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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 悦韵孕阅 患者肺功能与骨密度及维生素 阅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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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院探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渊悦韵孕阅冤患者肺功能与骨密度及维生素 阅 之间的关系遥 方法院悦韵孕阅 患者 员园源 例

渊男 远员 例袁女 源猿 例冤袁对照组 员园园 例为同时期同年龄阶段同性别比例住院非 悦韵孕阅 老年患者袁检测肺功能尧测定腰椎 员耀源尧股骨
颈骨密度尧血清维生素 阅袁比较不同肺功能组患者骨密度尧维生素 阅 水平的关系遥 结果院老年患者存在维生素 阅 不足及骨量减

少袁悦韵孕阅 组患者维生素 阅 缺乏症及骨质疏松症高于对照组渊猿苑援缘豫 增泽 员远援园豫袁猿愿援缘豫 增泽 圆园援园豫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肺功能恶化伴随股骨

颈骨量减少及维生素 阅 缺乏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相关性分析表明骨密度及维生素 阅 与 云耘灾员 成线性正相关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结论院老年
悦韵孕阅 患者易合并维生素 阅 缺乏症及骨质疏松症袁随着肺功能恶化袁患病率增加曰骨密度值及维生素 阅 与肺功能呈正相关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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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藻造葬贼蚤燥灶泽澡蚤责 遭藻贼憎藻藻灶 造怎灶早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遭燥灶藻 皂蚤灶藻则葬造 凿藻灶泽蚤贼赠袁泽藻则怎皂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蚤灶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
栽葬灶 允怎葬灶袁栽燥灶早 匝蚤葬灶早袁阅燥灶早 载蚤怎曾怎灶袁云葬灶早 载蚤葬燥扎澡藻灶早袁蕴怎 在澡藻灶早澡燥灶早
渊阅藻责葬则贼皂藻灶贼 燥枣 郧藻则蚤葬贼则蚤糟泽袁匀怎葬蚤爷葬灶 云蚤则泽贼 孕藻燥责造藻爷泽 匀燥泽责蚤贼葬造 粤 枣枣蚤造蚤葬贼藻凿 贼燥 晕允酝哉袁匀怎葬蚤爷葬灶 圆圆猿猿园园袁 悦澡蚤灶葬冤
咱Abstract暂

Objective院栽燥 泽贼怎凿赠 贼澡藻 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泽澡蚤责遭藻贼憎藻藻灶 造怎灶早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遭燥灶藻 皂蚤灶藻则葬造 凿藻灶泽蚤贼赠 渊月酝阅冤袁泽藻则怎皂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蚤灶

藻造凿藻则造赠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憎蚤贼澡 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渊悦韵孕阅冤援 酝藻贼澡燥凿泽院孕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袁月酝阅 燥枣 造怎皂遭葬则 泽责蚤灶藻 葬灶凿 枣藻皂燥则葬造
灶藻糟噪袁葬灶凿 泽藻则怎皂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憎藻则藻 凿藻贼藻则皂蚤灶藻凿 蚤灶 员园源 悦韵孕阅 渊远员 皂葬造藻袁源猿 责燥泽贼皂藻灶燥责葬怎泽葬造 枣藻皂葬造藻冤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灶凿 员园园 糟葬泽藻泽 葬早藻 葬灶凿 泽藻曾
皂葬贼糟澡藻凿 灶燥灶鄄悦韵孕阅 糟燥灶贼则燥造泽援 栽澡藻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蚤燥灶 燥枣 造怎灶早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葬灶凿 月酝阅 憎蚤贼澡 泽藻则怎皂 增蚤贼葬皂蚤灶 阅 憎葬泽 葬灶葬造赠扎藻凿 葬泽 憎藻造造援 砸藻泽怎造贼泽院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蚤灶泽怎枣枣蚤糟蚤藻灶贼 葬灶凿 燥泽贼藻燥责藻灶蚤葬 憎藻则藻 责则藻泽藻灶贼 蚤灶 藻造凿藻则造赠 皂藻灶援栽澡藻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葬灶凿 燥泽贼藻燥责燥则燥泽蚤泽 憎葬泽 澡蚤早澡藻则 蚤灶

