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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脱氢表雄酮对离体大鼠成骨细胞的影响
李蔚孙宜萍朱国英王莉华
目的探讨脱氢表雄酮（ＤＨＥＡ）对离体大鼠成骨细胞的影响。方｛去体外分离培养大鼠成骨细胞，取

【摘要】

传一代细胞，分别给予１０一，１０４，１０４ｍｍｏｌ／ＬＤＨＥＡ培养７２ｈ，以１０ ６ｍｍｏｌ／Ｌ雌二醇（Ｅｚ）为阳性对照，另设空白对
照组。碱性磷酸酶（ＡＬＰ）染色鉴定成骨细胞，ＭＴＴ法检测成骨细胞的增殖能力，ＰＮＰＰ法测定ＡＬＰ活性。行矿化
结节染色，低倍镜下测量矿化结节面积并计算面积比，观察ＤＨＥＡ对矿化能力的影响。结果和空白对照组相比，
不同浓度ＤＨＥＡ组成骨细胞增殖能力均有上升，其中以１０４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最显著（Ｐ＜ｏ．０１），其作用和Ｂ相似
（Ｐ＞Ｏ．０５）；不同浓度ＤＨＥＡ组ＡＬＰ的活性均升高，亦以１０。ｎｍ价ｌ／ＬＤＨＥＡ组虽显著（尸＜０．０１），１０ ７、】０ ９ｒｒａｎｏｌ／Ｌ

ＤＨＥＡ的作用和Ｂ相似（Ｐ＞Ｏ．０５）１１０４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单位细胞数的ＡＬＰ活性高于空白对照组（Ｐ＞ｏ．０５）。不
同浓度ＤＨＥＡ组矿化面积及矿化面积比均有显著增加（Ｐ＜ｏ．０１），其作用和Ｂ相似。结论ＤＨＥＡ在体外促进大
鼠成骨细胞生长和增殖，提高ＡＬＰ活性，并促进骨矿化物质在骨内沉积。
【关键词】脱氢表雄酮｝成骨细胞；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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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

