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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族 、汉族老年人群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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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新疆乌鲁木齐地区汉族、维吾尔族老年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老年亚临床甲

减） 患者促甲状腺激素水平（ TSH） 与骨密度（ BMD） 的相关性。方法

选择住院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 207 例。

根据甲状腺功能测定结果将其分为病例组即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 101 例，对照组为甲状腺功能正常
（ 甲功正常） 患者 106 例，分析两组年龄、性别、民族、体质量指数（ BMI） 、血压、血糖、血钙、血磷及骨质疏松发
生情况。结果

两组年龄、性别、民族、BMI、血压、血糖、血钙、血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两组间

具有可比性。亚临床甲减组患者与甲功正常患者组骨密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汉族亚临床
甲减组与甲功正常患者组骨密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而维吾尔族组骨密度比较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 P ＞ 0． 05） 。结论

亚临床甲减可能是汉族老年人群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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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 SCH） and osteoporo-

sis in the elderly of Han and Uygur in Xinjiang Urumqi． Methods

A total of 207 patients aged 60 years or older were

selected from our hospital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 of Thyroid function test． One hundred
and one cases with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were chosen as case group and 106 cases of normal thyroid function
were chosen as control group． The age，gender，nationality，BMI，blood pressure，blood glucose，blood calcium and
blood phosphoru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sed． Ｒesult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ge，gender，nationality，BMI，blood pressure，blood glucose，blood calcium and blood phosphoru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 P ＞ 0． 05） ． The difference of bonemineral dens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was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 P ＜ 0． 05） in Han between the two groups，but the differe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 P ＞ 0． 05） in Uygur． Conclusion

The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may be a risk

factor of osteoporosis in Han eld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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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 简称甲减 ） 是以血
清促甲状腺激素 （ TSH） 分泌过高和游离甲状腺素

相关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老年亚临床甲减及骨质疏
松的人群差异，为预防老年人亚临床甲减及骨质疏

（ FT4 ） 和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 （ FT3 ） 正常为主要

松提供新的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3］

特点

。一些临床研究结果表明，亚临床甲减不仅

［4-5］
、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心功能
能导致血脂异常
［6］
不全等，而且对骨质疏松也有一定的影响 。 本研

1． 1

究对新疆乌鲁木齐地区汉族、维吾尔族老年亚临床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患者骨密度 （ BMD） 水平进行了

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 其中病例组均为亚临床甲状
腺功能 减 退 症 患 者 101 例，平 均 年 龄 为 （ 7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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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岁，男性 47 例 （ 汉族 26 例，维吾尔族 21 例 ） ，
女性 54 例 （ 汉族 30 例，维吾尔族 24 例 ） ，对照组为

研究对象 所有患者均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2010 年 1 月至 2013 年 4 月干部病房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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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验分析； 计数资料用 χ 检验； 偏态分布用中位数
和四分位数 （ P25 ，P75 ） 描述，采用秩和检验分析； 相

甲功正常患者 106 例，平均年龄为 （ 70． 0 ± 7． 4） 岁，
男性 53 例（ 汉族 28 例，维吾尔族 25 例） ，女性 53 例
（ 汉族 28 例，维吾尔族 25 例 ） 。 两组均排除 糖 尿

关性采用 Spearman 相关分析。
2 结果

病、肾功能不全、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或减退症、正在
服用甲状腺功能相关药物或补充钙剂及吸烟患者 。

2． 1

两组年龄、性别、民族、体质量指数 （ BMI） 、血压、血
糖、血钙、血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 0． 255，P = 0． 000； r = － 0． 269，P = 0． 000； r =
－ 0． 195，P = 0． 005。
分别比
较汉族亚临床甲减与甲功正常组患者骨密度 ，差异

2． 3

汉族、维吾尔族 TSH 及骨密度比较

有统计学意义 （ P ＜ 0． 05） ； 维吾尔族亚临床甲减与
甲功正常组患者骨密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

骨密度仪测定的左侧髋关节股骨颈 （ Neck） 、大转子
（ GT） 和 Word 三角的骨密度。

0． 05） ，见表 2。
3 讨论

诊断标准 亚临床甲减诊断标准为 4． 2 uIU / mL
＜ TSH ＜ 10． 0 uIU / mL，但 FT4 正常。 参照 2011 年

1． 3

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是一种常见疾病，在
［7］
普通人群中患病率约 4． 0% ～ 9． 0% ，Abe 等 实验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骨质疏松诊断标准： 骨
密度通常用 T-Score（ T 值 ） 表示，T 值≥ － 1． 0 为正

