老年营养改善工作是实施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工作

内容ꎬ 建立科学、 合理的营养服务提供方式ꎬ 是维护老年人

健康ꎬ 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重要保障ꎮ

一、 老年人群健康问题突出ꎬ 人口老龄化所

带来的健康照护供需矛盾凸显

　 　 老年人口属于患病高危人群ꎬ 据世界银行预测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人口老龄化可能使中国慢病负担增加 ４０％[６ꎬ７] ꎮ 随着增

龄ꎬ 老年人器官功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衰退ꎬ 老年健康状况亟

待改善ꎮ

(一) 老年人群健康问题突出

中国 ６０ 岁老年人的期望寿命为 ２０ 年ꎬ 男性 １９ 年ꎬ 女性

２１ 年[４] ꎬ 相当于全球平均水平 ( «２０１３ 年世界卫生统计报

告» ) [４] ꎬ 而中国老年人群自理期望寿命从 ２００５ 年到 ２０１０

年呈延长趋势ꎬ ６０ 岁年龄组男性从 １９.５ 年增加到 ２０.０ 年ꎬ

女性从 ２２.５ 年增加到 ２３.１ 年 (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人口抽样调

查和 ２０１０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５－６] ꎮ 健康预期寿命

既能反映生命数量 (长寿水平)ꎬ 又能反映生命质量 (健康程

度) (图 １)ꎮ 目前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健康预期寿命研究ꎬ 将

其纳入国家战略规划ꎮ

图 １　 健康期望寿命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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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２０１８ 年人均预期寿命是 ７７ 岁ꎬ 但是健康预期寿命

仅为 ６８.７ 岁ꎬ 也就是说ꎬ 居民大致有 ８ 年多的时间带病生

存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我国老年人群超过 １.８ 亿老年人患有慢性

病ꎬ 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７５％ꎬ 失能、 部分失

能老年人约 ４０００ 万ꎮ

中国死因监测数据[７] 表明ꎬ 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 呼

吸系统疾病等是造成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群期望寿命损失的重要

原因ꎬ 慢性病占中国老年人群死因的 ９１.２％ꎮ ６０岁以上老年人

群前 １０位死因中ꎬ 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排在第五位 (表 １)ꎮ

表 １　 中国老年人群前 １０ 位死因死亡率 (１ / １０ 万)

顺位 死因 死亡率

１ 心脑血管疾病 ２１３２.６

２ 恶性肿瘤 ８４６.４

３ 呼吸系统疾病 ７３８.０

４ 伤害 １５３.２

５ 内分泌营养代谢疾病 ９３.１

６ 消化系统疾病 ８４.７

７ 泌尿生殖系统疾病 ４２.７

８ 神经系统疾病 ４０.９

９ 传染病 ３０.２

１０ 精神障碍 １７.７

　 　 数据来源: 全国疾病监测系统死因监测数据集 ２０１２ꎮ

中国老年人群健康影响因素中ꎬ 膳食不合理、 高血压、

吸烟以及室内、 外空气污染是对死亡的归因影响大的前五位

因素ꎬ 我国老年人的健康服务需求明显高于全体人口的平均

水平ꎬ 无论是个人、 家庭还是社会都存在庞大的刚性需求ꎮ

(二) 老年人群营养风险 (不良) 问题所导致的健

康风险不受重视

　 　 老年人营养问题可增加患 ２ 型糖尿病、 心血管病、 癌症

等慢病的风险ꎬ 会加速老年人的体质下降和功能退化ꎬ 如骨

质疏松症、 肌肉功能衰退等ꎬ 增加失能、 失智的风险ꎬ 使医

疗和照护负担加重ꎬ 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和健康寿命[８ꎬ９] ꎮ ２０１２

我国老年人营养不良直接消费了 １０％的老年人治疗费用ꎬ 占

全国卫生总费用的 ８％ꎮ 具体表现如下:

一是老年营养风险 (营养不良) 普遍存在ꎮ 国内外临床资

料表明ꎬ 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社区老年人为 ５％~１０％ꎬ 老年住院

患者 (急性) 为 １０％~５０％ (长期需要病护为 １０~７０％)ꎬ 养

老院为 ８５％以上ꎻ 蛋白质热量营养不良症在住院老年病人中

患病率为 ６０％ꎬ 但被诊出率仅为 ３６％ꎬ 获得营养支持者只有

８％[１０] ꎮ 营养不良可使再入院次数增多、 住院时间延长ꎻ 与无

营养风险老年人相比ꎬ 存在营养风险的老年人死亡率高一倍、

感染并发症的风险高 ２ 倍ꎮ

二是老年人营养不良与老年人生活质量密切相关ꎮ 针对

老年人营养不良与生活质量的研究并不是很多[１３] ꎮ 以老年厌

食症为例ꎬ 目前已有许多可治愈的病理性厌食症的发病原因

被确认ꎬ 但是心理问题导致的老年人厌食症会导致严重的体

重下降ꎬ 老年人出现能量营养不良的概率大大增加ꎬ 但是这

一问题却很少被人重视ꎬ 甚至很少有人去寻求营养支持[１３ꎬ１４] ꎮ

在我国ꎬ 老年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尚不能普遍使用ꎬ 干预就更

不可能涉及到老年厌食症ꎮ

(三) 老年营养研究与健康服务能力不足

目前ꎬ 我国老年营养工作存在的共性问题是老年人的营

养干预严重滞后ꎬ 存在诸多问题ꎮ

一是老年人群健康 (营养) 照护需求量大ꎮ 中国目前有

６５ 岁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已达到 ８８００ 万户[１８] ꎬ 占全国 ４.３

亿家庭总户数的 ２０％ꎬ 其中空巢老人接近 ５０％ꎮ 家庭规模小

型化ꎬ 微型化和结构简单化ꎬ 导致老年人的照护与心理慰藉

难以得到满足ꎬ 老年人的膳食供给面临巨大的需求ꎮ

二是老年人营养方便的食品研发能力和产业化水平不高ꎮ

存在老年助餐服务能力不足、 专业化水平不高、 缺乏老年营

养餐的膳食营养规范和行业标准等问题ꎮ

三是老年营养专业队伍人才缺乏ꎮ 老年人对养生保健的

需求大ꎬ 但是科学素养差ꎬ 容易被不良商家蒙骗ꎻ 医护人员

缺乏营养学知识技能的培训ꎬ 对老年人的膳食营养指导不力ꎮ

二、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目标明确ꎬ 渐

进式推动老年营养指导制度逐步形成

　 　 老龄化的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ꎬ 如营养与生活方式ꎬ

心理、 环境因素以及保健条件等ꎮ 通过对老年人群实施营养

计划ꎬ 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ꎬ 维护老年人

的健康功能ꎬ 延长老年人的健康预期寿命ꎬ 促进健康老龄化

目标的实现ꎮ

(一) 老年营养干预的重要性

国外许多研究证据显示ꎬ ８５％的老年人至少有一种慢性

健康问题可以通过合理营养得到改善ꎮ

１、 饮食干预是基础

３０％的老年糖尿病患者只需要单纯地营养干预即可控制ꎻ

Ｂａｌｋ 等[１６]研究表明ꎬ 通过营养干预在膳食中增加某些维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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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矿物质含量高的食物ꎬ 具有预防老年认知功能衰退和痴呆

的作用ꎮ 合理营养干预能改善老年人的营养状况ꎬ 促进组织、

脏器的修复ꎬ 减少住院时间及医疗费用[１２ꎬ１５~１７] ꎮ

但是ꎬ 对于老年人群ꎬ 单纯的营养干预并不能真正达到改

善健康的目的ꎬ 结合心理干预、 社会关怀、 营养与健康教育、

健康照顾等多重手段ꎬ 才能真正达到健康老龄化的最终目标ꎮ

２、 要重视肌肉衰减综合征的发生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ꎬ 人体骨骼肌随年龄增加不断衰减ꎮ 据

报道ꎬ 一般 ５０岁后ꎬ 骨骼肌量平均每年减少 １％~２％ꎬ ５０~６０

岁间增至 ３％ꎮ ６０ 岁以上慢性肌肉丢失估计 ３０％ꎻ ８０ 岁以上

约丢失 ５０％ꎻ 而肌肉减少 ３０％将影响肌肉的正常功能[１１] 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在欧洲老年医学会的倡议下ꎬ 欧洲老年肌肉衰

减综合征工作小组成立ꎬ 对老年肌肉衰减综合征做出一个统

一的定义及临床诊断标准ꎬ 即推荐用肌肉质量及肌肉功能

(力量及性能) 两方面的同时下降来定义老年肌肉衰减综合

征ꎮ ２０１８ 年初ꎬ 工作组再次开会 (ＥＷＧＳＯＰ２)ꎬ 肌肉衰减

综合征现在被正式确认为一种肌肉疾病ꎬ 其 ＩＣＤ－１０－ＭＣ 诊

断代码可用于某些国家的医疗费用结算[１２] ꎮ

关于老年肌肉衰减综合征的营养干预研究ꎬ 我国目前尚

无代表性的权威数据ꎮ 目前国内的一些研究ꎬ 基本上是参照

国外模式的部分动物实验、 基础性研究以及少量人群研究ꎬ

更为有价值的、 大数据的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ꎮ

３、 老年保健与营养服务

老年保健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ａｒｅ) 最初起源于美国ꎮ 美国将营养

服务纳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更新的 «美国联邦政府对家庭－社区服

务体系支持的战略报告»ꎬ 美国有很多机构负责老年营养服

务ꎮ 美国营养学协会ꎬ 美国社会营养学学会ꎬ 社会营养教育

学会均提倡 “社区老年人的食品与营养安排计划”ꎬ 合理的老

年人食品与营养计划需包括充足的食品援助和膳食计划ꎮ

日本具有完善的保健服务体系ꎮ １９９３ 年日本颁布了 «老

人保健法»ꎬ 营养指导已被纳入生命全周期ꎬ 老年人群的营养

服务工作基于完善的 “介护体系” 等服务体系ꎮ

(二)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的定位和发展目标

在 «国民营养计划» 制定之初ꎬ 就将 “老年人群营养改

善行动” 计划做出明确定位: 研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营养

指导ꎻ 逐步建立高龄老人营养健康状况监测制度ꎬ 探索建立

差异化的营养工作示范点ꎻ 研究不同老年人群的营养安全需

求ꎬ 为产业发展提供指导ꎬ 带动养老产业发展和食品行业的

转型升级ꎮ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提出了分阶段、 渐进式发展的

发展方向ꎮ

１、 总体目标

通过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ꎬ 降低老年人群常见营养

不良流行率ꎬ 提高生活质量ꎬ 减少失能ꎬ 降低疾病负担ꎬ 为

保障老年人权益ꎬ 实现健康老龄化提供保障ꎮ

２、 渐进式目标

计划到 ２０２０ 年ꎬ 在试点地区促进老年人膳食更加合理

化ꎬ 提高住院老年患者营养支持率ꎬ 努力消除试点老年人群

中、 重度营养不良状况ꎬ 将老年人群贫血患病率控制到 １０％

以下ꎻ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建立我国老年人群普惠性的营养指导制

度ꎮ 全面实现城镇与农村老年人群营养不良和营养风险筛查

工作常态化ꎬ 营养咨询与健康教育工作规范化ꎬ 营养与健康

服务体系化ꎬ 营养治疗工作及时化ꎮ

三、 老年营养改善: 未来发展之路与政策建议

我国的老年保健服务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健康服务需

求ꎬ 而 «国民营养行动计划———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ꎬ

其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举ꎬ 是其他任何领域所无法替代的

重要举措ꎮ

(一) 倡导标准先行ꎬ 做好顶层设计

«国民营养行动计划» 以问题为导向ꎬ 深入了解和调查现

阶段我国居民营养健康和营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ꎬ 找出其

中能以标准形式解决的内容ꎬ 列入优先工作计划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 日ꎬ 有两个老年营养行业标准 «老年人膳

食指导» 和 «老年人营养不良风险评估» (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 日正式实施) 同时发布ꎬ 是老年营养工作标准化的起点ꎬ

还有待实践检验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ꎬ 我国首个老年食品的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老年食品通则» (征求意见稿) 发布了ꎬ 新标准根据

老年人的生理特点和营养特点ꎬ 将老年食品分为三类: 易食

食品ꎬ 针对咀嚼吞咽功能下降老年人ꎬ 只改变食物的物理性

状ꎻ 老年营养配方食品ꎬ 满足老年人基本生理需求的全部营

养ꎬ 可作为代餐食用ꎻ 老年营养补充食品ꎬ 补充老年人膳食

摄入不足的营养素ꎮ 该标准填补了国内标准空白ꎬ 为老年人

营养健康提供重要保障ꎮ

(二) 加强老龄化国情教育ꎬ 提高老年人的营养健康

素养

　 　 健康教育已成为老年健康工作的首要环节ꎮ 加强健康教

育ꎬ 使得老年人了解掌握核心健康理念、 相关知识与必备技

能ꎬ 并融入到日常生活方式行为中ꎮ 早在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全国

老龄办等 １４ 个部门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联合印发 «关于开展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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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化国情教育的通知»ꎬ 在全社会开展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ꎬ

并将 “健康老龄化” 推进情况纳入老龄化国情教育中ꎮ

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表明ꎬ 我国老年人群健

康素养有待提高ꎬ 城市好于农村 (表 ２)ꎮ

表 ２　 中国中老年人群具备健康素养的比例 (％)

健康

素养

３ 个方面

基本知识

和理念

健康生活

方式与行为
基本技能

５５－６４ 岁 ４.７ １１.４ ５.９ １３.０

其中　 城市 ９.０ ２０.５ １０.９ ２１.９

　 　 　 农村 １.６ ４.８ ２.３ ６.７

６５－６９ 岁 ３.８ ８.５ ５.３ ９.１

其中　 城市 ７.４ １５.３ １０.０ １６.４

　 　 　 农村 １.１ ３.３ １.７ ３.６

　 　 数据来源: 首次中国居民健康素养调查报告ꎮ

加强老年健康教育的整体设计非常必要ꎬ 应考虑将营养素

养纳入健康素养评价的框架体系中ꎮ 关于营养素养ꎬ 国内尚无

有效的评估工具和标准ꎮ 尽管国际上有较为成熟的营养素养

评价工具ꎬ 但是大部分针对 １８ 岁以上成年人ꎬ 如成年人营养

素养评价工具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Ｌｉｔｅｒａｃｙ ｏｎ

Ａｄｕｌｔｓꎬ ＥＩＮＬＡ) 等ꎮ 因此ꎬ 尽快开发和研制老年营养素养评

价工具ꎬ 将营养素养作为老年健康教育的首要目标ꎬ 让老年

人成为自身健康维护的主体操控者ꎮ

(三) 建立医养结合框架下的老年人群营养与健康照

护发展模式ꎬ 推进老年健康支持体系建设

　 　 “老年健康与医养结合服务管理工作” 新划入 １９ 项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ꎬ 是为老年健康保驾护航的关键举措ꎮ «老年人

健康管理技术规范» (ＷＳ/ Ｔ４８４－２０１５)ꎬ 其内容虽然涉及到

预防保健等技术手段ꎬ 如生活方式评估包括 “饮食”、 “饮

酒” 等因素ꎬ 但因仅仅是简单评估ꎬ 缺乏系统性的营养评估

方法而显得 “为了管理而管理”ꎬ 实用性不强ꎬ 无法制定有针

对性的营养干预措施ꎮ

因此ꎬ 按照 «指导意见» 设计的框架ꎬ 将老年营养工作

逐渐融入到医养结合服务工作中ꎬ 逐步探索个体化、 规范化

的老年营养需求与膳食对策ꎬ 在 ２０２０ 年之前ꎬ 扎实推进相关

工作体系ꎮ

展　 望

“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 的成立[５] ꎬ 标志着我国营养

工作迈上了新的台阶ꎬ 为我国营养研究工作提供了强大支撑ꎮ

刚刚颁布的我国卫生与健康领域第一部基础性、 综合性

的法律———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的第 ７４ 条提出了

“国家建立营养状况监测制度”、 “开展未成年人和老年人营养

改善行动”ꎬ 首次将营养保障纳入法律条文ꎬ 凸显 “保基本、

强基层、 促健康” 理念ꎬ 为老年营养学科的发展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机遇ꎮ

当前以及今后的十年时间ꎬ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将

向多元化发展ꎬ 更深层次地融入到我国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

设中ꎮ 从建立健全健康服务体系的视角ꎬ 建立营养照护制度ꎻ

建立老年人群营养与健康监测报告制度ꎻ 建立 “老年人群营

养与健康宣教－咨询－配餐－关怀” 服务体系ꎬ 这些举措也是

实现 «健康中国行动» ———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 目标和

«规划» 落地的重要抓手ꎮ

健康老龄化: 活得长还要活得好ꎮ

希望全社会充分践行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老龄化与健康全球

战略和行动计划» (世界卫生大会 ＷＨＡ６９.３ 号决议ꎬ ２０１６)

提出的口号: 建设每个人都能健康长寿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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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对上海社区老年人群少肌症及少肌性肥胖
的患病率及相关不良事件的影响
Ｓｅｘ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ｏｆ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ａｎ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ｃ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ＷＧ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杜艳萍１ 　 王小冬２ 　 谢　 华３ 　 郑松柏１ 　 吴筱磬１ 　 朱晓颖１ 　 张雪梅１ 　 薛思红１ 　 李慧林１ 　 洪　 维１ 　

唐雯菁１ 　 陈敏敏１ 　 程　 群１ 　 孙建琴３

１.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骨质疏松科ꎻ ２. 上海周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ꎻ ３.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营养科

通讯作者: 孙建琴 ｊｉａｎｑｉｎｓ＠１６３.ｃｏｍꎻ 程群 ｑｕｎｃｈｅｎｇ２０１６＠１６３.ｃｏｍ

　 　 摘要: 目的　 (１) 了解上海社区老年男性和女性少肌症

和少肌性肥胖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ＳＯ) 的患病率ꎬ 并比较其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ꎻ (２) 比较 ＳＯ 的相关不良事件 (骨质疏松、

高血糖和脂代谢异常) 的发生是否存在性别差异ꎮ 方法 　 以

上海周家桥社区 ６５ 岁以上居民为研究对象ꎬ 最后入组 ６３１

人ꎬ 男性 ２１３ 人ꎬ 女性 ４１８ 人ꎮ 应用生物电阻抗法测肌肉含

量和脂肪含量ꎬ 双能 Ｘ 线测定腰椎和髋部骨密度ꎬ 同时进行

握力和 ６ 米步行试验并空腹抽血测定血糖、 糖化血红蛋白、

胆固醇、 甘油三酯、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及骨矿代谢指标ꎮ 应用亚洲少肌症工作组 (Ａ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ꎬ ＡＷＧＳ) 的标准诊断少肌症和少肌性肥

胖ꎮ 根据肌肉和肥胖状态将研究组进一步分为 ＳＯ 组 ( ｓａｒ￣

ｃｏｐｅｎｉａ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ＳＯ)ꎬ 单纯肥胖组、 单纯少肌组以及正常组ꎮ

结果　 (１) 上海社区老年男性少肌症患病率为 １９.２％ꎬ 女性

为 ８.６％ꎻ ＳＯ 的男性患病率为 ７.０％ꎬ 女性为 ２.４％ꎻ (２) 与正

常组相 比ꎬ ＳＯ 组 人 群 四 肢 骨 骼 肌 量 (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ａｓｓꎬ ＡＳＭ) 男性下降 ３４.７％ꎬ 女性下降 ２４.８％ꎬ ＳＯ 组男性脂

肪量 ( ｆａｔ ｍａｓｓꎬ ＦＭ) 比正常组上升 ９.６％ꎬ 女性上升 ４３.８％ꎮ

因此与正常组相比ꎬ ＳＯ 组男性的 ＡＳＭ/ ＦＭ 下降 ４０.０％ꎬ 女性

下降 ４８.４％ꎻ (３) 男性 ＳＯ 组人群罹患骨质疏松和脂代谢异常

的风险是正常组的 ４.２１ 倍和 ４.１５ 倍ꎮ 女性 ＳＯ 组人群罹患骨质

疏松和高血糖风险是正常组的 １.１２ 倍和 ４.２１ 倍ꎮ 结论 　 (１)

以 ＡＷＧＳ 为诊断标准ꎬ 男性更易罹患少肌症和 ＳＯꎻ (２) 与正

常组相比ꎬ ＳＯ 组男性的 ＡＳＭ / ＦＭ 变化程度大于女性ꎻ (３)

