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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预测模型的构建及验证

翁友林 1，蔡  昱 2，李祖涛 2，郭  彬 1，徐江波 2

文题释义：

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在自髋关节囊外股骨颈基底部，沿小转子至髓腔近端区域的骨折，绝大多数转子间骨折发生在低能量损伤的老年人

中，尽管防旋股骨近端髓内钉闭合复位内固定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老年转子间骨折固定的生物力学问题，但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仍然很高。

临床预测模型：是指利用多因素模型估算患有某病的概率或者将来某结局发生的概率。临床预测模型包括诊断模型和预后模型，此次研究

主要通过诊断模型预测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概率，以便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从而制定针对性治疗策略。

摘要

背景：准确的围术期风险预测至关重要，目前针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预测模型较少，医生和患者的临床决策缺乏

依据，此次研究旨在开发针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列线图，指导围术期临床决策。

目的：探讨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构建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2年4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519例的临床资料，记录纳入患者的人口特

征、术前化验指标和手术变量，研究结局为术后是否发生严重并发症。采用向前逐步法及似然比检验进行最佳预测模型的筛选，通过受试

者工作特征曲线、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决策曲线分析对模型进行准确性和稳定性评估，并绘制诺莫图。

结果与结论：①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改良5项衰弱指数评分、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术前血红蛋白、年龄是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

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重要危险因素；②预测模型验证结果显示：建模组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86，95%
置信区间为0.722-0.850；验证组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25，95%置信区间为0.640-0.808；③建模组和验

证组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的P值分别为0.738和0.581，证明模型校准度良好；④决策曲线分析显示：当建模组和验证组的阈值概

率分别为8%-58% 和 11%-54% 时，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进行临床干预后可能受益；⑤此次研究提出了一种有效的预测模型，该模

型有助于个体化预测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帮助临床医师采取个性化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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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老年髋部骨折日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也是全球老龄

化人口中日益普遍的问题
[1]
。据报道老年髋部骨折术后 1 年

的死亡率为 19%-33%[2-4]
，因此也把该骨折形象地称之为老

年人的“人生最后一次骨折”。目前国内外主要研究了老年

股骨转子间骨折的危险因素，如年龄、既往存在严重基础病、

贫血、C-反应蛋白，低蛋白血症、C-反应蛋以与白蛋白比值、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ASA) 分级、体质量指数、改良 5 项衰弱指数 (modified 5 item 

frailty index，mFI-5) 和延迟手术等
[5-15]

，而很少通过构建预

测模型来对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从而进行个性化治疗。2011

年由统计专家、流行病学家和其他多学科团队制定了多变量

预测模型开发和验证的 TRIPOD 报告规范，并于 2015 年发表，

为预测模型论文提供了报告框架
[16]
。此次研究旨在探索老年

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危险因素，并通

过构建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对患者进行风险评估，帮助临床医

师决策，从而制定针对性治疗策略，改善患者预后。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队列研究，分类变量比较采用 Fisher’s- 

Exact 检验。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9 年 1 月至 2022 年 4 月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医院收治的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该临床研究的实施符合《赫尔辛基宣言》和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医院对研究的相关伦理要求，医院伦理批件号：

KY2019051543，审批时间：2019-05-15。参与试验的患病个

体及其家属均对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治疗方

案的前提下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纳入标准 ( 同时符合 )：①诊断新鲜单一股骨转子间骨

