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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目的：
：分析中医导引英文系统评价（SR）研究现状，
总结当前研究热点，
以期为中医导引的临床实践和未来研究提供
科学依据。方法
方法：
：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 收录的中医导引 SR，
筛选符合标准的文章 ，
从一般信息、干预措施、疾病分
类、
Meta 分析结果 4 个方面进行梳理、
分析。结果
结果：
：共检索到 53 篇 SR。2007 年—2021 年中医导引 SR 发文量呈现出上升趋势，
研究机构集中在中、
美、
韩、
英 4 个国家，
形成四个发表团队，
发表期刊以补充替代医学类杂志为主。疾病研究最多的是原发性
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抑郁障碍和恶性肿瘤。36 篇 SR 进行 Meta 分析，
其中中医导引干预慢阻肺和抑郁障碍均
获得有效结局指标；干预原发性高血压、2 型糖尿病获得较多有效结局指标，
从有效指标看，
中医导引干预比不干预有更好效
果。结论
结论：
：中医导引 SR 受到国际持续关注，
研究疾病与国际关注热点疾病一致，
Meta 分析结果提示，
中医导引对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和抑郁障碍具有良好效果，
对于原发性高血压、
2 型糖尿病仍需高质量的临床试验来支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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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Reviews On the Use of Traditional Exercises:
Exercises: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HAN Lu1,LU Ying2,ZHU Yin1,WANG Jing1, CHEN Chao-yang2, LI Jie2△ (1.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23;
2. Shanghai Qigong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030; Taiji Health Center,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Shanghai Academy of T.C.M., Shang‐
hai 200030)
Abstract Objective:
Objective: To map the situation of systematic review (SR) researches on traditional exercises, track the current hotspots and provide the
scientific evidences for clinical practices and further researches. Methods
Methods:: All relevant SRs were searched in PubMed and Cochrane Library, assessed
for eligibility, and analyzed based on general information, interventions, diseases,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Meta analysis. Result
Result:: A total of 53 Qigong
SRs were identified. Qigong SRs had been published in the period from 2007 to 2021, showing a upward trend. China was the most active country in
conducting SRs on traditional exercises, follow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re were 4 academic teams. The
main type of published journals were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journals. The research hotpot spectrum of disease were essential hyper‐
tension,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 diabetes, depressive disorders, neoplasms. 36 meta-analysi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Ac‐
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Meta-analysis, traditional exercis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outcome measures of patients with COPD and depressive disor‐
ders. For patients with essential hypertension and type 2 diabetes, traditional exercise was better than no-treatment controls. Conclusion
Conclusion:: Traditional
exercises had received continuous attention over the world. The main research field of disease wer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clinical hot spot dis‐
eases. There was sufficient high-level research evidence suggesting traditional exercises as a beneficial intervention for the diseases of COPD, depres‐
sive disorders.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use of traditional exercise in essential hypertension, type 2 diabetes should be further tested.
Keywords Traditional exercise; Systematic review; Bibliometrical analysis

中医导引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康和减轻病痛而选择使用中医导引[4] ，据中国国家

以调身、调息、调心为手段的身心锻炼技能。导引

体育总局 2018 年底调查，
中国健身气功站点习练人

早在秦汉时期就已作为中医的一种主要疗法受到

数近 500 万人[5]。

广泛应用，
中医导引历经各代发展，
不断成熟完善，

系统评价（SR）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的最高级

期间也涌现了大量导引治疗疾病的专著及文献条

别证据之一，
它能够客观地合成和评价该领域的研

目[1] ，
WHO 对传统和补充医学实践的定义中亦包含

究发现，
可以用于临床实践中治疗方法的有效性的

[2]

