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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车运动联合弹力带抗阻运动

对芋级心力衰竭病人心功能的影响

李红云,孙晓宇,唐苗苗,赵园园,沈摇 剑

[摘要]目的:探究踏车运动联合弹力带抗阻运动对芋级心力衰竭病人心功能的影响。 方法:选取 2018 - 2019 年诊治的芋级

心力衰竭病人 80 例。 按随机数表法分 2 组,各 40 例。 对照组用常规药物纠正心力衰竭,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心力衰竭药物基

础上,联合踏车运动及弹力带抗阻运动对心力衰竭进行治疗。 观察 2 组病人在上述治疗前及治疗 1 个月后的 6 min 步行距

离、心脏超声射血分数(EF)及氨基端前 B 型钠尿肽(NT鄄proBNP)水平情况,以此评价心功能水平。 结果:干预后,2 组 6 min
步行距离均较干预前上升(P < 0. 01),并且观察组上升幅度高于对照组 (P < 0. 05)。 干预后,2 组心脏超声 EF 值均上升,NT鄄
proBNP 水平均下降(P < 0. 05);且观察组心脏超声 EF 值上升幅度及 NT鄄proBNP 水平下降幅度均大于对照组 (P < 0. 05 和P <
0. 01)。 结论:踏车运动联合弹力带抗阻训练可以明显改善心力衰竭病人心功能,提高心肌的收缩能力,提高运动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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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the treadmill exercise combined with elastic band impedance exercise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grade 芋 heart failure

LI Hong鄄yun,SUN Xiao鄄yu,TANG Miao鄄miao,ZHAO Yuan鄄yuan,SHEN Jia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Suqian People忆s Hospital,Suqian Jiangsu 2238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the treadmill exercise combined with elastic band impedance exercise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grade 芋 heart failure. Methods:A total of 80 patients with grade 芋 heart failure from 2018 to 2019 were
divided into the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ccording to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heart
failure in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routine drugs,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treadmill exercise combined
with and elastic band impedence exercise on the basis of routine treatment drugs. The 6鄄min walking distance,cardiac ultrasonic ejection
fraction(EF) and n鄄terminal pro鄄B鄄type natriuretic peptide(NT鄄proBNP) levels in two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1 month of treatment
were observed to evaluate the levels of cardiac function. Results:After intervention,the 6鄄min walking distance in two group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intervention(P < 0. 01),and 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which in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cardiac ultrasound EF value and NT鄄proBNP levels in two groups increased and
decreased,respectively(P < 0. 05),and the increasing degree of EF value and decreasing degree of NT鄄proBNP levels in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reater than those in control group(P < 0. 05 and P < 0. 01). Conclusions:The treadmill exercise combined with elastic
band impedence exerci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ardiac function,myocardial contractility and exercise endurance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Key words] heart failure;treadmill exercise;elastic band impedance exercise;cardiopulmonary function test

摇 摇 心力衰竭是各种心脏结构或功能性疾病导致心

室充盈和 /或射血功能受损,心排血量不能满足机体

组织代谢需要,以肺循环和 /或体循环淤血,器官、组
织血液灌注不足为临床表现的一组综合征,主要表

现为呼吸困难、体力活动受限和体液潴留。 随着人

类寿命的不断延长,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慢性心力

衰竭的病人逐年增加,特别是发病年龄从原来的中

老年逐渐向年轻化方向发展,对当代人的健康发展

提出越来越大的挑战[1 - 2]。 大部分的心力衰竭都有

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是一种慢性疾病,临床上以慢

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最多见[3 - 4]。 目前治疗慢性心

力衰竭的主要治疗手段为药物治疗,但仍未达到理

想效果。 随着治疗理念的更新,越来越多的人认识

到慢性心力衰竭后期运用运动康复等治疗更有利于

心功能改善。 但实际诊疗工作中发现,虽然许多专

家会建议心力衰竭病人进行运动去改善心功能,在
实际操作中许多病人对其治疗效果和安全性有质

疑[5 - 7]。 本研究取 2018 - 2019 年我院诊治的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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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力衰竭病人 80 例进行分组对比研究,观察 2 组病