脱氢表雄酮（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ＨＥＡ）

在玻片上的细胞培养１周，２．５％戊二醛４℃固定

在肾上腺皮质网状带细胞中经细胞色素Ｐ４５０ｃ１７为

７ｍｉｎ，蒸馏水冲洗，浸入孵育液，３７℃条件下孵育

主酶催化胆固醇合成，主要以其硫酸盐（ＤＨＥＡ－Ｓ）

６０ｍｉｎ，蒸馏水冲洗，晾干，中性树胶封片，光镜观

的形式进人血循环。ＤＨＥＡ—Ｓ与衰老及老年疾病

察、摄片。

有关。其抗骨质疏松作用直到上世纪末才日益受到

１．３．３矿化结节染色（茜素红法）

重视，有研究表明，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患者补充适

经含抗坏血酸、ｐ甘油磷酸钠矿化诱导液培养，形成

量ＤＨＥＡ可使骨密度上升［““。但是关于ＤＨＥＡ

不透光的矿化结节，茜素红染色鉴定。染色步骤如

对成骨细胞（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ＯＢ）调控作用的研究报道

下：吸弃培养液。ＰＢＳ洗涤２次，９５％乙醇固定

甚少，尚不清楚ＤＨＥＡ本身是否对ＯＢ具有直接调

１０

控效应。本实验旨在阐明ＤＨＥＡ对离体大鼠ＯＢ

染液２ ｍｌ，染色３０ ｍｉｎ，自来水轻轻冲洗，光镜下观

的影响作用。

察，计算矿化面积和面积比。

汇合后的ＯＢ

ｍｉｎ，弃乙醇，ＰＢＳ洗涤２次，加入０．２％茜素红

１．４观察指标

ｌ材料和方法

１．４．１成骨细胞增殖能力（ＭＴＴ法）ＯＢ

１．２５×

１．１实验动物１日龄ＳＤ新生大鼠（复旦大学放

１０６／Ｌ以每孔２００ ｐ１接种于９６孔细胞培养板，培养

射医学研究所动物房，合格证３４），雌雄不拘，用于

２４ｈ后，分为５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１×１０４ｍｍｏｌ／Ｌ

分离原代ＯＢ。

雌激素（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Ｅ２）组、１×１０。ｍｍｏｌ／Ｌ

１．２材料ＭＥＭ培养基干粉（ＧＩＢＣ０ ＢＲＬ美

组、１×１０。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和１×１０。９ｍｍｏｌ／Ｌ

国）｝胎牛血清（ＧＩＢＣＯ ＢＲＬ美国）；胶原酶ＩＩ（Ｓｉｇ—

ＤＨＥＡ组。培养７２ｈ，弃上清液，每孔加无血清

ｍＲ公司）；胰蛋白酶（华美生物工程公司）；ＤＨＥＡ

ＭＥＭ培养液１００／ｔ１，ＭＴＴ（二甲基噻唑二苯基四唑

（为美国Ｓｉｇｍａ公司产品，配成浓度为１×１０一、１×

溴盐）１０ ｐ１，３７℃孵育４ｈ，加入２０％的ＳＤＳ（十二烷基

１０一、１×１０一ｍｍｏｌ／Ｌ）；碱性磷酸酶（ａｌｋａｌｉｎｅ

硫酸钠）１５０ ｐｌ，３７℃温育２ｈ，酶标仪５７０ ｌＩＦＯ波长检

ｐｈｏｓ—

ＤＨＥＡ

ｐｈａｔａｓｅ，ＡＬＰ）染色试剂盒（Ｓｉｇｍａ公司）。

测吸光度值（ｏＤ），用样品ＯＤ值表示ＯＢ增殖能力。

１．３大鼠成骨细胞分离培养与鉴定

１．４．２成骨细胞碱性磷酸酶活性（ＰＮＰＰ法）

１．３．１成骨细胞分离培养（机械分离加酶消化法）

１－２５×１０６／Ｌ以每孔２００ｔｄ接种于９６孔细胞培养

出生２４ｈ内的ＳＤ大鼠（红皮鼠）１０只，自来水冲洗

板，培养２４ｈ后分为５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１×

后放人７５％乙醇浸泡２０ｓ，无菌剪开头部皮肤，手术

１０一ｒｎｍｏｌ／Ｌ Ｅ２组、１×１０。５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１×

刀功下颅盖骨，清除骨表面的结缔组织，ＰＢＳ反复冲

１０。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和１×１０一ｍｍｏｌ／Ｉ。ＤＨＥＡ

洗至骨组织发白，用剪刀将骨组织剪碎至１

组。培养７２ｈ，弃上清液，ＰＢＳ冲洗，每孔加ＰＮＰＰ

１

ｍｍ骨片，０．２５％胰蛋白酶５

ｍＩ

ｍｍ×

３７℃预消化２０

ｍｉｎ，

ＯＢ

底物１５０，ｕｌ，３７℃孵育３０ ｍｉｎ，加入０．２ｍｏｌ／Ｌ的

间歇震荡４～５次。弃消化液，将骨片移人含０．１％Ⅱ

ＮａＯＨ

型胶原酶１０ ｍｌ的玻瓶中，３７℃恒温水浴振荡消化

ＯＤ，样品ＯＤ值表示ＡＬＰ活性。以ＡＬＰ的ＯＤ值

６０

ｍｉｎ。移取消化液，离心１０００

ｒｐｍＸｌ０

ｍｉｎ，弃上

５０ｔＬｌ终止反应，酶标仪４０５ ａｍ波长检测

／ＭＴＴ的ＯＤ值比值表示单位细胞数ＡＬＰ活性。

清，加入适量培养液，制成细胞悬液，混匀，以１．２×

１．４．３成骨细胞矿化结节形成功能（茜素红染色）

１０４／ｃｍ２接种于２５ ｃｍ２培养瓶，置５蹦Ｃ０２，３７℃

ＯＢｌ．２５×１０６／Ｌ以每孔２ｍｌ接种于２４孔细胞培

条件下培养２４ｈ后换液一次，以后每２ｄ换液一次，

养板，分为５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１×１０。８ｍｍｏｌ／Ｌ

细胞汇合后，０．２５％胰蛋白酶消化，１．２×１０４／ｃｍｚ

Ｅ２组、１×１０－５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１×１０ ７ｍｍｏｌ／Ｌ

分瓶接种于２５ ｃｍ。培养瓶，继续培养，汇合后用于

ＤＨＥＡ组和ｌ×１０。９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培养至完

测定成骨细胞的增殖及功能等。

全汇合后换成含１０％矿化诱导液的培养液继续培

１．３．２碱性磷酸酶染色（偶氮偶联法）底物、显色

养，每２ｄ换液一次，继续培养３周，ＰＢＳ洗涤２次，

剂与缓冲液按ｌ：１：５０比例混合配制孵育液，接种

固定，ＰＢＳ洗涤２次，加入０．２％茜素红染液２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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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Ｏｃｔ Ｚ００７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染色３０ ｍｉｎ，自来水轻轻冲洗，光镜下观察。以红

