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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对骨代谢影响的基础研究进展
王圣淳，郑小飞，王华军
[ 摘要 ] 近年来，一系列临床研究及动物实验结果表明，糖尿病与骨质疏松症的发生及发展进程密切相关，糖
尿病可通过不同的分子机制对骨代谢产生不良影响。相关的机制研究表明糖尿病通过脂肪因子、晚期糖基化终末
产物、骨硬化蛋白、胰岛素、胰岛素生长因子-1、促炎因子、骨髓脂肪组织及胰高血糖素样肽 1 等因素直接或间接地

参与和诱导了骨质疏松症的形成和发展。本研究就糖尿病对骨代谢影响的基础研究，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的分子
机制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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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Effect of Diabetes Mellitus on Bone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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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 In recent years, a large number of clinical studies and animal experimen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ia‐
betes mellitus（DM）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osteoporosis, and have adverse effects on
bone metabolism through different molecular mechanisms. Related mechanism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DM directly or
indirectly participates in and induce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steoporosis through adipose factors,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 osteosclerotic proteins, insulin ,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 Proinflammatory cyto‐
kine, Bone Marrow Adipose Tissue, Glucagon-Like Peptide 1 and other factors. This study reviews the basic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DM on bone metabolism and the molecular mechanism of diabetic osteoporosis.
[ Keywords ] Diabetes mellitus; Bone metabolism; Osteoporosis; Mechanism

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中老年人群中
的一种常见的慢性病。该病是由于骨代谢过程异
常，引起骨微结构破坏、骨密度和骨质量下降及骨
脆性增加，从而容易导致骨折并发症的全身性疾
病。在我国，OP 在老年人群中的患病率高达 13%，
随着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及人口老龄化进程
的进一步推进，这一比例将会继续增长[1]。据估计，
到 2035 年，我国 OP 相关的骨折将高达 483 万例，每
年将耗费约 199.2 亿美元[1]。糖尿病（diabetes mel‐
litus,DM）通过干扰骨代谢过程，对 OP 的产生及预
后 有 着 显 著 的 影 响 。 1 型 糖 尿 病（type 1 diabetes
mellitus,T1DM）中 OP 的患病率高达 20%，2 型糖尿
病（T2DM）并 发 OP 的 概 率 高 达 26.2%[1]。 与 之 相
应，DM 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骨折发生率。Goldshtein

等[2] 学者回顾性研究了 87 224 位 OP 患者的临床数
据，其中有 15 700 名（18%）患有 T2DM，通过 Cox 比
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与非糖尿病人群相比，T2DM
患者发生所有类型 OP 骨折（髋部、脊柱、肱骨和前
臂）风险明显较高（44% vs 32%，P<0.01）。而一项
纳入了 21 项原始研究的荟萃分析发现，在 T1DM 患
病 人 群 中 发 生 OP 骨 折 风 险 是 非 DM 的 5.79 倍[3]。
由此可见，DM 对 OP 的产生及愈后影响显著，在骨
