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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著·

不同性别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伴随疾病和用药现状研究
徐丽玲，朱华群，钟华，苏茵 *
【摘要】

目的

了解不同性别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的伴随疾病及临床药物选择情况。方法

选取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15 353 例 RA 患者为研究对象。利用医渡云软件提取 RA 患者的就医信息，

包括性别、年龄、病情相关血清学指标、伴随疾病及药物选择情况。采用 χ2 检验对不同性别患者的伴随疾病及药物
选择情况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

患者中男 4 002 例（26.07%），女 11 351 例（73.93%），男女比例约为 1∶2.8。RA

患者常伴随的风湿性疾病包括干燥综合征（SS）（5.24%）、系统性红斑狼疮（SLE）（2.53%）及强直性脊柱炎（AS）

（1.07%）；除≥ 65 岁 SLE 外，女性患者合并 SS 和 SLE 的比例高于男性（P<0.05），男性患者合并 AS 的比例高于

女性（P<0.05）。其他前 10 种伴随疾病依次为骨关节炎（37.56%）、骨质疏松（33.37%）、高血压（29.87%）、高

脂血症（19.49%）、冠心病（19.16%）、消化性溃疡（16.80%）、脑血管病（13.59%）、慢性胃炎（13.11%）、糖

尿病（10.90%）及动脉粥样硬化（10.17%）；除慢性胃炎、≤ 44 岁脑血管病及≥ 65 岁骨关节炎、高脂血症、脑血管病、
动脉粥样硬化外，不同年龄段男女 RA 患者上述其他慢性病患病率均有差异（P<0.05）。RA 患者选择的前 10 种治疗

药物依次为：来氟米特（54.63%）、甲氨蝶呤（26.20%）、羟氯喹（23.14%）、双氯芬酸钠（22.20%）、洛索洛芬（21.20%）、
塞来昔布（20.20%）、白芍总苷（18.52%）、糖皮质激素（16.77%）、美洛昔康（15.90%）及柳氮磺吡啶（13.75%）；
男性 RA 患者选择来氟米特的比例高于女性（P<0.05），而女性选择甲氨蝶呤、羟氯喹、糖皮质激素及白芍总苷的比

例高于男性（P<0.05）。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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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concomitant disease and drug use in patients with rheumatoid arthritis （RA） in

clinical practice between different genders，thus raising the awareness of patients with RA.Methods

A total of 15 353 patients

admitted to Peking University People's Hospital were enrolled from September 2014 to September 2015.Their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gender，age，laboratory features and drug use were collected from clinical laboratory information system and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ystem of Yidu Cloud Technology Company Ltd.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ncomitant disease and drug use were
compared by chi-square test.Results

Among the subjects，4 002 were male （26.07%） and 11 351 female （73.93%），

with a ratio of approximately 1∶2.8.The common concomitant rheumatic diseases in patients with RA were sjogren syndrome （SS，
5.24%），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2.53%），and ankylosing spondylitis （AS，1.07%）．Except for RA

patients aged 65 years and over，the prevalence rates of SS and SLE in female patients with RA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male

（P<0.05），and of AS in male patients with RA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female （P<0.05）．Other concomitant diseases were
osteoarthritis （37.56%），osteoporosis （33.37%），hypertension （29.87%），hyperlipidaemia （19.49%），coronary
heart disease （19.16%），peptic ulcer （16.80%），cerebrovascular disease （13.59%），chronic gastritis （13.11%），
diabetes （10.90%），and atherosclerosis （10.17%）．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above-mentioned concomitant

diseases （except chronic gastritis，cerebral vascular disease in patients aged 44 years or below and osteoarthritis，

hyperlipidemia，cerebrovascular disease and atherosclerosis in patients aged 65 years and over）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patients with RA in different ages （P<0.05）.The most common 10 kinds of drugs used in patients with RA were leflunomide

（54.63%），methotrexate （26.20%），hydroxychloroquine sulfate （23.14%），diclofenac （22.20%），loxoprofen （21.20%），
celecoxib （20.20%），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18.52%），glucocorticoid （16.77%），meloxicam （15.90%） and
sulfasalazine （13.75%）．The use of leflunomide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e patients than in female patients （P<0.05），
while the use of methotrexate，hydroxychloroquine sulfate，glucocorticoid，and total glucosides of paeon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female patients （P<0.05）．Conclusion

