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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著

老年股骨颈骨折后下肢深静脉血栓发生情况
及其危险因素分析
刘大伟 1， 朱燕宾 1， 王宇钏 2， 王忠正 2， 金柱成 2
摘要

目的：探究老年股骨颈骨折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血栓位置及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南

开医院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2017 年 1 月—2019 年 6 月收治的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 708 例。入院后，对患者行常规超
声多普勒扫描以评估患者双下肢是否有深静脉血栓，将有血栓者为病例组（112 例），无血栓者为对照组（596 例）。提取
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信息、合并病、受伤情况和入院时实验室结果，采用单因素检验和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
DVT 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共 112 例 (15.8%) 患者诊断为 DVT，84 例 (75.0%) 为远端型，21 例 (18.8%) 为近端型，
7 例 (6.2%) 为混合型 DVT。75.9%（85/112）的患者 DVT 发生在骨折侧肢体，12.5%（14/112）发生于双侧肢体，11.6%
（13/112）发生于未骨折侧。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大、D- 二聚体升高（>0.5 mg/L、受伤至入院时间长、血清
白蛋白水平降低（<35 g/L）和血小板计数 (>262×109 /L) 是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老年股骨颈骨折
患者入院时 DVT 发生率较高，近端 DVT 达到 6%。多个相关危险因素与 DVT 独立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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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Incidence, Location and Risk Factors of Deep Vein Thrombosis (DVT)
in Lower Extremity after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LIU Da-wei,ZHU Yan-bin, WANG Yuchuan, et al. Department of Orthopaedics, Tianjin Nankai Hospital, Tianjin (3001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ce, location and risk factors of deep venous thrombosis
(DVT) in lower extremity after femoral neck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s admitted to Tianjin Nankai Hospital and the Thir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 University from January 2017 to June 2019.After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a
total of 708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fter admission, we performed routine ultrasound doppler scan on
the patients to assess whether the patients had deep vein thrombosis in both lower limbs. Patients with thrombosis
were selected as the case group and those without thrombosis as the control group. Clinical data of patients were
extracted, including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comorbidities, injury status and laboratory results on admission,
and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VT were determined by single factor test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A total of 112 (15.8%) patients were diagnosed with DVT, 84 (75.0%) with distal, 21 (18.8%) with
proximal, and 7 (6.2%) with mixed DVT. In 75.9% (85/112) of patients, DVT occurred in the fractured limb,
12.5% (14/112) in the bilateral limb, and 11.6% (13/112) in the non-fractured limb.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P <0.05), increased d-dimer (>0.5mg/L) (P <0.05), time from injury to
admission (P <0.05), decreased serum albumin level (<35g/L) (P <0.05)and platelet count (>262×109/L) (P <0.05)
were independent related facto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VT in lower extremity.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uggest that the incidence of DVT is higher
in the elderly patients with femoral neck fracture upon
admission, with proximal DVT reaching 6%.Sev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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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isk factors are independently related to D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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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can help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thromb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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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 the risk and apply antithrombotic drugs.
Key words: Femoral neck fracture; deep vein thrombosis; epidemiology; risk factors
股骨颈骨折属于典型的骨质疏松性骨折，占
老年人群骨折的 10%~15%[1-2]，术后一年内死亡
率可高达 31%[2]。股骨颈骨折后，肢体制动，机
体处于创伤应激状态，如血液高凝、炎症免疫反
应等，加之老年人本身常合并基础疾病，如高血
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等，因此发生下
肢深静脉血栓（DVT）可高达 30%~50%[3-4]。此外，
脱落的血栓可导致肺栓塞 (PE)，增加死亡的风险，
创伤后 24 h 内死亡的第三大原因 [5]。因此，术前
及时筛查 DVT 并进行针对性抗凝药物预防对于减
少 DVT 的发生非常有必要。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评
估老年股骨颈骨折术前发生 DVT 的发生率、血栓
的位置并探究相关的危险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7 年 1 月 —2019 年 6 月
天津南开医院和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收治的 60
岁以上的股骨颈骨折患者 708 例，其中男性 212
例，女性 496 例，平均年龄（71.8±8.1）岁；根
据 X 线 进 行 骨 折 分 型：I 型 12 例，II 型 229 例，
III 型 381 例，IV 型 86 例。患者从受伤至入院平
均（1.73±1.62）d。排除标准：高能量损伤所致
骨折、开放骨折、继发性骨折、多发骨折、静脉
血栓栓塞病史、陈旧性骨折（>7 d）、关节置换术史、
近期有抗凝治疗（如阿司匹林、肝素、低分子肝
素或其他药物）、病历记录不完整。根据医院和科
室要求，所有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均接受 DVT 预
防治疗，包括物理或药物血栓预防（皮下注射低
分子肝素）。本研究经天津南开医院和河北医科大
学第三医院伦理道德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
1.2 DVT 的诊断及分类 DVT 诊断依据中华医
学会《深静脉血栓诊疗指南（3 版）》。彩色多普勒
超声由经验丰富的放射科医师在彩色超声室进行，
依据深静脉腔阻塞或充盈缺损确认 DVT ；扫描静
脉包括股总静脉、股浅静脉、股深静脉、腘静脉、
胫前静脉、胫后静脉、腓静脉进行常规扫描。超
声结果由资深放射科医师审查，当意见不一致时，
应进行超声复查。本研究排除浅静脉血栓或肌间
静脉血栓，因其临床意义较小。腘静脉及以近血

