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酗酒与骨质疏松和股骨头坏死的
相关性研究
曲成毅

郭锦丽
【摘要】

白帆马俊红柴耀凤

目的探讨酗酒与股骨头坏死（ＡＮＦＨ）、骨质疏松（ｏＰ）的相关性。方法采用病例

对照研究，选取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骨科２０１ １年２—１２月门诊、病房就医符合条件的ＡＮＦＨ患
者９５例、ＯＰ患者６７例作为病例组和３４２例创伤骨折患者为对照组，填写调查表，明确ＡＮＦＨ、ＯＰ
的一般相关因素，并在此三组病例中筛选出长期酗酒的ＡＮＦＨ １８例、ＯＰ １１例、创伤骨折患者２０
例，进一步进行酒精依赖性疾患识别测验（ＡｕＤＩＴ）、酒精依赖程度测试（ＡＤＳ），采用方差分析、ｆ
检验、无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酗酒与ＡＮＦＨ、ＯＰ的关系。结果无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
析显示，以创伤骨折患者为对照组，控制其他因素后，喜饮酒者患ＡＮＦＨ和ＯＰ的危险性是不饮酒
者的７．７０倍和８．４４倍；治疗中使用激素者患ＡＮＦＨ和ＯＰ的风险是不使用激素者的７８．４３倍和
２２．７５倍。依据ＡＵＤＩＴ，酒精性ＡＮＦＨ组１００％为危害性饮酒和伤害性饮酒；酒精性ＯＰ组５４．４５％
为伤害性饮酒和危害性饮酒；创伤骨折组７５％为正常饮酒，筛选诊断结果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１）。依据ＡＤＳ标准，三组患者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３）。结论酗酒与ＡＮＦＨ、
ＯＰ高度相关。酒精性ＡＮＦＨ是酒精依赖性骨疾病，酒精性ＯＰ为部分酒精依赖性骨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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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９５±１３．４９）岁；女性３６例，平均年龄（５６．２４±

５年）并对酒产生强烈渴望和嗜好，以至饮酒不能

１３．２７）岁。６７例ＯＰ患者年龄４１～８７岁，平均

自制…。国内外研究已证实，酒精摄人过量已经成

（６６．２８±１２．５０）岁；其中男性３３例，平均年龄

为骨质疏松（ＯＰ）、股骨头坏死（ＡＮＦＨ）的高危因

（６６．１５±１３．０４）岁；女性３４例，平均年龄（６６．４１±

素陋·３Ｉ。本研究旨在探讨酗酒与ＯＰ、ＮＡＦＨ的相关

１２．１５）岁，有２９例已绝经，平均绝经年龄（５１．２８±

性，循证酒精危害骨骼的依据。

２．６３）岁；ＯＰ患者性别、年龄构成基本均衡一致，女

对象与方法

性ＯＰ患者８５．２９％为绝经期妇女。３４２例创伤骨折
患者年龄３～８７岁，平均（４０．９７±１７．６７）岁；其中男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１年２—１２月山西医科大

性２８０例，平均年龄（４０．０１±１６．５５）岁；女性６２例，平

学第二医院骨科门诊、病房就医符合条件ＡＮＦＨ患

均年龄（４５．３２±２１．６６）岁，平均月经初潮年龄

者９５例、ＯＰ患者６７例作为病例组和创伤骨折３４２

（１５．３１±１．９７）岁，２３例女性已绝经，平均绝经年龄

例作为对照组进行病例对照研究，问卷回收率为

（４９．７０±５．４７）岁；创伤骨折患者男性高于女性，平均

９８％，有效率为９７．２％。根据疾病影响因素进一步筛
选出由单纯长期酗酒导致ＮＡＦＨ １８例、ＯＰ １１例、

年龄男性低于女性。经方差分析和＃检验，三组患
者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创伤骨折２０例患者，继续进行酒精依赖性疾患识别

０．０５），平均年龄的差异也有统计学意义（Ｆ－－－－７４．４８，

测验（ＡＵＤＩＴ）、酒精依赖程度测试（ＡＤＳ）。

Ｐ＜０．００１），发病年龄依次为ＯＰ组、ＡＮＦＨ组和创伤

２．研究方法：采用现场调查，征得患者同意后与

骨折组；三组患者平均ＢＭ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

其一对一面对面由调查者填写问卷。调查分为两阶

２１．１２，Ｐ＜Ｏ．００１），ＯＰ组和ＡＮＦＨ组均高于创伤骨折

段。第一阶段由两组患者分别填写一般调查表，包

组，而ＯＰ组和ＡＮＦＨ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括一般资料、既往病史（诊断名称、是否手术、是否使

