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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高原地区藏族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6[H'的患病率及相关危险因素"并建立诺莫

预测模型(!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和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 8%9: 年 "498 月由青海省人民医院

组织*兴海县人民医院和同德县人民医院共同参与"对平均海拔约 # %%% '的兴海县*同德县"?% 岁藏族人

群进行问卷调查*眼部常规检查*直接眼底照相和健康宣教( 问卷调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吸烟*是否饮

酒*高原地区居住时长*每天日照时长*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一般情况( 采用 !8 检验筛选有显著差异的

因素"并采用 j4.)2E),回归分析筛选 6[H的相关危险因素"采用 `软件绘制 6[H预测诺莫图并对预测模型

进行准确性验证(!结果!本次调查实际受检人数为 9 88# 人"检出 6[H患者 9:% 例"6[H患病率为
9;<;?e( 高龄*高原地区居住时长*日照时长*吸烟*高血压*高血脂是 6[H的相关危险因素( 其中高龄是
6[H的高危因素&;YJ8%<9F#":;e 5W#:<;#" f8:<F%;""I%<%%9'"其次是日照时长 &;YJ#<$F;":;e 5W#

9<;F9fF<$89""I%<%%9'( 诺莫预测模型显示"当评分K9;% 分时"患者可能出现 6[H的概率为 ;%e( 决策曲

线表明"当阈概率K8;e时"预测发生 6[H的概率与实际 6[H发生率一致(!结论!高龄*久居高原地区*长

时间日照*吸烟*高血压和高血脂是 6[H的危险因素"尤其要注意长时间居住在高原地区并且阳光暴露时间

长的高龄人群(!

$关键词%!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患病率) 危险因素) 高原地区) 诺莫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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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龄 相 关 性 黄 斑 变 性 & (.RDUR*(ERC '(,0*(U
CR.R+RU(E)4+"6[H'是一种严重*不可逆的视力损害疾
病( 随着人口老龄化"6[H已成为一个全球性公共卫
生问题( 研究表明"到 8%?% 年"全球患 6[H人数预计
将增加到 8<FF 亿 + 9, ( 在中国"6[H的患病率亦呈逐
年升高的趋势

+ 8G#, ( 目前"我国不同地区 6[H患病率
为 #<8Fef9;<;%e+ ?G$, ( 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独特
的地理环境可能造成 6[H的患病率和危险因素不同
于平原地区( 经文献检索"目前少有关于高原地区
6[H患病率*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 因此"本研究拟
对高原地区&平均海拔 # %%% ''6[H的患病率*相关
危险因素进行调查分析(

?6资料与方法

?3?!一般资料
采取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和整群随机抽样的方

法"于 8%9: 年 "498 月由青海省人民医院组织*兴海
县人民医院和同德县人民医院共同参与"对平均海拔
# %%% '的兴海县*同德县 9; 个乡镇"?% 岁的藏族人
群进行问卷调查*眼部常规检查及健康宣教( 问卷调
查内容包括#年龄*性别*是否吸烟*是否饮酒*高原地
区居住时长*每天日照时长*饮食结构*手机使用时长*
受教育程度*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问卷调查表由
高原地区 6[H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小组成员共同制
定( 眼科常规检查包括视力检查*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直接眼底照相( 应用横断面研究样本量计算公式进行
样本量的估算#-J#8"&9G"' P(8"取 "为 #<"Fe"#为
9<:"&可信度 :;e'"( 为 %<%8&允许误差 8e'"求得
-J#?%( 设抽样作用系数为 ?"所需样本量为 9 #"%
人(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经青海省人民医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批文号#8%9$D89'"所有受检
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3@!方法
?3@3?!调查工作流程!调查前与当地县卫生局工作
人员进行沟通*协调"合理安排调查工作( 由所在县卫

