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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与临床 ·

1 例 2 型糖尿病伴骨质疏松患者的药学监护
骆锦前，陆松伟，田

泾，虞慧华 （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学部, 上海 200433）

探讨糖尿病合并骨质疏松患者的疾病特点及药学监护要点，为临床合理有效用药提供参考。方法

［摘要］ 目的

临

床药师通过参与 1 例 2 型糖尿病伴骨质疏松患者的用药分析，结合患者疾病特点及病理特征，并提出药学建议，协助治疗方
案的优化。结果

治疗方案重整及药学监护后，患者的治疗效果得到明显改善。结论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发病机制复杂，

当前的治疗以降血糖联合抗骨质疏松药物为主，通过慢病用药管理、药学监护，可以促进合理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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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care of a patient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osteoporosis
LUO Jinqian, LU Songwei, TIAN Jing, YU Huihua（ Department of Pharmacy,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val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nd key factors of pharmaceutical care in patients with

diabetes and osteoporosi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linical rational and effective medication. Methods

Clinical pharmacist

participated in the drug analysis of a patient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osteoporosis. The pharmaceutical recommendations were
proposed to assist physicians in optimizing the treatment plan, combined with the patient’s diseas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Results

Af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treatment plan and pharmaceutical care, the patient's treatment effect had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nclusion

The pathogenesis of diabetic osteoporosis is complex. The current treatment is based on

hypoglycemic combined with anti-osteoporosis drugs. Through chronic disease drug management and pharmaceutical monitoring,
rational drug use could be promoted.
［Key words］ diabetes；osteoporosis；diabetic osteoporosis；chronic disease medication management；pharmaceutical care

随着当代社会老龄化发展与生活方式的改变，
2 型糖尿病 (T2DM) 和骨质疏松 (OP) 的发病率均
呈增长趋势，是常见的两大慢性疾病，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活质量和预期寿命 [1]。大量临床研究表明

骨质疏松患者的药物治疗方案，以期为临床积极防
治 DOP 提供治疗参考。
1

病例资料

2 型糖尿病患者的骨折风险明显增加，而且 T2DM

患 者 ， 女 性 ， 77 岁 ， 身 高 155 cm， 体 重 55 kg，

患者病程越长，骨质疏松的风险越高，糖尿病患者

BMI 22.89 kg/m2。患者于 20 多年前无明显诱因出

若血糖控制不佳，长期处于高血糖状态会引起骨代

现易饥、多食，多饮、多尿、多汗、消瘦，心慌、手抖

谢紊乱，最终导致糖尿病性骨质疏松 (DOP)，是糖

等症状，未予重视，后出现头晕、视物旋转，至当地

尿病患者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之一[2-3]。DOP 主要表

医院就诊，诊断“2 型糖尿病”，口服降糖药治疗，具

现为骨密度（BMD）低、骨脆性增加、骨质量下降和

体不详，血糖得到控制。2010 年患者因血糖控制

骨折风险增加等，但它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明确，

不佳改为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降糖治疗，并根

可能与高血糖、氧化应激、晚期糖基化产物及微血
管病变等有关[4-5]。虽然在临床中糖尿病和骨质疏
松常被认为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疾病，但它们之间存
在着相互关系，笔者通过分析、探讨 1 例糖尿病伴

据 血 糖 变 化 调 整 用 量 ， 血 糖 维 持 在 餐 后 12～
13 mmol/L。但患者 2 年前开始出现四肢肢端麻
木，呈持续性症状；并于 1 年前出现腰部酸痛，伴左
下肢放射痛，右侧偶有累及。外院 MRI 检查示：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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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入院后完善相关检验检查，X 线片检查示：胸腰
段椎体多发陈旧性压缩骨折改变，骨密度：T=−4.0；
糖化血红蛋白：11.0%；尿常规检查（2020-10-21）：
尿 葡 萄 糖 （ ++++） ； 尿 蛋 白 质 （ +） ； 总 胆 红 素
35.00 μmol/L；直接胆红素 16.00 μmol/L; 天门冬氨
酸氨基转移酶 89U/L；γ-谷氨酰基转移酶 250 U/L，
肌酐：76 μmol/L。既往史：自诉腰椎有外伤后压缩
骨折病史，具体不详；心脏偶有不适，5 年前曾于外
院诊断为“冠心病”，自服麝香救心丸后可缓解；病
史：自述患有“慢性胃炎”8 年；20 年前曾因“胆囊
结石、胆囊炎”于外院行胆囊切除术。初始诊断：
①2 型糖尿病；②骨质疏松；③腰椎管病理性骨折，
腰椎管狭窄；④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脏病；⑤慢性
胃炎；⑥胆囊切除术后。
2