折患者；②年龄≥ 65 周岁；③低能量损伤；④手术方式为

防旋股骨近端髓内钉或股骨近端仿生髓内钉内固定。 

排除标准 ( 具备以下任意一条者排除 )：①病理性股骨

转子间骨折；②多发骨折；③开放性股骨转子间骨折；④接

受保守治疗；⑤病历资料不完整。

把以下疾病定义为术后严重并发症：手术部位深部感 

染，机械通气时间延长 > 48 h，非计划重新插管，急性肾功

能衰竭，脓毒症或感染性休克，静脉血栓栓塞 ( 深静脉血栓

形成或肺栓塞 )，脑卒中，心脏骤停，死亡，心肌梗死，心

力衰竭，呼吸衰竭，应激性溃疡出血。

1.4   方法   利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

收集数据。由 2 名骨科专业研究者共同收集数据。使用盲法

录入数据，并进行 2 人核对，确保数据真实准确。共收集符

合标准的患者 519 例，此次研究纳入患者的特征包括年龄、

体质量指数、术前血红蛋白、术前 C-反应蛋白、术前白蛋白、

术前 C-反应蛋以与白蛋白比值、ASA 分级、骨折距手术时间、

是否输血、mFI-5评分。研究结局为是否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 

1.5   主要观察指标   把出院日期作为观察终点，记录患者术

后并发症。

1.6   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6.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 反应蛋白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

曲线找到截断值进行分层。随机将数据集按 7 ∶ 3 拆分为

建模组和验证组，并对建模组和验证组使用 Fisher’s-Exact

检验精确检验，进行双变量分析；基于 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AIC)，运用 Stata 17.0 采用向前逐步法及似然比检验

筛选最优模型，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建立预测模型，通过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决策

曲线分析对模型进行准确性和稳定性评估，绘制诺莫图。结

果均以 P < 0.05 判断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Abstract
BACKGROUND: Accurate perioperative risk prediction is very important. At present, there are few prediction models for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and the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of doctors and patients lacks basi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develop a 
nomogram for severe complication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and to guide the perioperative clinical decision-making.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isk factors of sever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and to establish a risk prediction 
model. 
METHODS: A retrospective study was conducted on clinical data of 519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People’s Hospital of Xinjiang 
Uygur Autonomous Region from January 2019 to April 2022.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preoperative laboratory indicators and surgical variables of the 
included patients were recorded. Study outcome was the occurrence of serious complications after operation. The forward stepwise method and likelihood 
ratio test were used to screen the best prediction model. The accuracy and stability of the model were evaluated through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Hosmer-lemeshow goodness of fit test and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and nomograms were drawn.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classification, 5-factor Modified Frailty Index, ratio of C-reactive protein to albumin, 
preoperative hemoglobin, and age were important risk factors for seriou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2) The 
validation results of the predictive model showed that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sever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modeling group was 0.786,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722-0.850).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sever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in the validation group was 0.725, 95% confidence interval (0.640-0.808). (3) The P values of Hosmer-lemeshow goodness of fit test in modeling 
group and validation group were 0.738 and 0.581, respectively, which proved that the models were well calibrated. (4)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might benefit from clinical intervention when the threshold probabilities of the modeling group and validation 
group were 8%-58% and 11%-54%, respectively. (5) This study presents an effective prediction model, which is helpful to predict the occurrence of serious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of elderly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s and help clinicians take personalized treatment measures.
Key words: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aged; sever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 risk factor; predi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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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符合纳排标准的老年股骨转子间

骨折手术患者 519 例，其中 94 例 (18.1%) 发生术后严重并发

症，包括 18 例呼吸衰竭，15 例深静脉血栓形成，12 例心肌

梗死，12 例脑栓塞，10 例感染性休克，6 例消化道出血，5

例死亡，5 例非计划重新插管，4 例肺栓塞，4 例手术部位深

部感染，3 例急性肾功能衰竭。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表 2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多因素分析
Table 2 ｜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postoperative serious complications of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变量 偏回归系数 Wald χ 2
值 P 值 OR 值 95% 置信区间

C-反应蛋白与白蛋

白比值

0.842 10.572 0.000 2.351 1.428-3.985 

术前血红蛋白 0.653 12.758 0.000 1.928 1.320-2.864 
改良 5 项衰弱指数评

分

0.442 6.581 0.008 1.784 1.811-3.462 

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

级

0.437 4.248 0.032 1.458 1.072-2.316 

年龄 0.572 6.738 0.005 1.662 1.223-2.469 

表注：mFI-5 为改良 5 项衰弱指数

表 1 ｜按数据集分组研究变量                                (n/%)
Table 1 ｜ Study variables grouped by dataset

