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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原著

中国中老年人腰痛相关因素分析及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构建

文题释义：

腰痛：是临床上的常见病、多发病，现已上升成为全球范围内导致残疾的首要原因。腰痛不仅对患者的身心造成极大的痛苦，同时还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如何有效减少腰痛的发生值得思考。

列线图预测模型：是利用参数/半参数/非参数的数学模型估计研究对象当前患有某种疾病的概率或将来发生某种结局的可能性，其作用可

以体现在疾病三级预防中任何一个环节。

摘要

背景：目前针对腰痛的治疗方法繁多，但多数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有效降低腰痛的发生率值得临床工作者思考。             
目的：探讨国内中老年人腰痛发生的影响因素并构建腰痛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根据腰痛发生概率的高低，指导其进行不同强度、不同频率

的运动锻炼和康复理疗，降低腰痛发生率。 
方法：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5年调查数据，以是否发生腰痛作为因变量，以纳入对象的年龄、性别、婚姻、居住地、锻炼、受

教育水平、吸烟、饮酒、抑郁症状、体质量指数、睡眠时长、左手握力、右手握力、腰围共14个变量作为自变量，分析中老年人腰痛发生

的独立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模型的校准曲线、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计算c指数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

结果与结论：①共筛选出中老年人6 059例，将发生腰痛者作为患病组(n=1 263)，不发生腰痛者作为对照组(n=4 796)，构建原始数据集，

以7∶3将原始数据集分为训练集(n=4 243)和验证集(n=1 816)；②根据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结果筛选出受教育水平、抑郁症状、睡眠

时长、右手握力共4个变量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26，校准曲线拟合良好，模型的内部验证采用

bootstrops法生成的校准曲线拟合良好，模型的外部验证采用验证集进行，外部验证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740，校准图拟合良

好，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校准度；③提示根据受教育水平、抑郁症状、睡眠时长、右手握力等因素可以通过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

中老年人腰痛发生的概率，及早进行预防，提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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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treatment methods for low back pain; however, most of them cannot fundamentally solve the problem. How to 
effectively reduce the incidence of low back pain is worth thinking about by clinical 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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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CHARLS 2015
年调查数据中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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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59 例 中 老 年
人

单因素分析刷选出 11 个
有意义的变量：性别、婚
姻、居住地、受教育水平、
吸烟、饮酒、抑郁状态、
睡眠时长、左手握力、
右手握力、腰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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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出 4 个 有 意
义的变量 ( 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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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睡眠时
长、右手握力 )

构建列
线图预
测模型

腰痛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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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Introduction
腰痛是全球范围内导致残疾的首要原因，从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便开始重视腰痛问题的研究。腰痛会使患者丧失体

力劳动的能力、因疼痛拒动导致残疾、增加家庭经济负担、

甚至出现心理方面的问题，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1]
。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伤害、风险因素分析 (GBD)2017 年调查

结果
[2-3]

，2017 年腰痛的全球患病率为 7.5%，各年龄阶段人

群均受到影响，这意味着全球范围内大约有 7.55 亿人受到腰

痛的困扰。腰痛的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80-90 岁

达到高峰，说明中老年人是腰痛发生的高危人群，随着人口

的增长和老龄化的加剧，这一问题日益突出
[4]
，影响了中老

年人的生理与心理健康，呼吁腰痛问题得到重视和解决也是

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
[5]
。

此次研究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2015 年的

调查数据，对国内中老年人发生腰痛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

构建腰痛的列线图预测模型，旨在筛选出腰痛发生的高危人

群，对其进行尽早的预防。

1   对象和方法   Subjects and methods
1.1   设计   横断面调查，单因素以及多因素回归分析得出试

验的危险因素，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预测模型的构建。

1.2   时间及地点   试验于 2022 年 3 月在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完成。

1.3   对象   此次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5 年的 CHARLS。CHARLS

项目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牵头的全国性调查，采用多

阶段概率比例规模抽样的方法，收集了国内共 28 个省、自

治区、直辖区的 45 岁以上中老年居民的一般情况、疾病与

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经济收支水平、养老保险、体检等相

关方面的数据，旨在分析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以及推动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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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问题的跨学科研究。

