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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以减轻动脉血管内皮损伤，为探索中医药治疗高 

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致 AS提供了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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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科疾病 中骨质疏松症(PM0)发 

病率高。PMO已给女性及社会带来极大 

危害，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我院用仙灵 

骨葆胶囊治疗绝经后 PMO患者，报告 

如下 。 

1 临床资料 

1．1 病例：选择 2005年 1—12月在我 

院门诊及住院治疗的PMO患者 9O例， 

平均年龄(58．3士3．4)岁。按随机原则分 

为 3组，每组 3O例，3组患者的年龄、病 

情差异均无显著性(P均>0．05)，具有 

可 比性 。 

1．2 治疗方法：A组给予仙灵骨葆胶囊 

及钙剂；B组给予倍美力及钙剂；C组单 

纯给予钙剂。以上药物均按使用说明书 

要求服用，均治疗 6个月。 

1．3 指标检测 ：分别在治疗前和治疗后 

采用双能 X线吸收法(DEXA)测定腰椎 

1～4节骨密度，同时测定血清雌二醇水 

平及阴道脱落细胞成熟值。 

1．4 统计学分析：应用 SPSS13．0软件 

包，数据以均数士标准差( 士5)表示，用 

t检验，P<O．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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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 果 

2．1 3组各指标变化(表 1～3)：A组与 

B组治疗后骨密度、血清雌二醇及阴道 

脱落细胞成熟值均较治疗前显著升高， 

且显著高于C组水平 ，差异均有显著性 

(P 均<O．05)。而 A 组血清雌二醇和阴 

道脱落细胞 成熟值 均显著高 于 B组 

(P均<O．05)。 

表 1 各组治疗前后骨密度 

的变化 士s) g／cm 

组别 倒数(倒)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30 0．668±0．125 0．723±0．153 

B组 30 0．684±0．131 0．716±0．144’ 

C组 30 0．691±0．135 0．635±0．127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 C组 

治疗后比较： P<0．05 

表 2 各组治疗前后血清雌二醇 

的变化( 士s) pmol／L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P<0．05；与 C组 

治疗后比较： P<0．05；与 B组治疗后 

比较：AP<0．05 

表 3 各组治疗前后阴道脱落细胞 

成熟值的变化 ( 士s) 

组别倒数(倒) 治疗前 治疗后 

A组 30 (23．65+8．46) (43．241 9．37)，i‘ 

B组 3O (26．31i 9．72) (65．86+9．25)，《 

C组 3O (25．87+9．13) (28．97i 8．54)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P<0．05；与C组 

治疗后比较： P< 0．05；与B组治疗后 

比较：AP<0．05 

3 讨 论 

祖国医学认为骨质疏松等骨科疾病 

由肾衰精亏引起。按中医“肾主骨”理论 

辨证 ，当以补肾壮阳，葆养先天而治之。 

仙灵骨葆胶囊是由黔岭淫羊藿、川续断、 

补骨脂药组成，具有温肾壮骨、接骨续 

筋、强身健骨的功能，能增加成骨细胞的 

衍化和增殖，抑制破骨细胞的吸收活动， 

加快骨重建。本研究均在钙剂治疗的基 

础上分别加用仙灵骨葆胶囊及倍美力口 

服，其结果证实仙灵骨葆胶囊在治疗绝 

经后 PM0方面疗效与倍美力相 当，与 

单纯口服钙剂治疗组相 比临床疗效显 

著，且未见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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