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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目前暸解維他命D除了與骨骼

和鈣質之新陳代謝有關係之外，

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維他命D缺

少時與心血管疾病有相當高之關連

性，本文是希望在這一方面特別

是維他命D與高血壓、週邊血管疾

病、心律不整、冠心症與心臟衰竭

等，做一個文獻回顧。

二、維他命D缺乏之流行病學
    
由於大部分人可由日光照射

而自行合成維他命D，所以較不會

缺少維他命D。在古代，人類大部

分身體都暴露於日光下，而目前只

有＜5％之表面積暴露於日光下；

在2002年的一篇報告可知在美國的

18-29歲年輕人，在冬天時，約有36
％會有維他命D缺乏，在美國之第3
次全國健康與營養調查（NHANES 
Ⅲ）報告中提到，美國成人維他命

D缺乏之盛行率為25％~57％，與維

他命D缺乏有關之危險因子包括：

老年人、住於療養院、住在赤道較

遠（或緯度較高）之居民、皮膚顏

色較深(darker skin pigmentation)、冬

季太陽日照減少、全身包裹衣服而

減少日照、使用防曬油、空氣污

染、抽菸、肥胖、胃腸吸收不良與

肝、腎疾病等。

三、 維他命D缺乏與心血管疾
病之相關性：

（甲）高血壓性心血管疾病

接受紫外線照射者似乎血壓較

低，維他命D抑制腎素（renin）活

性之原因可能導因於細胞內鈣質之

增加，某些小型研究報告指出維他

命D血中濃度與收縮壓之間有明顯

的反相關性（inverse correlation）。

而大規模對大於20歲以上成人的

NHANES Ⅲ研究，在評估25(0H)
Vitamin D血中濃度與血壓關係的報

告中，當去除服用高血壓藥物患者

之後，對12644位高血壓患者來分

析，發現對＞50歲以上之患者，維

他命D與高血壓有明顯之關聯性（p
＝0.021）。

有關補充維他命D之治療，在

一個針對＞70歲有維他命D [25(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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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tamin D] 小於20µg/ml之女性隨機研

