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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长期改饮低氟水后硬化型氟骨症变化的规律。方法　以改饮低氟水 16～25 年、改水初

期或改水以前有骨 X线像片的硬化型氟骨症患者为研究对象, 拍摄骨盆、右前臂和右下肢 X 线正位像进行比较

分析。结果　长期改饮低氟水后,全部病例的骨质有明显改善, 21. 47%的病例恢复正常。骨小梁形态有18. 75%～

85. 75%没有改善,大部分骨小梁密集变为稀疏。73. 33%病例的骨周软组织骨化和 80%病例的骨关节退行性变

加重。结论　长期改饮低氟水后, 硬化型氟骨症的骨质可以明显改善, 部分可以恢复正常。硬化型氟骨症转变为疏

松和骨周软组织骨化加重是氟骨症的 2 种后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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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of skeletal f luorosis with osteosclerosis drunk low f luoride water for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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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 o explo re t he changing r egularity o f skeletal fluo ro sis w ith osteo scler osis drunk low

fluor ide w ater for long time. Methods　The pat ients of skeletal fluor osis with o st eo scler osis dr ink low fluor ide

w ater fo r 16～25 years, w ho had been x-rayed their bones befor e improv ing w ater or in early stag e of dr inking

improved waer , wer e selected as study object. The or tho topic pelv is, right fo r earm and r ight low er limb w ere x-

rayed.Results　T he subst ance of bone in all o f t he cases w ith skeletal fluor osis drunk low fluor ide w ater fo r long

t ime had been obv iousty improved. 21. 74% o f the cases had returned to normal. 18. 75%～85. 75% of t he bone

t rabeculae's mo rphosis had no t improved. The dense bone tr abeculae o f t he most cases had become t he

r ar efact ion. 73. 33% o f the so ft tissue calcified sur round the bone and 80% o f the osteoar ticular degener ation

w ere agg ravated.Conclusions　Aft er the patient s had drunk the low fluo ride w ater for long t ime, the sm all part

o f bone substr ance in skeletal fluor osis may be aggr avat iving calification o f the so ft tissue sur round the bone and

o steopor 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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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骨症是地方性氟中毒的主要临床表现,停止

氟暴露后氟骨症的变化是评价防治措施效果的重要

指标。Grandjean
[ 1]
报告了工业氟骨症的硬化在停止

氟暴露后的变化, 认为是可以重建 ( reversibility )

的。戴国钧
[ 2]
首次报告了对地方性氟骨症的观察,指

出改饮低氟水 5年后疏松型氟骨症的骨质有明显的

好转,但没有见到硬化型氟骨症的骨质变化,骨周软

组织骨化和骨关节退行性变加重。随后,黄长青
[ 3]
、

周延星[ 4]、孟宪才[ 5]和陈德浪[ 6]相继报告硬化型氟

骨症的骨质改变在改饮低氟水 4～10年后也可以逆

转。为了探索长期改水后硬化型氟骨症变化的规律,

特进行本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观察点的选择　观察点选定在内蒙古翁牛特

旗双窝堡和敖汉旗沈家窝堡。双窝堡改水前水氟含

量为 1. 5～5. 0 mg / L , 1974 年为 1. 1～1. 2 mg / L ,

1982年饮水氟含量为 1. 0 mg/ L。沈家窝堡改水前

氟含量 6. 0 mg/ L , 1983年改水,氟含量 1. 0 mg / L。

每 1年复查 1次,饮水氟含量没有明显变化。

1. 2　观察对象　双窝堡的病例在 1973 年 X 线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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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诊断为硬化型氟骨症, 1979年复查,骨质无明显