治疗经过

患者入院后，给予精蛋白锌重组人胰岛素降血
糖治疗，血糖依旧偏高，调整胰岛素剂量，同时加
用口服降糖药阿卡波糖片 50 mg，tid 和二甲双胍
片 0.425 g，bid，血糖控制良好；患者骨质疏松严重，
胸腰椎多发压缩性改变，考虑患者目前骨质情
况较差，手术风险较大，建议先行保守治疗，佩戴
支 具 ， 药 物 治 疗 ， 使 用 唑 来 磷 酸 盐 注 射 液 5 mg，
ivgtt 抗骨质疏松治疗，并给予阿法骨化醇软胶囊
0.25 μg po bid 及氨基酸钙片 600 mg po bid 补钙；
腺苷钴胺注射液（福欣康林）3 mg ivgtt qd，前列地
尔注射液 10 μg ivgtt qd，改善血管病变；使用奥美
拉唑肠溶胶囊 20 mg po bid 护胃；使用注射用还原
型谷胱甘肽 1.2 g ivgtt qd，进行保肝等辅助治疗。
经过 12 d 治疗，患者血糖控制良好，腰痛较前有缓
解，予以出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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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病 例 患 者 是 一 位 老 年 女 性 ， BMD 评 分 为
−4.0，糖尿病病史 20 余年，既往有骨折病史，提示
严重骨质疏松，具有骨折高危风险，使用唑来膦酸
盐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符合患者的用药需求。临
床药师对唑来膦酸盐（密固达）进行重点监护：①使
用前评估肾功能情况，不推荐严重肾功能不全患者
使用（肌酐清除率<35 ml/min），避免加重肾功能损
害，对于有肾功能损害，应谨慎同时使用其他对肾
功能有害的药物；②因唑来膦酸能快速对骨转换起
效，可导致低血钙，所以使用期间需要监测血钙，对
于低血钙患者，在使用唑来膦酸时，需要补充足量
的钙剂和维生素 D；③使用时不能与其他钙剂或其

他二价离子注射剂同时使用，必须通过单独的输液
管恒量恒速输注，滴注时间不得少于 15 min；④关
注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常见的比如发热、肌痛、
流感样症状、关节痛、头痛等，绝大多数出现于用
药后 3d 内，所以密切关注患者注射该药 3d 内的反
应；为避免发生以上这些一过性不良反应，短时间
服用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可降低用药后症状的
发生率。该患者肾功能正常，根据常规剂量使用，
通过药学监护，该患者未发生药物不良反应。
4

