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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老年住院患者衰弱指数与血清25羟维生素D水平的相关性。方法选择

老年住院患者100例，依据老年综合评估构建衰弱指数(frailty index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Ge嘲tric

Assessment，FI—cGA)；抽取静脉血标本，测定血清25羟维生素D[25(OH)D】水平；依据25(0H)D

水平将研究人群分为严重缺乏组、缺乏组、不足组和充足组。结果本研究人群FI—CGA的中位数(四分

位数间距)为o．172(o．096一o．216)，与维生素D缺乏组[o．154(o．103～o．196)】、不足组[o．107(o．085。o．155)】

和充足组[0．071(0．066—0．073)】相比，维生素D严重缺乏组【0．234(o．133～0．367)】的FI—CGA显著升高；

spe删an相关分析显示FI—CGA与25(0H)D呈负相关(r=一0．499，P<0．001)。有序多分类Lo舒stic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25(OH)D是FI—cGA的独立保护因素(P<0．001)。结论老年住院患者中，衰弱

指数与维生素D、年龄、性别相关，应注重高龄、女性患者的衰弱筛查，适量补充维生素D可能成为预

防和治疗衰弱的一种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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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疔ailty index and senlm 25-hydroxyvit锄in
D(25(OH)D)in hospitalized elderly patients．Methods l OO elderly patients were enmlled in this study．Fmilty

index was calculated based on ComprehensiVe Geriatric Assessment(FI-CGA)aIld venous blood samples were

obtained to detemline semm 25(0H)D levels by ELISA．These patients werc divided into a serious vitamin D

deflci即cy伊oup，a VitalIlin D deficiency group，a Vitamin D insu衔ciency group，aIld a vitamin D sumci∞t gro叩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semm 25(OH)D．Results The median(interquartile mge)for FI-CGA was 0．1 72

(0．096-0．2 1 6)．The FI-CGA was significalltly higher in the serious vit锄in D de疗ciency磬．oup[0．234(0．1 33-0．367)】

than in the vitamin D deficiency铲oup[0．154(0．103·0．196)]，the vitamin D insu伍ciency group[0．107(0．085-

0．155)]，and the vitamin D su伍cient group[0．071(0．066-0．073)]．Speama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re wa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I—CGA and 25(OH)D(F-O．499，P<0．00 1)．Ordinal Logistic regression aIlalysis

indicated that serum 25(oH)D leVel was an independent pmtectiVe factor for FI—CGA(尸<O．001)．ConcIusion

Frailty relates to vitamin D，age，and sex．Tll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in screening the触ilty in

aged and fbmale patients．And the supplementation of vitamin D may be柚e疵ctive way for the preVention舭d

trea恤ent of行ail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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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弱是指老年人特有的多系统生理储备能力下

降和机体应激能力减弱，从而增加不良健康后果危

险的身体状态，已得到国内外老年病学专家的重视【l】。

加拿大健康与衰老课题研究所于2005年提出以健康

缺陷累积为基础的衰弱指数模型来评估老年人的衰

弱程度，该方法较为简单，可以量化并很好地识别

衰弱程度口】。近年来研究表明维生素D缺乏在老年

人群中非常普遍，并与多种疾病有关【3卅。美国、墨

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家研究均表明维生素D是衰弱

的独立影响因素口。9】，但目前关于衰弱指数与维生素

D水平关系的相关研究尚为缺乏。本研究旨在探讨

住院老年人衰弱状况与血清维生素D水平的关系，

为今后开展老年衰弱干预性研究奠定基础。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根据《现代医学统计》介绍，样本

量应取变量数的5。20倍，本研究共有5个变量，

若样本量取自变量的20倍，即5×20=100。采用便

利抽样法，抽取2016年8月至2017年1月江苏省

苏北人民医院住院部的老年住院患者100例。纳入

标准：(1)同意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2)

