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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老年髋部骨折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分析
张志勇侯晓华解光越孙晓威薛玲
【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人髋部骨折与骨质疏松的相关性，并对结果进行验证。方法选

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唐山市工人医院收治的８５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髋部骨折组），测定
其骨密度和尿液中生化标志物Ｉ型胶原羟基末端肽、脱氧吡啶啉浓度，并选取６０名非髋部骨折正
常对照组进行对照检验。结果髋部骨折组骨密度显著低于正常对照组（Ｐ＜０．０５），尿液Ｉ型胶
原羟基末端肽、脱氧吡啶啉的含量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验证骨质疏松患者更易发生髋部骨折。

结论老年髋部骨折多发于外伤，但骨密度和尿液Ｉ型胶原羟基末端肽、脱氧吡啶啉的含量检测
表明，骨质疏松是老年髋部骨折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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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部骨折通常是指股骨颈以及股骨转子间的骨

发病率大大增加。为进一步了解老年髋部骨折与骨

折。近几年其发病率逐年升高，主要发病人群为老

质疏松间的相关性，本研究分析了８５例老年髋部骨
折的发病情况和危险因素。

年人，尤其是绝经后的妇女为多，而随着我国人口老
龄化加剧，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病率越来越高‘１’２，。由
于老年髋部骨折术后的关节功能以及日常活动能力

对象与方法

很难恢复到骨折前水平ｂ·４｜，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１．对象：选取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唐山市

量及其预期寿命。骨质疏松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

工人医院收治的８５（男性３９，女性４６）例髋部骨折患

组骨病，由于骨脆性增加，致使易发骨折口’６，。骨质

者，年龄６１～８７（Ｍ＝７４）岁，平均（７３．２±５．６）岁；其
中股骨颈骨折４５例，股骨转子间骨折４０例。患者人
院前伴随有一定的内科系统合并症，依次为高血压、

疏松病程一般较缓慢，骨组织的减少主要是由于骨

质吸收增多所致ｎ］。骨质疏松亦多发于老年人，尤
其是绝经后老年妇女随着体内雌激素含量减少，其

糖尿病、冠心病、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中风后遗症
和精神分裂症等。另选取６０例非髋部骨折的老年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ｊ．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２

人作为对照组，其中男２４例，女３６例，年龄６０。８９

作者单位：０６３０００唐山市工人医院骨科（张志勇、侯晓华、解光越、孙
晓威）；河北联合大学（薛玲）
通信作者：薛玲，Ｅｍａｉｌ：ｘｕｅｌ＿ｈｅｕｕ＠１６３．ｃｏｍ

（Ｍ＝７３）岁，平均（７２．８±６．４）岁，该组患者近一半具
有心血管疾病、帕金森病、肝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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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等慢性病。两组患者年龄、性别及既往病史等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老年人骨骼内成骨细胞减少，而破骨细胞相对增多，

２．方法：本研究髋部骨折患者的各项指标检查

降低，骨形成与骨丢失失衡，骨吸收逐渐增多，而机

均在骨折后１周内进行。两组患者均采用第二代双

体又需血钙以维持稳定，由于破骨细胞作用增加，骨

能量骨密度仪（ＤＰＸ—Ｌ，美国ＬＬｕｌａｒ公司）检查髋部骨

钙会进一步减少，小粱骨以及皮质骨逐渐变薄。而

密度。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测定患者尿

在人体结构中，髋骨是骨密度最低的部位，骨结构的
脆弱使得该部位极易发生骨折［８，…。而骨强度的绝

液中生化标志物Ｉ型胶原羟基末端肽和脱氧毗啶啉

使得总体骨中钙含量减少，骨内微结构改变，骨强度

（ＤＰＤ），试剂盒由美国Ｍｅｔｒａ Ｂｉｏｓｙｓｔｅｍｓ公司提供，
测定仪器为美国ＤＹＮＥＸ．ＭＲＸ ＩＩ酶标仪。并对最

大部分取决于骨矿密度，骨密度降低很容易导致骨

终测得的Ｉ型胶原羟基末端肽和ＤＰＤ结果用苦味

被破坏，但是由于老年人骨的重建、塑形慢，很难达

酸法对所测尿液中的肌酐值进行校正。

到或者恢复合理的承重结构，因此在遭受暴力时极

３．统计学分析：采用ＳＰＳＳ １ 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测量数据采用均数±标准差（ｉ±Ｓ）表示，计数
资料采用ｔ检验进行分析，计量资料用ｆ检验分析，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质疏松性骨折，随着骨密度的逐渐降低，骨内微结构

易发生骨折。髋部骨折对于老年人生活质量有非常
消极的影响¨玑“）。
人体骨吸收和骨形成处于一个动态平衡。Ｉ型
胶原羟基末端肽是Ｉ型胶原降解过程中产生的一种
短末端的肽片段，而ＤＰＤ是Ｉ型胶原分子之间构成
胶原纤维的交联物，能够稳定胶原链”２Ｉ。而Ｉ型胶