改善。沈家窝堡的病例是 1982年诊断为硬化型氟骨

症的。2个地区病例均在 1999年复查。改水史已达

16～25年。

1. 3　方法　本次观察硬化型氟骨症 23 例, 正常者

8例,各组内男女人数均衡。年龄在 45～60岁之间。

拍摄部位包括骨盆正位,右前臂和右小腿正位像。拍

摄条件与前次相同。由 2名主要观察者按氟骨症的

诊断标准判定。

2　结果

2. 1　骨质改变的变化　骨 X 线正常者 8例长期饮

用低氟水后骨质没有出现异常。23例氟骨症中有 5

例的骨质已恢复正常, 余 18 例也有明显改善(其中

9例由中重度恢复至轻度, 9例由轻度变为极轻)。

2. 2　骨小梁形态变化　长期改饮低氟水后氟骨症

的骨小梁有明显改善, 如骨小梁融合消失, 骨小梁增

粗和颗粒状改变大部分恢复。但也可见到 18. 75%

～31. 25%氟骨症的异常骨小梁没有恢复至正常,还

有 85. 71%患者的骨纹理仍然紊乱。密集的骨小梁

减少,且大部分转变成稀疏(表 1)。

表 1　长期改饮低氟水后硬化型氟骨症的骨小梁形态变化

骨小梁形态 改水前(例) 改水后(例) 未变化( % )

大片融合

小片融合

增粗

颗粒(大)

颗粒(小)

排列紊乱

密集

稀疏

3

3

22

16

16

21

22

1

0

0

7

3

5

18

0

14

0

0

31. 18

18. 75

31. 25

85. 71

　

2. 3　骨周软组织骨化的变化　长期改饮低氟水后

氟骨症的骨周软组织骨化没有 1例改善, 反而有 15

例( 73. 33%)加重。改水前正常者 8例无 1人出现骨

化。

2. 4　骨关节退行性变的变化　改水前有骨关节退

行性变者 15 例, 长期改水后有 12例变化加重占

80%,改水前正常者 18例无 1人改变。

3　讨论

　　不论是工业性或是地方性硬化型氟骨症,在停

止氟暴露后经过若干年是可以改善的,称之为骨小

梁重建( rev ersibility )。在停止氟暴露后的 3～5年

内仍有可能有骨硬化加重的现象, 一般不会见到明

显的 改善, 或 许虽 有 改善, 也 极轻 微, 正 如

Grandjean
[ 1]指出的那样,极不容易被发现。明显改

善多出现在停止氟暴露 4～5年之后。不论时间多

长,完全恢复的只是少数或早期的氟骨症,而绝大部

分是骨质硬化程度的减轻。硬化型氟骨症的恢复极

为缓慢,据我们的观察,至少需要 25年以上, 重度病

例只能减轻而难以恢复到符合生理功能要求的正常

水平。

本次观察发现有一半多的硬化型氟骨症的骨小

梁在改饮低氟水后变 得稀疏, 呈疏松趋势。

Sor iano
[ 7]报告 50年代西班牙发生因饮用掺入大量

氟化物的酒引起几例畸形性骨膜炎 ( periost it is

deformans) ,开始产生骨硬化, 后来回复成骨疏松。

看来我们的研究发现是与此相似的。疏松的产生不

是偶然的, 可能如戴国钧等[ 5]对停止氟暴露后骨周

软组织骨化加重的表现解释为是残留氟化物对成骨

细胞刺激的造骨活动仍然增强的一种后遗作用。不

过, 它是残留氟化物对破骨细胞刺激的破骨活动增

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众多学者都认同,同一名氟骨

症患者的 X 线检查, 常见硬化和疏松同时存在的现

象,被称为混合型。这是造骨活动和破骨活动同时增

强的紊乱表现。本研究说明氟骨症的恢复期也存在

这种现象。在进行地方性氟中毒防治效果评价时应

充分的注意。其确切机理有待基础研究进一步阐明。

在本观察进行同时还对 1982年骨 X 线确诊的

重度软化型氟骨症患者进行复查, 改水 16年后骨内

有大量骨质沉着,密度明显增高,是重度混合型氟骨

症。这是典型的先软化后硬化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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