栓（股浅静脉、股深静脉、股总静脉等）归为近
端血栓，也叫中心型血栓；胫前静脉、胫后静脉和
腓静脉归为远端血栓，也叫周围型血栓；同时有近
端和远端血栓者归为混合型。
1.3 数据收集 利用患者的住院病历系统和图像
存档与通信系统 (PACS) 进行患者资料调取。资料
包括：人口学资料 [ 年龄、性别、居住地、体质量
指数 (BMI)、吸烟、饮酒 ]、合并病 ( 高血压、糖尿病、
慢性充血性心脏病、心肌缺血性心脏病、慢性肺
和支气管病、肾功能不全、周围血管病等 )、骨折
Garden 分型和实验室检查（血小板、空腹血糖、
总蛋白、血清白蛋白、红细胞、血红蛋白、白细胞、
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D- 二聚体）。按照中国肥
胖工作组推荐的标准将 BMI 分成以下 4 类：正常
(18.5~23.9 kg/m 2 )、体重不足 (<18.5 kg/m 2 )、超重
(24.0~27.9 kg/m 2 )、肥胖 ( ≥ 28.0 kg/m 2 )[6]。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连续性变量用均数 ± 标准差表示，采用
t 检 验 比 较。 分 类 变 量 采 用 例（%） 表 示， 比 较
用 χ 2 或 Fisher 精确检验。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DVT 的发生影响作用，以 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下肢 DVT 发生情况 本研究中 112 例患者
经超声诊断发生下肢 DVT，其中远端 84 例，近端
21 例， 混 合 7 例。75.9%（85/112） 的 患 者 DVT
发生在骨折侧肢体，12.5%（14/112）发生于双侧
肢体，11.6%（13/112）发生于未骨折侧。112 例
患者中共有 207 处血栓，所有患者均未发生 PE。
2.2 老年骨折患者发生 DVT 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分
析 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的年龄、过敏史、受
伤至入院时间、D- 二聚体、血清白蛋白、空腹血
糖值、淋巴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表 1）。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大、
受伤至入院时间长、D- 二聚体升高、血清 ALB 水
平降低和血小板计数升高是 DVT 发生的独立危险
因素，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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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VT 组和非 DVT 组患者的单因素对比分析
t/χ2 值

DVT 组 (n =112)

非 DVT 组 (n =596)

男性

34 (30.4)

178 (29.9)

0.011

0.917

年龄 ( 岁 )

76.4±8.3

71.1±7.9

11.886

<0.001

1.861

0.172

70 (62.5)

331 (55.5)

42 (37.5)

265 (44.5)

变量

居住地
农村
城市
BMI

P值

23.9±3.7

23.6±3.8

0.782

0.440

正常

3 (38.4)

276 (46.3)

4.388

0.223

体重不足

12 (10.7)

55 (9.2)

超重

47 (42.0)

196 (32.9)

10 (8.9)

69 (11.6)

吸烟

28 (25.0)

103 (17.3)

3.725

0.055

饮酒

16 (14.3)

91 (15.3)

0.071

0.790

糖尿病

24 (21.4)

131 (22.0)

0.017

0.897

高血压

59 (52.7)

288 (48.3)

0.716

0.397

脑血管病

25（22.3）

159（26.7）

0.930

0.335

心脏病

18（16.1）

132（22.1）

2.085

0.149

肝病史

1（0.9）

15（2.5）

2.170

0.166

肾病史

15（13.4）

51（8.6）

2.608

0.106

结缔组织病

4（3.6）

27（4.5）

0.207

0.649

过敏史

29 (25.9)

106 (17.8)

4.016

0.045

任意手术史

34 (30.4)

178 (29.9)

0.019

0.917

受伤至入院时间（d）

2.4±2.1

1.6±1.7

6.738

0.011

4.115

0.249

肥胖

骨折分型（Garden 分型）
I型

0

12 (2.0)

II 型

37 (33.0)

212 (35.6)

III 型

57（50.9）

304（51.0）

IV 型

18（16.1）

68 (11.4)

总蛋白 (<60 g/L)

69 (61.6)

