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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通针法治疗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伴肠功能障
碍的临床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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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温通针法联合钙剂及骨化三醇治疗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伴肠功能障碍的临床疗

本研究将 127 例确诊为老年原发性 OP 的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63 例）和对照组（64 例），对照组

给予维 D 钙咀嚼片及骨化三醇胶丸，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基础上，给予温通针法治疗，两组患者均按疗程规
范治疗 6 月，于治疗后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检测两组患者腰椎、股骨颈、股骨
粗隆 BMD，ELISA 法检测血清中 NBAP、OC、MMP-2、CT 及 DAO、D-Lac 水平，并评价肠道功能。结果

经治

疗后，观察组疾病总有效率为 85.7%，高于对照组 71.9%（P<0.05）；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 BMD 均增

加（P<0.05）、血清骨代谢相关指标均改善（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 BMD 增加及血清骨代谢相
关指标改善更明显（P<0.05）；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肠功能主要症状评分、血清 DAO、D-Lac 水
平下降（P<0.05），对照组虽然上述指标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
肠功能主要症状评分、DAO、D-Lac 水平下降（P<0.05）。结论

温通针法治疗骨质疏松症患者安全有效，能

够增加骨密度、改善骨代谢产物、调节肠功能，是一种安全、有效、经济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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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体脏器功能的衰退而导致女性雌激素的
减少、运动量下降、长期胃肠功能障碍等，使得老年人
对钙磷等矿物质吸收减少[1]，沉积于骨骼的矿物质及
有机质不足，而动员游离到血液中的矿物质增多，打
[2]

破了骨代谢中骨合成与骨分解之间的动态平衡 ，最

终形成了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胃肠道是机

体进食后首先与食物接触的器官，承担着食物的消
化、传递、营养物质的吸收及转运，这些功能的实现，
除了肠道本身所具有的蠕动、肠上皮细胞等功能外，

文献标识码: AA

菌群与胃肠道功能障碍是老年性原发性骨质疏松症
的危险因素[5]，慢性老年肠功能障碍患者中 OP 的发病
率男性可达 20%、女性达 8%[6]。我国传统医学——针
灸在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理论的指导下，整体调节，在

治疗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伴肠功能障碍中疗效显著，
本研究运用温通针法联合西药治疗该病取得了良好
的疗效，具体情况如下文。
1

资料和方法

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肠道菌群（gut microbiota，GM）

1.1

磷、蛋白质和各种微量营养元素的吸收及代谢提供了

大学附属医院针灸中心诊治的老年原发性骨质疏松

[3]

的作用 ，这两方面共同组成了完整的肠道功能，为钙
[4]

最直接的途径 。有研究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肠道
菌群的结果和功能也随之发生变化，衰老导致的肠道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2 月甘肃中医药

伴肠功能障碍患者 127 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
为对照组（64 例）和观察组（63 例）。其中对照组男性

收稿日期：2019-12-05
＊＊

修回日期：2019-12-21

通讯作者：
【请补充通讯作者姓名、
（期刊编委）、职称、职务、主要研究方向】

〔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Materia Materia-Worl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1

★

29 例、女性 35 例，年龄 64～77 岁，平均（68.4±12.5）岁；

说明书用法及疗程服用，在两种药物治疗的同时积极

0.2）年；并腹泻者 21 例、便秘者 17 例、慢性炎性肠病

菌三联活菌肠溶胶囊等，炎性肠病者规范给予抗菌、

伴肠功能障碍病程最短者 1 年，最长者 9 年，平均（3.9±
（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者 15 例、功能性消化
不良者 11 例；对照组男性 22 例、女性 41 例，年龄 61～

78 岁，平均（69.5±10.7）岁；伴肠功能障碍病程最短者

11 月，最长者 7 年，平均（3.4±0.6）年；并腹泻者 23 例、
便秘者 13 例、慢性炎性肠病（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
肠炎）者 17 例、功能性消化不良者 10 例。两组患者一

