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黄醇是维生素A在血循环中的主要形式。为满足机体组织需求，

视黄醇按1:1的比例与其载体蛋白—视黄醇结合蛋白（RBP）由肝脏释放[1]。 

在血液中，该复合体与甲状腺素转运蛋白（transthyretin）结合[2]。该复

合体或其活性代谢产物可与位于靶细胞表面或细胞核的特异性受体结合，

进而调节机体的多项重要功能，如视觉、上皮组织完整性以及数百种基

因表达 [2]。只有当肝脏维生素A贮备处于严重耗竭（每克肝<0.07微摩尔） 

或极高（每克肝>1.05微摩尔）状态时，血清视黄醇的水平才可能反映维 

生素A的营养状况[1]。在这两个极端状态之间，血清视黄醇通过自我调节

保持稳态，因而，血清视黄醇并不总是与维生素A摄入量或维生素A缺乏

的临床体征相关。所以，血清视黄醇水平不适用于评估个体的维生素A

状况，且对干预措施也可能没有反应。然而，人群血清视黄醇数值的分

布以及血清视黄醇数值低于特定界值的患病率，可提供有关人群维生素 

A状况的重要信息，并可反映维生素A缺乏作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 

程度[3]，尤其是考虑到维生素A缺乏可能导致感染或炎症。最常见的是

测量幼儿的血清视黄醇，因为他们是维生素A缺乏的高危人群[3]。 

维生素A缺乏与儿童期常见的感染所致的发病和死亡有关，是全球

最主要的、也是可以预防的导致儿童期失明的病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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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和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信息系统

(VMNIS)的用户提供有关利用血清视黄醇评估人群

维生素A缺乏患病率的信息。本文件是目前世界卫

生组织有关该专题建议的汇编，并根据下文中列

举的3篇文献，总结了用于确定人群维生素A缺乏及

其严重程度的界值，同时也提供了界值制订的年表。 

本总结中所列的界值对于确定维生素A缺乏的

高危人群和需要接受干预的群体十分重要。评估血

清视黄醇既可用于监测维生素A缺乏的趋势，也可 

用于评估干预措施的影响。评估工作可用于衡量在

实现微量营养素缺乏控制国际目标方面的进展。 

  

技术咨询描述  

本文件汇总了当前世界卫生组织下述出版物的

建议： 

《维生素A缺乏和干眼病：世界卫生组织/美国

国际开发署联合会议报告》，在世界卫生组织/美国

国际开发署于1974年11月25-29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联合召开的关于维生素A缺乏和干眼病的会议之

后编写，于1976年发表[4]
。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需 

要优先开展的研究和维生素A规划。与会者就维生素 

A状况的评估提出了若干建议，并讨论了针对维生

素A缺乏的预防措施的可行性。会议还制订了干眼

病急诊病例治疗方案。 

2

《维生素A缺乏和干眼病的控制：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际开发署/海伦凯勒国际/

国际维生素A咨询组联合会议的报告》在1980年10

月13-17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召开的会议之后编 

写，发表于1982年 [5]。该会议审议了前述1974年

会议所确定的控制维生素A缺乏和干眼病措施所取

得的进展。 

《维生素A缺乏的评估指标及其在监测和评估

干预规划方面的应用》
[3 ]
发表于1996年，该文

件是1992年11月9-11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技术咨 

询会议后编写的。来自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维生素

A缺乏方面的专家参加了此次咨询会议。该会议的

咨询目的是：1）确定评估亚临床维生素A缺乏人群的 

指标和制订相应界值；2）确定何种指标(或哪些指标) 

对于明确构成严重公共卫生问题的人群维生素A缺

乏水平是有用的；3）讨论哪些人群年龄和/或性别

组最适合用不同指标来进行评估；4）探讨指标的特

点及如何用于不同监测目的。 

建议  

人群低血清视黄醇(0.70微摩尔/升或更低)患病 

率可以用于评估大多数年龄组中维生素A缺乏作为

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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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以6-71月龄儿童低血清视黄醇（0.70微摩尔/升或更低）的患病率来确定公共卫生问题及其严重性a 

 

