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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传统运动疗法的肺系疾病康复应用体
系构建探析＊＊
郑炜东 1，曲妮妮 2＊＊
（1. 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

摘

沈阳

110847；2.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沈阳

110032）

要：本文深入探究中国传统运动疗特点及其在肺康复中的应用原则及优势作用，将肺康复中的现

代科学康复运动内涵与中国传统运动疗法理论相结合，由此将的传统运动肺康复特点概括为：整体康复，社
区自主锻炼，道法自然，由此阐明中国传统运动具有疏通经络，改善通气，导气引体，促进代偿，宁神怡心，改
善精神等肺康复优势。同时将肺康复中的现代科学康复运动内涵与中国传统运动疗法理论相结合，最终形
成“综合医院-社区医院-传统运动团体-肺康复患者”的网状管理体系，为肺康复患者提供更为有效便捷的
康复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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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运动是以中华文化为理论基础，以养生

病可起到辅助作用。近年来随着国际康复医学界对

保健为基本内容，以套路､功法为主要运动形式的传

传统运动疗法关注的不断增多，针对中国传统运动疗

统体育，属于“导引”类运动的范畴。
《灵枢》云:“余受九

法的基础与临床研究成果也大量涌现，为传统运动疗

针于夫子，而私览于诸方，或有导引行气，乔摩､灸､

法在康复医学领域的运用提供了重要证据。

熨､刺､焰。”可见中国传统运动的历史源远流长，因
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阴阳五行以及精､气､神等古
代朴素哲学观点的影响，同时又经过长期的生活与医
疗实践，形成了具有康复治疗作用的传统运动疗法，
成为中医康复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运动疗法是功能障碍者运用肢体运动､呼
吸､意念等手段，起到调身､调息､调神，促进身心
功能康复的方法。传统运动疗法用于康复治疗有着
悠久的历史。最早《吕氏春秋·尽数》记载:“流水不腐，

一

､传统运动疗法的特点
传统运动疗法的所有技术和方法，都必须是从整

体观念出发，充分考虑人体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以及与自然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发挥自
身主观能动性制定的康复治疗措施。
（一） 整体康复
整体康复原则要求人们形神共养，全面调治，这

户枢不蠹，动也。”阐明运动的益处，东汉末年名医华

是传统运动疗法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医整体观念在中

佗创五禽戏，用于防病治病､延年益寿；明代医家张

医康复学中的具体体现。传统运动疗法注重对人体

景岳注释《内经》曰:“导引，谓摇筋骨，动肢节以行气血

姿势､运动和脏腑功能状态的整体性调整，即便是以

也……病在肢节，故用此法。”指出运动导引对治疗疾

某一脏腑､器官为主要锻炼目标的锻炼内容，也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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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体整体功能的相关性。人体又是一个“形”
“ 神”

取的一项有循证医学证据､多学科､全面干预的非

相互为用､相互制约的统一体。健全的形体是精力

药物治疗方法，旨在通过稳定或逆转疾病的全身表现

充沛的物质保证，乐观舒畅的精神状态又是形体强健

而减轻症状，优化功能状态，增加患者依从性，减少医

的必要条件。在病理情况下，形伤可以引起神志失

疗费用[1]。肺康复可以改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

常，神志失常亦可损伤形体。

症状､生存质量､肺功能及心理健康情况。近年来，

运动中要求躯体的屈伸挪移､肢体的收放旋转
要配合呼吸运动，且同步配合松静的意念活动，在连
贯的形体运动控制下，保持运动轨迹的流畅性，坚持
长期训练，即可达到神态松静､姿势优美､动作自然
的状态，达到整体康复的效果。
（二） 社区自主锻炼

运动肺康复成为研究热点，研究表明运动维持项目应

能提供额外的益处。一项多中心试验中，143 例中度/
重度 COPD 患者在 8 周常规肺康复项目后被随机分配
至 一 周 1 次 维 持 项 目 组 或 临 床 随 访 组 ，持 续 3 年 以

