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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结核与营养ꎬ 有效防治结核病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结核病仍然是全球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ꎬ 每年估计有

９００ 万新发病例ꎬ 主要在中低收入国家ꎮ 尽管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我国肺结核患病率已经下降了近 ５０％ꎬ 但仍然是

结核高负担国家ꎬ 居世界前三位ꎮ 结核和营养不良存在密切

关系ꎬ 两者互为因果ꎬ 结核加重营养不良ꎬ 而营养不良进一

步导致免疫功能受损ꎬ 增加活动性结核发生的风险ꎮ 大多数

活动性结核患者处于分解代谢状态、 出现体重下降ꎬ 一些患

者在诊断时就会出现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缺乏ꎮ 结

核患者低体重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 以及治疗期间体重未明显

增长者死亡、 复发风险显著增加ꎮ 低体重和微量营养素 (如

维生素 Ｄ、 Ｅ、 锌、 硒等) 缺乏会抑制细胞免疫ꎬ 在抗结核中

起关键作用ꎬ 而进行营养干预可改善机体营养状况、 免疫功

能ꎬ 有效地促进抗结核治疗和患者康复ꎮ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在过去十年间增长迅速ꎮ 据国际糖尿

病基金会估计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为 １.１４ 亿ꎬ 相当

于全球近四分之一的病例ꎮ 糖尿病使结核病风险增加ꎬ 且临

床症状更加严重、 复发、 治疗失败和死亡发生率增加ꎮ 目前ꎬ

全球 ８０％的糖尿病负担在低中收入国家ꎬ 其中六个 (印度ꎬ

中国ꎬ 巴西ꎬ 印度尼西亚ꎬ 巴基斯坦和俄罗斯) 同时有高结

核病负担ꎮ 因此ꎬ 由糖尿病导致的结核病流行将在相当长的

一段时间对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ꎮ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研究

团队长期以来在结核与营养方面开展了大量的营养流行病学

科研工作ꎬ 进行了结核病营养状况调查、 以及营养改善工作ꎮ

学科带头人马爱国教授曾多次赴英国、 美国、 荷兰、 丹麦、

瑞典等国家开展结核研究相关科研合作、 讲学及学术交流ꎮ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已先后获得世界糖尿病基金 (ＷＤＦ) 和 ５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ꎬ 开展了肺结核患者中糖尿病患

病率调查研究ꎬ 维生素 Ａ / Ｄ、 益生菌及复合营养素 (营养包)

补充改善肺结核及合并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效果及机制研究ꎮ

现已在国内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７０ 余篇ꎬ 其中 ＳＣＩ 论文 ３０

余篇ꎻ 于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分别在第 ４０ 届 (墨西哥) 和第

４３ 届 (吉隆坡) 世界肺健康大会上做了结核合并糖尿病膳食

营养状况的学术报告ꎬ ２０１９ 年 “糖尿病并发肺结核患者营养

状况调查分析及综合干预研究” 获得中国营养学科学技术二

等奖ꎮ

本期 «营养健康新观察» 以结核病与营养为主题ꎬ 介绍

近年国内外学者在结核病患者的膳食营养防治领域的研究新

３



进展ꎮ 所选文章既有结核病患者流行现状及膳食营养因素分

析研究ꎬ 也有膳食营养补充对结核病患者营养状况及病情改

善的随机对照试验ꎬ 另有一些结核病并发糖尿病、 艾滋病等

患者发生机制及营养干预效果的研究ꎮ 文章涉及了结核病与

营养之间关联的多方面研究ꎬ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研究

领域的最新发展趋势ꎮ

我国结核病负担仍然严重ꎬ 与此同时ꎬ 结核与糖尿病、

艾滋病等并发疾病在我国的患病现状不容忽视ꎬ 不仅会增加

活动性肺结核的风险、 影响结核病的临床治疗ꎬ 并可能导致

人群中结核病传播风险增加ꎮ 营养状况与结核病病程转归有

密切关系ꎬ 通过合理的营养管理、 营养干预可能对结核药物

治疗产生辅助作用ꎬ 为临床治疗开辟新的视角ꎮ 与此同时ꎬ

提高患者、 医护人员以及社区群众结核病及糖尿病、 艾滋病

等与结核双重负担的认识ꎬ 可对于结核的防控产生显著促进

作用ꎮ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提出的 «终结结核病战略» 的

蓝图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使全世界的结核病发病率降低 ８０％ꎬ 结核

病死亡减少 ９０％ꎮ 希望本期 «营养健康新观察» 能为大家提

供一些线索ꎬ 深刻认识营养与结核关系ꎬ 为结核的营养防控

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策略ꎮ

马爱国

青岛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　 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学科

评议组　 成员

第八届国家卫生健康标准委员会营养标准专

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中国营养学会　 副理事长

达能营养中心科学委员会　 委员

４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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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１)

上海老年人群少肌性肥胖及其膳食影响因素研究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ｃ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申请人姓名: 陆　 晔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项目摘要:

少肌症是以肌肉质量、 体积以及肌肉力量下降为主要特

征的中老年人多发病症ꎬ 已严重影响中老年人正常生活和自

理能力ꎮ 如同时伴随体脂及内脏脂肪增加和其他部位的皮下

脂肪含量下降ꎬ 则称为少肌性肥胖ꎬ 会加剧肌肉质量和肌肉

力量的下降ꎬ 并且增加慢性病发病风险ꎮ 随着上海步入老龄

化社会ꎬ 少肌性肥胖由于其发病的隐匿性和危害的严重性ꎬ

已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ꎮ

本研究拟在 ２００９ 年建立的 “上海市老龄化和成人健康”

前瞻性研究队列的基础上ꎬ 开展随访调查ꎮ 根据体质指数、

行走速度、 握力以及问卷调查判定少肌性肥胖患者ꎬ 以年龄、

性别匹配的健康人群作为对照ꎬ 开展食物频率调查ꎮ 通过膳

食结构主成份分析ꎬ 研究上海老年人群中少肌性肥胖的膳食

影响因素ꎮ

通过本项目的研究ꎬ 可以掌握上海社区老年人少肌症以

及少肌性肥胖的患病率ꎻ 探讨膳食摄入及膳食结构与少肌性

肥胖发病的相关性ꎮ 为少肌性肥胖的膳食干预提供理论依据ꎮ

乳蛋白对肌肉衰减综合征随机对照临床干预效果评价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Ｌａｃｔ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ｂｙ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申请人姓名: 吕全军

申请人工作单位: 郑州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项目摘要:

问题现状: 肌肉衰减综合症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是增龄的自

然结果ꎬ 广泛存在于老年人群中ꎬ 它不仅会影响老年人的生

活质量ꎬ 而且可以延长老年人住院后恢复时间ꎬ 增加老年人

死亡率ꎮ 研究证实ꎬ 肌肉衰减综合症与膳食蛋白质摄入量不

足密切相关ꎮ 在我国ꎬ 目前尚未开展有关乳蛋白对老年肌肉

衰减综合症患者骨骼肌质量、 力量和功能影响的实验型研究ꎮ

研究目的: 评价乳蛋白对患肌肉衰减综合症老年人四肢

骨骼肌质量、 功能的影响ꎮ

研究方法: 将纳入本研究的 ６０ 岁以上的老年人随机分为

干预组和安慰剂组ꎬ 治疗 ６ 个月ꎮ 测定不同阶段干预组与安

慰剂组老年人四肢骨骼肌质量、 肌肉力量、 机体物理功能评

分及各实验室指标ꎬ 分别进行组间横向比较和组内纵向比较ꎬ

判断乳蛋白对老年肌肉衰减综合症患者肌肉质量和功能改善

的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５



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与骨骼肌质量、 功能的关系研究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ｅｏｐｌｅ

　 　 申请人姓名: 陈艳秋

申请人工作单位: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项目摘要:

肌肉衰减综合征是一种与年龄相关的以骨骼肌质量和力

量及功能下降为特征的老年性综合征ꎮ 发病因素是多方面的ꎬ

其中营养因素ꎬ 特别是蛋白质摄入不足和 /或合成抵抗ꎬ 缺少

体力活动是两项重要的危险因素ꎮ 全面认识并充分研究蛋白

质营养与肌力与肌量的关系ꎬ 对老年人的功能维护ꎬ 改善生

活质量、 降低并发症和残疾具有重要意义ꎮ 本课题采用分层

随机抽样流行病学调查ꎬ 通过即刻称重的膳食调查方法ꎬ 准

确获得上海城区和郊区不同性别、 不同年龄组老年人膳食蛋

白质摄入的来源、 数量、 频率及三餐分配的资料ꎮ 通过血液

生化检查ꎬ 了解血清总蛋白、 白蛋白、 前白蛋白的水平ꎮ 采

用国际推荐的方法测定骨骼肌质量和功能ꎮ 深入分析老年人

蛋白质营养状况与肌量、 肌力、 肌功能的关系ꎬ 探讨维持老

年人最大骨骼肌质量、 肌力、 肌功能的膳食蛋白质适宜摄入

水平ꎬ 为我国老年肌肉衰减征的营养防治提供理论依据和科

学合理的膳食指导ꎮ

老年人蛋白质需要量的研究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申请人姓名: 李　 敏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项目摘要:

随着我国老龄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老年

少肌症的发病呈明显上升趋势ꎬ 尽管老年少肌症的病因是多

因素的ꎬ 但是现有证据表明膳食与营养是一个重要方面ꎬ 特

别是蛋白质的营养ꎮ 营养素需要量是营养学研究的基础ꎬ 因

此研究老年少肌症与蛋白质营养的关系就必然涉及到老年人

蛋白质需要量这个基本的营养学问题ꎮ 但是老年人蛋白质需

要量是否与中青年人一致国内外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ꎬ 由于

缺乏国内老年人蛋白质需要量的足够的证据ꎬ 因此新修订的

２０１３ 版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中老年人蛋白质

的平均需要量和推荐摄入量暂维持与中青年人一致ꎮ 我国现

已进入老龄化社会ꎬ 蛋白质作为人体必需的宏量营养素之一ꎬ

其营养状况直接影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ꎬ 因此老

年人蛋白质需要量的研究也越来越迫切ꎮ

本研究拟以 ６５－７５ 岁健康老年人为研究对象ꎬ 采用指示

剂氨基酸氧化法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ＩＡＡＯ) 即

以 １３Ｃ 标记的 Ｌ－苯丙氨酸作为示踪剂ꎬ 在氨基酸配比膳食的

基础上研究我国老年人蛋白质的需要量ꎮ 本研究结果将获得

老年人蛋白质需要量ꎬ 比较老年人和中青年人蛋白质需要量

是否存在差异ꎬ 为我国老年人蛋白质的参考摄入量的修订提

供最直接的科学依据ꎬ 同时也为推动中国对老年少肌症的现

况、 预防和干预措施方面的研究提供基本的科学资料ꎬ 填补

我国老年人膳食蛋白质需要量研究的空白ꎮ

６



中国五省育龄妇女维生素 Ｄ 水平与不良妊娠结局

风险关联及干预模式研究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ｏｆ Ｃｈｉｌ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ｇｅ ｉｎ Ｆｉｖ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申请人姓名: 裴丽君

申请人工作单位: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项目摘要:

问题现状: 维生素 Ｄ 缺乏在人群中普遍存在ꎬ 已成为全

球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ꎮ 维生素 Ｄ 缺乏所产生的后果不仅

影响母亲健康ꎬ 也影响胎儿及婴儿的生长发育ꎮ 育龄妇女孕

前、 孕早期、 直至分娩的任何时期维生素 Ｄ 缺乏ꎬ 可能导致

胎儿宫内生长发育迟缓、 骨骼畸形、 影响儿童生长发育、 甚

至增加成年生命后期骨质疏松、 骨软化、 肌肉无力的疾病发

生风险ꎮ 然而ꎬ 目前国内对育龄妇女维生素 Ｄ 缺乏率及膳食

摄入量不十分清楚ꎬ 不能对该人群孕前、 孕早期及整个孕期

对于胎儿生长发育造成的影响及不良妊娠结局发生危险做出

正确评价ꎮ

研究目的: 本研究立足于育龄妇女孕前ꎬ 即胚胎发育开

始前ꎬ 开展中国五省育龄妇女维生素 Ｄ 营养状况分布及与不

良妊娠结局风险关联研究ꎬ 研究成果将为降低我国育龄妇女

因维生素 Ｄ 缺乏导致不良妊娠结局的一级预防ꎬ 在我国实施

低成本的预防策略奠定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撑ꎮ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市场调研以及数据库的建立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ｏｄｓ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申请人姓名: 何　 梅

申请人工作单位: 北京市营养源研究所

资助金额: １９ 万

项目摘要: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

的正式发布和实施ꎬ 为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以下简

称医用食品) 的发展奠定了法规基础ꎬ 同时也是国内医用食

品发展的极好契机ꎮ

本研究拟通过市场采集、 互联网查询、 医生访谈、 国外

医生手册查阅等途径ꎬ 获得 ５００－８００ 种国内外的医用食品及

其标签和 /或产品说明书ꎮ 通过建立医用食品相关的关键信息

元ꎬ 构建信息元间的关联ꎬ 建立具有综合查询功能的医用食

品数据库ꎮ 将采集的医用食品重要关键信息录入到数据库中ꎮ

通过对产品信息的综合统计分析、 归纳ꎬ 为我国医用食品企

业的产品研发、 患者临床支持等提供科学数据ꎮ

７



中国新发肺结核患者中 ２ 型糖尿病的患病率:
一项基于社区的队列研究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Ｎｅｗ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

汪求真１ 　 马爱国１ 　 韩秀霞１ 　 赵善良２ 　 蔡　 静１ 　 马云波２ 　 赵　 杰３ 　 王玉文４ 　 董怀峰５ 　 赵振蕾６ 　

魏　 来７ 　 于　 涛８ 　 陈沛学９ 　 ＥｖｅｒｔＧ.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１０ 　 Ｆｒａｎｓ Ｊ. Ｋｏｋ１０ 　 Ａｎｉｌ Ｋａｐｕｒ１１

Ｑｉｕｚｈｅｎ Ｗａｎｇ１ 　 Ａｉｇｕｏ Ｍａ１ 　 Ｘｉｕｘｉａ Ｈａｎ１ 　 Ｓｈａｎ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２ 　 Ｊｉｎｇ Ｃａｉ１ 　 Ｙｕｎｂｏ Ｍａ２ 　 Ｊｉｅ Ｚｈａｏ３ 　

Ｙｕｗｅｎ Ｗａｎｇ４　 Ｈｕａｉｆｅｎｇ Ｄｏｎｇ５　 Ｚｈｅｎｌｅｉ Ｚｈａｏ６　 Ｌａｉ Ｗｅｉ７　 Ｔａｏ Ｙｕ８　 Ｐｅｉｘｕｅ Ｃｈｅｎ９　 Ｅｖｅｒｔ Ｇ Ｓｃｈｏｕｔｅｎ１０　

Ｆｒａｎｓ Ｊ Ｋｏｋ１０ 　 Ａｎｉｌ Ｋａｐｕｒ１１

１.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健康研究院ꎬ 青岛ꎬ 中国ꎻ ２. 临沂市胸科医院ꎬ 临沂ꎬ 中国ꎻ ３. 沂水县结核

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４. 郯城县结核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５. 沂南县结核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６. 兰山区结核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７. 费县结核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８. 平邑县结核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９. 苍山县结核病防治所ꎬ 临沂市ꎬ 中国ꎻ １０. 瓦赫宁根大学人类营养学系ꎬ 荷兰ꎻ １１. 世界糖尿病基金会ꎬ 丹麦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Ｌｉｎｙｉ Ｃｈｅ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Ｙｉｓｈｕｉ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４. Ｔａｎｃｈｅｎｇ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５. Ｙｉｎａ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６. Ｌａｎｓｈａ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７. Ｆｅｉｘｉａ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８. Ｐｉｎｇｙｉ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９. Ｃａｎｇｓｈａ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１０.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ꎻ

１１.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Ｇｅｎｔｏｆｔｅꎬ Ｄｅｎｍａｒｋ.

　 　 摘要: ２ 型糖尿病 (ＤＭ) 患者患肺结核 (ＰＴＢ) 的风险

较高ꎻ 此外ꎬ 合并 ＤＭ 与 ＰＴＢ 治疗效果差有关ꎮ 以社区为基

础的结核病患者中ꎬ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患病率数据缺乏ꎬ 发展中

国家尤为突出ꎮ 因此ꎬ 我们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ꎬ 以调查中

国农村地区新发现 ＰＴＢ 患者中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患病率ꎬ 并评

估存在 ＤＭ 的危险因素ꎮ 在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２ 年进行的一项基于

社区的前瞻性研究中ꎬ 对临沂市 ７ 个结核病防治所新发现的

６３８２ 名 ＰＴＢ 患者的代表性样本进行了 ＤＭ 测试ꎮ 来自同一社区

的 ６６７４ 名非结核病对照人群也进行了测试ꎮ 结核病患者的糖

尿病患病率 (６.３％) 高于对照组的患病率 (４.７％ꎬ ｐ<０.０５)ꎮ

与对照组相比ꎬ ＰＴＢ 患者有更高的 ＤＭ 风险 ( ａＯＲ: ３. １７ꎬ

９５％ＣＩ: １.１４－８.８４)ꎮ ＤＭ 的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增加ꎬ 在 ３０

岁以上的结核病患者中 ＤＭ 的患病率更高 (ｐ<０.０５)ꎮ 在结核

病患者中ꎬ 体重正常者 (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 的糖尿病患病率

最低 (５.８％)ꎮ 年龄增长、 ＤＭ 家族史、 痰涂片阳性、 胸腔 Ｘ

线检查和较高的年收入 (≥１００００ 元) 呈与 ＤＭ 正相关ꎬ 而频

繁的户外活动与 ＤＭ 呈负相关ꎮ ＰＴＢ 患者中 ＤＭ 的患病率高于

非 ＴＢ 对照组ꎬ 其患有 ＤＭ 的调整后比值比高出 ３ 倍ꎮ 鉴于中

国的 ＤＭ 患病率不断上升且结核病负担仍然很高ꎬ ＤＭ 与 ＰＴＢ

之间的这种关联可能代表着预防和治疗这两种疾病的新的公

共卫生挑战ꎮ

关键词: 糖尿病ꎻ 肺结核ꎻ 队列研究ꎻ 发病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Ｍ) ｈａｖ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ＴＢ)ꎻ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ꎬ ＤＭ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ｙ ｉｎ ＰＴＢ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ｏｏｒ ＰＴ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ｕｔ￣

ｃｏｍ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ｏｎ Ｄ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ＤＭ) ａｍｏｎｇ 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ｓ ｌａｃｋｉｎｇꎬ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ｗ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ｔｏ ｉｎ￣

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Ｍ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８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Ｍ ａｍｏｎｇ ｎｅｗ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Ｐ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ａ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０ ｔｏ ２０１２ꎬ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ｏｆ ６３８２

ｎｅｗ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Ｐ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７ ＴＢ ｃｌｉｎｉｃｓ ｉｎ Ｌｉｎｙｉ ｗｅ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ＤＭ. 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６６７４ ｎｏｎ￣Ｔ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ｗ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Ｍ ｉｎ 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６.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ｎｏｎ￣Ｔ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４.７％ꎬ

ｐ<０.０５) . Ｐ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ｄｄｓ ｏｆ ＤＭ ｔｈａｎ ｎｏｎ￣ＴＢ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Ｒ ３.１７ꎬ ９５％ＣＩ: １.１４－８.８４) .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Ｍ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３０ ｙｅａｒｓ ( ｐ< ０. ０５) . Ａｍｏｎｇ ＴＢ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ꎬ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ｗｅｉｇｈｔ (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 ｈａ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Ｍ (５.８％)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ａｇｅꎬ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ＤＭꎬ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ｓｐｕｔｕｍ ｓｍｅａｒꎬ ｃａｖｉｔｙ ｏｎ ｃｈｅｓｔ Ｘ￣ｒａ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ｙｅａｒｌｙ ｉｎ￣

ｃｏｍｅ (≥１００００ ＲＭＢ ｙｕａｎ) ｗｅ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ｔ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ｗａ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Ｍ ｉｎ Ｐ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Ｍ ｉｎ Ｐ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ｎｏｎ￣Ｔ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ｗｉｔｈ ａ ３ ｆｏｌ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ｄｊｕｓｔｅｄ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Ｍ.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ＤＭ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ｈｉｇｈ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ＴＢ ｉｎ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ｎｅｗ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ꎻ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Ｃｏｈｏｒｔ ｓｔｕｄｙꎻ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几个世纪以来ꎬ 糖尿病 (ＤＭ) 和结核病 (ＴＢ) 之间的

关联已得到认可ꎮ 众所周知ꎬ ＤＭ 是 ＴＢ 的危险因素[１] ꎬ 但在

两种疾病广泛可用的治疗方法问世后ꎬ 这种关联几乎被人们

遗忘了ꎮ 当前ꎬ 全球 ＤＭ 增长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的患病率

增加所推动ꎬ 到 ２０３０ 年ꎬ ＤＭ 人口预计将达到 ５.５２ 亿[２] ꎬ 这

种联系正在重新出现ꎮ 正如一些研究者最近所认识的ꎬ ＤＭ 和

ＴＢ 的合并症代表一种双重负担对公众健康有重大影响[３ꎬ４] ꎮ

在结核病仍是高度流行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 中国、 孟加拉

国、 印度尼西亚和巴西[５] ꎬ ＤＭ 和结核病的双重负担和相互

作用将产生更加不利的影响ꎮ 中国占世界结核病负担的近

１７％ꎬ 每年估计有 １５０ 万新发病例和大约 ２７ 万例死亡ꎮ 同

时ꎬ 由于近年来的工业化、 城市化、 预期寿命增加和生活方

式的改变ꎬ 中国已经面临 ＤＭ 流行状况的升级[２] ꎮ 最近有报

道指出ꎬ 中国的 ＤＭ 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和糖耐量受损 ( ＩＧＴ)

分别达到 ９.７％和 １５.５％[６] ꎮ

Ｊｅｏｎ ＣＹ 等人进行的一项大型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 ＤＭ 患者

患 ＴＢ 的可能性是非 ＤＭ 对照组的 ３.１ 倍 (９５％ＣＩ: ２.２７－

４.２６) [７] ꎬ 并且ꎬ 据估计ꎬ １５％~２５％的结核病风险可归因于

ＤＭ[８ꎬ９] ꎮ 来自韩国和英国的两项大规模纵向队列研究得到了

相似的结果ꎬ 其风险比分别为 ３.４７ (９５％ＣＩ: ２.９８－４.０３) 和

３.８０ (９５％ＣＩ: ２.３０－６.１０) [１０ꎬ１１] ꎮ ＴＢ 与 ＤＭ 之间的关联背后

的机制尚不完全清楚ꎬ 但研究表明 ＤＭ 通过影响巨噬细胞和

淋巴细胞功能而抑制免疫反应ꎬ 进而促进活动性 ＴＢ 发生ꎮ 相

反ꎬ 在患有 ＤＭ 的受试者中ꎬ ＴＢ 也可能诱发葡萄糖耐受不

良ꎬ 并恶化血糖控制情况[１２] ꎮ

但是ꎬ 只有少数研究报道了对结核病患者进行 ＤＭ 筛查ꎮ

据报道ꎬ 在结核病患者中糖尿病的患病率范围很广 (１.９％~

３９％) 并且大多数研究基于二级数据分析、 自我报告的糖尿

病或小样本量[７ꎬ１０ꎬ１３] ꎮ 迫切需要更深入地了解患有和未患有

ＤＭ 的结核病患者之间的差异ꎬ 以防止合并症发生并改善 ＤＭ

合并 ＴＢ 患者的预后ꎮ 因此ꎬ 我们使用原始数据开展了这项大

规模的前瞻性流行病学研究ꎬ 以确定当前新诊断的 ＰＴＢ 患者

以及来自同一社区的非结核病对照人群中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

患病率ꎮ 此外ꎬ 我们分析了结核病患者中糖尿病的比值比ꎬ

以便为结核病患者早期发现糖尿病提供线索ꎬ 并找出具有哪

些特征的糖尿病患者应优先预防结核病ꎮ

１　 方　 法

１.１　 伦理认可

这项研究是根据 «赫尔辛基宣言» 中记录的要求进行的ꎬ

并已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伦理

委员会的批准ꎮ 所有参与者均已完全知情ꎬ 并签署了书面知

情同意ꎮ

该试验已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注册 (编号 ＣｈｉＣＴＲ￣

ＯＣＣ￣１００００９９４ ＵＲＬ: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ｃｔｒ. ｏｒｇ / ｃｎ / ｐｒｏｊ / ｓｈｏｗ.

ａｓｐｘ? ｐｒｏｊ＝４１１)ꎮ

１.２　 研究对象

研究人群选自位于中国北方的山东省临沂市农村地区ꎮ

本研究随机选择了七个结核病防治所ꎬ 包括沂水、 沂南、 兰

山、 苍山、 郯城、 费县和平邑ꎮ 每个结核病防治所都有一个

大约包括 ９０ 万居民的服务区域ꎮ ＰＴＢ 的诊断是在中国现有的

结核病预防和控制系统下进行ꎬ 其中以临床表现、 痰涂片镜

检和胸部 Ｘ 线检查为主ꎮ 通过痰涂片检查对疑似 ＰＴＢ 患者进

行了调查ꎮ 如果痰标本为涂片阳性ꎬ 则该患者被诊断为涂片

阳性 ＰＴＢꎮ 如果痰涂片检查阴性并且胸部 Ｘ 光片与活动性

ＰＴＢ 相一致ꎬ 则经临床医生和放射学医生讨论后ꎬ 该患者被

诊断为涂片阴性 ＰＴＢ[９] ꎮ 本研究纳入了所有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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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在这些结核病防治所登记为 ＤＯＴＳ 治疗的新诊

断成年 (≥１８ 岁) ＰＴＢ 患者ꎮ 与 １ 型糖尿病患者一样ꎬ 由于

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对胰岛素抵抗的影响ꎬ ＨＩＶ 阳性患者也被

排除在研究之外ꎮ

假设在 ＴＢ 受试者中 ＤＭ 患病率如文献报道为 ６.７％[１４] ꎬ

以及考虑到 ２０％的无应答率[１５] ꎬ 我们计算得出本研究所需样

本量为 ７０００ 人ꎮ 因为在先前的研究中观察到的参与者的依从

性比预期的要好 (将无应答率调整为 １０％)ꎬ 所以我们将样

本量调整为 ６２００ 人ꎮ 为了估计非结核病人群中的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患病率ꎬ 我们使用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 ＴＢ 病例所在

社区中招募受试者ꎮ

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诊断依据 ＷＨＯ 的标准ꎬ 即基于空

腹血糖水平 (ＦＰＧ) 的糖耐量分类标准进行的[１６]ꎮ 过夜禁食

后收集每位受试者的静脉血ꎮ ＦＰＧ水平采用葡萄糖氧化酶法测

定ꎮ ＦＰＧ≥６.１ ｍｍｏｌ / Ｌ的患者应转诊至 ＤＭ门诊以进行第二次

ＦＰＧ测试以诊断确认ꎮ ＦＰＧ 水平在 ６.１ ｍｍｏｌ / Ｌ~６.９ ｍｍｏｌ / Ｌ

的受试者被诊断为 ＤＭ前期ꎻ ＦＰＧ≥７.０ ｍｍｏｌ / Ｌ的受试者被诊

断为 ＤＭꎮ 通过酶法评估脂质指数ꎬ 包括总胆固醇ꎬ 甘油三酯

和 ＨＤＬＣꎮ 由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体格测量包括

通过标准程序进行的身高和体重测量ꎮ 体质指数 (ＢＭＩ ｋｇ / ㎡)

使用以下公式计算: ＢＭＩ ＝体重 (ｋｇ) /身高２ (㎡)ꎮ 体重不

足正常体重ꎬ 超重和肥胖通过修改后的中国人群标准进行定

义[１７] ꎮ 体重不足 (严重体重不足、 中度体重不足、 轻度体重不

足) 正常体重、 超重和肥胖的 ＢＭＩ 截断值分别为<１８.５ ｋｇ / ㎡

(<１６ ｋｇ / ㎡、 １６－１６.９ ｋｇ / ㎡、 １７－１８.４ ｋｇ / ㎡)、 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 / ㎡、 ２４.０－２７.９ ｋｇ / ㎡和≥２８.０ ｋｇ / ㎡ꎮ 使用血压计以受试

者坐姿进行两次血压测量并记录两次读数的平均值ꎮ

采用结构化问卷进行问卷调查以获取有关社会人口学、

个人和家族疾病史以及生活方式风险因素 (包括吸烟、 饮酒、

教育程度、 户外活动、 年收入和婚姻状况) 的信息ꎮ 调查是

由经过培训的当地结核病防治工作者进行的以确保合规性和

所收集数据的质量ꎮ

１.３　 数据管理与质量控制

采用双录入的方法进行数据录入ꎬ 然后使用基于计算机

的错误检测系统检查数据的一致性ꎮ 如果不一致则检查原始

问卷并重新录入数据ꎮ 在研究过程中ꎬ 我们使用了包括实验

室间葡萄糖测量比对等各种质量控制方法ꎮ

１.４　 统计分析

研究设计遵循 ＳＴＲＯＢＥ 指南[１８] ꎮ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软件

进行统计分析ꎬ 比较了 ＴＢ 和非 ＴＢ 对照的特征并以正常血糖

(Ｎｏｎ￣ＤＭ) 糖尿病前期 (Ｐｒｅ￣ＤＭ) 和糖尿病 (ＤＭ) 对 ＴＢ

患者进行分组分析其特征ꎮ 连续变量以平均值和标准差描述ꎬ

分类变量以构成比描述ꎮ 连续变量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和方差

分析检验ꎮ 卡方检验或 Ｆｉｓｈｅｒ 精确检验用于比较分类变量ꎮ

等级资料采用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 检验进行比较ꎮ 进行了两次多

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ꎮ 根据合理性选择要包含在多因素模型

中的变量ꎬ 并将单因素分析中 ｐ≤０.１ 的变量纳入多因素模

型ꎮ 一种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分析用来检查 ＰＴＢ 与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

的关系ꎬ 并计算比值比和 ９５％置信区间ꎮ 因变量是 ＤＭ 或

ＤＭ 前期ꎬ 自变量为患有活动性 ＰＴＢꎬ 我们检查了以下协变

量以改善或混淆效果: 年龄 [ (年) (分为 ４ 个年龄段: <３０、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９、 ≥５０) ]、 性别、 ＢＭＩ [ (ｋｇ / ㎡) (分类为

<１８.５、 １８.５－２３.９、 ≥２４.０) ]、 年收入 [ (ＲＭＢ ｙｕａｎ) (分

类为<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９９９９、 ≥１００００) ]、 糖尿病家族史、 吸

烟、 饮酒、 户外活动、 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ꎮ 另一项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用以确认活动性 ＰＴＢ 患者中有 ＤＭ 和 ＤＭ 前

期的可能性ꎬ 因变量是 ＤＭ 或 ＤＭ 前期ꎬ 自变量与第一个模

型相同未出现活动性 ＴＢ 但是具有 ＰＴＢ 特征包括痰涂片阳性ꎬ

空洞以及胸部 Ｘ 线检查所累及的肺野ꎮ ｐ≤０.０５ 进入模型ꎬ ｐ>

０.１０ 则移出模型ꎮ 在两个模型中检查所有变量的共线性ꎮ 该

模型拟合对于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均显著 (分别为 χ２ ＝

２８５.６ 和 ３７２.８ꎬ ｐ<０.００１)ꎬ 并且拟合良好 (分别为 χ２ ＝

１０９３.４７ 和 １０６７.５２ꎬ ｐ>０.０５)ꎮ ｐ 值<０.０５ 被认为具有统计

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流程图说明了合格的 ＰＴＢ 患者总数ꎬ 经书面同意接受

ＤＭ 筛查的患者以及最终分析中包含的患者的详细信息 (图

１)ꎮ 在研究期间ꎬ 以上 ７ 家结核病防治所共登记了 ８４１０ 名

１８ 岁以上的结核病患者ꎮ 最终ꎬ 有 ６９０２ 名 ＰＴＢ 患者完成了

研究ꎮ 在排除了缺少人口统计学信息或空腹血糖水平的 ５２０

个人之后最终分析包括了 ６３８２ 例患者 (４６２７ 例男性和 １７１５

例女性)ꎮ 记录的答复率为 ９２.５％ꎮ

２.１　 一般人口学特征

表 １ 详细列出了结核病和非结核病队列的人口统计学和

体格测量信息ꎮ ６３８２ 名 ＴＢ 患者和 ６６７５ 名非 ＴＢ 对照的数据

可用于分析ꎮ ＰＴＢ 患者的平均年龄为 ５０.４±１８.６ 岁ꎬ 非 ＴＢ

对照组为 ５０.８±１６.４ 岁 (ｐ>０.０５)ꎮ ＴＢ 和非 ＴＢ 病之间存在

明显的性别差异 (ｐ<０.００１)ꎮ 非 ＴＢ 队列的平均 ＢＭＩ 显著高

于 ＴＢ 队列 (ｐ<０.００１)ꎮ 与 ＴＢ 组相比非 ＴＢ 组的收缩压和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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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压更高 (ｐ<０.００１)ꎮ 与非 ＴＢ 对照组相比ꎬ ＴＢ 患者的血糖

水平更高 (ｐ<０.００１)ꎮ ＴＢ 患者比非 ＴＢ 对照组吸烟更为普遍

(ｐ<０.００１)ꎬ 而非 ＴＢ 组的饮酒量较高 (ｐ<０.００１)ꎮ

图 １　 本研究的肺结核患者流程图 (临沂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表 １　 临沂市结核病患者和非结核病对照人群的特征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

　 　 　 　 　 　 ＴＢ(ｎ＝６３８２) 非 ＴＢ(ｎ＝６６７５) ｐ

男性ꎬｎ(％) ４６３１(７２.９０) ３７１２(５５.６１) <０.００１

年龄 ５０.４１±１８.６３ ５０.７７±１６.４０ ０.２４２

ＢＭＩ ２０.９１±２.７６ ２２.５２±２.９９ <０.００１

收缩压 １１９.６９±１１.４３ １２３.９５±１５.００ <０.００１

舒张压 ７６.７０±７.７０ ７９.３１±９.８０ <０.００１

血糖 ５.３９±１.８８ ５.１５±１.２０ <０.００１

血红蛋白 １３１.８９±１７.２５ １３１.０７±４３.４８ ０.６１０

总胆固醇 ４.３９±１.０９ ４.６９±１.２０ <０.００１

高密度脂蛋白 １.４６±０.６０ １.６３±０.８２ <０.００１

甘油三酯 １.２０±１.１１ １.３１±０.９４ ０.８８４

ＤＭ 家族史ꎬｎ(％) ６９５(１１.４) ７６５(１２.６) <０.００１

吸烟ꎬｎ(％) ９００(１４.１) ３７９(５.７) <０.００１

饮酒ꎬｎ(％) ４１４(６.５) ７５３(１１.６) <０.００１

年收入ꎬｎ(％)

　 <２０００ ８８３(１３.９) ９３５(１４.０) ０.００２

　 ２０００~９９９９ ３９３７(６１.９) ４５０７(６７.５)

　 ³１００００ １５４１(２４.２) １２３２(１８.５)

婚姻状况ꎬｎ(％)

