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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心脏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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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运动能力诊断的黄
金准则：运动心肺功能测试
测评身体素质与心肺功能的理想工具

虽然早在几个世纪以前，研究人员就首次
尝试分析人体呼吸气体交换，但其作为运
动心肺功能测试（CPET）的常规应用最近
才成为体育和运动心脏病学中临床和运动
能力诊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评估心肺
功能和肌肉功能的综合工具，它现已被认
定为评估运动员和患者运动能力和医生为
他们开运动处方时的黄金标准。除了在评
估有氧和无氧能量代谢方面的价值无可比
拟外，CPET还可提供各种心脏、肺和肌肉
功能的临床参数，以精确展现运动期间的
功能限制，并确定运动性呼吸困难的可能
原因。因此，如果没有CPET设备，现代运
动心脏病学科室是不完整的。本文概述了
CPET的生理学原理和适用范围，并且对其
作了基本解释。

运动背后的生理学：有氧及无氧能量供应

运动心脏病学的一大分支是判定个人身体
素质水平，并就如何最好地提高耐力、改

善运动成绩提供相应指导。特别是医务人
员在护理耐力型运动员时，他们需要根据
个体能量代谢而给出系统而精确的建议，
这里面不仅要考虑到训练方案，还要顾及
肌肉结构和功能的遗传差异。因此，当计
划使用CPET作为诊断工具时，首先要对运
动背后的基本生理学进行概括。

在人体中，能量供应主要依赖于肌肉细胞
中的三磷酸腺苷（ATP）。从ATP中分离
掉磷酸盐的化学反应产生了我们运动肌肉
所需的能量。这主要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
途径实现：使用氧气燃烧脂肪酸和碳水化
合物的“有氧”途径（图1A），以及无氧
燃烧碳水化合物的“无氧”途径（图1B）
。第一种途径能够有效产生ATP但速度缓
慢，因为它依赖于氧气的存在，而氧气必
须经由呼吸道吸入并运输到肌肉中后进入
代谢。第二个产生ATP的速度快得多，能
在几秒钟内提供ATP，但这种能量只能持
续几秒钟。此外，这一方式会导致乳酸的
产生，而后形成肌肉中的酸性环境并限制
能量的进一步产生。

图1：细胞有氧（A）和无氧（B）能量产生的示意图。两种途径都导致三磷酸腺苷的产生，作为肌肉用以诱导
运动所需主要的能量源。



www.thesportgroup.de 47

有氧途径是耐力型运动员（如马拉松运动
员）所需的主要能量生产类型，因为他们
运动速度较慢，这可以留出足够的时间将
氧气输送到肌肉中。相比之下，无氧途径
对100米短跑运动员影响更大，因为他们
需要能量在几秒钟内快速输送。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系统其实是并行存
在的，在较低的运动强度下主要是有氧代
谢，然后随着强度的增加，无氧代谢的比
例加大。

“身体素质”作为一种生命体征

除生理学原理外，了解体育和临床心脏病
学中 “身体素质”评估意义也十分重要。
在运动心脏病学中，术语“身体素质”通
常被定义为最大运动量，或者在CPET上表
示为运动测试中达到的最大吸氧量（“吸
氧峰值”= VO2峰值）。大量研究表明，
以此方式评估的身体素质是心血管发病率
和死亡率的独立预后标志物（1–6）。

例如，挪威近期的发布一项研究报告中，

研究人员对4527名健康受试者（51％女
性）进行了CPET测试，并基于基准线确
定VO2峰值（2）。在之后8.8年的随访期
间，研究人员记录了受试者患冠状动脉疾
病的风险情况，并与最初运动试验中VO2
峰值数据进行相关分析。VO2峰值最低（
表示身体素质最差）的受试者冠状动脉疾
病的患病概率几乎是VO2峰值最高的受试
者的两倍。因此，身体素质（VO2峰值）
越来越被认为是需要定期进行临床评估的
重要标志，重要性类似于血压或胆固醇
等参数。除了这一临床意义，在运动医学
中，VO2峰值传统上是反映个人运动能力
的最重要参数。

除了“普通”运动测试， 
CPET还能做什么？

运动测试一般用来测定运动能力，作为开
出运动处方依据，同时评估临床参数，
以确定运动员或患者是否可以安全地参加
竞技或休闲运动（7）。运动测试通常在
跑步机或自行车机上进行，有时也在特定

