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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R 软件建立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 Nomogram 预测模型

牛  峰 1， 苏保童 2，陈榆林 1， 谢亚娟 1，许忆浪 1，李  聪 1，程志安 3

文题释义：

老年髋部骨折：指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在股骨头边缘和小转子远端5 cm之内的髋关节周围发生的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颈骨折及股骨转子

间骨折。

Nomogram预测模型：通过构建多因素回归模型，根据模型中各个影响因素对结局变量的贡献程度给每个影响因素的每个取值水平进行赋

分，然后再将各个评分相加得到总评分，最后通过总评分与结局事件发生概率之间的函数转换关系，从而计算出该个体结局事件的预测

值。Nomogram将复杂的回归方程转变为了可视化的图形，使预测模型的结果更具有可读性，方便对患者进行评估。

摘要

背景：随着人口逐渐进入老龄化，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基数越来越大，髋部骨折术后输血十分常见，但有关输血的危险因素仍在争论中。

目的：构建评估老年髋部骨折术后异体红细胞输血发生风险的Nomogram预测模型。

方法：选择2016年6月至2020年6月在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392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Lasso回归及多

因素Logistic分析对于其危险因素进行筛选，并利用R软件建立Nomogram预测模型。

结果与结论：①Lasso回归及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年龄、手术时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高血压、术前贫血、术中失血量、骨

折类型是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的独立影响因素，基于这7个指标构建的预测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814；②临床决策曲线分析表明，该模型

具有较好的临床实用性；③提示基于年龄、手术时间、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高血压、术前贫血、术中失血量、骨折类型这7个指标建

立的预测模型对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风险预测具有良好的效能，可为临床指导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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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With the gradual aging of the population, the number of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is increasing. Blood transfusion is very common 
after hip fracture, but the risk factors of blood transfusion are still under debate.
OBJECTIVE: To construct a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for evaluating the risk of the allogeneic erythrocyte blood transfusion after hip fracture in elderly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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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老年髋部骨折是脆性骨折中最严重的类型

[1]
，据统计，

全球每年有 150 万例老年人发生髋部骨折，随人口老龄化加

剧，髋部骨折的发病率亦逐渐升高
[2]
。髋部骨折约占老年人

骨折的 23.79%[3]
，预计到 2030 年，每年将有 30 万例髋部骨

折患者，这对患者和医疗保健系统来说，是一个显著且迅速

增长的经济负担
[4]
。目前治疗髋部骨折的方法有保守治疗和

手术两种，手术治疗能减少卧床时间、让患者早日下床，减

少卧床相关并发症，已被大多数医师所采用。伤后大部分患

者会出现贫血，其原因很多，但真正原因很难明确，有可能

来自骨折出血、手术中出血、本身合并有贫血等。贫血的发

生会导致患者重要器官供氧、供血不足，降低机体抵抗力，

患者在手术后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的情况，若患者病情较为

严重，则可出现死亡的情况
[5]
。临床上治疗贫血的首选方法

就是输血，异体输血可迅速改善贫血并有助于患者康复。然

而目前对于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发生风险的研究相对不

足，因此开发建立高效精准的预测模型，实现对髋部骨折术

后输血患者的早期识别及干预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基于此，

此次研究拟在单因素和 Logistic 回归多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建

立预测老年患者髋部骨折术后输血的 Nomogram 模型，旨在

给临床髋部骨折的高风险患者制定相关对策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回顾性病例分析，利用 Lasso回归及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

R 软件构建 Nomogram 模型并进行模型评价。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16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在广东

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骨二科完成。

1.3   对象   选择 2016 年 6 月至 2020 年 6 月在广东省中医院

大德路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 392 例老年髋部骨折患者作为研

究对象。

纳入标准：①年龄≥ 65 岁；②低能量损伤导致的单侧

髋部骨折 ( 如站立高度跌倒、骨质疏松等 )；③接受手术治疗。

排除标准：①合并严重精神疾病不能配合治疗者；②合

并严重内科疾病及恶性肿瘤；③合并多处骨折；④病理性骨

折。

参与试验的患病个体及其家属为自愿参加，所有受试者

均对试验过程完全知情同意，在充分了解试验方案的前提下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1.4   方法   采用回顾性调查方法，通过医院病例系统收集相

关临床资料，包括：①患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骨折类

型、高血压病史、糖尿病史；②实验室资料：术前血红蛋白、

术前血小板、术前凝血酶原时间、术前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

间；③手术资料：麻醉方式、美国麻醉医师协会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jsts，ASA) 分级、手术耗时、术中出

血量。

1.5   主要观察指标   利用 Lasso 回归及多变量 Logistic 回归分

析筛选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利用 R 软件

构建 Nomogram 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评价。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采

