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唑来膦酸对绝经后女性血脂及骨量的影响

杨海明,徐天舒,刘莹露,汪摇 洋,林摇 华

[摘要]目的:探讨 5 mg 唑来膦酸对绝经后女性血脂和骨量的影响。 方法:103 例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病人随机分为 2 组,治疗

组 53 例,静脉滴注唑来膦酸 5 mg,每年 1 次,口服钙尔奇 D 600 mg,每日 1 次,阿法 D3 0. 25 滋g,每日 1 次;对照组 50 例,口服

钙尔奇 D 600 mg,每日 1 次,阿法 D3 0. 25 滋g,每日 1 次。 连续治疗 12 个月后,比较 2 组治疗前后骨密度及血脂变化。 结果:
经治疗 12 个月后,治疗组腰椎 L2 ~ 4、Ward 三角、股骨近端总骨矿物质密度较对照组高,治疗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较对照组低(P < 0. 05);2 组血三酰甘油、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病人

经过 5 mg 唑来膦酸治疗,腰椎 L2 ~ 4及股骨近端骨密度显著提高,血脂明显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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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zoledronic acid on blood lipid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 in postmenopausal females
YANG Hai鄄ming,XU Tian鄄shu,LIU Ying鄄lu,WANG Yang,LIN Hua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Drum Tower Hospital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Nanjing Jiangsu 210008,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study the effects of zoledronic acid on blood lipid and bone mineral density(BMD),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lood lipid and BMD. Methods:One hundred and three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he
treatment group(53 cases) and control group(50 case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treated with 5 mg of zoledronic acid by intravenous
infusionin one time 1 year,600 mg of caltrate D daily and 0. 25 滋g of alfacalcidol D3 daily for 12 months.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600 mg of caltrate D daily and 0. 25 滋g of alfacalcidol D3 daily for 12 months. The levels of the bone density and blood lipi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After 12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total bone density of L2 - 4,ward
triangle and proximal femur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and the levels of cholesterol and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The differences of the levels of triacylglycerol and between two
group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fter treatment(P > 0. 05). Conclusions:After the treatment of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with
5mg of zoledronic acid,the BMD of lumbar vertebrae and proximal femur of osteoporosis patients obviously increases,and the blood lipid
markedly decreases.
[Key words] osteoporosis;bone mineral density;zoledronic acid;blood lipid

摇 摇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 是一种以骨量减

少和骨微结构破坏为特征,导致骨脆性增加和骨折

风险增加的代谢性骨病。 该病发病率高,尤以绝经

后骨质疏松症(postmen opausal osteoporosis,PMOP)
最为常见,此类病人由于绝经后雌激素水平急速下

降,骨骼代谢呈高转换状态,骨流失的速度加快,骨
折的风险也随之增加。 血脂紊乱也是一种常见的代

谢性疾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发病率明显升

高。 临床上血脂紊乱和骨质疏松常伴随出现。 在抗

OP 的治疗中,双膦酸盐是抗骨吸收药物中作用最强

的一类药物,由于用药简便、依从性好,唑来膦酸被

广泛使用。 本研究探讨 5 mg 唑来膦酸在抗 OP 的

治疗中对绝经后妇女的骨转换率及血脂的影响及作

用强度。 现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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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科收治的女性 PMOP 病人 103 例,年龄 60 ~
80 岁,绝经 5 年以上。 纳入标准:双能 X 线测量股

骨近端总的骨矿物质密度 (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T 值 < - 2. 5 或 T 值 < - 1. 0 且既往有脆性骨

折病史且肝肾功能无异常。 排除标准:(1)既往(治
疗前 1 年内)使用过雌激素、糖皮质激素、降钙素以

及其他双膦酸盐等可能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2)有
糖尿病、甲状腺或甲状旁腺疾病、肾上腺及性腺等内

分泌疾病。 (3)继发性骨质疏松症。 (4)对治疗用

任何药物过敏者。 将入组病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2 组,其中治疗组 53 例,对照组 50 例。 2 组病人年

