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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与中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
关系的病例对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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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饮茶与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关系。方法采用１：ｌ配对病例对照方

法，于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通过面对面访问，对广东省４家医院５８１例５５。８０岁中老年骨质
疏松性髋骨骨折新发病例及性别、年龄（±３岁）配对的５８１名对照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一般情况、详细的饮茶及其他饮食情况、健康相关行为和骨折家族史等。结果

单因素条件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饮茶显著降低髋骨骨折风险。饮茶年限越长，每周饮茶次数越多，每年饮茶量
越多，饮茶总量越多，或饮茶越浓，骨折发生的危险就越低（趋势检验Ｐ＜Ｏ．０５）。与不饮茶者相
比，饮茶及不同时间、频率、剂量及不同茶叶类型者的ＯＲ值为０．５４～０．７４（Ｐ＜０．０５）。在校正年
龄、能量、ＢＭＩ、文化程度、父母骨折病史、“二手烟”暴露史、是否服用钙补允剂及体力活动能量消
耗当量等因素后，上述关联仍具显著的线性趋势，但关联的强度略微降低。分层分析显示饮茶的
效应仅在男性中有统计学意义，在不同文化程度人群亚组中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规律
性饮茶可降低中老年男性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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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质疏松在中老年人群特别是绝经后老年妇女

次，依此类推；“二手烟”定义为过去一年中调查者室

中患病率非常高，易导致骨质疏松性骨折，尤其是髋

内身边吸烟者平均每日１支或经历５ ｍｉｎ；饮酒史定

部骨折。后者由于其较高的发病率、残疾率和死亡
率，成为世界范围内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１１。据预

义为每周至少饮１次酒，且连续≥６个月。对于有规
律性饮茶史者，详细了解其饮茶累计时间、平均次数／

计，到２０５０年全球髋部骨折每年增加的病例数将由

周、平均量／年、经常饮用茶叶的类别、茶汤的浓淡，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约１７０万增加到近６３０万，且亚洲

饮茶平均量，年与累计时间相乘得出饮茶总量。调查

等地区病例数将增加更快［２１。许多研究证明，茶叶

时用彩色食物份量图片辅助对食物摄人量的估计，问

及其提取物具有较强的抗氧化作用，且茶叶含多种

卷完成后进行严格复检。所有的问卷调查由同一组

影响人体机能的化合物ｂ］，对于预防心血管病、骨质

经过培训的调查人员进行一对一的面访式调查，每名

疏松及癌症等慢性病有一定作用ｎ’“。国内外研究

调查员完成相同比例的问卷。

表明，与不饮茶者相比，饮茶者身体各部位的骨密度
（ＢＭＤ）较好№］，但饮茶与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关系尚
未明确，仅见国外研究。本研究是以髋骨骨折为骨

３．统计学分析：调查资料利用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１软件
双录入并核对数据。采用配对ｔ检验和配对＃检验

质疏松症结局的病例对照研究，旨在分析饮茶与骨

进行一般情况的描述，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进行单因素
及多因素分析，探讨饮茶与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

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关系。

关系。在多因素分析中，校正了年龄、能量、ＢＭＩ、骨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本文为１：１配对的病例对照研
究。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６月从广州市越秀区正骨
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广州省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及广东省江门市白石正骨医院，通过ｘ线片诊断招
募５８１名５５～８０岁新发骨质疏松性髋部骨折（即无创
伤或轻、中度创伤情况下引起的骨折，排除暴力性和
高能量骨折ｎ１）患者作为病例，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

折家族史、“二手烟”暴露史、是否服用钙补充剂、教
育程度和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当量（排除睡觉和静坐
相关活动耗能）。亦采用多因素模型分别检验性别
及文化程度与饮茶对髋骨骨折发病风险影响的交互
作用。所有数据采用ＳＰＳＳ １７．０软件（ＳＰＳＳ Ｉｎｃ．，
Ｃｈｉｃａｇｏ，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ＵＳＡ）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学检验
全部采用双侧检验，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骨粗隆间骨折。新发病例定义为骨折后人院１周内

１．一般情况：病例组和对照组共５８１对，平均年龄

者。同期在上述医院及广东省中山大学眼科中心和

分别为（７１．０±６．７）岁和（７０．９－６．７）岁（Ｐ＝０．３９６）。对

广州市社区居民中，以病例组作为参照标准，招募

照组比病例组具有较高的ＢＭＩ、教育程度和日均能量

５８１名无骨折史、年龄在５２～８３岁的社区居民或非骨

摄人量，且服用钙片、体力活动量比例也较高，但骨折

科相关疾病的病例作为对照，按照性别相同、年龄±３

家族史和“二手烟”暴露史的比例较低（表１）。

岁，将病例与对照进行１：１配对。病例和对照均排除

２．饮茶与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关系：单因素

病理性骨折、高能量性骨折、中风、肿瘤、肝硬化等重
要疾病者及精神或认知异常、不能正常行走、双目失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分析显示，饮茶显著降低髋骨骨折风险。饮
茶年限越长，每周饮茶次数越多，每年饮茶量越多，

明、停经前子宫切除或卵巢切除及糖尿病膳食疗法

饮茶总量越多，或饮茶越浓，骨折发生的危险就越低

者。本研究获得中山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伦理委员会

（趋势检验Ｐ＜０．０５）。与不饮茶相比，饮茶（不同时

伦理同意书，研究对象在调查前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２．调查方法及质量控制：采用本课题组统一设

