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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康复 •

我国心脏康复研究现状及问题的文献计量学评价
刘晓芹 1，王伟 1，仲秀玲 2，杨丽娟 1
【摘要】

背景

近年来我国心脏康复研究备受临床关注，心脏康复研究论文刊登数量明显增多，但心脏康复方

案各异、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文献计量学研究缺失。目的

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评价国内心脏康复相关文献，分析

我国心脏康复研究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方法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
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筛选有关心脏康复的文献，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8 年 11 月。分析心脏康复研究论文刊载期刊、
刊登数量、研究类型、统计学方法、研究主题及内容等。结果 （1）最终纳入 1 127 篇文献，其中 24 种护理学专业
期刊刊载 137 篇（占 12.2%）；2012 年以后心脏康复研究论文刊登数量呈现明显增多趋势。（2）涉及研究类型 9 种，
其中随机对照研究（RCT）及准随机对照研究（CCT）443 篇（占 39.3%）。（3）651 篇（占 57.8%）采用描述性分析，
465 篇（占 41.3%）未采用统计学方法。（4）研究主题及内容主要包括心脏康复模式、心脏康复措施、结局指标、心
脏康复效果及评价指标，其中涉及运动康复文献 393 篇（占 34.9%）、心理护理文献 160 篇（占 14.2%）、中医适宜
技术文献 152 篇（占 13.5%）、信息技术应用文献 107 篇（占 9.5%）；涉及的病种主要包括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
衰竭、急性冠脉综合征、心脏瓣膜疾病及多种心脏病术后；涉及的心脏运动康复方式主要包括心肺运动试验、有氧运动、
抗阻运动。结论 基于文献计量学评价结果，我国心脏康复研究近年来备受关注、重视，运动康复及心理护理等是主
要的研究热点，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心脏康复模式且干预性研究质量良莠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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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Researches 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ttracted much clinical attention and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but the cardiac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are various，without
unified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bibliometric study. Objective To evaluate domestic pertinent literatures about cardiac rehabilitation
by bibliometric method，to analyze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ardiac rehabilitation in China. Methods Computer was
used to search CNKI，Wanfang Data，and CBM from establishing database to November 2018，to screen pertinent literatures about
cardiac rehabilitation. Journals publishing papers about cardiac rehabilitation，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study types，statistical
method，research topics and contents were analyzed. Results （1）A total of 1 127 literatures were enrolled eventually，
thereinto 137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12.2%）were published in 24 nursing journals；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bout cardiac
rehabilitation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from 2012.（2）A total of 9 study types were involved，thereinto 443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39.3%）were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and quasi-randomized controlled trail（CCT）.（3）A total of 651 literatures
（accounting for 57.8%）used descriptive analysis，465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41.3%）did not use any statistical method.
（4）Research topics and contents mainly included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odel，cardiac rehabilitation measures，outcome
indicators，cardiac rehabilitation effect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thereinto 393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34.9%）were about
exercise rehabilitation，160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14.2%）about psychological problems and care，152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13.5%）about appropriate health tech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107 literatures（accounting for 9.5%）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coronary heart disease，myocardial infarction，heart failure，acute coronary syndrome，
heart valve disease and multiple postoperative heart disease were involved；referred cardiac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mainly included
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aerobic exercise and resistance exercise. Conclusion Based on Bibliometric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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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researches on cardiac rehabilitation attracted much clinical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exercise rehabilitation
and psychological care are the major research hotspots，but compared with that at abroad，systematic cardiac rehabilitation
model is not yet formed and interventional researches are of varying qualities at home.

【Key words】 Heart diseases；Cardiovascular diseases；Rehabilitation nursing；Cardiac rehabilitation；Bibliomet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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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心血管疾病患者不良生活方式，促使患者生理、心理及
社会功能恢复到最佳状态，最终达到减轻心血管疾病危害、
使患者早日回归正常生活的目的

［1］

。循证医学研究表明，心

脏康复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病死率及再住院率，改善
患者生活质量［2-3］，因此心脏康复越来越受医护人员重视。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评价了国内心脏康复相关文献，
旨在了解我国心脏康复研究现状、明确存在的问题，以期为
提高我国心脏康复质量提供参考，现报道如下。
1

1.1

资料与方法
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

刊登数量（篇）

心脏康复指通过多学科合作并运用综合干预手段如药物
治疗、运动干预、营养支持、心理干预、戒烟及社会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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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1—2018 年我国心脏康复研究论文刊登数量变化趋势
Figure 1 Variation trend of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about cardiac
rehabilitation in China