研究表明成骨细胞与破骨细胞均可表达 TSH 受体
（ TSHＲ） ，TSH 通过 TSHＲ 介导，抑制破骨细胞的合

常，－ 2． 5 ＜ T 值 ＜ － 1． 0 为骨量低下，T 值≤ － 2． 5
为骨质疏松。

成和寿命，抑制成骨细胞分化，直接影响骨重建，即
使这种受体表达减少 50% ，仍可发生骨质疏松，局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 17． 0 统计软件包处
理数据，所有计量资料结果符合正态分布的采用 t

1． 4

部发生骨硬化 。在体外研究发现 ，TSH 可以通过结

亚临床甲减组患者与甲功正常患者 TSH 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左侧髋关节股骨颈

例数

见表 1。

TSH 与 Neck、GT、Word 相关性分析 进一步
行 TSH 与 Neck、GT、Word 相关性分析分别显示 r =

法测定 （ 德 国 罗 氏 MODULAＲ ANALYTICSE170 电
化学发光仪） ，受检者晚餐后禁食 10 h，于次日早晨
空腹抽取静脉血。骨密度均为韩国 EXA-3000 双能

组别

TSH 与骨密度的相关性

2． 2

两组间具有可比性。
1． 2 方法 所有患者甲状腺功能均为电化学发光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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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转子

Word 三角

骨质疏松

骨量减少

（ x ± s，g / cm）

（ x ± s，g / cm）

（ x ± s，g / cm）

［例（ %） ］

［例（ %） ］

甲功正常组

106

0． 708 ± 0． 128

0． 681 ± 0． 140

0． 58 ± 0． 522

14（ 13． 2）

48（ 45． 2）

亚临床甲减组

101

0． 632 ± 0． 115

0． 591 ± 0． 116

0． 47 ± 0． 119

33（ 32． 6）

52（ 51． 4）

－ 4． 428

－ 4． 997

－ 2． 178

11． 167

0． 797

0． 000

0． 000

0． 031

0． 001

0． 405

t（ χ2 ） 值
P值

表2

组别

例数

促甲状腺激素水

游离三碘甲状

游离甲状腺素

髋关节股骨颈

大转子

平（ μIU /mL）

腺原氨酸（ pmol /L）

（ pmol /L）

（ g /cm）

（ g /cm）

汉族
甲功
正常组
亚临床
甲减组

TSH 与骨密度的民族差异比较（ x ± s）

维吾
尔族

汉族

维吾
尔族

汉族

维吾
尔族

汉族

维吾
尔族

汉族

Word 三角
（ g /cm）
维吾

汉族

尔族

维吾
尔族

106 2． 16 ±0． 88 1． 67 ±0． 96 2． 79 ±0． 39 2． 86 ±0． 39 1． 20 ±0． 17 1． 22 ±0． 15 0． 74 ±0． 12 0． 67 ±0． 12 0． 72 ±0． 13 0． 64 ±0． 13 0． 66 ±0． 69 0． 51 ±0． 18

101 7． 83 ±7． 90 9． 08 ±10． 45 2． 86 ±0． 36 2． 89 ±0． 32 1． 16 ±0． 15 1． 20 ±0． 15 0． 63 ±0． 11 0． 64 ±0． 12 0． 59 ±0． 11 0． 60 ±0． 13 0．46 ±0．11 0． 48 ±0． 12

t值

5． 330

4． 987

0． 947

0． 418

－ 1． 391

－ 0． 662

－ 4． 967

－ 1． 283

－ 5． 995

－ 1． 400

－ 4． 353

－ 0． 871

P值

0． 000

0． 000

0． 346

0． 677

0． 167

0． 510

0． 000

0． 203

0． 000

0． 165

0． 005

0． 386

a

注： 112 例汉族人群中，亚临床甲减者 56 例，甲功正常者 56 例； 95 例维吾尔族人群中，亚临床甲减者 46 例，甲功正常者 49 例； 与汉族甲功正常组比较，P ＜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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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前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上的 TSHＲ，抑制破骨细
胞的形成和存活，并抑制成骨细胞的分化和 I 型胶
原的产生，对骨重建过程发挥负性调节作用 ，TSH 抑
［8］

