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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７

．指南与共’＂叭ｌＺｌ．

冠心 病康复与二级预防中国专家共识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

中国康复医学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中国老年学学会心脑血管病专业委员会

国际心脏康复体系发展已有５０年历史，经历了由否定、
质疑到普遍接受的过程。现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学科，发

家共同讨论并撰写了我国冠心病康复‘ｊ二级预防阜家共识。
一、冠心病的康复与二级预防

达国家冠心病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得益于冠心病康复与二

冠心病的康复是综合性心血管病管理的医疗模式，不是

级预防，康复与二级预防已经成为决定医疗质量及患者生存

单纯的运动治疗，而是包括运动治疗在内的心理一生物一社会

质量的重要环节。

综合医疗保健。涵盖发病前的预防和发病后的康复，是心血

心脏康复的益处已有大量循证医学证据支持。２０世纪

管病全程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８０年代的随机对照试验证明，心脏康复能够降低心肌梗死

从Ｆｒａｍｉｎｇｈａｍ研究开始，人们逐渐认识到冠心病是多

后患者全因死亡率８％～３７％和心血管死亡率７％～

重危险ｌ捌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小ｆｌＪ‘改变的凶素如年龄

３８％。１一；另有大量研究证实稳定性心绞痛、冠状动脉旁路移

和性别，也包括可以改变的因素如ＩｆＩ【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

植术（ＣＡＢＧ）”１、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ＰＣＩ）…、各种原冈

和吸烟等。２００４年公布的ＩＮＴＥＲＨＥＡＲＴ研究…，在５２个

导致的慢性心力衰竭”ｌ、心脏瓣膜置换或修复术后以及心

日家（包括中国）２６２个中心的１５ １５２例患者和１４ ８２０例对

脏移植术后患者…ｏ町从心脏康复项目中获益。大量研究

照中进行的调查表明，全世界各个地Ｉｘ．、不同年龄和性别的

还显示心脏康复能够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发展进程…。４，降

人群罹患ＡＭＩ的危险大多由血脂异常、吸烟、高ｍ压、糖尿

低急性缺血性冠状动脉事件的发生率和住院率，接受心脏康

病、腹型肥胖、心理社会压力、摄入水果蔬菜少、饮酒、规律的

复的急性心肌梗死（ＡＭＩ）患者１年内猝死风险降低

体力｝４－动少所致，这９种危险因素分ｊ｛ｌＪｉｉｌ解释男性和女性心

４５％”’”。最近美目一项对６０万例老年住院的冠心病患

肌梗死原因的９０％和９４％。冈此，冠心病¨ｒ防可控。广义

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ＡＣＳ）、ＰＣＩ或ＣＡＢＧ］５年随访的

而言，二级预防是冠心病康复的一部分。

研究发现，心脏康复组患者５年病死率较非心脏康复组患者

冠心病康复的具体内容包括：（１）生活方式的改变：主

减少２ｌ％～３４％，并且不论康复次数的多少均可获益，其中

要包括指导患者戒烟、合理饮食、科学的运动以及睡眠管

高康复次数（２５次以上二）组降低３４％，低康复次数（１～２４

理。，（２）双心健康：注重患者心脏功能康复和心理健康的恢

次）组降低２ｌ％，效果与心ｌｎＬ管病预防用药（如他汀类药物

复。（３）循证用药：冠心病的康复必须建立在药物治疗的基

或Ｂ受体阻滞剂）相当，而费用显著低于预防用药¨…。

础Ｉｉ，冈此根据指南循证规范用药是心脏康复的重要组成部

２０１０年出版的《中凶心ｍＬ管病报告》显示，目前我旧心

分，．（４）生活质量的评估与改善：生活质量评估与改善也是

血管疾病（冠心病、脑卒巾、慢性心力衰竭和高血压）患病人

心脏康复的组成部分。冠心病康复的同的是提高患者生活

数２．３亿，不仪急性发病人数逐年增加，而且年轻化趋势明

质量，使患者尽可能的恢复到正常或者接近正常的生活质量

显，接受ＰＣＩ的患者数量也持续增加，２００８年约１８．２万，比

水平。（５）职业康复：冠心病康复的最终Ｈ标是使患者回归

２００７年增长２６％，２０１ １年高达３４万。面对众多的心血管病

家庭、同归社会。患者病后能不能同归社会，继续从事他以

急性发病和ＰＣＩ后患者，｝＝ｊ前我们重点关注发病急性期的抢

前的Ｉ：作或病后力所能及的Ｔ－作是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

救与治疗，对于发病前预防以及发病后康复不够重视，导致
大量发病后患者得不到进一步的医学指导，从而反复发病、

二、冠心病康复分期及内容
冠心病的康复分为３期，即院内康复期、院外早期康复

反复住院，重复冠状动脉造影与ｌｆ｜Ｌ运重建，医疗开支不堪重

或｜、Ｊ诊康复期以及院外长期康复期。，

负。凶此，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在中国势在必行。至今我Ｈ

（一）第１期（院内康复期）

康复主要集中在肢体功能的康复，如卒中后和创伤后康复，

为住院期冠心病患者提供康复和预防服务。本期康复

而对冠心病发病后及血运重建后的康复未得到大多数心札

Ｈ标：缩短住院时间，促进日常生活及运动能力的恢复，增加

管专业人员的认识，全闰心脏康复还处于发展阶段。为了促

患者自信心，减少心理痛苦，减少冉住院；避免卧床带来的不

进我国心脏康复Ｔ－作的健康开展，提高心血管病防控水平，

利影响（如运动耐量减退、低血容量、血栓栓塞性并发症），

改善我国心血管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远期预后，相关领域专

提醒戒烟并为Ⅱ期康复提供全面完整的病情信息和准备。
１．患者早期病情评估：进一步明确冠心病的诊断，了解

ＤＯＩ：１０

３７６０／ｅｍａ．ｊ．ｉｓｓｎ ０２５３—３７５８．２０ １ ３．０４．００３

通信作者：胡大一，Ｋｍａｊｌ：ｄａｙｉ．ｈｕ＠ｍｅｄｍａｉｌ．ｃｏｍ．ｃｎ

万方数据

患者日前症状及药物治疗情况（表１）；明确冠心病的危险因
素（表２），制定干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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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目前诊断、症状及治疗情况患者调查表

