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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股骨颈骨折关节置换术后生存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徐厚高1,金摇 耀1,王摇 慧1,姜华亮1,潘茂圣1,徐志刚1,杨国斌1,席红波1,李荣群2

[摘要]目的:分析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生存现状及影响因素。 方法:老年股骨颈骨折 124 例均进行全髋关节置

换术,收集对病人术后病死率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对单因素分析中有意义的项进行多因

素分析。 结果:124 例病人中失访 4 例,病死 9 例;所有病人髋关节 Harris 各维度评分随时间延长而上升(P < 0. 05);单因素分

析中年龄、糖尿病、高血压、术后功能锻炼、血清白蛋白含量、血红白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计数均与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关节

置换术后病死率具有相关性(P < 0. 01);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糖尿病、术后功能锻炼、血清白蛋白含量、血
红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计数均为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病死率的独立影响因素(P < 0. 01)。 结论:老年股骨颈骨

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病死率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临床上应根据这些危险因素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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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viv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fter joint replacement

XU Hou鄄gao1,JIN Yao1,WANG Hui1,JIANG Hua鄄liang1,PAN Mao鄄sheng1,XU Zhi鄄gang1,YANG Guo鄄bin1,XI Hong鄄bo1,LI Rong鄄qun2

(1.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Xiangcheng People忆s Hospital,Suzhou Jiangsu 215131;2.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uzhou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006,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survival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fter joint
replacement. Methods:A total of 124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were treated with total hip replacement. The related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mortality were analyzed by univariate analysis,and the significant items in univariate analysis were analyzed by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Among the 124 patients,4 cases were lost to follow鄄up and 9 cases died. Harris hip
score in each dimension increased with time going(P < 0. 05). Univariate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diabetes mellitus,hypertension,
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serum albumin content,hemoglobin content and lymphocyte count were correlated with the mortali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fter joint replacement(P < 0. 01).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diabetes mellitus,postoperative functional exercise,serum albumin content,hemoglobin content and lymphocyte count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ortality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fter joint replacement (P < 0. 01). Conclusions:The
mortality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after joint replacement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and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solutions should be formulated in clinic according to these risk factors.
[Key words] femoral neck fracture;joint replacement;survival status

摇 摇 随着人口老龄化,老年股骨颈骨折已成为严重

的社会问题[1]。 造成老年人发生骨折有两个基本

因素,一方面是由于骨质疏松骨强度下降,加之股骨

颈上区滋养血管密布,均可造成股骨颈生物力学结

构削弱,使股骨颈脆弱[2]。 另一方面由于老年群体

髋周肌群退变,反应迟钝,不能有效地抵消髋部有害

应力,加之髋部受到应力较大,局部应力复杂多变,
因此轻微的外力甚至无明显外伤的情况下均可能发

生骨折[3]。 术后是否合理地进行功能锻炼对骨折

病人生存情况产生严重的影响[4]。 为进一步提高

行全髋关节置换术的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术后恢复

情况,本研究就关节置换术后病死率及影响因素作

一分析。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选择 2013 年 5 月至 2018 年 5 月

本院收治的 124 例老年股骨颈骨折的病人临床资

料,所有病人均进行全髋关节置换术,其中男 42 例,
女 82 例,年龄(71. 35 依 5. 02)岁。 髋关节置换标

准:均符合《骨折关节损伤》中股骨颈骨折诊断标

准[5];年龄逸60 岁;均为外伤性骨折;自愿参与本调

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排除标准:临床资料不全;心
肝肾不全;病理性骨折;合并免疫性疾病;合并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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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疾病。
1. 2摇 手术方法及并发症处理摇 所有病人均行常规

检查,由同一手术组进行手术,均采用全麻联合神经

阻滞麻醉。 于术前进行股骨正、侧位及髋关节 X 线

明确股骨骨折位置、髋臼情况、骨片质厚度及骨髓腔

密度。 术前对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及冠心病病人控

制好血压及血糖值,伴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病人,控
制好感染及肺功能情况后,再进行手术治疗。 病人

