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图索骥 规范治疗 

全国骨质疏松诊疗中心地图发布 

全国已有 43 个城市、163 家医院已建立骨质疏松诊疗中心 

 

（2017 年 4 月 22 日，上海）我国 50 岁以上人群中约有一半的女性[1]、30%的

男性会发生骨质疏松[2]，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高。得了骨质疏松，是应该喝骨头汤、

吃钙片，还是去医院治疗？如果想要规范治疗，应该前往哪些医院和哪个科室诊治

更加专业？  

为方便患者按图索骥、规范治疗，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导下，由中华医

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主办、默沙东（中国）支持的“全国骨质疏松诊疗中

心地图” ，今天在沪正式发布。 

记者了解到，截止 2017 年 4 月，全国有 43 个城市、163 家医院成立骨质疏松

诊疗中心。北京有 23 家，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等（见附件）上海有 15 家，包括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华

东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等（见附件）。 

“骨质疏松症是威胁中国庞大老年人群健康的“隐形杀手”，已成为中国重要的公

共卫生问题之一，但目前我国骨质疏松患者群体大、防治意识差，且就诊率低。因

此，如何做好骨质疏松及骨质疏松性骨折高危人群的筛查和识别，骨折后的康复和

预防再次骨折的发生这一系列的防治管理工作已成为我国骨质疏松防治的关键” 中

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

病分会主任委员夏维波教授强调。 

“此次 ‘全国骨质疏松诊疗中心地图’的发布，更直观、实用地为骨松高危人群及

患者筛选出专业、全面的骨松诊疗医院和机构，对于今后全面提升我国骨质疏松诊

疗水平将有深远意义。”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尹香君表示。 

 

骨松患病率高、骨折事件频繁 



 

 

中国社会老龄化的迅猛趋势，慢性病人群合并骨质疏松的发生率也在不断攀升，

但患者和大众并未认识到其危害的严重性。调查显示，我国骨质疏松患者就诊率不

足 1/4，治疗率仅 2%[3]。 

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是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女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

的危险性为 40%[4]，男性为 13%[5]。数据显示，约一半患者在出现一次骨质疏松性

骨折后还会再遭受第二次骨折[6]。“对于骨松患者，骨折会大大增加残疾和死亡的风

险，例如发生髋部骨折一年内，约 50%的患者致残，各种并发症导致死亡的更是高

达 20%[7]，而约 3/4 的髋部骨折患者为女性[8]，因此女性髋部骨折常被称为‘人生最

后一次骨折’。骨折后，患者不仅遭受疼痛折磨，生命质量也显著下降，且骨质疏松

症及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和护理，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内分泌科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

疾病分会主任委员夏维波教授说。 

  

多科室合作成就骨质疏松诊疗中心 

在临床中，骨质疏松症患者往往分布在不同专业的临床科室——骨质疏松看专

科或内分泌科，骨折看骨科，还有妇科和老年科等。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

院骨质疏松和骨病主任、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候任主任委员章振

林教授强调：“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不应局限于某一学科，某一阶段或某一人群，而需

要多科室协作与综合管理。” 

目前建立的全国 163 家骨质疏松诊疗中心涉及多学科联合诊疗、全程管理、日

常科普和研究培训等多方面内容。在诊疗方面，中心旨在发挥多学科的专业优势，

联合骨质疏松专科、骨科、内分泌科、妇科、老年科等科室共同参与，让骨质疏松

高危患者、骨质疏松患者、骨质疏松性骨折患者及骨折后患者的康复治疗以及如何

预防再次骨折的发生，全程接受管理，共同抗击骨质疏松性骨折。 

全国骨质疏松诊疗中心还将定期召开义诊、患教活动、发放科普宣传资料，提

升患者和大众的疾病意识。“防治工作做得更早、人群覆盖更广、内容也更丰富。”

章振林教授强调，“另外，中心也将承担相关科研课题和医师培训，提高医生诊治水

平。” 

夏维波教授表示：“由于我国骨质疏松症患病率高，如何贴近患者，让患者看病

更方便、更直接，是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矿盐疾病分会及各个地方分会一直思



 

 

考的问题。此次‘全国骨质疏松诊疗中心地图’的发布，将大大方便患者‘按图索骥’

找医院，不仅提高骨松病人的规范诊治水平，同时也将大大提高骨松高危患者的预

防意识。” 