文献纳入标准：（1）研究对象为

心脏康复患者，年龄≥ 18 岁；（2）心脏病类型不限。文献

初检获得文献（n=3 826）

排除标准：（1）合并其他系统疾病，如肾脏病并行维持性血

剔除重复文献（n=1 093）

液透析等；（2）康复措施除心脏康复外还有其他措施；（3）
无法获取全文，如会议论文等。
1.2

检索策略

计算机检索中国知网（CNKI）、万方数据知

识服务平台、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关键词包括“心

阅读标题排除文献（n=1 177）

脏康复”
“心脏康复护理”
“心血管康复”
“心脏运动康复”
“冠

复筛获得文献（n= 1 556）

心病康复护理”等，检索时间为建库至 2018 年 11 月。
1.3

文献筛选及资料提取

初筛获得文献（n=2 733）

阅读摘要及全文排除文献（n=429）

（1）将根据关键词检索到的文献

导入 Note Express 文献管理软件，建立心脏康复文献阅读数据

库，查重后阅读标题、摘要，排除不符合文献纳入标准的文献，
之后对符合及可能符合文献纳入标准或不能确定的文献进行
全文检索，进一步阅读分析全文。（2）采用 SPSS 22.0 统计

软件建立文献评阅数据集，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主要反
映文献类型，第二类主要反映心脏康复研究内容。对各项指
标进行界定和编码后录入 Excel 软件，进行描述性分析。
1.4

观察指标

分析心脏康复研究论文刊载期刊、刊登数量、

研究类型、统计学方法、研究主题及内容等。
2

2.1

结果
刊载期刊、刊登数量

最终纳入 1 127 篇文献，其中 24

种护理学专业期刊刊载 137 篇（占 12.2%）；2012 年以后心

脏康复研究论文刊登数量呈现明显增多趋势（见图 1）。文献
筛选流程见图 2。
2.2

研究类型

1 127 篇 文 献 涉 及 研 究 类 型 9 种， 其 中 随

机 对 照 研 究（RCT） 及 准 随 机 对 照 研 究（CCT）443 篇（ 占
39.3%），综述 381 篇（占 33.8%），详见表 1。
2.3

统计学方法

1 127 篇文献中 651 篇（占 57.8%）采用描

述性分析，465 篇（占 41.3%）未采用统计学方法，7 篇 Meta
分析采用 RevMan 软件，2 篇系统评价采用描述性分析，1 篇

最终获得文献（n= 1 127）
图 2 文献筛选流程
Figure 2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表 1 纳入文献的研究类型（n=1 127）
Table 1 Study types in the involved literatures

研究类型

文献数量（篇）

构成比（%）

RCT 及 CCT

443

39.3

类实验性研究

168

14.9

综述

专家共识和专题报道
硕博论文
问卷调查
个案分析
系统评价 /Meta 分析
回顾性研究
合计

381
67
27
16
12
9
4

1 127

注：RCT= 随机对照研究，CCT= 准随机对照研究

33.8
5.9
2.4
1.4
1.1
0.8
0.4

100.0

文献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1 篇文献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

果 及 评 价 指 标 等， 其 中 涉 及 运 动 康 复 文 献 393 篇（ 占

包括心脏康复模式、心脏康复措施、结局指标、心脏康复效

文献 152 篇（占 13.5%）、信息技术应用文献 107 篇（占 9.5%）；

2.4

研究主题及内容

1 127 篇文献涉及研究主题及内容主要

34.9%）、心理护理文献 160 篇（占 14.2%）、中医适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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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病种主要包括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急性冠脉

目，主要包括运动负荷试验（包括心肺运动试验、平板运动负

综合征、心脏瓣膜疾病及多种心脏病术后；涉及的心脏运动

荷试验）、6 分钟步行试验、呼吸功能训练等，其中心肺运动

康复方式主要包括运动试验、有氧运动、抗阻运动等，常见

试验因具有客观准确的评价指标而被认为是评价心肺运动耐量

心脏运动康复方式优缺点见表 2。

的“金标准”［10］，而作为次级量试验的代表，6 分钟步行试

表 2 纳入文献中常见心脏运动康复方式优缺点
Table 2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common cardiac exercise
rehabilitation methods in the involved literatures
心脏运动康复方式

优点

缺点

心肺运动试验

结果准确、敏感、可重复

6 分钟步行试验

成本低、受限制小、可行性好

需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
费用昂贵且操作方法复杂
较难实现标准化及重复性、人群
代表性及运动刺激强度界定较难

不受季节限制

成本较高

快走、慢跑

经济、安全、可行性好

较难制定统一标准

太极拳、八段锦等

经济、安全、可行性好

较难制定统一标准

自身重量（俯卧撑）

不受场所、季节限制

需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费用较高

哑铃 / 杠铃

不受场所、季节限制

需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费用较高

不受场所、季节限制

需专业技术人员及设备、费用较高

不受年龄、场所及季节限
制，携带方便、价格低廉

运动强度较低、常不能达到训练要求

心脏康复研究［11］，尤其是在经济水平较低的地区或缺乏专业
康复人员指导的情况下。

3.1.2 有氧运动 有氧运动主要包括固定踏车、跑步机、快走、
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踢羽毛毽等。研究表明，无氧阈负荷

运动试验

下的有氧运动因不会产生明显乳酸酸中毒而有利于降低冠心病
患者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是冠心病患者常用的有氧运动训练
强度［12］，因此运动康复研究以有氧运动为主。

