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实践

不确定事宜

成年人有必要补充维生素 D 预防疾病吗？
Uncertainties

Should adults take vitamin D supplements to prevent disease?
来源：BMJ 2016;355:i6201 doi: 10.1136/bmj.i6201

美 国 预 防 医 疗 项 目 工 作 组（The US

Preventive Services Task Force）建议健康的绝经
后妇女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剂预防骨折 1。尽管有

高质量的系统性综述说明此举无效，许多指南
依然继续推荐补充维生素 D（或者联合钙剂）预

防 跌 倒 或 骨 折 。 最 近 ，英 国 公 共 卫 生 组 织

（Public Health England）推荐人均维生素 D 摄取
量为每天 10 μg（400 IU）以保护骨骼和肌肉健

康 2，在一些西方国家，30%~50%以上的老年人

服用维生素补充品 3-4。近些年，对于没有骨软化

病高危因素的个体补充维生素治疗情况进行了
广泛的调查研究（框图 1），
但结论仍不确定。

你需要知道
•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单纯
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并不能改变肌肉骨骼
健康。

•维生素 D 对于非肌肉骨骼系统健康影响
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荟萃分析显示，结
果尚有不确定性：
－缺乏高质量证据表明补充维生素 D 有益
健康

－虽然不支持有限获益的证据仍不足，但
是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否定了观察性研究
得出的能够产生一定程度获益的结论

由于严重的维生素 D 缺乏导致骨软化病（框

图 1），因 此 ，我 们 有 理 由 关 注 是 否 小 幅 度 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降低与肌肉骨骼相关的跌倒

和骨折，或者诸如骨密度、肌肉功能或者甲状旁
腺激素水平等替代标志物有关。大量观察性研

－目前进行的临床试验还不足以得出明确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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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处方维生素 D 提高 25-羟维生素 D 水平是否

能够避免非骨骼肌肉相关的不良后果，现在可

究显示低水平的维生素 D 与这些结局相关。但

以查询到一些临床试验和荟萃分析的数据。

观察性研究的混杂因素较多，低水平的维生素 D

不确定性的证据是什么？

志，而非直接原因。

肌肉骨骼结局

译
校

北京协和医院
神经科

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些研究结果，因为

可能仅是健康状况不佳或者生活水平差的标

基于这些关联，下一步需要关注的是能否
通过补充维生素 D 提高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从而

达到预防或者治疗诸如跌掉和骨折的目的。尽
管有临床试验表明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可以降低
甲状旁腺激素水平，但还不清楚这是否能作为

临床有效的证据。因此，维生素 D 补充治疗的效

单一维生素 D 治疗
已经有 50 多个关于维生素 D 补充与跌倒或

者骨折关系的荟萃分析发表；一些认为有轻度
收益，其他的认为未获益。这些结果看起来相
互矛盾，但是可以用方法学的不同来解释上述

结果的差异。当把所有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纳

果只能从随机对照试验中艰难地得出结论。已

入研究时，统计分析遵循意向性治疗分析原则

经进行了大量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荟萃分析。

（而非符合方案数据集或者完成数据集），所有

观察性研究以及临床前期试验显示低水平维生

受试者均接受分析，发现维生素 D 补充或者升高

素 D 与一系列非骨骼系统的临床不良结局有关，
这些结局并非骨软化病的临床表现（框图 2）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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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羟维生素 D 水平并未改善肌肉骨骼系统的结

局 8-10。在关于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单一治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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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图 1