中医导引 ，因此导引一直是一项不容忽视的中医

评估 ，从而被临床指南广泛引用[6]。随着循证医学

技能。现代研究表明，
中医导引在预防和治疗疾病

和中医导引研究的不断发展，
目前已有大量中医导

方面均具有良好效果 ，
据美国 2007 年国家健康访

引领域 SR 发表在英文期刊上，
PubMed 是全球公认

问调查（NHIS）报道，
约 62.5 万的美国人为了促进健

的 最 权 威 的 大 型 医 学 文 献 数 据 库[7] ，Cochrane L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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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ry 是当今国际最具权威的证据总结和传播学术
机构[8] ，因此本文以 PubMed、Cochrane Library 收录
的中医导引 SR 为基础，
通过分析中医导引 SR 的研
究现状 ，总结当前研究热点 ，以期为中医导引的临
床实践和未来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检索 检索词为 traditional exercise、qigong、
qi-training、Ch'i Kung、wuqinxi、baduanjin、liuzijue、
yijinjing、daoyin 和 systematic review、meta-analysis，
主题词＋自由词检索 PubMed、Cochrane Library，
检
索时限为从建库至 2021 年 1 月 29 日。
1.2 文献筛选 纳入标准：
（1）研究类型：
干预性 SR。
（2）干预措施 ：
a. 单纯中医导引 ，
如五禽戏、八段锦、
六字诀、易筋经等不同类型的中医导引 ，或未指定
类型的中医导引；
b. 包含中医导引的复合干预措施，
如中医导引结合药物、非药物疗法等。
（3）发表语种
及形式 ：英语 ，全文公开发表。排除标准 ：
（1）以外

图 1 文献检索流程图

气功（气功外气）、
太极拳作为干预措施的 SR。
（2）以

2.2 发表年份趋势分析 从发表年份看，
中医导引最

冥想、瑜伽作为干预措施的 SR。
（3）干预措施复杂 ，

早 SR 发表于 2007 年 ，
共 3 篇。2007-2020 年发文量

不能明确中医导引效应的 SR。如运动疗法 SR 中纳

呈现较大的波动 ，
2017 年到 2019 年发表数量激增 ，

入中医导引、有氧运动、悬吊训练等干预措施，
所得

在 2019 年达到高峰 ，共 10 篇。同时 ，研究团队对

结果难以判定中医导引的疗效。
（4）重复发表 SR。

2019 年至今在 PubMed 和 Cochrane Library 上公开

1.3 数据提取 数据提取内容包括一般信息（研究题

发表的 protocol 进行统计 ，发现总计 13 篇 protocol，

目、作者、发表年份、研究机构、发表期刊）、干预措

可以预测未来 3-5 年内将有更多中医导引 SR 发表。

施、疾病分类、Meta 分析结果等。疾病分类标准以

（见图 2）

ICD-11 官 网（https：
//icd.who.int/ct11/icd11_mms/en/
release）发布的疾病信息为准，
依据患者的原发病进
行整理，
如“与癌症相关的疲劳”归类为“癌症”。由
2 位研究者独立筛选文献、提取数据、评估结果属性
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
则通过讨论或与第三方协
商解决。
1.4 结果属性评估及统计分析 以纳入 SR 的合并效
应量、
95% 可信区间作为分析结局指标来评估 SR 结
果属性，
梳理出 SR 的有效结局指标（+）和无效结局
指标（-），
并标注各合并效应量的统计学异质性（I2）

图2

中医导引英文 SR 发表年份

和效应模型（随机/固定）。采用 ArcGIS 和 Microsoft

2.3 发文机构分析 从研究机构看，
中国研究机构独

Office 软件进行分析和绘图 ，计数资料采用统计学

立完成 21 篇，
中外合作完成 17 篇，
国外研究机构独

描述 ，进行频次分析 ，其中核心作者及研究机构发

立开展 15 篇。其中，
参与制作的中国研究机构主要

文量统计针对 SR 的全部作者/研究机构。

分布在中国香港、北京、广东、上海、四川等地区，
以

2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三家机

结果

2.1 文 献 检 索 结 果 检 索 PubMed（n=171）和 Co‐

构发表数量最多（见图 3）；
国外研究机构主要分布

chrane Library（n=45）共获得 216 条题录 ，导入 End‐

在美国、
韩国、
英国、
加拿大等国家，
以 Harvard Med‐

noteX9 软件 ，
经查重和二次筛选后 ，
最终纳入 53 篇

ical School、University of Exeter and Plymouth Uni‐

中医导引英文 SR。
（见图 1）

versity 三家机构发表数量最多。

第1期

韩璐 等

· 49 ·

中医导引英文系统评价的文献计量分析

2.4 研究团队分析 从发表团队看，
排名前四的团队
分别是 Myeong Soo Lee 合作团队（韩国）、Liye Zou
合 作 团 队（ 中 国 广 东 ）、Cecilia Lai Wan Chan 和
Chongwen Wang 合 作 团 队（中 国 香 港）、Xingjiang
Xiong 合作团队（中国北京）。以上数据依据普赖斯
定律 N=0.749（nmax）1/2 ，最高产作者发表论文数 nmax=
6，
可以计算出核心作者为发表文章≥2 篇的作者，
27
名核心作者中 25 位属于以上研究团队。四大团队
图3