　 已婚 ４６９４(７９.４) ５４１９(８７.８) <０.００１

　 单身 /丧偶 /离异 １２２１(２０.６) ７５４(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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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ＴＢ(ｎ＝６３８２) 非 ＴＢ(ｎ＝６６７５) ｐ

文化程度ꎬｎ(％)

　 文盲 １６２５(２７.４) １５５３(２５.２) <０.００１

　 小学或初中 ３５５８(５９.９) ３３００(５３.５)

　 高中及以上 ７５８(１２.８) １３１２(２１.３)

户外活动ꎬｎ(％)

　 >２ 小时 /天 ３７７９(６３.６) ４０４１(６７.５) <０.００１

　 £２ 小时 /天 １８６３(３１.４) １６４４(２７.５)

　 从不 ３００(５.０) ３０２(５.０)

２.２　 ＰＴＢ与 ＤＭ 的关系

图 ２ 显示了 ＴＢ 患者和非 ＴＢ 对照的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患病

率的详细信息ꎮ 基于 ＦＰＧ 在 ６３８２ 名 ＴＢ 结核患者中ꎬ 有 ４０３

(６.３％) 名受试者患有 ＤＭꎮ 在 ６６７５ 名非 ＴＢ 对照中ꎬ 有 ３１３

(４.７％) 名受试者患有 ＤＭꎮ ＴＢ 患者的 ＤＭ 患病率显著高于

非 ＴＢ 组 (ｐ<０.０５)ꎮ 在男性中ꎬ ＴＢ 患者中 ＤＭ 患病率比非

ＴＢ 组高 ５２％ (ｐ<０.０５)ꎮ 考虑到可能的混淆因素ꎬ 例如年

龄、 性别、 ＢＭＩ、 ＤＭ 的家族史、 受教育程度、 吸烟、 饮酒、

户外活动和婚姻状况ꎬ 我们发现 ＰＴＢ 患者患 ＤＭ 的几率是非

ＴＢ 组的 ３.１７ 倍 (表 ２)ꎮ

表 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中国临沂市 ＰＴＢ患者中 ＤＭ和 ＤＭ前期患病率

ＤＭ

ＯＲ Ｐ ａＯＲ∗ Ｐ

总体 １.３８(１.１９－１.６１) <０.００１ ３.１７(１.１４－８.８４) ０.０２７

男性 １.５９(１.３５－１.９４) <０.００１ ３.２７(１.０６－１０.０６) ０.０３９

ＤＭ 前期

总体 １.１５(１.０１－１.３２) ０.０４１ １.１４(０.５０－２.５７) ０.７６

男性 １.２５(１.０５－１.４８) ０.０１３ １.０９(０.４６－２.５６) ０.８４

∗ 根据年龄、 ＢＭＩ、 性别、 糖尿病的家族史、 年收入、 教育水平、 吸烟、 饮酒、 户外活动、 婚姻状况进行调整ꎮ

　 　 ＤＭ 的患病率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ꎬ 除 ３０ 岁以下的亚组

外 ＴＢ 组的患病率明显高于非 ＴＢ 组ꎮ ＤＭ 前期存在相同的趋

势ꎬ 但差异仅在 ３０－３９ 岁年龄组中显著 (图 ２)ꎮ

在 ＴＢ 患者的 ＢＭＩ 亚组中ꎬ ＢＭＩ 正常 (１８.５－２３.９) 的

ＤＭ 患病率最低 (５.８％)ꎬ 而超重和肥胖病例 (ＢＭＩ≥２４) 的

ＤＭ 患病率最高 (７.７％)ꎮ 在体重过轻的人群中ꎬ ＴＢ 和非 ＴＢ

之间的糖尿病患病率差异最大 (２.６ 倍) (ｐ<０.０５) (图 ２)ꎮ

分别在 １７７ 名 (４３.９％) ＰＴＢ 患者和 １３６ 名 (４３.５％)

非 ＴＢ 对照中新发现了 ＤＭꎮ 一般而言ꎬ 先前诊断为 ＤＭ 的患

者的空腹血糖水平高于新诊断为 ＤＭ 的患者ꎮ 先前已知的 ＤＭ

病例中有 １０.３％的血糖水平需要定期检查ꎮ 先前未确诊的 ＴＢ

患者和非 ＴＢ 组的 ＤＭ 前期患病率分别为 ７.４％和 ６.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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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ＴＢ 和非 ＴＢ 中糖尿病和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

注: ＴＢ———肺结核患者ꎻ Ｎｏｎ￣ＴＢ———非结核病对照ꎮ

２.３　 患有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 ＴＢ患者特征

表 ３展示了非 ＤＭ、 ＤＭ前期和 ＤＭ 的 ＰＴＢ 患者研究特征

的比较ꎮ 在 ＰＴＢ 病例中 (６３８２) 患有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者分别

为 ４０３例和 ４７０例ꎮ 患有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 ＰＴＢ 患者比血糖

正常患者的年龄更大 (５７.８１ꎬ ５７.１１ ｖｓ ４９.２９ꎬ ｐ<０.００１)ꎮ

与正常血糖和 ＤＭ 前期患者相比ꎬ 患有 ＤＭ 的 ＰＴＢ 患者的收

缩压和舒张压更高 (ｐ ＝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７)ꎮ 与血糖正常的患者

相比ꎬ 甘油三酯和总胆固醇更高 (分别为 ｐ＝０.０２４<０.００１)ꎮ

ＰＴＢ 的特征也显示出显著差异ꎮ 与血糖水平正常患者

(４６.８％) 相比患有 ＤＭ 的 ＰＴＢ 患者涂片阳性的比例更高

(６１.６％)ꎮ 一小部分患者被归类为 ＰＴＢ 复发而同时患有 ＤＭ

的患者的复发率最高 (ｐ<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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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中国临沂市不同 ＤＭ状况的 ＴＢ患者研究特征

特征　 　 　 　 　 　 非 ＤＭ ＤＭ 前期 ＤＭ Ｐ

Ｎ ５５０９ ４７０ ４０３

男性ꎬｎ(％) ３９９２(７２ꎬ５) ３４１(７２.６) ２９８(７３.９) ０.８１３

年龄(岁) ４９.２９±１８.９７ ５７.１１±１４.７２∗ ５７.８１±１４.２３∗ <０.００１

ＢＭＩ(ｋｇ / ㎡) ２０.９０±２.７２ ２０.８６±２.９７ ２１.０９±３.０６ ０.２３４

　 偏瘦 ８６６(１７.２) ９５(２１.８)∗ ７７(２０.８)∗ <０.００１

　 正常 ３５０４(６９.５) ２６５(６０.８)∗ ２３１(６２.３)∗

　 超重和肥胖 ６７４(１３.４) ７６(１７.４)∗ ６３(１７.０)∗

血压(ｍｍＨｇ)

　 收缩压 １１９.５３±１１.２６ １１９.９１±１１.７７ １２１.６２±１３.０７∗ ０.０２４

　 舒张压 ７７.５１±７.７０ ７７.８５±６.７８ ７８.６１±８.６１∗ ０.０１７

空腹血糖(ｍｍｏｌ / ｌ) ４.９４±０.６０ ６.４４±０.２６∗ １０.３０±４.８１∗＆ <０.００１

血红蛋白(ｇ / Ｌ) １３１.８８±１６.９０ １３２.３０±１８.９９ １３１.５４±２０.０８ ０.７６２

甘油三酯(ｍｍｏｌ / ｌ) １.１９±１.０９ １.２３±１.４７ １.３５±０.７４∗ ０.０２４

总胆固醇(ｍｍｏｌ / ｌ) ４.３４±１.０１ ４.６１±１.２４∗ ４.７５±１.６２∗ <０.００１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ｍｍｏｌ / ｌ) １.４４±０.５９ １.６５±０.７４∗ １.４７±０.５２＆ <０.００１

ＰＴＢ 类型∗ꎬｎ(％)

　 涂阳病例 ２５１３(４６.８) ２３７(５５.３) １９８(６１.６) <０.００１

　 涂阴病例 ２８５７(５３.２) １９２(４４.７) １２３(３８.４)

复发ꎬｎ(％) ２４７(４.６) ２４(５.６) ２８(８.８) <０.００１

　 注: ∗ 与非 ＤＭ 组相比 Ｐ<０.０５ꎬ ＆ 与 ＤＭ 前期相比 ｐ<０.０５

２.４　 多因素风险评估 ＰＴＢ患者中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

风险

　 　 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中ꎬ 年龄增加、 糖尿病家族

史、 痰涂片阳性、 胸腔 Ｘ 线检查和较高的年收入 (≥１００００

元) 与 ＴＢ 患者 ＤＭ 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ꎮ 与正常体重相比

体重过轻与 ＤＭ 存在临界界限 (ＯＲ＝１.３０ꎬ ｐ＝０.０８２)ꎮ 频繁

的户外活动与 ＤＭ 风险负相关ꎮ ≥５０ 岁的年龄类别比值比最

高ꎬ 为 １３.２０ (ｐ<０.００１)ꎬ 其次是 ４０ 岁的年龄类别和 ＤＭ 家

族史其 ＯＲ 分别为 ９.４６、 ５.８５ꎮ 在性别、 教育程度、 吸烟、

饮酒、 婚姻状况以及胸部 Ｘ 光片上涉及的肺野方面均未发现

相关性 (表 ４)ꎮ

对于 ＤＭ 前期、 年龄、 ＤＭ 家族史、 超重、 肥胖和体重不

足呈正相关ꎬ 而频繁的户外活动也与 ＤＭ 前期风险呈负相关ꎮ

表 ４　 肺结核患者 ＤＭ和 ＤＭ前期的多因素校正比值比

变量
ＤＭ ＤＭ 前期

ＯＲ(９５％ＣＩ) Ｐ ＯＲ(９５％ＣＩ) Ｐ

年龄(岁)

　 <３０(参照) ——— ——— ——— ———

　 ３０~ ５.３５(２.４７－１１.５７) <０.００１ ３.６１(１.９６－６.６４) <０.００１

　 ４０~ ９.４６(４.６１－１９.４３) <０.００１ ４.２９(２.４０－７.６６) <０.００１

　 ≥５０ １３.２０(６.７１－２５.９６) <０.００１ ５.７４(３.３７－９.７６)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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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ＤＭ ＤＭ 前期

ＯＲ(９５％ＣＩ) Ｐ ＯＲ(９５％ＣＩ) Ｐ

ＤＭ 家族史 ５.８５(４.４４－７.６９) <０.００１ １.５８(１.１４－２.２０) ０.００６

ＢＭＩ

　 １８.５－２３.９(参照) ——— ——— ——— ———

　 <１８.５ １.３０(０.９７－１.７６) ０.０８２ １.３８(１.０５－１.８０) ０.０１９

　 ≥２４.０ １.０８(０.７７－１.５３) ０.６４４ １.４４(１.０７－１.９３) ０.０１５

痰涂片阳性 １.６１(１.０８－２.４０) ０.０２１ １.３６(０.９６－１.９４) ０.０８５

胸部 Ｘ 线检查 １.６６(１.０７－２.５９) ０.０２５ ０.７６(０.４６－１.２６) ０.２８５

频繁户外活动 ０.６３(０.４９－０.８０) <０.００１ ０.７２(０.５８－０.８９) ０.００３

年收入(ＲＭＢ)

　 <２０００(参照) ——— ——— ——— ———

　 ２０００－９９９９ １.３４(０.９４－１.９２) ０.１０６ ０.８７(０.６５－１.１６) ０.３３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６５(１.０９－２.５０) ０.０１７ ０.９５(０.６７－１.３４) ０.７６８

　 调整变量: 性别、 婚姻、 吸烟、 饮酒、 教育程度、 涉及的肺野

３　 讨　 论

本研究表明ꎬ 基于 ＦＰＧ 值的 ＤＭ 患病率在 ＰＴＢ (６.３％)

患者中高于非 ＴＢ (４.７％) 对照并且对受试者进行可能的混

杂因素调整后 ＰＴＢ 患者患 ＤＭ 的几率是非 ＴＢ 的 ３.１７ 倍ꎮ

我们的研究旨在发现 ＴＢ 患者中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患病率

并估算比值比ꎮ 这项研究的优势在于其基于社区的环境ꎮ 为

了避免选择偏倚我们选择了社区结核病防治所而不是结核病

医院ꎬ 这意味着患病率和优势比可以视为一般人群的代表ꎮ

同样大样本量使我们能够相对准确地估算出当前 ＴＢ 中 ＤＭ 的

患病率ꎮ 为了准确定义 ＤＭꎬ 我们使用了从新诊断的 ＰＴＢ 患

者以及非 ＴＢ 对照组中收集的原始数据ꎮ 在其他相关研究中未

报告非 ＴＢ 的 ＤＭ 患病率ꎬ 或根据具有固有偏差的次要数据计

算了患病率[１９ꎬ２０] ꎮ 截止目前ꎬ 只有很少关于中国活动性 ＴＢ

患者 ＤＭ 患病率的报道ꎮ Ｚｈａｎｇ Ｑ 等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在上

海肺科医院进行回顾性分析ꎬ 发现 ９. ２％的 ＴＢ 患者并发

ＤＭ[２１] ꎮ 同样来自上海的 Ｌｉｎ Ｓ 等人在 １９９７ 年报道ꎬ 在结核

病患者中 ＤＭ 患病率为 ４.８６％ꎬ ＤＭ 在城市地区的结核病患者

和老年人中更普遍[２２] ꎮ Ｌｉａｎｇ Ｌｉ 等人在中国不同地区的一项

研究中报道患病率为 １２.４％ꎬ 该研究主要是基于使用医院

ＦＰＧ 数据进行的[２３] ꎮ 到目前为止ꎬ 还没有基于社区的足够大

的 ＴＢ 患者样本中 ＤＭ 患病率的数据ꎬ 也没有来自同一时期在

同一社区收集的来自非 ＴＢ 对照的可比数据ꎮ

据报道ꎬ ＰＴＢ 可能会导致暂时性高血糖症ꎬ 这可以通过

治疗解决[１４] ꎮ 因此ꎬ 如果在开始结核病治疗之前进行葡萄糖

测试ꎬ 可能会出现过度诊断ꎮ 在开始 ＴＢ 治疗后的 ２ 至 ３ 周ꎬ

我们筛查了大多数研究对象的 ＤＭꎮ

我们发现ꎬ ＰＴＢ 患者与普通人群患 ＤＭ的相关因素基本相

同ꎮ 年龄增长、 糖尿病家族史和高收入是 ＰＴＢ 患者患有ＤＭ的

正相关因素ꎮ 对于 ＢＭＩꎬ 其模式看起来则有些不同ꎮ 世界卫生

组织 (ＷＨＯ) 对体重不足ꎬ 超重和肥胖的 “标准” 定义分别

为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 ２５.０－２９.９ ｋｇ / ㎡和≥３０.０ ｋｇ / ㎡[２４] ꎮ

但是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修改后的标准更适合于预测 ＤＭꎬ

血脂异常和相关疾病的风险[１７] ꎬ 我们使用该标准作为临界

值ꎮ 在我们的研究中严重的体重不足和中度体重不足类别分

别仅占结核病患者的 ３.４％和 ３.７％ꎬ 因此我们将其与轻度体

重不足的人群合并在一起ꎬ 在本研究中体重不足者占 １７.７％ꎮ

同样ꎬ 在 ＰＴＢ 病例中肥胖仅占 ０.７％ꎬ 我们将其与超重亚组

合并共有 １３.９％的超重和肥胖 ＰＴＢ 病例ꎮ 尽管 ＤＭ 前期和血

糖正常的 ＰＴＢ 患者的平均 ＢＭＩ 之间没有显示出明显差异但在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中ꎬ 体重不足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 与 ＤＭ

前期和 ＤＭ 的临界差异显著相关ꎮ 这一发现或多或少与在坦

桑尼亚进行的研究[２５]相似ꎬ 后者报道了男性结核病患者严重

体重 过 轻 ( ＢＭＩ < １６ ｋｇ / ㎡ ) 与 ＤＭ 相 关 ( ＯＲ ２. ５２ꎬ

ｐ＝０.００４)ꎮ 体重不足是许多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例如呼吸系

统疾病ꎬ 骨质疏松症和糖尿病[２６] ꎮ 像普通人群一样ꎬ 超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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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的结核病患者患 ＤＭ 前期的几率是正常体重患者的 １.４４

倍ꎮ 但是这种关联对 ＤＭ 并不显著ꎮ 然而ꎬ 患有 ＤＭ 的 ＰＴＢ

患者中超重和肥胖比例 (１７.０％) 高于未患 ＤＭ 者 (１３.４％)ꎮ

在 ＤＭ 并发 ＴＢ 的背景下ꎬ 其与 ＢＭＩ 的关联非常复杂ꎮ 虽然

增加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风险但超重和肥胖可以起到抵抗 ＴＢ 的

保护作用[２７] ꎮ 由于 ＤＭ 控制不佳和代谢失代偿引起的体重减

轻则失去了这种保护作用ꎮ 结核病的存在通过应激增加了发

生高血糖的风险ꎬ 但是通过引起体重减轻又降低其风险ꎮ 这

些相互作用在不同的个体中可能发挥不同的作用[２８] ꎮ

结核病患者痰涂片阳性与 ＤＭ 的相关性与早期报道相

似[２０ꎬ２９] ꎮ 在我们的研究中 ＤＭ 患者的痰涂片阳性率最高这表

明这些患者感染和传播结核病的风险很高ꎮ 本研究中胸部 Ｘ

光片上的空洞与合并 ＤＭ 显著相关ꎮ

我们之前有一半以上的 ＤＭ 病例 (５６.１％) 已被诊断出ꎮ

这低于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ＢＩ 等人的报告[１９] 中几乎所有 ＤＭ 患者以及

Ｌｉａｎｇ Ｌｉ 等人的研究[２３]中约 ７５％的 ＤＭ 患者被鉴别出来的水

平ꎮ 这种差异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研究人群主要来自农村地区ꎬ

他们对 ＤＭ 的了解和筛查受到限制ꎮ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 ＤＭ

的监控至关重要ꎮ 在本研究中ꎬ 只有 １０.３％的先前已知的 ＤＭ

病例需要定期检查其血糖水平ꎮ 不能过分强调改善 ＤＭ 护理

服务以及有关结核病与 ＤＭ 之间联系的健康教育的需求ꎬ 尤

其是在疾病负担加倍的地区ꎮ 我们的发现表明ꎬ ＤＭ 病人中预

防 ＴＢ 的机会应受到卫生系统的更多关注ꎮ ＤＭ 患者应意识到

其活动性 ＴＢ 风险增加ꎮ 应该对他们进行教育以便在出现可疑

结核病症状时及时向结核病防治所报告ꎬ 以便从早期诊断和

治疗中受益ꎮ 此外ꎬ 鉴于我们研究中观察到的正相关性ꎬ 体

重不足的 ＤＭ 患者应受到高度重视ꎮ

此外ꎬ 迫切需要更新卫生专业人员的教育课程ꎬ 以提高

他们对 ＴＢ 和 ＤＭ 之间联系的认识ꎮ 我们发现参与我们项目的

７ 家结核病防治所没有将 ＴＢ 与 ＤＭ 的联系放在优先位置ꎬ 在

我们开始该项目之前ꎬ 其中 ３ 家甚至没有测量 ＴＢ 患者的血糖

水平ꎮ 在当前项目的框架内ꎬ 我们针对 ＴＢ 患者、 卫生保健提

供者和非专业人士实施了 ＴＢ 和 ＤＭ 之间的联系的健康教育ꎬ

其结果将在以后报告ꎮ

但是ꎬ 我们的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ꎮ 首先ꎬ 由于亚洲 ＤＭ

患者通常在葡萄糖负荷后 ２ 小时出现孤立性高血糖[３０] ꎬ 我们

可能低估了 ＤＭ 的患病率因为出于实际原因未进行口服葡萄

糖耐量测试 (ＯＧＴＴ)ꎮ 但是相同的低估水平将适用于非 ＴＢ

人群ꎬ 因此不会改变相对优势ꎮ

在上海糖尿病研究中ꎬ 有 ４８.６％的新诊断糖尿病患者在

葡萄糖负荷 ２ 小时后出现孤立性高血糖[３１] ꎮ 因此在我们的研

究中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实际患病率可能更高ꎮ 这也可以解释

我们的发现与其他同时存在 ＴＢ 和 ＤＭ 双重负担的研究之间的

差异ꎮ 在印度南部的结核病患者中ꎬ ＤＭ 和 ＤＭ 前期的患病率

分别为 ２５.３％和 ２４.５％[２０] ꎮ

我们研究中的另一个缺陷是在我们研究的临床环境中ꎬ

大量参与者未通过痰培养证实结核分枝杆菌 (ＭＴＢ) 感染ꎮ

然而ꎬ 根据最近在中国进行的全国结核病流行病学调查只有

２６.４％的活动性 ＰＴＢ 患者记录了阳性的 ＭＴＢ 培养结果[３２] 这

意味着如果我们采用 ＭＴＢ 培养结果作为金标准可能会错过近

四分之三的活动性 ＰＴＢꎮ 与大多数结核病中心一样在我们的

研究中临床表现、 痰涂片镜检和胸部 Ｘ 线片检查是诊断 ＰＴＢ

的核心要素ꎮ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证明了 ＤＭ 和 ＴＢ 之间的

联系ꎬ 并且这种相互作用甚至在中国农村地区也是如此ꎮ 我

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部分整合 ＴＢ 和 ＤＭ 预防和控制系统的潜在

益处ꎬ 而鉴于男性中 ＴＢ 的患病率较高其可能受益最大ꎮ 鉴于

中国日益增加的 ＤＭ 负担以及未被发现的 ＤＭ 的高发病率通

过 ＴＢ 控制基础措施对所有 ＴＢ 患者进行 ＤＭ 筛查可以改善

ＤＭ 的早期发现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ꎮ Ｌｉａｎｇ Ｌｉ 等人指出这种

筛查每年有可能在中国识别出近３０ ０００例 ＤＭ 新病例[２３] ꎮ 将

来需要进行后续研究以确 ＴＢ 和 ＤＭ 之间联系的因果机制ꎮ

参考文献:

[１] Ｒｏｏｔ Ｈ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

ｓｉｓ. Ｎ Ｅｎｇ Ｊ Ｍｅｄ. １９３４ꎬ ２１０: １－１３.

[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ｔｌａｓ ５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ｄｆ.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ｅｖｅｎｔｓ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１１/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ｔｌａｓ￣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１３

Ｎｏｖ １１.

[３] Ｂｙｇｂｊｅｒｇ ＩＣ.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２ Ｓｅｐꎬ ３３７ (６１０１): １４９９－１５０１.

[４]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Ｔꎬ Ｂｅｎ Ａｍｏｒ Ｙ.Ｔｈｅ ｃｏ￣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ＰＬｏＳ Ｍｅｄ. ２０１２ꎬ ９ (７): ｅ１００１２６９.

[５]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ｈｔｔｐ: / / 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ｗｈｏ. ｉｎｔ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１０ /

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６４０６９＿ｅｎｇ.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１１ Ｏｃｔ １０.

[６] Ｃｈｅｎｇ ＭＨ.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ｆａｃｅ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１０ Ｊｕｎꎬ ３７５ (９７３３): ２２０７－２２１０.

[７] Ｊｅｏｎ ＣＹꎬ Ｍｕｒｒａｙ ＭＢ.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６１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１３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ＬｏＳ Ｍｅｄ. ２００８ Ｊｕｌꎬ ５: ｅ１５２.

[８] Ｐａｂｌｏｓ￣Ｍｅｎｄｅｚ Ａꎬ Ｂｌｕｓｔｅｉｎ Ｊꎬ Ｋｎｉｒｓｃｈ ＣＡ.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

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ｓ. Ａｍ Ｊ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１９９７ Ａｐｒꎬ ８７:

５７４－９.

[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ｏｎ ＴＢ Ｃｏｎ￣

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ＣＤ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Ｂｅｉｊｉ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０８.

[１０] Ｋｉｍ ＳＪꎬ Ｈｏｎｇ ＹＰꎬ Ｌｅｗ Ｗ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ｓ. Ｔｕｂｅｒ Ｌｕｎｇ Ｄｉｓ.

１９９５ Ｄｅｃꎬ ７６: ５２９－３３.

[１１] Ｊｉｃｋ ＳＳ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ＥＳꎬ Ｒａｈｍａｎ ＭＵꎬ ｅｔ ａｌ.

Ｇｌｕｃｏｃｏｒｔｉｃｏｉｄ ｕｓｅꎬ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Ｒｈｅｕｍ. ２００６ Ｆｅｂꎬ ５５: １９－２６.

[１２]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Ｐａｎｄｏ Ｒꎬ Ｏｒｏｚｃｏ Ｈꎬ Ａｇｕｉｌａｒ Ｄ. 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ｒｃｈ Ｉｍｍｕｎｏｌ Ｔｈｅｒ Ｅｘｐ (Ｗａｒｓｚ) . ２００９ Ｓｅｐ－Ｏｃｔꎬ

５７ (５): ３５５－３６７.

[１３] Ｓｈｅｔｔｙ Ｎꎬ Ｓｈｅｍｋｏ Ｍꎬ Ｖａｚ Ｍ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

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Ｉｎ￣

ｄｉａ: ａ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ｔ Ｊ Ｔｕｂｅｒｃ Ｌｕｎｇ Ｄｉｓ.

２００６ Ｊａｎꎬ １０: ８０－８６.

[１４] Ｍｕｇｕｓｉ Ｆꎬ Ｓｗａｉ ＡＢꎬ Ａｌｂｅｒｔｉ ＫＧ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Ｔｕｂｅｒｃｌｅ. １９９０ Ｄｅｃꎬ ７１: ２７１－２７６.

[１５] Ｗａｎｇ Ｑꎬ Ｈａｎ Ｘꎬ Ｍａ Ａ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 ｄｅ￣

ｓｉｇ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ｃｔ. ２０１２ Ｊｕｎꎬ ９６ (３): ３８５－３９１.

[１６]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ｈｔｔｐ: / / ｗｈｑｌｉｂｄｏｃ.ｗｈｏ.ｉｎｔ / ｈｑ / １９９９ / ＷＨＯ＿ＮＣＤ＿

ＮＣＳ＿９９.２.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２０１３ Ｎｏｖ １０.

[１７] Ｃｏｏｒ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ｗａｉｓｔ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０２ꎬ ２３ (１): ５－１０.

[１８] ｖｏｎ Ｅｌｍ Ｅꎬ Ａｌｔｍａｎ ＤＧꎬ Ｅｇｇｅｒ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ｐｉ￣

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 ＳＴＲＯＢ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ａｎｃｅｔ. ２００７ Ｏｃｔꎬ ３７０: １４５３－１４５７.

[１９] Ｒｅｓｔｒｅｐｏ ＢＩꎬ Ｃａｍｅｒｌｉｎ ＡＪꎬ Ｒａｈｂａｒ ＭＨꎬ ｅｔ ａｌ.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ｈｉｇ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ｎｅｗ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ａｓｅｓ. Ｂｕｌｌ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 ２０１１ Ｍａｙꎬ ８９ (５): ３５２－３５９.

[２０] Ｖｉｓｗａｎａｔｈａｎ Ｖꎬ Ｋｕｍｐａｔｌａ Ｓꎬ Ａｒａｖｉｎｄａｌｏｃｈａｎａｎ

Ｖ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ＰＬｏＳ

Ｏｎｅ. ２０１２ꎬ ７ (７): ｅ４１３６７.

[ ２１ ] Ｚｈａｎｇ Ｑꎬ Ｘｉａｏ Ｈꎬ Ｓｕｇａｗａｒａ Ｉ.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ｈｏｓ￣

ｐｉｔａｌꎬ Ｃｈｉｎａ. Ｊｐｎ Ｊ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９ Ｓｅｐꎬ ６２ (５): ３９０－３９１.

[２２] Ｌｉｎ Ｓꎬ Ｓｈｅｎ Ｍꎬ Ｓｕｎ Ｙ.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Ｊｉｅ Ｈｅ Ｈｅ Ｈｕ Ｘｉ Ｚａ Ｚｈｉ. １９９８ Ａｕｇꎬ ２１

(８): ５０４－５０６.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 Ｌｉ Ｌꎬ Ｌｉｎ Ｙꎬ Ｍｉ Ｆ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ｏｐ Ｍｅｄ Ｉｎｔ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１２ Ｏｃｔꎬ １７ (１０): １２９４－３０１.

[２４]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ａ ＷＨＯ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 Ｔｅｃｈ Ｒｅｐ Ｓｅｒ. ２０００ꎬ ８９４ (ｉ￣ｘｉｉ): １－２５３.

[２５] Ｆａｕｒｈｏｌｔ￣Ｊｅｐｓｅｎ Ｄꎬ Ｒａｎｇｅ Ｎꎬ ＰｒａｙＧｏｄ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Ｔｕｂｅｒｃ Ｌｕｎｇ

Ｄｉｓ. ２０１２ Ｄｅｃꎬ １６ (１２): １６８０－１６８５.

[２６] Ｕｓａｉｄ. Ｇｏｖ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ｄｆ.ｕｓａｉｄ.ｇｏｖ / ｐｄｆ＿

ｄｏｃｓ / ＰＮＡＣＮ８６６.ｐｄｆ.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１ Ｏｃｔ １０.

[２７] Ｌｅｕｎｇ ＣＣꎬ Ｌａｍ ＴＨꎬ Ｃｈａｎ ＷＭ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ｅ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 Ｍｅｄ. ２００７ Ｊｕｎꎬ

１６７: １２９７－１３０４.

[２８] Ｋａｐｕｒ Ａꎬ Ｈａｒｒｉｅｓ ＡＤ.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ｐｕｂｌｉｃｈｅａｌｔｈ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ｓ Ｃｌｉｎ Ｐｒａｔ. ２０１３ Ｊｕｌꎬ １０１ (１): １０－９.

[２９]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ｎ ＣＲꎬ Ｆｏｒｏｕｈｉ ＮＧꎬ Ｒｏｇｌｉｃ Ｇ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ＢＭ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２００７ Ｓｅｐꎬ ７: ２３４.

[３０] Ｙａｎｇ Ｗꎬ Ｌｕ Ｊꎬ Ｗｅ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 Ｅｎｇｌ Ｊ Ｍｅｄ. ２０１０

Ｍａｒꎬ ３６２ (１２): １０９０－１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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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Ｊｉａ ＷＰꎬ Ｐａｎｇ Ｃꎬ Ｃｈｅｎ 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ｕｌ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３￣ｙｅａｒ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Ｄｉａｂｅｔｏｌｏｇｉａ. ２００７ Ｆｅｂꎬ ５０: ２８６－２９２.

