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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饮水含氟量不同地区居民前臂
和小腿骨关节Ｘ线改变
黄长青

【摘要】

目的

了解饮水含氟量不同地区居民前臂和小腿常见ｘ线征象，为诊断氟骨症提供依据。方法

应用定量流行病学方法，在吉林省乾安和农安县选择建屯时间在５０年以上，居民饮用水含氟量历史资料完整
且氟含量稳定、没工业和燃煤氟污染、无其他高氟来源及未改饮低氟水的１５个村屯作为调查点。测定水氟，再
按饮水含氟量（Ｏ．５～７．０ ｍｇ／Ｃ）的１１个层次选取居住１０年以上且年龄在１６～６０周岁的居民。按年龄１６～、
２ｌ～、３１一、４ｌ一、５１～６０周岁分成５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０～１５例做前臂和小
腿骨关节Ｘ线检查。将饮水含氟量在０．５—１．０ ｍｇ／Ｌ作为低氟组（对照），在１．５～７．０ ｍｇ／Ｌ作为高氟组，分别
观察两组居民各种Ｘ线征象及检出率。结果Ｘ线检查结果显示，可见到氟骨症、关节退变和骨质疏松３种改
变。其中关节退行性改变最常见，高氟组的检出率（３１．５５％，１５３／４８５）高于低氟组（２１．５８％，４１／１９０），二者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６．６２，Ｐ＜０．０５）；在ｘ线检查的６７５例中，检出氟骨症７２例，主要发生在摄氟较多的
高氟组（Ｘ２＝２５．６５，Ｐ＜０．０１）。当水氟达６．０～７．０ ｍｇ／Ｌ时，氟骨症检出率显著增加达４４．９２％（５３／１１８）。不
论水氟高与低或氟骨症病情轻与重，Ｘ线征象均以骨周改变为主，平均达到了９５．８３％（６９／７２），关节改变次之
（７９．１７％，５７／７２），骨质改变最少（５６．９４％，４１／７２），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２＝９．６４，Ｐ＜０．０１）。不论水
氟高与低，肘、膝、腕关节都有退变改变，退变总检出率以肘关节最高（１７．７８％，１２０／６７５），膝关节次之
（１５．４１％，１０４／６７５），腕关节检出率最低（７．８５％，５３／６７５），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０．７４，Ｐ＜０．０１）。高
氟组肘关节退变检出率（２１．０３％，１０２／４８５）明显高于低氟组（９．４７％，１８／１９０，）（２＝１２．４７，Ｐ＜０．０１）。Ｘ线检查可
见３５种征象，多数征象在高氟、低氟组均可见到，其中骨周改变低氟组少见，多出现在高氟组。结论氟骨症骨关
节Ｘ线征象复杂多样，进行Ｘ线诊断时应对各种征象进行全面分析，通过综合判定，诊断结果才能准确、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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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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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ｎｄｅｍ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Ｆｌｕｏｒｉｎｅ ｐｏｉｓｏｎ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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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ｔｅｏｆｌｕｏｒｏｓｉｓ；

