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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黑龙江省城市和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群骨关节炎的患病情况。方法采

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方法，对哈尔滨市香坊区（城市）和黑龙江省肇源县（农村）４０岁及以上常住
居民进行中老年人群骨关节炎健康状况调查。采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实际调
查１２００人，可用于分析１１９６人，其中城市居民６０１人，农村居民５９５人。男性５７３人，女性６２３人。

男性颈椎、腰椎、膝、手骨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２６．００％、３１．２０％、１１．８７％、１５．５３％；女性分别为
３４．８０％、３０．２０％、２０．０６％、２７．９３％。无论男女性，骨关节炎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呈逐渐升高的趋

势。在累及２个部位骨关节炎中，以膝手部最为常见（１６．１０％），其次颈腰椎（１２．４０％），其患病率也
随年龄增加而呈逐渐升高的趋势。结论黑龙江省城市和农村地厌４０岁及以上中老年人骨关节
炎患病率处于较高水平。

【关键词】骨关节炎；患病率；现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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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病和多发病，它是活动关节的一种慢性退行性疾
病ｎ】。初步调查显示，骨关节炎的总患病率约为
１５％，６０岁以上达５０％。而在７５岁以上人群中，８０％

患有骨关节炎。目前在美国５０岁以上者，骨关节炎
发病率仅次于冠心病幢·川。黑龙江省地处北方，气候
寒冷等独特的气候条件使人群疾病谱分布与南方有
明显差异。为了解黑龙江省城乡骨关节炎的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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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特征，进一步为临床诊治以及社区预防和干预提

级中Ⅱ级为轻型骨关节炎，Ⅲ级及以上为重型骨关

供科学依据，本研究开展了对城市和农村中老年人

节炎。ｘ线片上有一侧膝或手骨关节受累则诊断

骨关节炎患病情况的调查。

该患者有影像学骨关节炎。

对象与方法
１．调查对象：于２００５年６—９月以黑龙江省哈

（２）排除继发性骨关节炎：包括各种创伤、先天
性或发育性疾病（膝内、外翻畸形）、糖尿病、类风湿
性关节炎、痛风、强直性脊柱炎等。

尔滨市香坊区红旗社区（城市）和黑龙江省肇源县

（３）最终诊断标准：具有骨关节炎的病史、相应

（农村）４０岁及以上的汉族常住居民为调查对象。

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以及放射线Ｋ—Ｌ分级≥Ⅱ级并排

对抽中的社区（屯）进行集中调查。对被调查者进

除继发病变者作为骨关节炎的最终诊断标准。

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和颈、腰、膝、手部位的ｘ射

５．统计学分析：数据采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２软件双份
录入，并仔细检查、核对和校正。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软件

线片检查。
２．调查方法与调查内容：调查方法为多阶段分
层整群随机抽样。第一阶段典型选取哈尔滨市香坊
区红旗社区和黑龙江省肇源县；第二阶段随机抽取
街道（乡）；第三阶段是随机抽取居委会（村委会）。

进行统计分析，Ｐ＜０．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基本情况：共调查１２００人，收到有效问卷１１９６

所有被ｉ周查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进行“中老

份；有效率为９９．６７％。对所有调查对象均进行体格

年人骨关节健康状况调查表”的问卷调查。问卷内

检查和ｘ线片检查。最后纳入分析调查对象１１９６

容包括：①一般隋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使

人，其中城市居民６０１人，农村居民５９５人。男性５７３

用工具工作姿势年限、日常运动和出行方式等。②

人（４７．９％），女性６２３人（５２．１％）。年龄４０一８４岁。

现患病史：疼痛和摩擦声部位、时间、治疗方式、外伤

２．受累部位骨关节炎患病情况：

史、手术史、步行功能、颈椎功能等。③既往病史：疾

（１）颈椎骨关节炎：男女性颈椎骨关节炎总患

病史、家庭成员骨关节炎病史、绝经年龄用药史、日

病率分别为２６．０９％和３６．９５％（Ｐ＜０．０５）。城市男

常饮食习惯等。④体格检查：身高、体质量、变形、肿

女性颈椎骨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２９．８０％和４５．６０％

胀、肌力、畸形等。⑤ｘ线片检查。⑥疾病诊断。共

（Ｐ＜Ｏ．００１）。农村男女性患病率分别为２１．６０％和

计９４个问题１４１个变量指标。

２５．１０％（Ｐ＞０．０５）。男女性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

３．质量控制：预先对调查员进行集中培训，规定
标准调查程序。由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询问调查对

