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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科简介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贵州省中⻄西

医结合医院）⼼心⾎血管内科包括⼀一病区、 ⼆二病

区、 红岩病区、 CCU病房、导管室、功能室、

⼼心内⻔门诊、⼼心脏康复单元，同时开放6张CCU

病房，总床数142张，是集医疗、教学、科研

⼀一体的贵阳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优势学科，是

贵州省中医重点专科。 
	



⼼心内科简介 

⼼心脏康复单元 ⼼心内科病房 

功能室 导管室 



⼼心内科简介 

⼼心内⻔门诊 

胸痛中⼼心 CCU 

远程中⼼心 



⼼心内科简介 

⻜飞利利浦全数字 
减影血管造影机 FQ-16⼼心衰超滤机 CARTO 3 

三维标测系统 



中⻄西医结合救、治、康⼀一体的诊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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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阳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中⻄西医
结合⼼心脏康复单元以具有专业资质的学科团队为核

⼼心，外聘胡⼤大⼀一教授为⼼心脏康复单元⾸首席顾问，配

置了了⼤大数据⼼心电遥测监测系统、⼼心电物联系统及⼼心

肺运动评估系统、运动平板、⼼心脏康复运动器器材等

先进的医疗专业设备，致⼒力力于打造贵州省第⼀一家⼼心

脏康复中⼼心，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专业的⼼心脏康

复。 

⼼心脏康复单元 



⼼心脏康复单元LOGO 

生活重新多彩，生命重塑精彩 



⼼心脏康复理理念： 

⽓气脉常通  德全能寿 



初期准备⼯工作 

1.获取领导⽀支持               
2.学习借鉴 
3.⼈人才储备               
4.设备购置、场地准备 
5.康复理理论准备   
6.病⼈人进⼊入康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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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支持 

胡⼤大⼀一教授亲临指导 国家中医药管理理局 
杨会⻰龙副司⻓长指导⼯工作 



⼈人才储备 

湘雅进修学习 参加进展班学习 



设备购置、场地准备 

⼀一病区康复简陋陋场地 远程中⼼心 红岩康复单元 



⼼心脏康复病区 

红岩医院 

⼼心脏康复单元 

建成占地18亩的 
红岩医院 

占地800多平⽶米 配备席勒勒⼼心肺运动评估机 
欧培德功率训练踏⻋车 

⼼心脏康复病区，做好学科 



设备购置、场地准备 
⼼心脏康复设备 

⼼心脏康复训练踏⻋车 

阻抗运动训练器器 有氧运动训练器器 

⼼心肺运动评估机 



康复理理论准备 

• CR的⽬目标 
• CR的⼈人员结构 
• CR的核⼼心要素 
• CR的时段分配 
• CR的实施途径 
• CR的问题与挑战 
 

⼼心脏康复（CR）纲要 



康复理理论准备 

⼼心脏康复（CR）的核⼼心要素 
• 患者评估 

• 体力活动咨询 

• 运动训练 

• 饮食/营养咨询 

• 体重管理 

• 血脂管理 

• 血压管理 

• 戒烟 

• 心理管理 European Journal of Cardiovascular Prevention & Rehabilitation 2010;17:1-17 

Copyright © by European Society of Cardiology 



国外⼼心脏康复指南共识 



中国⼼心脏康复指南共识 



冠⼼心病⼼心脏康复⼲干预机制？ 
        1，侧枝循环建设，包括新⽣生⾎血管 
        2、⼼心肌能量量代谢 
       3、交感神经管理理 
       4、⼼心理理⼲干预⽀支撑 
															----------	炎症、内皮功能、凝血系统等等
				 



康复理理论准备 

5 1 

运动处方 

中医中药 药物处方 

营养处方 

心理处方 

戒烟处方 

5+1特色处方，还您多彩生活 



实操⼿手册 
⽬目录 

康复的意义 

康复的三个阶段 

1 

禁忌症 

2 

CPTE 

病史采集 

危险分层与康复运动实施 

MDT多学科协作 

适应症 

5 

7 

9 

13 

25 

20 

贵州省中医药学会心血管分会 



病⼈人进⼊入康复流程 

主任查房 
集体会诊 

介⼊入⼿手术 
进⼊入⼼心脏康复 

医护交接 
筛选患者 



⼼心脏康复实施 

1.运动评估              
2.运动处⽅方 
3.中医⼿手段               
4.随访建档 
5.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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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评估 

