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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于 ２０１１ 年 ４卷 １期刊发了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关于 “原发

性骨质疏松症防治指南” 一文［１］ ， 该文被多方引用， 起到了应有作用及良好影响。 该指南
“ （三） 抗骨质疏松药物临床关注问题” 一节中， 给出了干预疗效监测注意事项的原则意见，
即 （１） 在治疗过程中， 应注意患者的依从性； （２） 在判断药效时， 应充分考虑骨密度测量
和骨转换标志物检测的最小有意义变化值； （３） 在用药后骨密度及骨转换标志物发生有意
义变化时间的明显差别。
关于疾病的防治指南， 对每一主要项目的关注点及所提规范或建议， 均是基于循证医学

给出的原则性意见， 疗效监测指南也不例外。 但随时间推移和学术进步， 加之临床实践经验
的不断积累及科学总结， 对骨质疏松的疗效监测和评估已引起业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因为这
关乎每一位接受治疗的骨质疏松患者的切身利益。 为此， 在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
病分会主任委员廖二元教授主持下， 学会常委们群贤毕至， 集思广益， 撰成下述 “原发性
骨质疏松症干预的疗效监测与评估专家意见” 一文， 该文充分体现出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如何正确干预、 细致监测及科学评估的患者第一、 与时俱进及细节耕耘的思想， 希望该文的
刊出， 能与指南一起对业界骨质疏松防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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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干预的疗效监测与评估专家意见

廖二元
１ ， 徐苓２ ， 朱汉民３ ， 夏维波２， 章振林４ ， 余卫２， 林华５ ， 金小岚６ ， 王以朋２ ， 付勤７ ，
刘建民

８， 朱梅９ ， 吴文１０， 李玉坤１１ ， 李明全１２， 沈霖１３ ， 陈林１４ ， 陈德才１５ ，
林建华

１６ ， 侯建明１７， 唐海１８ ， 徐又佳１９ ， 程晓光２０， 袁凌青１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是一种 “静悄悄的流行
病”， 大部分患者早期并没有特异性症状， 直至出
现脆性骨折， 最终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医疗和
经济负担。 诊治骨质疏松症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预防
初次骨折的发生或降低再次骨折的风险［１－２］ 。

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有效的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

才可以显著降低临床或影像学骨折的发生率。 但在
临床实践中， 由于对疾病的病理生理和治疗目的认
识不足， 患者不依从治疗的情况非常普遍［３］ 。 据
统计， 美国 １ 年内骨质疏松症患者终止治疗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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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２％［４］ ； 上海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具体原因
不同， 但患者 １ 年内累积停药率高达 ３５％［５］ ； 而
对广东省惠州市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０８ 年调查的结果显
示， 药物依从性差的比例高达 ６８．６％［６］ 。
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虽然可以降低骨折发生的

风险， 但由于骨折风险的降低在个体不易监测， 而
且部分患者临床症状不明显， 无法直观地观察治疗
效果， 因此通过合适的临床评估和监测方法确定药
物疗效是增加医生和患者信心、 改善患者依从性的
重要手段［３］ 。 目前常用的疗效监测与评估内容包
括随访 （不良反应、 规范服药、 基础措施以及骨
折风险因子再评估等）， 新发骨折评估 （临床骨
折、 身高降低和影像学检查）、 骨密度 （ｂｏｎｅ ｍｉｎ－
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ＢＭＤ） 测量和骨转换生化标志物
（ｂｏｎｅ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ＢＴＭ） 检测， 以及基于这
些数据的综合再评估等［３，７］ 。

２０１２ 年底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在北京、 上海、 广
州、 长沙、 重庆等城市召开了多场以 “骨质疏松
干预的疗效监测与评估” 为主要议题的骨质疏松
专家讨论会。 与会专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
践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形成了广泛的专家意见。 在此
基础上又召开了全国专家讨论会， 对其进行审阅并
产生最终的专家意见。