关于维生素 D 的事实

检索方法和临床试验注册登记备案

•维生素 D 是由皮肤暴露于太阳光中的紫外线 B 合成
的激素原。

•饮食来源有限，包括油性鱼类、鸡蛋黄、红肉、肝脏、
强化早餐谷物、
脂类涂抹物、
牛奶。

2 位作者各自独立地进行文献检索，以保证近些

年关于维生素 D 与骨折、跌倒、病死率、心血管病、卒

中 、癌症 、不良事件的相关文章被纳入系统性综述
中。所有纳入的文献均进行了全文阅读 12-18，我们重复

•维生素 D 是保证小肠充分吸收钙以维持正常血钙水

检索了 Medline、Pubmed、Embase 和 Cochrane 图书馆，

•最能反应维生素 D 水平的是血清 25⁃羟维生素 D。

试验的相关会议摘要、成年人维生素 D 相关的系统性

平所必需的。

•25⁃羟维生素 D 水平<25 nmol/L 定义为维生素 D 缺
乏。维生素 D 充足的范围有所不同，自≥50 nmol/L

并且手工检索了与之有关的参考文献、随机对照临床

综述。最近一次检索时间是 2015 年 12 月，所有已经
发表的关于维生素 D 补充治疗的随机对照试验均被纳

至≥80 nmol/L 不等。

入 在 内 。 我 们 也 检 索 了 ClinicalTrials.gov(https://

太阳，以及患有吸收不良综合征。

记注册网（www.isrctn.com/）、
澳大利亚新西兰临床试验

•有维生素 D 缺乏风险的人群包括足不出户、很少晒
•成年人维生素 D 缺乏易罹患骨软化症：

－这是一组骨质矿化缺陷、骨质脆性增加和近端肌病

clinicaltrials.gov/)、
国际标准随机对照试验（ISRCTN）登
注册网（ANZCTR）
（www.anzctr.org.au/）,以维生素 D 为
检索词查找已经完成的和正在进行的临床试验。

的症候群
－血清 25⁃羟维生素 D 水平≤15 nmol/L 时出现 5

－建议高危人群增加晒太阳时间，注意饮食，可以服
用低剂量维生素 D 补充治疗（400～800 IU/天）。
11

同时补充钙剂）的系统性综述中，骨密度无显著改变 ，预防
12

跌倒方面无显著疗效 ，骨折次数或者预防髋部骨折方面亦
无显著意义（表 1） 。但是一些个体临床试验报道却显示间
13

断大剂量的维生素 D 补充有增加跌倒（相对风险范围 1.15~

1.40）、骨折（相对风险范围 1.26~1.49）的发生风险，结果有

显著性意义。

框图 2 观察性研究发现的与低水平维生素 D
相关的疾病
癌症——乳腺癌、
结直肠癌
心血管病——心肌梗死、冠心病、充血性心力衰竭、高
血压、
静脉血栓栓塞
胃肠道疾病——炎症性肠病、
慢性胰腺炎
感染——传染病、
脓毒症、
丙型肝炎
代谢性疾病——1 型和 2 型糖尿病、
肥胖、
代谢综合征、
血脂异常

死亡——各种原因的死亡、
心原性死亡、
癌症死亡
肌肉骨骼病变——各种骨折、髋部骨折、跌倒、骨关节
炎、
类风湿关节炎、
肌肉强度、
体能
神经系统病变——多发性硬化、阿尔茨海默病、认知
功能障碍、
帕金森病、
心境障碍、
抑郁症
妊娠相关疾病——妊娠期糖尿病、
先兆子痫
呼吸系统疾病——呼吸道感染、结核、肺部感染、哮
喘、
支气管扩张症
其他——系统性红斑狼疮、不孕症、慢性疼痛、自闭
症、
听力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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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期的荟萃分析显示维生素 D 单一治疗对肌肉骨骼
系统的结局无显著影响
结果

试验数量 受试者数量

跌倒 12
全部骨折 13
髋骨骨折

13

相对风险（95%可信区间）

16

22 291

0.95 (0.89～1.02)

11

27 693

1.12 (0.98～1.29)

15

28 271

1.03 (0.96～1.11)

维生素 D 联合钙剂

骨折患者维生素D联合钙剂补充治疗与单一维生素 D治

疗结果稍有不同。纳入2个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结果显示，重

度维生素 D 缺乏（平均 25-羟维生素 D 基线水平 20 nmol/L）
的体弱、
生活需要护理的老年女性患者，
联合治疗可以预防髋
部骨折和非椎骨骨折，
但7项针对社区居住老年人的临床试验
则未发现上述功效 13。如果考虑维生素D联合钙剂治疗，
预防
骨折的获益应与轻度但常见的胃肠道不良反应、
严重但不常
见的肾结石，
以及心血管事件的不良反应相权衡 17。

非骨骼系统结局
潜在的非骨骼方面的结局见框图 2 所示。随机对照临

床试验的系统性综述显示维生素 D 补充对于非骨骼系统的
结局缺乏持续一致的结果（表 2）6-18。这个结论的依据弱于针
对肌肉骨骼系统结局的研究，
原因在于大多数随机对照临床
试验的设计源于评价替代治疗的效果，
大量已报道的临床结
果只是次要结果。我们清晰地知道这些研究结果否定了观
察性研究所提倡的维生素 D 补充治疗获益的结论。尽管一
些荟萃分析报道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对一些情况有益，
作者们