⼼心肺运动评估实验/运动平板实验 



运动处⽅方 

阻抗运动 

平衡柔韧伸展运动 有氧运动 



中医特⾊色治疗 

艾灸 

中药贴敷 中药热敷 



中医特⾊色治疗 

中药熏洗 

中医特⾊色膏药 ⼋八段锦 



随访建档 

康复档案 

档案管理理 
慢病管理理 



慢病管理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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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2017.8 
     
    共完成⼼心肺运动评估/运动平板
运动共1559例例               
 
    其中完成36次⼼心脏康复350⼈人 



病⼈人疗效反馈 



病⼈人疗效反馈 
尽⼼心做事    宁静致远 



病⼈人疗效反馈 
尽⼼心做事    宁静致远 



⼼心脏康复地区推⼴广 

1.报纸、电视台专访、微信公
众平台、2个微信群 
2.健康宣教：年年宣教计划、每
⽉月宣教会议 
3.⼼心友联谊会——星⽕火⼼心健康
患者俱乐部              
4.举办康复年年会增强同⾏行行影响
⼒力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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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康复地区推⼴广 
生活重新多彩    生命重塑精彩 



⼼心脏康复地区推⼴广 
生活重新多彩    生命重塑精彩 



⼼心脏康复地区推⼴广 

医患交流微信群 微信公众号 电视台采访 医联体微信群 



⼼心脏康复地区推⼴广 

健康教育 ⼼心友会 

1 2 3 4 

⼼心康年年会 



同⾏行行交流、相互学习 

1. 交流 
2.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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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与交流 



下⼀一步计划 

1.建设⼼心脏康复培训基地 
2.建⽴立区域性⼼心脏康复中⼼心 
3.帮助建设10家市县级、社区医
院、养⽼老老中⼼心康复单元               
4.建设智慧三期居家⼼心脏康复互
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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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计划 

⼼心脏康复病区 
红岩医院 

⼼心脏康复单元 

建成占地18亩的 
红岩医院 

占地800多平⽶米 配备席勒勒⼼心肺运动评估机 
欧培德功率训练踏⻋车 

努⼒力力打造贵州省第⼀一
家⼼心脏康复培训基地 

建设⼼心脏康复培训基地 

⼼心脏培训基地 



下⼀一步计划 

建成100个⼼心⾎血管病远程 
医疗健康管理理分中⼼心和站点 

覆盖⼈人群达到200万⼈人以上 

建⽴立区域性⼼心脏康复中⼼心 



下⼀一步计划 

帮助建设10家市县级、社区医院、养⽼老老中⼼心建设⼼心脏康复单元 

1 

2 

04 

⻰龙架⼭山养⽼老老康复中⼼心规
划图 

息烽县 

贵定县 

清镇市 

黔东南州…… 
 

建设中的养⽼老老康复中⼼心 



下⼀一步计划 

远程中⼼心 

穿戴设备 

家庭康复 

建设智慧三期居家⼼心脏康复互联⽹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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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 1期 2期 3期 

时间 急性期 早期恢复阶段 后期恢复阶段 维持阶段 

地点  ICU/CCU  普通心内科病房 住院/门诊→康复中心 社区运动中心 

目的 回归日常生活 回归社会 回归社会； 
建立新的生活方式 

舒适的生活； 
预防复发 

内容 功能评价； 
保健计划； 
床边理疗； 
坐/站立试验； 
30～100米步行
试验 

病理生理/功能性评估； 
心理状态/心理评估； 
康复重要性教育； 
运动应激试验； 
运动处方； 
对日常生活活动L、饮食和
药物治疗指导； 
咨询； 
如何处理障碍； 
支持重返工作 

病理生理/功能性评估； 
心理状态/心理评估； 
运动应激试验； 
运动处方 
运动训练 
对日常生活活动L、饮食和药
物治疗指导； 
小组会议 
咨询 
冠脉危险因素修改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冠脉危险因素修改； 
运动处方； 
运动训练； 
小组会议 