疗效监测与评估相关问题

关于新发骨折的疗效监测与评估

如何看待新发骨折： 骨折风险降低是抗骨质疏
松治疗的最终目标， 也是骨质疏松药物 ＩＩＩ 期临床
研究的主要疗效评价终点。 影响骨折的因素复杂，
既有骨骼本身因素也有骨外作用因素， 所以不能简
单地将骨折发生和治疗失败等同。 应在全面评估各
种因素并与其他检测指标相互印证的前提下， 做出
综合判断。
髋部、 椎体和前臂等部位发生新的骨折， 意味

着相同部位或者其他部位再发骨折风险明显升

高
［８］ 。 目前的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不能消除而只

能降低骨折风险， 相关药物的临床研究显示药物治
疗只能降低 ４０％ ～７０％的骨折风险， 而且通常需
要使用较长时间才能达到该效果， 因此不能仅由一
次骨折的发生推断治疗的失败［９］ 。 另外， 无论骨

折发生与否， 绝大部分患者均可能从治疗中获益，
对于在治疗过程中出现骨丢失的患者， 不治疗将可
能导致更多的骨量丢失； 对于治疗中发生新发骨折
的患者， 不治疗可能导致更早发生骨折或多次骨
折［９］ 。 因此发生新发骨折后， 应首先评估药物依
从性， 继发性骨丢失因素， 及其他药物或疾病的影
响［１０］ ， 排除其他因素后才考虑调整治疗方案。
随访中新发骨折的评估： 通过紧密随访， 关注

患者临床骨折以及影像学骨折。 椎体骨折不同于髋
部和前臂等骨折， 发生时往往无临床症状， 以及明
确的跌倒史， 极易漏诊。 椎体影像学检查是发现椎
体骨折的有效方法［２］ 。
即使没有测量 ＢＭＤ或 ＢＭＤ结果没有达到骨质

疏松标准， 在排除其他代谢性骨病和肿瘤骨转移等
的前提下， 出现脆性骨折就可诊断骨质疏松症。 脆
性骨折是独立于 ＢＭＤ、 年龄和其他临床危险因素
的新发骨折预测因子， 可以提示骨质量及骨强度下
降， 可能改变诊断分级， 改变未来骨折发生风险和
随后治疗策略的制定［１］ 。 开始治疗前， 应仔细记
录患者基线时已发生骨折的影像学证据。 随访时应
评估新发骨折 （椎体和非椎体） 和原有骨折的
加重［１１］ 。
关于 BMD的疗效监测与评估
ＢＭＤ在疗效监测与评估中的意义： ＢＭＤ 检测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疗效监测和评估方法， 可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治疗后骨折风险降低情况。 双能 Ｘ
线骨密度仪 （ ｄｕ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ｘ－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
ＤＸＡ） 和定量 ＣＴ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ｄ ｔｏｍｏ－
ｇｒａｐｈｙ， ＱＣＴ） 测量的骨密度与骨骼的生物力学强
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１２］ ， 抗骨质疏松治疗后
骨折风险减低程度也与 ＢＭＤ上升显著相关［１３］ 。
治疗后 ＢＭＤ 上升或稳定， ＢＴＭ 有预期变化

（抗吸收药物出现 ＢＴＭ 下降， 促骨形成药物出现
ＢＴＭ上升）， 同时治疗期间无骨折发生， 可认为治
疗反应良好［１２］ 。 如果出现骨密度明显下降， 首先
要判断是否是 “真性” 的骨量丢失， 如 ＢＭＤ 降低
是否超过最小有意义变化 （ ｌｅａ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ＬＳＣ）。 很多患者报告的骨密度 “下降” 其实是由
于检测操作误差造成的。 如果是真性的骨量丢失，
应寻找造成骨量丢失的原因， 例如不规范服药、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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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障碍、 钙和维生素 Ｄ 摄入不足以及合并有其他
内分泌代谢疾病等。 大部分骨量丢失的患者都能找
到一项或多项影响治疗结果的因素， 需要找出这些
因素并加以纠正， 最后才考虑是否需要改变治疗
方案［１４］ 。

