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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英国一项关于健康普查的调查结果显示［1］，约

4%～6%（27, 000, 000）的成人患有慢性肾脏病（CKD）3~5期，

而世界患病率估计为 8%~16%［2］。截至 2014年底，我国维

持性血透患者近34万，未来几年仍呈快速增加趋势，势必

会加重医疗经费的负担。透析患者衰弱的发生率高达

37.6% ［3］，值得关注的是，如果能对衰弱进行早期识别并

尽早干预，衰弱的程度可被控制，甚至逆转，从而提高生

活质量，减少医疗花费。研究显示，低活动量（PA）水平和

人口老龄化会加重肌肉萎缩和肌力下降，导致机体衰弱和

功能残疾增加，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
QOL）［2］。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透析患者实施有氧运动指导和

抗阻运动干预，探讨其对血液透析衰弱患者的作用，现报

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选取 2018年 7月—2019年 2月在自贡

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净化中心行透析治疗的 230例透析患

者中，Frail评分为 1~5分的患者 100例为研究对象。纳入

标准：（1）年龄≥18岁，衰弱评分（FRAIL评分）≥1分者；

（2）行透析治疗持续时间≥1 月，且每周治疗≥2~3 次者；

（3）病情稳定，思维正常，有较好的遵医行为。（4）无活动

·医学康复·

*基金项目：四川省医学科研课题项目（S18070）。

作者简介：蔡康琴，本科，副主任护师；研究方向：肾脏病内科

护理。

康复运动对改善血液透析患者衰弱状况的效果研究*

蔡康琴，邱 达，龚 霜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 目的：观察康复运动（居家有氧运动+透析中抗阻运动）对改善血液透析患者衰弱的效果。方法：通过整群抽

样法选取 2018年 7月—2019年 2月期间在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透析中心 230例透析患者中，Frail评分为 1~5分的患者共 100
例，分为两组。对照组依据个人习惯进行活动，实验组指导患者进行康复运动。比较实验组干预前后衰弱评分、两组患者

干预后衰弱评分及自理能力（ADL）、营养风险、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C反应蛋白（CRP）、BMI等指标，研究康复运动对

衰弱程度的改善情况。结果：实验组干预后衰弱评分低于干预前，低于对照组。干预后衰弱 5 项指标中疲劳感、耐力、步

行能力、体重下降优于干预前和对照组。实验组衰弱相关指标中自理能力、营养风险、血清白蛋白、CRP 结果优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早期实施运动干预能改善血液透析患者的衰弱状态，提高衰弱患者的自理能力和

血清白蛋白水平，降低营养风险、改善微炎症状态，但对衰弱患者的血红蛋白及体质指数的改变优势不明显。

关键词 康复运动；血液透析；衰弱；效果

doi 10.3969/j.issn.1004-5775.2021.10.001
学科分类代码 320.2430 中图分类号 R459.5 文献标识码 B

Study on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in Patients with Hemodialysis Frailty/CAI Kang-qin, QIU Da, GONG Shuang//In⁃
ternal medicine of Nephoropathy, Zigong First People’s Hospital, Zigong, Sichuan, 643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effects of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aerobic exercise at home and resistance exercise in di⁃
alysis) on improving the frailty of hemodialysis patients. Methods: A convenient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100 patients
with frail score from 1 to 5 in the blood purification center of the hospital from July 2018 to February 2019. The patients were ran⁃
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50) performed exercises according to individual habits. The experimental
group (n=50) were instructed to perform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The frail score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
tion, the frail scores and self-care ability (ADL), nutritional risk, serum albumin, hemoglobin, CRP, BMI and other indicators were
compared to study the improvement degree of frailty with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Results: The frail score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the intervention was lower than before the intervention and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intervention, the
fatigue, endurance, walking ability and weight los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before intervention and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in five indexes of post-intervention weakness. The results of self-care ability, nutritional risk, serum albu⁃
min and CRP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Early intervention by using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could improve the state of frailty of hemodialysis pa⁃
tients, increase self-care ability, serum albumin level and the status of microinflammation, reduce the nutritional risk. However, the
improvement of patients’ hemoglobin and body mass index was not obv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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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能进行一般的体育锻炼者；（5）无下肢静脉血栓的

症状，如小腿发红和疼痛，双下肢无开放性伤口者；（6）
自愿参与本研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患有