诊断、症状和治疗情况

内容

目前疾病

口急性心肌梗死后
口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
口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
口心力衰竭急性期
口／ｆｉ稳定性心绞痛
口越搏器或置人性心律转复除颤器术后
口』￡他

目前症状

２．患者教育：院内康复期的患者最容易接受健康教育，
闪此是最佳的患者教育时期

免再次发病。让患者了解冠心病相关知识，避免不必要的紧
张和焦虑，控制冠心病危险因素，提高患者依从性：同时对
患者家属的教育也同样重要。一口．患者身体状况稳定，有足
够的精力和思维敏捷度，爿：丌．知晓自已的心脏问题即可开始
患者教育。本期宣传教育重点是＿叶ｉ存教育干¨戒炯。
啦存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患者在家处理心脏突发问题。．

口！Ｊｆ｝，趔或小典型心绞痛

口岍哎…难或气短
口眩晕

口ｍＫ足否达标
口ｍ糖是否达标
口ｍ脂是否达标
口其他

注胸痛或不适特征，告诉患者如何识别胸痛等不适症状是否
与心脏病相关。（３）告诉患者如果采取有效治疗与康复，可
使心脏事件再发可能性减小，但一日发生应积极处理，步骤：

口高ｍ压

状１～２ ｒａｉｎ后没有缓解，立即舌下含服硝酸甘油１片（０．５

口糖尿病

ｍｇ）；若３～５ ｍｉｎ后症状不缓解或加重，冉舌下含服１片：必

口审中

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口其他：如骨关节活动受限
目前用药情况

步骤：（１）请患者回顾心脏病发作时的症状和７ｉＦ兆。，（２）关

①停止正在从事的任何事情；②马ｊ二坐下或躺下；③如果症

口尤
既往史

要时５ ｒａｉｎ后再含服ｌ片；如果经上述处理症状仍不缓解或
不备有硝酸甘油应马上呼叫急救电话，就近就医。
戒烟：心脏事件发生后的患者戒炯十预成功率高。引导

口抗ｌ（ＩＬＪｂ板药物
口ｍ管紧张素转换酶抑ＮＮ／ｍ管紧张
素受体拈抗剂

患者明确吸烟的不良后果，让患者知晓戒炯的益处，明确戒

口Ｂ受体阻滞剂

炯可能遇到的障碍，如体质量增加、抑郁、戒断症状等。多专

口他汀类

、№医务人员（心内科医生、康复科医生、护卜等）共同参与，

口硝酸酯类

ｎｒ提高戒炯率¨８。

口Ｊ￡他

治疗效果

为患者分析发病诱因，从而避

３．运动康复及口常生活指导：Ｈ的是帮助患者恢复体

口订效

力及日常生活能力，出院时达到生活基本自理。早期运动康

口尤效

复计划因人而异，病情重、预后差的患者运动康复的进展宜
表２冠心病危险因素患者调查表
危险【大｜素
吸烟

内容

——支／ｆｌ，——年

［肌酸激酶（ＣＫ）一ＭＢ和肌钙蛋白］没有进一步升高；（３）无
明显心力衰竭失代偿征兆（静息时呼吸闲难伴湿性哕音）；

口从４ｉ吸炯

（４）过去８ ｈ内无新发严重心律欠常或心电图改变。通常康

口人院前ｍ脂水平异常

复干预于入院２４ ｈ内开始，如采病情不稳定，应延迟至

口人院后ｍ脂水平

３～７

口正常

嗜酒

（１）过去８ ｈ内无新发或再发胸痛；（２）心肌损伤标志物水平

口既往吸烟（戒娴超过６个月）

总胆同醇一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ｆ油■酯——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超重或肥胖

危险期，病情处于稳定状态，运动康复即可丌始。参考标准：

口住院时戒娴
口既往吸炯（戒娴小于６个月）
血脂异常

缓慢，反之，可适度加快进程。，一般来说，患者一旦脱离急性

日前身高——体质量——
体质指数＝——ｋ∥ｍ２

ｄ以后酌情进行。运动康复应循序渐进，从被动运动开

始，逐步过渡到坐位、坐位双脚悬吊在床边、床旁站立、床旁
行走，病室内步行以及上１层楼梯或同定踏车训『练（早期运
动康复及日常生活指导计划示例，表３）。这个时期患者运

口正常，１８．０～２３．９ ｋｇ／ｍ２

动康复和恢复日常活动的指导必须在心电和血压监护下进

口超重，２４．０～２７．９ ｋｇ／１１１２
口肥胖．ｔ＞２８．０ ｋｇ／ｍ２

行（推荐使用遥测运动心电监护系统，每个分机的显示屏具

口饮洒——年，白酒（度数）／红葡萄｝凹／啤押可，

——｛！／（｛

备独立的心率、心律及心电图硅示，方便患者活动及医护人
员监护），运动量宜控制在较静启、心率增加２０次／ｍｉｎ左右，

口无
压力及心理相

关问题

口高心理压力水平史
口以前心理或精神治疗史
口表现或行动
口生气口抑郁
口敌意口孤独
口尤

缺乏体力活动

口住院前体育运动：＜３次／周、＜２０ ｒａｉｎ／次，
连续时问＜３个月
口规律运动者

万方数据

同时患者感觉不大费力（Ｂｏｒｇ评分＜１２）。、如果运动或日常
活动后心率增加大于２０次／ｒａｉｎ，患者感觉费力，宜减少运动
量或日常活动。另外需指出，ＣＡＢＧ患者术后需进行呼吸训
练，用力咳嗽，促进排痰，预防肺部感染。应在术前教会患者
呼吸训练方法，避免患者术后ｌ六Ｉ伤口疼痛影响运动训练效
果。为防止用力咳嗽时，手术伤口震裂，可让患者手持定制
的小枕头，保护伤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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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住院期４步早期运动及日常生活指导计划

