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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能 X 射线吸收法测量双侧股骨颈骨密度的差异及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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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题释义：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骨矿物质密度降低和骨强度受损为特征的常见疾病，研究表明脂代谢与骨质疏松存在密切关系，脂代谢异常能促进 
破骨细胞活化、分化、发育，使骨吸收能力增强，骨平衡受到破坏，从而引起骨质疏松。

DXA：即双能X射线吸收测定法，其测定过程是将从X射线球管释放的X射线通过吸收过滤，分成高低2种(40 keV和70-80 keV)X射线，从而测

定骨密度值。其图像清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和精确性得以提高，是骨密度测定的金标准。

摘要

背景：应对骨质疏松症是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骨质疏松的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及早期干预被认为在改善预后中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

目的：分析影响双侧股骨近端骨密度差异的相关因素，探讨提升双能 X 射线吸收法诊断效能的方法。

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1-7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医学科进行双能 X 射线吸收法骨密度检查共207例受检者的临床资料，分组后

分析组间差异性及导致差异性的相关因素，多元logistic回归方程校正，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预测效能。

结果与结论：①入组受检者个体双侧股骨颈骨密度的差异[高于最小有意义变化(LSC)]与左右利手、睡眠朝向偏好等无显著相关关系(P均 > 
0.05)；②对于绝经后女性及50岁以上男性，当左侧股骨颈T值为-0.9或-1.0时(且此时骨密度值与T值为-1.1时的骨密度值差值大于LSC)加
做右侧检查则可明显提高骨量减少的诊断率(P < 0.001)，且经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校正传统因素后提示其为独立影响因素，OR=0.001，
95%CI(0.000-0.326)，P=0.03，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预测其改变诊断的效能：曲线下面积=0.765，95%CI(0.536-0.993)，P=0.018；③提示对

于绝经后女性及50岁以上男性，当其左侧股骨颈T值为-0.9或-1.0时(且此时骨密度值与T值为-1.1时的骨密度值差值大于LSC)，行腰椎+双侧

股骨近端双能 X 射线吸收法骨密度检查较单侧检查可显著提高骨量减少的诊断率。

关键词：双能 X 射线吸收法；骨密度；骨量减低；骨质疏松；双侧股骨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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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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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快速阅读：影响双侧股骨近端骨密度差异的相关因素

双侧骨密度值差异与左右利手等无统计学相关
左侧股骨颈 T 值为 -0.9 或 -1.0 时行双侧

检查可显著提高骨量减少的诊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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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2021 年中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约有 1.8 亿，约占总

人口的 13%[1]
，中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2]
。

骨质疏松性骨折好发于老年人，骨折的预后也较差
[3]
，虽然

目前随着组织工程学技术的提升，比如介孔材料
[4]
、地舒单

抗
[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分化等的应用

[6]
，骨质疏松症

的治疗效果及预后逐渐提高，但是早期预防、早期发现并干

预仍是骨质疏松相关疾病防治中的重要部分
[7]
。

之前的部分研究提出在老年人群中，左右侧股骨颈的骨

密度绝大部分是有差异的
[8]
，而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现在并

不明确，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右利手占人群的绝大多数，所

以一般人体右侧骨密度要高于左侧，因此进行骨密度测量诊

断骨质疏松时一般只选择腰椎及左侧股骨近端
[9]
，但是也有

一些观点认为上肢的左右优势侧对下肢的影响较小
[10]
。

此 文 将 通 过 双 能 X 射 线 吸 收 法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 测量接受骨密度检查者的双侧全髋关

节、双侧股骨颈及腰椎骨密度值，同时结合左右利手、日常

生活运动优势侧、睡眠朝向偏好等的问诊结果，分析可能对

双侧股骨颈骨密度产生差异影响的因素，及早预防单侧骨量

减低，同时尝试对现有的腰椎 + 左侧股骨近端骨密度测量方

式进行优化，提高骨量减少、骨质疏松诊断的敏感度，以便

及早进行干预、改善预后
[11]
。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使用简单相关分析法分