严重心脑疾病者，如严重心率失常、心肌梗死、脑卒中

者；（2）心功能分级Ⅱ-Ⅳ级患者；（3）高血压病患者，运

动前血压≥170/110 mmHg（1 mmHg=0.133 kPa）者；（4）依

赖步行辅助器的者。

1.2 方法

1.2.1 分组方法：通过整群抽样法，2018年 7月—2019年

2月期间在透析中心 230名透析患者中，Frail评分为 1~5分

患者共 100例，按照住院号尾数奇偶数分组，奇数为实验

组，偶数为对照组，在实验期间，实验组患者因不愿继续

参与研究退出3例，因疾病死亡1例，对照组死亡2例，最

终实验组46例，对照组48例。

1.2.2 透析方式：两组患者均按照既往常规透析处方行透

析治疗，水机为金宝wro66水机，透析机为费森尤斯4008S
机，透析器为HD150。实验组透析时段为上午，对照组透

析时段为下午，以避免组间污染。

1.2.3 干预实施过程：（1）准备阶段：①制作科室“康复

运动手册”及海报，康复运动手册包括：正确认识衰弱、

正确认识透析患者的康复运动、康复运动的方法、康复运

动的获益、居家运动实施方案、居家运动安全评估及康复

运动记录表，每次透析时研究者须查阅患者的运动记录表

是否记录准确、完整，并告知家属对患者的运动和自我记

录进行监督。海报张贴在患者休息区，并由研究人员为患

者或家属进行相关知识讲解，以便于正确认识康复运动的

相关知识。②建立“康复运动管理”微信群，随时解答患

者提出的相关问题。利用公休会对研究对象进行康复运动

知识的讲解，包括运动的方式、运动的频率及运动时间、

运动时机及观察周期，告知康复运动的获益及可能存在的

风险，让患者考虑充分后签署知情同意书。③由康复运动

治疗师对课题组人员进行康复运动步骤的培训。（2）实施

阶段：对照组患者依据个人习惯进行活动,并予以适当指

导。实验组指导行居家平路匀速步行+透析中抗阻运动，

共 12周。干预措施如下：①运动方式：居家有氧运动+透
析中抗阻运动。②运动频率及运动时间：a有氧运动：在

非透析日进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具体形式为匀速平路

步行，步行速度为 50~80 m/min，对不能完成平路步行的

病人指导使用脚踏车，每周 4次，每次 30 min，全程使用

运动手环监测心率，不超过最大负荷心率［（220-年龄） ×
70%］，运动过程无主观疲劳感或微出汗，记录运动日

记。b抗阻运动：透析日在护士或医生的指导下行抗阻运

动，运动前热身 5 min，使用 1～1.5 kg的健比特绑腿沙袋

行抗阻运动，第一次由康复科医师评估好患者的沙袋重

量，每周 3 次，每次 10 组，每组 10 次，组间休息 3 min，
拉伸放松 5 min，并记录运动日记。③运动时机：有氧运

动时机建议早上 9:00~10:00、16:00~17:00，或饭后 1~2 h
进行。抗阻运动时机为上机后1~2 h之间进行。

1.3 评价指标

（1）FRAIL（Fatigue，Resistance，Ambulation， Illness，
Loss of Weight）量表评估透析人群的衰弱状况，该量表是

2008年国际营养、健康和老年工作组的专家团提出的，包

含疲劳感、耐力、步行能力、疾病数量、体重减轻 5个条

目，每个条目 1 分，1~2 项阳性回答为衰弱前期，3 项以

上为衰弱［5］。（2） ADL（自理能力）评分是指人们每天反复

进行的、最基本的活动。包括患者自行穿衣、洗漱、进

食、沐浴、直立位坐姿、站立、独立行走等［6］。（3）营养风

险评估：采用营养风险筛查 2002（NRS2002）评分标准进行

营养风险筛查，包括疾病状态、膳食摄入情况、近期体重

变化、年龄 4项评估内容，总分 7分，NRS≥3分则提示患

者存在营养不良的风险。除此之外，评价指标还有衰弱相

关生化指标如血清白蛋白、血红蛋白、CRP及BMI指数。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0.0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

差（x±s）表示，经独立样本 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

比（%）表示，经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具有可比性，见表1。

2.2 干预后患者衰弱评分比较

实验组干预后衰弱评分（Frail）低于干预前，并低于对

照组，衰弱 5项指标中疲劳感、耐力、步行能力、体重下

降优于干预前和对照组（P＜0.05），见表2。

项目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x±s，岁）

学历[例（%）]
本科

大专

大专以下

婚姻[例（%）]
已婚

未婚或离异

居住区域[例（%）]
城镇

郊区

服药情况[例（%）]
未服药

服1~2种

服3种以上

透析频次[例（%）]
1周三次

2周五次

1周两次

透龄（x±s，年）

实验组（n=46)