变量 建模组 (n=361) 验证组 (n=158) P 值

C-反应蛋白 (mg/L) 0.78
< 57.28 266/73.7 108/68.4
≥ 57.28 95/26.3 50/31.6

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 0.29
< 1.52 262/72.6 109/69.0
≥ 1.52 99/27.4 49/31.0

年龄 ( 岁 ) 0.36
65-75 102/28.3 50/31.6
76-85 194/53.7 87/55.1
> 85 65/18.0 21/13.3

骨折距手术时间 (h) 0.41
< 48 173/47.9 72/45.6
≥ 48 188/52.1 86/54.4

ASA 分级 0.16
Ⅰ级 16/4.4 8/5.1
Ⅱ级 98/27.2 49/31.0
Ⅲ级 208/57.8 89/56.3
Ⅳ级 38/10.6 12/7.6

输血 0.34
否 257/71.2 115/72.8
是 104/28.8 43/27.2

改良 5 项衰弱指数评分 0.69
0 分 70/19.4 34/21.7
1 分 124/34.4 54/34.4
2 分 121/33.6 50/31.8
3 分 39/10.8 16/10.2
4 分 6/1.7 3/1.9

术前血红蛋白 (g/L) 0.73
> 120 154/42.7 63/39.9
91-120 162/44.9 77/48.7
60-90 45/12.5 18/11.4

体质量指数 (kg/m2) 0.58
< 18.5 31/8.6 15/9.5
18.5-23.9 173/47.9 82/51.9
> 23.9 157/43.5 61/38.6

术前白蛋白 (g/L) 0.33
≥ 35 214/59.3 101/63.9
< 35 147/40.7 57/36.1

表注：ASA 为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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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例患者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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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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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变量处理    

此次研究共纳入 10 个变量，为了方便统计学分析，对自

变量进行赋值，具体方法如下：年龄 ( 岁 )：65-75=1，76-
85=2，> 85=3；骨折距手术时间 (h)：< 48=0，≥ 48=1；体质

量 指 数 (kg/m2)：< 18.5=1，18.5-23.9=2；> 23.9=3；ASA 分

级：Ⅰ级 =1，Ⅱ级 =2，Ⅲ级 =3，Ⅳ级 =4，Ⅴ级 =5；mFI-5

评分：5 个变量中的每一个被分配 1 分，包括糖尿病、充血

性心力衰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当前肺炎、需要药物治疗

的高血压和非独立功能状态。0 分 =0，1 分 =1，2 分 =2，
3 分 =3，4 分 =4，5 分 =5；术前血红蛋白 (g/L)：> 120=0，
91-120=1，60-90=2；输血：未输血 =0，输血 =1；术前白蛋 

白 (g/L) ≥ 35=0，< 35=1；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C- 反

应蛋白为连续性变量，把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作为结局，运

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找到截断值，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

值为 1.52，C- 反应蛋白为 57.28 (mg/L)，C- 反应蛋白与白蛋

白比值：< 1.52=0，≥ 1.52=1；C- 反应蛋白：< 57.28=0，≥ 

57.28=1。建模组和验证组经统计学检验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见表 1。

2.4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模型构建   

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建立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

并发症的预测模型，y= -4.460+0.572×( 年龄 )+0.653×( 术前血

红蛋白 )+0.442×(mFI-5 评分 )+0.437×(ASA 分级 )+0.842×(C- 反

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 )，见表 2。

2.5   列线图的构建   年龄、ASA 分级、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

比值、mFI-5 评分、术前血红蛋白预测因子被纳入模型中，

并用列线图展示见图 2。

2.6   预测模型的验证   建模组和验证组的曲线下面积值分别

为 0.786 和 0.72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见图 3。预测老年股

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风险的列线图校准曲线在

建模组和验证组中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见图 4。建模组和

验证组的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分别为 0.738 和

0.581 (P > 0.05)，表明列线图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

后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有很好的预测作用。

2.7   临床应用   建模组和验证组列线图的决策曲线分析见图

5 所示，可知用列线图预测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时，当建模

组和验证组的阈值概率分别为 8%-58% 和 11%-54% 时对老

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进行临床干预后可能受益。



2918｜中国组织工程研究｜第27卷｜第18期｜2023年6月

中国组织工程研究  
Chinese Journal of Tissue Engineering Researchwww.CJTER.com

研究原著

图注：Prob 为总分对应的预测概率 P 值

图 2 ｜预测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患者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列线图