纳入标准：年龄≥ 45 岁的中老年人。

排除标准：①腰部疼痛数据缺失的样本；②变量中缺失

值过多的样本。

此次研究采用全样本分析方法，将 CHARLS 2015 年的随

访数据共 13 998 例纳入研究，根据纳排标准最终纳入样本 

6 059 例，其中发生腰痛者 1 263 例 (20.8%)，未发生腰痛者

4 796 例 (79.2%)。以是否发生腰痛作为因变量，以被调查者

的年龄、性别、婚姻、居住地、锻炼、受教育水平、吸烟、

饮酒、抑郁症状、体质量指数、睡眠时长、左手握力、右手

握力、腰围共 14 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自变量的选择参照既

往文献报道的腰痛相关影响因素。

发生腰痛者作为患病组，未发生腰痛者作为对照组，构

建原始数据集，以 7 ∶ 3 将原始数据集分为训练集 (n=4 243)

和验证集 (n=1 816)，训练集用于构建模型及内部验证，验证

集用于外部验证。

1.4   变量的定义   根据 CHARLS 2015 年家庭问卷和体检问卷

中的数据，此次研究中对腰痛患者的定义如下：首先询问调

查对象“是否经常为身体疼痛而感到苦恼”，如果回答为“是”，

则由调查者出示人形卡片，调查对象指出相应的疼痛部位，

若是疼痛部位位于下腰部，则认为患有腰痛。

抑郁状况的测量采用了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 scale，CES-D)。该

量表由 10 个问题构成，采用 4 级李克特量表，0= 极少或根

本没有，1= 很少时间，2= 有时或者说有一半时间，3= 大多

数时间。CES-D 的总分在 0-30 分之间，得分越高，抑郁状况

越严重，> 10 分被诊断为抑郁，该量表广泛应用于中国老年

人群精神健康测量，可信度高
[6]
。

体质量指数计算公式为：体质量 (kg) / 身高
2 (m2 )，按照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国参考标准，≤ 18.4 kg/m2
为偏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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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3.9 kg/m2
为正常，24.0-27.9 kg/m2

为超重，≥ 28 kg/m2 

为肥胖
[7]
。

年龄按照 WHO 世界卫生组织中老年人划分标准：

45-59 岁为中年人，60-74 岁为年轻老年人，75-89 岁为老

老年人。

1.5   主要观察指标   

区分度：即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一般 < 0.6 认

为区分度较差，0.6-0.75 认为模型有一定的区分能力，> 0.75

认为区分能力较好。

校准度：评价模型预测出的风险值与实际事件发生的风

险值是否一致。

1.6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6.0 软件以及 Rstudio 软件进行

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 x-±s 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用例数和构成比进行统计描述，组间比较采

用卡方检验。将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变量纳入多因素分析，

利用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方法筛选出腰痛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将多因素分析筛选出的独立危险因素纳入预测模型，

采用 Rstudio 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绘制校准曲线以评

估预测模型的校准度，计算 c 指数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

预测模型的内部验证采用 Bootstrap 重抽样法，设置重抽样

次数为 1 000 次，生成的样本与原来数据集相似且对目标人

群同样具有代表性；外部验证由验证集对预测模型进行区分

度及校准度检验。该文的统计学方法已经由锦州医科大学统

计学专家审核。

2   结果   Results 
2.1   数据分析   此次研究共筛选出中老年人 6 059 例，其中

发生腰痛者 1 263 例，未发生腰痛者 4 796 例，表明 2015

年国内中老年人腰痛患病率为 20.8%，其中男性患病率为

15.1%，女性患病率为 26.2%。

2.2   单因素分析   两组人群的性别、婚姻、居住地、受教育

水平、吸烟、饮酒、抑郁状态、睡眠时长、左手握力、右手

握力、腰围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 均 P < 0.05)；其余差

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 均 P > 0.05)，见表 1。

2.3   多因素分析    纳入单因素分析有意义的 11 个变量 ( 性

别、婚姻、居住地、受教育水平、吸烟、饮酒、抑郁状态、

睡眠时长、左手握力、右手握力、腰围 )，利用向前法多因

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α=0.05，结果显示，受教育

水平、抑郁状态、睡眠时长、右手握力是发生腰痛的独立影

响因素 ( 均 P < 0.05)，见表 2。

2.4   腰痛列线图预测模型   使用 Rstudio 软件，纳入多因素分

析有意义的 4 个变量 ( 受教育水平、抑郁状态、睡眠时长、

右手握力 )，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 ( 图 1)，中老年人腰痛风

险的计算方法为：根据实际情况得出受教育水平、抑郁状态、

睡眠时长、右手握力相对应的分数，将所有分数相加，算出

总分，与总分相对于的百分比数值即为中老年人腰痛发生的

概率。

表 2 ｜多因素 logistics 回归分析结果
Table 2 ｜ Results of the multivariate logistics regression analysis

