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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温肾壮骨汤在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方法：选取于 2012 年 9 月—2013 年 11 月于我院

骨科门诊收治的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 90 例。根据临床给药经验，给予对照组患者鲑鱼降钙素，治疗组患者使用我院自行调配的

温肾壮骨汤进行治疗，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86.7%，对照组有效率为 64.4%，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

较，治疗组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温肾壮骨汤是一种有效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临床治疗方案，

该方案治疗效果显著，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临床不良反应发生，值得广泛推广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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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study clinical effects of Wenshen Zhuanggu decoction on POP.Method: 90 POP patients were selected into 

2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rug administration experience,the control group a dopted salmon calcitonin acetate, and the treatment group 
adopted t he Wenshen Z huanggu decoction.Result:The efficiency in the treatment group (86. 7%) w as s ignificantly h igher than t hat in 
control group (64.4%) (P＜0.05).Conclusion:The Wenshen Zhuanggu decoction is an effective therapy on the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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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发性骨质疏松症（Primary O steroprosis，POP）是一种

由于骨量减少或骨组织微结构造破坏而发生的临床骨科疾病，

常见于老年人[1]。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

健康意识的不断加强，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症逐渐受到人们的

重视，因此，如何有效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成为临床亟待解

决的问题之一[2]。本次研究在上述背景条件下，采用温肾壮骨

汤作为主要治疗药物，临床取得良好效果，为相关疾病的治疗

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选取于 2012 年 9 月—2013 年 11 月于我院骨科门诊收治的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患者，共计 90 例。其中男性患者 57 例，女

性患者 33 例，年龄 58～81 岁，平均年龄（68.7±9.4）岁；病

程范围 4～11 年，平均病程（6.9±2.3）年；临床主要症状为

腰背部疼痛、运动能力减弱。将上述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

治疗组和对照组各 45 例，对比两组患者治疗后临床效果。上

述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临床症状、受教育程度、家

庭背景以及遗传病史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

义，P＞0.05。 
1.2 病例排除标准 

①所有病例均符合临床骨科学高级教程中原发性骨质疏

松相关诊断标准：腰椎（L1-3，L4）、股骨颈 T 值≤-2.5；②排

除患有心、肝、肺、肾等重要器官严重疾病患者；③排除患有

精神类疾病患者；④所有患者及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表示

自愿参与本次研究，对相关内容充分知情，并且坚持完成相关

过程。 
1.3 治疗方法 

本次研究按照分组情况，根据临床给药经验，给予对照组

患者鲑鱼降钙素（生产企业：Novartis Pharma Stein AG；批准

文号：国药准字 H20090459；生产批号：20111220），给药方

案：治疗第 1 周每天给药 1 次，每次不超过 50 U；治疗第 2 周

每 2 天给药 1 次，每次不超过 50 U；第 3 周以后每周给药 1 次，

每次不超过 50 U。给药方式为肌内注射。治疗时间为 24 周。

治疗组患者使用我院自行调配的温肾壮骨汤进行治疗：淫羊藿

15 g，蛇床子 12 g，骨碎补 15 g，黄芪 30 g，葛根 20 g，甘草

5 g，白芍 15 g，桂枝 12 g，三七粉 3 g（冲服）[1]。开始治疗

第 1 周，1 次/d，1 剂/次，此后每周 2 剂，连续 24 周。治疗过

程中，两组患者均使用碳酸钙 D3 片（生产企业：惠氏制药有

限公司；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10950029；生产批号：20110924）
进行辅助治疗，药物使用情况根据患者自身情况调整，治疗时

间为 24 周。 
1.4 观察指标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制定[3]：①显效：腰

脊疼痛症状完全消失，骨密度检查显示骨密度增加；②有效：

腰脊疼痛症状明显缓解，骨密度检查骨密度无增加；③无效：

和治疗前相比较各方面均无改善。总有效率=（显效例数+有效

例数）/组总例数×100%。 
1.5 统计学方法 

本次研究所有数据资料均采用 SPSS19.0 统计学软件对所

得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计数资料采用 x2检验，计量资料用均

数±标准差表示，并作 t 检验，以 P＜0.05 为有统计学差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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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 为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结  果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统计情况，治疗组有效率为 86.7%，对

照组有效率为 64.4%，两组患者治疗情况比较，治疗组优于对

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x2 =6.02，P＜0.05。 

3   讨  论 

原发性骨质疏松症发病原因通常为患者骨组织微观结构

发生退变，导致骨量减少，骨折危险性显著增加的一种全身性

骨病。通常患者人群为老年人。由于患者年龄较大，胃肠道功

能减弱，钙质吸收受限，骨质代谢受影响导致钙盐缺乏、丢失，

因而发生微小骨折情况，临床多表现为腰椎、颈部、股骨疼痛

难忍[4]。临床治疗骨质疏松症主要促进骨形成为主，药物种类

繁多但治疗效果欠佳。现代中药研究表明，补肾中药可预防骨

骼的退行性变化，临床研究显示，补肾中药能对抗骨吸收，能

提高骨质疏松症患者的骨密度，纠正体内激素的失衡，并能使

血液中的 ACTH 和 B-END 升高，在治疗骨质疏松的同时对其

所引起的疼痛也具有一定的镇痛作用。诸药合用，肝脾肾阴阳

兼顾，但以温肾阳为主，妙在阴中求阳，使阳强骨壮[5]。 
本次研究在上述背景条件下，查阅相关资料，调配温肾壮

骨汤配方，对患者原发性骨质疏松疾病相关症状进行治疗，配

合促进骨形成类药物，临床取得良好效果。如表 1 中所示，治

疗组患者治疗有效率优于对照组患者，P＜0.05，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综上所述，温肾壮骨汤是一种有效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临床治疗方案，该方案治疗效果显著，治疗过程中未发现临

床不良反应发生，值得广泛推广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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