生局通知镇卫生院"再由镇卫生院逐一通知村委会主
任"村委会主任告知村民具体调查地点*时间"确保当
地居民理解并配合以及每日参与调查的人数(

对所有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 采用
现场调查的方式"完成眼部检查及个人信息登记( 调
查小组包括 8 名眼科副主任医师*8 名验光师*8 名眼
科护士*8 名眼科研究生以及当地县医院的 9 名医生
和 8 名护士( 调查地点集中于镇卫生中心*村委会(
调查流程#&9'由 8 名眼科护士和当地县医院的 8 名
护士对每位受检者进行问卷调查并登记( 登记内容包
括#年龄*性别*民族*吸烟史*饮酒史*高原居住时长*
日照时长*糖尿病史*高血压病史*高血脂病史)&8'由
8 名研究生及 8 名验光师对受检者进行视力*眼压及
屈光度检查"采用带灯箱的 &字视力表进行视力检
查"视力!%<F 者进行验光并矫正视力)采用手持式眼
压计&天津索维有限公司'测量眼压)&#' 8 名眼科副
主任医师及 9 名当地县医院的医生对每位受检者进行
裂隙灯显微镜&日本 Q4W,4+ 公司'检查( 对于屈光间
质清晰的受检者"采用直接检眼镜&iL"b"苏州六六视
觉公司'在小瞳孔下进行眼底检查)对于屈光间质混
浊并且眼压!89 ''O.的受检者给予复方托吡卡胺
滴眼液扩瞳"采用 :%H裂隙灯前置镜 &美国 54*\ 公
司'检查眼底)对怀疑黄斑变性的受检者采用手持式
眼底照相机&苏州微清有限公司'进行图像采集及光
相干断层扫描仪&美国海德堡公司'检查"最后由 8 名
副主任医师明确诊断( 在检查过程中"对每位受检者
进行健康宣教"同时发放七叶洋地黄双苷滴眼液 &德
国视都灵公司'9 盒)&?'所有工作人员一起核实调查
问卷和检查结果记录单( 资料的整理*保管和录入由
专人负责(
?3@3@!纳入标准及排除标准!纳入标准#&9'年龄"
?% 岁"性别不限"藏族)&8'生活在平均海拔约 # %%% '
地区的久住居民( 排除标准#&9'合并慢性肾功能不
全*急性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等严重全身疾病者)
&8'患有晚期卵黄样黄斑变性*高度近视眼底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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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U.(UCE病*视网膜血管阻塞性疾病*脉络膜视网膜
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或青光眼等眼部疾病者( 6[H
诊断标准#依据美国眼科学会视网膜P玻璃体小组制定
的-临床指南#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 F,

和中国年龄相

关性黄斑变性临床诊断治疗路径
+ :,
的诊断标准"有以

下 9 种或多种特征时即可诊断 6[H#&9'存在中等大
小的玻璃膜疣&直径K"# #'')&8'视网膜色素上皮异
常"如色素减退和色素增生*移行*化生)&#'存在视网
膜色素上皮地图样萎缩*脉络膜新生血管形成 &渗出
性*湿性'*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网状假性玻璃膜
疣或视网膜血管瘤增生等 9 种或多种特征(
?3A!统计学方法

采用 M_MM 8?<% 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采用
!8
检验比较各单因素对 6[H患病率的影响"并确定

与 6[H有关的因素( 将上述存在显著差异的因素作
为自变量"以 6[H患病作为因变量"进行二元 j4.)2E),
回归分析"显著性水平 "为 %<%;( 采用优势比 &4CC2
U(E)4";Y'和 :;e置信区间 &,4+T)CR+,R)+ERUS(*"5W'评
估本研究中所有与 6[H有关的因素( 采用 hU(W-_(C
_U)2'软件绘制 6[H独立危险因素的受试者工作特
征&UR,R)SRU4WRU(E4U,-(U(,ERU)2E),,0USR" 7̀A' 曲线(
采用 `软件 #<;<8& [̀M 软件包'对 6[H的独立危险
因素建立列线图评分体系"即根据各个因素对 6[H
的影响权重合理赋分"给出 6[H的得分临界值并基
于诺模图中相关危险因素绘制 HA6决策曲线及临床
影响曲线(

@6结果

@3?!6[H患病率
本次调查实际受检人数为 9 88# 人"检出 6[H

患者 9:% 例"高原地区藏族人群 6[H患病率为
9;<;?e(
@3@!居住时长及日照时长的 6[H预测 7̀A曲线

根据 7̀A曲线"居住时长K"F 年可预测 6[H患
者预后"其准确度为 "#<Fe&"I%<%;'( 每天日照时
长K# - 可预测 6[H患者预后"其准确度为 FFe&"I
%<%;'&图 9'( 因此确定居住时长 "F 年及每天日照时
长 # - 作为临界值进行分类(
@3A!各因素对 6[H患病率的影响

不同年龄段*不同高原地区居住时长*不同每天日
照时长*是否吸烟*是否有高血压*是否有高血脂间
6[H患病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I%<%;')
不同性别*是否饮酒*有无糖尿病间 6[H患病率比
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K%<%;'&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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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居住时长及日照时长预测 !9D的 :7;曲线
>,"+#$?6:7;2+#($-4#$3,0$&',)*0+#)',-&)&03+&35,&$0+#)',-&
1#$0,2',&" !9D

表 ?6!9D患病率的相关因素分析
E).*$?6>)2'-#3)33-2,)'$0/,'5!9D,&2,0$&2$

因素
非6[H
人数&-'

6[H
人数& -'

患病

率&e'
!8 值 "值

年龄&岁' ?%G?: 9#$ F ;<;8 #$<:%# I%<%%9

;%G;: #9# #8 :<8F

"%G": #F% ;; 98<"?

