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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质疏松症 ,一直认为是一种老年人疾病 ,但随着

对骨质疏松症病因及发病机理研究的进展 ,现已明确

在小儿期 (退行性骨质疏松除外 )就已存在。 1995年时

田章史等 [1]提出从小儿期开始预防骨质疏松症的问题。

这确实是应该引起儿科医生、儿童工作者及家长的重

视 ,因为小儿期正处于骨骼生长阶段 ,很易引起维生素

D及钙盐摄入不足 ,应给予补充。 另外 ,广大中小学生

由于课业负担过重 ,体力活动时间不足使骨骼生长发

育不良 ,是以后发展成骨质疏松症的缘由。尤其是对那

些青年特发型骨质疏松 ,或伴全身疾病、或服用了某些

药物 ,如肾上腺糖皮质激素类等 ,以因残疾或其他原因

活动受影响的儿童作为重点对象 ,应积极采取预防骨

质疏松症的有效措施。 本文就小儿期预防骨质疏松症

有关的几个问题概述如下。

一、骨钙盐量与遗传

有关骨钙盐量与遗传的关系已有很多研究报告 [1 ]。

如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之间骨钙盐含量有明显差

异 ,身材矮小等常具有家族性。 另外 ,有关骨密度与遗

传的关系 ,通过以双胞胎为对象的腰椎、股骨颈、桡骨

骨密度的比较研究后发现 ,腰椎的骨密度受遗传的影

响最明显。 用骨形成的标志—— 血清骨钙或Ⅰ 型骨胶

原研究发现 ,单卵双胎比双卵双胎兄弟姐妹间的血清

值一致率明显增高 ( P < 0. 05)。

二、维生素 D受体多型基因与骨密度

最近研究发现 [1, 2] ,在 12染色体的长臂上存在维

生素 D受体基因 ,同时发现 BsmⅠ 被切断的维生素 D

受体基因的对立基因为 b基因 ,不切断 BsmⅠ 的基因

为 B基因 ,各种对立基因的组合表现为 BB、 Bb、 bb三

种多型基因。这三种多型基因与骨密度的关系最密切 ,

在白色人种中 ,这三种多型基因的检出率分别是:

BB17% 、 Bb50% 、 bb33% ; 488名日本人的检出率分别

是: BB2% 、 Bb26% 、 bb72% ,与白色人种相比 B基因的

检出率明显低下。 经过维生素 D受体多型基因与腰椎

骨密度关系的研究发现 ,在闭经前的女性中 , BB型比

bb型的骨密度低 10% ,这些成年女性到达骨折危险的

年龄 BB型比 bb型早 10年～ 15年。以日本人绝经期前

的成年女性 202人为对象研究的结果是: Bb型比 bb型

骨密度低 0. 54标准差。 即使在骨代谢标志方面 , Bb型

也比 bb型的血清钙、Ⅰ 型骨胶原高 ,说明多型基因对

代谢的影响是明确的。 1995年 Matsuyama等 [3]用活性

维生素 D治疗骨质疏松症的疗效因基因不同而不同 ,

证明维生素 D受体多型基因参与骨质疏松症的形成。

因此解决了多年来用维生素 D治疗骨质疏松症疗效不

同的争议 ,明确其原因是人种间含 BB、 Bb、 bb的频率不

同之故。 因此 ,为提高防治骨质疏松症的效果 ,今后应

按多型基因不同而给予不同剂量的维生素 D。

三、营养与骨钙盐量

骨质疏松症的发病 ,除与上述基因遗传有关外 ,也

和钙、维生素 D、蛋白质摄取不足有关。这些营养素若在

小儿期摄取不足 ,是影响骨钙盐量最重要的时期。 因

此 ,对小儿防治佝偻病是预防成人后骨质疏松症的重

要措施。小儿期适当多喝牛奶是补充钙的重要方法 ,特

别从幼儿期到青春期若喝牛奶量充足 ,到 20岁左右骨

组织量最多 [1]。由于牛奶中不仅含有充足的钙 ,而且还

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及其他营养素。 为了明确钙的单独

效果 ,有人以 6岁～ 14岁的一卵双胎 12例作为研究对

象 ,随机将双胞兄弟或姐妹分开编入 A组和 B组 ,两组

饮食相同 ,测得饮食中含钙量每日 900mg ,另外再给 A

组中加钙 700mg ,共计每日 1600mg ,结果 A组在青春

期前小儿的腰椎及股骨颈的骨钙盐量增多 ,与 B组相

比有明显差异 ( P < 0. 05) ,而青春期以后则没有明显差

别。若持续给予 3年钙剂骨钙盐量则明显增加 ,若中止

给予钙盐 2年以后 ,腰椎尚留下影响 ,而对股骨颈的影

响则消失。这说明青春期前给小儿补钙是很重要的 ,因

为这段时期增加钙的摄取 ,即可明显增加骨钙盐量。

为预防骨质疏松症除小儿期供给钙以外 ,还必须

注意供给蛋白质和维生素 D等其他营养素 ,特别应注

意到青春期为了“减肥”而过分的节制饮食会引起营养

不良性骨质疏松症 ,这是不可取的。因此在指导小儿的

食物选择时应推荐以含钙丰富的牛奶、奶制品、豆制

品、小鱼、野菜、海藻类及含维生素 D丰富的鱼、鸡蛋、

蘑菇等食物为中心 [4]。

四、运动与骨钙盐量

机械运动负荷的刺激是促使骨钙盐量增加的必要

条件 ,因为肌肉收缩及舒张运动的机械负荷 ,会促使生

长期骨钙盐量的增加 ;如果运动、负重不足 ,会减弱对

骨骼的机械刺激 ,造成肌肉萎缩 ,骨形成减少 ,骨吸收

增加 ,最后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发生。有人对日本人用多

变量分析结果发现 ,在影响前臂远端最大骨组织量的

因子中 ,运动习惯与体重等同样重要。 1995年 Ruiz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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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5] ,在欧美也规定将运动史作为影响腰椎及股骨颈

骨组织量的重要因子。 1994年西山宗六等 [6]研究发现 ,

运动习惯与骨钙盐量之间 ,男子没有相关性 ,而女子则

有相关性。他们用步行 50分钟后与骨盐量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女子有明显的负相关而男子则没有相关性 ,

这可能是由于男女基础体力不同所致。

一般认为没有体重负荷的游泳对骨钙盐量的影响

较少 ,但有人研究证明 ,男性游泳者的骨密度明显高于

非游泳者 ( P< 0. 05) ,说明游泳对骨代谢可产生正性作

用。而女性游泳者的骨密度无明显增加 ,这可能由于男

性游泳运动对骨骼的作用力大于女性 ,从而对骨再生

有较大的作用。对与体重垂直方向的重力对抗运动 ,特

别是举重、提篮、排球等可使骨钙盐量明显增加。 而女

性由于剧烈运动体脂肪下降或者破坏正常的生理周期

可引起骨钙盐下降。 1995年三浦优子等 [7]以最大骨钙

盐量的平均年龄 25岁的健康女性为分析对象 ,发现运

动史也是影响骨钙盐量的重要因素。 从初中到高中毕

业坚持运动的与除体育课外很少运动的学生比较 ,骨

密度相差约 1标准差。 而运动员尤其是职业运动员的

骨钙盐量明显高于非运动员 ,这可能是由于运动难度

大 ,运动量持续高的结果。同时也不能排除能耐受这种

运动量的体格与遗传是有一定关系的。

五、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预防

骨质疏松症除钙盐、维生素 D、蛋白质摄入量不足 ,

以及运动缺乏为主要原因外 ,常见的还有以下因素。

1. 疾病　①内分泌疾病: 性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

功能亢进、 Cushing综合征、糖尿病 ;②消化系统疾病:

胃大部切除、吸收不良综合征 ;③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多发性骨髓瘤、恶性淋巴瘤、白血病、脂质沉积症 ;④先

天性疾病: 成骨不全症、高半胱氨酸尿症、先天性结缔

组织发育不良综合征、马凡氏综合征、 Wilson 病、

Menkes病。

2. 药物　长期使用肾上腺糖皮质激素、抗痉挛剂、

肝素、甲氨喋呤。

3. 肢体瘫痪或长期不活动者。

4. 其他　酗酒、吸烟、喝咖啡、重金属中毒及维生

素 C缺乏症。

六、预防

以往认为骨质疏松症是一种老年病 ,预防措施多

从 40岁以后开始 ,但近几年来 ,通过对骨质疏松症的

病因及发病机理的研究 ,正如以上所述的病因 ,在小儿

期均已存在 ,因此认为 ,预防骨质疏松症必须从小儿期

开始 ,而且这个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特别

是小儿期的很多疾病到成年后可发生骨质疏松症 ,因

此在小儿期开始积极治疗这些疾病 ,开始饮食指导、增

加摄入维生素 D和钙盐等都是预防骨质疏松症的重要

措施。

另外 ,培养小儿良好的生活习惯 ,也是预防成年后

发生骨质疏松症不可缺少的措施 ,和治疗疾病一样是

儿科工作者的责任。 因为成人的生活习惯多数是从小

儿期确立的 ,如饮食习惯 ,要培养不挑食、不偏食 ,养成

喜吃含钙及维生素 D丰富的食物。在生活方面 ,培养讲

究卫生 ,劳逸结合 ,坚持适当的体育锻炼 ,不吸烟 ,不喝

酒等。 小儿科医生 ,尤其是幼儿园、中小学中的保健医

生及双亲更应担负起这一重任。

七、展望

骨质疏松症的发病约有半数与维生素 D受体多型

基因及其他一些相关基因有关 ,今后应进一步深入研

究。 希望能有一天基因诊断法不仅是特殊疾病的诊断

手段 ,并能成为维持常人健康检查的方法 ,求得及早发

现 ,及早预防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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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已成功行骨髓移植 1500例

　　骨髓移植推进组织于 4月 27日发表了日本非血缘

间的骨髓移植 ,止于 4月 24日累计有 1500例成功的报

道。 移植例数中 1993年 86例 , 1994年 183例 , 1995年

341例 , 1996年 368例 , 1997年 398例 ,每年顺次增加 ,

预计 1998年能超过 400例。

译自: 日本医事新报　 NO3863. 1998年 5月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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