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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本增骨方对去卵巢大鼠血清 BGP、TRACP-5b
及骨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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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固本增骨方去卵巢大鼠血清 BGP、TRACP-5b 及骨质量的影响，探讨固本增骨方防

治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卵巢切除法建立大鼠骨质疏松模型，随机将实验大鼠分成六

组，分别为空白对照组、模型对照组、戊酸雌二醇组、固本增骨方高、中、低浓度组，每组 10 只大鼠。用药干预

12w 后，腹腔麻醉，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计算大鼠全身骨密度；用 ELISA 法检测大鼠血清骨生成代谢
指标 BGP 及骨吸收代谢指标 TRACP-5b；解剖分离左侧股骨标本，置于 AG-X 系列台式电子万能试验机，计
算骨生物力学性能指标；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扫描各组股骨组织游离［Ca2+］i 浓度。结果

与空白对照组相

比，模型组大鼠全身骨密度值显著下降，股骨最大载荷和弹性模量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 BGP、TRAP-5b 含量明显升高（P＜0.05）；给予药物干预后，与模型组相比，
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各组 BGP、TRAP-5b 含量均明显下降（P＜0.05）；且固本增骨方高浓度组优于低
浓度组（P＜0.05）；与模型组对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不同浓度组可显著增加全身骨密度值，明显

提高股骨最大载荷和弹性模量、
［Ca2+］i 浓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固本增骨方高浓度组与

低浓度组比较有统计学差异（P＜0.05），呈量效依赖关系。固本增骨方各组与戊酸雌二醇组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P＞0.05）。结论

固本增骨方可降低去卵巢大鼠模型血清 BGP、TRAP-5b 含量、改善全身骨密

度、提升骨生物力学性能、增加骨组织中游离［Ca2+］i 浓度，从而发挥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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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的发生发展涉及机

为重要[4]。通过监测 BMD，不仅可以预测 OP 性骨折的

骨质疏松症影响了近 54% 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 ，女

的预防和治疗措施，以减少 OP 及骨折的发生。固本

体多系统、多组织、多器官功能的异常，据统计显示，
[1]

性 绝 经 后 骨 质 疏 松（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PMOP）的发病率是男性的三倍，这主要是由绝经后雌
[2]

激素缺乏引起的 。OP 与神经-内分泌-免疫（Neuroendocrine-immune，NEI）网络密切相关，并可从脾肾进
行论治 。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监测可
[3]

以诊断和预防骨质疏松，尤其是在绝经后妇女显得更

发病风险，还可以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积极采取相应
增骨方为临床经验方，前期实验研究证明[5-6]，其可从
激素、矿物质代谢等方面改善骨质量，从而达到防治

OP 的目的。本研究采用切卵巢法建立骨质疏松大鼠
模型，给予固本增骨方进行干预，旨在观察去势大鼠

骨 密 度 、骨 代 谢 、骨 生 物 力 学 性 能 及 骨 组 织 中 游 离

［Ca2+］i 浓度的变化情况，为固本增骨方治疗 PMOP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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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本实验的对象购自甘肃中医药大学动物实验中

心的雌性 SD 大鼠 60 只，180±20g，SPF 级实验室条件
下饲养。
1.2

给予对应药物干预，空白组和模型组大鼠给予生理盐
水灌胃，固本增骨方低、中、高剂量组以成人常规剂量
按人-动物的体表面积计算法折算成等效剂量（分别
为 0.1 g/kg、0.2 g/kg、0.4 g/kg），并按照 1 ml/每 100g 体

重蒸馏水稀释，制成固本增骨方方含药混悬液灌胃，
戊酸雌二醇组按人鼠等效剂量给予，每日 90 ug·kg-1。
1.5.4

所有动物用药干预 12w 后，禁食水，腹腔注射麻

药物
本实验所用的药物固本增骨方由甘肃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中药房提供。戊酸雌二醇片（补佳乐，规

格 1mg*21 片，国药准字 J20030089，批号：208A）；水合

氯 醛 250g/瓶（上 海 邦 景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生 产 批 号 ：
302-17-0）。
1.3

试剂

本实验所用的试剂为：
本实验所用的试剂为
：大鼠血清 BGP ELISA 试剂

盒（购自武汉伊莱瑞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货号

E-EL-R0243c）、TRAP-5b ELISA 试剂盒（购自广州徕

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货号 BS-E12945R1），Calcium

血清骨代谢指标检测

醉，心脏取血 3 ml，3000 /min 离心 10 分钟，取上清液，20℃保存备用。各指标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运用酶