Circulation Journal Vo78, August 2014 



HM734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Cardiorespiratory 53 



HM734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Cardiorespiratory 54 

绝对禁忌症： 
n    不不稳定冠⼼心病（⼼心绞痛） 
n    1周内的急性⼼心肌梗死 
n    失代偿性⼼心⼒力力衰竭 
n    未控制⼼心律律失常包括窦性⼼心动过速 
n    重度肺动脉⾼高压（平均肺动脉压＞   
     55mmHg） 
n    严重和有症状的主动脉瓣狭窄 
n    急性⼼心肌炎、⼼心内膜炎或⼼心包炎 
n    急性全身性疾病或发热 
n    ⻢马凡⽒氏综合征 

 
n   未控制的⾼高⾎血压（收缩压>    
    180mmHg；>舒张压100mmHg） 
n    体位性低⾎血压（收缩压下降≥  
  20mmHg伴眩晕或头晕症状）主动、 
    脉夹层 
n    近期栓塞 
n    ⾎血栓性静脉炎 
n    在增殖性视⽹网膜病变或中度⾄至严 
    重⾮非增殖性糖尿尿病视⽹网膜病变的患 
    者中，进⾏行行⾼高强度的抗阻运动训练（80–
100%RM）。 
 



HM734 Exercise Testing and Prescription: 
Cardiorespiratory 55 

相对禁忌症（活动前应咨询医师）： 
n 冠⼼心病主要危险因素 
n 任何年年龄的糖尿尿病 
n 未控制的⾼高⾎血压（收缩压＞ 160mmHg；和/或舒张压＞100mmHg） 
n 机体功能低下（< 4代谢当量量⽔水平[METs]） 
n ⻣骨骼肌⾁肉的缺陷 
n ⼼心脏起搏器器或除颤器器植⼊入后 



AACVPR for Risk of Event   
© 2012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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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康复计划⽬目前推荐的危险分层标准  
  高 危 

不良事件 加重因素 

运动试验期间和恢复期出现复杂室性心律失常  吸烟者（正在吸烟或戒烟< 12个月）；或  
已戒烟但既往有≥50包/年的吸烟史 

低水平活动 (< 5 METs)时或在运动恢复期出现心绞痛或其他明显症状（如不寻常的
气短、头晕或眩晕） 

饮食:  >30% 脂肪，> 9% 饱和脂肪酸, 或 LDL > 
2.6mmol/L, Chol/HDL >5.0  或 甘油三脂 > 1.7mmol/L 

运动时或运动恢复期出现明显的无症状性心肌缺血（无症状性ST段较基线水平压低
≥2mm）  

HbA1c > 8% 或  空腹血糖> 10 mmol/L 

运动实验时伴有血流动力学异常，随着运动功率的增加收缩血压无变化或下降，或
心脏变时功能不全；或运动恢复期出现严重运动后低血压  

BMI > 30kg/m2；腰围:女性>38in(89cm);男性>40 in 
(101.6cm) 

静息左室射血分数＜40%  静息血压 >140 / >90mmHg 

心脏骤停或猝死史  运动 < 600 MET/分钟/周 

休息时复杂室性心律失常 临床抑郁症; HCQ >7 

出现慢性心力衰竭 敌意; HCQ > 8 

心脏事件后/术后存在缺血症状或体征 代谢综合症 

复杂的心肌梗死或血运重建术   



© 2012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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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康复计划⽬目前推荐的危险分层标准  
   
中 危 

不良事件   加重因素 

只在高水平活动  ( >7 METs)时或在运动恢复期出现心绞痛或其他明显症
状（如不寻常的气短、头晕或眩晕） 

吸烟者如果戒烟< 6月；25-49包/年的吸烟史 

运动时或运动恢复期出现轻至中度水平的心肌缺血（ST段较基线水平压
低< 2mm）  

饮食: 25.1-29% 脂肪，7-9% 饱和脂肪酸, 或 LDL 
2.6-3.7mmol/L, Chol/HDL5.0-6.0  或 甘油三脂 > 
1.7mmol/L 

运动耐量< 5 METs HbA1c = 7.0-7.9 % 或空腹血糖=7.0-10.0 

静息时射血分数 = 40-49% BMI = 25 - 29.9kg/m2 

  静息血压120-130 / 80-89 mmHg 

  运动 < 600 MET/分钟/周 

  轻度抑郁; HCQ 5-7 

  敌意; HCQ 5-7 



AACVPR Stratification Algorithm for Risk of Event   
 

© 2012 by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nd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58 