（２）单因素分析：与创伤骨折组比较，ＡＮＦＨ组

用激素）、实验室检验指标、日常生活习惯四部分；第

的因素为既往牙齿脱落、骨折手术史、患病住院史、

二阶段筛选出由酗酒导致的ＯＰ、ＡＮＦＨ、创伤骨折

激素治疗、饮酒、吸烟、饮咖啡、谷草转氨酶（ＡＳＴ）异

患者进行ＡＵＤＩＴ、ＡＤＳ。入组剔除标准：①诊断不

常（Ｐ＜０．０５）；ＯＰ组除以上因素外还包括丙氨酸转

明确者；②排除其他因素（如采用激素治疗、创伤、先

氨酶（ＡＬＴ）异常、谷氨酰转肽酶（ＧＧＴ）异常（Ｐ＜

天发育不良等）与酗酒共同作用的ＮＡＦＨ者；③排除

０．０５）。

其他因素（除年龄外）与酗酒共同作用的ＯＰ病例；④
神志、情绪不稳定者。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
库，调查数据导入ＳＰＳＳ １ ３．０软件建立数据库并进行

（３）多因素分析：为排除因素问的混杂作用，本
研究将单因素分析结果有意义的变量与结局指标进
行多因素分析，选人和剔除标准均为０．１０。ＡＮＦＨ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牙齿脱落、喜食

统计分析，定量资料用面±ｓ描述，采用方差分析进行

豆制品、饮酒、饮咖啡、骨折手术史、患病住院史、激

组间比较；定性资料用构成比进行描述，采用Ｚ检验
进行组间比较；等级资料用平均秩进行描述，采用秩

素治疗等因素后，饮酒者ＡＮＦＨ的危险是不饮者的

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无序多分类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
分析进行多因素分析。

析结果显示，在控制年龄、ＢＭＩ、牙齿脱落、骨折手术

结

果

１．第一阶段：

７．７０倍（９５％讲：１．８４～３２．３０），见表１。ＯＰ多因素分
史、激素治疗等因素后，饮酒者患ＯＰ的危险是不饮
者的８．４４倍（９５％ＣＩ：１．７０。４１．９０），见表２。
２．第二阶段：

（１）一般特征：经方差分析，三组患者平均年龄

（１）一般特征：９５例ＡＮＦＨ患者年龄２１。８５岁，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６．８９，Ｐ＜０．０１），ＡＮＦＨ组和

平均（５２．４０±１３．６８）岁；其中男性５９例，平均年龄

ＯＰ组平均年龄高于创伤骨折组；经）ｃ２检验，三组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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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３．ＡＤＳ：经饮酒问卷调查，ＡＮＦＨ组、ＯＰ组和创

ＡＮＦＨ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伤骨折组的ＡＤＳ评分分别为１０．３３±４．２１、１２．１８±
３．６８和８．１０±４．２７，方差分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Ｆ＝３．６８，Ｐ＝０．０３）；酒精依赖程度分析表明，ＡＮＦＨ
组有７２．２２％、ＯＰ组有５４．５５％、创伤骨折组有９０％对
酒精低等依赖，三组患者ＡＤＳ酒精依赖程度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誓＝４．９９，Ｐ＝０．０８）。
讨

论

１．一般特征分析：三组患者平均ＢＭＩ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Ｆ＝２１．１２，Ｐ＜０．００１），ＡＮＦＨ组和ＯＰ组均
大于创伤骨折组，而前两组平均ＢＭＩ差异无统计学
表２

意义。有研究报道Ｈ＇５Ｉ，低ＢＭＩ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

ＯＰ多因素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危险因素之一，体重对骨折有一定的预防保护作用。
低体重者的骨折风险很大程度上与骨密度低相关。
２．相关因素与ＡＮＦＨ、ＯＰ发病分析：饮酒和应
用激素治疗是ＡＮＦＨ重要的危险因素哺３。本研究
ＡＮＦＨ组中有３３例（３４．７０％）有激素治疗史，与创伤
骨折组（４例，１．２０％）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本
研究ＡＮＦＨ组中３５例（３６．４６％）嗜酒，与创伤骨折组
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经多因素分析显示，过量饮
者性别、职业构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文

酒导致ＡＮＦＨ的危险度高（ＯＲ＝７．７０）。ＯＰ为中老

化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１１．１９，Ｐ＜０．０１）。
（２）ＡＵＤＩＴ：研究结果显示，三组患者ＡＵＤＩＴ评

年退行｜生疾病，系全身Ｉ生代谢骨病。本研究ＯＰ组患

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Ｆ＝２１．００，Ｐ＜０．０１），其中

有激素治疗史，４１例（６１．２０％）曾有骨折病史。本研

ＡＵＤＩＴ前三题评分（提示严重危害性饮酒）差异有

究多因素分析显示，一般性饮酒与ＯＰ无关，而过量

统计学意义（Ｆ＝３７．９９，Ｐ＜０．０１），ＡＵＤＩＴ中三题评

饮酒是ＯＰ的危险因素（ＯＲ＝８．４４）。大量饮酒者常

分（提示酒精依赖）、后四题评分（提示饮酒有伤害）

伴有营养不良，造成钙、磷、蛋白质吸收不足，骨形成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ＡＵＤＩＴ筛选