ＢＭＤ的检测方法和时间间隔： ＤＸＡ 检测是目
前最常用的疗效监测方法。 ＱＣＴ 测量的是体积
ＢＭＤ， 并可选择性测量椎体松质骨 ＢＭＤ， 较 ＤＸＡ
能更敏感地反映治疗后 ＢＭＤ变化。 中轴骨 ＤＸＡ或
腰椎松质骨 ＱＣＴ可用于骨质疏松疗效监测［１５］ 。 目
前尚无足够证据支持外周 ＢＭＤ 测量方法用于疗效
监测。
治疗开始后可每年检测 １ 次 ＢＭＤ， 在 ＢＭＤ 达

到稳定后可以适当延长间隔， 例如 ２ 年监测 １ 次。
对于特殊病例， 如糖皮质激素引起的骨质疏松等可
以每 ６个月监测 １ 次。
最好使用同一台机器进行疗效监测的 ＢＭＤ 随

访， 随访监测的扫描条件， 感兴趣区应与以前保持
一致， 便于前后结果比较。 使用 ＱＣＴ 检测腰椎小
梁骨密度， 也可用于监测治疗相关的骨密度变
化［１５］ 。 在含松质骨成分越多的部位 ＢＭＤ提高越为
明显， 典型的 ＢＭＤ升高程度依次为腰椎＞全髋＞
股骨颈＞前臂远端， 治疗开始后的前 ６ ～１２ 个月升
高最快， 随后趋于缓慢［１６］ 。

关于最小有意义变化值 ＬＳＣ： ＬＳＣ是除去操作
误差、 仪器误差等因素后评判骨密度真正有变化的
阈值， 是指同一位技术人员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里
在同一台机器上进行评估的结果。 每个操作人员的
ＬＳＣ范围不同， 对于结果解读可能带来影响。 要加
强整个检测团队内部培训， 提高精确度， 减少操作
人员之间的精确度差异， 使团队 ＬＳＣ 最低化， 每
个检测中心需要在随访的骨密度报告中注明相应的

ＬＳＣ值。
ＢＭＤ精确度评估及 ＬＳＣ计算方法如下［１５］ ：
（１） 测量 １５ 例患者 ３次或 ３０ 例患者２次， 每

次测量都应重新摆位。
（２） 计算这组人群标准差的平方根 （ ｒｏｏｔ

ｍｅａｎ ｓｑｕ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ＲＭＳ－ＳＤ）。
（３） 根据 （２） 的结果， 计算在 ９５％置信区

间的 ＬＳＣ。

ＬＳＣ “ －” ＳＤ ＝１．９６ × ２ ×ＲＭＳ “ －” ＳＤ ＝
２．７７ ×ＲＭＳ “ －” ＳＤ

变异系数 （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Ｖ ） ＝
［标准差 （ＳＤ） ÷平均值 （Ｍｅａｎｓ）］ ×１００％

ＬＳＣ “ －％” ＣＶ ＝１．９６ ２ ×ＣＶ％ ＝２．７７
×ＣＶ％
国际临床骨密度测量学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ｏｍｅｔｒｙ， ＩＳＣＤ） 推荐 ＢＭＤ的精确
度及 ＬＳＣ的可接受范围分别为： 腰椎 １．９％ （ＬＳＣ
＝５．３％）； 全髋 １．８％ （ ＬＳＣ ＝５．０％）； 股骨颈
２．５％ （ＬＳＣ ＝６．９％）， 如果测量的精确度不能满
足以上最低标准， ＢＭＤ 测定人员应该接受再
培训［１５］ 。
关于 BTM
ＢＴＭ检测的临床意义： 首先， ＢＴＭ 可以辅助