The concomitant disease and drug of choice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patients with RA，which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in cli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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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以慢性进展性关节病
床研究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变为主的全身性自身免疫病，可导致关节畸形及功能
［1］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就诊于
丧失，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我国 2006 年开展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且病情相关血清学指标完整的 RA 患
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关节病是我
者为研究对象。
国肢体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 RA 为其中主要疾病
1.2 研究方法 利用医渡云软件提取 2014 年 9 月—
之一［2］。2013 年，一项全国多中心 RA 患者残疾及功
2015
年 9 月就诊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 RA 患者的就
能受限情况的调查结果显示，根据 3 种不同的残疾标
医信息，包括性别、年龄、病情相关血清学指标、次要
准，RA 患者残疾的发生率分别为 50.3%（171/340）、
诊断及用药情况，并分别进行统计。将所有患者分为
36.8%（125/340）及 18.8%（64/340），均随病程的延
≤ 44、45~64、≥ 65 岁 3 个年龄段。病情相关血清学
长而增加，且 68.5% 的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功能受限［3］。
指标包括红细胞沉降率（erythrocyte sedimentation rate，
此外，一项关于 RA 患者工作能力的全国多中心现况调
ESR）、C 反 应 蛋 白（C reactive protein，CRP）、 类 风
查研究显示，因罹患 RA 而出现工作障碍的患者比例高
湿因子（rheumatoid factor，RF）及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达 35.2%［4］。十余年来，随着对风湿性疾病的不断重视，
风湿病专科医生教育、患者科普宣传的逐渐加强使得我 （anti-cyclic citrullinated peptide antibody，抗 CCP 抗体）。
ESR 采用魏氏法检测，男 >15 mm/1 h、女 >20 mm/1 h
国 RA 的诊疗水平明显提高，RA 患者的预后得到显著
为 ESR 升高；CRP 和 RF 采用免疫比浊法检测，试剂盒
改善。既往研究表明，不同性别 RA 患者炎性水平、疾
［5-7］
购自贝克曼库尔特（美国）有限公司，CRP>8 mg/L 为
病活动度及伴发疾病等均明显不同
。本研究利用新
CRP 升高，RF>20 IU/ml 为 RF 阳性；抗 CCP 抗体采用
兴的大数据软件提取技术，回顾性分析近年来 RA 患者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试剂盒购自欧蒙（德国）医学
的疾病特征、伴随疾病及临床用药选择情况，同时分析
实验诊断有限公司，抗 CCP 抗体 >20 U/ml 为抗 CCP 抗
不同性别 RA 患者上述指标的差异，旨在为进一步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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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阳性。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 检验。以
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将同一卡号复诊的 RA 患者合并为 1 例，
2014 年 9 月—2015 年 9 月 RA 患者就诊例数为 15 353 例，
其中男 4 002 例（26.07%），女 11 351 例（73.93%），
男女比例约为 1 ∶ 2.8。RA 患者年龄 18~99 岁，平均
（53.3±15.2）岁，其中≤ 44 岁 3 850 例（25.08%），
45~64 岁 8 345 例（54.35%），≥ 65 岁 3 158 例（20.57%）
；
其中男性年龄 18~99 岁，平均（55.3±15.1）岁；女性
年龄 18~99 岁，平均（52.6±14.1）岁，男性平均年龄
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10.39，P<0.001）。
2.2 RA 患 者 病 情 相 关 血 清 学 指 标 61.26% （9 406
/15 353） 的 RA 患 者 出 现 ESR 升 高，52.56%（8 070
/15 353） 的 患 者 出 现 CRP 升 高，64.41%（9 889
/15 353） 的 患 者 出 现 RF 阳 性，70.36%（10 802
/15 353）的患者出现抗 CCP 抗体阳性。女性患者 ESR
和 CRP 升高的比例、RF 和抗 CCP 抗体阳性的比例高于
男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见表 1）。
2.3 RA 患者的伴随疾病情况 15 353 例 RA 患者合并
的风湿免疫病包括：干燥综合征（Sjogren's syndrome，
SS）5.24%（805/15 353）、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SLE）2.53%（389/15 353）、 强
直 性 脊 柱 炎（ankylosing spondylitis，AS）1.07%（164
/15 353）。 ≤ 44、45~64、 ≥ 65 岁 男 性 与 女 性 RA
患 者 合 并 SS 和 AS 的 比 例 间 差 异 均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P<0.05）；≤ 44、45~64 岁男性与女性患者合并 SLE
的比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2）。
15 353 例 RA 患 者 的 其 他 前 10 种 常 见 伴 随 疾 病
依 次 为： 骨 关 节 炎 37.56%（5 767/15 353）、 骨 质 疏
松 33.37%（5 123/15 353）、 高 血 压 29.87%（4 586
/15 353）、高脂血症 19.49%（2 993/15 353）、冠心病
19.16%（2 942/15 353）、 消 化 性 溃 疡 16.80%（2 579
/15 353）、 脑 血 管 病 13.59%（2 087/15 353）、 慢 性
胃 炎 13.11%（2 013/15 353）、 糖 尿 病 10.90%（1 674
/15 353） 及 动 脉 粥 样 硬 化 10.17%（1 561/15 353）。
≤ 44 岁的男性与女性 RA 患者合并骨关节炎、骨质疏松、
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消化性溃疡、糖尿病、动
脉粥样硬化的比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合并脑血管病、慢性胃炎的比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45~64 岁的男性与女性 RA 患者合并骨关
节炎、骨质疏松、高血压、高脂血症、冠心病、消化性
溃疡、脑血管病、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的比例间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慢性胃炎的比例间差

