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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力带抗阻运动在冠心病患者中的运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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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探讨抗阻运动干预指导对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 以下简称冠心病）患者血脂、心功能、6 min

步行距离、生活自理能力及有无复发的影响。方法：选取 2017 年 1—12 月在我院内科住院的冠心病患者 80 例列为研究对
象，采用随机抽样法分为两组，各 40 例，观察组实施抗阻运动干预指导，对照组实施责任护士常规指导。分别在出院前、
出院后 6 个月对患者血脂、心功能、6 min 步行距离、日常生活能力评分有无复发进行对比。结果：两组患者干预前血脂值、
心功能、6 min步行距离及日常生活能力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抗阻干预 6 个月后两组患者血脂值、心功能、
6 min步行距离及生活自理能力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观察组患者出院后 6 个月的再入院率低于对照组(P<0.05)。
结论：抗阻运动能有效降低冠心病患者的血脂水平，增强心功能，提高 6 min 步行距离，加强日常生活能力，降低再入院率，
减少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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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lastic band resistance exercis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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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resistance exercise intervention on blood lipid, cardiac function,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self-care ability and recurrence in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Methods : 80 case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hospitalized in the internal medicine department of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to December 2017 were selected as research objects. They
wer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by random method,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anti-resistance exercise
intervention guidanc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guidance from primary nurses. Blood lipid, cardiac function,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self-care ability and recurrence were compared before and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 Results : Two groups of patients
before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6 months lipid values, heart function, 6 minutes walking distance and life self-care ability difference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six months after resistance intervention,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lood
lipid, cardiac function, 6 min walking distance and self-care ability between the two groups(all P<0.01). The readmission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6 months after discharge(P<0.05). Conclusion : Resistance exercise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blood lipid level of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enhance cardiac function, improve the 6-minute walking
distance, enhance daily living capacity, reduce readmission rate and reduce medical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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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即冠心病 (coronary

因素，改善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等 [3-4]。抗阻运动亦称

heart disease, CHD)，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慢性身心

为抗阻训练或力量训练，通常指身体克服阻力以达到

[1]

疾病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CHD 已成为全

肌肉增长和力量增加的过程 [5]。弹力抗阻训练是老

球性致死与严重致残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2]。以运

年人抗阻训练最常见的方式 [6]，本研究指导 CHD患者

动疗法为核心的心脏康复可纠正心血管疾病的危险

实行抗阻运动，对提高患者心功能，降低血脂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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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影响。
1

后抗阻：双脚站立与肩同宽，举起一侧手，将手放于脑
后，同时上臂竖直，垂直于地面，另一手放于后背部，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拉紧弹力带，
并使弹力带垂直于地面，
将弹力带两端重
选择 2017 年 1—12 月在南通市第

合缠绕于一只手并握住，另一只手握住另一端，吸气

四人民医院内科住院的 CHD 患者 80 例，入组标准 ：

时两只手向相反方向拉，
稍做停顿后还原至起始位置。

(1) 确诊为 CHD 的患者；(2) 小学以上文化程度；(3) 意

(4) 抗阻力运动方案 ：3 次 /周，60 min/ 次，包括准备

识清晰，有一定的沟通能力；(4) 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

活动 5 min，放松 5~10 min，弹力带训练 45~50 min，弹

同意书 ；(5) 均能按医嘱服药。排除标准 ：(1) 合并精

力带负荷由轻至重，循序渐进，训练时监测患者心率

神疾患者；(2) 急性心肌梗死者；(3) 恶性心律失常者。

及血压。(5) 患者出院后抗阻运动小组成员每月电话

采用随机抽样方法分为两组，各 40 例。两组患者在

回访 1 次，了解其抗阻力运动情况并予以指导。

年龄、性别、病程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1.3

表1
n

年龄 / 岁

观察组

40

对照组

40

性别

1.3.1

血脂

对两组患者入院时、6 个月后的血脂

包括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进行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x±s, n)

组别

评价方法

1.3.2

心功能

对两组患者入院时、6 个月后的心

病程 / 年

功能包括左室射血分数 (left ventricular eject fraction,

男

女

75.83±8.02

19

21

19.25±4.94

LVEF)、左室收缩末内径 (left ventricular end-systolic

78.70±6.76

20

20

19.18±4.06

dimension, LVESD) 及 左 室舒 张 末径 (left ventricular

t 值 /χ 值

-1.734

0.050

0.074

end-diastolic diameter, LVEDD) 及 6 min 步行距离进

P值

0.087

0.823

0.941

行比较。

2

1.2
1.2.1

指导方法
对照组

1.3.3
患者在住院期间由责任护士进行一

日常 生 活 能 力 评 定 (activties of daily living,
采 用 S.SHAH 等 [7] 制 定 的 改 良 Barthel 量 表