ＳＯ 的不良事件存在性别差异ꎮ ＳＯ 的女性更容易罹患高血糖ꎬ

而 Ｓ０ 的男性更容易罹患骨质疏松症和脂代谢异常ꎮ

少肌症最早由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提出ꎬ 是指一类与增龄相关的

肌肉衰退[１] ꎮ 少肌症将会导致许多不良事件的发生如增加跌

倒和骨折的风险、 心肺功能受损、 失能以及死亡率的增加[２] ꎮ

此外ꎬ 少肌症中还有一种特殊类型ꎬ 以肌肉减少同时伴脂肪

增多为特征称为少肌性肥胖 (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ＳＯ) [３] ꎮ

这类人群与单纯少肌或者单纯肥胖人群相比ꎬ 其发生代谢性

疾病、 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更高ꎬ 死亡率也进一步增加[４] ꎮ

我们前期的研究结果显示老年男性拥有更多的肌量ꎬ 但

肌肉衰退较快ꎬ 而老年女性则拥有更多的脂肪量[５] ꎮ 更为重

要的是ꎬ 这种两性随着增龄出现的不同体成分改变ꎬ 是否会

导致以肌肉衰退和脂肪增加为特征的少肌性肥胖及其相关的

临床因素如骨质疏松、 糖尿病、 高脂血症的发生存在性别差

异ꎬ 尚不清楚ꎮ 本课题的研究目的是 (１) 比较上海社区老年

人群少肌症和 ＳＯ 患病率的性别差异ꎻ (２) 探索两性 ＳＯ 人

群的肌肉衰退和脂肪量增加方面是否存在差异ꎻ (３) 探索

ＳＯ 人群的不良事件发生包括骨质疏松、 高血糖以及脂代谢紊

乱是否存在性别差异ꎮ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 研究人群

我们从上海周家桥社区招募人群ꎮ 入组标准为年龄在 ６５

－８９ 岁ꎬ 居住在上海ꎬ 有独立行走能力ꎮ 排除标准: (１) 严

重认知功能障碍ꎻ (２) 已诊断高脂血症、 糖尿病、 严重的肝

肾功能疾病ꎻ (３) 使用影响骨代谢、 糖代谢和脂代谢的药物ꎻ

(４) 下肢水肿ꎮ 本研究得到了华东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Ｎｏ: ２０１４Ｋ００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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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肌肉的评估

应用 Ｉｎｂｏｄｙ７２０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 公司ꎬ 首尔ꎬ 韩国) 测定肌

量和脂肪量ꎮ 四肢骨骼肌量指数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ＡＳＭＩ) 定义为四肢骨骼肌数量 /身高２ꎮ 应用 Ｊａｍａｒ

握力器对受试者优势侧进行握力测定ꎮ 让受试者以正常的步

速直线行走 ６ 米ꎬ 计算步速ꎮ

３. 少肌症和少肌性肥胖的判定

少肌症诊断按照亚洲少肌症工作组 ( Ａｓｉａｎ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ꎬ ＡＷＧＳ) 的标准[６] ꎮ 肌量减少定义为

ＡＳＭＩ 低于同地区同性别年青人群 ２ 个标准差ꎮ 根据我们既往

研究数据ꎬ 肌量减少的截断值为男性 ６.６６ｋｇ / ｍ２ꎬ 女性为

５.２４ｋｇ / ｍ２[７] ꎻ肌力下降定义握力低于同性别研究人群 ２０％的

位点ꎬ 本研究中的截断值为男性 ２４.８ｋｇꎬ 女性 １５.９ｋｇꎻ 躯体

功能减弱定义为步速<０.８ｍ / ｓꎮ 肥胖定义为全身脂肪百分比超

过同性别研究人群 ６０％位点ꎮ 男性为 ２７.２％ꎬ 女性为 ３５.９％ꎮ

ＳＯ的诊断为同时符合少肌症及肥胖ꎮ

４. 骨密度的测定和骨质疏松的判定

应用双能 Ｘ 线吸收仪 (Ｈｏｌｏｇｉｃ Ｄｅｌｐｈｉ Ａꎻ Ｈｏｌｏｇｉｃ 公司ꎬ

马萨诸塞州ꎬ 美国) 对受试者的腰椎和髋部进行骨密度检测ꎮ

骨质疏松的诊断标准为腰椎或髋部任一部位 Ｔ 值≤－２.５[８] ꎮ

５. 实验室检查

受试对象空腹抽静脉血ꎬ 行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的测定ꎮ 高血糖定义为空腹血糖 > ６. １ｍｍｏｌ / Ｌ 且

ＨｂＡ１ｃ>６.０％ꎮ 脂代谢异常定义为总胆固醇、 甘油三酯、 低

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任一一项或者多项

出现异常[９] ꎮ

６. 统计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ꎮ 数据用平均值±标准

差、 中位数和四分位区间或百分比表示ꎮ 组间比较采用 ＡＮＯ￣

ＶＡ (连续变量) 或者秩和 (分类变量) 检验ꎮ 应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比较 ＳＯ 组与其他组罹患骨质疏松、 高血糖和脂代

谢异常的比值比ꎮ Ｐ 值<０.０５ 为有统计学意义ꎮ 所有统计结果

都进行双侧检验ꎮ

二、 结　 果

１. 上海社区老年人群少肌症和 ＳＯ 的患病率

本研究最终入组男性 ２１３ 人ꎬ 女性 ４１８ 人ꎮ 男性少肌症

患病率为 １９.２％ꎬ 女性为 ８.６％ꎮ ＳＯ 的患病率男性 ７.０％ꎬ 女

性为 ２.４％ꎬ 见图 １ꎮ

Ｆｉｇ. １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ＷＧ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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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ＳＯ 组和其他组别人群临床特征

根据肌肉脂肪状态ꎬ 将受试者分为 ＳＯ 组、 单纯肥胖组

(肌肉正常)、 单纯少肌症 (正常的体脂量) 以及正常组 (正

常肌肉和正常体脂量)ꎮ

在 ４ 组研究对象中ꎬ 单纯肥胖组腰椎和髋部的骨密度最

高ꎮ 老年男性中ꎬ ＳＯ 组的骨密度低于肥胖组和正常组ꎮ 在四

组人群中ꎬ ＳＯ 组女性的空腹血糖和 ＨｂＡ１ｃ 的水平最高ꎮ 而

男性 ＳＯ 组人群空腹血糖水平低于单纯肥胖组ꎬ 但高于单纯

少肌症和正常组ꎮ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ꎬ ＳＯ 组血清胆固醇以

及 ＬＤＬ 的水平高于其他三组ꎬ 见表 １ꎮ

３. ＳＯ组与正常组之间四肢肌量及脂肪量的变化差异

如表 ２ 示ꎬ ＳＯ 组与正常组相比ꎬ 男性 ＡＳＭ 平均下降

３４.７％ꎬ ＦＭ 上升 ９.６％ꎬ 而女性 ＡＳＭ 平均下降 ２４.８％ꎮ ＦＭ

上升 ４３.８％ꎮ 因此ꎬ 与正常人群相比ꎬ 男性 ＳＯ 组 ＡＳＭ / ＦＭ

下降 ４０.０％ꎬ 女性为 ４８.４％ꎮ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ｂｉ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ｉｔｈ ＳＯꎬ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ｏｒ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ｅｘｅｓ

Ｓｅｘ ＳＯ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Ｐ

Ａｇｅ(ｙｅａｒｓ) Ｍ ７５.３±６.１ａ ７３.３±７.４ａ ７３.８±８.２ａ ７１.６±９.１ａ ０.３４３

Ｆ ７１.４±５.４ａ ６７.２±７.３ａ ７２.４±７.７ａ ６８.１±８.１ａ ０.１７５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Ｍ ２３.５±２.０ｂ ２６.４±２.４ａ ２１.０±２.３ｂ ２３.０±２.６ｂ ０.０００

Ｆ ２３.９±１.７ｂ ２６.３±３.３ａ １８.８±１.５ｄ ２１.８±２.１ｂｃ ０.０００

Ｔｏｔａｌ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Ｍ ３１.３±２.７ａ ３１.１±２.９ａ ２１.７±６.７ｂ ２２.４±４.３ｂ ０.０００

Ｆ ４３.２±５.０ａ ３９.８±３.６ａ ２８.４±４.９ｂ ２９.８±４.７ｂ ０.０００

ＡＳＭＩ(ｋｇ / ｍ２) Ｍ ５.８４±０.５６ｂ ７.７４±０.５９ａ ６.３９±０.５３ｂ ７.６９±０.６５ａ ０.０００

Ｆ ４.４８±０.９８ｂ ６.４１±０.６８ａ ４.９６±０.２３ｂ ６.１９±０.６３ａ ０.０００

Ｈａｎｄ ｇｒｉｐ(ｋｇ) Ｍ ２４.２±４.７ｂ ３６.９±７.７ａ ２６.７±５.９ｂ ３３.８±６.７ａ ０.００２

Ｆ １８.６±５.５ａｃ １９.０±４.８ａｂ １６.３±５.５ｂｃ ２０.３±５.０ａ ０.００１

Ｓｐｉｎｅ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Ｍ ０.９２±０.１５ｂ １.０７±０.１９ａ １.００±０.１７ａ ０.９９±０.１６ａ ０.０３５

Ｆ ０.８２±０.１２ｂ １.０４±０.１６ａ ０.６８±０.１６ｃ ０.８３±０.１６ｂ ０.００１

Ｈｉｐ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Ｍ ０.８１±０.１３ｂ １.０３±０.１２ａ ０.７７±０.１２ｂ ０.８９±０.１０ｂ ０.００３

Ｆ ０.７３±０.１１ｂ ０.８９±０.１３ａ ０.６１±０.１５ｃ ０.７６±０.１３ｂ ０.０１５

Ｆ ２１.０±５.５ａ １８.３±６.４ａ ２２.４±５.１ａ ２２.１±７.０ａ ０.１６１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ｍｍｏｌ / Ｌ) Ｍ ５.３３±０.５７ａ ５.６５±１.１２ａ ５.１２±０.５２ａ ５.３０±０.９８ａ ０.６５６

Ｆ ６.１４±０.５３ａ ５.８８±０.６３ａｂ ４.８６±０.４５ｃ ５.２３±０.６４ｂｃ ０.００１

ＨｂＡ１Ｃ(％) Ｍ ５.３０±０.５９ａ ５.８０±０.４４ａ ５.０９±０.６９ａ ５.１６±０.４９ａ ０.３２４

Ｆ ６.２３±０.６６ａ ６.０１±０.６１ａ ５.１１±０.７１ｂ ４.９１±０.４８ｂ ０.０１１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Ｍ ６.４(５.４１－７.１２) ａ ５.９０(４.９５－６.９９) ａｂ ５.５５(４.３５－６.２２) ｂｃ ５.３３(４.５２－５.６１) ｃ ０.０１２

Ｆ ６.１１(５.８２－６.７８) ａ ５.６５(５.１１－６.５２) ａ ５.１７(４.８８－６.１９) ｂ ５.７８(５.２１－６.５１) ａ ０.０２３

Ｔｒｉ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ｓ(ｍｍｏｌ / Ｌ) Ｍ ２.４０(１.３－２.６) ａ ２.４７(１.９８－２.８８) ａ １.６０(１.１３－２.２１) ｂ １.６３(１.２１－２.３８) ｂ ０.０２１

Ｆ １.６８(１.１２－２.１１) ａ １.８８(１.４９－２.６２) ａ １.７８(１.４１－２.５８) ａ １.６３(１.１８－２.１８) ａ ０.５２３

Ｈ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Ｍ １.５０(１.２８－１.７０) ａｂ １.０９(０.８１－１.３６) ｂ １.７５(１.４９－１.８８) ａ １.２６(０.９９－１.４８) ｂ ０.０４５

Ｆ １.８６(１.５８－２.４９) ａ １.７０(１.３２－２.２８) ａ １.７９(１.３３－２.２５) ａ １.８６(１.５５－２.４１) ａ ０.８９９

ＬＤ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ｍｍｏｌ / Ｌ) Ｍ ４.１２(３.２３－４.７１) ａ ３.６４(２.６０－３.９１) ａｂ ２.９９(２.３８－３.３７) ａｂ ２.８２(２.４８－３.４０) ｂ ０.０１１

Ｆ ３.６１(３.０３－４.２１) ａ ３.１３(２.８９－３.８１) ａ ３.０２(２.５４－３.８８) ａ ３.１１(２.６９－３.７２) ａ ０.７２３

Ｓｐｅｅｄ(ｍ/ ｓ) Ｍ ０.８２±０.３１ｂ １.０３±０.２１ａｂ ０.９０±０.２９ｂ １.１２±０.２２ａ ０.００６

Ｆ ０.７９±０.２２ｂ ０.８９±０.２９ａｂ ０.８２±０.２１ｂ １.０９±０.２７ａ ０.０４４

　 　 Ｎｏｔｅｓ: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ａ ｒｏｗ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 ｌｅｔ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ꎬ ｐ<０.０５. Ｆｒｏｍ ａ ｔｏ ｄꎬ ｔｈｅ ｍｅ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ｒ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ＭＩ: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ꎻ ＡＳＭＩ: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ꎻ ＢＭＤ: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ꎻ

９３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ＡＳＭ ａｎｄ Ｆ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ｅｘｅ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ＳＯ ｇｒｏｕｐ Ｒａｔ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ｌｅ ＡＳＭ(ｋｇ) ２１.３±２.７ １３.９±２.４ －３４.７％

ＦＭ(ｋｇ) １４.６±３.６ １６.０±１.９ ＋９.６％

ＡＳＭ / ＦＭ １.４５ ０.８７ －４０.０％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ＳＭ(ｋｇ) １５.１±１.９ １１.３±３.０ －２４.８％

ＦＭ(ｋｇ) １６.２±３.２ ２３.３±２.８ ＋４３.８％

ＡＳＭ / ＦＭ ０.９３ ０.４８ －４８.４％

　 　 ＡＳＭ: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ａｓｓꎻ ＦＭ: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４. ＳＯ 组与其他组相比罹患骨质疏松、 高血糖和脂

代谢异常的比值比

　 　 表 ３ 显示与正常人群相比ꎬ 单纯肥胖组人群罹患骨质疏

松症的风险最低ꎮ 单纯少肌组人群具有更高的骨质疏松风险ꎮ

男性 ＳＯ 人群罹患骨质疏松的比值比是正常人群的 ２.８３ 倍ꎮ

在老年女性中ꎬ 肥胖组及 ＳＯ 组发生高血糖的比值比大于正

常组ꎮ 男性单纯肥胖组和 ＳＯ 组罹患高血脂的比值比高于正

常组ꎮ

Ｔａｂｌｅ ３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ｆｒｏｍ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ꎬ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ꎬ ａｎｄ 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 ｇｒｏｕｐꎬ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 Ｗａｌｄ’ｓ χ２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Ｐ ｖａｌｕｅ

Ｍａｌｅ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ＳＯ １.０４ ０.８６ ２.８３(０.５６－９.８２) ０.６５３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１.４３ ４.８４ ４.２１(１.３２－１３.２５) ０.０３９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０.４０ ３.６４ ０.６７(０.０７－０.８２) ０.０４８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ＳＯ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８９(０.２７－３.０１) ０.９１６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９８(０.５４－４.１５) ０.８４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０.６０ ０.５８ １.８２(０.６２－４.２８) ０.５９４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ＳＯ １.４２ ３.７８ ４.１５(１.５５－１９.２０) ０.０４９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０.２２ ０.２７ １.２４(０.４７－４.２９) ０.６１２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１.２０ ４.２８ ３.３２(１.３３－９.２８) ０.０４１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ＳＯ ０.１１ ０.０１ １.１２(０.１５－５.８９) ０.９４１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２.２３ ５.７６ ９.３２(２.５４－３２.１７) ０.０３２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０.８４ ３.８５ ０.４３(０.１２－０.７７) ０.０４４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ＳＯ １.７３ ５.１９ ５.６５(１.８９－１７.２５) ０.０３５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９６(０.６３－３.７８) ０.８７２

０４



续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 Ｗａｌｄ’ｓ χ２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Ｐ ｖａｌｕｅ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１.３８ ３.７９ ３.９９(１.０２－５.６１) ０.０４５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ｙｓｌｉｐｉｄｅｍｉａ ＳＯ ０.８１ ０.４２ ２.２５(０.３９－１８.１２) ０.４８２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０.５８ １.５９ ０.５６(０.２３－１.３８) ０.２０８

Ｏｂｅｓｉｔｙ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９０(０.１８－１４.４６) ０.８９７

Ｎｏｒｍａｌ １.０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Ｏ: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ｃ ｏｂｅｓｉｔｙ.

三、 讨　 论

本研究观察了性别对上海社区老年人群少肌症与 ＳＯ 患

病率的影响ꎬ 并进一步探索了 ＳＯ 的临床不良事件发生是否

存在性别差异ꎮ 我们的数据结果显示以 ＡＷＧＳ 为诊断标准ꎬ

上海社区 ６５ 岁以上男性少肌症及 ＳＯ 的患病率高于女性ꎮ 韩

国学者 Ｋｉｍ 的研究以 ５２６ 例大于 ６０ 岁的社区老年人为研究对

象ꎬ 结果显示男性更容易罹患少肌症和 ＳＯ[１０] ꎮ 造成两性在

少肌症及 ＳＯ 患病率差异的原因与男性随着增龄肌量丢失的

速度显著快于女性有关[１１] ꎮ 绝经早期ꎬ 因雌激素水平急剧下

降导致女性肌量和肌力减少[１２] ꎮ 而随着进一步老化ꎬ 男性睾

酮以及 ＩＧＦ－１ 的水平出现显著下降ꎬ 导致男性肌量和肌力的

快速丢失ꎬ 使老年男性罹患少肌症的风险大大增加[１３] ꎮ

我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体成分特征的人群具有不同

的罹患骨质疏松症、 高血糖及脂代谢异常的风险ꎮ 既往肥胖

被认为是骨骼的保护因素ꎮ 我们的研究数据也显示单纯性肥

胖组人群罹患骨质疏松风险最低ꎮ 然而如果肥胖合并少肌的

话ꎬ 则肥胖对于骨骼的保护作用显著减弱ꎬ 男性 ＳＯ 组罹患

骨质疏松症的风险是正常组的 ２.８３ 倍ꎬ 女性 ＳＯ 人群罹患骨

质疏松风险大于单纯肥胖组ꎬ 与正常组相似ꎮ 提示肌肉才是

发挥骨骼保护作用的主要因素ꎮ 女性肥胖人群罹患高血糖的

风险显著升高ꎬ 且 ＳＯ 组其血糖升高的风险比单纯肥胖组更

高ꎮ Ｓｒｉｋａｎｔｈａｎ 的研究发现肌量独立于肥胖ꎬ 与糖代谢障碍

显著相关ꎬ 且低肌量是糖尿病早期风险因素[１４] ꎮ 一旦罹患糖

尿病ꎬ 肌量、 肌力和肌功能均受影响ꎬ 且肌量和肌力的减退

与糖尿病病程和 ＨｂＡ１Ｃ 呈正相关[１５ꎬ１６] ꎮ 此外ꎬ ＳＯ 人群发生

血脂异常的风险不仅高于少肌症组ꎬ 同时也高于单纯肥胖组ꎮ

肥胖的人容易发生脂代谢紊乱ꎮ 而肥胖合并少肌的人群更容

易发生血脂异常ꎮ 潜在的因素可能与胰岛素抵抗[１７] 及炎症因

子的释放相关[１８] ꎮ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研究显示与 ＳＯ 相关的临床事件发生

存在性别差异ꎮ 女性 ＳＯ人群发生糖尿病的风险显著高于男性

(糖尿病风险 ５.６５ Ｖ Ｓ ０.８９)ꎬ 但发生骨质疏松和血脂异常的风

险却低于 Ｓ０的男性 (骨质疏松风险: １.１２ Ｖ Ｓ ２.８３ꎬ 脂代谢

异常: ２.２５Ｖ Ｓ ４.１５)ꎮ 对于这一现象ꎬ 我们考虑可能与两性

老年体成分改变特点有关ꎮ 我们结果显示与正常组相比ꎬ ＳＯ

男性四肢肌量减少 ３４.７％ꎬ 脂肪量增加 ９.６％ꎬ 肌量变化幅度

大于脂肪量变化幅度ꎻ 女性 ＳＯ 组的四肢肌量减少 ２４.８％ꎬ

但脂肪量增加 ４３.８％ꎬ 脂肪量变化幅度大于肌量变化幅度ꎮ

该数据提示男性 ＳＯ 的发生可能以肌肉衰退为主ꎬ 女性 ＳＯ 的

发生可能与脂肪增多为主ꎮ 因为虽然男性的肌量和肌力水平

都是大于女性ꎬ 但在老年期男性肌量和肌力的下降速度显著

快于女性[１９] ꎮ 与男性相比ꎬ 女性有更多的脂肪及腹部脂肪ꎮ

本研究是横断面研究ꎬ 我们只能推测 ＳＯ 的女性可能是由肥胖

人群发展而来ꎬ 并不是从少肌症人群发展而来ꎮ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的一项队列研究的结果显示增龄相关的脂肪增加将导致肌肉

减少[２０] ꎮ 另外一项以绝经后妇女为对象的研究显示高 ＢＭＩ 是

肌量减少的危险因素[２１] ꎮ 两性之间发生 ＳＯ 的原因不同ꎬ 导

致其相关的临床事件存在性别差异ꎮ 因为临床事件的发生不

仅与肌肉减退有关ꎬ 还和脂肪增多相关ꎮ

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ꎮ 首先我们是横断面研究ꎬ 因此在显

示因果关系方面具有局限性ꎮ 其次ꎬ 我们入组的人群都相对健

康ꎬ 具有一定活动能力能完成我们研究中各项测试的老年人ꎬ

一些行动不便的人群未纳入研究ꎬ 可能会使结果产生偏移ꎮ

综上所述ꎬ 上海社区老年男性少肌症及 ＳＯ 的患病率高

于女性ꎻ 在 ＳＯ 人群中ꎬ 男性以肌肉衰减为主ꎬ 女性以脂肪

增多为主ꎻ ＳＯ 相关的临床事件发生存在性别差异ꎮ ＳＯ 的女

性更易发生血糖升高ꎬ ＳＯ 的男性更易发生骨质疏松和脂代谢

异常ꎮ 因此ꎬ 对不同性别的 ＳＯ 人群ꎬ 预防不良临床事件的

发生需要给予不同的关注ꎮ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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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ｇｅｒｉａｔｒｉｃ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ｐｐ. ９０９－９３３. Ｌｏｎｄｏｎ (２００５)

