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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高抑炎因子水平，继而减轻胰腺炎症反应，有效地阻断
重症急性胰腺炎的病情进展，减少并发症，提高临床治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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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果。

滕勇生，孙发律，张玮，等．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急性胰
腺炎作用机制的研究进展［Ｊ］．中国中西医结合急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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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马登超，李永．血必净注射液对重症急性胰腺炎血清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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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疗效观察
林德涛
苍南县人民医院骨科，浙江 苍南 ３２５８００

［摘要］ 目的：探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及对患者骨密度的影响。方法：将 2 型糖尿病性骨质疏松
症患者 78 例随机分为 2 组各 39 例，西医组予口服降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补钙及口服阿仑膦酸钠治疗，中西医组在西
医组的基础上加用仙灵骨葆胶囊口服，2 组疗程均为 3 月，观察并比较 2 组治疗前后骨密度的变化，评价其临床疗效。结果：治
疗 3 月后，2 组股骨颈、股骨粗隆及华氏三角区骨密度值均较治疗前升高 （P < 0.05，P < 0.01），且中西医组骨密度升高较西医组
更显著 （P < 0.05）。总有效率中西医组为 94.87%，西医组为 79.49%，2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结论：阿仑膦酸
钠与仙灵骨葆胶囊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疗效确切，疗效优于单纯西药治疗。
［关键词］ 2 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中西医结合疗法；阿仑膦酸钠；仙灵骨葆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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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糖尿病较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易并发
［１］

的变化，评价其临床疗效。采用双能 Ｘ 线吸收法测定股骨颈、

骨折，严重可致残，危害性较大 。阿仑膦酸钠是临床治疗骨

股骨粗隆及华氏三角区骨密度值。

质疏松症的常用药物，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但部分患者疗效仍

3.2

［２］

欠佳 。仙灵骨葆胶囊是一种苗药，具有温阳通络、补肝肾、
强筋骨的功效，治疗骨质疏松症具有一定的疗效

［３～４］

。本研究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 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

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 ）表示，采用
χ２ 检验。

观察了阿仑膦酸钠联合仙灵骨葆胶囊治疗对糖尿病性骨质疏松

４

症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报道如下。

4.1

１

定。显效：治疗后腰背部疼痛基本消失，骨密度较前明显上

临床资料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疗效标准

参考 《骨质疏松症中国白皮书》 ［７］相关标准拟

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在本院骨

升；有效：治疗后腰背部疼痛较前有所好转，骨密度较前有所

科门诊治疗的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共 ７８ 例，采用随机数

改善；无效：治疗后腰背部疼痛与骨密度较前无明显改善或较

1.1

一般资料

字表法分为 ２ 组各 ３９ 例。中西医组男 １５ 例，女 ２４ 例；年龄

前加重。

（６８．７ ±６．０）岁；空腹血糖（７．９ ±０．７）ｍ ｍ ｏｌ／Ｌ；糖化血红蛋白

4.2

（８．７±０．８）％ ；血清钙（１．９±０．２）ｍ ｍ ｏｌ／Ｌ。西医组男 １７ 例，女

股骨颈、股骨粗隆及华氏三角区骨密度值均较治疗前升高（P ＜

２２ 例；年龄（６９．２±６．４）岁；空腹血糖（８．０±０．８）ｍ ｍ ｏｌ／Ｌ；糖化

０．０５，P ＜ ０．０１），且中西医组骨密度升高较西医组更显著（P ＜

血红蛋白（８．９±０．６）％ ；血清钙（２．０±０．３）ｍ ｍ ｏｌ／Ｌ。２ 组性别、

０．０５）。

年龄、空腹血糖、糖化血红蛋白及血清钙水平等资料比较，差
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1.2

诊断标准

２ 型糖尿病诊断符合 《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

指南（２００７ 年版）》 ［５］中诊断标准；骨质疏松症符合中国老年学

组 别
中西医组

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制定的 《中国人骨质疏松症建议诊断标准
（第二稿）》 ［６］中的标准。
1.3