间、频率、茶叶类型及剂量）的ＯＲ值为ｏ．５４～０．７４

计的调查表，对两组人群采用相同方法进行调查。调

母骨折史、“二手烟”暴露史、是否服用钙补充剂及

查项目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烟酒史、户外活动及体

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当量等因素后，上述关联的强度

育锻炼情况等生活行为方式；最近一年的饮食卫生习
惯；骨折史（以医生的诊断为准）、原因及家族史等。

略有降低（表２）。
性别与饮茶的交互作用分析显示其关联强度的

本研究相关变量的定义：饮茶是指每周至少饮１杯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３３７～０．９４９），但分层分析

茶，且连续≥３个月；平均每周饮茶次数定义为调查

发现，中间剂量组的作用在男性优于女性。男性人

者根据其饮茶习惯回忆每周饮茶次数，如一次茶叶反

群饮茶年限≤２０年（ＯＲ＝Ｏ．２０，９５％ＣＩ：０．０６～０．６７）、

复冲泡直至丢弃则记为１次，若再添加一次则记为２

饮茶１。６次／周（ＯＲ＝Ｏ．３１，９５％Ｃ／：０．１０～０．９０）、饮

（Ｐ＜０．０５）。在校正年龄、能量、ＢＭＩ、教育程度、父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２０１３年４月第３４卷第４期Ｃｈｉｎ

Ｊ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３，Ｖ０１．３４，Ｎｏ．４

表１病例组和对照组一般情况
对照组

表２饮茶与骨质疏松性髋骨骨折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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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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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６（０．４７～Ｏ．９４）

６９／１０２

Ｏ．５５ｆ０．３９～０．７９１

０．６２（０．４１～Ｏ．９４）

中等及以上１２９／１５３

０．７１（ｏ．５４～０．９４）

Ｏ．７６（ｏ．５６～１．０７）

淡

４２（７．２）

多因素分析

。嘣９ｓ％ｃ０罐。砌９５％ｃ０耀

饮茶

０．０００

２５７（４４．８）
１ １７（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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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５

０．００３

不饮
淡

３２６（５６．１）
１０２（１７．６１

６９（１１．９１

中等及以上

１５３（２６．３１

１２９（２２．２）

７６（１ ８．３１

２５（６．０）

注：数据分析采用条件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多因素分析校正因素有年
龄、能量、ＢＭＩ、骨折家族史、“二手烟”暴露史、是否服用钙补充剂、教

３８２（６５．９）

女性生育史特征（ｎ＝４３３）
口服避孕药

育程度和体力活动能量消耗当量（排除睡觉和静坐相关活动耗能）
０．０００

是

服用雌激素

习惯性饮茶者身体各部位的ＢＭＤ均较高，饮茶年限
＞１０年者ＢＭＤ最高随１，该结果同样见于英国和澳大

Ｏ．０００

是４２（１０．１１
２１．１９±８．９６
绝经年限６±５）

利亚老年妇女人群阳，１０］。在动物实验中，茶的成分也

７（１．７）
２２．４８＋７．５６

０．００１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两组比较采

与骨代谢指标密切相关ｎ“１２３。但鲜见饮茶与骨折关

用配对设计的ｔ检验（连续性变量）、配对ｆ检验（分类变量）；体力活

系的研究。ＭＥＤＯＳ研究发现男性人群在调整了年

动能量消耗当量为除睡觉和静坐等之外的一切身体活动耗能

龄、ＢＭＩ及样本来源地区后显示，饮茶可降低髋骨骨

茶总量小于中位数（≤１３．５ ｋｇ）（ＯＲ＝Ｏ．２８，９５％ＣＩ：

折发生风险的２８％（ＲＲ＝０．７２，９５％Ｃ／：０．５３～０．９３）

１～０．７５）、饮绿茶和红茶（绿茶：ＯＲ＝０．５０，

，该研究也发现女性人群饮茶也是髋骨骨折的保

９５％ＣＩ：０．２８～０．８９；红茶：ＯＲ＝Ｏ．４５，９５％ＣＩ：０．２２～

护因素ｎ…。但另一项研究的多因素分析仅发现饮茶

Ｏ．９２）Ｘ寸骨折的保护作用具有统计学意义；而女性人

与ＢＭＤ的增加存在正相关关系，未发现饮茶与骨折

群未发现饮茶与骨折存在统计学联系（表３），其中

存在有统计学意义的关系ｎ

０．１

教育程度与饮茶对髋骨骨折无显著性交互作用（Ｐ

本研究发现累计饮茶年限、饮茶次数／Ｎ、累计饮
茶总量、茶浓度（中等剂量组）对骨折保护作用最强，
而最高剂量组保护作用减弱。其原因可能与茶叶中

值均＞０．０５）（数据未显示）。
讨

５｜。

论

的咖啡因对骨健康不良作用有关ｎ“。有研究发现停

本研究表明饮茶是中老年人骨质疏松性髋骨骨

经妇女在钙摄入量较低时，每日饮２～３杯含咖啡因

折的保护性因素。既往研究显示，饮茶与骨质疏松

饮料可能增加骨质丢失ｎ ７｜。由于咖啡因占茶叶干重

性骨折之间的关系尚无一致结论，且多关注饮茶与

的２％～４％”…，多饮茶摄人咖啡因增多，加之我国人

骨质疏松间的关系，以ＢＭＤ、骨矿物含量作为研究
结局。我国台湾的一项研究发现，与不饮茶者相比，

群钙摄入量较低，大多数中老年人＜４００

ｍｇ／ｄｎ ９。，远

低于推荐摄入量（８００ ｍｇ／ｄ）。因此高剂量饮茶对骨

生兰堕鱼疸堂苤查垫！！生！旦塑！！鲞笙！塑竺！！！！墅ｉ！！墅！！！垒逝！垫！！！塑！：翌！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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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饮茶是中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保护性因
素，有助于降低中老年男性骨质疏松性骨折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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