对症治疗肠功能障碍，如给予促胃肠动力剂、双歧杆
抗风湿和免疫抑制剂等对症治疗，具体治疗方法参照
参考文献[9]；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给予温通针法
治 疗 ，具 体 选 穴 为 肾 俞 穴（双 侧）、命 门 穴 、脾 俞（双
侧）、大肠俞（双侧）、天枢穴（双侧）、足三里（双侧）、三
阴交穴（双侧）、上下巨虚穴（双侧）、神门、四神聪，并
根据患者症状进行随症加减配穴，如腹泻者配气海

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经

穴、建里穴、关元穴；便秘者配支沟（双侧）、曲池（双

过本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2019A-081）。

侧）、秩边（双侧）；七海、内关（双侧）、梁丘（双侧）；炎

1.2

诊断标准

性肠病配三阴交（双侧）、长强、合谷（双侧）、阴陵泉

骨质疏松诊断标准参考 2014 年中国老年学学会

（双侧）等穴位，针刺时常规碘伏皮肤消毒，选择长度

专家共识》 中相关标准：①临床主要表现为全身疼

产，苏械注准 20162270970），具体操作方法为[10]：左拇

骨质疏松委员会制订的《中国人骨质疏松症诊断标准
[7]

痛、身高减低、驼背等；②伴或不伴有 OP 引起的脆性
骨折；③双能 X 线检测股骨颈骨密度低于-2.0SD 或骨
量下降大于 25%。肠功能障碍诊断标准参考 2016 年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急救医学专业委员会制订的《重

修“95 庐山会议”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病情分期诊
断及严重程度评分标准(2015)解析》 中相关标准：①
[8]

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腹胀或便秘等症状；②伴

有造成肠功能障碍的基础疾病；③血清内毒素水平>
55.34EU/L；④肠粘膜通透性增大；⑤排除腹腔内及肠
道感染性疾病。
1.3

病例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上述诊断标准；②60≤年龄≤80

岁 ；③ 近 期 未 接 受 相 关 治 疗 以 及 使 用 影 响 骨 密 度

（BMD）的药物；④能配合完成本研究者；⑤患者知情
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①不符合上述纳入标准；②废用等原

因造成的其他类型骨质疏松症；③对本研究所用药物
过敏者；④易晕针、惧怕针刺治疗者；⑤合并有严重的

原发疾病者；⑥合并有精神性疾病、其他系统严重疾
病者。
1. 4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抗骨质疏松治疗，维 D 钙咀嚼片

（迪巧，安士制药（中山）有限公司生产，规格：0.3g*60

适宜的毫针（华佗牌，由苏州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生
指按压穴位，右手进针，等气至后，右手向前捻推 9 次

使针下沉紧，带着针下气感，右手小幅度重插轻提 9
次，右手向前捻推 9 次，使针尖顶着针感推弩守气，左

手施以关闭法，使气至病所，守气 3 分钟，留针半小时，
出针后按压针孔；针刺一日一次，治疗 1 周后休息两
天，继续治疗，连续治疗 6 月后进行指标观察。
1.5

1.5.1

观测指标及方法

两组临床疗效观察
治疗后，观察两组临床疗效，疗效标准参照《中药

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1]，分为显效、有效、无效，显
效：大便次数、量及性状恢复正常，伴随症状和体征基
本消失，临床检验基本正常；有效：大便次数减少（或
便秘情况减轻）、便质好转，伴随症状改善；无效：未达
到上述标准者或症状未见改善者。计算总有效率%=

（显效+有效）/患者例数×100%。
1.5.2

BMD 检测

两组患者于治疗前后 ，采用双能 X 线骨密度仪

（美国 HOLOGLC，型号：Discovery Wi，企晟（上海）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测定腰 2-腰 4 椎体、双侧股骨颈、股骨

粗隆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BMD），双侧股骨颈、
股骨粗隆骨密度取平均值。
1.5.3

骨代谢指标检测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清晨空腹肘静脉采血，离心

片/盒，生产批号：3E16629）、骨化三醇胶丸（罗盖全，r.