步骤黼活动类型舞票霉慧宅喜鑫套丢
第１步

１．Ｏ～

被动运动

增加５一１５
次／ｍｉｎ

缓慢翻身、坐起

计划。同时应除外暂缓康复治疗的患者，即不稳定性心绞
痛，心功能Ⅳ级，未控制的严重心律失常，未控制的高血压
［静息收缩压＞１６０
张压＞１００

床边坐便

ｍｍ

Ｈｇ＝０．１３３

ｋＰａ）或静息舒

ＨｇＩ。

危险因素、平常的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以及常规辅助检查，

第２步

２．０～

床边坐位热身
床旁行走

增加１０～１５
次／ｍｉｎ

第３步

３．０一

床旁站立热身
大厅走动５—１０

增加１０一２０
次／ｒａｉｎ

ｒａｉｎ，

如心肌损伤标志物、超声心动图（判断有无心脏扩大、左心室
射血分数）、运动负荷试验以及心理评估等对患者进行评定
及危险分层（表４）。

２—３次／ｄ
３．０～４．０

Ｈｇ（１

２．患者评估：综合患者既往史、本次发病情况、冠心病的

床边椅子坐立

第４步

ｍｍ

ｍｍ

站立热身

３．运动负荷试验：是患者进行运动康复前重要检测指

增加１５—２５

次／ｍｉｎ

大厅走动５～１０ ｍｉｎ，

３～４次／ｄ
上ｌ层楼梯或固定踏
车训练
坐鱼涟浴

标，用于诊断、预后判断、日常生活指导和运动处方制定以及
疗效评定。常用的运动负荷试验方法有心电图运动负荷试
验和心肺运动负荷试验，后者方法更准确，但设备昂贵且对
操作的要求较高。两种测试方法均有一定风险，须严格掌握
适应证和禁忌证以及终止试验的指征，保证测试安全性。

４．ｍ院计划：给予出院后的日常生活及运动康复的指

运动负荷试验的绝对禁忌证：（１）ＡＭＩ（２ ｄ内）；（２）不

导，告诉患者出院后应该和不应该做什么；评估出院前功能

稳定性心绞痛；（３）未控制的心律失常，且引发症状或血液

状态，如病情允许，建议出院前行运动负荷试验或６ ｒａｉｎ步行

动力学障碍；（４）心力衰竭失代偿期；（５）三度房室传导阻

试验，客观评估患者运动能力，为指导日常生活或进一步运

滞；（６）急性非心原性疾病，如感染、肾功能衰竭、甲状腺功

动康复计划提供客观依据；并告知患者复诊时间，重点推荐

能亢进；（７）运动系统功能障碍，影响测试进行；（８）患者不

患者参加院外早期心脏康复计划（Ⅱ期康复）。

能配合。相对禁忌证：（１）左主干狭窄或类似情况；（２）重度

（二）第Ⅱ期（院外早期康复或门诊康复期）

狭窄性瓣膜病；（３）电解质异常；（４）心动过速或过缓；（５）心

一般在出院后１—６个月进行。ＰＣＩ、ＣＡＢＧ后常规２～５

房颤动且心室率未控制；（６）未控制的高血压［收缩压＞１６０

周进行。与第１期康复不同，除了患者评估、患者教育、日常

ｍｍ

Ｈｇ和（或）舒张压＞１００

ｍｍ

Ｈｇ］。

活动指导、心理支持外，这期康复计划增加了每周３—５次心

运动负荷试验终止指征：（１）达到目标心率；（２）出现典

电和血压监护下的中等强度运动，包括有氧运动、阻抗运动

型心绞痛；（３）出现明显症状和体征：呼吸困难、面色苍白、

及柔韧性训练等。每次持续３０～９０ ｒａｉｎ，共３个月左右。推

紫绀、头晕、眼花、步态不稳、运动失调、缺血性跛行；（４）随

荐运动康复次数为３６次，不低于２５次。因目前我国冠心病

运动而增加的下肢不适感或疼痛；（５）出现ＳＴ段水平型或

患者住院时间控制在平均７ ｄ左右，因此Ｉ期康复时间有

下斜型下降／＞０．１５ ｍＶ或损伤型ｓＴ段抬高≥２．０ ｍＶ；（６）

限，Ⅱ期康复为冠心病康复的核心阶段，既是Ｉ期康复的延

出现恶性或严重心律失常，如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Ｒ

续，也是Ⅲ期康复的基础。

Ｔ室性早搏、室上性心动过速、频发多源性室性早搏、心房颤

１．康复对象选择：对ＡＭＩ和（或）ＡＣＳ恢复期、稳定性心
绞痛、ＰＣＩ或ＣＡＢＧ后６个月内的患者，建议尽早进行康复

动等；（７）运动中收缩压不升或降低＞１０
收缩压＞２２０

ｍｍ

ｍｍ

Ｏｉｌ

Ｈｇ；血压过高，

Ｈｇ；（８）运动引起室内传导阻滞；（９）患者

表４冠心病患者的危险分层

注：低危指每一项都存在时为低危，高危指存在任何一项为高危；ＡＭＩ：急性心肌梗死，ＰＣＩ：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ＣＡＢＧ：冠状动脉旁路
移植术，ＭＥＴｓ：代谢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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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结束运动：