上[2]。在 8 周基础康复项目后，所有患者的运动能力､
呼吸困难和健康状态都有显著改善。这明确了慢性

—般而言，社区家庭是传统运动疗法的最佳场

阻塞性肺疾病（COPD）可以从运动肺康复中受益，同

所，也是最终场所。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取得家庭的

时也有研究证实肺康复对有症状的其他呼吸系统疾

支持，能大量节省社会和家庭医疗费用，有利于增强

病患者也有益处。

康复的效果，为患者恢复提供最佳环境。中国传统运
动疗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社区､家庭的人力和物

间质性肺病（ILD）进行肺康复后运动耐力增加、
呼吸困难减轻且生存质量改善[3]。

力资源，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可以继续实施在专门

囊性纤维化（CF）：运动训练在治疗囊性纤维化患

康复医疗机构没有完成的训练计划，同时充分发挥个

者中有明确作用，研究表明，运动可改善有氧运动能

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收到良好的疗效，有利于功能

力，肺功能检查结果及生存质量指标。[4]

障碍者早期适应社会。在重视病人的主动运动的现

支气管哮喘（BA）：运动训练可以改善哮喘症状､

代康复学中强调主动运动在各种功能障碍康复治疗

焦虑､抑郁和生存质量[5]。运动前使用支气管扩张剂

中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和传统运动疗法的主

和逐渐热身有可能减少运动诱导的支气管收缩[6]。

旨不谋而合。
（三） 道法自然
我国传统运动疗法的形式，在古代都包含在“导
引按期”之内。所谓“导引”是肢体运动､呼吸吐纳相
结合的康复方法，陶弘景《养性延命录》云:“古之仙
者，及汉时有道士君倩者，为导引之术，作猿经鵄顾，

肺动脉高压（PAH）：由于发生晕厥和猝死风险，

对 PAH 的运动康复研究有限。在监测下进行小剂量
运动可以改善劳力性呼吸困难和增加 6 分钟步行试验
距离[7]。

肺癌（LC）：肺康复可改善步行耐力､峰值运动能
力､呼吸困难和乏力[6]。

引挽腰体，动诸关节，以求难老也”。古人根据朴素的

肺移植：肺康复在肺移植之前和之后的患者管理

哲学思想，依据“取类比象”的传统中医理论方法，创

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肺康复所带来的运动耐力

立了动作沉稳柔和，轻盈舒展，时刻“手捧太极”的太

增 加 ，可 改 善 手 术 结 局 以 及 术 后 康 复 可 改 善 恢 复

极拳；模仿五种动物姿态的五禽戏；以五声入五行的

情况[8]。

六字诀等。传统运动疗法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方法灵活多样，不受专业器材所限，随时随地可练。

综上所述，任何有中度或重度肺系疾病的患者都
应该尽早实施肺康复。

只要练习得法，循序渐进，持之以恒，就可以充分发挥

（二） 传统运动在肺系疾病康复中的优势

人体自身的调节功能。做到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1） 传统运动疗法在肺康复中的应用原理

二

，传统运动疗法对肺系疾病的康复作用

（一） 运动肺康复概况
肺系疾病的康复简称肺康复，肺康复是针对有症
状､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釆
2

“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
物质。气的来源于禀受父母的先天精气，饮食中水谷
精气和自然界中的清气。气具有推动､温煦､固摄
､防御､气化作用，没有气的功能活动，便没有生命
的运动，正如《养生八笺》中说:“人之所生，神依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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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依于气，气存则荣，气败则矢，气清则神爽”。华佗

“始成偏废，久则不仁之症成也……乘其尚有可动之

云:“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

机，因而活动”。传统运动疗法种类繁多，招式难易相

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传统运动

辅，可以通过锻炼功能代偿的作用减轻肺功能障碍的

疗法首先强调是“引体”，也就是运动形体。运动可以

程度。

改善呼吸，配合特殊的呼吸方式（采用降低呼吸频率

患者可通过形体动作引动人体内气的流动，即

的呼吸技巧）可增加潮气量和血氧饱和度，并减轻呼

“引体令柔”。传统运动认为当形体按照特定形式运

[9]

