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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骨代谢生化标志物临床应用指南
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
骨代谢生化标志物是从血液、尿液中可检测出

子２３（亦称排磷因子或排磷素，ｆｉｂｅｒ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的骨代谢生化产物或相关激素，骨代谢生化标志物

ｆａｃｔｏｒ

可反映骨代谢状态，是协助代谢性骨病的诊断、鉴

性与骨基质代谢水平的生化产物，通常分为骨形成

别诊断、治疗以及疗效评价的重要指标。近年来，

标志物和骨吸收标志物两类，前者代表成骨细胞活

骨代谢生化标志物的检测发展迅速，临床应用日益

性及骨形成状态，后者主要反映破骨细胞活性与骨

广泛。然而，在实际应用中，各医院对于标志物的

吸收水平。

２３，ＦＧＦ２３）等；ＢＴＭｓ则指反映骨骼细胞活

选择、实验室检测方法标准化、参考值制定、临床

一般生化标志物

意义解读等存在着较大差别，亟需规范。中华医学
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特制定本指南。指

血钙

南以循证为本，证据质量分级及推荐的评价标准

血钙分为血清总钙和游离钙，是反映钙和磷稳

采用美国预防医学工作组（ｕ．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ｉｃｅｓ Ｔａｓｋ

Ｓｅｒｖ—

Ｆｏｒｃｅ）推荐的方法（附录１）。

态变化的基本指标。血液中约５０％的总钙与白蛋白
及球蛋白结合，因此，血清总钙受血清白蛋白的影

骨骼是一种代谢相当活跃的组织，与全身其他

响，而未与蛋白质结合的钙称为游离钙。游离钙受

组织器官一样，存在生长发育、衰老、病损等生命

钙调节激素（如甲状旁腺素、维生素Ｄ和降钙素）

现象。骨组织在合成与分解代谢过程中产生许多代

的严密调控，能更准确地反映钙代谢状态。成年人

谢产物，并以不同浓度和结构方式分布于骨骼、血

血清总钙的正常参考值范围２．２～２．７ ｍｍｏＬ／Ｌ，临床

液、尿液或其他体液中；调节骨代谢的内分泌和旁

发现血钙异常时，应考虑血清白蛋白、血液稀释或

分泌激素不但影响骨塑建与骨重建，也反馈调控骨

浓缩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附录ｌⅢＡ级），并进行

代谢的多个环节，维持骨代谢平衡和内环境稳定。

校正。校正公式：血清总钙修正值（ｍｍｏｌ／Ｌ）＝血

因此，临床上可以通过检测血液或尿液中的骨代谢

钙测量值（ｍｍｏｌ／Ｌ）＋０．０２×［４０一血清白蛋白浓

产物和相关激素，间接推断骨骼的各种代谢状态。

度（ｇ／Ｌ）］。血游离钙一般情况下可估算为血清总

这些可被检测的生化标志物与相关激素统称为骨代

钙的一半，也可用游离钙测定仪检测，其正常水平

谢生化标志物或骨代谢标志物，其中能反映骨代谢

为（１．１８±０．０５）ｍｍｏｌ／Ｌ。

转换的指标称为骨转换标志物（ｂｏｎｅ

血磷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血清中的无机磷约１２％与蛋白结合，绝大多

ｍａｒｋｅｒｓ，ＢＴＭｓ）。

骨代谢标志物可大致分为一般生化标志物、骨

数以Ｈ：ＰＯ。一或ＨＰＯ。２。离子状态存在，成年人正

代谢调控激素和骨转换标志物３类。一般生化标志

常参考范围为０．９７～１．４５ ｍｍｏｌ／Ｌ，儿童为１．２９～

物主要指血钙、血磷、尿钙和尿磷等；骨代谢调控

２．１０

激素主要包括维生素Ｄ及其代谢产物、甲状旁腺

肾功能衰竭等肾滤过磷障碍性疾病、维生素Ｄ中

素（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ＰＴＨ）和成纤维生长因

毒和甲状旁腺功能减退症等。引起血磷降低的常见

通信作者：陈德才，Ｅ．ｍａｉｌ：１８９８０６０１３０９＠１６３．ｃｏｒｎ

万方数据

ｍｍｏｌ／Ｌ。引起血磷升高的主要原因包括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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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维生素Ｄ缺乏症、原发性或三发性甲状旁