[２１] Ｒｏｌｌａｎｄ ＹＭꎬ Ｐｅｒｒｙ ＨＭ ３ｒｄꎬ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Ｐꎬ Ｂａｎｋｓ

ＷＡꎬ Ｍｏｒｌｅｙ ＪＥ.: Ｌｏｓｓ ｏｆ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ｓ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Ｊ

Ｇｅｒｏｎｔｏｌ Ａ Ｂｉｏｌ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ｃｉ. ６２ꎬ ３３０－３３５ (２００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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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与宣教基金 (Ｎｏ: ＤＩＣ２０１５－０３)

　 　 摘要: 目的　 调查上海社区老年人每日膳食蛋白质摄入

量及分布情况ꎬ 分析其与骨骼肌量的相关性ꎮ 方法　 ２０１７ 年ꎬ

在上海市 ４ 个社区 (石门二路社区、 春城社区、 绿地社区、

江苏路社区) 招募符合入选条件的社区老年人 ３２９ 例ꎮ 收集

社区老年人的一般资料ꎬ 包括性别、 年龄、 ＢＭＩ、 骨骼肌量、

体脂含量、 疾病史情况ꎮ 采用 ３ 天 ２４ 小时膳食调查法记录老

年人每日摄入的能量、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 脂肪摄入量ꎬ 并

采用上海市营养质控中心与复旦大学医学院共同研发的 ＳＹ 营

养软件进行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ꎮ 结果　 ３２９ 例社区老年

人中男 １１６ 例ꎬ 女 ２１３ 例ꎻ 平均年龄 (６９.８±６.４) 岁ꎮ 男性老

年人能量摄入量、 脂肪摄入量、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明显高于

女性 (Ｐ<０.０５)ꎬ 男、 女性三餐蛋白质摄入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３２和 ０.３５ (Ｐ>０.０５)ꎬ 与美国老年人的倾斜式蛋白质分布模

式相比ꎬ 上海老年人蛋白质摄入分布较均匀ꎮ ３２９ 例社区老年

人中ꎬ ６.９９％ (２３ / ３２９) 的老年人每日至少 ２ 餐蛋白质摄入量

≥３０ ｇ / 餐ꎻ ２１.６％ (７１ / ３２９) 的老年人每日 １ 餐蛋白质摄入

量≥３０ ｇ / 餐ꎻ ７１.４％ (２３５ / ３２９) 的老年人每日 ３ 餐蛋白质摄

入量均<３０ ｇ / 餐ꎮ 不同蛋白质摄入频次 (≥３０ ｇ / 餐) 社区老

年人 ＢＭＩ、 骨骼肌量、 体脂含量比较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ꎮ 进一步采用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ꎬ 以每餐蛋白质摄

入量≥３０ｇ 的频度作为自变量 (范围: ０ꎬ １ꎬ ２＋) ꎬ 在校正了

年龄ꎬ 性别ꎬ 体力活动量ꎬ 蛋白质摄入量 ( ｇ / ｋｇ)ꎬ 脂肪摄入

量 (ｇ)ꎬ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 (ｇ) 等影响因素后ꎬ 与 ３ 餐均没

有达到 ３０ｇ 者相比ꎬ 摄入频度 为 ２ 餐 者 的 骨 骼 肌 量 增 加

２.３８３ｋｇ (Ｐ ＝ ０. ００１)ꎻ 摄入频度为 １ 餐者的骨骼肌量增加

１.３８１ｋｇ (Ｐ ＝ ０.００１)ꎮ 此外ꎬ 以摄入频度为 １ 餐者作为参照

组ꎬ 摄入频度 ２ 餐者的骨骼肌量增加 ２.２８４ｋｇ (Ｐ＝ ０.００１)ꎮ 结

论　 全天蛋白质摄入量均匀分布ꎬ 可能对增加骨骼肌量有一

定作用ꎮ 每日 ２ 餐及以上ꎬ 每餐 ３０ｇ 的膳食蛋白质摄入量ꎬ

可能是增加和维持老年人骨骼肌量的一项措施ꎮ

关键词: 膳食蛋白质模式ꎻ 骨骼肌量ꎻ 老年人ꎻ 横断面

调查

衰老与肌肉质量的减少有关ꎬ 肌肉质量在 ６０ 岁后加速下

降ꎬ 是导致老年人虚弱和功能障碍的因素之一[１－４] ꎮ 肌肉质量

改变的因素包括较低的蛋白质合成速率、 较低的合成代谢和

性激素的产生ꎬ 以及年龄相关的由细胞因子和氧化应激引起

的慢性炎症[５] ꎮ 研究表明ꎬ 较高的蛋白质摄入量与较高的

ＬＢＭ 相关[６－８] ꎬ 膳食蛋白通过刺激肌肉细胞吸收氨基酸后的

肌肉蛋白合成 (ＭＰＳ) 来影响肌肉细胞ꎮ 此外ꎬ 合理的摄入

模式ꎬ 全天蛋白质均匀分配ꎬ 能最大程度地刺激肌肉蛋白质

的合成ꎬ 有助于减缓肌肉衰减症的发生和进展[９－１０] ꎮ

迄今为止ꎬ 国内还没有社区老年人膳食蛋白质摄入分布

及其对骨骼肌量影响的相关研究报道ꎬ 本研究旨在探究蛋白

质的摄入模式与骨骼肌量的相关性ꎬ 以为今后的临床工作提

供一定的帮助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２０１７ 年ꎬ 在上海市 ４ 个社区 (石门二路社区、 春城社

区、 绿地社区、 江苏路社区) 招募符合入选条件的社区老年

人 ３２９ 例ꎮ 招募标准: 年龄≥６０ 岁ꎬ 有独自行走能力ꎮ 排除

标准: 认知功能障碍ꎻ 卒中、 肌无力、 老年痴呆等影响肌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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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神经性疾病ꎻ 髋、 膝关节疼痛、 功能障碍者ꎻ 近期有外

伤、 骨折或手术史ꎻ 近期服用性激素类药物ꎮ 本研究经复旦

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批号: ２０１３ [０３１] )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一般资料收集　 收集社区老年人的一般资料ꎬ 包括

性别、 年龄、 ＢＭＩ、 骨骼肌量、 体脂含量、 疾病史 (心血管

系统、 消化系统、 泌尿系统、 神经系统、 骨骼系统、 内分泌

及代谢性疾病、 其他) 情况ꎮ

１.２.２ 人体测量: 采用赛康医用度量系统 (ｓｅｃａ) 身高仪

测量身高ꎮ 采用生物电阻抗法 (ＢＩＡ) 测量 (Ｂｉｏｓｐａｃｅ Ｃｏꎬ

Ｉｎｂｏｄｙ７２０ꎬ Ｋｏｒｅａ) 身体成分ꎬ 即体质量、 骨骼肌量和体脂

含量ꎻ 测试时要求受试者空腹并排空大小便ꎬ 脱去鞋袜ꎬ 双

脚站立于测试平台的足部电极上ꎬ 双手手掌握电极ꎬ 双臂与

躯干分开约 ３０°ꎬ 测试时身体不能移动ꎮ 骨骼肌指数 (ＲＳＭＩꎬ

ｋｇ / ｍ２) ＝四肢骨骼肌量 (ｋｇ) /身高 (ｃｍ２)ꎮ

１.２.３ 膳食调查: 采用 ３ 天 ２４ 小时膳食调查法记录老年

人每日摄入的能量、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 脂肪摄入量ꎬ 即给

每个参与者发放电子厨房秤 (香山牌 ＥＫ３８２０)ꎬ 就餐时与家

人分餐ꎬ 进餐前后逐个称量餐盘并记录ꎬ 要求参与者该段时

期内不外出聚餐ꎮ 采用上海市营养质控中心与复旦大学医学

院共同研发的 ＳＹ 营养软件进行膳食营养素摄入量的计算ꎮ

１.２.４ 体力活动量: 采用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量表中文版短

卷 ( ＩＰＡＱ－ＳＦ) 进行评价ꎬ 分为低、 中、 高 ３ 个不同水平ꎬ

体力活动量＝ＭＥＴ 赋值×每周频率×每天时间ꎬ 高强度体力活

动 ＭＥＴ 赋值为 ８.０ꎬ 中等强度体力活动 ＭＥＴ 赋值为 ４.０ꎬ 步

行的 ＭＥＴ 赋值为 ３.３ꎬ ３ 种强度相加即为体力活动量[１１] ꎮ

１.２.５ 统计分析: 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软件建立数据库ꎬ 并进行

双录入ꎻ 经数据检错后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３.０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分析ꎮ 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ｘ ±ｓ) 表示ꎬ 两组间比

较采用成组 ｔ 检验ꎻ 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Ｍ (Ｐ２５ꎬ

Ｐ７５) 表示ꎬ 两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ꎻ 计数资料以相对

数表示ꎬ 组间比较采用 Ｘ２检验ꎻ 采用多元逐步后退回归法ꎬ

分析不同蛋白质摄入模式与骨骼肌质量的关系ꎬ 以 Ｐ<０.０５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社区老年人膳食蛋白质摄入量和人体测量的基

本情况

　 　 ３２９ 例社区老年人中ꎬ 男性 １１６ 例ꎬ 女性 ２１３ 例ꎻ 平均

年龄 (６９.８ ±６.４) 岁ꎻ 男性的年龄大于女性ꎬ 骨骼肌质量指

数高于女性ꎬ 体脂率低于男性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０１)ꎮ 不同性别老年人心血管系统疾病史、 消化系统疾病史、

泌尿系统疾病史、 神经系统疾病史、 骨骼系统疾病史、 内分

泌及代谢性疾病史、 其他疾病史发生率和体力活动量比较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见表 １ꎮ

表 １　 不同性别社区老年人一般资料比较

项目 男性(ｎ＝１１６) 女性(ｎ＝２１３) 检验统计量 Ｐ 值

年龄(岁) ７１.７８±６.５０ ６８.７０±６.１６ １７.９９５ａ ０.０００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３.７０±２.９１ ２３.６４±３.１７ ０.０３２ａ ０.８５８

骨骼肌指数(ｋｇ / ｍ２) ７.２１±０.８６ ６.１９±０.７１ １３１.８１３ａ ０.０００

体脂含量(％) ２６.３０±６.７０ ３２.７９±６.７４ ６９.９５９ａ ０.０００

疾病史〔ｎ(％)〕

　 心脑血管系统 ７４(６３.８) １２５(５８.７) ０.３６５ｂ ０.４０９

　 消化系统 ３７(３１.９) ７１(３３.５) ０.７６０ｂ ０.８０７

　 呼吸系统 １９(１９.０) ３６(１６.９) ０.６３９ｂ ０.６５２

　 泌尿系统 ５(４.３) ３(１.４) ０.１０３ｂ ０.１３６

　 神经系统 ２(１.７) ８(３.８) ０.３０５ｂ ０.５０４

骨骼系统 ４４(３７.９) １０５(４９.３) ０.０４８ｂ ０.０５０

　 内分泌及代谢性疾病 ３１(２６.７) ７５(３５.２) ０.１１６ｂ ０.１３８

其他 ３(３.６) １１(５.２) ０.５７３ｂ ０.７６４

体力活动量 １４１６(７５４ꎬ３０４２) １６４５(８２８ꎬ２７７２) ０.２２７ ０.６３４

　 　 注: ａ 为 Ｘ２值ꎬ ｂ 为 ｔ 值ꎬ 余为 Ｚ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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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性别老年人膳食蛋白质摄入量及分布的比较

３６.９％的老年人每日膳食蛋白质摄入量没有达到 ＤＲＩ 推

荐量 (男性 ６５ｇꎬ 女性 ５５ｇ)ꎬ 其中男性 ３５.３％ꎬ 女性 ３７.３％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男性的能量、 蛋白质摄入量

高于女性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０１)ꎬ 详见表 ２ꎮ

男、 女性三餐蛋白质摄入变异系数分别为 ０.３２ 和 ０.３５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男性早餐、 午餐和晚餐蛋白

质平均摄入量高于女性 (Ｐ<０.０１)ꎬ 详见图 １ꎮ

２.３　 不同蛋白质摄入频次(≥３０ ｇ /餐)老年人 ＢＭＩ、
骨骼肌量、 体脂含量的比较

　 　 ６.９９％ (２３ / ３２９) 的老年人每日至少 ２ 餐蛋白质摄入量

≥３０ ｇ /餐ꎻ ２１.６％ (７１ / ３２９) 的老年人每日 １ 餐蛋白质摄入

量≥３０ ｇ /餐ꎻ ７１.４％ (２３５ / ３２９) 的老年人每日 ３ 餐蛋白质

摄入量均<３０ ｇ /餐ꎮ 不同蛋白质摄入频次 (≥３０ ｇ /餐) 老年

人 ＢＭＩ、 骨骼肌量、 体脂含量比较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ꎬ 见表 ３)ꎮ

２.４　 影响骨骼肌量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以全部参与者的骨骼肌量为因变量ꎬ 以每日蛋白质摄入

量频次 (≥３０ｇ /餐) 作为自变量 (范围: ０ꎬ １ꎬ ２＋)ꎬ 在纳

入年龄ꎬ 性别ꎬ 体力活动量ꎬ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 (ｇ / ｋｇ)ꎬ 脂

肪摄入量 (ｇ)ꎬ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 (ｇ) 等因素后ꎬ 与 ３ 餐

均没有达到 ３０ｇ 者相比ꎬ 摄入频次为 ２ 餐及以上者的骨骼肌

量增加 ２.３８３ｋｇ (Ｐ＝０.０００)ꎻ 摄入频次为 １ 餐者的骨骼肌量

增加 １.３８１ｋｇ (Ｐ＝０.００１)ꎮ 此外ꎬ 以摄入频次为 １ 餐者作为

参照组ꎬ 摄入频次 ２ 餐及以上者的骨骼肌量增加 ２.２８４ｋｇ (Ｐ

＝０.００１)ꎮ 此外ꎬ 在男性 /女性参与者、 ８０ 岁以上 /以下参与

者ꎬ 以及超重 /非超重的人群中进行分析时ꎬ 也观察到类似的

结果ꎮ 详见表 ４ꎮ

表 ２　 不同性别老年人蛋白质摄入量比较 (ｘ ±ｓ)

项目 男性(ｎ＝１１６) 女性(ｎ＝２１３) ｔ 值 / Ｘ２值 Ｐ 值

能量摄入量(ｋｃａｌ) １７２７±３０６ １４７０±２７６ ６０.５８９ｂ ０.０００

蛋白质摄入量(ｇ) ６９.６±１６.５ ５９.１±１５.８ ３７.９２７ｂ ０.０００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ｇ / ｋｇ) １.１３±０.３２ １.０７±０.３１ ２.７２５ｂ ０.１００

蛋白质未达标率(％) ３５.３ ３７.３ ０.６７５ａ ０.７２１

　 　 注: ａ 为 Ｘ２值ꎬ ｂ 为 ｔ 值

图 １　 老年男性和女性三餐和点心的蛋白质平均摄入量分布 (右侧 ｙ 轴) 和全天平均蛋白

质总摄入量 (左侧 ｙ 轴)ꎮ 男性、 女性三餐平均蛋白质摄入量的变异系数 (ＣＶ) 分别为

０.３２ 和 ０.３５ꎬ ＆ Ｐ>０.０５ꎻ 男性早餐、 午餐和晚餐蛋白质平均摄入量高于女性ꎬ ∗Ｐ<０.０１

５４



表 ３　 不同蛋白质摄入频次 (≥３０ ｇ /餐) 老年人 ＢＭＩ、 骨骼肌量、 体脂含量比较 (ｘ ±ｓ)

项目
蛋白质摄入频次(≥３０ ｇ /餐)

０ 次(ｎ＝２３５) １ 次(ｎ＝７１) ≥２ 次(ｎ＝２３)
Ｆ 值 Ｐ 值

男性

　 骨骼肌质量指数 ６.９７±０.０９ ７.４６±０.１４ ７.９０±０.２１ ８.１３８ ０.００１

　 ＢＭＩ ２２.９４±０.３１ ２４.４１±０.４５ ２５.９４±０.６９ ７.３２３ ０.００１

　 体脂含量 ２５.７４±０.８６ ２６.４１±１.２９ ２８.９１±１.９６ ０.９６７ ０.３８４

女性

　 骨骼肌质量指数 ６.０９±０.０５ ６.３７±０.０９ ７.０２±０.１９ １１.３７６ ０.０００

　 ＢＭＩ ２３.２１±０.１９ ２４.３６±０.４２ ２７.７５±０.８６ １３.４２１ ０.０００

　 体脂含量 ３２.１１±０.４９ ３３.９７±１.０６ ３９.２１±２.１６ ５.２３６ ０.００６

　 　 校正体力活动ꎬ 年龄ꎬ 性别ꎬ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ꎬ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ꎬ 脂肪摄入量

表 ４　 影响骨骼肌量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项目

三餐中每餐蛋白质≥３０ｇ 的次数

０ 次 １ 次 ２ 次及以上

Ｂ(ＳＥ) Ｐ 值 Ｂ(ＳＥ) Ｐ 值

趋势检验

Ｐ 值

全部参与者∗ ｎ＝２３５ ｎ＝７１ ｎ＝２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１.３８１(０.４３) ０.００１ ２.３８３(０.６７)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性别分组＃

男性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１.８４９(０.８４) ０.０３０ ２.０８２(１.０９)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０

女性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１.２９９(０.４９) ０.００８ ２.９５６(０.９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年龄分组(ｙ)＆

６０－７９ 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１.４１８(０.４６) ０.００２ ２.３５９(０.７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８０ 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２.９４７(１.５６) ０.０７１ １.１３８(２.０３) ０.５８０ ０.０００

体质指数分组(ｋｇ / ｍ２)∗

ＢＭＩ<２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１.５１１(０.５２) ０.００４ ２.３１０(０.７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ＢＭＩ≥２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１.３８３(０.７５) ０.０６６ ３.０９０(１.２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

　 ∗校正年龄ꎬ 性别ꎬ 体力活动量ꎬ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ꎬ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ꎬ 脂肪摄入量

＃ 校正年龄ꎬ 体力活动量ꎬ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ꎬ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ꎬ 脂肪摄入量

＆ 校正性别ꎬ 体力活动量ꎬ 相对蛋白质摄入量ꎬ 碳水化合物摄入量ꎬ 脂肪摄入量

３　 讨　 论

老年人的蛋白质合成率较低ꎬ 这种合成减少是导致与年龄

相关的骨骼肌质量下降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食物中的氨基酸和 /

或蛋白质ꎬ 可增强骨骼肌组织中的蛋白质转换ꎬ 刺激肌肉蛋白

质合成并抑制蛋白质分解ꎬ 达到氮平衡ꎬ 因此老年人需要保证

充足的蛋白质摄入[１２] ꎮ 然而老年人由于衰老所致味觉改变、

食欲下降以及各种疾病导致摄食量减少ꎬ 每日的蛋白质摄入

并足够ꎬ 美国连续性食物摄入量调查发现ꎬ 在年龄大于 ７０ 岁

的老年人中ꎬ 仅 ４０％老年人满足 ＲＤＡ 推荐量 (０.８ｇ / ｋｇ / ｄ)ꎬ

１６％老年人蛋白质摄入量只有 ＲＤＡ 的 ７５％[６] ꎬ ２０１２ 年中国

居民营养与健康的调查发现城市 ６０－７４ 岁人群中蛋白质摄入

未达到平均需要量的男性为 ５２.９％ꎬ 女性为 ４８.２％[１３] ꎬ 本研

究调查数据也显示ꎬ ４０.６％的老人每日蛋白质摄入量没有达到

６４



ＲＤＡ 的推荐量 (男性 ６５ｇꎬ 女性 ５５ｇ)ꎬ 其中男性 ３６.８％ꎬ 女

性 ３５.６％ꎬ 未达标率略低于全国调查的数据ꎮ

除了每日蛋白质摄入总量外ꎬ 每一餐膳食中摄入的蛋白

质对于维持老年人的骨骼肌质量可能也很重要ꎬ Ｐａｄｄｏｎ 等研

究表明每餐需要摄入 ２５－３０ ｇ 蛋白质[１４] ꎬ 蛋白质的分散摄入

能最大程度地刺激肌肉蛋白的合成ꎬ 与集中在一餐中吃最多

的蛋白质相比是一种较理想的有利于骨骼肌健康的摄入模

式[１５－１８] ꎮ Ｍａｍｅｒｏｗ 等[１９]研究显示ꎬ 在早餐、 午餐、 晚餐分

别摄入约 ３０ ｇ 蛋白质ꎬ 其肌肉蛋白合成率比早餐、 午餐、 晚

餐摄入 １０ ｇ、 １５ ｇ、 ６５ ｇ 这种脉冲式摄取方式提高约 ２５％ꎬ

美国健康和营养调查 (ＮＨＡＮＥＳ) 显示ꎬ 每天摄入 ３０ ｇ 蛋白

质的频度与腿部肌肉质量和力量密切相关[２０] ꎬ 中国营养学会

老年营养分会和临床营养分会及 ＣＳＰＥＮ 老年营养支持学组

制定的肌肉衰减综合征营养与运动干预中国专家共识指出ꎬ

老年人蛋白质的推荐摄入量应维持在 １.２－１.５ ｇ / ｋｇꎬ 其中优质

蛋白比例达到 ５０％ꎬ 并要求均匀分配到三餐中[２１]ꎮ 本研究调

查显示ꎬ 社区老年人三餐蛋白质摄入变异系数较小ꎬ 三餐平均

摄入量分别为 １６ ｇ、 ２３ ｇ和 ２１ ｇꎬ 与美国老年人的倾斜式蛋白

质分布模式相比 (ＮＨＡＮＥＳ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的调查数据ꎬ ５１ 岁

以上的女性早餐摄入 １１－１２克蛋白质ꎬ 午餐摄入 １５－１８克ꎬ 晚

餐摄入 ２７－３０ 克ꎬ 零食摄入 ６－７ 克ꎮ ５１ 岁以上的男性早餐:

１５－１６ 克ꎬ 午餐: １８－２３ 克ꎬ 晚餐: ３４－４４ 克ꎬ 零食: ７－１１

克) [２２]ꎬ 上海老年人午餐和晚餐的平均摄入量更为均衡ꎮ

此外ꎬ 本研究还探究了每日膳食蛋白质摄入模式与骨骼

肌量之间的关系ꎬ 在消除了与蛋白质共同摄入的其他营养素

的混杂因素后ꎬ 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老年男女

性骨骼肌量与≥３０ｇ /餐的摄入频度的关联ꎬ 结果表明ꎬ 每餐

蛋白质摄入量≥３０ ｇ 的频度与骨骼肌量正相关ꎬ 摄入频次为

１ 餐和 ２ 餐及以上者的骨骼肌量明显高于未达到这一指标者ꎻ

且这一发现在不同性别、 年龄、 ＢＭＩ 的老年人群中均很明显ꎬ

与之前这些研究结果一致[１６ꎬ２０ꎬ２３] ꎮ

综上所述ꎬ 全天蛋白质摄入量均匀分布 (≥３０ ｇ 餐)ꎬ 可

能对增加或保持骨骼肌量有一定作用ꎻ 每日 ２ 餐、 每餐 ３０ ｇ

左右的蛋白质摄入量ꎬ 可能是增加和维持老年人骨骼肌量的

一项措施ꎮ 但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ꎬ 入选的老年研究对象样

本量较小ꎬ 研究结果尚不能代表老人的总体水平ꎮ 而且观察

到的仅是膳食蛋白质摄入量及摄入频次与骨骼肌量之间的相

关性ꎬ 还需要长期纵向的研究来做进一步论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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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蛋白质摄入量和动植物蛋白来源与社区
中老年人骨骼肌质量的相关性———广州营养
与健康队列研究
Ａｍｏｕｎ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Ｖｅｒｓｕｓ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李翠玉１ 　 房爱萍１ 　 马文君２ 　 吴尚灵１ 　 李春蕾１ 　 朱惠莲１

１. 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ꎬ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ꎻ ２. 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东省医学科学院营养科ꎬ

广东广州 ５１００８０

　 　 摘要: 目的　 探讨 ４０ 至 ８０ 岁的中国社区中老年人蛋白

质的摄入量及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的摄入与骨骼肌量之间的

关系ꎮ 方法　 收集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在广州营养与健康队列

研究用双能 Ｘ 线测量体成分的年龄在 ４０ 至 ８０ 岁之间的男性

１ꎬ０４４名和女性２ꎬ１６９名ꎬ 将四肢骨骼肌量除以体重定义为骨

骼肌指数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ＭＩ)ꎬ 分性别 ＳＭＩ 的最低四

分位数组定义为低肌肉量组 ( ｌｏｗ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ꎬ ＬＭＭ)ꎬ 分析

总蛋白、 动物蛋白、 植物蛋白摄入量及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

比值与 ＳＭＩ 和 ＬＭＭ 之间的关联ꎮ 结果 　 ＳＭＩ 与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白、 植物蛋白的摄入量呈正相关 ( Ｐ ｔｒｅｎｄｓ< ０. ００１)ꎮ

与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白、 植物蛋白摄入量水平最低五分位

组人群相比ꎬ 最高五分位人群组低肌肉量的风险的 ＯＲ 值分别

为 ０.３ (０.２ꎬ ０.４)ꎬ ０.３ (０.２ꎬ ０.５) 和 ０.４ (０.３ꎬ ０.７) (Ｐ

ｔｒｅｎｄｓ<０.００１)ꎬ 然而ꎬ 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比值与 ＳＭＩ 和低

肌肉量的风险均无关ꎮ 结论　 在蛋白质摄入量高于推荐摄入

量 ０.８ ｇ / ｋｇ / ｄ 的中国社区中老年人群中ꎬ 膳食总蛋白、 动物

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摄入量或比动植物蛋白来源对骨骼肌量的

保护更加重要ꎮ

关键词: 肌肉量ꎻ 肌肉衰减综合征ꎻ 膳食蛋白ꎻ 动物蛋

白ꎻ 植物蛋白

肌肉衰减综合征是一种与增龄相关的骨骼肌量丢失ꎬ 伴

随肌肉力量和 (或) 肌肉功能减退的老年退行性综合征[１] ꎮ

低肌肉量会损害中老年人日常活动能力ꎬ 增加摔倒、 骨折和

虚弱的风险ꎬ 增加中老年人患病率和死亡率[２－４] ꎮ 骨骼肌量丢

失的过程有多种因素的参与[５] ꎬ 而其中ꎬ 营养ꎬ 尤其是蛋白

质的摄入是一个重要且可改变的因素[６ꎬ７] ꎮ

蛋白质的摄入量和其利用率不可避免地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减少[５] ꎮ 蛋白质摄入不足不仅会影响肌肉蛋白代谢ꎬ 还会

影响骨骼肌转录ꎬ 从而加速老年人肌肉质量的丢失[８ꎬ９] ꎮ 因

此ꎬ 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可以通过刺激肌肉蛋白合成代谢或

抑制肌肉蛋白降解ꎬ 减缓与增龄相关的肌肉量的丢失[１０ꎬ１１] ꎮ

然而既往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不一致ꎮ 大部分观察性研究结

果显示ꎬ 高蛋白质的摄入与较多肌肉量及较少肌肉量的丢失

有关[１２－１６] ꎬ 但也有研究结果并未发现此关联性[１７] ꎮ 此外ꎬ 随

机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ꎬ 补充蛋白质对肌肉质量的保护作

用也不一致[１８－２１] ꎮ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可能对肌肉健康有不同的作用ꎬ 不

同食物来源的蛋白质其蛋白质含量、 氨基酸组成和蛋白质消

化率有所不同[２２] ꎬ 动物性食物是优质蛋白的最主要来源[２３] ꎮ

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观察性研究显示ꎬ 在老年人群中ꎬ 高蛋白质

的摄入与较多肌肉量及较少肌肉量的丢失有关[１５ꎬ２４ꎬ２５]ꎬ 但是

Ｃｈａｎ及其同事的研究发现ꎬ 在增加植物蛋白摄入可以减少中

国香港老年社区居民肌肉量的丢失ꎬ 但是动物蛋白摄入量与此

无关[２６]ꎮ 此外ꎬ 在中国台湾老年社区居民中ꎬ 也发现减少膳

食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摄入ꎬ 低肌肉量的风险会增加[１４] ꎮ

大约从 ４０ 岁开始ꎬ 骨骼肌量每年约下降 ０.５－１.０％[５ꎬ２７] ꎬ

但是目前中年人群中蛋白质摄入与骨骼肌量的相关性研究较

少[２４] ꎬ 此外ꎬ 不同人群的饮食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ꎬ 中国大

陆人群蛋白质摄入与骨骼肌量的研究还较少[２８] ꎬ 综上本研究

旨探讨中国大陆社区中老年人蛋白质的摄入量及动物蛋白与

植物蛋白的摄入与骨骼肌量之间的关系ꎮ

９４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人群来自于广州营养与健康队列研究 (ＧＮＨＳ)ꎮ

队列人群招募详细情况已进行说明[２９] ꎮ 本研究所用人群简单

介绍如下: 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在广州市社区招募

了 ３１６９ 名居民作为研究对象ꎮ 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之间ꎬ 该队列完成了第一次随访ꎬ 共随访到 ２５２０ 人ꎮ 同时新

纳入 ８７４ 名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ꎮ 本研究选取该队列第一次

随访 ２５２０ 人和新增加的 ８７９ 人作为研究对象ꎮ 排除膳食和

(或) 体成分数据缺失ꎬ 能量摄入量为极端值 (排除能量摄入

分别在男性和女性人群中超过上限 ９９％和低于下限 １％) 和

患有严重慢性疾病 (包括肝硬化、 慢性肾功能不全和癌症患

者) 人群后ꎬ 本研究最终纳入 ３２１３ 名研究对象进行分析ꎬ 其

中男性 １０４４ 人ꎬ 女性 ２１６９ 人 (Ｆｉｇｕｒｅ)ꎮ

Ｆｉｇｕｒｅ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１.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含 ７９ 个食物条目半定量膳食频率问卷

(Ｆ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ＦＦＱ) 法调查研究对象过去

一年大部分时间的膳食情况[３０] ꎬ 并根据 ２００９ 年中国食品成

分表计算营养素和能量的日均摄入量[３１] ꎮ 采用双能 Ｘ 线吸收

测量法 (ＤＸＡ) 进行体成分测量ꎬ 利用专业软件进行全身与

局部的瘦组织、 脂肪组织以及骨质含量的分析[３２] ꎬ 瘦体重减

去相应部位的骨矿量得到的去骨瘦体重为肌肉量ꎬ 骨骼肌指

数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ｄｅｘꎬ ＳＭＩ) 为四肢骨骼肌量与体重的

百分比[３３ꎬ３４] ꎬ 分性别 ＳＭＩ 的最低四分位数组定义为低肌肉量

组 ( ｌｏｗ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ꎬ ＬＭＭ) [３５] ꎮ 同时收集的数据还包括研

究对象的身高、 体重、 基本资料、 生活行为方式、 疾病史及

体力活动[３６] ꎮ

１.３　 统计分析

统计分析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３７] ꎬ 对于近似正态分布的连续

型变量ꎬ 采用均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 进行描述ꎻ 对于分

类变量 (如吸烟、 饮酒等)ꎬ 用频数和百分比 (ｎ (％) ) 进

行描述ꎮ 采用方差分析或卡方检验比较研究对象按照膳食总

蛋白五分位分层的一般情况的组间差异ꎮ 将单位体重的膳食

总蛋白、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摄入量及动植物蛋白比值等分

为五层ꎬ 采用协方差分析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白、 植物蛋白

以及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比值与 ＳＭＩ％之间的关联并进行

趋势性检验ꎻ 采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分析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

白、 植物蛋白以及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比值与低肌肉量

(ＳＭＩ％下四分位) 风险之间的回归方程ꎬ 计算 ＯＲ 值及 ９５％

置信区间ꎬ 并进行趋势性检验ꎮ 控制的变量包括: Ｍｏｄｅｌ １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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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年龄和性别ꎬ Ｍｏｄｅｌ ２ 进一步校正膳食总能量摄入量以及

其他可能的混杂因素ꎬ 包括身高、 腰围、 体力活动水平、 受

教育程度、 吸烟、 饮酒、 喝茶、 维生素补充剂ꎮ 所有的检验

均为双侧检验ꎬ 检验水平为 α＝０.０５ꎮ

２. 结　 果

２.１　 研究对象

一般情况ꎬ 本研究对象平均年龄 (ＳＤ) 为 ６０.７ (６.０) 岁ꎬ

年龄在 ４０.５ 到 ８０.０ 岁之间ꎬ 女性占 ６７.５％ꎮ 日均蛋白质摄入

量为 ７８.１ (２４.１) 克 (１.３４ (０.４５) ｇ / ｋｇ / ｄ)ꎬ ９４.３％的研究

对象达到推荐的每日蛋白质摄入量 (０.８ ｇ / ｋｇ / ｄ) [３８] ꎮ 蛋白

质含量最高的前五种食物来源分别为红肉ꎬ 谷物ꎬ 蔬菜ꎬ 鱼

类和奶制品 (表 １)ꎮ 年龄、 体重、 ＢＭＩ、 腰围、 绝经年限、

体力活动水平、 能量、 蛋白质摄入、 吸烟及使用维生素补充剂

在膳食总蛋白五分位分层组别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表 ２)ꎮ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ｐ Ｆｉｖｅ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Ｆｏｏｄ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ｏｔ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ｄ ｍｅａｔ ２６.２

Ｃｅｒｅａｌｓ ２１.１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９.７

Ｆｉｓｈ ９.２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５.３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７１.６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ｄ ｍｅａｔ ４９.１

Ｆｉｓｈ １７.２

Ｄａｉ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０.０

Ｐｏｕｌｔｒｙ ９.８

Ｅｇｇｓ ９.６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９５.７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ｅｒｅａｌｓ ４５.３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２０.９

Ｓｏｙｂｅａｎｓ ９.２

Ｎｕｔｓ ８.６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ａｎｓ ３.３

Ｓｕｂ￣ｔｏｔａｌ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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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３２１３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ｗｈｏ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ｂｙ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Ｑ)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Ｑ１(ｎ＝６４２) Ｑ２(ｎ＝６４３) Ｑ３(ｎ＝６４３) Ｑ４(ｎ＝６４３) Ｑ５(ｎ＝６４２)
Ｐ－ｔｒｅｎｄ

ａ

Ｒａｎｇ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９６ ０.９７－１.１６ １.１７－１.３８ １.３９－１.６７ ≥１.６８ －

Ｍｅａｎ(ＳＤ)

Ａｇｅꎬｙ ６１.２(６.７) ６１.２(６.３) ６０.５(５.７) ６０.４(５.５) ６０.１(５.６) <０.００１

Ｗｅｉｇｈｔꎬｋｇ ６５.５(１０.０) ６１.７(９.２) ５８.８(８.４) ５７.６(９.１) ５３.７(８.４) <０.００１

Ｈｅｉｇｈｔꎬｃｍ １６０.５(８.０) １５９.４(７.５) １５８.２(７.４) １５８.２(７.３) １５６.６(７.３) <０.００１

ＢＭＩꎬｋｇ / ｍ２ｂ ２５.４(３.２) ２４.２(２.９) ２３.５(２.７) ２３.０(２.８) ２１.９(２.７) <０.００１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ｃｍ ８９.７(８.５) ８６.９(８.２) ８４.５(７.５) ８３.５(８.３) ８０.１(８.０) <０.００１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ＭＥＴｈ / ｄｃꎬｄ ２５.０(５.８) ２５.４(６.０) ２５.８(６.３) ２５.４(６.１) ２６.６(６.６) <０.００１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ｅꎬｙｅ １０.４(６.７) １０.９(６.９) ９.６(６.１) ９.６(６.１) ９.７(６.０) ０.０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Ｅｎｅｒｇｙꎬｋｃａｌ / ｄ １３６２(２６３) １５９３(２９４) １７６７(３０８) １９８２(３６６) ２３４１(４８０) <０.００１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ｄ ５２.７(９.４) ６５.９(１０.３) ７４.９(１１.３) ８７.７(１４.２) １０９.１(２２.７) <０.００１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ｄ ２５.２(７.４) ３３.９(８.７) ３９.２(９.３) ４７.９(１２.０) ６２.１(１８.３) <０.００１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ｄ ２７.５(６.５) ３２.１(７.９) ３５.６(８.５) ３９.８(１０.２) ４７.０(１５.６)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８１(０.１２) １.０７(０.０６) １.２７(０.０６) １.５２(０.０８) ２.０４(０.３５)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３９(０.１０) ０.５５(０.１１) ０.６７(０.１２) ０.８３(０.１５) １.１６(０.３０)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４２(０.０９) ０.５２(０.１１) ０.６１(０.１２) ０.６９(０.１５) ０.８８(０.２８) <０.００１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０.９８(０.４２) １.１４(０.４５) １.１８(０.４２) １.２９(０.４７) １.４５(０.５９) <０.００１

ｎ(％)

Ｍｅｎ ２５６(３９.９) ２４７(３８.４) １９１(２９.７) １８６(２８.９) １６４(２５.５) <０.００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ｖｅｌ ０.６５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ｒ ｂｅｌｏｗ ２１３(３３.２) １９５(３０.３) １７４(２７.１) １７０(２６.４) １８２(２８.３)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 ２６２(４０.８) ２７０(４２.０) ２９８(４６.３) ３２６(５０.７) ３０９(４８.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１６７(２６.０) １７８(２７.７) １７１(２６.６) １４７(２２.９) １５１(２３.５)

Ｓｍｏｋｅｒ １０４(１６.２) ９３(１４.５) ７２(１１.２) ６６(１０.３) ６８(１０.６) <０.００１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ｅｒ ６１(９.５) ５３(８.２) ４７(７.３) ４８(７.５) ５６(８.７) ０.５０

Ｔｅａ ｄｒｉｎｋｅｒ ３９０(６０.７) ３５６(５５.４) ３５６(５５.４) ３５１(５４.６) ３６２(５６.４) ０.１３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 ｕｓｅ ９８(１５.３) １１２(１７.４) １１５(１７.９) １４３(２２.２) １３２(２０.６) ０.００２

Ｅｓｔｒｏｇｅｎ ｕｓｅｅ ２６(６.７) ２１(５.３) ３２(７.１) ３３(７.２) ２６(５.４) ０.６７

　 　 ａ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ｕｓｉｎｇ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ｆ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Ｊｏｎｃｋｈｅｅｒｅ￣Ｔｅｒｐｓｔｒａ ｔｅｓｔ.

ｂ ＢＭＩꎬ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ｃ ＭＥＴꎬ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ａｓｋｓ.

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ｗｏｒｋꎬ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ａｎｄ ｌｅｉｓｕｒｅ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 Ｗｏｍｅｎ ｏｎ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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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蛋白质与骨骼肌量的关联

对年龄和性别进行调整后ꎬ ＳＭＩ 与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

白、 植物蛋白的摄入量呈正相关 (Ｐ<０.００１)ꎮ 进一步调整其

他协变量后仍存在统计学差异 (Ｐ<０.００１)ꎮ 与总蛋白、 动物

蛋白和植物蛋白质摄入量最低的五分之一相比ꎬ 最高五分位

组的 ＳＭＩ 平均增加 １％ꎮ 然而ꎬ 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比值与

ＳＭＩ 无关ꎮ (表 ３)

２.３　 蛋白质与低肌肉量的关联

与膳食总蛋白、 动物蛋白、 植物蛋白摄入量水平最低五

分位组人群相比ꎬ 最高五分位人群组 ＬＭＭ 的风险的 ＯＲ 值分

别为 ０.３ (０.２ꎬ ０.４)ꎬ ０.３ (０.２ꎬ ０.５) 和 ０.４ (０.３ꎬ ０.７)

(Ｐ－ｔｒｅｎｄｓ<０.００１)ꎬ 总蛋白、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最高五分位

组 ＬＭＭ 风险约下降 ６０％ ~ ７０％ꎬ 表明较高蛋白质摄入对

ＬＭＭ 具有保护作用ꎮ 但是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比值与 ＬＭＭ

无关ꎮ (表 ４)

３　 讨　 论

本研究是基于社区人群的横断面调查研究ꎮ 本研究人群

总蛋白摄入量高于推荐摄入量 ０.８ ｇ / ｋｇ / ｄꎬ 动物蛋白和植物

蛋白摄入比值接近 １ ∶ １ꎮ 研究结果显示较高的总蛋白、 动物

蛋白和植物蛋白摄入量均与较高的 ＳＭＩ 和较低 ＬＭＭ风险有关ꎬ

但是动物蛋白与植物蛋白比值与 ＳＭＩ 和 ＬＭＭ风险均无关ꎮ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ＳＥ) ａ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ｄｅｘ (ＳＭＩ) ｂｙ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Ｑ１(ｎ＝６４２) Ｑ２(ｎ＝６４３) Ｑ３(ｎ＝６４３) Ｑ４(ｎ＝６４３) Ｑ５(ｎ＝６４２)
Ｐ－ｔｒｅｎｄ

ｂ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９６ ０.９７－１.１６ １.１７－１.３８ １.３９－１.６７ ≥１.６８

Ｍｏｄｅｌ １ｃ ２６.７(０.１) ２７.２(０.１)∗∗∗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６(０.１)∗∗∗ ２８.３(０.１)∗∗∗ <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２ｄ ２６.９(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６(０.１)∗∗∗ ２８.１(０.１)∗∗∗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４５ ０.４６－０.５９ ０.６０－０.７３ ０.７４－０.９４ ≥０.９５

Ｍｏｄｅｌ １ｃ ２６.８(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６(０.１)∗∗∗ ２８.１(０.１)∗∗∗ <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２ｄꎬｅ ２７.０(０.１)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５(０.１)∗∗∗ ２７.９(０.１)∗∗∗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４４ ０.４５－０.５４ ０.５５－０.６３ ０.６４－０.７７ ≥０.７８

Ｍｏｄｅｌ １ｃ ２６.７(０.１) ２７.２(０.１)∗∗∗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８(０.１)∗∗∗ ２８.１(０.１)∗∗∗ <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２ｄꎬｆ ２７.０(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７(０.１)∗∗∗ ２８.０(０.１)∗∗∗ <０.００１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０.７９ ０.８０－１.０１ １.０２－１.２５ １.２６－１.５７ ≥１.５８

Ｍｏｄｅｌ １ｃ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５(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６(０.１) ２７.５(０.１) ０.１４

Ｍｏｄｅｌ ２ｄ ２７.４(０.１) ２７.５(０.１) ２７.３(０.１) ２７.５(０.１) ２７.５(０.１) ０.３３

　 　 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ｖａｒｉａｎｃｅ (ＡＮＣＯＶＡ)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ｂ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ｃ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ｘ.