Figure 2 ｜ Nomogram for predicting postoperative serious complications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intertrochanteric fracture

图注：图 A 为建模组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图，图 B 为验证

组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图。分别在建模组 (P=0.738) 和验

证组 (P=0.581) 数据集中预测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列线图校准曲线。

校准侧重于模型的绝对风险预测的准确性 ( 即模型预测发生术后严重

并发症的概率与实际观察到的概率之间的一致性 )。Y 轴代表发生术后

严重并发症的实际比率，X 轴代表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预测概率。

对于具有良好校准的列线图，散点应沿 45° 对角线周围分布。Hosmer-
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常用于比较预测概率与实际发生是否存在显著

差异，P > 0.05 表示差异无显著性意义，模型校准度良好

图 4 ｜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图

Figure 4 ｜ Hosmer-Lemeshow goodness of fit test chart

图注：图 A 为建模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图；图 B 为验证组受试者工作

特征曲线图。建模组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 0.786，95% 置信

区间为 0.722-0.850；验证组为 0.725，95% 置信区间为 0.640-0.808。通

过计算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来进行量化区分，较大的曲线下面积

表明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患者和没有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患者之间

有足够的区别。曲线下面积为 0.5 表示没有辨别力，曲线下面积为 1.0
表示辨别力极佳

图 3 ｜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图

Figure 3 ｜ Receiver operator characteristic curve chart

3   讨论   Discussion
3.1    模型建立的现实意义    由于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具有很

高的死亡率、发病率和经济负担，正成为威胁老年健康的一

大杀手
[17-18]

。MOONESINGHE 等
[19]

强烈建议对老年髋部骨折

患者进行风险评分以识别高危患者。风险预测模型旨在根据

可用的患者数据提供预后信息，它可以提高患者预后预测的

客观性，指导围术期临床决策，为接受髋部骨折手术的患者

提供更好的知情权以及治疗优化，改善预后。列线图对于老

年股骨转子间骨折发生术后严重并发症的个性化预测是一项

有价值的创新，可以评估手术风险、指导术前决策、促进合

理预期。它的使用将改善临床医生和患者的临床决策，从而

获得更大的净收益。对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可能性大的患者

应接受预防性干预；相反，应避免对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可

能性低的患者进行过度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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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相关危险因素

分析

3.2.1   骨折距离手术时间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   目前关于骨

折距离手术时间对术后并发症的影响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

题。欧洲创伤和急诊外科学会建议手术等待时间为 24 h [20]
，

美国骨科医师学会建议在 48 h 内进行手术
 [21]

。既往研究发现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手术时间延迟被认为在增加发病率和死亡

率的风险中起主要作用。SASABUCHI 等 [22]
报道，早期手术可

以降低医院获得性肺炎、压疮发生率，但与术后 30 d 死亡率

和肺栓塞无关，建议对老年髋部骨折患者进行早期手术。

在此次研究的 519 例患者中，有 52.79% 患者等待手术

时间超过 48 h，在这 52.79% 的患者中有 87.35% 是由基层医

院转入，病情较重，身体条件较差，导致延迟手术。在最终

的模型建立中发现骨折距手术时间并不是发生术后严重并发

症的主要危险因素。SAUL 等 [23]
报道老年髋部骨折 24 h 内手

术可缩短住院周期，没有发现有关延迟手术并发症的数量有

显著差异，外科手术并发症主要发生在快速的初级保健中，

而通过更加缜密的患者准备和手术程序可以减少医疗并发

症，这与作者的研究结论类似。

3.2.2   年龄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影响   

年龄与所有器官系统功能储备有关，与年龄相关的器官功

能 ( 如循环、呼吸和肾功能 ) 下降与术后并发症的增加有 

关
[24]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与年轻人群相比，年龄≥ 70

岁是非心脏手术围术期并发症的潜在危险因素
[25]
。先前的

研究表明，年龄 > 65 岁、≥ 85 岁、≥ 90 岁是髋部骨折手

术后并发症的早期预测因素
[11，26-27]