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检 测 大 鼠 血 清 骨 生 成 代 谢 指 标 骨 钙 素

（osteocalcin，BGP）及骨吸收代谢指标抗酒石酸磷酸酶

（Tartrate-resistant phosphatase，TRACP-5b），在 450 nm
波长下测光密度（OD 值），计算血清 BGP、TRAP-5b 的
含量。
1.5.5

大鼠全身骨密度检测
上 述 各 组 的 大 鼠 在 药 物 干 预 12w 后 ，禁 食 12h，

Crimson（TM）、AM 荧光探针（购自 invitrogen 公司，货

10% 水合氯醛溶液腹腔注射麻醉后，采用双能 X 线骨

1.4

检测，获得大鼠全身骨密度。

号 C3018）。
仪器

本 实 验 所 用 仪 器 为 双 能 X 线 骨 密 度 仪（美 国

Hologic 公司，型号 Discovery Wi），AG-X 系列台式电子
万能试验机（岛津公司，日本），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日

本 OLYMPUS 公司，型号 FV3000），震荡切片机（德国

徕 卡 公 司 ，型 号 VT1000)），
（ 日 本 型 号 ，型 号
HADAIA3601）。
1.5

方法

1.5.1

大鼠造模及分组
60 只大鼠适应性喂养 10d 后，随机分为六组：空

白对照组、模型组、戊酸雌二醇组、固本增骨方高、中、
低剂量组，各 10 只。除空白对照组外，其余大鼠均采

密度测量仪（包含有大鼠梯级标准模型和分析软件）
1.5.6

三点弯曲试验
解剖分离左侧股骨标本，剔除标本周围肌肉、韧

带等软组织，进行三点弯曲试验。将大鼠左侧股骨置

于 AG-X 系列台式电子万能试验机，两支点跨距为 17
mm，设置加压点为股骨中点，以 2 mm/min 加载速度开
始检测后，用计算机记录载荷-位移曲线，采用 C 语言

编程处理载荷变形曲线得出最大载荷、弹性模量等骨
生物力学指标值。
1.5.7

股骨组织中游离［Ca2+］i 浓度测定
各组大鼠麻醉处死后立即取股骨组织，用振荡切

用去卵巢法复制骨质疏松模型，造模方法为去卵巢

片机切成厚度约 200-300 um 的薄片，染色后，观察染

中进行。

2000 软件扫描并拍摄图片。

法[6]，以上实验操作均在甘肃中医药大学 SPF 及实验室
1.5.2

大鼠行为学改变
观察动物生理情况如精神状态、毛色、摄食、饮

水、行为、粪便、分泌物等情况，并记录体重。
1.5.3

干预方法
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测量仪于造模后 3 月检测各

组大鼠骨密度，以确定骨质疏松模型成功。各组大鼠
2

色的组织细胞的某一层面的荧光图像。Laser sharp
1.6

统计学分析

本实验研究所得数据均采用 SPSS 25.0 统计软件
包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均以 x± ｓ 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设定检验水
准 α=0.05，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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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各 组 大 鼠 全 身 骨 密 度 测 量 值 比 较（x± ｓ，ng/ml，n=

大鼠行为学改变

表2

造模前，各组动物精神状态良好，被毛光洁耸立，

10）
BGP

组别

反应灵敏，摄食、饮水、尿量正常，大便成形。造模术

后 24 小时，大鼠恢复正常饮食、饮水，生存状态良好。

40.26±3.11*

模型对照组

术后切口恢复良好。用药干预 12w，空白对照组动物

戊酸雌二醇组

体重逐渐增加，饮水、摄食、尿量均正常，且毛色光亮，

固本增骨低浓度组

行动敏捷。模型对照组动物精神状态较差，逐渐出现

固本增骨中浓度组

毛色不光、食量减少、行为迟缓、喜聚堆、弓背蜷缩、稀

固本增骨高浓度组

便等，体重增加不明显；各药物干预组状态逐渐好转。

*

2.2

各组大鼠骨密度比较

造模后 3 月，各组大鼠 BMD 检测发现：除空白对

照组外，其余各组大鼠 BMD 显著性降低（P＜0.05），从

而证明了 OP 模型成功。给予药物干预后，与模型对
照组相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各组 BMD 值明