代谢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因此，本
文通过回顾文献对 DM 对骨代谢的基础研究综述
如下。
1 脂肪因子
T2DM 引起的脂肪因子（如脂联素、瘦素及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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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素 等）水 平 的 失 调 往 往 会 导 致 骨 代 谢 紊 乱 。 AGEs 在骨组织中积聚[7]。通过皮肤自发荧光骨强
T2DM 继发的脂联素水平下降可导致肾 1a-羟化酶
度测量仪对 T2DM 的绝经后妇女的骨强度评估显
的活性降低，从而引起肾性钙磷水平失调和继发性
示，骨强度指数降低与 AGEs 的积累相关[7]。一方
甲状旁腺素分泌紊乱，最终干扰骨代谢的过程；此
面，AGEs 通过炎症和氧化作用直接损伤成骨细胞
外，脂联素水平下降还可引起葡萄糖的利用率降
和骨组织，导致骨脆性增加[8]；另一方面，AGEs 与细
低、蛋白质分解，从而导致骨架形成障碍，阻碍钙磷
胞膜上 AGEs 受体（AGEs receptor,AGER）结合相互
在骨骼中沉积，导致 OP[4]。反之，脂联素水平适度
作 用 ，增 加 转 化 生 长 因 子 - β（transforming growth
增加可降低交感神经张力，导致骨量增加，从而预
factor-β,TGF-β）的表达和分泌，从而抑制骨基质细
[4]
防与年龄相关的骨量丢失 。另一项动物研究也得
胞矿化[8]；此外，AGEs 抑制了 I 型胶原中 mRNA 的表
出了类似结论，增加适度的外源性脂联素可减少晚
达，使细胞内活性氧生成增多，从而使骨胶原蛋白
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
的生成和分布受到抑制，导致骨强度减低，骨脆性
AGEs）的产生，使氧化应激产物——晚期氧化蛋白
增加[8]。AGEs 通过多条信号通路参与了骨代谢的
产物（advanced oxidized protein products,AOPP）的表
过程。Li 等[9] 研究结果表明，AGEs 抑制了 OPN 和
达降低，从而使破骨细胞的分化成熟受到抑制，骨
Runx2 成骨基因的表达，而且通过激活 DNA 甲基化
吸收减少，起到保护骨组织的作用[5]。综上，T2DM
和 Wnt/β-catenin 途 径 抑 制 间 充 质 干 细 胞（adipose
继发的脂联素水平下降，促成了 OP 的发生及发展。 tissue-derived stem cells,ASCs）的分化成骨能力，影
但目前关于脂联素对骨代谢影响的了解有限。多
响骨代谢过程，从而导致骨量减少。AGEs 通过上
种旁分泌和内分泌机制似乎介导了脂联素在骨骼
调 NF - κB 配 体 受 体 激 动 因 子（receptor activator of
和能量代谢中的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
NF-kappa B ligand,RANKL）mRNA 来诱导破骨细胞
在 T2DM 患病人群中，血清瘦素水平较正常人
生成，还能通过抑制细胞生长、促进凋亡和下调分
[6]
明显增高 。但过高的瘦素水平并不能像正常状态
化 来 影 响 成 骨 细 胞 的 正 常 功 能 ，从 而 影 响 骨 代
下一样导致能量消耗、食欲降低及体重减轻的现
谢[10]。一般来说，AGEs 对成骨细胞有双相影响，短
[6]
象，而是出现了瘦素抵抗 。瘦活化因子配体（re‐
期内低浓度的 AGEs 通过增加成骨和降低破骨保护
ceptor activator of NF - κβLigand, RANKL）信 号 通 路
正常骨组织，但随着 AGEs 浓度增加及成骨细胞受
完成。在素抵抗将削弱其对胰岛素分泌的抑制作
AGEs 影响时间延长，会产生相反的结果[11]。AGEs
用，进一步加重 T2DM 患者的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
可以增加人成骨细胞中 Osterix 基因的表达，最初促
素抵抗状态，长时间的这一微环境状态可导致胰岛
进成骨细胞和细胞碱性磷酸酶活性，但随后通过与
细胞分泌功能障碍，从而引起胰岛素生成不足[6]。 晚期糖基化终产物受体（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
胰岛素的缺乏导致成骨细胞胰岛素受体不能发挥
cation end products，RAGE）相互作用，激活 caspase其正常功能，阻碍成骨细胞核酸的合成，骨形成障
3 信号通路，
增加细胞内活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
碍、骨吸收相对增加，从而导致了 OP 的发生。此
ygen species,ROS）的产生，降低碱性磷酸酶和丝裂
外，瘦素对骨代谢的调节作用可以通过核因子 κβ
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
受体活化因子（receptor activator of nf-κβ,RANK）/骨
MAPKs）的活性，
从而诱导成骨细胞凋亡[12]。在小鼠
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核因子 κβ 受体瘦素
骨髓基质细胞系（分化为成骨样细胞）中，
AGEs 通过
水平升高之初，OPG mRNA 的表达随之增加，而会
干扰 Runx2 和 Osterix 基因的表达，导致骨髓间质干