图2：不同的CPET应用场景。左上图：自行车测力法。右上图：跑步机。左下图：CPET
作为移动设备用于现场测试。右下图：划船运动中的CP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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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环境中进行，例如游泳或使用划船
机或手轮等特定设备时。临床评估时，通
常在测试期间记录一次心电图，并且在每
个阶段测量血压以评估各个阶段的血压状
态。为了进一步评估能量代谢，乳酸测量
也会结合其中，通过在每个阶段从耳垂或
指尖取得的血液样本进行分析，以评估在
运动期间无氧代谢的增加情况。

然而，乳酸盐测量是一种侵入性测试，它
仅反映无氧而不是有氧代谢，并且由于血
液样品无法实时测试，所以也就没有办法
在测试期间直接对代谢进行评估。因此，
在测试期间无法判断个体是否已达到完全
代谢耗竭。此外，乳酸盐测试需要运动至
少3分钟才能生成有效结果，所以经常会
导致超过20分钟的超长运动测试。此外，
乳酸盐测量不提供除了心电图之外的任何
其它心肺功能临床信息。

这时，CPET就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只需要
少量的额外技术和准备工作，所有测量变
量都会即时显示在屏幕上。通过测量氧气
吸入、二氧化碳呼出、呼吸用力大小和频
率以及心脏搏出量，可以在运动期间对心
肺和肌肉功能进行综合评估。因此，CPET

为心电图和血压数据贡献了重要的临床参
数，使其特别适用于患有心脏病或肺病的
患者，同时它也可以用于区分运动性呼吸
困难患者的心脏或肺部病因。CPET通常仅
需8-12分钟的持续时间测试就可以获得有
效结果，因此与其他运动能力诊断相比，
它更为省时有效。

CPET的适用范围

在运动心脏病学中，CPET一般用于确定
身体素质并在运动期间识别有氧和无氧代
谢，以便开出与训练强度合适的运动处
方。除此之外，CPET越来越多地被用来
评估心肺系统的功能限制，了解心脏或肺
部手术前的运动能力，判断康复运动计划
成功与否，判定是心脏还是肺部原因导致
运动性呼吸困难，从而推导出健康受试者
和患有各种疾病的患者（也包括癌症患者
（8））的预后信息。同时它还可以为运
动诱发的哮喘患者提供有价值的临床信
息。有些患者希望得到身体残疾认证从而
减少工作时间和负担，这时 CPET也可以
用来是衡量这些患者运动能力。

图3：“经典”CPET齿条传动齿轮模型表明三个主要器官（肺，心脏，肌肉）对氧气和
二氧化碳代谢和能量产生的类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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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操作CPET?

与其他运动测试方式类似，CPET测试环境
要求室温18-24°C，湿度约为40-60％，
同时要求工作人员具有经验丰富且熟悉运
动测试（9）。运动员在测试时会拿到一
个面罩，面罩需要紧紧固定在嘴鼻上，以
避免测试时气体泄漏而导致氧气和二氧化
碳（VCO2）结果错误。面罩通过输送管
连接到分析系统，同时有必要定期检查输
送管的密封性。通常会选择“上坡模式”
，即运动强度持续上升，这不同于乳酸测
量（采用阶段模式）。

测试可以在自行车机或跑步机上进行，也
可以在大多数其它类型的测力计上进行（
图2）。此外，如果运动员需要直接在特
定运动的环境中进行运动性能测试，则可
以使用移动设备进行现场测试（图2）。
在未出现需要提前终止测试的明显医学症
状前，应保持运动直到精疲力竭。

图4：CPET的关键结果以9张图整合呈现。
左图反映主要涉及呼吸功能的参数，上中
图反映心脏功能。其它各图反映气体交换
的模式，因此也反映了整体或肌肉功能。

图5：患者运动时氧气脉搏下降（蓝色曲线）
，极有可能是由于心脏搏动量减少，从而导
致心肌缺血。CPET是检测出该患者冠状动脉
狭窄的唯一指标，其它测试（如压力超声心
动图等）均遗漏了这一点。

从CPET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数据

Karlman Wasserman教授作为CPET的早
期先驱和领先专家，提出了三个系统的经
典齿条传动齿轮模型，这三个系统涉及氧
气消耗和二氧化碳呼出，以及二者的相互
影响和依赖（图3）。

根据该模型，CPET可用于测量运动期间
与肺、心脏或肌肉功能相关的变量（10
）。首次运动测试的结果以上述先驱者
Wasserman命名——Wasserman 9组图
（图4），表中列出的各种测量变量作为
补充，包括氧气和二氧化碳代谢等。虽然
初看时比较难理解，但该组图提供了一个
肺、心脏和肌肉在运输和消耗氧气产生能
量时系统性功能图。