[３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Ｂ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Ｂ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ｅｐｉｄｅ￣

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２０１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

ｓｉｓ. ２０１２ꎬ ３４ (８): ４８５－５０８.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老年肺结核患者膳食营养状况分析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张健稳１ 　 赵善良２ 　 蔡　 静１ 　 孙玉霞１ 　 张　 超１ 　 马爱国１

Ｊｉａｎ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１ 　 Ｓｈａｎ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２ 　 Ｊｉｎｇ Ｃａｉ１ 　 Ｙｕｘｉａ Ｓｕｎ１ 　 Ｃｈａｏ Ｚｈａｎｇ１ 　 Ａｉｇｕｏ Ｍａ１

１.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健康研究院ꎬ 青岛ꎬ 中国ꎻ ２. 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ꎬ 临沂ꎬ 中国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Ｌｉｎｙｉ Ｃｉｔ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ꎬ Ｃｈｉｎａ

　 　 摘要: 肺结核患者普遍存在营养不良ꎬ 老年人群营养不

良问题可能更为突出ꎮ 本研究拟调查了解老年肺结核患者膳

食营养状况ꎬ 为有效地改善其营养不良提供科学依据ꎮ 采用

病例对照研究ꎬ 于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在山东省临沂市某医院

和四个结核病防治所选取 ６０ 岁以上的 １７９５ 位老年肺结核患

者ꎬ 并在当地 (或同一社区或村组) 选择 １１４６ 位正常老年人

作为正常对照ꎮ 收集研究对象的个人基本信息、 身高、 体重

等指标ꎻ 采用 ２４ｈ 膳食回顾法和食物频率法对两组研究对象

开展膳食摄入情况和营养状况调查分析ꎻ 营养素摄入量计算:

使用 “家庭营养师一营养学专家系统 ｖｅｉｌ.１ (测试版) ” 软

件中的 “营养计算器” 模块ꎬ 计算患者 ２４ｈ 内的能量及各类

营养素摄入量ꎮ 营养状况分析显示老年肺结核组低体重营养

不良为 ２７.７％显著高于健康老年人群的 １５.６％ (Ｐ<０.０５)ꎻ 相

反ꎬ 超重或肥胖在老年肺结核病人群为 １０.７％ꎬ 明显低于正

常老年组超重或肥胖的所占比例 ２１.０％ (Ｐ<０.０５)ꎮ 膳食营养

摄入情况分析显示老年肺结核组人群谷薯类食物平均摄入水平

４２３.９３ｇ / ｄ 显著高于正常老年组 ４０６.８７ｇ / ｄꎬ 而蔬菜类和禽畜肉

类平均摄入水平老年肺结核组分别为 １１９.０９ｇ / ｄ 和 ３５.８０ｇ / ｄꎬ

显著低于正常老年组 １５７.６８ｇ / ｄ 和 ４０.６６ ｇ / ｄ (Ｐ 均<０.０５)ꎮ 营

养素摄入水平分析显示ꎬ 老年肺结核组人群蛋白质摄入量为

５６.９１ｇ / ｄ 和锌的平均摄入量为 ８.４５ｍｇ / ｄꎬ 均明显低于正常老

年组人群蛋白质和锌的平均摄入量 (Ｐ 均<０.０５)ꎮ 老年人群

低体重营养不良率较高ꎬ 而老年肺结核患者营养不良更为严

重ꎻ 动物性食物和蔬菜摄入量少ꎬ 蛋白质摄入不足以及多种

微量营养素摄入量较低ꎻ 因此ꎬ 应加强老年结核病营养监测

与评价ꎬ 及时有效地改善其营养状况ꎮ

关键词: 老年ꎻ 肺结核ꎻ 营养不良ꎻ 蛋白质ꎻ ＢＭ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ｙ ｂｅ ｍｏｒｅ ａｃｕ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１７９５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ｏｓｉｓ ａｇｅｄ ｏｖｅｒ ６０ ｙｅａｒ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３ ｔｏ ２０１７ ｉｎ ａ ｈｏｓｐｉ￣

ｔ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ｕｒ ＴＢ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ｅｎｔｅｒｓꎬ ａｎｄ １１４６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ｒ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Ｌｉｎｙｉ Ｃｉｔｙ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ꎬ ｈｅｉｇｈｔꎬ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ｅｔｃ.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２４ ｈｏｕｒ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ｒｅｃａｌ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

ｔａｋ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ｏｒ”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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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ｉｌｙ ｄｉｅｔｉｔｉａｎ￣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 ( ｖｅｉｌ.１)”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Ｌｏｗ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２７.７％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１５.６％) (Ｐ<０.０５)ꎻ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ｏ￣

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１０.７％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２１. ０％) (Ｐ<０.０５) .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ｌｕｔｅｎ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ｄ￣

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ｗａｓ ４２３.９３ｇ / 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４０６.８７ｇ / ｄ)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ｅａｔ ｗｅｒｅ １１９. ０９ｇ / ｄ

ａｎｄ ３５.８０ｇ / ｄ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５７. ６８ｇ / ｄ ａｎｄ ４０. ６６ｇ / ｄ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ｇｒｏｕｐ (Ｐ<０.０５)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ｗａｓ ５６. ９１ｇ / 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ｚｉｎｃ ｉｎｔａｋｅ

ｗａｓ ８.４５ｍｇ / 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Ｐ<

０.０５)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ａ ｌｏｗ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ꎬ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ｌｎ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Ｂ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ｍ￣

ｐｒｏｖ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ꎻ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ꎻ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 ＢＭＩ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性疾病ꎬ 在全

球范围内广泛流行ꎬ 我国是结核病高疫情国家之一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世界结核新增病例为 ６３０ 万 (高于 ２０１５ 年的 ６１０ 万

例) [１] ꎬ 增加趋势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明显ꎮ 有研究显示在老年

人群中结核病的发病率高于其他年龄组[２] ꎮ 机体衰老时免疫

系统的功能逐渐下降ꎬ 感染性疾病、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发病

率显著增高[３ꎬ４] ꎮ 当人体免疫系统正常时ꎬ 潜在结核感染者可

能不发病ꎮ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ꎬ 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ꎬ 结

核病发病的风险可增加[５] ꎮ 结核病也是一种与营养相关的疾

病ꎬ 许多结核患者存在营养不良ꎬ 营养消耗是结核病的一大

特点ꎬ 营养不良或膳食营养素摄入不足ꎬ 又直接影响机体免

疫力ꎮ 有研究表明[６] ꎬ 一些必需微量元素可以参与机体多种

酶的合成ꎬ 这些酶可以调节并促进激素、 核酸、 蛋白质等的

合成代谢ꎬ 在调节淋巴细胞等功能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ꎮ

然而ꎬ 近年来老年肺结核患者营养状况和膳食摄入水平调查

研究较少ꎮ 本研究采用病例对照研究ꎬ 分析比较正常老年人

群和老年肺结核患者营养状况及膳食营养素摄入水平ꎬ 为改

善老年肺结核患者营养状况提供科学参考ꎮ

１　 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７ 年于山东省临沂市某医院和四个结

核病防治所治疗的 ６０ 岁以上肺结核患者ꎬ 作为老年肺结核

组ꎬ 共 １７９５ 例ꎻ 同时选取当地城镇社区或同一村组的健康老

年人ꎬ 作为正常老年组ꎬ 共 １１４６ 例ꎮ 纳入标准: (１) 患者

年龄 ６０ 岁及以上ꎻ (２) 符合结核病的诊断标准ꎮ 结核病的诊

断参照 «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 (２００８ 版) » 的

诊断标准[７] ꎬ 即有咳嗽、 咳痰、 发热等临床症状ꎬ 结合痰涂

片检查和胸部 Ｘ 线摄影检查确诊ꎻ (３) 能够理解提问ꎬ 配合

相关问卷调查ꎮ 排除标准: (１) 已经确诊为非结核病的其他

疾病患者ꎻ (２)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阳性者ꎻ (３) 合并其他重

大疾病ꎬ 如心脑血管疾病、 恶性肿瘤等ꎻ (４) 罹患精神疾病

或由于其它原因无法配合问卷调查者ꎮ

１.２　 调查问卷

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问卷ꎬ 经由统一培训的当地结核病

防治所医务人员对研究对象进行面对面的调查ꎬ 以保证调查

对象良好的依从性和问卷质量ꎮ 调查内容包括研究对象的基

本情况 (包括性别、 年龄、 身高、 体重、 文化程度、 吸烟饮

酒等) 及膳食摄入情况ꎮ 膳食摄入情况调查采用食物频率法

(ＦＦＱ)ꎬ 对每一例研究对象上一年的食物摄入频率和摄入量

进行询问ꎮ 按膳食宝塔将日常摄入的食物分为 ８ 大类: 谷薯

类、 蔬菜类、 水果类、 禽畜肉类、 鱼虾类、 蛋类、 奶类及其

制品、 豆类及其制品ꎮ 在 ＦＦＱ 表中的食物以个人为单位调查

摄入频率ꎬ 设置次 /天、 次 /周、 次 /月和次 /年 ４ 个频率单位ꎬ

记录平均每次食用量ꎬ 计算得出各类食物的每日摄入量 (豆

制品换算成干大豆的量)ꎬ 与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的建议摄

入量[８]进行比较ꎮ

１.３　 能量及营养素摄入水平计算

采用 ２４ｈ 膳食回顾调查ꎬ 要求调查对象尽可能准确的回

忆过去 ２４ｈ 摄入的所有食物的种类和数量 (包括三餐及零

食)ꎬ 食物量具通常用家用量具、 食物模型或食物图谱进行估

计ꎮ 选用 ３ 天连续调查方法ꎬ 并且避免节假日或婚庆等特殊

时段饮食ꎬ 以减少误差ꎮ 根据所得数据ꎬ 使用 “家庭营养师

一营养学专家系统 ｖｅｉｌ.１ (测试版) ” 软件中的 “营养计算

器” 模块ꎬ 计算其 ２４ｈ 内摄入的能量及各类营养素含量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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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ＤＲＩｓ) [９]进行比较ꎮ

１.４　 体格检查

体质指数 (ＢＭＩ): 根据测量的身高和体重计算 ＢＭＩ 值ꎬ

计算公式为: ＢＭＩ＝体重 (ｋｇ) ÷ 身高 (ｍ) ２

低体重、 正常体重、 超重和肥胖采用适合于中国的判断标

准ꎬ 分别为<１８.５ ｋｇ / ㎡ꎬ 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 / ㎡ꎬ ２４.０~２７.９ ｋｇ / ㎡

和≥２８.０ ｋｇ / ㎡ꎮ

１.５　 质量控制

所有调查人员均经过统一培训ꎬ 每份调查问卷调查完后

由另一名调查人员进行检查复核ꎬ 调查结果录入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 软件双录入ꎮ

１.６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对计量资料先进行描述

性统计分析ꎬ 正态分布或近似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 “ｘ±ｓ”

表示ꎬ 组间均数比较采用 ｔ 检验ꎬ 均为双侧检验ꎻ 计数资料的

比较采用 χ２检验ꎮ 检验水准为 α＝０.０５ꎮ

２　 结　 果

２.１　 基本特征

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见表 １ꎮ 共收集 １７９５名老年肺结核患

者和 １１４６名正常老年人ꎬ 年龄在 ６０－９０ 岁范围内ꎬ 老年肺结

核组平均年龄为 ６９.４６ 岁ꎬ 正常老年组平均年龄为 ６８.９８ 岁ꎮ

其中男性老年肺结核 (ＰＴＢ) 患者占 ７７.８％ꎬ 女性占 ２２.２％ꎮ

吸烟者在老年肺结核人群所占比例为 ３４.３％显著高于正常老

年人群的 ２６.８％ (Ｐ<０.０５)ꎻ 然而ꎬ 肺结核患者的饮酒率为

２０.６％显著低于正常老年人群的 ２９.７％ (Ｐ<０.０５)ꎮ

２.２　 营养状况分析

老年肺结核组与正常老年组营养状况分布情况见表 ２ꎬ 老

年肺结核 (ＰＴＢ) 组低体重营养不良为 ２７.７％显著高于正常老

年组低体重营养不良 １５.６％ꎻ 而超重或肥胖在老年肺结核组为

１０.７％明显低于正常老年组超重或肥胖的 ２１.０％ (Ｐ<０.０５)ꎮ

表 １　 老年肺结核组与正常老年组基本信息分布情况

基本信息 分组(％)
正常老年组

(ｎ＝１１４６)

老年肺结核组

(ｎ＝１７９５)
统计值 Ｐ

年龄 ６８.９８±６.６４ ６９.４６±６.８５ ｔ ＝－１.８９ ０.０５９

性别 c２ ＝１３８.４２ ０.０００

男 ６５８(５７.４) １３９７(７７.８)

女 ４８８(４２.６) ３９８(２２.２)

文化程度 c２ ＝１９.４６ ０.０００

文盲 ６７５(５８.９) ９７７(５４.４)

小学或初中 ４２２(３６.８) ７７８(４３.３)

高中及以上 ４９(４.３) ４０(２.２)

吸烟 c２ ＝１８.１５ ０.０００

是 ３０７(２６.８) ６１５(３４.３)

否 ８３９(７３.２) １１８０(６５.７)

饮酒 c２ ＝３１.３２ ０.０００

是 ３４０(２９.７) ３７０(２０.６)

否 ８０６(７０.３) １４２５(７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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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老年肺结核组与正常老年组营养状况ａ

基本信息 分组(％)
正常老年组

(ｎ＝１１４６)

老年肺结核组

(ｎ＝１７９５)
c２值 Ｐ

ＢＭＩ ９４.３６ ０.０００

正常 ７２９(６３.６) １１０７(６１.７)

低体重 １７８(１５.５) ４９６(２７.６)

超重或肥胖 ２３９(２０.９) １９２(１０.７)

注: ａ 采用 ＢＭＩ 指数判别营养状况ꎬ ＢＭＩ<１８.５ ｋｇ / ㎡ꎬ 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 / ㎡ꎬ ２４.０~２７.９ ｋｇ / ㎡和≥２８.０ ｋｇ / ㎡

２.３　 食物消费水平分析

老年肺结核组与正常老年组各类食物摄入量的分析结果

见表 ３ꎬ 谷薯类的摄入量ꎬ 老年肺结核组和正常老年组人群分

别为 ４２３.９ｇ / ｄ 和 ４０６.８ｇ / ｄꎬ 结核病组略高于正常老年组 (Ｐ

<０.０５)ꎬ 而蔬菜和禽畜肉类的摄入量老年肺结核组分别为

１１９.０９ｇ / ｄ 和 ３５.８０ｇ / ｄꎬ 明显低于正常老年组的 １５７.６８ｇ / ｄ

和 ４０.６６ｇ / ｄ (Ｐ 均<０.０５)ꎮ 与中国居民膳食宝塔建议摄入量

比较ꎬ 两组谷薯类、 蛋类和大豆及制品摄入均在建议量范围

内ꎬ 而蔬菜、 水果、 禽畜肉类、 鱼虾类、 奶及奶制品摄入量

均不足ꎮ

２.４　 供能营养素和能量分析

老年肺结核组的蛋白质平均摄入水平为 ５６.９１ｇ / ｄꎬ 显著低

于正常老年组的蛋白质平均摄入水平 ６０.４８ｇ / ｄ (Ｐ<０.０５)ꎻ 老

年肺结核组摄入脂肪为 ２６.３５ｇ / ｄ、 碳水化合物为 ２７６.１２ｇ / ｄ、

能量为 １５９０.３１ｋｃａｌ / ｄꎬ 与正常老年组的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

能量的平均摄入水平之间未见显著差异ꎮ 但是老年肺结核组

和正常老年组在蛋白质、 脂肪和能量摄入水平都低于我国居

民 (６５ 岁以上) 膳食推荐摄入量ꎮ

表 ３　 老年肺结核组与正常老年组各类食物摄入量 (Ｘ±ｓ)

正常老年组

(ｎ＝１１４６)

老年肺结核组

(ｎ＝１７９５)
膳食宝塔建议量 ｔ 值 Ｐ

谷薯类(ｇ / ｄ) ４０６.８７±２１８.４４ ４２３.９３±２０３.２７ ２５０~４００ －２.１６ ０.０３１

蔬菜类(ｇ / ｄ) １５７.６８±１９１.４１ １１９.０９±１２０.３２ ３００~５００ ６.７１ ０.０００

水果类(ｇ / ｄ) ３６.０３±７４.６７ ３５.２３±７２.３８ ２００~３５０ ０.２９ ０.７７２

禽畜肉类(ｇ / ｄ) ４０.６６±５０.８２ ３５.８０±３７.９６ ４０~７５ ２.９６ ０.００３

鱼虾类(ｇ / ｄ) ９.３７±２４.９８ １０.１８±２０.３１ ４０~７５ －０.９６ ０.３３８

蛋类(ｇ / ｄ) ５６.３１±５３.４６ ６０.２５±５３.１７ ４０~５０ －１.９６ ０.０５１

奶及奶制品(ｇ / ｄ) ３２.６６±６１.７２ ３１.１２±６２.８６ ３００ ０.６６ ０.５１３

大豆及制品(ｇ / ｄ) ４２.８８±４７.１１ ４１.０３±４６.９０ ２５~３５ １.０４ ０.２９７

２.５　 微量营养素摄入水平分析

如表 ４ 所示ꎬ 在能量和微量营养素摄入量比较中ꎬ 老年

肺结核组锌的摄入量显著低于正常老年组 (Ｐ<０.０５)ꎮ 老年

肺结核组和正常老年组能量、 钾、 钠、 钙、 镁、 锌、 硒、 视

黄醇、 硫胺素、 抗坏血酸和生育酚的摄入量均低于我国居民

(６０ 岁以上) 膳食推荐摄入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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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正常老年组与老年肺结核组能量和微量营养素摄入情况的比较 (Ｘ±ｓ) (标准人日ａ)

正常老年组 老年肺结核组 ＤＲＩｓ ｔ 值 Ｐ

钾(ｍｇ / ｄ) １３１１.９０±７３６.９４ １４５９.１２±９１６.２２ ２０００ －３.９３ ０.０００

钠(ｍｇ / ｄ) ６４５.２７±７１５.７７ ７１９.０２±９５０.１４ １４００ －１.９４ ０.０５３

钙(ｍｇ / ｄ) ２６４.３２±１７６.００ ２７５.７４±１７３.９５ １０００ －１.４６ ０.１４４

镁(ｍｇ / ｄ) ２７３.２５±１４４.５４ ２８４.５６±１４３.６２ ３２０ －１.７６ ０.０７９

铁(ｍｇ / ｄ) １６.７８±１０.０４ １８.２４±１０.６１ １２ －３.１７ ０.００２

锰(ｍｇ / ｄ) ５.６６±３.１３ ５.８８±３.０９ ４.５ －１.５２ ０.１２８

锌(ｍｇ / ｄ) ８.８７±４.７２ ８.４５±４.４８ １２.５ａꎻ７.５ｂ ３.０２ ０.０３８

铜(ｍｇ / ｄ) １.６５±１.１０ １.７４±１.０１ ０.８ －１.８６ ０.０６３

磷(ｍｇ / ｄ) ８９６.６８±４４５.６７ ９６５.７０±４７４.７５ ７００ －３.３５ ０.００１

硒(ｍｇ / ｄ) ３６.７４±２０.５５ ３８.２５±１９.１５ ６０ －１.７１ ０.０８８

视黄醇当量(μｇＲＡＥ / ｄ) ２７７.８８±７３１.６８ ２９４.６７±２９０.９２ ８００ａꎻ７００ｂ －０.７０ ０.４８６

硫胺素(ｍｇ / ｄ) １.００±０.７１１ １.０６±０.６９ １.４ａꎻ１.２ｂ －１.８１ ０.０７１

抗环血酸(ｍｇ / ｄ) ４７.１１±１.３５ ５０.６０±４５.５０ １００ －１.８０ ０.０７２

生育酚(ｍｇα￣ＴＥ / ｄ) １２.８５±１２.２２ １３.８１±１２.４８ １４ －１.７５ ０.０８０

注: ａ 男性的推荐摄入量ꎻ ｂ 女性的推荐摄入量

３　 讨　 论

本研究发现ꎬ 与正常老年人群相比ꎬ 老年肺结核人群低

体重营养不良率较高ꎮ 正常老年人群和老年肺结核患者人群

蔬菜类、 水果类、 禽畜肉类、 鱼虾类和奶及奶制品的摄入量

均未达到膳食宝塔推荐水平ꎬ 而与正常老年人群相比ꎬ 老年

肺结核患者人群的蔬菜和禽畜肉类食物摄入量更低ꎬ 表明膳

食结构不合理ꎮ 在能量和营养素 (如蛋白质、 钾、 钠、 钙、

镁、 锌、 硒、 视黄醇等) 摄入方面ꎬ 正常老年人群和老年肺

结核患者人群的摄入水平都普遍低于我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

推荐摄入量ꎬ 其中老年肺结核患者蛋白质和锌的摄入水平显

著低于正常老年人ꎮ

结核病的发生、 发展及预后都与营养相关[１０] ꎮ 在范玉

云[１１]等人的研究中发现ꎬ 蔬菜、 水果、 肉类和坚果的摄入可

以有效降低结核病的发病风险ꎮ 我国其他研究也发现[１２] ꎬ 与

正常对照组相比ꎬ 结核组人群的肉类和蔬菜类摄入水平更低ꎬ

这与本研究结果相一致ꎮ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肺结

核本身就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ꎬ 其典型的症状就是发热、

食欲减退、 盗汗等ꎬ 患者往往会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状态[１０] ꎮ

本研究所选人群为 ６０ 岁以上老年人ꎬ 无论是正常老年人群还

是老年肺结核患者ꎬ 多数营养素摄入水平均达不到我国膳食

推荐摄入量ꎬ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老年人自身的生

理状况ꎬ 多数老年人可能存在牙齿脱落等口腔问题ꎬ 对咀嚼、

吞咽甚至味觉功能造成影响ꎬ 降低了自己食物摄入量ꎮ 同时

老年人身体各器官功能开始衰退ꎬ 如消化液、 胃酸等分泌减

少、 胃肠蠕动及排空速度减慢ꎬ 导致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受到

影响[１３] ꎮ

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情况与机体的免疫功能直接相关ꎮ

能量、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和微量营养素的摄入不足

会导致营养不良ꎬ 对机体免疫系统造成损害ꎬ 增加结核病的

易感性和发病率[１４] ꎮ 研究显示ꎬ 某些微量元素对维持机体免

疫功能起着重要作用ꎬ 适量的补充一些微量元素可以提高结

核患者的 ＣＤ４＋Ｔ 淋巴细胞数ꎬ 来降低疾病的感染风险[１５] ꎮ

比如锌可以通过维持 Ｔ 淋巴细胞的功能来维持免疫功能的稳

定[１６] ꎬ 锌的缺乏可以引起巨噬细胞吞噬、 灭杀病原体的功能

减弱ꎬ 而巨噬细胞在结核分枝杆菌免疫机制中有重要作

用[１７] ꎬ 所以锌摄入量的减少、 血清锌水平的下降会减弱机体

对结核分枝杆菌的免疫力ꎮ 在一些研究中发现ꎬ 活动期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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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患者血清锌的含量明显低于正常人群[１８] ꎮ 同时也有一些研

究指出ꎬ 结核人群应增加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摄入ꎬ 可以延

缓病灶扩散ꎬ 提高病灶的修复能力ꎬ 有利于病情的康复[１９ꎬ２０] ꎮ

在本研究中ꎬ 老年肺结核患者人群饮酒率低于正常老年

人群ꎬ 可能是因为老年肺结核患者临床症状和放射学不典

型[２１] ꎬ 容易漏诊或误诊ꎬ 导致部分老年肺结核患者在初期只

接受一些抗炎治疗ꎬ 而在抗炎治疗过程中ꎬ 患者是被要求忌

酒的ꎮ

综上所述ꎬ 老年肺结核患者的营养状况较差ꎬ 膳食营养

素摄入水平较低ꎬ 膳食结构不合理ꎬ 应调整老年肺结核人群

的膳食结构ꎬ 促进食物多样化ꎬ 合理搭配ꎮ 应增加蔬菜类、

禽畜肉类、 鱼虾类和奶类的摄入量ꎬ 提高蛋白质和锌的摄入

水平ꎬ 以有效地改善老年肺结核人群的营养状况ꎮ 本研究采

用食物频率法和 ２４ｈ 膳食回顾分析了老年肺结核患者在营养

状况及营养素摄入水平方面的特点ꎬ 但仍需要进一步的临床

试验来获得老年肺结核患者相关营养素的血清学水平ꎬ 来进

一步阐明营养素与老年肺结核之间的作用及影响机制ꎮ

参考文献:

[１] ＷＨ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

[２] Ｇａｖａｚｚｉ Ｇꎬ Ｈｅｒｒｍａｎｎ Ｆꎬ Ｋｒａｕｓｅ ＫＨ.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Ｃｌｉｎ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０４ꎬ ３９ (１): ８３－９１.

[３] Ｓｏｌａｎａ Ｒꎬ Ｔａｒａｚｏｎａ Ｒꎬ Ｇａｙｏｓｏ Ｉ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ｏｓｅｎｅｓｃ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ｃ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ａｔ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Ｓｅｍｉ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１２ꎬ

２４ (５): ３３１－３４１.

[４] Ａｄｅｍｏｋｕｎ Ａꎬ Ｗｕ ＹＣꎬ Ｄｕｎｎ￣Ｗａｌｔｅｒｓ 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ｉｎｇ Ｂ ｃｅｌ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ｉｏｇｅｒｏｎｔ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１０ꎬ １１ (２): １２５－１３７.

[５] ＷＨ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２.

[６] 温新宇. 什么是微量元素? 微量元素有什么作用?.

中华检验医学杂志. ２００７ꎬ ３０ (０８): ８７１.

[７] 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 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

工作指南 (２００８ 年版) . ２００９.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

版社.

[８]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 ２０１６ 版) .

２０１６.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９] 中国营养学会.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２０１３ 版) . ２０１３. 北京: (科学中国标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

[１０] 马皎洁ꎬ 安军ꎬ 贺红ꎬ 等. 结核病患者营养状况及

营养支持研究进展. 中国防痨杂志. ２０１６ꎬ ３８ (１１): ９９５－

９９９.

[１１] 范玉云ꎬ 刘洪涛. 膳食因素对结核病的影响. 临床

肺科杂志. ２０１３ꎬ １８ (７): １３２９－１３３０.

[１２] 王瑛琨ꎬ 韩秀霞ꎬ 汪求真ꎬ 等. 结核病患者膳食多

样化及营养素摄入情况调查分析. 中国食物与营养. ２０１１ꎬ １７

(１): ７３－７７.

[１３] 马双双ꎬ 蔡东联. 老年人饮食营养. 食品与生活.

２０１３ꎬ (４): ５０－５１.

[１４] Ｗａｎｇ Ｑꎬ Ｍａ Ａꎬ Ｂｙｇｂｊｅｒｇ ＩＣꎬ ｅｔ 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ｔｉ￣

ｎｏｌ ａｎｄ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ＢＭＣ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２０１３ꎬ １３: １０４.

[１５] 张蕾ꎬ 郭红卫. 微量营养素与老年人免疫功能关系

的研究进展. 中国公共卫生. ２００３ꎬ １９ (２): ２３８－２４０.

[１６] 景洪江ꎬ 刘英华ꎬ 王觐ꎬ 等. 补充微量营养素对 ２

型糖尿病患者免疫功能和感染的影响. 营养学报. ２０１０ꎬ ３２

(１): １１－１６.

[１７] 王雅ꎬ 李传友ꎬ 王伟ꎬ 等. 巨噬细胞在抗结核感染

中的作用. 中国防痨杂志. ２０１８ꎬ ４０ (２): ２１８－２２１.

[１８] 贾本智ꎬ 方继承. 血清锌水平在肺结核患者中的表

达及其临床意义. 医学临床研究. ２０１１ꎬ ２８ (１): １３７－１３８.

[１９] Ｋｏｅｔｈｅ ＪＲꎬ ｖｏｎ Ｒｅｙｎ Ｃ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ａｌｏｒｉｅ ｍａｌ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Ｔｕｂｅｒｃ Ｌｕｎｇ Ｄｉｓ. ２０１６ꎬ ２０ (７): ８５７－８６３.

[２０] Ｍｕｐｅｒｅ Ｅꎬ Ｍａｌｏｎｅ Ｌꎬ Ｚａｌｗａｎｇｏ 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ａｎ

ｔｉｓｓｕｅ ｍａｓｓ ｗａ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ｏｒ￣

ｔａｌ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Ｕ￣

ｇａｎｄａ. Ａｎｎ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 ２０１２ꎬ ２２ (７): ４６６－４７３.

[２１] Ｌｅｅ ＪＨꎬ Ｈａｎ ＤＨꎬ Ｓｏｎｇ ＪＷꎬ Ｃｈｕｎｇ ＨＳ. Ｄｉａｇ￣

ｎｏ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Ｊ Ｋｏｒｅａｎ Ｍｅｄ Ｓｃｉ. ２００５ꎬ ２０ (５): ７８４ －

７８９.

３２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营养状况及临床治疗
转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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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Ｅａｓｔ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ｙｉ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Ｌｉｎｙｉ Ｃｈｅ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

　 　 摘要: 分析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营养状况与临床治疗的

效果ꎬ 为进一步提高对耐多药肺结核的认识奠定理论基础ꎮ

选取某市胸科医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收治的 １１４ 例耐

多药肺结核患者ꎬ 分为初治组和复治组两组ꎬ 观察并比较两

组间营养状况、 临床疗效及其转归的差异ꎮ 耐多药肺结核初

治组患者在体质指数 (ＢＭＩ)ꎬ 血红蛋白 (ＨＢ)ꎬ 淋巴细胞

(ＴＬＣ)ꎬ 白蛋白 (ＡＬＢ) 指标上均明显高于复治组 (Ｐ 值均

<０.０５)ꎮ 疗程结束后ꎬ 初治组痰涂片转阴率、 病灶吸收率均明

显高于复治组 (χ２ 值分别为 ７.８０５、 ６.３１２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ꎻ 初

治组治愈率明显高于复治组 (χ２ ＝ １０.８７１ꎬ Ｐ<０.０５)ꎬ 而失败

率明显低于复治组 (χ２ ＝ １５.１０９ꎬ Ｐ<０.０５)ꎮ 初治耐多药肺结

核患者的营养状况、 临床治疗的效果及其转归均明显好于复

治患者ꎬ 对耐多药肺结核患者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营养支持

与化疗方案ꎬ 可对治疗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ꎮ

关键词: 肺结核ꎻ 耐多药ꎻ 营养状况ꎻ 治疗效果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１１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２ ｔｏ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ｉｎ ｃｈｅ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ｗｈｏ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ｎｉｔｉ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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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 ＢＭＩ)ꎬ ｈ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 (ＨＢ)ꎬ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ＴＬＣ)ꎬ ａｌｂｕｍｉｎ (ＡＬＢ) ｉｎｄｅｘ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ｌ Ｐ <０.０５) .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ｓｐｕｔｕｍ ｓｍｅａｒ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χ２ ＝ ７.８０５ꎬ ６.３１２ꎬ Ｐ ｖａｌｕｅ ｗａｓ<０.０５)ꎻ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χ２ ＝ １０. ８７１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ｒａｔ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χ２ ＝ １５.１０９ꎬ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ｉｎｉ￣

ｔｉ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ꎬ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Ｉｔ’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ａｔ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ｏ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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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ꎻ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由于缺乏有效治疗耐药结核病的药物ꎬ 耐药结核病的预

防与控制形势愈发严峻ꎬ 尤其是耐多药肺结核 (ＭＤＲ￣ＴＢ)ꎮ

ＭＤＲ－ＴＢ 是指体外分离的结核菌至少同时对异烟肼和利福平

耐药的结核病ꎬ 其广泛的流行已是我国面临的公共卫生难

题[１] ꎮ 据 ２００７ 至 ２００８ 年全国耐药基线调查报告显示ꎬ 全国

耐多药率为 ８.３２％ꎬ 初治耐多药率为 ５.７１％ꎬ 复治耐多药率

为 ２５.６４％ꎬ 每年新发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数量居世界第一

位[２ꎬ３] ꎮ ＭＤＲ￣ＴＢ 需要长达两年的治疗时间ꎬ 无论是给患者

还是给国家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ꎮ 国外研究发现ꎬ 初治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治疗效果明显好于复治患者[４ꎬ５] ꎮ 本研

究为了解初治与复治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营养状况、 临床疗

４２



效及转归ꎬ 为进一步提高对耐多药肺结核的认识奠定理论基

础ꎬ 现对某市胸科医院收治的耐多药肺结核患者进行回顾性

分析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某市胸科医院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收治的经

药物敏感试验确诊的耐多药肺结核患者 １１４ 例 (其中失访 ５

例)ꎬ 分为初治耐多药肺结核组 (初治组) 和复治耐多药肺结

核组 (复治组)ꎮ １０９ 例患者中ꎬ 初治组 ５８ 例ꎬ 男 ４２ 例ꎬ 女

１６ 例ꎬ 平均年龄 ４２.５ 岁ꎻ 复治组 ５１ 例ꎬ 男 ３７ 例ꎬ 女 １４ 例ꎬ

平均年龄 ４３.１ 岁ꎮ 两组间性别构成及年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研究指标

记录两组患者以下指标: (１) 住院 ３~５ 天内检测的相关

营养指标ꎬ 主要包括体质指数 (ＢＭＩ)ꎬ 淋巴细胞 (ＴＬＣ) 计

数、 血红蛋白 (ＨＢ) 计数、 白蛋白 (ＡＬＢ) 计数ꎮ (２) 治

疗前后检测的痰涂片及痰培养结果ꎮ (３) 治疗前后检测的 Ｘ

线片或胸部 ＣＴ 片ꎮ

１.２.２ 疗效评估

以痰涂片、 痰培养结果及影像学检查作为疗效评估的主

要依据[６] ꎮ (１) 痰菌转阴率: 连续两次痰菌转阴且不再复阳

(每次间隔>１ 个月)ꎮ (２) 影像学判断标准: 病灶 ａ. 显著吸

收指病灶吸收≥１ / ２ 原病灶ꎻ ｂ. 吸收指病灶吸收<１ / ２ 原病

灶ꎻ ｃ. 不变指病灶无明显变化ꎻ ｄ. 恶化指病灶增大或播散ꎮ

(３) 治疗转归判断标准: 根据中国防痨协会耐药结核病化学治

疗指南 (２００９)ꎬ 分为治愈、 完成疗程、 死亡、 失败及失访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得数据由经过统一培训的专业人员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 软

件进行数据录入和数据分析ꎮ 计量资料经检验服从正态分布

的ꎬ 采用 ｘ±ｓ 表示ꎬ 组间比较根据其是否满足方差齐性采用

ｔ 检验或 ｔ’检验ꎻ 计数资料或组间分布差异采用 χ２ 检验ꎬ 以

α＝０.０５ 为检验水准ꎬ Ｐ<０.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营养状况比较

耐多药肺结核初治组在体质指数 ( ＢＭＩ)、 血红蛋白

(ＨＢ)、 淋巴细胞 (ＴＬＣ) 计数、 白细胞 (ＡＬＢ) 计数上均显

著高于耐多药复治组ꎬ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表 １　 初治组和复治组两组患者营养指标比较

指标 初治组(ｎ＝５８) 复治组(ｎ＝５１) ｔ 值 Ｐ 值

ＢＭＩ ２０.５５±３.２３ １９.７７±４.２２ ２.１１ <０.０５

ＨＢ(ｇ / Ｌ) １２０.４５±１９.８９ １１１.５２±１７.６６ １０.７１ <０.０１

ＴＬＣ(×１０９ / Ｌ) １.９１±０.６１ １.６２±０.４１ ２.０８ <０.０５

ＡＬＢ(ｇ / Ｌ) ３２.６５±６.３２ ３０.３１±５.５４ ４.９９ <０.０１

２.２　 痰涂片转阴比较

初治组和复治组两组患者相比ꎬ 痰涂片转阴情况在 ３ 个

月、 ６ 个月、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ꎬ χ２

值分别为 ８.６８９、 ９.５９６、 ８.４５９、 ７.８０５ꎬ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初治组和复治组两组患者痰涂片转阴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３ 个月 ６ 个月 １２ 个月 ２４ 个月

初治组 ５８ ３８(６５.５２) ４２(７２.４１) ４５(７７.５９) ４９(８４.４８)

复治组 ５１ １９(３７.２５) ２２(４３.１４) ２６(５０.９８) ３１(６０.７８)

χ２ 值 — ８.６８９ ９.５９６ ８.４５９ ７.８０５

Ｐ 值 —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

５２



２.３　 病灶吸收比较

疗程结束后ꎬ 初治组胸部 Ｘ 线病灶吸收 (显著吸收＋吸

收) 率为 ７７.５８％ꎬ 显著高于 Ｘ 线病灶吸收率为 ５４.９０％的复

治组ꎬ 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值为 ６.３１２ꎬ Ｐ 值为

０.０１２<０.０５)ꎮ

表 ３　 初治组和复治组两组患者病灶吸收情况比较 (ｎ％)

组别 例数 显著吸收 吸收 不变 恶化

初治组 ５８ ２７(４６.５５) １８(３１.０３) １１(１８.９７) ２(３.４５)

复治组 ５１ １７(３３.３３) １１(２１.５７) １９(３７.２５) ４(７.８４)

χ２ 值 — １.９７０ １.２４５ ４.５５１ １.００８

Ｐ 值 — ０.１６０ ０.２６４ ０.０３３ ０.３１５

２.４　 治疗转归比较

疗程结束后ꎬ 从两组患者的治疗转归情况比较来看ꎬ 初

治组的治愈率为 ７３.７７％ꎬ 显著高于复治组的治愈率 ４３.４０％ꎬ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１０.８７１ꎬ Ｐ<０.０５)ꎻ 而初治组的失

败率却显著低于复治组ꎬ 失败率分别为 ６.５６％、 ３.５８％ꎬ 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１５.１０９ꎬ Ｐ<０.０５)ꎮ

３　 讨　 论

耐多药肺结核的综合防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巨

大挑战ꎮ 由于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治愈率低ꎬ 约为 ５０％[７－９]ꎬ

治疗费用高昂ꎬ 治疗周期一般为 １８ ~ ２４ 个月[１０－１２] ꎬ 甚至更

长ꎬ 因此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携带病菌的时间也相对更长ꎬ 对

健康人群乃至全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ꎬ 不利于结核疫

情的整体控制ꎮ

众所周知ꎬ 肺结核是一种慢性消耗性性疾病[１３－１５] ꎬ 耐多

药肺结核更是如此ꎬ 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营养状况会严重影

响其抗痨治疗的效果ꎮ 本研究显示ꎬ 耐多药肺结核初治组在

体质指数 (ＢＭＩ)、 血红蛋白 (ＨＢ)、 淋巴细胞 (ＴＬＣ) 计

数、 白细胞 (ＡＬＢ) 计数上均显著高于耐多药肺结核复治组ꎬ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ꎬ 且两组上述指标都低于正

常值ꎮ 这说明耐多药肺结核患者的营养状况不容乐观ꎬ 对患

者采取合理的营养支持方案更是刻不容缓[１６－１７] ꎮ

本研究显示ꎬ 耐多药肺结核初治组的痰涂片转阴率和胸

部 Ｘ 线病灶吸收率均显著优于复治组ꎬ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研究还显示ꎬ 初治组的治愈率和完成疗程率为

８３.６１％ꎬ 显著高于复治组的 ５２.８３％ꎬ 而初治组的失败率和

死亡率为 １１.４８％ꎬ 显著低于复治组的 ４３.４０％ꎮ 由此可以看

出ꎬ 加大对肺结核患者耐药性的监测力度ꎬ 可以及时早期发

现耐多药肺结核患者ꎬ 进而可以及时更改化疗方案ꎬ 提高耐

多药肺结核患者的治愈率ꎬ 降低失败率和死亡率[１８－２０] ꎮ

综上所述ꎬ 耐多药肺结核初治组的营养状况与临床治疗

的效果及转归均明显好于复治组ꎬ 所以ꎬ 对于有耐多药肺结

核接触史的新发患者及治疗早期效果不佳的患者ꎬ 应尽早进

行合理的营养支持与药物敏感试验[２１ꎬ２２] ꎬ 及时早期发现耐多

药肺结核ꎬ 及时调整治疗方案ꎬ 以提高耐多药肺结核的治愈

率ꎬ 降低失败率和死亡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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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ｎｃｅꎬ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ｔ Ｊ Ｔｕｂｅｒｃ Ｌｕｎｇ Ｄｉｓ. ２００９ꎬ

１３ (２): ２５３－２５９.