用卡方检验，以 P < 0.05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筛选独立危

险因素选用 Lasso 和 Logistic 回归方程，对模型进行 bootstrap 

自抽样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绘制校准曲线 (calibration curve analysis) 以及临床决策曲线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评估预测模型。该文统计学方法已经

苏保童老师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参与者数量分析   纳入 392 例行手术治疗的老年髋部骨

折患者，均进入结果分析。

2.2   试验流程图   见图 1。

2.3   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输血的单因素分析    如表 1 所示，

两组患者性别、手术时间、麻醉方式、高血压、糖尿病、血小板、

术前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等资料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而两组的年龄、术中出血量、ASA 分级、术前血红蛋白、

术前凝血酶原时间、骨折类型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P < 0.05)。

METHODS: From June 2016 to June 2020, 392 elderly patients with hip fractures who underwent surgical treatment in the Dade Road General Hospital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Chinese Medicin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Lasso regression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and R software was utilized to build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RESULTS AND CONCLUSION: (1) Lasso regression and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age, operation time,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classification, hypertension, preoperative anemia,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fracture type were independent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ost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in elderly hip fractures. The area under the curve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constructed by the seven indicators was 0.814. 
(2) Clinical decision curve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model had good clinical utility. (3)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ediction model established based on seven 
indicators of age, operation time, 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 classification, hypertension, preoperative anemia,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fracture type has good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the risk of blood transfusion after hip fracture in the elderly, and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guiding post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in elderly hip fractures. 
Key words: hip fracture; elderly; post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allogeneic erythrocyte; prediction model

Funding: 2017 "High-Level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General Project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o. (2018)10 (to CZA) 
How to cite this article: NIU F, SU BT, CHEN YL, XIE YJ, XU YL, LI C, CHENG ZA. Establishment of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for postoperative blood transfusion 
in elderly hip fractures using R software. Zhongguo Zuzhi Gongcheng Yanjiu. 2023;27(31):4932-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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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试验流程图

Figure 1 ｜ Trial 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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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独立危险因素筛选   使用 Lasso 归筛选预测变量，随着

惩罚函数 lambda 值的增大，各变量的系数逐渐缩小直至趋

近于零，使用交叉验证选择最优入值，Lasso 回归分析表明

当 lambda取最优值 0.012 4时，所筛选变量结果最优，见图 2。

2.5   Nomogram 预测模型的构建   应用 Lasso 回归筛选所得

变量进行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手术时间、ASA

分级、高血压、术中出血量、术前血红蛋白及骨折类型是老

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各危险因素间不具多

重共线性，见表 2。考虑既往大量研究证实年龄为老年髋部

骨折术后输血的危险因素，因而，此次研究仍将年龄纳入预

测模型。根据各独立危险因素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权分析，应

用 R 软件 Nomogram 分析对各危险因素进行评分，构建个体

化 Nomogram 预测模型，见图 3。

表 2 ｜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 Multi factor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危险因素 β 值 OR 值 95%CI 值 P 值

性别 -0.435 0.647 0.367-1.123 0.127
年龄 0.355 1.426 0.827-2.490 0.201
手术时间 0.953 2.594 1.097-6.122 0.029
ASA 分级 1.009 2.742 1.552-5.000 0.007
麻醉方式 0.476 1.610 0.569-4.261 0.349
术中出血量 1.164 3.202 1.244-8.393 0.016
高血压 1.163 0.598 0.358-0.992 0.047
术前血红蛋白 -3.23 0.040 0.013-0.096 < 0.001
术前凝血酶原时间 0.266 1.304 0.641-2.614 0.457
骨折类型 0.830 2.293 1.350-3.948 0.002

表 1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的单因素分析结果                (n/%)
Table 1 ｜ Single factor analysis results of blood transfusion after hip 
fracture surgery in the elderly

基本信息 术后输血组
(n=167)

术后非输血组
(n=225)

总计 (n=392) P 值

性别 0.117
男 42/25.1 73/32.4 115/29.3
女 125/74.9 152/67.6 277/70.7

年龄 0.001
< 80 岁 37/22.2 89/39.6 126/32.1
≥ 80 岁   130/77.8 136/60.4 266/67.9

手术时间 0.135
< 2 h 146/87.4 207/92.0 353/90.1
≥ 2 h    21/12.6 18/8.0 39/9.9

ASA 分级 0.001
1-2 34/20.4 92/40.9 126/32.1
3-4 133/79.6 133/59.1 266/67.9

麻醉方式 0.890
全麻 12/7.2 17/7.6 29/7.4
腰麻 155/92.8 208/92.4 363/92.6

术中出血量 0.006
< 200 mL 145/86.9 213/94.7 368/93.9
≥ 200 mL  22/13.1 12/5.3 24/6.1

高血压 0.239
否 79/47.3 93/41.3 172/43.9
是 88/52.7 132/58.7 220/56.1

糖尿病 0.252
否 135/80.8 171/76.0 306/78.1
是 32/19.2 54/24.0 86/21.9

术前血红蛋白 0.001
< 90 g/L 69/41.3 5/2.2 74/18.9
≥ 90 g/L       98/58.7 220/97.8 318/81.1