表 1 不同性别 RA 患者病情相关血清学指标比较〔n（%）〕
Table 1 Comparison of erological index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RA
性别
男
女
χ2 值
P值

抗 CCP
抗体阳性
4 002 1 642（41.03） 1 735（43.35） 1 119（27.96） 1 820（45.48）
11 351 7 764（68.40） 6 335（55.81） 8 770（77.26） 8 982（79.13）
933.99
184.13
3 137.26
1 606.66
<0.001
<0.001
<0.001
<0.001
例数

ESR 升高

CRP 升高

RF 阳性

注：RA= 类风湿关节炎，ESR= 红细胞沉降率，CRP=C 反应蛋白，
RF= 类风湿因子，抗 CCP 抗体 = 抗环瓜氨酸肽抗体
表 2 不 同 年 龄 段 不 同 性 别 RA 患 者 伴 随 风 湿 免 疫 病 情 况 的 比 较
〔n（%）〕
Table 2 Comparison of concomitant rheumatic diseas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RA among all ages
组别
年龄≤ 44 岁
男
女
χ2 值
P值
年龄 45~64 岁
男
女
χ2 值
P值
年龄≥ 65 岁
男
女
χ2 值
P值

例数

SS

SLE

AS

934
2 916

9（0.96）
137（4.70）
27.04
<0.001

18（1.93）
190（6.52）
29.14
<0.001

52（5.57）
35（1.20）
61.09
<0.001

2 015
6 330

23（1.14）
451（7.12）
102.14
<0.001

22（1.09）
127（2.01）
7.29
0.007

35（1.74）
28（0.44）
34.19
<0.001

1 053
2 105

20（1.90）
165（7.84）
44.89
<0.001

6（0.57）
26（1.24）
3.10
0.078

9（0.85）
5（0.24）
6.06
0.014

注：SS= 干燥综合征，SLE= 系统性红斑狼疮，AS= 强直性脊柱炎

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65 岁的男性与女性 RA
患者合并骨质疏松、高血压、冠心病、消化性溃疡、糖
尿病的比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合并骨
关节炎、高脂血症、脑血管病、慢性胃炎、动脉粥样硬
化的比例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3）。
2.4 RA 患 者 的 药 物 选 择 15 353 例 RA 患 者 最 常 选
择 的 RA 治 疗 相 关 的 前 10 种 药 物 依 次 为： 来 氟 米 特
54.63%（8 388/15 353）、 甲 氨 蝶 呤 26.20%（4 023
/15 353）、 羟 氯 喹 23.14%（3 552/15 353）、 双 氯
芬 酸 钠 22.20%（3 408/15 353）、 洛 索 洛 芬 21.20%
（3 255/15 353）、塞来昔布 20.20%（3 101/15 353）、
白芍总苷 18.52%（2 843/15 353）、糖皮质激素 16.77%
（2 574/15 353）、美洛昔康 15.90%（2 441/15 353）和
柳氮磺吡啶 13.75%（2 111/15 353）。进一步分析不同
性别患者在改变病情抗风湿药（disease 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和糖皮质激素选择上的差异
发现，男性患者来氟米特的选择比例高于女性患者，甲
氨蝶呤、羟氯喹、白芍总苷及糖皮质激素的选择比例低
于女性，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不同性别
患者柳氮磺吡啶的选择比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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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近年来，大数据模式逐渐渗透至医疗领域，将有助
