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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与女性生殖相关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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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生素 D 为一种脂溶性的开环固醇类衍生物，

能够维持人体内钙磷代谢的平衡，参与到某些蛋白

质转录的调节过程中。人体自身的组织系统当中广

泛分布有维生素 D，使得其在生理方面具有广泛的

作用。目前认为，维生素 D 与人体的免疫功能、心血

管、代谢、妊娠和胎儿发育等密切相关。近年来，维生

素 D 对生殖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其与自然

流产、子痫前期及妊娠期糖尿病等一系列不良妊娠

结局密切相关。本文主要对维生素 D 在女性生殖领

域中的研究进展予以综合性的概述。
1 维生素 D 概述

维生素 D 缺乏的现象普遍存在，全世界缺乏维

生素 D 的人群甚至高达 10 亿[1]。国内关于维生素 D
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维生素 D 缺 乏

（<30ng/mL）的人群达到 86%，而在女性人群当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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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平相对更高，尤其在妊娠期更是一种普遍现象。
人体内维生素 D 很少一部分来自于食物，主要由皮

肤中存在的维生素 D 的前体在 受紫外线 （290~
315nm）照射后转变而来。食物中所包含的维生素 D
在胆汁的协助作用下，在小肠中形成一种乳糜类型

的微粒被吸收之后进入到血液，再和内源性的维生

素 D 一起经血浆中维生素 D 结合蛋白输送至肝脏

代谢，在肝脏的微粒 25-羟化酶的催化作用下氧化成

为 25-羟维生素 D[25-（OH）D]。随后再被转运到肾

脏，经 1-羟化酶的催化，进一步转化成 1α 和 25-二

羟基维生素 D3[25（OH）2D3]以及 24R 这三种物质。
其中的 25（OH）2D3 是维生素 D 代谢的一个最终产

物，它是一种具有生物活性的类固醇激素，通过和维

生素 D 受体（VDR）进行结合，从而发挥出其在生物

学方面的相关作用[2]。人体内的大部分器官及组织都

含有 VDR，其作用广泛，如调节内分泌、增强免疫、影
响细胞的增殖与分化等。研究发现，VDR 在女性的子

宫内膜、卵巢、胎盘及蜕膜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

达，并且在妊娠期间其自身的表达量在不断增加[3]。
2 维生素 D 与自然流产

自然性流产是妊娠早期的并发症之一，其发病

机制复杂，涉及多方面，常见原因包括胚胎染色体异

常、生殖道解剖异常、内分泌疾病、感染、免疫功能异

常等，但是目前仍有 50%的自然流产原因不明[4]。
2.1 维生素 D 与细胞因子 在妊娠期间，因为母体

内胎儿自身携带有 1/2 不同于母体的父系抗原，所以

可以将妊娠认为是一种半同种异体移植过程，而妊

娠能够最终达到成功主要依赖于母体中的免疫系统

对胎儿的识别及认同，并且形成一种免疫型耐受及

产生保护性免疫应答[5]。Th1 和 Th2 细胞因子之间的

平衡与自然流产之间的关联性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研究发现，维生素 D 是母胎免疫调节活动中的一个

潜在的免疫调节分子，它能够抑制 T 淋巴细胞的活

化和增生，影响细胞因子的表达。
目前认为，在妊娠期 Th1/Th2 的模式中，Th1 为

一种主型免疫可导致流产，而 Th2 也是一种主型免

疫可以维持孕妇最终成功妊娠。由于 Th1 细胞分泌

大量具有胚胎毒作用的因子，当 Th1/Th2 比值向 Th1
细胞方向偏移，免疫功能发生异常，对母体内胚胎早

期的发育产生阻碍作用，进而导致自然流产及病理

性妊娠。维生素 D3 及其类似物能够有效下调 Th1 细

胞因子，可以治疗 Th1 型细胞因子过度活动有关的

疾病 [6]。苏贞文等 [7]研究发现，自然流产患者维生素

D3 水平低于对照组，且与 Th1 因子呈正相关，促使

辅助性 T 细胞向 Th1 细胞偏移，导致免疫耐受无法

形成。魏真真等[8]发现，孕期补充维生素 D 可改善子

鼠维生素 D 水平，并纠正由于孕期维生素 D 缺乏引

起的 Th1/Th2 失衡。25（OH）2D3 可通过抑制树突状

细胞的转移，产生白介素（IL）-12 和 IL-23，促使 Th
细胞向 Th1 分化，从而减少 Th2 细胞的增殖，降低过

敏性疾病的发生。
2.2 维生素 D 与甲状腺抗体 自身免疫甲状腺疾

病（AITD）是女性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自身免疫疾病，

其发病机制主要为机体内甲状腺自身抗体导致免疫

功能紊乱。
根据临床研究报道，AITD 患者普遍存在维生素

D 缺乏现象，表明维生素 D 和甲状腺自身免疫之间

存在着一定的关联[9]。妊娠期间体内甲状腺自身免疫

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是一种成功的半同种类型移植

的过程，而且也是母体和胎儿之间发生免疫排斥现

象的平衡体制的具体表现，有赖于母体自身对体内

胚胎在半抗原方面所进行的免疫耐受。
人体自身免疫是导致生殖障碍的最主要因素。

国外的一项荟萃分析研究发现，甲状腺自身抗体阳

性的患者即使甲状腺激素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其自

然流产的风险仍然很高 [10]。贾新转等[11]研究表明，在

妊娠的早期及中期，甲状腺自身抗体阳性组中自然

流产患者血清 25-（OH）D 水平均低于未自然性流产

者。国外的研究人员则发现，桥本甲状腺炎（HT）患者

血清 25（OH）D 水平与抗-甲状腺过氧化物酶（TPO）

水平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经过 4 个月的维生素 D
（1200～4000IU/d）补充治疗后，血清抗-TPO 水平显著

