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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酮饮食对肥胖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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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生酮减脂对体重、体脂、内脏脂肪等的作用。方法 本研究通过募集符合入组标准的减脂人士，根据
生酮饮食的基本原理，对减脂人士进行饮食管理，采用“柔性生酮”的方式，不经过禁食过程，直接切换为生酮饮食。生
酮饮食三大营养素配比为可利用碳水化合物 12g 左右，蛋白质 1g/kg 体重，其他以脂肪补充，至总供给能量约等于基础代谢，
除富含中链脂肪酸的椰子油外，脂肪供应种类不限。定期人体成分分析动态观察体重、骨骼肌重量、体脂率、体脂等，定
期进行人体学测量，计算腰臀比。结果 减脂人士从第一周开始即出现体重的明显下降，4 周累计下降（3.99±2.29）kg，体
脂保持持续下降和生酮减脂持续时间正相关：y=1.32423+0.37536*x，R2=0.81966。同时生酮减脂能够有效降低减脂人士的
腰臀比（y=0.016+0.00476*x，R2=0.61009）。结论  生酮减脂对体脂和腰臀比减少效果明显，且和持续时间正相关。生酮治
疗已有近百年的临床应用历史，适应证从癫痫逐步扩展到体重管理，肿瘤等多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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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ketogenic fat on body weight, body fat and visceral fat. Methods In this study,
we recruited several volunteers whose meet the standard of clinical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ketogenic diet,
we manage diets of volunteers, measure body weight, skeletal muscle weight, body fat by body composition analysis, calculate waist
hip ratio based on anthropometry data at regular intervals. Results From the the first week, body weight of volunteers has begun
declined, accumulating weight reduction is （3.99±2.29）kg in 4 weeks, body fat reduction continued decline during ketogenic
diet period, shows positively relationship: y=1.32423 0.37536*x, R2=0.81966. At the same time, ketogenic diets also can effectively
reduce hip ratio dieters (y=0.016 0.00476*x, R2=0.61009). Conclusions the ketogenic diets has obviously affect on body fat
reduction and waist to hip ratio decreased, and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to time of duration. Ketogenic diet used in clinical treatment
has lasted nearly a hundred years, its indications from epilepsy extended to weight reduction, tumor therapy, and so on.
  Key words: Ketogenic diet; Fat reduction; Weight reduction; Waist to hip ratio

肥胖症是心脑血管疾病 [1, 2]、肿瘤 [3]、代谢综
合征 [4] 等一系列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据《柳叶
刀》发表的全球成年人体重调查报告，我国肥胖
人群数量已经超过美国，高居世界第一，其中男
性肥胖人数 4,320 万人，女 性 肥 胖 人 数 4,640 万
人 [5]。肥胖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而有效
控制肥胖，不仅可以有利于我国民众健康体格的
保持、慢性疾病的管控，而且有利于社会总医疗
费用的下降，减轻医疗保障机构和财政的压力 [6, 7]。
传统的减肥方式不外乎基于这样的一个原理，
通过各种方式造成能量的负平衡，从而达到动员脂
肪和消耗脂肪的目的。如 ：通过手术、食欲抑制剂、
缓泻剂、节食等等造成能量摄入的减少，或者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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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利用食物的特殊动力学作用造成能量的消耗
增加等。而生酮饮食则较为另类也更为高效 [8]，生
酮饮食通过模拟饥饿状态，造成饥饿性酮症，从而
将机体的供能模式从原来的以葡萄糖为主切换为以
酮体为主的形式，而且因为这种切换促进了脂肪的
分解代谢，将不溶于水的甘油三酯转变为可溶于水
的酮体（除丙酮不溶于水外，β- 羟丁酸和乙酰乙酸
皆可溶于水）
，进而可以从尿液中排出 [9, 10]。同时，
酮体的升高还具有抑制食欲的作用 [11]，所以，生酮
减脂的原理是复合的、多方面的，这也是其减脂效
率较其他方法更高的原因 [12-14]。
腰臀比是衡量肥胖和疾病相关关系中最为重要
的指标之一，也是判断是否是中心性肥胖的重要指
标 [15]。从心脑血管疾病 [16]、2 型糖尿病 [17] 的风险
来看，积累在腹部的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比在四
肢和臀部脂肪对健康的影响更大 [18]。

·334·

肿瘤代谢与营养电子杂志  2017 年 9 月第 4 卷第 3 期            Electron J Metab Nutr Cancer，Sep. 2017，Vol. 4，No. 3