悦韵孕阅 早则燥怎责 贼澡葬灶 贼澡葬贼 蚤灶 灶燥灶鄄悦韵孕阅 糟燥灶贼则燥造泽 渊猿苑援缘豫 增泽 员远援园豫 葬灶凿 猿愿援缘豫 增泽 圆园援园豫冤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栽澡藻 蚤灶糟则藻葬泽藻 燥枣 悦韵孕阅 泽藻增藻则蚤贼赠 造藻凿
贼燥 贼澡藻 凿藻糟则藻葬泽藻 燥枣 葬增藻则葬早藻 增葬造怎藻泽 燥枣 月酝阅 燥枣 枣藻皂燥则葬造 灶藻糟噪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葬泽 憎藻造造 葬泽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C燥则则藻造葬贼蚤燥灶 葬灶葬造赠泽蚤泽 泽澡燥憎藻凿

贼澡葬贼 月酝阅 葬灶凿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憎藻则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燥 云耘灾员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援 悦燥灶糟造怎泽蚤燥灶院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蚤泽 澡蚤早澡 蚤灶 悦韵孕阅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袁蚤灶糟则藻葬泽藻泽 憎蚤贼澡 贼澡藻 泽藻增藻则蚤贼赠 燥枣 悦韵孕阅袁葬灶凿 蚤泽 糟造燥泽藻造赠 葬泽泽燥糟蚤葬贼藻凿 憎蚤贼澡 燥泽贼藻燥责燥则燥泽蚤泽 责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援 月酝阅 葬灶凿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憎藻则藻
糟燥则则藻造葬贼藻凿 贼燥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援
咱Key words暂

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曰遭燥灶藻 皂蚤灶藻则葬造 凿藻灶泽蚤贼赠曰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慢 性 阻 塞 性 肺 疾 病 渊糟澡则燥灶蚤糟 燥遭泽贼则怎糟贼蚤增藻 责怎造鄄
皂燥灶葬则赠 凿蚤泽藻葬泽藻袁悦韵孕阅冤是老年人常见疾病袁其特点
是持续存在气流受限袁 且呈进行性发展袁悦韵孕阅 存
在肺外表现袁骨质疏松症是 悦韵孕阅 主要肺外表现之
一咱员暂袁其发病机制尚不明确袁近年研究表明维生素 阅
缺乏尧全身性炎症反应和糖皮质激素应用影响患者
骨转换咱圆暂遥 维生素 阅 是一种类固醇激素袁在骨形成
及维持钙稳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遥 维生素 阅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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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到人体的骨密度袁 并且低维生素 阅 水平与甲
状旁腺激素水平呈负相关袁 进一步分解骨骼中的
钙化胶原基质以维持钙稳态袁引起骨量减少尧骨质
疏松遥 近年研究表明维生素 阅 在多种慢性疾病如
肿瘤尧免疫系统疾病尧感染和心血管疾病咱猿暂 袁包括呼
吸系统疾病均有重要作用遥 国外研究显示 悦韵孕阅
患者普遍存在维生素 阅 不足袁 严重 悦韵孕阅 患者更
常见咱源原缘暂遥 美国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维生素 阅

第 猿猿 卷第 员员 期
20员猿 年 员员 月

谭

原员缘愿缘原

娟等院老年 悦韵孕阅 患者肺功能与骨密度及维生素 阅 关系

与肺功能密切相关 咱远暂遥 本文研究悦韵孕阅 患者维生

圆

结 果

素 阅 缺乏及骨质疏松症患病率袁探讨肺功能与骨密
度及维生素 阅 之间关系遥

圆援员

员援员 对象

源 骨密度渊月酝阅冤及 栽 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袁而 月酝陨尧
维生素 阅尧 股骨颈骨密度及 栽 值差别有统计学意义

员 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选择 圆园员员 年 苑 月耀圆园员猿 年 猿 月收住淮
安市第一人民医院老年科的老年患者 员园源 例袁其中