显增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固本增骨方
高浓度组明显高于低浓度组（P＜0.05），呈量效依赖关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0.05），具体见表 3。
表3

戊酸雌二醇组
固本增骨方低浓度组
固本增骨方中浓度组
固本增骨方高浓度组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0.141±0.002*

0.178±0.011**

0.139±0.006*
0.145±0.001
0.146±0.010

戊酸雌二醇组
固本增骨低浓度组

*
*

固本增骨高浓度组

0.172±0.006**▲
0.185±0.008

▲

0.189±0.011**△▲

注：造模后 3 月，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干预 12w 后，与模型对

照组比较**P<0.05，与固本增骨方低剂量组比较△P<0.05，与戊酸雌二
醇组比较▲P＞0.05。

2.3

各组大鼠股骨三点弯曲（左）试验的结果
x±ｓ，n=10

固本增骨中浓度组

0.146±0.001

18.94±2.01▲△

▲

骨方各组与戊酸雌二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干预后

0.143±0.007*

20.41±2.07▲

异有统计学差异（P＜0.05），呈量效依赖关系，固本增

BMD（g·cm-2）

0.182±0.014

24.94±1.06▲

弹性模量升高，且固本增骨方高浓度组与低浓度组差

组别

0.185±0.007

22.41±2.03▲△

17.92±1.42▲

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各组股骨最大载荷、

各组大鼠全身骨密度测量值比较
x±ｓ，n=10
干预前

23.76±1.63

▲

28.58±1.97▲

35.73±2.89*

增骨方低浓度组比较△P＜0.05。

学意义（P＞0.05），见表 1。

组别

18.39±1.96

▲

17.19±1.72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 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 P＜0.05，与固本

系，固本增骨方各组与戊酸雌二醇组比较差异无统计
表1

TRAP-5b

21.02±1.53

空白对照组

最大载荷（N）
35.88±7.90

弹性模量（mPa）
197.05±26.68

15.90±2.39■

147.78±16.88■

25.18±3.20*▲

169.58±15.40*▲

36.83±9.91*
26.50±7.44

33.03±7.56

▲

*△▲

192.54±15.65*

177.16±12.16▲

198.39±9.42*△▲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与固本增
骨方低浓度组比较△P<0.05，与戊酸雌二醇组比较▲P＞0.05。

2.5

大鼠股骨游离［Ca2+］i 浓度比较

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股骨游离

［Ca ］i 浓度明显降低（P＜0.05）；药物干预后，与模型
2+

对照组相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各组股骨游

各组大鼠血清骨生成及骨吸收代谢指标比较
与 空 白 对 照 组 比 较 ，模 型 对 照 组 大 鼠 BGP、

TRAP-5b 含量明显升高（P＜0.05）；给予药物干预后，

离［Ca2+］i 浓度均明显升高（P＜0.05）；且固本增骨方高

浓度组优于固本增骨方低浓度组（P＜0.05），见图 1、
表 4。x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各组
BGP、TRAP-5b 含量均明显下降（P＜0.05）；且固本增
骨方高浓度组优于固本增骨方低浓度组（P＜0.05），具
体见表 2。
2.4

大鼠股骨生物力学测试

大鼠股骨三点弯曲试验结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

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股骨最大载荷、弹性模量明显
降低（P＜0.05）。给予药物干预后，与模型对照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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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空白对照组

模型对照组

各组大鼠股骨组织［Ca2+］i（荧光值）比较

戊酸雌二醇组

固本增骨低浓度组

x±ｓ，n=10

固本增骨中浓度组

固本增骨高浓度组

图 1 各组大鼠股骨游离［Ca2+］i 浓度（×100um）
组别

荧光值
45.32 ± 1.93

空白对照组

29.41±3.07■

模型对照组

39.27±2.58*

戊酸雌二醇组

35.29±1.76*▲

固本增骨低浓度组

35.81±2.18▲

固本增骨中浓度组

37.74±2.26*△▲

固本增骨高浓度组

注：与空白对照组比较■P<0.05，与模型对照组比较*P<0.05，与固本增
△

▲

骨方低浓度组比较 P<0.05，与戊酸雌二醇组比较 P＞0.05。

3

医辨证理论及中药药理出发，以“骨枯髓空、骨肉不相
亲”为病机关键，从脾、肾论治，治以益气健脾、补肾壮
骨，确立“固本增骨丸”方。
骨密度是临床骨质疏松诊断、危险性、预后及疗
效评估的金指标，但是单纯的全身或局部骨密度测定
是无法全面了解患者的骨代谢、各组织器官水平的与
骨形成/破坏相关的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反映
骨生物力学、生物信息的完整性[10]。通过对骨生物力
学的研究，不仅能反应骨组织在外力作用下的力学特