20（43.47）
26（56.53）

58.73±14.65

6（13.04）
6（13.04）

34（74.92）

41（89.13）
5（10.84）

35（76.09）
11（23.91）

0（0.00）
4（8.69）

42（91.31）

20（43.47）
7（15.21）

19（41.30）
4.69±3.43

对照组(n=48)

22（45.83）
26（54.17）

62.98±10.02

0（0.00）
13（27.08）
35（72.91）

44（91.67）
4（8.33）

24（50.00）
24（50.00）

3（6.25）
2（4.17）

43（89.58）

11（22.91）
15（31.25）
22（45.84）
4.32±2.68

P

0.766

0.218
0.704

0.769

0.071

0.398

0.296

0.659

表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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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两组患者干预后衰弱评价指标比较

衰弱相关指标中自理能力、营养风险、血清白蛋白、

CRP 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3 讨论

衰弱是一种由于机体的易损性增加和抗应激能力减弱

而引起的临床综合征，外界较小的刺激即可引起不良临床

事件的发生，是透析患者住院次数和死亡率的独立预测指

标［7］。衰弱评分是透析患者 5 年全因死亡的独立危险因

素，即衰弱评分增加 1分，死亡的风险增加 1.311 倍［8］。研

究显示，目前预防和治疗衰弱的首选措施是运动疗法［9］。

它是一种以运动学、生物力学和神经发育学为基础，依据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以“运动”这一机械的物理因