男 远员 例袁女 源猿 例遥 入选标准院年龄跃 远园 岁袁符合

圆园员员 年 郧韵蕴阅 慢性阻塞肺疾病诊治规范标准曰排除
标准院淤有引起继发性骨质疏松症的各种疾病如库欣

综合征尧甲亢及甲旁亢尧糖尿病尧恶性肿瘤等曰于其他
严重疾病影响骨代谢者袁如慢性肝病尧慢性肾病尧慢
性胃肠功能紊乱等曰盂半年内使用过影响骨代谢药
物院如雌激素类药物尧双磷酸盐尧钙剂尧降钙素等曰榆
半年内应用糖皮质激素者袁如每天剂量相当于 缘 皂早
强的松袁或者总量大于 员 园园园 皂早 氢化泼尼松遥
员援圆 方法
员援圆援员 一般资料
包括患者年龄尧身高尧体重尧吸烟尧饮酒尧体育活
动尧 既往骨折尧 特殊病史等情况遥 计算体质指数
渊月酝陨冤越体重渊噪早冤 辕 身高 圆渊皂圆冤袁根据 宰匀韵 定义袁月酝陨约
员愿援缘 为低体重袁员愿援缘耀圆猿援怨 为正常袁圆源援园耀圆远援怨 为超重袁
跃 圆苑援园 为 肥胖遥 吸烟指数用于评价吸烟严重程度遥
员援圆援圆 实验室检查
空腹采集静脉血袁采用酶联免疫法渊耘蕴陨杂粤冤测定
维生素 阅遥根据 宰匀韵 定义血清维生素 阅逸苑缘 灶皂燥 辕 蕴
为维生素 阅 正常袁缘园耀苑缘 灶皂燥 辕 蕴 为维生素 阅 不足袁约
缘园 灶皂燥造 辕 蕴 为维生素 阅 缺乏遥
员援圆援猿 其他检查
采用美国 晕燥则造葬灶凿鄄载砸远园园 型双能 载 线骨密度
仪测定腰椎 员耀源尧 股骨颈的骨密度袁 根据 圆园员员 所
宰匀韵 骨质疏松症诊断指南袁栽 值臆原圆援缘 为骨质疏
松袁原圆援缘耀原员援园 为骨量减少袁跃 原员援园 为正常遥 所有研究
对象采用德国康讯 孕燥憎藻则悦怎遭藻 电脑化肺通气功能仪
进行肺功能测定袁 记录 云耘灾员尧云灾悦尧云耘灾员 辕 云灾悦袁若
云耘灾员 辕 云灾悦约 苑园豫诊断为 悦韵孕阅袁 其中 云耘灾员跃 愿园豫预
计 值 为 轻 度 尧缘园豫 臆云耘灾员 约 愿园豫 为 中 度 尧猿园豫 臆
云耘灾员约 缘园豫为重度袁云耘灾员约 猿园豫为极重度遥
员援猿 统计学方法
采用 杂孕杂杂员怨援园 统计软件袁 结果数据以均数 依
标准差渊x 依 s冤表示袁计量资料采用 贼 检验及单因素
方差分析曰计数资料采用 字圆 检验曰相关性采用直线
相关分析遥 孕 臆园援园缘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遥

一般资料比较
病例组与对照组间性别构成尧年龄尧吸烟尧腰 圆耀

渊表 员冤遥
表员

栽葬遭造藻 员

病例组与对照组的临床特征及实验室检查结果
悦造蚤灶蚤糟葬造 糟澡葬则葬糟贼藻则蚤泽贼蚤糟泽 葬灶凿 造葬遭燥则葬贼燥则赠 藻曾葬皂泽
遭藻贼憎藻藻灶 责葬贼蚤藻灶贼泽 葬灶凿 糟燥灶贼则燥造泽

悦韵孕阅 组
男性咱 灶渊豫冤暂
远员渊缘愿援苑冤
年龄渊岁冤
苑源援苑源 依 缘援猿苑园
月酝陨渊噪早 辕 皂圆冤
圆员援怨苑 依 员援怨源园
吸烟指数渊年窑支冤 缘圆怨援远猿 依 员怨缘援缘园
云耘灾员渊豫冤
缘苑援园远 依 员缘援愿愿
云耘灾员 辕 云灾悦渊豫冤
缘愿援苑缘 依 苑援愿园园
维生素 阅渊灶皂燥造 辕 蕴冤 缘愿援愿苑 依 圆员援圆源
股骨颈 月酝阅渊早 辕 糟皂圆冤 园援苑怨 依 园援员员
蕴圆耀源 月酝阅
园援怨猿 依 园援员远
股骨颈 栽 值
原员援怨员 依 园援远源园
蕴圆耀源 栽 值
原员援缘圆 依 园援怨员园

渊x 依 s冤

对照组
缘怨渊缘怨援园冤
苑源援远源 依 缘援苑园园
圆猿援圆苑 依 圆援缘怨园
源愿怨援源源 依 员远远援园圆
愿员援缘园 依 圆援愿园园
愿园援猿圆 依 缘援远苑园
远愿援怨源 依 员远援源远
园援愿源 依 园援员猿
园援怨苑 依 园援员愿
原员援远愿 依 园援远愿园
原员援源远 依 园援怨远园

孕值
园援怨远
园援怨园
约园援园缘
园援员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园援员苑
约园援园缘
园援园怨