生酮减脂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临床指南制
定和研究阶段，目前尚缺乏在亚洲人群，尤其是我
国肥胖人群的临床研究。本研究即通过严格的基线
评估、随访、参与者的膳食管理等，使用生酮饮食
的基本原理，对参与者进行体重管理和数据分析。
报道如下 ：
1 资料与方法
1.1 参与人群  2017 年 4 月 20 日 ~2017 年 5 月 1 日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人民医院门诊预约生酮减脂的减
脂人士，均纳入本研究。入组要求 ：年龄 18~69 岁，
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BMI ＞ 28 ；
无严重心、脑、肝、肾疾病及功能不全 ；无甲状腺
功能降低。
1.2 研究方法  入组人群进行基线评估后，由营养师
根据生酮饮食的基本原理设计菜谱并订制营养餐，
减脂人士每日于营养食堂就餐，禁止其他任何加餐、
零食和饮料，其他日常工作、生活方式均不做改变。
每天饮水大于 2,000ml，服用碳酸氢钠片 0.5g/d。减
脂人士每天清晨称量体重一次，测定尿酮，每周一
次人体成分测量（BCA-2A，清华同方）
。
2 结果
2.1 体重和 BMI 的动态变化 根据以上标准，本研
究共纳入患者 9 例，其中男 2 例，女 7 例，年龄
25~69 岁，平均年龄 38.9 岁。减脂人士经过基线评
估入组后，未采用禁食方式，而是直接进食我院营
养科订制的生态餐，每周复查人体成分分析仪进行
人体成分测定，结果显示，生酮饮食导致其体重明
显下降，从第一周平均下降 2.67kg，到第二周累计
平均下降 3.78kg，第三周累计平均下降 4.37kg，在
第四周体重稍有反弹，而累计的体重下降均数依旧
保持在 3.99kg。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是体重和身高的计算结果，成年人的身体基本不变，
所以 BMI 的变化趋势和体重的变化趋势相同，见
图 1。

图 1 生酮减脂持续时间和体重、BMI 的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of ketogenic diet duration with
weight and BMI

2.2 骨骼肌保有量下降缓慢，第四周出现增长 减脂
人士进入生酮减脂的前三周骨骼肌保有量也有所下
降，下降均数最大出现在第三周 1.44kg，而在第四
周，骨骼肌的保有量下降趋势有所逆转，见图 2A。
体脂率是判断肥胖的一个重要指标，图 2B 显示参
与生酮减脂的减脂人士体脂率下降幅度逐步扩大，
提示减脂人士的体脂率伴随生酮减脂的推进，在逐
步的下降。从第四周骨骼肌保有量下降趋势的逆转，
和体脂率的持续下降，提示减脂人士的第四周的体
重增加并不是体脂的增加而是肌肉的增加对冲了第
四周体脂的消耗，见图 2C。
2.3 体脂率，体脂含量和腰臀比下降和减脂时间
呈正相关关系 为证明 2.2 的假设，我们进一步进
行了体脂的分析，并和生酮时间进行了拟合。可
以发现随着时间推移，减脂人士的体脂进行性下
降（y=1.32423+0.37536*x）
，并且和持续时间能
2
够做到较好的拟合（R =0.81966）
。腰臀比和内脏
脂肪指数较好地反映内脏脂肪的指标，而众所周
知，内脏脂肪对心脑血管疾病较皮下脂肪更为危
险，而生酮减脂能够有效降低减脂人士的腰臀比
（y=0.016+0.00476*x，R2=0.61009）
，内脏脂肪指数
2
（y=0.47506+0.14354*x，R =0.441961）
，见图 3。
2.4 脂肪下降在体重下降的占比 体重降低的目的是
降低体脂肪，而不是单纯的控制体重，以消耗肌肉
换取的体脂和体重的下降是得不偿失的。为研究生
酮饮食引起的体重下降中体脂减少的占比，我们用
减脂人士累计减少的体脂肪除以累计减少的体重，
并进行动态观察研究体脂下降在体重下降中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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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从图 4 可以发现，减脂人士的体重下降的大多
数是体脂的消耗，而在第二周和第三周因为酮体具
有一定的利尿作用，体脂下降占体重下降的占比有
所缩小，而到第四周，减脂人士的体重下降几乎全
部是由体脂下降所导致的。

图 3 生酮减脂持续时间与腰臀比、内脏脂肪指数的关系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of ketogenic diet duration with
waist to hip ratio, and visceral fat index

图 2 生酮减脂持续时间和骨骼肌消耗的关系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of ketogenic diet duration and
skeletal muscle decline

