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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骨质疏松或骨量减少的相关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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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研究西城区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骨质疏松或者骨量减少的影响因素。方

法　选取 2015 年 1 月～2015 年 12 月在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精神科病房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共

148 例，分成正常骨密度组（60 例）和低骨密度组（88 例），主要观察住院患者血钙，血磷，体重指

数，催乳素，PANSS，骨密度指标。结果　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低骨密度组与正常骨密度

组比较，性别，年龄，催乳素，体重指数，锻炼时间指标均出现明显降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0.05）；且回归模型提示年龄大、催乳素高、体重指数高是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结论　长期住

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催乳素高和体型瘦弱的高龄患者，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骨质疏松；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74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52（2017）06-0975-03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Osteopenia and Osteoporosis in Long-term Hospitalized Schizophrenia in West-
ern Area of Beijing　JIN Yuhong，LI Xiaojun，YI Yuwei，et al. The psychiatric ward of Beijing Xicheng Ping'an 
Hospital，Beijing 100035，China

【Abstrct】 Objective The study examined the risk factors for Osteoporosis of patients with chronic schizophre-

nia. Methods A total of 148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was divided into the normal BMD（60 patients）and decreased 

BMD（88 patients），Clinical assessment instruments included Ca，P，body mass index（BMI），prolactin（PRL），

PANSS，bone mineral density（BMD）.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osteoporosis was 59.5％（n=148），The patients in 

normal BMD compared with those who decreased BMD in sex，age，PRL，BMI，weekly exercises（min），the differ-

ence was significant（P<0.05）；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ed that age，PRL and BMI were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Conclusion Factor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Osteoporosis in schizophrenic inpatients are 

older age，higher BMI，higher PR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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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服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出现显著的社会

功能障碍和副作用，其中副作用之一便是引起骨质

疏松。国外大量研究显示，长期服用抗精神病药物

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出现明显的骨量减少或

骨质疏松［1］。国内于凤玲等［2］研究发现不同第二代

抗精神病药会导致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下降，尤

其使用引起泌乳素升高的药物，骨密度流失会更加

严重。Lee 等［3，4］也曾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

状与骨密度的减少显著相关。所以慢性精神分裂症

患者骨密度下降的各种相关因素值得我们关注。本

研究是为了探索在西城区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中导致骨质疏松的相关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 148 例北京市西城区平安医院精神

科病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 60
例，平均年龄 55.29±12.137 岁，女性 88 例，平均

年龄 56.92±9.453 岁，患者根据骨密度 T 分值的判

断标准分为正常骨密度组 60 例，低骨密度组 88 例；

1.2　入组标准

（1）长期住院患者，住院时间至少 1 年，（2）符

合《ICD-10 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临床描述与诊断要

点》中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5］,（3）年龄不限，性

别不限 , （4）长期使用抗精神病药物维持治疗。

1.3　排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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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患者正在使用任何影响骨密度的药物，如

抗钙剂，锂盐，甲状腺素，抗惊厥药物等 ,（2）患者

有任何引起骨密度下降的内分泌系统疾病，如甲亢，

甲低等 ,（3）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和非成

瘾物质所致精神障碍 ,（4）合并有严重躯体疾病者，

排除长期卧床不能正常运动者。

1.4　研究方法

（1）调查工具：自制《一般情况问卷表》，主要

包括以下内容：

①人口统计学资料：性别、年龄（岁）、身高（cm）、

体重（Kg）、民族、是否吸烟饮酒、锻炼时间（min）等；

②疾病相关资料：诊断、精神病史（年）、本次

病程、家族史、既往史、抗精神病药物服药史（年）、

PANSS、血钙、血磷、催乳素、骨密度。

根据身高、体重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BMI= 体重 / 身高 2，参考世界卫生

组织的建议，低 BMI：BMI <18.5kg/m2，正常 BMI：

18.5-24.9kg/m2，高 BMI：>24.9kg/m2。

（2）骨密度测定：所有受试者均接受专业技术人员

的骨密度检测，本实验应用双光子能重吸收 X 光测定

法，用双光能 X 线骨密度仪（DPX Bravo）（美国通用电气

医疗公司）检测患者腰椎及左侧股骨颈骨密度变化。

1.5　观察指标

（1）根据《一般情况调查问卷》收集的信息，观

察正常骨密度组和低骨密度组的患者年龄，性别，血

钙、血磷、催乳素，体重指数，PANSS，锻炼时间指标；

（2）骨密度（BMD）测定：主要疗效以腰椎

（L1-L4）BMD 改变为判断标准，股骨颈部 BMD 改

变为次要观察标准。扫描图像以骨面密度每平方

米 1.001 g/cm2 为依据，由仪器自动分析显示结果。

根据中国老年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制定的诊断标

准［6］，以相对于我国常模同一性别的骨密度平均值

（T 分值）为判断标准，并以 T 分值 <-2.5SD（标准

差）为骨质疏松，-2.5SD <T 分值 <-1SD 为骨量减

少，-1.0SD <T 分值 <1.0SD 为骨密度正常。

1.6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16.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所有剂

量数据以均数 ± 标准差表示。首先单因素分析有统

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后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骨

