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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拳联合心脏康复运动训练对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抑郁状态及睡眠质
量的影响

周　冰 1 、 张甲臣 2 、 李　超 1 、 白志峰 1

【摘要】 目的　分析太极拳联合心脏康复运动训练应用于慢性心力衰竭的效果。方法　收集因慢

性心力衰竭在我院入院治疗的 103 例患者，随机数字表法将 103 例患者分为 2 组，常规组 51 例患者

实施心脏康复运动训练，实验组 52 例患者常规组基础上增加太极拳训练。治疗后评价患者的左室舒

张末径（LVDEd）、左室收缩末径（LVSE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抑郁自评量表（SDS）、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及明尼苏达生活质量问卷（MLHF）。结果　治

疗后实验组 LVDEd、LVSEd 水平低于常规组，LVEF 高于常规组（P< 0.05）；实验组患者的 HAMD、

SDS、PSQI、MLHF 评分均显著低于常规组（P< 0.05）。结论　太极拳联合心脏康复训练可提高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心功能，改善抑郁状态，恢复睡眠及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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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Taijiquan an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Training on Heart Function，Depression and 
Sleep Quality in Patients with Heart Failure　　ZHOU Bing，ZHANG Jiachen，LI Chao，et al. Anyang Third 
People's Hospital，Anyang 455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Taijiquan combined with cardio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on chronic 

heart failure. Methods　A total of 103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for chronic heart failure were collected. The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as used to divide 103 patients into 2 groups.51 patients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ere 

trained i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52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dded to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ai Chi training. Patients were evaluated for 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LVDEd），left ventricular end 

systolic diameter（LVSEd），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self 

depression rating scale（SDS），Pittsburgh after treatment Sleep Quality Index（PSQI）and Minnesota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MLHF）. Results　After treatment，the levels of LVDEd and LVSEd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and LVEF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The 

HAMD，SDS，PSQI，and MLHF scores of the patien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ventional group（P<0.05）. Conclusion　Taijiquan combined with cardiac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can improve 

cardiac function，improve depression，restore sleep and quality of life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heart fail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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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常发生于

中老年人群，具有病程长、反复发作及预后差的临

床特点［1］。本病严重影响患者的心脏功能，导致其

日常生活功能受损，因此患者常伴有抑郁情绪，给

患者的睡眠及生活质量造成了不良影响。改善慢性

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功能会减轻抑郁情绪，改善睡

眠［2-3］。太极拳是一种中医健身气功功法，已有研究

证实太极拳有利于恢复心肺功能，减轻抑郁症患者

的抑郁状态。本研究对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采用心脏

康复运动训练联合太极拳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作者工作单位］ 1. 安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安阳，455000）；2. 安阳市中医院。

［第一作者简介］周冰（1978.03-），男，河南安阳人，研究生，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内科。

［通讯作者］周冰（Email：kangbingayr@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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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在 2018 年 7 月～2019 年 7 月时间段因慢性