子对患者实施有目的、有规律、持久的治疗方法［10］。衰弱

受多种因素影响，研究显示，对衰弱“窗口期”的患者实

施运动干预，可以有效逆转衰弱的状态，并利于提高患者

的活动能力，缓解衰弱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本研究以居

家有氧运动+透析中抗阻运动作为干预，方法简便易行，

额外时间花费少，接受度高，能为患者建立持久的康复运

动方式。

3.1 康复运动对衰弱评分的影响

康复运动可以改善衰弱评分，逆转衰弱的状态。从表

2可以看出，实验组干预后衰弱评分低于干预前，并低于

对照组，衰弱 5项指标中疲劳感、耐力、步行能力、体重

下降优于干预前和对照组。透析患者衰弱发生率高，分析

为各种原因导致的透析不充分、透析过程中小分子蛋白

质、氨基酸的丢失以及发生率高达 40.0% ～53.4% 和

60.9%～65.0%的焦虑、抑郁［11］等。透析不充分以及焦虑、

抑郁，都会使患者产生严重的疲劳感和睡眠障碍，而运动

能提高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的转化功能，使患者更易入

睡，同时促进新陈代谢，改善睡眠质量、减轻疲乏感并形

成良性循环。营养物质的丢失会导致患者肌肉的过度分解

消耗［12］，产生肌少症，而肌少症是衰弱的核心病理基础，

肌少症患者肌肉组织减少，肌肉力量下降，活动能力受

限，而活动受限又进一步加重肌肉萎缩，如此恶性循环，

衰弱逐渐加重［13］，在衰弱的 5个指标中有 3个与骨骼肌衰

弱有关，即活动量减少、耐力和步行能力，维持性血液透

析患者活动量减少的发生率高达 52.7%，肌肉力量减弱的

发生率高达 39.4%［14］，对本研究中康复运动对衰弱的改善

效果分析为，运动可以通过增加骨骼肌生长因子mRNA，

提高混合肌蛋白基础合成率，促进肌蛋白合成，提高骨骼

肌肌量和肌力［14］，最终提高骨骼肌功能和患者活动能力，

从而改善患者的耐力和步行能力。既往研究证实，多种锻

炼方式比单一运动更有益于改善机体功能，增强肌肉的肌

力，提高患者运动能力，从而减缓衰弱症状［15］。Thou［16］也

发现，多种锻炼方式更能够有效防止肌肉流失和减退、提

高骨骼肌力量、增加关节活动度和灵活性，改善衰弱患者

的步速和平衡能力，提高患者对应激事件的应对能力。

3.2 康复运动对衰弱相关指标的影响

3.2.1 对自理能力评分的影响：实验组患者康复运动后自

项目

衰弱评分（x±s，年）

疲劳感[例（%）]
有

无

耐力[例（%）]
有

无

步行能力[例（%）]
强

弱

所患疾病数[例（%）]
＜5种

≥5种

体重减轻[例（%）]
有

无

实验组对照组干预后衰弱评分

实验组(n=46)
0.58±0.80

14（30.43）
32（69.57）

44（95.65）
2（4.35）

44（95.65）
2（4.35）

7（15.21）
39（84.79）

5（10.87）
41（89.13）

对照组(n=48)
2.96±1.32

41（85.41）
7（14.59）

31（64.58）
17（35.42）

19（39.58）
29（60.42）

3（6.25）
45（93.75）

24（50.00）
24（50.00）

P
＜0.01

＜0.01

＜0.01

0.002

0.345

0.002

项目

衰弱评分（x±s，年）

疲劳感 [例（%）]
有

无

耐力[例（%）]
有

无

步行能力[例（%）]
强

弱

所患疾病数量[例（%）]
＜5种

≥5种

体重减轻[例（%）]
有

无

实验组干预前后衰弱评分

干预前

1.92±1.19

38（82.60）
8（17.40）

30（65.21）
16（34.79）

34（73.91）
12（26.09）

2（4.35）
44（95.65）

14（30.43）
32（69.57）

干预后

0.58±0.80

14（30.43）
32（69.57）

44（95.65）
2（4.35）

44（95.65）
2（4.35）

7（15.21）
39（84.79）

5（10.86）
41（89.14）

P

＜0.01

0.009

＜0.01

＜0.01

1.00

0.004

表2 干预后患者衰弱评分的比较

项目

实验组（n=46)
对照组（n=48)

P

ADL评分

85.56±4.60
82.15±13.61

＜0.01

营养风险

1.26±0.52
2.63±1.14
＜0.01

血清白蛋白

40.45±1.86
38.71±3.01

0.017

血红蛋白

108.82±18.75
108.35±20.33

0.922

CRP
3.72±3.82

11.71±11.74
0.021

BMI
21.13±2.68
21.72±2.46

0.594

表3 两组患者干预后衰弱评价指标比较（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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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能力评分优于对照组。曹亭等［17］研究显示，运动疗法在

改善躯体功能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可以增加手握力和步行

速度。其次康复运动可以增加患者的活动量，增加肌肉耐

受力和平衡功能，保证了关节灵活度，还培养了患者主动

活动的意识，缓解疲劳感，降低了患者活动依赖和功能障

碍程度，从而提高了患者的自理能力。

3.2.2 对贫血及营养风险的影响：两组患者干预后血清白

蛋白水平及营养风险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黄柳等［18］研

究也显示，有氧运动可以改善透析患者的营养状况。可能

是因为有氧运动可以促进患者增加体内血红蛋白携氧量，

使患者营养物质增多，从而加快体循环，促进患者体内组

织新陈代谢。其次，随着运动量的增加，患者蛋白质及热

量摄入也会适当增加，进而会为患者补充机体内营养物

质，改善营养状况，降低营养不良的风险。

3.2.3 对炎症指标的影响：Panichi［19］等研究发现尿毒症本

身就可引起炎症反应，患者体内 IL-6、CRP明显增高，其

增高程度与肌酐清除率呈负相关。透析患者由于透析液微

生物污染、透析膜的生物不相容性以及透析导管的使用而

加重了炎性反应。有研究结果显示，透析中有氧运动能提

高患者的透析充分性，缓解微炎症状态［20］。CRP是透析患

者慢性炎症状态的血清标志物，研究表明［20］，透析中运动

能降低患者 CRP，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透析中运动

能够加速血液循环，从而增加透析时溶质的清除量，提高

透析的效果；（2）透析中运动能减少机体氧化应激终产物

的产生，提升抗氧化应激能力，从而改善患者微炎症状

态。血清白蛋白尤其是前白蛋白是衰弱的危险因素。王雯

婷等［20］Meta分析显示，透析中有氧运动能改善患者血清白

蛋白水平。本研究中，实验组在运动干预后白蛋白水平优

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两组患者干预后 Hb 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要深入研究运动是否能带来血红蛋白的

获益，可能更还需要更多的样本、高质量的随机对照实验

并延长干预周期，以进一步验证康复训练对透析衰弱患者

Hb 的影响。本研究显示，干预后实验组 BMI 略低于对照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原因分析可能为两组患者BMI
均值在正常范围，而对照组衰弱前期的患者由于缺乏运

动，容易出现肥胖，尤其是腹性肥胖而导致，但抗阻运动

能改善脂代谢，减少体内脂肪的堆积，促进胰岛素对葡萄

糖的摄取，从而提高血糖、血脂的控制。因此，衰弱患者

仍然是有所获益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透龄的增加，透析患者衰弱的发生

会逐渐加重。对早期衰弱患者实施居家有氧运动和透析中

抗阻运动干预，能有效改善衰弱的程度，从而提高患者的

生活质量，降低衰弱引发的不良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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