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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老年心房颤动患者服用抗凝药物随访情况分析
辛俊舟1,2，刘稳1，吴磊1，陈嘉楠1，张艳芳1，王丽1
【摘要】目的 分析高龄老年心房颤动（AF）患者抗凝治疗情况。方法 收集2016年6月至2018年9
月在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高龄老年（≥80岁）AF患者的病史资料，共入选AF患者621
例。随访期间，了解抗凝药物使用情况和凝血监测等临床信息，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根据CHA2D2SVASc评分法、ATRIA评分法和HAS-BLED评分系统、ORBIT出血风险评分表，621例入组的高龄老年
AF患者卒中风险分值较高，但出血风险分值较低。所有入组患者中有25.60%的患者使用华法林抗凝，
10.14%的患者使用新型口服抗凝药物，32.37%的患者选择抗血小板治疗，余31.88%的患者未接受任何抗
栓治疗。服用抗栓药物的研究对象比未服用者血栓栓塞率更低，而出血率更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随
访成功445例，出院后继续口服抗凝药物为104例（16.75%），定期监测凝血68例（10.95%），发生出血
事件51例（8.21%），死亡159例（35.73%）。全因死亡组的年龄、收缩压（SBP）、肌酐（Cr）、血栓
栓塞、痴呆、合并糖尿病等慢性病、既往吸烟史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全因死亡组的国
际标准化比率（INR）、出血事件、口服抗栓药物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 高龄老年
心房颤动患者出院坚持服用抗凝药物的比例较低，定期监测凝血比例较低。并且全因死亡的心房颤动患
者服用抗凝药物比例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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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nticoagulation treatment in super-aged patients with atrial fibrillation