心率）Ｘ运动强度％＋静息心率：例如，患者最大心率１６０

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能力水平进行极量、次极量、症状

次／ｒａｉｎ，静息心率７０次／ｍｉｎ，选择的运动强度为６０％，曰标

限制性运动负荷试验。极量运动试验很少用于冠心病患者；

心率＝（１６０—７０）Ｘ ６０％＋７０＝１２４次／ｒａｉｎ。②无氧阈法：

次极量运动试验有一个预先设定的终点，通常为预测最大心

无氧阈水平相当于最大摄氧量的６０％左有，此水平的运动

率的７０％～８５％，或峰值心率为１２０次／ｍｉｎ或为主观设定

是冠心病患者最佳运动强度，此参数需通过运动心肺试验或

的代谢当量（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ＭＥＴｓ）水平，如５

ＭＥＴｓ。

ｍ乳酸阈值获得，需一定设备和熟练的技术人员。③目标

较低水平的次极量运动试验常用于ＡＭＩ后４～６ ｄ的住院患

心率法：在静息心率的基础上增加２０～３０次／ｍｉｎ，体能差的

者，作为早期运动康复的指导或为评价患者Ｅｔ常，七活活动的

增加２０次．／ｍｉｎ，体能好的增加３０次／ｒａｉｎ。此方法简单方便，

能力提供依据：而症状限制性运动试验设计为区到患者出

但欠精确？④自我感知劳累程度分级法：多采用Ｂｏｒｇ评分表

现运动试验必须终止的症状和体征才停止，通常用于ＡＭＩ

（６～２０分），通常建议患者在１２～１６分范围内运动（表５）。

后１４（１以上的患荇。
如果无设备条件完成运动负荷试验，可酌情使用６

ｒａｉｎ

步行试验、代谢当量活动问卷等替代方法。
４．纠正不良的生活方式：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并对患者
和家属进行健康教育，包括饮食和营养指导，改变不良生活

表５对自我理解的用力程度进行计分的Ｂｏｒｇ评分表
Ｂｏｒｇ评分

自我理解的用力程度

６—８

非常非常轻

９～１０

很轻

１１～１２

轻

１３～１４

有点用力

５．冠心病的常规运动康复程序：根据患者的评估及危险

１５～１６

用力

分层，给予有指导的运动。其巾运动处方的制定是关键。需

１７～ｌ ８

很川ｔ力

特别指出，每位冠心病患者的运动康复方案须根据患者实际

１９～２０

非常非常ＪＨ力

习惯（戒炯、限酒），如何控制体质量和睡眠管理。

情况制定，即个体化原则，但应遵循普遍性的指导原则经
典的运动康复程序包括３个步骤。
第一步：准备活动，即热身运动，多采用低水平有氧运
动，持续５～１０ ｒａｉｎ一目的是放松和伸展肌肉、提高关节活动
度和心血管的适应性，预防运动诱发的心脏不良事件及预防
运动性损伤

阻抗运动：对冠心病的益处：与有氧运动比较，阻抗运动
引起的心率反应性较低，主要增加心脏的压力负荷，从而增
加心内膜下血流灌注，获得较好的心肌氧供需平衡。其他益
处：增加骨骼肌质量，提高基础代谢率；增强骨骼肌力量和耐
力，改善运动耐力，帮助患者重返日常生活和回归Ｔ作；其他

第二步：训练阶段，包含有氧运动、阻抗运动、柔韧性运

慢性病包括腰痛、骨质疏松、肥胖、糖尿病等也能从阻抗运动

动等，总时间３０一９０ ｒａｉｎ。、其中，有氧运动是基础，阻抗运动

中获益。证据表明，阻抗运动对于血压已经控制的高血压患

和柔｜；；ｊ９性运动是补充：

者是安全的，对心力衰竭患者亦主张进行阻抗运动？

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所致的心血管反应主要是心脏的容

冠心病的阻抗运动形式多为循环阻抗力量训练，即一系

量负荷增加，改善心脏功能。其对冠心病的治疗作用有：使

列中等负荷、持续、缓慢、大肌群、多次重复的阻抗力量训练，

冠状动脉管径增大、弹性增加；改善巾【管内皮功能，从而改善

常用的方法有利用ｆＬ身体质量（如俯卧撑）、哑铃或杠铃、运

冠状动脉的结构和功能；促进冠状动脉侧支循环建立，代偿

动器械以及弹力带。其中弹力带具有易于携带、不受场地及

性的改善冠状动脉供血供氧能力；稳定冠状动脉的斑块；增

天气的影响、能模仿日常动作等优点，特别适合基层应用。

加血液流动性，减少新发病变；有益ｒ．防控冠心病的危险凶

每次训练８～ｌｏ组肌群，躯体上部和下部肌群可交替训练，

素，如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及肥胖等。

每周２～３次或隔天１次，初始推荐强度为：上肢为一次最大

常用有氧运动方式有行走、慢跑、骑一行车、游泳、爬楼

负荷量（ｏｒｌ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ＲＭ，即在保持正确的方法

梯，以及在器械上完成的行走、踏车、划船等，每次运动２０～

且没有疲劳感的情况下，一个人仪一次重复能举起的最大重

ｒａｉｎ。建议初始从２０ ｍｉｎ开始，根据患者运动能力逐步增

量）的３０％～４０％，下肢为５０％～６０％，Ｂｏｒｇ评分１１～１３

加运动时间运动频率３～５次／周，运动强度为最大运动强

分一应注意训练前必须有５—１０ Ｉｌｌｉｎ的有氧运动热身，最大

度的５０％～８０％。．体能差的患者，运动强度水平设定为

运动强度不超过５０％～８０％，切记运动过程中用力时呼气，

５０％，随着体能改善，逐步增加运动强度，对于体能好的患

放松时吸气，不要憋气，避免Ｖａｌｓａｌｖａ动作？

４０

者，运动强度应设为８０％：通常采川心率评估运动强度

阻抗运动的时期选择：ＰＣＩ后至少３周，且应在连续２

常用的确定运动强度的方法有：心率储备法、无氧闯法、

周有医学监护的有氧训练之后进行；心肌梗死或ＣＡＢＧ后至

目标心率法、自我感知劳累程度分级法：其中，前三种方法

少５周，且应在连续４周有医学监护的有氧训练之后进行；

需心电图负荷试验或心肺运动负荷试验获得相关参数？推

ＣＡＢＧ后３个月内不应进行中到高强度上肢力量训练，以免

荐联合应用上述方法，尤其是应结合自我感知劳累程度分级

影响胸骨的稳定性和胸骨伤口的愈合。

法．①心率储备法：此法不受药物（１３受体阻滞剂等）的影

柔５刃性运动：，ｒｈｌｊ＋骼肌最佳功能需患者的关节活动维持在

响，临床上最常用，方法如下：Ｒ标心率＝（最大心率一静息

应有范罔内，保持躯干ｊ：部和下部、颈部和臀部的灵活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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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韧性尤其重要，如果这些区域缺乏柔韧性，会增加慢性颈