讨论

性，而且能反映出骨组织在受力后所产生的生物学效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骨质疏松的发

应，单位体积内骨量减少、骨质内部结构（包括骨小梁

病率也在逐步增加，骨质疏松及其导致的骨折等严重

结构、密度等）的改变均能影响骨生物力学，从而降低

并发症，不仅给患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使

骨生物力学强度。生物力学性能包括骨组织的结构

医疗资源大量的占据。PMOP 尤其令人关注，因它导

力学和材料力学，常见指标包括最大载荷、弹性模量

致骨折的风险增加，对老年妇女的健康产生负面影

等，骨生物力学是评价药物对骨质量的一项可靠指

响 。 雌 激 素 可 通 过 降 低 核 因 子 -κb 受 体 活 化 因 子
[7]

（receptor activator of nuclear factor kabba beta ligand，
RANK）的活性和增加成骨细胞中的 BGP 表达而降低
破骨细胞分化，以调节骨质量和骨微结构，而绝经和

卵巢切除术后，骨转化率增加 50%-100%，由于雌激素
短期内急剧减少可以通过上调核因子-κb 受体活化因

标[11]。骨骼钙状况对 OP 风险的评估非常重要[12]，直接

测量的电离钙（M-ICA）被认为是 OP 评估的金标准[13]，
骨骼中游离的钙离子在钙调蛋白、蛋白激酶、腺苷酸

环化酶和环磷酸腺苷磷酸二酯酶等多种信号转导分
子的作用下，沉积在骨骼，有利于骨健康[14]。

本研究的各组大鼠全身 BMD 测量结果显示：与空

子 RANK 的表达和增加促炎细胞因子的活性，以激活

白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大鼠 BMD 值显著降低（P

PMOP 属于祖国医学“骨痿”
“骨枯”等范畴。
《景岳

OP 模型复制成功；给予药物干预后，与模型对照组相

[8]

骨细胞的骨破坏作用 。

全书•痿论》曰：
“ 肾者，水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

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可见骨痿由肾藏于骨
之髓不充满所致，即所谓“骨枯髓空”；
《灵枢•决气篇》
记载“谷气入满，淖泽注于骨”，言明了饮食化生水谷
精微影响骨的生长，骨与脾胃关系密切；
《素问•五脏
生成篇》曰：
“ 肾之合骨也，其荣在发，其主脾也。”即若
脾虚不运，则肌肉痿弱，水谷精微不能生精化髓，骨髓
濡养无源，引发“骨痿”，可见先天肾与后天脾共司骨
骼与肌肉作为人体运动的基础[9]，本研究治 PMOP 从中
4

＜0.05），说明在大鼠卵巢切除 3 月后，全身 BMD 下降，
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组均可不同程度得提
高 BMD 值，且固本增骨方呈量效依赖关系，说明固本

增骨方可以明显改善卵巢切除大鼠骨密度。研究显
示：骨细胞（Osteoblast，OB）分泌 BGP[15]，血清 BGP 的变

化 能 反 映 OB 的 活 性 ，TRACP-5b[16] 可 反 映 破 骨 细 胞

（Osteoclast，OC）数量及功能活性。模型对照组大鼠血
清 BGP、TRACP-5b 含量均增高（P＜0.05），说明大鼠

卵巢切除后，OC 和 OB 活性均增强，骨转换速率加快
导致骨量流失增加，呈“高转换型”。而经过用药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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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
各 组 血 清 BGP、TRACP-5b 含 量 均 明 显 降 低（P＜

0.05），说明戊酸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均可影响 OC
和 OB 活性而改善骨代谢。大鼠股骨三点弯曲试验结

雌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不同剂量组结果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说明固本增骨方在改善骨生物力学性能及提
高骨组织中钙离子浓度方面，具有雌激素样作用。
固本增骨方是甘肃中医药大学宋敏教授应用于