⼼心脏康复计划⽬目前推荐的危险分层标准  
  低 危 

不良事件   加重因素 

未出现复杂室性心律失常 不吸烟或者心脏事件发生时戒烟> 6月；<25
包/年的吸烟史 

运动试验期间和恢复期未出现心绞痛或其他明显症状（如不寻常的
气短、头晕或眩晕） 

饮食:  >30% 脂肪，< 7 %饱和脂肪酸, 或 
LDL > 1.84mmol/L, Chol/HDL  <5.0  或 甘油
三脂< 1.13 mmol/L 

运动试验期间和恢复期血流动力学正常，如运动功率的增加及恢复
出现心率和血压适当的增加和降低 

HbAlc <7% 或空腹血糖< 5.6 mmol/L 

运动耐量 > 7 METs BMI < 25.0kg/m2 
静息左室射血分数> 50% 静息血压≤120/80 mmHg 
无复杂的心肌梗死或血运重建术 运动> 1000  MET/分钟/周 
静息时无复杂室性心律失常 临床上无抑郁; HCQ 0-4 
无慢性心力衰竭 敌意; HCQ 0-4 
心脏事件后/术后无缺血症状或体征   
无抑郁症临床表现   



 
  

II期⼼心脏康复的重要内容 
⼼心肺功能康复训练（有氧耐⼒力力训练） 


p 根据下列列患者初次测试诊断的结果来确定患者的个⼈人训练负荷 

³   ⼼心肺运动负荷试验 
³   症状限制运动负荷试验（负荷恒定/负荷递增） 
³  （运动）超声⼼心动图 
³  24⼩小时⼼心电图（Holter） 

 
p 功率⾃自⾏行行⻋车（踏⻋车）训练 
³  带有⼼心电图、⼼心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监测 
³  每周训练5-6次 
³  以⼩小组训练⽅方式进⾏行行     




 
  
²         这种情况下，主要测试的是症状限制性的⼼心脏运动负荷耐受量量
（也就是患者在功率⾃自⾏行行⻋车递增负荷试验中所能承受的未出现病理理症
状时的最⼤大负荷⽔水平） 
 
²        训练负荷通常设为症状限制性⼼心脏运动耐受量量的70-85%，此
强度显著低于可以引起⼼心肌缺⾎血时的负荷强度。 

II期⼼心脏康复 
⼼心脏功能康复训练（有氧耐⼒力力训练） 



u  患者分为A-D四类 
Ø   A: ⽆无功能受限 
Ø   B：射⾎血分数LVEF受限，术后，年年龄⼤大于 75岁，⼼心功能（NYHA） I级，  加拿⼤大⼼心绞痛
分级（ CCS）＞0，缺乏体⼒力力活动 

Ø   C: LVEF˂50%, NYHA ˃II, CCS˃I 
Ø   D: LVEF˂30%, CCS˃II 

u   根据患者下述情况制定训练处⽅方（运动处⽅方）： 
u  运动负荷试验（有氧运动能⼒力力评估、⼼心电运动试验（运动平板+运动踏⻋车）、 
u  ⼼心肺运动负荷试验、 
u  6分钟步⾏行行试验 
u  ⻣骨骼肌⼒力力量量评估、超声⼼心动、平衡能⼒力力测试、柔韧性测试、协调性测试等  

u  注意训练禁忌及患者服⽤用药物 

II期⼼心脏康复 
⼼心脏功能康复训练（有氧耐⼒力力训练） 



⼼心脏康复功能踏⻋车专区—— 
可控⼼心脏功能康复训练 



中央控制电脑(运动处方管理,一拖16) 

无线心电监控 
(直径100米范围) 

基础训练 
n  30分钟功率计训练，每周5次 
n  30-60分钟⼩小组训练，每周4-5次：耐
⼒力力与⼒力力量量训练 

²   



 

⻬齐全的⼼心肺功能康复功率⻋车配置 



⻬齐全的⼼心肺功能康复功率⻋车配置 



 

² 患者管理理系统录⼊入 

 

   



² 输⼊入并保存运动负荷测试、超声⼼心动及肺功能测试结果 



 