承受压力或精神紧张，如时间紧迫、天气恶劣、夜间、严重交

肩腰背痛的危险。老年人普遍柔韧性差，使日常生活活动能

通堵塞或超速等情况下驾驶。虽病情已稳定，心脏事件后患

力降低。柔韧性训练运动对老年人也很重要。训练原则应

者如果伴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即心肺复苏、低血压、严重心律

以缓慢、可控制的方式进行，并逐渐加大活动范围。训练方

失常、重度传导阻滞或心力衰竭，应延缓驾驶时间至３周以

法：每一部位拉伸时间６～１５ Ｓ，逐渐增加到３０ Ｓ，如可耐受

上。乘坐飞机因受高空气压影响，可能会有轻度缺氧。心脏

可增加到９０ Ｓ，期间正常呼吸，强度为有牵拉感觉同时不感

事件后２周内乘坐飞机的患者应具备静息状态下无心绞痛

觉疼痛，每个动作重复３～５次，总时间１０ ｍｉｎ左右，每周

发作、无呼吸困难及低氧血症，并且对乘坐飞机无恐惧心理。

３～５次。

同时必须有伴同行，并备用硝酸甘油。

第ｊ步：放松运动，有利于运动系统的血液缓慢回到心

患者心肌梗死后的性生活：尽管当前社会对性的话题日

脏，避免心脏负荷突然增加诱发心脏事件。因此，放松运动

渐开放，但在心肌梗死康复计划中通常被忽略。患者及其配

是运动训练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放松方式可以是慢节奏有

偶在医生面前对此问题也常难以启齿。医生同样觉得这是

氧运动的延续或是柔韧性训练，根据患者病情轻重可持续

患者隐私，或因患者没有咨询过而认为他们这方面不存在问

５～１０

ｒａｉｎ，病情越重放松运动的持续时间宜越长。

题。研究表明，患者在心肌梗死后，性生活减少，大都源于患

安全的运动康复除制定正确的运动处方和医务人员指

者及其伴侣的焦虑与不安，并非真正身体功能障碍所致。许

导外，还需运动中心电及血压等监护。低危患者运动康复时

多人错误认为性生活会诱发患者再次心肌梗死。事实上，这

无需医学监护，中危患者可间断医学监护，高危患者需严格

种情况很少发生，约为每小时２０～３０／１００万人。２…。

连续医学监护。对于部分低、中危患者，可酌情使用心率表

一般情况下，建议患者出院２～４周后重新开始性生活，

监护心率。同时应密切观察患者运动中表现，在患者出现不

其中ＰＣＩ后患者出院后１周，ＣＡＢＧ后６～８周。通常性生活

适反应时能正确判断并及时处理，并教会患者识别可能的危

可使心率加快到１３０次／ｍｉｎ，随之血压也会有所升高。如果

险信号。运动中有如下症状时，如胸痛，有放射至臂部、耳

患者能够在１０～１５ Ｓ内爬完２０步楼梯未感呼吸急促、胸痛

部、颌部、背部的疼痛；头昏目眩；过度劳累；气短；出汗过

等症状，心跳与安静时相比增加不超过２０～３０次／ｍｉｎ，或进

多；恶心呕吐；脉搏不规则，应马上停止运动，停止运动上述

行心脏负荷试验，最大心脏负荷＞５ ＭＥＴｓ旧“，患者进行性生

症状仍持续，特别是停止运动５～６ ｍｉｎ后，心率仍增加，应

活是安全的。如患者在性生活时出现心绞痛或其他相关不

进一步观察和处理。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关节或肌肉不寻常

适，应及时停止并就医。同时应提醒患者随时备用硝酸甘

疼痛，可能存在骨骼、肌肉的损伤，也应立即停止运动。

油。要特别提醒患者，西地那非类药物与硝酸甘油严禁同时

６．冠心病患者日常生活指导：指导患者尽早恢复日常

使用，以避免严重低血压，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某些治

活动，是心脏康复的主要任务之一。应根据运动负荷试验测

疗冠心病、高血压的药物可能对患者性功能有影响。如发

得患者最大运动能力［以最大代谢当量（ＭＥＴｍａｘ）表示］，将

生，及时更换药物。

目标活动时的ＭＥＴｓ值与患者测得的ＭＥＴｍａｘ比较，评估进
行该活动的安全性（表６）’１…。

７．冠心病患者恢复工作的指导：临床发现，很多青壮年
心肌梗死患者心脏功能虽恢复，但未回归工作岗位，而长期

开车所需能量消耗水平较低（＜３ ＭＥＴｓ）。一般而言，

病假或申请退休。患者的社会功能明显受损，不仅影响患者

病情稳定１周后可开始尝试驾驶活动，但应告知患者避免在

生活质量，对社会来说，损失青壮年劳动力，也是巨大损失。

表６各种活动的能量消耗水平（用ＭＥＴｓ衡量）¨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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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心肌梗死后患者回归丁作的可能性约为６３％～

Ｂ受体阻滞剂、ＡＣＥＩ／ＡＲＢ、他汀类药物。

９４％，这种可能性受１二作满意度、经济稳定性及用人单位等

１．抗血小板药物：若无禁忌证，所有冠心病患者均应长

方面的影响。在ＰＡＭＩ一Ⅱ研究中。２“，研究者要求低风险的

期服用阿司匹林８０～１００ ｍｇ／ｄ，ＣＡＢＧ后应于６ ｈ内开始使

心肌梗死患者（年龄＜７０岁，左心室射血分数＞４５％，１～２

用阿司匹林。若不能耐受，可用氯吡格雷７５ ｍｇ／ｄ代替。

个血管病变且ＰＣＩ成功）行ＰＣＩ后２周即重返Ｔ作，该研究
中所有患者均未发生不良事件。
有研究表明，发生心肌梗死事件前，无抑郁症状或症状
较轻的患者，恢复＿丁作能力的速度较快。２３ Ｊ。发生心肌梗死