人治疗 1 个月后的 6 min 步行距离、心脏超声射血

分数 ( EF) 及血浆氨基端前 B 型钠尿肽 ( NT鄄
proBNP)水平,评价心功能水平,以期为更好治疗心

力衰竭提供一些参考。 现作报道。

1摇 资料与方法

1. 1摇 一般资料摇 芋级心力衰竭病人 80 例按随机数

表法分 2 组,各 40 例。 纳入标准:与《中国心力衰竭

诊断治疗指南》 [8] (2014 年)诊断标准相符;通过心

电图、X 线胸片、心脏彩超 EF 值及血浆 NT鄄proBNP
水平检测等确诊;临床表现:呼吸困难、体力活动受

限、水肿等症状;无其他运动习惯;各资料数据齐全;
依从性好。 排除标准:不能耐受运动者;中途退出护

理者;资料不完全者。 观察组男 18 例,女 22 例;年
龄 52 ~ 83 岁;合并高血压 12 例,合并糖尿病 11 例,
合并慢性肾病 8 例;体质量指数(BMI)(24. 5 依 2. 1)
kg / m2;病程 5 个月至 6 年。 对照组男 17 例,女 23
例;年龄 50 ~ 83 岁;合并高血压 10 例,合并糖尿病

9 例,合并慢性肾病 7 例;BMI(24. 6 依 1. 8) kg / m2;
病程 3 个月至 7 年。 本研究经医学伦理委员会批

准。 2 组性别、年龄、BMI、病程、合并症等一般资料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见表 1),具有可

比性。

表 1摇 2 组一般资料比较(ni = 40)

分组 男 女
年龄

(x 依 s) / 岁

BMI(x 依 s) /

(kg / m2)

病程

(x 依 s) / 年
合并

高血压

合并

糖尿病

合并

慢性肾病

观察组 18 22 76. 9 依 2. 6 24. 5 依 2. 1 3. 8 依 2. 5 12 11 8

对照组 17 23 77. 2 依 2. 6 24. 6 依 1. 8 3. 7 依 2. 2 10 9 7

字2 0. 05 0. 52* 0. 23* 0. 19* 0. 25 0. 27 0. 08

P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 0. 05

摇 摇 *示 t 值

1. 2摇 治疗方法摇 对照组用常规药物进行纠正心力

衰竭治疗。 观察组在常规心力衰竭药物治疗基础

上,联合踏车运动及弹力带抗阻运动对心力衰竭进

行治疗:病人必须在医生的指导建议下进行踏车运

动和弹力带抗阻运动,踏车运动每次时间是 20 ~
30 min,一周 3 次。 弹力带抗阻运动每周 1 次,基本

流程为热身 5 min + 弹力带抗阻训练 15 min。 弹力

带抗阻训练主要以弹力带操为基础,共 3 组,以每组

8 ~ 20 次来训练,组间间隔 30 s,着重训练病人的上

肢、下肢、核心肌肉。 2 组均进行 1 个月对比研究,
注意以上操作需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医生在训练前

要告知病人训练注意事项,不舒服及时提出,过度运

动,过程中要注意观察病人的疲劳程度,有不良反应

如胸痛、心悸、恶心大汗等及时调整或终止训练。
1. 3摇 观察指标摇 (1)NT鄄proBNP 水平:收集 2 组病

人治疗前及治疗 1 个月后晨起空腹静脉血,利用免

疫荧光层析法[9]测定。 (2)6 min 步行试验:病人在

50 m 的直线距离尽力行走,记录病人 6 min 步行距

离,分别记录治疗前及治疗 1 个月后步行距离值。
(3)心脏超声 EF 值检测:在二维超声心动图的指导

下,选择胸骨旁左心长轴切面,使二尖瓣前叶与声束

垂直,其取样线通过二尖瓣瓣尖水平,测量左心室的

收缩末径和舒张末径,计算出左心室的射血分数。

分别记录治疗前及治疗 1 个月后心脏超声 EF 值。
1. 4摇 统计学方法摇 采用 t 检验和 字2 检验。

2摇 结果

2. 1摇 2 组干预前后 6 min 步行试验情况比较摇 干预

前,2 组 6 min 步行试验结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 05);干预后,2 组均较干预前上升 ( P <
0. 01),并且观察组上升幅度高于对照组 ( P <
0. 05)(见表 2)。