般运动指导，出院后 1 个月内电话回访 1 次，出院后 6

ADL)
(modified Barthel index, MBI) 对患者进行ADL 能力评

个月门诊检查，了解其血脂、心功能、6 min 步行试验

定，内容包括修饰、洗澡、进食、如厕、穿衣、大小便控

距离、生活自理能力及有无再入院等。

制、上下楼梯、床椅转移、平地行走和坐轮椅等 10 项

1.2.2

(1) 成立抗阻运动小组，小组由 7 名

内容。将各个评定项目分为 5 级，并根据患者需要帮

成员组成，包括康复运动治疗师 1 名，心内科主任 1

助的程度制定详细的评分细则，分值越低代表依赖

名，内科护士长 1 名，内科主管护师 1 名，内科护师 3

程度越高。

名。所有成员内科工作时间均 >3 年。康复运动治疗

1.3.4

师负责抗阻运动计划的制定与措施实施中的指导与

内因 CHD 再次发病入院的发生率。

监督，主治医师负责病情的评估及指导，护士长负责

1.4

观察组

计划的督查及实施，其他人员负责抗阻运动的实施
及出院后的评估及指导太大。小组成员均熟练掌握
抗阻运动的相关知识。(2) 抗阻运动小组成员在患

2

制定个性化的抗阻运动方案。(3) 指导患者使用弹力

2.1

站立和肩同宽，一只脚踩住弹力带的中间，两手下垂
置于身体两侧，把弹力带两端缠绕一圈并握住，慢慢
向身体两侧拉起至两臂侧平举。②直立臂弯举 ：双
腿与肩同宽，一只脚踩住弹力带的中间，双手放于身

再入院率是指患者出院后 6 个月

应用 SPSS 17.0 统计软件进行处
理，计量资料以x±s 表示，采用 t 检验，两组再入院率比
较采用χ2 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者入院前 3 d 负责建立信息档案，评估患者的病情，
带进行抗阻运动，具体做法包括：①直立外展 ：双腿

再入院率
统计学方法

结

果

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 6 个月血脂值比较

干 预 前两组 患者血 脂差 异均 无 统计 学 意 义 (均
P>0.05)，通过抗阻干预 6 个月后两组患者血脂差异
均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0.01)，见表 2。
2.2

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 6 个月后心功能比较

体两侧，将弹力带两端缠绕一圈并握住，吸气屈肘，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心功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均
P>0.05)，通过抗阻运动干预后两组患者心功能差异

呼气还原。③站姿直臂扩胸 ：身体直立，双脚与肩同

均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0.001)，见表 3。

宽，将弹力带重叠后握住两端，吸气时两臂向前平举
后拉至侧平举或 >180°，暂停数秒后还原。④站姿头

2.3

两组患者干预前、干预 6 个月后 6 min步行试验

和ADL 比较

干预前两组患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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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P>0.05)，通过抗阻运动干预后两组患者两个指标
表2
n

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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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通 大 学 学 报（ 医 学 版 ）

胆固醇
干预前

t值

干预后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均 P<0.001)，见表 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血脂比较 (x±s, mmol/L)
三酰甘油

P值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低密度脂蛋白
干预前

t值

干预后

P值

观察组 40 6.18±0.84 4.96±0.44 9.647 <0.001 2.72±0.59 2.16±0.59 9.741 <0.001 3.47±0.96 2.54±0.60 9.683 <0.001
对照组 40 6.14±0.89 6.05±0.80 0.783

0.438 2.72±0.67 2.68±0.69 0.516

0.609 3.48±0.80 3.31±0.57 4.115

t值

0.232

-7.576

0.018

-3.615

-0.038

-4.322

P值

0.817

<0.001

0.986

<0.001

0.970

<0.001

表3
LVEF/%

n

组别

干预前

t值

干预后

0.534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心功能比较 (x±s)

P值

LVESD/mm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LVEDD/mm
干预前

干预后

t值

P值

观察组 40 41.85±6.07 54.88±6.69 -8.924 <0.001 34.98±5.37 25.68±2.94 9.444 <0.001 53.58±4.89 43.55±4.92 10.345 <0.001
对照组 40 41.55±6.61 42.80±8.51 -0.855 0.398 34.75±4.96 35.80±5.19 -0.926 0.360 53.23±5.0252.60±4.04 0.601 0.552
0.211
7.057
0.195
-10.737
0.316
-8.988
t值
0.833

P值

<0.001

0.846

表4
n

观察组

40 364.18±104.90

对照组

40 364.23± 89.12

干预前

0.753

t值

P值

488.58±98.77

-5.008

389.98±75.85

-1.269

干预后

ADL/ 分

t值

P值

81.75±8.81

-10.351

<0.001

-3.273

0.321

干预前

干预后

<0.001

60.88±9.73

0.212

60.63±9.95

63.75±8.51

t值

-0.002

5.008

0.114

8.259

P值

0.998

<0.001

0.910

<0.001

2.4

<0.001

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6 min 步行试验和 ADL 能力比较 (x±s)

