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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医肝、脾、肾三脏探讨肠道微生态
与骨质疏松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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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骨质疏松症是一种骨量降低、易发骨折的代谢性疾病。中医理论认为，肝、脾、肾三脏虚损为骨质
疏松症发病的主要原因。本文从肝、脾、肾三脏与肠道关系出发，探讨肝、脾、肾三脏虚损引发肠道微生态紊
乱与骨质疏松症的关系，对肝、脾、肾三脏虚损导致骨质疏松症的理论从肠道微生态的角度出发进行阐述，从
而更好发挥中医药在治疗骨质疏松症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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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and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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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steoporosis is a metabolic disease that leads to bone loss and fracture. According to TCM theory,
deficiency of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is the main cause of osteoporosi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and intestinal 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stinal microecological
disorder caused by deficiency of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and osteoporosis, and expounded the theory that deficiency
of liver, spleen and kidney causes osteoporo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stinal microecology, so as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osteopor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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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以单位骨量减少、骨强度降

与肠道微生态和骨质疏松症的关系，以期为中医肝、

低、易发生骨折的代谢性疾病，其发生与年龄、饮食、

脾、肾三脏虚损导致骨质疏松症机制提供新的理论依

性别、生活方式等因素相关。由于饮食结构不合理，

据。

胃肠道相关疾病的发生率不断上升。而肠内相关疾病

1

[1]

《内
会引发肠道微生态紊乱，进而导致骨质疏松症 。

肠道微生态与骨质疏松
人体与微生物处于共生状态，微生物参与人体生

经》对骨质疏松症的病因、病机及治疗主要以肝、脾、

理活动的很多方面，其中肠道微生态系统是人体最大

肾三脏虚损立论，而从肝与肠、脾与肠、肾与肠相互

的微生态系统。肠道菌群不仅对食物消化、营养物质

关系导致骨质疏松的论述较少。笔者基于肝肠、脾肠、

吸收及抵御致病菌有重要作用，还影响机体代谢及免

肾肠相关的中医脏腑相关理论，探讨肝、脾、肾三脏

疫功能发挥。当肠道微生态平衡被打破时，会引发一
系列病变，如肠炎、骨质疏松等[2]。短链脂肪酸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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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炎作用，同时可增加骨密度。相关研究发现，丁酸

局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业务建设科研专项（JDZX2015080）；兰

梭菌、乳杆菌、双歧杆菌等有益菌可产生短链脂肪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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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钙在肠道内溶解，利于机体对钙的吸收[3]。当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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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态紊乱，有益菌数量减少，导致短链脂肪酸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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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对钙的吸收减少而引起骨质疏松。维生素 D 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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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肠道微生态有密切关系，维生素 D 缺乏可引发 T

模型小鼠的脾/胸腺指数，并上调其血清肿瘤坏死因

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肠黏膜屏障损伤，钙吸收不良，

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2 及肠分泌型 IgA 水平，

[4]

导致骨质疏松 。肠道菌群可通过对免疫系统的调节
[5]

