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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国际骨质疏松症和骨矿盐疾病学术会议纪要

王鸥
１ ， 徐苓２

　　由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Ｂ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ＳＯＢＭＲ）、 国际骨矿盐学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ＢＭＳ）、 国际华人骨研学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ｒｄ Ｔｉｓｓｕ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ＩＣＨＴ）
共同主办， ＣＳＯＢＭＲ 和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共
同承办的第六届国际骨质疏松及骨矿盐疾病学术会

议于 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２０ 日至 ２３ 日在陕西省西安市召
开， 会议得到了陕西省医学会的大力支持。 参会
７００余人， 正式注册代表 ６１１人， 其中境外代表 ４０
余人， 涉及内分泌科、 妇产科、 骨科、 风湿免疫
科、 放射科、 老年医学科等多个学科。 共收到征文
４１６篇， 其中特邀大会报告 １８ 篇， 专题研讨会报
告 ２４ 篇， 口头发言 ４８篇， 壁报交流 １００篇。

骨质疏松的基础与临床研究

基础研究

来自ＭＧＨ和Ｈａｖａｒｄ医学院的 Ｈｅｎｒｙ Ｋｒｏｎｅｎｂｅｒｇ
教授全面综述了骨细胞和骨生物学， 介绍了一些转
基因标志物在不同种类成骨细胞前体细胞的鉴别及

其运动调节中的应用。 骨骼和肌肉组织来源于共同
的间充质前体细胞， 许多遗传及环境因素使两者的
发育密切相关， 美国 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 大学医学院的
Ｔｈｏｍａｓ Ｌ Ｃｌｅｍｅｎｓ 教授介绍了 ＧＨ-ＩＧＦ１轴在骨骼-肌
肉相互作用中的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Ｘ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ｕｏ 教授在ＨＲ-ｐＱＣＴ中应用新的影像分析技
术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ｔｒａｂｅｃｕｌａ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ＩＴＳ ） 及
μＦＥＡ （ｍｉｃｒｏ-ｆｉｎｉｔｅ-ｅｌｍｅｎｔ） 比较了华裔及白人美国
女性骨微结构的不同， 前者骨小梁中板状结构比例
及皮质骨厚度较高等特点使得骨骼具有较高的刚度 ，

对为什么华裔美国女性尽管面积骨密度较低， 而骨
折发生率却低于美国白人女性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

释。 骨的吸收和形成之间的偶联对有序的骨重建至
关重要，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大学的 Ｘｕ Ｃａｏ教授介绍了骨
吸收与骨形成的偶联， 重点讲述了 ＴＧＦ-β和 ＩＧＦ-Ｉ
的作用。 在会前和会中的专题研讨会中， 美国 Ｓｔｏｎｙ
Ｂｒｏｏｋ大学生物医学机械系的 Ｙｉ-Ｘｉａｎ Ｑｉｎ 教授介绍
了机械干预引起的骨适应和机械信号、 调节机制与
骨形成的关系。
代谢与骨

许多人认为肥胖是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保护性

因素，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的廖二元教授做了题为
“肥胖不是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保护因素” 的大会
报告， 基础及临床研究显示肥胖者骨强度的增加并
不能抵消肥胖对骨代谢的诸多不利影响， 因此肥胖
并非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保护因素。 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的 Ｍａｒｋｕｓ Ｊ Ｓｅｉｂｅｌ 教授做了题为 “糖皮质激素
引起的糖尿病是一种骨骼疾病” 的大会报告， 研
究结果显示外源性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对全身能量代

谢的影响至少部分是通过骨骼介导。 在专题研讨会
中，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 Ｈｏｎｇ Ｚｈｏｕ教授介绍了糖
皮质激素信号传导通路破坏的转基因模型中的研究

结果， 显示内源性和外源性糖皮质激素作用途径不
同， 并依赖于其浓度及靶细胞。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长海医院的赵东宝教授介绍了中国糖皮质激素引起

的骨质疏松症的治疗指南。
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治疗

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治疗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

点， 此次会议也设立了关于此热点的多个大会报告
和专题研讨。 美国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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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Ｓｔｅｖｅ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教授做了题为 “骨质疏松新治
疗” 的报告， 介绍了一些新的抗骨质疏松药物如
组织蛋白酶 Ｋ、 硬骨素单克隆抗体以及硝酸甘油对
骨质疏松及其骨折的潜在治疗作用。 ＭＧＨ 的 Ｒｏｂ-
ｅｒｔ Ｎｅｅｒ教授介绍了骨形成促进剂在骨质疏松症治
疗中的现状， 主要是 ＰＴＨ、 ＰＴＨｒＰ及其类似物的效
果及缺陷， 以及硬骨素抗体、 Ｄｋｋ 抗体的治疗效
果。 抗骨质疏松药物， 尤其是双膦酸盐的疗程一直
为临床医师所关注， 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Ｃ．Ｂａｕｅｒ教授做了题为 “何时停止骨质疏
松治疗” 的报告， 建议低危患者应用双膦酸盐一
定时间后宜停用一段时间， 以减少发生不良反应的
风险。 香港中文大学的 Ｌｉｎｇ Ｑｉｎ教授将淫羊藿植物
分子结合一种新的定向于骨骼的靶向传递系统， 并
应用于骨质疏松的防治。 在骨科治疗方面， 来自第
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的雷伟教授介绍了骨质疏松脊