果显示，与空白对照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股骨最

临床多年总结的经验方，由炙黄芪、白条党参、岷当

大载荷、弹性模量明显降低（P＜0.05），而经过固本增

归、炙淫羊藿、烫狗脊、盐补骨脂组成，方中大量应用

骨方治疗 12w 后，能明显改善卵巢切除大鼠股骨结构
生物力学性能，最大载荷、弹性模量均有所升高（P＜

0.05），说明大鼠卵巢切除后，随着体内雌激素水平的

君药炙黄芪以补气升阳，生津养血；臣药党参补中益
气、生津和胃，二药相配健脾补气[17]，当归补血活血；炙
黄芪、党参共为臣药，辅助黄芪，在益气养血的同时，

降低、骨量丢失、骨脆性的增大，固本增骨方在一定程

提高脾之运化功能，增加后天气血生化之源，健脾，后

度上可以改善卵巢切除大鼠股骨结构的生物力学性

天脾脾气资助先天肾气。补骨脂、淫羊藿温肾阳、强

能性，增加骨强度、提高骨刚度及抗骨变性和骨折能

筋骨，烫狗脊补益肝肾、填精益髓，三药合用，则可温

力；大鼠股骨游离［Ca ］i 浓度比较显示，与空白对照
2+

组比较，模型对照组大鼠股骨游离［Ca2+］i 浓度明显降
低（P＜0.05），药物干预后，与模型对照组相比，戊酸雌

二醇组和固本增骨方各组股骨游离［Ca ］i 浓度均明
2+

肾阳、填精髓、壮腰膝，共为佐药[18-19]。诸药合用，共奏
脾肾双补、温阳益气、活血通络之功效，标本兼顾，有
效缓解绝经后骨质疏松症患者脾肾两虚型骨质疏松
症状。本实验研究结果显示：固本增骨方可改善卵巢

显升高（P＜0.05）；且固本增骨方高浓度组优于固本增

切除大鼠模型全身骨密度，改善骨代谢，有效提升骨

中钙离子浓度降低，固本增骨方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

发挥对绝经后骨质疏松症的防治作用。

骨方低浓度组（P＜0.05），说明去卵巢 OP 大鼠，骨组织

骨组织中钙离子浓度，从而发挥抗 OP 的作用；而戊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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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Guben Zenggu Decoction on Serum BGP,TRACP-5b and Bone Quality Ovariectomized Rats

Song Min1 ，Gong Yanlong1 ，Dong Wantao2＊＊ ，Huang Kai1 ，Dong Ping1,3 ，Hou Hongyan1 ，Song Zhijing1 ，
Wen Haonan1
(1.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Clinical College of TCM, Lanzhou 730000, China；2.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ansu University of TCM, Joint Surgery, Lanzhou 730020, China；3.Inner Mongolia
Medic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TCM, Hohhot 01001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Guben Zenggu Decoction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on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in ovariectomized rats,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Guben Zenggu Decoction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Methods

The osteoporo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by ovariectomy, the model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model control group, Estradiol valerate group, Guben Zenggu Decoction high, medium and
low concentration group. Selected the same age Rats as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10 ra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t the time 12 week from each group,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of rats was measured in vivo by dual-energy
X-ray bone mineral density (DXBMD) measuring instrument and attached standard model and analysis software of small
animals. ELISA was used to detect the serum bone formation and metabolism index BGP and bone resorption and

metabolism index TRACP-5b in rats; Scanning free [Ca2+ ]i concentration of femoral tissue by confocal laser microscopy
in each group. Left femoral specimens were dissected and placed on AG-X series desktop electronic universal testing
machine to calculate th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one.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bone

mineral density (BMD) and the maximum load and modulus of elasticity of femur in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Compared with the blank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 of BGP and TRAP-5b in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5); after the intervention, the content of BGP and TRAP-5b in estradiol valerate

group and Guben Zenggu Decoction group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the model control group (P<0.05); and

the high concentration group of Guben Zenggu Decoction was better than the low concentration group(P<0.05). After
drug intervention, compared with model control group, estradiol valerate group and Guben Zenggu Decoction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 groups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whole body BMD value,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maximum load, elastic modulus of femur and[Ca2+ ]i Concentration,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high dose group of Guben Zenggu Decoction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ith low dose group of Guben Zenggu

Decoction(P<0.05), which was dose-effect dependen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uben Zenggu
Decoction all groups and estradiol valerate group(P>0.05).Conclusion

Guben Zenggu Decoction can improve the whole

body bone mineral density of ovariectomized rats,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one, Increasing
free [Ca2+]i concentration in bone tissue, thus play a role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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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Postmenopausal osteoporosis, Guben Zenggu Decoction, bone mineral density, bone biomechanical
properties,［Ca2+］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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