如上所述，VO2峰值也许是最重要的参
数，因为它显示出整体运动能力和整个系
统的功能。目前，针对所有年龄组都有可
以使用的标准参考值。相应地，二氧化碳
呼出量当作新陈代谢的正常呼吸“废物”
来测量；随着无氧代谢增加，为了补偿增
加的乳酸，呼出的二氧化碳也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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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交换比”（RER）是两种气体之间的
比率（VCO2/VO2），通常初始值为0.8
左右，主要为吸入氧气，最终达到1.1以
上，表明在消耗最大时二氧化碳呼出增
加。使用该参数，可以在测试期间判断被
测试者是否为不完全消耗状态，从而激励
患者继续运动至完全消耗状态。

呼 吸 方 面 重 要 的 参 数 是 每 分 钟 呼 吸 量
（VE）和被称为呼吸当量的参数，它代表
通风和气体交换之间的比率（VE/VO2 或 
VE/VCO）。数值增加表明必须更努力地
呼吸以吸入足够的氧气或排出二氧化碳，
这也是肺病或心力衰竭的典型情况。心脏
方面的一项重要参数是氧脉搏，用于表明
氧气体积和心率之间的比率。通常，因为
氧气的吸收随着脉搏的增加而增加，在测
试期间一般会观察到氧脉搏稳定的增加。
运动过程中，如果氧脉搏呈现坡度下降，
则表明心脏搏动量严重减少，这种情况通
常由严重心肌缺血引起，随后应进行更大
范围、通常是侵入性的诊断检查来进一步
证实（图5）。

CPET用于运动能力诊断

在体育心脏病学中，CPET主要用于评估个
体体能并由此推导出不同体育项目的训练
建议。需要注意的是，CPET主要是针对
运动员耐力的测试，因此它在自行车、跑
步、铁人三项、北欧滑雪或划船等运动项
目中尤为重要。通过评估VO2峰值来确定
运动员的体能，从而制定合适训练方案，
已获得最大训练效果。

此外，确定有氧和无氧阈值同样至关重
要。根据文章开头概述的生理学背景，每
项测试从低强度开始，这过程基本上代表
了完整的以燃烧脂肪酸为主的有氧代谢。
恢复区与此对应，肌肉可以从更高的强度
再生。由于燃烧脂肪酸是一个有效但非常
缓慢的过程，碳水化合物的比例随着运动
量的增加而增加，而脂肪酸对能量供应的
意义则逐渐减小。 CPET可以很好地将这
些记录下来。

图6：将CPET结果转化为运动建议。二氧化碳呼出量与氧摄入量的比率决定了能量供应
的主要类型（有氧，部分有氧部分无氧，或完全无氧），使得可将这些阶段对应在不同
训练强度期间应维持的特定心率。从VT1和VT2垂直黑线上可以找到两个呼吸阈值，指
示能量供应中的有氧和无氧比例之间的过渡区。



www.thesportgroup.de 51

Axel Pressler副教授，
医学博士 
欧洲心脏病学会委员
内科，心脏病学，运动
医学 慕尼黑体育，运动
和预防心脏病学私人中
心负责人 体育心脏病学
专家及德国心脏病学会
（DGK）运动心脏病学
工作组联合主席欧洲预
防心脏病学会 EAPC）
体育和运动心脏病学部
核心成员 德国慕尼黑运
动心肺功能试验区域工
作组主席

依据不同的身体素质，运动强度逐渐增加
时，能量代谢中出现第一次相关的无氧比
例，导致呼吸和二氧化碳呼出的增加。这
个比例可以通过CPET检测到，称为第一呼
吸阈值。这是提高耐力能力的重要部分，
因为肌肉受到刺激后会产生更多耗氧肌纤
维，以“抵抗”增加的无氧代谢。

随着运动量的进一步增加，无氧代谢的比
例稳步上升，达到第二个阈值，这时无氧
代谢超过有氧代谢，占主导地位。通过进
一步增加呼吸量，可以采取不同方法测定
这个呼吸阈值。这个阶段仍然是重要的训
练部分，因为此时可通过训练来完美达到
比赛期间所需的运动强度。

在这之后，运动员的呼吸开始急速加快以
补偿肌肉中不断累积的乳酸量，最后由于
无氧耗竭而必须终止测试。在特定软件的
帮助下，根据脂肪和葡萄糖代谢的比例以
及有氧和无氧训练区，CPET结果可以应用
到精确的训练建议中（图6）。

结论

CPET在评估与身体素质和心肺功能相关参
数时的质量极高，且极具多样性，因而被
公认为运动表现诊断的黄金标准。因此，
此技术应成为每个现代运动心脏病学实验
室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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