７２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血浆蛋白质组学研究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ｉｎ Ａｄｕｌｔ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

张秀莲　 马爱国　 孙双玲　 孙永叶

Ｘｉｕ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ｇｕｏ Ｍａ　 Ｓｈｕａｎｇｌｉｎｇ Ｓｕｎ　 Ｙｏｎｇｙｅ Ｓｕｎ

青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与健康研究院ꎬ 青岛ꎬ 中国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

　 　 摘要: 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ＤＭ) 和肺结核 ( 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ＰＴＢ) 两病并发在中国有较高负担ꎮ 糖尿

病和肺结核的关系已经被许多研究发现ꎬ 但这两种疾病之间

的发生机制并不完全明了ꎮ 本研究拟对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

者和肺结核患者的血浆进行蛋白质组学比较研究ꎬ 寻找变化

差异大且稳定的蛋白质ꎬ 以探寻肺结核易并发糖尿病的反应

机制ꎮ 随机选取某医院肺结核和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ꎬ 采

集空腹静脉血 ２ ｍｌꎬ 采用双向电泳技术分离蛋白质ꎬ 质谱分

析检测差异蛋白质ꎬ 并采用蛋白免疫印迹对糖尿病合并肺结

核血浆差异蛋白确证ꎮ 与肺结核患者相比ꎬ 肺结核合并糖尿

病患者血浆鉴定出 １７ 种表达不同的蛋白ꎬ 包括 α￣１ 抗胰蛋白

酶前体、 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前体、 ＣＤ５ 抗原前体、 丛生蛋白

前体、 载脂蛋白 Ａ￣１ 的前体、 触珠蛋白和纤维蛋白原 γ 链等

的水平有显著差异ꎮ 免疫印迹结果证实触珠蛋白的差异性表

达ꎮ 在血浆中发现了活动性肺结核并发糖尿病的相关蛋白ꎮ Ｃ

端触珠蛋白是一种可能的目标候选蛋白ꎬ 可能是活动性肺结

核和糖尿病之间的联系ꎮ 疾病进展过程中蛋白质组学可能会

增进我们对活动性肺结核并发糖尿病的发病机制的了解ꎮ

关键词: 肺结核ꎻ 糖尿病ꎻ 蛋白组学ꎻ 触珠蛋白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ｈｉｇｈ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

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ｙｃ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ｄｅａｔｈ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ｂｌｅ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ｅｅ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ｍａｎ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ｕｎ￣

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ａ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

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ｆｕｌ ｔｏｏｌ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ｕｒ ｓｔｕｄｙ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

ｔｒ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ꎬ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α￣１ ａｎｔｉｔｒｙｐｓｉｎ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ꎬ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ｂｉｎｄ￣

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ꎬ ＣＤ５ ａｎｔｉｇｅｎ ｌｉｋｅ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ꎬ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 ｐｒｅ￣

ｃｕｒｓｏｒꎬ ａｐｏ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Ｉ 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ꎬ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ꎬ ａｎｄ ｆｉｂｒｉｎｏｇｅｎ

γ￣ｃｈａ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

ｓｉ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ｔ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

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ｉ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

ｂｉｎ ｉ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ａ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Ｔｈｅ ｄｙ￣

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ｙ ｉｍ￣

ｐｒｏｖｅ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ꎻ ｐｒｏｔｅｏｍｉｃｓꎻ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

糖尿病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ｍｅｌｌｉｔｕｓꎬ ＤＭ) 和肺结核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ＰＴＢ) 是两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全球性疾病ꎬ

两病在临床上常合并存在、 相互影响迁延不愈ꎬ 易出现各种

并发症ꎮ 研究结果表明ꎬ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患病率是非糖

尿病人的 ４ 倍至 ８ 倍[１] ꎮ 近年来由于营养状况和生活方式的

西化ꎬ 简单的说就是糖的摄入增多而运动减少ꎬ 导致糖尿病

的患病率明显升高[２] ꎮ 当前ꎬ 我国是世界糖尿病第一大国ꎬ

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结核病高负担国家ꎬ 所以糖尿病合并肺

结核患者也必然 “水涨船高”ꎮ 两病并发相互影响ꎬ 使得治疗

难度大、 预后差ꎬ 后果不可小觑ꎮ

８２



蛋白质组是特定环境下某种生物通过基因转录翻译而形

成的一系列蛋白质ꎬ 而蛋白质组学则是对这群蛋白质进行的

全面、 高通量的研究[３] ꎮ 蛋白质组学技术就是为了解这群蛋

白质而使用的技术手段ꎬ 包括蛋白质分离和质谱鉴定等方

法[４] ꎮ 蛋白质组的动态性导致其研究比基因组来说更为复

杂[５] ꎬ 蛋白质作为生物功能的主要执行者直接反应疾病的状

态ꎬ 直接对蛋白质进行的分析有利于对疾病的发病机制更精

准的解读ꎮ

本实验对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和肺结核患者的血浆进

行蛋白质组学比较研究ꎬ 寻找变化差异大且稳定的蛋白质ꎬ

以探寻肺结核易并发糖尿病的生物学机制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青岛市胸科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糖尿病的中国

汉族患者ꎬ ２ 型糖尿病的诊断严格按照 ＷＨＯ 于 １９８５ 年颁发

的标准执行ꎬ 即空腹血葡萄糖浓度≥７.０ ｍｍｏｌ / Ｌ 或餐后 ２ 小

时血糖≥１１.１ ｍｍｏｌ / Ｌꎮ 肺结核的诊断按照新修订的肺结核诊

断标准 (ＷＳ２８８－２００８)ꎬ 肺结核分确诊病例、 临床诊断病例

和疑似病例ꎮ

１.２　 血清样本采集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年龄、 性别、 体重指数与肺结

核病组相匹配ꎮ 每位受试者签署知情同意书后ꎬ 采集清晨空

腹静脉血 ２ ｍｌ 备用ꎮ 记录患者一般情况ꎬ 包括年龄、 性别、

身高、 体重、 呼吸、 心率、 血压、 发病年龄、 用药情况、 有

无合并症等对每个研究对象检查血脂、 血电解质等项目ꎬ 必

要时行特殊检查ꎬ 以排除合并有动脉粥样硬化、 心脏病、 高

血脂等疾病[６] ꎮ

１.３　 实验方法

(１) 蛋白质组学样本制备

将收集到的血浆于低温离心机中离心ꎬ １５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

４℃离心 １０ｍｉｎꎬ 将上清液转移至新的 ０.５ ｍｌ ＥＰ 管内ꎬ 漩涡

混匀后分装 ２００ μｌ 至 ０.５ ｍｌ 的 ＥＰ 管中ꎬ －８０℃冻存备用ꎮ 本

实验采用二喹啉甲酸 (ＢＣＡ) 蛋白质定量试剂盒测定细胞总

蛋白浓度ꎮ

(２) 固相 ｐＨ 梯度双向凝胶电泳

双向电泳技术是利用蛋白质的两大特性———等电点 (ｐＩ)

和分子量 (Ｍｒ) 将蛋白质分离开ꎮ 第一向等电聚焦 ( ｉｓｏｅ￣

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ꎬ ＩＥＦ) 电泳是利用蛋白质等电点将蛋白质分

离ꎬ 参照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ａｒｅ ２￣ＤＥ 用户手册进行双向电泳ꎬ 采用溶

胀上样法ꎮ 之后进行平衡ꎬ 等电聚焦完成后ꎬ 用镊子夹出跑

完第一项的 ＩＰＧ 胶条ꎬ 滤纸吸干胶条背面的覆盖液ꎬ 将胶条

放入事先放入约 ２.５ ｍｌ 的Ⅰ相平衡液的 １５ ｍｌ 管中ꎬ 胶面向

上ꎬ 置于往复式水平摇床上平衡 １５ ｍｉｎꎬ 倒掉Ⅰ相平衡液后

加入Ⅱ相平衡液 ２.５ ｍｌꎬ 避光继续在往复式水平摇床上平衡

１５ ｍｉｎꎮ 第二向聚丙烯酰胺凝胶电泳 (Ｓｏｄｉｕｍ ｄｏｄｅｃｙｌ ｓｕｌ￣

ｆａｔｅ￣Ｐｏｌｙａｃｒｙｌａｍｉｄｅ ｇ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ｐｈｏｒｅｓｉｓꎬ ＳＤＳ￣ＰＡＧＥ) 则是

利用蛋白质分子量进行分离ꎮ 最终可以获得一份该样本的蛋

白质的电泳图ꎬ 电泳图上的每一个蛋白点对应某种具有独特

分子量和等电点的单一蛋白质ꎮ

在染色盒子里倒入适量的考马斯亮蓝染色液ꎬ 将分离胶

放入染色盒中ꎬ 将盒子置于往复式脱色摇床上染色ꎬ 过夜ꎮ

次日倒掉染色液ꎬ 换脱色液Ⅰ脱色 ３０ ｍｉｎꎬ 倒掉脱色液Ⅰꎬ

换脱色液Ⅱ脱色ꎬ 适时更换脱色液Ⅱ直至脱色至背景无色ꎮ

使用 Ｕｎｉｓｃａｎ Ｄ６８１０ ＴＨ￣ＯＣＲ 紫光专业版扫描仪透射功

能扫描凝胶图像ꎬ 分辨率为 ６００ｂｐｉꎮ 应用 ＰＤＱｕｅｓｔ８.０ 软件

进行比对分析ꎮ 先产生光密度图像ꎬ 进行平均光滑、 Ｆｏｕｒｉｅｒ

光滑、 球形光滑处理ꎬ 背景消减ꎻ 然后进行斑点检测ꎬ 从凝

胶图像中去除背景、 垂直条纹ꎮ 并对图像进行标准化、 分子

量、 等电点等的分析ꎮ 斑点经过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拟和后ꎬ 产生合成

图ꎮ 选择其中的一张图谱作为标准凝胶图像ꎬ 其他的图谱与

之进行配比ꎬ 从而构建一套配比ꎮ 其匹配结果经人工审核、

编辑及再匹配ꎮ 对来自不同批次的样品经双向电泳分离后的

蛋白点进行归一化处理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以消除蛋白上样量

不一致带来的误差ꎮ 进行组间比较ꎬ 蛋白质表达量相差 ２.０

倍以上的点视为差异有效点ꎮ

(３) 质谱分析检测差异蛋白质

首先进行质谱样本制备ꎮ 再将样品用 １１００ＬＣ / ＭＳＤ Ｔｒａｐ

ＸＣＴ 型质量分析仪进行分析ꎮ 样品组分通过液相进行分离ꎬ

然后通过大气压电离源电离产生离子ꎬ 离子阱在电场作用下ꎬ

通过离子电荷控制在阱中进行离子累积存储一定数量的离子ꎬ

然后通过扫描隔离掉低于目标离子质量数的离子ꎬ 通过在端

电极上施加附加电场排除掉阱中高于目标质量数的离子ꎬ 再

通过在端电极上施加特定离子的共振波形ꎬ 使其与氦碰撞导

致离子内能增加而使离子碎裂ꎬ 最后在离子阱上扫描 Ｒｆ 电压

得到二级质谱ꎮ

得到的数据通过软件 ＧＰＳ (Ｖ３.６) 在 ＭＡＳＣＯＴ (Ｖ ２.３)

和 ＳｗｉｓｓＰｒｏｔ 数据库中进行检索ꎮ ＭＡＳＣＯＴ 搜索参数如下:

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 ｐ (５７３１６９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ꎻ ２００００４０５０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胰酶酶切ꎬ 一个漏切位点ꎬ 一级质谱的容差为 １００ ｐｐｍꎬ 二

级质谱的容差为 ０.６ Ｄａꎮ 经过ＭＡＳＣＯＴ 数据库检索后ꎬ 蛋白

９２



得分大于 ７０ 分ꎬ 而且经过 ＳｗｉｓｓＰｒｏｔ 数据库搜索比对ꎬ 二级

质谱的连续 ｂ 离子或 ｙ 离子超过 ４ 个ꎬ 所匹配的氨基酸序列

大于 ３０％被认为鉴定成功ꎮ

(４) 蛋白免疫印迹对糖尿病合并肺结核血浆差异蛋白确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采用聚丙烯酰胺凝胶 (ＳＤＳ￣ＰＡＧＥ) 电泳

进行ꎬ 样品蛋白质在聚丙烯酰胺凝胶中在电场作用下泳动ꎬ

根据分子量不同的蛋白质得到分离ꎬ 将分离后的蛋白质转

移到固相载体 (ＰＶＤＦ 薄膜) 上ꎬ 固相载体以非共价键形

式吸附蛋白质ꎬ 然后将某一蛋白的特异性抗体与之反应ꎬ

再与酶或同位素 (如辣根过氧化物酶) 标记的第二抗体反

应ꎬ 经显色反应即可检测出该蛋白是否存在于样品中及其相

对含量ꎮ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双向凝胶电泳结果

在不同时间、 相同条件下对 ２０ 组人群实验的总蛋白样本

分别进行双向凝胶电泳ꎬ ２￣ＤＥ 图谱见图 １.１ 肺结核合并糖尿

病组共有 １７ 种差异蛋白表达ꎬ 其中点 ６－１０ (偏酸性的触珠

蛋白) 的表达下调ꎬ 而点 １５－１７ (偏碱性的触珠蛋白) 的表

达上调ꎮ

１.２.２ 凝胶图像分析结果

运用 ＰＤＱｕｅｓｔ８.０ 分析软件进行比较分析ꎬ 发现差异表达

的蛋白质点 １７ 个ꎬ 丛生蛋白的三维立体图ꎬ 见图 １.２ꎮ

图 １.１　 肺结核和肺结核合并糖尿病人群血浆二向电泳图

图 １.２　 差异表达蛋白点 (丛生蛋白) 的三维立体图

０３



　 　 １.２.３ 质谱鉴定结果

将筛选的差异蛋白质斑点进行质谱分析后用专业的 ＧＰＳ

软件在 Ｍａｓｃｏｔ 数据库中检索鉴定出 ４ 种蛋白质ꎬ 包括: 抑制

素、 Ｃ 反应蛋白、 过氧化氢酶、 丛生蛋白前体蛋白ꎮ 蛋白搜

库结果见表 １.１ꎮ

表 １.１　 肺结核和肺结核合并糖尿病人群血浆样本差异蛋白质点的质谱鉴定和数据库搜索结果

编号 蛋白质名称 序列号
蛋白质分子量

(ｋＤａ)

蛋白质

等电点

序列覆盖率

(％)

含量

比值

匹配肽段

数目

１ ａ￣１抗胰蛋白酶前体 Ｐ０１０１１ ４７.７ ５.３３ ６５ ２.２ １４

２ 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前体 Ｐ０２７７４ ５３ ５.４ ４０ ３.１ ９

３ 纤维蛋白原 Ｐ０２６７９ ５１.５ ５.３７ ３５ ０.４１ １７

４ 纤维蛋白原 Ｐ０２６７９ ５１.５ ５.３７ ６５ ０.４５ １４

５ ＣＤ５ 抗原样前体 Ｏ４３８６６ ３８.１ ５.２８ ３０ ０.２９ ８

６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５.１３ ３５ ０.１７ １７

７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５.１３ ３５ ０.２３ １３

８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５.１３ ３５ ０.３４ １６

９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５.１３ ３５ ０.４２ ９

１０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５.１３ ３５ ０.４５ １１

１１ 丛生蛋白前体 Ｐ１０９０９ ５２.５ ５.８９ ３７ ３ １８

１２ 丛生蛋白前体 Ｐ１０９０９ ５２.５ ５.８９ ３３ ５.５ ２２

１３ 丛生蛋白前体 Ｐ１０９０９ ５２.５ ５.８９ ２５ ６.２ １９

１４ 载脂蛋白 Ａ１ 前体 Ｐ０２６４７ ３０.８ ５.５６ ３０ ２.３ ９

１５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６.１３ ４５ ８.１ ２７

１６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６.１３ ３８ １３.７ ３４

１７ 触珠蛋白 １ 前体 Ｐ００７３７ ４５.２ ６.１３ ５７ ８.９ ２８

　 　 详细的蛋白质肽质量图谱中横坐标代表质荷比ꎬ 即分子

量ꎬ 纵坐标则是相对含量ꎬ 因此每一直线代表一个肽段ꎬ 数

字表示该肽段的分子量 (Ｄａ)ꎮ 质谱实验时选取一级质谱图

中带有红色菱形标志的肽段 (氨基酸序列为 ＶＳＲＬＡＮ￣

ＬＴＱＧＥＤＱＹＹＬＲ) 做了二级质谱ꎬ 丛生蛋白蛋白肽质量图谱

见图 １.３ꎮ

１.２.４ 蛋白免疫印迹实验结果

为确证质谱鉴定的结果及丛生蛋白在各分组中表达的特

异性ꎬ 将肺结核组与肺结核合并糖尿病组的血浆蛋白进行免

疫印迹实验ꎬ β￣微管蛋白作为内参ꎬ 结果见图 １.４ꎮ 实验结果

显示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血浆中丛生蛋白的表达量升高ꎬ

与双向电泳的结果一致ꎮ

１３



图 １.３　 丛生蛋白的肽质量图谱

图 １.４　 肺结核和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血浆样本中丛生蛋白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结果

图 １.５　 肺结核和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血浆样本中丛生蛋白的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ｌｏｔ 分析结果的柱状图

２３



１.３　 讨　 论

本研究结果中发现ꎬ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血浆中丛生

蛋白、 载脂蛋白 Ａ￣１ 和触珠蛋白出现了不同的等电点ꎬ 与肺

结核患者相比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血浆中偏碱性的触珠蛋

白 (点 １５ꎬ １６ꎬ １７) 的表达上调ꎬ 而偏酸性的触珠蛋白 (点

６ꎬ ７ꎬ ８ꎬ ９ꎬ １０) 的表达下调ꎮ Ｒａｂｉｌｌｏｕｄ 等[７]也报道了类似

的结果ꎬ 导致触珠蛋白等电点变化的原因是触珠蛋白的酸性

端的活性半胱氨酸的硫醇发生了氧化反应ꎮ 所以在我们的实

验中肺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血浆中丛生蛋白、 载脂蛋白 Ａ￣１

和触珠蛋白出现了不同的等电点可能是因为硫醇半胱氨酸的

氧化或者蛋白发生了翻译后修饰ꎬ 例如磷酸化、 糖基化等ꎮ

触珠蛋白 (Ｈａｐｔｏｇｌｏｂｉｎꎬ Ｈｐ)ꎬ 又称结合珠蛋白ꎬ 是血清 α２

球蛋白组分中的一种酸性糖蛋白ꎬ 广泛存在于人类和许多哺

乳动物的血清及其他体液中ꎬ 其主要功能是通过与游离血红

蛋白 (ｈｅａｍｏｇｌｏｂｉｎꎬ Ｈｂ) 结合形成 Ｈｐ￣Ｈｂ 复合物ꎬ 将血红

蛋白运至肝中代谢ꎬ 从而避免血红蛋白和铁从肾脏丢失以及

对肝脏的损伤ꎮ 此外触珠蛋白作为一种急性期蛋白ꎬ 在参与

宿主抗感染、 创伤、 炎症、 肿瘤、 心肌梗死等病理状态时显

著升高ꎮ 除以上的功能外ꎬ 触珠蛋白尚有抗氧化活性、 抑制

前列腺素合成、 抑制细菌、 促进血管生成及重要的免疫作

用[８] ꎮ Ｐａｖａｎ 等[９]报道在结核病ꎬ 触珠蛋白在组织破坏明显

及扩散的病人和儿童活动性结核病患者中高表达ꎬ 这是因为

在肺部ꎬ 触珠蛋白在局部主要是由气道 ＩＩ 型上皮细胞合成ꎬ

是肺胀粘液层和肺泡微环境主要的抗菌活性来源ꎬ 在抗感染

中发挥重要的作用[１０] ꎮ Ｂｈｏｎｓｌｅ 等[１１] 报道糖尿病患者的血

浆触珠蛋白的浓度高于健康对照组ꎬ 揭示血浆触珠蛋白与糖

代谢异常或糖尿病患者体内脂质代谢紊乱有关ꎬ 可能是糖尿

病重要的诊断标志物之一ꎬ 可能的机制是: ①在糖尿病患者

中血浆蛋白包括血红蛋白的非酶糖基化明显增强ꎬ 触珠蛋白

与糖基化的血红蛋白结合后较与非糖基化的血红蛋白结合其

抗氧化能力明显减弱[１２] ꎻ ②由于触珠蛋白分子量较大ꎬ 是

一种巨球蛋白ꎬ 它的增加可导致血浆黏度和全血黏度增加ꎬ

而全血黏度增加可引起血液黏滞性增加ꎬ 血流速度减慢ꎬ 使

通过血液输送到骨骼肌的葡萄糖减少ꎬ 出现葡萄糖处理率降

低和胰岛素抵抗ꎮ 汪志红等[１３] 也发现ꎬ 触珠蛋白水平随着

胆固醇升高、 胰岛素敏感指数的降低而升高ꎬ 触珠蛋白水平

越高ꎬ 胰岛素敏感性越差ꎬ 进而可引起胰岛素抵抗ꎬ 而胰岛

素抵抗是公认的糖尿病的发病中心环节之一ꎬ 因此触珠蛋白

可能在糖尿病的发病中发挥重要的作用ꎮ 而 Ｋｒｕｇｅｒ[１４] 等的

研究结果显示ꎬ 在大鼠的研究ꎬ 触珠蛋白在病毒注射之后ꎬ

非常早期远比发生糖尿病或并发症之前即出现ꎬ 因此可以视

为自体免疫糖尿病致病机制的一个生物指标ꎮ 不同的是ꎬ 在

本文中与肺结核患者相比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高分子量血

浆触珠蛋白水平降低ꎬ 而降解后分子量低的触珠蛋白水平升

高ꎮ 因此触珠蛋白的差异表达可能是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关

联蛋白ꎮ 触珠蛋白不同的表型在临床上有不同的生物学功

能ꎬ 其基因多态性被认为与许多炎性疾病包括感染性疾病、

动脉粥样硬化、 自身免疫性疾病等的发生及发展有关ꎮ 在将

来的实验中来研究触珠蛋白基因多态性与肺结核糖尿病的关

系和低分子量触珠蛋白产生的机制以及与肺结核和糖尿病的

关系ꎮ

丛生蛋白 (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ꎬ 又名睾酮抑制性前列腺信使￣２

(ＴＲＰＭ￣２) 或硫化糖蛋白或载脂蛋白 Ｊꎬ 是一种多功能分泌

型异二聚体糖蛋白ꎬ 存在于人体不同组织中ꎬ 有多种生理功

能ꎬ 包括介导细胞聚集、 参与脂质交换和运输、 稳定细胞膜、

促进生殖功能ꎬ 参与脂类的运输、 补体的调节、 在细胞凋亡、

细胞周期调节、 ＤＮＡ 损伤、 细胞黏附、 组织重塑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１５] ꎮ 此外ꎬ 丛生蛋白作为一种分子伴侣ꎬ 能够维持刺

激蛋白的稳定性ꎬ 阻止它们的沉降[１６] ꎮ 与健康对照者相比ꎬ

２ 型糖尿病患者血浆丛生蛋白的表达升高[１７] ꎬ 并且血浆丛生

蛋白的升高是由血糖引起的ꎬ 在调节丛生蛋白的代谢的过程

中固醇调节元件结合蛋白￣１ｃ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１８] ꎮ 在本文

中与肺结核患者相比ꎬ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丛生蛋白的表

达升高ꎬ 而且出现了 ３ 个不同等电点的丛生蛋白ꎬ 原因可能

是丛生蛋白发生了翻译后修饰ꎬ 例如降解或去糖基化等ꎮ 丛

生蛋白是一种与糖尿病和代谢性疾病相关的分子ꎬ 或可能是

一种瘦素结合蛋白[１９] ꎬ 所以在将来的研究中需要探讨丛生蛋

白与瘦素之间的关系ꎬ 来阐明丛生蛋白在糖尿病和代谢性疾

病中发挥的生物学作用ꎮ

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ꎬ 属于结合蛋白白蛋白家族ꎬ 主要由

肝脏合成ꎬ 肾小球滤过ꎬ 并可经受体介导被近端肾小管上皮

细胞重吸收ꎬ 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具有多项生理功能ꎬ 它不仅

结合维生素 Ｄ 和清除肌动蛋白ꎬ 还增强 Ｃ５ａ 对中性粒细胞等

炎症细胞的趋化活性ꎬ 并且激活巨噬细胞ꎬ 调节破骨细胞活

性及运输脂肪酸和内毒素ꎬ 还可能参与病毒感染[２０] ꎮ 糖尿病

是一种在发生、 发展过程中有基因遗传和免疫反应共同参与

的疾病ꎮ 研究发现ꎬ 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可通过四种途径参与

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 ①可通过介导炎症反应调节与糖尿病

有关的细胞因子ꎻ ②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的基因多态性与糖尿

病亚临床阶段的代谢特征有关ꎻ ③胰岛 ｂ 细胞上的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可以结合血液中游离的脂肪酸ꎬ 使脂肪酸在胰岛内

的浓度增加ꎬ 脂肪酸可诱导 ｂ 细胞功能异常ꎬ 而导致胰岛素

３３



的早期分泌功能受损ꎻ ④通过调控维生素 Ｄ 的代谢来影响糖

代谢和和胰岛素抵抗ꎮ １ 型糖尿病患者血浆维生素 Ｄ 结合蛋

白的表达降低[２１] ꎮ 不同的是ꎬ 在本文中与肺结核患者相比

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维生素 Ｄ 结合蛋白水平升高ꎬ 因此维

生素 Ｄ 结合蛋白的差异表达可能是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的关联

蛋白ꎮ

本实验存在的不足之处在于未去除高丰度的白蛋白与球

蛋白ꎬ 这种高丰度蛋白占血清总蛋白的 ６０％以上ꎬ 它们的存

在会大大限制双向电泳实验的上样量ꎬ 同时实验过程中还可

能遮盖住蛋白质图谱中邻近的低丰度蛋白质ꎮ 但白蛋白和球

蛋白同时又是多种蛋白的运输载体[２２] ꎬ 去除它们的同时可

能会去除与之相结合的低丰度蛋白ꎬ 目前可通过超声解离将

与高丰度蛋白结合的低丰度蛋白质分离ꎬ 但解离率并不能得

到完全保证ꎬ 因此如何去除高丰度蛋白质仍需要进一步分析

研究ꎮ

总之ꎬ 本研究发现糖尿病合并肺结核患者组血浆触珠蛋

白、 丛生蛋白和载脂蛋白蛋白变化显著ꎬ 触珠蛋白的差异表

达可能与糖尿病合并肺结核相关联ꎻ 且洗脱沉降法为进一步

研究内质网蛋白组学在糖尿病合并肺结核中的作用提供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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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合并糖尿病导致结核患者在抗结核治疗期间出现

更多的症状、 更易复发、 治疗失败和死亡ꎮ 因此ꎬ 迫切需要

新的 ＴＢ 治疗策略ꎮ 维生素 Ｄ 已被证明对临床康复 (如痰培

养转化) 具有有益作用ꎮ 因此ꎬ 我们进行这项干预研究的主

要目的是探讨维生素 Ｄ 对治疗结果的可能影响ꎮ 我们对患有

和不患有糖尿病的结核病患者进行了药物治疗的同时以维生

素 Ｄ 补充治疗的一项随机研究ꎮ 这项研究纳入了 ３５８ 名年龄在

１８ 岁以上的新诊断肺结核患者ꎬ 其中 ＶＤ３ 补充组 (８００ＩＵ / ｄ)

１７４ 例ꎬ 对照组 １８４ 例ꎮ 在合并症患者中ꎬ 对年龄、 性别进行

调整后ꎬ 在第 ４、 ６、 ８ 周补充维生素 Ｄ３ 对改善结核病表现具

有显著效果ꎮ 但是ꎬ 在未患糖尿病的患者中未发现维生素 Ｄ

的类似作用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为维生素 Ｄ 在结核合并糖尿病

患者的辅助治疗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ꎬ 这可能为治疗提

供了新的前景ꎮ 但是ꎬ 在进行因果推断时ꎬ 需要考虑该试

验的局限性ꎬ 并且需要对补充维生素 Ｄ 的效果进行证实性

的试验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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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肺结核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ꎮ 据估计ꎬ 全世界每

年有 ９００ 万新发病例ꎬ 主要发生在印度、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

等低、 中收入国家ꎬ 根据世卫组织的报告ꎬ 这些国家在 ２０１６

年居全球结核病负担的前三位[１] ꎮ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ꎬ 全球

糖尿病的比例从 １９８０ 年的 ４.７％上升到 ２０１４ 年的 ８.５％[２] ꎮ

目前ꎬ 全球 ８０％的糖尿病负担在中低收入国家ꎮ 其中六个国

家 (印度ꎬ 中国ꎬ 巴西ꎬ 印度尼西亚ꎬ 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联

邦) 同时有很高的结核病负担[１] ꎮ 在中国ꎬ 糖尿病的患病率

在过去 １０ 年中迅速增长[３] ꎮ 据 «国际糖尿病基金会: 糖尿病

地图» 估计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糖尿病患者人数为 １.１４ 亿ꎬ 占

全球病例的近四分之一ꎮ 糖尿病使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增加

三倍 [４] ꎬ 并且还导致出现更多的症状ꎬ 更易复发、 治疗失

败和死亡 [５ꎬ６] ꎬ 尤其是在那些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中 [７] ꎮ

根据对四项研究的汇总分析ꎬ 对年龄和其他潜在的混杂因

素调整后ꎬ 糖尿病与结核病治疗期间死亡风险高出近 ５ 倍

相关 [５ꎬ８] ꎮ 因此ꎬ 亟需寻找结核病和糖尿病双重负担的新

治疗策略ꎮ

维生素 Ｄ 可能在宿主抵抗结核分枝杆菌 (Ｍｔｂ) 的免

疫防御中起重要作用 [９] ꎮ 维生素 Ｄ 缺乏症在活动性结核病

中很常见ꎬ ２００８ 年的一项结合了七项观察性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发现ꎬ 维生素 Ｄ 缺乏和活动性结核之间存在中度至强

相关性 [１０] ꎮ 几项前瞻性纵向研究进一步表明ꎬ 维生素 Ｄ

缺乏症与活动性肺结核的高风险之间存在关联 [１１ꎬ１２] ꎮ 因

此ꎬ 我们发现ꎬ 无论是否存在糖尿病ꎬ 结核病患者中维生

素 Ｄ 缺乏症的患病率都很高 [１３] ꎮ 此外ꎬ 维生素 Ｄ 缺乏与

结核病的严重程度和复发率有关ꎮ 据报道维生素 Ｄ 缺乏与

胰岛素分泌和敏感性受损有关ꎬ 并与糖尿病风险有关[１４－１６] ꎮ

大量流行病学证据表明ꎬ 血清维生素 Ｄ 水平与 ２ 型糖尿病风

险呈负相关[１７] ꎮ 一项横断面研究报告指出ꎬ 中国超重和糖尿

病前期人群的维生素 Ｄ 缺乏率为 ８３.３％ꎬ 且维生素 Ｄ 的状况

与胰岛素抵抗呈反比关系[１７] ꎮ 最近亚洲的一项队列研究发

现ꎬ 与维生素 Ｄ 浓度≥２０ ｎｇ / ｍＬ 的个体相比ꎬ 维生素 Ｄ 浓

度在 １０－１９.９ ｎｇ / ｍＬ 之间和<１０ ｎｇ / ｍＬ 者患 ２ 型糖尿病的风

险分别增加了 ２.０６ 倍和 ３.２３ 倍[１６] ꎮ

实际上ꎬ 在抗生素时代之前ꎬ 维生素 Ｄ 已用于治疗结核

病ꎮ 据报道ꎬ 在标准疗法中添加维生素 Ｄ３ 对患者临床恢复具

有有益作用ꎬ 包括痰培养转化[１８] ꎬ 体重增加ꎬ 胸部 Ｘ 线影

像[１９]以及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的炎症反应消退[２０] ꎮ 维生素 Ｄ

对结核病治疗的作用被编码维生素 Ｄ 受体 (ＶＤＲ) 和 ２５￣羟

基维生素 Ｄ１α￣羟化酶 (ＣＹＰ２７Ｂ１) 的基因中的 ＳＮＰｓ 调

控[２１] ꎮ 维生素 Ｄ 介导的对结核病治疗功效的可能机制是 ２５￣

二羟基维生素 Ｄ 在体外诱导巨噬细胞的抗分枝杆菌活性ꎬ 上

调保护性先天宿主反应并触发抗菌肽 (如 ｃａｔｈｅｌｉｃｉｄｉｎ) 产

生[９] ꎮ 但是ꎬ 目前关于维生素 Ｄ 辅助治疗结核病的功效尚有

争议ꎮ 在标准一线抗结核药物治疗的背景下ꎬ 未发现添加维

生素 Ｄ 对痰 Ｍｔｂ 清除率具有显着影响[２２－２４] ꎮ

我们报告了在中国的一项临床试验的结果ꎬ 该试验测试

了补充维生素 Ｄ 在有无糖尿病的结核病患者中的作用ꎮ 我们

旨在测试补充维生素 Ｄ 是否可以改善新诊断的肺结核对治疗

的临床反应并加速 Ｍｔｂ 的痰清除ꎮ 此外ꎬ 我们探究了并发糖

尿病的结核病患者的结局是否可能显示出不同的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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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法

