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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钙营养监测对一些骨代谢性疾病的早发现 、早诊

治非常重要 ,所以选择一个简单易行 、灵敏可靠的钙检

测指标是十分必要的 。血钙能直接反映人体血内的钙

营养状况 ,但它受很多调节机制的保护 , 因而相当稳

定 ,当人体早期缺钙或缺钙不严重时 ,都不能表现在血

钙的变化上。骨骼 X 线拍片是检测骨骼钙的另一种

方法 , 但只有在骨矿物(主要是钙)下降 30%～ 50%

时 ,才能在 X 片上反映出骨密度的变化;骨密度检测

技术自 60年代发展以来 ,被认为是一项方便 、敏感 、准

确可靠的骨矿物测量指标 ,它是通过骨矿物仪直接测

量骨矿物含量。骨骼中钙是构成骨矿物的重要成分 ,

也是人体含量最多的矿物成分 ,所以骨矿物含量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骨的钙营养状况 ,而钙作为人体重要的

矿物元素之一 , 99%都沉积在骨骼中 ,构成了支撑人体

的框架 ,保证人体正常运动 ,所以骨矿物含量也反映人

体长期的钙营养状况[ 1] 。儿童是民族的未来 ,需要健

康的骨骼 、挺拔的体态。在我国儿科领域 ,对儿童钙营

养已经非常重视 ,但是由于钙的摄入 、吸收等因素导致

的佝偻病为代表的儿童骨代谢性疾病还是很多见的。

所以 ,骨密度测量进一步深入 、广泛的作用 ,对于儿童

钙营养的监测及一些骨代谢性疾病的早期预防和诊治

都有重大的意义 。

1　儿童钙营养状况的指标的选择

1.1　血清钙 、磷 、碱性磷酸酶　血清钙 、磷 、碱性磷酸

酶(AKP)这些指标对儿童骨代谢性疾病 ,如佝偻病的

早期诊断有重要的辅助作用 ,但不具有特异性 。李祥

民等通过对这三个指标和骨矿物含量的测查结果比

较 ,证明对于同样的研究群体 ,血清钙 、磷 、AKP 测查

阳性率与骨矿物含量相比 ,有极显著性差异(P <

0.01)[ 2] 。而且 ,这些指标受人体很多调节机制的保

护 ,灵敏度差 ,不能准确地反映儿童的钙营养状况 。

1.2　骨碱性磷酸酶　骨碱性磷酸酶(BALP)仅反映了

骨骼增生的活动度 ,除佝偻病外 ,在骨折 、骨增生时均

有改变 ,不反映钙营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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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血清 1 ,25-(OH)D3 和 25-(OH)D3　这两个指标