吸困难 。
“ 气沉丹田”
（膈式呼吸）通过膈肌下降的呼

动时即可影响并牵动全身气机的变化。一是牵动了

吸方式来增加潮气量，减少残气量，使肺病得到改善

经络之气，畅通了经络气机，进而调整人体全身生命

和治疗。传统运动疗法除注重运动形体外，更注重于

活动；二是引导了肺气的开合出入。传统功法易筋

“神”。中医理论认为“神”是人的精神､意识､思维

经[10]､八段锦属于此类[11]。

活动，神不仅是人体生命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

患者还可以用“以音引气”的方式，通过发音引导

在一定条件下又能影响人体各方面的生理功能和协

体内气的变化。一方面，声音是气流与声腔共振所产

调平衡，通过“神”驾驭气和形的运动，从而更准确､

生，可以对人体气机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不同得发

更有针对性地达到康复锻炼目的。

音，可引起人体气机得不同变化。此外，根据中医理

（2） 传统运动在肺康复中的优势作用

论指导，特定得音声对脏腑有着较为直接的影响。
《史

现代医学肺康复内涵不仅包括基于现代医学及

记·乐书》中说“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正

运动生理之上的锻炼，还需要其他专业人员的跨学科

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

团队协作，除了改善功能以外还强调稳定调节肺外系

而和正仁，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志。”著名

统的表现及并发症，同时注重患者的行为及心理问

的传统功法“六字诀”即属于此功法。[12]

题，这与传统运动疗法的主旨内涵不谋而合。传统运

3

动疗法是在中国古代生命观的指导下对人体生命的

宁神怡心，改善精神
重度的肺系疾病时发生焦虑和抑郁的一个危险

锻炼。传统的运动疗法是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对人

因素，而焦虑和抑郁可冷促使患者属于运动与交流，

体形气神进行锻炼和调控。并使之三位一体。从而

造成社交活动的减少，从而加重抑郁焦虑情绪的产

达到生命的优化状态。

生，有研究证实，运动康复（包括锻炼呼吸技巧和放松

1

技巧）比心理治疗更有效的减少焦虑[13]，在中医理论

疏通经络，改善通气
《灵 枢·经 脉》曰“
: 肺 手 太 阴 之 脉 …… 上 膈 属 肺

中，忧和悲同属肺志。
《素问·举痛论》曰:“ 悲则气消

……下循臑内……入寸口，上鱼，循鱼际，出大指之

……肺布叶举 ，而上焦不通 ，营卫不散……故气消

端”、
“ 脾足太阴之脉，起于大指之端……上膝股内前

矣 。”忧悲情志变化 ，虽略有不同，但与气机的升降失

廉，入腹……上膈，挟咽。”、
“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趾
之下，斜走足心……上股内后廉……从肾，上贯肝､

常密切相关。古籍中《素问·至真要大论》
“诸气贲郁，
:
皆属于肺。”
《证治汇补·郁证》曰:“郁症虽多，皆因气不

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可见肺脾肾三经皆抵

周流 ，法当顺气为先 ，开提为次 ”。因此 ，通过调节

肺，加强了四肢与肺的联系，传统运动疗法中太极拳

肺气可调节全身之气，使气机条达而郁证得解。传统

､五禽戏等都通过四肢及全身的功能锻炼，达到疏通

运动疗法“移情易性”，运动可以疏调气机，来宣泄不

经络､调和气血､助肺纳气，这正是“以行导气”
“气

良的情志因素，改善精神内环境。有研究表明，传统

血流通便是补”的道理。同时，运动可以增加耐力，改

运动疗法“六字诀”可显著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及焦

善软骨功能，并牵伸挛缩和粘连的肺组织，维持其正

虑､抑郁状态。[12]