研究设计和参与者分配

我们对来自同一家医院受试者进行了一项干预研究ꎮ 被

诊断为结核病的患者按就诊顺序依次进入医院的四个临床科

室之一ꎮ 所有科室均采用相同的标准治疗程序ꎮ 随机选择一

个科室作为维生素 Ｄ 干预科室ꎬ 该科室所有同意入组的患者

连续 ８ 周接受常规抗结核治疗并口服维生素 Ｄ３ 补充剂

(８００ＩＵ / ｄ)ꎮ 其他科室之一被选为对照科室ꎬ 患者在该科室

仅接受标准治疗ꎮ 两个科室的体格检查等 (包括体重ꎬ 身高ꎬ

面对面问卷) 均相同ꎮ

研究对象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之间ꎬ 从青岛市结核病医院

(中国青岛) 招募患有和不患有糖尿病的肺结核患者ꎮ 我们对

连续就诊的肺结核患者的病历进行筛选ꎬ 以确定其是否符合

本研究的纳入标准ꎮ 使用标准方法 (包括相适应的体征和症状

以及胸部 Ｘ 线影像) 进行肺结核诊断ꎬ 确定潜在的研究对象ꎮ

纳入标准: １) 年龄≥１８ 岁ꎻ ２) 新诊断的肺结核患者ꎻ

３) 入院前进行抗结核药物治疗<７ 天ꎮ 排除标准: １) 当前患

有肺外结核ꎻ ２) 复治患者ꎻ 孕妇或哺乳期妇女ꎻ ３) 艾滋病

毒阳性ꎻ ４) 过去 ５ 年有肾结石ꎬ 甲状旁腺功能亢进ꎬ 器官移

植ꎬ 肝硬化或癌症的病史ꎻ ５) 基线血浆钙浓度>２.６ ｍｍｏｌ / Ｌꎬ

肌酐浓度>２５０ ｍｍｏｌ / Ｌꎬ 或天冬氨酸转氨酶浓度>正常范围上

限的 ３ 倍ꎻ ６) 过去 ３０ 天内使用皮质类固醇ꎻ ７) 目前使用免

疫抑制药物ꎮ

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伦理委员会批准了本研究ꎬ 并

征得了所有受试者的同意ꎮ 该调查研究已在中国临床试验注

册中心注册 (编号 ＣｈｉＣＴＲ￣ＩＰＲ￣１５００６３９５)ꎮ

ＴＢ评分用于评估与结核相关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的严

重程度

　 　 ＴＢ 评分是旨在评估结核病患者临床状况变化的工具ꎮ 如

前所述[１３] ꎬ 它是基于对临床症状和体征 (包括咳嗽、 咯血、

呼吸困难、 胸痛、 盗汗、 贫血、 心动过速、 肺部听诊表现、

发热以及 ＢＭＩ) 进行赋分而制定ꎮ

在本研究中ꎬ 根据 ＴＢ 评分对患者的临床症状和体征的严

重程度进行分类: １ 级 (轻度ꎬ ＴＢ 评分 ０~２)ꎻ ２ 级 (中级ꎬ

ＴＢ 评分 ３~４)ꎻ ３ 级 (严重ꎬ ＴＢ 评分 ５~９)ꎮ

好转定义为向较低等级的变化ꎬ 即从 ３ 级转变为 ２ 级ꎬ

或从 ２ 级转变为 １ 级ꎮ 没有变化或转变为较高等级者则表示

其症状和体征未出现好转ꎮ

基线血液生化检测指标及 ２５ (ＯＨ) Ｄ浓度

葡萄糖氧化酶法用于测定空腹血糖 (ＦＰＧ)ꎮ 通过自动分

析仪测定脂质指数ꎬ 包括总胆固醇 (ＴＣ)、 甘油三酯 (ＴＧ)

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ＨＤＬＣ)ꎮ 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的浓度

使用１２５ Ｉ 放射免疫法 (ＲＩＡ) 测量ꎮ

安全监督

在进行干预之前确定受试者停药的标准ꎮ 如果在接下来

的 ８ 周内血浆钙浓度>２.６ ｍｍｏｌ / Ｌ 并有高钙血症的征兆和症

状ꎬ 或者无论有无症状ꎬ 任何时候血浆钙浓度>２.９ ｍｍｏｌ / Ｌꎬ

则将受试者退出研究ꎮ 还通过每周一次的特定病例报告表

(ＣＲＦ) 对受试者进行了可能与高钙血症相关的临床症状的询

问ꎬ 持续时间为十周ꎬ 报告的症状包括胃痛、 腹泻、 头痛、

头晕、 恶心、 呕吐、 关节痛和精神状况ꎮ

统计分析

所有分析都是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版软件 (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Ｓｔａ￣

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３) 进行的ꎮ 我们通过均值和标准差来表示变量ꎮ 使

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卡方检验 (χ２ ) 评估两组之间率的差异ꎬ 使用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ｔ 检验评估存在正态分布时两组之间均值的差异ꎮ 双

侧 Ｐ<０.０５ 视为有显著统计学差异ꎮ

结　 果

研究开始对 ５３７名患者进行了评估ꎮ 被排除在外的有 １８０

例ꎬ 原因是: 拒绝参加试验 (ｎ＝４２)ꎬ ＨＩＶ 感染 (ｎ＝３)ꎬ 复

治 (ｎ＝６６)ꎬ 其他原因 (ｎ ＝ ７)ꎮ 干预组 ２００ 例患者补充了

维生素 Ｄꎬ 对照组患者 ２１９ 例ꎮ 在试验期间ꎬ 维生素 Ｄ 组中

有 １４ 名患者住院时间少于 ２ 个月ꎬ １２ 例发生耐药ꎮ 对照组

的 １７ 例住院时间少于 ２ 个月ꎬ １８ 例发生耐药ꎮ 最后ꎬ 我们

对维生素 Ｄ 组的 １７４ 例患者 (６４ 例并发结核和糖尿病患者ꎬ

１１０ 例结核病) 和对照组的 １８４ 例患者 (７３ 例结核合并糖尿

病患者ꎬ １１１ 例结核病) 进行了分析ꎮ 流程如图 １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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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维生素 Ｄ 补充试验参与者的流程

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

两组之间受试者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具有可比性ꎮ

两组间糖尿病的患病率、 胸部 Ｘ 光片上的空洞率、 痰液阳性

率和临床症状严重程度分布相似 (表 １)ꎮ

表 １　 基线时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和临床特征

ＶＤ 干预组(ｎ＝１７４) 对照组(ｎ＝１８４) Ｐ

年龄ꎬ岁ꎬ均数(标准差) ４２.０７ ±１５.４４ ４４.１２ ±１６.６２ ０.２２９

男性ꎬｎ(％) １３７(７８.７) １３９(７５.５) ０.４７３

收缩压 １２２.２０ ±１７.１２ １２１.６８ ±１５.６７ ０.７６６

舒张压 ７５.３２ ±１０.８７ ７６.９７ ±９.３２ ０.１２２

ＢＭＩ ２１.４１ ±３.１４ ２１.４７ ±３.１９ ０.８４４

　 <１８.５ ３０(１７.２) ３４(１８.５) ０.５７１

　 １８.５~２３.９ １１２(６４.４) １０９(５９.２)

　 ≥２４.０ ３２(１８.４) ４１(２２.３)

婚姻状况

　 已婚 １２５(７１.８) １３７(７４.５) ０.５７６

　 未婚 ４９(２８.２) ４７(２５.５)

吸烟史 ９７(５５.７) ９１(４９.５) ０.２３４

糖尿病 ６４(３６.８) ７３(３９.７) ０.５７４

痰涂片阳性 １２１(７１.２) １２０(６８.２) ０.５４５

ＣＴ 空洞 ８０(４６.０) ８１(４４.０) ０.７１０

ＴＢ 评分 ３.９３ ±１.５９ ３.６９ ±１.５５ ０.１５９

　 等级 １ ３５(２０.１) ４１(２２.３) ０.８０１

　 等级 ２ ８１(４６.６) ８７(４７.３)

　 等级 ３ ５８(３３.３) ５６(３０.４)

平均 ２５(ＯＨ)Ｄ３ 浓度† ６.４５ ±０.２１ ７.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９４

注: † ｌｏｇ 转换后进行两组之间 ｔ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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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维生素 Ｄ 的作用

图 ２ 显示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 ＴＢ 评分ꎬ 以及中、 重度类

别 (２ 级和 ３ 级) 在不同时间点的比例ꎮ 在随访期间ꎬ 两组

均观察到明显的结核病严重程度减轻的趋势ꎬ 但是没有明显

的不同ꎮ 如图 ３ 所示ꎬ 在第 ４、 ６ 和 ８ 周ꎬ 维生素 Ｄ 干预组的

改善率 (改变为严重程度较低的水平) 更高ꎬ 但统计学差异

不显著 (ｐ＝０.０８３、 ０.０８４ 和 ０.０８６)ꎮ

糖尿病状况的亚组分析

如图 ４ 和图 ６ 所示ꎬ 两个亚组的观察结果与图 ２ 所示的

结果相似ꎮ 我们在两个亚组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异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在患有和不患有糖尿病的结核病患者中ꎬ 我们观察到

到不同的 ＴＢ 评分改善率 (图 ５ 和图 ７)ꎮ 显然ꎬ 在患有糖尿

病的结核病患者中ꎬ 在第 ４、 ６ 和 ８ 周时补充维生素 Ｄ 组的改

善率更高 (图 ７)ꎬ 而在没有糖尿病的患者中则没有这种效果

(图 ５)ꎮ

补充维生素 Ｄ 和改善结核病严重程度

由于维生素 Ｄ 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基线 ＴＢ 评分存在

差异 (图 ５)ꎬ 因此我们使用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进一步分析

了维生素 Ｄ 的作用ꎮ

表 ２ 显示了在不同时间间隔与 ＴＢ 评分改善相关的因素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分析结果ꎮ 在调整可能的混杂因素 (包括年龄和

性别) 后ꎬ 并发糖尿病患者在第 ４、 ６、 ８ 周补充维生素 Ｄ 仍

与 ＴＢ 评分的改善有关 (ＯＲ＝ ５.４８ꎬ ９５％ＣＩ: １.１４－２６.４０)ꎮ

多因素模型中的 ＯＲ 与单因素模型中的 ＯＲ 几乎相同ꎬ 这表

明维生素 Ｄ 对 ＴＢ 评分改善的影响不受年龄和性别的影响ꎬ

而对于单纯结核病患者则未观察到类似结果ꎮ

表 ２　 补充维生素 Ｄ对不同时间间隔 ＴＢ评分改善效果的多因素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第四周 第六周

ＯＲ ａＯＲ § ＯＲ ａＯＲ §

所有受试者 １.４７(０.９５－２.２９)∧ １.５０(０.９６－２.３２)∧ １.４９(０.９５－２.３６)∧ １.５１(０.９５－２.３８)∧

单纯结核 １.１９(０.６９－２.０６) １.２０(０.６９－２.０７) １.１２(０.６４－１.９７) １.１０(０.６２－１.９５)

结核合并糖尿病 ２.３０(１.０６－４.９８)∗ ２.２９(１.０５－５.０２)∗ ２.６６(１.１９－５.９７)∗ ２.６６(１.１８－５.９９)∗

第八周

ＯＲ ａＯＲ §

所有受试者 １.５１(０.９４－２.４４)∧ １.５１(０.９４－２.４３)∧

单纯结核 １.０３(０.５７－１.８８) ０.９９(０.５４－１.８２)

结核合并糖尿病 ２.９８(１.３１－６.８３)∗ ２.９８(１.３０－６.８４)∗

∧ｐ<０.１０ꎬ∗ｐ<０.０５ꎻ § 调整了年龄和性别

图 ２　 所有结核病患者不同时间的 ＴＢ 评分和严重程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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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所有结核病患者在不同时间的严重性等级改善率

图 ４　 单纯结核病患者在不同时间的 ＴＢ 评分和严重程度等级

图 ５　 单纯结核病患者在不同时间的严重程度等级改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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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ＴＢ￣ＤＭ 患者在不同时间的 ＴＢ 评分和严重程度等级

图 ７　 ＴＢ￣ＤＭ 患者不同时间严重等级的改善率

图 ８　 不同时间点患者痰涂片阳性率

左: 所有受试者ꎻ 中: 单纯结核病患者ꎻ 右: 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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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本研究发现在抗结核治疗第 ４、 ６ 和 ８ 周ꎬ 补充维生素 Ｄ

对改善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的结核病严重程度具有辅助作用ꎬ

而在未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中未发现类似作用ꎮ 我们也没有发

现补充维生素 Ｄ 对痰涂片转化的影响ꎮ

据我们所知ꎬ 这是首次针对结核病并发糖尿病患者进行

的维生素 Ｄ 干预试验ꎬ 其样本量足够大ꎮ 在该试验过程中ꎬ

我们未在受试者中发现高钙血症ꎬ 也未观察到与高钙血症相

关的潜在体征和症状ꎮ 这表明在强化治疗期间每天补充 ８００

ＩＵ 的维生素 Ｄꎬ 没有发生明显的不良事件ꎮ 我们使用 ＴＢ 评

分评估结核病的临床体征和症状ꎬ 得分项包括咳嗽、 咯血、

呼吸困难、 胸痛、 盗汗、 贫血、 心动过速、 肺听诊、 发烧、

ＢＭＩ<１８ 和 ＢＭＩ<１６ꎮ ＴＢ 评分的变化已被证明可以很好地反

映出临床变化ꎮ 高 ＴＢ 评分与死亡率相关ꎬ 低 ＴＢ 评分与良好

的治疗结局、 治愈和完成治疗相关[２５] ꎮ

作为可能的混杂因素ꎬ 我们在模型中进一步调整了年龄

和性别的潜在影响ꎮ 维生素 Ｄ 缺乏症在老年人中更为常

见[２６] ꎬ 在单因素分析中ꎬ 性别差异与 ＴＢ 评分的改善存在显

著相关性ꎮ 调整后的 ＯＲ 与原始 ＯＲ 非常相似ꎮ 因此ꎬ 我们

认为维生素 Ｄ 补充剂在强化治疗期间从第 ４ 周起具有辅助作

用ꎬ 这与年龄或性别无关ꎮ

补充维生素 Ｄ 的潜在机制可能是由于维生素 Ｄ 的免疫调

节[２７]和血糖控制[２８]的协同作用ꎮ 与免疫调节作用相符的是ꎬ

我们观察到血清 ２５ (ＯＨ) Ｄ 与瘦素水平呈正相关ꎬ 而与

ＴＮＦ￣α 水平呈负相关ꎬ 提示 ＶＤ 与这些免疫活性相关的细胞

因子的调节有关[２９] ꎮ 尽管维生素 Ｄ 改善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

临床症状和体征的确切途径尚需进一步研究ꎬ 但我们的结果

提供了维生素 Ｄ 在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辅助治疗中的作用的

重要线索ꎮ

在未患糖尿病的结核病患者中未发现维生素 Ｄ 的类似作

用ꎬ 这与最近的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一致ꎬ 其报道说ꎬ 到目前为

止ꎬ 在随机试验中尚无可靠证据证实维生素 Ｄ 的非骨骼健康

作用[３０] ꎮ 然而ꎬ Ｃｏｕｓｓｅｎｓ 等报道指出ꎬ 在结核病治疗中辅

助使用大剂量维生素 Ｄ 可以加速痰涂片转化ꎬ 并减少与较高

死亡风险相关的炎症反应[２０] ꎮ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

引起的ꎬ 例如使用不同剂量ꎬ 不同治疗方案ꎮ 另一种解释可

能是 ＶＤ 补充对单纯结核病患者的影响可能较小ꎮ 该亚组中

的受试者人数和产生的功效可能不足以弥补干预组和对照组

之间的差异ꎮ 因此ꎬ 维生素 Ｄ 补充剂是否有益于单纯结核病

这个问题需要在更大的样本量中进一步研究ꎮ 最近的一项研

究发现ꎬ 在编码维生素 Ｄ 受体 (ＶＤＲ) 和 ２５￣羟基维生素

Ｄ１α￣羟化酶 (ＣＹＰ２７Ｂ１) 的基因中ꎬ ＳＮＰ 调控了大剂量维

生素 Ｄ 对痰菌清除的改善[２１] ꎮ 因此ꎬ 补充维生素 Ｄ 是否有益

处结核病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ꎮ

糖尿病导致患者出现更严重的症状ꎬ 以及治疗失败[３１] 和

高死亡风险[５ꎬ８] ꎬ 并且可能与多耐药结核病 (ＭＤＲ￣ＴＢ) 的发

生风险增加有关[３２ꎬ３３] ꎮ 糖尿病患者中慢性高血糖症与其对

Ｍｔｂ 的免疫力降低有关ꎬ 这可能会降低抗结核治疗的效率ꎮ

近年来ꎬ 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和糖尿病的双重负担引起了世

界卫生组织ꎬ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联盟) 以及国际

糖尿病联合会等国际机构的广泛关注ꎬ 以提供策略面对这个

新挑战ꎮ 世卫组织建议将优化血糖控制作为结核病合并糖尿

病患者管理的一部分ꎬ 以改善结核病的治疗结局[３４] ꎮ 迄今为

止ꎬ 尚无广泛接受的治疗结核并发糖尿病患者的指南ꎮ 最近ꎬ

临床专家建议对于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ꎬ 需总共进行 ９ 个月

的治疗[３５] ꎮ 正如我们先前报道的[１３] ꎬ 我们认为应监测患者的

维生素 Ｄ 状况ꎬ 因为患者中 (严重) 维生素 Ｄ 缺乏症的患病

率很高ꎬ 建议患者进行户外活动以确保足够的日光照射ꎬ 食

用更多的鱼 (尤其是海鱼)ꎬ 鸡蛋等ꎬ 以及维生素 Ｄ 强化食

品ꎬ 例如牛奶ꎬ 黄油ꎮ 维生素 Ｄ 补充剂可能对临床治疗产生

有利的辅助作用ꎬ 并且在将来ꎬ 考虑将维生素 Ｄ 补充剂推荐

作为常规治疗方法ꎬ 还需要进行更多的验证性研究ꎮ 而且ꎬ

它通常可以使结核病患者受益ꎮ

总之ꎬ 在强化治疗期间ꎬ 我们首次确定了维生素 Ｄ 对结

核合并糖尿病患者临床表现的有利作用ꎮ 我们的结果可能会

为治疗结核合并糖尿病开辟新的前景ꎮ 但是ꎬ 由于存在部分

方法学局限性ꎬ 我们不能在此阶段确定维生素 Ｄ 的作用ꎬ 我

们的研究结果有待将来确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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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四周抗结核药物治疗对结核病患者肠道
微生态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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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Ｌｉｎ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Ｌｕｎｇ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

　 　 摘要: 分析强化四周抗结核药物治疗对结核病患者肠道

微生态的影响ꎬ 收集青岛市某医院 １０ 名强化四周抗结核治疗

结核病患者及 １０ 名健康对照组的粪便标本ꎬ 提取细菌基因组

ＤＮＡꎬ ＰＣＲ 扩增 １６ＳｒＤＮＡ 的 Ｖ３~ Ｖ４ 区特定序列ꎬ 用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 平台测序ꎮ 对序列进行操作分类单元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

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ꎬ ＯＴＵ) 聚类和物种注释ꎻ 通过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反映

单个样品物种丰度及物种多样性ꎻ 通过主坐标分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ＣｏＡ) 观察两组之间菌群结构的差异程

度ꎻ 通过比较门和属水平各细菌的相对丰度来描述菌群结构

的差异并进一步采用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 ( ｌｉｎ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

４４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ꎬ ＬＥｆＳｅ) 找出两组的差异菌ꎮ 采用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对两组微生物多样性指数进行比较ꎮ 四周抗结

核治疗的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指标 Ｃｈａｏ１ 指数和 Ａｃｅ 指数分别为

(１４０.１３± ３４. ７３) 和 ( １４５. １８ ± ３０. ７４)ꎬ 显著低于对照组的

(１９６.５６±３７.１２) 和 (１９７.６２±３１.７６) (分别 Ｕ＝１３.０００ꎬ Ｐ＝０.００４ꎻ

Ｕ＝ １１.０００ꎬ Ｐ ＝ ０. ００２) ꎻ 抗结核治疗组的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为

(２.３１±０.５７)ꎬ 与对照组 (２.８９±０.４６) 相比略有降低ꎬ 但差异

未见统计学意义 (Ｕ＝ ３０.０００ꎬ Ｐ ＝ ０.１４３)ꎮ 基于 ｂｉｎａｒｙ ｊａｃｃａｒｄ

的 ＰＣｏＡ 分析显示两组整体菌群结构有显著差异ꎮ 抗结核治疗

组与对照组相比肠道菌群组成发生改变ꎬ 其中厚壁菌门、 毛

螺菌科的相对丰度明显低于对照组 (４６.４％ ｖｓ ７２.４％ꎬ χ２ ＝

５.４９１ꎬ Ｐ＝ ０.０１９ꎻ ７２.４％ ｖｓ ４３.１％ꎬ χ２ ＝ ５.８５１ꎬ Ｐ ＝ ０.０１６)ꎻ

而拟杆菌门、 拟杆菌属的丰度明显高于对照组 ( ３９.０％ ｖｓ

１８.８％ꎬ χ２ ＝ ４.１６６ꎬ Ｐ ＝ ０.０４１ꎻ ３１.４％ ｖｓ １０.３％ꎬ χ２ ＝ ７.４０６ꎬ

Ｐ＝ ０.００７)ꎮ 强化四周抗结核药物治疗可使肠道菌群多样性下

降ꎬ 肠道菌群结构失衡ꎻ 肠道毛螺旋菌科等丰度减少ꎬ 拟杆

菌属等丰度增加ꎮ

关键词: 抗结核药物ꎻ 结核ꎻ 肠道微生态ꎻ 高通量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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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ｄｒｕ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ｓｔｏｏ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０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ｗｅｅ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１０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ｉｎ ａ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ｉｎ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ＤＮＡ ｗａ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Ｖ３￣Ｖ４ ｈｙ￣ｐｅｒ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１６Ｓ

ＲＤＮＡ ｇｅｎ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ａ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ＰＣＲ. Ｈｉｇ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ｏｎ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Ｍｉｓｅｑ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 (ＯＴＵ) ａｎｄ ａｎｎｏ￣

ｔ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ｌｐｈ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ｒｉｃｈ￣

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ｉ￣

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ａｔ

ｐｈｙｌｕｍ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ｇｅｎｕｓ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ｌｉｎｅ 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Ｍａｎｎ 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ｈａｏ１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Ａ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Ａｌｐｈ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ｗｅｅｋ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ｇｒｏｕｐ ｗｅｒｅ (１４０.１３±３４.７３) ａｎｄ (１４５.１８±３０.７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１９６.５６±３７.１２)ꎬ (１９７.６２±３１.７６)ꎻ Ｕ＝１３.０００ꎬ Ｐ＝０.００４ꎻ

Ｕ＝ １１.０００ꎬ Ｐ＝ ０.００２) .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

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ｗａｓ (２. ３１ ± ０. ５７)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２.８９± ０.４６)ꎬ ｂｕｔ ｎ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 Ｕ ＝ ３０. ０００ꎬ Ｐ ＝ ０. １４３) .

ＰＣｏ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ｎａｒｙ ｊａｃｃａｒｄ ｓｈｏｗ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ｌｏ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ｗｅｅｋ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ｉｍｉｃ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４６０. ４％ ｖｓ ７２. ４％ꎬ χ２ ＝

５.４９１ꎬ Ｐ ＝ ０.０１９ꎻ ７２.４％ ｖｓ ４３.１％ꎬ χ２ ＝ ５.８５１ꎬ Ｐ ＝ ０.０１６)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 ３９.０％

ｖｓ １８.８％ꎬ χ２ ＝ ４.１６ꎬ Ｐ＝ ０.０４１ꎻ ３１.４％ ｖｓ １０.３％ꎬ χ２ ＝ ７.４０６ꎬ

Ｐ＝ ０.００７)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ｗａｓ ｄｅ￣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ｌｏｒａ ｗ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ｕｎｂａｌ￣

ａ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ｕｒ ｗｅｅｋ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ｄｒｕｇ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ａｃｈｎｏｓｐｉｒａｃｅａｅ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ꎬ ｗｈｉｌｅ ｇｅｎｕｓ Ｂａｃｔｅ￣

ｒｏｉｄｅｓ ｗ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ｔｉ￣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ｄｒｕｇꎻ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 ｅｃｏｌｏｇｙꎻ ｈｉｇ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ｉｎｇ

结核病是全球前 １０ 位死因之一ꎬ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ＷＨＯ) 估算 ２０１６ 年全球新发结核病患

者约 １０４０ 万ꎬ 结核病死亡约 １６７ 万ꎬ 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的主

要健康问题[１] ꎮ ＷＨＯ 推广使用标准短程化疗方案治疗肺结

核ꎬ 其中以前两个月强化期异烟肼 ( ｉｓｏｎｉａｚｉｄꎬ ＩＮＨ)、 利福

平 ( ｒｉｆａｍｐｉｃｉｎꎬ ＲＩＦ)、 吡嗪酰胺 (ｐｙｒａｚｉｎａｍｉｄｅꎬ ＰＺＡ) 和

乙胺丁醇 (ｅｔｈａｍｂｕｔｏｌꎬ ＥＭＢ) 联合使用用药强度最大ꎬ 抗

结核治疗效果显著ꎬ 但是带来的副作用或不良反应也可能最

为严重ꎬ 尤其是前四周的治疗易带来胃肠不良反应、 肝功能

异常等ꎬ 且多数病人肝功能损伤发生在四周内[２ꎬ３ꎬ４ꎬ５] ꎮ 肠道菌

群在人体健康中的作用十分重要ꎬ 与营养吸收及代谢、 免疫

系统维护息息相关[６] ꎮ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ꎬ 肠道菌群与机体

保持动态平衡ꎬ 对维持健康起着重要作用ꎮ 而抗生素使用是

肠道微生物群紊乱的主要原因ꎬ 可引起肠道微生物群的成分

变化从而导致肠内稳态的严重失调ꎬ 给宿主造成不良的后

果[７ꎬ８] ꎮ 虽然 ＩＮＨ、 ＰＺＡ 和 ＥＭＢ 被认为是特异性靶向结核分

枝杆菌ꎬ 但 ＲＩＦ 是一种广谱抗生素ꎬ 且四种药物联用对肠道

菌群的影响也尚不清楚ꎬ 所以强化四周抗结核治疗除了易产

生肝功异常等不良反应外ꎬ 还可能带来肠道菌群的变化ꎬ 在

５４



国内鲜有人研究ꎮ 该研究拟通过对比研究ꎬ 观察强化四周抗

结核药物治疗的结核病患者与正常组人群抗结核药物四周治

疗肠道微生态的差异ꎬ 初步探索抗结核药物强化治疗四周对

肠道菌群的影响ꎬ 为抗结核药物合理使用和改善肠道菌群提

供参考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该研究为病例对照研究ꎬ 选取青岛市某医院进行抗结核

药物四周治疗的肺结核病人 １０ 例为抗结核治疗四周组ꎬ 记为

ＴＢ４ 组ꎬ 均符合 ２０１７ 年 «肺结核诊断和治疗指南» 的诊断

标准ꎬ 所有肺结核病患者均为初治ꎬ 且吡嗪酰胺、 乙胺丁醇、

异烟肼、 利福平均被使用ꎮ 随机选择 １０ 例同期本地社区无慢

性消化道疾病的健康人群作为正常对照组ꎬ 记为 ＣＯＮ 组ꎮ 两

组的性别比例一致ꎬ 均为男性 ６ 人ꎬ 女性 ４ 人ꎻ ＴＢ４ 和 ＣＯＮ

组研究对象的年龄分别为 (４０.４±１４.５) 岁和 (３３.９±１０.７)

岁ꎬ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ｔ ＝ －１.１４１ꎬ Ｐ ＝ ０.２６９)ꎬ 具有可比

性ꎮ 所有受试者均符合以下纳入标准: (１) 无胃肠道疾病者ꎻ

(２) 无合并其他如心、 肝、 肺、 肾功能不全等重大疾病者ꎻ

(３) 无糖尿病、 恶性肿瘤、 ＨＩＶ 等疾病者ꎻ (４) 年龄在 １８~

６０ 岁之间ꎻ (５) 入组前 ２ 个月内未使用抗生素、 微生态制剂

者ꎮ 本研究经过青岛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学伦理专家委员

认可ꎬ 审批号为 ２０１７ 审字第 ０３ 号ꎬ 所有受试者均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ꎮ

１.２　 粪便样品采集和微生物 ＤＮＡ提取

从招募的受试者收集粪便样品ꎬ 粪便标本量大于 １ｇꎬ 立即

冷藏并运送到实验室ꎬ 在－８０℃冰箱储存ꎬ 使用粪便 ＤＮＡ 微型

试剂盒 (ＭＯＢＩＯ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 提取来自粪便样品的 ＤＮＡꎮ

１.３　 采用 １６Ｓ ｒＤＮＡ扩增和深度测序

用正向引物ꎬ ５’ ￣ＡＣＴＣＣＴＡＣＧＧＧＡＧＧＣＡＧＣＡ￣３’ꎻ 反

向引物ꎬ ５’ ￣ＧＧＡＣＴＡＣＨＶＧＧＧＴＷＴＣＴＡＡＴ￣３’ 对 Ｖ３￣Ｖ４ 可

变区进行 ＰＣＲ 扩增ꎬ ＰＣＲ 扩增反应体系 ５０μｌꎬ 包括: ＰＣＲ

缓冲液 １０μｌꎬ ｄＮＴＰｓ１０ μｌꎬ 上下游引物各 １.５ μｌꎬ Ｑ５Ｈｉｇｈ￣Ｆｉ￣

ｄｅｌｉｔｙ ＤＮＡ 聚合酶 ０.２ μｌꎬ 模板 ＤＮＡ４０ ｎｇꎬ ｄｄＨ２Ｏ 补充至总

体系 ５０ μｌꎮ 扩增程序为: ９５℃预变性 ５ ｍｉｎꎬ ３０ 个循环

(９５℃变性 １ ｍｉｎꎬ ５０℃退火 １ ｍｉｎꎬ ７２℃延伸 １ ｍｉｎ)ꎬ 最后

７２℃延伸 ７ ｍｉｎꎮ １.８％琼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后回收 ＰＣＲ 产

物ꎬ 应用 ＡｘｙＰｒｅｐ ＤＮＡ 凝胶回收试剂盒纯化ꎬ Ｑｕｂｉｔ 检测对

ＰＣＲ 产物定量ꎮ 纯化后产物送百迈客测序公司进行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

Ｈｉｓｅｑ 平台高通量测序ꎮ

１.４　 生物信息学分析

原始测序序列使用 Ｔｒｉｍｍｏｍａｔｉｃ 软件质控[９] ꎬ 使用

ＦＬＡＳＨ 软件进行拼接[１０] ꎮ 使用 ＵＰＡＲＳＥ 软件ꎬ 根据 ９７％的

相似度对序列进行操作分类单元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ｕｎｉｔꎬ ＯＴＵ) 聚类[１１] ꎬ 使用 ＲＤＰ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进行物种注释[１２] ꎬ

然后进行后续的 Ａｌｐｈａ、 Ｂｅｔａ 多样性分析ꎮ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反映

的是单个样品物种丰度及物种多样性ꎬ 有多种衡量指标:

Ｃｈａｏ１、 Ａｃｅ、 Ｓｈａｎｎｏｎ 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１３] ꎮ Ｃｈａｏ１ 和 Ａｃｅ

指数用于衡量物种丰度即物种数量的多少ꎬ 指数越大ꎬ 表示

群落的丰富度越高ꎻ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和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用于衡量

物种多样性ꎬ 受样品群落中物种丰度和物种均匀度的影响ꎬ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越小ꎬ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越大ꎬ 表示物种多样性越

高ꎮ Ｂｅｔａ 多样性比较不同样品在物种多样性方面的相似程度ꎬ

反映肠道菌群的整体差异程度ꎬ 用基于 ｂｉｎａｒｙ ｊａｃｃａｒｄ 的主坐

标分析 (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ＰＣｏＡ) 表示[１４] ꎮ

该研究先通过比较门和属水平各物种的相对丰度描述菌群组

成结构的差异ꎬ 进一步通过线性判别分析效应量 ( ｌｉｎｅ ｄｉｓ￣

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ｚｅꎬ ＬＥｆＳｅ) 找出两组在各分类水

平有显著性差异的菌ꎬ 用线性判别分析 ( ｌｉｎｅ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ＬＤＡ) 评估各组间各分类水平差异菌的效应大

小[１５] ꎬ 该研究设定显著差异的 ＬＤＡ 值为 ４ꎬ 寻找两组间具有

显著性差异的物种ꎮ

１.５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Ｇｒａｐｈ Ｐａｄ Ｐｒｉｓｍ７ 软件进行制图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３.０

统计学分析ꎬ 两组微生物多样性指数比较采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ꎬ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　 果

２.１　 测序数据

２０ 个样品测序共获得 １５５３４１０ 对序列ꎬ 双端序列拼接、

过滤后共产生 １３４３５３９ 条优化序列ꎬ 每个样品至少产生

５２８７２ 条优化序列ꎬ 平均产生 ６７１７７ 条优化序列ꎮ 所有样品

文库的覆盖率达 ９９％以上ꎬ 说明每个样品的测序量均已达到

饱和ꎮ 以 ９７％相似度聚类ꎬ 获得 ４９０ 个 ＯＴＵꎬ 图 １ 显示健康

对照组共获得 ４２９ 个 ＯＴＵꎬ ＴＢ４ 组共获得 ３４２ 个 ＯＴＵꎬ 两组

共有 ２８１ 个 ＯＴ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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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ＣＯＮ 组与 ＴＢ４ 组 Ｖｅｎｎ

注: 不同样品用不同颜色表示ꎬ 不同颜色图形之间交叠

　 　 部分数字为两个样品之间共有的 ＯＴＵ 个数ꎮ

２.２　 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多样性分析

见图 ２ꎮ ＴＢ４ 组 Ｃｈａｏ１ 指数和 Ａｃｅ 指数分别为 (１４０.１３

±３４.７３) 和 (１４５.１８±３０.７４)ꎬ 明显低于 ＣＯＮ 组 (１９６.５６±

３７.１２) 和 (１９７.６２±３１.７６) (分别 Ｕ ＝ １３.０００ꎬ Ｐ ＝ ０.００４ꎻ

Ｕ＝１１.０００ꎬ Ｐ ＝ ０.００２)ꎮ 结果显示 ＴＢ４ 组 Ｓｈａｎｎｏｎ 指数为

(２.３１±０.５７) 低于 ＣＯＮ 组的 (２.８９±０.４６)ꎬ 但差异未见统

计学意义 (Ｕ＝３０.０００ꎬ Ｐ＝０.１４３)ꎻ 而 ＴＢ４ 组 Ｓｉｍｐｓｏｎ 指数

为 (０.１９±０.０９)ꎬ 高于 ＣＯＮ 组的 (０.１３±０.０９)ꎬ 但差异未

见统计学意义 (Ｕ ＝ ２９.０００ꎬ Ｐ ＝ ０.１２３)ꎮ 由图 ３ 可以看出ꎬ

样品的聚类结果显示ꎬ ＣＯＮ 组和 ＴＢ４ 组被明显的区分ꎬ 表明

两组整体菌群结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３　 肠道菌群结构分析

本研究对 ＴＢ４ 组和 ＣＯＮ 组在门和属水平上菌群结构差

异进行了比较ꎬ 并进一步通过 ＬＥｆＳｅ 分析确定两组在各分类

水平上的显著性差异ꎬ 用 ＬＤＡ 值评估各组间各分类水平差异

菌的效应大小ꎮ 进化分枝聚类图 (图 ５Ａ) 显示了肠道中各

ＯＴＵ 在系统发生方面的关系ꎬ 并用不同颜色表示各组的优势

物种ꎮ ＬＥｆＳｅ 分析中的 ＬＤＡ 值分布柱状图 (图 ５Ｂ)ꎬ 显示各

物种的 ＬＤＡ 值 (仅显示了 ＬＤＡ 值大于 ４ 的物种)ꎬ 用来评估

组间具有显著差异的物种的影响力ꎮ 在门水平上 (图 ４Ａ)ꎬ

相对丰度含量最高的菌门分别为 Ｆｒｉｍｉｃｕｔｅｓ (厚壁菌门)、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ｔｅｓ (拟杆菌门)、 变形菌门 (Ｐｒｏｔｅ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放

线菌门 (Ａｃｔｉ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疣微菌门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 蓝

藻门 (Ｃｙａｎ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螺旋体菌门 ( Ｓａｃｃｈａｒ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柔膜菌门 (Ｔｅｎｅｒｉｃｕｔｅｓ)、 梭杆菌门 (Ｆｕｓｏｂａｔｅｒｉａ)ꎮ ＴＢ４ 组