抑制 RANKL mRNA 的表达，从而使破骨细胞的活
细 胞（bone mesenchymal stem cells，BMSCs）中 碱 性
性受到抑制；然而，随着瘦素水平的进一步升高，其
磷酸酶和 I 型胶原 mRNA 的表达的降低，从而影响
对破骨细胞的抑制作用会逐渐减弱。而高糖水平
了骨质矿化过程，
导致骨脆性增加[13]。
不仅会导致 RANKL mRNA 的表达增加，还会抑制
OPG mRNA 的表达，从而导致破骨细胞的活性增
3 骨硬化蛋白
加。因此，在 T2DM 患病人群当中，由于瘦素的分
DM 继发的骨硬化蛋白（sclerostin,SOST）浓度
泌过量，机体中瘦素浓度增加，从而引起了瘦素抵
升高可以通过结合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相关蛋白
抗，削弱了瘦素对破骨细胞活性的抑制，而高糖水 （low - density lipoprotein receptorelated protein, LRP）
平会进一步促进破骨细胞的分化成熟，这两种机制
5/6 受体的 BP1 域来抑制 Wnt 信号通路，从而抑制
同时作用时最终会导致破骨细胞作用增强，骨质受
骨形成[14]。临床前研究表明，靶向 SOST 抗体治疗
[6]
损，从而造成了 OP 的发生 。
会导致骨量增加，这一观察已经转化为临床研究，
绝经后 OP 妇女接受 SOST 抗体治疗显示出对骨密
2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度有积极的影响[15]。然而，SOST 可能通过多种途
DM 最显著的临床特征是血糖升高。高血糖通
径对骨密度产生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确定，
过 非 酶 途 径 发 挥 作 用 ，诱 导 AGEs 的 形 成 ，导 致
SOST 与骨密度之间联系尚存在争议。Kalem 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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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比 研 究 了 135 例 绝 经 后 土 耳 其 人 的 骨 密 度 与
SOST 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 SOST 水平与脊柱
和股骨颈骨密度呈显著负相关。有研究得出了相
反的结论，与没有 OP 的绝经后妇女相比，患有 OP
症的绝经后妇女的 SOST 水平较低。Coulson 等[17]对
272 例年龄较大的受试者（69～81 岁，女性占 52%）
和 171 例年龄较小的受试者（18～30 岁）的骨密度
及骨硬化蛋白进行了相关性研究发现，在年龄较大
的受试者中，SOST 水平和骨密度之间呈显著的正
相关，但在年轻受试者中未观察到类似关联。另外
一项研究显示，与没有 OP 的绝经后妇女相比，患有
OP 症的绝经后妇女的 SOST 水平较低；而在绝经后
妇女中，SOST 水平与腰椎、股骨颈、粗隆、全髋和全
身骨密度呈正相关[18]。在男性人群中，一项研究报
告显示，在 20～87 岁的受试者中，血清 SOST 水平
与脊柱、髋部和全身的骨密度呈正相关[19]。综上可
以看出，我们目前对 SOST 对 OP 影响的分子机制了
解有限。多种通路及机制介导了 SOST 在骨骼和能
量代谢中的作用，需要我们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
4 胰岛素
DM 的另一重要临床表现是胰岛素缺乏，其中
T1DM 表现为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而 T2DM 为胰岛
素的相对缺乏。临床研究证明 T1DM 患者的峰值
骨量明显减少，尽管尚不清楚骨密度的减少是由于
血糖控制不佳还是其他糖尿病并发症造成的，研究
人 员 推 测 胰 岛 素 具 有 骨 合 成 的 作 用[18]。 Thrakill
等[19]认为，胰岛素通过受体介导的机制在成骨细胞
上发挥强大的骨合成作用。胰岛素缺乏对骨骼稳
态的不利影响已经在 T2DM 动物模型的研究中得
到证实。与非糖尿病对照组相比，T2DM 啮齿动物
在骨损伤后骨再生能力受损。而将胰岛素注入牵
引间隙后，可以发现骨骼形成随之正常化[20]。在人
体中也得到了类似的结论，Campos 等[21] 对 57 例平
均年龄为 35 岁的 T1DM 患者进行的非对照研究，在
对这些患者强化胰岛素治疗前和 7 年后评估发现，
胰岛素治疗与骨量和骨转换生物标志物的改善明
显相关。随后 Ivaska 等[22]的研究结果也证明了这一
点，T1DM 患者注射胰岛素治疗后的几个小时内就
可以观察到循环中的骨标志物水平的变化，表明胰
岛素对人体的骨代谢有直接的影响。而在 T2DM
患者中，高胰岛素血症可能是导致骨密度增高的原
因之一，但也可能存在骨细胞胰岛素抵抗。因此，
“胰岛素缺乏”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 T1DM 患者和
T2DM 患者之间骨骼效应的差异。除了胰岛素，胰
岛 β 细胞还会产生其他的促骨因子，如胰岛淀粉样
多 肽（islet amyloid polypeotide,IAPP）和 预 备 素 ，这
两种物质都是降钙素基因相关肽家族的成员。在
T1DM 患者中，这些物质因胰岛素的绝对缺乏而不