ｊｏｉｎｔ；Ｘ—ｒａｙｓ

Ｘ线检查是诊断氟骨症的重要方法．在多年的

上。年龄在１６～６０周岁的居民，按年龄１６一、２１～、

防治实践中广为应用…。然而，这种方法不仅需要专

３１～、４ｌ。、５１～６０周岁分成５个年龄组，每年龄组

门的设备，同时也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为了简化

采用随机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１０—１５人，共检查

这种检查方法，我国现行的《地方性氟骨症诊断标

６７５人，男女各半。

准》推荐采用前臂和小腿两个易于Ｘ线拍照的部位

１．４检查内容和方法：拍摄前臂（包括肘关节）、小

检查和诊断氟骨症口］。当前，执行的中央补助地方公

腿（包括膝关节）正位Ｘ线片。统计基本Ｘ线表现，

共卫生专项资金地方性氟中毒监测项目中，也要求

氟骨症Ｘ线表现，氟骨症各种Ｘ线征象检出率，不

做前臂和小腿Ｘ线检查Ⅲ。为了进一步了解前臂和

同患病程度氟骨症主要Ｘ线征象检出率，不同水氟

小腿两个部位常见Ｘ线征象，为依靠这两个部位诊

含量肘、膝、腕关节退变改变检出率。

断氟骨症提供依据。作者对不同水氟含量地区居民

１．５诊断标准：氟骨症的Ｘ线诊断依据《地方性氟

前臂和小腿Ｘ线征象进行了调查，结果如下。

骨症诊断标准》（ＷＳ １９２—２００８）进行［２］。

１对象与方法

１．６统计学：采用ＳＰＳＳ １１．５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

１．１调查地点：在吉林省乾安和农安县．选择建屯

分析。检出率的比较采用ｘ２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

时间在５０年以上，居民饮用水含氟量历史资料完

有统计学意义。

整且稳定，所有井水含氟量波动范围＜０．３

２结

ｍｇ／Ｌ，

果

且居民无饮茶习惯，流动人口少，民族基本一致，自

２．１水氟测定结果：水氟测定显示，小王家屯、让字

然条件、经济水平、生活和劳作方式相同。没有工业

屯０．５ ｍｇ／Ｌ，西耿家屯、中人屯１．０ ｍｇ／Ｌ，马家窝

和燃煤氟污染，无其他高氟来源，未改饮低氟水的

堡、坚字屯１．５ ｍｇ／Ｌ，林家屯２．０ ｍｇ／Ｌ，西广屯２．２

１５个村屯作为调查点．

ｍｇ／Ｌ，毕家店屯２．４ ｍｇ／Ｌ，东藏屯、黄太屯３．０

１．２测定水氟及按饮水含氟量分层：在选定的１５

ｍｇ／Ｌ，后训屯３．５ ｍｇ／Ｌ，姜家屯４．０ ｍｇ／Ｌ，叶小铺屯

个村屯进行水样采集．水氟含量测定采用氟离子选

６．０

择电极法。按水氟测定结果分为Ｏ．５、１．０、１．５、２．０、

２．２高氟组和低氟组居民前臂、小腿主要Ｘ线改

ｍｇ／Ｌ共１１个层次。为

变：在表１中可见到３种Ｘ线改变，其中关节退行

了便于比较，将饮水含氟量０．５—１．０ ｍｇ／Ｌ作为低

性改变是最常见的改变，这种改变有较高的检出

氟组（对照），１．５—７．０ ｍｇ／Ｌ作为高氟组。

率。而且高氟组的检出率高于低氟组，两组比较差

１．３调查对象：在每个调查点中，选居住１０年以

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６．６２，Ｐ＜０．０５）。共检出氟骨

２．２、２．４、３．０、３．５、４．０、６．０、７．０

万方数据

ｍｇ／Ｌ，安字屯７．０

ｍｇ／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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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７２人，主要发生在摄氟较多的高氟组（ｘ２＝２５．６５，

高的检出率（８８．００％），在中、重度病例中这种改变

Ｐ＜０．０１）；在低氟组见到２例氟骨症改变的女性．经

已相当常见。但骨质和关节改变在不同患病程度时

追踪调查，婚前有高氟区居住史。调查结果还显示，

的变化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６４、１．２７，Ｐ＞０．０５）。

摄氟多少对骨质疏松的检出率无明显影响。

２．５不同水氟含量地区居民肘、膝、腕关节退变改

２．３饮水含氟量不同时居民氟骨症检出率及主要

变检出率：从表４中可以看出，不论在任何等级水

Ｘ线征象：表２显示，当水氟＞１．０ ｍｇ／Ｌ时，氟骨症

氟含量情况下，肘、膝、腕关节都有退变改变，关节

总检出率为１２．５２％。当水氟在１．０—２．０ ｍ＃Ｌ或

退变总检出率以肘关节最高，膝关节次之，腕关节

ｍｇ／Ｌ时，氟骨症检出率不高，分别为

２．３３％和５．７９％；当水氟达６．０～７．０ ｍｇ／Ｌ时，氟骨症

最低，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３０．７４，Ｐ＜
０．０５）。不论哪个关节，检出率随水氟增高的趋势不