3.1.3 抗阻运动 抗阻运动的能量效应及对危险因素的控制效

有氧运动
固定踏车 / 跑步机

果不如有氧运动，因此心脏康复研究中关于抗阻运动的文献报
道较少，但抗阻运动可有效增强骨骼肌力量及耐受力，对患者
回归家庭和重返工作岗位具有重要作用，身体虚弱者及老年患
者可通过抗阻运动减少跌倒、改善平衡能力、增强生活自理能

抗阻运动

健身器械
弹力带

3

验因简单易行而成为心肺运动试验的有效补充，并被广泛用于

力［13］。目前，常见抗阻运动形式包括举重、哑铃、踝部重量带、
弹力带、滑轮或训练力量的健身器材等［14］，其中弹力带因不
受年龄、场所及季节限制，携带方便，价格低廉而成为近几年
抗阻运动研究热点［15］。此外，还有研究表明有氧运动与抗阻
运动相结合能更好地使心血管疾病患者从心脏康复中获益［16］。
总之，心脏康复研究文献计量学评价结果反映出目前我

讨论

国外心脏康复研究约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4］，目前已

国心脏运动康复领域运动试验方面研究已基本稳定，但运动康
复方式、流程及模式尚未形成统一，仍需寻找科学的证据并结

形成完整的康复模式，即一期康复（院内康复）、二期康复

合我国国情、患者意愿及康复环境等不断探索更加安全、有效

（门诊康复）、三期康复（院外长期康复或重返工作岗位的

的运动康复方案。

康复）

［5］

，同时关于多种心脏康复护理模式效果的探讨不乏

高质量研究［6-7］。本研究结果显示，2012 年以后心脏康复研

3.2

心理护理

由于疾病本身会产生临床症状及一定不适，

加之患者对疾病的恐惧、对预后及家庭经济负担的担心等，多

究论文刊登数量呈明显增多趋势，分析其原因可能与近年来人

数心血管疾病患者会面临心理问题，常出现焦虑、抑郁、创伤

们对疾病预防、康复理念越来越重视有关；纳入文献研究类型

后应激障碍等。近年来，心脏康复领域研究对心血管疾病患者

以 RCT、CCT 及综述为主，但大部分 RCT 方法学质量并不高，

心理护理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并探索出一系列心理干预方法，

主要表现为随机化、分配隐藏方案描述不清，未实施或提及盲

如认知疗法、心理咨询、松弛疗法、音乐疗法、冥想、药物治

法，结局指标异质性较大等。此外，纳入文献涉及的心脏康复

疗等；但心理干预是一个长期、系统的工作，目前我国对心血

干预措施多种多样，部分研究者仅根据自身经验制定干预措施，

管疾病患者开展的心理干预多集中于住院期间［17-18］，对患者

缺乏证据支持及统一的评价标准，因此其科学性和可推广性有

出院后心理干预多通过电话随访、微信群等形式完成，仅涉及

限。以上结果提示我国心脏康复研究要注意研究设计的严谨性

部分心理护理内容［19-20］。因此，心脏康复领域研究应加强对

并注意在文献检索基础上制定心脏康复干预措施，以获得高

心血管疾病患者心理护理的重视，积极探索出科学有效的心理

质量证据及临床推荐意见，为临床有效开展心脏康复工作提

护理干预策略。

供参考。
结合纳入文献及计量学评价结果，分析心脏康复领域

研 究 热 点 主 要 包 括 运 动 康 复（ 占 34.9%）、 心 理 护 理（ 占

14.2%）、中医适宜技术（占 13.5%）及信息技术应用（占 9.5%）。
3.1

运动康复

3.3

中医适宜技术

近年来中医适宜技术在心血管疾病患者

心脏康复中的作用备受关注，主要涉及传统功法（如太极拳、
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经络操）、中医情志护理、五音疗
法、针灸推拿、药膳食疗等［21-25］；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

运动康复可有效降低心血管疾病患者血压、

医适宜技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并具有独特的魅力，但目前

血糖，调节血脂，促进侧支循环建立，改善心功能，稳定患者

关于心脏康复领域中医适宜技术研究方法学质量参差不齐并

［8-9］

情绪，增强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等

，

是心脏康复的核心组成部分。目前，心脏运动康复研究主要涉
及运动试验、有氧运动、抗阻运动三大项。
3.1.1

运动试验

运动试验是运动康复前必须进行的评估项

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及评价指标，仍需进一步改进、完善。
3.4

信息技术应用

心脏康复需要心血管疾病患者长期坚持，

提高患者依从性及长期坚持率有利于保证心脏康复效果，近
年来随着现代通讯技术迅猛发展，新信息技术应用于心脏康

·8·
复研究越来越多［26］，现代通讯设备的应用有利于提高患者心
脏康复知晓率和参与率，应用前景广阔、开发价值巨大。
综上所述，基于文献计量学评价结果，我国心脏康复研
究近年来备受关注、重视，运动康复及心理护理等是主要的
研究热点，但与国外相比，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心脏康复模
式且干预性研究质量良莠不齐；此外，我国心脏康复领域在
饮食、戒烟、职业康复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对女性及需尽
快重返工作岗位的人群关注度有限。因此，我国心脏康复研
究工作任重而道远，应在检索国外相关指南、高质量系统评
价 /Meta 分析及原始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心
脏康复方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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