常的形态。因此，肢体锻炼是运动肺康复的重要组成

必须强调的是，传统运动疗法的练功实践中对形

部分。

气神的锻炼和调控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对形的调

2

控离不开对神和气的影响，对气的调控融合了对形神

导气引体，促进代偿
绝大多数肺系疾病存在不可逆的损伤，对此我们

的调理，对神的调控更是必须落实到形与气上，并且

要建立与疾病相适应的运动模式，
《石室秘录》所说:

就引导功法的操作过程而言，就是通过各种方法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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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神合为一体，促进生命组织的平衡和优化。[14]
三

､传统运动疗法在肺康复中的运用原则

（一） 规范动作要领，选择合适的功法

定要注意适度原则，合理安排和调节运动量，使患者
在运动中的负荷量与机体在不同病理阶段中所能承
受的生理耐受力相适应。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
中指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

传统运动疗法中最关键的是意识的运用，这包括

耳。”运动训练期间应监测呼吸情况､呼吸音､出汗

积极的训练态度和认真专注的规范训练，只有精神意

情况､血压､心率和血氧饱和度[6]。需要时可进行辅

识专于形和气。方可做到内炼精神，脏腑气血，外练
筋脉，筋骨四肢，内外和谐，气血周流，整个机体可得
到全面的锻炼。使形､气､体三位一体，对于肺康复
而言，规范的动作可在加强患者耐力训练之外使肌肉
质量和力量有更多改善，患者也可通过更好的姿势和
胸廓活动度来改善呼吸功能，同时要注意运动量应该
由小到大的顺序，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切不可急
于求成，
对于功法的选择，唐代孙思邈主张“惟无多无少，
几乎道矣。”即应该动静结合，不同强度的功法同时修
炼。元代朱丹溪则提出“天主生物，故恒于动，人有此
生，亦恒于动”，指出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是动多静少，

助供氧，调整压力滴定使血氧饱和度大于 88%。对于
有糖尿病的患者，在锻炼前后应检测血糖水平。如患

者发生严重呼吸困难（如，Borg 评分≥7）､胸痛､头晕

目眩､心悸､心动过速､低血压或难治性低氧血症，
则应中断锻炼。不同康复项目类型提供的每周训练
次数不同;门诊项目通常为一周 2 日或 3 日，而住院项

目通常是一周 5 日[6]。特殊强调的是老年人的运动量，
以每分钟增加到 120 次为宜，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氧运

动的量逐渐减少，一般认为 7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应该
进行无氧运动。运动的心率至少在 100 次每分钟以
上，最多不超过（170-年龄）[16] 。

如果运动之后食欲增进，睡眠良好，情绪轻松，精

人应该效法天地之道。从运动康复来讲，运动时一切

力充沛，即使增大运动量，也不感到疲劳，这就是动静

顺其自然，神形兼顾内外俱练，动于外而静于内，动主

结合，运动量适宜的表现。反之，如运动后食欲减退，

练形，静主养神，动静结合。临床常见功法类型如下:

头晕头痛，自觉劳累汗多，精神倦怠者，说明运动量过

1. 静功：静功是一种运用意识，包括呼吸及相对特

定的姿势以实现形体放松､呼吸协调､宁心安神的

大，应酌情减少[14]。
（三） 遵循三因制宜，循序渐进

一大类功法。它能够在疾病的康复初期和功能障碍

三因制宜，即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人体是一

严重期，使患者心态平和､经络通畅､气血调和，促

个有机整体，与自然和社会密切相关。所以传统运动

进对疾病的适应和调控，从而加速康复进程。如六字

疗法必须从整体着眼，注意全面的体育锻炼才能收到

诀准备阶段，可按吸-停-呼､吸-呼-停和吸-停-吸-

预期的康复疗效。同时，肺系疾病所产生的功能障碍

呼三种呼吸法调息，同时意守丹田､意守膻中及意守

与病位的重要程度､病势的缓急及患者的体质等因

脚趾，做到松静自然。

素密切相关，这要求制订运动处方时，必须充分考虑

2. 动功：动功是一种主要运用姿势，配合呼吸和

患者体质，所处环境及发病时间，传统运动疗法的优

意念益气活血，调畅气机，协调脏腑，促进形体功能的

势在于可由少逐渐增多，逐步增加运动量。太极拳，

恢复和代偿的一大类功法。流传至今的易筋经､五

八段锦，五禽戏可重复锻炼，以取得有效的健身效果，

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功法就属于动功，修炼动功

同时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等不需要任何道具，也不

时伴随深呼吸､专注进行的缓慢节律性运动。一项

需要特定的场所，有利于增强患者的依从性。

系统评价显示，相较于常规治疗，太极拳可能改善功
[15]

能性能力和肺功能 ，具体临床实践时，应根据患者病
情灵活选择。
（二） 安全与适度相结合

四、传统运动疗法在肺康复中的应用体系构建
综上所述，肺康复具有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和丰
富的理论内涵，运动训练是肺康复的基础，还需要其
他专业人员的跨学科团队协作，从疾病管理、症状改

传统运动疗法的实施必须进行康复评定以确保

善、体能恢复、呼吸功能维持、心理干预、营养支持等

治疗的安全性，防止因康复方法不当导致肺功能障碍

方向进行全方位的评估与干预，并在循证依据的指导

加重，甚至引起肺系疾病及全身并发症。运动处方一

下，针对不同疾病、不同发病阶段、不同个体特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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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估项目，选择合适的治疗工具或手段。除了改善

合医院-社区医院-传统运动团体-肺康复患者”的网

功能以外还强调稳定或逆转肺外系统的表现及并发

状管理体系，通过社区医院使广大肺康复患者可以直

症 ，同 时 注 重 行 为 模 式 改 变 导 致 的 认 知 和 心 理 问

接与综合医院康复团队联系，增加医患沟通联系以增

题

[17]

。在现代医疗资源紧张、医患比例严重失衡的环

强相互信任。发挥传统运动团体内部互相督促、协同

境下，大部分医疗机构无法构建完整的“医生-康复方

进步的作用，大幅度提高肺康复患者对康复治疗方案

案-患者”的线性康复方案，而传统运动疗法因其具有

的依从性，更重要的是发挥民间传统运动团体的影响

坚实的理论指导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肺康复领域具

力，将“兴趣”转化为“疗法”，将康复治疗融入日常生

有积极的应用前景。

活，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通过综合医院与社区

传统运动肺康复疗法要求康复医师遵循三因制

医院的联动，发挥综合医院的指导作用，提高社区医

宜，根据肺康复患者个体情况制定合理的运动功法，

院的肺康复理论水平及实践能力，发挥社区医院的沟

按照内容由少到多，程度由易到难，鼓励患者做到依

通联络作用，时时了解患者肺康复进展，及时调整康

从康复方案，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突破原有的“医

复方案，为肺康复患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康复手段。

生-康复方案-患者”的传统线性康复体系，升级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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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ehabilitation Application System of Pulmonary Disease Based on Tra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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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Graduate School, shenyang, 110847, China；2.Affiliated
hospital of liaon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enyang, 1100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therapy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principles and advantages in pulmonary disease rehabilitation, combining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rehabilitation
medical theory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therapy which can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therapy in pulmonary disease as holistic rehabilitation, community autonomous exercise and correspondence
between nature and human. Therefore, it is clarified tha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ercise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dredging meridians, improving breathing exercises and body movement, promoting compensation, tranquilizing mind and
improving mental state in pulmonary disease rehabilitation, The modern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would combined with theory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xercise therapy, Finally, a mesh management system of
"general hospitals - community hospitals -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groups -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was
formed to provide more effective and convenient rehabilitation methods for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patient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exercise, pulmonary rehabilitation, rehabilitation ther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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