究，將病人分為服用鈣片1200 mg/
day及鈣片（1200 mg/day）加上維

他命D（Cholecaliferol）800 IU/day兩
組，在觀察8週之治療發現，接受維

他命D治療組之收縮壓下降13 mmHg
（p＝0.02）。另一研究針對血中維

他命D＜20µg/ml之病患也隨機分為

接受一次大量Ergocaliferol（十萬單

位）組或安慰劑組共兩組病患，補

充維他命D者的這組也有明顯收縮

壓下降之結果。但在2009年之另一

篇報告並不支持補充維他命D會降

低血壓。

（乙） 週邊血管疾病（ P e r i p h e r a l 
vascular disease）

過去曾報告維他命D血中濃

度與小腿血管阻力 ( c a l f  v a s c u l a r 
resistance )有反相關性而與小腿血流

量有正相關性，另一報告也發現將

許多影響因素(包括合併疾病，身體

活動量少)去除後，血中維他命D較

低者，有較高的週邊血管疾病盛行

率。維他命D缺少也與頸動脈之血

管內膜厚度有很強的正相關性，此

外，也有報告發現維他命D過低合

併副甲狀腺功能增強又沒有糖尿病

之患者有較高的週邊血管疾病的盛

行率。

（丙）冠狀動脈性心臟病

在1980-1990年代的觀察研究

（observational study）發現，心血管

疾病的死亡率因地方和季節而異。

英國的一個研究發現缺血性心臟病

的死亡率跟每天的日長時間（hours 
of sunlight）成反比。在一個大型的

資料庫（NHANES database）之觀察

研究發現在18歲以上人的一萬六千

多人中，有缺血性心臟病和中風的

人，其維他命D缺乏的比率比沒有

缺血性心臟病和中風的人較高（P
＜ 0.0001）。另一個報告發現，在

8351位,有冠狀動脈心臟病和心臟衰

竭的病人中，74%有維他命D缺乏。

這些發現顯示，人體內的維他命D
過低其心血管疾病的預後也較差。

在血液透析患者中，維他命D
缺乏者早期死亡的風險顯著增加。

同樣的對年齡為40-75歲，無冠狀動

脈疾病史的男性健康專業人士的十

年追蹤，維他命D缺乏者（25[OH]
Vit.D＜15 ng/ml）心肌梗塞的發生率

增加兩倍。在Framingham Offspring研
究中，沒有心血管疾病病史的人，

若有嚴重維他命D缺乏（25[OH]維
生素D＜10 ng/ml），在5年的追蹤

期中，第一個心血管事件的風險為

25[OH]維生素D含量＞15 ng/ml者的

1.8倍。在三千多位做冠狀動脈血管

攝影的病人中，嚴重的維他命D缺

乏者（＜10 ng/ml）的死亡風險（無

論是從心源性猝死，心臟衰竭，或

是中風）在7年的追蹤期間是正常

維他命D（＞30 ng/ml）患者的3到5
倍。

在促進女性健康的研究（W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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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對於更年期女性隨機區分

為每天給予維他命D 400 IU和鈣1000 
mg，另一組只給予安慰劑，在追蹤

七年後，補充治療組的死亡率並沒

有因為補充維他命D而降低。另一

個研究，針對65到85歲的老年人給

予維他命D補充劑，追蹤五年的研

究，並沒有比安慰劑減少死亡率。

（丁）心臟衰竭

     
維他命D對心臟衰竭有某些

保護作用，包括改善心肌收縮功

能，調整利排納荷爾蒙（natriuretic 
h o r m o n e）的分泌，減少左心室

肥厚，以及調節發炎之細胞激素

（cytokines）。此外，維他命D可

藉改變副甲狀腺賀爾蒙及血鈣濃度

間接地影響心臟功能。在尿毒性心

肌病變（uremic cardiomyopathy）的

病患，每天予維他命D六週後可降

低副甲狀腺的血中濃度，而且有

意義地（p＜0.025）改善M型心臟

超音波之心臟功能參數（fractional 
shortening）。

在心臟衰竭病患中，合併有

骨質疏鬆和維他命D缺乏的現象很

常見。另一研究顯示，心臟衰竭組

和控制組對於維他命D相關地生活

方式有明顯的不同。這些與維他

命D相關因素包括是否居住在大城

市中，是否為健身房的會員，年

輕時暑假之長度等。非裔美國人

（African American）的左心室射出分

數（LVEF）＜35%之患者中，維他

命D缺乏（＜30 ng/ml）者較容易有

心臟衰竭發病及住院天數較長之現

象。

副 甲 狀 腺 功 能 亢 奮

（hyperparathyroidism）會合併左心

室肥厚，心肌病變及增加死亡率，

維他命D缺乏會引起副甲狀腺荷爾

蒙分泌增加及renin－angiotensin－
aldosterone　增加，血中25[OH] Vit.
D濃度與血清副甲狀腺濃度或反相

關性，對非裔美國人之觀察研究曾

報告維他命D缺乏及副甲狀腺亢奮

在非裔美國人常合併有心臟衰竭現

象。

對於末期心臟衰竭等待換

心手術之病患，如血中維他命

D缺乏者，其癒後也不好（ p o o r 
outcomes），對血液透析又合併續發

副甲狀腺功能亢進者，給予靜脈維

他命D治療可減少左心室肥厚及左

心室質量指數（LV mass index），同

樣的，對心臟衰竭病患補充維他命

D可減少發炎指數及改善血中副甲

狀腺荷爾蒙之血中濃度，不過目前

為止尚無補充維他命D可增加存活

率之報告。

（戊）心律不整

    
曾有報告指出糾正維他命D缺

乏及低血鈣對於控制心肌病變合併

心室性心跳過快有幫助，在一個動

物實驗中發現給大白鼠食用12週之

維他命D缺乏的食物，與食用正常

食物相比，維他命D缺乏組之心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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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的Q.T.間期明顯減少。雖然以上

這些發現，進一步觀察維他命D缺

乏是否為心律不整產生的原因仍有

待進一步研究。

四、結論
    
由以上之內容可看出維他命

D缺乏並不是十分少見，而缺少維

他命D與心血管疾病有相當之關連

性，特別是高血壓、冠心症、週邊

血管疾病、及心臟衰竭等之病症，

由於維他命D既安全又不昂貴，而

證據顯示對血中維他命D缺乏者，

補充維他命D將對心血管疾病患者

有助益，吾人對某些缺乏日照之患

者是否會合併維他命D缺乏，應投

注比以往更多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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