龄、体质量指数均具有可比性。
1. 2 摇 治 疗 方 法 摇 对照组: 病人口服钙尔奇 D
600 mg +阿法 D3 0. 25 滋g,均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12 个月。 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加用唑来膦

酸 5 mg 静脉滴注,滴注时间 > 15 min,每年 1 次(共
1 次),同样连续治疗 12 个月。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 3. 1摇 BMD 测量 摇 应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

(iDXA 型,美国 GE 公司)进行腰椎、全髋及股骨颈

BMD 的 T 值测定。 仪器由专人操作,每日质控(CV
= 1. 8% ) 。
1. 3. 2摇 血脂检测摇 在治疗前后采集病人静脉血,将
血液分装至抗凝管中,快速送至南京鼓楼医院检验

科进行检测。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

2摇 结果

2. 2摇 2 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比较摇 治疗前,2 组病

人血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治疗后,2 组

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

醇(HDL鄄C)较治疗前均降低(P < 0. 05),同时治疗

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鄄C)亦较治疗前降低

(P < 0. 05);在降低 LDL鄄C、TC 方面,治疗组优于对

照组(P < 0. 05)(见表 1)。
2. 3摇 2 组治疗前后 BMD 变化比较摇 治疗前,2 组病

人腰椎 L2 ~ 4、Ward 三角、BMD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治疗后,2 组腰椎 L2 ~ 4、Ward 三角和股

骨近端 BMD 均较治疗前升高(P < 0. 05),同时治疗

组股骨近端 BMD 也较治疗前升高(P < 0. 05);在升

高腰椎 L2 ~ 4、Ward 三角和股骨近端 BMD 方面,治疗

组均优于对照组(P < 0. 05)(见表 2)。

表 1摇 2 组治疗前后血脂变化比较(x 依 s;mmol / L)

分组 n TC TG LDL鄄C HDL鄄C

治疗前(x 依 s)

摇 治疗组 53 5. 96 依 0. 67 2. 93 依 0. 48 3. 89 依 0. 39 0. 96 依 0. 18

摇 对照组 50 6. 12 依 0. 47 2. 95 依 0. 53 3. 92 依 0. 43 0. 93 依 0. 19

摇 摇 t — 0. 50 0. 19 0. 69 0. 41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治疗后(d 依 sd)

摇 治疗组 53 5. 17 依 0. 48* 2. 78 依 0. 33* 2. 98 依 0. 41* 0. 91 依 0. 21*

摇 对照组 50 6. 02 依 0. 54* 2. 83 依 0. 47* 3. 97 依 0. 47 0. 92 依 0. 23*

摇 摇 t — 1. 32 0. 25 1. 56 1. 15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与治疗前比较*P < 0. 05

表 2摇 2 组治疗前后 BMD 变化比较(x 依 s;mmol / L)

分组 n L2 ~ 4 Ward 三角 T 值

治疗前( x 依 s)

摇 治疗组 53 0. 83 依 0. 13 0. 52 依 0. 15 0. 73 依 0. 13

摇 对照组 50 0. 83 依 0. 13 0. 53 依 0. 14 0. 73 依 0. 3

摇 摇 t — 0. 74 0. 93 0. 09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治疗后(d 依 sd)

摇 治疗组 53 0. 90 依 0. 15* 0. 60 依 0. 13* 0. 78 依 0. 14*

摇 对照组 50 0. 84 依 0. 13* 0. 55 依 0. 13* 0. 74 依 0. 13

摇 摇 t — 1. 24 1. 69 1. 06

摇 摇 P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与治疗前比较*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双膦酸盐是临床广泛应用的 OP 一线药物,其
通过抑制破骨细胞活性以增高 BMD,从而降低骨折

