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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患儿血清 25（OH）D、叶酸水平及临床意义

柳清梅

【摘要】目的　探讨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患儿血清 25 羟维生素 D［25（OH）D］、叶酸水平及

其临床意义。方法　纳入 2018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我院 200 例 ASD 患儿，设为 ASD 组，并按病情

分为轻中度（132 例）与重度组（68 例），选择年龄、性别配对的同期入院体检的 200 例正常儿童为

对照组，比较他们的血清 25（OH）D、叶酸及叶酸代谢产物叶酸受体自身抗体（FRAA）以及 5－甲

基四氢叶酸（5-MTHF）水平。结果　ASD 组血清 25（OH）D、叶酸、5-MTHF 水平显著低于对照组，

FRAA 水平、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显著高于对照组（P< 0.05）；重度组血清 25（OH）D、叶

酸、5-MTHF 水平显著低于轻中度组，FRAA 水平、CARS 评分显著高于轻中度组（P< 0.05）；血清 25

（OH）D、叶酸、5-MTHF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负相关，FRAA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正相关（P< 0.05）。

结论　ASD 的发病与病情进展可能与 25（OH）D、叶酸缺乏以及代谢紊乱有关，可据此开展靶向营

养或药物干预进行 ASD 的辅助治疗或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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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vels of serum 25（OH）D，folic acid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LIU Qingmei. Clinical Laboratory of Luoy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Hospital，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level of serum 25-hydroxyvitamin D ［25（OH）D］，folate levels and their 

clinical significance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Methods　A total of 200 children with ASD in 

our hospital from February 2018 to Februar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ASD group，who were divided into light moder-

ate group（n=132）and severe group（n=68）according to the condition.200 normal children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Serum 25（OH）D，folate and folate metabolite fo-

late receptor autoantibodies（FRAA）and 5-methyltetrahydrofolate（5-MTHF）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The levels of serum 25（OH）D，folic acid and 5-MTHF in the ASD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FRAA levels and Child Autism Rating Scale（CARS）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P<0.05）. The levels of serum 25（OH）D，folic acid and 5-MTHF in the severe group were sig-

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moderate group，and the FRAA levels and CARS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mild-moderate group（P<0.05）. Serum 25（OH）D，folic acid and 5-MTHF level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RS scores，and FRAA level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ARS scores（P<0.05）. Conclusion
　The onset and progression of ASD may be related to 25（OH）D，folic acid deficiency，and metabolic disorders，

which can be used to carry out targeted nutrition or drug intervention for adjuvant treatment or prevention of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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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起病于幼儿时期的广

泛性发育障碍，国内 ASD 发病率为 0.2‰～1.3‰［1］。

目前 ASD 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报道称可能与神

经元细胞受损影响神经元核 DNA 修复有关，而机

体血清 25 羟维生素 D［25（OH）D］、叶酸水平及代

谢可能与该机制密切关联，但目前关于 25（OH）D、

叶酸水平尤其是叶酸代谢情况与 ASD 关系的报道还

较少［2］。因此，本研究纳入 200 例 ASD 患儿以及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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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正常儿童，探讨血清 25（OH）D、叶酸水平及其

临床意义。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纳入 2018 年 2 月～2020 年 2 月我院 200 例 ASD

患儿，设为 ASD 组，并按病情分为轻中度（132）

与重度组（68），选择年龄、性别配对的同期入院体

检的 200 例正常儿童为对照组。ASD 组男性 148 例，

女性 52 例；年龄 5～10 岁，平均（7.12±1.82）岁；

对照组男性 150 例，女性 50 例；年龄 5～10 岁，平

均（7.20±1.77）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纳入与排除标准

（1）纳入标准：ASD 患儿均由两名副高职称以上

医师经孤独症诊断访谈量表修订版（ADI-R）［3］、孤独

症诊断观察量表（ADOS）［4］评估后确诊；对照组为年

龄、性别配对的同期入院体检的 200 例正常儿童；年

龄 5～12 岁；患儿家属知情同意；（2）排除标准：合

并癫痫、颅脑损伤等影响神经功能、注意力等疾病；

年龄＞ 12 岁或＜ 5 岁；合并其他严重内科疾病。

1.3　方法

儿童孤独症评定量表（CARS）［5］评估孤独症严重

程度，包括情绪反应、模仿、肢体动作等 15 项，每

项评分 1-4 分，得分越高病情越严重，30-36 分为轻

中度、37 -60 分为重度。所有患儿均采取空腹肘静

脉血，分离血清 8ml 并分为 4 份，保存于－20℃冰

箱统一检测。血清 25（OH）D 水平采用高效液相色

谱 - 串联质谱分析法检测；血清叶酸采用化学发光法

检测；血清叶酸代谢产物叶酸受体自身抗体（FRAA）

以及 5－甲基四氢叶酸（5-MTHF）水平采用酶联免

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0 软件，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计量资料采用 “x±s”表示并进行 t 检验，相关性进

行 Pearson 相关分析，P<0.05 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ASD 患儿与正常儿童 CARS 评分、血清 25