质疏松和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催乳素之间的关

系，以 enter 法作为自变量筛选方法。

2　结果

2.1　两组骨密度的现状分析

低骨密度组与正常骨密度组比较，在性别，年

龄，体重指数，催乳素，锻炼时间方面具有可比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 1）。

表1　在正常骨密度组和低骨密度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和临床资料的比较（x±s）

组别 年龄（岁） 性别［n（％）］ 体重指数（BMI） 催乳素（PRL）

正常骨密度组 51.07±10.21 60（40.5） 26.63±4.96 18.96±9.43

低骨密度组 59.66±9.71 88（59.5） 23.93±3.85 45.22±44.81

t值 -3.660 -2.553 2.631 -3.156

P值 0.000 0.013 0.01 0.02

组别 锻炼时间（min/w）  血钙（mmol. L-1） 血磷（mmol. L-1） PANSS总分（分）

正常骨密度组 316±99.68 2.23±0.12 1.12±0.25 56.70±11.93

低骨密度组 262±107.91 2.26±0.08 1.13±0.25 54.11±10.78

t值 2.150 -1.424 -1.54 0.971

P值 0.035 0.159 0.878 0.335

2.2　长期住院精神分裂症患者骨质疏松或骨量

减少的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以长期住院患者的骨密度 T 分值为因变量，以

性别、年龄、BMI、PRL、锻炼时间作为自变量纳入

回归方程。结果显示年龄、BMI、PRL 的标准化回归

系数 0.096，-1.70，0.046，见表 2。因此，长期住院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年龄、身高、体重、催乳素是骨

质疏松的主要影响因素。

2.3　发生骨折情况

实验过程中，一例患者跌倒出现单侧胫腓骨骨

折，此例骨折患者为骨密度下降组。

3　讨论

本研究主要观察西城区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

患者的骨质疏松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临床上，

慢性精神分裂症共病骨质疏松时，易于出现骨折症

状，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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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英等［7，8］发现，长期应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会增

加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下降的风险，且催乳素升

高对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骨密度下降存在显著影响。

这是因为高催乳素血症会对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产生抑制作用，继发性引起性激素水平下降，从而

引起骨密度下降和骨质疏松，导致骨折风险增加。

精神分裂症患者合并烟草和酒精滥用的高发生率也

会增加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9］。储鑫［10］研究发现，

随着年龄的增长，精神分裂症病程的延长，尤其是

女性患者，骨量减少的发生率明显升高，约 63％，

且对于体型瘦弱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情况尤其显著。

本研究结果表 2 显示：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

者，无论男性女性，相对高龄，高 BMI，高 PRL 是

骨质疏松的影响因素，且在表 1 中提示骨质疏松患

者发生率高达 60％。本结果与上述研究［10］类似。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中，提示性别、年龄、PRL、

BMI 均是影响骨密度的因素，但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的分

析中，排除了性别致骨质疏松的的因素，与既往的试验

结果存在矛盾，考虑可能导致此结果的原因如下：1 本实

验中的总样本量少，2 其中男性患者 60 人，女性患者 88
人，不同性别人数差别较少，3 存在实验混杂偏倚。

另外，本实验同样发现 BMI 是骨密度的保护性

因素，此结果与之前的研究一致［11］。说明精神分裂

症患者中身高，体重是重要因素，其中体重会随着

摄入量、活动量、药物的不良反应的程度等因素改

变而改变。因此，维持适当的体重对精神分裂症患

者的骨骼会起到保护作用，减少骨折出现。

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范围固定，接

触人群固定，尤其本身的阴性症状和社会功能下降，使

患者更容易出现缺少体力活动、日光照射减少、营养缺

乏致钙摄入不足以及维生素 D 缺乏等等情况［12］，容易出

现骨质疏松，导致骨折现象。本研究不足之处在于样本

量偏小，且为横断面研究，研究方法简单，今后需要进

一步尝试纵向随访研究，且增加正常人群的对照研究。

综上所述，骨质疏松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一个疾

病，在西城区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中，骨质

疏松的发生率高达 60％，所以长期住院患者极容易

发生骨质疏松，同时高龄、高 BMI 、高 PRL 亦是影

响骨质疏松的重要因素。

所以针对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合理膳

食，增加室外锻炼时间，多晒太阳，维持适当的体

重，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使用引起催乳素变化较

小的抗精神病药物，积极改善患者的阴性症状均是

首要任务，同时定期检测患者骨密度，催乳素，血

生化等指标，个性化积极制定改善骨密度的方案，

如年龄较大的患者进行必要的活动时，需要专人陪

护，均有助于预防长期住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骨质

疏松的发生，从而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骨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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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骨质疏松或者骨量减少的相关因素

因素
回归
系数

标准误
Wald统

计量
P值 OR值 95％CI

性别 0.719 0.647 1.235 0.266 2.053 0.577-7.302

年龄 0.096 0.038 6.537 0.011 1.101 1.023-1.185

BMI -1.70 0.077 4.818 0.028 0.844 0.726-0.982

PRL 0.046 0.022 4.408 0.036 1.047 1.003-1.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