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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已呈现为全球性问 

题。当今已将肥胖与艾滋病、癌症并称为 21世纪 

威胁人类健康的三大疾病。而其中肥胖症则是人类 

健康的最大威胁。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肥胖是由于遗 

传、过食、运动不足、代谢异常、内分泌异常、脑 

疾患等因素引起。但是这些均不能完满地解释肥胖 

的成因。为此，美国科学家 Dhurandhar等提出了一 

种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肥胖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 

并已研究发现了第 1株可引起动物肥胖的人腺病毒 

血清 36型 (adenouirus Ad-36)，这是迄今所发现的 

第 1株与肥胖有关的人腺病毒【2】。证据表明，该病 

毒感染在动物肥胖发病中起着重要作用【2 。是否 

能导致人类肥胖尚不得而知。但是，有关肥胖的病毒 

发现使肥胖成因的研究有了新的思考，为人类进一 

步了解肥胖问题的根源，以及肥胖的防治开辟了新 

的领域，展现出新的希望。至于病毒导致动物肥胖 

的具体机理以及人类肥胖是否与病毒感染有关至 

今尚不明确，有待深入研究。 

1 肥胖的诊断标准 

肥胖通常是指生物机体脂肪细胞数目增多或 

体积增大，使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20％以上的病理 

状态【6J。通常用体重指数BMI来衡量，WHO(1998) 

对肥胖的诊断标准为BMI>t25kg／m2 J。不同国家、 

不同研究人员对肥胖的定义及其评定标准有所不 

同。这可能是由于种族差异、地区差异或测量方法 

不同等因素引起的。 

2 肥胖的危害 

肥胖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肥胖的发病率 

高、合并症多、危害大、死亡率高。有学者提出至 

少有 26种疾病与肥胖有关【s1。大量流行病学调查表 

明，肥胖是高血脂、高血压和高血糖的诱因【9】。据 

报道人的体重每超过理想体重 5磅，寿命则缩短 1 

年 J。随着体重超过理想体重，各种原因的早死危 

险性增加。一项对中青年女护士的前瞻性调查显 

示，受试者 115000人，随访 14-16年，结果表明： 

BMI(19者死亡率最低，BMI介于 l9．24．9死亡率 

增 加 了 20％，BMI为 27．28．9 死 亡 率 增 加 了 

60％，．BMI>29者死亡率增加了 100％。对不同年龄、 

性别受试者研究也显示相似的结果。对 842例严重 

肥胖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其体重降低 10％，血压、 

甘油三脂、高密度脂蛋白和胰岛素都明显改善。从 

儿童到成人，肥胖的发生都与其他的代谢紊乱或致 

命性疾病如冠心病、肿瘤、糖尿病等相关【l例．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强度的降低及生活 

方式的改变，肥胖的发病率不断攀升。1998年美国 

有 22．5％的成人为临床肥胖者(BMI>30)，在过去的 

16年中成人肥胖发病增加了 32．5％，而儿童则增长 

了40％[111。依据 WH O对肥胖的诊断标准，全球有 

3亿以上人口属于肥胖。美国医学研究机构统计， 

每年直接和间接用于治疗肥胖的医疗花费超过 700 

亿美元 。 

3 肥胖的病因 

肥胖症的发生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单纯性肥 

胖，也叫 “外源性肥胖”或 “过食性肥胖”，是由 

于过食和消化吸收能力强，运动不足，环境因子及 

其它与遗传因子有关的多种因子引起的。占肥胖患 

者的94％以上。二是继发性肥胖，也叫 “内源性肥 

胖”或 “病理性肥胖”，是由于代谢异常，内分泌 

异常，先天性异常，药物副作用，视丘脑下部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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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异常等因素引起。然而饮食中脂肪含量过高、体 