²    与患者进⾏行行的⼼心电图运动负荷试验
兼容： 
     可根据患者的下列列测试进    
    ⾏行行数据设置（1）训练警告，    
    （2）超过警告数值后的⾃自动    
    措施（警告、恢复及停⽌止训练） 
ü ⼼心电图运动负荷测试、 
ü 超声⼼心动 
ü 肺功能测试 



 
² 可根据患者进⾏行行的⼼心电图运动负荷测试、超声⼼心动及肺功能测试数据选择并设置训练⽅方案（运
动处⽅方）、训练⼼心率及⼼心率控制类型（缓和、正常、严格、⾮非常严格）。 
 
训练处⽅方分为以下⼏几类： 
●恒定负荷 
●⼼心率控制 
●⾎血氧饱和度控制 
●间歇模式 
●间歇（⼼心率控制） 
●⾃自定义模式 
 
 
 

与患者进⾏行行的⼼心电图运动负荷试验兼容 





⼼心率控制 
 
在严格控制⼼心率的前提下，训练⼼心脏耐⼒力力。 

⾎血氧饱和度控制 
 
在严格控制⾎血氧饱和度的前提下，训练⼼心肺耐⼒力力。 



Load curve Heart rate curve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心率控制训练模式分析 



 
通过间歇交替可控的⾼高低负荷训练，促使⼼心肺进⼊入 ⼤大或失常状态（可控稳定的轻度/中度
⼼心肌缺⾎血状态），训练机体产⽣生耐受性。 
 
间歇（⼼心率控制）在严格控制⼼心率的前提下，通过间歇交替可控的⾼高低负荷训练，促使⼼心
肺进⼊入 ⼤大或失常状态（可控稳定的轻度/中度⼼心肌缺⾎血状态），训练机体产⽣生耐受性。 

间歇模式 



²  可以根据患者的测试数据
与疾病种类相应的相对⾃自
由的为患者制定适合的训
练⽅方案（运动处⽅方）、训
练⼼心率、⼼心率控制类型及
⾎血压测量量周期。 



 
² 精确监控患者训练： 
可实时监控多位患者的训练数据—功率、踏车转速、心电、血氧饱和度及血压。 
 
 
 
 



 

• 追踪患者康复进程 
—⾃自动保存患者每次训练数据（⼼心电图、代谢当量量、消耗能量量、⾎血压、⾎血氧、训练时间等数据），
客观记录患者训练数据，追踪患者康复进程。 
 
 
 
 



⾃自带卡尔⽂文靶⼼心率公式。 



⼼心率储备（HRR）是指最⼤大⼼心率和
安静⼼心率的差值，通过最⼤大运动耐
量量试验确定。 

  
案例例：计算⽬目标强度 ⼼心率储备的60% 
安静⼼心率    =   60 beats/min  
运动负荷试验中的最⼤大⼼心率                   ＝ 100 次/分   
运动训练中的靶⼼心率 =  60 + (100-60) x 0,6 = 84 次／分 

100-

 80 -

 70 -

 60 -

be
at

/m
in



 

利利⽤用⼼心率储备计算靶⼼心率  (Karvonen 公式)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Rest 25 50 75 100 125 150

Heart rate

ischemic 
threshold 

Maximal heart rate       118 
beats/min                             
⼤大⼼心率118次/分 

Heart rate at ischemic threshold 
109 beats /min   缺⾎血⼼心率阈值
109次/分 

Exercise heart rate clearly 
below the ischemic threshold 
(at least 10 beats/min) maximal 
at 99 beats/min                                
运动⼼心率 ⼤大为99次/分，明显
低于缺⾎血阈值（⾄至少10次/分） 

Target heart rate  75% of 
maximal heart rate at 90  beats/
min  靶⼼心率为 ⼤大⼼心率的75%，
90次/分 

75% HRmax =  90/min  
and 87 wa@

Patient: 52 years old man post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and PCI 
患者：52岁，男性，急性冠脉综合征和经⽪皮冠脉介⼊入术后 
Medication: ß-receptor-blocker, statins and ASS   
药物治疗：ß受体阻滞剂、他汀类药物和阿斯匹林林 



20  
19 extremely hard 非常累  
18  
17 very hard            很累 
16 
15 hard / heavy      累  
14 
13 somewhat hard 有点累  
12 
11 light                       轻松 
10 
9 very light             很轻松 
8 
7         extremely light 非常轻松