来影响骨代谢。Sjögren 等 研究发现，在无菌小鼠体

提高小鼠免疫功能，修复小鼠肠黏膜损伤，从而治疗
脾虚泄泻。

内种植有菌小鼠肠内微生菌，可加速无菌小鼠免疫系

中医的脾主运化包括机体消化吸收、免疫、肠道

统成熟，介导骨髓免疫并增加骨量，表明肠道微生菌

微生态等多方面功能，同时脾胃与肠道菌群间关系密

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而对骨代谢进行调节。

切。脾虚则生泄泻，使肠道内环境变化，引发菌群代

2

谢功能紊乱，肠壁通透性增高则大量益生菌被排出肠

中医肝、脾、肾与肠道微生态和骨质疏松症关系

2.1

肝-肠道微生态-骨质疏松症

外，进而导致肠道微生态失衡[14]。王卓等[15]研究发现，

中医认为，肝与大肠相通，且生理病理密切相关。

脾虚模型大鼠肠道菌群出现紊乱，肠内双歧杆菌及乳

《素问•调经论篇》
“志有余则腹胀飱泄”表明肝气不

酸杆菌等有益菌含量明显减少。邵铁娟等[16]通过对脾

舒、情志不畅，则肠道易生泄泻。
《医学入门》曰：
“肝

虚湿困型痛风患者粪上清代谢研究发现，粪便中由益

病宜疏大肠，大肠病宜平肝经为主。”说明肝与大肠

生菌乳酸杆菌、双歧杆菌等产生的短链脂肪酸含量明

互为表里，密切相关；此外，
《血证论》曰：
“设肝之

显降低。Parvaneh 等[17]对小鼠饲喂长双歧杆菌后发

清阳不升，则不能疏泄水谷，渗泻中满之证在所不

现，去卵巢小鼠股骨微观结构发生改变，其中与骨形

免。”这些论述表明，肝生理功能的发挥有利于肠道

成相关的骨钙蛋白及成骨细胞数量增加。此外，

功能的正常及排泄，若肝气不疏，气机不畅，则大肠

Gilman 等[18]对 Caco-2 细胞模型研究发现，乳杆菌可

开阖排浊功能失常。杜君义等[6]认为，合并门脉高压

增加钙吸收，并认为其机制是通过肠上皮细胞吸收钙

肝硬化患者出现肠道微循环障碍，引起肠黏膜缺血，

离子而实现。这些研究表明，脾病易引发肠道微生态

继而导致肠黏膜的损伤。此外，现代医学研究也显示，

紊乱，使有益菌减少，继而导致骨质疏松。

[7]

肝与肠道密切相关，并存在代谢相关的肝肠循环 。

2.3

肾-肠道微生态-骨质疏松症

近年相关研究表明，肝病与肠道菌群变化密切相

中医理论认为，肾主水，对全身津液代谢具有调

关，如肝硬化患者常伴免疫功能低下、肠蠕动缓慢及

节作用；肠主津液，具有泌别清浊与传化糟粕作用。

低蛋白血症等，导致肠系膜缺血、肠蠕动减弱，引起

可见，肾与肠在生理上密切相关。
《诸病源候论》曰：

肠道微生态紊乱，进而使拟杆菌及梭菌等有益菌减

“邪在肾，亦令大便难，所以然者，肾脏受邪……津

[8]

[9]

少 。Ohlsson 等 研究表明，植物乳杆菌、副干酪乳

液枯燥，肠胃干涩，故大便难。”《景岳全书•泄泻》

杆菌可减少卵巢切除小鼠体内炎症因子，增加具有成

曰：“今肾中阳气不足，则命门火衰……阴气盛极之

骨作用骨保护蛋白表达，抑制骨质疏松发生。酒精性

时，即令人洞泄不止也。
”
《医贯》有“今肾既虚，则

肝病相关研究发现，酒精可引起患者肠道黏膜屏障损

命门之火熄矣……故令人多水泻不止”。彭丹丽等[19]

伤，增加肠道通透性，导致肠道菌群发生位移，使有

研究显示，肾气丸可改善衰老大鼠小肠干细胞增殖功

益菌减少

[10]

。相关研究发现，长期饮酒患者肠道菌群

乳酸杆菌和双歧杆菌比例均下降

[11]

。双歧杆菌等有益

菌可降低肠黏膜通透性、调节骨代谢，对肝病所致骨
[12]

质疏松症有重要治疗作用

；反之，有益菌的减少会

能，并上调 Wnt/β-catenin 信号通路相关蛋白表达。
相关研究表明，肾脏疾病可引发肠道微生态的紊
乱。如慢性肾功能衰竭时，肾脏代谢废物的能力下降，
废物在血液中浓度升高，继而通过丰富的肠壁血管进