ＤＨＥＡ组最显著（Ｐ＜０．０１）Ｉ不同浓度的

染，边界清晰，周围有明显细胞堆积，短径大于

ＤＨＥＡ对细胞增殖的影响和Ｅｚ相仿（Ｐ＞０．０５）。

２０ｔｕｍ的标准，低倍镜下计算每个视野的矿化面积

和空白对照组相比，不同浓度的ＤＨＥＡ均能使

和矿化面积比。每组计算２０个视野。
１－５

统计学处理

数据以均数±标准差表示．采用

ＳＰＳＳｌ０．０统计软件进行方差分析。

ＡＬＰ活性升高，其中以１０１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升高
最明显（Ｐ＜０．０１），１０４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对ＡＬＰ活

性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１０～、
１０“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对ＡＩ，Ｐ活性的影响和Ｅｚ相仿

（Ｐ＞０．０５）。和空白对照组相比，虽Ｅ。和１０。。，

２结果

１０。９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单位细胞数ＡＩ。Ｐ活性提高，

２．１成骨细胞形态学分析原代细胞培养第２天，

但其中仅１０ ９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有统计学意义（Ｐ

见ＯＢ贴壁展开呈多种形态。培养３～５ｄ，细胞体

＜ｏ．０５）ｆ１０＋９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单位细胞数ＡＬＰ

积增大，见较多细胞分裂相；胞浆丰富，向外伸展，伸

活性较Ｅ：组升高（Ｐ＜０．０５）。

出多个伪足，与周同细胞的伪足相互连结，细胞半融

２．３不同浓度ＤＨＥＡ对成骨细胞矿化结节形成功

合。培养１周左右，细胞融合成铺路石状。ＯＢ的鉴
定：ＡＩ。Ｐ染色成阳性，可见胞质内蓝紫色阳性颗粒，
核不着色，位于细胞一侧，可见１～２个核仁。以胞浆
呈明显蓝紫色颗粒为阳性细胞，无着色或和背景一致

能的影响（表２）

与对照组相比，不同浓度的

ＤＨＥＡ组矿化而积及矿化面积比显著增加（Ｐ＜
０．０１）；不同浓度ＤＨＥＡ组和Ｅ。组相比，矿化面积
及矿化面积比无显著差异（Ｐ＞０．０５）。矿化结节照
片见图２～４。

为阴性细胞。原代培养的细胞纯率（指ＡＩ。Ｐ染色的
表２各组成骨细胞矿化结节矿化面积及矿化面积比

细胞与所有细胞的百分率）超过９０％（纯率低于
组别

９０％，说明原代培养的ＯＢ中含有其他细胞较多，将
影响实验的准确性），符合本研究的要求（图１）。

矿化面积（ｐｄ）Ｘ１０

空白对照组０ ８８５１±０．４５５９
１０

８ｍｍｏｌ／Ｌ Ｅ组１ ３９０１士０．５９７８＋

５

矿化面积比
６．５１１３土８．３５４０
１０．２２６４土４．３９７７’

ＤＨＥＡ
１０

５ｍｍｏｌ／Ｉ，组１．３１９０土０．２８７９’

９．７０３５士２．１１７７”

１０

７ｍｍｏｌ／ｌ，组１．４４９４±０．４９６３‘

１０．６６２７士３．６５１３。

１０

９ｍｍｏｌ／Ｌ组１．４６０７４－０．４２１４’

１０．７４５２±３．１００１＋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１

３讨论
骨代埘的主要形式是骨重建，一切影啊硬骨细
胞和ＯＢ数目和功能的因素，都与骨质疏松的发生
圈１成骨细胞碱性磷酸酶染色（×１００Ｊ

有关。ＤＨＥＡ作为体内性激素的前体物质，可在不

２．２不同浓度ＤＨＥＡ对成骨细胞增殖能力、碱性

同的性别中协调地转换成不同比例的性激素，达到

磷酸酶活性的影响（表１）和空白对照组相比，不同

体内性激素的平衡。循证研究表明。对绝经后女性

浓度的Ⅸ亚Ａ均能提高ＯＢ增殖能力，其中以１０－７ｎｒｎｏｌ／Ｌ
表１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Ｐ＜ｏ．０５，”Ｐ＜ｏ．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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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年男性骨质疏松患者补充一定剂量的ＤＨＥ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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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

