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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心力衰竭患者营养状态调查与生存质量的关系
卢伟1，刘文超1，喻晓雨1，李停停1
【摘要】目的 探讨老年心力衰竭（心衰）患者营养状态的调查及与生存质量的关系。方法 选择
2018年4月至2021年2月于阜阳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的145例老年心衰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
者的营养状况水平分为营养不良风险组（n=65）、营养不良组（n=45）和对照组（即营养状况良好，
n=35），分析3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体质指数（BMI）、白蛋白、微型营养评估量表
（MNA）评分、明尼苏达CHF生活质量调查表（LiHFe）评分水平变化情况之间的相关性。结果 本研究
中营养不良风险检出率为44.83%（65/145）；营养不良检出率为31.03%（45/145）；三组患者BMI水平无
显著差异；营养不良组患者的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及MNA评分显著低于营养不良风险组
和对照组，营养不良风险组患者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及MNA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营养不良组患者体力限制、社会限制、经济限制、症状、情绪及LiHFe总
分显著高于营养不良风险组和对照组；营养不良风险组患者体力限制、社会限制、经济限制、症状、情
绪及LiHFe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BMI和LiHFe评
分间无显著相关（P＞0.05），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MNA评分均和LiHFe评分间呈负相
关（P＜0.05）。结论 老年心衰患者中营养不良情况普遍存在，与生存质量关系密切，在临床中应尽早
干预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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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rvey on nutritional status and quality of life

(QOL)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HF). Methods Elderly patients with HR (n=145) were chosen from
Department of Geriatrics, in People’s Hospital of Fuyang City from Apr. 2018 to Feb. 2021,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nutritional status, into malnutrition risk group (n=65), malnutrition group (n=45) and control group (with good

nutritional status, n=35). The changes of hemoglobin (Hb), absolute value of lymphocyte (LYM), body mass index (BMI),
albumin (ALB), scores of Mini-Nutritional Assessment (MNA) and scores of Minnesota Living with Heart Failure
Questionnaire (LiHFe)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in 3 groups.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of malnutrition risk was
44.83% (65/145) and detection rate of malnutrition was 31.03% (45/14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MI
level among 3 groups. Hb, LYM, ALB and MNA scor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alnutri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malnutrition risk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malnutrition risk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physical limitation, social limitation, economic limitation, symptoms, emotions and total LiHFe
scor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nutrition group than those in malnutrition risk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in malnutrition risk group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 (P<0.05). The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BMI was not correlated to LiHFe scores (P>0.05), and Hb, LYM, ALB and MNA scores were all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LiHFe scores (P<0.05). Conclusion Malnutrition is common in elderly patients with HF and closely
related to QOL, which should be given timely intervention to improv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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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心衰）是因心脏器质性损害导致
心室充盈和射血不足引起的综合征，是多种心血
管疾病的终末结局，老年人群多发。近年来随着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其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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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调查我国老年心衰占慢性心衰的80%，已成为
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1]。有学者指出，营养不良
与心衰的关系密切，心衰患者营养不良与心血管
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相关性，营养不良是心衰恶
病质发生的关键环节，是心衰不良结局的独立预
测因子 [2]。目前，心衰已成为老年人群死亡的主
要原因[3,4]。早期调查营养状况，对改善预后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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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意义，但相关报道较少。本研究旨在通过调
查老年心衰患者的营养状态，分析与生存质量的
关系，以期在临床中尽早干预以便提高疗效。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18年4月至2021年2月于阜
阳市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诊的145例老年心衰
患者为本研究对象，根据其营养状况分为营养不
良风险组、营养不良组和营养状况良好组（对照
组）。营养不良风险组中男性42例，年龄60~78
岁，平均年龄（70.31±4.38）岁，女性23例，年
龄64~79岁，平均年龄（71.69±4.57）岁，心功
能Ⅱ级27例、Ⅲ级25例、Ⅳ级13例。营养不良
组中男性29例，年龄60~79岁，平均年龄（70.34
±4.68）岁，女性16例，年龄63~79岁，平均年
龄（71.94±4.55）岁，心功能Ⅱ级16例、Ⅲ级15
例、Ⅳ级14例。对照组中男性21例，年龄60~78
岁，平均年龄（70.14±4.79）岁，女性14例，年
龄63~79岁，平均年龄（71.29±4.68）岁，心功
能Ⅱ级15例、Ⅲ级10例、Ⅳ级10例，三组的基
本资料无明显差异，P＞0.05。纳入标准：①符
合《急性心力衰竭基层诊疗指南》 [5]相关诊断标
准；②能配合治疗；③未服用过影响检测药物
者；④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3
月内使用过激素类药物者；②肝肾功能异常者；
③凝血功能障碍及血液系统病变者。
1.2 方法 纳入研究的早期均采用微型营养评估
量表（MNA）进行筛选；采集空腹静脉血5 mL，
离心前使标本完全自然形成凝块，全程保证样
品管的密闭状态，3500 r/min离心5 min，提取血
清，采用化学发光法测定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
对值、白蛋白水平，试剂盒购于迈瑞公司，使
用6900血球分析仪，所有操作严格根据说明书进
行；MNA评分：＞24分为营养状况良好；营养不
良风险为17~23.5分；＜17分为营养不良；明尼
苏达心衰生活质量调查表（LiHFe）评分：总分
105分，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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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统计学分析 以SPSS 19.0软件包处理，年龄、
营养指标、LiHFe评分用均数±标准差（ x ±s）
表示，t检验，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相关性
分析使用Spearman相关系数，性别、心功能分级
以率表示，χ2检验，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老年心衰患者营养状态现状 本研究中，营养
不良风险检出率为44.83%（65/145）；营养不良
检出率为31.03%（45/145）。
2.2 两组患者营养指标水平比较 三组患者体质指
数（BMI）水平无显著差异；营养不良组的血红
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及MNA评分显著
低于营养不良风险组和对照组，营养不良风险组
患者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及MNA
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表1。
2.3 三组LiHFe评分比较 营养不良组患者体力限
制、社会限制、经济限制、症状、情绪及总分显
著高于营养不良风险组、对照组，营养不良风险
组患者体力限制、社会限制、经济限制、症状、
情绪及总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表2。
2.4 老年心衰患者营养状态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
分析 将LiHFe评分作为因变量，将血红蛋白、淋
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体质指数、MNA评分分
别为自变量，在相关性分析结果中显示，BMI和
LiHFe评分之间无显著相关（P＞0.05），血红蛋
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MNA评分均和
LiHFe评分之间呈负相关（P＜0.05），表3。
3 讨论
心力衰竭是心血管系统的常见疾病，具有
发病率高、致残率高等特点，多发生于老年人
群，调查显示，年龄≥70岁人群中慢性心衰患
病率约为10%，且超过50%的心衰患者存在营养
不良风险 [6]。主要是老年患者胃肠道瘀血导致营

