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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研究

张摇 玮,王秋萍

[摘要]目的:探讨绝经后骨质疏松症(PMOP)发病相关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 方法:筛选临床确诊为 PMOP 病人共 176 例,对
所有病人的腰椎和髋骨部位的骨密度进行测量,同时统计所有病人的年龄、体质量、身高、绝经年限、生育情况和运动情况等

作为影响因素,使用向后迭代法对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以病人骨密度是否减少作为因变量建立定序 logistic 模型,将通过考察

的因素代入模型中进行权重考察,研究各因素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发病的相关性,并探讨相关预防措施。 结果:最终筛选年

龄、体质量、绝经年限、生育情况、饮食习惯、目前运动习惯、年轻时期运动习惯对因变量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其中年龄、绝经年

限、生育情况与骨质减少情况呈正相关,为发病危险因素,而体质量、饮食情况、目前运动情况和年轻时期运动情况与骨质减

少情况呈负相关,是此类疾病的保护因素。 结论:改善 PMOP 病人的饮食结构,适量增加病人体质量和脂肪含量,有效规划病

人的日常运动情况能够有效地减慢病人骨密度降低的速度,有效控制 PMOP 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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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ZHANG Wei,WANG Qiu鄄ping

(Department of Endocrinology,The Liangxiang Hospital of Fangshan,Beijing 10248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isk factors and preventive measures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P). Methods:The
bone density of lumbar spine and hip in 176 patients diagnosed by PMOP were measured. The age, height, weight, duration of
menopause,fertility and movement in all cases were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investigated using backward iteration
method. The ordinal logistic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the reduction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examining
factors were substituted into the mode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ed factor and PMOP was analyzed,and the relevant preventive
measures were explored. Results:The age,weight,duration of menopause,fertility,eating habits,present exercise habits,young exercise
habits had significant explanatory power on the dependent variable. The age, duration of menopause and fertility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bone reduce,and risk factors of disease. The body weight,diet,present movement and youth movement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bone reduction,and protective factors of disease. Conclusions:Improving the diet structure,increasing the weight and
fat content and effective planning the daily movement of PMOP patient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falling speed of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control the incidence of PMOP.
[Key words]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risk factor;ordinal logistic model

摇 摇 玉型骨质疏松在临床上又称为绝经后骨质疏松 症(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PMOP),是近年来发

病率较高的一种能够引起骨折的全身性疾病,目前

针对此类疾病的研究较多,已可以确认此类疾病主

要由于绝经后妇女体内雌激素分泌减少造成,PMOP
目前在临床上引起骨折的比例位于前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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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中已被认为是一种较为严重的公共健康问

题[1 - 7]。 骨质疏松自身属于一种慢性疾病,因此其

治疗手段主要集中于疾病的预防和病情控制,近年

来有关此类疾病的危险因素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而随着我国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加剧,PMOP 病人

数量逐渐增多,此类疾病已经严重影响到中老年妇

女群体的正常生活[8 - 10]。 本研究使用向后迭代法

对目前各研究中选用较多的危险因素对本次研究的

样本的特异性进行了考察并作出筛选,并使用定序

逻辑色特模型对筛选出的因素对此类疾病的具体影

响程度进行了研究,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取 2013 年 4 月至 2015 年 9 月

本地各社区临床确诊为 PMOP 的病人共 176 例作为

研究对象,年龄 55 ~ 84 岁,病程 1 ~ 13 年。 所有研

究对象及其家属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2摇 筛选标准摇 纳入标准:(1)3 年内未出现外力

因素导致骨折;(2)自然绝经至少 1 年;(3)无雌激

素、二磷酸盐及皮质类固醇激素等治疗骨质疏松药

物史。 排除标准:(1)恶性肿瘤病人;(2)造血功能

障碍类疾病病人;(3)先天或后天患有软骨症或维

生素 D 缺乏等骨质类疾病者;(4)代谢功能异常者;
(5)具有明显的限制运动性疾病,或由于其他内科

疾病导致骨质疏松者。
1. 3摇 诊断标准摇 使用 X 线骨密度仪对所有参与本

次研究的病人进行骨密度测量,测量部位主要为

L1 ~ L4 腰椎及髋骨部位大转子、三角区、股骨干及

股骨颈等。 测量标准参考 WHO 所制定的骨质疏松

诊断标准,即低于正常值 1 ~ 2. 5 为骨质减少,骨质

减少量高于 2. 5 则诊断为骨质疏松。
1. 4摇 因变量确定摇 导致骨质疏松的最直接发病原

因为致密度降低,结合本次研究的目的,选取病人腰

椎和髋骨骨密度是否下降作为因变量。
1. 5摇 定序 logistic 模型的建立 摇 使用 SPSS22. 0 软

件对初期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考察各统计因素对

哮喘病控制的影响,拟建立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
回归方程如下:

Ordered(P) = Ln(P / 1 - P) = 茁0 + 茁J字J + 移
k

k =1
茁k字k

摇 摇 其中 茁0 为常数,茁J 为回归系数,字J 表示考察因

素,茁k字k 表示其他因素。 各考察因素的赋值均已在

表 1 中备注,以病人骨质减少情况为因变量,其他统

计因素为自变量,连续变量在统计时采用对数统计;
计算显著水平,显著水平 < 0. 01 则说明该因素对骨

质减少情况具有显著影响。 具体各项考察因素的说

明和赋值情况见表 1。 其中饮食情况以病人日常饮

食中钙、维生素的摄入情况为参考,分为低、中、高 3
个等级,目前运动情况和年轻时期运动习惯均按病

人每周运动量分为低、中、高 3 个等级,除连续变量

外,其余对照均赋值 1,依次递增。

表 1摇 各项考察因素的说明和赋值情况

统计类别 统计项目 内容说明

客观因素

年龄 从最低到最高,取年龄的对数值(最低为对照)

体质量 从最低到最高,取对数值(最低为对照)

绝经年限 从最低到最高,取对数值(最低为对照)

生育情况 生育个数(以 0 位对照,赋值 1)

病程 从最低到最高,取对数值(最低为对照)

主观因素 饮食情况 高 / 中 / 低(赋值:3 / 2 / 1)

目前运动情况 高 / 中 / 低(赋值:3 / 2 / 1)

年轻时期运动习惯 高 / 中 / 低(赋值:3 / 2 / 1)

抽烟 有 / 无(赋值:2 / 1)

酗酒 有 / 无(赋值:2 / 1)

病情 研究的病情控制情况 完全控制 / 部分控制 / 未控制(赋值:3 / 2 / 1)

1. 6摇 影响因素的筛选和确立摇 本次研究在对自身

研究群体进行生理和生活情况调查的基础上,对以

往大量关于骨质疏松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初步确

定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年龄、体质量、身高、绝经年

限、生育情况、病程、饮食习惯、目前运动习惯、年轻

时期运动习惯、抽烟及酗酒等。 对上述所有因素使

用向后迭代对各因素的解释能力进行向后迭代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自变量筛选情况摇 本次研究对所有因素进行

了三次迭代,最终结果表明在初步确定的自变量因

素中,年龄、体质量、绝经年限、生育情况、饮食习惯、
目前运动习惯、年轻时期运动习惯对因变量有显著

的解释能力(见表 2)。
2. 2摇 回归分析结果摇 将 2. 1 中所筛选的自变量代

入已建立好的 logistic 模型中,对所有因素进行回归

分析,其中年龄、绝经年限、生育情况与骨质减少情

况呈正相关,为发病危险因素,其余体质量、饮食情

况、目前运动情况和年轻时期运动情况与骨质减少

情况呈负相关,是此类疾病的保护因素(见表 3)。

3摇 讨论

摇 摇 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近年来广泛地用于经济

学领域,旨在研究类似旅游效益、产品市场满意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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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摇 显著性检验结果

迭代步骤 字2 P

1 第一步 283. 451 < 0. 01

模块一 283. 451 < 0. 01

模型一 283. 451 < 0. 01

2 第二步 - 2. 845 > 0. 05

模块二 275. 685 < 0. 01

模型二 275. 685 < 0. 01

3 第三步 - 1. 744 > 0. 05

模块三 271. 248 < 0. 01

模型三 271. 248 < 0. 01

表 3摇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B SE Wald P Exp(B)

年龄 1. 325 0. 417 18. 351 < 0. 01 8. 124

体质量 -0. 477 0. 163 12. 227 < 0. 05 0. 484

绝经年限 2. 485 0. 528 7. 587 < 0. 01 12. 545

生育情况 0. 842 0. 124 9. 354 < 0. 01 2. 156

饮食习惯 -1. 224 0. 257 11. 458 < 0. 01 0. 154

目前运动情况 -3. 041 0. 677 13. 554 < 0. 01 0. 024

年轻时期运动情况 -0. 351 0. 133 7. 186 > 0. 05 0. 847

市场需求等方面,此回归模型的目的是研究非数值

类因素对某一因素的影响程度[11 - 12],根据该模型的

应用范围,本研究将其用于研究 PMOP 发病的危险

因素,旨在建立一种客观、科学、系统的评价体系,通
过此评价体系对具体的工作进行分析,针对分析结

果对现阶段临床 PMOP 危险因素的现状影响程度和

预防、治疗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本研究将以往抽

象的问题研究具体化、数据化,说理更加有力,分析

更加科学。
在本次研究中首先对影响因素进行了筛选,主

要由于本次研究的目标群体为本地区各社区的绝经

妇女群体,具有较强的地域人口特点,较总体样本其

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差异。 若单纯参考以往研究,
可能导致无效因素的加入,从而严重影响有效因素

