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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制品对代谢综合征预防作用的研究进展
贾宏信，苏米亚，陈文亮，齐晓彦，揭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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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乳制品的膳食摄入量与代谢综合征发生率存在负相关性，一种或多种乳制品成分可能直接影响代谢综合征

的某种特征性指标，特别是乳制品中的钙、镁等矿物质、乳清蛋白、生物活性肽和共轭亚油酸等被证明有助于代谢

综合征特征性指标的改善。本文就乳制品对代谢综合征的预防作用及相关机制进行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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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known that there i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dietary intake of dairy products and the incidence of 

metabolic syndrome (MS). One or multiple dairy ingredients together can directly affect some characteristic indexes of MS. 

In particular, minerals such as calcium and magnesium, whey protein, bioactive peptide and conjugated linoleic acid in dairy 

products have been proved to be helpful to improve the characteristic indexes of MS. In this paper, the preventive effect of 

dairy products on M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are summar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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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综合征是一组以肥胖、高血糖、血脂异常及高血

压等聚集发病、严重影响人类健康的临床综合征。依据中

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2004年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考察

对象具有代谢综合征4 个主要特征（肥胖、高血糖、高血

压和血脂异常）的3 项或更多者应诊断为代谢综合征[1]。 

荟萃分析显示，2014—2017年我国居民代谢综合征患病

率为21.90%（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18.20%～25.70%），东部地区患病率为23.60%，中部

地区为22.40%、西部地区为19.30%，其中，男性患病

率为21.30%，女性患病率为21.00%[2]。目前，代谢综合

征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研究认为，腹型肥胖、慢性

炎症、胰岛素抵抗及其相互作用在代谢综合征发病中发

挥重要作用 [3-4]。随着代谢综合征人群的增多，越来越

多研究者开始关注饮食对于代谢综合征的缓解及治疗作

用，乳制品作为一种营养全面、方便食用的产品，也逐

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乳制品的摄入有利于血糖[5-6]、血 

压[7-8]、血脂[9-10]及体质量[11-12]的控制，有利于代谢综合征风

险因子的降低，但是相关理论及机制尚不明确。本文就乳

制品对代谢综合征的预防作用展开讨论，以便更深入了解

乳制品在预防代谢综合征中所起的作用及相关预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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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乳制品与代谢综合征

1.1 代谢综合征

代谢综合征是一组以肥胖、高血糖（血糖调节

受损或糖尿病）、高血压及血脂异常（高甘油三酯

（triglyceride，TG）血症和（或）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血症）集结

发病的临床征候群，特点是机体代谢上相互关联的危险

因素在同一个体的组合[13]。代谢综合征的主要特征之一

是胰岛素抵抗，并且研究证实，胰岛素抵抗是代谢综合

征疾病发展的中心环节，这是由于胰岛素抵抗常与高血

压、肥胖、高胰岛素血症、血脂异常增高等相关联[14]。 

胰岛素抵抗起到中心环节作用的可能原因如下：胰岛素

抵抗会通过导致脂肪细胞释放过多的游离脂肪酸进入血

液，使胆固醇、TG、极低密度脂蛋白（very low density 

l ipoprotein，VLDL）和低密度脂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水平增高[14-15]；胰岛素抵抗会导致