机（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型号 KH19A）离心（3000

10 丸/盒，生产批号：84127）。上述两种药物均按药品

定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ELISA）检

p. scherer gmbh & co.kg（德国）公司生产，规格：0.25ug*
2

转/min 离心 5 min）后取上清液，应用酶联免疫吸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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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血 清 中 骨 碱 性 磷 酸 酶（bone alkaline phosphatase，
NBAP）、骨钙素（osteocalcin，OC）、基质金属蛋白酶-2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MMP-2）、降钙素（calcitonin，
CT）水平。
1.5.4

检验；以 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2
2.1

肠道功能评分

患者治疗前后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
[11]

两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疾病疗效总有效率（85.7%）高于

对 照 组（71.9%），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5），

则》 中对患者腹痛腹胀、胃肠蠕动、肠鸣音及排便情

见表 1。

况进行评分，按照症状严重程度的不同从 0～3 分计
分，评分越高则表示症状越重。
1.5.5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釆用 χ2

表1

血清 DAO、D-Lac 水平
两组患者在治疗前后清晨空腹肘静脉采血，离心

两组疾病疗效对比[例（%）]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观察组

63 例

23（36.5）

31（49.2）

64 例

19（29.7）

27（42.2）

无效

总有效率

9（14.3）

18（28.1）

54（85.7）#

46（71.9）

机（凯达科学仪器有限公司，型号 KH19A）离心（3000

注：与对照组比较，#P<0.05

二 胺 氧 化 酶（diamine oxidase，DAO）水 平 及 D- 乳 酸

2.2

1.6

股骨粗隆部位的骨密度均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对照组

转/min 离心 5min）后取上清液，采用 ELISA 检测血清
（D-lactic acid，D-Lac）水平。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釆用统计软件 SPSS 25.0 软件进行本研究
所得数据的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x ± s）表示，两
表2
组别

例数

观察组

63 例
64 例

对照组

更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2。

两组患者 BMD 比较（x ± s，g/cm2）
股骨颈

治疗前

治疗后

0.73 ± 0.14

0.88 ± 0.17

0.71 ± 0.09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腰椎、股骨颈及

＜0. 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三个部位骨密度升高

腰椎

*

两组治疗前后不同部位 BMD 比较

*#

0.82 ± 0.16*

治疗后

0.59 ± 0.12

0.74 ± 0.05

0.61 ± 0.10

#

治疗前后两组血清骨代谢指标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NBAP、OC、

CT 均 升 高 、MMP-2 降 低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
表3
指标
NBAP（ug/mL）

OC（ng/mL）

MMP-2（ug/mL）

CT（pg/mL）

治疗前

治疗后

0.54 ± 0.08

0.65 ± 0.14*#

0.51 ± 0.12

0.55 ± 0.07*

05）；治疗后与对照组比较，四种骨代谢指标变化更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见表 3。

两组患者骨代谢指标比较（x ± s）

观察组（63 例）

对照组（64 例）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25.38 ± 5.62

37.03 ± 6.14*#

24.86 ± 4.92

29.35 ± 5.13*

71.82 ± 11.63

53.06 ± 7.38

70.51 ± 12.69

64.57 ± 7.39*

5.14 ± 1.73

43.16 ± 9.51

9.22 ± 1.63*#

5.25 ± 1.06

*#

62.15 ± 8.54*#

40.36 ± 7.58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平补平泻组治疗后比较，#P<0.05

2.4

*#

0.66 ± 0.13*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P<0.05；与平补平泻组治疗后比较，P<0.05

2.3

股骨粗隆

治疗前

两组治疗前后肠功能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胃肠功能主要

症状评分均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
照组治疗后胃肠功能主要症状评分变化无统计学意
义（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胃肠功能
主要症状评分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7.72 ± 2.52*

50.62 ± 7.69*

见表 4。
2.5

两组治疗前后血清 DAO、D-Lac 水平比较

与治疗前比较，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血清 DAO、D-

Lac 水平下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照组
治疗后血清 DAO、D-Lac 水平下降无统计学意义（P＞