图 4 每周脂肪消耗在体重下降中的占比
Figure 4 The percentage of fat reduction in weight reduction

3 讨论
体重管理和减肥是公众甚为关注的话题，但是
减肥的目标不是减去体重，而是减去脂肪。在减去
脂肪的同时，如果伴有大量的肌肉消耗，那么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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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者体重得到了控制，其身体也随之变得羸弱，
显然不是进行有效体重管理的初衷和目的。每公斤
肌肉的日能量消耗 110kcal[19]，在减脂过程中如果伴
随有肌肉的大量下降，势必引起基础代谢的下降，
不利用减脂过程的可持续进行，而且减脂后也较容
易反弹。
本研究显示 ：在观察期间，减脂人士体重减
少的部分，多数为体脂（脂肪减少占体重下降的
比 例 均 数 分 别 是 ：72.07%、62.27%、48.37% 和
96.25%）
。图 1 和图 2 中显示，患者的体重和 BMI
在第一到第三周下降速度较快，到第四周反而有少
量反弹。结合图 3 和图 4 可以得知第四周体重有所
反弹的原因是肌肉的增加，而体脂依旧保持较为匀
速的下降，肌肉的增加对冲了部分体脂下降对体重
的影响。从本研究证明，在一个月的观察期过程中，
生酮饮食对减脂人士的肌肉损耗较少，甚至还有加
强无氧运动的个体出现肌肉增加。
生酮饮食对肌肉损耗较少的可能原因包括 ：①
注重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的合理补充，给予
1.0g/kg 体重，符合中国营养学会相关指南的推荐 ；
②建议进行适当，每天约 10~20 分钟的无氧运动，
对于维持肌肉的保有量也非常重要 ；③生酮饮食并
不完全依赖于能量的负平衡，生酮饮食的能量供应
已经按照测得的基础代谢给予，具有一定的能量负
平衡，但是这只是其发挥减脂作用的一部分机理。
本研究还观察到在整个过程中，减脂人士的体
脂以较为匀速的速度进行性下降，同时减脂人士的
腰臀比也在有效下降。其减脂效率要远高于传统地
均衡饮食能量控制的方法。传统体重管理方式，予
以减脂人士每天 300~500kcal 的能量差，年目标减
轻体重 5%~10%。以 100 公斤的肥胖人士为例，其
年目标减轻体重仅为 5kg~10kg，
即每月 0.4kg~0.8kg，
这样的体重变化是较难以在短期内观察到的，也难
以以减脂效果对减脂人士进行激励，并鼓励其坚持。
本研究表明，生酮减脂的月均体重下降在 4kg 左右，
这样的变化幅度易于在体重称量和人体成分分析过
程中予以体现，同时在体型外貌特征上也会有所改
变，周围人员的赞许和惊讶，给生酮减脂人士予以
鼓励和强化，有利于整个计划的贯彻和执行。本研
究同时证明使用人体成分分析仪对减脂患者进行人
体成分的监测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作为生酮减脂项目较为早期的临床研究
工作，研究方案中存在有一定的缺陷，比如 ：①观
察人数较少 ；②持续时间只有一个月，观察时间尚
较短。本研究结果仅能提示生酮饮食的临床作用趋
势，尚不能构成较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但是本

研究结果为进一步的多中心临床研究奠定了基础和
指明了方向，即生酮减脂对于体重控制，体脂降低
和腰臀比的减低具有良好的作用，值得进行深入的
研究。
结合本研究多维度观察的数据，可以得出这些
结论 ：①生酮饮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减脂方式，体
脂的减少和生酮的持续时间呈现正相关关系 ；②生
酮饮食对于内脏脂肪的控制尤为有效，可以有效降
低减脂人士的腰臀比 ；③生酮饮食减少的体重中，
脂肪占有较大比例 ；④有必要启动相关多中心临床
研究，在更严谨的研究设计中验证相关结果，并就
可能的并发症进行观察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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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FSMP）应用学术会议会议
尊敬的各位专家，您好：
由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指导，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用委员会主办，浙江省肿瘤医院与北京康爱营养
医学研究院联合承办的第一届中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用学术会议定于 2017 年 10 月 27-28 日在杭州召开。
一年一度的中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用学术会议，是我国特医领域最高学术盛会，是展示国际国内
FSMP 最新研究成果、交流 FSMP 临床应用经验、分享 FSMP 政策及管理规范、促进国内 FSMP 行业有序发展的重
要平台。本次会议将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进行主题报告，分别对 FSMP 政策法规、行业状况、卫生经济学效应、
产品研发动向、临床应用进展等方面进行解读和分享。欢迎各位专家学者、学会成员、会员单位、医疗机构、
研究机构以及特医行业参与企业的管理人员、业务骨干和科研人员参加会议。
此次会议免注册费，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会务信息：
会议时间：2017 年 10 月 27 日 -28 日
会议地点：杭州白马湖建国饭店 （杭州市滨江区长江南路 336 号）
参会咨询：李老师 17826825036 刘老师 13641087044 郝老师 18510389182
住宿咨询：李老师 17826825036
展览展示：栾老师 13910433841
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应用委员会
2017 年 9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