6

The Borg-Scale  
(Rate of Perceived Exertion, RPE)  
（主观疲劳感/主观⽤用⼒力力等级，RPE） 

 

RPE < 12  < 40% VO2peak 
 
RPE 12-13  40-60% VO2peak 
 
RPE 14-16  60-85% VO2peak  


The Borg主观疲劳度量量表 



        患者⾦金金xx，男，33岁，因“反复胸闷、⼼心悸、⽓气促2+年年，复发伴咳嗽、
咯痰2+天”⼊入院。⼊入院症⻅见：静息状态下即感胸闷、⼼心慌、⽓气促，端坐呼
吸、咳嗽、咯痰、乏⼒力力。 

        PE：BP 90/60mmHg，体型偏胖，端坐呼吸，⼝口唇紫绀，左肺底闻及
湿罗⾳音。⼼心尖搏动位于第6肋肋间左锁⻣骨中线外0.8cm，⼼心界向左下扩⼤大，
HR 107bpm，律律不不⻬齐，可闻及早搏5-7次/分，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理
性杂⾳音。双下肢不不肿。 

        辅查：ECG：窦性⼼心动过速；电轴不不偏；频发室性早搏；ST-T改变。 
BNP 683pg/ml; 

         ⼊入院诊断：1.扩张型⼼心肌病 
                                   ⼼心脏扩⼤大 
                                   室性早搏 
                                   ⼼心功能Ⅳ级          
                          2.肺炎 

病例1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 



⼊入院时⼼心电图 



 

2016-12-10入院时心脏
彩超 

LA57mm 

EF 36% 

LV 65mm 

BNP 683pg/ml 



患者住院期间反复发作⼼心衰，并多次因⼼心衰
发作反复住院 



⼊入院后反复发作⼼心衰 



   2016-12-30患者转⼊入我院⼼心脏康复中⼼心进⾏行行治疗，住院期间逐渐加⼤大琥珀
酸美托洛洛尔、培哚普利利剂量量，并进⾏行行⼼心脏康复训练治疗。         
    ⾄至2017-02-28患者⼝口服药物剂量量达患者 ⼤大耐受量量：琥珀酸美托洛洛尔⾄至
190mg qd，培哚普利利 8mg qd   
    经⼼心脏康复训练、中医中药治疗后于2017年年4⽉月患者出院，出院后仍定期
我院⼼心脏康复训练，⽬目前患者已恢复⽣生活及⼯工作。原⾛走平路路即感呼吸困难，
现登8楼未述⽓气累。 



2017-02-141 2017-09-071 



功率踏车 入院时运动治疗方案 目前运动治疗方案 

模式 恒定功率 间歇功率 

强度 30W/次 30W与55W交替 

频率 3次/周 5次/周 

时间 
 

15分钟/次 
 

25分钟/次 
 

靶心率 116bpm 118bpm 



 

2017-02-10复查心脏彩
超 

LA 50mm 

EF 43% 

LV 59mm 



 

2017-05-15复查心脏彩
超 

LA 44mm 

EF 41% 

LV 58mm 



 

2017-09-13复查心脏彩
超 

LA 41mm 

EF 43% 

LV 56mm 



患者⼼心脏彩超部分数据对⽐比直⽅方图 



2017-02-141 2017-09-071 







项目 运动前 运动后 

LOAD（W） 77 96 

代谢当量（Mets） 4.2 5.9 

大公斤氧耗（ml） 13.2 20.6 

运动耐量 
 

中度↓ 稍↓ 

大氧脉（ml/beat） 7.8 9.0 

心功能 C级 A级 

无氧阈 未达到 达到 

症状 
 

胸闷持续性加重 无症状 
 





      患者周xx，男，66岁，因“反复胸闷10+年年，复发7+天”⼊入院。⼊入院症⻅见：劳⼒力力性胸
闷。 

           先后3次植⼊入⽀支架5枚： 
          2013年年冠脉造影：冠脉单⽀支⾎血管病变，前降⽀支近段狭窄约90%，中段局限性狭窄
约80%，远端 次全闭塞，TIMI⾎血流3级，回旋⽀支近端狭窄约40% ，TIMI⾎血流3级。右
冠脉中段内膜不不光滑。植⼊入⽀支架2枚。 