变量 分组 B 值 P 值 OR 值 (95%CI)

性别 1( 男 )
2( 女 )

-0.203 0.132 0.816(0.627-1.063)

婚姻 1( 已婚，与配偶同居 )
2( 分居、离异、丧偶 )

0.102 0.327 1.107(0.903-1.356)

居住地 1( 城市 )
2( 农村 )

-0.162 0.127 0.850(0.691-1.047)

受教育

水平

1( 文盲 )
2( 小学 )
3( 初中 )
4( 高中及以上 )

0.574
0.572
0.153

0.001
0.001
0.419

1.776(1.251-2.521)
1.774(1.272-2.476)
1.165(0.805-1.686)

吸烟 1( 不吸烟 )
2( 吸烟 )

-0.047 0.697 0.954(0.751-1.210)

饮酒 1( 经常饮酒 )
2( 偶尔饮酒 )
3( 不饮酒 )

-0.097
0.263

0.379
0.071

0.907(0.731-1.127)
1.301(0.978-1.729)

抑郁

状态

1( 无抑郁 )
2( 抑郁 )

-1.115 < 0.001 0.328(0.280-0.385)

睡眠时长 -0.151 < 0.001 0.860(0.827-0.895)
左手握力 0.006 0.337 1.006(0.994-1.017)
右手握力 -0.028 < 0.001 0.973(0.959-0.986)
腰围 -0.002 0.540 0.998(0.992-1.004)

表 1 ｜腰痛相关危险因素的组间比较                      ( 训练集 )
Table 1 ｜ Comparison of risk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low back pain 
between groups

变量 分组 患病组
(n=895)

对照组
(n=3 348)

t 值 /
χ 2

值

P 值

性别 1( 男 )
2( 女 )

296/33.1
599/66.9

1 660/49.6
1 688/50.4

77.464a < 0.001

婚姻 1( 已婚，与配偶同居 )
2( 分居、离异、丧偶 )

721/80.6
174/19.4

2 772/82.8
576/17.2

2.429a < 0.001

居住地 1( 城市 )
2( 农村 )

157/17.5
738/82.5

806/24.1
2 542/75.9

17.175a < 0.001

锻炼 1( 不经常锻炼 )
2( 经常锻炼 )

839/93.7
56/6.3

3 098/92.1
250/7.9

1.546a 0.214

受教育

水平

1( 文盲 )
2( 小学 )
3( 初中 )
4( 高中及以上 )

331/37.0
404/45.1
109/12.2
51/5.7

894/26.7
1 369/40.9
686/20.5
399/11.9

80.696a < 0.001

吸烟 1( 不吸烟 )
2( 吸烟 )

620/69.3
275/30.7

1 976/59.0
1 372/41.0

31.262a < 0.001

饮酒 1( 经常饮酒 )
2( 偶尔饮酒 )
3( 不饮酒 )

169/18.9
84/9.4
642/71.7

944/28.2
272/8.1
2 132/63.7

31.694a < 0.001

抑郁

状态

1( 无抑郁 )
2( 抑郁 )

376/42.0
519/58.0

2 455/73.3
893/26.7

311.921a < 0.001

体质量

指数
(kg/m2)

1( ≤ 18.4)
2(18.5-23.9)
3(24.0-27.9)
4( ≥ 28)

60/6.7
457/51.1
254/28.4
124/13.9

211/6.3
1 677/50.1
1 059/31.6
401/12.0

4.735a 0.192

年龄
( 岁 )

1(45-59)
2(60-74)
3(75-89)