呈逐渐升高趋势（男性：％２

６．０８，只。耐＝０．０１；女性：

ｆ＝１５．１２，‰＜Ｏ．００１）。见表１和表２。

象。调查当天即有相关人员审核调查表，发现有错

（２）腰椎骨关节炎：男女性腰椎骨关节炎总患病

误或遗漏者，进行电话询问补充或者次日补充调

率分别为３１．１７％和３０．０５％（Ｐ＞Ｏ．０５）。城市男女性

查。同时由专业骨科医生进行ｘ线片检查。

腰椎骨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３０．２０％和３５．１０％（尸＞

４．骨关节炎诊断标准：

（１）影像学标准：按照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Ｋ—Ｌ）分级：０级：无骨赘；Ｉ级：轻微骨赘；ＩＩ级：明
显骨赘，但关节间隙无狭窄；ｎｉ级：关节间隙中度狭

０．０５）。农村男女性患病率分别为３２．５０％和２５．７０％
（Ｐ＞０．０５）。男女性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呈逐渐

升高趋势（男性：）ｃ２－－－－２８．０５，‰＜０．００１；女性：）ｃ２＝
３３．６９。‰＜０．００１）。见表ｌ和表２。

窄；１ｖ级：关节间隙明显狭窄，伴软骨下骨硬化；分级

（３）膝骨关节炎：男女性膝骨关节炎总患病率分

Ⅱ级以上（含Ⅱ级）的认为是ｘ线片异常Ｈ］。Ｋ．Ｌ分

别为１１．９１％和１９．８７％（Ｐ＞０．０５）。城市男女性膝骨

表１黑龙江省两城乡社区人群不同性别、不同部位骨关节炎患病率

注：４在同一地区问一部位男女性骨关节炎患病率比较筹异有统计学意义（尸＜ｏ．０５）；‘在不同地Ⅸ同一培Ｂ位骨关节炎患病牢比较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Ｏ．０５）；。采Ｊ羽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五次人ｕ普查城乡人口资料进行标化（下同）；括号外数据为患病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０年６月第３１卷第６期Ｃｈｉｎ Ｊ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Ｊｕｎｅ

·６５７·

２０１０，Ｖ０１．３１，Ｎｏ．６

气爹尹总人数＿天薮———葫石———｛当石—堡—］磊酝——百—灭薮——１丽Ｆ———各覆二竺—１西＿
表２黑龙江省两城乡社区人群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部位骨关节炎患病率

注：共有６名凋杏对象缺失年龄数据；。在同一年龄组男女性骨关节炎患病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括号外数据为患病例数，
括号内数据为患病率（％）

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１１．４８％和２６．０１％（Ｐ＜

表３黑龙江省两城乡社区人群中两部位

０．００１）。农村男女性患病率分别为１２．３１％和

同时患骨关节炎患病率（％）

１４．６８％（Ｐ＞０．０５）。男女性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

呈逐渐升高趋势（男性：）ｃ２＝２９．６７，‰＜Ｏ．００１；女
性：Ｚ２＝４０．２６，只州＜０．００１）。见表１和表２。

（４）手骨关节炎：男女性手骨关节炎总患病率分
别为１５．５９％和２７．４６％（Ｐ＜０．０５）。城市男女性手骨
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１２．４６％和２８．３８％（Ｐ＜０．００１）。
农村男女性患病率分别为１９．０３％和２７．５２％（Ｐ＝