发生ＡＣＳ或接受ＰＣＩ治疗的患者，需联合使用阿司匹
林１００ ｍｇ／ｄ和氯吡格雷７５ ｍｇ／ｄ治疗１２个月。ＡＣＳ患者
ＰＣＩ术后也可口服普拉格雷１０ ｍｇ／ｄ或替格瑞洛９０
次／ｄ，代替氯毗格雷联合阿司匹林，疗程１２个月¨ｏ

ｍｇ／ｄ、２

Ｊ。

事件前，生活自理能力越强的患者平均住院时间越短。２４。

２．１３受体阻滞剂和ＡＣＥＩ／ＡＲＢ：若无禁忌证，所有冠心

心脏事件前的最大有氧运动能力和抑郁评分是事件后恢复

病患者均应使用Ｂ受体阻滞剂和ＡＣＥＩ，如患者不能耐受

工作能力的最佳独立预测因子。心脏功能状态并不是患者

ＡＣＥＩ，可用ＡＲＢ类药物代替。１３受体阻滞剂可选择美托洛

是否能够回归工作有力预测因子。与不能完全回归Ｔ作有

尔、比索洛尔和卡维地洛，个体化调整剂量，将患者清醒时静

相关性的因素包括糖尿病、较高年龄、病理性Ｑ波型心肌梗

息心率控制在５５～６０次／ｍｉｎ为佳。

死和心肌梗死前心绞痛。２５。然而，一些研究中显示某些心

３．他汀类药物：若无他汀使用禁忌证，即使入院时患者

理变量的预测性更好，如信任感、Ｔ作安全性、患者对“残

ＴＣ和（或）ＬＤＬ—Ｃ无明显升高，也可启动并坚持长期使用他

疾”的主观感受和医患双方对康复的期望等旧“”。。此外，主

汀类药物。

要应根据运动负荷试验所测得的实际运动能力，指导患者回

四、冠心病的多重危险因素控制

归工作。１ ９。（表６）。

约７０％的冠心病死亡和５０％的心肌梗死发生于已确诊

８．冠心病的其他康复方法：太极拳、八段锦等中医传统

的冠心病患者，已确诊冠心病者发生或再发心肌梗死和猝死

康复方法也有利于冠心病患者康复。体外反搏也可用于冠

的机会要比无冠心病病史者高４—７倍。斑块稳定性是影响

心病患者的康复¨…。

冠心病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而高血糖、高血脂、高血

（三）第Ⅲ期（院外长期康复）

压、吸烟、心率加快、精神应激等因素均可导致斑块不稳定。

也称社区或家庭康复期。为心血管事件１年后的院外

大量研究证据显示，通过有效的二级预防，综合控制多种危

患者提供预防和康复服务，是第Ⅱ期康复的延续。这个时

险因素，能促使易损斑块稳定，显著降低再次心肌梗死和猝

期，部分患者已恢复到可重新工作和恢复日常活动。为减少

死的发生，提高冠心病患者总体生存率，减少血运重建。

心肌梗死或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强化生活方式改变，进一
步的运动康复是必要的。此期的关键是维持已形成的健康

在充分使用循证药物的基础上，综合控制如下多种心血
管危险因素。

生活方式和运动习惯。另外运动的指导应因人而异，低危患
者的运动康复无需医学监护，中、高危患者的运动康复中仍

１．合理膳食：评估饮食习惯和营养结构：每日能量摄入，
饮食中饱和脂肪、盐及其他营养成分的比例。

需医学监护。因此对患者的评估十分重要，低危及部分中危

达到目标：每天摄人蔬菜３００～５００ ｇ，水果２００～４００ ｇ，谷

患者可进一步Ⅲ期康复，高危及部分中危患者应转上级医院

类２５０—４００ ｇ，鱼、禽、肉、蛋１２５—２２５ ｇ（鱼虾类５０～１００

继续康复。此外，纠正危险因素和心理社会支持仍需继续。

畜，禽肉５０～７５ ｇ，蛋类２５～５０ ｇ），相当于鲜奶３００ ｇ的奶类

ｇ，

三、冠心病患者的循证规范用药

及奶制品和相当于干豆３０～５０ ｇ的大豆及其制品。食用油＜

国内外冠心病指南一致强调，改善冠心病患者预后的重

２５

ｇ，每日饮水量至少１２００ ｍｌ；减少钠盐摄入，在现有水平

要措施是充分使用有循证证据的二级预防药物。我国目前

的基础上先减３０％，逐步达到每天食盐摄人在５ ｇ以内；增

冠心病患者二级预防用药状况非常不理想，ＰＵＲＥ研究¨９。给

加钾盐摄入，每天钾盐／＞４．７ ｇ（含钾多的食物有坚果、豆类、

我们敲响了警钟。该研究调查全球１７个国家６２８个城市和

瘦肉及桃、香蕉、苹果、西瓜、橘子等水果以及海带、木耳、蘑

乡村社区、１５３ ９９６位居民的心血管疾病二级预防用药情况，

菇、紫菜等）。

结果显示，接受抗血小板药物、Ｂ受体阻滞剂、血管紧张素转
换酶抑制剂（ＡＣＥＩ）／４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ＡＲＢ）、他汀类
药物治疗率，全球分析依次为２５．３％、１７，４％、１９．５％、
１４．６％，高收入国家依次为６２．０％、４０．０％、４９．８％、６６．５％，

推荐措施：指导患者和家属养成健康饮食习惯。
２．戒烟限酒：目标：彻底戒烟，并远离烟草环境，避免二
手炯的危害，严格控制酒精摄入。
推荐措施：每次诊视询问吸烟情况并记录在病历中，劝