肝糖原的产生及输出增多，同时也通过降低胰岛素受体

底物-1相关的磷脂酰基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  

kinase，PI3K）活性，使糖原的合成及储备减少，造

成空腹血糖升高，餐后血糖也升高，胰岛素抵抗也会导

致β细胞功能损伤，最终导致糖尿病的发生[14]；胰岛素

抵抗会破坏PI3K通路，减少内皮细胞释放NO，减弱血

管舒张，最终造成高血压[16]。我国代谢综合征诊断标准

为具备以下3 项或更多项：中心型肥胖和（或）腹型肥

胖：男性腰围≥90 cm，女性腰围≥85 cm；高血糖：空

腹血糖≥6.10 mmol/L（110 mg/dL）或糖负荷后2 h血糖≥ 

7.80 mmol/L（140 mg/dL）及（或）已确诊为糖尿病并治

疗者；高血压：血压≥130/85 mmHg及（或）已确诊为

高血压并治疗者；空腹TG≥1.7 mmol/L（150 mg/dL）； 

空腹HDL-C＜1.0 mmol/L（40 mg/dL）[13]。

1.2 乳制品与代谢综合征预防

牛乳及其制品与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的荟萃分析显

示，膳食摄入乳制品的人群相比于不摄入乳制品的人群患

代谢综合征的危险性减少21%（风险比（risk ratio，RR） 

为0.79，95% CI 0.70～0.90）[17]。我国一项针对广州市

居民乳制品摄入与代谢综合征关系的横断面研究显示，

乳制品摄入与代谢综合征及其危险因素之间存在负相

关性，在校正年龄、膳食因素后，乳制品摄入与腰围

呈负相关（P for trend=0.035），与空腹血糖呈负相关

（P for trend=0.027），另外，乳制品摄入与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P for trend=0.053）、收缩压 

（P for trend=0.056）、TG（P for trend=0.065）的负相关

性具有临界统计学意义[18]。流行病学研究和临床干预数

据表明，一种或多种乳制品成分可能直接影响代谢综合

征的某种特征性指标，例如：钙可以通过调节血浆VD的

含量来降低细胞内钙（intracellular calcium，[Ca2＋]i） 

含量，进而减弱对脂肪合成相关基因和脂肪分解相关

基因的影响；牛乳中的肽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抑制

有关，因此与血压降低有关；支链氨基酸可增加餐后

胰岛素分泌，调节血糖水平，而亮氨酸是牛乳中含量

丰富的氨基酸，可通过调节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mTOR）而导致血糖

下降等[11]。

2 乳制品与代谢综合征特征性指标的关系

2.1 乳制品与血糖异常

牛乳及其制品被证明有助于预防胰岛素抵抗和2型糖

尿病（type 2 diabetes，T2D），而胰岛素抵抗是代谢综

合征疾病发展的中心环节。我国糖尿病患者约占全球糖

尿病患者的20%，我国成人中糖尿病患病率已达11.6%，

并有50.1%的成人处于糖尿病前期，而60 岁以上人群

有80.8%罹患糖尿病或处于糖尿病前期[19]。荟萃分析显

示，牛乳高摄入量人群比低摄入量人群患糖尿病的风险

下降8%（RR=0.92，95% CI 0.86～0.97）[6]。对西班牙

3 454 名非糖尿病患者的一项前瞻性随访研究（4.1 年）

显示，乳制品总消费量与 T 2 D 患病风险呈负相关

（RR=0.68，95% CI 0.47～0.98，P for trend=0.040）[20]。 

针对我国的一项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乳制品摄入量与居

民血糖水平、BMI、腰围等指标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每

日摄入1 份以上乳制品的居民，其糖尿病患病RR降低

35%[21]。另外，不同乳制品降低糖尿病风险的有效剂量

不尽相同，如低脂牛乳每天需摄入200 g才能显著降低糖

尿病风险，而干酪每天仅需摄入30 g，酸乳每天仅需摄

入50 g[22]。

牛乳及其制品预防胰岛素抵抗和T2D的机制尚不清

楚，但数据显示，潜在机制可能与乳制品血糖负荷较

低、富含钙（胰岛素第二信使）、镁（葡萄糖代谢酶辅

助因子）以及含有相当数量的乳清蛋白有关[21,23]。牛乳

是一种低血糖指数（glycemic index，GI）和低血糖负荷

（glycemic load，GL）食品，GI约为27，每250 mL牛乳

GL约为3[24]，而其制品多数也是低GI食品，如脱脂牛乳

GI为32.0，低脂乳粉GI为11.9，老年乳粉GI为40.8，酸乳

（加糖）GI为48.0，即使是牛乳中能引起血糖升高的主

要物质乳糖，其GI也仅为46.0[24-25]。上述数据说明，牛

乳及其制品适合高血糖人群食用。结合最新的荟萃分析

结果，糖尿病人群进行低GI/低GL饮食可以降低糖化血

红蛋白（hemoglobin A1c，HbA1c）、空腹血糖（fasting 

blood glucose，FBG）和餐后2 h血糖水平[26]。牛乳富含

的钙（100 mg/100 g）和镁（10 mg/100 g）被证明有利于

预防胰岛素抵抗，钙是胰岛素介导细胞内反应的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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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2＋] i浓度的减少会影响胰岛素信号转导，进而降低