据悉，为更好地推动我国骨质疏松症的综合防治模式，推广社区基层医院与大

型医院有机合作的工作模式，促进交流经验，分享共识，中华医学会骨质疏松和骨

矿盐疾病分会社区学组成立大会暨骨质疏松社区防治工作研讨会也在上海同期召开。 

 

 

这张地图还能双向转诊和随访管理 

更重要的是，骨质疏松诊疗中心还将逐渐建立社区医院和三甲医院的双向转诊

和随访管理机制，为在社区医院无法完成诊治的患者直接转诊至对口专业三甲医院

进行治疗提供实用、指导性建议。 

尹香君主任指出：根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全国骨质疏松诊疗中心’的成立与发展及地图的发布就是在骨质疏松领域对

规划的一种践行与响应，未来，随着诊疗中心的发展与普及，相信将为全面提升骨

质疏松防治水平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章振林教授提醒中老年人：“当发现身高变矮、驼背、腰背疼痛、行走乏力等症

状时，尤其是绝经女性和老年男性人群，应立刻到骨质疏松诊疗中心地图中的医院

进行骨密度或 X 线片检查，以便及时开始治疗。有效的药物治疗不仅可以显著提高

骨密度，降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风险，而且可缓解骨痛，提高活动能力等。2011

年版《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诊疗指南》推荐钙和维生素 D 充足补充的基础上可以考虑

在医生指导下同时服用抗骨质疏松药物如双膦酸盐类药物等。在有效治疗骨质疏松

同时可改善维生素 D 的缺乏，帮助骨质形成，双管齐下，有效强健骨骼‘基石’。”

 

 

 

附：北京、上海骨质疏松诊疗中心 

上海 15 家骨质疏松诊疗中心 

1.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 



 

 

2.   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3.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 

4.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5.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6.   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 

7.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 

8.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9.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10. 长海医院 

11.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徐汇医院 

12. 上海市江湾医院 

13. 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14. 上海市浦东新区公利医院 

15.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医院 

  

北京 23 家骨质疏松诊疗中心 

16.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 

17. 北京积水潭医院 

18.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19.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20. 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21.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22. 北京市海淀医院 

2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24.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 

25.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26.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 



 

 

27.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28. 中日友好医院 

29.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宣武医院 

30.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31.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 

32.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 

33.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34.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附属第一医院 

35. 北京博爱医院 

36. 北京航天总医院 

37.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38. 北京电力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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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默沙东  

一个多世纪以来，默克已经成为全球医疗行业的领先者，努力使世界更健康。在美国与加

拿大以外，默克称为默沙东。凭借处方药、疫苗、生物药品、健康药物与动物保健产品，我们与

客户共同合作，为全球140 多个国家提供创新的医疗解决方案。通过广泛的政策、项目与合作



 

 

计划，我们不断履行承诺，为更多人群捐献药品与疫苗，提高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 www.merck.com。 

  

关于默沙东在中国  

中国是默沙东全球增长战略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默沙东中国总部设在上海，目前在中国

有一个研发中心、三个工厂，员工总数超过 5,000 人，为中国各地的患者和其它客户提供创新的

药品和服务。 

2009 年，默克与先灵葆雅完成全球合并。现在，默沙东中国直接向美国总部汇报。更多信

息，敬请访问 www.msdchina.com.cn。 

  

前瞻性声明 

默沙东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肯尼沃斯市，（下称“公司”）。本新闻稿含根据《1995 年

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之安全条款而做出的“前瞻性声明”。本文内容基于公司管理层当

前的看法和预期，并且受制于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如果相关假设与现实有所出入、

出现风险，或发生不确定情况，实际结果可与前瞻性声明中的预期有实质上的差异。 

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包括但不仅限于一般行业状况与业内竞争、一般经济因素（包括利率与汇

率浮动）、美国及其它国家制药行业监管以及医疗政策的影响、全球范围内控制医疗成本的趋势、

技术发展、竞争对手获得的新产品与专利、新产品开发潜在的挑战（包括获得监管部门批准）、

默沙东对未来市场形势做出准确判断的能力、制造上的困难或迟延、国际经济金融状况不稳定与

主权纷争、默沙东公司拥有的专利和其它保护其创新产品的手段，以及公司面临的包括专利诉讼

和或监管行为的法律风险。 

除非相关法律要求，默沙东没有义务就新信息、未来事件或其它原因对前瞻性声明进行公开

的更新。其它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声明存在实质性差异因素，请参见默沙东2014 年报

10-K 报表，及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备案的其它文件（可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c.gov

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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