的权重。 研究[13] 表明,PMOP 病人的病程及吸烟、
酗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均对发病有比较显著的影响,
但在本次抽样中,各社区 PMOP 病人大多数在患病

后均对饮食、运动等习惯进行有了一定的干预,因此

病程受到保护饮食的影响而使得其自身解释显著性

下降,本次研究虽未将病程加入最终模型进行回归,
但其余保护因素的加入已对此因素进行了解释,故
而病程的排除不会对最终的回归结果造成影响。 另

有研究[14 - 16]表明,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均对骨质

疏松的发病有一定的影响,以往的研究相对于

PMOP 群体而言更倾向于整个骨质疏松病人群体的

研究,其研究样本包含男性及年轻病人,本次研究所

抽查的样本中有抽烟、酗酒等不良习惯的病人只占

极少数,导致上述因素未能与骨密度的下降幅度呈

较好的线性,因此排除。 迭代法的加入使得最终的

模型对本次研究的样本具有更好的特异性,在最大

限度上考虑了人口特征对疾病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

的影响,排除了部分对研究样本无显著解释能力的

因素,降低了上述因素对其他有效因素权重的影响,
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精确。

本次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危险因素、安全因素的

考察和相关措施的探讨,但在最终建立的模型中可

以发现包含如年龄、绝经年限等不可控因素,加入不

可控因素的目的为提高其余可控因素回归结果的精

确度,虽然排除不可控因素不会对可控因素的最终

归属造成影响,但会扩大可控因素对疾病影响的程

度,降低此次研究的真实性和准确度,本次研究的最

终回归结果也表明,不可控因素的加入并未对其余

因素的性质造成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

余因素对病人骨密度下降的解释能力,但这种降低

提高了可控因素相关结果的真实性和准确度,有效

地避免了可控因素对骨密度降低影响程度的夸大。
本研究结果表明年龄、体质量、绝经年限、生育

情况、饮食习惯、目前运动习惯、年轻时期运动习惯

对因变量有显著的解释能力,年龄、绝经年限、生育

情况与骨质减少情况呈正相关,为发病危险因素,而
体质量、饮食情况、目前运动情况和年轻时期运动情

况与骨质减少情况呈负相关,是此类疾病的保护因素,
其中饮食习惯、体质量及运动情况为目前病人发病

后的可控因素,在此对上述可控因素做出如下解释。
PMOP 的发病因素主要为绝经后妇女体内雌激

素分泌减少,雌激素的减少导致了病人对固醇类物

质的吸收,降低了妇女体内代谢能力,在无法主动摄

入或分泌雌激素的情况下,有效地优化和改变饮食

习惯能够有效地缓解由于雌激素减少而导致的骨营

养因素吸收较差的情况,如增加钙质、含固醇类食物

在日常摄入中的占比,同时由于年龄的增长,人体的

肠胃功能逐渐减弱,应适量增加蔬菜等高纤维食物

或水果的摄入量,以辅助人体对骨营养因素的吸

收[17]。 有研究[18]表明,人体的体质量、脂肪的含量

能够有效地降低骨密度下降的速度,这一影响对腰

椎部位体现尤为明显,主要由于脂肪含量较高的人

群其瘦素分泌较多,瘦素能够有效地限制人体骨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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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率从而降低骨密度下降的速度。 高体质量指数

对病人自身的骨骼具有一定的机械刺激作用,有利

于骨骼强度和骨骼中矿物质含量的增高,对其有一

定强化作用,同时脂肪占比的增加能够有效地缓解

外力对骨骼的冲击,减少病人骨折的发病风险[19]。
人体在少年时期,运动量对骨骼的发育具有直

接的影响,最显著在于对于骨密度峰值的影响,适量

的运动能够有效增加骨密度的峰值,而对于 PMOP
病人而言,有效的规划运动能够直接对骨形成产生

刺激作用并有效地抑制骨转移的速率[20],因此对

PMOP 病人,应适当增加日常生活中慢跑、蹬台阶等

有氧运动的量,以有效缓解骨密度的降低。
综上所述,本次研究对年龄、体质量、绝经年限、

生育情况、饮食习惯、目前运动习惯、年轻时期运动

习惯等有效因素对 PMOP 病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对饮食习惯、体质量及运动情况等可控因素进行了

分析,最终结果表明,对 PMOP 病人进行计划性干

预,改善病人饮食结构、适当增加体质量,规划有氧

运动等手段能够有效地抑制病人骨密度下降的速

度,有效地抑制病情,提高病人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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