和 ＣＯＮ 组相对丰度最高的菌门均是厚壁菌门ꎬ ＴＢ４ 组该菌门

相对丰度明显低于 ＣＯＮ 组 (４６.４％ ｖｓ ７２.４％ꎬ χ２ ＝ ５.４９１ꎬ

Ｐ＝０.０１９)ꎬ ＬＤＡ 值大于 ４ (图 ５)ꎻ 拟杆菌门是肠道微生物丰

度第二的菌门ꎬ ＴＢ４ 组该菌门丰度明显高于 ＣＯＮ 组 (３９.０％

ｖｓ １８.８％ꎬ χ２ ＝ ４.１６６ꎬ Ｐ ＝ ０.０４１)ꎬ ＬＤＡ 值大于 ４ (图 ５)ꎻ

变形菌门是一个包含多种革兰氏阴性菌和机会致病菌种的菌

门ꎬ ＴＢ４ 组中相对丰度高于 ＣＯＮ 组 (１１.０％ ｖｓ ２.４％)ꎮ 在

属水平上 (图 ４Ｂ)ꎬ 相对丰度含量最高的十个菌属分别为拟

杆菌属 (Ｂａｃｔｅｒｏｉｄｅｓ)、 普氏粪杆菌属 (Ｆａｅｃａｌｉ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图 ２　 ＣＯＮ 组和 ＴＢ４ 组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盒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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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ｃｈｎｏ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属、 普雷沃菌属 (Ｐｒｅｖｏｔｅｌｌａ)、 埃希氏－志

贺菌属 (Ｅｓｃｈｅｒｉｃｈｉａ￣Ｓｈｉｇｅｌｌａ)、 瘤胃球菌属 (Ｒｕｍｉｎｏｃｏｃ￣

ｃｕｓ)、 罕 见 小 球 菌 属 ( Ｓｕｂｄｏｌｉｇｒａｎｕｌｕｍ )、 双 歧 杆 菌 属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戴阿利斯特菌属 (Ｄｉａｌｉｓｔｅｒ)、 罗氏菌属

(Ｒｏｓｅｂｕｒｉａ)ꎮ 在 ＣＯＮ 组中ꎬ 有 ６ 个主要菌属ꎬ 除拟杆菌属

外ꎬ 普氏粪杆菌属 (１２.９％ ｖｓ ６.５％)、 瘤胃球菌属 (８.９％

ｖｓ ０.８％)、 普雷沃菌属 (７.２％ ｖｓ ３.４％)、 罗氏菌属 (４.５％

ｖｓ ０.１％)、 双歧杆菌属 (３.７％ ｖｓ １.８％) ５ 个主要菌属的相

对丰度低于 ＴＢ４ 组ꎬ 在 ＬＥｆＳｅ 分析中未发现组间显著差异菌

属ꎻ 在 ＴＢ４ 组中拟杆菌属 (３１.４％ ｖｓ １０.３％)、 Ｌａｃｈｎｏｃｌｏｓ￣

ｔｒｉｄｉｕｍ 属 (１２.４％ ｖｓ ３.６％)、 埃希氏－志贺菌属 (８.９％ ｖｓ

０.９％)、 罕见小球菌属 (４.４％ ｖｓ １.７％) 和戴阿利斯特菌属

(４.３％ ｖｓ １.０％) ５ 个主要菌属的相对丰度高于 ＣＯＮ 组ꎬ 其

中 ＬＥｆＳｅ 分析发现拟杆菌属 ＬＤＡ 值大于 ４ꎬ 为组间显著差异

菌属ꎬ 在 ＴＢ４ 组中的丰度明显高于 ＣＯＮ 组 (χ２ ＝７.４０６ꎬ Ｐ＝

０.００７)ꎮ 此外ꎬ ＬＥｆＳｅ 分析发现在科水平上ꎬ ＴＢ４ 组梭菌目

的毛螺菌科的丰度明显低于 ＣＯＮ 组 (１８.９％ ｖｓ ４３.１％ꎬ χ２ ＝

５.８５１ꎬ Ｐ＝０.０１６)ꎬ 见图 ５ꎮ

图 ３　 ＣＯＮ 组和 ＴＢ４ 组 ＰＣｏＡ 分析

注: 点分别表示各样品ꎻ 红色代表 ＣＯＮ 组ꎬ 蓝色代表 ＴＢ４ 组ꎻ 横、 纵坐标为导致样品间

差异最大的两个特征值ꎬ 以百分数的形式体现主要影响程度ꎮ

图 ４　 物种丰度柱状图

注: 图 Ａ 门水平ꎻ 图 Ｂ 属水平ꎻ 一种颜色代表一个物种ꎬ 柱状图中色块长度表示物种所占

相对丰度比例ꎬ 图中只显示丰度水平前十的物种ꎬ 并将其他物种合并为 Ｏｔｈｅｒｓ 在图中

显示ꎬ Ｕ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代表未得到分类学注释的物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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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两组间 ＬＥｆＳｅ 分析图

注: 图 Ａ 为进化分支聚类图ꎬ 由内至外辐射的圆圈代表了由门至种的分类级别ꎻ 在不同分类级别上的每一个小圆圈代表该

水平下的一个分类ꎬ 小圆圈直径大小与相对丰度大小呈正比ꎻ 着色原则为将无显著差异的物种统一着色为黄色ꎬ 其他

差异物种按该物种所在丰度最高的分组进行着色ꎮ 不同颜色的节点表示在该颜色所代表的分组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微生

物群ꎮ 图 Ｂ 为 ＬＤＡ 值分布柱状图ꎬ 展示了 ＬＤＡ Ｓｃｏｒｅ 大于设定值 (默认设置为 ４.０) 的物种ꎬ 柱状图的长度代表差异

物种的影响大小 (即为 ＬＤＡ Ｓｃｏｒｅ)ꎮ 红色代表 ＣＯＮ 组ꎬ 绿色代表 ＴＢ４ 组ꎮ

３　 讨　 论

本研究发现抗结核治疗四周结核病患者与正常人相比肠

道菌群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显著降低ꎬ 肠道菌群组成的整体结构显

著不同ꎮ 本次研究采用随机匹配的对照人群ꎬ 选取结核病患

者当地年龄、 性别、 生活习惯、 饮食差不多接近的人群ꎬ 采

集完的粪便由同一人在 １ ｄ 内进行 ＤＮＡ 提取ꎬ 随后一同送往

同一家测序公司进行测序分析ꎬ 使其他影响因素得到较好的

控制ꎮ 本研究发现结核药物治疗 ４ 周后ꎬ 肠道菌群多样性显

著下降ꎬ 与 Ｈｕ 等[１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ꎮ Ｈｕ 等[１６] 发现两周内

四联抗结核治疗可使肠道菌群多样性显著降低ꎮ 与本研究结

果相反ꎬ 另一有关四联抗结核治疗对肠道菌群影响的人群研

究发现用药 ３ 个多月未观察到多样性的显著变化[１７] ꎮ Ｎａｍａ￣

ｓｉｖａｙａｍ 等[１８]发现异烟肼－利福平－吡嗪酰胺联合使用可使结

核分支杆菌感染小鼠肠道菌群多样性 ２ 周内迅速降低ꎬ 然而

更长期的治疗 (３ 个月) 下肠道菌群的多样性恢复到治疗前ꎮ

肠道菌群对肠道菌群多样性的不同影响可能与不同治疗时间

有关ꎮ 肠道菌群多样性在维护机体正常功能中起到重要作

用[６ꎬ１９] ꎮ 短期强化结核药物治疗引起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

可能与抗结核治疗 ２~４ 周时易发生药物性肝损伤等不良反应

相关[２ꎬ３ꎬ４ꎬ５] ꎮ 对于结核药物引起的肠道菌群多样性下降对结核

治疗期不良反应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研究ꎮ

本研究发现抗结核药物治疗 ４ 周后梭菌目的毛螺菌科及

其所在的厚壁菌门与对照组相比丰度显著下降ꎮ 此前小鼠和

人类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ꎬ 即抗结核药物治疗可以引

起梭菌的丰度显著下降[１６ꎬ１７ꎬ１８] ꎮ 梭菌是肠道稳态、 屏障功能

和新陈代谢的重要参与者ꎬ 它可代谢结肠中的膳食纤维产生

短链脂肪酸 (ｓｈｏｒｔ 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ＳＣＦＡｓ) [２０] ꎮ ＳＣＦＡｓ 是

一组由五个或以下的碳原子组成的饱和脂肪酸ꎬ 主要包括乙

酸、 丙酸和丁酸ꎮ 研究显示 ＳＣＦＡｓ 作为肠道微生物的主要代

谢产物ꎬ 除了提供能量来源外ꎬ 对于宿主免疫ꎬ 如 Ｔｒｅｇ 诱导

和保护肠上皮细胞至关重要[２０ꎬ２１ꎬ２２] ꎮ Ｔｒｅｇ 细胞是一类具有抑

制功能的 Ｔ 细胞亚群ꎬ 可通过不同途径作用于多种靶细胞ꎬ

从而对机体免疫应答进行负调控ꎮ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ꎬ 抗结

核药物治疗 ４ 周后拟杆菌属及其所在的拟杆菌门的丰度比对

照组显著增多ꎮ 拟杆菌可在宿主膳食纤维的发酵过程中起重

要作用[２３] ꎬ 其产物可影响宿主的免疫功能[２４] ꎮ Ｈｕ 等[１９]的研

究发现一线抗结核治疗一周和两周后与未进行抗结核治疗时

相比拟杆菌属均有所下降ꎮ 而 Ｎａｍａｓｉｖａｙａｍ 等[１８] 、 Ｗｉｐｐｅｒ￣

ｍａｎ 等[１７]的研究发现抗结核药物治疗组拟杆菌属的数量比对

照组减少ꎮ 实验对象不同ꎬ 或是样品数量、 采样时间、 １６Ｓ

ｒＤＮＡ 区域ꎬ 测序方法和分析方法等的不同ꎬ 都会影响肠道微

生物群的评估ꎬ 并且菌群评估不存在标准方法ꎬ 可能是导致

这些研究之间差异的原因ꎮ 因此结核药物对拟杆菌的影响还

需扩大样本进一步验证ꎮ 由以上结果可以看出ꎬ 抗结核治疗

可以引起拟杆菌和梭菌的明显改变ꎬ 这两类菌均与免疫相关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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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结核药物引起的微生态紊乱可能降低机体的免疫力ꎮ

综上所述ꎬ 抗结核强化治疗四周人群与正常人相比肠道

菌群 Ａｌｐｈａ 多样性显著减少ꎬ 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整体结构

显著不同ꎬ 毛螺菌科显著减少ꎬ 拟杆菌属显著增加ꎮ 该研究

为肺结核患者的肠道微生物群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ꎬ 可为抗

结核药物合理使用和改善肠道菌群提供参考ꎮ 提示在对结核

病患者的治疗过程中ꎬ 应注意抗结核药物的合理使用ꎬ 加强

对患者肠道菌群的调理ꎬ 通过益生菌与微生态制剂调整肠道

微生态的平衡可能有助于抗结核治疗中肠道菌群紊乱的恢复ꎮ

然而ꎬ 研究的样本量较少ꎬ 今后研究可扩大样本量继续观察ꎬ

并对抗结核治疗 ２ 个月ꎬ ６ 个月ꎬ 甚至愈后的结核病患者做进

一步的追踪观察ꎬ 深入了解抗结核治疗过程中宿主肠道菌群

的变化情况ꎮ 其次ꎬ 一些特定细菌类群丰度的变化对抗结核

治疗的影响ꎬ 需进一步对这些菌进行分离和验证ꎬ 从而确定

具体的菌种ꎬ 进而研究其功能基因对宿主免疫、 代谢方面的

影响ꎬ 这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新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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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核病患者的营养问题及国内外膳食营养
改善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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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结核病患者常伴有营养不良ꎬ 进而对疾病的治疗效果及转归预后产生重要的影响ꎮ 常见的营养不良以蛋白质－能量营

养不良为主ꎬ 其次为微量营养素缺乏ꎮ 合理膳食营养补充对结核病患者是至关重要的ꎮ 国内外依据国情、 结核病流行现状及营

养实际需求差异对于结核病和营养不良都提出各种膳食营养改善措施ꎮ 本文将介绍结核病患者主要的营养问题ꎬ 并将世界卫生

组织 (ＷＨＯ)ꎬ 和印度、 阿富汗、 非洲等结核高发地区ꎬ 以及我国的相关膳食营养改善措施进行汇总分析ꎮ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ｂｙ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ｇｎｏｓｉｓ ｏｆ ＴＢ.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ｎｅｒｇｙ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ｉｅ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ＴＢ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ꎬ Ｉｎｄｉａꎬ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结核病 (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ＴＢ) 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

性传染性疾病ꎬ 以肺结核最为常见ꎬ 是全世界的第九大死因ꎬ

在传染性疾病中排名第一ꎬ 超过艾滋病ꎮ ２０１８ 年全球新发结

核病人数达到 １０００ 万ꎬ 其中死亡人数达 １２０ 万人ꎬ 其中 ４４％

来自于印度、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１] ꎮ 目前我国仍是全球 ３０ 个

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ꎬ 每年新发结核病患者约 ９０ 万例ꎬ 位

居全球第 ２ 位ꎮ 结核病发病人数仍然较多ꎬ 中西部地区、 农

村地区结核病防治形势严峻ꎮ

一、 结核病患者营养问题

２０１３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ꎬ 营养不良与活动性结核之间

存在明显的双向因果关系[５] ꎮ 营养不良和结核病都是发展中

国家或贫困地区的主要健康问题ꎬ 这与其膳食营养状况较差

和结核感染有关ꎮ 结核病本身可导致食欲下降、 营养吸收不

良ꎬ 尤其是微量营养素吸收不良和代谢紊乱导致或加重消瘦

和营养不良ꎮ 对结核病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筛查的临床研究发

现[２] ꎬ 结核病患者营养不良风险发生率高ꎬ 一般在 ３５％以上ꎬ

最高可达到 ８６.１％ꎬ 且营养不良风险者的生理机能、 生理职

能、 躯体疼痛、 疲劳和一般健康状况较无营养风险患者更差ꎮ

另一方面ꎬ 营养不良往往可导致免疫功能缺陷ꎬ 从而增加了

宿主对结合分支杆菌的易感性ꎬ 使患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增

加ꎬ 严重营养不良甚至会使结核病发病风险增加 ６~１０ 倍[３] ꎮ

结核病患者常见营养问题如下:

１. 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由于结核病在疾病进展中基础分解代谢率较高ꎬ 故消耗能

量的程度高于正常人ꎬ 并能使更多的蛋白质、 脂肪等产能营养

素分解ꎬ 增加损失ꎮ 同时ꎬ 结核分枝杆菌在患者体内繁殖需要

进一步利用机体的蛋白质并消耗大量的能量ꎬ 且菌体在体内可

产生持续低热、 盗汗等结核全身毒性反应ꎬ 使机体各组织的营

养物质分解代谢增加ꎬ 进一步降低体内蛋白质的含量[４]ꎮ 结核

病患者能量和蛋白质大量消耗ꎬ 可使静息代谢率 (ＲＭＲ) 增加

约 １４％ꎬ 在同等营养素摄入的情况下ꎬ 结核病患者更容易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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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不良ꎬ 其中以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为主 (约占 ３９.３％)ꎮ

对我国 １２４ 例肺结核患者筛查营养不良风险[５] ꎬ 发现肺结核

患者中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检出率为 ３８.１８％ꎮ 在中国两个

贫困县对 ３００ 名成年结核病患者进行现况调查[６] 发现ꎬ 结核

病患者的能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均不足ꎬ 其中 ８７.４％的男性

患者和 ５９.９％的女性患者每日能量摄入不足ꎬ ９０.８％的男性患

者和 ５８.４％的女性患者每日蛋白质摄入不足ꎮ

２. 低体重营养不良

结核病患者中低体重营养不良的发生率也较高ꎮ 结核病

感染增加了分解代谢并消耗了额外的能量ꎬ 另外结核感染表

现为食欲下降、 营养吸收不良ꎬ 最终增加了低体重营养不良

的风险ꎮ 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的 １６８１ 名 ＴＢ 患者和 ３３６４

名对照居民的调查报告[７] 显示ꎬ 结核病患者低体重 (体质指

数 ＢＭＩ<１８.５ｋｇ / ㎡) 的发生率为 ５７.１７％ꎬ 显著高于健康对照

居民低体重的发生率 (２３.３７％)ꎮ 孟加拉国一项现况调查[８]显

示ꎬ ６７％的结核病患者在抗结核治疗前处于低体重营养不良

(ＢＭＩ<１８.５ｋｇ / ㎡)ꎬ 在治疗结束时ꎬ 仍有 ５０％的患者体重未得

到恢复ꎬ 因此治疗期间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剂或相关的营养咨

询ꎮ 一项 ２０１２年至 ２０１４年对 １０９例耐多药肺结核患者 (经全

球基金结核病项目支持免费治疗) 营养状况进行了调查分

析[９]ꎬ 结果发现消瘦者占 ４２.２％ (ＢＭＩ<１８.５ｋｇ / ㎡)ꎬ 其中初

治组患者消瘦的占 ３７.９％ꎬ 复治组患者消瘦的占 ４７.１％ꎮ 印度

一项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年肺结核患者的调查发现[１０]ꎬ 每增加一个单

位的 ＢＭＩ 可使结核死亡风险减少 ２２％ (９５％ＣＩ: ０.６８~０.９０)ꎮ

另外有一项 ｍｅｔａ 分析[１１]同样对 ＢＭＩ 和结核病发病率进行剂

量反应关系分析ꎬ 结果发现 ＢＭＩ 范围在 １８.５ ~３０.０ｋｇ / ㎡内ꎬ

每增加一个单位 ＢＭＩ 可使结核发病率也减少 １３.８％ (９５％ＣＩ:

１３.４％－１４.２％)ꎮ 那么随着 ＢＭＩ 的升高ꎬ 结核病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可逐渐降低ꎬ 故超重可能是 ＴＢ 的保护因素ꎮ

３. 贫血

结核病患者易发生贫血ꎬ 其潜在发病机制可能是通过慢

性炎症反应中的炎症标志物水平升高、 食欲不振和食物摄入

不足导致微量元素缺乏和吸收不良综合征等抑制红细胞生成ꎻ

也可能由于咯血而增加失血ꎬ 或降低骨髓红细胞生成等原因ꎮ

２０１９ 年一项纳入 ４１ 篇文献的 ｍｅｔａ 分析[１２] 显示ꎬ 结核患者

贫血率较高ꎬ 所有患者、 男性和女性患者中贫血的患病率

(９５％ＣＩ) 分别为 ６１. ５３％ ( ５３. ４４％ － ６９. ６３％)、 ６６. ９５％

(５１.７５％－８２.１４％) 和 ７２.６７％ (６０.７９％－８４.５４％)ꎻ 轻度、

中度和重度贫血的患病率 (９５％ＣＩ) 分别为 ３５.６７％ (２７.５９％－

４３.４６％)、 ３１.１９％ (２５.１５％－３７.２４％) 和 １１.６１％ (７.８８％－

１５.３４％)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２ 年台湾 ２１９４６ 例缺铁性贫血 ( ＩＤＡ) 和

８７５５５例非 ＩＤＡ 对照的数据进行分析[１３]ꎬ 发现新诊断的缺铁性

贫血人群发展为结核病的发病率更高 (ＲＲ: １.９９ꎬ ９５％ＣＩꎬ

１.７７－２.２５)ꎮ 还有研究[１４]发现铁缺乏和贫血均能增加结核病

复发的风险ꎬ 经过调整年龄、 性别、 经济消费、 ＢＭＩ、 ＨＩＶ 合

并情况等因素后ꎬ 非缺铁性贫血可独立使结核病复发的风险

增加 [ａＲＲ＝４.１０ (９５％ＣＩ＝１.８８ꎬ ８.９１)ꎻ Ｐ<０.００１]ꎬ 缺铁性

贫血可使结核病复发的风险增加 [ＲＲ＝２.１３ (９５％ＣＩ ＝１.１０ꎬ

４.１１)ꎻ Ｐ＝０.０２]ꎮ

４. 膳食营养摄入不均衡

膳食营养摄入不均衡也是结核病患者较为突出的营养问

题ꎮ 在我国山东省临沂市农村 (社区) 的一项研究中[１５] ꎬ 随

机抽取 １０９５ 名结核病患者开展食物摄入频率及营养素摄入情

况调查ꎬ 结果显示结核病患者每周摄入食物种类仅 ５ 种ꎬ 其

中仅摄入 ４ 类食物者达到 ２０.９％ꎻ 营养素摄入水平显示结核

病患者每人日能量平均摄入量为 １６８１ｋｃａｌꎬ 仅为推荐摄入量

(ＲＮＩ) 的 ７０. ０５％ꎻ 钙和锌摄入量分别为 ２７２. ２７ｍｇ 和

７.５０ｍｇꎬ 仅为 ＲＮＩ 的 ５４％和 ４９％ꎬ 视黄醇当量 (维生素 Ａ)

摄入量仅为 ２５８.６７μｇ、 硫胺素为 ０.４９ｍｇ 和核黄素为０.５１ｍｇꎬ

摄入水平严重偏低ꎬ 均不足 ＲＮＩ 的 ５０％ꎮ 另外ꎬ 还在甘肃省

武威市 ８２６ 名结核病患者中开展食物消费种类和频率及主要

营养素摄入水平调查[１６] ꎬ 也获得了类似结果ꎬ 当地结核病患

者每日能量和蛋白质摄入量分别为 １５６３.９ ｋｃａｌ 和 ６０.６ ｇꎬ 仅

达到推荐摄入量 (ＲＮＩ) 的 ６５.１６％和 ８０.６７％ꎬ 除了铁、 锰、

磷元素的摄入量达到了 ＲＮＩ 水平之外ꎬ 其余维生素及矿物质

每日摄入量均不足ꎮ 两地的调查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和西

部地区的结核病患者存在膳食结构不平衡 (食品种类少)ꎬ 多

种营养素摄入量不足ꎬ 尤其在抗结核治疗期间ꎬ 结核病患者

营养不良、 膳食营养素缺乏甚至更为严重ꎮ

结核病患者病情复杂多变ꎬ 在机体代谢和能量消耗等方

面有其特点ꎬ 合理的营养供给不仅是一种支持手段ꎬ 也是影

响疾病进程和预后的重要治疗措施ꎮ 因此ꎬ 合理膳食营养补

充足够的营养对结核病患者是至关重要的ꎮ

二、 国外结核病患者相关膳食营养补充措施

(一)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ＷＨＯ 于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 «结核病患者营养管理和支持指

南» [１７] ꎬ 对活动性结核病患者 (严重和中度营养不良等) 提

供营养管理和营养支持ꎬ 可改善其营养状况ꎬ 减少患结核病

风险ꎮ 该 «指南» 提出了为结核病患者提供营养管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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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和推荐ꎬ 关键原则如下: １) 所有活动性结核病患者均

应根据 ＷＨＯ 指南和国际护理标准接受结核病的诊断ꎬ 治疗

和护理ꎻ ２) 所有结核病患者都需要进行合理膳食ꎬ 其中应包

含所有必需的宏量营养素 (蛋白质等) 和微量营养素 (维生

素 Ａ、 Ｃ、 Ｄ、 Ｅ、 Ｂ６、 叶酸ꎬ 以及锌、 铜、 硒、 铁等)ꎻ ３)

由于营养不良与活动性结核病之间存在明确的双向因果关系ꎬ

因此营养筛查、 评估和管理是结核病治疗和护理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ꎻ ４) 贫穷和粮食不安全性均是结核病的根源和后

果ꎬ 因此ꎬ 结核病护理人员在认识和解决这些更广泛的社会

经济问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ꎻ ５) 结核病通常伴有合并症ꎬ

如 ＨＩＶ、 糖尿病、 吸烟、 酗酒或滥用药物ꎬ 这些合并症均可

影响机体营养状况ꎬ 在营养筛查、 评估和咨询过程中应充分

考虑这些因素ꎮ

于 ２０１４ 年 ＷＨＯ 又发布 «世界卫生组织耐药结核病规划

管理指南» 的配套手册[１８] ꎬ 强调耐药结核病治疗 (与所有结

核病治疗一样) 和护理应包含针对病程的综合营养评估咨询

和支持ꎮ 因为没有营养支持的患者ꎬ 尤其是那些已经处于边

缘饥饿状态的患者ꎬ 可能陷入营养不良和疾病的恶性循环ꎮ

二线抗结核药物还可以进一步降低食欲ꎬ 使充足的营养成为

更大的挑战ꎮ 维生素 (尤其是维生素 Ａ) 和矿物质补充剂可

在营养不良的患者中使用ꎬ 但结果需进一步临床验证ꎮ 指南

中还建议所有接受环丝氨酸或特立西酮以及高剂量的异烟肼

或利奈唑胺治疗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均应给予维生素 Ｂ６ (吡

哆醇)ꎬ 可预防神经系统副作用ꎮ

(二) 阿富汗国家结核病膳食补助计划

阿富汗国家结核病控制规划 (ＮＴＰｓ) [１９]在世界粮食计划

署 (ＷＦＰ) 推行的结核病患者粮食援助计划的支持下ꎬ 将食

物和营养支持作为结核病防治的一项重要措施ꎬ 鼓励结核病

患者积极参与治疗和膳食营养改善ꎬ 并同时对经济困难的结

核病患者提供食物补贴和必要的经济帮助ꎬ 由此在结核病防

治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功ꎮ

(三) 印度国家结核病患者营养与膳食安全计划

营养不良是印度和东南亚导致结核感染增加的主要因素

之一ꎮ 营养和粮食安全在印度的结核病预防和控制中起到重

要作用ꎮ 印度政府在首都以及各州都有针对结核病患者的各

种社会支持计划 (包括营养补充计划) 和政策[２０] ꎬ 例如将结

核病患者视为 “定向公共分配系统” 的弱势群体ꎬ 并在治疗

期间提供额外的口粮ꎻ 还向研究团体、 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

织和企业部门提供了有关实现 “最终结核病策略” 目标所需

采取行动的建议等ꎮ 印度中央结核病司已经制定了关于结核

病患者营养支持的计划性指导ꎬ 需要将结核病控制策略的重

点重新转向营养改善ꎬ 并采取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以保证

有效实施ꎮ

(四) 非洲的结核病营养补充干预

非洲是世界上结核高发的国家ꎬ 尽管一些国家在结核防

治上存在支持性政策ꎬ 但将结核病控制纳入社区和一般卫生

服务的工作仍然很薄弱ꎮ 南非国家结核病协会 (ＳＡＮＴＡ) 对

成年结核病患者进行一项 １８ 个月以上的营养补充研究[２１] ꎬ

认为营养改善可以提高结核病治愈率ꎮ 然而微量营养素缺乏

在南非很常见ꎬ 特别是孕产妇和婴幼儿营养不良较为普遍ꎬ

５％~２０％的非洲妇女由于长期饥饿而 ＢＭＩ 较低ꎬ 贫血的患病

率为 ２１％~８０％ꎬ 维生素 Ａ 和锌缺乏水平也很高[２２] ꎻ 而母亲

的母乳喂养、 维生素 Ａ 和感染等均可造成婴幼儿营养不良ꎮ

以上这些情况对结核病防治带来巨大挑战ꎬ 急需通过营养补

充改善机体的营养状况ꎬ 从而减轻结核病负担ꎮ 在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拉姆的产前诊所进行的一项 ８７５ 名 ＨＩＶ 感染妇女的

干预实验ꎬ 观察她们所生的孩子结核的发病风险[２３] ꎬ 结果发

现在未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中ꎬ 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和儿童上

臂中段增加与结核病风险降低有关ꎬ 这说明适当的婴儿喂养

和营养干预措施可以作为预防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毒感染

妇女所生儿童结核病的重要辅助手段ꎮ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

拉姆进行的一项儿童多种维生素补充预防结核的随机对照试

验[２４] ꎬ 每天接受多种维生素补充剂或安慰剂干预 ２４ 个月ꎬ

结果显示较低的平均红细胞体积 (ＲＲ: ０.４８) 和较高的出生

体重 (ＲＲ: ０.６１) 可以预防活动性结核病ꎬ 但是补充多种维

生素与结核病风险无关 (ＲＲ: ０.８７ꎻ ９５％ＣＩ: ０.６５ꎬ １.１６)ꎮ

三、 我国相关膳食营养改善措施

我国一直重视提高国民营养健康水平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发布

了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 » [２５] ꎬ 其中共有六项重

大行动ꎬ 包括生命早期 １０００ 天营养健康行动、 学生营养改善

行动、 老年人群营养改善行动、 临床营养行动、 贫困地区营

养干预行动和吃动平衡行动ꎬ 并以分为两个阶段完成的形式

提出营养改善的目标ꎮ 这些重大行动都是积累了大量人群营

养支持的工作和相对成熟的政府政策、 标准或膳食指南的基

础上提出的ꎬ 为我国通过各种途径来改善营养不良提供大量

科学依据ꎮ

生命早期是营养不良发生的高峰时期ꎮ 为贯彻落实 «中

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 和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

纲要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 »ꎬ 卫生部和全国妇联合作实施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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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儿童营养改善试点项目ꎬ 为 ６－２４ 月龄婴幼儿免费提供营

养包ꎬ 预防婴幼儿营养不良和贫血ꎬ 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健康

水平ꎬ 经过为期 １８ 个月的干预研究[２６] ꎬ 结果显示食用辅食营

养包的婴幼儿贫血率明显下降ꎬ 总体贫血率由基线的 ５２.８％下

降至 ２４.８％ꎬ 且血红蛋白水平显著升高 (Ｐ <０.０５)ꎮ 并于

２０１４ 年发布了 ＧＢ ２２５７０－２０１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辅食营

养补充品»ꎮ 孕妇的营养补充在生命早期阶段同样很重要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收集河南省南阳市和湖北省钟祥

市的 ３５８ 例产前检查的孕妇[２７] ꎬ 随机分为观察组 (１８８ 例)

和对照组 (１７０ 例)ꎬ 分别给予孕期营养补充剂和叶酸ꎬ 结果

孕期给予营养补充剂可显著提高孕妇孕晚期血清铁离子水平

(Ｐ<０.０５)ꎬ 从而有效提高孕妇血红蛋白水平ꎬ 预防孕期贫血

的发生ꎮ

我国学龄阶段儿童的营养状况也不容乐观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ꎬ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了 «关于实施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ꎬ 之后我国推出了学生餐营

养指南 (ＷＳ/ Ｔ５５４—２０１７)ꎬ 为小学、 初中学校食堂或供餐

单位的供餐指南ꎬ 规定了 ６ 岁 ~１７ 岁中小学生全天即一日三

餐能量和营养素供给量、 食物的种类和数量以及配餐原则等ꎮ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海南省琼中县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 在 １２ 所学校 (６ 所小学ꎬ ６ 所初中) 的 ５８４９ 名学生中

进行 ３ 年的营养餐 ( “牛奶＋鸡蛋” 和 “食堂供餐” 模式) 干

预后[２８] ꎬ 学生重中度消瘦情况有所改善ꎬ 小学生营养知识得

分有所上升ꎬ 学生每周吃肉类、 蔬菜种类超过 ２ 次以上的占

比有所增加ꎬ 维生素 Ｄ 和维生素 Ａ 不足和缺乏状况有所改善ꎮ

膳食营养因素作为老年人健康生存的物质基础ꎬ 与老年

常见慢性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ꎬ 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ꎮ

２０１９ 年发布的 «关于建立完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的指导意

见» 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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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措施ꎬ 加强了老年人健康管理ꎮ 对老年人ꎬ

特别是患有慢性疾病人群而言ꎬ 膳食营养的改善尤为重要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在杭州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

诊的老年肥胖性肌肉衰减综合征患者按照就诊顺序编号分为

对照组 (６０ 例) 和干预组 (６０ 例) [２９] ꎬ 对照组给予常规健

康教育ꎬ 干预组在平衡膳食与运动联合干预的基础上ꎬ 适当

增加乳清蛋白ꎬ 干预 ６ 个月后ꎬ 干预组的握力、 小腿围、 步

速、 ５ 次起坐实验、 人体肌肉率、 人体脂肪率等 ６ 项指标均显

著优于对照组 (Ｐ<０.０５)ꎬ 这说明膳食营养和运动的联合干

预对于老年患者有一定的改善作用ꎮ

除了特殊年龄人群以外ꎬ 呼吸系统疾病患者营养不良同

样高发ꎮ 营养不良可减弱呼吸肌强度ꎬ 改变通气能力及损害

免疫功能ꎬ 引起肺功能的下降ꎬ 因此在所有呼吸系统疾病的

治疗中ꎬ 营养治疗是重要的部分ꎮ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ꎮ １ 个纳入 １３ 项

ＲＣＴ 实验的 ｍｅｔａ 分析评估了营养支持是否能改善慢性阻塞

性肺疾病 (ＣＯＰＤ) 患者营养状况[３０] ꎬ 结果显示营养支持有

利于 ＣＯＰＤ 患者体重的增长 (１.９４±０.２６ｋｇꎬ Ｐ<０.００１) 和握

力的增加 (５.３％ꎬ Ｐ<０.０５０)ꎮ 然而ꎬ 对于结核病患者 (包括

社区就诊治疗的结核病患者以及临床住院重症患者) 而言ꎬ

我国目前尚缺乏全面的膳食营养补充措施或政策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 日ꎬ 为进一步减少结核病危害ꎬ 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ꎬ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 « “十三五” 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 [３１] ꎮ

为进一步配合 «规划» 内容的实施ꎬ 我国部分省区结合地区

实际ꎬ 在规划目标中将膳食营养作为其中重要一环ꎮ 例如ꎬ

新疆 «塔城地区结核病防治 “十三五” 规划» [３２] 中就将 “全

面推广落实 ‘主动发现＋营养早餐＋集中服药’ 防治模式” 作

为规划目标之一落实ꎮ 目前新疆在结核治疗中实现的三种模

式中都包含膳食营养改善的内容ꎬ 比如对涂阴性的患者ꎬ 可

在自己家门口实行吃营养早餐和集中服药的形式在家治疗ꎮ

根据新疆自治区政府相关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全区

累计享受 “集中服药＋营养早餐” 政策的结核病患者达到 １１

万余人ꎬ 投入经费 ７５００ 余万元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我国中华医学会结核病学分会重症专业委员

会也正式发表了 «结核病营养治疗专家共识» [３３] ꎬ 希望能更

好地发挥营养在结核病治疗中的作用ꎮ 该 «共识» 建议对确

诊结核病的患者应根据其营养状态提供合理的营养咨询ꎬ 制

定营养治疗处方ꎬ 并贯穿整个疗程ꎮ 该 «共识» 的发布是针

对结核病患者临床营养治疗实施ꎬ 但不适用于大多数基层社

区就诊的结核病患者ꎬ 故仍需要更加完善的结核病患者膳食

营养的补充措施和建议ꎮ

总之ꎬ 营养不良问题在结核病患者中常见ꎬ 国外多地区

已经开始实施相关的膳食营养改善措施ꎮ 我国的膳食营养改

善政策主要是针对不同人群中的营养不良状况的改善ꎬ 对于

结核病患者尚未有较全面的措施ꎮ 在我国常规抗结核治疗过

程中往往仅加强抗结核药物治疗ꎬ 而忽视了 “营养救治”ꎬ 反

而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损伤 (如肝损伤) 或药物毒性反应ꎬ

抗结核治疗预后差ꎮ 因此ꎬ 在结核患者抗结核药物治疗的同

时ꎬ 亟需提出适当的结核病患者营养补充方案ꎬ 不仅仅针对

临床住院患者ꎬ 对社区患者而言更为重要ꎮ 同时ꎬ 我国需要

进一步制定结核病患者营养补充食品标准ꎬ 开展结核病患者

营养不良改善工作也是非常必要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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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Ｌｉｎｙｉ Ｃｈｅ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Ｗａｇｅｎｉｎｇｅｎꎬ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ꎻ