心力衰竭入院治疗的 103 例患者，以随机数字表法

将患者分为两组，其中常规组 51 例，男 28 例，女

23 例；年龄 55～69（62.03±6.31）岁；美国纽约心脏

病协会心功能分级（NYHA）Ⅱ级 27 例，Ⅲ级 24 例。

实验组 52 例，男 29 例，女 23 例；年龄 56～68（62.17
±5.28）岁；NYHA 分级Ⅱ级 26 例，Ⅲ级 26 例。入

选标准：所有患者符合心力衰竭相关诊治标准［4］；病

情稳定；左心射血分数（LVEF）在 45％以下；家属知

情同意并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排除标准：处

于急性加重期心力衰竭及先天性心脏病患者；肢体运

动障碍如骨折、偏瘫患者；入院前服用抗抑郁类药

物；沟通障碍者。

1.2　方法

两组患者入院后均实施健康宣教、常规药物治

疗及饮食指导等方案，常规组实施心脏康复运动训

练，内容如下：（1）入院后为患者建立健康档案，

根据患者的运动耐量及心功能分级制定合理的心脏

康复训练方案，控制运动强度在靶心率 60％-80％

之间。（2）分级治疗：① NYHA Ⅱ级：指导患者每日

室外行慢走训练，距离应在 800-1000m 之间；每日

上下楼梯两次，此后可延长步行距离及时间；训练患

者自行如厕、洗澡及进食等；适当增加自行车、健身

操及快走等有氧训练，控制靶心率在 50％-70％之

间。② NYHA Ⅲ级：增加患者卧床休息时间，协助

患者床旁站立及步行训练，3 次 /d，5min/ 次；协助

患者如厕，由坐位洗浴过渡到站立位洗浴。实验组

患者在心脏康复运动训练的基础上增加太极拳治疗，

太极拳的训练步骤按照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 24 式太

极拳进行训练；训练强度应达到 Borg 主观体力感觉

等级的 11-13 级为标准，患者出汗、感觉疲劳为宜；

训练时间 5 次 / 周，15min/ 次，训练一个月后时间逐

渐延长至 20-40min，训练过程中由医务人员全程监

控生命体征，如发生意外立即停止。两组患者均入

院训练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1）心脏功能：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采用心功

能检测仪（濮阳市沪康医疗设备有限公司，型号：

AF930）检测左室舒张末径（LVDEd）、左室收缩末径

（LVSEd）、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水平。（2）抑郁

状态：治疗前后采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与

抑郁自评量表（SDS）检测患者的抑郁程度，HAMD

评分满分 78 分，SDS 评分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抑

郁程度越重。（3）睡眠质量［5］：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

指数（PSQI）评价，按照 4 级评分制评分，分数越低

睡眠质量越高。（4）生活质量：采用明尼苏达心力衰

竭生活质量问卷（MLHF）评判，满分 105 分，分数

越低生活质量越高。

1.4　统计学方法

通过 SPSS21.0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及分析，用

均数 ± 标准差（x±s）表示计量资料（心脏功能、抑

郁状态、睡眠及生活质量等），t 检查。P<0.05 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心脏功能对比

治疗后实验组患者的 LVDEd、LVSEd 水平均显

著低于常规组，LVEF 水平高于常规组，差异显著

（P<0.05），见表 1。

表1　两组患者LVDEd、LVSEd、LVEF水平对比（x±s）

组别 n
LVDEd（mm） LVSEd（mm） LVEF（％）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51 58.66±4.34 53.11±4.73 47.86±4.12 43.22±3.76 41.07±5.38 48.72±4.88

实验组 52 58.26±5.08 49.51±3.95 47.60±4.35 40.29±3.17 41.19±4.63 52.06±5.10

t值 0.429 4.196 0.311 4.279 0.121 3.395

P值 >0.05 <0.05 >0.05 <0.05 >0.05 <0.05

2.2　抑郁状态对比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HAMD、SDS 评分均呈下

降趋势，但实验组患者评分降低趋势优于常规组

（P<0.05），见表 2。

2.3　睡眠质量、生活质量对比

治疗后两组 PSQI、MLHF 评分均降低，实验组

降低水平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P<0.05），见表 3。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在我国的发病率在 0.9％以上，其

中老年人群的发病率已在 1.3％以上［6］。慢性心力衰

竭患者极易出现抑郁情绪，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导

致患者出现睡眠障碍，降低生活质量。因此临床上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20 年第 47 卷第 5 期- 1018 -