圆援圆

不同肺功能患者间比较
病例组根据 郧韵蕴阅 分为 源 级 渊玉轻尧 域中尧芋
重尧 郁极重冤袁 中随着 郧韵蕴阅 分级疾病严重程度增
加袁维生素 阅尧股骨颈骨密度及股骨颈 栽 值之间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 渊孕 约 园援园缘冤袁 而腰椎 圆耀源 骨密度及 栽
值差别无统计学意义渊孕 跃 园援园缘袁表 圆冤遥
圆援猿 维生素 阅 缺乏症及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老年患者普遍存在维生素 阅 不足及骨量减少袁
悦韵孕阅 组患者维生素 阅 缺乏症及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高于对照组渊猿苑援缘豫 增泽 员远援园豫袁猿愿援缘豫 增泽 圆园援园豫冤渊孕 约
园援园缘袁表 猿尧源冤遥
圆援源 相关性分析
维生素 阅尧股骨颈骨密度尧栽 值尧蕴圆耀源 骨密度及 栽
值与 云耘灾员 呈正相关渊则 值分别为 园援猿缘园尧园援猿猿圆尧 园援圆苑远尧
园援员远怨 及 园援圆圆源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维生素阅尧股骨颈骨密度尧栽
值尧蕴圆耀源 骨密度及 栽 值与月酝陨 呈正相关渊则 值分别为
园援源园缘尧园援缘员圆尧园援远愿园尧 园援猿怨远尧园援源园圆袁孕 约 园援园缘冤遥
猿

讨 论

本研究显示 悦韵孕阅 患者维生素 阅 缺乏症患病
率 猿苑援缘豫袁与对照组 员远援园豫相比有统计学意义遥 原因
可能为院悦韵孕阅 患者户外活动量减少袁 日照时间短袁
营养不良袁皮肤老化尧肌肉和脂肪存储容量低袁影响

原员缘愿远原

南

京
表圆

栽葬遭造藻 圆
轻度渊灶越员员冤
苑园援苑缘 依 圆远援圆员
园援愿缘 依 园援苑缘
原员援缘圆 依 园援远源园
园援怨园 依 园援员圆
原员援苑愿 依 园援愿猿园

维生素 阅
股骨颈 月酝阅
股骨颈 栽 值
蕴圆耀源 月酝阅
蕴圆耀源 栽 值

医

科

悦韵孕阅 组 郧韵蕴阅 分级渊例冤

中度渊灶越缘员冤
远圆援员圆 依 员怨援苑源
园援愿圆 依 园援员员
原员援愿源 依 园援远圆园
园援怨远 依 园援员缘
原员援缘员 依 园援愿圆园

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灾蚤贼葬皂蚤灶 阅 凿藻枣蚤糟蚤藻灶糟赠
咱灶渊豫冤暂
维生素 阅 正常 维生素 阅 不足 维生素缺乏
圆圆渊圆员援员缘冤
源猿渊源员援猿源冤
猿怨渊猿苑援缘园冤
猿远渊猿远援园园冤
源愿渊源愿援园园冤
员远渊员远援园园冤
员远援猿园
跃园援远员
员员援怨苑
约园援园缘
跃园援园缘
约园援园缘
骨质疏松症患病率

栽葬遭造藻 源 孕则藻增葬造藻灶糟藻 燥枣 燥泽贼藻燥责燥则燥泽蚤泽

悦韵孕阅 组
对照组
字圆 值
孕值

正常
员远渊员缘援猿愿冤
猿远渊猿远援园园冤
员员援源员
约园援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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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肺功能分级间比较

