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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osteoporosis :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摘自Cleveland Clinic Journal of Medicine August 2009. E.MICHAEL LEWIECKI, MD, Director, New Mexico
Clinical Research & Osteoporosis Center, Albuquerque, NM; Clinical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School of Medicine 編譯：金艷蓉

骨質疏鬆症是一種常見的嚴重疾病，儘管對其的治療非
常有效，卻往往未被及時診斷和處置。美國醫學界和保健機構
正面臨著一項健保挑戰，即如何使骨質疏鬆症的臨床知識在公
衆中傳播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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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嚴重疾病
大約四千四百萬的美國人，即
55%五十歲以上的人群，患有骨質
疏鬆症或能引至骨折的低骨密度患
者。2005年，在美國估計有兩百萬患
者因骨質疏鬆症而發生骨折，直接導
致相關的醫療費用高達17億美元。預
計到2025年之後，每年將發生超過三
百萬例與骨質疏鬆相關的骨折，年度
花費會超過25億美元。
脊椎和臀部的骨折會導致慢性疼
痛、畸形、抑鬱、殘疾以及死亡，大
約55%的臀部骨折病人若無協助會有
永久性的行走困難，而25%的病人需
要長期護理，臀部骨折或者臨床脊椎
骨折的患者，5年死亡率超過預期的
20%。

骨折發生前的診斷
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分類
世界衛生組織對骨質疏鬆症的定
義和骨密度分類是基於T評分，應用雙
能X綫骨密度儀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縮寫DXA)測出的骨質密度
低於正常年輕人骨質密度平均值2.5個
標準差以下者。
◎正常(T評分超過1.0)
◎骨質缺乏(T評分小於-1.0，但高
於-2.5)
◎骨質疏鬆症(T評分等於或小於-2.5)
◎嚴重骨質疏鬆症(T評分小於-2.5，伴
有脆性骨折)
T評分大約可以負責24-28%的骨
折，其他病因佔到骨折的70-75%，新
的FRAX已經不再使用骨密度作爲絕對
計算要求，而可用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替代。
爲什麽要做骨密度測試？
醫生可以依賴骨密度測試結果，
在患者發生骨折之前作出診斷，並可
以早期干預以降低發生骨折的風險。
一個已經發生脆性骨折的病人是很容
易作出臨床診斷的，骨密度測試幾乎
可以說是非常獨立的診斷標準，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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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第一次骨折之前，往
往很少能夠獲取此項測
試來作診斷。
一直以來醫
界存在骨折風險
評估比診斷分類
（如：正常、骨
質缺乏、骨質疏
鬆症）更有臨床
意義的爭論，骨
質疏鬆症的診斷
向病人和康護機構
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
息：存在一種需要評
估和治療的嚴重疾病。
在美國，診斷分類是作爲選
擇保險結算數字代碼的依據，以
及決定保險覆蓋的藥物治療資格。
◎發生骨折之後，骨質疏鬆症也未必
被診斷
來自1999到2000年Medicare賠
付數據顯示，儘管衆多機構承認骨質
疏鬆症存在骨折的風險極高，也表明
DXA需要在這類群體中使用，但仍然
只有30%年齡在65歲或以上的符合條
件的婦女作了骨密度測試。
一個成人遭遇任何骨折，甚至於
僅僅由一次創傷引起，也有可能是因
爲患有骨折高風險的骨質疏鬆症，這
種情況應該作進一步的評估。脊椎骨
折是骨質疏鬆症中最爲常見的骨折類
型，往往也未被認識和報告，從而錯
過對骨折風險極高的病人作出鑑定和
治療的時機。2005年一份研究報告顯
示，只有10.2%的年齡在65歲以上發生
骨折的婦女,在接下來的6個月中作了
骨質疏鬆症的檢驗。儘管骨折風險非
常高，一些發生臀部骨折的病人在出
院後，仍然未被診斷骨質疏鬆症，並
作出針對治療。
衆多因素干擾了骨質疏鬆症的診
斷，並非單一原因。家庭保健醫生們
往往被繁重的臨床工作、行政管理、
監管責任等佔去了大部分時間，很少
有時間想到這種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發
生嚴重骨折的靜悄悄的疾病。急診骨