$%G$: #?? $# 9$<;9

F%G:% ?: 88 #%<::

居住时长&年' !"F F%F F? :<?8 ##<$;9 I%<%%9

K"F ?9; 9%" 8%<#;

每天日照 ! # 99#$ #: #<#8 "9F<88# I%<%%9

时长& -' K# F" 9;9 "#<$9

性别 男 :F8 9;" 9#<$9 %<#?? %<;;$

女 8?9 #? 98<#"

吸烟 否 :%$ 9%; 9%<#F 8F<F:F I%<%%9

是 #9" F; 89<8

饮酒 否 99?$ 9$" 9#<# %<88: %<"##

是 $# 9# 9;<98

高血压 无 99?; 9?; 99<8? "9<:$: I%<%%9

有 $F ?; #"<;:

糖尿病 无 99:: 9FF 9#<;; %<$;? %<#F;

有 8? 8 $<":

高血脂 无 :#9 9%? 9%<%; #F<#F: I%<%%9

有 8:8 F" 88<$;

!注#&!8 检验'!6[H#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Z4ER#&!8ER2E'!6[H#(.RDUR*(ERC '(,0*(UCR.R+RU(E)4+

@3J!6[H的危险因素分析
j4.)2E),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高原地区居住

时长*日照时长*吸烟*高血压*高血脂是 6[H的相关
危险因素" 其中高龄是 6[H的高危因素 & ;YJ
8%<9F#":;e 5W#:<;#"f8:<F%;""I%<%%9'"其次是日
照时长&;YJ#<$F;":;e 5W#9<;F9fF<$89""I%<%%9'
&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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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9D危险因素的 V-",3',2回归分析
E).*$@6V-",3',2#$"#$33,-&)&)*=3,3-4#,3U4)2'-#34-#!9D

因素 B值 ;Y值 :;e5W

年龄&岁' ;%G;: 9<?F$ ?<?8# 9<;$$G98<?%#

"%G": 9<F$" "<;8" 8<#$$G9$<:89

$%G$: 8<%## $<"#; 8<%$8G8F<98:

F%G:% #<%%; 8%<9F# :<;#"G8:<F%;

?%G?: % 9<%%%

居住时长&年' K"F 9<9#; #<99# 9<8$?G $<"%#

!"F % 9<%%%

日照时长& -' K# 9<##9 #<$F; 9<;F9G F<$89

! # % 9<%%%

吸烟 是 %<$%" 8<%8; 9<99?G #<"F8

否 % 9<%%%

高血压 有 %<$$8 8<9"? 9<9"$G ?<%9;

无 % 9<%%%

高血脂 有 %<:8# 8<;9F 9<#:8G ?<;;#

无 % 9<%%%

常量 G"<?FF %<%%8

!注#6[H#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Y#比值比)5W#置信区间
!Z4ER#6[H#(.RDUR*(ERC '(,0*(UCR.R+RU(E)4+);Y#4CC2U(E)4)5W#,4+T)CR+,R
)+ERUS(*

@3K!6[H预测模型的建立
根据上述 6[H的相关危险因素"选择列线图分

析法建立 6[H发生的评分体系#高血脂赋值 89 分)高
血压赋值 9F 分)吸烟赋值 9" 分)居住时长K"F 年赋值
8" 分)每日日照时间K# - 赋值 9%% 分);%f;: 岁*"%f
": 岁*$% f$: 岁*F% f:% 岁分别赋值 #?*?8*?F 和 $%
分)各因素分值总和即为该患者的诺莫评分( 诺莫评
分K9;% 分意味着患者可能出现 6[H的概率为 ;%e
&图 8'( 该评分体系的预测准确率为 :#<%;e& :;e
5W#:%<8"ef:"<F8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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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D患病列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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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模型校准图显示"6[H患病率的预测结果和
对角线基本贴合"表示预测结果准确&图 #'( 决策曲线
图显示"诺莫预测评分体系预测 6[H患病率的准确性

高于任意单一指标预测值&图 ?'( 临床影响曲线显示"
本预测模型的阈概率为 8;e"当阈概率K8;e时"预测
6[H患病人数与实际患病人数完全吻合&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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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讨论

本研究首次对高原地区青海省平均海拔 # %%% '
的同德县和兴海县藏族人群 6[H的患病率及相关危
险因素进行调查"发现海拔 # %%% '地区藏族人群
6[H患病率为 9;<;?e"高于国内其他地区汉族人群
的 9#<#"e+ 9%,