表 2摇 2 组 6 min 步行试验比较(x 依 s;ni = 40;m)

分组 干预前 干预后 t P

观察组 175. 5 依 65. 0 465. 2 依 84. 0 17. 25 < 0. 01

对照组 177. 5 依 65. 5 425. 5 依 82. 0 14. 95 < 0. 01

t 0. 14 2. 14 — —

P > 0. 05 < 0. 05 — —

2. 2摇 2 组干预前后心脏超声 EF 值及 NT鄄proBNP 水

平比较摇 干预前,2 组心脏超声 EF 值及 NT鄄proBNP
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干预后,
2 组心脏超声 EF 值均上升,NT鄄proBNP 水平均下降

(P < 0. 05);且观察组心脏超声 EF 值上升幅度及

NT鄄proBNP 水平下降幅度均大于对照组 (P < 0. 05
和 P < 0. 01)(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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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2 组心脏超声 EF 值及 NT鄄proBNP 水平比较(x 依 s)

分组 n
心脏超声

EF 值 / %
NT鄄proBNP /
(pg / mL)

干预前

摇 观察组 40 55. 0 依 15. 5 1 511. 2 依 601. 7*

摇 对照组 40 54. 5 依 16. 0 1 490. 5 依 610. 5

摇 摇 t — 0. 14 0. 15

摇 摇 P — >0. 05 > 0. 05

干预后

摇 观察组 40 65. 5 依 10. 5* 906. 1 依 300. 9*

摇 对照组 40 60. 5 依 10. 3* 1 255. 7 依 300. 5*

摇 摇 t — 2. 15 5. 20

摇 摇 P — <0. 05 < 0. 01

摇 摇 t 检验:与干预前比较*P < 0. 05

3摇 讨论

摇 摇 慢性心力衰竭作为一种进展性的疾病,病人需

要长 期 药 物 治 疗 维 持, 生 存 质 量 受 到 严 重 影

响[10 - 12],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负

担。 运动康复使得慢性心力衰竭病人的病死率下

降,同时反复住院次数减少,可提高病人运动耐力,
减少医疗成本[13]。 2013 美国心脏病学会基金会 /
美国心脏协会心力衰竭管理指南及 2018 年中国心

力衰竭诊断和治疗指南都把运动康复列为慢性心力

衰竭病人一级 A 类推荐[14]。 但现在慢性心力衰竭

运动康复还未普及,受安全性、操作性、生活习惯等

的影响,慢性心力衰竭病人运动康复比例不高,这需

要不断完善实践和进行科普。
弹力带是一种常见的锻炼器材,使用简单,且相

对于其他运动器材来说更便宜;另一方面弹力带抗

阻运动运动幅度小,并且可以让病人借助家里的桌

椅凳等进行训练,节省训练活动空间。 弹力带抗阻

运动能适应躯体大部分部位的肌肉训练,同时根据

病人情况提供不同的阻力,可增加心肌灌注,改善心

肌缺血,增加肌肉质量,提高运动能力,也可减少过

重训练可能出现的受伤等危险[15 - 16]。 而踏车运动

作为一项有氧运动,长期训练可以增加心力衰竭病

人的心肌力量,特别是会提高病人的心肌收缩能力,
降低心肌的耗氧量,提高氧利用率,促进血液循环。
有氧联合抗阻运动对病人进行运动治疗的效果优于

单纯用常规药物进行纠正心力衰竭治疗的疗效,同
时提高运动的趣味性和依从性[17 - 19]。

本研究显示,干预后 2 组 6 min 步行试验指标

都上升,且观察组在进行踏车运动联合弹力抗阻运

动后,6 min 步行试验值上升幅度高于只进行药物

治疗的对照组;2 组心脏超声 EF 值都显著上升,NT鄄
proBNP 水平都显著下降,同时发现,观察组心脏超

声 EF 值上升幅度及 NT鄄proBNP 水平下降幅度均大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和 P <
0. 01)。 提示踏车运动联合弹力带抗阻运动比单纯