诊断和鉴别诊断骨质疏松症， 如判断高、 低转换类
型； 其次， 早期疗效监测， 确定预期的治疗反应是
否出现； 第三， 辅助判断依从性， 依从性高的患
者， 监测结果与预期治疗反应契合度更高； 最后，
可作为更换治疗方案的辅助参考。 ＢＴＭ 变化的重
要意义是了解药物是否起作用， 而不是作为最终疗
效的判断， 其可以帮助在 ＢＭＤ 还未出现明显变化
前提高患者的依从性， 保证治疗的进行。

ＢＴＭ能够提供骨骼的动态信息， 在作用和功
能上独立于 ＢＭＤ， 同时也与 ＢＭＤ 成为互为补充的
监测手段［１７］ ， 两者结合起来综合诊疗具有更高的
临床价值［１８］ 。 推荐的监测与评估流程见图 １。
目前推荐的主要骨转换标志物及检测时间： 考

虑到变异系数， 目前推荐血清学指标中较多使用的
骨形成指标是血清 １ 型原胶原 Ｎ端前肽 （ｐｒｏｃｏｌｌａ－
ｇｅｎ ｔｙｐｅ １ 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ＩＮＰ）， 骨吸收指
标是血清 １ 型原胶原 Ｃ 末端肽 （ ｓｅｒｕｍ Ｃ－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ｔｅｌ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Ｓ－ＣＴＸ）。 根据研究进展， 适时调整更
合理的检测指标。 应在开始治疗前检测基线值， 应
用促形成药物治疗后 ３个月、 应用抑制吸收药物治
疗后 ３ ～６个月时进行检测。
检测流程： 获得符合骨质疏松诊断患者的

ＢＭＤ和 ＢＴＭ基线值， 应用药物治疗后， 在一定时
限内复查 ＢＴＭ， 如改变百分比超过 ＬＳＣ， 认为治疗
有效， 继续治疗。 结果解读： ＢＴＭ改变小于 Ｌ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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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监测与评估流程［7， 19］

并不一定需要停药或更换治疗方案， 而是应该首先
评估患者的依从性， 其次排除继发性因素， 此外还
要考虑钙和维生素 Ｄ 补充是否充足、 患者消化吸
收功能、 前后检测的试验条件是否相同等。
关于质量控制和最小有意义变化值 ＬＳＣ： ＢＴＭ

检测标准化非常重要， 需要对检测人员、 检测方
法、 试剂盒等进行质控， 并嘱患者注意空腹、 避免
食用或服用可干扰检测的饮食和药物， 每次在相同
时间段检测等。 此外， 还应注意检测结果的 ＬＳＣ，
以双膦酸盐为例， 生化标志物的降低， 如果是血清
指标至少要超过 ３０％， 尿液指标则需要超过 ５０％。
应用 ＬＳＣ 之前需评估患者的依从性、 维生素 Ｄ 状
况、 营养状况、 并发症与合并症、 生化指标、 风险
因素以及用药时间是否够长等。 ＬＳＣ 变化范围很

大， 若使用抗骨吸收药物的患者骨吸收指标的降低
大于 ５０％、 使用促骨形成药物的患者骨形成指标
的升高大于 ３０％， 则说明治疗有效。

ＢＴＭ的质量控制包括分析前和分析中的质量
控制［２０］ 。 分析前质量控制包括： 检测样品标准化
采样、 处理和储存。 最好在清晨空腹状态下采样，
确保检测条件一致， 有助于连续检测间的可比性，
尤其是骨吸收指标， 相比骨形成指标影响不明
显［２０］ 。 分析质量控制包括： 检测方法的精确性、
准确度和标准化都非常重要［２１］ 。 为提高精确性，
通过同时检测对照样本和患者样本的质量控制程序