素Ｄ（２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ｖｉｔａｍｉｎ Ｄ，２５０ＨＤ）在血液中与

腺功能亢进症、范可尼综合征、肾小管性酸中毒或

维生素Ｄ结合蛋白结合，半衰期约２１ ｄ，是维生

其他肾小管病变等。需要注意的是，血磷易受饮食

素Ｄ在体内的主要储存形式，其检测不受进食和

因素（特别是磷摄人量）的影响。

生理节律的影响。具有生理活性的１，２５（ＯＨ）：Ｄ

尿钙

是２５０ＨＤ经１０Ｌ羟化酶羟化后的产物，其半衰期

临床上常用２４ ｈ尿钙排出量或尿钙／尿肌酐

为４～６ ｈ，血浓度仅为２５０ＨＤ的千分之一。因此，

比值反映尿钙排泄水平。在饮食基本不变的情况

临床上推荐用２５０ＨＤ检测反映个体的维生素Ｄ营

下，２４ ｈ尿钙检测较为稳定。通常情况下，２４

ｈ

养状态（附录１ ＩＩ．３Ａ级）。而ｌ，２５（ＯＨ）：Ｄ不能

尿钙排出量大于７．５ ｍｍｏ｜（３００ ｍｇ）为高钙尿

反映维生素Ｄ营养状态，不推荐常规检测，仅应

症；低钙尿症的判断需要同时考虑钙摄入量、尿

用于某些代谢性骨病的鉴别诊断。

钙排出量和血钙水平等因素，目前尚无公认的诊
断标准。

高效液相法是测定血清２５０ＨＤ浓度的金标准，
但由于该法耗时且费用高，不利于广泛应用。目前最

引起尿钙增加的常见因素：（１）钙摄入过多；

常用的检测方法是免疫测定法。血清１，２５（ＯＨ）：Ｄ常

（２）骨矿物质动员增强（如高明Ｈ血症、高糖皮

用放射免疫法测定。虽然血清１，２５（ＯＨ）：Ｄ较为

质激素血症、高甲状腺激素血症、肾小管酸中毒、

稳定，但由于其浓度低，测定方法难以标准化，且

肿瘤骨转移或恶性骨肿瘤等）；

易受外源性活性维生素Ｄ的影响，检测难度和误

（３）长期制动；

（４）慢性代谢性酸中毒；（５）维生素Ｄ过量或中
毒；（６）结节病（１仅．羟化酶活性增强，血清

差远高于２５０ＨＤ。

国际骨质疏松基金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ｌ，２５（ＯＨ）：Ｄ和血钙升高）。引起尿钙减少的主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ＯＦ）建议血清２５０ＨＤ低于２０彬ｍＬ

因素：（１）维生素Ｄ缺乏症；（２）代谢性碱中毒；

判为维生素Ｄ缺乏，２０～３０斗∥ｍＬ为维生素Ｄ不

（３）佝偻病／骨软化症等。

足，老年人２５０ＨＤ水平高于３０ ｔｚｇ／ｍＬ可降低跌

尿磷

倒和骨折风险（附录１Ⅱ．２Ｂ级）。需要注意的是，

临床上常用２４ ｈ尿磷排出量、尿磷／尿肌酐比

血清２５０ＨＤ水平易受日照、地理位置、季节等因

值反映尿磷排泄水平。尿磷排出量受多种因素的影

素影响。临床医师必须重视维生素Ｄ缺乏或不足

响，主要包括来源于肠道、骨骼和软组织的磷含

的流行现状及其对骨质疏松症等代谢性骨病的影

量、肾小球磷滤过率和肾小管磷重吸收率等。低磷

响。我国多中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５５岁以

血症患者的尿磷不降低，即意味着不适当性尿磷排

上女性血清２５０ＨＤ平均值１８．０±８．４肛∥ｍＬ，维

泄增加，多见于ＰＴＨ分泌过多、高ＦＧＦ２３血症、

生素Ｄ缺乏（＜２０恤ｇ／ｍＬ）的患病率４３．８％，维

范可尼综合征、低磷血症性骨软化症等。

生素Ｄ不足及缺乏（＜３０¨∥ｍＬ）的患病率高达

骨代谢调控激素
维生素Ｄ

女性２５０ＨＤ低于２０斗ｇ／ｍＬ的比例为７２．５％，低
于３０¨ｇ／ｍＬ的比例高达９５．０％。

维生素Ｄ是调节钙磷代谢的重要激素。其生
理作用主要包括：

８６．５％；在日照时间最少的四川盆地，３０岁以上

甲状旁腺素

（１）促进小肠的钙磷吸收；

甲状旁腺主细胞合成和分泌的ＰＴＨ含８４个氨

（２）促进肾小管钙磷重吸收；（３）促进骨矿物质

基酸残基。ＰＴＨ的主要生理功能包括：（１）增加

动员。除了调节钙磷代谢之外，维生素Ｄ还对免

尿钙重吸收、抑制尿磷重吸收并调节维生素Ｄ在

疫系统、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骨骼肌运动系

肾脏的活化和代谢；

统、生殖系统和皮肤功能等有重要调节作用。

但通常情况下以刺激骨吸收占主导地位。循环血液

维生素Ｄ在体内的代谢产物超过４０种，但是
绝大多数在循环中的半衰期都很短暂。２５羟维生
万方数据

（２）刺激骨形成和骨吸收，

中的活性ＰＴＨ浓度较低，半衰期仅２ ｍｉｎ，而大量

无活性的ＰＴＨ片段可干扰ＰＴＨ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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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门Ｈ测定方法