取健侧卧位,髋关节后外侧或微创入路切口,逐层切

开,暴露股骨颈,取头器取出股骨头,使用髋臼锉扩

大并处理髋臼至臼壁渗血,选择合适的髋臼杯置入,
敲实,放入内衬,检查见假体牢固无松动。 然后准备

股骨端,小转子上方 1. 5 cm 处切除股骨颈残端,以
盒刀开口,髓腔扩大器扩大,逐级增加型号至满意,
平台锉修整骨面,冲洗后置入假体柄,安放试模头

颈,试行复位后活动关节,可屈 90毅,过伸 0毅,内收内

旋 45毅无脱位,牵引后松紧适宜。 脱位后安装假体

头颈,再次复位后检查髋部活动满意,重建外旋肌

群。 复位、止血、冲洗、放置负压引流管,逐层缝合。
记录病人围术期情况,病人均使用生物型假体行固

定。 术后所有病人均使用抗生素预防感染,并利用

低分子肝素或利伐沙班预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

成。 放置引流管 1 根,术后 24 ~ 48 h 拔除引流管,
术后即开始被动或主动髋关节功能锻炼及肌肉收缩

练习,拔管后开始负重行走。
1. 3摇 观察指标摇 术后随访 6 ~ 24 个月,运用髋关节

Harris 评分对病人髋关节功能进行评价[6]。 记录病

人年龄、性别、血清白蛋白、血红白蛋白含量、淋巴细

胞计数,使用美国麻醉学会(ASA)评分对病人身体

状况及围手术期情况等。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字2 检验、t 检验、方差分析

及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

2摇 结果

2. 1摇 一般情况 摇 124 例病人失访 4 例,病死 9 例

(病死组),余 111 例为存活组。 髋关节 Harris 各维

度评分随时间延长而上升(P < 0. 05) (见表 1)。 2
组病人年龄、合并糖尿病、术后开始功能锻炼时间及

血清白蛋白含量、血红白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计数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 01)(见表 2)。

表 1摇 髋关节 Harris 评分情况(x 依 s;分)

项目 术前 术后 2 个月 术后 6 个月 术后 12 个月 F P

关节功能 9. 35 依 2. 05 21. 51 依 3. 05* 39. 95 依 3. 02*吟 42. 48 依 3. 44*吟银 204. 46 < 0. 01

关节畸形 1. 05 依 0. 15 2. 33 依 0. 21* 1. 72 依 0. 29*吟 1. 01 依 0. 27*吟银 359. 26 < 0. 01

疼痛 10. 45 依 2. 21 25. 42 依 3. 02* 35. 68 依 3. 17*吟 41. 26 依 2. 52*吟银 383. 04 < 0. 01

活动度 0. 83 依 0. 24 2. 51 依 0. 35* 4. 32 依 0. 56*吟 4. 15 依 0. 85*吟银 421. 67 < 0. 01

摇 摇 与术前比较*P < 0. 05;与术后 2 个月比较吟P < 0. 05;与术后 6 个月比较银P < 0. 05

表 2摇 病人相关观察指标比较(x 依 s)

因素 存活组(n = 111) 病死组(n = 9) 字2 P

性别

摇 男

摇 女

37
74

4
5

0. 46 > 0. 05

年龄 / 岁 71. 43 依 1. 12 75. 09 依 2. 21 8. 62* < 0. 01

手术时间 / h 2. 34 依 0. 45 2. 37 依 0. 47 0. 19* > 0. 05

术中出血量 / mL 200. 54 依 22. 34 213. 43 依 31. 23 1. 61* > 0. 05

ASA 分级

摇 玉、域级

摇 芋、郁级

68
43

3
6

2. 69 > 0. 05

糖尿病

摇 是

摇 否

20
91

7
2

17. 05 < 0. 01

高血压

摇 是

摇 否

66
45

7
2

1. 17 > 0. 05

续表 2

因素 存活组(n = 111) 病死组(n = 9) 字2 P

术后并发症

摇 是

摇 否

62
49

4
5

0. 44 > 0. 05

术后开始功能锻炼 / d 2. 22 依 0. 41 5. 42 依 0. 31 22. 85* < 0. 01

血清白蛋白含量 / (g / L)

摇 < 35
摇 逸35

14
97

7
2

24. 47 < 0. 01

血红蛋白含量 / (g / L)

摇 < 10
摇 逸10

27
84

6
3

7. 49 < 0. 01

淋巴细胞计数 / (个 / 毫升)

摇 < 1 500
摇 逸1 500

30
81

63 6. 23 < 0. 01

摇 摇 *示 t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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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摇 影响因素 摇 以预后情况为因变量(死亡 = 1,
存活 = 0),将年龄、合并糖尿病、术后开始功能锻炼

时间、血清白蛋白含量、血红白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

计数作为自变量进行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年龄 > 75 岁、糖尿病、术后早期进行功能锻炼、血清

白蛋白含量低、血红蛋白含量低及淋巴细胞计数低

均为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病死率的独

立影响因素(P < 0. 01)(见表 3、4)。

表 3摇 自变量与因变量赋值表

变量 参照组

分类变量 糖尿病 是 = 1,否 = 0

连续变量 年龄 / 岁 臆75 = 0, > 75 = 1

术后开始功能锻炼 / d 1 ~ 3 = 0,4 ~ 7 = 1

血清白蛋白含量 / (g / L) 逸35 = 0, < 35 = 1

血红蛋白含量 / (g / L) 逸10 = 0, < 10 = 1

淋巴细胞计数 / (个 / 毫升) 逸1 500 = 0, < 1 500 = 1

表 4摇 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病死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因素 B SE Wald字2 P OR(95% CI)