析双侧股骨颈骨密度值差异及影响诊断结果的因素，提取出

感兴趣的因素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进行校正，最后采用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

验证效能。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1 年 1-7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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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医院核医学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21 年 1-7 月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核

医学科使用 DXA 骨密度仪同时进行双侧股骨近端骨密度检查

的患者共 256 例，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见图 1 所示。共剔除

49 例，纳入 207 例进行讨论。

在涉及人类参与者的研究中进行的所有程序均符合机构

和 / 或国家研究委员会的道德标准，DXA 测量骨密度为临床

开展已久并广泛应用的检查方法，符合 1964 年《赫尔辛基

宣言》及其后来的修正案或类似的伦理标准。参与试验的患

病个体及其家属为自愿参加，均对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

在充分了解治疗方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4   方法   

1.4.1   试验流程   整个研究工作流程见图 1 所示，包括患者选

择、数据提取、统计分析和结论。简要说明如下：根据纳入

和排除标准选择了接受 L1-4、双侧股骨近端DXA检查的受检者，

将这些患者分为 2 组：A 组左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高，B 组

右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高，提取所需数据 ( 年龄、性别、左

右利手、睡姿、体质量指数、L1-4、双侧股骨颈及双侧全髋关

节骨密度值 )。进一步筛选出女性绝经后、男性 > 50 岁的 173

例作为第 2 队列，分为 U 组 ( 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

诊断结果未发生改变 ) 及 C 组 ( 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

后诊断结果发生改变 )，并提取所需数据。然后通过简单相关

和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组间差异及影响诊断改变的因素。 

1.4.2   检查方法   使用美国 GE 公司 Lunar Prodigy 型 DXA 骨

密度仪测量所有受试者的腰椎 L1-4 以及双侧股骨近端，数据

库采用 GE 公司亚洲黄种人常用数据库资料。测量两侧股骨

时用辅助定位器将受检者的膝盖向内侧移动，使两侧下肢向

内旋转 30° 固定体位。随机选取 30 例患者由同一名技术员、

采用同一摆位方式、仅间隔重新摆位的时间 ( 约 5 min) 进行

最小有意义变化 (least significant change，LSC) 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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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受检者准备   检测前 2-6 d 禁用影响图像分析的药物

( 胃肠道对比剂、增强对比剂等 ) 及相关检查，检测时取下

所有带金属的首饰和衣物。

1.4.4   主要研究部位选择   在此次研究中股骨颈的骨密度值

被选择作为主要参考值进行双侧比较
[12]
。

1.4.5   数据收集及分组   通过问诊收集进行双侧股骨近端骨

密度测量患者的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月经史、左右

利手、睡姿朝向偏好等。分组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1.4.6   结果确定   所有的骨密度检查均由同一技术员、采用

同样摆位完成。骨密度检查报告的书写由同一从事核医学科

医师工作 3 年以上医生书写，由同一从事核医学科医师工作

10 年以上副高职称医生审核，报告出具前数据收集中与研究

相关的具体变量处于绝对保密状态。诊断标准为 WHO 通用

骨质疏松诊断标准
[13]
。

1.5   主要观察指标   受检者腰椎及双侧股骨颈骨密度值，受

检者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左右利手、睡眠朝向偏好的

具体统计数据，以及最后受检者的诊断结果。

1.6   统计学分析   文章统计学方法已经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

医院生物统计学专家审核。所有统计数据均采用 SPSS 25 统

计软件进行分析。符合正态分布变量之间比较采用 t 检验、

person 相关性检验，非正态分布变量之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

验 (Kruskal-Wallis 检验、曼 - 惠特尼 U 检验及 spearman 秩相

关检验 )；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及 Fisher's 检验；

然后将所有感兴趣数据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进行校正；最

后采用 ROC 预测其效能。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对于已填写知情同意书并筛选合格入

