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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礼

了解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的基本趋势及其所需要的医疗资源情况。方法３４４９

目的

例患者的基本情况来源于医院病案信息管理系统。统计分析年龄５０岁以上因髋部骨折住院患者的
一般情况、住院时间、住院费用及其结构等。结果髋部骨折的住院人数逐年呈曲线增长，女性患者
人数最著多于男性，男女总人数比为１：１．９５（男性３３．８６％，女性６６．１４％）。患者平均年龄（７６．３２±
９．５２）岁，最大年龄１１６岁。平均住院时间（２３．５９±１３．４８）ｄ，各年龄组住院时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７０～７９岁与８０～８９岁年龄组人数最多，分别占总人数的３８．４５％和３３．０８％。股骨颈骨折与粗隆
间骨折的比例为１．３３：１。患者住院总费用平均（２．３５±１．７０）万元（ＲＭＢ），其中粗隆问骨折（２．１４±
１，５９）万元，股骨颈骨折（２．５１±１。７６）万元。住院总费用中包括治疗费（含内置物费用，５２％）、药费
（２５％）、手术费（６％）、床位费（５％）、放射及其他检查费（５％）、化验费（４％）。近１０年来总住院费用
逐年递增，平均年增加６．１８％，总费用与住院时间密切相关。结论

随着社会老龄化，骨质疏松髋部

骨折逐年增多，医疗费用逐年递增；有效控制治疗费及药费是减少髋部骨折占用医疗资源，减轻患者
与社会经济负担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骨质疏松；髋都骨折；住院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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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５１０１２０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信息科（程志安、林定坤、陈倩）；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科病案室（刘冬斌、沈慧
勇、邱琦文、刘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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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骨质疏松及其骨折发

广州市３４４９例骨质疏松髋部骨折住院
患者年龄及性别分布

病率逐年上升，而这种情况对于绝经后的女性尤为
严重。骨质疏松骨折的高发病率、高致残率以及高
死亡率不仅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由此带
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健康负担。国外关于骨质疏松
及其骨折医疗费用有详尽报道¨圳，但国内长时间大
样本的分析研究报道却很少ｂ—Ｊ。本研究回顾分析

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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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５

年龄组（岁）

合计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广州市２所医院收治的老年髋部骨
折患者基本情况及其所需要的医疗资源。

１１６８

２２８ｌ

合计

构成比（％）

１９４

男：女

５．６２

１：０．９６

５６ｌ

１６．２７

ｌ：１．７２

１３２６

３８．４５

１：１．９７

１１４１

３３．０８

１：２．２２

２２７

６．５８

ｌ：２．６６

３４４９

１００．ＯＯ

１：１．９５

（２）患者住院人数的时间分布：髋部骨折患者住
院人数逐年呈曲线增长，且女性显著多于男性（图１）。
（３）不同年龄组患者髋部骨折类型分布：股骨颈

对象与方法

骨折与粗隆问骨折的比例为１．３３：１。５０～７９岁阶段，
１．研究对象：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广州

股骨颈骨折显著多于粗隆间骨折（Ｐ＜０．０１），９０岁以

市２所三级甲等医院中年龄≥５０岁因髋部骨折（股

上年龄组粗隆间骨折显著多于股骨颈骨折（Ｐ＜

骨颈骨折与股骨粗隆间骨折为第一诊断）住院的患

０．０５）。各年龄组股骨颈骨折与粗隆间骨折比例分别

者。髋部骨折诊断标准采用ＩＣＤ．９和ＩＣＤ－１０，其中

为２．３４、２．２２、１．３１、１．０９和０．７６，随着年龄的增长呈递

ＩＣＤ一９编码为：８２０．８０１（股骨颈骨折）、８２０．２０３（股骨

减趋势（图２）。

粗隆间骨折）；ＩＣＤ．１０编码为ｇ￥７２．０００２（股骨颈骨
折）、￥７２．１０１（股骨粗隆间骨折）。
２．资料来源：从广东省医院病案信息管理系统
获得住院患者的一般情况、住院时间及费用等。
３．统计学分析：所有数据均采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软

籁
匿

件建立数据库，数据以至±ｓ表示，概率Ｐ值取０．０５。
运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以及ＳＡＳ ９．１．３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与图形绘制；对于计量资料的组别内前后比较，先进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ｌ ２００２