力运动过少、遗传、代谢问题等仍不能解释所有的 

肥胖问题。因为有部分肥胖者其进食量并不多，活 

动量也不少，但体重和体脂量并不下降，而且患肥 

胖症的地区差异显著，萨摩亚群岛等国的成年人中 

有一半以上为过度肥胖。在美国，约有 9千万人肥 

胖。自1980年至 1990年，肥胖率增长了 30％，占 

美国总人口数的 33％以上I1 。如此迅猛的发展速 

度，使肥胖专家们对以往的肥胖病因及发病机制提 

出质疑。认为可能存在某种尚不为人知的肥胖病 

因。并提出肥胖可能与病毒感染有关。 

4 病毒可能导致肥胖的实验研究 

肥胖专家 Dhurandhar等做了多组动物实验和 

人体实验研究。1988年研究发现一种病毒性流行病 

可导致鸡群死亡，且死鸡体内存在大量的脂肪。将 

鸡群致死的鸡腺病毒 SMAM一1分离出来，注入健康 

鸡体内，6周后，接受该病毒注射的鸡体重仅比未 

受感染该病毒的对照组平均体重增加 7％，但其体 

内脂肪含量却是未感染者的2倍多，且血清胆固醇 

和甘油三脂含量较低Il 。在对 52例肥胖病人 

SMAM一1抗体检测中发现，其中有 10人该抗体呈 

阳性，且这些人的体重及 BMI均明显高于抗体阴性 

组 (P<0．02，P<0．001)。但胆固醇含量却较抗体阴性 

组低 15％，血甘油三脂低 60％。与在鸡体内发现的 

异常情况相同Il训。此后，Dhurandhar等换用人腺病 

毒 Ad一36进行研究，将 Ad-36注入鸡体内，3周后， 

2／3接种过该病毒的鸡腹部脂肪比无此感染者多， 

且胆固醇异常地低。尔后，将 Ad一36用于小鼠，作 

用结果相同。在狨猴实验中发现，3只感染了这种 

病毒的狨猴 6个月后，其体重是未感染该病毒的猴 

子的 3倍 (42．8--+6．5gm VS 14．4±5．9 gm) 。1999 

年从威斯康星、佛罗里达及纽约的313名过度肥胖 

者及 92名体瘦者中收集血标本。结果体瘦者中只 

在 4人中找到 Ad一36抗体，而肥胖者中有 100人即 

32％的人体内可找到这种抗体，且胆固醇水平显示 

异常地低H．1 。最近，在对 86对同卵双胞胎的抗体 

检测中发现，其中有 26对双胞胎中一人有 Ad一36 

抗体，而另一人没有，前者体重明显较重。BMI平 

均高 1．5kg／m 。这表明他们的肥胖并不是因为遗传 

引起的㈣。 

人体中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难以获得，因为在 

人体中直接注射这种可能导致人类肥胖的病毒显 

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道德的。故设法弄清病毒导 

致动物肥胖的机理则显得尤其重要。 

5 病毒导致动物肥胖的可能机制 

将 Ad一36注射于实验体内，结果所有被注射 

Ad-36的鼠、鸡都变得肥胖，但饮食并不比未感染 

者多。这表明该病毒是减少能量的消耗，而不是增 

加食欲。感染 Ad一36的鼠比未感染者平均增重7％， 

但脂肪量却是他们的 2倍多 ．4J。动物实验分析表 

明Ad-36可使脂肪细胞的数量增加，储脂能力增强。 

将 Ad一36加入小鼠的未成熟脂肪细胞培养基 

内，结果受感染的细胞发育成完全成熟的脂肪细胞 

为非感染者的 3倍，Ad一36脂肪细胞内的甘油三脂 

(27．1±13．6mg／d1)多于正常脂肪细胞 (8．6±4．3 

mg／d1)。此外还发现 Ad一36感染的动物体内有更多 

的脂肪细胞 J。这表明该病毒本身可刺激脂肪细胞 

数 目增多，使储脂能力增强，这意味着更有可能增 

加体重。 

除 SMAM一1和 Ad一36导致动物肥胖外，研究 

证实其他5种动物病毒包括犬瘟热病毒和博纳病病 

毒通过损伤大脑控制食欲的部位而导致动物肥胖， 

而人腺病毒 Ad-36则不同。通过对下丘脑及大脑的 

组织病理检查发现被人腺病毒Ad一36感染的鸡和小 

鼠脑组织并未受损伤⋯。病毒导致肥胖的具体机理 

尚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究。 

有关该病毒的思考与展望 

若能弄清病毒降低胆固醇的机制，就能采用与 

病毒作用极为相似的药物来治疗高胆固醇症。 

如果研究最终能证明Ad一36是导致肥胖的主要 

原因，那么，具有 Ad一36抗体的过度肥胖者便可能 

对抗肥胖药物有较好的疗效。也许他们不是因为遗 

传而是不幸感染了这种病毒而肥胖的，因此其过度 

肥胖则易于逆转。有实验发现，在 154名男性肥胖 

者中，Ad-36抗体阳性者减轻的体重比抗体阴性者 

多 (17．8％ VS 11．1％)[18]0如果能确证人类肥胖与 

病毒感染有关，那么，抗病毒药物或一种疫苗便可 

完全预防这种疾病。目前能有效抗 Ad一36的药物正 

在研制。 

大多数腺病毒具有高度传染性，而 Ad一36明 

显容易在动物问蔓延，实验发现健康鸡仅与携带 

Ad一36的鸡同一鸡舍 12h即可在其血内测出病毒 

DNA，以这种方式感染该病毒的鸡随之肥胖，结果 

如同直接接种了 Ad一36。且实验表明健康鸡在接受 

感染Ad一36的鸡输血后，体内脂肪增加非常明显Il 。 

因实验发现32％的肥胖者都带有Ad-36，Dhurandhar 

建议政府从供血者中筛选该病毒。实验证明即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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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储存的人血中，该病毒依然具有传染性。 

到 目前为止还不能确证病毒是导致人类肥胖 

的病因，所以必要的饮食控制和合理的运动减肥依 

然是必须的、也是最佳的体重控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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