年龄≥60岁。排除标准：(1)既往接受维生素D

制剂、钙补充制剂等影响血清维生素D水平的治疗；

(2)肝肾功能异常；(3)甲状旁腺功能亢进或减

退；(4)处于疾病急性期、终末期；(5)辅助工

具协助下仍不能行走；(6)严重痴呆、失能；(7)

沟通障碍。本研究已获得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医学

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苏北人民医院医学伦理

委员会2016034)，患者及家属知晓本研究的内容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

1．2研究方法(1)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年龄、性别、

身高、体重、教育水平，并计算出体质指数。(2)

衰弱指数模型：老年综合评估是对患者的一般健康

状况、认知、功能、情绪、动机、特殊感觉、营养

及用药等进行评估，其涵盖面广⋯。多位学者研究

表明基于老年综合评估构建的衰弱指数模型可很好

地评估老年人的衰弱状况【10。11】。本研究基于老年综

合评估量表，参考Rockwood和Mitnitski建议的衰弱

指数构建标准和方法，从老年综合评估量表中选用

59个项目构成本研究的衰弱指数评估表n21。健康缺

陷变量包括：认知状态、情绪、健康自评、治疗动机、

临床症状、日常生活能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能力部

分项目、慢性病、服药状况等，每个项目根据健康

缺陷的类型进行赋值，赋值范围为0～1，将每个

住院老年患者所有项目的得分相加，除以总锹59分)
得到该老年患者的衰弱指数即FI—CGA【l 21。(3)25

(oH)D检测。受试对象均于人院次日清晨空腹抽

取静脉血3 ml，分离血清并置一80℃冰箱保存。采

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法(ELISA法)检测血清25(OH)

D，试剂盒购自江苏菲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严格按

照试剂盒说明书要求进行操作。(4)维生素D水平

分组。根据Bischoff-Fenari fl31推荐的标准界定维生

素D水平，即严重缺乏：25(0H)D<10 n∥ml；

缺乏：10 ng／ml≤25(OH)D<20 n∥d；不足：
20 n∥ml≤25(0H)D<30 n∥ml；充足：25(OH)

D≥30 n∥ml。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分

析，数据进行正态及方差齐|生检验；根据检验结果，

偏态计量资料连续变量以中位数及四分位数间距fM

(QR)]表示；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或率表示，计

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秩和检验，计量资料的

多组比较采用多组独立样本秩和检验；计数资料采

用列联表分析；参数之间的依存关系采用Spea咖an

相关分析及有序多分类L09istic回归分析这两种方法

来确定。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血清25(OH)D水平本研究受试者人群血

清25(OH)D平均含量为(15．178±6．958)ng／

ml，60～70岁组血清25(OH)D水平『(17．840±6．955)

n∥m1]显著高于70～80岁组[(12．430±5．923)n∥

m1]和≥80岁组【(10．935±4．022)ng／ml】(F=9．530，

P<0．001)。根据Bischoff_Fenari等”叫推荐的维生

素缺乏程度分类标准，本研究对象中维生素D严重

缺乏、缺乏、不足和充足所占比例分别为25．0％(25

例)、45．0％(45例)、27．0％(27例)和3．0％(3例)。

2．2 FI—cGA与25(OH)D及一般资料的单因素分析

结果显示，本研究人群FI—cGA呈偏态分布，其中

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o．172(O．096～0．216)。

女性FI—CGA显著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FI—

cGA也逐渐增加。且教育水平、收入水平和25(0H)

D水平越低，FI—cGA越高(均P<o．05)，见表1。

Spea咖an相关性分析显示FI—cGA与血清25(OH)

D水平呈负相关(，=一0．499，P<O．001)。

2．3 FI—cGA与25(OH)D及一般资料的Logistic

回归分析为了探讨25(OH)D与一般状况对FI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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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各组衰弱指数的比较【M(QR)]
项目

性别

年龄(岁)