下降[12]。
3 维生素 D 与多囊卵巢综合征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患者激素分泌异常，

导致过度肥胖，进而引起血压升高、血糖升高等严重

疾病 [13]，育龄期女性不孕的重要原因。胰岛素抵抗

（IR）和高胰岛素血症（HI）则是该疾病在临床方面的

主要特征之一，而 PCOS 当中大约有 67%～85%的患

者伴随维生素 D 缺乏现象[14]。
IR 是胰岛素针对靶器官进行作用时其自身敏感

性下降，也可以被理解为正常剂量的胰岛素作用后

所产生的效果比正常生物学效应水平低的一种病理

状态，即胰岛素所包含的敏感细胞对胰岛素介导的

葡萄糖摄取及利用产生的一种抵抗作用[15]。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人体内维生素 D 缺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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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都会增加罹患 IR 的风险[16]。相关研究表明，VDR
自身所具有的相关多态性和维生素 D 在人体内进行

的代谢作用之间有所关联，并且还有可能造成 PCOS
的易感性[17]。

高胰岛素能够通过多种不同途径促进女性卵巢

以及肾上腺分泌雄激素，使体内产生过高含量的雄

激素[18]，导致月经失调以及不孕不育等症状。国外研

究发现，PCOS 患者高胰岛素血症可能导致纤溶酶原

激活物抑制剂-1（PAI-1）浓度升高和纤溶指数降低，

从而诱发血管中绒毛血栓的形成，对胎盘的血供造

成一定的影响，并导致早期妊娠的丢失[19]。Chiu 等[20]

发现人体内 25（OH）D3 水平和胰岛素敏感性之间呈

正相关，与 β 细胞功能之间呈负相关。而 VDR 存在

于胰岛 β 细胞，VDR 是胰岛 β 细胞功能体现的关键

因素，其自身能够和染色质相关蛋白进行结合，从而

对位于胰岛素受体启动基因区域范围内的维生素反

映类型的元件进行适当地调控，以促进胰岛 β 细胞

的合成以及胰岛素的分泌。
4 维生素 D 与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高血压主要发生在妊娠的第二十周以后,
临床表现主要有水肿、蛋白尿和高血压等症状，可导

致孕妇体内胎儿生长发育限制，出现早产和胎盘过

早剥离等一系列的并发症 [21]。世界卫生组织（WHO）

指出，妊娠期间高血压疾病是造成母体和胎儿死亡

以及新生儿患病的一个原因，其中母体的死亡率达

到 10%～15%，胎儿以及新生儿死亡率甚至达到

25.7%[22]。
妊娠期高血压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

研究者们认为主要与钙离子跨膜转运及其代谢方面

密切相关。血清钙离子（Ca2+）和 25-（OH）D 等通过影

响血管内皮细胞的功能，减轻血管内皮细胞的炎症

性损伤，减少血压波动的发生。25-（OH）D 能调节体

内钙磷代谢，促进人体对钙的吸收和利用，血清 25-
（OH）D 水平降低与妊娠期高血压和子痫前期的发

生、发展有关[23]。在妊娠期维生素 D 缺乏的病例对照

研究中发现，血清 25-（OH）D 水平低于 50mmol/L 的

孕妇发生子痫前期的概率是对照组的 4 倍 [24]。Pala－
cios 等[25]研究发现，在妊娠早期，补充维生素 D 的孕

妇可以降低先兆子痫的发生风险。
5 中医对于维生素 D 与生殖关系的认识

中医认为，“肾藏精主生殖”，精气贮藏于肾，肾

气充沛是维持生殖功能的关键因素。《医学衷中参西

录》曰：“男女生育皆赖肾气作强，肾旺自能蒙胎也”，

由此可见肾的精气亦是构成胚胎生长发育的物质基

础。肾气盛，天葵至，是孕育子女的必要条件。肾中精

气化为血，孕后精血下聚胞宫以养胎，母体内的胚胎

以及胎儿才能正常发育。肾精气血盛旺，才能够具有

载胎和养胎的条件，即“胞脉由肾所系”。
肾虚与维生素 D 缺乏存在密切联系，维生素 D

对内分泌系统的影响与肾的藏象学说非常接近。谢
冬梅[26]等针对成都地区内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相

关的调查分析，发现人体内 25-（OH）D 水平伴随着

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肾为先天之

本，在生、长、壮、老、已的各个生命阶段，其生理状态

的不同，取决于肾中精气的盛衰。而衰老隶属于一种

自然性肾虚证[27]，由此可见，维生素 D 和肾虚证存在

密切关联。
肾虚是人体生殖系统内分泌功能紊乱的主要原

因 [28]。通过对日常食物摄取以及日照等因素进行干

扰，可以造成实验小鼠体内的维生素 D 缺乏并且导

致其自身肾精不足[29]。维生素 D 缺乏可以导致雌性

大鼠生育能力下降约 75%，性腺功能低下，进而表现

出肾精亏虚的症状[30]。由此可见，维生素 D 和“肾藏

精主生殖”之间有着密切关系。
6 小 结

维生素 D 伴随着女性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在

生殖系统中存在相关酶和受体的表达，通过多种途

径影响女性的生殖功能。目前关于维生素 D 影响女

性生殖功能的相关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维生

素 D 轴可能是针对“肾藏精主生殖”理论进行中医补

肾治疗的一个新靶点，为女性生殖疾病治疗提供新

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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