法及自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ＦＧＦ２３浓度。有限

第一代方法检测的是ＰＴＨ的ｃ端片段，第二代

的数据建议将２５ ｎｇ／Ｌ作为ＦＧＦ２３异常的切点，但

方法同时检测Ｎ端和Ｃ端片段，进一步减少无活性

需要更大样本的研究进行论证。

片段的干扰，但无法区分其中具有与完整门Ｈ相反

骨转换标志物

生物活性的门Ｈ７．８４片段；第三代即可检测具有生
物活性的完整的ＰＴＨｌ．８４分子，可以排除ＰＴＨ７．８４

骨转换标志物分类和来源

的影响，但无法排除Ｎ端片段的干扰，当肿瘤分泌

ＢＴＭｓ分为骨形成标志物和骨吸收标志物

Ｎ端片段时，可造成误差。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采

两类。

用两个单克隆抗体分别针对人ＰＴＨ的Ｎ一末端和Ｃ．

１．骨形成标志物

末端，检测ＰＴＨｌ．３４与ＰＴＨＩ一８４有交叉反应，但与

骨形成标志物是反映成骨细胞功能状态的直接

ＰＴＨ５３—

或间接产物。成骨细胞中含有大量的Ｉ型前胶原，

８４以及ＰＴＨｒＰｌ—８６没有交叉反应。该方法可对绝大

骨形成时Ｉ型前胶原被分泌到细胞外，裂解为Ｉ型

多数正常人循环中的门Ｈ进行测定，能够有效区分

前胶原Ｎ端前肽（Ｎ—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ＰＴＨ与非胛Ｈ介导的高钙血症。

ｐｒ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ＩＮＰ）、Ｉ型前胶原Ｃ端前肽（Ｃ＿ｌｅ卜

ＰＴＨ４－６÷ＰＴＨ２８－４８

７

ＰＴＨ３９—８４

７

ＰＴＨ４４－６８

ｉ

ＰＴＨ易受生理节律和进餐状态的影响，推荐

ｍｉ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１

ｐｒｏｐｅｐｔｉｄ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１

ｐｒｅ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ＰＩＣＰ）和Ｉ

在过夜空腹状态下检测（附录１ ＩＩ一３Ａ级）。建议

型胶原３个片段。Ｉ型胶原被组装在类骨质中，无

正常参考值范围是２．０～８．６

机矿物质（钙和磷）沉积于其中，形成羟基磷灰

ｐｍｏＬ／Ｌ。

２．ＰＴＨ测定的临床应用

石（类骨质矿化）；而Ｐ１ＮＰ和ＰＩＣＰ则作为代谢产

鉴别原发性和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日、Ｊ‘，可

物进入血液和尿液中，故检测ＰＩＮＰ和ＰＩＣＰ可以

结合血钙、ＰＴＨ、血磷和维生素Ｄ水平一起分析，

反映骨形成水平。骨矿化过程中，成骨细胞分泌的

前者血钙浓度增高或达正常高限，后者血钙降低或

骨特异性碱性磷酸酶（ｂｏｎ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达正常低限，再结合尿钙和肾功能及骨骼的特征性