对于佝偻病的早期诊断敏感可靠。由于测定 1 , 25-

(OH)D3 和 25-(OH)D3 需要精密昂贵的仪器设备和

复杂的技术操作 ,在国内因技术条件受限 ,尚不能广泛

开展 。

1.4　骨密度　骨密度(BMD)是一项敏感而且特异地

反映人体钙营养状况的指标 。人体 99%的钙都沉积

于骨中
[ 1]
,而 BMD直接测量骨的矿物质 ,其中主要是

钙的含量 。当骨矿物含量丢失超过 5%时就能显示出

变化
[ 5]
,所以 BMD更能直接地反映人体长期的钙营

养状况。而且 ,我国李祥民等已经研究出 ,骨矿物含量

(BMC)检测对于儿童佝偻病早期诊断具有特异性[ 2] 。

骨密度实际上是一个由 BMC 和骨宽度(BW)派生出

的变量 ,所以在介绍 BMD 前 ,首先要明确 BMC 的概

念。BMC 代表所测骨每厘米长所含有的矿物质 ,以

g/cm 或 mg/cm 表示 , BMC 与所测骨的体积有关 ,但

由于不能准确测量骨的厚度和计算所测骨的体积 ,因

而常以 BMC/BW 反映 BMD ,BMD以 g/cm
2
表示

[ 3]
。

骨密度作为骨矿及骨结构非侵入性检测技术指

标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其测量技术发展迅速。目前 ,

骨密度测量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骨质疏松及许多骨代

谢性疾病的诊断和检测研究中 。在儿科领域 ,骨密度

作为反映全身钙营养状况的重要指标 ,对儿童钙营养

状况监测的促进 ,对成年期骨峰值的提高 ,以及骨质疏

松的基础预防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

2　骨密度测量技术的选择

目前 ,骨密度测量技术很多 ,如 X线平片测量 、X

线吸收法 、单光子吸收法 、双光子吸收法 、双能 X线吸

收法 、定量 CT 、定量超声等等。

2.1　X线平片测量　这种测量方法简单易行 ,但敏感

性低 ,一般只有当骨量丢失 30%～ 50%时 ,才能在 X

光片上显示出 BMD的降低
[ 1]
。

2.2　X线吸收法　主要测量外周骨 ,简单易行 ,但误

差太大。

2.3　单光子吸收法　单光子吸收法(SPA)一般测量

尺桡骨 、跟骨等外周骨 ,敏感准确 、测量方便 、无创伤 、

放射剂量低 ,为 2 ～ 5mrad ,远低于常规 X 线胸片的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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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100mrad)[ 1] ,价格低廉 ,比较适于测量儿童。

2.4　双光子吸收法　双光子吸收法(DPA)可同时测

量皮质骨和松质骨 ,适于测量脊柱和髋部的骨密度 ,但

扫描时间长 、辐射剂量大 、价格昂贵 ,不适于儿童。

2.5　定量 CT 法　定量 CT 法(QCT)是唯一的测量

体积骨密度的方法 ,但主要用于对腰椎椎体小梁骨的

测量 ,预示骨质疏松性骨折 ,而且价格昂贵 、放射剂量

大 ,不适于小儿这一群体 。

2.6　双能 X线吸收法　双能 X线吸收法(DEXA)准

确度和精确度都比较高 ,而且其测量范围广 ,可以测量

腰椎 、股骨上端等软组织较多的部位 ,比较适于测量成

人骨质疏松性骨折易发部位的骨密度 ,如脊柱 、股骨颈

等 ,但对于儿童 ,其价格昂贵 、实用性较低 ,不太适合。

2.7　定量超声　定量超声(QUS)是新近发展起来的

一种检测技术 ,操作技术简单 、易于携带 、无放射性 、价

格便宜 ,但缺乏临床使用指南 。尽管大量数据表明

QUS和 BMD相关 ,然而其相关性未达到可使定量超

声取代骨密度仪测量的程度。

3　单光子吸收法的介绍

3.1　原理　SPA 是由美国的 Cameron 等在 1963年

创建的。它是用放射性同位素
125
Ⅰ或

241
Am 作为发射

源 , 发射出单色 、单能量的光子束(2 7 .5 kev或

59.6kev),用闪烁指示器计算光子束经过被测物后的

衰减率 ,再通过和已知密度的标准体进行比较校准 ,

即可将衰减率转化成骨矿含量 。放射源和探测器是准

直的 ,所以避免了散射线造成的误差 ,由于软组织和水

对光子束吸收率相似 ,因此可利用水浴来消除软组织

的影响 ,其准确性和重复性都在 3%以内。

3.2　敏感性 、准确性 、重复性　Bishop等认为 ,当骨矿

物丢失 5%时 ,SPA 就可以测出[ 4] 。 Ilich , Hsieh 等通

过用 Lunar公司生产的 SPA 和 DEXA 两种骨密度仪

对同样的研究对象进行测量分析 ,总结出 SPA 和

DEXA具有高度相关性(BMC 、BMD 、BW 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0.987 、0.975 、0.934),而且得出 SPA 在身体测

量中BMC 、BMD 、BW的变异系数分别为2.0 8%、

2.12%、0.95%[ 5] 。

3.3　测量部位　关于用 SPA测量儿童 BMD的测量

部位 ,许多研究表明尺桡骨下端即桡骨前 1/3位点是

一个比较理想的部位 。

Steichen等总结出桡骨作为婴幼儿测量部位 ,具

有以下优点[ 6] :测量方便;解剖部位容易触摸 ,与桡骨

中干有较稳定的相关性;桡骨属于外周骨 ,使人体放射

暴露达到最小剂量;桡骨的这个部位有一个 BMC 相

对恒定区。成人这个恒定区长达 8 ～ 10cm ,婴儿这个

恒定区也有 1.5cm 。这就减少了由于选择测量点及测

量对象的移动所造成的误差;放射剂量低(125 Ⅰ的放

射剂量为<50mCi);有一个很高的准确性和精确性 ,

都在 3%以内 。

我国学者唐海等认为有一些影响 SPA测量的影

响因素[ 1] :仪器性能不稳定或放射性和素源的更换;