组患者，该研究计划总纳入 256 例，最终纳入符合标准患者

共 207 例，其中女性绝经后、男性大于 50 岁 173 例作为第 2

队列进行分析。双侧股骨近端任一侧曾发生直接导致骨质密

度产生较明显差异的事件 ( 如骨折等 )5 例，近半年大量服用

过抗骨质疏松症药物、性激素类药物、糖皮质激素或芳香酶

抑制剂 11 例，问诊结果不清晰 5 例，双侧股骨颈测量值差异

绝对值小于 LSC者 24例，T=-0.9/-1.0时骨密度值与 T值为 -1.1

时的差值小于 LSC 者 4 例，上述病例未纳入分析讨论。

2.2   LSC 测定结果   进行 LSC 测定的 30 例受检者中 L1-L4、

左全髋部、左侧股骨颈骨密度值标准差的均方根分别为 

0.003 92，0.007 15及0.011 44 g/cm2 ，LSC分别为0.008，0.014，
0.022 g/cm2( 取 95%CI)； L1-L4、左全髋部、左侧股骨颈变异

系数的均方根分别为 0.338%，0.902%，1.062%，LSC 分别为

0.662%，1.768% 及 2.081%( 取 95%CI)。
2.3   全部受检者根据双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高侧分组后进行

组间比较    将 207 例受检者分成 2 组，A 组为左侧股骨颈骨

密度值较高者共 109 例，B 组为右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高者

共 98 例。组间差异情况见表 1。

2.4   第 2 队列受检者根据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

结果是否改变进行分组并进行组间比较   207 例受检者中进

一步筛选出女性绝经后、男性大于 50 岁者共 173 例作为第 2

队列进行分析。将 173 例女性绝经后、男性大于 50 岁受检

者根据双侧股骨颈 DXA 检查是否改变左侧检查的诊断结果分

成 U 组 ( 诊断结果未改变，166 例 )、C 组 ( 改变结果，7 例 )，

具体分布见图 2 所示。

主要发现：
(1) 大部分受检者双侧股骨颈骨质密度具有差异，这种差异与左右利手、睡眠朝

向偏好等无显著相关关系；
(2) 从受检者总体的角度双侧股骨颈骨质密度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3) 常规行双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较单侧并不能显著改变诊断结果；
(4) 左侧股骨颈 T 值为 -0.9 或 -1.0 时行双侧股骨近端 DXA 骨密度检查可显著提

高骨量减少的诊断率以便及早干预。

病例

筛选

DXA 骨密度检查受检者
2021 年 1-7 月

双侧股骨近端 DXA 受检者
(n=256)

筛选出第一队列
(n=207)

筛选出第二队列
(n=173)

U 组 (n=166) C 组 (n=7)

年龄、性别、左右利手、睡姿偏好、体质量指数、
L1-4、双侧股骨颈及双侧全髋关节骨密度值

简单相关
Logistic 回归方程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1) 精神状态良好，意识清晰；
(2) 能够配合摆位完成检查。

(1) 双侧股骨近端任一侧曾发生直

接导致骨质密度产生较明显差异

的事件，n=5；
(2) 近半年大量服用过抗骨质疏松

症药物、性激素类药物、糖皮质

激素或芳香酶抑制剂，n=11；
(3) 问诊结果不清晰，n=5；
(4) 双侧股骨颈测量值差异绝对值

小于 LSC，n=24；
(5) T=-0.9/-1.0 时骨密度值与 T 值

为 -1.1 时的差值小于 LSC，n=4

A 组 (n=109)

B 组 (n=98) 

女性绝经后，男性大于 50 岁

根据诊断结果是否发生改变

提取数据，统计分析

第一队

列分组

及比较

进一步

筛选、

分组

数据提

取、统

计分析

图注：DXA= 双能 X 射线吸收法；LSC= 最小有意义变化。第 1 队列 = 包

含所有纳入讨论的 207 例受检者的队列；A 组 = 受检者中左侧股骨颈

骨密度值较右侧高；B 组 = 受检者中右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左侧高；第

2 队列 = 女性绝经后、男性大于 50 岁共 173 例受检者组成的队列； U 
组 = 第 2 队列受检者根据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结果未发生