1

在上述1996年文件公布之前，一直将6岁以下儿 童 

血清视黄醇为0.35微摩尔/升(含0.35微摩尔/升) 或更 

低的患病率达5%或以上，作为确定维生素A缺乏人群 

及确诊干眼病的界值
[4,5]
。血清视黄醇低于此界值与

肝内维生素A储备低和维生素A缺乏临床体征患病率

增加相关
[4]
。然而，1992年咨询会议成员认为，这一界 

值可能偏低，不足以鉴别那些维生素A状况欠佳、

可能处于有维生素A亚临床缺乏风险但仍未出现与维生

素A严重缺乏相关临床体征的个体[3]。进一步考虑到

有新的证据表明，在尚未出现维生素A缺乏临床体征 

的人群中的死亡率增高，参加咨询会议的专家将界

值提高至0.70微摩尔/升，并提出将其公共卫生意义

分类为如表1所示的轻度、中度和严重三个等级。 

咨询会议更明确地指出，维生素A缺乏作为一

个公共卫生问题，在达到至少以下两项指标之一，

就需要采取干预措施： 

1) 低血清视黄醇患病率在规定的指标范围内， 

且另一项维生素A的生物学指标（包括夜盲、母乳

视黄醇、相对剂量反应、改进的剂量反应或结膜印

迹细胞学）也提示存在普遍的维生素A缺乏; 和/或 

2) 低血清视黄醇的患病率提示存在普遍的维生素 

2

A缺乏，且至少还符合4项人口统计学和生态学风 

险因素，包括： 

• 婴儿死亡率高于75/1000名活产婴儿，且5岁

以下儿童死亡率高于100/1000名活产婴儿； 

• 12-23月龄儿童全程免疫接种覆盖率低于50%； 

• 6 月龄婴儿中母乳喂养率低于 50%； 

• 在1-6岁儿童中，75%儿童的膳食维生素A摄 

入量的中位数值低于推荐的维生素A摄入量 

安全值的 50%； 

• 腹泻两周的患病率达 20%或更高； 

• 麻疹的病死率达1%或更高； 

• 在15-44岁女性中，未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 

者占 50% 或更高； 

• 有安全水源的家庭占 50% 以下。 

血清视黄醇浓度可能不呈正态分布，尤其是

在维生素A缺乏的人群。理想情况下，应提供完整

的血清视黄醇分布状况，同时提供其集中趋势（均

数、中位数）的测量值以及用于描述其分布的上限

和下限的界值[3]。在妊娠后期出现的血液稀释现象，

可能改变对孕妇血清视黄醇数值的解释。临床和亚

临床感染也可使血清视黄醇浓度降低达25%之多， 

                                 公共卫生问题的严重程度b 

 
轻度 中度 严重 

低血清视黄醇水平(0.70微摩尔/升或更低) 
患病率 

        2-9 %         10-19 %             ≥20% 

 a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3。 
b
这些界值不适用于6月龄以下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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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确定在某一特定人群中维生素A缺乏构成公共卫

生问题意义的界值。第三份文件是1996年公布的  

《维生素A缺乏的评估指标及其在监测和评估干预规 

划方面的应用》[3]。该文献把血清视黄醇的界值提高 

到0.70微摩尔/升，并修改了分类体系，即根据在6-71月 

龄儿童中血清视黄醇等于或低于0.70微摩尔/升的患

病率来确定某一人群是否存在轻度、中度或严重维

生素A缺乏公共卫生问题。 

 

更新计划 

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总部营养促进健康和

发展司微量营养处具体负责审核和更新本文件；如

需要，将在2013年1月按照新通过的《世界卫生组织

指 南制定手册》的程序进行更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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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掌握相关人群的感染负担对准确解释血清视黄

醇分布非常关键[7]。此外，其它微量营养素缺乏也可

降低血清视黄醇[3]。视黄醇结合蛋白的合成特别需要

锌[6]。因此，锌缺乏可降低血循环中的视黄醇水平，

导致功能性维生素A缺乏，即便其肝储备尚属充足。

严重营养不良及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儿童，其视黄 

醇结合蛋白的生成速度均较慢，血清视黄醇浓度也

较低[2]。富含维生素A食物供应的季节性变化也可导

致一些人群的血清视黄醇分布出现小幅波动，使不

同人群或同一人群内在一年内的不同时间血清视黄

醇的分布比较复杂[3]。 

血清视黄醇可以用静脉血或者新鲜的毛细血管

血样测量。血样应避光低温保存，并在采集后12小

时内离心
[3]
。可以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荧光或

紫外线分光光度法测量血清视黄醇。虽然HPLC价格

不菲，但因其敏感性与特异性较高，仍为首选方

法。血清视黄醇也可用干的血斑标本来测定[1]。 

 

关于总结 

本总结所包含的信息主要引自3份世卫组织出

版物。第一份文件是1976年公布的《维生素A缺乏

和干眼病：世界卫生组织/美国国际开发署联合会议报

告》。首次提出了指示血清视黄醇浓度低(10-20微克

/100 毫升，0.35~0.70微摩尔/升) 和缺乏(<10微克/100

毫升， <0.35微摩尔/升) 的界值。这些数值最初是由

美国国防营养部际委员会于1963年提出来的。第二

份文件是1982年公布的《维生素A缺乏和干眼病的

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美国国际开

发署/海伦凯勒国际/国际维生素A咨询组联合会议

的报告》[5]。该文件提出在6月龄至6岁儿童中以血清

视黄醇浓度低于0.35微摩尔/升者的患病率不高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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