检出率显著增加，达４４．９２％（５３／１１８）。水氟在１．Ｏ～

明显。当水氟在０．５、１．０、１．５、２．０—２．４、３．０～４．０

２．２～４．０

ｍｇ／Ｌ

ｍｇ／Ｌ与６．０。７．０ ｍｇ／Ｌ时，氟骨症检出率比

时，肘、膝、腕关节的检出率相近，变化亦无规律性；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１７２．１６，Ｐ＜０．０５）。在骨

只有当水氟在６．０～７．０ ｍ＃Ｌ时，肘、膝、腕关节的

周、关节和骨纹３种改变中，骨周改变最多、关节改

检出率明显增高，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２＝

变次之、骨纹改变较少，三者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

１２４．３６，Ｐ＜０．０１）。

计学意义（ｘ２＝９．６４，Ｐ＜０．０１）；但３种改变随水氟

２．６高氟组和低氟组居民肘、膝、腕关节退变检出

的增高而增高的趋势不明显（ｘ２＝１．５８、０．７１、０．１９，Ｐ

率比较：高氟组肘关节退变检出率为２１．０３％（１０２／

均＞Ｏ．０５）。

４８５），低氟组为９．４７％（１８／１９０，ｘ２＝１２．４７，Ｐ＜０．０１）；

２．４不同患病程度氟骨症的主要Ｘ线征象及检出

高氟组腕关节退变检出率为７．８４％（３８／４８５），低氟

率：表３显示，氟骨症时骨周改变相当常见，不论在

组为７．８９％（１５／１９０，ｘ２＝０．００１，Ｐ＞０．０５）；高氟组

轻、中、重度病例中都可见到骨周改变，见图１。即使

膝关节退变检出率为１６．７０％（８１／４８５），低氟组为

轻度病例。骨周改变的检出率也达１００．００％。骨质改

１２．１１％（２３／１９０，Ｘ２＝２．２１，Ｐ＞０．０５）。

变在轻度病例时检出率相对较少，在中、重度病例

２．７高氟组和低氟组居民前臂、小腿各种Ｘ线征

中检出率明显增高。关节改变在轻度病例中也有较

象：在高氟组和低氟组居民前臂、小腿共检出３５种

２．０

表１高氟组和低氟组居民前臂、小腿主要Ｘ线改变

注：与低氟组比较，ａＰ＜０．０５，ｂＰ＜０．０１

表２饮水含氟量不同时居民氟骨症检出率及主要Ｘ线征象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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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ｌｌ·

ｌａ、ｌｂ氟骨症患者前臂正位片：显示骨密度增高，肱骨小头、桡骨近端和远端骨纹增粗、紊乱，骨纹融合，骨皮质增厚，骨髓腔狭窄，骨硬化；
尺桡骨间膜呈大片状和鱼鳍状骨化，桡骨旋前圆肌附着处增厚、层变；喙状突增生，关节间隙变窄，肱骨小头关节面下囊变；
１ｃ氟骨症患者小腿正侧位片：显示骨纹增密、紊乱，骨密度增高，骨周软组织广泛骨化或呈粗大骨赘；胫腓骨间膜、
髌骨股四头肌附着处、胫骨粗隆髌韧带附着处、比目鱼肌线骨化。髁间隆突增生锐利
图１

氟骨症患者骨周改变Ｘ线结果

表４不同水氟含量居民肘、膝、腕关节退变改变检出率

肘关节改变

膝关节改变

腕关节改变

检查
组别

例数

嚣亲耋萋挠羚髁警鬻荽月骨囊变三角骨囊变舟状骨囊变
增生

节面下囊变

肥大

增生

增生肥大

注：表中ａ：桡骨嵴异常包括：桡骨嵴宽大、游离缘硬化、表面毛糙．ｂ：骨间膜改变包括：幼芽破土征、波浪状、玫瑰刺状、三角形或不规则状、
大块状；ｃ：旋前圆肌附着处改变包括：单纯分层改变（层变）、层变增厚、层变增厚表面毛糙、毛糙和凸凹不平