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Ｃｈｅｓ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

　 　 摘要: 结核病仍然是全球主要的健康挑战ꎬ 特别是在印度、 中国等中低收入国家ꎮ 与此同时ꎬ 我国在过去 １０ 年中面临着糖

尿病发病率迅速上升的问题ꎮ 糖尿病加重了结核病的流行ꎬ 这对公共卫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ꎮ 世界卫生组织已将 ２ 型糖尿病确

定为结核病复燃的危险因素ꎮ 目前ꎬ 尚无普遍接受的两病并发患者的防控措施ꎮ 低蛋白血症、 维生素 Ｄ、 锌缺乏等营养不良状

况在肺结核及其合并糖尿病中较为常见ꎬ 我们借鉴已有的针对结核、 糖尿病的防控措施ꎬ 并结合项目组研究结果ꎬ 形成了 «糖

尿病并发肺结核综合防治指南» 建议稿ꎬ 有待最终形成专家共识ꎬ 以期在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中推广使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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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ｌｏｗ￣ｔｏ￣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ｄｉａ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ｆａｃｅｄ ａ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ｄｅｍｉｃ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ｅｓ ａ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ｓ

ａ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ａ￣

ｂｅｔｅｓ. Ｍａｌ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ｙ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ｅｍｉａꎬ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ꎬ ａｎｄ ｚｉｎｃ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ｉｎ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 Ｔｈ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ｔｓ ｕｓｅ ｉ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一、 结核合并糖尿病病现状

结核分枝杆菌每年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 ９００ 万新发结核

病病例ꎬ 结核病仍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卫生挑战ꎮ

尽管结核病发病率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之间呈现下降趋势ꎬ 但是

我国在 ２０１９ 年结核负担仍居全球第二位ꎬ 仅次于印度[１] ꎮ

近年来ꎬ 全球 ２ 型糖尿病发病率显著上升ꎬ 其在成年人

中的发病率在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 年之间由 ４.７％升至 ８.５％[２] ꎮ 据估

计ꎬ 到 ２０３５ 年ꎬ 糖尿病患者数量将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８２ 亿人增

长至 ５.９２ 亿人[３] ꎮ 全球糖尿病患病率约 ８５~９５％归因于 ２ 型

糖尿病ꎬ 此类型糖尿病是由于人体无法对胰岛素做出充分反

应而导致的ꎮ 遗传因素ꎬ 年龄ꎬ 糖尿病家族史ꎬ 营养不良和

缺乏体育锻炼是与 ２ 型糖尿病风险相关的主要因素ꎮ 在中国ꎬ

由于工业化、 城市化、 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ꎬ

在过去的 １０ 年中ꎬ 糖尿病的患病率迅速上升[４] ꎮ 据 «国际糖

尿病基金会: 糖尿病地图» 估计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糖尿病患者

人数为 １.１４ 亿ꎬ 相当于全球病例的近四分之一ꎮ

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感染结核分枝杆菌ꎮ 大多数感

染者为潜伏性感染ꎬ 只有大约 ５％~１０％会进展为活动性结核

病ꎬ 每年患病人数约为 ９００ 万[１] ꎮ 免疫系统的完整性受到损

害时ꎬ 结核的发病风险显着增加ꎮ 已有的研究发现ꎬ 糖尿病

使活动性肺结核的患病风险增加大约三倍[５] ꎬ 约 １０％~１５％

的结核病例可归因于糖尿病[１ꎬ６ꎬ７ꎬ８] ꎬ 糖尿病是活动性结核的中

等至强危险因素ꎮ 当前ꎬ 全球 ８０％的糖尿病负担集中于中、

低收入国家ꎮ 其中六个国家 (印度、 中国、 巴西、 印度尼西

亚、 巴基斯坦和俄罗斯联邦) 同时面临高结核病负担[１] ꎮ

我们在农村地区开展的筛查研究发现活动性肺结核患者

中糖尿病的患病率 ６.３％ꎬ 中国东部农村地区的另一项研究

报告了 １２５２ 例肺结核患者的糖尿病患病率为 ７.７％[９] ꎬ 而中

国城市地区的其他研究发现糖尿病患病率更高ꎬ 从 １１.９％~

３０.８％[１０－１４] ꎮ 城乡之间结核病患者糖尿病患病率的差异与总

人口的差异一致ꎮ 正如我们在研究中发现的ꎬ 这两个人群可

能都具有常见的糖尿病风险因素ꎬ 包括年龄、 糖尿病家族史

等ꎮ 印度农村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ꎬ 结核病患者中糖尿病患

病率为 ２７.５％[１５] ꎮ 但是ꎬ 该研究的数据来自医疗记录ꎬ 且样

本例数少ꎬ 仅来自 １９２ 名结核病患者ꎮ

糖尿病对结核发生、 临床转归等均可产生影响ꎮ 糖尿病

患者发生结核病的风险增高ꎬ 且临床症状更为严重ꎮ 结核合

并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复发、 治疗失败和死亡[１６ꎬ１７ꎬ１８] ꎮ 据报

道ꎬ 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的 ６ 个月痰培养阳性率为 ２２.２％ꎬ

而非糖尿病患者为 ６.９％[１９] ꎮ 根据对四项研究的汇总分析ꎬ
在调整了年龄和其他潜在混杂因素后ꎬ 糖尿病使结核病治疗期

间的死亡风险高出近 ５ 倍 (合并 ＯＲ: ４.９５ꎬ ９５％ＣＩ: ２.６９ ~

９.１０) [２０] ꎮ 在一项针对亚洲人群的全国性人群研究中ꎬ 结核

合并糖尿病患者的十年累积全因死亡率较未合并糖尿病患者

高近 ２０％[２１] ꎮ 慢性高血糖与糖尿病患者对 Ｍｔｂ 的免疫力下降

有关ꎬ 并可能导致抗结核治疗的效果下降ꎮ

尽管两病并发时结核、 糖尿病的因果顺序存在一些争议ꎬ

但人们普遍认为糖尿病通常首先出现ꎮ 结核病是否会反过来

增加患糖尿病的风险仍不确定ꎮ 但有研究指出ꎬ 结核病可通

过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发热以及其产生的毒素引起血糖暂时

升高ꎮ 此外ꎬ 抗结核药物治疗可能对胰岛细胞产生有害影响ꎬ

导致胰岛素分泌障碍ꎮ 但是ꎬ 这也可能是应激反应的结果ꎬ

可能通过抗结核治疗得到改善ꎮ

近年来ꎬ 中低收入国家结核病和糖尿病的双重负担引起

了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抗结核和肺病联盟 (国际联盟) 以及

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等国际机构的广泛关注ꎬ 并提出针对疾病

双重负担新挑战的应对措施建议ꎮ 世卫组织建议将优化血糖

控制作为结核病和糖尿病合并患者管理的一部分ꎬ 以改善结

核病的结局ꎮ 但迄今为止ꎬ 尚无广泛认可的治疗肺结核合并

糖尿病的指南ꎮ 最近ꎬ 一组专家临床医生建议对于合并糖尿

病和结核病的患者ꎬ 建议进行总共 ９ 个月的治疗ꎮ

二、 营养与肺结核合并糖尿病

结核病与营养不良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影响[２２] ꎬ 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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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发现全球四分之一的结核病是是由营养不良造成的ꎬ 营养

不良使活动性结核病的风险增加 ６ 到 １０ 倍[２３－２５] ꎻ 而在活动

性结核病患者中ꎬ 由于分解代谢所导致的消瘦通常在被确诊

之前就已经出现了ꎬ 基础代谢率及静息能量消耗的增加ꎬ 导

致能量的需求增大ꎮ 但同时ꎬ 因疾病导致食欲下降、 营养吸

收不良、 新陈代谢的改变以及蛋白质合成受阻ꎬ 也最终会导

致营养不良的产生[２２] ꎮ (图 １)ꎮ

图 １　 营养不良与结核病的相互影响

　 　 营养状况是决定肺结核的转归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人群研

究中发现ꎬ 基线营养不良与治疗前两个月体重恢复较慢的风

险增加有关[２６] ꎮ 关于肺结核结局的研究发现ꎬ 营养不良患者

复治及结核死亡的风险要显著升高[２７ꎬ２８] ꎬ 且在治疗结束后ꎬ

较大一部分营养不良患者仍无法恢复至正常的营养状况[２９] ꎮ

营养状况对肺结核的影响可能是通过作用于免疫系统而产生

的ꎮ 首先ꎬ 研究发现营养不良会降低人体口咽和胃肠道黏膜

的防御能力[３０] ꎻ 其次关于细胞免疫的研究发现营养不良的小

鼠 ＩＦＮ￣γ、 ＴＮＦ￣α 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在肺中的表达与正

常营养状况的小鼠相比均显著降低[３１] ꎬ 但在人群的横断面研

究中并未出现相似结果ꎬ 该研究发现营养不良与 ＴＮＦ￣α 浓度

升高有关[３２] ꎮ 在机体感染结核分枝杆菌后ꎬ 免疫反应会需要

消耗除机体每日正常生理活动外额外的能量ꎬ 因此当出现营

养不良时ꎬ 机体无法提供足够的能量供给进行免疫应答ꎬ 因

而造成免疫应答能力的减弱ꎮ

与其他传染病一样ꎬ 活动性结核病可能会增加能量需求ꎮ

研究表明进行营养补充剂干预的患者在接受结核病治疗期间

体重增加会超过未进行营养补充剂干预患者ꎮ 但体重增加与

结核病治疗结局的关联尚缺乏充足证据[３３] 目前尚无证据表

明ꎬ 活动性结核病患者来自宏量营养素 (例如蛋白质ꎬ 碳水

化合物和脂肪) 的能量比例应区别于未患结核者ꎮ 通常建议ꎬ

１５~３０％的能量应来自蛋白质ꎬ 脂肪功能为 ２５ ~３５％ꎬ 碳水

化合物为 ４５~６５％ꎮ

当合并糖尿病时ꎬ 结核患者的营养不良状况更为复杂ꎮ ２

型糖尿病常见胰岛素抵抗ꎬ 易发生糖脂代谢紊乱ꎮ 结核药物

副作用导致食欲下降且疾病本身可引起热能消耗过多ꎬ 为使

结核病灶得到尽快修复ꎬ 减少负氮平衡ꎬ 应提供充足能量ꎮ

而糖尿病患者的热能供给是根据患者的年龄、 体质指数、 血

糖水平、 体力活动等确定ꎬ 结核并发糖尿病患者的热能供应

应稍高于单纯糖尿病ꎮ 已有队列研究报道接受抗结核治疗的

患者容易出现微量营养素ꎬ 例如维生素 Ａꎬ Ｅ 和 Ｄꎬ 以及矿

物元素中的铁、 锌、 硒等ꎮ 这些微量营养素通常在抗结核治

疗 ２ 个月后恢复正常ꎮ 由于目前尚未对结核诊断时间附近的

膳食摄入量进行研究ꎬ 尚不清楚这些微量营养素的缺乏是由

于低水平膳食摄入、 代谢过程或疾病本身所致ꎮ 并且ꎬ 目前

尚不知道研究人员观察到的停止治疗后这些营养素恢复到正

常浓度是否取决于饮食摄入质量的改变ꎮ 项目组的研究发现

结核及其合并糖尿病患者中维生素 Ｄ 缺乏的患病率很高ꎮ 因

此ꎬ 应监测患者体内营养状况ꎬ 建议进行户外活动以确保足

够的日光照射ꎬ 更多食用鱼 (尤其是海鱼)ꎬ 鸡蛋等ꎬ 以及

维生素 Ｄ 强化食品ꎬ 例如牛奶ꎬ 黄油ꎮ 维生素 Ｄ 补充剂可

能对临床治疗产生有利的辅助作用ꎬ 但尚需要进行更多的验

证性研究ꎮ

«ＷＨＯ 终结结核病战略» 的蓝图旨在到 ２０３０ 年在全球

范围内将结核病发病率降低 ８０％ꎬ 将结核病致死人数减少

９０％[３４] ꎮ 但是ꎬ 如上所述ꎬ 糖尿病对结核病自然病程的影响

可能会给预防和控制结核病带来更大挑战ꎮ 在全球 ２ 型糖尿

病流行迅速上升的情况下ꎬ 尤其是在中、 低收入国家ꎬ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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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导致的结核病流行加剧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结

核病控制构成严峻挑战ꎮ

三、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综合防治指南 (建议)

迄今为止ꎬ 我国及世界许多国家尚没有针对糖尿病并发

肺结核综合防治措施ꎮ 因此ꎬ 参照国内外已有的糖尿病和肺

结核防治指南ꎬ 项目组编写了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综合防治

指南”ꎬ 经过对 １０００ 余名糖尿病并发肺结核患者的指导应用ꎬ

取得很好的效果ꎻ 该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综合防治指南» 的

具体内容 (英文)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在 ＢＭＣ Ｉｎｆｅｃｔ Ｄｉｓ 杂志上

原文发表ꎬ 受到了相关专家的好评并得到了广泛 (国内外)

的应用ꎻ 现已总结完善形成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综合防治指

南” 的建议稿ꎬ 待组织国内外相关专家研讨完善ꎬ 最终形成

专家共识ꎬ 以期在全国结核合并糖尿病患者中推广使用ꎮ 该

项研究可填补我国该领域的空白ꎮ

«肺结核合并糖尿病综合防治指南» (建议)

１. 保证糖尿病和结核病基本的治疗ꎬ 积极控制

血糖ꎬ 规范结核治疗ꎮ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ｌ￣

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积极预防ꎬ 采取有效的措施治疗和控制糖尿病

和结核病ꎬ 保证病人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ꎮ 两病需

要同时进行治疗ꎬ 尤其注意控制血糖ꎮ

２. 平衡膳食ꎬ 足量饮水ꎮ

Ｇｅｔ ａ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ｉｅｔ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ｍｉ￣

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食物多样ꎬ 可保证全面营养需要ꎬ 防治微量营

养素缺乏或不足ꎬ 尤其是维生素 Ａ、 维生素 Ｃ、 铁、
锌等ꎻ 此外ꎬ 微量营养素供应充足可有效地提高机

体的免疫力ꎮ 患者应注意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和适

量饮水ꎬ 建议每天饮水不少于 １２００ 毫升ꎮ

３. 超重及肥胖者 (ＢＭＩ>２４) 应控制总能量的摄

入ꎬ 维持健康体重ꎮ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ｗｈｏ ｉｓ ｏｖｅｒｗｅｉｇｈｔ ｏｒ ｏｂｅｓｅ ( ＢＭＩ > ２４ )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ｗｅｉｇｈｔ.

每人每天摄入的能量大约 １２００ ~ １８００ 千卡ꎬ 其

中脂肪占总能量 ２０％、 蛋白质占 ２０ ~ ２５％、 碳水化

合物占 ５５％ꎮ 一般情况下ꎬ 肺结核病合并糖尿病患

者的营养供应ꎬ 包括热源物质、 蛋白质及维生素均

要略高出普通糖尿病人ꎬ 以适应肺结核治疗时的营

养需求ꎬ 但应禁食各种高糖食品及含糖饮料ꎬ 高脂

食品亦要加以限制ꎮ
４. 消瘦者 (ＢＭＩ<１８.５) 应增加能量摄入ꎬ 提高

蛋白质的摄入比例和数量ꎮ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ｉｎ (ＢＭＩ < １８. ５)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肺结核患者常伴有消瘦ꎬ 因为又同时伴有糖尿

病ꎬ 因此应注意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ꎬ 适当控制碳

水化合物的摄入ꎮ 达到既保证能量供给又能控制血

糖水平ꎮ
５. 适量户外活动ꎬ 增加光照时间ꎮ
Ｍａｋｅ ｏｕｔｄｏｏｒ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体力活动在糖尿病的管理中有重要地位ꎬ 运动

可增加胰岛素敏感性ꎬ 可以改善血糖控制ꎬ 有利于

减轻体重ꎮ 同时ꎬ 光照可提高机体维生素 Ｄ 的水平ꎬ
增强机体免疫力ꎮ 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２
小时ꎬ 晒太阳时间 (冬季白天和夏季早晚时间) 不

少于 ４０ 分钟ꎮ
６. 戒烟酒ꎬ 养成良好饮食、 生活习惯ꎮ
Ｑｕｉｔ ｓｍｏ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ｎｋｉｎｇ. Ｅａｔ ｌｅｓｓ ｓｐｉｃｙꎬ ｓａｌｔｙꎬ

ｓｍｏｋｅｄꎬ ｇｒｉｌｌｅｄ ｆ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Ｄｒｉｎｋ ｅｎｏｕｇｈ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吸烟、 喝酒对肺结核治疗和控制影响很大ꎬ 对

糖尿病的控制也有较大影响ꎬ 应戒烟酒ꎻ 辛、 辣、
咸、 熏、 烤等食品的刺激和熏烤污染物可能影响药

物疗效和身体康复ꎬ 应少吃ꎮ
７. 充足睡眠、 防止疲劳ꎮ
Ｈａｖｅ ｅｎｏｕｇｈ ｓｌｅｅｐ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ｆａｔｉｇｕｅ.
规律的作息时间、 不熬夜ꎬ 充足的睡眠有利于

疾病的康复和维持机体良好的免疫机能ꎬ 建议每天

睡眠时间不少于 ６－８ 个小时ꎻ 因过度疲劳不利于结

核病治疗和康复ꎬ 应避免过重的体力劳动、 过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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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 繁重的家务劳作等ꎮ
８. 保持良好的心情ꎮ
Ｋｅｅｐ ａ ｇｏｏｄ ｍｏｏｄ.
采用乐观的态度对待疾病ꎬ 积极配合疾病治疗

和护理安排ꎻ 保持良好的心态、 坚定战胜病魔的信

心ꎬ 积极做好膳食调配、 康复等工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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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多个研究已表明微量营养素可以影响结核病的治

愈和存活ꎮ

目的: 本文探讨微量营养素补充在肺结核治疗中的作用ꎮ

方法: 在数据库中系统地检索对于正在接受治疗的活动

性肺结核患者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ｓ)ꎮ 口服补充微量

营养素和安慰剂的患者至少需要持续补充四周ꎮ 各变量汇总

的结果以标准化加权均数差 (ＭＤ) 及率差 (ＲＤ) 表示ꎮ 采

用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效应值ꎬ 森林图中包括了效应值和 ９５％

可信区间ꎮ

结果: 在 ２４６ 项研究中纳入 １６ 项研究ꎬ 共计 ４３９８ 名研究

对象ꎮ 补充锌元素与不补充锌元素死亡率的 ＲＤ (９５％ＣＩ) 为

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８)ꎬ 补充锌元素可以增加肌肉质量指数 (ＭＤꎬ

１.２０ꎻ ９５％ＣＩꎬ ０.０４－２.３６)ꎬ 增加体重 (ＭＤꎬ ３.１０ꎻ ９５％ＣＩꎬ

０.６６－５.５４)ꎮ 锌联合维生素 Ａ 补充会增加体重 (ＭＤꎬ ３.１０ꎻ

９５％ＣＩ ２.７８－３.４２)ꎬ 并改善 ｋａｒｎｏｆｓｋｙ 量表评分 (ＭＤꎬ ２.５０ꎻ

９５％ＣＩ ２.２２－２.７８)ꎮ 此外ꎬ 补充维生素 Ｄ 可以加速痰涂片转

３６



阴时间 (ＲＤꎬ ０.３８ꎻ ９５％ＣＩꎬ ０.０３－０.７３)ꎮ 补充维生素 Ａ 和

锌后ꎬ 血红蛋白水平显著改变 (ＭＤꎬ ０. ６９ꎻ ９５％ＣＩꎬ ０. ２８－

１.０９) (ＭＤꎬ ０.５２ꎻ ９５％ＣＩꎬ ０.２１－０.８３)ꎬ 胸部 Ｘ 片中空腔面

积降低 (ＭＤꎬ －０.３３ꎻ ９５％ＣＩꎬ －０.６０—０.０６)ꎮ

讨论: 本研究综合分析了维生素 Ａ、 锌、 维生素 Ｄ 以及

维生素 Ａ 和锌联合补充对于结核病患者死亡率、 痰涂片转阴

时间、 血红蛋白水平、 胸部 Ｘ 片空腔面积和功能量表的改变ꎮ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适当补充微量营养素来辅助结核病的治

疗是可行的ꎬ 可能是在抗结核治疗的第一或第二阶段减少抗

结核药物的用量、 减少治疗时间、 减少副作用和治疗费用ꎮ

本文也存在一些限制性: (１) 仅有一项针对儿童的研究ꎬ 但

儿童的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较高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文献

的缺乏ꎮ (２) 七项包含 ＨＩＶ 患者的研究中仅两项采用分层随

机化ꎬ 但这并不影响干预的结果ꎮ (３) 有三项研究数据不完

整ꎬ 已通过 Ｇｒｏｂｌｅｒ Ｌ 等人的系统评价补全数据ꎮ

结论: 摄入微量营养素可以增加体重、 血红蛋白水平、

加速痰涂片转阴以及改善生活质量ꎮ 死亡率没有发生变化可

能是由于未达最佳剂量ꎬ 建议未来以充足的剂量进行更大规

模的研究ꎮ

关键词: 微量元素ꎻ 结核病ꎻ 肺ꎻ 微量元素ꎻ 维生素ꎻ

营养ꎻ 荟萃分析ꎻ 系统评价

(侯美玲　 摘译)

干酪乳杆菌补充对抗结核相关胃肠不良反应的
预防效果: 一项随机、 公开标签、 剂量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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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ａｓｅｉ ｏｎ ａｎｔｉ￣ＴＢ￣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ꎬ ４２９ ａｄｕｌｔ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ｈｏ ｕｎｄｅｒｗ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

ｓｉｖｅ￣ｐｈａｓｅ ａｎｔｉ￣ＴＢ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ｗｅ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 ｏｎｅ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Ｌ. ｃａｓｅｉ ｏｆ ｐｅｒ ｄａｙ ( ｌｏｗ￣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ｎ ＝

１４２)ꎬ ｔｗｏ ｂｏｔｔｌｅｓ ｏｆ Ｌ. ｃａｓｅｉ ｐｅｒ ｄａｙ ( ｈｉｇｈ￣ｄｏｓｅ ｇｒｏｕｐꎬ ｎ ＝

１４３)ꎬ ｏｒ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ｎ ＝ １４４) ｆｏｒ 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Ｅａｃｈ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Ｌ. ｃａｓｅｉ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１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ｃｏｌｏｎｙ￣ｆｏｒｍ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ｏｆ

ｌｉｖｅ Ｌ. ｃａｓｅｉ.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ｄａｉｌｙ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

４６



ｄ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ｆｔｅｒ ２ ｍｏｎｔｈｓ ｏｆ Ｌ. ｃａｓｅｉ 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３９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ｈａ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Ｌ. ｃａｓｅｉ ｇｒｏｕｐｓ (３７.６％

ａｎｄ ２９.４％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ａｄ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ｎｔｉ￣ＴＢ￣ａｓｓｏｃｉ￣

ａ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５０.０％) .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ｄｏｓｅ Ｌ. ｃａｓｅｉ ｇｒｏｕｐｓ (３.５ ｄ ａｎｄ ５.８ ｄ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ｓｈｏｒｔｅｒ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ｔｉ￣ＴＢ￣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６.２ ｄ) . Ｒｅｇａｒｄ￣

ｉ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 ｃａｓｅｉ ｄｏｓｅ ｒｅｓｕｌｔｅｄ ｉｎ ａ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ｌｏｓ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ｄｏｓｅ￣ｄｅｐｅｎｄ￣

ｅｎｔ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 ｃａｓｅｉ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ｕ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ｏｍ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ｌｏｓ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ｄａｉｌｙ Ｌ. ｃａｓｅｉ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ａｎｔｉ￣ＴＢ￣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ａｓｅｉꎻ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

ｎａｌ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ꎻ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摘要

背景: 抗结核药物常引发多种胃肠不良事件ꎬ 严重影响

患者的生活质量、 甚至导致抗结核治疗失败ꎮ 大量研究显示ꎬ

益生菌补充可以预防改善抗生素引起的胃肠道症状ꎮ

目的: 本研究通过一项随机、 公开标签、 剂量反应临床

试验ꎬ 探索干酪乳杆菌补充对抗结核治疗相关胃肠不良反应

的预防改善作用ꎮ

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接受抗结核强化治疗的成年肺结核

患者 ４２９ 例ꎬ 随机分为三组ꎬ 分别给予每日补充一瓶干酪乳

杆菌 (低剂量组ꎬ ｎ＝ １４２)ꎬ 每日补充两瓶干酪乳杆菌 (高剂

量组ꎬ ｎ＝ １４３)ꎬ 无干酪乳杆菌补充 (对照组ꎬ ｎ ＝ １４４)ꎮ 每

瓶干酪乳杆菌约含有 １０ 亿个干酪乳杆菌活菌ꎮ 干预期间记录

患者每日胃肠道症状ꎬ 干预期为 ２ 个月 (抗结核强化期)ꎬ 共

３９７ 例患者完成了干预ꎮ

结果: 高剂量组 (３７.６％) 和低剂量组 (２９.４％) 抗结核

相关总胃肠不良反应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 (５０.０％)ꎮ 同

样ꎬ 高剂量组 (３.５ 天) 和低剂量组 (５.８ 天) 抗结核相关总

胃肠不良反应症状持续时间显著低于对照组 (６.２ 天)ꎮ 就各

项胃肠不良反应症状而言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高剂量组可显著

降低呕吐和食欲不振症状的发生率和持续时间ꎬ 并呈现剂量

反应关系ꎮ

结论: 这些发现表明每日摄入干酪乳杆菌可预防抗结核

病相关的胃肠道不良事件ꎮ

关键词: 干酪乳杆菌、 结核、 胃肠不良反应、 临床研究

(张烨冰　 摘译)

耐多药结核病治疗对患者肠道菌群及健康的
长期影响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Ｊｉｎｙｕ Ｗａｎｇ１ 　 Ｋｅ Ｘｉｏｎｇ１ 　 Ｓｈａｎ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ｏ２ 　 Ｃｈａｏ Ｚｈａｎｇ１ 　 Ｊｉａｎ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１ 　 Ｌｅｉ Ｘｕ１ 　 Ａｉｇｕｏ Ｍａ１

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Ｑｉｎｇｄａｏ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Ｌｉｎｙ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ｄｙｓｂｉｏｓｉｓ ｈａｓ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ＭＤＲ￣

Ｔ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ｕｓｅ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 ｍｏｎｔｈ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ｉｎｄｕｃ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ｄｙｓｂｉｏｓ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ａｉｍ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ＤＲ￣Ｔ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 ｔｏｔａｌ ｏｆ ７６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ｒｕｉｔｅｄ ａｔ ａ ｈｏｓｐｉ￣

５６



ｔａｌ ｉｎ Ｌｉｎｙｉꎬ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ｏｎ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ＤＲ￣ＴＢ 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ꎬ ｏｎ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ｆｒｏｍ ＭＤＲ￣ＴＢ ａｎｄ 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ｎａ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ａïｖｅ 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ｏ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ｔｃｈ ｔｈｅ ｓ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ＤＲ￣Ｔ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ꎬ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ｆｅｃａｌ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ｆｏｒ ｇｕｔ ｍｉ￣

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ａ ｌｏｓｓ ｏｆ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ＤＲ￣ＴＢ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ｉｋｉｎｇｌｙꎬ

３－８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ｐ ＝

０.００１) ａｎｄ ａ １６％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 ｐ ＝ ０.０１８)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ｆｔｙ￣ｅｉｇｈｔ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 ｗ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ＤＲ￣ＴＢ ｒｅｃｏｖ￣

ｅ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ｖｅｒｓｕｓ ｔｈｅ ｕｎｔ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ｏ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

ｎａｌ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 ｐａｉｎꎬ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ꎬ ｎａｕｓｅａꎬ ｆｌａｔｕ￣

ｌ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ｉｐ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Ｈｏｗ￣

ｅｖｅｒꎬ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ｏｗ￣ｄｅｎｓｉｔｙ 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ＬＤＬＣ) ( ｐ ＝ ０.０３４)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ｏｌｅｓｔｅｒｏｌ (ＴＣ) ( ｐ ＝ ０.０１７) .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ｓｅ ｌｉｐｉ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ｇｕｔ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ｔａｘａꎬ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ｈｙｌ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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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肠道菌群失调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ꎮ 耐多

药结核 (Ｍｕｌｔｉ￣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ＭＤＲ￣ＴＢ) 治疗采

用多种抗生素联用ꎬ 疗程通常在 ２０ 个月以上ꎮ 耐多药结核治

疗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ꎮ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 ＭＤＲ￣ＴＢ 治疗对人体肠道菌

群及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ꎮ

方法: 在临沂市某医院共招募 ７６ 名参与者ꎬ 研究包括四

组: ＭＤＲ￣ＴＢ 治疗组、 ＭＤＲ￣ＴＢ 康复组ꎬ 以及两个未经治疗的

结核病组作为对照组ꎮ 这两个对照组分别与 ＭＤＲ￣ＴＢ 治疗组

和 ＭＤＲ￣ＴＢ 康复组的性别、 年龄相匹配ꎮ 收集患者的粪便和

血液样本ꎬ 分析肠道菌群和代谢参数ꎮ

结果: 在 ＭＤＲ￣ＴＢ 治疗期间ꎬ 观察到患者的肠道菌群组

成发生显著改变且肠道菌群丰度显著下降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与未经治疗的对照组相比ꎬ 康复并已停止治疗 ３ ~ ８ 年后患者

的肠道菌群组成仍存在显著差异 ( ｐ ＝ ０.００１)ꎬ 且其丰度比对

照组降低 １６％ ( ｐ ＝ ０.０１８)ꎮ 与未治疗的对照组相比ꎬ ＭＤＲ￣

ＴＢ 康复组中 ５８ 个肠道菌属的相对丰度发生了显著变化ꎮ 尽管

ＭＤＲ￣ＴＢ 康复组中的肠道菌群发生了显著的改变ꎬ 但没有观察

到明显的胃肠道不良症状ꎬ 如腹痛、 腹泻、 恶心、 腹胀和便

秘ꎮ 但是 ＭＤＲ￣ＴＢ 康复组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ｐ ＝ ０.０３４)

和总胆固醇 (ｐ＝ ０.０１７) 水平均升高ꎬ 这可能提示其发生慢性

疾病的风险增加ꎮ 同时研究发现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

固醇的改变与某些肠道菌菌属的改变存在关联ꎬ 这些菌属包

括厚壁菌门 ( Ｆｉｒｍｉｃｕｔｅｓ)、 疣微菌门 (Ｖｅｒｒｕｃｏｍｉｃｒｏｂｉａ)ꎬ 安

德克氏菌属 (Ａｄｌｅｒｃｒｅｕｔｚｉａ)、 艾克曼菌属 (Ａｋｋｅｒｍａｎｓｉａ)、 丁

酸球菌属 (Ｂｕｔｙｒｉｃｉｃｏｃｃｕｓ)、 粪球菌属 (Ｃｏｐｒｏｃｏｃｃｕｓ)、 梭状

芽孢杆菌属 (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ｏｉｄｅｓ)、 真杆菌属 (Ｅｕ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Ｅｒｙｓ￣

ｉｐｅｌａｔｏｃｌｏ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属、 纺锤链杆菌属 (Ｆｕｓｉｃａｔｅｎｉｂａｃｔｅｒ)、 克雷

伯氏菌属 (Ｋｌｅｂｓｉｅｌｌａ)、 冷杆菌属 (Ｐｓｙｃｈｒｏｂａｃｔｅｒ)、 以及链球

菌属 (Ｓｔｒｅｐｔｏｃｏｃｃｕｓ)ꎮ

结论: 综上所述ꎬ ＭＤＲ￣ＴＢ 治疗引起了持久的肠道菌群失

调ꎬ 且肠道菌群的改变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总胆固醇的

升高存在关联ꎮ

关键词: 抗生素ꎻ 肠道菌群ꎻ 糖脂代谢ꎻ 耐多药结核病ꎻ

长期影响

(许　 磊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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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１７.５％] ) ｈａ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ｔ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ｏｔｈｅｒｓ ( Ａｆｒｉｃａ

[８.０％ ]ꎬ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７. ７％]ꎬ ａｎｄ Ｅｕｒｏｐｅ

[７.５％ ]ꎻ Ｐ < ０. ０００１) .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ｇｅꎬ ｉｎ ｍｅｎꎬ ａｎ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ｂｕｒｄ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ｗａ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ｄ ｌｏｗ

ｉｎｃｏｍｅｓ ａｎｄ ｌｏｗ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ｃ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Ｖ ｓｅｅｍ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ａ ｈｉｇｈ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ꎬ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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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ａｇｅꎬ ｓｅｘꎬ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ｃｕｒｂ ｔｈｅ ｂｕｒｄｅｎ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

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ꎻ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ꎻ ｒｅ￣

ｖｉｅｗꎻ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摘要

背景: 尽管糖尿病和血糖控制不佳显着地增加了患结核

病的风险ꎬ 并不利地影响结核病的治疗结果ꎬ 但在结核病背

景下的全球糖尿病负担仍然未知ꎮ

目的: 我们做了一个系统的审查和 ｍｅｔａ 分析ꎬ 以估计在

全球、 区域和国家各级肺结核患者的糖尿病患病率ꎮ

方法: 我 们 搜 索 了 ＰｕｂＭｅｄꎬ Ｅｘｃｅｒｐｔａ Ｍｅｄｉｃａ 数 据 库ꎬ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ｄｉｃｕｓꎬ 以确定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５ 日期间发表的关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糖尿

病患病率的研究ꎬ 这些研究没有语言限制ꎮ 肺结核和糖尿病

的诊断标准与世卫组织准则一致ꎬ 并评估了符合条件的研究

的方法学质量ꎬ 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荟萃分析获得了全球活动

性结核病患者合并糖尿病的总体估计值ꎮ 通过 Ｃｏｃｈｒａｎ Ｑ 统计

量的 χ２ 检验评估了异质性 ( Ｉ２)ꎮ

结果: 我们筛选了 ７５６５ 条记录ꎬ 其中 ２００ 项研究 (活动

性结核病 ２２９１５７１ 人) 纳入了荟萃分析ꎮ 合并糖尿病患病率

为 １５.３％ (９５％预测区间 ２.５－３６.１ꎻ Ｉ２: ９９.８％)ꎬ 从拉脱维亚

的 ０.１％到马绍尔群岛的 ４５.２％不等ꎮ 通过亚组和元回归分析确

定异质性来源表明ꎬ 四个国际糖尿病联合会 ( ＩＤＦ) 地区 (北

美和加勒比 [１９.７％]ꎬ 西太平洋 [１９.４％]ꎬ 东南亚 [１９.０％]ꎬ

中部东非和北非 [１７.５％] ) 的患病率估计值明显高于其他三

个 (非洲 [８.０％]ꎬ 南美和中美洲 [７.７％] 和欧洲 [７.５％]ꎻ

Ｐ<０.０００１)ꎮ 此外ꎬ 在男性以及结核病负担低的国家ꎬ 患病率

随年龄增长而增加ꎮ 在低收入和低人类发展指数得分的国家

中ꎬ 糖尿病的患病率降低了ꎮ 在活动性结核病患者中ꎬ 结核

病感染的形式和 ＨＩＶ 的存在似乎并不影响糖尿病的患病率ꎮ

结论: 这项研究表明ꎬ 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的糖尿病负担

很高ꎬ 但因年龄、 性别、 地区、 国家收入水平和发展程度不

同而存在差异ꎮ 降低活动性肺结核患者糖尿病负担的成本效

益策略是必要的ꎮ

关键词: 糖尿病ꎻ 活动性结核病ꎻ 患病率ꎻ 回顾ꎻ 元分析

(张烨冰　 摘译)