309 (51.8)

3.610

0.057

血清白蛋白 (<35 g/L)

71 (63.4)

296 (49.7)

0.889

0.008

空腹血糖 (>6.1 mmol/L)

24 (41.4)

153 (24.8)

6.510

0.006

白细胞 (>10×109/L)

35 (31.3)

155 (26.0)

1.320

0.251

中性粒细胞计数 (>6.3×109/L)

54 (48.2)

316 (53.0)

0.873

0.350

淋巴细胞计数 (<1.1×109/L)

42 (37.5)

293 (49.3)

3.784

0.037

血小板计数 (>262×109/L)

36 (32.1)

110 (18.5)

10.789

0.001

红细胞 (< 下限值 )

41 (36.6)

194 (32.6)

0.700

0.403

血红蛋白 (< 下限值 )

47 (42.0)

211 (35.4)

1.753

0.186

249 (41.8)

20.820

<0.001

D- 二聚体 (>0.5 mg/L)

73 (65.2)
12

12

注：RBC参考范围，男：4.0~5.5×10 /L，女：3.5~5.0×10 /L； HGB， 男：≥120 g/L，女：≥110 g/L

表2

Logistic 回归分析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发生 DVT 的影响因素

变量

β

SE

Waldχ2

OR(95%CI)

P值

年龄

0.157

0.239

2.728

1.17 (1.03~1.39)

0.004

受伤至入院时间（d）

0.554

0.428

4.176

1.74 (1.23~2.68)

0.032

血清 ALB<35 g/L

1.102

0.612

13.284

3.01 (1.45~5.82)

<0.001

血小板 >262×109/L

0.927

0.489

12.984

2.53 (1.73~3.89)

<0.001

D- 二聚体 >0.5 mg/L

0.739

0.702

7.986

2.09 (1.22~4.03)