表1 三组营养指标水平比较
组别
营养不良风险组
营养不良组
对照组
F值
P值

例数
65
45
35
-

血红蛋白（g/L）
116.07±22.66
100.90±8.59
132.46±10.93
34.776
0.000

淋巴细胞绝对值（×109/L）
1.50±0.61
1.37±0.40
1.83±0.45
8.179
0.000

白蛋白（g/L）
38.89±2.79
38.81±3.89
42.22±3.88
12.728
0.000

BMI（kg/m2）
23.83±3.91
22.42±3.77
22.90±2.67
2.160
0.119

MNA评分（分）
18.22±5.34
16.03±5.94
23.98±5.76
20.546
0.000

注：BMI：体质指数
表2 三组LiHFe评分比较
组别
营养不良风险组
营养不良组
对照组
P值

例数
65
45
35
-

体力限制
24.21±4.35
26.63±5.04
7.81±2.35
0.000

社会限制
11.14±1.87
14.64±2.95
5.54±1.24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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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限制
6.65±1.18
9.37±2.44
3.61±1.15
0.000

症状
7.87±3.02
10.62±3.12
3.14±1.12
0.000

情绪
4.59±1.07
11.15±3.91
3.31±1.32
0.000

总分
57.01±16.55
66.35±15.71
24.53±9.8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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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老年心衰患者营养状态与生存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项目
血红蛋白
淋巴细胞绝对值
白蛋白
体质指数
MNA评分

r值
-0.652
-0.295
-0. 493
-0.059
-0.384

LiHFe评分
P值
0.000
0.008
0.000
0.248
0.000

养吸收及摄入功能障碍，肝淤血可造成白蛋白
合成减少，导致机体内各项营养指标下降，患
者出现营养不良 [7]。本研究中，营养不良风险检
出率44.83%（65/145）；营养不良检出率31.03%
（45/145）。目前评测营养含量的方式较多，如
营养指标：BMI、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
白蛋白，综合营养评价工具：MNA评分。对患
者来说，心功能等级越高，病情越重，当心衰发
生时患者心肌处于高代谢、高消耗状态，对营养
物质需求更高，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8,9]。本研究
根据营养评估量表评价将患者分为三组，结果显
示，三组患者BMI水平无显著差异；其中营养不
良组患者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蛋白及
MNA评分显著低于营养不良风险组、对照组，营
养不良风险组患者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
白蛋白及MNA评分显著低于对照组，证实了营养
状态越差的患者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
蛋白及MNA评分越低，在心衰的治疗中，可调节
患者营养能量代谢。
世界卫生组织将生存质量定义为不同个体对
他们所关心事情相关的生活状况的体验，是衡量
疾病疗效的手段之一[10,11]。有研究显示，营养不
良与生产质量存在密切关系[12]。营养不良后可能
引起代谢异常，加重心脏能量代谢障碍，甚至造
成死亡等不良后果。LiHFe评分是用于评价心力
衰竭患者生存质量的量表，评分越高，患者生存
质量越差，本研究结果显示，营养不良组患者
体力限制、社会限制、经济限制、症状、情绪及
总分显著高于营养不良风险组和对照组，提示

LiHFe评分越高，心衰患者生存质量越差。本研
究进一步分析心衰患者营养状态与生存质量的关
系，结果显示，血红蛋白、淋巴细胞绝对值、白
蛋白、MNA评分均与LiHFe评分之间呈负相关，
提示营养状态越差，患者生存质量越低。
综上所述，在老年心衰患者中营养不良情况
普遍存在，和生存质量间存在密切关系，应及早
干预以便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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