6 min 步行试验 /m

组别

<0.001

两 组 患 者 干 预 6 个月后 再 入 院 率比 较

观

易发生危险，涉及全身大部分肌群，训练效果较好，适

察 组干 预 后 6 个月再入院 6 例 (15.0%)， 对照 组 16

合心血管疾病老年患者使用 [14]。本研究中观察组干

例 (40.0%)，两组再入院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270, P=0.012)。

预后的胆固醇、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均优于对照

3

讨

3.1

组 (P<0.05)。
3.2

论

抗阻运动对 CHD患者心功能的影响

以运动疗

法为核心的心脏康复在纠正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改
CHD 是心内

善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运动耐力和生活质量，以及降低

科的常见病，以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性病变为基

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等方面获益确切 [3-4]。随着对抗阻

础，可增加患者的死亡风险 [8]。目前，CHD 已成为全

运动研究的深入，发现抗阻运动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

抗阻运动对 CHD患者血脂的影响

球范围内威胁人类健康最主要的心血管疾病 。血

心脏康复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 [14]。本研究对象

脂异常是CHD最重要的危险因素 [10]。研究 [11-12] 表明，

为 CHD患者，病程长，运动耐力与日常生活质量均将

长时间的单独抗阻运动或结合有氧运动能有效降低

受到一定的影响，采取以弹力带为工具的抗阻运动对

心血管疾病患者的血脂水平，改善血脂代谢，抗阻运

患者的运动耐力及优化生活质量有着积极意义。研

动还可明显增强局部肌肉的代谢能力，提高基础代

究 [15-16] 表明，抗阻运动主要提升心脏的压力负荷，能

谢率，使胆固醇在外周组织进行分解代谢，从而减少

有效维持心肌氧供需平衡状态，
还能有效防止老年患

高密度脂蛋白在血管内皮下的滞留。抗阻运动常用

者肌肉萎缩，促进躯体功能的恢复。通过抗阻运动，

的运动方式有自身重量 ( 如俯卧撑 )、哑铃/ 杠铃、健身

患者在干预 6 个月后心功能有一定提升，6 min 步行

器械和弹力带 4 种，其中弹力带抗阻运动是指机体随

时间距离增加，且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

着弹性体形状的改变，克服不同弹性阻力完成肌肉

3.3

收缩，从而达到增强肌肉、关节和韧带运动功能的作

CHD 心绞痛是指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性狭窄阻塞

[9]

抗阻 运动对 CHD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影响

用 。弹力带抗阻运动不受年龄、场所及季节的限制，

血管，心肌缺血缺氧和体内血脂代谢异常，增加了心

携带方便，价格低廉，是一种柔性抗阻运动方式，不

肌耗氧量，加重心肌暂时性缺血，老年人易合并多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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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症，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 [17]。抗阻运动

of elastic band resist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blood flow

能通过增加心脏压力负荷，从而提高左心室的舒张

restriction on strength, total bone-free lean body mass and

压，进一步增加心内膜下血流灌注，从而改善心肌缺

muscle thickness in postmenopausal women[J]. Clin Physiol

血；同时，抗阻运动通过增加骨骼肌质量，提高基础代
谢率水平，提高运动耐力，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观

Funct Imaging, 2013, 33(5):344-352.
[7]

of the Barthel Index for stroke rehabilitation[J]. J Clin Epide-

察组干预后的日常生活能力均优于对照组(P<0.05)。
3.4

抗阻运动对 CHD 患者再入院率的影响

单纯

miol, 1989, 42(8):703-709.
[8]

的接受药物溶栓、介入等治疗不能从根本上遏制CHD
的发展、改善远期预后，要进一步控制 CHD 的危险因

[9]

患者的情况制定制定运动方式、运动强度、运动持续

key[J]. Anadolu Kardiyol Derg, 2012, 12(2):187.
[10]

陆再英 , 钟南山 , 谢毅 , 等. 内科学 [M]. 5 版 . 北京 : 人民卫

[11]

BACCHI E, NEGRI C, ZANOLIN ME, et al. Metabolic ef-

生出版社 , 2012:267-268.
fects of aerobic training and resistance training in type 2

的时间和运动频次等，才能在取得效果的情况下保证

diabetic subject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the RAED2

患者安全。因此，弹力带抗阻运动是 CHD患者既有
效又安全的运动方式，适合临床推广。

DAĞDELEN S, BATUR MK. Interventional therapy in resistant hypertension; new renal denervation applications in 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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