ｐｈａｔａｓｅ，ｂＡＬＰ）将单磷酸酯水解成无机磷，增加

改变等临床情况作出鉴别。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

局部无机磷的浓度，同时可水解抑制矿化结晶的焦

进患者ＰＴＨ可高于正常人５～１０倍，腺瘤比增生升

磷酸盐，发挥钙结合蛋白或Ｃａ２＋一ＡＴＰ酶的作用。

高更明显，无昼夜变化节律。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

骨碱性磷酸酶是总碱性磷酸酶的重要部分，肝功能

亢进是由于体内存在刺激甲状旁腺的因素，常见于

正常时，肝脏和骨骼来源的碱性磷酸酶各占血液总

以下情况：（１）维生素Ｄ缺乏症所致的继发性盯Ｈ

碱性磷酸酶的一半。当骨源性碱性磷酸酶升高时，

升高；（２）肾脏疾病刺激甲状旁腺分泌ＰＴＨ（如肾

总碱性磷酸酶也相应升高，故后者可部分反映骨形

小球滤过率降至４０ ｍＬ／ｍｉｎ以下时，ＰＴＨ升高更明

成状态。相对于ｂＡＬＰ和Ｉ型原胶原，骨钙素（ＯＳ—

显）；（３）长期磷缺乏症、骨软化症和低磷血症；

ｔｅｏｃａｌｃｉｎ，ＯＣ）是骨基质中含量最丰富和骨形成过

（４）各种原因所致的低钙血症；（５）胃、肠、肝、

程产生较晚的标志物，由成骨细胞合成类骨质时释

胆和胰腺疾病常伴有轻度的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

放到细胞外基质，其中－ｄ，部分进入血液循环，其

进；（６）假性甲状旁腺功能减退患者门Ｈ升高时，

作用尚不清楚，可能与影响类骨质矿化并在骨重建

缺乏继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的临床表现。

过程中起负反馈作用有关。破骨细胞骨吸收时ＯＣ

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ｐｈｏｓ－

成纤维生长因子２３

也会增高，因此ＯＣ除了反映骨形成状态外，更代

ＦＧＦ２３是一种由骨细胞分泌的重要磷调节激

表骨转化水平的综合状态。骨钙素的大Ｎ端片段

素，通过与Ｋｌｏｔｈｏ．ＦＧＦ受体复合物结合，抑制近

（Ｎ．Ｍｉｄ ＯＣ，１～４３氨基酸残基）比ＯＣ全段更稳

端肾小管对磷的重吸收，增加尿磷排泄。ＦＧＦ２３还

定，检测敏感性和重复性更佳。

可抑制１，２５（ＯＨ），Ｄ的合成并促进其分解代谢，

２．骨吸收标志物

从而减少肠道磷的吸收。目前可采用酶联免疫测定

骨吸收标志物是在骨吸收过程中由破骨细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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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的或被代谢的骨组织产物。在骨组织中，Ｉ型胶
原交联氨基端肽区（ｔｙｐｅ

Ｉ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 Ｎ－

Ｖ０１．８

Ｎｏ．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５

食会降低某些ＢＴＭｓ，特别是骨吸收标志物所受影
响最大）。

Ｉ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以上因素中，生理节律、年龄、性别和绝经状

Ｃ—ｔｅｌ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ＣＴＸ）通过吡啶啉（ｐｙｒ－

态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建议收集过夜空腹状

ｉｄｉｎｏｌｉｎｅ，Ｐｒｙ）或脱氧吡啶啉（ｄｅｏｘｙｐｙｒｉｄｉｎｏｌｉｎｅ，

态下的血液和尿液标本，有助于减少分析前变异

Ｄ．Ｐｒｙ）将相邻两个Ｉ型原胶原分子相连，而羟脯

（附录１Ⅱ－３Ａ级）。

ｔｅｌｏｐｅｐｔｉｄｅ，ＮＴＸ）或羧基端肽区（ｔｙｐｅ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ｋｅｄ