重复测量是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不同类型仪器之间

的固有误差;
125
Ⅰ源中混有

131
Ⅰ ,后者半衰期与前者

不同;被测肢体位置的变化 ,例如测量点的标定或桡骨

的旋转等 。

3.4　应用范围　Steichen等认为 ,SPA是婴幼儿骨矿

物定量的一个重要工具 ,它可以测量极低出生体重婴

儿的骨量 ,也可以纵向观测骨量的变化 ,还可以研究营

养 、佝偻病或早熟儿对骨量的影响规律[ 6] 。

4　国内外儿童骨矿物含量的研究现状

骨矿物含量在儿科领域中的应用国外多有报导 ,

但在国内报导还比较缺少 。国内外以往的研究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4.1　儿童及婴儿正常参考值的建立　由于骨矿含量

主要反映的是全身钙营养状况 ,儿童正处于迅速发育

的阶段 ,骨骼发育日趋成熟 ,因此 ,评价不同年龄组儿

童骨矿物含量的正常参考值是很重要的 。测量儿童骨

矿物含量的部位多选择尺桡骨 ,也有测量跟骨和肱骨

的。NJ Bishop等人运用 SPA测量了 420名 4 ～ 10岁

剑桥健康儿童桡骨中远 1/3处的 BMC ,并且将测查结

果用标准百分位图表示出来
[ 4]
。

JY Li和 BL Specker 等分别用同样的方法做出了

1 ～ 6岁黑种人与白种人儿童的 BMC ,指出 BMC与年

龄和体重有显著正相关性(P 均<0.001)通过年龄分

层后 ,指出 1 ～ 4岁儿童 BMC 没有性别差异 ,而 5 ～ 6

岁儿童 ,女童 BMC 较男童明显低(P <0.05),同时总

结出黑种人儿童较白种人儿童 BMC 要高(P <0.

001)
[ 7、8]

。

李秀云等用北京麦孚新技术开发公司生产的

SPA-SD200型骨矿物测定仪(发射源为241Am),对 519

例 7岁以内正常儿童骨矿物含量做了测查分析。结果

表明 ,随着小儿年龄的增长 , BMC 、BW 、BMD 亦相应

增加 ,且增加的速度在各年龄段显示快慢不一 , BMC

的增加以生后半年较迅速 ,以后稳步增加 ,至 5 ～ 6岁

时增长又加速 ,并出现了性别差异 ,女童低于男童 。同

时发现 ,BMC 、BW 与年龄 、身高 、体重 、瘦体重均呈明

显正相关 ,除男童的尺骨 BW 与身高 r =0.281 , P <

0.05外 ,其余 r均大于 0.344 , P<0.01[ 9] 。

4.2　钙的摄入对骨密度的影响　许月初等比较了广

东省江门市及香港两地 5 岁儿童桡骨 BMC 及 BMD ,

发现香港儿童的BMC(男童0.324g/cm ,女童 0.31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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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高于江门市儿童(男童 0.278g/cm ,女童 0.269g/

cm), 香港儿童的 BMD(男童 0.418g/cm2 , 女童 0.