ｄ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ｌ １ ｐｌｕｓ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ꎬ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

ｉｎｇꎬ ｔｅａ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 ｕｓｅ.

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ｆ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ꎬ ∗∗ꎬ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Ｑ１ꎬ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０１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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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 ４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ｓ (９５％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ａ ｆｏｒ ｌｏｗ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ＬＭＭ) ｂ ｂｙ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ｔｕｄｙ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Ｑ１(ｎ＝６４２) Ｑ２(ｎ＝６４３) Ｑ３(ｎ＝６４３) Ｑ４(ｎ＝６４３) Ｑ５(ｎ＝６４２)
Ｐｅｒ ０.１ ｕｎｉｔｃ Ｐ－ｔｒｅｎｄ

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９６ ０.９７－１.１６ １.１７－１.３８ １.３９－１.６７ ≥１.６８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ＭＭ ２２０ １８６ １６３ １４４ ９１ ８０４ －

Ｍｏｄｅｌ １ｅ １.０ ０.８(０.６ꎬ０.９９)∗ ０.７(０.５ꎬ０.８)∗∗ ０.６(０.４ꎬ０.７)∗∗∗ ０.３(０.２ꎬ０.４)∗∗∗ ０.９(０.８９ꎬ０.９)∗∗∗ <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２ ｆ １.０ ０.８(０.６ꎬ０.９９７)∗ ０.７(０.５ꎬ０.９)∗ ０.５(０.３ꎬ０.７)∗∗∗ ０.３(０.２ꎬ０.４)∗∗∗ ０.９(０.８ꎬ０.９)∗∗∗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ｋｇ / ｄ ≤０.４５ ０.４６－０.５９ ０.６０－０.７３ ０.７４－０.９４ ≥０.９５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ＭＭ ２２４ １６６ １５８ １６３ ９３ ８０４ －

Ｍｏｄｅｌ １ｅ １.０ ０.６(０.５ꎬ０.８)∗∗∗ ０.６(０.５ꎬ０.８)∗∗∗ ０.６(０.５ꎬ０.８)∗∗∗ ０.３(０.２ꎬ０.４)∗∗∗ ０.９(０.８７ꎬ０.９)∗∗∗ <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２ ｆꎬｇ １.０ ０.７(０.５ꎬ０.９)∗∗ ０.６(０.４ꎬ０.８)∗∗∗ ０.７(０.５ꎬ０.９)∗ ０.３(０.２ꎬ０.５)∗∗∗ ０.９(０.８５ꎬ０.９)∗∗∗ <０.００１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ｇ / ｋｇ / ｄ ≤０.４４ ０.４５－０.５４ ０.５５－０.６３ ０.６４－０.７７ ≥０.７８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ＭＭ ２１９ １８１ １６０ １３１ １１３ ８０４ －

Ｍｏｄｅｌ １ｅ １.０ ０.７(０.６ꎬ０.９)∗ ０.６(０.５ꎬ０.８)∗∗∗ ０.５(０.４ꎬ０.６)∗∗∗ ０.４(０.３ꎬ０.５)∗∗∗ ０.９(０.８ꎬ０.９)∗∗∗ <０.００１

Ｍｏｄｅｌ ２ ｆꎬｈ １.０ ０.８(０.６ꎬ１.１) ０.８(０.６ꎬ１.０３) ０.６(０.４ꎬ０.８)∗∗ ０.４(０.３ꎬ０.７)∗∗∗ ０.９(０.８ꎬ０.９)∗∗∗ <０.００１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ｔｏ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０.７９ ０.８０－１.０１ １.０２－１.２５ １.２６－１.５７ ≥１.５８ －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ＬＭＭ １８１ １６０ １６９ １４６ １４８ ８０４ －

Ｍｏｄｅｌ １ｅ １.０ ０.９(０.７ꎬ１.１) ０.９(０.７ꎬ１.２) ０.８(０.６ꎬ１.０１) ０.８(０.６ꎬ１.０３) ０.９９(０.９７ꎬ１.００２) ０.０７

Ｍｏｄｅｌ ２ ｆ １.０ ０.９(０.７ꎬ１.１) ０.９(０.７ꎬ１.２) ０.８(０.６ꎬ１.１) ０.８(０.６ꎬ１.１) ０.９８(０.９７ꎬ１.００１) ０.１２

　 　 ａ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ｂ　 Ｌｏｗ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ＬＭＭ) ｗ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ｑｕａｒｔｉｌ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ｃ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ｐｅｒ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０.１ ｕｎｉｔ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ｄ　 Ｔｅｓｔｓ ｆｏ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ｔｒｅｎｄ ｗｅｒ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ｄｉａ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ｑｕｉｎｔｉｌ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ｅ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ｇｅ ａｎｄ ｓｅｘ.

ｆ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ｌ １ ｐｌｕｓ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ꎬ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ａｋｅꎬ ｄａｉｌ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ꎬ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ａｌｃｏｈｏｌ ｄｒｉｎｋ￣

ｉｎｇꎬ ｔｅａ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ｖｉｔａｍｉｎ ｕｓｅ.

ｇ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ｈ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ｐｌａｎｔ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ｅ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ꎬ ∗∗ꎬ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Ｑ１ꎬ Ｐ<０.０５ꎬ Ｐ<０.０１ꎬ Ｐ<０.００１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大样本人群研究相一致ꎮ 美国妇女健

康倡议 (ＷＨＩ) 研究发现ꎬ 在绝经女性 (５０－７９ 岁) 中ꎬ 蛋

白质摄入量与瘦体重百分比呈正相关ꎬ 与蛋白质摄入最低五

分位组绝经女性相比ꎬ 最高五分位组瘦体重高出 ６.５％ (９５％

ＣＩ: ６.１％ꎬ ６.９％) [３９] ꎮ 来自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研究第三代人群中

的研究发现ꎬ 在 ２９８６ 名人群中 (年龄在 １９－７２ 岁ꎬ 平均年

龄为 ４０.６ 岁)ꎬ 与膳食蛋白质摄入量最高四分位组相比ꎬ 最

低四分位组人群四肢瘦体重较低[４０] ꎮ Ｈｏｕｓｔｏｎ 及其团队的一

项关于 “健康、 老龄化和体成分” 研究项目的结果报道ꎬ 在

２０６６ 名社区居民中 (年龄在 ７０－７２９ 岁)ꎬ 与最低五分位蛋

白质摄入量组 (０.７ ｇ / ｋｇ ＢＷ) 相比ꎬ 最高五分位蛋白质摄

入量组 (１.１ ｇ / ｋｇ ＢＷ) 在 ３ 年的随访期内肌肉量的丢失减少

４０％[４１] ꎮ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子代研究中ꎬ 在 ９ 年的随访内ꎬ 人群

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摄入量 (如红肉类、 禽类、 鱼类、 奶制品、

大豆、 坚果和其他豆类) 越高ꎬ ＳＭＩ 越高[４２] ꎮ 值得注意的

是ꎬ 本研究人群蛋白质摄入量变化范围较大ꎬ 最低五分位组

与最高五分位组相差 ０.７ｇ / ｋｇ / ｄꎬ 表 ４ 中ꎬ 最高五分位组与最

低五分位组相比ꎬ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 ＯＲ 值较低ꎬ 这可能

４５



是由于蛋白质摄入量差异较大所致ꎮ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显示ꎬ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摄入量与

肌肉量的关联不一致ꎮ 一项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子代人群研究结果

显示ꎬ 动物蛋白摄入量最高四分位组的腿部肌肉量较最低四

分位组高ꎬ 但植物蛋白摄入量与肌肉量无关联ꎬ 即充足的动

物蛋白的摄入对的肌肉量具有保护作用[２４] ꎮ Ｈｏｕｓｔｏｎ 及其团

队的一项关于 “健康、 老龄化和体成分” 研究进一步发现动

物蛋白摄入量与全身肌肉量和四肢肌肉量呈正相关ꎬ 而植物

蛋白摄入量与肌肉量无关联ꎮ 然而ꎬ 本研究发现ꎬ 动物蛋白

和植物蛋白摄入量均与 ＳＭＩ 呈正相关ꎬ 且二者摄入量越高ꎬ

低肌肉量风险越低ꎮ 这与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ꎬ 可能是由于

人群差异性和人群植物蛋白摄入比例不同所致ꎮ 与美国和欧

洲人群研究相比[２４ꎬ２５ꎬ４１] ꎬ 本研究人群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摄

入比例接近 １ ∶ １ꎬ 而且植物蛋白摄入量变化范围较大 (五分

位组中变化范围为 ２７.５ ~ ４７.０ｇ / ｄ)ꎮ 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ꎬ

一项来自台湾的横断面研究发现ꎬ 植物蛋白摄入量越高ꎬ 低

肌肉量风险越低[１３] ꎬ 一项来自香港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也发

现ꎬ 植物蛋白摄入量越高ꎬ 肌肉量丢失量越少[２６] ꎬ 这两项研

究人群均为中国社区居民ꎬ 且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摄入比

例也接近 １ ∶ １ꎮ 然而ꎬ 在来自香港的前瞻性队列研究中ꎬ 并

未发现总蛋白和动物蛋白摄入量与肌肉量丢失有关联[２６] ꎮ 本

研究中ꎬ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摄入比值与 ＳＭＩ 和低肌肉量的

风险均无关ꎬ 研究结果提示ꎬ 膳食蛋白质摄入量或比动物蛋

白和植物蛋白来源对保护肌肉量具有更重要的作用ꎮ 来自

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 研究第三代人群中的研究中进行了膳食蛋白质聚

类分析ꎬ ６ 个簇集被选择作为最能代表个体食物蛋白质摄取模

式ꎬ 分别为 (１) 快餐类ꎬ (２) 红肉类ꎬ (３) 鸡肉类ꎬ (４)

鱼类ꎬ (５) 牛奶和 (６) 豆类ꎬ 校正可能混杂因素后ꎬ 并未

在这 ６ 个食物蛋白质聚类组中发现各组人群的四肢肌肉量存

在差异[４０] ꎬ 也显示蛋白质的来源可能肌肉量的保护作用没有

明显差异ꎮ

本研究结果可能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学意义ꎬ 增加蛋白

质的摄入量ꎬ 而不需考虑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来源ꎬ 或可预

防肌肉衰减综合征ꎮ 与增龄相关的骨骼肌的丢失归因于骨骼

肌蛋白转换规律的破坏造成的肌肉蛋白质合成和降解不平

衡[４３] ꎮ 膳食蛋白质消化吸收为氨基酸ꎬ 尤其是必需氨基酸

(如亮氨酸)ꎬ 可直接刺激肌肉蛋白质的合成和抑制肌肉蛋白

的分解[４４ꎬ４５] ꎮ 必需氨基酸 (ＥＡＡ) 通过刺激哺乳动物雷帕霉

素靶蛋白 (ｍＴＯＲＣ１) 信号来调节肌肉蛋白质的合成[４６] ꎮ 此

外ꎬ 必需氨基酸是合成蛋白质的重要原料ꎮ 现有的科学证据

表明ꎬ 与植物蛋白相比ꎬ 动物蛋白富含必需氨基酸ꎬ 消化率

高ꎬ 可能更有益于肌肉蛋白合成ꎮ 但是可以增加植物蛋白的

摄入或摄入混合植物蛋白改善氨基酸模式ꎬ 从而弥补植物蛋

白合成代谢较低的问题[４８] ꎮ 此外ꎬ 亮氨酸被认为是预防肌肉

衰减综合征的重要营养物质ꎬ 除了动物蛋白ꎬ 来源于大豆、

花生和扁豆的植物蛋白也富含亮氨酸[４９] ꎮ

综上所述ꎬ 膳食总蛋白质、 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摄入

量与 ＳＭＩ 均呈正相关ꎬ 蛋白质摄入水平越高ꎬ 低肌肉量的风

险越低ꎮ 结果提示ꎬ 在预防中老年人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ꎬ

蛋白摄入量可能比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来源更重要ꎮ 还需进

一步的研究ꎬ 特别是随机对照试验来验证其中的关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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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Ｈｕａｎｇ Ｒꎬ Ｙａｎｇ Ｋꎬ Ｃｈａｎｇ Ｈꎬ Ｌｅｅ Ｌꎬ Ｌｕ Ｃꎬ

Ｈｕａｎｇ Ｋ.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ｌｏｗ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６ꎻ ８ (６): ３７３.

[１４] Ｍｅｎｇ Ｘꎬ Ｚｈｕ Ｋꎬ Ｄｅｖｉｎｅ Ａꎬ Ｋｅｒｒ ＤＡꎬ Ｂｉｎｎｓ ＣＷꎬ

Ｐｒｉｎｃｅ ＲＬ. Ａ ５￣ｙｅａｒ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ＭＣ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Ｊ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９ꎻ ２４ (１１): １８２７－１８３４.

[１５] Ｍｏｒｒｉｓ ＭＳꎬ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ＰＦ. Ｔｏ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ｉｎ ｍｉｄ￣

ｄｌｅ￣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Ｂｒｉｔ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３ꎻ １０９ (７):

１２９４－１３０３.

[１６] Ｎｉｌｓｓｏｎ Ａꎬ Ｍｏｎｔｉｅｌ ＲＤꎬ Ｋａｄｉ 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ｅｅｔ￣

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ｌｄｅｒ ｗｏｍｅ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１８ꎻ １０ (９): １１５６.

[１７] Ｇｉｎｇｒｉｃｈ Ａꎬ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Ａꎬ Ｋｏｂ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ꎬ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ｌｄｅｒ ａ￣

ｄｕｌ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 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ｕｄｙ. Ｎｕｔｒｉ￣

ｅｎｔｓ. ２０１７ꎻ ９ (１２): １３５８.

[１８] Ｚｈｕ Ｋꎬ Ｋｅｒｒ ＤＡꎬ Ｍｅｎｇ Ｘꎬ ｅｔ ａｌ. Ｔｗｏ￣ｙｅａｒ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ｌｌｎ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ｌｄｅｒ ｐｏｓｔｍｅｎｏｐａ￣

ｕｓａｌ ｗｏｍｅｎ.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５ꎻ １４５ (１１): ２５２０－２５２６.

[１９] Ｏｔｔｅｓｔａｄ Ｉꎬ Ｌｏｖｓｔａｄ ＡＴꎬ Ｇｊｅｖｅｓｔａｄ ＧＯ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ｔａｋｅ ｏｆ ａ 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ｍｉｌｋ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 １２￣ｗｅｅｋ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ｄｗｅｌｌ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７ꎻ ２１ (１０): １１６０－１１６９.

[２０] Ｎｏｒｔｏｎ Ｃꎬ Ｔｏｏｍｅｙ Ｃꎬ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ＷＧ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ａｎｄ ｌｕｎｃｈ ｆｏｒ ２４ ｗｅｅｋｓ

ｂｅｙｏｎｄ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ｈｏｌｅ￣ｂｏｄｙ ｌｅ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ｍａｓ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６ꎻ １４６ (１): ６５－６９.

[２１]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ＣＪꎬ Ｍｉｌａｎ ＡＭꎬ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Ｓ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ｕｌａｒ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ｎ: Ａ １０￣ｗｋ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７ꎻ １０６ (６): １３７５－１３８３.

[２２]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ＪＡꎬ Ｂｅｎｄｓｅｎ ＮＴꎬ Ｔｒｅｍｂｌａｙ Ａꎬ Ａｓｔｒｕｐ Ａ.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ｎ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ｄｉｏｖａｓｃ Ｄｉｓ. ２０１１ꎻ ２１ (２ ｓｕｐｐｌ): Ｂ１６－Ｂ３１.

[２３] Ｃｈｅｒｎｏｆｆ 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４ꎻ ２３ (６ ｓｕｐｐｌ): Ｓ６２７－Ｓ６３０.

[２４] Ｓａｈｎｉ Ｓꎬ Ｍａｎｇａｎｏ ＫＭꎬ Ｈａｎｎａｎ ＭＴꎬ Ｋｉｅｌ ＤＰꎬ

ＭｃＬｅａｎ Ｒ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ｄｒｉｃｅｐ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Ｊ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５ꎻ １４５ (７): １５６９－１５７５.

[２５] Ｉｓａｎｅｊａｄ Ｍꎬ Ｍｕｒｓｕ Ｊꎬ Ｓｉｒｏｌ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 ａｍｏｎｇ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ｏｍｅｎ: Ｔｈｅ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ｅＦｒａｃ￣

ｔｕｒ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ＳＴＰＲＥＦＰＳ) . Ｊ Ｎｕｔｒ Ｓｃｉ. ２０１５ꎻ ４:

Ｅ４１.

[２６] Ｃｈａｎ Ｒꎬ Ｌｅｕｎｇ Ｊꎬ Ｗｏｏ Ｊꎬ Ｋｗｏｋ 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ａｍｂｕｌａｎｔ ｏｌｄｅｒ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Ｊ Ｎｕｔｒ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ｇｉｎｇ. ２０１４ꎻ １８ (２): １７１－１７７.

[２７] Ｗｉｔａｒｄ ＯＣꎬ ＭｃＧｌｏｒｙ Ｃꎬ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Ｌ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ＳＭ.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ｌ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Ａ ｎｅｘｕ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

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Ｂｉｏ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６ꎻ １７

(３): ５２９－５４６.

[２８] Ｉｍａｍｕｒａ Ｆꎬ Ｍｉｃｈａ Ｒꎬ Ｋｈａｔｉｂｚａｄｅｈ Ｓꎬ ｅｔ ａｌ. Ｄｉ￣

ｅｔａｒｙ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１８７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１９９０

ａｎｄ ２０１０: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Ｌａｎｃｅｔ Ｇｌｏｂ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５ꎻ ３ (３): Ｅ１３２－Ｅ１４２.

[２９ ] Ｚｈａｎｇ ＺＱꎬ Ｈｅ ＬＰꎬ Ｌｉｕ ＹＨꎬ Ｌｉｕ Ｊꎬ Ｓｕ ＹＸꎬ

Ｃｈｅｎ ＹＭ.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ｆｌａｖｏｎｏｉｄ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ｄ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ｎ.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Ｉｎｔ. ２０１４ꎻ ２５ (１０): ２４１７－

２４２５.

[３０] Ｚｈａｎｇ ＣＸꎬ Ｈｏ ＳＣ.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６５



ｆ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９ꎻ １８ (２):

２４０－２５０.

[３１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ＤＣ. Ｃｈｉｎａ Ｆｏｏ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ｓꎻ ２００９.

[３２] Ｃｈｅｎ ＹＭꎬ Ｌｉｕ Ｙꎬ Ｌｉｕ ＹＨꎬ Ｗａｎｇ Ｘꎬ Ｇｕａｎ Ｋꎬ

Ｚｈｕ Ｈ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ｅｒｕｍ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ｅｔａｉｎ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ｔｔｅ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 ｏｆ ＤＸＡ￣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ａｎｄ ｆａ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ｔ Ｊ Ｏｂｅｓ (Ｌｏｎｄ) .

２０１５ꎻ ３９ (３): ４６５－４７１.

[３３] Ｋｉｍ Ｊꎬ Ｗａｎｇ Ｚꎬ Ｈｅｙｍｓｆｉｅｌｄ ＳＢꎬ 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ＲＮꎬ 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 Ｄ. Ｔｏｔａｌｂｏｄｙ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

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ｎｅｗ ｄｕ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Ｘ￣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０２ꎻ ７６ (２): ３７８－３８３.