２００７－１７ 年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结核病流行
病学: 国家监测数据分析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ꎬ ２００７－１７: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Ｔｏｒｉ Ｌ Ｃｏｗｇｅｒ１ꎬ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 Ｗｏｒｔｈａｍ２ 　 Ｄｅｒｏｎ Ｃ Ｂｕｒｔｏｎ１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ＩＶ / ＡＩＤＳꎬ Ｖｉｒａｌ Ｈｅｐａｔｉｔｉｓꎬ ＳＴＤꎬ ａｎｄ ＴＢ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ＵＳ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ｔｌａｎｔａꎬ ＧＡꎬ ＵＳ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Ｔ Ｈ Ｃｈ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Ｂｏｓｔｏｎꎬ ＭＡꎬ ＵＳＡ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ｌｙꎬ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１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ａｎｄ ２３３０００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ｅａｔｈ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 Ｔｕｂｅｒｃｕ￣

ｌｏｓｉ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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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ｏｒｍ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ꎬ ａｎｄ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ｅ ｄｉ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ｔ ｇｌｏｂａｌꎬ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ꎬ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ｇｅｄ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５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ａｇｅｄ １５－１７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ｕｒ￣

ｉｎｇ ２００７ － １７ꎬ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Ｓ Ｃｅｎｓｕｓ Ｂｕｒｅａｕ.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１７ꎬ ６０７２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ａｓ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ꎻ ｏｆ ｔｈｅｓｅꎬ ５１７５ (８５％) ｏｆ ６０７２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５０ ＵＳ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ａｎｄ ８９７

(１５％) ｏｆ ６０７２ ｉｎ ＵＳ￣ａｆｆｉｌｉａ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ＵＳ ｓｔａｔｅｓꎬ ３５２０

(６８％) ｏｆ ５１７５ ｃａｓｅ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ＵＳ￣ｂｏｒ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ｉｎ￣

ｃｌｕｄｉｎｇ ２９７７ (７６％) ｏｆ ３８９６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５４３ (４２％) ｏｆ １２７９ ａｄ￣

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ｗａｓ

１.０ ｐｅｒ １００ ０００ ｐｅｒｓｏｎ￣ｙｅａ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１７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４７.８％

(９５％ＣＩ－５１.４ ｔｏ－４４.１)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ｉｓｐｒｏ￣

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ｔ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ａ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ｏｆ ａｌｌ ｎｏｎ￣ｗｈｉｔｅ ｒａｃｉａｌ ｏｒ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ＵＳ￣ａｆｆｉｌｉａ￣

ｔｅｄ ｉｓｌａｎｄｓꎬ ａｎｄ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ｂｏｒｎ ｉｎ 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ꎬ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Ａ ｉｓ 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ꎬ ｂｕｔ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ａｒｅ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ꎻ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ꎻ Ｅｐｉｄｅ￣

ｍｉｏｌｏｇｙ

摘要

背景: 在 ２０１８ 年期间ꎬ 全球 １５ 岁以下的儿童中约有 １００

万例结核病病例和 ２３３０００ 例与结核相关的死亡ꎮ 儿童和青少

年的结核病在临床和流行病学上存在差异ꎬ 给护理和预防带

来了挑战ꎮ 对儿童和青少年结核病流行病学的了解有助于治

疗和预防工作ꎬ 以及消除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差异ꎮ

目的: 我们试图描述美国患有结核病的儿童和青少年的

流行病学ꎬ 包括按父母出生国和美国领土及自由联系的州分

列的结核病发病率ꎬ 这些情况以前没有描述过ꎮ

方法: 我们分析了 ２００７－１７ 年期间向国家结核病监测系

统报告的 １５ 岁以下儿童和 １５－１７ 岁青少年的数据ꎬ 并使用美

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估计数计算了结核病发病率ꎮ

结果: 在 ２０１０ 至 ２０１７ 年间ꎬ 有 ６０７２ 例肺结核病例发

生在儿童和青少年中ꎬ 其中 ５１７５ 例 ( ８５％) 发生在美国

５０ 个州或哥伦比亚特区ꎬ ６０７２ 例中有 ８９７ 例 ( １５％) 发

生在美 国 附 属 岛 屿ꎮ 在 美 国 各 州ꎬ ５１７５ 例 中 有 ３５２０ 例

(６８％) 发生在美国出生的人群中ꎬ 包括 ３８９６ 名儿童中的

２９７７ 名 ( ７６％) 和 １２７９ 名 青 少 年 中 的 ５４３ 名 ( ４２％) ꎮ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儿童和青少年发病率为 １.０ / １０ 万人ꎬ 同期下

降 ４７.８％ (９５％ＣＩ－ ５１. ４ ~ ４４. １) ꎮ 我们观察到ꎬ 在所有非

白人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儿童和青少年中ꎬ 生活在美国附属

岛屿的人ꎬ 以及出生在结核病流行国家或与其父母一起出

生的儿童中ꎬ 结核病发病率过高ꎮ

讨论: 在对国家监测数据的审查中ꎬ 我们观察到所有

非白种人种族或族裔群体的儿童和青少年、 生活在美国附

属岛屿的儿童和青少年、 出生在结核病流行国家或其父母

来自于结核病流行国家的儿童和青少年中结核病发病率过

高ꎮ 此外ꎬ 我们观察到ꎬ 与美国各州相比ꎬ 美国附属岛屿

的儿童和青少年患结核病的死亡率高得不成比例ꎮ 这些广

泛和普遍的差距可能反映了结构性的不平等ꎬ 造成了不成

比例的接触、 感染和疾病的脆弱性以及不平等的迅速诊断

和治疗机会ꎮ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ꎬ 美国的结核病护理和

预防策略正在成功地降低儿童和青少年的总体结核病负

担ꎬ 但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可能的新方法来解决这些年龄组

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差异ꎮ 我们观察到儿童和青少年

的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存在普遍的种族或民族和地理差

异ꎮ 与非西班牙裔白人儿童和青少年相比ꎬ 每一个被调查

的种族或族裔群体的结核病发病率都显著增加ꎬ 这表明健

康的结构性和社会决定因素可能具有广泛的影响ꎬ 导致历

史上边缘化的儿童和青少年接触结核病、 感染或疾病进展

的风险增加ꎮ 尽管我们强调了结核病的差异可能会被种

族ꎬ 民族ꎬ 地理位置和出生地等影响ꎬ 但我们注意到这种

异质性可能归因于基本的社会ꎬ 政策和环境条件ꎮ 此外ꎬ

通过对各种健康结果的研究确定了有助于人口水平的其他因

素健康差距ꎬ 这些因素可能包括粮食安全和营养ꎬ 获得经济

和营养物质资源ꎬ 住宅隔离ꎬ 接触二手烟ꎬ 室内外空气质量ꎬ

持久历史创伤的影响 (例如奴隶制ꎬ 殖民ꎬ 流离失所)ꎬ 医疗

政策ꎬ 获取和基础设施ꎮ 所以除了努力预防和治疗高危儿童

和青少年中的结核病外ꎬ 还应努力阐明和改善风险增加的潜

在社会和结构驱动因素ꎮ

结论: 总体而言ꎬ 美国儿童和青少年中的结核病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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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ꎬ 而且稳步下降ꎬ 但仍需作出更多努力ꎬ 以消除发病率

和死亡率方面的差异ꎮ

关键词: 肺结核ꎻ 儿童ꎻ 青少年ꎻ 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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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ＭＴ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ＣＯＶＩＤ－１９ (３６.１１％)

ｔｈａｎ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２０％ꎻ ｐ ＝ ０.００４７) ａｎｄ ｖｉｒａｌ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１６.１３％ꎻ ｐ ＝ ０.０２４) . ＭＴ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ｍｏｎ ｔｈ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ｏｒｂｉｄｉｔｉｅｓ ( ３６. １１％ ｖｓ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２５％ꎻ ｈｙｐｅｒｔｅｎｓｉｏｎ:

２２. ２％ꎻ ｃｏｒｏｎａｒｙ 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８. ３３％ꎻ ＣＯＰＤ: ５. ５６％) . ＭＴＢ

ｃｏ￣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ｎ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 ( ｓｅｖｅｒｅ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７８％ ｖｓ

ｍｉｌｄ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ｃａｓｅｓ ２２％ꎻ ｐ ＝ ０.００４９)ꎬ ａｎｄ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ＭＴＢ＋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 ６.５±４.２ ｄａｙｓ ｖｓ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８.９±５.２ ｄａｙｓꎻ ｐ ＝ ０.０７３)ꎻ

ｆｒｏｍ ｓｙｍｐｔ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ｏ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ａｓ ｓｅｖｅｒｅ (ＭＴＢ＋ＳＡＲＳ－

ＣｏＶ－２: ３.４± ２. ０ ｄａｙｓ ｖｓ ＳＡＲＳ－ＣＯＶ－ ２: ７. ５± ０. ５ ｄａｙｓꎻ ｐ ＝

０.０７５)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ＭＴ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ꎬ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ｓｅｖｅｒｉｔｙꎬ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ＭＴＢ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ｒｏｕｔｉｎｅｌｙ ａｔ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ｌａｔｅｎｔ ＣＯＶＩＤ－１９ꎻ ｔｕｂｅｒ￣

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摘要

重要性: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起源于中国武汉的病毒性肺炎—

ＣＯＶＩＤ－１９ 相关的风险因素需要澄清ꎬ 以便医疗资源可以优先

用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严重并 发 症 的 高 危 人 群ꎮ 结 核 分 枝 杆 菌

(ＭＴＢ) 是导致全球约 ２５％人口发生潜在的结核病感染的病原

体ꎬ 其感染可能是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 感染和严重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肺

炎的危险因素ꎮ

目的: 确定潜伏性或活动性结核病是否增加了对 ＳＡＲＳ－

ＣＯＶ－１９ 感染和疾病严重程度的易感性ꎬ 并导致 ＣＯＶＩＤ－１９ 肺

炎的更快速发展ꎮ

设计: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在中国沈阳进行的一项观察性病例对

照研究ꎬ 研究对象为 ３６ 例确诊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例ꎮ 最终随访

日期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ꎮ 根据 ＣＯＶＩＤ－ １９ 肺炎严重程度

(轻度 / 中度、 重度 / 危重) 对病例进行分组ꎬ 并比较结核分枝

杆菌感染状况ꎮ 与沈阳胸科医院另一项细菌性 / 病毒性肺炎病

例对照研究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数据进行比较ꎮ

单位: 多中心研究ꎬ 涉及中国沈阳的三家初级保健医院ꎮ

参与者: ８６ 例疑似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例来自沈阳参与的初级

保健医院ꎮ 所有 ３６ 例 ＳＡＲＳ－ＣｏＶ－２＋ｖｅ 病例 (基于逆转录聚

合酶链反应) 均包括在内ꎮ 使用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的诊断

和治疗指南 (ｖ６) 评估疾病严重程度ꎮ 平均年龄为 ４７ 岁 (年

龄范围: ２５－７９ 岁)ꎬ 性别比例为 １ ∶ １ꎮ

暴露: 确诊的 ＣＯＶＩＤ－１９ 肺炎ꎮ 使用外周血进行干扰素－

γ 释放试验 ( ＩＧＲＡ) 以确定结核分枝杆菌感染ꎮ

主要结果和措施: 收集流行病学、 人口统计学、 临床、

放射学和实验室数据ꎮ 轻度 / 中度和重度 / 危重型 ＣＯＶＩＤ－１９

肺炎患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状况进行比较ꎮ

结果: ３６ 名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与武汉 / 湖北关联性为 ４２％ꎮ

轻 / 中度病例 ２７ 例 (７５％)ꎬ 严重 / 危急 ９ 例 (２５％)ꎮ 结核分

枝杆菌感染 １３ 例 (３６.１１％)ꎬ 包括 ９ 例重症 / 危重病例中的 ７

例ꎮ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率 (３６.１１％) 高于细

菌性肺炎 (２０％ꎻ ｐ ＝ ０.００４７) 和病毒性肺炎患者 (１６.１３％ꎻ

ｐ＝ ０.０２４)ꎮ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比其他并发症更常见 (糖尿病

２５％ꎬ 高血 压 ２２. ２％ꎬ 冠 心 病 ８. ３３％ꎬ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病

５.５６％)ꎮ 结核分枝杆菌合并感染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ꎬ 重度 /

危重病例 ７８％显著高于轻度 / 中度病例 (２２％ꎬ ｐ ＝ ０.００４９)ꎻ

与疾病进展率也密切相关ꎮ

结论和相关性: 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可能增加对 ＳＡＲＳ－

ＣｏＶ－２ 的易感性ꎬ 并增加 ＣＯＶＩＤ－１９ 的严重程度ꎬ 但这需要

在更大的研究中进行验证ꎮ 应在入院时定期检查 ＣＯＶＩＤ－１９

患者的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状况ꎮ

关键词: 活动性肺结核、 潜伏期肺结核ꎬ ＣＯＶＩＤ－１９ꎬ 易

感性

(侯美玲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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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Ｄ３ 补充剂对 ＨＩＶ 感染者预防肺结核和
死亡的功效: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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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Ｔ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ｄａｉｌｙ ２０００ ＩＵ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ｒ ａ 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ｗｅｅｋｌｙ 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ｎｏｎ￣ｓｔｕｄｙ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ｂｌｏｃｋｓ

ｏｆ ｔｅｎ ｔｈａｔ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ｓｔｕｄｙ ｃｌｉｎ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

ｃｅａｌ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ꎬ ｆｉｅｌｄ ｔｅａｍꎬ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ｏｒ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ｓｋｅｄ ｔ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１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ａｌｌ￣ｃａｕｓｅ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ꎻ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ｄｉａｇｎｏ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ｒ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ꎬ ｏｒ ｓｕｓｐｅｃ￣

ｔ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ａｔ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ｏ ｌａｔｅｒ ｈａｄ ｔｈａｔ ｄｉ￣

ａｇｎｏｓ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ꎬ ｗｅ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

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ｗ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ｒｅａ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ｂ ２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ａｎｄ Ｆｅｂ ２４ꎬ ２０１７ꎬ ６２５０

ａｄｕｌｔ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ｎｇ ＡＲＴ ｈａｄ ｓｅｒｕｍ 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ꎬ

４０００ ｏｆ ｗｈｏｍ ｗｅｒｅ ｅｎｒｏｌ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ｕｐ ｆｏｒ １ ｙｅａｒ

(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 ｏｆ ａｌ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 ｗ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ｄ 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７ꎬ ２０１８) .

２００１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ａｎｄ １９９９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 ４１５ ｄｅａｔｈｓ ｗｅｒｅ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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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ｒｄｅｄ: ２１１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２０４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ｒａｎｄｏｍ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ｎｔｓꎬ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ｈａｚ￣

ａｒｄ ｒａｔｉｏ [ＨＲ] １.０４ꎬ ９５％ＣＩ ０.８５－１.２５ꎻ ｐ ＝ ０.７３)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５０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１８１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ｓ (６４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１８２７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ꎻ ＨＲ ０.７８ꎬ ０.５４－１.１３ꎻ

ｐ＝ ０.１９) .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ｒｅｇｉｍｅｎ ｄｉｄ ｎｏ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ｈｙ￣

ｐｅｒｃａｌｃａｅｍｉａ ( ｔｈｒｅ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ｔｗｏ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ꎻ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１. ２５ꎬ ９５％ ＣＩ ０. ４３ － ３. ６６ꎻ

Ｆｉｓｈｅｒ’ｓ ｅｘａｃｔ ｐ＝ １.００) . １０１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９４ ｉ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ｇｒｏｕｐ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ｒａｔｅ

ｒａｔｉｏ １.０６ꎬ ９５％ＣＩ ０.８０－１.４１ꎻ ｐ＝ ０.６６) .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Ｖ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ｏｒ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３ꎻ ｐｕｌｍｏｎａｒｙ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ꎻ ＨＩＶꎻ

ＡＲＴꎻ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ꎻ ＲＣＴ

摘要

背景: 维生素 Ｄ 水平低与肺结核发病率和艾滋病毒感染

者死亡率增加有关ꎮ

目的: 评估补充维生素 Ｄ３ 对开始抗逆转录病毒治疗

(ＡＲＴ) 的成人的死亡率和肺结核发病率的影响ꎮ

方法: 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四个大型艾滋病毒护

理和治疗中心进行一项随机、 双盲、 安慰剂对照试验ꎮ 在开

始接受 ＡＲＴ 且血清 ２５￣羟基维生素 Ｄ 浓度小于 ３０ ｎｇ / ｍＬ 的艾滋

病成年患者中补充维生素 Ｄ３ꎮ 年龄小于 １８ 岁、 随机分组时怀

孕或参加其他临床试验的患者被排除在外ꎮ 患者随机按 １ ∶ １

的比例分配ꎬ 在接受 ＡＲＴ 治疗的第一个月里每周口服 ５００００

ＩＵ 维生素 Ｄ３ꎬ 之后每天服用 ２０００ ＩＵ 维生素 Ｄ３ꎬ 或者每周和

每天服用匹配的安慰剂方案ꎮ 随机列表由非研究组的统计学

家计算机生成ꎬ 序列块为 １０ꎬ 由研究诊所分层ꎮ 确保完全隐

藏分配ꎬ 并对患者ꎬ 现场团队和调查人员采用蒙面方法进行

小组分配ꎮ 试验随访时间为 １ 年ꎬ 主要疗效结果为死亡和发

生肺结核ꎮ 对全因死亡率进行意向治疗分析ꎻ 随机诊断为肺

结核或接受肺结核治疗的参与者ꎬ 或随机诊断为疑似肺结核

并随后确诊的参与者ꎬ 都被排除在肺结核发病率分析之外ꎮ

在意向治疗人群中评估安全性ꎮ

结果: 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之间ꎬ 有

６２５０ 名开始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的成年人进行了血清 ２５￣羟

基维生素 Ｄ 筛查ꎬ 其中 ４０００ 名患者参加了该试验ꎬ 并进行了

为期 １ 年的随访 (所有参与者的随访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７ 日完

成)ꎮ ２００１ 名患者被随机分配到维生素 Ｄ３ 补充剂组中ꎬ １９９９

名被分配到安慰剂组ꎮ 实验中记录了 ４１５ 例死亡ꎬ 维生素 Ｄ３

组 ２１１ 例和安慰剂组 ２０４ 例ꎮ 在所有随机分配的参与者中ꎬ

补充维生素 Ｄ３ 对总体死亡风险没有影响 (ＨＲ １.０４ꎬ ９５％ＣＩ

０.８５－１.２５ꎬ ｐ ＝ ０.７３)ꎮ 维生素 Ｄ３ (１８１２ 名患者发病者为 ５０

例) 和安慰剂组 (１８２７ 名患者发病者为 ６４ 例) 之间的肺结

核总发生率没有差异 (ＨＲ ０.７８ꎬ ０.５４－１.１３ꎬ ｐ ＝ ０.１９)ꎮ 维生

素 Ｄ３ 组不会增加高钙血症的发生风险 (ＨＲ １. ２５ꎬ ９５％ＣＩ

０.４３－３.６６ꎬ ｐ＝ １.００)ꎮ 维生素 Ｄ３ 组报道了 １０１ 例住院ꎬ 安慰

剂组报道了 ９４ 例 (ＲＲ １.０６ꎬ ９５％ＣＩ ０.８０－１.４１ꎬ ｐ＝ ０.６６)ꎮ

结论: 在建议将维生素 Ｄ３ 补充增加到 ＨＩＶ 预防和治疗计

划中以预防肺结核发生或死亡之前ꎬ 还需要进行其他研究ꎮ

关键词: 维生素 Ｄ３ꎻ 肺结核ꎻ 艾滋病ꎻ 抗逆转录病毒治

疗ꎻ 死亡ꎻ 随机双盲对照试验

(张烨冰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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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ｓ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ｕ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时间: ２０－２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２０

会议主题: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会议形式: 网络会议

ｈｔｔｐｓ: / / ｃｏｎｆ２０２０.ｔｈｅｕｎｉｏｎ.ｏｒｇ /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１２ｔｈ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时间: １７－２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会议主题: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ｌｌ

会议形式: 网络会议 ｈｔｔｐ: / / ａｐｃｃｎ２０２０.ｃｏｍ /

３ｒｄ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Ｎｕｔｒｉｇｅｎｏｍｉｃｓ Ｎｕｔｒｉｇｅｎｅｔｉｃｓ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时间: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

会议主题: 第 ３ 届亚太营养遗传学和营养基因组学会议

会议形式: 网络会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ｐｎｎｏ.ｃｏ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Ｃｌｉｎｉｃｓ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时间: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４－１５ꎬ ２０２１

地点: Ｂａｌｉꎬ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会议主题: Ｃｌｉｎｉｃｓ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ｓꎬ Ｔｈｅｒａｐｙꎬ ａｎｄ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Ｄｉｅｔ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时间: Ｊｕｎｅ ２８－２９ꎬ ２０２１

地点: Ｌｏｎｄｏｎꎬ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会议主题: Ｄｉｅｔ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ｕ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时间: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２－１３ꎬ ２０２１

地点: Ｖｅｎｉｃｅꎬ Ｉｔａｌｙ

会议主题: Ｌｕｎｇ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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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主编: 世界卫生组织

ＩＳＢＮ－１３: 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０６４１－０

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社

出版日期: ２０１３ 年

内容简介:

结核病是一种与贫困ꎬ 营养不良和免疫功能差有关的传

染性疾病ꎮ 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最高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估计有 ８６０ 万例新结核病 (１３％的人感染了艾滋病

毒)ꎮ 尽管全球结核病的发病率缓慢下降ꎬ 但结核病仍然是世

界上大多数地区的主要公共卫生威胁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不到 １５ 岁

的儿童估计有 ５０ 万例结核病病例和７４ ０００例 ＴＢ 死亡ꎮ 营养

不良既是结核病的重要危险因素ꎬ 又是结核病的普遍后果ꎮ

食品和营养保健的作用是成功促进健康和预防疾病所不可

或缺的ꎮ 营养不足是从结核病感染发展为活动性结核病的

危险因素ꎬ 诊断为活动性结核病时营养不良是死亡和结核

病复发风险增加的预测因子ꎮ 但是ꎬ 有关营养补充对结核

病患者中结核病预防和健康结局的影响的证据以前尚未得

到系统的审查ꎮ

该指南的目的是通过改善营养保健和支持ꎬ 帮助改善结

核病患者的健康状况ꎬ 为营养评估ꎬ 建议和治疗提供指导ꎬ

以将其纳入结核病患者的临床护理中ꎮ 关于营养保健和支持

的建议的整合可能包括扩大和加强营养保健基础设施ꎬ 协调

公共卫生服务以及投资于能力建设和对保健工作者的培训ꎬ

以使用基于证据的营养评估和咨询方法ꎮ

该指南介绍了针对结核病患者的营养保健和支持的五项

指导原则ꎮ 重点是营养评估ꎬ 咨询和管理ꎬ 以改善结核病患

者的临床护理ꎮ 这些应被视为为结核病患者提供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ꎬ 并可以根据各国的疾病负担和医疗基础设施 (包

括人力资源能力) 进行调整ꎮ

该指南的主要受众是为结核病患者提供护理的卫生工作

者ꎮ 但是ꎬ 该指南还面向广大受众ꎬ 包括决策者ꎬ 他们的专

家顾问以及管理国家和国家以下结核病计划以及提供结核病

服务的非政府机构的技术和计划人员ꎬ 以及参与扩大结核病

的政策制定者预防ꎬ 诊断和治疗ꎬ 包括坚持和完成治疗ꎮ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ｒｕｇ￣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主编: 世界卫生组织

ＩＳＢＮ－１３: 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４８８０－９

出版社: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社

出版日期: ２０１４ 年

内容简介:

２０１１ 年更新的 «耐药性结核病规划管理指南» 旨在作为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使用的工具ꎬ 以响应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

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多药耐药性结核病以及广泛使用药物的

决议ꎬ 耐药结核病ꎮ 在 ２０１４ 年出版了 «世卫组织耐药结核病

规划管理指南» 的配套手册ꎮ

«耐药性结核病规划管理指南» 制定了一个综合框架来管

理和治疗耐多药结核病 (ＭＤＲ￣ＴＢ) 和广泛的药物耐药结核

病 (ＸＤＲ￣ＴＢ)ꎮ 目的是为解决耐多药结核病控制中最热门的

问题ꎬ 需要指导ꎬ 并已通过适当的数据审查总结了最佳证据ꎮ

另一方面为制定国家指导方针和政策以扩大对耐多药结核病

的检测和治疗作为其国家计划的组成部分的国家提供参考ꎮ

«耐药性结核病规划管理指南» 的目标受众是从事结核病

治疗和控制的工作人员和医生ꎬ 实施耐药结核病规划管理的

合作伙伴以及为耐药结核病的护理提供技术和财务支持的组

织ꎮ 尽管这些建议主要用于资源有限的国家ꎬ 但它们也适用

于其他环境ꎮ

配套手册旨在成为国家结核病项目经理ꎬ 临床医生和护

士ꎬ 公共卫生决策者以及致力于预防ꎬ 护理ꎬ 诊断和治疗耐

药结核病的技术和实施合作伙伴使用的工具ꎮ 它提供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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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执行相关的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政策的实用信息ꎬ 并

在尚无 ＷＨＯ 政策时提供专家意见ꎮ 对耐药结核病的有效管

理需要负责与预防ꎬ 病例发现ꎬ 护理和治疗ꎬ 监视ꎬ 药物管

理以及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有关的活动的人员提

供意见ꎮ 在国家结核病规划的不同级别上对所有这些活动的

协调被称为 “耐药结核病规划管理” (ＰＭＤＴ)ꎬ 应在当地卫

生保健系统的法律和业务框架的背景下看待ꎮ 因此ꎬ 该手册

应被视为一项实施指南ꎬ 要求在不脱离世卫组织一般政策指

导的前提下ꎬ 在当地进行调整ꎮ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主编: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Ｈ. Ｇｒｏｓｓｅ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Ｅ. Ｃｈａｉｓｓｏｎ

电子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６２７３－４

平装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６２７１－０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３－３１９－２６２７３－４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１７

出版社: ＡＤＩＳ

内容简介:

结核病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是一种由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传

染病ꎬ 也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ꎬ 以肺结核最为常见ꎬ 是全

球十大死因之一ꎬ 也是 ＨＩＶ / ＡＩＤＳ 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ꎮ

据世界卫生组织年度报告显示ꎬ ２０１７ 年ꎬ 全球范围内约有

１０００ 万新发病例ꎬ 包括 ５８０ 万男性ꎬ ３２０ 万女性ꎬ １００ 万儿

童ꎮ ３０ 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的发病率为 １５０－４００ / １０ 万ꎬ 其

中ꎬ 中国约有 ８８.９ 万人新感染结核ꎮ 每年新发患者居高不

下ꎬ 使得结核病成为了一场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ꎬ 其传染性、

耐药性给个人、 家庭ꎬ 以及社会造成了较大的负担ꎮ

本书以临床为重点ꎬ 对结核病各方面知识作了完整概述ꎬ

并回顾了结核病的最新指南、 治疗方案、 临床试验及管理ꎮ

«结核病手册» 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结核病研究中心研究

人员撰写ꎬ 内容全面ꎬ 图表全彩ꎬ 可为专家学者、 医护人员

提供快速参考ꎮ 了解结核病并熟悉后续治疗ꎬ 可以预防耐多

药的发生发展ꎮ 对于如何治疗合并症患者ꎬ 本书也提供了最

新的医学指导和治疗方案的选择ꎬ 便于医生管理此类患者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本书可能更偏向于对结核病不太熟悉且工作

繁忙的临床医生、 医疗相关工作者如药剂师等ꎮ 对于有兴趣

进一步深入了解结核病的读者ꎬ 本书无疑是一个很好的起点ꎮ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主编: Ｄｅｂｂｉｅ Ｈｕｍｐｈｒｉｅｓ、 Ｍａｒｉｌｙｎ Ｓｃｏｔｔ、 Ｓｔｅｎ Ｈ. Ｖｅｒ￣

ｍｕｎｄ

电子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３－０３０－５６９１３－６

精装书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３－０３０－５６９１２－９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０７ / ９７８－３－０３０－５６９１３－６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２０２１

出版社: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

内容简介:

营养状况是抗感染的关键性因素之一ꎮ 营养缺乏与免疫

功能受损有关ꎮ 营养不良 (如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 微营养

素缺乏) 会抑制细胞介导免疫性并增加感染的易感性ꎬ 而感

染也会进一步加重患者的营养不良状况ꎬ 如体重下降ꎬ 瘦组

织丢失等ꎬ 从而进一步削弱免疫功能ꎬ 形成恶性循环ꎮ 因此ꎬ

有必要采取有效干预措施改善或避免营养不良ꎬ 增强抗感染

的能力ꎮ

本书重点关注营养与感染性疾病ꎬ 不仅强调了营养状况

在感染性疾病预后中的重要性ꎬ 还对营养在疾病易感性、 严

重程度、 治疗效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阐述ꎮ 全书共分为四

章ꎮ 第一章介绍了营养状况与感染性疾病相互作用的概念模

型ꎬ 以及营养和免疫功能的相关知识ꎮ 第二章概述了病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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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类别ꎮ 第三章针对五种感染性疾病 (腹泻和肠道疾病、

ＨＩＶ 和结核病、 虫媒病毒、 疟疾、 土源性寄生虫) 进行深入

研究ꎬ 并探讨了营养与感染之间的相互作用ꎮ 第四章则讨论

了一些交叉领域ꎬ 例如药物与营养间相互作用ꎬ 合并感染ꎬ

以及营养、 感染和气候变化ꎬ 并总结了相关临床和公共卫生

方法ꎬ 以提供一些关于营养与感染的解决方案ꎬ 具有重要参

考意义ꎮ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ｕｂｅｒｃｕｌｏ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９»

　 　 编者: 世界卫生组织

电子办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９－２４１－５６５７１－４

世卫组织参考号: ＷＨＯ/ ＣＤＳ / ＴＢ / ２０１９.１５

发表日期: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Ｃ ＢＹ￣ＮＣ￣ＳＡ ３.０ ＩＧＯ

内容简介:

结核病是一种传染病ꎬ 是导致健康损害的主要原因ꎬ 位

列全球十大死因之一ꎬ 同时也是单一传染病中的头号杀手

(排在艾滋病毒 /艾滋病之前)ꎮ 结核病的致病菌为结核分枝杆

菌ꎬ 可通过患者排菌在空气中进行传播ꎬ 例如通过咳嗽传播ꎮ

结核病的典型表现为肺结核ꎬ 但也可在其他部位表现为肺外

结核ꎮ 全球有大约 １ / ４ 的人口感染了结核分枝杆菌ꎬ 面临进

一步发展为结核病的风险ꎮ 经过及时诊断和疗程 ６ 个月的一

线抗结核治疗后ꎬ 绝大部分结核病患者可以痊愈进而减少结

核的进一步传播ꎮ 另外还可通过以下几种方法减少结核病年

发病人数 (以及因结核死亡人数): 降低与健康相关的结核病

危险因素 (例如吸烟、 糖尿病和艾滋病毒感染) 的流行ꎬ 为

潜伏结核感染者提供预防性治疗ꎬ 并开展多部门协作消除更

广泛的结核病感染和疾病的影响因素 (如贫困、 住房质量和

营养不良)ꎮ １９９７ 年至今ꎬ 世界卫生组织每年都会发布一次

全球结核病报告ꎮ 在全球承诺和战略背景下ꎬ 该报告的目的

是对结核病流行情况及全球、 区域和国家应对结核病流行的

进展情况进行最全面和最新的评估ꎮ 本次报告的撰写主要参

考了世卫组织年度收集的数据和其他多边机构维护的数据库ꎮ

２０１９ 年ꎬ ２０２ 个国家和领土报告了相关数据ꎬ 这些国家和领

土的结核病病例数量占世界总人口与估算结核病例数量的

９９％以上ꎮ

７７



« 营养新观察 » 刊物征订表

姓 　 　 名 :

联系电话 :

工作单位 :

工作职务 :

邮寄地址 :

工作内容 :

Ｅ￣ｍａｉｌ邮箱:

您更喜欢哪种方式来阅读我们的刊物ꎬ 请在□里打 √———

电子版刊物 □ꎻ 纸质版刊物 □

您可邮寄 /传真 /扫描并电子邮件回复我们: (方式可三选一)

———我们的联系方式:

<达能营养中心 >
邮编: １０００５０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２９ 号

电话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１３２９２１　 ０１０￣８３１３２６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ｎ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ａｎ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ｃｎ

联系人: 张国雄



征 稿 简 约

　 　 «营养健康新观察» 是由达能营养中心主办的营养学术

刊物ꎮ 为了增进学术交流、 提高本刊的学术水平、 为大家提

供一个更好的专业论坛ꎬ 本刊编委会热诚欢迎有关学者踊跃

投稿ꎮ

本刊欢迎下列文稿:

有关营养与健康研究方面的新理论、 新技术、 新成果和新

方法介绍ꎮ

有关饮食、 营养和健康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ꎬ 居民调查以

及营养干预计划等信息报道和经验介绍ꎮ

具有指导意义的述评、 专论、 文献综述及专题讨论等ꎮ

国内外学术交流信息、 出版物介绍等ꎮ

对来稿的要求:

有严谨的科学性ꎻ 数据可靠ꎬ 简明扼要ꎬ 文句通顺ꎻ 有理

论或实践意义ꎻ 尚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ꎮ

 “学术报告厅” 中的文稿以论文、 综述、 调查或宣传教育

活动报告为主ꎮ “达能焦点论坛” 中的文稿应当涉及目前营养

与健康领域中有争议的问题ꎬ 或应当引起人们注意的重要问

题ꎮ 每篇文稿以 ５０００ 字左右为宜ꎮ “最新情报站” 中的文稿

主要介绍国内外营养学领域最新研究动态ꎬ 要求用 １５００ 字以

内的篇幅简明扼要地介绍有关信息ꎮ

来稿请打字或用钢笔在 ４００ 字方格纸中誉写清楚(外文要求

打印)ꎮ 在文题下应注明作者姓名及工作单位ꎻ 在文稿首页下

端应写明作者通讯地址和邮政编码ꎮ

文中插图请用绘图软件ꎬ 微机描画ꎮ 计量单位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ꎬ 简体字以汉字简化方案所

列者为准ꎮ

参考文献只引用新近发表的主要有关文献ꎬ 并以正式出版

刊物为准ꎮ 文献书写格式请参照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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