血小板 0.497
< 125×109 L-1 15/9.0 16/7.1 31/7.9
≥ 125×109 L-1    152/91.0 209/92.9 361/92.1

术前凝血酶原时间 0.031
≤ 14.5 s 131/78.4 195/86.7 326/83.2
> 14.5 s  36/21.6 30/13.3 66/16.8

术前活化部分凝血酶原时间 0.365
≤ 45 s 145/86.8 202/89.8 347/88.5
> 45 s  22/13.2 23/10.2 45/11.5

骨折类型 0.001
股骨颈骨折 55/32.9 127/56.4 182/46.4
转子骨折 112/67.1 98/43.6 210/53.6

图 2 ｜ Lasso 回归筛选变量过程：lambda 最优取值及最优取值时筛选保

留变量

Figure 2 ｜ Lasso regression variable screening process: lambda optimal 
value and retained variable screening at optimal value

1.4

1.3

1.2

1.1

1.0

13 13 13 13 12 12 12 12 9  8  8  7  4 3  2  1  1  1  0

-7          -6          -5          -4          -3          -2
Log(λ)

Bi
no

m
ia

l D
ev

ia
nc

e

13         13          12           8            4            1

1

0

-1

-2

-3

Co
ef

fic
ie

nt
s

-7          -6          -5          -4          -3          -2
Log Lambda

图 3 ｜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 Nomogram 预测模型图

Figure 3 ｜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of blood transfusion after hip 
fracture surgery in the elderly

2.6   Nomogram预测模型的评价   计算此次预测模型的C-index 

为 0.814 ，经过 1 000 次 bootstrap 自抽样，重新计算本模型

C-index 为 0.801。通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曲线下面积

为 0.814，见图 4。对角线虚线表示理想模型的完美预测，实

线表示 Nomogram 模型的预测性能，实线与斜率等于 1 的对

角虚线基本重合，见图 5。

2.7   Nomogram 预测模型的临床效用   临床决策曲线表明，

如果患者的截断值在 8%-99% 之间，则该模型具有良好的临

床适用性，证明模型预测能力良好，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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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Discussion
髋部骨折伤后失血较多，重度贫血可以导致严重的并发

症，如术后高感染率、康复能力减弱，住院周期延长，死亡

率和致残率增加。老年患者合并症较多，如心脏、肺部或者

肾脏疾病等同时存在可以增加贫血患者死亡风险。然而，术

前血红蛋白值正常的患者可以在没有异体输血的情况下接受

手术，这些患者的早期识别可能会节省不必要的血液交叉匹

配。此次研究的目的是定义一种方法来预测老年髋部骨折患

者是否需要输血，这项研究很重要，因为预测输血需求的能

力是管理老年髋部骨折患者输血的第一步，管理这些输血对

未从输血中受益的患者具有直接影响，此外它对机构血库具

有经济影响。合理的输血方案可以减少贫血引起的并发症，

有效降低经济费用，避免输血风险。

异体输血是老年髋部骨折术后常见的处理措施
[6]
，此

次研究中术后输血率为 42.6%。SMEETS 等
[7]
研究了 388 例

手术治疗的老年髋部骨折患者，其围术期的输血率为 41%，

与此次研究相符。纠正贫血最快速有效的方法便是异体红细

胞输血，但相关研究指出，围术期输血不能降低髋部骨折术

后死亡率，反而可能会有许多严重的不良反应，如急性溶血

性输血反应、血源性感染 ( 如肝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

心血管风险增加、住院时间延长、住院费用增加、血源紧张  

等
[8-10]

。因此，降低输血风险是所有外科医生面临的一个问题。

因此，在此次研究中构建 Nomogram 患者术后输血模型可以

更加直观地评估患者术后输血的概率。

使用 Nomogram 模型可以在术前早期评估风险因素，

外科医生也可以采取干预措施减少血液制品的浪费。相关

研究认为术前低血红蛋白是术后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之 

一
[11-12]

，此次研究亦证明术前血红蛋白低于 90 g/L 是术后输

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95%CI：0.013-0.096)。DESAI 等 [13]
研究

显示，术前血红蛋白每增加 10 g/L，围术期输血风险降低约

30%。这是由于血红蛋白低本身就是输血的指征，此外还与

术前血红蛋白低的患者在面对手术和失血等应激的时候，免

疫反应和代偿能力低下有关。此次研究发现术中失血量是髋

部骨折术后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95%CI：1.244-8.393)，与

既往研究一致
[14-15]