[３４] Ｈｏｎｇ ＨＣꎬ Ｈｗａｎｇ ＳＹꎬ Ｃｈｏｉ ＨＹ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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咀嚼吞咽障碍膳食营养管理规范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ｈｅｗ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ｗ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孙建琴１ 　 陈艳秋１ 　 窦祖林２ 　 唐志明２ 　 冯　 颖１

１.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临床营养中心ꎻ ２.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康复医学科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ꎬ 老年人口快速增加ꎬ 老年人

由于生理功能的减弱ꎬ 尤其是咀嚼和吞咽能力的下降ꎬ 吞咽

障碍的发生率随着老年人的年龄增长而增加ꎮ 临床上ꎬ 吞咽

障碍是多学科日常诊治中的常见症状ꎬ 其发生率高ꎬ 极易引

起误吸、 吸入性肺炎以及营养不良等并发症ꎬ 增加感染风险ꎬ

影响临床结局ꎬ 严重者可致多器官衰竭ꎬ 甚至危及生命ꎮ

吞咽障碍患者因摄食量减少而导致营养素摄入不足ꎬ 是

营养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ꎮ 同时ꎬ 营养不良对吞咽功能也存

在不利影响ꎬ 吞咽时高度协调的肌肉活动取决于中枢神经系

统的调节ꎬ 营养不良可使肌肉量和肌纤维直径的减少以及肌

纤维收缩力和松弛速度受损ꎬ 造成运动神经传导速度显著降

低ꎬ 增加中央和周围神经的空泡化、 色素溶解和纤维蛋白溶

解ꎬ 进一步加剧吞咽功能的下降ꎮ 据报道卒中后吞咽障碍是

营养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ꎬ 卒中后伴发的营养不良可以增加

患者各种感染的发生率、 卒中复发率和病死率ꎬ 是导致卒中

后不良结局的重要原因[１] ꎻ 在独立生活的老年吞咽障碍人群

中ꎬ 营养不良或有营养风险的发生率为 １７％－２０％ꎬ 住院老年

吞咽障碍患者中为 ３７％－６７％[２] ꎮ

吞咽障碍患者吞咽功能康复和膳食营养管理已逐渐成为各

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ꎬ 吞咽障碍患者的营养被认为是康复中首

先需要解决的问题ꎬ 食物调配也被国内外各大指南推荐为提高

吞咽效率ꎬ 促进机体恢复的有效手段之一ꎮ 国外少数发达国家

已初步建立膳食标准ꎬ 如日本摄食－吞咽障碍康复学会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Ｄｙｓｐｈａｇｉａ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的 ＪＳＤＲ２０１３分级[３]ꎬ

国际吞咽障碍食物标准行动委员会 ( ＩＤＤＳＩ) 分级[４]ꎮ 我国相

关专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先后发布了中国吞咽障碍评估与治疗专

家共识 (２０１３ 年版) [５] 和中国吞咽障碍评估与治疗专家共识

(２０１７年版) [６]、 卒中患者吞咽障碍和营养管理的中国专家共

识 (２０１３年版) [７]、 老年吞咽障碍患者家庭营养管理中国专家

共识 (２０１８年版) [８]ꎬ 这些专家共识对于临床医务人员的专业

行为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ꎬ 但均为涉及吞咽障碍食品的分级

和膳食营养标准ꎮ 为了有利于各医疗机构、 各学科以达成对

吞咽膳食统一共识ꎻ 建立健全中国吞咽障碍膳食标准ꎬ 推动

吞咽障碍特殊食品产业发展ꎬ 中国营养学会老年营养分会和

中国康复医学会吞咽障碍康复专业委员会共同牵头ꎬ 组织国

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反复讨论与修改ꎬ 推出了 «吞咽障碍膳食

营养管理中国专家共识 (２０１９ 版) » [９] 、 并制定 «咀嚼吞咽

障碍膳食营养管理» 团体标准ꎮ 现将有关内容简介如下ꎮ

一、 吞咽障碍膳食管理目标

吞咽障碍患者应进行营养筛查评估ꎬ 为制订合理的营养

支持计划提供依据ꎮ 在经口进食前应进行吞咽功能筛查评估ꎬ

对于吞咽障碍程度较轻ꎬ 经安全有效性测试或仪器检测评估ꎬ

无明显误吸ꎬ 无大量残留的患者ꎬ 经口饮食是首选的营养摄

入途径ꎮ 通过食品质构调整ꎬ 降低患者经口进食的难度、 防

治营养不良、 预防误吸、 脱水ꎬ 延缓咀嚼吞咽功能的退化ꎮ

在安全摄食的前提下ꎬ 让患者食之有味、 享受食物的乐趣ꎬ

改善生活质量ꎮ 在食物营养选择搭配时ꎬ 应遵从患者的个人

喜好ꎮ 不推荐食用未经增稠剂加工处理的米糊、 藕粉、 芝麻

糊等糊状食物ꎬ 因为这些食物容易在口腔和咽部残留ꎬ 增加

呛咳和误吸风险ꎮ 当经口饮食不能满足 ６０％能量需求目标时ꎬ

应增加经性状调整的口服营养补充 (ＯＮＳ)ꎮ 当每日经口

(包括 ＯＮＳ) 摄入不足目标能量的 ６０％ꎬ 或因意识认知障碍

不能经口进食的患者ꎬ 应给予管饲肠内营养ꎮ 当肠内营养不

能满足 ６０％的营养需求时ꎬ 应通过肠外营养补充ꎮ

吞咽障碍患者的膳食营养管理与其它类型的疾病膳食相

比ꎬ 具有明显的特殊性ꎮ 因此ꎬ 应以患者为中心ꎬ 组建由医

护人员、 家属 /照护者和患者共同参与管理小组ꎬ 开展规范的

膳食营养管理ꎬ 为患者提供充足的营养ꎬ 减少管饲依赖ꎬ 较

早实现经口进食ꎬ 改善生活质量和临床结局ꎮ

二、 咀嚼吞咽障碍食品质构调整及食品分级

１. 咀嚼吞咽障碍食品质构调整原则

１.１　 稀的增稠: 在液体食物如水、 饮料、 果汁、 牛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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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增稠剂ꎬ 以增加食物的黏度ꎬ 降低食物在咽和食管中流

动的速度ꎮ

１.２　 硬的变软: 将较硬的食品搅拌粉碎ꎬ 比如土豆泥、

果泥等ꎬ 便于咀嚼和吞咽ꎮ

１.３　 避免异相夹杂: 避免把固体和液体混合在一起食

用ꎬ 以及容易液固分相的食物ꎮ

１.４　 固体食品加入凝固剂ꎬ 粉碎搅拌后ꎬ 要有一定的内

聚性ꎬ 易于形成食团ꎬ 并有一定的变形能力ꎬ 使其顺滑地通

过口腔和咽部ꎮ

２. 咀嚼吞咽障碍食品分级

参考国际吞咽障碍食物标准行动委员会 ( ＩＤＤＳＩ) 分级和

日本摄食－吞咽障碍康复学会 (ＪＳＤＲ２０１３) 分级ꎬ 按照中国

的膳食习惯ꎬ 提出中国咀嚼吞咽障碍食品分为 ６ 级ꎬ 其中液

体分为 ３ 个级别ꎬ 即: １ 级低稠型ꎬ ２ 级中稠型ꎬ ３ 级高稠型

(见表 １)ꎮ 固体半固体食品分为 ３ 个级别: ４ 级ꎬ 细泥型ꎻ ５

级ꎬ 细馅型ꎻ ６ 级ꎬ 软食型ꎮ

表 １　 咀嚼吞咽障碍液体食品分级和检测方法

１ 级低稠(吸) ２ 级中稠(喝) ３ 级高稠(吃)

性状描述 质构均一的液体ꎬ可以用吸管轻松

吸取ꎻ用杯子饮用后会在杯内留下

模糊痕迹ꎮ 可用细吸管吸取或喝ꎬ
入口便在口腔内扩散ꎬ下咽时不需

要太大的力量ꎮ

质构均一的液体ꎬ可通过粗吸管或

杯子饮用ꎮ 从杯子倒出时会有一层

液体附着在杯子表面ꎮ 入口在口腔

内慢慢扩散ꎬ容易在舌头上聚集ꎮ

质构均一、顺滑ꎬ无法在餐盘上独立

成型ꎬ不能用吸管或杯子饮用ꎬ需要

用勺子挖取送食ꎻ即使倾斜杯子也

不会流出ꎮ 入口明显感觉到粘稠ꎬ
送入咽部需要一定的力量ꎮ 用

“吃”表达最为合适ꎮ

针筒试验方法 测试液体流经 １０ｍＬ 注射器ꎬ１０ 秒

后剩余 １－４ｍＬ 残留

测试液体流经 １０ｍＬ 注射器ꎬ１０ 秒

后剩余 ４－８ｍＬ 残留

测试液体流经 １０ｍＬ 注射器ꎬ１０ 秒

后剩余多于 ８ｍＬ 残留

圈线板扩散试验(ＬＳＴ) ３６－４３ｍｍ ３２－３６ｍｍ ３０－３２ｍｍ

３. 液体食品的制备

在液体食品中添加增稠剂ꎬ 调配成不同稠度ꎮ 使用增稠

剂ꎬ 增加液体食物的稠度ꎬ 让患者能获得足够的水分ꎮ 增稠

剂可分为淀粉基、 胶基配方ꎬ 添加剂量可参考产品说明ꎬ 或

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配制ꎮ 增稠剂不仅可用于增加水的粘稠

度ꎬ 也可用于果汁、 牛奶等其它饮料ꎮ 吞咽障碍患者使用口

服营养补充时ꎬ 需要添加增稠剂ꎬ 以防止呛咳和误吸ꎮ

４. 咀嚼吞咽障碍固体或半固体食品

在固体或半固体食品中添加增稠剂ꎬ 改良食物的性状和

质地ꎬ 可分为: 细泥型ꎬ 细馅型ꎬ 软质型ꎮ 咀嚼吞咽障碍固

体食品分级和检测方法见表 ２ꎮ

表 ２　 咀嚼吞咽障碍固体食品分级和检测方法

级别 ４ 级细泥型 ５ 级细馅型 ６ 级软食型

性状描述 可在餐盘独立成型ꎬ质构均一的泥状ꎬ
不含块状、光滑ꎬ易聚集、可以用汤匙舀

起ꎮ 可以用舌头和上颚碾碎ꎬ不需要咀

嚼ꎮ 经口腔简单操作可以形成食团ꎮ
易吞咽ꎻ不易在口咽部残留、误吸ꎮ

质构松软、湿润ꎬ容易形成食团ꎻ食物中

可见块状固体ꎬ其颗粒粒径不超过

０.５ｃｍꎬ可以用牙龈碾碎ꎻ不会在口腔

内发生大量的离水ꎻ有一定的内聚性ꎮ
通过咽腔不容易散开ꎮ

质构松软、湿润ꎬ不易分散、不易粘连ꎻ
可以用汤匙边缘或筷子将此类食物切

断或分成小块ꎻ固体颗粒粒径不超过

１.５ｃｍꎻ可以用牙齿轻松碾碎ꎮ

检测方法 测试食物放在餐叉上可成堆状ꎻ餐叉下

压测试食物时ꎬ少量食物可能从餐叉缝

隙缓慢流出ꎬ在餐叉叉齿下形成挂尾ꎬ
但不会持续流下ꎮ

当使用餐叉下压测试食物时ꎬ食物小碎

粒比较容易被分开且易穿过餐叉缝隙ꎬ
使用较小的力就可以将食物碾碎(此
等大小的力不会把指甲压的发白)ꎮ

当使用餐叉底部下压测试食物(约 １.５
ｃｍ×１.５ ｃｍ)时ꎬ可将食物压扁(用力

时可见拇指和食指指甲发白)ꎬ且将餐

叉移开有ꎬ食物不会恢复原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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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固体或半固体食品的制备

固体或半固体的食物采用适当的粉碎、 搅拌、 烹制等加

工方法ꎬ 按需添加增稠剂ꎮ 增稠剂使用方法和用量参照产品

说明书ꎬ 或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配比制作出符合吞咽障碍患

者适用的细泥型、 细馅型、 软质型食物ꎮ 使用增稠剂使食品

成凝胶状ꎬ 增加爽滑性ꎬ 减少在口腔、 咽喉部分的粘附和残

留ꎬ 减少呛咳误吸风险ꎮ 使食品成凝胶状ꎬ 增加爽滑性ꎬ 减

少在口腔、 咽喉部分的粘附和残留ꎬ 减少呛咳误吸风险ꎮ 在

饮水或茶水中加入一定比例增稠剂形成水凝胶ꎬ 质地均匀、

有一定内聚力、 可成片舀起ꎬ 不需要咀嚼即可直接咽下ꎬ 可

作为管饲患者摄食训练使用ꎮ

增稠剂不应改变食物的颜色、 味道和营养ꎮ 吞咽障碍患

者不推荐食用未经增稠剂加工处理的食物ꎬ 如米糊、 藕粉、

芝麻糊等ꎮ

６. 咀嚼吞咽障碍食品的选择应用

吞咽障碍患者在经口进食前应进行吞咽功能筛查评估ꎬ

根据咀嚼和吞咽功能选择相应的分级食品 (见表 ３)ꎮ

表 ３　 咀嚼吞咽功能与食品分级选择

适用人群

１ 级　 低稠液体 喝白开水时会产生呛咳ꎬ但喝其他液体不会呛咳

２ 级　 中稠液体 喝所有低稠液体时会产生呛咳

３ 级　 高稠液体 吃高含水量的食物时会产生呛咳

４ 级　 细泥型食品

有食团形成能力和食团保持能力ꎬ不需要撕咬或者咀嚼即可咽下的患者

有意识地将舌头推向上腭的患者

有运送食物的能力ꎬ可以经口进食的患者

５ 级　 细馅型食品 通过舌头与上下腭可以压碎食物ꎬ可以通过舌头运送食物

６ 级　 软食型食品 高龄老人以及以存在误吸或窒息风险的吞咽功能及咀嚼功能轻度下降

吞咽训练食品 作为吞咽造影或吞咽内窥镜最容易咽下的候选检查食物ꎬ拔管前后的患者和经口进食的初试患者

７. 营养管理流程

保证充足的能量和蛋白质供给ꎮ 能量摄入量 ２５－３５ｋｃａｌ /

ｋｇｂｗꎬ 能满足大多数患者的需求ꎻ 蛋白质供给量 １.０－１.５ｇ /

ｋｇｂｗꎮ 当机体处于应激、 创伤或感染状态时ꎬ 患者的蛋白分

解增多ꎬ 急性期蛋白合成增加ꎬ 必需氨基酸需求量会相应增

加ꎬ 可增加蛋白质摄入量ꎮ 不同能量水平下食物推荐量见表 ４ꎮ

咀嚼吞咽障碍患者的营养管理是一项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工

作ꎬ 需要医护人员、 家属和患者共同参与ꎮ 管理流程参考图 １ꎮ

表 ４　 不同能量水平各大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

能量水平 １２００ｋｃａｌ １４００ｋｃａｌ １６００ｋｃａｌ １８００ｋｃａｌ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 ２２００ｋｃａｌ

谷类(ｇ) １７５ ２００ ２２５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大豆类(ｇ) ２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４０ ４０

蔬菜类(ｇ)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４００ ４５０ ５００

水果类(ｇ)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畜禽肉类(ｇ) ２５ ２５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蛋类(ｇ)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５０

水产品(ｇ) ３５ ５０ ５０ ５０ ７５ １００

乳制品(ｇ)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烹调油(ｇ)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５ ２５ ２５

食盐(ｇ)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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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咀嚼吞咽障碍患者的营养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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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维生素 Ｄ 缺乏与肌少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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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维生素 Ｄ 缺乏是一个世界性的健康问题ꎬ 特别是

在老年人群中ꎮ 维生素 Ｄ 可以控制和调节体内包括骨骼肌在

内的多个系统和器官的生理功能ꎮ 以往已有研究表明维生素

Ｄ 可以促进骨骼肌纤维的增生和分化、 维持和改善骨骼肌的

强度和物理性能ꎮ 老年人由于膳食摄入量的减少以及皮肤接

受日光照射的时间降低而存在较高的维生素 Ｄ 缺乏ꎮ 因此ꎬ

伴有维生素 Ｄ 缺乏的老年人更可能发生肌少症 (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ꎮ

肌少症以进行性骨骼肌量和强度的减少为主要特征ꎬ 并且可

以导致诸如摔倒、 功能障碍、 住院甚至死亡ꎮ 目前已有几项

随机对照研究观察老年人群口服维生素补充对于预防和治疗

肌少症的作用ꎬ 但结果并不一致ꎮ 在这篇小型的综述中ꎬ 我

们总结了生理、 临床和流行病学证据来支持老年人群维生素

Ｄ 与肌少症之间可能的因果关系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Ｄꎻ 老年ꎻ 体力减退ꎻ 营养不良ꎻ 肌少

症ꎻ 营养治疗

１ꎬ２５－二羟基维生素 Ｄ 是维生素 Ｄ 的生物活性形式ꎬ 它

可以和核内维生素 Ｄ 受体 (ＶＤＲ) 结合后ꎬ 并与其他相关的

受体一起形成二聚体ꎬ 后者进一步与维生素 Ｄ 反应元件 (ｖｉ￣

ｔａｍｉｎ 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ＶＤＲＥｓ) 结合ꎬ 从而启动核内

的信号传导通路而达到调节基因表达的作用[１３] ꎮ ＶＤＲ 的表达

受年龄、 性别和疾病的影响ꎮ 也有研究表明 ＶＤＲ 基因的变异

与肌肉力量的变异有关[６] ꎮ ＶＤＲ 是一种核受体ꎬ 在许多器官

内都有表达[５] ꎬ 从而起到不同的功能 (图 １)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ｒｇａ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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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Ｄ缺乏和肌少症

在老年人群中ꎬ 维生素 Ｄ 缺乏十分常见ꎬ 且世界各地的

老年人群都存在维生素 Ｄ 缺乏ꎮ 老年患者易于产生维生素 Ｄ

不足或缺乏的原因有多种: 包括皮肤合成维生素 Ｄ 减少、 接

受阳光照射的时间短以及各种疾病ꎬ 如慢性肾功能不全或胃

肠道吸收不良[１０ꎬ５８] ꎮ

维生素 Ｄ 和肌纤维上面的 ＶＤＲ 结合后ꎬ 可以增加肌纤维

的体检、 改善肌肉的强度及物理性能[３０] ꎮ 体内实验已经证实

了 ＶＤＲ 的作用: ＶＤＲ 静默的小鼠肌纤维的体积明显低于野

生型小鼠ꎻ ８ 周龄时肌肉丢失的速度前者也远远快于后者ꎮ 结

果提示肌纤维上的 ＶＤＲ 具有营养功能[６２] ꎮ 在老化阶段ꎬ 肌

组织上面的 ＶＤＲ 表达进行性降低ꎬ 因而对维生素 Ｄ 的反应性

也减弱ꎬ 最终导致肌肉数量量和强度的降低[６３] ꎮ

许多前瞻性研究观察了老年人群维生素 Ｄ 与肌肉强度和

物理性能的关系[３４ꎬ３５ꎬ３８－４２] ꎬ 但这些研究在受试者特征以及肌

肉强度评估的方法上存在很多差异ꎮ 部分研究显示老年人群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独立于其他因素ꎬ 与肌肉质量的丢失和力

量的降低有关[３４ꎬ６４] ꎬ 男性比女性更明显[１７ꎬ６５] ꎮ 这些研究结果

表明老年人伴随维生素 Ｄ 缺乏时特别易于发生肌少症ꎮ ２０１７

年发表的一项针对超高龄 (≥８５ 岁) 男性老人的前瞻性研究

结果显示: 随着时间推移ꎬ 循环中的维生素 Ｄ 水平和骨骼肌

力量 (用握力进行评估) 的加速丢失有关ꎻ 但是体力活动能

力 (用 ＴＵＧ 进行评估) 无明显改变[６６] ꎮ 除了肌少症ꎬ 观察

性研究结果还表明老年人群维生素 Ｄ 缺乏是一系列老年不良

事件 (例如虚弱和跌倒) 的重要危险因素[６２ꎬ６７] ꎮ 总体来说ꎬ

观察性研究和探讨机制的实验研究均支持维生素 Ｄ 水平低与

年龄相关的肌肉数量和强度降低存在生物学关联ꎬ 也提示维

生素 Ｄ 补充可能是预防和治疗肌少症、 虚弱和相关的并发症

的有效手段ꎮ 尽管事实上超高龄老人 (ｏｌｄｅｓｔ￣ｏｌｄꎬ >８５ 岁)

产生维生素 Ｄ 缺乏、 肌少症和功能性降低的危险性最大ꎬ 但

仅有少量研究针对这一特殊人群[４９] ꎬ 还需要针对这一年龄人

群的前瞻性研究来进一步证实在生命后期维生素 Ｄ 对骨骼肌

健康的作用ꎮ

营养干预

从预防和治疗肌少症的角度考虑ꎬ 充足的蛋白质和能量

口服补充是公认的有效手段[３０ꎬ６２ꎬ６３] ꎬ 但在维生素 Ｄ 缺乏状态

时补充维生素 Ｄ 的作用仍存在争议ꎮ 表 １ (省略) 中归纳了

部分关于维生素 Ｄ 补充对预防肌少症作用的研究ꎬ 但结果不

至于[６６ꎬ６８－７４] ꎮ

２００９ 年的一项 ＲＣＴ 对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补充维生

素 Ｄ 对肌肉强度的作用进行研究: 对照组每日给予钙＋每月补

充安慰剂ꎬ 干预组每日给予钙＋每月补充维生素 Ｄ (前 ２ 个月

１５０ ０００ ＩＵꎬ 后四个月９０ ０００ ＩＵ)ꎮ ６ 个月后两组间髋和膝关

节的延展强度出现显著差异ꎮ 虽然该研究没有评估体力活动

能力ꎬ 但结果表明维生素 Ｄ 补充可以改善老年人群下肢肌肉

强度[７４] ꎮ 另外一项同样发表于 ２００９ 年的干预研究ꎬ 纳入社区

居住年龄≥７０ 岁且血清维生素 Ｄ水平<７８ｎｍｏｌ / Ｌ 的老年男性ꎬ

每天补充钙和维生素 Ｄ (与每天仅补充钙做对比)ꎮ １２ 月后ꎬ

维生素 Ｄ补充组的肌肉强度和体力活动能力明显改善ꎻ １２ 个

月和 ２０个月跌倒的比率也分别下降了 ２７％和 ３９％[７５]ꎮ ２０１７

年一项观察性研究也证实给予绝经后证实有骨质疏松和 /或维

生素 Ｄ缺乏 (<３０ｎｇ / ｍＬ) 女性每日补充维生素 Ｄ (２０μｇ / ｄ)ꎬ

连续补充 ６ 个月ꎬ 可以使肌肉强度 (握力和膝关节延展强度)