行前后差值的正态性检验（ｗ法）；如不符合正态性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入院时间（年）

分布，则进行配对样本的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号秩和检验。

图ｌ

骨质疏松髋部骨折患者入院时间分布

对于计量资料的多组比较，先进行各组的正态性与
Ｏ

方差齐性检验，若Ｐ＞Ｏ．０５，则采用方差分析；若其

Ｏ

中一项Ｐ＜０．０５，则进行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 Ｈ检验。多
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并对回归方程以
及各自变量进行假设检验，评价自变量作用的大小。

Ｏ
Ｏ

籁
暴

Ｏ
Ｏ
Ｏ

结

果

砌∞∞∞∞如加ｍ Ｏ
Ｏ
５０－

１．一般情况：患者最大年龄１１６岁，平均

６０－

７０－８０－

≥９０

年龄组（岁）

（７６．３２±９．５２）岁，其中男性（７５．０３±９．８５）岁，女性
（７６．９９±９．３９）岁。平均住院时间（２３．５９±
１３．４８）ｄ，其中男性（２３．５０±１３．４３）ｄ，女性（２３．６４±
１３．５０）ｄ。

图２

不同年龄组患者髋部骨折类型分布

２．住院时间：由于我国医疗环境的特殊性，有少
部分患者的住院时间仅为１或２ ｄ，查阅这部分病

（１）患者年龄分布：住院患者中，以７０～岁与８０－－

历，均为人院后在未经过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自动出

岁年龄组最多，分别占总例数的３８．４５％和３３．０８％。

院；还有３份病历，住院时间均超过６个月，医疗费

患者男女比例为１：１．９５，男性占３３．８６％，女性占

用均超过３０万元（ＲＭＢ）。由于这些情况均不是髋

６６．１４％。６０岁以上女性患者显著多于男性，随着年

部骨折的正常住院时间与治疗费用，因此不列入统

龄的增长，女性患者的比例逐步升高（表１）。

计分析中。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２３．５９±１３．４８）ｄ，

·１１３０·

各年龄组患者住院天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

著低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各年费用的差

２）；其中粗隆间骨折（２４．２７±１４．２４）ｄ，股骨颈骨折

异无统计学意义。虽然住院总费用逐年增高，但

（２３．０７±１２．８４）ｄ，两者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２００５年后有下降趋势。每年较前一年增加幅度分

（Ｐ＞０．０５）。

另Ｕ为：一１０．２９％、３６．５０％、８．２４％、１８．５７％、

表２

８．４９９６、２．６６９６、一５．２０％、１．７９９６、一５．１１

不同年龄组髋部骨折患者住院时间分布

气爹尹例数在甏名

递增６．１８％（表４）。过去１０年中，髋部骨折住院患

气爹尹 例数茬甏％

５０～

１８８

２１．３ｌ±１１．６９

８０～

１１２３

６０～

５５１

２３．２４±１３．２２

≥９０

２２０

７０～

１３０８

２４．０３±１４．３５

合计

３３９０

９６。平均

者治疗费的变化曲线基本与住院总费用的曲线相

２３．８６±１３．４５

同，而手术费与化验费逐年增高。床位费２００３年前

２２．４２±９．５０

２３．５９±１３．４８

维持一个较低的水平，２００３年以后逐年升高，药费
变化不规则（表４）。

３．住院费用：

４．两种骨折住院费用比较：两种骨折各个年龄

（１）不同年龄组患者住院费用比较：各年龄组平
均住院总费用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药
费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６０岁年龄组患者的药费
显著低于＞９０岁患者；由于目前医院收费系统及所

组间比较，６０～、７０～、８０～岁３个年龄组股骨颈骨
折的费用显著高于粗隆间骨折（Ｐ＜０．０１）；股骨颈
骨折各组的治疗费均显著高于粗隆间骨折（Ｐ＜
０．０１）。粗隆间骨折各个年龄组间住院总费用的差

采用的医院病案信息管理系统均将关节与钢板等内
置物的费用纳入治疗费，因此本文分析的治疗费实
际上包括治疗费以及内置物的费用，其中６０～、７０～
岁年龄组显著高于其他各组（Ｐ＜０．０１）；５０～、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股骨颈骨折，５０～岁年
龄组的总住院费用显著低于６０～、７０～岁组（Ｐ＜
０．０１）（表５）。
５．住院费与住院时间的回归分析：ｙ＝