Ｘ线征象，其中检出率较高的征象有１９种，见表５。

线征象中，骨周改变在低氟组的检出率比骨质和关

在各种Ｘ线征象中，可归纳为骨周、骨质和关节３

节改变的检出率低。有些改变仅出现在高氟组．说

方面改变，见图１。这些改变中，多数征象即出现在

明骨周Ｘ线征象的特异性比骨质和关节两者改变

高氟组中，也出现在低氟组。而在所见到的各种Ｘ

的特异性好，在高氟组和低氟组都可见到的Ｘ线征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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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改变可作为诊断氟骨症的主要指标。

象不是氟骨症所特有的改变。
３讨论

不同饮水氟时。关节退变Ｘ线征象检出率从高

地方性氟中毒是全身性疾病…，而氟骨症是地

到低的顺序依次为肘关节＞膝关节＞腕关节，说明

方性氟中毒的严重阶段和重要表现形式瞪］。氟骨症

肘关节更易受到高氟的危害。氟骨症Ｘ线征象遍及

最重要的临床特征为骨和关节损害的临床症状、体

全身，前臂和小腿Ｘ线征象达３５种之多，然而不是

征和一系列Ｘ线征象［－｜。这些征象可遍及全身所有

这些征象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作为氟骨症的诊断

骨骼．但前臂和小腿是异常征象易出现且有特征性

指标．有些征象只在氟骨症时出现，而有些征象在

改变的部位。投照这两个部位不需要大型Ｘ线机便

水氟１．０ ｍｇ／Ｌ以下地区居民中也可见到，如单纯或

可完成，因此，了解这两个部位的Ｘ线改变和特点

轻微的骨纹改变、骨疏松、关节边缘的骨增生等关

对氟中毒的诊断、防治、监测都有重要意义。

节退行性改变。单纯的骨纹改变受劳损等多种因素

在饮水氟为０．５。７．０ ｍｇ／Ｌ时，主要Ｘ线改变

影响，如腕部各骨骨纹改变以及多发的囊变改变

按照检出率的高低为关节退变改变、氟骨症和骨疏

可能与农民劳动带来的腕关节劳损有关。能引起骨

松改变。关节退变改变在高氟和低氟组的检出率虽

疏松改变的情况至少有２０多种［１０］，关节边缘的骨

然都很高，但高氟组的检出率（３１．５５％）明显高于低

增生更是自然人群中常可见到的改变［１１１，因此，这

氟组（２１．５８％），说明关节退行性改变不仅是自然人

些改变对氟骨症的诊断意义不大。鉴于氟骨症骨关

群中的常见改变，同时，过量氟可增加其损害的机

节Ｘ线征象的复杂性。对其进行Ｘ线诊断时，应采

会旧］。氟骨症检出率高氟组明显高于低氟组，是因

用复合征象进行判定，这样，会使诊断结果更加准

为过量氟是造成氟骨症的原因。在水氟为０．５～１．０

确、更加可靠［１２－１３］。

ｍｇ／Ｌ的调查点，见到２例氟骨症病例，Ｘ线表现为

参

前臂骨周改变，这２例病例均为女性，是从高氟区
迁居而来。因此，其Ｘ线改变与当前水含氟量无关。

近，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氟骨症时可出现骨疏松改

１０３．１０８．

［２］黄长青，刘运起、赵新华，等．地方性氟骨症诊断标准（Ｗ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饮水型地方性氟中毒监测方案（试
行）［Ｚ］．卫办疾控发［２００９］１３１号，

［４］官志忠，刘艳洁．继续开展地方性氟中毒的研究和防治［Ｊ］．中
国地方病学杂志，２０１２，３１（２）：１１９—１２０．

某些局部区域［５］。这点与骨质疏松症表现为全身性、
［５］

普遍性骨疏松有所不同［８］。

１９２—

２００８）［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３．
［３］

变。这种改变可出现在全身骨骼，但更多的是出现
在几个骨，或出现在１个骨，甚至出现在１个骨的

献

文

［１］孙殿军，申红梅．地方病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１１：

但这种情况提示，因人口流动因素在低氟区也可能
见到氟骨症病例。骨疏松检出率高氟组与低氟组相

考

黄长青．地方性氟骨症的Ｘ线诊断［Ｊ］．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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