葡萄糖转运蛋白的作用，导致胰岛素抵抗 [27]，而镁是

胰岛素分泌的辅助因子，镁缺乏会导致胰岛素分泌障

碍，使胰岛素敏感性降低，最终也会导致胰岛素抵抗的 

发生[28]。乳清蛋白约占牛乳蛋白的20%，乳清蛋白富含

必需氨基酸及支链氨基酸，被证明具有促进胰岛素分

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的作用[29]，同时支链氨基酸（特

别是亮氨酸）也被证明具有促进肝脏合成葡萄糖，进而

调整血糖稳态以及通过mTOR通路调节胰岛素信号通路的

作用[11]。乳清蛋白富含α-乳白蛋白，而α-乳白蛋白富含半

胱氨酸，半胱氨酸是合成谷胱甘肽（glutathione，GSH）

所必需的氨基酸，GSH可以缓解糖尿病引发的氧化应激

及预防肝胰岛素敏感性物质的功能受损，进而有助于预

防胰岛素抵抗[30]。临床数据表明，乳清蛋白不但可以显

著降低健康人群摄入富含碳水化合物导致的餐后血糖升

高，且乳清蛋白摄入量越高，餐后血糖降低越明显[31]，

同时，糖尿病人高GI饮食时摄入乳清蛋白也同样可以显

著提高胰岛素水平，降低餐后2 h血糖曲线下面积[32]，这

些数据表明，乳清蛋白具有稳定餐后血糖水平的作用。

牛乳及其制品预防胰岛素抵抗和T2D的另一机制可

能是酪蛋白、乳清蛋白酶解后能产生相对丰富的活性

肽，酪蛋白、乳清蛋白具有较快的消化和吸收速率，

且干酪、酸乳等发酵产品含有独特的益生菌及发酵产

物[33]。临床证实，乳清分离蛋白水解物（whey protein 

isolate hydrolysate，WPH）比乳清分离蛋白（whey 

protein isolate，WPI）本身更有助于糖尿病人的血糖控

制，WPH的餐前摄入量（0.2 g/kg体质量）仅为WPI的
一半时就可达到与WPI一样的效果（显著促进胰岛素分

泌，并降低餐后血糖水平）[34]；同时，临床证实，强化

VD的原味酸乳比未强化VD的酸乳能更有效降低糖尿病

人的FBG、HbA1c、胰岛素抵抗指数、腰围和BMI[5]；但

也有数据显示，VD强化酸乳有助于控制糖尿病人血糖的

作用存在群体差异性（男性糖尿病患者有效，而女性患

者无效）[35]。总之，牛乳及其制品对于糖尿病人来说是

有益的，但是相关机制还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来证实。

2.2 乳制品与高血压

牛乳及其制品的膳食摄入有助于降低高血压的发生

率，高血压是中风、冠心病、心力衰竭和终末期肾脏疾

病的主要危险因素。我国成人高血压发病率为29.6%，其

中男性发病率为31.2%，高于女性28.0%的发病率[36]。前

瞻队列研究显示，我国乳制品摄入量与居民舒张压、收

缩压等指标均呈现显著负相关性[21]。而一项中国人群膳

食营养素与高血压相关性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动物

蛋白、乳源钙、VA、VC的膳食摄入量与高血压呈现负

相关性[37]。乳制品与高血压的相关性研究（荟萃分析）

显示，膳食摄入乳制品可以降低13%的血压升高风险，

且低脂乳制品和高脂乳制品对比发现，仅低脂乳制品

表现为显著降低高血压患病风险（降低16%血压升高风

险），进一步的分类分析显示，液态乳（牛乳和酸乳）

的摄入可以降低8%血压升高风险，而干酪未显示具有降

低血压升高风险的作用[38]。同时，临床表明，低脂/全脂