（OH）D、叶酸水平及代谢比较

ASD 组血清 25（OH）D、叶酸、5-MTHF 水平

显著低于对照组，FRAA 水平、CARS 评分显著高于

对照组（P<0.05），见表 1。

2.2　不同严重程度 ASD 患儿 CARS 评分、血清

25（OH）D、叶酸水平及代谢比较

重度组血清 25（OH）D、叶酸、5-MTHF 水平

显著低于轻中度组，FRAA 水平、CARS 评分显著高

于轻中度组（P<0.05），见表 2。

表1　ASD患儿与正常儿童CARS评分、血清25（OH）D、叶酸水平及代谢比较（x±s）

组别 n 25（OH）D（nmol/L） 叶酸（nmol/L） 5-MTHF（ng/ml） FRAA（pg /ml） CARS评分

ASD组 200 63.11±6.82 17.56±3.02 4.66±0.82 439.12±65.35 38.11±7.43

对照组 200 90.27±7.24 23.49±3.20 5.30±1.05 389.81±58.04 8.23±2.01

t 38.617 19.060 6.794 7.979 54.90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表2　不同严重程度ASD患儿CARS评分、血清25（OH）D、叶酸水平及代谢比较（x±s）

组别 n 25（OH）D（nmol/L） 叶酸（nmol/L） 5-MTHF（ng/ml） FRAA（pg /ml） CARS评分

重度组 132 56.17±6.02 16.11±2.87 4.26±0.68 463.13±65.22 46.12±7.56

轻中度组 68 68.33±7.12 20.17±3.13 4.90±1.02 421.33±53.04 34.11±3.23

t 18.444 13.521 6.794 7.383 20.660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3　血清 25（OH）D、叶酸水平及代谢与 CARS

评分的相关性

血清 25（OH）D、叶酸、5-MTHF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负相关，FRAA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正相关

（P<0.05），见表 3。

表3　血清25（OH）D、叶酸水平及代谢与CARS评分的相关性

相关性 25（OH）D 叶酸 5-MTHF FRAA

r －0.354 －0.451 0.411 0.371

P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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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ASD 已成为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生存质量的重

大公共卫生问题［6］。ASD 发病机制至今尚未完全明

确，一般认为与遗传代谢障碍、神经元细胞损伤等

有关。叶酸是人体必需但不能自身合成的 B 族维生

素，参与氨基酸代谢、核苷酸合成、蛋白质与 DNA

甲基化，对组织生长、神经细胞分裂具有重要作用。

维生素 D 缺乏在生命早期可能影响轴突连接、神

经元分化等，影响脑组织的结构与功能［7］。体内 25
（OH）D、叶酸缺乏可能与 ASD 的发生、发展有重

要联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ASD 组血清 25（OH）D 水平

显著低于对照组，且血清 25（OH）D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负相关，说明 ASD 患儿血清 25（OH）D 水

平越低，与其病情程度越严重。维生素 D 是人类重

要的营养元素，除了食物摄入外，还能通过紫外线

照射皮肤后自身合成，已知维生素 D 缺乏与多种

疾病有关。报道称，血清 25（OH）D 水平增加能够

抑制神经组织氧化应激损伤，增加神经生长因子活

性，进而加快神经元细胞修复损伤以及分化成熟。

另外 25（OH）D 能抑制炎症反应，抑制白细胞介素

8（IL8）激活引起的组织细胞损伤，从而保护脑组织

以及神经细胞功能。同时有动物试验证实，SD 大鼠

25（OH）D 水平下降，会降低诱导神经元细胞分化

能力，难以依维持神经突触功能与结构完整，对神

经电冲动传递产生影响［8］。

本研究结果显示血清叶酸、5-MTHF 水平显

著低于轻中度组，FRAA 水平显著高于轻中度组，

（P<0.05），叶酸、5-MTHF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负

相关，FRAA 水平与 CARS 评分呈正相关，（P<0.05），

说明叶酸水平低以及代谢紊乱与 ASD 的发生及发展

具有一定关联。叶酸能够参与到核苷酸代谢过程，

体内叶酸水平对神经元 DNA 损伤的修复具有密切联

系。 有研究表明，叶酸还具有加快神经细胞氨基酸

代谢的作用，对一碳单位传递起到稳定作用，进而

对脑组织发育起调节效应［9］。目前国内关于叶酸代

谢与 ASD 关系的研究较少，国外报道显示，其代谢

产物 FRAA、5-MTHF 对血脑屏障叶酸受体 α具有竞

争性结合作用，FRAA 水平上升导致 5-MTHF 通过

血脑屏障路径受阻，难以进入脑脊液，进而造成脑

脊液同型半胱氨酸（Hcy）水平上升。Hcy 水平上升

除了直接的神经毒性外，还对 DNA 甲基转移酶活性

具有抑制作用，使甲基供体 S- 腺苷甲硫氨酸水平降

低，造成多种神经发育有关的病理现象，可能参与

ASD 的发病［10］。

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由于随访时间较短，未

就 25（OH）D、叶酸水平与 ASD 远期预后的关系进

行探讨，待后期延长随访时间，增加样本量，再做

深入讨论。综上所述，ASD 的发病与病情进展可能

与 25（OH）D、叶酸缺乏以及代谢紊乱有关，可据

此开展靶向营养或药物干预进行 ASD 的辅助治疗或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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