氨酸（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ｒｏｌｉｎｅ，ＨＯＰ）在胶原分子内部通过

虽然血液和尿液标本均可用于ＢＴＭｓ检测，为

氢键起稳定胶原纤维的作用。Ｉ型胶原在赖氨酰氧

减少个体内变异，应尽量选择血液作为检测标本

化酶作用下降解后，释放出ＨＯＰ、Ｐｒｙ、Ｄ—Ｐｒｙ、

（附录１Ⅱ一３Ａ级）。通常血液标本用于检测ＯＣ、

ＮＴＸ和ＣＴＸ，因此这５个标志物反映了骨吸收过

ｂＡＬＰ、ＴＲＡＰ．５ｂ、Ｐ１ＮＰ、ＰＩＣＰ等，尿液标本用于

程中的胶原降解水平。尿ＨＯＰ只有１０％来自骨Ｉ

检测ＰＹＤ、ＤＰＤ，血清和尿液标本均可用于测定

型胶原的降解，其特异性较差；而Ｐｒｙ、Ｄ—Ｐｒｙ在

ＮＴＸ和ＣＴＸ。用尿液标本检测ＢＴＭｓ通常需要用肌

尿液中相对稳定。常用的ＣＴＸ有仅一ＣＴＸ和１３－ＣＴＸ

酐（ｃｒｅａｔｉｎｉｎｅ，Ｃｒ）校正，以ＢＴＭｓ／Ｃｒ表示。

两种，其中３－ＣＴＸ是仅．ＣＴＸ的异构体，两者均含

２．参考范围

有Ｉ型胶原分子间交联物的重要区段和近似交联物

建议各实验室参照３５～４５岁绝经前健康女性的

的残基，可保护其不受肾脏降解，稳定性较好。抗

ＢＴＭｓ建立本地的成人参考范围（附录１ⅢＡ级）。

酒石酸酸性磷酸酶．５ｂ（ｔａｒｔｒａｔｅ．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ｔ

ａｃｉｄ ｐｈｏｓ—

建立参考范围时，需注意受试者的维生素Ｄ状态正

５ｂ，ＴＲＡＰ．５ｂ）是由破骨细胞产生的非胶

常，且应避免疾病和药物的影响。不同实验室的结

原蛋白。破骨细胞将降解的胶原代谢产物吞入细胞

果比较需谨慎。我国研究者得出基于３５～４５岁女性

中，并和含有ＴＲＡＰ．５ｂ的细胞囊泡融合，在囊泡

的ＢＴＭｓ参考范围为（采用罗氏点化学发光系统检

中胶原代谢产物被ＴＲＡＰ．５ｂ产生的氧化应激产物

测）：Ｎ—ＭＩＤ ４．９１～２２．３１汕ｇ／Ｌ，Ｐ１ＮＰ

破坏并和ＴＲＡＰ．５ｂ一起从基底外侧细胞膜分泌到

５８．６７斗ｇ／Ｌ，１３－ＣＴＸ ０．１１２～０．４９７斗∥Ｌ。另一个

细胞外。因此，血清ＴＲＡＰ－５ｂ与骨吸收水平呈正

国内研究选择的是３０岁至绝经前的女性，采用同

相关。

样的实验室检测方法得出的参考范围如下：ＰＩＮＰ

ｐｈａｔａｓｅ

在不同年龄段及各种代谢性骨病时，ＢＴＭｓ能
及时反映全身骨骼代谢状态和动态变化。
骨转换标志物检测

１３．７２～

１７．１０～１０２．１５¨∥Ｌ，Ｂ－ＣＴＸ ０．０８—０．７２¨∥Ｌ。

３．结果解读
在诊断疾病时，如ＢＴＭｓ超过参考范围上限的

１．影响因素

１．５倍（附录１

ＢＴＭｓ的变异性可分为分析前变异和分析变异

高，常见于新发骨折、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多发

两类。分析变异主要由实验室进行质控，而临床医

ｌｌＩ

Ｃ级），可认为骨转换率明显升

性骨髓瘤或骨质软化症等疾病。

师在决定检查和结果解读时需要充分考虑分析前变

４．推荐指标

异（附录Ⅱ．３Ａ级）。影响分析前变异的因素分为

在疾病诊断和治疗过程中，至少选择一个骨

不可控和可控因素两类。升高ＢＴＭｓ的因素包括绝

形成标志物和一个骨吸收标志物；疾病随访、疗

经、骨折、制动、妊娠与哺乳、药物（芳香化酶

效监测时应检测同样的ＢＴＭｓ。目前国际上多推

抑制剂、抗惊厥药物、促骨形成药物如重组人ＰＴＨ

荐Ｐ１ ＮＰ为首选骨形成标志物，３－ＣＴＸ为首选骨

素等）；降低ＢＴＭｓ的因素包括高龄、药物（糖皮

吸收标志物（附录１ Ｉ Ａ级）。ＰＩ ＮＰ特异性好，

质激素、噻嗪类利尿剂、肝素、抗骨吸收药物如二

受生理节律的影响小，室温下稳定，且其循环浓

膦酸盐等）。其他值得关注的因素包括：分泌的生

度不受饮食和肾功能的影响。ＣＴＸ特异性较好，

理节律（骨吸收标志物，如ＯＣ峰值出现在后半

但受肾脏功能、肝脏功能、进食和生理节律的影

夜，谷值出现在下午或傍晚）、是否空腹状态（进

响较大。众多研究表明，ＰｌＮＰ和３－ＣＴＸ是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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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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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骨质疏松药物疗效的优秀指标，且已经积累了