385/43.0
427/47.7
83/9.3

1 550/46.3
1 496/44.7
302/9.0

3.142a 0.208

睡眠时长 (x-±s，h) 5.73±2.11 6.56±1.91 10.640 < 0.001
左手握力 (x-±s，kg) 24.65±10.20 28.13±10.76 8.674 < 0.001
右手握力 (x-±s，kg) 25.54±9.52 29.68±9.93 11.408 < 0.001
腰围 (x-±s，cm) 84.04±14.88 85.15±12.69 2.052 0.040

表注：a 代表卡方检验

2.5   列线图预测模型的评估   

2.5.1   预测模型的效能   中老年腰痛预测模型的 C 指数为

0.726(95%CI：0.618-0.666)，见图 2。

      校准曲线表示列线图预测模型预测腰痛发生的风险与实

际腰痛发生的风险拟合良好，见图 3，说明模型预测效能较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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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预测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Figure 2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图 3 ｜预测模型的校准曲线

Figure 3 ｜ Calibration curve of the prediction model

图 4 ｜内部验证校准曲线

Figure 4 ｜ Calibration curve for internal verification

图 6 ｜外部验证校准图

Figure 6 ｜ Calibration diagram for external verification

灵
敏
度

2.5.2   模型的内部与外部验证   模型的内部验证使用训练集

数据进行，采用 Bootstrap 重抽样法 (B=1 000)，绘制校准曲

线见图 4；外部验证使用验证集进行，计算出 C 指数为 0.740 

(95%CI：0.602-0.672)，见图 5，校准曲线拟合良好，见图 6。

3   讨论   Discussion
3.1   腰痛影响因素分析   此次研究表明国内中老年人 2015 年

腰痛患病率为 20.8%，与既往研究相符合
[8-9]

。单因素分析筛

选出了 11 个有意义的变量，经过多因素分析之后只剩下 4

个变量纳入最终的预测模型，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多种共线性

的存在。单因素分析发现性别是腰痛的影响因素，与既往研

究相符，但是在进行多因素分析之后其失去了影响价值，可

能是由于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20 世纪的女性受教育水平

普遍低于男性，性别与受教育水平之间存在共线性，因此去

除各项变量共线性的影响之后最终只将 4 项指标纳入模型。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抑郁状态、睡眠时长、

右手握力是中老年人腰痛的独立影响因素：①受教育水平低

会引起腰痛的发生，其原因可能是受教育水平低者对疾病的

了解不够，所接受的相关健康教育较少。低学历人群多从事

体力劳动，往往对自身健康状况关注不足，过多且不当的体

力劳动会导致腰痛的发生
[10]
；而高学历人群更注重生活方式

的健康以及懂得如何健康生活。同时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更

有可能出现吸烟、不健康饮食、缺乏锻炼等，教育水平是健

康的重要影响因素
[11]
。②抑郁是腰痛的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腰痛也会导致抑郁风险增加
[12-13]

。国内外多名学者对疼痛抑

郁共病进行了研究，证实了该共病
[14-15]

，身体疼痛的感觉通

路与情绪管理的大脑区域共享
[16-17]

，包括岛叶皮质、前额叶

皮层、前扣带回、丘脑、海马、杏仁核，这些构成了疼痛与

抑郁共存的组织学基础，但其潜在机制尚不清楚。SONG 等
[18] 

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的促炎因子、抗炎因子 ( 白细胞介素 1

和白细胞介素 10) 以及 γ-干扰素之间存在失衡关系，提示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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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外部验证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

Figure 5 ｜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for external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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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腰痛发生风险的列线图预测模型

Figure 1 ｜ Nomogram prediction model for the risk of low back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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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因子之间信号传导的失衡可能是导致疼痛合并抑郁的原因

之一
[19]
。BALIKI 等 [20]

研究证实了前额叶皮质通过伏隔核对

疼痛发展的影响，提示疼痛与抑郁的发展可能与某些相同的

神经可塑性改变有关。③睡眠时长是腰痛发生的危险因素，

睡眠障碍与腰痛风险有关，同时腰痛也会导致睡眠障碍，两

者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
[21-23]

。ONEN等
[24]
、KUNDERMANN等

[25] 