用常规药物进行纠正心力衰竭更有利于增加心肌灌

注,改善心肌缺血,提高心肌的收缩能力,增加肌肉

质量,提高运动能力,适合慢性心力衰竭病人的长期

训练管理和康复。
综上所述,踏车运动联合弹力带抗阻训练可以

明显改善心力衰竭病人心功能,改善心肌缺血,提高

心肌的收缩能力,提高运动耐力,是一种有利于心力

衰竭病人康复的有效手段,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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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消肿理疗应用于淋巴水肿治疗的疗效评估

顾炎林,孙桂兰,徐华芳,郑摇 力,蒋国勤

[摘要]目的:评估综合消肿理疗对于乳腺癌相关性淋巴水肿的治疗效果。 方法:选取 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11 月苏州大学附

属第二医院治疗的 73 例淋巴水肿的乳腺癌术后病人,所有病人都接受统一的综合消肿理疗,采用上肢周径测量法测量患肢水

肿处的周径,计算患肢体积。 评估治疗前后患肢周径减少程度、治疗效果与治疗时间的关系,分析体质量指数、患侧和淋巴水

肿病程对治疗疗效的影响。 结果:经过综合消肿理疗,73 例病人患肢所测量处的周径均较治疗前明显减少(P < 0. 01),患肢测

量处周径减少的程度与治疗时间呈正相关(P < 0. 05 ~ P < 0. 01)。 不同体质量指数、患侧和淋巴水肿病程对淋巴水肿的治疗

效果影响均无统计学意义(P > 0. 05)。 结论:综合消肿理疗可明显改善患肢水肿,且足疗程的治疗可明显提高治疗效果,是乳

腺癌术后淋巴水肿有效的治疗方式。
[关键词] 乳腺肿瘤;综合消肿治疗;淋巴水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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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icacy evaluation of complex decongestive therapy in the treatment of lymphedema
GU Yan鄄lin,SUN Gui鄄lan,XU Hua鄄fang,ZHENG Li,JIANG Guo鄄qin

(1. Department of General Surgery,2. Department of Thyroid and Breast Surgery,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Suzhou Jiangsu 215000,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complex decongestive therapy ( CDT) on breast cancer鄄related
lymphedema. Methods:A total of 73 patients with breast cancer鄄related lymphedema in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ochow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7 to November 2018 were treated with CDT. The circumference and diameter of affected limb edema were
measured by upper limb circumference and diameter measurement,and the volume of affected limb was calculated. The reducing degree
of circumference and diameter of affected limb were evaluated after treat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atment effect and duration,
body mass index,and effects of affected side and course of lymphedema on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were analyzed. Results:After CDT,
the circumference and diameter of affected limb in 73 case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P < 0. 01),and the
reducing degree of circumference and diameter of affected limb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duration of disease(P < 0. 05 to P <
0. 01). The differences of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body mass index,affected side and course of lymphedema on therapeutic effect of
lymphedema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 0. 05). Conclusions:CDT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ffected limb edema,and the
treatment of full cours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CDT is an effective treatment for lymphedema after breast cancer
surgery.
[Key words] breast neoplasms;complex decongestive therapy;lymphedema

摇 摇 乳腺癌是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在欧洲,
由于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乳腺癌的死亡率已经下降

了 8% [1]。 乳腺癌生存期的不断提升使得肿瘤医生

将其作为一种慢性病进行处理。 淋巴结的处理是乳

腺癌手术治疗的重要步骤。如果清扫腋窝淋巴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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