导致骨质疏松症。

入肠腔内，高水平代谢废物使肠道菌群结构及数量发

2.2

脾-肠道微生态-骨质疏松症

生改变，益生菌数量下降和致病菌增加[20]，导致肠道

中医学认为，脾病可累及肠，导致肠道生理功能

微生态紊乱。宋尚明等[21]研究显示，慢性肾功能衰竭

失常。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有“清阳在下，则生

患者存在显著肠道微生态紊乱，主要表现为需氧菌类

飧泄”，
《素问•脏气法时论篇》
“脾病者……虚则腹满

肠杆菌增加和厌氧菌类双歧杆菌明显减少。戴铭卉

肠鸣，飧泄，食不化”，说明脾胃虚弱易导致肠道泄

等[22]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大鼠模型组肠道较空白组

泻。又《景岳全书》
“泄泻之本，无不由于脾胃”，
“凡

双歧杆菌属菌数明显较少，同时大肠杆菌属菌数显著

里急后重者……其病本则不在肠而在脾肾”，强调泄

增多。陈珍珍等[23]研究显示，肾病高血压可使肠道菌

泻当从脾论治，同时也说明脾与肠在病理上密切相

群数量显著改变，其中模型组与对照组相比双歧杆菌

关。石杨等

[13]

研究发现，参苓白术散能明显提升脾虚

属数量降低 1 个数量级，乳酸杆菌含量降低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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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abe 等[24]对雄性小鼠喂食罗伊氏乳杆菌 3～4 周
后，发现罗伊氏乳杆菌可抑制小鼠空肠和回肠内
TNF-α 表达，使雄性小鼠骨密度增加。LI 等

[25]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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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研究[J].广东医学,2017,38(16)：2484-2486.
[11] KIRPICH I A, SOLOVIEVA N V, LEIKHTER S N, et al. Probiotics
restore bowel flora and improve liver enzymes in human alcohol-

益生菌属鼠李糖乳杆菌可降低肠道渗透性，且可防止

induced liver injury：
a pilot study[J]. Alcohol,2008,42(8)：
675-682.

因雌激素缺乏而导致骨质流失。总之，病理状态下肠

[12] 黄思思,周艳,左罗,等.肠道茵群与慢性肝病相互关系的研究进

道益生菌减少时，益生菌产生的短链脂肪酸相应减
少，从而导致骨质疏松。
3

小结
骨质疏松症现代认识已较为成熟，迄今研究表明肠

道疾病可引发肠内微生态紊乱。肠道有益菌对人体代
谢起重要作用，一旦减少则导致骨形成相关物质不足，
继而引发骨质疏松症。中医理论对骨质疏松症大多从
肝、脾、肾三脏虚损立论诊治。上述基于中医脏腑相
关理论，从肝与肠、脾与肠、肾与肠三者关系出发，

展[J].成都医学院学报,2016,11(5)：638-641,646.
[13] 石杨,于洪宇.参苓白术散治疗脾虚泄泻模型小鼠肠道局部免疫机制
研究[J].免疫学杂志,2018,34(6)：519-523.
[14] 周光炎.免疫学原理[M].3 版.北京：科技出版社,2013：177-178.
[15] 王卓,彭颖,李晓波.四君子汤对两种脾虚模型大鼠肠道菌群紊乱的
影响[J].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2009,29(9)：825-829.
[16] 邵铁娟,李海昌,谢志军,等.基于脾主运化理论探讨脾虚湿困与肠道
菌群紊乱的关系[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4,29(12)：3762-3765.
[17] PARVANEH K, EBRAHIMI M, SABRAN M R, et al. Probiotics

探讨肝、脾、肾三脏疾病引发肠道微生态紊乱继而导

(Bifidobacterium

致骨质疏松的机理，发挥中医脏腑相关理论在疾病诊

upregulate Sparc and Bmp-2 genes in rats with bone loss resulting

治中的作用，为中医有效治疗骨质疏松症提供依据。

from ovariectomy[J]. 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2015,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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