(AF). Methods The data of medical history were collected from super-aged patients with AF (aged≥80, n=621)
hospitalized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Medical College of Shihezi University from June 2016 to Sept. 2018.
The clinical information of administration of anticoagulants and coagulation monitoring were investigated and
analyzed statistically during follow-up period. Results According to CHA2D2S-VASc scoring method, ATRIA
Stroke scoring method, HAS-BLED scoring system and ORBIT bleeding risk scoring table, the scores of stroke
risk were higher but bleeding risk scores were lower in 621 super-aged patients with AF. In all included patients,
25.60% of them taken warfarin, 10.14% of them taken new oral anticoagulants, 32.37% of them chose antiplatelet
therapy and 31.88% of them did not received any anticoagulation therapies. The thrombembolia rate was lower and
bleeding rate was higher in patients taken anticoagulants than those in patients without taken anticoagulants, and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re were 445 cases followed up successfully, 104 cases (16.75%) taken
oral anticoagulants continuously after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68 (10.95%) with regular coagulation monitoring, 51
(8.21%) with bleeding events, and 159 (35.73%) died. In all-cause death group, ag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SBP),
creatinine (Cr) level, the cases of thrombembolia, dementia, complicated diabetes and other chronic diseases, and
smoking history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he international
normalized ratio (INR), bleeding events and oral anticoagulants administration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all-cause
death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Conclusion The percentages of super-aged
patients taking anticoagulants and having regular monitoring coagulation are lower after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nd percentage of AF patients died due to all-cause taking anticoagulants is 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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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和公共卫生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
的平均寿命逐渐升高，高龄老年人群（年龄≥80
岁）的医疗健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心房颤动
（AF）是心血管疾病中最为常见的心律失常疾
病。有研究显示高龄老年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
AF发病率逐渐升高[1-3]，80岁以上高龄老年AF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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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是年龄低于60岁人群的6倍 [4]。高龄老年AF
患者合并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疾病
逐年升高，有较高的致残和致死率。并且，约有
1/5至1/3的缺血性卒中人群患有AF [5]。目前，临
床上有多种抗血栓药物，研究显示，使用阿司匹
林预防血小板聚集发生出血的风险与服用华法林
抗凝发生出血风险相同[6]，但华法林预防AF发生
卒中的效果明显优于阿司匹林。由于AF患者服用
华法林的效果差异较大，且华法林药物代谢受食
物及其他药物影响等原因，导致服用华法林的使
用率明显偏低。而临床上关于高龄老年AF人群服
用抗栓药物的随访报道较少，本研究通过收集住
院高龄老年AF患者一般资料、抗凝药物、出血等
现状。通过随访分析高龄老年AF患者抗栓治疗及
预后，为临床上高龄老年AF患者抗栓治疗和管理
提供参照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2016年6月至2018年9月于新疆
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年龄≥80岁
的非瓣膜病AF患者。纳入标准：①年龄≥80岁；
②依据2014年美国心脏病学会（AHA）制定的非
瓣膜性心AF动诊断标准纳入。排除标准：①肿
瘤、病危患者，预计生命＜3个月患者；②因心
脏炎症、手术、梗塞所致的AF患者；③有中重度
心脏瓣膜病或甲亢正在治疗的患者；④不愿入组
的患者。根据纳入和排除标准将满足条件的人群
入组，入组后定期对研究对象进行随访，目前共
入组621例研究对象。研究通过石河子大学医学
院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已
被告知说明本次研究注意事项，在知情自愿的基
础上接受入组随访。
1.2 研究设计 本研究属于回顾性研究，符合纳
入标准入组后，根据CHA 2 DS 2 -VASc、ATRIA
评估非瓣膜AF患者发生血栓栓塞风险 [7] ，根据
HAS-BLED、ORBIT出血评分对研究对象进行评
估 [8-10]。对研究对象进行电话或门诊随访，询问
其在家服用抗栓药物等情况。根据患者出院后是
否坚持服用抗凝药物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根据
患者出院后生存状况分为全因死亡（患者在随访
期间任何原因导致的死亡）组和对照组（未死
亡）。统计研究人群当前的抗凝治疗情况、出血
和血栓栓塞事件发生率及全因死亡基线分析。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
计分析，使用Adobe Illustrator CC2018和GraphPad
Prism 5作图。计量资料呈正态分布时以均数±标
准差（ x ±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
验；计数资料用频数和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
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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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
2.1 基线资料特征 收集621例研究对象的一
般资料[年龄、性别、种族、AF病程、居住情
况、体质指数（BMI）、心率（HR）、收缩压
（SBP）、舒张压（DBP）、肌酐（Cr）、促甲
状腺激素（TSH）、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
甲状腺素（T4）、国际标准化比率（INR）]，
根据是否抗血栓治疗分为治疗组（n=222）和对
照组（n=399），两组间性别比例、年龄、种
族、AF病程时间等因素无明显差异（P＞0.05）
表1。治疗组患者的BMI、血清T4、INR、出血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0.05），而治疗组独居、既往吸烟史、血栓栓
塞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
2.2 高龄老年AF患者血栓栓塞及出血评估 使用
CHA2D2S-VASc和ATRIA卒中风险评估量表对621
例研究对象进行评估（图1A、1B）。使用HASBLED和ORBIT量表进行出血风险评估（图1C、
1D）。依据CHA2D2S-VASc，621名研究入组的高
龄老年AF患者卒中风险评分均≥2，除用药禁忌
症外，均需要口服抗凝药物治疗，但根据ATRIA
表1 服用抗栓药物患者一般资料分析
变量

对照组
（n=399）
年龄（岁）
82.53±5.67
男性（n，%）
216（54.1%）
女性（n，%）
183（45.9%）
AF病程（年）
5.28±5.87
独居
93（23.3%）
BMI（kg/m2）
23.70±4.21
HR（次/min）
68.56±10.89
SBP（mmHg）
126.35±16.43
DBP（mmHg）
71.01±12.52
ALT（μ/l）
33.06±12.50
Cr（μmol/l）
105.62±72.32
T3（ng/dl）
1.94±0.98
T4（ng/dl）
106.05±31.11
INR
1.17±0.59
出血史（%）
78（20.0%）
既往吸烟史（%） 33（8.3%）
血栓栓塞 （%）
12（5.4%）

治疗组
（n=222）
82.61±3.99
138（62.2%）
84（37.8%）
6.21±6.69
36（16.2%）
24.43±3.12
68.73±11.90
127.12±14.66
69.67±12.33
29.89±19.07
97.15±86.22
1.83±0.51
130.6±156.01
1.60±0.51
60（27.0%）
24（10.8%）
3（0.8%）

t/z/χ2 P值
-0.45 0.690
3.75 0.053
-1.80
16.93
-2.34
-0.19
-0.33
1.82
0.51
1.19
1.67
-2.28
-8.39
4.62
35.19
13.09