和土家族人群的 :<?e+ 99, ( 分析可能的
原因为本研究纳入的人群长期居住在高原地区"受该
地区气候干燥*日照时间长*风沙大*紫外线强度高*氧
含量低等因素的影响(

风险评估模型即通过危险及保护因素共同建立的

预测某种疾病结局发生概率的诊断模型
+ 98, "该模型的

建立需要通过建模组在众多潜在影响因素中筛选出有

统计学意义的危险因素及保护因素"并证实该诊断模
型的预测效果"为临床评估疾病的风险提供帮助( 本
研究采用单因素分析*j4.)2E),回归分析* 7̀A曲线拟
合优度检验等探讨 6[H发生的危险及保护因素"并
在得出 6[H危险因素的基础上"建立 6[H预测的回
归方程"绘制列线图"并评估该模型的校准度及拟合优
度"为 6[H的预测及预防提供理论依据(

本研究发现高龄是 6[H的高危因素"年龄越大
则患 6[H的概率就越大( 分析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
年龄的增加"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功能逐渐衰退"导致
脂褐质因无法被清除而大量堆积"在视网膜色素上皮
与玻璃膜之间形成玻璃膜疣"进而导致黄斑及后极部
视网膜萎缩

+ 9#G9;, (
本研究 7̀A结果显示"高原居住时长K"F 年*日

照时长K# - 时可预测 6[H患者预后"其准确度为
FFe"因此将其定为临界值进行分类分析"并发现长时
间暴露在阳光下是 6[H的危险因素"高海拔地区居
住时间越长患 6[H的概率就越大( 这可能是因为高
原地区空气稀薄"氧含量低"地面反射紫外线强度高"
视网膜光损害作用增强"继而诱发 6[H+ 9"G9F, ( 本研
究结果还显示"吸烟*高血压*高血脂均能显著影响
6[H患病"其中吸烟者的 6[H患病率是不吸烟者的
8<%8; 倍"可能是因为吸烟可通过降低血清抗氧化剂
水平"改变脉络膜血流量"减少视网膜叶黄素从而增加
患 6[H的风险 + 9:G89, ( 本研究中合并高血压者的
6[H患病率是无高血压者的 8<9"? 倍"这可能是因为
高血压会损害脉络膜循环"而脉络膜循环又参与 6[H
的发生

+ 88, ( 本研究结果还显示"合并高血脂者的
6[H患病率是无高血脂者的 8<;9F 倍"这可能是因为
脂质产物沉积在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血管壁"引起
氧化应激反应"从而诱发 6[H+ 8#, ( 此外"本研究结果

显示糖尿病不会增加 6[H患病的风险"与 BU4Y+
等

+ 8?,
和 A-R+ 等 + 8;,

的研究结果一致( 本研究中饮酒
对 6[H的患病率无明显影响"与 6U'2EU4+.等 + 8",

研究

发现适量饮酒不会增加 6[H发病风险的结论一致(
诺莫预测模型是估计医学预后的常用工具"通过

整合不同的预后和行列变量"能够生成临床事件的单
个数值概率"列线图满足了我们对生物学和临床集成
模型的需求"推动了个性化医疗的发展( 与 j4.)2E),回
归分析相比"诺莫预测模型可以通过不同的赋值进行
快速计算"同时提高准确性"并且更易于理解预后"以
帮助临床决策

+ 8$, ( 本研究采用列线图建立模型"应用
诺莫评分预测 6[H患病率的准确性高于任意单一指
标的预测值"本预测模型的阈概率为 8;e"即当阈概
率K8;e时"预测 6[H患病人数与实际患病人数完全
吻合( 该模型为高原地区藏族人群患 6[H的风险预
测和患病率预估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参考( 本研究中
j4.)2E),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F%fF: 岁是最高危的
因素"而列线图显示每天日照时间赋值最高"这可能是
由于 F%fF: 岁人群室外劳动时间长"日照时间也较
长(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对所有受检人员进行了 6[H
的健康教育"帮助高原藏族群众改善日常的生活习惯"
对于预防 6[H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对于屈光间质混
浊严重*眼底窥不清的患者"有可能漏诊)同时"未能对
海拔高度进行量化分析( 未来可进行临床资料更详
细*地域更广的调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结果显示高龄*久居高原地区*
长时日照*吸烟*高血压*高血脂是 6[H的危险因素"
尤其要注意长时间居住在高原地区并且阳光暴露时间

长的高龄人群( 本研究中诺莫预测模型可对高原地区
藏族人群 6[H进行准确预测"为临床医师对其早期
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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