改变；C 组 = 第 2 队列受检者根据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结

果发生改变

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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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腰椎 L1-4、左侧股骨颈及左侧全髋关节与行 L1-4、双

侧股骨颈及双侧全髋关节 DXA 检查者诊断结果具体分布见

表 2 所示，未发现两种检查方式的检查结果具有明显差异

(χ 2=0.542，P=0.763 > 0.05)。

为 -0.9或 -1.0是诊断结果改变的独立预测因素 [设置哑变量，

左侧股骨颈 T 值不为 -0.9 或 -1.0 时相对左侧股骨颈 T 值

为 -0.9 或 -1.0 时 OR=0.001，95%CI(0.000-0.326)，P=0.02 <  

0.05]，见表 4。最后使用 ROC 预测其改变诊断的效能，得出

曲线下面积 =0.765，95%CI(0.536-0.993)，P=0.018 < 0.05，见

图 3。图 4 为左侧股骨颈 T 值为 -0.9 时右侧股骨近端扫描改

变最终诊断的 1 例病例。

表 1 ｜ A 组与 B 组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
Table 1 ｜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 A and group B

指标 A 组 (n=109) B 组 (n=98) 检验值 P 值

性别 χ 2=0.016 0.900
男 16 15
女 93 83

年龄 ( 岁 ) 57(51，66) 61(50，68) U=4 993.5 0.419
左右利手 - 0.897

左利手 6 5
右利手 103 93

睡姿 χ 2=0.655 0.717
左侧睡 20 16
右侧睡 34 27
左右皆有 55 55

体质量指数 (kg/m2) 23.62±0.31 23.46±0.35 t=0.336 0.737
左侧股骨颈骨密度值 (g/cm2) 0.812±0.014 0.767±0.015 t=2.647 0.009
右侧股骨颈骨密度值 (g/cm2) 0.775±0.011 0.809±0.014 t=-1.853 0.065
L1-4 骨密度值 (g/cm2) 0.976±0.017 0.982±0.019 t=1.164 0.249
左侧全髋骨密度值 (g/cm2) 0.858±0.012 0.829±0.015 t=1.498 0.136
右侧全髋骨密度值 (g/cm2) 0.837±0.013 0.829(0.764，0.942) U=5 093.0 0.564

表注：A 组为左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高，B 组为右侧股骨颈骨密度值较高。符合正

态分布的变量采用 x-±s 的格式表达，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中位数 ( 四分位距 )

表达。-为 Fisher's 检验

图注：U 组为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结果未发生改变，C 组

为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结果发生改变

图 2 ｜ U、C 组具体人数分布情况

Figure 2 ｜ Distribution of the specific number of people in groups U an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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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左利手 

右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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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睡 

无明显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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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验腰椎 + 双侧股骨近端双能 X 射线吸收法 (DXA) 检查对腰椎 +
左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的增益作用
Table 2 ｜ Gain effect of lumbar spine and bilateral proximal femur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examination on lumbar spine and left 
proximal femur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examination

项目 骨量正常 骨量减低 骨质疏松

单侧 51 78 44
双侧 45 83 45

表注：单侧 = 腰椎 + 左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结果；双侧 = 腰椎 + 双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结果

左侧股骨颈 T 值为 -0.9 或 -1.0 时统计双侧股骨颈及全

髋关节 DXA 检查结果，进行 Fisher's 检验，P < 0.001。余组

间差异见表 3 所示。

2.5   第 2 队列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检验左侧股骨颈 T 值是

否为 -0.9 或 -1.0 对诊断结果的增益作用   将左侧股骨颈 T 值

是否为 -0.9 或 -1.0 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进行校正，校正因

素为年龄、性别、左右利手、睡姿、体质量指数、L1-4、双侧

股骨颈及双侧全髋关节 T 值，结果提示左侧股骨颈 T 值是否

表 3 ｜ U 组和 C 组进行组间差异性比较
Table 3 ｜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U and C