关节炎中，轻、重型患病率分别为５６．００％和２１．００％

０．０１５）。男女性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呈逐渐升高趋

（Ｐ＜０．０５）。见表４。

势（男性：）ｃ２＝３７．１４５，只俐＜０．００１；女性：茏２－－－－５８．５１，
Ｐ删＜Ｏ．００１）。见表１和表２。

女性骨关节炎中，Ｋ．Ｌ评分Ⅱ级（轻型）的颈椎
骨关节炎患病率为３０．９０％；Ｋ．Ｌ评分≥Ⅲ（重型）的

（５）累及多部位骨关节炎分布：累及多部位骨关

患病率为５１．４０％（Ｐ＜Ｏ．０５）。腰椎骨关节炎中，轻、

节炎患病率随年龄增加而呈逐渐升高趋势（Ｐ值均＜

重型患病率分别为３２．５０％和４４．３０％（Ｐ＜０．０５）。膝

Ｏ．０５）。与单部位骨关节炎相比，累及２个部位的患

骨关节炎中，轻、重型患病率分别为５３．２０％和

病率增加趋势更明显，在６０～７０岁达到高峰。其中

２４．９０％（Ｐ＜０．０５）。手骨关节炎中，轻、重型患病率

以膝手部最常见（１６．１０％），其次为颈腰椎

分别为４８．９０％和２１．６０％（Ｐ＜０．０５）。见表５。

（１２．４０％）。累及３个部位的颈腰膝部、颈腰手部、腰

无论男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各部位的骨关节

膝手部、颈膝手部骨关节炎患病率分别为３．４０％、

炎患病率逐渐增加，其中颈椎和腰椎骨关节炎以Ｋ．Ｌ

４．５０％、７．７０％、６。１０％，累及４个部位骨关节炎的患病

评分≥Ⅲ的重型骨关节炎患者为主；膝和手部骨关节

率为３．４０％（表３）。

炎在７０岁前仍以Ｋ．Ｌ评分Ⅱ级的轻型患者居多，在

３．影像学骨关节炎患病情况：男性骨关节炎中，
Ｋ．Ｌ评分Ⅱ级（轻型）的颈椎骨关节炎患病率为
２９．９０％，Ｋ—Ｌ评分≥Ｉｌｌ（重型）患病率为５１．１０％（尸＜

７０岁以后出现重型患者较多的现象（表４和表５）。
讨

论

０．０５）。腰椎骨关节炎中，轻、重型患病率分别为

本研究结果表明，黑龙江省城市和农村人群膝

２７．００％和４６．２０％（Ｐ＜０．０５）。膝骨关节炎中，轻、重

骨关节炎患病率均高于北京市（男性１１．８７％＞

型患病率分别为６３．４０％和１８．２０％（Ｐ＜０．０５）。手骨

７．１０％，女性２０．０６％＞１５．４０％），也高于美国白人（男

表４黑龙江省两城乡社区人群男性不同年龄影像学骨关节炎患病率（％）

生堡煎堡瘟堂盘查２１ １Ｑ笙！旦箜！！鲞笙！塑￡垦垫！星Ｐｉ坐坐ｉ里！！！婴！！！！！！迪！：ｊ！！塑！：ｊ
表５黑龙江省两城乡社区人群女性不同年龄影像学骨关节炎患病牢（％）

性１１．８７％＞６．９０％，女性２０．０６％＞１１．６０％）ｂ］。表明

累及多部位的研究更少。累及多部位骨关节炎的研

黑龙江地区男女性膝骨关节炎患病率较高。骨关节

究有益于提高临床诊治效率，即单部位诊断提示相

炎发生受多种冈素的影响，除遗传因素外，与环境因

关其他部位的存在。本研究对了解中国北方黑龙江

素（包括出行方式、运动、营养、肥胖等）密切相关帕］。

省城市和农村部分地区中老年人骨关节炎的患病情

本研究发现，城市男性颈椎、膝和手骨关节炎患

况提供了比较客观的资料。局限性为研究人群仅限

病率均低于女性，农村只有男性手骨关节炎患病率

于黑龙江部分地区，不能代表中国骨关节炎的患病

低于女性。农村男女性差距小于城市，可能与农村

情况。期待多地区、大样本的同类研究，以了解中国

女性参与重体力劳动有关。女性骨关节炎患病率高

中老年人群的患病情况。

于男性，这与相关的研究结果一致ｎ’８］。城市女性颈
椎、腰椎骨关节炎患病率均高于农村，可能与文化程
度较高和伏案工作时间长有关。北京市中老年手骨
关节炎临床患病率低于美国白人［４］，而本研究高于
美国自人。

４０岁及以上骨关节炎患病率均随年龄增加而
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这与其他研究结果一致［７ＪＪ。患
病率在６０—７０岁达到高峰，７０岁以后患病率逐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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