椎手术带柄螺钉固定方法的建立。
在专题研讨会中， 美国加利福尼亚 Ａｍｇｅｎ 公

司的 Ｄａｖｉｄ Ｋｅ 教授介绍了硬骨素的促进骨形成治
疗效果。 来自美国 Ｂｒｏｗｎ大学 Ａｌｐｅｒｔ医学院的 Ｑｉａｎ
Ｃｈｅｎ教授介绍了新的小 ＲＮＡ功能及其在分子治疗
和诊断中的应。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陈德才教授介
绍了骨量减少的诊治。 南京大学鼓楼医院的林华教
授介绍了骨质疏松性骨折及其治疗。 大会还举办了
６场专家见面会和 ２ 场专题培训。 如在关于骨质疏
松骨折的专家见面会上， Ｓｔｅｖｅｎ Ｃｕｍｍｉｎｇｓ 教授与
北京协和医院的徐苓教授、 夏维波教授讨论了椎体
骨折的病因、 评估、 治疗及临床结局。 又如北京协
和医院的孟迅吾教授从临床表现、 特殊类型、 定位
诊断及治疗等方面讲授了中国人原发性甲状旁腺功

能亢进症的特征。 大会还特别安排了精彩的专家讨
论部分， 几位本领域的国内外资深专家就 ２个典型
的继发和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病例和与会者进行了

互动讨论和交流。
骨测量及双能 X线骨吸收仪 （DXA） 应用
骨测量及 ＤＸＡ已广泛用于包括骨质疏松症在

内的多种代谢性骨病和其他代谢性疾病的研究和临

床评估。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Ｊｏｈｎ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教
授介绍了 ＤＸＡ在 ＢＭＤ测量以外的应用， 包括功能
性肌肉组织减少疾病 （如 Ｓａｃｒｏｐｅｎｉａ、 ＨＩＶ 感染

等） 和导致脂肪和肌肉局部分布异常的疾病。 北
京协和医院的余卫教授、 台湾学者吴至行 （Ｃｈｉｈ-
Ｈｓｉｎｇ Ｗｕ ） 教授及英国学者姜贵蓉 （ Ｇｕｉｒ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 博士在专家见面会上分别介绍了骨测量在
中国的现状及椎体压缩骨折评估的 ＡＢＱ方法。

其他代谢及遗传性骨病

低血磷性佝偻病／骨软化
来自美国印第安那医学院医学和分子遗传学系

的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Ｗｈｉｔｅ 教授介绍了低血磷性疾病所揭示
的 ＦＧＦ２３调控的新观点， 研究显示铁缺乏状态影
响基因突变小鼠 ＦＧＦ２３ ｍＲＮＡ表达及 ＡＤＨＲ表型，
年龄也可能影响 ＦＧＦ２３ 的处理和稳定性， 提示
ＡＤＨＲ的发生是基因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美国
Ｙａｌｅ大学医学院的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教授介绍了低
血磷性佝偻病的治疗挑战， 提出现有治疗的不足以
及潜在的新治疗方法。 北京协和医院的夏维波教授
介绍了中国人中低血磷性佝偻病／骨软化症的临床
表现及基因突变分析。
其他

来自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大坪医院的陈林教授介

绍了 ＦＧＦＲ３相关的软骨发育不良， 重点讲述了 ＦＧ-
ＦＲ３在骨骼发育过程及相关骨骼疾病发生中起作用
的分子和细胞学机制以及 ＡＣＨ 靶向治疗的最新进
展。 美国 Ｒｕｓｈ大学医学中心的 Ｄｉ Ｃｈｅｎ 教授介绍了
ＴＧＦ-β信号通路在骨关节炎发生中的作用， 该信号
通路的抑制在 ＯＡ的发生机制中有重要作用。
延续以往学会重视对中青年学者培养的传统，

除各种形式的大会报告、 专题讨论、 病例讨论及口
头发言外，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 Ｎａｔｕｒｅ、 ＪＢＭＲ、
Ｂｏｎｅｋｅｙ 等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进行了投稿介绍。 对
优秀论文进行了评审， 在闭幕式上授予 Ｗｅｂ Ｊｅｅ 奖
１１名， 最佳口头发言 １０名， 最佳壁报 ４名。 有十余
个医药企业参加了会议展览， 召开了 ８ 个内容丰富
的卫星会。 本次会议学术气氛浓厚， 学术争鸣活跃，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与会代表认为这是一次高水平、
与国际学术前沿紧密接轨的学术盛会。 本次会议将
有助于我国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领域临床和研究

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大会取得了圆满成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２-１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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