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血清 DA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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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胃肠功能比较（x ± s，分）

表4
组别
观察组

时间

病机主要与年老体衰、脾脏胃肠腑功能下降，而导致

腹痛腹胀

胃肠蠕动

肠鸣音

排便情况

治疗前 1.52±0.26

1.28±0.35

1.64±0.52

1.72±0.44

治疗前 1.59±0.72

1.36±0.41

1.57±0.46

1.69±0.57

（63 例） 治疗后 0.62±0.15*# 0.42±0.09*# 0.37±0.04*# 0.68±0.12*#
对照组

（64 例） 治疗后 1.53±0.27△ 1.43±0.15△ 1.24±0.25△ 1.57±0.26△

注：观察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观察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治

气血生化不足、肾精微弱密切相关，其病位在脾、肾两
脏，与肝、大肠等脏器相关。
《难经·二十四难》中曰：
“足少阴气绝，即骨枯。少阴者，冬脉也，伏行而温于
骨髓。故骨髓不温，即肉不着骨，骨肉不相亲，即肉濡
而却，肉濡而却，故齿长而枯，发无润泽；无润泽者，骨

疗后观察组与对照组比较，#P<0.05

先死。”这强调了先天肾与骨、后天脾与肌肉在生理和

Lac 水 平 下 降 ，差 异 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5），

供了从“脾肾”论治的理论基础，因此本研究运用温通

见表 5。

表5

针法以温肾阳、健脾胃、益精血、通调肠腑，配合钙剂

两组患者血清 DAO、D-Lac 比较（x ± s）

组别

时间

观察组

治疗前

（63 例）

治疗后

对照组

治疗前

（64 例）

治疗后

DAO（U/mL）

D-Lac（mg/L）

1.12±0.25*#

1.07±0.19*#

2.97±0.16△

1.33±0.25△

3.35±1.02
3.14±0.83

1.41±0.27
1.37±0.15

注：观察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观察组与治疗前比较，△P＞0.05；与

及骨化三醇治疗 OP 伴肠功能障碍患者。

温通针法，是甘肃中医药大学郑魁山教授在传统

针刺手法的基础上结合了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而创
立的针刺手法。本研究中所选穴肾俞可壮肾阳、益肾
精、强筋骨，命门可培元固本、强健腰膝，脾俞可健运
脾胃、补养气血，大肠俞可理气降逆、调和肠胃四穴配
伍并用可以温通针法可补益脾肾、益精填髓、通调肠

#

对照组治疗后比较，P<0.05

3

病理变化过程中具有的重要作用，为临床治疗 OP 提

腑，配以强壮要穴足三里。研究显示，足三里与命门、

讨论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原发性骨

脾俞配伍治疗绝经后 OP 可维持血清雌激素水平、调
节肠道功能、改善骨代谢血清指标骨碱性磷酸酶、激

质疏松症的发病率明显升高，在我国 50 岁以上的人群

活 Wnt/β-catenin 信号，而改善骨代谢负平衡，进而可

上女性中 OP 的发病率则高达 51.6%[12]，其表现的全身

处，可同调三经；上下巨虚穴为大小肠之下合穴，
“治

中，男性 OP 的发病率达 6%，女性达 32.1%；在 65 岁以

防治 OP[16]；三阴交为肝、脾、肾三条经脉气血汇集之

性骨痛、由于骨的脆性增加而导致的椎体及髋部骨

腑者治其合”，温通针法刺激上下巨虚穴可通络活血，

折，不仅造成患者巨大的身体痛苦，而且给患者带来

调和肠胃。在本研究中结合现代“脑肠轴”理论选取

沉重的心理负担及经济负担，OP 已成为影响老年人生

腧穴神门、四神聪，研究显示，通过刺激该穴可使“神

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有研究显示，肠道及肠道菌群

network，NEIN）”连接的脑肠系统调节胃肠平滑肌运

活的重要健康问题，防治 OP 已成为全社会不可避免

经 - 内 分 泌 - 免 疫 网 络（neuro-endocrine-immuno

通过对矿物质、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及其免疫功能

动、黏蛋白分泌，还可以通过刺激应激素及神经递质

[13]