中国依次为１５．５％、６．８％、７．８％、２．０％。坚持二级预防用

导每个吸炯者戒烟，评估戒烟意愿的程度，拟定戒炯计划，给

药，有医生的责任，也有患者的责任，医生需要处方药物，个

予戒烟方法指导、心理支持和（或）戒烟药物治疗，定期随

体化调整药物剂量，注意药物不良反应，并教育、监督、鼓励

访；对所有吸烟者加强戒烟教育和行为指导，建议应用戒烟

患者坚持用药，及时发现患者的心理、生理和经济问题，适当

药物辅助戒烟，减少戒断症状；每次就诊对患者强调避免在

调整方案，提高用药的依从性。

丁作时或家中暴露于烟草环境。

有充分循证证据的二级预防用药包括：抗血小板药物、

万方数据

不建议任何人出于预防心脏病的目的饮酒，包括少量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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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有饮酒习惯者原则上应戒酒或严格控制饮酒量。建议成

要药物包括３类：Ｂ受体阻滞剂、硝酸酯类药物和钙离子拮

年男性饮用酒精量≤２５ ｇ／ｄ（相当于啤酒７５０ ｍｌ，或葡萄酒

抗剂。曲美他嗪可作为辅助治疗或作为传统抗缺血治疗药

２５０

ｍｌ，或高度白酒５０ ｇ，或３８度白酒７５ ｇ）。成年女性饮用

物不能耐受时的替代治疗１３４。

酒精量≤１５ ｇ／ｄ（相当于啤酒４５０ ｍｌ，或葡萄酒１５０ ｍｌ，或３８

五、情绪管理和睡眠管理

度白酒５０ ｇ）。酒精量（ｇ）＝饮酒量（ｍ１）×酒精含量（％）Ｘ

１．情绪管理：目前的心脏康复主要关注体力活动的恢

０．８（酒精比重）。

复，而忽略了患者心理因素对康复的影响。实际上，冠心病

３．控制体质量：目标：超重和肥胖者在６～１２个月内减
轻体质量５％～１０％，使体质指数（ＢＭＩ）维持在１８．５～２３．９
ｋｇ／ｍ２；腰围控制在男性≤９０ ｃｍ、女性≤８５

ｃｍ。

的情绪管理应贯穿冠心病全程管理的始终。
心肌梗死对患者及家属都是一种严重打击，突发事件给
患者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迫使患者调整生活状态。常出现

推荐措施：每次就诊评估ＢＭＩ和腰围，鼓励患者通过体

的躯体不适使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症状。值得强调的是，除

力活动、降低热量摄入来维持或降低体质量。不推荐使用药

患者本人，患者的配偶和好友也会感到焦虑，极大影响患者

物控制体质量。

的康复。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抑郁情绪主要源于对冠心病

４．控制血压：目标：血压＜１３０／８０

ｍｍ

Ｈｇ。

的错误认识和对运动康复的不了解。

推荐措施：所有患者根据需要接受健康生活方式指导：

对患者及其配偶进行疾病的咨询与程序化教育非常重

包括控制体质量、增加体力活动、限量饮酒、减少钠盐摄入、

要，且讲解需多次重复，这是帮助患者克服不良情绪的关键

增加新鲜蔬菜水果摄入，注意发现并纠正睡眠呼吸暂停；血

之一。内容包括：什么是冠心病、冠心病的发病原因及诱发

压≥１４０／９０

因素、不适症状的识别、发病后的自救、如何保护冠状动脉

ｍｍ

Ｈｇ的患者开始给予降压治疗，首选Ｂ受体

阻滞剂、ＡＣＥＩ或ＡＲＢ，必要时加用其他种类降压药物。

等，并教会患者自己监测血压和脉搏。患者充分了解自己的

５．调节血脂：目标：根据（（２００７中国成人血脂异常防治

疾病及程度，有助于缓解紧张情绪，明确今后努力目标，提高

指南》ｉ ３ｔ‘，高危患者ＬＤＬ—Ｃ＜２．５９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ｒａｇ／ｄ１）。极高

治疗依从性和自信心，懂得自我管理。教育方式有集体授

危患者（ＡＣＳ，冠心病合并糖尿病）ＬＤＬ—Ｃ＜２．０７ ｍｍｏｌ／Ｉ．（８０

课、小组讨论和一对一解答与交流。

ｒａｇ／ｄ１）。如果患者ＴＧ≥２．２６ ｍｍｏｌ／Ｌ（２００ ｍ∥ｄ１），则高危

康复过程中，患者情绪变化波动，常伴躯体不适，医生有

患者的非ＨＤＬ—Ｃ＜３．３７ ｍｍｏｌ／Ｌ（１３０ ｍｇ／ｄ１），极高危患者的

责任帮助患者判断这种不适是否由心脏病本身引起，很多时

非ＨＤＬ—Ｃ＜２．５９ ｍｍｏｌ／Ｌ（１００ ｍｇ／ｄ１）。

候这种表现与神经功能失调有关。运动康复可非常有效缓

推荐措施：开始或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饱和脂肪

解这种症状，同时有助于患者克服焦虑、抑郁情绪，提高自信

酸占总热量的比例（＜７％）、反式脂肪酸和胆固醇的摄人

心。当患者能够完成快步走或慢跑，或能够完成一个疗程的

（＜２００ ＩＴＩ∥ｄ）；增加植物阎醇的摄入（２ ｇ／ｄ）。增加身体活

运动康复后，会更加坚信自己可以从事正常活动，包括回归

动并控制体质量；如无禁忌证，即使入院时患者血脂无明显

工作、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

升高，启动并坚持使用他汀类药物；如使用他汀类药物没有

目标：识别患者的精神心理问题，并给予对症处理。

达到目标值，或不能耐受他汀，可用依折麦布、胆酸螯合剂和

推荐措施：（１）评估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２）了解患

（或）烟酸；降低非ＨＤＬ—Ｃ的治疗选择：适度加大他汀类药物

者对疾病的担忧、患者的生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支持，给

使用剂量，或加用炯酸或贝特类药物治疗。

予有针对性治疗措施。（３）通过一对一方式或小组干预对

６．控制血糖：目标：糖化血红蛋白≤７％。

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和咨询。促进患者伴侣和家庭成员、朋友

推荐措施：所有冠心病患者病情稳定后应注意空腹血糖

等参与患者的教育和咨询。（４）轻度焦虑抑郁治疗以运动

检测，必要时做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指导并监督患者改变

康复为主，对焦虑和抑郁症状明显者给予对症药物治疗，病

生活方式，包括严格的饮食控制和适当运动，无效者使用降

情复杂或严重时应请精神科会诊或转诊治疗。

糖药物；强化其他危险因素的控制。包括控制体质量、控制
血压和胆固醇，必要时与内分泌科合作管理糖尿病。

２．睡眠管理：冠心病与睡眠障碍关系密切，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等。３≯荟萃分析失眠（除外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与缺