。在此次研究数据中患

者平均年龄 79.46 岁，其中 65-75 岁占 29.29%，76-85 岁占

54.14%，> 85 岁占 16.57%。在对数据进行分层处理后发现年

龄是预测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主要危险因

素，在 Nomogram 图中可见年龄占据的评分呈递增趋势，这

与上述作者报道结论相吻合。

3.2.3   ASA分级、mFI-5评分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

发症的影响   虚弱是一种生理储备指标，经常被引用作为术

后并发症的预测因素，代表了一种对不利结果增加的状态
[28]
。 

术前测量虚弱的吸引力在于，它可以作为一种风险分层的工

具，也可以作为评估患者应对创伤、手术应激能力的一种工

具，因而被广泛应用。TRAVEN 等
[14]

研究发现，mFI-5 评分

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的独立预测因子，

该评分可用于外科医生识别高危患者，指导围术期治疗，

优化患者结局。ASA 分级作为手术风险评估指标历史悠久，

KASTANIS 等
[29]

研究发现 ASA 分类系统与多种因素相关，可

以预测老年髋部骨折术后状态，且 ASA Ⅲ、Ⅳ级患者应接受

个体化治疗。在此次研究的模型建立中，ASA 分级、mFI-5

评分均是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重要危险因

素，在 Nomogram 图中可见，ASA Ⅲ、Ⅳ级分级所占评分明

显高于 ASA Ⅰ、Ⅱ级；mFI-5 评分 3，4 分明显高于 1，2 分。

3.2.4   C-反应蛋白、术前白蛋白、C-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

对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影响   既往研究发

现因髋部骨折而接受手术的老年患者术前 C- 反应蛋白和白

蛋白水平与术后并发症和死亡率之间密切相关。KIM 等
[9]
报

道术前 C- 反应蛋白水平升高，特别是大于 100 mg/L，与老

年髋部骨折术后并发症相关。SIM 等
[30]

报道术前低蛋白血症

( ≤ 35 g/L) 在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中普遍存在，并且与术后功

能恢复较慢和生活质量相关。低蛋白血症可能是一种有用的

预后工具，可用于识别髋部骨折手术后恢复不良的患者进行

进一步干预或康复。CAPKIN 等
[15]

进一步研究发现，C- 反应

蛋白与白蛋白比值大于 2.49 是老年人髋部骨折手术患者 1 年

死亡率的有力指标。在此次研究中，C- 反应蛋白的预测值为

57.28 mg/L，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的预测值为 1.52，在

模型建立中，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作为一个预测指标要

优于 C- 反应蛋白、术前白蛋白。可能因为此次纳入研究的

患者中有 52.79% 的患者等待手术时间超过 48 h，而随着等

待时间的延长，C- 反应蛋白水平呈下降趋势，从而导致预测

值偏小。虽然此次研究的预测值小于上述作者的报道，但在

建立的模型中、C- 反应蛋白与白蛋白比值仍然是一个重要的

预测指标。

图注：图 A 为建模组列线图的决策曲线分析；B 为验证组列线图的决策

曲线分析。SPC：Severe postoperative complications
图 5 ｜列线图的决策曲线分析

Figure 5 ｜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of nomogram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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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局限性和展望   此次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病例资料

来源于同一治疗中心，病例记录可能不完整，从而导致数据

存在选择偏倚和信息偏倚。在模型验证时仅采用单一单位数

据，未进行多中心的模型验证。希望将来设计其他预测模型

来量化作者的预测模型对患者和临床决策的影响。同时希望

开展前瞻性队列研究，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模型的各项数值，

使得该模型更精准、更符合临床实际。

3.4   结论   此次研究提出了一种有效的预测模型，该模型有

助于个体化预测老年股骨转子间骨折术后严重并发症的发

生，可指导术前决策、促进合理预期，帮助临床医师采取个

性化治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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