。术中失血较多可能预示需要输血，不能

快速止血、骨折部位反复活动、髓腔开放时间长等均可能增

加术中失血量
[16]
。 

全麻增加了手术时长，且对于血流动力学的影响较大，

相关研究认为全麻是老年髋部骨折手术后心血管并发症、尿

路感染、术后谵妄等的高危因素
[17-19]

，因此广东省中医院大

德路总院对老年髋部骨折手术普遍采用椎管内麻醉。此次研

究显示 ASA 分级≥Ⅲ级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输血的危险

因素，该结果与 WANG 等
[20]

和 SATHIYAKUMAR 等
[21]

的研究

结果类似。SATHIYAKUMAR 等
[21]

的研究表明，与 ASA 分级Ⅰ

级患者相比，ASA 分级Ⅳ级的患者接受输血的可能性是前者

的 14.71 倍，究其原因可能与 ASA 分级高的患者合并症多、

器官功能障碍和代偿能力差有关。相关研究表明，手术时间

的增加与接受输血的风险增加有关
[22-24]

。HOU等
[22]

研究表明，

髋部骨折手术时间超过 85 min 的患者接受输血的风险增加。

骨折部位的反复运动、髓腔开放和止血不足均增加了输血的

失血和风险。手术时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可改变的危险因

素，因为入路、植入物和手术类型可能会影响手术时间。 

在用于建立模型的患者中，80 岁以上输血患者占输血

组的 77.8%，80 岁以下输血患者占输血组的 22.2%，两组间

差异有显著性意义。一些作者同样认为髋部骨折患者年龄较

大是术后输血的危险因素
[25-27]

。GRUSON 等
[28]

认为，年龄每

增加 5 岁，输血风险就会相对增加 32%，几乎增加了 3 倍，

因此高龄是术后输血的独立危险因素。性别是否是术后输血

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尚无共识，一些作者认为女性患者术

后输血的风险高于男性患者
[28]
，但在此次研究中，通过二元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并非独立的危险因素，与以往的研究

结果一致
[29]
。此次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血压无统计

学意义；但在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中，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桂珊珊等
[30]

的研究表明高血压患者全膝 / 髋关节置换术

后非计划性再入院的风险更高，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OR=1.25，
95%CI：1.07-1.46，P < 0.01)。既往研究表明，隐性失血占

手术总失血量的 32%-76%，是髋部骨折术后贫血的重要原 

因
[31]
，由于隐性失血主要是因为患者手术创面持续性出血造

成的，故而与患者血压水平关系密切。

图注：曲线下面积越接近 1 模型预

测能力越好

图 4 ｜ Nomogram 预测模型图的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及曲线下面积

Figure 4 ｜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diagram of subject's work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and area under 
the curve

图注：校准曲线 ( 图中实线 ) 与斜

率等于 1 的对角虚线 ( 理想预测情

况 ) 基本重合，证明模型预测能力

良好

图 5 ｜ Nomogram 预测模型图的校

准曲线

Figure 5 ｜ Calibration curve of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图注：水平横线表示不给予相关预

测及干预时患者无法获得临床收益

图 6 ｜ Nomogram 预测模型图的临

床决策曲线

Figure 6 ｜ Clinical decision curve of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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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髋部骨折主要包括股骨颈骨折和股骨转子间骨折，股

骨颈骨折为囊内骨折，股骨转子间骨折为囊外骨折
[3]
。此次

研究显示股骨转子间骨折是老年髋部骨折患者术后输血的危

险因素 (95%CI：1.350-3.948)，该结果与既往研究的结果类 

似
[32]
。DESIA 等

[13]
的研究表明与股骨颈骨折相比，转子间骨

折患者输血风险高 2.4 倍。HARPER 等
[33]

发现，从入院当天

到手术当天囊外骨折的术前血红蛋白下降比囊内骨折更大，

可能归因于囊内骨折的骨内压力增加，这可能导致填塞效应，

总失血比囊外骨折少，这些差异也可能归因于囊外组可用于

失血的骨表面积更大。

综上所述，基于年龄、手术时间、ASA 分级、高血压、术

前贫血、术中失血量、骨折类型这 7 个因素构建的 Nomogram 

预测模型对于老年髋部骨折术后输血具有良好的预测能力，

可帮助骨科医生为临床髋部骨折的高风险患者制定相关对策

提供参考依据。但此次研究尚有不足之处：首先，为单中心

回顾性病例研究，样本量偏少，不能排除其他潜在因素对结

果的影响；其次，所有数据均来自岭南地区单中心医院，模

型外推应用受到一定限制，为得到适用范围更广的模型还需

要纳入多中心、不同地区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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