指标 U 组 (n=166) C 组 (n=7) 检验值 P 值

性别 - 0.278
男 24 2
女 144 5

年龄 ( 岁 ) 61(53.75，68.00) 57.57±4.40 U=497.5 0.520
左右利手 - 0.317

左利手 8 1
右利手 158 6

睡姿 - 0.572
左侧睡 30 1
右侧睡 50 1
左右皆有 86 5

体质量指数 (kg/m2) 23.74(21.18，25.50) 25.16±0.77 U=388.0 0.137
左侧股骨颈骨密度 T 值 -1.31±0.08 -0.9(-0.9，-0.8) U=443.5 0.289
右侧股骨颈骨密度 T 值 -1.28±0.08 -1.3(-1.3，-1.1) U=581.0 0.937
L1-4 骨密度 T 值 -1.30(-2.40，-0.40) 0.1(-0.9，0.7) U=287.0 0.020
左侧髋关节骨密度 T 值 -1.12±0.08 -1.6(-1.0，-0.3) U=395.5 0.153
右侧髋关节骨密度 T 值 -0.09±0.08 -0.8(-1.1，-0.7) U=492.5 0.495
左侧股骨颈 T 值 - < 0.001

Y 7 4
N 159 3

表注：U 组为加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结果未发生改变，C 组为加做右

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后诊断结果发生改变。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 x-±s 的格式

表达，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变量采用中位数 ( 四分位距 ) 表达。Y= 左侧股骨颈 T 值

为 -0.9 或 -1.0，N= 左侧股骨颈 T 值不为 -0.9 或 -1.0。-为 Fisher's 检验

表 4 ｜左侧股骨颈 T 值 (Y 或 N) 进入 logistic 回归方程进行校正
Table 4 ｜ T value (Y or N) of the left femoral neck is corrected by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equation

指标 B SE P 值 OR 值 95%CI of OR 值

性别 ( 女相对男 ) -1. 471 2.105 0.485 0.230 0.004-14.235
年龄 -0.095 0.077 0.216 0.909 0.782-1.057
左右利手 ( 左相对右 ) -2.742 4.877 0.574 0.064 0.000-913.507
体质量指数 0.841 0.492 0.087 2.321 0.885-6.084
L1-4 骨密度值 1.160 0.785 0.139 3.191 0.685-14.862
左侧股骨颈 T 值 (N 相对 Y) -5.974 2.774 0.031 0.003 0.000-0.584

表注：SE= 标准误，Y= 左侧股骨颈 T 值为 -0.9 或 -1.0，N= 左侧股骨颈 T 值不为 -0.9

或 -1.0

图注：ROC 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AUC 为曲线下面积

图 3 ｜左侧股骨颈 T 值为 -0.9 或 -1.0 时预测双侧股骨近端双能 X 射线

吸收法检查改变诊断效能的 ROC 曲线

Figure 3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as used to predict the 
diagnostic performance of dual-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 examination 
of bilateral proximal femur when the T value of the left femoral neck is 
-0.9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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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在此次研究中发现：①剔除双侧股骨颈骨密度值差异小