于医疗工作者更加全面地了解我国人群的患病特征［8］。
长期以来，RA 作为常见的自身免疫病之一，因其高患
病率和高致残率等自身特点一直备受关注［2］。本研究
利用大数据信息提取技术对 RA 患者的疾病特征进行分
析，发现男性患者比例明显升高，且男女患者在疾病状
态、伴随疾病及用药选择中存在明显差异。
3.1 RA 的发病年龄与性别 以往研究显示，RA 好发
于中老年女性，男女患病比例为 1∶4~1∶5［3，9-10］。本
研究结果显示 RA 患者平均年龄为（53.3±15.2）岁，
男女患病比例约为 1∶2.8，提示目前 RA 仍以中老年多
见，但男性 RA 患者比例可能有所上升。尽管具体机制
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已有大量研究认为吸烟可明显
增加 RA 的患病风险，该作用在男性人群中更加明显，
且吸烟量和时间均为 RA 发病风险增加的独立危险因
素［11-13］。因此，推测吸烟量与时间的逐渐累积这一因
素可能是近年来男性患病率升高的原因之一，并有可能
继续升高。临床工作中应重视这一趋势改变，加强戒烟
健康教育从而减少患病危险因素，同时应提高对男性
RA 患者的临床敏感性，减少临床误诊漏诊。
3.2 RA 的血清学指标 2014 年欧洲抗风湿联盟关于类
风湿关节炎目标治疗的推荐意见中明确指出，应定期采
集和记录疾病活动度［14］。ESR、CRP、RF 和抗 CCP 抗
体作为 RA 的主要血清学指标［15］，本研究针对该 4 项
指标分析 RA 患者疾病状态，发现纳入的 15 353 例患
Table 3
组别
年龄≤ 44 岁
男
女
χ2 值
P值
年龄 45~64 岁
男
女
χ2 值
P值
年龄≥ 65 岁
男
女
χ2 值
P值

者的疾病状态仍处于活动水平。与以往的数项研究相
比［16-18］，上述指标不论在阳性率或平均值水平上均有
所降低，提示，目前 RA 的治疗现状较前有所改善，但
仍需医患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诊治效果。此外，本研究
还分析了不同性别患者间血清学指标的差异，结果表明
女性患者指标活跃度较男性高，RF 和抗 CCP 抗体在男
性患者中的阳性率仅为 27.96% 和 45.48%，分析可能原
因为：
（1）本研究纳入的是大型三级甲等医院的 RA 患者，
部分 RA 患者曾辗转各个医院，具有病情复杂、诊疗困
难等特点，特别是自身抗体阴性 RA 患者可能相对较多。
（2）本研究为横断面回顾性现况调查，患者的选择可
能存在一定的时间上的差异性。（3）此研究为大型三
级甲等医院横断面调查，随着疾病的缓解上述指标可能
逐渐降低或转阴。既往研究提示，同样治疗背景下男性
RA 患者病情缓解情况要明显优于女性 RA 患者［18-19］。
因此，本研究中男性患者 RF 和抗 CCP 抗体阳性率偏低
可能进一步反映了男性 RA 患者治疗效果较佳，免疫指
标改善较快，从而 RF 和抗 CCP 抗体阳性率较低。临
床工作者应对男性 RA 患者这一人群树立信心，而女性
RA 患者病情可能较男性重，需要更积极有效的治疗。
3.3 RA 的伴随疾病 RA 作为一种常见的慢性风湿性
疾病，可伴发其他风湿性疾病或慢性病，如 SLE、SS、
冠心病等［20-23］。本研究统计分析发现，RA 最常伴发
的三大风湿性疾病依次为 SS（5.24%）、SLE（2.53%）、
AS（1.07%），且男性以 AS 多见，女性以 SS、SLE 多
见，考虑上述 3 种疾病尽管伴发于 RA，但仍具有其自

表 3 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 RA 患者其他伴随疾病的比较〔n（%）〕
Comparison of other concomitant diseases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RA among all ages

例数

骨关节炎

骨质疏松

高血压

高脂血症

冠心病

消化性溃疡

脑血管病

慢性胃炎

糖尿病

动脉粥样硬化

934
2 916

183（19.59）
392（13.44）
21.06
<0.001

146（15.63） 190（20.34） 132（14.13） 97（10.39） 132（14.13）
551（18.90） 300（10.29） 150（5.14） 104（3.57） 190（6.52）
5.08
64.39
84.20
66.47
55.55
0.024
<0.001
<0.001
<0.001
<0.001