６０～岁年龄组的化验费用显著低于７０岁以上各个
年龄组（Ｐ＜ｏ．０１），化验费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升高；
各个年龄组的床位、检查、手术、输血、输氧、放射及

６７２．６９ｘ＋７６５２．５８５（Ｆ＝１３４５．１０５，Ｐ＜０．０１），说
明住院费与住院时问的长短密切相关。

其他费用问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表３）。

讨

论

（２）住院总费用构成比：住院总费用中，治疗费
（含内置物）、药费、手术费、床位费、化验费、放射及

随着我国社会的老龄化，６５岁以上人群超过

其他检查费分别占５２％、２５％、６％、５％、４％和５％。

ｌＯ％。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约有２亿以上的女性患

（３）住院费用逐年变化情况：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的费

有骨质疏松症‘８｜。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我国有骨质疏

用显著低于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１年的费用显

松症患者（包括骨量减少）８４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

表３

合计

３３９０

５

表４
年份例数

不同年龄组髋部骨折患者住院费用（元，ＲＭＢ，牙±ｓ）

７２４．７７±６ ６１５．８６

９３９．０４±８９３．７５

总费用

治疗费

８８１．１１９±１３ ４８２．３４

药费

化验费

１６６

１９９９

３１ｌ

１４ ２４６．５４±１２

２０００

３２９

１９

４４６．２６±１４ ３４３．２４

２００ｌ

３７３

２１

０４８．８２±１３ ８１３．６８

２１１０２

３３３

２４ ９５７．６５±１３

６５６．１０

２０（）３

３８１

２７ ０７６．８８±１７

１１６．船１５ ３４７．４３±１０ ７３１．７４

６ ５０８．７１±６

９８７．２５

２００４

３２５

２７ ７９７．８３±２２

０２５．１３

１５ ２６９．７９±１２ ４７０．６７

６ ７３５．２７±８

９６０．吣

２０１１５

４００

２６

３５３．６６±２０ ８９１）．８３

１４

５３７．３８±ｌ １４５７．１５

６ １５２．７７±９ ３５９．４９

２００６

４１２

２６ ８２５．９４±１６ ６１６．７３

１５

１９９．８５±１０ ４５８．００

５

銎苎１７
笪！ｒ

３６０

２５

１３

０５６．４７±９ ７０３．５０

５

１２

１６６．４５±１０

３３９１１

２８５．９２

４５４．５７±１５ １０２．６８

２３ ５２０．６０±１７

１６６．牾ｊ可Ｆ讫ｉ厕１ｒ豆而±１７ ００３．８３一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广州市髋部骨折患者住院费（元，ＲＭＢ）逐年变化情况（ｊ±ｓ）