和体力活动能力 (ＳＰＰＢ 和 ４ 米步速) 明显改善ꎻ 跌倒风险

也显著降低[７６] ꎮ 而且ꎬ 最近的一项多中心 ＲＣＴ 研究强调了

对于老年肌少症的人群ꎬ 口服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 Ｄ 可以有

效增加阑尾平面肌肉量 (通过生物电阻抗法评估) 和体力活

动能力 (椅子－站立实验)ꎬ 但体力活动等级未受影响[６１] ꎮ 后

一项研究得出的著名结论是: 考虑老年患者基线状态维生素

Ｄ 缺乏的情况ꎬ 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更大的剂量才能达到

目标剂量ꎬ 对肌肉强度的益处才能体现出来ꎮ 实际上ꎬ 仅是

循环系统维生素 Ｄ 适宜水平的界定ꎬ 目前已有文献之间还存

在分歧ꎬ 但大多数作者支持至少 ５０ｎｍｏｌ / Ｌ 作为普通老年人的

适宜水平[７６] ꎬ 但考虑到跌倒和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的ꎬ 对于

虚弱的老年人可能至少需要维持在 ７５ｎｍｏｌ / Ｌ[７６] ꎮ 相反ꎬ 由于

尚缺乏能将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维持在 ３０ｎｍｏｌ / Ｌ 的正确综合

干预措施ꎬ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等证实超大剂量的维生素 Ｄ 补充也会

增加跌倒的风险[６１] ꎮ 如前所述ꎬ 目前已有的证据在维生素 Ｄ

对肌少症的作用尚存在争议ꎮ 一项 ２００３ 年发表的干预研究表

明一次性给虚弱的老年人补充维生素 Ｄ ３００ ０００ ＩＵ既不能改

善体力活动能力ꎬ 也不能降低跌倒的风险[６６] ꎮ 最近发表的一

项随机研究发现ꎬ 对于静坐且维生素 Ｄ 水平低于 ７５ｎｍｏｌ / Ｌ

的老年人ꎬ 接受每天 ４０００ＩＵ 的维生素 Ｄ 补充ꎬ 与安慰剂组相

比ꎬ ＳＰＰＢ、 步速、 跌倒风险及不良事件发生率无明显差

异[７２] ꎮ ２０１５ 年芬兰的一项研究纳入 ７０－８０ 岁且前一年曾经

发生过跌倒的女性ꎬ 结果并未发现锻炼和维生素 Ｄ 补充可以

预防跌倒ꎮ 而且ꎬ 锻炼可以增加肌肉强度和改善体力活动能

力ꎬ 但维生素 Ｄ 没有任何显著的益处[７４] ꎮ

最后ꎬ ２０１９年的一项随机研究肯定了这些结果ꎮ 该研究纳

入健康人群 (年龄≥６０岁) 且维生素 Ｄ水平在 ８－２０ｎｇ / ｍ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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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ꎬ 治疗组每日口服补充维生素 Ｄ ８５８ ＩＵꎬ 对照组服用安慰

剂ꎬ ４ 个月后所有研究对象均测量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ꎮ 对于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２８ｎｇ / ｍＬ 的人继续每日额外给予 ８００ＩＵ

维生素 Ｄ 补充ꎬ 维生素 Ｄ 水平≥２８ｎｇ / ｍＬ 的人群则给予安慰

剂ꎮ １ 年后ꎬ 两组间腿部下压力量、 功能、 强度和瘦体组织并

无明显差异[７３] ꎮ

结　 论

部分生物学、 实验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补充维生素 Ｄ

可能有利于预防和治疗老年人群的肌少症ꎬ 但由于观察性

研究的研究对象和 ＲＣＴ 研究结论存在的差异性ꎬ 补充维

生素 Ｄ 对于预防和治疗肌少症的确切作用还不明确ꎬ 需要

进一步研究ꎮ 还需要干预实验澄清维生素 Ｄ 补充对于骨骼

肌的作用以及在老年阶段能够维持较好体力活动的适宜血

清维生素 Ｄ 水平ꎮ

同时ꎬ 既然维生素 Ｄ 缺乏在老年人群中十分常见ꎬ 且维

生素 Ｄ 具有多项其他的生物学功能ꎬ 临床医生应当检测肌少

症人群的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ꎬ 并建议存在维生素 Ｄ 不足或缺

乏的老年人群进行口服补充ꎮ 同时ꎬ 对于具有肌少症风险或

已经明确存在肌少症的人群ꎬ 应当建议进行常规体育锻炼ꎬ

并增加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的补充ꎮ

老年人的营养和肠道微生物群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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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白慧婧　 赵燕芳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临床营养中心

　 　 摘要: 肠道微生物群是生活在我们肠道中的微生物的集

合ꎬ 它们的基因组被称为微生物组ꎮ 这种微生物群的正确组

成和功能对于保持 “健康状态” 是必不可少的ꎮ 衰老与肠道

微生物群的变化有关ꎬ 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常常与胃肠道的

生理改变有关ꎬ 也与饮食模式的改变有关ꎬ 并且伴随着认知

和免疫功能的下降ꎬ 这些都是造成虚弱的原因ꎮ 因此ꎬ 旨在

恢复老年人微生物群的营养战略必须从全局出发ꎬ 不仅要考

虑微生物群ꎬ 而且要考虑其他肠道外的作用靶点ꎮ 本综述旨

在总结老年人肠道微生物群改变和其他功能受损的最新知识ꎬ

并通过使用益生菌、 益生元或特定营养素来分析实施营养策

略的工具ꎬ 以平衡这些变化ꎮ 老年人的疾病和功能损害和肠

道微生物的变化密切相关ꎬ 营养影响微生物群的形成ꎻ 因此ꎬ

提高对老年人中营养与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之间相互作用的

认识ꎬ 可以通过设计个性化营养策略来帮助改善老年人群的

总体健康状况ꎮ

节　 译

肠道微生物群中与年龄有关的变化与胃肠道的生理变化

以及饮食模式有关ꎬ 伴随着免疫功能的下降ꎬ 这可能会增加

感染和虚弱的风险ꎮ 由于老年人对疾病的敏感性增高ꎬ 通常

与营养不良有关ꎬ 导致肠道菌群功能受损以及免疫系统的促

炎状态ꎮ 这为营养策略的提出和针对微生物和免疫调节的功

能性食品开发ꎬ 提供了更多的合理性ꎮ 要对特定人群设计营

养干预措施ꎬ 有必要明确群体的相关特点ꎮ 将健康受试者的

微生物群作为对照ꎬ 以恢复肠道微生物的平衡ꎮ 肠道菌群包

含着巨大的遗传目录ꎬ 即所谓的 “肠道微生物组”ꎮ 在生命的

开始ꎬ 对于新生儿ꎬ 足月阴道分娩、 母乳喂养的婴儿被视为

微生物菌群的黄金标准ꎮ 随着生命的进展ꎬ 带有 “健康微生

物群” 的人群变得不典型ꎮ 对照人群必须与研究的人群具相

似的社会经济地位ꎮ 这对于老年人尤其重要ꎬ 长时间暴露在

不同的环境中可能难以识别衰老造成的变化[１ꎬ２] ꎮ 在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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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健康的较年轻的成年人ꎬ 与正在研究的老年人口相比ꎬ

有相似的饮食习惯ꎬ 地理ꎬ 社会ꎬ 既往史等ꎮ 年轻健康成年

人的微生物菌群可以作为老年人群的参照[２ꎬ３] ꎮ

因老年人的免疫系统、 环境或地区的不同ꎬ 对肠道菌群

的干预也不同ꎮ 先前研究已证实[８３] ꎬ 益生菌对不同人群中肠

道菌群的作用因地理位置的不同而不同ꎮ 社区相关微生物群

的减少ꎬ 定义为特定群体含有的微生物群组ꎬ 与虚弱增加相

关[４－６] ꎮ 微生物多样性降低ꎬ 产生细菌的丁酸盐含量低ꎬ ＳＣ￣

ＦＡ 的水平降低和失衡比例ꎬ ＣＤＩ 的发生率以及更多乳酸ꎬ 甲

烷和支链脂肪酸的含量 (戊酸ꎬ 异戊酸ꎬ 异丁酸和己酸) 通

常被视为干预的相关目标[４] ꎮ 如前所述ꎬ 肠道菌群的组成和

功能变化ꎬ 是由老年人消化道的生理和功能改变造成的ꎬ 和

维持免疫和胃肠功能的特定营养素的缺乏[７] ꎮ 此外ꎬ 老年人

的实际营养需求可以与中年人不同[８] ꎮ 因此ꎬ 老年人的营养

策略应从从整体角度考虑ꎬ 包括肠道微生物ꎬ 免疫系统以及

营养不良和整体需求 (图 １)ꎮ

图 １　 老年人营养干预措施的总体策略

肠道菌群及其功能为中心轴ꎬ 围绕中心轴的是其他肠内外

可能的目标ꎮ ＳＣＦＡ: 短链脂肪酸ꎻ ＢＣＦＡꎻ 支链脂肪酸ꎮ

图 ２　 针对老年人的生理ꎬ 营养和免疫干预目标示意图

　 　 总的来说ꎬ 膳食纤维的结肠发酵对老年人有益ꎮ 这将加

强抵抗病原体的肠道屏障ꎬ 增加了肠蠕动并减少潜在的促炎

状态 (免疫衰老)ꎬ 从而促进了总体健康ꎮ 尤其相关的是ꎬ 通

过交叉进食机制促进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ꎬ 从而促进肠道

微生物丁酸盐的产生 (尤其是 Ｂｌａｕｔｉａ ｃｏｃｃｏｉｄｅｓ 和梭状芽胞

杆菌组) [９ꎬ１０] ꎮ 制定合适的饮食计划ꎬ 益生菌ꎬ 益生元或合生

元 (组合益生菌和益生元的使用) 与营养有关ꎬ 是改善肠道

动态平衡的策略ꎮ 益生元是 “选择性发酵的成分ꎬ 成分和 /或

活性的特定变化胃肠道菌群ꎬ 从而给宿主带来益处ꎮ” [１１]大多

数工业生产的益生元ꎬ 作为复杂碳水化合物是存在于全谷物、

水果和蔬菜中ꎮ 这些化合物在小肠中不被消化和吸收ꎬ 在结

肠发挥作用ꎮ 益生菌被定义为 “活的足够的微生物会给宿主

带来健康和益处ꎮ” 益生菌可以抑制肠道病原体ꎬ 通过直接或

间接调整肠道微生物群来调节免疫系统ꎬ 最常用的益生菌食

物是双歧杆菌和乳酸菌ꎮ 在 Ｖｉｎｃｅｎｔ 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

中[１２]观察了健康老年人和感染老年人之间的差异ꎮ 数据明确

了增加感染的微生物群和预防疾病的微生物群ꎮ 选择益生菌

菌株和益生元底物是因为其可以削弱增龄引起的特定微生物

的改变[１３] ꎮ

最近的体外研究也证明了 Ｂ. ｌｏｎｇｕｍ ａｎｄ Ｂ. ｂｒｅｖｅ 抑制灭

活艰难梭菌释放的毒素和病原体的生长ꎬ 也减少了在某些益

生元底物存在下的毒素[１４ꎬ１５] ꎮ

食品行业逐渐关注到与日俱增的老年人口ꎮ 尽管如此ꎬ

仍然缺乏干预研究证明对老年人有效的特定种类益生元ꎬ 并

且市场上没有针对老年人特定的益生菌产品ꎮ 在过去的 １０ 年

中ꎬ 乳酸杆菌菌株和双歧杆菌属已经在老年人中的进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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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ꎮ 他们中只有少数是为了测试的益生菌对肠道菌群组成

效果的影响ꎬ 主要是为了评估这些药物的疗效ꎬ 与胃肠道疾

病有关的菌株年龄ꎬ 例如便秘和因服用抗生素或与 ＣＤＩ 相关

的腹泻[１６] ꎮ 这些益生菌已证明可有效促进双歧杆菌或其他微

生物 (如乳酸杆菌和肠球菌) 的增加ꎬ 或减少某些机会性病

原体 (即 Ｃ. ｄｉｆ－拟杆菌ꎬ 粪肠球菌ꎬ 产气荚膜梭状芽胞杆菌

或弯曲杆菌) 和肠杆菌ꎮ 关于益生元方法ꎬ 使用半乳寡糖已

成功纠正微生物群改变并改善老年人相关免疫的状态[１７ꎬ１８] ꎬ

但是替代益生元 (果胶ꎬ 木糖－低聚糖ꎬ 麦芽－低聚糖等) 是

不足ꎮ 最近也对合生素进行了测试ꎬ 发现其改善了与年龄相

关肠道菌群的变化ꎬ 对特定肠道微生物有一些积极作用ꎮ 尽

管如此ꎬ 很少有研究已经明确对老年人肠道菌群代谢功能性

的影响 (即通过 ＳＣＦＡ 或有机酸的生产)ꎻ 此外ꎬ 招募的人

数少ꎬ 且受试者的地理位置不同ꎬ 主要集中在益生元和合生

元ꎬ 所以不能得出明确结论ꎮ 因此ꎬ 仍然需要临床医生和科

学家共同努力进行可重复、 标准化和可比较的干预研究ꎬ 探

讨益生菌ꎬ 益生元和调整的饮食结构对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口

的影响ꎮ

成人 ω￣３ꎬ ω￣６及总多不饱和脂肪与肌肉骨骼
健康和功能状态之间的关系: 一项随机对照
试验的系统综述和 Ｍｅｔａ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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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我们用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和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来评估增加

饮食中 ω￣３ꎬ ω￣６ 及混合多不饱和脂肪酸 (ＰＵＦＡ) 对肌肉骨骼

健康、 功能状态、 肌肉减少症和骨折风险的影响ꎮ 我们搜索了

Ｍｅｄｌｉｎｅ 和 Ｅｍｂａｓｅꎬ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图书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ｓ.ｇｏｖ 和 ＷＨＯ

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 ( ＩＣＴＲＰ) 数据库中评估高剂量对比低

剂量口服 ω￣３ꎬ ω￣６ 或混合 ＰＵＦＡ≥６ 个月对肌肉骨骼和功能影

响结果的成人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ｓ)ꎮ 我们纳入了 ２８ 项随机对

照试验 (７２８８ 名参与者ꎬ ３１ 次比较)ꎬ 其中 ２３ 项报告了 ω￣３

的作用、 １ 项报告了 ω￣６ 的作用、 ４ 项报告了混合总 ＰＵＦＡ 的作

用ꎮ 参与者和剂量是多样性的ꎮ ６ 个 ω￣３ 试验被判断为总体偏

倚风险较低ꎮ 我们发现低质量的证据表明ꎬ 增加 ω￣３ 摄入可增

加 ２.６％的腰椎骨密度 (０.０３ ｇ / ｃｍ２ꎬ ９５％ ＣＩ: ０.０２~ ０.０７ꎬ ４６３

名参与者)ꎮ 也有提示股骨颈 ＢＭＤ 增加 (４.１％)ꎬ 但证据质量

很低ꎮ ω￣３ 可能对功能性结果和骨量几乎没有影响ꎻ 对其他结

果的影响尚不清楚ꎮ 只有一项研究报告了 ω￣６ 的作用ꎬ 但数据

非常有限ꎮ 增加总 ＰＵＦＡ 对骨密度或无脂 (骨骼肌) 肌肉质量

指数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低质量证据)ꎻ 没有关于骨折、 骨

密度或功能状态的数据ꎬ 关于骨转换标志物的数据有限ꎮ 评估

增加 ω￣３ꎬ ω￣６ 和总 ＰＵＦＡ 对功能状态、 骨骼和骨骼肌强度影响

的试验是有限的ꎬ 缺乏数据或质量较差ꎮ 虽然有迹象表明 ω￣３

可能改善骨密度ꎬ 但需要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证实这一点

和对其他肌肉骨骼结果的影响ꎮ

讨　 论

我们系统地回顾了补充 ω￣３、 ω￣６和全 ＰＵＦＡ 对骨骼肌减

少症和骨折的危险因素: 功能状态、 骨密度和骨骼肌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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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影响ꎮ 我们确定并纳入了 ２８ 项随机对照试验 (３１ 项比

较ꎬ ７２８８ 名参与者)ꎬ 其中 ６ 项总体风险较低ꎮ ２３ 项研究报

告了增加 ω￣３脂肪酸的影响ꎬ 但其对骨折发生率、 股骨近端

骨密度和骨骼肌质量的影响尚不清楚 (因为证据的质量很

低)ꎮ 低质量或非常低质量的数据表明ꎬ 增加 ω￣３可能增加腰

椎和股骨颈的 ＢＭＤꎬ 但对总骨量或功能状态的测量几乎或没

有影响ꎮ 一些小型试验表明ꎬ 增加 ω￣３ 脂肪酸可以提高体能

和骨钙素ꎬ 但数据质量有限ꎮ 关于 ω￣６ 的单一合格研究没有

报告任何主要结果ꎬ 总体风险也不低ꎮ 据解释ꎬ 这项研究表明

ω￣６对手臂和腿部肌肉强度几乎没有影响ꎮ 三个 ＲＣＴ (４ 个比

较) 评估了增加混合总 ＰＵＦＡ 的效果ꎬ 没有一个具有较低的汇

总偏倚风险ꎮ 没有关于骨折发生率、 总骨量或功能状态的报

告ꎮ 现有的数据表明ꎬ 增加 ＰＵＦＡ 总量可能对 ＢＭＤ 或无脂质

量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 (当不同部位的影响相结合时)ꎮ 次要

结果的数据非常有限ꎬ 但提示下肢伸肌力量、 Ｃ１ＮＰ、 ＮＴＸ /

ＣＲ、 ＣＴＸ 和尿羟脯氨酸减少ꎬ 而甲状旁腺素少量增加ꎮ 在研

究人群和脂肪酸补充剂量中存在相当大的异质性ꎮ

观察数据表明ꎬ 摄入 ＰＵＦＡｓ 总量、 ω￣３ 总量、 ω￣３ 总量

和 ＢＭＤ 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６１ꎬ６２] ꎮ 这一系统综述表明ꎬ 增

加 ω￣３ 对功能状态几乎没有影响ꎬ 尽管它可能会轻微增加

ＢＭＤꎮ 有一些来自短时间试验回顾的证据表明 ω￣３ 改善骨骼

肌结果[２１]和减少骨钙素[１９] ꎮ 然而ꎬ 如果这些影响不能长期保

持ꎬ 它们的效用是非常有限的ꎮ

据我们所知ꎬ 这是第一次系统地评估所有 ＰＵＦＡ 干预措

施对骨骼和骨骼肌健康、 功能状态、 肌少症、 骨质疏松症和

脆性骨折增加的重要危险因素的影响ꎮ 这篇综述包括了一些

试验ꎬ 不管它们的主要目的是评估骨骼肌还是骨骼的结果ꎮ

这使我们能够评估补充 ＰＵＦＡ 对各种肌少症措施的影响ꎮ 这

是有益的ꎬ 因为肌少症直到最近才被很好地定义[６３ꎬ６４] ꎬ 而且

没有研究评估肌少症的诊断ꎮ 我们的综述排除了多因素或多

补充干预的研究ꎮ 虽然这限制了所使用的证据基础ꎬ 但它确

保所见的任何效应都与补充 ＰＵＦＡ 有关ꎮ 我们的最低干预期

是 ２４ 周ꎬ 因为之前的研究表明ꎬ 这段时间是使大多数机体间

室平衡脂肪酸平衡改变所需要的最短时间ꎬ 也是使骨骼和肌

肉变化可检测到的最短时间[６５ꎬ６６] ꎮ 局限性包括相关试验的数

量有限ꎬ 以及总体偏倚风险较低的试验数量有限ꎮ 虽然我们

排除了可能影响代谢和不饱和脂肪酸利用的临床症状明显的

个体的研究ꎬ 但并不是所有的研究都描述了患者的比例ꎬ 例

如 ２ 型糖尿病ꎮ 虽然 ２ 型糖尿病的存在可能影响 ＰＵＦＡ 补充

研究的结果ꎬ 但我们无法在现有数据中量化这些影响ꎮ 这一

结果ꎬ 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结果ꎬ 已经导致产生的证据是低或

非常低的质量ꎬ 所以总的来说ꎬ 解决 ω￣３、 ω￣６和总 ＰＵＦＡ 对

功能、 肌肉和骨骼结果的影响的证据是有限的ꎮ 不论其性质

如何 (如补充、 食物供应或饮食建议)ꎬ 将所有 ＰＵＦＡ 营养干

预措施纳入可能被视为对结果可比性的一种限制ꎬ 然而ꎬ 纳

入研究中的所有干预措施都旨在增加一个或多个 ＰＵＦＡꎮ

总之ꎬ 我们发现低质量的证据表明 ω￣３ 可能少量增加骨

密度ꎬ 但 ω￣３或总 ＰＵＦＡ 对骨骼肌ꎬ 骨骼或功能的结果没有

其他明确的影响ꎮ 补充 ω￣６ 对骨骼或骨骼肌的影响的证据不

足以支持任何结论ꎮ 进一步评估 ω￣３、 ω￣６和混合 ＰＵＦＡ 对肌

肉骨骼结果作用的试验是必要的ꎬ 但前提是这些试验在方法

上是强有力的 (总结风险低偏倚)ꎬ 并且有适当的动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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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无力或与老年美国人的早期死亡存在因果
关系: 配对队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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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宋安琪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临床营养科