422g/cm
2
)也高于江门市儿童(男童 0.369g/cm

2
,女童

0.365g/cm2),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两地儿童

钙摄入量的不同 ,江门市儿童平均钙摄入量为 244mg/

d ,香港儿童为 542mg/d 。认为 5岁儿童 BMC 与其 0

～ 5岁长期服钙量呈正相关 , 而与近期钙摄入量无

关[ 10] 。

C.Conrad Johnston等对 45对 6 ～ 14岁的双胞胎

分别给予钙剂(苹果酸酯枸橼酸钙 1 000mg/d)和安慰

剂 ,这两组平均每日的钙摄入量分别为 1 612mg 和

908mg 。3年后 ,分别测量他们桡骨中远 1/3处 、远端

1/10处 、腰椎 、股骨颈 、Ward' s三角 、大转子共六处的

BMD ,补钙组在六个不同测量部位 BMD增加的百分

比值均比安慰剂组有明显提高 ,分别高出2.5 、3.3 、

0.7 、0.4 、1.2和 1.8个百分点 ,平均增加 1.4%。提

示长期补充钙剂能提高成人期 BMD 的峰值 ,减少发

生骨折的危险[ 11] 。可见 ,儿童期给予足够的钙营养 ,

可以有效地提高他们骨矿物(特别是钙)的含量及其成

人期的骨峰值 ,减少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 ,从而起

到基础预防骨质疏松的作用。

4.3　婴幼儿桡骨 BMC 与佝偻病早期诊断的关系　

李祥民等用 SPA 法测量了 90 例早期佝偻病患儿的

BMC 、BMD和 BW ,并与生化检查的血清钙 、磷 、碱性

磷酸酶比较 ,二者异常率具有显著性差异(P <0.01),

发现佝偻患病儿的 BMC 和 BMD 均低于健康对照组

儿童 ,认为 BMC 检测对佝偻病的早期诊断具有特异

性[ 2] 。

吴嘉惠等通过用 SPA-Ⅰ型骨矿分析仪对 3月 ～

1.5岁 60例初期 、激期 、恢复期佝偻病患儿及 20例健

康儿童做 BMC 测定 。佝偻病患儿初期 、激期和恢复

期的BMC分别为0 .0 9 5 7g / cm 、0 .0 7 8 5 g/ cm和

0.101 9g/cm ,低于正常儿童(0.183 2g/cm),有典型

X改变和无典型 X线改变患儿的 BMC 分别为 0.050

8g/cm 和 0.102 9g/cm ,BMD分别为 0.103 1g/cm2 和

0.164 6g/cm2 ,都有显著性差异(P<0.05)[ 12] 。

4.4　通过性别 、身高 、体重 、年龄估算 BMC

SH Cohm 等认为建立一套根据骨骼和身体的大

小标化的桡骨 BMC 预测值 ,与相应年龄组各种骨代

谢性疾病患者的 BMC 实测值比较 ,以评价他们的钙

营养状况 ,并辅助诊断儿童常见骨代谢性疾病是很必

要的
[ 13]

。正常桡骨 BMC 可以通过性别 、年龄 、身高 、

体重的公式来计算:

BMCp=0.064 7·H·K[ 1/ 2] -0.073 0　男性

　　 =0.067 7·H·K[ 1/2] -0.073 0　女性

K=正常总体钾水平

正常总体钾可以通过以下公式预测:

　　Kp=ê·W
[ 1/2]·H2

　　ê =5.52-0.104A　　男性

　　ê =4.58-0.010A　　女性
注:H=身高(m)　W=体重(kg)　A=年龄(y r)

　　　　Kp=正常总体钾预测值(g)

　　　　BMCp=正常 BMC 预测值(g/cm)

SH Cohn等对 1 770名 10个年龄组正常个体进

行测量研究后 ,总结出:在 6 ～ 89 岁的男性群体中 ,

BMC 实测值/BMC预测值=1.001±0.068s ,在 6 ～ 59

岁的女性群体中 , BMC 实值/BMC 预测值=0.959±

0.063s;6 ～ 10岁男童的 BMC 实测值 、BMC 预测值及

BMC实测值/BMC 预测值分别为 0.567g/cm 、0.593

和 0.917 ,女童的 BCM 实测值 、BMC 预测值及 BMC

实测值/BMC 预测值分别为 0.504g/cm 、0.531g/cm

和 0.949;11 ～ 15岁年龄组男童的 BMC 实测值 、BMC

预测值及 BMC实测值/BMC 预测值及 BMC 实测值/

BMC 预测值分别为 0.842g/cm 、0.973g/cm 和 0.