FI—cGA 统计值

O，124(O．088一O．181) 10，506a

0．186(O．147～0．257)

0．099(0．07l—O．168) 25．562“

0．155(O．133—0．277)

0．287(O．182～0_359)

O．158(O．125—0．25I) 9．627“

0．107(O．076一O．191)

O．103(0．085～0．159)

0．18l(O．135—0．275) 6．695“

0．144(O．088～O．203)

0．107(0．087～0．181)

0．234(O．133～O．367) 24．645“

0．154(O．103～0．196)

0．107(0．085一O．155)

0．07l(O．066～O．073)

P值

O．001

教育水平

人均月收入(元)

0．008

O．035

CGA的影响，本研究按四分位数法将FI—CGA分为

四个水平即0～0．096、0．096～0．147、0．147～0．216、

>0．216。以FI—CGA(0～0．096=1，0．096～0．147=2，

0．147～O．216=3，>0．216=4)为因变量，血清25(0H)

D、性别、年龄、人均月收人、文化程度为自变量进

行有序多分类L0西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清25

(0H)D、年龄和性别是FI—CGA的主要影响因素，

血清25(OH)D越低，FI—cGA值越大，即老年患

者的健康缺陷越多，衰弱状况越严重，见表2。

3讨论

衰弱对于老年人意味着因应激反应能力减弱且机

体生理储备能力下降，从而导致健康危险增加，早期

发现和干预衰弱可有效预防衰弱的发生与发展。维生

素D是一种脂溶性开环甾类化合物，机体所需的维生

素D 80％以上是由皮肤接受紫外线(290～315 nm)

照射合成的，少量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D需经过

肝脏、肾脏的连续羟化才能成为有活性的1，25(OH)D。

其中食物来源及皮肤合成的维生素D经过肝脏中25

羟化酶转化成25(0H)D，因其是维生素D在体内

最主要的存在形式，且半衰期较长、易于测定，已

成为人体维生素D水平的评价指标”41。近年来，维

生素D的骨外作用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研究

发现维生素D与多种慢性疾病有关，如心血管疾病、

免疫系统疾病、糖尿病等【3‘5】。目前国内对维生素D

与衰弱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缺乏针对维生素D

与衰弱指数的相关研究。本研究收集扬州市60岁以

上老年住院人群，采用国内外应用广泛的衰弱指数

作为评价老年人衰弱状况的指标，分析其与血清25

(0H)D水平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100例老年住院患者FI—CGA

的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为0．172(O．096～O．216)，

维生素D严重缺乏组和缺乏组的FI—CGA显著增高，

spea瑚an相关性分析显示25(OH)D水平与衰弱指

数呈显著负相关。有序多分类L0西stic回归分析结果

显示，随着人群血清25(OH)D水平的降低，衰弱

指数逐渐增高，提示25(OH)D水平越低，患者越

衰弱、越健康缺陷越多、健康风险越大。Hirani V等n习

研究表明低水平血清25(OH)D与衰弱独立相关，

与本研究结果一致。此外，已有研究表明维生素D

缺乏不仅与衰弱有关，还可能增加发展为衰弱的风

险。德国一项纳入727名非衰弱的老年人的研究结

果显示(2．9±0．1)年后，低水平25(0H)D『25(OH)
D<15 n∥ml】的老年人发展为衰弱和衰弱前期的风

险更大”61。针对血清25(0H)D与衰弱指数的关系，

Taiar A等【17】的研究结果显示研究人群FI的中位数

表2 FI—cGA与25(0H)D及一般情况的有序多分类Lo西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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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位数间距)为o．15(o．15)，按FI将研究人