          2014年年再次冠脉造影检查：左主⼲干正常，前降⽀支近段原⽀支架内未⻅见明显狭窄，中
段局限性狭窄约30%，中远段原⽀支架内轻度内膜增⽣生，回旋⽀支内膜不不光滑，狭窄约30
—40% 。右冠脉近中段弥漫性⻓长病变，节段性狭窄约30—40% 。再次植⼊入⽀支架2枚。 

          2016年年冠脉造影：左冠状动脉前降⽀支近段：管状偏⼼心不不规则99%狭窄，病变属于
再狭窄病变。左冠状动脉前降⽀支中段：弥漫偏⼼心不不规则100%狭窄，病变属于再狭窄
病变。左冠状动脉钝缘⽀支：OMI斑块。右冠状动脉中段：斑块。再次植⼊入⽀支架1枚。 

         ⼊入院时PE：BP 135/74mmHg，⼝口唇紫绀，双肺未闻及罗⾳音。⼼心界不不⼤大，HR 
61bpm，律律⻬齐，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理性杂⾳音。双下肢不不肿。 

         ⼊入院诊断：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冠脉⽀支架置⼊入术后 
                                    ⼼心功能Ⅱ级 
                          2.原发性⾼高⾎血压3级 很⾼高危组 

病例2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 



 

2017-03-20心脏彩超 

LA 30mm 

EF 72% 

LV 38mm 



2017-03-20运动治疗前CPET结果 



功率踏车 入院时运动治疗方案 目前运动治疗方案 

模式 床旁主动肢体活动 间歇功率 

强度 20W与35W交替 

频率 6次/周 3次/周 

时间 
 

15分钟/次 
 

25分钟/次 
 

靶心率 88bpm 122bpm 



 
 
 

⼊入院后开始康复治疗，⼀一阶段36次⼼心脏康复训练结束后复评 



2017-08-08运动治疗后CPET结果 





项目 运动前 运动后 

LOAD（W） 77 96 

代谢当量（Mets） 4.2 5.9 

大公斤氧耗（ml） 13.2 20.6 

运动耐量 
 

中度↓ 稍↓ 

大氧脉（ml/beat） 7.8 9.0 

心功能 C级 A级 

无氧阈 未达到 达到 

症状 
 

胸闷持续性加重 无症状 
 



    2017-03-20患者开始⼼心脏康复治疗，经⼼心脏康复训练、中医中
药治疗后，患者体⼒力力活动量量逐渐增加，可进⾏行行户外活动，⽬目前定
期我中⼼心康复训练之余，可⾃自⾏行行户外陀螺运动。 

         

 

 



          患李李xx，男，61岁，因“反复胸痛10+年年，复发5+天”⼊入院。⼊入院症⻅见：间
歇性胸痛，与活动⽆无关。2016年年患者因胸痛于“贵州省⼈人⺠民医院” ⾏行行冠脉造影
检查提示：右冠近中段狭窄约50—60%，远段狭窄约30—40%。 

         PE：BP 120/70mmHg，双肺未闻及罗⾳音。⼼心界不不⼤大，HR 74bpm，律律⻬齐，
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理性杂⾳音。双下肢轻度凹陷性⽔水肿。 

          ⼊入院诊断： 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心绞痛型 
                                     ⼼心功能Ⅱ级 
                            2.原发性⾼高⾎血压3级 很⾼高危组 
                            3.痛⻛风 缓解期 
                            4.慢性⽀支⽓气管炎 

病例例3 



 

 

⼊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 



⼊入院时⼼心肺五联 



 
2017-03-02⼼心脏彩超 

LA 31mm 

EF 71.1% 

LV 38mm 



 

2017-03-18动态心电图 



基础心律 



冠脉痉挛时 



冠脉痉挛时 



运动治疗前后CPET部分数据对⽐比 



功率踏车 入院时运动治疗方案 目前运动治疗方案 

模式 间歇功率 间歇功率 

强度 20W与35W交替 
 

40W与60W交替 

频率 3次/周 3次/周 

时间 
 

25分钟/次 
 

25分钟/次 
 

靶心率 126bpm 120bpm 



项目 运动前 运动后 

LOAD（W） 112 129 

代谢当量（Mets） 5.7 6.1 

大公斤氧耗（ml） 19.4 20.8 

运动耐量 
 

轻度↓ 稍↓ 

大氧脉（ml/beat） 9.2 10.3 

心功能 B级 A级 

无氧阈 未达到 达到 

症状 
 

时有胸痛、胸闷不适 无症状 
 



       2016-12-30患者开始⼼心脏康复治疗，经⼼心脏康复训练、中医
中药治疗后胸痛发作频率随运动量量逐渐增加，患者胸痛发作频
率逐渐减少， ⾄至今未再发，⽬目前仍定期⼼心脏康复训练。 
         