0.019

3

讨论
既往研究显示股骨颈骨折发生后 DVT 的风
险立即开始增加，老年患者由于机体免疫力较差、
合并多个内科基础疾病，因此 DVT 危险要年轻人

更高 [3-4]。本研究对 708 例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入
院时发生 DVT 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评估，发现 DVT
的 发 生 率 为 15.8%， 近 端 或 混 合 血 栓 发 生 率 为
4.0%。与 DVT 发生独立相关的危险因素有年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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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伤至入院时间延长、D- 二聚体升高（>0.5 mg/L）、
血清白蛋白水平降低（<35 g/L）和血小板计数升
高（>262×109 /L）。
1860 年， 德 国 病 理 学 家 RudolfVirchow 确 立
了 Virchow 三定律，指出血栓形成的三个必要要素：
血管壁受损、血流减慢和和血液成分改变，使血
栓形成的几率增高。目前，对老年股骨颈患者在
入院时可能已经发生血栓的研究关注较少。本研
究发现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在入院时 DVT 的发生
率很高，达到了 15.8%，略低于之前报道的数据 [3,7]。
这些血栓大多入院时无症状，即为隐匿性，可能
从未引起任何问题，但其引起栓塞性疾病甚至死
亡的几率并不比症状性 DVT 低，因此本研究并未
区分隐匿性和症状性 DVT，将他们视为血栓的同
一种类型。入院时，即对股骨颈骨折进行双下肢
常规超声多普勒扫描，并对确诊 DVT 患者立即进
行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而不是简单地给予 DVT
预防，对于防止血栓进展、减少反复血栓形成和
血栓栓塞性疾病至关重要。在本研究中，75% 的
患者为远端 DVT，发生率为 15.8%，近端及混合
血栓发生率为 25%、4.0%，与之前的研究一致 [7]。
目前关于远端 DVT 的临床意义还存在争议，是否
应进行积极干预防止血栓进展以及干预的方式等
意见并未统一，同时远端 DVT 发生对于老年股骨
颈骨折患者的长期预后目前也缺乏足够数据支持。
笔者认为在大样本流行病学评估证据发表之前，
应当积极干预远端 DVT，防止其进一步进展。
本研究发现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中每增加 5
岁，DVT 发生的危险增加 17%，是 DVT 的一个
独立危险因素。Shibuya 等 [8] 采用美国创伤数据库
的数据研究也发现，年龄每增加 10 岁，急性 DVT
的风险就增加 20%。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
长，血管逐渐老化，如血液黏度升高，血管内皮
细胞受损，纤溶功能下降，肢体静脉瓣膜功能差，
加之创伤后血液高凝状态，导致血栓发生的危险
增加 [9]。文献报道显示，性别对于 DVT 形成的角
色仍存在争议，甚至在不同的研究中得出相反的
结论 [3,4,9]。这种截然不同的角色认知可由两方面
来解释。这种一方面，这可能与既往研究的样本
量相关，较小的样本量很难得出区分出这种差异
性。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两性的不同生
理属性以及外在行为属性相关：老年女性的雌激素
水平要比绝经前显著下降，而雌激素是血管不良
反应的一种保护性因素 [10-11]，而男性则更多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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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在行为属性，比如抽烟、饮酒、劳动环境等。
但是，该推测需大样本队列研究或基础研究予以
证实。本研究并未发现二者在 DVT 的发生率方面
有显著差异性。
有研究显示，创伤性骨折后，人体会出现较
强的免疫 / 炎症反应，这些反应是对创伤的应激
反应，对于人体来说属于保护性反应 [12] ；但这
种反应可能加剧了血栓的形成 [13]。多个研究也证
实，相关的免疫 / 炎症因子可能参与了多个创伤后
应激过程，包括血栓形成，并指出血栓患者和非
血栓患者在淋巴细胞、血小板计数、创伤应激指
数、以及衍生的一些指标如中性粒细胞 / 淋巴细胞
比值、血小板 / 淋巴细胞比值等有明显差异 [12-15]。
本研究并未对上述指标进行分析，但发现血小板
计数升高（>262×109 /L）是 DVT 发生的独立相
关因素。该结果提示，血小板在参与急性 DVT 形
成中处于重要角色，主要通过数量的快速增加来
实现，与机体自身创伤后应答一致，因此，血小
板升高可作为快速判断或 DVT 初筛的一种辅助指
标。但是，考虑到创伤骨折后生物标志物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我们建议未来研究对患者进行前瞻
性连续采集血样，得出明确的结论，从而能够更
好地指导临床应用，发挥其更针对性的预测作用。
患者从受伤至入院的时间间隔是影响 DVT 形
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与之前研究报道一致，本研
究也发现入院时间每延迟一天血栓发生的危险则
增加 74%。Xing 等 [3] 对 322 例 60 岁以上老年髋
部骨折进行了研究，发现 72 例患者在入院时即
诊断为 DVT，两组患者从受伤至入院的时间平均
为 2.5 d 和 1.91 d，有统计学差异；多因素结果显
示，受伤至入院时间每增加 1 天，DVT 的危险增
加 75.2%，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并且作者根据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找出受伤至入院时间间隔的最
优截断值是 1.5 d[3]。因此，我们建议对于延迟入
院超过 1.5 d 的患者，应立即进行筛查诊断是否有
DVT 发生，提高诊断率，并尽早应用 DVT 治疗方
案。同时，建议患者发生股骨颈骨折后尽早入院
诊断和治疗，在积极全面评估手术指征后，最好
在 DVT 发生之前接受手术治疗，以减缓机体的创
伤应激反应和不良事件发生。
本研究发现入院时血清白蛋白水平较低和 D二聚体升高是 DVT 发生的独立相关危险因素。白
蛋白水平降低的原因可归结为患者营养状态较差、
创伤后分解增加、以及可能存在系统性炎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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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均可能增加 DVT 的发生危险。不仅如此，
ALB 水平下降还证实与多个术后或术周并发症相
关，如手术后切口感染、死亡率、肺炎、泌尿系感染，
甚至患者术后功能恢复等相关 [16-18]。但目前仍未
有充足证据证实术前提高 ALB 水平能够减少并发
症的发生。血浆中 D- 二聚体水平的升高反映了
纤溶活性的继发性升高，反映了体内的高凝和纤
溶活性，是血栓形成或溶解的标志，对血栓不良
事件的预测诊断具有重要价值，优点是敏感性高，
可达 90%~100%，缺点是特异性低，文献报道约
20%~40%， 对 于 非 DVT 不 能 很 好 地 排 除 [19-21]。
本研究发现 DVT 与非 DVT 患者的血浆 DVT 水平
有明显差异，DVT>0.5 mg/L 是 DVT 发生的独立
相关因素，与之前报道一致。但 D- 二聚体的水平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炎症、年龄、手术、急性
疾病等 [22]，因此用于预测或诊断工具只能用于初
筛和危险评估。同时，关于 D- 二聚体用于诊断或
预测 DVT 的截断值一直存在争议。最近的许多研
究都尝试使用年龄调整的 D- 二聚体切断来诊断老
年患者的 DVT，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 [20]，但在
创伤骨科尤其是老年患者中研究并不深入。
虽然本研究纳入样本量较大，并采用多因素
分析以确定影响老年股骨颈骨折患者诊断为入院
DVT 的相关危险因素，调整了多个混杂因素，但
仍有几个缺点需要指出。首先，为回顾性设计，
可能对数据收集的准确性和精确性造成一定影响。
其次，与其他多变量分析一样，本研究无法囊括
所有混杂因素，一些影响因素如受伤肢体的固定
时间、糖皮质激素应用等无法获取，因此不可避
免产生残余混杂偏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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