排除标准

用糖皮质激素类或性腺、肾上腺、甲状腺及甲状旁腺等其他影
响骨代谢药物者。
２
2.1

治疗方法
西医组

西医组

合并骨折、骨结核或肿瘤骨转移者；长期服

并补充钙剂治疗。另予阿仑膦酸钠（Ｍｅｒｃｋ Ｓｈａｒｐ ＆ Ｄｏｈｍ ｅ

表 1 2 组治疗前后骨密度值比较（x±s）
ｇ／ｃｍ２
时 间 n
股骨颈
股骨粗隆
华氏三角区
治疗前

３９

０．５５±０．０９

治疗后

３９

０．７０±０．１ １ ②③ ０．７９±０．１ ３②③ ０．６９±０．１ ２②③

治疗前

３９

０．５６±０．０８

治疗后

３９

０．６４±０．１ ０

中西医组

在西医组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仙灵骨葆胶囊（贵

州同济堂制药有限公司）口服，每次 ３ 粒，每天 ２ 次。
２ 组疗效均为 ３ 月。
３
3.1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观察指标

观察并比较 ２ 组治疗前和治疗 ３ 月后骨密度

０．５４±０．０８

０．６４±０．１ １
①

０．５５±０．０９

０．７１±０．１ ２

①

０．６１±０．１ ０①

疗后比较，③P < 0.05
2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２。治疗 ３ 月后，总有效率中西

医组为 ９４．８７％ ，西医组为 ７９．４９％ ，２ 组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χ２＝４．１３，P ＜ ０．０５）。

Ｉｔａｌｉａ ＳＰＡ）口服，每次 ７０ ｍ ｇ，每周 １ 次。
2.2

０．６３±０．１ ０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①P < 0.05，②P < 0.01；与西医组治

4.3
常规予以口服降糖药物或注射胰岛素控制血糖，

见表 １。治疗 ３ 月后，２ 组

2 组治疗前后骨密度值比较

组

别

n

表 2 2组临床疗效比较
显效
有效
无效

例
总有效［例（％）］

中西医组

３９

２２

１５

２

３７（９４．８７）①

西医组

３９

１９

１２

８

３１（７９．４９）

与西医组比较，①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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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ｒａｔｅｓ

［ Ｊ ］ ．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Ｍｅｄ ，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３ ： １－６ ．

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的发病机制较复杂，大多数学者认为
主要是由于血糖升高引起的渗透性利尿，降低钙、磷、镁浓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 59 ·

［２］

Ｄｅｎｇ Ｌｉｌｉ ， Ｃｈｅｎ Ｈａｉｌｉｎｇ ， Ｌｉ Ｍｉｎｇｓｈｅｎｇ ．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ｌｅｎｄｒｏｎａｔｅ ｐｌｕｓ ｃａｌｔｒａｔｅ ｏｒ ｃａｌｔｒａｔｅ ａｌｏｎｅ ｉｎ

度，引起继发性甲状旁腺激素分泌增加，致使溶骨增加；加上
因控制饮食可引起骨生长所必需物质减少，血钙水平降低使骨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ｗｏｍｅｎ Ｗｉｔｈ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ｌｓ ［ Ｊ ］ ．

吸收增强，加重骨质疏松 ［８］。阿仑膦酸钠是一种新型第三代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ｉｓ ， ２０１０ ， １６ （ ２ ） ： １３６－