乳制品（牛乳、酸乳）[39]，亦或是钙和VD强化低脂乳制

品[40]对于降低血压都没有明显的积极作用。

牛乳及其制品有助于血压控制的机制虽然尚不清

楚，但是潜在的机制可能与其富含钙、镁、钾及乳蛋白

酶解产物有关。临床研究证明，脱脂乳粉和钙强化乳粉

有利于降低人的舒张压和收缩压，并可显著降低站姿收

缩压；强化钾、钙的脱脂乳粉不但能显著降低人的站姿

收缩压，还可以显著降低人的坐姿收缩压和8 h动态收

缩压和舒张压[7]，说明乳制品中的钙和钾在降血压作用

中非常重要。另外，随机交叉干预研究发现，原发性高

血压患者膳食摄入乳制品提高了钙的摄入量而降低了体

内1,25-二羟基VD（1,25-二羟基VD水平的降低可以减

少平滑肌[Ca2＋]i含量，进而降低平滑肌细胞的收缩及血

管阻力）的水平，提高了镁的摄入量而增加了红细胞内

镁（镁能够抑制平滑肌收缩，具有血管舒张作用）的水

平，最终使舒张压和收缩压减少约2 mmHg [8]。再者，

牛乳蛋白经胃肠道、细菌或植物蛋白酶消化后可释放多

种活性肽，其中许多肽能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和内皮

素的释放，如来自酪蛋白的酪激肽和来自乳清蛋白的乳

激肽可以通过竞争抑制机制抑制血管紧张素转换酶的活

性，抑制没有活性的血管紧张素Ⅰ转换为血管紧张素

Ⅱ，减轻血管平滑肌的收缩，舒张血管，降低血压[41]。

总之，乳制品有利于血压健康的具体机制还不清楚，但

是潜在机制与乳制品中富含钙、钾、镁及乳蛋白酶解物

存在巨大的相关性。

2.3 乳制品与血脂异常

血脂异常是以血浆中总胆固醇、TG和LDL-C水平

升高以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HDL-C）水平降低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种血

脂代谢紊乱。2012年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血脂

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0%，且多数人表现为低HDL-C血
症（患病率33.9%）、高TG血症（患病率13.1%）[42]。另

外，血脂异常也是公认的引起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高

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11,15,43]。

牛乳中脂质含量为3 %～6 %，其中T G含量9 8 %

左右，且主要的脂肪酸为棕榈酸（22%～35%）、油

酸（20%～30%）、硬脂酸（9%～14%）和肉豆蔻酸

（8%～14%）[44]。多年来，人们一直担心乳脂中饱和脂

肪和TG的摄入与血脂异常存在一定相关性，因此饮食建

议仅限于无脂和低脂乳制品。早期临床实验证实，低脂

牛乳有利于人的血脂健康，如Buonopane等[45]研究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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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脂牛乳可以显著降低高血清胆固醇人群（≥1.9 g/L）的