基质减少，骨生成受到抑制。本研究多因素分析显

诊断结果包括正常、危害性、伤害性饮酒三种。本研

示，ＡＳＴ异常（ＯＲ＝Ｏ．１７）与ＡＮＦＨ负相关。其中

究对三组患者ＡＵＤＩＴ筛选诊断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ＡＮＦＨ组和ＯＰ组患者肝功（ＡＬＴ、ＡＳＴ、ＧＧＴ）异常

结果显示三组患者的ＡＵＤＩＴ筛选诊断结果差异有

的比例均低于创伤创伤骨折组，究其原因创伤骨折

统计学意义（％２＝２８．５２，Ｐ＜０．０１）。危害性饮酒中主
要为ＡＮＦＨ组患者（１３例），伤害性饮酒中以ＯＰ组

组患者均为大量饮酒后发生事故急诊人院后采集血

患者为主（５例），正常饮酒则主要为创伤骨折组患

和ＯＰ则是一个长期慢性疾病，且就医时并无大量饮

者（１５例）。

酒或短时间内因疾病而戒酒，因此肝功三项指标值

者平均年龄（６６．２８±１２．５０）岁，其中１５例（２２．４０％）

标本，肝功三项指标值均为应激性异常。而ＡＮＦＨ

低于创伤骨折组患者。Ｋｉｍ等…研究发现，饮酒量在

表３三组患者ＡＵＤＩＴ评分比较

分组例数瓣分嚣嚣嚣

ｇ／ｄ且饮酒史达３年的男性，其股骨颈和腰
椎的骨密度下降，而肝脏并未出现损害。由此推测，
４０～１００

ＡＮＦＨ组

１８

１４．８３±４．３４

８．８２±３．７９

５．８０±４．５７

１４．８３±４．３４

造成骨量减少的饮酒阈值低于要致肝损害的阈值，

ＯＰ组

１１

７．９４±２．８４

１．９１±２．２１

１．２５±２．３４

７．９４±２．８４

创伤骨折组２０

５．００±１．６８

５．８２±２．４４

３．４５±２．３５

５．００±１．６８

平均每日饮酒量＞４０ ｇ，即有导致骨量丢失的危险。
３．酗酒与ＡＮＦＨ、ＯＰ的关系：采用ＡＵＤＩＴ分
析，本研究有１８例ＡＮＦＨ为酒精依赖性疾病阳性患
者；经ＡＤＳ测试，有７２．２２％为低度依赖，２７．７８％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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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５·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ｌｙ 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７

度依赖。ＡＮＦＨ组中，酒精性股骨头坏死的发生率

［３］Ｙａｎｇ

为１８．７５％，饮酒与发生ＡＮＦＨ的ＯＲ＝７．７０，与

１４ Ｊ

林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因素．国际内分泌代谢杂志，２００６，

性患者，经ＡＤＳ测试，５４．５５％为低度依赖，４５．４５％为

为增强破骨细胞ｂ１。另外过度饮酒伴随的营养失

Ｌｉｎ Ｈ．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Ｉｎｔ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２００６，２６（４）：２３６—２３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主要的致病因素。本研究１１例酒精依赖性疾病阳

常。多数学者认为，酒精以抑制成骨细胞为主，其次

２６（４）：２３６—２３８．
１５ Ｊ

Ｋａｎｉｓ ＪＡ，Ｂｏｒｇｓｔｒｏｍ Ｆ，Ｄｅ Ｌａｅｔ Ｃ，ｅｔ ａ１．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ｒｉｓｋ．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Ｉｎｔ。２００５．１６：５８１—５８９．

［６］ＣｈｅｎＷＨ，ＬｉｎＮ，Ｗａｎｇ Ｓ，ｅｔ

［本课题受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护理基金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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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内容资源的有效数字化传播，同时保护这些数字资源在网络链接中的知识产权和网络传播
权，为标识对象的版权状态提供基础，实现对数字对象版权状态的持续追踪，自２００９年第１期开始，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纸版
期刊和数字化期刊的论文将全部标注ＤＯＩ。即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除科普和消息类稿件外，其他文章均需标注ＤＯＩ，ＤＯＩ标注
于每篇文章首页脚注的第１项。由中华医学会杂志社各期刊编辑部为决定刊载的论文标注ＤＯＩ。
参照ＩＤＦ编码方案（美国标准ＡＮＳＩ／ＮＩＳＯ Ｚ３９．８４—２０００）规定，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规则如下：“ＤＯＩ：统一前缀／学会标
识．信息资源类型．杂志ＩＳＳＮ．＃＃一丰木术丰．年．期．论文流水号”。即：“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木木』＃｝．ｙｙｙｙ．ｎｎ．ＺＺＺ”。
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标注ＤＯＩ各字段释义：“１０．３７６０”为中文ＤＯＩ管理机构分配给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的统一前缀；
“ｃｍａ”为中华医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缩写；“ｊ”为ｊｏｕｒｎａｌ缩写，代表信息资源类别为期刊；“ｉｓｓｎ．＃术丰一＃木术”为国际
标准连续出版物号（ＩＳＳＮ）；“ＹＹＹＹ”为４位出版年份；“ｎｎ”为２位期号；“ＺＺＺ”为３位本期论文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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