◎

临
床
研
究◎

 C
linical research

对于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不仅应积极恢复心脏功能，

并且应改善患者的抑郁等精神症状，减轻病情进展。

目前针对慢性心力衰竭的治疗以恢复心脏功能

为主，主要采用常规心脏康复运动训练以防止病情

恶化，减少病死率。太极拳是一种传统健身功法，

现代医学将其归为有氧运动，太极拳在训练过程中

结合传统导引及吐纳术，有利于调节全身气机及阴

阳平衡，使患者身心放松，认识全身及增强耐力［7］。

本研究对实验组患者实施太极拳治疗，结果显示实

验组 LVDEd、LVSEd 水平低于常规组，LVEF 水平

高于常规组，提示太极拳联合心脏康复训练可有效

提升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心脏功能。分析认为，在

常规心脏康复训练基础上增加太极拳训练，能够

有效提升心肌纤维强度，改善心率，提升每搏输出

量，提升心肌储备力，产生较佳的心肌锻炼效果。

同时太极拳训练寓刚于柔，整体训练过程中运动量

小，有氧氧化即可提供训练中所需的能量，避免训

练量过大引起氧债、心肌缺氧等情况的发生，两者

联合训练能够有效调节肺通气阻力、肺动脉压力及

肺活量，改善胸部组织弹性及气体代谢功能，应用

于 NYHA Ⅱ级患者中能够进一步促进患者心脏功能

恢复，因太极拳起势到收势运动量较小，NYHA Ⅲ

级患者亦能够在严密监测生命体征情况下进行太极

拳训练，有效促进患者心功能提升，故观察组患者

心功能改善效果更优于对照组患者。

67.8％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

抑郁症状［8］，随着临床医学模式的改变，患者的心

理健康越来越受到重视。太极拳属于有氧运动训练，

运动可提高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皮质系统的兴奋

能力，增加苯乙醇胺甲基转移酶、酪氨酸羟化酶的

表达，促进体内合成大量的儿茶酚胺及内源性阿片

肽，此类物质可促使患者产生欣快感，增强身体的

耐受能力，减轻抑郁症状；另外太极拳可改善患者的

心脏功能，进而促进治疗过程中身心平和，稳定情

绪，进而改善抑郁状态。本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后

实验组 HAMD、SDS 评分均低于常规组，表明太极

拳可改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抑郁症状。

慢性心力衰竭患者因心搏出量减少，易出现乏

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在睡眠过程中睡眠节律易发

生紊乱，进而导致夜间睡眠障碍，而睡眠障碍则会

加重患者抑郁等精神症状，导致生活质量下降［9-10］。

本研究中实验组患者的 PSQI、MLHF 评分均明显低

于常规组，提示太极拳对患者的睡眠及生活质量具

有促进效果。分析认为，太极拳在训练过程中有助

于加快新陈代谢，减轻疲劳感，促进深度睡眠的形

成，另外太极拳集中患者注意力，通过冥想调节气

息，达到放松身心、压力的效果，减轻抑郁症状，

从而提高患者的睡眠及生活质量。该研究亦存在不

足之处，研究内的治疗靶点主要集中在负面情绪及

心功能，对于炎性因子等其他因素导致的心功能降

低、负面情绪滋生等情况论证不足，后续会进一步

增加观察指标及影响因素，以期为临床诊治提供更

为可靠的科学依据。

综上所述，太极拳联合心脏康复运动训练应用

于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中可提高患者的心脏功能，减

轻抑郁等精神症状，改善睡眠及生活质量，值得临

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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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两组患者HAMD、SDS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HAMD评分 SDS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51 23.64±2.46 18.07±2.09 71.35±6.29 50.72±4.82

实验组 52 23.57±2.49 14.13±1.15 71.06±6.38 44.03±4.57

t值 0.144 11.822 0.232 7.229

P值 >0.05 <0.05 >0.05 <0.05

表3　两组患者PSQI、MLHF评分对比（x±s，分）

组别 n
PSQI评分 MLHF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常规组 51 14.77±2.06 10.53±1.09 45.78±3.59 41.08±2.19

实验组 52 14.69±2.50 7.46±1.22 45.60±3.14 36.67±2.11

t值 0.177 13.459 0.271 10.408

P值 >0.05 <0.05 >0.05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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