２００７

Ｖｏｌ

６

Ｎ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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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结果。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浓度的ＤＨＥＡ均
可促进ＯＢ增殖，并提高ＡＬＰ活性，尤以１０－７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更为明显，其作用和Ｂ组相仿。低浓度
ＤＨＥＡ（１０。９

ｍｍｏｌ／Ｌ）使单位细胞数ＡＬＰ活性升

高，而１０。５和１０‘７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此作用不明显。
茜素红染色结果显示，不同浓度ＤＨＥＡ处理组矿化
面积和矿化面积比显著增加。提示ＤＨＥＡ和Ｅ２一
样，都能使骨矿化物质在骨内沉积。
圈２对照组矿化结节ｉＸｌ００

已有研究证明，ＤＨＥＡ的正常生理浓度为
０．００１～０．０３｝ｔｍｏｌ／Ｌ口］，这和本实验结果所提示的
无论是对ＯＢ增殖还是对于ＡＬＰ活性，最佳浓度均
是１０。ｍｍｏｌ／Ｌ～１０一ｍｍｏｌ／Ｉ。相一致。高浓度水平
１０“ｍｍｏｌ／Ｌ不利于ＯＢ增殖。
性激素在调节骨质量和骨转换中起重要作用。
骨母细胞存在雄激素受体（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Ｒ），ＤＨＥＡ在骨母细胞经３肛羟甾脱氢作用形成
雄烯二酮，然后经芳香化酶的作用进一步转化为雌
图３

Ｂ组矿化结节（×１ ００

酮、Ｅ。。业已证明雌激素具有抗骨质疏松作用。
Ｔａｋａｙａｎａｇｉ等“３体外培养的人ＯＢ实验表明
ＤＨＥＡ可被细胞内芳香化酶转化为雌激素而发挥
维持骨密度作用。多家报道认为雄激素缺乏是老年
男性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雄激素能通过０Ｂ上
的ＡＲ促进ＯＢ增殖，合成与分泌多种细胞因子，促
使骨基质蛋白和胶原形成，保证骨矿化物质在骨内
沉积。目前认为，男性睾酮对骨量的影响可能是通
过在骨内代谢为双氢睾酮（ｄｉｈｙｄｒｏｔｅｓｔｏｓｔｅｒｏｎｅ，
ＤＨＴ）或直接经芳香化酶转化为雌激素，促进ＯＢ

图４

１０。７ｍｍｏｌ／Ｌ ＤＨＥＡ组矿化结节（×１００）

增殖。老年男性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雌激素水平
降低，可能与芳香化酶不足或活性下降有关”］。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Ｉ（ｉｎｓｕｌｉｎ－ｌｉｋ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雄激素还具有独立于芳香化酶通路以外的效

Ｉ，ＩＧＦ＿Ｉ）可使骨密度上升。也有实验正明ＤＨＥＡ

应。除ＡＲ外，雄激素对骨的作用还可由雌激素受

可在体外抑制小鼠ＯＢ凋亡口］。所以本实验旨在探

体“介导，二者之问的相互影响迄今尚不清楚ｏ］。

讨ＤＨＥＡ对离体大鼠成骨细胞的增殖作用，为

雄激素对维持骨量有重要意义，但由ＤＨＴ引发的

ＤＨＥＡ应用于骨质疏松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ＡＲ转活却可以增加再育的成骨细胞前体和成熟的

由于原代培养的ＯＢ在体外实验中比人ＯＢ株

骨细胞凋亡。ＤＨＴ通过对转录后水平的调控作用

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采用了原代培养的

于细胞凋亡调节基因Ｂｃｌ一２（具有抗凋亡作用）和

ＯＢ作为研究对象。ＡＬＰ染色鉴定本研究原代分离

Ｂａｘ（具有促凋亡作用），消除局部的干扰ＲＮＡ，导

培养的ＯＢ，纯率在９０％以上，符合要求。ＡＬＰ是

致Ｂｃｌ一２表达下降，Ｂａｘ表达升高，Ｂａｘ／Ｂｃｌ一２比值

检测骨形成的常用指标之一，ＡＬＰ升高是骨转换增

上升，从而促进ＯＢ凋亡。所以，与雌激素不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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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素对骨代谢存在双相作用，对维持骨骼的自身稳