监控批间误差和批内误差［２０］ 。 而检测的准确性则
通过等级水平测试实现， 从而能同时保证检测方法
短期和长期一致性［２０］ 。

・４・
中华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杂志 ２０１５ 年 ３月第 ８卷第 １期

ＣＨＩＮ Ｊ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 ＲＥＳ Ｖｏｌ．８ Ｎｏ．１ Ｍａｒｃｈ ２０， ２０１５



关于长期疗效监测

长期治疗的监测： 骨质疏松干预时间的长短由
干预方案和干预目标决定。 骨折风险的降低是判断
疗效的最终也是最重要的指标。 应根据不同药物大
型随机对照临床研究的疗效和安全性数据决定治疗

时间： 如一般主张采用双膦酸盐治疗需 ３ ～５ 年，
采用甲状旁腺激素 （ 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ＰＴＨ）
治疗需 １ ～２年， 此后再进行评估。
基础干预措施没有疗程问题， 需要长期甚至终

身持续。 药物治疗的时间由患者骨折风险和药物最
长使用证据 （疗效、 安全性和经济学） 决定［２２］ 。
采用双膦酸盐治疗 ３ ～５ 年后重新评估。 满足以下
所有条件的患者， 可以考虑暂停治疗， 但需要定期
追踪： 治疗期间无新发骨折， 无新的风险因子， 无
ＢＭＤ明显下降 （与治疗前基线相比）， 有严重脆性
骨折史的患者还需要股骨颈 Ｔ值＞－２．５。
停药期间的监测： 停药期间要规律随访。 需

要监测是否有新发骨折和 ＢＭＤ 下降， 前者特别
需要重视椎体影像学的评估［７］ 。 停药 １ ～２ 年后进
行再评估， 评估内容包括临床风险因素 （年龄、
身高、 新发骨折、 其他新的风险因素）， ＢＭＤ以及
椎体形态等［２］ ， 依评估结果判断是否重新开始
治疗［２，７，２２］ 。

其他评估推荐

其他实验室检查指标： 除 ＢＴＭ和 ＢＭＤ， 在治
疗开始前后还推荐检测血清 ２５ 羟基维生素 Ｄ （２５－
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 ２５ＯＨＤ）、 ＰＴＨ、 血常规、 血钙、
尿钙、 肾功能和身高等指标。 基础治疗很重要， 补
充钙和维生素 Ｄ 要充足。 目前判断维生素 Ｄ 补充
是否充足的主要指标是血清 ２５ＯＨＤ水平。

维生素 Ｄ 对于骨骼的发育和维持有重要的作
用［２３］ ， 骨质疏松症患者， 尤其是髋部骨折患者的
维生素 Ｄ缺乏相当普遍。 检测 ２５ＯＨＤ是确定个体
维生素 Ｄ 水平最有价值的指标 ［２４］ 。 但要注意
２５ＯＨＤ水平受检测方法影响， 必要时需要重复测
定。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检测 ＰＴＨ 以评估维生
素 Ｄ水平是否合适。
其他临床指标 （疼痛与活动受限）： 临床症状

及其改善是不能忽略的， 但是应注意疼痛症状不一

定是由骨质疏松引起的。 解决疼痛并不能改变骨质
疏松的预后。 应该在规范完整的骨质疏松疾病管理
前提下缓解症状， 从而做出全面判断和确定综合治
疗方案。 有条件的地方， 还可以利用生活质量评估
量表评价生活质量的改善情况。
提高治疗依从性的推荐

随访的质量控制很重要， 随访不仅包括药物使
用情况， 还应包括生活方式管理、 营养管理、 运动
管理以及防跌倒措施等， 并依据以上结果进行生活
质量评价， 从而确定综合疗效。 应设置专职的联络
人员， 鼓励患者定期随访， 有利于医护人员和患者
之间建立有效沟通， 及时了解和指导患者用药过程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从而改善患者的依从性［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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