１９９８

１５

１２

００３．８３

６ ４７９，１４±６ ５７７．８９
５

２７６．９２

３１４．７１±６

５

６４１．９９±５ ５７４．９８

４ ６９７．８４±４ ４９７．１１

床位费

手术费
６８１，２９±３８４．７９

１ ０８０．７５±９０２．２４

６０６．７５±５２４．９４

９８８．７８±ｌ ００４．７４

６６３．２７±６７０．５５

９９１．５８±８５９．９１

ｌ

３３５．８６±７５３．４６

０５０．７３±５ ０６８．１９

７３７．７６±６１３．０７

９＂１２．４１１±ｌ

１５５．４０

ｌ

３５６．９９±８２２．６０

５ ９４９．９４±５ ３５７．３６

９４７．８０±８２０．９１

０４０．９２±１ ４８０．３７

ｌ

５２１．８４±７９３．３６

９６７．１１±１ ３９９．７２

１

６３６．７３±７９０．９５

８ ７１４．８５±８ ４８８．５１

５

１６６．０２±５

１０ ０４０．７０±９

２２３．１３

５

１２ ９０５．７２±９

４００．７０

４２６．４０

５６４．４６±５５８．９８

６５４．２１

ｌ ０５４．９１±１

ｌ

００７．３７

８６４．５６±５７２．７３

９９８．００±１ ０９０．５４

１

２０３．７３±３ ６０３．２６

ｌ

５３３．０３±８００．７２

１

０４１．２８±ｌ

１１１２．１７

ｌ

２７２．１１２±１

２２７．３０

ｌ

５２７．８４±９４０．３８

４６７．０＂Ｉ±６ ３９５．２７

１

２０８ ９１±ｌ ０２１．５５

ｌ

３９６．０５±ｌ

１６４．７４

１

８５３．１１±１ １１２．９５

７２３．１７±５

１９３．７８

１

２５１．０６±７４７．３３

ｌ

４５５．５８±ｌ ２０９．０１

２

１７４．６６±１ ２６９．３１

５ ７２４．７７±６

６１５．８６

９３９．０４±８９３．７５

１

１４７．６２±１

ｌ

５０８．４７±９６１．８１

５９８．９５

·１１３１·

表５

两种髋部骨折患者不同年龄组住院总费用及治疗费（元，ＲＭＳ）比较

６．６％；５０岁以上人群髋部骨折的发生率南方地区

区、种族的差异使世界范围内的髋部骨折的发生率

为１１．２６／１０万，北方地区为７４．６／１０万；髋部骨折平

变化很大。虽然有报道表明，过去１０余年发达国家

均发病年龄为６７．２岁一Ｊ。广州地区≥６０岁人口各

髋部骨折住院患者人数并未增加，费用逐年降

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发生率为１２．２％¨引。

低Ｈ＂，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在世界上大多数区域的

本研究中调查的２所医院均位于广州市越秀

发生率每年以１％－－３％幅度增加ｎ１’１４】。

区，２００６年门诊量为４００多万和１２０多万人次，是

总之，老龄化使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逐年增多，

广州市区最具代表性的中、西医综合性医院。从１０

所需医疗费用也逐年递增。患者住院费用与住院时

年间２所医院髋部骨折患者一般情况来看，髋部骨

间的长短、手术方式以及材料的选择密切相关。有

折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每年患者人数也是

效控制内置物以及药费是减少髋部骨折占用医疗资

逐渐递增，且女性显著多于男性。虽然不同年代不

源、减轻患者与社会经济负担的有效的途径。由于

同地区的文献报道显示男女性别比有较大的差异，

女性患者占全部患者的２／３，且随着年龄的增加，患

但总的趋势是女性多于男性¨川。随着年龄的递增，

者比例逐渐升高，因此绝经期妇女仍是今后防治工

女性患者比例逐步升高，说明绝经后骨质疏松仍是

作的重点人群。

老年女性骨健康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从髋部骨折的类型来看，股骨颈骨折显著多于
粗隆间骨折，其比例为１．３３：１。随着年龄的增长，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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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部分医院统计老年髋部骨折住院费用显
示，股骨颈骨折的平均住院费为１～２．５万元，粗隆间
骨折的平均住院费用为１～２万元ｂ酒’１引。我们的结
果表明，髋部骨折总的平均费用为２．３５万，其中粗隆
间骨折的为２．１４万，股骨颈骨折为２．５１万元，与上海
等地区相当。过去１０年间髋部骨折的平均费用总
的趋势是逐年上升。住院总费用中，治疗费（含内置
物的费用）占５２％，药费占２５％，住院总费用与治疗
费的逐年变化趋势相同，而从治疗费的构成来看，内
置物（关节假体与钢板等内固定器械）的费用占有绝
对的比例，说明髋部骨折的总费用主要集中在内置
物等消耗性材料与药费上。因此，手术方式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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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手术所采用的内置物对髋部骨折的费用有着直
接的影响。总费用与患者住院时间密切相关，治疗
费、药费、化验费等与患者的年龄密切相关。
骨质疏松症的严重后果之一便是髋部骨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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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王佩芳，王培嘉，唐燕红．等．骨质疏松性骨折的治疗费用

Ｉｎｔ。２００７．１８：５８５．５９１．

［１４］Ｇｕｌｌｂｅｒｇ Ｂ，Ｊｏｈｎｅｌｌ Ｏ。Ｋａｎｉｓ Ｊ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ｈｉｐ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Ｏｓｔｅｏｐｏｒｏｓ Ｉｎｔ，１９９７，７：４０７—４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５．０５）

（本文编辑：张林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