865g/cm ,女童的 BMC 实测值 、BMC 预测值及 BMC

实测值/BMC 预测值分别为 0.779g/cm 、0.910g/cm

和 0.856。预测值虽然系统的要比实测值高 ,但都在

BMC 实测值的 1个标准差之内[ 13] 。

4.5　测定 BMC ,估算总体钙 　Christian 认为通过

BMC测量值估算全身总钙需要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是

儿童和成人组的钙磷比例要一致;第二是儿童和成人

组尺桡骨端的钙含量都能代表全身总钙水平 。

Christ ian能过测量 301名 7 ～ 20岁正常儿童青少

年的前臂骨矿物含量 ,估算这些年龄组的总钙 ,得出 7

～ 9岁和 15 ～ 20岁男童的平均值显著高于女童(除 15

岁年龄组 P<0.05之外 ,其他年龄组 P 均<0.01);在

低年龄组(男童 7 ～ 13岁 ,女童 7 ～ 11岁)总钙估算值

随年龄缓慢上升 ,在青春期(男童 14 ～ 15岁 ,女童 12

岁)出现迅速上升。

　　注:总钙=BMC·K

　　　K=1 100/40.8=26.96g/units

　　　1 100=正常年轻男性的总钙估算值

　　　40.8=正常年轻男性的平均 BMC

5　结　论

　　骨密度测定是一项方便 、敏感 、准确可靠 、能反映

人体骨骼矿物营养特别是钙营养的测量指标 。

儿童骨骼钙营养的检测对于儿童的生长发育及其

一些骨代谢性疾病的早期预防 、早期诊治都很重要 ,所

以把骨密度广泛应用于儿童骨矿营养的检测 ,具有重

大的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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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法测量桡骨中远 1/3端具有方便 、易定位 、

辐射面积大 、测量精度 、准确度高等优点 ,是一种适宜

于儿童 BMC 测量的方法。

　　骨密度在儿科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尤其在国

内 ,需要进一步推广 ,以促进我国儿童钙营养状况的监

测 、改善和正常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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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新生儿高间接胆红素血症的疗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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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儿高(间接)胆红素血症(以下简

称新生儿高胆)常由溶血 、感染 、产伤等因

素引起 , 但最多见的是生理性黄胆加重 ,

临床除用蓝光照射治疗外 , 常用葡萄糖注

射液 、碳酸氢钠注射液 、肝太乐注射液 、人

血白蛋白或血浆及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

在第三届国际围产医学会上曾提出激素

不必作为新生儿高胆的常规治疗药物 , 对

此我们进行了对照观察。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1995 年 12 月～ 1996 年 5 月

我院新生儿科高胆患儿 44 例 , 其中男 31

例 、女 13 例 , 溶血性高胆 22 例 、生理性黄

胆加重患儿 22 例。

1.2　治疗方法　常规治疗方法相同。 ①

即光疗外 , 加药物四联(葡萄糖 、碳酸氢

钠 、血浆 、肝太乐), ②即光疗(每日蓝光照

射 8～ 12h)加药物四联(血浆 7～ 10ml/ kg.

d 或白蛋白 lg/kg.d 代替 , 5%碳酸氢钠

2ml/kg.d , 肝太乐注射液 66.5 ～ 133mg/d

加入 10%葡萄糖溶液中静脉点滴)。 ABO

溶血组用肾上腺皮质激素 11 例 , 未使用

肾上腺皮质激素 11 例;生理性黄胆加重

组使用激素 9例 , 未用激素治疗 13例。

2　结　果

　　两组每天皮胆下降数 , 皮胆从高峰值

下降至正常值所需的天数 ,结果见表 1。

表 1　各组皮胆值下降情况( x ±s)

组别 例数
每日下降

值(mg)

皮胆值降至正常

所需时间(天)

ABO溶血组

激素组 11 4.4±3.4 3.3±1.6

对照组 11 2.8±0.5 2.4±0.77

生理性黄胆加重组

激素组 9 5.0±1.7 6.1±1.4

对照组 13 5.8±1.5 5.5±1.8

　　注:P值均>0.05

3　讨　论

　　肾上腺皮质激素用于治疗新生儿高

胆的作用机理是:①保护溶酶体 , 促进胆

红素的排泄;②活跃肝酶 , 促进葡萄糖醛

酸与胆红素结合;③阻止抗原抗体反应 ,

减少溶血作用。有利于黄胆的消退。 但

是肾上腺皮质激素能抑制免疫功能 , 降低

机体的抵抗力 , 能诱发或加重感染 , 对免

疫功能低下的新生儿使用时必须要权衡

利弊。

在 ABO 溶血组及生理性黄胆加重组

中 ,使用激素组皮胆每日平均下降值的幅

度虽大于对照组 , 但经 t 检验 , 无统计学

显著差异(P >0.05), 皮胆从高峰下降至

正常值的平均天数亦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表明 ,治疗新生儿高胆在其他措施保证的

前提下 ,不一定要常规使用肾上腺皮质激

素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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