的观点还是认为并无确凿证据得出肯定结论（表 2）。

正在进行的研究能否提供相关证据？
我们检索了有可能影响临床决策的正在进行的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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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近期关于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对非骨骼系统结局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广泛的系统性综述和 Cochrane 综述
综述

结局

发现

描述

综合性大型系统性综述
•对疾病发生无预防作用
•全因病死率小幅度减低（相对风险范围
0.93~0.96）
•作者认为需要关于疾病减少的随机对照
试验，以检测低维生素 D 状态与疾病情
况之间是否存在炎症介导关系

Autier 20146

临 床 和 替 代 结 果（包 括 心 血 管 172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病、病死率、癌症发病率、血脂、
糖代谢、体能）

Bolland 201418

卒中、心肌梗死、癌症、骨折、病 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序列分析 •对社区居民降低骨骼或非骨骼系统的转
死率
归幅度不超过 15%

Theodoratou 20147

临床和替代结果

87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 •对健康的影响无持续一致的结果
分析

Bjelakovic 2014,(CD007469)

癌症

18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对癌症发病率无影响
•4 个临床试验显示降低癌症病死率[相对
风险 0.88(95%可信区间 0.78~0.98)],但是
作者评价证据质量为低级别

Bjelakovic 2014, (CD007470)

病死率

56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小幅度降低病死率［相对风险 0.97(95%
可信区间 0.94~0.99)］
•维生素 D3 的临床试验显示有获益[相对
风险 0.94(0.91~0.98)］,维生素 D2 无此功
效［相对风险 1.02(0.96~1.08)]
•作者强调存在失访偏倚、结果报告偏倚，
还有需要进一步进行安慰剂对照临床随
机试验

Ferguson 2014,(CD007298)

囊性纤维化

Straube 2015,(CD007771)

慢性疼痛

3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证据不充分，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

De-Regil 2016, (CD008873)

妊娠期和新生儿期效果

15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证据不充分，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

近期 Cochrane 综述

Martineau 2016,(CD011511)

哮喘

10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7 个临床随机对照试验
（2 个针对成年人）

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至少有 7 个以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对非

骨骼系统影响为主要研究结果的大规模（样本量 1 000 以

上）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正在进行。这些正在进行的临床

试验不大可能改变现有的系统性综述得出的结论，原因有
两个。首先，通过累积荟萃分析（试验序列分析）技术对现
有的关于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可以降低跌倒、骨折、心肌梗

死、卒中和癌症的发生率（10%~15%）临床试验的结果进行
可信度和可靠性分析，得出的结果否定了这一结论，新的临
床试验不大可能改变荟萃分析的结果 12,18。减低相对风险
幅度小于 10%对于个体的吸引力太小，因为他们从治疗中

的获益太小，很有可能并未从治疗中获益。其次，大多数现

有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的受试者基线 25-羟维生素 D 水平

在 25~50 nmol/L 之间。如果维生素 D 补充治疗并无益处，
那么普通人群中严重维生素 D 缺乏的患者也并不能受益。

现有的临床试验都没有针对基线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低于

25 nmol/L 的重度维生素 D 缺乏人群进行研究 5。

一些早期的临床试验报告高剂量的维生素D会增加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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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不充分，无法得出可信的结论，影响
不大
•每项临床试验均表明维生素 D 对主要及
次要临床结局无影响
•急性加重率的降低需使用糖皮质激素或
者住院治疗。没有主要和次要结局
•作者提醒需谨慎运用于临床实践中，因
为结果来源于小样本临床试验

或骨折风险 14-16。正在进行的给予高的日剂量或间歇式高剂量
治疗方案的大规模临床试验，
应该论证这种治疗是否有害。

面对这些不确定性我们应该如何做？
骨软化症是一种少见但严重的疾病，并且可以事先预
防。高风险患者（框图 1）应进行日晒和饮食的咨询，可以考

虑针对个体的低剂量维生素 D（400~800 IU/天）补充治疗。
此外，我们认为现有证据并不支持维生素 D 能够预防疾

病 。我 们 的 观 点 与 营 养 科 学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推 荐 英 国 人
25-羟维生素 D 水平不应低于 25 nmol/L 相一致 5。我们相信

可以通过为高风险个体或人群提供每天 400~800 IU 的低剂
量维生素 D，来切实可行地达到这一目标，当然测定 25-羟

维生素 D 水平并非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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