对骨代谢具有调节作用 ，随着年龄的增加，肠功能的

的分泌调节肠道菌群的结构及功能，有利于矿物质及

衰减、肠道菌群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影响了老年人正

营养物质的吸收利用[17]，根据患者病情随症加减，综合

常的骨代谢平衡，对 OP 的发生、发展有促进作用[14]。

治疗。

对疾病的诊治不可能是单一的一种模式或方法 ，OP

括三个方面：通过调节 NEIN 而调控激素、炎性因子、

适合、最有效的方法治疗 OP 是每一位相关医务工作

进成骨细胞活性，增强骨保护作用[18]。本研究结果显

就该病的治疗方面，在现今整合医学的医疗模式下，
[15]

的治疗也不例外，如何综合运用现有的资源，利用最

现代研究发现，针灸治疗 OP 的作用机制主要包

骨代谢等以促进成骨，通过调节 Wnt/β-catenin 信号促

者努力探求的问题。本研究运用我国传统医学针刺

示，经治疗后观察组疾病总有效率为 85.7%，高于对照

碍患者，以进一步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加，但治疗组增加更明显（P<0.05），血清骨代谢相关

治疗与现代西医药结合，综合治疗 OP 伴有肠功能障
达到防治该病的目的。

OP 中医学属于“骨痹”
“骨枯”
“骨萎”范畴，其病因

4

组 71.9%（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骨密度均有所增
指标均改善，治疗组改善更明显（P<0.05），这与现代
研究相符，通过调节骨代谢而改善骨质量。DAO 可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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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肠道粘膜屏障的完整性及损伤情况[19]，D-Lac 能够

膜 ，进 而 调 节 肠 道 对 矿 物 质 及 营 养 物 质 的 吸 收 与

显示，经治疗后观察组患者治疗后肠功能评分、血清

综上所述，本研究基于“脑-肠-骨”理论，从肠功

[20]

反映肠粘膜损害程度和通透性的改变 ，本研究结果

转运。

DAO、D-Lac 水平下降（P<0.05），对照组虽然血清肠功

能方面着手，运用温通针法配合钙剂和骨化三醇治疗

（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治疗后血清肠功能

体调节、综合治疗，提高了患者的骨密度，进一步防治

能评分、DAO、D-Lac 水平有所下降，但无统计学意义
主要症状评分、DAO、D-Lac 水平下降（P<0.05）；可见

温通针法通过刺激穴位可以调节肠道功能，保护肠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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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of Wentong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Primary Osteoporosis with Intestinal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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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Wentong-acupuncture combined with calcium and calcitriol in

the treatment of senile primary osteoporosis with intestinal dysfunction. Methods

127 patients with primary OP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63 cases) and the control group (64 cases).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vitamin D calcium chewing tablets and calcitriol pills.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Wentong-acupuncture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the treatmen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two groups wer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course of

treatment for 6 months. After the treatment, the clinical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Before and after the
treatment, dual energy X-ray bone was used. BMD of lumbar spine, femoral neck and femoral trochanter were measured

by densitometer, NBAP, OC, MMP-2, CT, DAO and d-lac were measured by ELISA, and intestinal function was
evaluated.Results

After treatment,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85.7%, higher than 71.9%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BMD increased (P<0.05) and serum bone metabolism related

indexes improved (P<0.05) in both group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BMD increased and serum

bone metabolism related indexes improved more significantly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fter treatment (P<0.05). The
main symptom score, serum Dao and d-lac level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P<
0.05), but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main

symptom score, Dao and d-lac level of the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decreased after treatment (P<0.05).
Conclusion

Wentong needle therapy is safe and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It can increase bone mineral

density, improve bone metabolites and regulate intestinal function. It is a safe, effective and economical treatment
method.

Keywords: Wen-tong acupuncture, primary osteoporosis, intestinal dysfunction, bone metabol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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