值高于绝经前，一般在绝经后１０年内升高，但随

丰富的骨折风险预测数据。其他ＢＴＭｓ也可为临

着绝经年限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绝经后骨质疏松症

床提供更多的参考信息。

患者的ＢＴＭｓ可在参考值范围内或上限水平，如果
明显升高（超过参考值上限１．５倍以上），则应该

骨质疏松症诊治过程中骨代谢

排除继发性骨质疏松或其他代谢性骨病（附录１

标志物的临床应用

ＩＩ一２Ａ级）。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中老年人最常见的代谢性骨

２．ＢＴＭｓ在骨折风险预测中的应用

病，其特征是骨强度下降和骨折风险增加。骨质疏

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是由于雌激素缺乏，使骨

松症的诊断采用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基于双能ｘ

重建率增加、骨吸收大于骨形成，从而导致骨丢

线吸收法（ｄｕａｌ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ＤＸＡ）

失，这种状态可在绝经后持续１０年以上。骨丢

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ＭＤ）标准，

失可导致ＢＭＤ下降以及骨骼微结构破坏，在

即ＢＭＤ值低于同性别、同种族正常成人骨峰值

ＢＭＤ降低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骨强度，增加骨折

２．５个标准差为骨质疏松症。然而，骨强度主要由

风险。因此，骨转换标志物水平升高从理论上可

ＢＭＤ和骨质量两个方面决定，ＢＭＤ仅反映了骨强

预测骨折风险。众多研究提示，ＢＴＭｓ与骨折风

度的一部分，其有意义的变化至少需要半年以上才

险相关，在骨折风险预测中有一定价值。如在

能由ＤＸＡ骨密度仪检测出来。同时，ＢＭＤ本身不

ＢＭＤ降低的人群中，ＢＴＭｓ升高会额外增加骨折

能为骨质疏松症的鉴别诊断提供更多的临床信息，

风险；而ＢＴＭｓ在绝经前女性平均水平以下的个

在判断骨转换率、选择干预措施、疗效监测和依从

体，其骨折风险显著降低。ＢＴＭｓ与ＢＭＤ结合可

性等方面，ＢＭＤ也无法充分满足临床需求。骨代

更好地预测骨折风险。瑞典ＥＰＩＤＯＳ研究表明，

谢生化标志物则可从一定程度上弥补ＢＭＤ在骨质

绝经后女性１０年骨折风险从高到低依次为：ＣＴＸ

疏松诊治过程中的不足。

升高＋脆性骨折史＞ＣＴＸ升高＋ＢＭＤ的Ｔ值低于

ｅｎｅｒｇｙ Ｘ—ｒａｙ

测定骨矿密度（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一般生化指标和骨代谢调控激素的应用

一２．５＞ＢＭＤ的Ｔ值低于一２．５＋脆性骨折史女性

一般生化指标和骨代谢调控激素可用于代谢性

＞ＣＴＸ升高或有脆性骨折史＞ＢＭＤ的Ｔ值低于

骨病的诊断、鉴别诊断及疾病管理等多个环节。如

一２．５。我国研究显示，高ＢＴＭｓ水平绝经后女性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代谢调节激素和血尿钙

的骨密度低于正常或低ＢＴＭｓ水平者，而中国男性

磷通常没有明显改变；但对于户外活动较少的中老

的ＢＴＭｓ与ＢＭＤ也呈负相关，说明ＢＴＭｓ反映和

年人而言，维生素Ｄ不足或缺乏则十分常见。因

预测中国人骨丢失有一定意义，但我国尚缺少

维生素Ｄ不足而出现的相应生化改变如血钙偏低、

ＢＴＭｓ与骨折风险相关的研究。

ＰＴＨ代偿性上升等时有所见，但其程度轻微，多
易于纠正。

骨折风险评估是骨质疏松诊疗中的关键部分，
但在有关ＢＴＭｓ与骨折关系的研究中，由于所涉及

骨转换标志物的应用

的ＢＴＭｓ指标种类繁多、统计方法各异、不同的混

近年来，在多数国家及地区的骨质疏松症诊治

杂因素等原因，研究结论不一致，限制了ＢＴＭｓ在

指南中，ＢＴＭｓ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关系得到普遍

骨折风险预测方面的应用（附录１

Ｉ Ｃ级）。

认可。同时，ＢＴＭｓ还被推荐为骨质疏松症鉴别诊

３．ＢＴＭｓ在选择骨质疏松治疗方案中的应用

断、抗骨质疏松药物疗效监测和反映患者服药依从

目前抗骨质疏松药物主要分为抑制骨吸收和

性的可靠指标。

促进骨形成两类。前者包括二膦酸盐、选择性雌

１．ＢＴＭｓ在骨质疏松诊断分型和鉴别诊断中的

激素受体调节剂、雌激素、降钙素等，后者以重
组人阴Ｈ为代表。但是，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

应用

ＢＴＭｓ不能用于骨质疏松诊断（附录１

ＩＩ一２Ｃ

致。如大部分研究认为基线ＢＴＭｓ较高的患者使

级），但可反映骨代谢状况。绝经后女性ＢＴＭｓ均

用二膦酸盐后ＢＭＤ增加更明显，但也有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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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线ＢＴＭｓ与ＢＭＤ的变化无关。现有的临床研