能生成。然而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张平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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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胰岛素是 T2DM 中阻碍 BMSCs 成骨分化的关
键因子，与健康人的 BMSCs 相比，T2DM 病患者的
BMSCs 的成骨分化和自噬水平降低，衰老表型升
高。研究数据显示，胰岛素通过抑制自噬和促进早
衰来阻碍 BMSCs 的成骨分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证
明了胰岛素是 T2DM 诱导的骨丢失的原因。此外，
在胰岛素治疗可能会导致患者骨折风险的增加，在
对 243 例 T2DM 患者的研究发现，女性 T2DM 患者
在饮食、口服降糖药物或胰岛素治疗后骨密度无明
显差异，但男性 T2DM 患者胰岛素治疗后骨密度明
显低于其他治疗组[24]。另外，一些其他研究表明，
胰岛素治疗与脊柱骨折的高风险相关[25]，这可能是
因为接受胰岛素治疗的 T2DM 患者往往有更长的
病程和/或并发症，或者发生低血糖事件的风险更
高。根据对 OP 性骨折的研究，与非糖尿病患者和
非胰岛素糖尿病使用者相比，接受胰岛素治疗的老
年糖尿病女性因跌倒和糖尿病并发症（如神经病
变）而患足部骨折的风险增加了一倍以上[26]。胰岛
素治疗会增加严重低血糖事件的发生频率，因此会
增加跌倒的风险，这可能会增加骨折的风险。患有
T2DM 的老年人跌倒风险更高，但对这一人群跌倒
的危险因素知之甚少。口服降糖药物达到较低的
糖化血红蛋白（hemoglobin A1C , HbA1C）水平与跌
倒风险无关，但在使用胰岛素的患者中，HBA1C≤
6% 增 加 了 跌 倒 风 险[27]。 而 另 一 项 研 究 结 果 显 示
T2DM 患者血糖控制不佳（HbA1C＞7%）也会导致
跌倒风险增加[28]。因此，DM 通过胰岛素对骨代谢
的影响机制仍需进一步研究。
5 其他机制
随着对糖尿病性 OP 研究的不断深入，糖尿病
对骨代谢的影响的其他分子机制逐渐被发现。胰
岛素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IGF-1）
是 人 体 当 中 促 进 成 骨 、抑 制 破 骨 的 重 要 活 性 物
质[29]。在 DM 患者中，IGF-1 对成骨细胞的刺激作用
被高浓度的 AGEs 所钝化，AGEs 诱导成骨细胞对
IGF-1 的作用产生抵抗，导致骨代谢紊乱[30]。
促炎因子在 DM 骨病产生过程中亦发挥着重
要作用。在 DM 中，促炎因子浓度升高激活破骨细
胞生成，抑制成骨细胞的分化；在高糖状态下，IL1、IL-6 和 TNF 等炎症因子释放增加，导致机体 ROS
的产生，将会直接影响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及骨组
织的分化和存活[31]。但糖尿病相伴的骨质丢失和
骨折风险增加是否有坚实的炎症基础，需要通过进
一步的研究来确定。
在 DM 人 群 中 ，骨 髓 脂 肪 组 织（bone marrow
adipose tissue, MAT）的 含 量 明 显 高 于 非 糖 尿 病 患
者，并发现其与骨密度之间存在负相关[32]。骨髓中
脂肪细胞释放的游离脂肪酸产生 ROS，可抑制成骨
细胞的增殖并诱导其凋亡[32]。在 T2DM 患病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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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产热活性的棕色脂肪组织含量明显减低，
而棕色脂肪组织能够分泌胰岛素生长因子结合蛋
白 2 和 Wnt10b 等因子，这些因子可促进骨合成，增
强成骨细胞功能[33]。
动 物 研 究 发 现 ，胰 高 血 糖 素 样 肽 1（glucagonlike peptide 1,GLP1）可以通过激活 Wnt 通路，同时
抑制 SOST 表达，从而激活骨髓间充质干细胞的增
殖，并抑制其向脂肪细胞的分化，从而达到成骨分
化的作用。但在糖尿病患者中，GLP1 生成途径受
损，进而导致 OP 的发生[34]。
综上所述，越来越多的研究揭示了糖尿病与
OP 的发生及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相关的机
制研究已经发现糖尿病引起的高糖环境及部分代
谢产物对骨代谢的影响。但由于糖尿病性 OP 的发
病的分子机制十分复杂，目前对其研究也十分有
限，具体发病机制还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糖尿病
对骨质疏松的影响研究仍停留在基础研究阶段，未
能实现进一步良好地临床转化，临床上关于 DM 性
OP 和非 DM 性 OP 的治疗手段并无显著性差异。随
着精准医学的不断发展，我们需进行进一步临床转
化研究，相信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我们将更好地
认识这两种疾病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逐渐理解糖尿
病性 OP 的发病机制，从而更为有效地指导预防，减
少中老年人的病残率，并改善糖尿病性 OP 患者治
疗效果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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