分析与讨论

糖尿病伴骨质疏松患者特点
骨质疏松治疗常使用 BMD 评分和骨折作为
骨质疏松风险的指标，研究表明 BMD 评分为−1.6
的 T2DM 老年女性与 BMD 评分为−2.5 的非糖尿
病女性的髋部骨折风险相同。研究显示，骨形成与
骨微环境均会受到糖尿病的影响而发生整体改
变[6]。T2DM 患者骨密度下降的发生率高达 50% ～
75%，骨折发生率也随之增高[7-8]，而且 T2DM 患者
病程越长，骨质疏松风险越高。T2DM 患者普遍存
在胰岛素抵抗，随病程发展，长期高血糖状态会造
成其骨骼肌、脂肪组织的葡萄糖利用减少，改变骨
骼结构，并使骨细胞内大量氨基酸堆积，引发钙盐
沉积，最终导致骨钙素合成减少，而造成骨质疏
松 [9]。且长期血糖异常升高也可导致维生素 D 代
谢异常，对人体骨代谢过程产生影响[10]；另外，2 型
糖尿病的多饮、多食、多尿及体重减轻和糖尿病肾
病会增加钙质从尿液排出，导致低钙血症[11]；此外，
有研究表明，老年女性 DOP 骨折的发病率较男性
显著升高，这可能与随着年龄增长，炎症因子和氧
化应激产物生成增加，以及内源性雌激素减少等有
关[12]。本病例患者是糖尿病伴骨质疏松患者，并同
时存在多个骨质疏松高危险因素，比如：高龄、女性
患者、既往骨折史等，所以需要更加关注该患者的
治疗效果，加强对其血糖的控制，并且合理使用抗
骨质疏松药物，及时补充钙剂，减缓病情的进展，从
而降低致残率和致死率。
4.2 唑来膦酸注射液在糖尿病骨质疏松患者中的
应用
目前临床抗骨质疏松的治疗手段从病理机制
上主要是抗骨吸收治疗和促合成治疗。双磷酸盐
为防治骨质疏松症的一线用药,是焦磷酸盐的类似
物，通过与骨骼中羟磷灰石结晶结合，可特异性结
合到骨转换活跃的骨表面，抑制破骨细胞的成熟及
其功能、促进破骨细胞凋亡，从而抑制骨吸收、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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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骨丢失、使骨量增加，来降低发生骨折的风险[13]。
阿仑膦酸钠和唑来磷酸盐为目前临床最常用的双
磷酸盐，其中阿仑膦酸钠是用于预防和治疗骨质疏
松的口服药物，唑来磷酸盐为第三代双磷酸盐类药
物，适用于治疗因骨质疏松而产生的骨痛、骨密度
下降等情况，尤其是适用于女性绝经后骨质疏松的
静脉用药物。Schwartz 等 [14] 通过对双磷酸盐在糖
尿病中的抗骨折功效研究发现糖尿病妇女接受唑
来 膦 酸 每 年 一 次 的 骨 折 风 险 试 验 （ HORIZO NPFT），对比试验组和安慰剂治疗组，非椎骨骨折的
相对风险是 0.52（95％CI 0.33～0.80），形态学椎体
骨折的相对风险为 0.34（95％Cl 0.18～0.67），结果
表明双磷酸盐对于 BMD T 评分<−2.5 的糖尿病患
者的非脊椎骨折的治疗可以实现明确的降低骨折
风险。另有研究表明[15-16]，注射唑来膦酸治疗骨质
疏松症患者比口服阿仑膦酸盐更有效地增加髋和
腰椎部位的 BMD，且唑来膦酸给药间隔是每年一
次，能使患者顺应性提升，对于提高治疗效果具有
重要意义。
4.3 钙剂及维生素 D 的选择
该患者存在严重的骨质疏松，需要结合患者自
身病理特征选择合适的钙剂和维生素 D 产品，市面
上的钙剂种类很多，含钙量及吸收度均不一样。氨
基酸钙是一种螯合钙，具有适中的结合常数，结构
稳定，通过氨基酸运载系统而被吸收，在血液中形
成一种缓冲的流动钙，在需要钙的地方能缓慢的释
放钙离子，有效的保证了生物利用度。维生素
D3 在体内需经肝脏 25ɑ羟化酶活化后，再经肾脏
1ɑ 羟化酶活化才能发挥作用，阿法骨化醇为已经
体外 1ɑ羟基酶活化的 1ɑ-(OH)-D3，进入体内后，需
经肝脏代谢，转化为活性维生素 D3。考虑到该患
者肝功能异常状态下可能会影响阿法骨化醇在体
内的吸收，从而影响患者血钙水平及体内活性维生
素 D 的水平。因此，临床药师建议将阿法骨化醇改
为骨化三醇更符合患者的用药需求，因为骨化三醇
是活性维生素 D，其主要成分为 1，25-(OH)2-D3，在
体内可直接发挥药理作用，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
但在补钙期间，注意定期监测血钙水平，临床医生
采纳药师建议进行用药方案优化。
5

小结

该患者是一位糖尿病伴有骨质疏松的患者，其
糖尿病病史较长，且长期血糖控制不佳，糖尿病性
骨质疏松可能性大。患者联合使用长效胰岛素和
口服降糖药控制血糖，通过多次胰岛素剂量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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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餐后 2 h 血糖控制在 7.0 mmol/L 左右；患者使
用唑来膦酸抗骨质疏松，唑来膦酸每年静脉滴注一
次，其起效时间需要 2～3 个月，使用期间适当补钙
和维生素 D 有利于促进骨矿化，但需要注意定期监
测血钙、骨密度等；另外，该患者是绝经后的老年女
性，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骨折的发病率也显著增
加，建议定期检测雌激素水平。该患者在内分泌科
进行药物治疗后，病情得到改善，予以出院，考虑患
者需长期治疗糖尿病及骨质疏松，嘱其定期到医院
随访。
随着糖尿病患者数量的不断增加，DOP 的防
治逐渐引起关注，但 DOP 的发病机制复杂，由于其
发病隐匿，临床中容易被忽视，不仅降低患者生活
质量，也给社会和患者带来经济负担，因此在糖尿
病早期加强综合管理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这在慢
病管理中需要予以重视[17]。目前人们对 DOP 的认
识尚有限，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DOP 的发病机制，对
未来积极防治糖尿病性骨折等提供理论基础。当
前对 DOP 的治疗以有效的降血糖药物联合抗骨质
疏松药物进行治疗，对于糖尿病病程较长的患者需
要加强对血糖的控制，虽然骨质疏松是不可逆的，
但是骨质疏松的进程可以通过药物来延缓。除了
合理使用药物外，还应加强患者的饮食控制，这对
于糖尿病患者来说也是尤为重要的，但不可忽视的
是骨质疏松需要补充足够的钙，所以在食物选择上
应多摄入富含钙元素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虾皮、紫
菜 、 豆 制 品 等 ， 适 当 的 光 照 有 利 于 钙 的 吸 收 [18]。
DOP 当前的治疗方式较单一，更多基因分子水平
的治疗和诊断方法亟待发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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