群分为3组即衰弱组(FI>0．35)、衰弱前期组(o．2

<FI≤O．35)和非衰弱组(0≤FI≤0．2)后，发

现维生素D缺乏者较维生素D充足者更易衰弱，以

维生素D充足组【25一(OH)D≥75 nmo儿】为参照，

维生素D次优组『25(OH)D≥50 nmo儿且25(OH)
D<75 nⅡlol／L】和维生素D缺乏组[25(OH)D<50

nmol／L1衰弱的ROR值分别为1．15、2．11。以上研究

结果间接提示低水平25(OH)D可能与FI值的增

大有关，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目前维生素D在衰弱中的作用机制尚不十分清

楚。一些观测性研究结果显示，维生素D与身体功

能下降有关，特别是握力和步态的改变¨8‘201。而握力、

步态等可直接影响衰弱表型。一项横断面研究结果

显示血清25(OH)D水平<20 nmo儿与老年人身

体功能下降有关，并可能增加跌倒的风险Ⅲ】。

维生素D受体(Vit砌in D Receptor，VDR)广

泛分布于人体的各个组织细胞，提示维生素D具有

非常大的潜在功能。有研究者认为维生素D与衰弱

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通过肌少症的发生与发展来介

导的，而肌少症的特征在于肌肉质量的减少、肌力

的下降和肌肉性能的改变口21。维生素D对肌肉功能

的作用包括基因作用和非基因作用。一方面，维生

素D最具活性的形式1，25(OH)D通过与肌肉细

胞上的VDR结合，引起相关蛋白质的合成和肌纤维

的增殖分化【231。另一方面，维生素D通过非基因作

用即激活蛋白激酶C或通过激活二酰甘油、环腺苷

酸等细胞第二信使从而使钙释放进入细胞，促进肌

肉收缩畔l。此外，维持体内钙平衡和骨密度是维生

素D的主要功能之一，当25(OH)D缺乏时，1，

25(OH)D水平降低，甲状旁腺激素水平升高，导

致骨流失增加甚至引起骨折。因此，当机体处于维

生素D缺乏状态中，机体会出现肌肉收缩功能和肌

力异常，从而促进衰弱的发生与发展。

本研究还发现性别、年龄对FI—CGA也有影响，

女性、高龄的老年人FI—CGA更高。北京的一项纵

向研究结果显示FI随年龄呈指数增长，女性的衰弱

水平显著高于男性，但男性的健康缺陷积累比女性

更具致命性，即在男性中FI与病死率高度相关[251。

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氧化应激不断积累，

个体健康缺陷积累也越多，并且更易受不良健康后

果的影响，而FI正是健康缺陷积累的最佳方法【l】。

有研究显示女性病残发生率高、持续时间长且康复

率和病死率低，以致其病残患病率显著高于男性，

这可能是男女间FI存在差异的原因‘261。

综上所述，老年住院患者存在较为严重的维生

素D不足与缺乏，占研究人群的97％，且维生素D

水平与衰弱指数呈显著负相关，此外，年龄、性别

也与衰弱有关。因此，应早期筛查老年人群，特别

是高龄、女性老年人的衰弱状况及维生素D水平，

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维生素D以预防衰弱。本研究

还存在局限性和不足之处：样本量较小且为横断面

研究，无法探讨衰弱与维生素D之间的因果关系，

因此仍需进一步行大样本的研究以探讨维生素D与

衰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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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扩展型、呈扩散状。结果表明初诊PTBE程度

轻者，肿瘤主要局限在瘤体附近，而PTE程度重者

肿瘤细胞可能弥散，且远离瘤体，这与严重的PTBE

区内有广泛、弥漫的瘤细胞浸润的结论相符(6J。研

究结果提示，临床可通过观察初诊时PTBE特征，

选择性扩大患者肿瘤切除范围，对水肿特征为轻度、

类圆者可有针对性加强局部照射，从而对癌细胞灭

杀，避免疾病复发、提高患者预后【7l。

综上所述，通过观察胶质瘤初诊时PTBE体征，

能有效判断肿瘤全切术后肿瘤细胞发病部位趋向、

形态情况，临床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以提高患

者生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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