采用睡眠剥夺的方法证实了睡眠障碍会导致疼痛的阈值降

低，增加疼痛的敏感性。其机制尚不十分明确，有学者认为

可能与多巴胺能信号传导的失调有关
[26]
，多巴胺能受体在

脑干的上行网状激活系统中含量丰富，是促进和维持唤醒

状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缝核是大脑产生 5- 羟色胺能神经

元的重要区域，中缝核神经元中被伤害性刺激抑制的被认为

是疼痛抑制细胞，被伤害性刺激刺激的被认为是疼痛促进

细胞，5- 羟色胺能神经元调节疼痛可能是通过调节疼痛抑

制细胞和疼痛促进细胞末梢释放的神经递质的作用
[27-29]

。④

右手握力异常是腰痛的危险因素，其原因可能与躯体肌肉

力量的失调有关，躯干肌肉无力是导致慢性腰痛的主要原 

因
[30-31]

，ISHAK 等
[32]

在一项横断面研究中显示腹部及背部肌

肉力量是手握力的重要预测因子，SHAHIDA 等
[33]

指出握力是

反映老年人整体力量的可靠因素，所以核心肌群无力可能会

导致手握力下降，同时疼痛会导致患者拒动，进而加重肌肉 

无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研究中年龄、是否锻炼并未显

示出与腰痛的关联，可能是因为腰痛是一个累计全年龄层次

的疾病，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加与不良习惯，发病越发趋于年

轻化。同时此次研究中判断调查对象是否经常锻炼，是根据

其过往 1 个月内是否经常进行跳舞、气功、健身等活动，可

能由于其锻炼的动作不正确或者锻炼并未使核心肌群受到训

练，使其与腰痛的发生无关联。

3.2   列线图预测模型的评价   列线图预测模型是临床预测模

型的一种图形表示方式，可使预测结果的风险值直观展现。

腰痛发生率高，同时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疾病，严重影响了中

老年人的生活，其造成的严重后果包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工作能力的丧失、残疾以及巨大的经济负担，因此降低腰痛

的发生率刻不容缓。此次研究中列线图预测模型可将每位中

老年腰痛发生的风险预测值清晰展现，有助于筛选出腰痛发

生的高危人群，指导其进行及早的锻炼和治疗，预防腰痛的

发生。同时此次研究对列线图预测模型进行了评估，模型的

c 指数以及校准曲线表示模型的区分度和校准度良好，证明

模型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3.3   列线图预测模型的意义   此次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将腰痛

发生的概率以数字的形式呈现，可在此基础上将中老年人群

分为低危、中危、高危人群，针对不同危险度人群采取不同

预防策略。既往对腰痛预防的研究关注点多集中于运动方案

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善，未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干预。对低

危人群提倡进行有氧运动
[34]
，每周 3 次，每次 30 min，有氧

运动对预防肌肉萎缩和骨质疏松、增强中老年人心肺功能、

提高免疫力均有意义
[35]
；对中危人群，在进行有氧运动的基

础上，需要激活腹部肌肉 ( 腹横肌、多裂肌等 )，既往研究

表明不同的运动方向上，腹横肌总是第一个活跃的肌肉，绝

大部分腰痛患者的腹横肌均产生延迟收缩，甚至在腰痛发生

几天之内多裂肌便会开始出现萎缩
[36]
，因此需要进行卷腹、

侧向平板支撑、平板支撑、掌膝交替撑地、小燕飞等动作
[37]
，

加强核心肌群力量与耐力，以此来提高腰椎的稳定性；而对

于高危人群，有氧运动和腹肌训练的频率都应该增加，同时

应该适当进行康复理疗，例如蜡疗和红外线改善腰部肌肉的

血运、深层肌肉刺激仪放松肌肉等。具体不同阶段的预防方

案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4   结论   综上，由受教育水平、抑郁状态、睡眠时长、右

手握力建立的中老年人腰痛列线图预测模型，具有良好的预

测效能，可筛选出中老年人群中患腰痛概率较高者，指导其

及早进行核心稳定性的锻炼、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必要时

采用一些控制情绪和改善睡眠的药物等，预防腰痛的发生，

降低中老年腰痛的患病率，减少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提

高中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心理健康水平。

此次研究的局限性在于，采用现有数据虽可以判断患者

确实存在腰痛疼痛，但缺乏客观临床检查结果的支持；外部

验证采用 7 ∶ 3 随机拆分的方法对原始数据集进行拆分，若

是可以添加不同时间段的样本进行验证，有助于提高模型的

可信度；模型的 c 指数和校准度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下一步

可纳入新的预测因子提升模型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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