年龄 1. 247 0. 263 4. 218 < 0. 01摇 3. 486(2. 083 ~ 5. 835)

糖尿病 1. 255 0. 325 4. 573 < 0. 01 3. 512(1. 850 ~ 6. 633)

术后功能锻炼 1. 259 0. 371 4. 873 < 0. 01 3. 527(1. 706 ~ 7. 291)

血清白蛋白含量 1. 854 0. 584 7. 958 < 0. 01 6. 393(3. 872 ~ 10. 537)

血红蛋白含量 1. 053 0. 235 3. 908 < 0. 01 2. 875(1. 816 ~ 4. 542)

淋巴细胞计数 1. 046 0. 248 3. 872 < 0. 05 2. 851(1. 752 ~ 4. 639)

3摇 讨论

摇 摇 股骨颈骨折是临床上常见的骨折疾病,老年病

人股骨颈骨折的发生率较高,临床上常使用全髋关

节置换术改善病人髋关节功能,减轻病人的疼痛感。
研究[7 - 8]显示老年病人股骨颈骨折术后 1 年病死率

为 14% 。 年龄是老年人股骨颈骨折术后死亡率增

加的重要危险因素。 本研究显示年龄是老年股骨颈

骨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由
于老年病人机体功能的衰退及自愈能力的减弱,加
之老年自身基础疾病的影响导致免疫耐受能力削

弱,增加了并发症的风险。 因此对于年龄高的病人

应该对病人的病情进行详细的术前评估。
糖尿病是由于机体代谢功能的紊乱及免疫功能

的改变引起,在临床研究中证实糖尿病会引起多种

生理性及病理等发生改变,对外科手术的效果产生

不良影响[9 - 10]。 若手术中没有控制好病人的血糖

水平,会加大手术风险。 糖尿病病人由于局部循环

的障碍导致伤口较难愈合,从而增加了感染的发生

率,影响了术后预后情况,增加了死亡的发生率。 本

文结果也显示,糖尿病是影响病人术后病死的独立

影响因素,因此,控制好病人的血糖水平对于老年糖

尿病病人行全髋关节置换较为重要。 术后早期进行

功能性锻炼也是影响病人病死率的独立影响因素,
早期功能锻炼是骨折治疗的治疗原则之一。 相关研

究[11 - 12]表明,关节制动后 3 d,关节肌肉、肌腱等即

可发生粘连;5 ~ 7 d 后可出现肌肉缩短,3 周后关节

周围的疏松结缔组织会出现致密的结缔组织,引起

运动神经元效应降低,从而导致关节退化。 因此,关
节置换术后功能锻炼是关节功能恢复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13]。 随着骨科技术的发展,手术水平的不断

提高,许多病人在术后恢复时间显著缩短,且病人术

后可耐受的运动训练也逐渐增多[14]。 因此术后合

理地进行功能锻炼有利于病人术后恢复及生存。
营养不良与术后病死率密切相关,目前常使用

血清白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数量评估营养不良[15]。
较低的血清白蛋白含量会增加切口感染、肺部感染、
术后并发症、脓毒血症的发生及缩短病人的生存时

间。 血清白蛋白含量较低,其运输氧气及二氧化碳

的能力相对下降,机体器官处于缺氧状态,功能出现

损伤,增加了病人感染风险。 本研究显示血清白蛋

白含量、血红白蛋白含量及淋巴细胞数量是影响术

后病人病死率的独立危险因素。 血清白蛋白含量

低,术后易出现感染,伤口愈合时间较长等情况。 研

究[16]显示,贫血是老年病人术后半年及 1 年死亡率

增加的重要因素。 当人体出现蛋白质缺少时,引起

明显的纤维增生,胶原合成不足,血浆胶体渗透压下

降,组织间隙存在液体潴留,病人出现组织水肿,同
时抗体合成酶较少会导致病人抵抗力下降,易出现

组织感染,危及病人生命。
综上所述,老年股骨颈骨折病人关节置换术后

病死率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年龄、糖尿病、术后早

期进行功能锻炼、血清白蛋白含量、血红蛋白含量及

淋巴细胞计数均为影响病人术后病死率的独立影响

因素。 因此,临床上需要对病人围手术期做好相应

的应对策略,尽量降低及避免不良因素带来的影响,
改善病人的生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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