无法达到预期值。在治疗过程中监测ＢＴＭｓ，一方

究无法得出不同ＢＴＭｓ水平的受试者更适合于哪

面可早期发现不依从治疗的患者，另一方面也可通

类药物的结论。所以，临床上药物方案的选择需

过疗效鼓励患者坚持治疗。如果在初次启动抗骨质

要综合考虑ＢＴＭｓ、ＢＭＤ、脆性骨折史、骨折风

疏松治疗后的数月内，ＢＴＭｓ没有出现预期的改

险因素、并发症、是否有药物禁忌证、药物依从

变，也不能轻易否定目前的治疗方案，应该注意评

性以及患者的社会经济背景等多种因素（附录１

估患者的自觉症状、依从性、诊断及用药方法是否

Ｉ Ｃ级）。

恰当、检验误差、治疗期间是否骨折等多方面的因

４．ＢＴＭｓ在骨质疏松症疗效监测中的应用
抑制骨吸收药物和促进骨形成药物对ＢＴＭｓ有

素，对疗效做出综合判断。
５．骨折后ＢＴＭｓ的变化

不同的影响。使用抑制骨吸收药物后，骨吸收标志

椎体骨折、股骨颈骨折和转子间骨折后患者的

物先下降，之后骨形成标志物下降；使用促骨形成

骨形成标志物如ｂＡＬＰ逐渐上升，２—３周时达到峰

药物后，骨形成标志物先上升，然后才是骨吸收标

值，其后下降到骨折前水平，而ＮＴＸ、Ｄ—Ｐｒｙ、

志物上升。药物导致的ＢＴＭｓ改变还与剂量和给药

ＣＴＸ等骨吸收标志物也是上升到２～３周时达峰值，

途径有关。剂量越大，ＢＴＭｓ变化程度越大；静脉

其后略有下降，但直到骨折８周后仍保持高于骨折

给药比口服变化更快。口服二膦酸盐患者的ＣＴＸ

前的水平。现有的研究证实抑制骨吸收的药物并不

在３～６个月后抑制达到平台水平，而静脉注射二

影响骨折愈合，而促进骨形成的药物如特立帕肽可

磷酸盐的患者在１个月后就降至最低值。使用特立

促进骨折愈合，但ＢＴＭｓ在骨折后的随访和预后中

帕肽的患者１个月后Ｐ１ＮＰ已明显升高，而ＮＴＸ要

的应用价值尚不明确。

６个月后才明显升高。研究表明，使用同样药物后

其他常见代谢性骨病骨代谢指标变化（表１）

的ＢＴＭｓ变化幅度排序如下：ＣＴＸ＞ＮＴＸ＞ＴＲＡＰ一

１．维生素Ｄ缺乏性佝偻病和骨软化症

５ｂ、Ｐ１ＮＰ＞ｂＡＬＰ。临床研究显示，ＣＴＸ和Ｐ１ＮＰ

本类疾病以骨痛、骨骼畸形、活动能力下降等

因对药物治疗反应良好以及较小的个体内变异，被

为主要临床特点，其不同的临床表现与疾病发生的

ＩＯＦ推荐为监测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疗效和依从性的

年龄、程度、病因等有关。骨吸收标志物和骨形成

首选（附录１

标志物均升高，但通常表现为骨形成标志物特别是

Ｉ Ａ级）。

在骨质疏松症治疗过程中，ＢＴＭｓ的改变不仅

ｂＡＬＰ的改变最为显著，在肝功能正常的情况下血

先于ＢＭＤ，而且还意味着独立于ＢＭＤ以外的骨质

清总ＡＬＰ亦升高。ＰＴＨ可有继发性升高。骨软化

量改善，因此可部分解释ＢＭＤ以外的骨折风险

症患者的尿钙水平通常降低。维生素Ｄ缺乏时，

下降。

１，２５（ＯＨ）２Ｄ不一定降低。

使用ＢＴＭｓ进行疗效监测的前提是在用药前获

２．原发性甲状旁腺功能亢进症

得ＢＴＭｓ基线水平（多数需要空腹采血），随访时

该病主要表现为口干、多饮、恶心、多尿、泌

以同样的方法复查，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个体内的生

尿系多发结石、骨痛与骨折等，因阿Ｈ不恰当分

物变异度。复查ＢＴＭｓ的时机，可选择在使用抑制

泌增高（甲状旁腺腺瘤或增生）引起，ＢＴＭｓ均升

骨吸收药物的３个月左右，或使用促进骨形成药物

高，２５０ＨＤ水平往往降低，而１，２５（ＯＨ）：Ｄ可正

的３个月内，与基线值相比可初步确定患者的骨转

常或升高；血钙高，血磷降低，尿钙、尿磷升高。

换率是否达到了预期的变化趋势（上升或下降）

３．肿瘤骨转移或骨肿瘤

（附录１

Ａ级）。在计算治疗前后ＢＴＭｓ变化率的

实体肿瘤转移导致骨溶解，通常使骨吸收和骨

时候，要注意结合检测指标的最小有意义变化值

形成标志物均升高，但以骨吸收标志物为主，可伴

（ＬＳＣ）进行判断。

有高血钙和高尿钙。前列腺癌骨转移通常以成骨活

Ｉ

依从性对于抗骨质疏松药物的效果有很大的影

响。如果患者依从性欠佳，ＢＴＭｓ的变化幅度往往

万方数据