0.073
0.039
0.020
0.861
0.747
0.070
0.642
0.229
0.110
0.037
＜0.001
0.032
＜0.001
＜0.001

注：AF：心房颤动；BMI：体质指数；HR：心率；SBP：收缩
压；DBP：舒张压；ALT：谷丙转氨酶；Cr：肌酐；T3：三碘甲状
腺原氨酸；T4：甲状腺素；INR：国际标准化比率

评分有7.25%的研究对象栓塞风险是较低。出血
评估可见入组研究对象大部分为出血风险低危。
2.3 高龄老年AF患者基本抗凝情况 了解621例研
究对象使用抗凝药物情况，结果有198例未服用
任何抗血栓药，占全部研究人群的31.88%；159
例口服华法林抗凝，63例应用利伐沙班和达比加
群，174例口服阿司匹林，27例口服氯吡格雷，
分别占全部研究人群的25.60%、10.14%、2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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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随访结果和抗栓药物出血情况
变量
失访
死亡
随访成功
出院口服抗凝药物
停止口服药物
继续口服药物
定期监测凝血
出血事件

图1 高龄老年AF患者卒中及出血评估
注：A：CHA2DS2-VASc不同评分所占比例，CHA2D2S-VASc（0-9
分，分值越高卒中风险越高）。B：ATRIA不同评分所占比例（＜6
分为卒中低危，6分为中危，＞6分为高危）。C：HAS-BLED不同评
分所占比例（＜3分为出血风险低危，≥3为出血高危）。D：ORBIT
不同评分所占比例（1~2分为低危，3分为中危，≥4为高危）

和4.35%。依照CHA2D2S-VASC量表，把621例研
究对象分为3组，分别为CHA 2D 2S-VASC 2分、
CHA2D2S-VASC 3分和CHA2D2S-VASC≥4分。分
析发现：各分组中华法林口服率分别为2.90%、
9.18%和13.52%，3组间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义（Z=10.7，P＜0.05）；阿司匹林使用率分别
为1.93%、5.31%和20.77%，3组间比较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Z=15.9，P＜0.001），各分组对应
的未用药物治疗的人群所占比例分别为5.31%、
7.73%和18.84%，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Z=5.8，
P＜0.05），图2。
2.4 高龄老年AF患者的随访服用药物及出血事件
研究对象随访3~28个月，失访17例，死亡159例，
随访成功445例，其中有104例患者规律应用抗栓
药物（表2）。621例患者中有51例（8.21%）发生
过出血事件，其中胃肠道出血38例（6.12%），脑
出血7例（1.13%），皮下出血6例（0.97%）。根
据口服药物的不同进一步分析：胃肠道出血患者

图2 高龄老年AF患者服用抗凝药物所占比例
注：CHA2DS2-VASC 2分、3分和≥4分各组中使用华法林比较，
a
P＜0.05；CHA2DS2-VASC 2分、3分和≥4分各组中使用阿司匹林比
较，bP＜0.001；CHA2DS2-VASC 2分、3分和≥4分各组中未服药物组
比较，cP＜0.05

总人群（n=621）
17（2.74%）
159（26.60%）
445（71.66%）
215（34.62%）
111（17.87%）
104（16.75%）
68（10.95%）
51（8.20%）

中口服华法林、抗血小板药物和利伐沙班比例分
别占全部研究人群的3.38%、2.09%、0.64%；脑出
血患者中服用三种药物的比例占全部研究人群的
0.64%、0.32%、0.16%；皮下出血患者中服用华
法林和抗血小板药物人数占全部具人群的0.32%、
0.64%（图3）。
2.5 高龄老年AF患者全因死亡分析 将全因死亡

图3 服用华法林、抗板药物、利伐沙班出血情况及所占比例

组与对照组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
（表3），全因死亡组的年龄、SBP、Cr、血栓栓
塞、痴呆、合并糖尿病等慢性病、既往吸烟史显
著高于对照组。全因死亡组的INR、出血事件、
口服抗栓药物明显低于对照组。
3 讨论
随着年龄的增长AF发病率逐渐上升，年龄
＞50岁的人群每十年患AF的风险会增加1倍 [11]。
表3 高龄老年AF患者全因死亡组与对照组的分析
变量

