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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检测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住院精神病患者手指骨密度(BMD), 获得该地区精神病患者

骨密度状况 , 为预防精神病患者骨质疏松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　选取 1191例住院精神病患者和

1329例健康体检人员作为研究对象 , 使用 MetriScaTM数字化成像骨密度仪测量受试者非优势手的 2、

3、4指中节指骨 BMD值 ,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患病组骨密度降低与对照组相比有明显差异(P<

0.01)。两组中的女性骨密度值降低均较男性骨密度值降低明显(P<0.01)。结论　女性骨量丢失

率较男性明显 , 尤其是精神病组骨密度降低更明显 , 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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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investigatebonemineraldensity(BMD)ofschizophreniainpatientsintheInner

MongoliaMentalHealthCenterandaccessBMD valuesoftheschizophreniainpatientsofthisregionand

providescientific foundation forpreventing osteoporosis ofschizophrenia inpatients.Method　 1191

schizophreniainpatientsand1329healthexaminationprofessionalswererecruitedforthisstudy.BMDvalues

ofmiddlephalangesoftheindex, middleandringfingersinthenon-dominanthandweremeasuredby

MetriScaTm digitalimagerybonedensitymeter.Thenrunstatisticanalysiswithcontrolgroup.Results　 The

differenceofBMDreducedratebetweentheexperimentgroupandcontrolgroupissignificant(P<0.01).

DecreasedBMDcomparedtonormalcontrolswasmoresignificantinfemalepatientsthaninmalepatients(P

<0.01).Conclusion　ThereductionofBMDfortheelderlyisconnectednotonlywithsexbutalsowith

schizophrenia.Middleagedandelderlypeople, especiallyschizophreniapatients, shouldtakehealthylife

styletopreventanddelaytheoccurrenceof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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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 ,科技的发展 ,生活节奏的加

快 ,人们承受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精神病的患

病率亦有所上升 ,这一现象已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但是这一群体患病后合并的骨质减

少 ,骨质疏松症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本文旨

在通过对本地区精神病患者手指骨密度的测量分

析 ,探讨骨密度状况 ,为采取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6 ～ 2008年内蒙古精神卫生中心初诊住院

的精神病患者 ,符合 CCMD-2-R诊断标准 ,入院前未

使用抗精神病药物 ,除去有器质性病变合并者 ,如糖

尿病 、乳腺癌等 ,共 1191例 ,其中男性患者 437人 ,

女性患者 754人 , 年龄 30 ～ 88岁 , 平均年龄 46.5

岁 ,病程 3 ～ 300月 ,中位病程 17.5月 。选取健康体

检人员作为对照组 ,共 1329例 ,其中男性 762人 ,女

性 567人 ,年龄 30 ～ 82岁 ,平均年龄 52岁 。

1.2　方法

BMD测定:准确记录受试者性别和年龄 ,采用

美国 ALARA公司 MetriSca
TM
数字化成像骨密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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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受试者非优势手的 2、3、4指中节指骨 BMD值 ,

再结合种族 、性别 、年龄计算出 T值。

判断标准: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诊断标

准 (WHO:Guidelinesforpreclinicalevaluationand

clinicaltrialsinosteoporosis, 1998, Geneva), 用 T-

Score(T值)表示 ,即 T值 >-1为正常 , -2≤T值≤

-1为骨量减少 , T值 <-2为骨质疏松。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 SPSS13.0进行分析 ,计量资料

以均数 ±标准差(x±s)描述 ,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

2　结果

2.1　患病组与对照组的 T值比较结果显示:精神病

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症明显高于对照组 ,见表 1;患病

组及对照组中女性骨密度值降低均较男性骨密度值

降低明显 ,见表 2。
表 1　患病组与对照组的 T值( x±s, g/cm2 )

性别
患病组 对照组

n T值 n T值
t p

男 437 -0.96 ±1.07 762 -0.49±0.90 8.113 P<0.01

女 754 -2.52 ±1.29 567 -2.35±1.10 2.604 P<0.01

表 2　男性与女性的 T值( x±s, g/cm2 )

性别
男 女

n T值 n T值
t p

患病组 437 -0.96 ±1.07 754 -2.52±1.29 3.414 P<0.01

对照组 762 -0.49 ±0.90 567 -2.35±1.10 5.861 P<0.01

3　讨论

骨密度降低可导致骨质减少或骨质疏松 ,近年

来研究
[ 1-3]
表明精神病患者是发生骨折的高危人

群 ,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可导致骨矿含量降低和

骨质疏松。由于精神病患者较长时间在室内活动和

卧床 ,进食差且光照时间减少 ,影响维生素 D的合

成和钙吸收
[ 4]

,钙缺乏导致甲状旁腺功能亢进 ,甲

状旁腺素分泌增多 ,增加破骨细胞的数量和功能 ,也

可导致骨矿含量降低和骨质疏松
[ 5]

。

本研究结果显示:精神病患者发生骨质疏松的

比例明显高于对照组 ,与文献报道相吻合 。有研

究
[ 6]
表明精神病患者中男性骨密度降低较女性严

重 ,原因是精神病患者中 ,女性比男性具有自我保护

意识 ,补充充足的营养并增加活动量 ,因此较少患骨

质疏松 。而本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患病组还是对

照组的女性骨密度值降低均较男性骨密度值降低明

显 。韩国学者
[ 7]
的研究发现在精神病患者中 BMD

与性别相关 ,女性 BMD降低明显 ,而男性患者不明

显。大多数抗精神病药物可导致催乳素增高
[ 8]

,高

催乳素血症造成的远期不良反应之一是骨质疏松 ,

但是在男性患者中高催乳素血症是否与骨密度降低

有关还不明确
[ 9]

,而女性随着年龄的增加 , 卵巢功

能机能衰退 ,血雌激素水平降低 ,绝经期妇女骨量逐

渐减少 ,骨的重建处于负平衡 ,骨吸收大于骨形成 ,

致使她们发生骨质疏松症 ,这也可能是女性骨密度

值降低均较男性骨密度值降低明显的原因。本研究

结果显示 ,处于绝经期的女性骨密度减少更为突出。

本研究证实了本地区精神病患者伴随骨密度降

低 ,临床工作着应重视精神病患者的骨代谢变化 ,以

减少精神病患者发生骨折的危险 。因此在强调治疗

精神病的同时应尽量减少骨量丢失 ,预防骨质疏松 ,

如同时给予钙剂 、罗盖全 、鲑降钙素等预防和治疗骨

质疏松症 ,另予以高钙饮食及增加户外活动 、正确有

效指导功能锻炼亦至关重要
[ 2]

。运动作为一种副

作用少而有效的防治骨质疏松的措施已经逐渐被人

们所重视
[ 10]

。对于精神病患者 ,住院期不宜过长 ,应

增加室外活动时间 ,实行开放或半开放式管理 ,加强

锻炼 ,扩大饮食的多样化 ,增加钙的摄入 ,合理调整

抗精神病药 ,定期进行骨密度检测 ,发现骨质疏松者

不能参加剧烈运动 ,应积极治疗及加强监护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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