表 猿 维生素 阅 缺乏症患病率

表源

学

渊x 依 s冤

悦燥皂责葬则蚤泽燥灶 遭藻贼憎藻藻灶 凿蚤枣枣藻则藻灶贼 造藻增藻造泽 燥枣 造怎灶早 枣怎灶糟贼蚤燥灶

栽葬遭造藻 猿

悦韵孕阅 组
对照组
字圆 值
孕值

大

骨量减少
源愿渊源远援员缘冤
源源渊源源援园园冤
跃园援园猿
跃园援园缘

咱灶渊豫冤暂
骨质疏松
源园渊猿愿援源远冤
圆园渊圆园援园园冤
跃愿援猿源
约园援园缘

维生素 阅 合成及代谢障碍遥 相关性研究显示维生素
阅 与 云耘灾员 呈线性相关袁 表明维生素 阅 水平与阻塞
性通气功能障碍关系密切袁月造葬糟噪 等咱远暂研究 晕匀粤晕耘杂
芋 渊针对 员源 园怨员 例 圆园 岁以上的美国公民的横断面
调查冤数据显示维生素 阅 水平和肺功能相关袁与本
文研究一致遥
目前尚无确切机制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遥 有学
者认为适应性免疫尧感染尧基因变异起到重要作用遥
首先伴随 悦韵孕阅 病情不断加重袁 肺部 悦阅源垣 和 悦阅愿垣
细胞数量增加袁 其在 悦韵孕阅 适应性免疫系统中起到
重要作用咱苑暂袁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全部细胞经适当刺
激后表达维生素 阅 受体袁影响树突状细胞的成熟袁栽
细胞活化和增殖袁维生素 阅 在 悦韵孕阅 适应性免疫过
程中可能起到积极作用遥 其次有研究证明维生素 阅
缺乏与呼吸道感染易感性增加有关袁维生素 阅 可以
增加抗菌肽表达咱愿暂袁减少上皮细胞表达促炎性细胞
因子和趋化因子袁从而延缓 悦韵孕阅 病程遥还有研究表
明 维 生 素 阅 结 合 蛋 白 编 码 基 因 则泽苑园源员 变 异 与
悦韵孕阅 发病相关咱怨暂袁间接证明维生素 阅 缺乏与 悦韵孕阅
发病存在相关性遥

重度渊灶越猿猿冤
缘猿援猿缘 依 圆园援园缘
园援苑远 依 园援员园
原圆援园园 依 园援远园园
园援怨猿 依 园援员苑
原员援圆怨 依 园援愿员园

极重度渊灶越怨冤
源远援员苑 依 员愿援猿愿
园援远愿 依 园援员猿
原圆援源缘 依 园援远员园
园援愿源 依 园援员怨
原圆援员圆 依 员援源缘园

云值

孕值

猿援远员
远援猿圆
源援猿员
员援远圆
圆援源猿

园援园圆
约园援园员
园援园员
园援员怨
园援远怨

近期 酝藻贼葬 分析显示袁悦韵孕阅 患者骨质疏松患病
率为 猿缘豫咱员园暂遥 本研究显示袁悦韵孕阅 患者中骨质疏松症
患病率约为 猿愿豫袁 较对照组 圆园豫有统计学意义袁与
国外研究一致遥 这与维生素 阅 缺乏尧系统性炎症尧低

体重尧体力活动缺乏尧糖皮质激素应用等密切相关遥 首

先 悦韵孕阅 患者存在维生素 阅 缺乏袁 增加骨质疏松及
骨折风险遥 其次 悦韵孕阅 患者存在高水平炎症因子咱员员暂袁
炎症因子在二者间潜在作用是 悦韵孕阅 并发骨质疏松
重要病理过程咱员圆原员猿暂遥 最后有研究表明超重和肥胖在
骨质疏松发展中起积极作用咱员源暂袁说明低体重也是骨
质疏松独立危险因素袁本研究显示两组间 月酝陨 差别
有统计学意义袁且相关性研究说明 月酝陨 与骨密度及
栽 值呈正相关遥 本研究表明随着肺功能恶化袁骨密度
下降显著遥 严重 悦韵孕阅 患者合并更多的骨质疏松症
危险因素咱员缘暂袁如体力活动缺乏尧光照时间减少袁此外
严重 悦韵孕阅 患者炎症因子明显增多袁 增加骨质疏松
风险遥 本研究尚未涉及严重 悦韵孕阅 患者糖皮质激素
使用对骨密度影响袁有待于进一步研究遥
本研究显示 悦韵孕阅 组腰椎 员耀源 骨密度及 栽 值
与对照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袁 肺功能间差别无统
计学意义袁考虑可能与老年人退行性骨关节病变尧骨
折尧主动脉钙化尧胆囊结石尧肾结石等有关遥故股骨颈
骨密度可作为估测髋部骨折敏感指标袁 腰椎骨密度
易受药物治疗影响袁可用于疗效监测咱员远暂遥
综上所述袁 老年 悦韵孕阅 患者存在维生素 阅 缺
乏及骨密度降低袁随病情进展更为显著遥 维生素 阅
在 悦韵孕阅 患者并发骨质疏松中起重要作用袁 早期
补充维生素 阅 对防治 悦韵孕阅 相关骨质疏松症有一
定作用袁 但对于能否减缓 悦韵孕阅 病程进展需要进
一步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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