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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
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者发病情况及其
流行病学特征分析
杨洋

林向进

【摘要】

目的分析髋部骨折患者发病情况及其流行病学分布特征。方法调查杭州市

２０１２年ｌ一１２月所有省市级医院收治的髋部骨折患者临床资料，统计分析髋部骨折患者的性别、
年龄、骨折部位和骨折诱因等相关数据。结果共纳入研究髋部骨折患者８７７例，其中男性５１６例
（５８．８４％），女性３６１例（４１．１６％）；年龄（６２．１－４－１１．２）岁；髋部骨折患病率为１０．０／１０万，男性为１１．２／
１０万，女性为８．８／１０万，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Ｚ２＝４．２８１，Ｐ＝０．０３３）。髋
部骨折患者数量居前３位的年龄段分别为７１～８２岁（３４４例，３９．２２％）、６ｌ一７０岁（１９６例，２２．３５％）
和５１～６０岁（１８５例，占２１．０９％）。患者中股骨颈骨折显著多于股骨粗隆问骨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Ｚ２＝２１．４２３，Ｐ＜Ｏ．００１）；男性发病构成比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分别为ｆ＝１２．８１６，Ｐ＜
Ｏ．００１；ｆ＝１３．７７３，Ｐ＜０．００１）。造成髋部骨折前３位的因素分别为跌倒、坠落和车祸，其构成比分
别为６４．８８％、２０．０７％和１０．４９％。结论年龄是发生髋部骨折的重要因素。老年人群髋部骨折以
股骨颈骨折为主，多以跌倒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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髋部骨折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骨粗隆间骨折，
是临床骨科常见严重的骨伤疾病¨３，且多发于老年
人群。由于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其骨量减少和骨
强度降低，易引起骨质疏松，从而导致髋部骨折。髋

ＤＯＩ：１０．３７６０／ｃｍａｄ．ｉｓｓｎ．０２５４—６４５０．２０１４．０４．０２３
基金项目：２００８年浙江省医药卫生科学研究基金（２００８８０５８）
作者单位：３ １０００６杭州．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
通信作者：林向进，Ｅｍａｉｌ：ｄｏｃｈｊ＠１６３．ｃｏｍ．

部骨折具有较高的致残率和死亡率，对公共健康构
成极大危害。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剧，髋部
骨折的发病率有升高的趋势乜“。为提高髋部骨折
的临床防治水平，笔者对８７７例髋部骨折的发病情
况及其流行病学进行分析。
对象与方法

１．研究对象：选择２０１２年１—１２月杭州市所有
省市级医院收治的当地髋部骨折患者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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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经ｘ线检查诊断为股骨颈骨折或股骨粗隆间骨

表２

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者不同骨折部位及患者性别分布

折。按患者户口所在地确认为杭州市户籍，排除外
地流动人口就诊病例；对于重复住院治疗患者只作
为１例次参与统计分析。本研究共搜集符合要求的
合计

髋部骨折患者８７７例。
２．研究方法：编制统一的调查信息表，内容包括

５１６（５８．８４）３６１（４１．１６）８７７（１００．ｏｏ）２１．４２３／＜０．００１

注：同表１

患者性别、年龄、骨折部位和骨折诱因等。调查由经

４．骨折诱因：造成髋部骨折前３位因素分别为

过培训合格的人员进行，并详细记录调查信息表，另
设１名专业人员在调查过程中核对信息。调查结果

跌倒（６４．８８％）、坠落（２０．０７％）和车祸（１０．４９％）。分

输入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３．统计学分析：应用ＳＰＳＳ １３．０统计软件分析调
查数据，计数资料用构成比（％）表示，样本间比较采

析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因跌倒造成的髋部骨折显
著增加，骨折诱因与年龄的关系见表３。
表３
年龄（岁）

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者不同诱因与年龄的关系
跌倒

坠落

车祸

其他

合计

用ｆ检验；计量资料采用；±ｓ表示，样本间比较采用
ｔ检验。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１．一般情况：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者中男性５１６例
（５８．８４％），女性３６１例（４１．１６％）；年龄１８～８２岁，平
均（６２．１±１１．２）岁。２０１２年度杭州市髋部骨折患病

讨

论

率为１０．０／１０万，其中男性为１１．２／１０万，女性为８．８／

研究文献均表明随着年龄增长，髋部骨折的危

１０万，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

险呈上升趋势ｂ］，本研究得出相同结果。男性髋部

义（＃＝４．２８１，Ｐ＝０．０３３）。
２．各年龄段髋部骨折分布：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

骨折发病率高于女性，与男性活动量大和骨质疏松

者的临床资料分析显示，患者数量前３位的年龄段

相关。研究显示造成髋部骨折的原因大多数为跌
倒，患者年龄越大，骨质疏松越明显，跌倒导致骨折

分别为７１～８２岁（３４４例，３９．２２％）、６１～７０岁（１９６
例，２２．３５％）和５１～６０岁（１８５例，２１．０９％）。表明随

的概率升高哺Ｊ。

着患者年龄增加，发生髋部骨折的概率有增高趋势，

患病率高于女性，除与男性户外活动多，发生跌倒等
意外事故概率高外，还与男性存在不良生活习惯有

且＞５０岁年龄组患者增加显著（表１）。
表１

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者性别和年龄分布

本研究分析发现，８７７例髋部骨折患者中男性

联系ｎ１；并随年龄增长，髋部骨折发病率有升高趋
势，尤其是＞５０岁的患者患病率显著增加。８７７例
髋部骨折患者中多数（６６．７０％）为股骨颈骨折，且多
数（６４．８８％）由跌倒引起，可能与老年人群骨质疏松，
对自身肌力承受能力降低及机体协调能力降低和体
力不支躔］，外展肌力不能抵消股骨颈的张力，从而引
发股骨颈骨折ｎ］。有学者研究认为一］，骨质疏松是引
起髋部骨折的主要内因。由于老年人群存在不同程
度的骨质疏松症，因此老年人群髋部骨折的发生率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

３．不同骨折部位及患者性别分布：８７７例髋部

明显高于年轻人。

骨折患者中股骨颈骨折显著多于股骨粗隆间骨折，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重，髋部骨折的发
病率可能进一步上升，给患者、家庭及社会带来巨大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ｃ２＝２１．４２３，Ｐ＜０．００１）；无论股
骨颈骨折还是股骨粗隆间骨折，男性患者构成比均

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对于髋部骨折的预防应引
起足够重视。目前髋部骨折的预防措施并不完善，

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ｘ ２＝１２．８１６，Ｐ＜

缺乏行之有效的方法。有文献报道“０’川，一定量的

ｏ．００１；Ｚ＝１３．７７３，Ｐ＜０．００１）。见表２。

雌激素可遏制绝经期妇女骨质疏松，从而减低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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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折的危险；但是对于其他原因引起的髋部骨折和

ｌＪ］．Ｏｒｔｈｏｐ ＪＣｈｉｎ，２０１２，２３（１４）：１００—１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男性髋部骨折难以起到预防作用，且长期使用雌激
素可产生并发症。应根据髋部骨折的特点，采取综

黄继勤．６０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临床治疗分析［Ｊ］．中国矫形外

合防治措施，加强高危人群干预降低其发病率。

科杂志，２０１２，２３（１４）：１００—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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