26（2.78）
54（1.85）
3.02
0.082

85（9.10）
228（7.82）
1.56
0.212

46（4.93）
84（2.88）
9.06
0.003

92（9.85）
87（2.98）
75.24
<0.001

2 015
6 330

908（45.06） 672（33.35） 799（39.65） 581（28.83） 591（29.33） 535（26.55） 372（18.46） 256（12.70） 349（17.32） 349（17.32）
2 693（42.54） 2 271（35.88） 1 880（29.70） 1 235（19.51） 1 187（18.75） 1 103（17.42） 848（13.40） 863（13.63） 669（10.57） 649（10.25）
3.95
4.28
69.46
78.04
102.00
80.69
31.41
1.14
65.05
72.51
0.047
0.039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287
<0.001
<0.001

1 053
2 105

522（49.57） 450（42.74） 508（48.24） 314（29.82） 357（33.90） 234（22.22） 284（26.97） 193（18.33） 201（19.09） 131（12.44）
1 069（50.78） 1 033（49.07） 909（43.18） 581（27.60） 606（28.79） 385（18.29） 503（23.90） 388（18.43） 325（15.44） 253（12.02）
0.41
11.32
7.27
1.70
8.66
6.89
3.55
0.01
6.73
0.12
0.521
<0.001
0.007
0.192
0.003
0.009
0.060
0.943
0.009
0.733
表 4 不同性别 RA 患者 DMARDs 和糖皮质激素的药物选择情况的比较〔n（%）〕
Table 4 Choice differences of DMARDs and glucocorticoid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patients with RA

性别
男
女
χ2 值
P值

例数
4 002
11 351

来氟米特
2 392（59.77）
5 996（52.82）
57.61
<0.001

注：DMARDs= 改变病情抗风湿药

甲氨蝶呤
848（21.19）
3 175（27.97）
70.37
<0.001

羟氯喹
673（16.82）
2 879（25.36）
121.54
<0.001

白芍总苷
611（15.27）
2 232（19.66）
37.89
<0.001

糖皮质激素
590（14.74）
1 984（17.48）
15.87
<0.001

柳氮磺吡啶
529（13.22）
1 582（13.94）
1.29
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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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疾病发病特征，如 AS 常以男性多见。同时，分析伴
发其他慢性病发现，最常见的十大慢性病依次为骨关节
炎（37.56%）、骨质疏松（33.37%）、高血压（29.87%）、
高脂血症（19.49%）、冠心病（19.16%）、消化性溃
疡（16.80%）、脑血管病（13.59%）、慢性胃炎（13.11%）、
糖尿病（10.90%）、动脉粥样硬化（10.17%）。除慢
性胃炎、≤ 44 岁脑血管病及≥ 65 岁骨关节炎、高脂血症、
脑血管病、动脉粥样硬化外，不同年龄段男女 RA 患者
上述其他慢性病患病率均有差异。且除骨质疏松外，均
以男性患者患病率较高，提示临床工作中应尤其重视男
性 RA 患者慢性病的监测与管理。
3.4 RA 的用药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RA 患者常用的
十大治疗药物依次为：来氟米特（54.63%）、甲氨蝶呤
（26.20%）、羟氯喹（23.14%）、双氯芬酸钠（22.20%）、
洛索洛芬（21.20%）、塞来昔布（20.20%）、白芍总
苷（18.52%）、糖皮质激素（16.77%）、美洛昔康（15.90%）
和柳氮磺吡啶（13.75%）。来氟米特是本项研究中治疗
RA 最常选择的药物，与以往多项研究相比［17，24］ 选择
率明显升高，该结果与其他团队［25］及本团队未发表的
一项全国多中心非干预调查研究结果相符。分析原因，
来氟米特选择率升高可能与我国医疗政策有关。尽管男
性与女性 RA 患者在整体药物选择的趋势上保持一致，
但进一步分析男女患者在 DMARDs 和糖皮质激素上的
选择差异发现，来氟米特、甲氨蝶呤、羟氯喹、白芍总
苷及糖皮质激素选择率在男女患者间存在明显差异，可
能的原因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本研究利用大数据提取技术，初步分析
了我院 RA 患者的一般情况、疾病状态、伴随疾病及用
药选择情况，强调男性 RA 患病率逐渐升高，重视男女
RA 患者的疾病差异，为临床决策或大数据时代的临床
研究提供了参考。本项研究仍存在部分不足，如未能对
患者关节受累情况进行分析，是一项单中心研究等，有
待于更深入地利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更全面更完善地进
行多中心研究。
作者贡献：苏茵负责研究设计、文章的构思与审校
等；徐丽玲负责数据分析与文章撰写；朱华群、钟华负
责数据整理及部分数据分析工作。
本文无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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