 

 



            患者潘xx， 男，66岁，因“反复⼼心慌、胸闷、乏⼒力力3+年年，复发
2+天”⼊入院。 

          患者3年年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心悸，外院⼼心电示⼼心房纤颤。1⽉月前在我院⾏行行房
颤射频消融术。为术后恢复来⼼心脏康复单元诊治。⼊入院症⻅见：⼼心慌、胸闷、乏
⼒力力，活动后加重。 

          2017年年3⽉月我院冠脉造影检查提示：冠状动脉右优势型。冠状动脉未⻅见明
显异常。 

          PE：P 70次/分，BP 128/72mmHg，⼝口唇微绀，双肺未闻及罗⾳音。⼼心界不不
⼤大，HR 75bpm，律律不不⻬齐，⼼心⾳音强弱不不等，各瓣膜听诊区未闻及病理理性杂⾳音。
双下肢不不肿。双下肢不不肿。 

²         ⼊入院诊断：1.⼼心律律失常  
²                                   持续性房颤 
²                                   房颤射频术后 
²                                  ⼼心功能Ⅱ级 
²                          2.2型糖尿尿病 
²                          3.慢性胃炎 

病例例4 





 

2017-03-27⼼心脏彩超 

LA 40mm 

EF 72% 

LV 49mm 



 

2017-04-07经食管心脏彩超 



功率踏车 入院时运动治疗方案 目前运动治疗方案 

模式 间歇功率 间歇功率 

强度 30W与50W交替 
 

40W与65W交替 

频率 3次/周 3次/周 

时间 
 

25分钟/次 
 

25分钟/次 
 

靶心率 106bpm 108bpm 



       2016-12-30患者开始⼼心脏康复治疗，经⼼心脏康复训练、
中医中药治疗后患者胸闷、⼼心慌症状逐渐消失，患者体⼒力力
活动量量逐渐增加，可进⾏行行户外活动，⽬目前仍定期⼼心脏康复
训练。 
         



运动治疗前后CPET部分数据对⽐比 



项目 运动前 运动后 

LOAD（W） 116 140 

代谢当量（Mets） 5.5 6.1 

大公斤氧耗（ml） 18.2 20.2 

运动耐量 
 

轻度↓ 稍↓ 

大氧脉（ml/beat） 12.0 11.7 

心功能 B级 A级 

无氧阈 达到 达到 

症状 
 

反复心慌、胸闷、乏力不适 无症状 
 





         患者周xx，男，47岁，发现⾎血压增⾼高2+年年，既往 ⾼高
⾎血压160/110mmHg，平素⾎血压波动范围
140-154/90-100mmHg，未⼝口服药物治疗。2017-2⽉月开始
康复训练，⽬目前⾎血压控制可，体重下降。 

病例例5 



功率踏车 入院时运动治疗方案 目前运动治疗方案 

模式 间歇功率 间歇功率 

强度 45W与70W交替 
 

60W与85W交替 

频率 3次/周 3次/周 

时间 
 

25分钟/次 
 

25分钟/次 
 

靶心率 117bpm 112bpm 



项目 运动前 运动后 

收缩压（mmHg） 140-154 120-130 

舒张压（mmHg） 
 

90-100 80-85mmHg 

体重（kg） 
 

80 76.5 





²    一、心脏康复对患者的益处不用质疑 
²    二、接受以运动为基础的心脏康复不用争议 

²    三、在我国，心脏康复是肢体康复向内脏康复升级的引领
者 

²    四、心脏康复是大势所趋（GDP、医保政策、大健康） 



微信公众号：贵州省心脏康复中心
        我们将以专业的团队为广大心
脏病患者提供 新心脏康复的咨询及个
性化、专业化的心脏康复训练计划。扫
描左边的二维码并关注我们吧！	

扫
⼀一
扫
添
加
关
注
吧
！ 

谢谢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