　 　 摘要:

目的: 用配对队列研究量化研究肌无力和死亡率之间的

联系ꎬ 帮助建立肌无力对早期死亡的影响ꎮ 我们使用美国老

年人群进行配对分析ꎬ 来确定肌无力的人是否具有更高的死

亡风险ꎮ

设计: 长期随访成组研究

地点: 包括身体测量的随访是面对面完成的ꎬ 但是部分

核心随访是通过电话完成ꎮ

参与对象: １９７２９ 名年龄 ５０ 岁及以上的美国人的数据从

２００６－２０１４ 年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里面提取并分析ꎮ

方法: 握 力 计 用 来 测 试 每 位 受 试 者 握 力 ( ｈａｎｄｇｒｉ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ＨＧＳ)ꎮ 男性 ＨＧＳ< ２６ｋｇ 被定义为肌无力 (ｗｅａｋ)ꎬ

ＨＧＳ ≥ ２６ｋｇ 为 正 常 ( ｎｏｔ￣ｗｅａｋ )ꎬ ＨＧＳ ≥ ３２ｋｇ 为 强 壮

(ｓｔｒｏｎｇ)ꎮ 女性 ＨＧＳ< １６ｋｇ 被定义为无力ꎬ ＨＧＳ≥１６ｋｇ 为正

常ꎬ ＨＧＳ≥２０ｋｇ 为强壮ꎮ 应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ａｔｈ Ｉｎｄｅｘ 中的数据

结合死后对家属的采访决定死亡日期ꎮ 应用 Ｇｒｅｅｄｙ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方法来进行配对队列ꎮ

结果: 在 １０７７ 例肌无力和正常的对子中ꎬ 肌无力组 ４０１

名 (３７％)、 正常组 ２９６ 名 (２７.４％) 美国人在 ４.５±２.５ 的随

访时间内死亡ꎮ 在 １０５７ 例肌无力和强壮的对子中ꎬ 肌无力组

２９３ 名 (３７％)、 强壮组 ２４３ 名 (２２.９％) 受试者在 ４.５±２.５ 年

的随访时间内死亡ꎮ 和正常和强壮组人群相比ꎬ 肌无力组人群

死亡风险分别增加 １.４ (９５％可信区间: １.１９ꎬ １.６４) 和 １.５４

(９５％可信区间: １.３ꎬ １.８３) 倍ꎮ

结论: 我们的研究提示在美国老年人群中ꎬ 肌无力和死

亡率可能存在因果联系ꎮ 健康从业人员应该将 ＨＧＳ 作为常规

健康检查的一部分并且让患者知道肌无力的危害ꎮ

前　 言

虚弱一般认为是一个老年性的综合征ꎬ 它反映在老化过

程中人体器官和系统随增龄而减退后易受急性和慢性压力源

影响的状态[１ꎬ２] ꎮ 因此ꎬ 虚弱意味着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更

高ꎬ 其中包括早期死亡[１ꎬ３ꎬ４] ꎮ 用 ＨＧＳ 测量的肌无力程度是虚

弱筛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由于肌无力是最常见的出现虚

弱的标志性指标ꎬ 因此肌无力的评估有助于虚弱的人群ꎬ 从

而早期开展干预[１ꎬ５] ꎮ 由于神经和肌肉系统的老年性衰退可以

导致肌无力[６－８] ꎬ 所以 ＨＧＳ 的测量被认为是一个反映老化程

度的有力的生物标志物ꎮ

过去的流行病学调查使用长期观察性数据得出肌无力和

老化人群的过早死亡相关[１１－１３] ꎮ 尽管一般来说观察性实验是

回答因果问题的最可行的方法ꎬ 但是由于长期随访实验设计

问题仍然无法从一些研究中推论出因果关系[１４] ꎮ 例如ꎬ 在随

访研究中成组设计时ꎬ 受试者一般都没有被随机的分配到暴

露组和非暴露组ꎬ 这可能导致组间存在系统误差ꎮ 因此ꎬ 研

究中各组之间观察到的结局变量的差异可能并不是暴露因素

所指ꎬ 而可能是其它混杂因素导致的干扰[１５] ꎮ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配对队列研究的一种) 近来

在评估因果关系的观察性实验中变得越来越流行ꎬ 因为它允

许大量的混杂因素得以和暴露组合以及对照组配对ꎬ 也因此

可以模仿一部分 ＲＣＴ 的特征[１４] ꎮ 配对的随访研究例如倾向

性评分方法 (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可以让不同组间的

混杂因素取得平衡ꎬ 因而有利于分析、 描述和解释[１６] ꎮ 因

此ꎬ 用配对队列研究来帮助推进我们利用观察性数据理解肌

无力的因果推断的呼声越来越高[６] ꎮ 尽管从前研究曾发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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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过程中肌无力和早期死亡之间存在关联ꎬ 但是肌无力和死

亡之间不能被看成直接的因果关系ꎬ 其原因在于其他的危险

因素对不良结局的影响可以介导肌无力和死亡之间的因果关

系[６] ꎮ 但是使用配对队列研究可以先将已知对过早死亡有影

响的风险配对ꎬ 然后再将正常组和肌无力组ꎬ 或者肌无力组

和强壮组的存活率进行比较ꎮ 使用配对队列研究可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增龄过程中肌无力是否导致过早死亡ꎮ 因此ꎬ 我们

使用配对队列研究来分析跟正常或者强壮的老年美国人相比ꎬ

那些肌无力的人群是否有更高的早期死亡风险ꎮ

讨　 论

此研究目的在于用强有力的配对队列研究探讨肌无力和

死亡率之间的联系ꎮ 在用统计学方法平衡了两组之间与死亡

相关的混杂因素后ꎬ 和正常组以及强壮组相比ꎬ 肌无力组的

死亡风险分别增高了 ４０％以及 ５４％ꎮ 尽管我们的研究不能肯

定肌无力直接导致死亡ꎬ 但它说明了肌无力和早期死亡间也

许存在因果联系ꎮ

我们的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ꎮ 首先ꎬ 尽管自我报

告 (ｓｅｌｆ￣ｒｅｐｏｒｔ) 是大样本研究中一个很常见的方法ꎬ 但是依

然可能导致偏差ꎮ 对特定的健康因素进行描述以及医学诊断

有利于协变量在肌无力组、 正常组、 强壮组之间的配对ꎮ 可

能导致肌无力的药物信息也没有收集ꎮ 此外ꎬ 体力活动的数

据也没有包含在 ＨＲＳ 量表里ꎬ 因为 ＨＲＳ 体力活动问卷未经

验证过ꎬ 也没有测量对应的心肺健康指标 (ｃａｒｄｉｏ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ꎮ 最后ꎬ 尽管配对队列研究可以模仿 ＲＣＴ

的部分特征ꎬ 我们的研究并不能提供明确的证据表示虚弱直

接导致早期死亡ꎮ 在回归模型中使用配对队列分析或者协变

量调整前ꎬ 和每一个研究问题相关的特定影响因素都需要考

虑周到ꎮ

结论以及展望

我们的研究说明了肌无力和早期死亡间也许存在因果联

系ꎮ 然而ꎬ 肌无力和早期死亡之间的生理机制还是未知的ꎮ

尽管如此ꎬ 健康从业人员应当考虑将 ＨＧＳ 列入日常的健康检

查中ꎬ 告知病人肌无力的危害并且和他们交流如何维持他们

的肌肉强度来帮助延长寿命ꎮ

营养、 衰弱和肌少症的十字路口———肠道菌
群老化: 肠－肌轴是否存在?
Ａｇｉｎｇ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ｒａｉｌｔｙꎬ ａｎ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Ｇｕｔ￣Ｍｕｓｃｌｅ Ａｘ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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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赵燕芳　 叶梦瑶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营养科

　 　 摘要: 营养不足和运动缺乏是老年人原发性肌少症的主

要病理生理学基础ꎮ 肠道菌群的构成强烈依赖于宿主的营养

和运动状况这两个因素ꎬ 而反过来ꎬ 肠道菌群也可以通过调

节全身炎症、 合成代谢、 胰岛素敏感性及产能等来影响宿主

的生理状况ꎮ 理论上ꎬ 营养素的细菌代谢过程可以通过产生

驱动上述全身效应的介质ꎬ 进而影响骨骼肌细胞的功能ꎮ 本

篇综述中ꎬ 我们回顾了支持肠道菌群参与原发性肌少症病理

生理过程的科学证据ꎮ 首先ꎬ 我们查阅了关于粪便菌群改变

与机体虚弱 (例如肌肉功能和正常肌肉质量的下降) 间关系

的研究ꎮ 接着ꎬ 我们又查阅了探究运动对肠道菌群构成影响

的研究ꎮ 最后ꎬ 我们查阅了揭示肠道菌群产生的介质对骨骼

肌的潜在影响的研究ꎬ 同时ꎬ 我们还查阅了探究服用益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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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益生菌对于肌肉功能影响的干预研究ꎮ 虽然尚无证据显示

老年肌少症病人的肠道菌群构成具有特异性ꎬ 但我们总结认

为ꎬ 现有文献证据支持 “肠－肌轴” 存在的可能性ꎬ 而肠道菌

群可能在营养影响肌肉细胞的过程中扮演介质的角色ꎮ

节　 译

肠道菌群: 衰老中被忽视的 “ａｃｔｏｒ”

膳食是肠道菌群构成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ꎬ 地理因素[４５]和膳食[４６]是解释健康肠道菌群构成个

体差异的主要环境因素ꎮ 在基于 １１３５ 名成人的荷兰队列中ꎬ

粪便样本的宏基因组分析揭示了 ６０ 多个膳食参数与微生物组

的个体变异性间的显着关联[４７] ꎮ 对胆汁酸具有耐受性的细菌

(例如拟杆菌ꎬ 阿利斯贝氏菌和嗜胆菌) 的增加ꎻ 而能够代谢

植物多糖的细菌 (如罗斯伯里氏菌、 真细菌和瘤胃球菌) 减

少[４８] ꎮ 相反ꎬ 纯素饮食与高丰度的普氏和高水平的微生物多

样性有关[４８] ꎮ 然而ꎬ 长期食用大量动物蛋白与有利的肠道菌

群组成也相关ꎬ 尤其是当这些习惯与体育锻炼有关时[４９] ꎮ

与此同时ꎬ 高脂饮食被认为会对肠道菌群产生不利影响ꎮ

这类饮食通常会促使拟杆菌丰度的下降和厚壁菌的过度生长ꎬ

其中包括大量的机会致病菌ꎮ 这些改变会增加肠道黏膜的通透

性ꎬ 促进全身炎症ꎬ 亚临床免疫激活以及代谢紊乱介导的胰岛

素抵抗[５０]ꎮ 因此ꎬ 拟杆菌和普氏菌的相对比例被认为是健康

自主 (ａｃｒｉｖｅ?) 的衰老、 饮食及生活方式的生物标志物[５１] ꎮ

近期的一些研究还表明ꎬ 坚持地中海膳食模式与有利的

肠道菌群特征相关ꎬ 包括更高的生态多样性ꎬ 普氏菌的丰度

增大以及机会致病菌的丰度减少[５２－５５] ꎮ

而干预研究表明ꎬ 由于细菌群落极强的复原能力ꎬ 长期

的膳食模式而非短期的食物摄入变化对于粪便菌群的构成具

有更大的影响[５６] ꎮ 但是ꎬ 特定营养素 (例如不易消化的淀

粉ꎬ 菊粉ꎬ 低聚果糖和多不饱和脂肪酸) 的摄入量变化可能

与某些 “小众” 的过度增长相关ꎬ 例如真细菌ꎬ 双歧杆菌和

颤杆菌[５７－５９] ꎮ

衰老中的肠道菌群构成

６５ 岁之后ꎬ 肠道菌群的适应力通常会降低ꎬ 因此其整体

构成更易受生活方式改变、 药物治疗 (如抗生素) 以及疾病

的影响[６０ꎬ６１] ꎮ 其结果就是物种丰富度 (即ꎬ 粪便样本中能够

进行宏基因组分析识别的分类单元的数量) 的减少ꎬ 以及个

体间变异性的增强[６０ꎬ６１] ꎮ 在一项基于爱尔兰人口的研究中ꎬ

Ｃｌａｅｓｓｏｎ 等人发现肠道菌群的生物多样性与老年人的身体机

能和制度化程度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成反比[６０] ꎮ 他们还发

现ꎬ 老年人群中粪便微生物的巨大个体变异性[６１] ꎮ

因此ꎬ 衰老与特定的肠道菌群变化是相关的ꎬ 其他研究

也证明了这一点[６２ꎬ６３] ꎮ 简而言之ꎬ 较低的物种数量ꎬ 降低的

健康促进相关分类单元ꎬ 以及增多的厌氧棍状菌ꎬ 脱硫弧菌ꎬ

粪芽孢菌以及革兰阴性机会致病菌已在临床中被证明是最重

要的改变[６４－６７] ꎮ 而老年人群这些肠道菌群的独特特征促使我

们推测肠道菌群可能多种机制参与到衰老过程中[６１] ꎬ 表 １ 对

可能机制进行了总结ꎮ 实际上ꎬ 健康的肠道菌群可以通过诸

如短链脂肪酸 (ｓｈｏｒｔ 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ＳＣＦＡ)ꎬ 抗氧化剂和

促炎症细胞因子等多种介质来调节免疫细胞功能ꎬ 代谢平衡ꎬ

胰岛素抵抗和素准基因表达[６８ꎬ６９] ꎮ 营养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发

挥关键的作用[６３ꎬ６８ꎬ６９] ꎬ 因为大多数由肠道细菌合成的介质均

源自于膳食摄入ꎮ 此外ꎬ Ｃｌａｅｓｓｏｎ 等人在社区居住者和养老

院居住者之间观察到的肠道菌群差异并不是独立于受试者的

膳食习惯存在的[６０ꎬ６１] ꎮ 而这样一来ꎬ 肠道菌群可以轻易地在

营养和衰老之间扮演中间者的角色ꎮ

有趣的是ꎬ 评估健康百岁老人和超级百岁老人粪便菌群

构成的研究表明ꎬ 其核心菌群的构成包括大量的分类单元ꎬ

例如柔嫩梭菌ꎬ 伊格尔兹氏菌ꎬ 厌氧棍状菌属ꎬ 嗜胆菌ꎬ 艾

克曼菌和丁酸弧菌等具有有益的代谢活动的菌群[７０－７２] ꎮ 而有

益的代谢活动包括产生 ＳＣＦＡꎬ 这与表 １ 中的许多过程有关ꎬ

包括胰岛素敏感性ꎬ 炎症调节和促进合成代谢[７３ꎬ７４] ꎮ 因此ꎬ

这些细菌被认为是健康ꎬ 主动 (ａｃｔｉｖｅ?) 衰老的菌群生物标

志物[７０] ꎮ

总结: 衰老中的肠－肌轴?

当前的最新文献支持以下假设: 肠道菌群可能参与了少

肌症的发病和临床过程[８５ꎬ１１２] ꎮ 由于营养是肠道菌群组成的主

要决定因素之一ꎬ 并且也与肌肉减少症的发病机理有关ꎬ 因

此肠道菌群可能处于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生理病理交叉点 (图

１)ꎮ 一些重要的微生物类群可能通过产生影响肠道粘膜吸收

后宿主生理的代谢介质ꎬ 在决定肌肉结构和功能中发挥重要

作用ꎮ 甘氨酸甜菜碱ꎬ 色氨酸ꎬ 胆汁酸和 ＳＣＦＡ (即丁酸)

是这些假定的介体中最有前途的ꎮ 这些概念在图 １ 中进行了概

述ꎮ 因此ꎬ 这些分子以及在粪便微生物群中产生它们的细菌从

理论上可以代表少肌症的有前途的生物标志物ꎬ 其发现在全世

界范围内被认为是少肌症研究领域的关键的研究成果[１３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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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介于营养与肌肉功能之间的生理病理机制研究进展

　 　 饮食影响微生物群的组成ꎻ 反过来ꎬ 微生物群代谢一些

营养物质 (如纤维和蛋白质) 成为介质ꎬ 如进入体循环的短

链脂肪酸ꎮ 这些介体通过炎症调节和胰岛素敏感性的提高产

生的多种信号通路ꎬ 对肌细胞ꎬ 即线粒体产生影响ꎮ 图中下

部还表明ꎬ 体育锻炼本身可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ꎮ

然而ꎬ 目前对于体质虚弱和骨骼肌减少症患者肠道微生

物组成的研究还不多ꎮ 检测益生元或益生菌对骨骼肌影响的

干预研究主要集中在动物模型上ꎬ 其结果在人体中的转化尚

不确定ꎮ 此外ꎬ 目前可用的商用益生菌制剂在许多情况下并

不针对可以通过宏基因组学检测到的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ꎬ

尽管新型 “下一代” 益生菌在这一领域似乎很有前途[１３３] 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未来的研究应该聚焦于测试肌－肠轴的存

在、 功能和临床相关性ꎻ 肠道微生物群组成与营养、 肌肉性

能和结构的相关性[１３４ꎬ１３５] ꎮ 饮食的影响ꎬ 包括地中海式饮食和

益生菌和益生元的有益影响ꎬ 也应在老年人中进行评估ꎬ 同

时将骨骼肌功能和临床变量作为结果ꎮ 换句话说ꎬ 将肠道微

生物群与肌肉生理学联系起来的基础科学背景的临床转变应

该是老龄化营养、 虚弱和肌少症研究的优先事项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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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西班牙食品科学与营养国际会议

主办方: Ｇａｖｉ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地点: 瓦伦西亚ꎬ 西班牙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届肠道菌群健康世界峰会 (ＧＭＦＨ２０２０)

主办方: 欧洲神经胃肠病学和运动性学会 (ＥＳＮＭ)

地点: 马德里ꎬ 西班牙

２０２０ 年第七届国际粮食安全与营养大会 ( ＩＣＦＳＮ ２０２０)

主办方: ＩＣＦＳＮ ２０２０

地点: 荷兰ꎬ 阿姆斯特丹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届国际营养与生长会议

主办方: 联合国际医院协作中心

地点: 伦敦ꎬ 英国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届中东临床营养年度大会

主办方: 联合国际医院协作中心

地点: 卡萨布兰卡ꎬ 摩洛哥

２０２０ 年美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会年会 (ＡＳＰＥＮ２０２０)

主办方: 美国肠外肠内营养学会 (ＡＳＰＥＮ)

地点: 坦帕ꎬ 美国

２０２０ 年第 ９ 届国际营养与食品科学会议 ( ＩＣＮＦＳ ２０２０)

主办方: ＩＣＮＦＳ ２０２０

地点: 西班牙ꎬ 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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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加拿大营养协会年度大会

主办方: 加拿大营养协会

地点: 埃德蒙顿ꎬ 加拿大

２０２０ 年老龄化与老年医学国际学术会议 ( ＩＣＡＧ ２０２０)

主办方: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工程信息研究院)

地点: 厦门ꎬ 中国

２０２０ 年美国营养学会年会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２０２０)

主办方: 美国营养学会 (ＡＳＮ)

地点: 西雅图ꎬ 美国

２０２０ 年第 ２０ 届国际营养与诊断大会

主办方: 国际营养与诊断会议

地点: 捷克ꎬ 布拉格

２０２０ 年第 ４２ 届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大会 (ＥＳＰＥＮ２０２０)

主办方: 欧洲临床营养与代谢学会 (ＥＳＰＥＮ)

地点: 里昂ꎬ 法国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６ 届欧盟老年医学学会大会 (ＥＵＧＭＳ)

主办方: 欧盟老年医学协会

地点: 希腊ꎬ 雅典

２０２０ 第二届肠道微生态健康研究与新型营养食品开发创新交流会(上海)

主办方: 国家食品行业生产力促进中心

地点: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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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营养与食品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 (ＣＮＦＳ ２０２０)

主办方: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工程信息研究院)

地点: 厦门

国际营养师大会

主办方: 中国营养学会

地点: 南非

１７ 届全国临床营养学术会议

主办方: 中国营养学会

地点: 上海

中医药助力健康产业———２０１９ 第二届药食两用健康食品产品开发与

生产应用关键技术创新交流会

主办方: 国家食品生产力促进中心

地点: 广州

国际营养与膳食相关疾病大会

主办方: 中国营养学会

地点: 北京

第十届国际植物营养素学术研讨会

主办方: 中国营养学会

地点: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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