這是一個脊椎骨骼結構模擬圖：最
上端的是正常的骨骼，中間部分為骨量
丟失骨密度降低，下端為骨密度嚴重降
低，故脊椎變形塌陷是必然的。

折往往很快被骨科醫生或急診醫生處
理，他們很少會對骨折長期護理或預
防上有作爲，家庭保健醫生也常常在
骨質發生之後方才意識到這種疾病的
存在。
◎黃金標準——DXA(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檢驗
DXA是病人骨密度測試的重要相
關檢驗，是唯一可以用來作爲骨質疏
鬆症的診斷分類依據，也是骨折風險
的評估工具(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 o l 縮 寫 F R A X ) 之 一 。 儘 管 並 非 完
美，DXA仍然在臨床上對治療期間骨
密度的變化和減少骨折風險等相關性
方面，是一個最有效的監測治療效果
的途徑。這也是爲什麽DXA通常被認
爲是檢測骨密度的黃金標準的原因。
但是，目前尚未有很多國家能夠
採用DXA來作爲常規檢驗骨密度的手
段，中國大陸也爲數不多，並未能夠
支持到全部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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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診斷的策略
◎制定一個主張
骨質疏鬆症早期診斷的第一步
是，選擇出相關病人作骨密度測試，
從而判斷病人是否屬於骨折高風險的
群體。
如此看來，對家庭保健醫生的要
求就會很多，因爲他們有可能並不關
注骨質疏鬆症，可以幫助任命一個或
多個職員作爲骨骼健康專員，他們可
以是醫療助理、護士或者健康護理教
育者，由他們來關注何種病人或病人
何時需要做骨密度測試。
◎建立一個疾病管理項目
改善醫療保健體系也許比改變診
所醫護人員理念會對臨床診斷更加有
效，疾病管理項目將通過制度化的途
徑來實現骨質疏鬆症的保健方案，後
骨折的介入項目在管理未來骨折風險
方面，可以有機會更好地管理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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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家骨質疏鬆症基金會的治
療指南
許多醫學機構已經發出了針對骨
質疏鬆症的臨床治療指南，其中一些是
不同的建議，因此混淆多過啓發。爲了
統一這些不同的建議，國家骨質疏鬆症
基金會集結衆多專業科學家，制定了
一項“預防和治療骨質疏鬆症的臨床指
南”。在美國任何種族的絕經後婦女和
50歲以上的男性，若要在臨床上對其確
診和治療骨質缺乏和骨質疏鬆症，這份
文件作出了指導性的建議。
對所有病人的建議：
◎如果需要，每日攝入至少1200mg鈣
劑補充劑(單次攝入劑量不要超過500600mg，因爲人體對鈣的吸收也是有限
的)；
◎每日攝入維他命D3 800-1000IU；
◎常規的負重鍛煉；
◎防止跌倒；
◎避免吸煙和過多的酒精
攝入。
哪些人需要做測試？
國家骨質疏鬆症基
金會建議有骨質疏鬆症風
險的人都需要做骨密度測
試。
◎年齡在65歲或以上的婦
女；
◎65歲以下但有骨折風險
因素存在的絕經後婦女；
◎有臨床骨折風險因素存
在的更年期女性，諸如體
重過輕、有過骨折、服用
高風險藥物如類固醇等；
◎70歲或以上的男性及70
歲以下，但存在臨床骨折
風險；
◎發生脆性骨折的成人；
◎患有低骨量和骨質流失
相關疾病的成人；
◎任何將要做相關藥物治
療的病人；
◎需要做治療的所有病
人，因爲需要監測治療效