两组患者比较可见（表＂，非骨折组患者的骨

原是骨组织中的惟一的胶原，骨吸收时Ｉ型胶原分

密度显著大于髋部骨折组，其中女性髋部骨折的骨

解很迅速，从而导致患者尿液中的Ｉ型胶原羟基末

密度更显著低于非骨折组（Ｐ＜Ｏ．０５）；性别间的差异

端肽和ＤＰＤ含量升高“３。…。本研究髋部骨折组的Ｉ

也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男性骨密度值显著高于女性，

型胶原羟基末端肽和ＤＰＤ含量相比较正常对照组

说明老年女性骨密度一般低于同龄男性，更易发生

有显著升高（Ｐ＜Ｏ．０５）．说明在髋部骨折老年患者中

髋部骨折。

Ｉ型胶原分解的速度远远高于同龄的正常人，从而

表１两组患者不同性别间骨密度值（ｉ±ｓ，ｇ／ｃｍ２）

使骨吸收增加，导致骨钙含量减少，骨吸收大于骨形
成，骨量减少使骨微结构被破坏，脆性增加，从而导
致骨质疏松，进一步加剧髋部骨折的危险。
本研究进一步验证，骨质疏松与老年髋部骨折
密切相关。由于前者进一步导致钙质流失，使骨强
度降低。通过对髋部骨折组和正常对照组骨密度对
比发现，髋部骨折患者体内骨密度值低于正常对照

检测患者尿生化标志物Ｉ型胶原羟基末端肽和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ＤＰＤ水平（表２），进一步发现髋部骨折组患者这两

综上所述，通过检测骨密度和骨代谢生化指标，

种尿生化标志物水平均显著高于正常对照组，且差

证实骨质疏松与老年髋部骨折密切相关。虽然老年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Ｏ．０５）。

髋部骨折主要原因是外伤，但骨强度不仅与骨的力

表２两组患者骨代谢生化指标（ｉ±ｓ，ｇｔｇ／ｍｍ０１）
测定结果

学性能相关，且与骨密度反映的骨量有着密切的关
系，老年入骨密度降低，骨内微结构也受到一定破

坏，易导致髋部骨折。因此骨质疏松是导致老年髋
部骨折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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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作者·编者·
本刊对统计学方法的要求
统计学符号按ＧＢ ３３５８—１９８２《统计学名词及符号》的有关规定一律采用斜体排印，常用：①样本的算术平均数用英文小写

面（中位数用肘）；②标准差用英文小写ｓ；③标准误用英文小写Ｓｉ；④￡检验用英文小写￡；⑤Ｆ检验用英文大写Ｆ；⑥卡方检验用希
文小写＃；⑦相关系数用英文小写ｒ；⑧自由度用希文小写ｖ；⑨概率用英文大写ｅ（Ｐ值前应给出具体检验值，如≠值、ｆ值、ｇ值
等），Ｐ值应给出实际数值，不宜用大于或小于表示，而用等号表示，小数点后保留３位数。

研究设计：应告知研究设计的名称和主要方法。如调查设计（分为前瞻性、回顾隆还是横断面调查研究），实验设计（应告
知具体的设计类型，如自身配对设计、成组设计、交叉设计、析因设计、正交设计等），临床试验设计（应告知属于第几期临床试
验，采用了何种盲法措施等）；主要做法应围绕４个基本原则（重复、随机、对照、均衡）概要说明，尤其要告知如何控制重要非试
验因素的干扰和影响。
资料的表达与描述：用ｉ±ｓ表达近似服从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Ｍ（Ｑ。）表达呈偏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统计表时，要合
理安排纵横标目，并将数据的含义表达清楚；用统计图时，所用统计图的类型应与资料性质相匹配，并使数轴上刻度值的标法
符合数学原则；用相对数时，分母不宜小于２０，要注意区分百分率与百分比。
统计学分析方法的选择：对于定量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资料具备的条件和分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

法，不应盲目套用ｔ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于定性资料，应根据所采用的设计类型、定性变量的性质和频数所具备的条件及分
析目的，选用合适的统计学分析方法，不应盲目套用岔检验。对于回归分析，应结合专业知识和散布图，选用合适的回归类型，不
应盲目套用直线回归分析；对具有重复实验数据检验回归分析资料，不应简单化处理；对于多因素、多指标资料，要在一元分析的
基础上，尽可能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便对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多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出全面、合理的解释和评价。
统计结果的解释和表达：当Ｐ＜Ｏ．０５（或Ｐ＜Ｏ．０１）时，应说对比组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应说对比组之间具有显
著性（或非常显著性）差异；应写明所用统计分析方法的具体名称（如：成组设计资料的‘检验、两因素析因设计资料的方差分
析、多个均数之间两两比较的ｑ检验等），统计量的具体值（如：ｔ＝３．４５，ｆ＝４．６８，Ｆ＝６．７９等）；在用不等式表示Ｐ值的情况下，一
般情况下选用Ｐ＞Ｏ．０５、Ｐ＜Ｏ．０５和Ｐ＜Ｏ．Ｏｌ三种表达方式即可满足需要，无须再细分为Ｐ＜０．００１或Ｐ＜Ｏ．１３００１。当涉及总体参
数（如总体均数、总体率等）时，在给出显著性检验结果的同时，再给出９５％可信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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