性增高为主。某些骨外恶性肿瘤可通过分泌甲状旁
腺素相关蛋白（ｐａｒａ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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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０１．８

Ｎｏ．４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０１５

ＰＴＨｒＰ）、１，２５（ＯＨ）：Ｄ或其他细胞因子，导致骨

（一）证据质量分级

吸收明显增加、血钙增高，此时ＢＴＭｓ通常升高。

１．Ｉ级证据

骨骼本身的肿瘤，如多发性骨髓瘤，ＢＴＭｓ的改

至少一个设计良好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中获得

变在病程的不同阶段有很大差异，骨溶解早期可

的证据。

升高，但疾病后期随着“骨耗竭”程度逐渐加

２．１１．１级证据

重，ＢＴＭｓ可逐渐降至正常或低水平。前列腺癌、

设计良好的非随机对照试验中获得的证据。

肺癌、胃癌和近半数的乳腺癌骨转移常表现为成

３．Ⅱ一２级证据

骨型骨病，骨形成标志物升高较明显。分泌

设计良好的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主要

ＦＧＦ２３的肿瘤可引起骨软化，其骨代谢标志物的

是多中心研究）的证据。

变化类似于低磷血症性骨软化症，即出现低钙血

４．１１—３级证据

症、低磷血症、血清ＰＴＨ升高，但维生素Ｄ水平

多个带有或不带有干预时间序列研究获得的证

可不降低。

据。非对照试验得出差异极为明显的结果有时也作

３．变形性骨炎

为这一等级的证据。

亚洲人罕见。患者通常在成年后发生骨骼畸
形，可伴有明显骨痛。局部的骨转换水平异常，
ＢＴＭｓ的变化与病变范围和活动程度有关，骨吸收

５．Ⅲ级证据

临床经验、描述性研究或专家委员会报告的权
威意见。

和骨形成标志物均可增高，但血钙、血磷、尿钙和

（二）推荐等级

尿磷基本正常。

根据以上证据，本指南做出如下推荐：
１．Ａ级推荐

耋口ｐ匕
结论

良好的科学证据提示该医疗行为带来的获益实

本指南对骨代谢生化标志物在代谢性骨病诊
治中的应用做出了明确的推荐。然而，因我国患

质性地压倒其潜在风险。临床医师应与适用的患者
讨论该医疗行为。

者的临床研究数据相对不足、各标志物本身存在

２．Ｂ级推荐

较大的个体变异以及检测时无法完全避免的误

证据提示该医疗行为带来的获益超过其潜在风

差，临床应用本指南时，应高度考虑患者的个体

险。临床医师应与适用的患者讨论该医疗行为。

差异，本指南的推荐意见不应该妨碍医师基于患

３．ｃ级推荐

者具体情况的综合判断。此外，号召国内研究者

科学证据提示该医疗行为能提供益处，但获益与

对我国骨代谢生化标志物做进一步研究，特别在

风险十分接近，无法进行一般性推荐。临床医师不需

ＢＴＭｓ预测骨折风险、筛选抗骨质疏松药物和判

要提供此医疗行为，除非存在某些个体化特别考虑。

断治疗反应等方面，为未来本指南的修订提供更

４．Ｄ级推荐

好的证据，以利于骨代谢生化标志物在我国的推

科学证据提示该医疗行为的潜在风险超过潜在

获益。临床医师不应该向无症状的患者常规实施该

广及正确应用。

医疗行为。

附录１：证据质量分级与推荐等级
证据质量分级及推荐评价标准采用美国预防医
学工作组（Ｕ．ｓ．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荐的方法。

万方数据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Ｔａｓｋ

Ｆｏｒｃｅ）推

５．Ｉ级推荐
该医疗行为缺少科学证据，或证据质量低下，

或相互冲突，或风险与获益无法衡量和评估。临床
医师应当帮助患者理解该医疗行为存在的不确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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