于 LSC 的数据后，分析受试者双侧股骨颈及双侧髋关节骨密

度测量值间的总体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②受试者双

侧股骨颈骨密度个体差异与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左右

利手、睡眠朝向偏好等并无显著相关关系；③在绝经后女性

及大于 50 岁男性行 DXA 骨密度检查过程中，相比较行腰椎

L1-4、左侧股骨颈及左侧全髋关节骨密度测定，加做右侧股骨

颈及右侧全髋关节骨密度检查后整体诊断结果无明显改变；

④当绝经后女性及大于 50 岁男性行腰椎 L1-4、左侧股骨颈及

左侧全髋关节 DXA 骨密度检查时，若左侧股骨颈骨密度 T 值

( 与年轻成人峰值比较 ) 为 -1.0 或 -0.9，此时加做右侧股骨

近端 DXA 会有较大可能改变诊断结果 ( 骨量正常改变为骨量

减少 )。

在此次研究中，有 28 例受检者因其双侧股骨颈骨密度

值差异≤ LSC 被剔除出检验队列，约有 89.1% 的受检者双侧

股骨颈骨密度具有差异，但是这种个体差异在整体分析中未

发现明确统计学意义，这与 YANG 等
[14]
、RAO 等

[15]
、郭郡浩

等
[16]

的研究结果相符。在纳入研究队列的所有 207 例受检

者中，未发现双侧股骨颈骨密度的差异与左右利手、睡眠朝

向偏好等相关，这与之前的一些研究中提出的观点——上肢

的优势侧对下肢骨密度影响不显著相符合
[14]
，在第 2 队列中

得出的结论亦相同。

现在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行腰椎 + 左侧股骨近端骨密度检

查即可
[15，17]

，在纳入此次研究的两组队列中亦发现行腰椎 +

双侧股骨近端对行腰椎 + 单侧股骨近端诊断骨量减少、骨量

疏松均无明显增益作用，但是当左侧股骨颈骨密度 T值为 -1.0

或 -0.9 时 ( 且骨密度值与 T 值为 -1.1 时的差值大于 LSC) 加

做右侧股骨近端 DXA 骨密度测定会显著提高骨量减少的诊断

率。目前骨密度值是对骨质疏松相关骨折最具有预测性的因

素
[18-19]

。一些血液和尿液中的标记物也可以帮助骨质疏松症

的诊断，但 DXA 测量的骨密度值作为骨质疏松诊断的金标准，

在骨质疏松的诊断和治疗以及随访观察治疗效果中都起到了

极为重要的作用
[20-25]

。很多骨质疏松相关骨折都是发生在骨

量减少的阶段，因此通过适当的评估诊断来及早干预可能会

对预后产生更好的影响
[26]
。当左侧股骨颈骨密度 T 值为 -1.0

或 -0.9 时行双侧股骨近端 DXA 骨密度检查可以降低骨质疏

松症大规模筛查期间的成本和辐射暴露
[15]
。

但是在一些其他队列的研究中，如弓健等
[27]

的研究中

提到广州地区绝经后女性股骨近端的骨密度值存在较小的

但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刘晓建等
[28]

的研究中提到对于年 

龄≥ 71 岁和有右侧下肢疼痛、抽筋或麻木症状的患者，右

侧股骨近端骨密度测量值会明显更低；一些国外的研究亦

提到常规行双侧股骨近端 DXA 检查对单侧是一种有力的补 

充
[29]
，这些结论与此次研究存在一些差异，考虑可能与研究

队列的差异有关。另外此文仅仅探讨了当 T 值为 -1.0 或 -0.9

时 ( 且骨密度值与 T 值为 -1.1 时的差值大于 LSC) 进行双侧股

骨近端 DXA 测量可以提高骨量减少的诊断效能，关于 T 值处

于骨质疏松诊断的临界点及 Z 值 ( 未绝经女性、< 50 岁男性 )

的相关诊断情况由于病例数较少未进行讨论。以上这些不足

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进一步增加样本量、更详细地划分不

同队列进行研究。

此次研究发现，绝大部分受检者经 DXA 测得的双侧股

骨颈骨密度具有差异，当 T 值为 -1.0 或 -0.9 时进行双侧股

骨近端 DXA 测量是对目前骨密度测量方式 ( 腰椎 + 左侧股

骨近端 ) 的有力补充，此次研究的发现可以帮助临床医生提

早发现、提早干预 ( 比如采用最新的组织工程方法：介孔材

料
[4]
、地舒单抗

[5]
、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分化等

[6]) 以改

善预后，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应对骨质疏松相关疾病这一日

益突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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