［５］Ｌｅｅ

ＫＳ．Ｏｈ

ｔｅｒｏｎｅ

定有重要的意义ｏ］。

Ｎｏ

５

ＫＹ，Ｋｉｍ Ｂｃ．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ａｎｄｒｏｓ—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ａｓｅ

ｃｏｌｌａｇｅｎ

ｓｋｉｎ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ｓ ｉｎ

体外实验发现ＤＨＥＡ可刺激１ＧＦ－Ｉ ｍＲＮＡ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ｙ

ｇｅｎ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Ｊ Ｄｅｒｍａｔｏ［Ｓｅｉ，２０００，２３：

１０３－１１０．

表达，提高ＩＧＦ—Ｉ的浓度［１…。ＩＧＦ－Ｉ对参与骨转
换的所有细胞均具有刺激有丝分裂和（或）启动分化

ｏｎ

２００７Ｖｏｌ ６

［ｅｌ

Ｒ，Ｇｏｔｏ

Ｔａｋａｙａｎａｇｉ

Ｋ，Ｓｕｚｕｋｉ

ａｎｄｒｏｓｔｅｒｏｎｅ（ＤＨＥＡ）ａｓ

ａ

Ｓ，ｅｔ

的活性，尤其增加ＯＢ数目和功能［１“。王玉东等实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１．Ｄｅｈｙｄｒｏｅｐｉ—

ｓｏｕｒｃｅ

ｆｏｒ

ｅｓｔｒｏ。

ｇｅ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ｎｅ ｃｅｌｌｓ；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ｎｅ

验结果提示，ＤＨＥＡ可促进小鼠ＯＢ生长和增殖，
抑制其凋亡ｏ］，这和奉研究结果相一致。进一步研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ｔ ｍｅｎｏｐａｕｓａｌ

究发现其机制为ＤＨＥＡ能促进磷酸化ｐ４４／４２的表

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

达，因而可以认为ＤＨＥＡ能激活缝裂活化蛋白激酶

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途径介导ＯＢ的增殖ｕ“。

１１０７—１１１４

体外实验证实ＤＨＥＡ还可以增进ＯＢ对骨保护
素（ｏｓｔｅｏｐｒｏｔｅｇｅｆｉｎ，ＯＰＧ）／ＮＦ－ｋＢ受体活化因子的配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ｏｆ ＮＦ＿ｋＢ ｌｉｇａｎｄ，ＲＡＮＫＩ。）的表

体（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达，而且只有当ＯＢ存在时，ＤＨＥＡ可以抑制破骨细
胞的骨吸收作用。雌激素除促进ＯＲ表达ＯＰＧ

ＤＨＥＡ—ｓｕｌｆａｔｅ

ｓｅｒｕＢｌ

ｗｏｍｅ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ｂ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ｏ

ＪＮＫ不能被激活，从而抑制破骨细胞的分化ｏ“。
ＲＡＮＫＬ，ＲＡＮＫ和ｏＰＧ三者构成了对破骨细胞分
化、活化与凋亡的三角调节关系““。

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ｓ．Ｊ Ｍｅｅｈ Ａｇｉｎｇ Ｄｅｃ，２００２，１２３：

［７］Ｖａｎ Ｐｏｔｔｅｌｂｅｒｇｈ Ｊ，Ｇｏｅｍａｅｒｅ Ｓ，Ｋａｕｆｍａｎ ＪＭ．Ｂｉｏａｖａｉｌ—
ａｂｌｅ ｅｓｔｒａｄｉｏｌ ａｎｄ

ａｒｏｍａｔａｓｅ

ａｌ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ｂｏｎｅ
ｏｖｅｒ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ｇｅ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ｇｅ．Ｊ

Ｃｌｉｎ

样能促进ＯＢ的增殖，提高ＡＬＰ活性，并促使骨矿
化物质在骨内沉积。这为ＤＨＥＡ在老年骨质疏松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ｋｅｌｅｔｏｎ。Ｊ

Ｓｋｒｔｉｅ Ｓ，ｅｔ ａ１．

Ｍｉｎｅｒｖａ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２００５，３０：１５—２５．

［９］Ｗｉｒｅｎ ＫＭ，Ｔｏｏｍｂｓ
ｏｓｔｅｏｃｙｔｅ

ＡＲ，Ｓｅｍｉｒａｌｅ ＡＡ，ｅｔ ａ１．Ｏｓｔｅｏｂｌａｓｔ

ａｐｏｐｔｏｓ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ｎ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ｒｏｇｅｎ

Ｂｏｎｅ，２００６，３８：６３７—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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