血清胆固醇（约降低6.6%）和血清TG（约降低11.8%） 

水平。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非低脂乳制品

（全脂、高脂乳制品）的膳食摄入不会增加人患血脂异

常的风险，相反有些研究反而证实这些乳制品有助于人

的血脂健康[9]，如Engel等[10]比较分析全脂牛乳（脂肪含

量3.5%）和脱脂牛乳（脂肪含量0.1%）对健康受试者空

腹血清血脂、胰岛素和血浆葡萄糖含量的影响，结果表

明，健康受试者每天摄入500 mL全脂牛乳或脱脂牛乳，

其空腹血脂、葡萄糖或胰岛素水平无显著差异，但是相

比于每天摄入脱脂牛乳，每天摄入全脂牛乳可以显著提

高受试者的HDL-C水平。

有关乳制品与心血管代谢风险的综述显示，目前还

无充分证据证明摄入乳制品会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升高

胆固醇、LDL-C和TG水平，相反研究证明，乳制品的

摄入对于人体血脂健康的影响是正向的[9]。究其原因，

这可能与乳制品富含钙有关，乳制品中的钙可以与饱和

脂肪形成不溶性的皂钙排出体外，或与胆汁结合阻断肠

肝循环，而通过上调LDL受体来触发胆固醇循环[11]。另

外，乳制品中的磷脂、鞘磷脂、共轭亚油酸以及发酵类乳

制品中的乳酸菌及代谢产物等也被证明有助于人的血脂健

康[11,43]。总之，乳制品有利于人血脂健康的具体机制尚不

清楚，但是已有数据可以确定乳制品的摄入对于人的血脂

健康是无害或者是有益的，且这种有利于人血脂健康的作

用与乳制品中的钙、磷脂及发酵产物相关。

2.4 乳制品与肥胖

牛乳及其制品有助于体质量控制及预防肥胖。一

项针对瑞典不同地区40～60 岁男性（农民和非农民）

的前瞻性队列研究显示，高乳脂摄入量与较低的中枢

性肥胖风险相关，低乳脂摄入量与更高的中枢性肥胖

风险相关，该研究将腰臀比≥1定义为中心性肥胖，在

12 年的随访调查期间共发现197 名男性（15%）出现中

心性肥胖，且相比于中等乳脂摄入量人群，低乳脂摄入

量人群（无黄油、低脂牛乳、奶油摄入）发展为中心

性肥胖的风险较高（优势比（odds ratio，OR）=1.53，
95% CI 1.05～2.24），而高乳脂摄入量人群（每日摄入

黄油、高脂牛乳、搅打奶油或1 周摄入多次）发展为中心

性肥胖的风险较低（OR=0.52，95% CI 0.33～0.83）[46]。 

而针对我国居民的流行病学研究也显示，每日摄入

1 份以上乳制品（牛乳、酸乳、乳粉、干酪、奶油等）

的居民相比于无乳制品摄入的居民腰围和B M I变化

的绝对差值分别为－0.93 cm（－1.79～－0.07，P for 
trend=0.045）和－0.30 kg/m2（－0.54～－0.05，P for 
t rend=0.001），说明牛乳及其制品有助于体质量控

制，预防向心性肥胖[21]。

乳制品降低中心性肥胖的相关机制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已有数据显示，可能与乳制品中富含钙及含有共轭

亚油酸有关[11,47]。乳制品中的钙降低中心性肥胖的机制与

钙的膳食摄入增加可以降低脂肪细胞[Ca2＋]i含量有关。

[Ca2＋]i是激活脂肪酸合成酶基因转录的第二信使，同时

[Ca2＋]i还可以通过激活磷酸二酯酶来抑制脂解，因此乳

制品中的钙不但可以减少脂肪的合成而且可以直接刺激

脂肪分解，减少体内脂肪堆积[11-12]，另外，乳制品中的

钙还可以与饱和脂肪形成不溶性的皂钙，或与胆汁结合

排出体外，减少脂肪吸收[11,47]。共轭亚油酸（conjugated 

linoleic aci，CLA）预防肥胖的机制主要是能够降低脂肪

合成（抑制脂肪酸合成酶、脂蛋白脂酶等脂肪合成相关

酶的活性及其基因表达）及加快脂肪氧化分解，CLA是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eroxisome proliferator-

activated receptor，PPAR）的配位体和催化剂，可激活

PPARα系统，提高脂肪组织及肌肉中的肉毒碱棕榈酰

基转移酶活性，加快线粒体中的脂肪酸β-氧化[48]。但是

CLA在全脂牛乳中的含量仅为0.000 7～0.022 7 g/100 g，
目前的研究数据还不能完全支持乳制品中天然含有的

CLA能够独立起到降低肥胖发生的作用[47]。因此，乳制

品中起到预防中心性肥胖作用的具体成分还需要更多研

究来支持，但是将乳制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的已有数

据显示，其具有一定的预防中心性肥胖作用。

3 结 语

乳制品有助于代谢综合征发病率的降低，有助于

代谢综合征特征指标（腹型肥胖、高血糖或糖尿病、血

脂异常及血压异常）的改善。但是不同种类乳制品对不

同的代谢综合征特征指标的作用效果不尽相同，总的来

说，低脂乳制品、酸乳被更多地证明有助于代谢综合征

的预防，而且作用机制被更多地证明与其富含钙、钾等

矿物质、乳清蛋白、乳蛋白水解产物（功能肽）及磷脂

等有关。不过，乳制品预防代谢综合征的具体机制还不

能完全确定，这可能与乳制品营养组分复杂、各组分之

间存在相互作用有关。因此，未来需要开展更多针对乳

制品降低代谢综合征发病风险的研究，更多关注特定乳

制品（牛乳、酸乳、干酪、奶油等）改善代谢综合征4 个

特征指标作用机制的研究，以便于全面了解或评估特定

乳制品对于代谢综合征的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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