对照组
（n=462）
年龄（岁）
81.90±4.94
男性（n，%）
264（57.1%）
女性（n，%）
198（42.9%）
AF病程（年）
5.85±6.49
独自居住（%）
96（20.8%）
SBP（mmHg）
126.89±15.56
Cr（μmol/l）
98.23±81.32
T4（ng/dl）
105.89±31.71
INR
1.36±0.59
既往吸烟（%）
57（12.3%）
抗血小板药物（%） 145（31.4%）
抗凝药物（%）
176（38.1%）
糖尿病（%）
114（24.7%）
腔隙性脑梗塞（%） 132（28.6%）
痴呆（%）
36（7.9%）
血栓栓塞（%）
0（0）
出血事件（%）
132（28.5%）

全因死亡组
（n=159）
84.1±4.73
90（56.6%）
69（43.4%）
4.89±5.32
33（20.8%）
123.87±16.32
112.39±68.1
137.59±181.43
1.16±0.22
36（22.6%）
57（35.8%）
45（28.3%）
60（38.0%）
60（37.7%）
21（13.3%）
15（3.2%）
6（3.8%）

t/z/χ2 P值
-4.66 ＜0.001
0.014 0.906
1.91
0.01
2.20
-1.90
-2.20
3.94
12.91
1.19
5.20
10.10
4.70
4.20
4.01
42.10

0.06
0.960
0.030
0.046
0.030
＜0.001
0.002
0.277
0.020
0.002
0.030
0.040
0.045
＜0.001

注：SBP：收缩压；Cr：肌酐；T4：甲状腺素；INR：国际标准化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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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老年（年龄≥80岁）中AF患病率为8.5%。
血栓栓塞是AF最常见的并发症，临床上常用
CHADS 2-VASc和ATRIA评分表来评估非瓣膜AF
患者发生血栓栓塞风险[7,12]。根据CHADS2-VASc
评估表，除禁忌症外全部患者均需抗栓治疗。
但根据ATRIA评分有7.2%研究对象栓塞风险是较
低，所以对于这个45例AF患者而言是否进行抗
栓治疗以及临床抗栓收益大小应需进一步探讨。
对于AF患者出血风险评估比较公认并首推HASBLED和ORBIT评分表 [8-10] 。本研究使用HASBLED评估出血风险显示：出血低风险比例占
68.60%，出血高风险人群占31.4%。ORBIT评估
结果显示出血低风险比例占71.98%，出血中风险
占13%，出血高风险占15.01%。可以发现两种出
血评估结果差异不大，调查难易方面ORBIT评分
表更简单方便。
Hanon等 [13]通过1072例老年AF患者进行的队
列研究发现有77%的患者使用华法林抗凝治疗，
其中年龄＞80岁的AF患者抗凝率高达76%。而
本研究有35.7%的患者进行了抗凝治疗，其中
25.60%的患者服用的华法林，新型口服抗凝药物
使用率为10.14%。其抗凝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
孙艺红等[14]调查国内多地多家医院老年患者服用
华法林所占比例为22.2%。而服用新型口服抗凝
药物为6.5%。我们调查发现，本地区服用抗凝药
物比例虽低，但也在逐步增加。
有研究指出高龄老年AF患者合并慢性病多，
服药多，治疗复杂、经济条件受限、年龄大、社
会支持力差也是治疗和用药依从性差的原因[15]。
心力衰竭、高龄、高血压、糖尿病与急性缺血性
卒中病死率有关[16]，这与本研究发现全因死亡组
人群的年龄、血压、糖尿病、腔隙性脑梗死、痴
呆、栓塞事件显著高于对照组的结果相一致。
综上所述，本研究调查发现石河子地区高龄
老年AF患者抗凝比率较低，有相当部分AF人群选
择阿司匹林抗栓而非指南首推的华法林。高龄老
年AF患者用药依从性受患者年龄、经济条件、高
血压病和糖尿病等合并症以及家庭支持、既往吸
烟饮酒史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值得关注的是：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服用新型抗凝药物人数在逐渐
增加。预期在未来几年内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
高，高龄老年AF患者抗凝药物使用率将明显得到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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