磷酸盐药，其与骨内羟磷灰石具有较强亲和力，能抑制破骨细

１３７ ．

胞活性并促进其凋亡，从而抑制骨吸收，减慢骨丢失速度，加

［３］

田发明，张柳，骆阳，等．仙灵骨葆对骨质疏松性骨折
骨痂血管形成的影响［Ｊ］．中国组织工程研究与临床康复，

快骨形成。

２０１１，１５（２８）：５１６１－５１６４．

骨质疏松症属中医学骨痿、骨枯等范畴，其病理病机大多
为肾虚，导致气血瘀阻和经络阻滞，治疗当以固精益肾、活络

［４］ 唐卡毅．仙灵骨葆防治骨质疏松症的研究进展［Ｊ ］．重庆
医学，２００９，３８（１２）：１５３５－ １５３７．

通经、活血益气、健骨强筋和消肿止痛等为主。仙灵骨葆胶囊
主要由淫羊藿、补骨脂、知母、丹参和续断等药物组成，其中

［５］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分会．中国 ２ 型糖尿病防治指南（２００７
年版）［Ｊ ］．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０８，８８（１８）：１２２７－ １２４５．

淫羊藿壮阳补肾、坚筋骨，知母滋阴养肾，丹参养血活血、通
络止痛，续断滋补肝肾、接骨续筋。诸药合用，共奏益肾固

［６］ 中国老年学学会骨质疏松委员会．中国人骨质疏松症建

精、健骨强筋、通络止痛之效。本研究发现治疗 ３ 月后，中

议诊断标准（第二稿）［Ｊ ］．中国骨质疏松杂志，２０００，６
（１）：１－ ３．

西医组股骨颈、股骨粗隆及华氏三角区骨密度值改善幅度较西
医组更明显，且临床疗效更佳，提示阿仑膦酸钠与仙灵骨葆胶

［７］ 中国健康促进会骨质疏松防治编委会．骨质疏松症中国
白皮书［Ｊ］．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２００９，３（３）：１４８－１５４．

囊中西医结合治疗糖尿病性骨质疏松症患者的疗效优于单纯的
［８］

阿仑膦酸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Ｕｃｈｉｄａ Ｔ，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Ｔ，Ｈａｓｈｉｍｏｔｏ Ｎ，ｅｔ ａｌ．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ｄ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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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ｙｐｅｒ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ｂ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参考文献］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ｏｒｙ ｈｙｐｅ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ｅｍｉａ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ｍｉｃｅ ［Ｊ］．Ｎａｔ

［１］

Ｍｅｄ，２００５，１１（２）：１７５－１８２．

Ｑｉ Ｗ ， Ｚｈａｎｇ Ｙ ， Ｙａｎ ＹＢ ， ｅｔ ａｌ ．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ｒｄｙｍｉｎ ， ａ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ｐｕｒｉｆ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责任编辑：骆欢欢，李海霞）

ｍｕｓｈｒｏｏｍ ｃｏｒｄｙｃｅｐ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 ｏｎ ｄｉａｂｅｔｉｃ ｏｓｔｅｏｐｅｎｉａ ｉｎ

!!!!!!!!!!!!!!!!!!!!!!!!!!!!!!!!!!!!!!!!!!!!!!!!

《新中医》 杂志稿约 （２０１７ 年）
《新中医》 是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广州中医药大学与中华中医药学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学术期刊，1969 年创
刊。标准刊号：ISSN 0256-7415，CN 44-1231/R，月刊，期刊代号：国内：46-38，国外：M186。根据国家的有关标准
和科技期刊的编排规范，对来稿做出如下要求：一、征稿内容：本刊设有理论研究、专家经验、临床研究、针灸研究、
实验研究、文献研究、养生研究、护理研究、医案感悟等专栏。二、来稿要求：主题鲜明，论点明确，论据充分，文字
精炼，内容真实，资料可靠，数据准确，数据比较应做统计学处理。三、来稿格式：参照本刊格式。四、投稿方式：在
线投稿。网址：http：//xzy.ijournal.cn。五、文责自负：作者如有侵权行为，本刊不负连带责任。署名人的顺序由作者决
定。依照 《著作权法》，本刊对文稿有修改权、删节权，修改稿未按时寄回视作自动撤稿。六、稿件采用：需与编辑部
签订论文著作权转让书，并及时寄回 《新中医》 编辑部档案室。编辑部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
广州中医药大学办公楼 《新中医》 编辑部。邮编：510006。电话：020-393595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