制破骨细胞骨吸收陷窝，促进其凋亡

。 因此 TSH

对骨的转化和矿化可能发挥着独立于甲状腺激素的
直接作用。

17（ 1） ： 1075-1084．
［2］ Velkoska Nakova V，Kratevska B，Bosevski M，et a1． Dyslipidaemia and hypertension in patients with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J］． Prilozi，
2009，
30（ 2） ： 93-102．
［3］ 朱铁虹． 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诊断与治疗［J］． 国际内
2007，
27（ 2） ： 142-144．
分泌代谢杂志，

国外 Nagata 等 通过骨密度测定右脚跟骨的
评价指标（ OSI） 的研究结果显示随着 TSH 浓度的增

［4］ Huber G，Staub JJ，Meier C，et al． Prospective study of the

加，OSI 是下降的，这表明甲状腺功能的减退影响骨
［10］
骼结构。国内戴耀宗等 文献报道老年亚临床甲

nostic value of thyrotropin，thyroid reserve，and thyroid

［9］

spontaneous course of subclinical hypothyroidism： progantibodies［J］． J Clin Endocrinol Metab，2002，87 （ 7 ） ：
3221-3226．

减患者，测定骨密度结果均有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
改变，提示有骨折倾向。 本研究显示年龄、性别、民

［5］ Hyland KA，Arnold AM，Lee JS，et al． Persistent subclini-

族、BMI、血压、血糖、血钙、血磷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P ﹥ 0． 05） ，而亚临床甲减患者体内骨密度明

ly： the cardiovascular health study［J］． J Clin Endocrinol

显低于甲状腺功能正常的者，进一步表明 TSH 与骨
［9］
密度之间呈负相关。 与国外 Nagata 等 及国内戴
［10］

耀宗等

研究结果一致。

国内大部分研究表明不同民族之间骨密度有差
［11-12］
，不同民族亚临床甲减患者血清 TSH 与骨密
异
度相关性报道少，本研究在年龄、血压、BMI、血糖、
性别等比较无明显差异的情况下比较汉族 、维吾尔

cal hypothyroidism and cardiovascular risk in the elderMetab，
2013，
98（ 2） ： 533-540．
［6］ Williams GＲ． Does serum TSH level have thyroid hormone
independent effects on bone turnover？ ［J］． Nat Clin
Pract Endocrinol Metab，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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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be E，Marians ＲC，Yu W，et a1． TSH is a negative regulator of skeletal remodeling［J］． Cell，2003，115 （ 2 ） ：
151-162．
［8］ Williams GＲ． Does serum TSH level have thyroid hormone

族老年亚临床甲减患者的骨密度，结果显示老年汉
族亚临床甲减患者中骨密度低于对照组 ，提示汉族

independent effects on bone turnover？ ［J］． Nat Clin

老年亚临床甲减患者易发生骨质疏松 。因此汉族亚

［9］ Nagata M，Suzuki A，Sekiguchi S，et al． Subclinical hypot-

临床甲减患者易早期行骨密度检查以预防骨质疏
松。而老年维吾尔族患者中亚临床甲减和甲功正常
患者骨密度无明显差异，考虑可能与维吾尔族居住
环境、饮食习惯或生活方式等有关，或者与本研究样
本量小等有关。
总之，本研究提示亚临床甲减老年患者骨密度
水平降低，可能增加老年患者骨折风险。因此，亚临
床甲减的老年患者，尤其是汉族患者，要早期行骨密
度检查，预防骨质疏松，避免骨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Duntss LH，Wartofsky L． Cardiovasealar risk and subclinieal hypothymidism： focus on lipids and lm emerging
risk factors． What is the evidence？ ［J］． Thyroid，2007，

Pract Endocrinol Metab，
2009，
5（ 1） ： 10-11．
hyroidism is related to lower heel QU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Endocr J，
2007，
54（ 4） ： 625-630．
［10］ 戴耀宗，李 立 人． 老 年 亚 临 床 甲 减 患 者 骨 代 谢 生 化
指标的变 化［J］． 放 射 免 疫 学 杂 志，2005 ，18 （ 1 ） ：
41 -42 ．
［11］ 张明琛，张丽，樊勇，等． 新疆乌鲁木齐地区人群碘摄
入量与甲状腺疾病的相关研究［J］． 中华内分泌代谢
2011，
27（ 12） ： 972-974．
杂志，
［12］ Canaris GJ，Manowitz NＲ，Mayor G，et al． The Colorado
thyroid disease prevalence study［J］． Arch Intern Med，
2000，
160（ 4） ： 526-534．
（ 收稿日期： 2014-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