７．心率管理：心率与冠心病患者预后呈显著负相关。各

血性心脏病发病危险发现，在调整年龄和各种心血管危险因

国指南均强调，冠心病患者静息心率应控制在５５～６０

素后，入睡困难与冠心病发病的相对危险度为１．４７—３．９０。

次／ｒａｉｎ之问。目前控制心率的药物首选Ｂ受体阻滞剂，对使

另有研究显示，失眠（＜６ ｈ）和睡眠过多（＞９ ｈ）是年龄＞３５

用最大耐受剂量Ｂ受体阻滞剂心率未控制，或对ｐ受体阻

岁无心脏病史成年人发生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也是

滞剂不耐受或禁忌的患者，欧洲心脏病学学会（（２００６稳定性

冠心病患者发生抑郁的标志之一。临床医生对冠心病患者

心绞痛治疗指南》”１以及美国心脏病学学会基金会／美国心

的失眠问题应足够重视，早期给予有效的预防和控制。

脏协会（（２０１２稳定性缺血性心脏病诊断及治疗指南》”推

处理失眠时首先需明确患者失眠原因，包括：因心血管

荐，伊伐布雷定适用于窦性心律大于６０次／ｒａｉｎ的慢性稳定

疾病症状、冠状动脉缺血导致心脑综合征、心血管药物、心血

性心绞痛患者，单独或与Ｂ受体阻滞剂联合应用。

管手术后不适、因疾病继发焦虑抑郁、睡眠呼吸暂停等所致

８．改善症状、减轻缺血：目前改善症状及减轻缺血的主

万方数据

失眠以及原发性失眠。同一患者可能有多种原因导致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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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因症状、疾病导致的失眠，建立良好医患关系，取得

活方式调整、危险因素控制及心脏康复与二级预防措施的落

就诊者信任和主动合作很重要。对于初次诊断冠心病的患

实情况进行评估、随访和监督，心血管医生动态观察在康复

者要给予安慰、关心、保证与支持，使患者减轻因冠状动脉供

治疗中存在的医疗问题，确保心脏康复二级预防的安全性、

血不足本身及其治疗而出现的适应不良；不少患者对心肌缺

有效性和依从性。每一个实施方案要求包含：制定方案、确

血及治疗怀有恐惧心理，常担忧ＰＣＩ或ＣＡＢＧ治疗的后果。

定评估参数、评估时间、方案调整及用于评估实施方案的数

在治疗前应详细说明治疗的必要性、效果及可能发生的反

据来源等。在这一领域，现代信息技术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应，使患者有充分心理准备。指导患者适当活动，有助于减

应充分发挥电子病历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数据库ｉ
七、开展心脏康复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轻患者的紧张情绪，改善睡眠。
老年人、合并多种疾病、ＣＡＢＧ后的患者易发生谵妄，伴

开展心脏康复应具备一定的人员编制、场地和设施条

睡眠障碍，应注意治疗原发疾病和诱发因素，如心肌缺血、呼

件。人员基本要求：配备心脏康复医师和心脏康复治疗师。

吸困难、低血压、电解质紊乱、焦虑等，同时给予对症药物治

场地应因地制宜。必备设备包括４个部分：评估设备、监护

疗，如氯丙嗪２５ ｍｇ肌注、奥氮平（剂量２．５～１０ ｍｇ）口服、奋

设备、运动训练设备和常规急救设备。评估设备为运动负荷

乃静（１～２ ｍｇ）口服，从低剂量开始。对谵妄患者避免应用

心电网或运动心肺仪；监护设备为遥测运动心电监护系统，

苯二氮革类（ＢＺ）镇静药物。

要求有一定的抗运动十扰能力；运动训练设备包括固定踏

指导患者学会记录睡眠日记，了解患者睡眠行为，纠正

车、跑步机等有氧运动设备和上肢力量训『练器、下肢力量训

患者不正确的失眠认知和不正确的睡眠习惯。在冠心病的

练器、核心肌群力量训练器等阻抗运动设备，如果场地有限，

康复阶段常可遇到各种应激，对预后有明显影响，因此要注

可以用弹力带或弹力管代替阻抗运动设备；常规抢救设备包

意指导患者及家属做好心理、家庭、社会等方面的再适应。

括除颤仪、配备常规急救药物的抢救车及输液设施等。

（执笔：刘遂心、丁荣晶，审校：胡大一）

患者在发生失眠的急性期尽早使用镇静安眠药物，要短
程、足量、足疗程，包括ＢＺ、非ＢＺ或５一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为序）：布艾加尔·哈斯木

（ＳＳＲＩ）。ＢＺ连续使用不超过４周。应注意ＢＺ半衰期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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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剂量。对有焦虑抑郁情绪者建议采用新型抗焦虑药如

乐锦艺

李

保

李广平

李虹伟

李

李鹏虹

ＳＳＲＩ、氟哌噻吨美利曲辛片等，因其不良反应较少且成瘾性

李瑞杰

李寿霖

李文源

李向平

李筱雯

李

松

莉

园

炜

勇

梁

崎

廖新学

林

刘常平

刘建平

刘江生

治疗原则：（１）综合治疗：躯体治疗结合心理治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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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建立随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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