果；
◎尚未接受治療的患者，骨密度測試
可作爲骨質流失的證據，並引導治
療。
根據此項指引，早期雌激素停止
的女性也應該做骨密度測試。
所有患有骨質疏鬆症的病人，應
該做一份骨骼病史、體骼檢查、相關
實驗室檢驗的報告，從而評估促成疾
病的因素。
哪些人需要做治療？
國家骨質疏鬆症基金會的建議指
出，在絕經後婦女、50歲以上的男
性，發生任何以下情況者，都需要藥
物治療。
臀部或脊椎骨折 (臨床上或形態
上)；
股 骨 頸 或 脊 椎 T評 分 -2.5或 低 於
-2.5的病人經過適當評估排除了繼發性
的原因；
骨質缺乏(股骨頸或脊椎T評分
在-1.0和-2.5之間) 在10年之内3%臀部
骨折發生的概率或更多，或10年之内
20%骨質疏鬆症相關骨折發生的概率，
這是基於FRAX的美國版本(以10年骨
折發生概率的高低作爲治療適應症)。
哪些藥物會被應用？
目前在美國被批准用於骨質疏鬆
症治療的主要藥物：
Ⅰ. 降低骨質代謝類藥物：
1.雙磷酸鹽類藥物Bisphosphonates:
降低骨代謝；增加腰椎和髖骨的骨密
度；降低脊椎和髖部骨折的風險；維
持繼續治療的效果；長期使用的安全
紀錄。
◎每週一次口服Alendronate
(Fosmax), Risedronate (Actonel)；
◎每月一次口服或每季一次靜脈注射
Ibandronate (Boniva)；
◎每月一次的Risedronate
(Actonel)；
◎每年一次靜脈注射Reclast；
2.人類單克隆抗體藥物Prolia:每半年
皮下注射針劑一次；
3.Calcitonin，目前正逐漸被淘汰；
4.選擇性的雌激素受體調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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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壯骨類藥物
◎合成副甲狀腺類藥物Forteo: 它比其
他補骨藥物的療效要高3-5倍。
很難知道一個藥物一定比另一
個藥物更加有效，因爲沒有這些藥物
以骨折為最終目的的臨床正面比較試
驗。
選擇藥物治療對病人來說都會存
在效益和風險，國家骨質疏鬆症基金
會的介入門檻並非和骨骼效益和風險
有關，像Evista是預防和治療骨質疏鬆
症的好藥，同時還有降低侵入性乳腺
癌的風險，頗有一石二鳥之功。某些
雙磷酸鹽類藥物在最近的研究報告中
也顯示，可能對多種癌症也有特殊的
療效。n

治療目標和治療適應症

骨質疏鬆症流行病學(美國)(美國)
時間

確診骨質疏鬆症人數

2007 10,000,000
2010 12,000,000
2025 14,000,000

骨密度減低者人數

骨質疏鬆症相關人數

34,000,000
40,000,000
47,000,000

44,000,000
52,000,000
61,000,000

最新預防和治療指南針對醫
護人員如何評估和治療骨質
缺乏的病人：

美國發生髖部骨折的結果

◎用FRAX(Fracture Risk Assessment Tool)來評估病人
的十年骨折發生概率，而
不僅僅是T評分；

◎12個月之内超過24%的死
亡率；

◎每年發生30萬例髖部骨
折；

◎50%無法恢復基本功能；
◎25%需要長期居家護理。

◎採用FRAX計算法包括成本
效益的數據 。

維持現有骨骼狀態
◎骨質T評分-1.0到-2.4 ；
◎骨質T評分-2.4或更糟，沒
有發生骨折或沒有骨折的
徵兆；
◎抗骨吸收治療成功的患
者。

重建骨骼結構
◎由於骨質疏鬆症而發生一
次或一次以上的骨折；
◎具有骨折風險因子的徵
兆或症狀：T評分-3.0或更
糟、背痛、身高降低、脊
柱後凸；
◎抗骨吸收治療抗藥性；
◎抗骨吸收治療中明顯的骨
量丟失的高危病人。

骨質疏鬆症治療管理中
存在的障礙

中國女性的骨密度(BMD)
和DXA的相關特性

◎診斷率的不足；

◎用骨密度測試來作爲T評
分對中國女性不一定非常
有效，因爲中國女性的骨
密度一般要到更年期前才
達最高峰值；而白人女性
則在20-30之間就達到最高
值了。

◎醫護人員和必須治療的
病人都對骨質疏鬆症的
認識不足；
◎堅持慢性疾病的治療和
影響效益是一項全球挑
戰；
◎病人未能遵守醫囑：
-堅持性差：病人經常擅
自停藥；
-依從性差：病人不遵守
用藥指導；
由於上述原因，導致病
患骨折風險顯著增加，若
病患堅持治療，其24個月
的骨折風險會降低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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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XA測試的骨密度是平面
骨密度，一般來講，體積
骨密度要比平面骨密度為
高。而中國女性相比較白
人女性而言，整體骨骼結
構比較纖細，故僅僅依靠
DXA來測試中國女性平面
骨密度，不能完全作爲評
判骨密度的標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