风险[1]。 目前双膦酸盐已广泛用于治疗 PMOP、男
性 OP 及糖皮质激素诱发 OP 等。 OP 病人常伴有血

脂紊乱,提示骨质疏松与脂代谢之间可能存在着一

定的关系,但具体机制尚不完全清楚。
一项对 120 例 PMOP 妇女的研究[2] 发现,经过

1 年利塞膦酸钠治疗,受试对象腰椎 BMD 显著上

升,同时 TC 与 LDL鄄C 显著下降。 另一项动物实

验[3]显示,福美加(阿仑磷酸钠维生素 D3)治疗去

势骨质疏松大鼠 8 周后,可有效降低 TC 和 TG 水

平,提高 HDL鄄C 水平,改善去势大鼠的血脂代谢紊

乱状态。 并能提高大鼠股骨离体 BMD 和骨矿含量。
本研究中发现,使用 5 mg 唑来膦酸后, L2 ~ 4

BMD 显著上升,全髋 BMD 上升,同时观察到 TC 及

LDL鄄C 显著降低。 其原因可能是,成骨细胞和脂肪

细胞具有同源性,它们均由骨髓间充质细胞依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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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条件向不同的细胞表型分化而来。 提示脂质代

谢与 OP 可能有密切联系。
有学者认为,血管钙化与骨质疏松可能存在共

同的病理步骤,即高脂血症,其机制涉及 RANKL /
RANK / OPG 系统,RANKL 由骨髓基质细胞及成骨

细胞分泌产生,其受体为位于破骨细胞膜上的

RANK,RANKL 与 RANK 结合后可促进破骨细胞分

化和成熟,抑制破骨细胞凋亡,而骨保护素可阻断上

述结合过程,从而抑制破骨细胞分化和激活,进而表

现出抗血管钙化作用。 二膦酸盐还可抑制破骨细胞

中的法尼基二磷酸合成酶,该酶作用于胆固醇的生

物合成路径,通过抑制这种酶,二膦酸盐干扰基化,
影响脂质连接到调节蛋白上,从而影响血脂水平。
同时,该过程可使破骨细胞失活[4]。 SAMELSON
等[5]的研究发现前臂 BMD 的降低和 TC 的升高成

弱相关。 SIVAS 等[6]的一项对土耳其绝经后女性的

研究显示,血脂谱的改变和 BMD 没有显著的相关

性,但是对脊椎骨折的发生存在显著相关性,对所调

查人群的年龄、绝经年数、体质量指数及血脂成分进

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发现 TC 对 OP 的发生是最强

的影响因素,平均每升高 1 000 mg / L 可以使脊椎骨

折发生风险降低 2. 2% 。 BROWNHILL 等[7] 的研究

表明,TG 和 Ward 三角区 BMD 呈正相关;TC 和总

BMD 成正相关。 OROZCO 等[8] 发现早期绝经后女

性 TC 与腰椎和股骨颈 BMD 成负相关;LDL鄄C 和股

骨颈 BMD 成负相关;载脂蛋白 A( apoA) 和腰椎

BMD 成负相关。
从祖国医学角度分析,OP 属于“骨痿冶 “骨痹冶

等范畴,其中医分型方法较多。 李跃华等[9] 将 180
例 OP 病人分为肾虚型、脾肾两虚型、脾肾两虚兼血

瘀型,史晓等[10]通过评测和验证了 OP 的中医量表

和西医骨质疏松生活质量量表,提出了本病的四个

相关因子:脾虚、血瘀、痰浊、肾虚。 可以看到,脾虚

证在 OP 病人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证型。 同样的,
脾虚也是高脂血症的重要发病因素。 中医所说的异

病同治,正是把握了相同的证而采取了同样的治法,
在用药过程中,可以对具有相同证型的不同疾病使

用同样的药物,均能见到疗效。
在本研究中,经过 1 年的唑来膦酸治疗,治疗组

腰椎 L2 ~ 4、Ward 三角和股骨近端 BMD 较对照组高,
TC、LDL鄄C 较对照组低;2 组 TG、HDL鄄C 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与上述其他研究相比,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可能由于样本数量较少,对二膦酸盐长时间治疗后

结果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二膦酸盐在治疗 OP 的同

时,是否能降低血脂水平,尚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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