共计发文 20 篇，
占论文总数的 37.74%。
（见表 1、
2）

中医导引 SR 发文机构分布
表1

核心作者
Myeong Soo Lee
Edzard Ernst
Liye Zou
Cecilia Lai Wan Chan
Rainbow Tin-Hung Ho
Siu-Man Ng
Chongwen Wang
Huiru Wang
Eric T. C. Ziea
Albert Yeung
Jessie S. M. Chan
Shijie Liu
Max H. Pittler
Yanjie Zhang

发表量
6
6
6
6
6
6
6
4
4
4
3
3
2
3

核心作者发表文章数量

研究机构国别*
韩国
英国
中国广东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中国上海
中国香港
美国
中国香港
中国武汉
英国
韩国

核心作者
Sean David Boyden
Celia Hoi Yan Chan
Kevin W. Chen
Zhaowei Kong
Xiaoke Li
Xinfeng Quan
SasaKi Jeffer Eidi
HECTOR W.H. TSANG
Chaoyi Wang
Pengqian Wang
Vivian C. W. Wong
Xingjiang Xiong
Yuqing Zhang

发表量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研究机构国别*
美国
中国香港
美国
中国澳门
美国
中国成都
巴西
中国香港
中国长春
中国北京
中国香港
中国北京
加拿大

*以作者最新发表文章的研究机构为准
表 2 合作团队发表文章数量
合作团队
Myeong Soo Lee 团队
Liye Zou 团队

合作作者
Edzard Ernst、
Max H. Pittler、
Kevin W.Chen
Huiru Wang、
Albert Yeung、
Jessie S.M. Chan、
Sean David Boyden、
Shi‐

Cecilia Lai Wan Chan 和 Chongwen

jie Liu、
Xinfeng Quan、
SasaKi Jeffer Eidi、
Chaoyi Wang、
Yanjie Zhang
Rainbow Tin-Hung Ho、
Siu-Man Ng、
Eric T. C. Ziea、
Celia Hoi Yan

Wang 团队
Xingjiang Xiong 团队

Chan、
Vivian C. W. Wong
Xiaoke Li、
Pengqian Wang、
Yuqing Zhang

发表量
6
6
6
2

2.5 发表期刊分析 从发表期刊看，
期刊所属国主要

pies in Clinical Practice。期刊平均影响因子为 3.00，

以美国（N=19）、英国（N=16）、瑞士（N=8）为主。发

影响因子最高分前三位为 Movement Disorders、Co‐

文量前三的期刊共计发表 24 篇 SR，占论文总数的

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CSR）、Medi‐

45.28%，分 别 为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

cine，影响因子分别为 8.679、7.89、4.621，关注的疾

Alternative Medic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

病为运动障碍、心血管疾病、原发性高血压和抑郁

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BMC Complemen‐

障碍。
（见表 3）

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Complementary Thera‐
表 3 英文 SR 发表期刊
期刊名称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eC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of Alternative & Complementary Medicine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Medicine
Medicine
Clinical Rehabilitation

出版国家
美国
瑞士
新加坡
美国
苏格兰
美国
英国

篇数
8
7
3
3
3
3
3

IF*
1.813
2.849
3.682
2.256
2.063
4.621
3.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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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MC Complementary Medicine and Therapies
Maturitas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BMC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Medicine
Complementary Therapies in Clinical Practice
Journal of Pain
Front Psychiatry
Diabetes & metabolic syndro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Journal of Hypertension
Acta Oncologica
Behavioral sleep medicine
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
Movement Disorders
Psychophysiology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enfermagem
合计

英国
爱尔兰
美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瑞士
荷兰
英国
荷兰
英国
英国
英国
英国
美国
美国
巴西

3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53

/
1.552
2.599
2.833
1.77
2.635
2.849
2.842
3.783
2.446
4.171
3.701
2.390
7.89
8.679
3.692
1.297

*影响因子数据来自第 2019 版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2.6 干预措施及疾病分类 53 篇 SR 中，
34 篇未限定

预具体疾病的 42 篇 SR 进行疾病分类 ，共涉及 8 个

中医导引类型（即纳入任何一种类型的中医导引），

疾病系统包括 21 种疾病，
排名前三的疾病系统是循

其余 19 篇 SR 治疗组分别采用八段锦（N=14）、五禽

环系统疾病，
内分泌、营养或代谢疾病，
呼吸系统疾

戏（N=4）、六字诀（N=1）作为干预措施。从疾病分

病 ，精神、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 ，另有症状、体征或

类看 ，
干预患者 SR 数量最多 ，
为 46 篇 ，
其中干预非

临床所见 ，不可归类在他处者 ，主要为疼痛 、脊柱

单一疾病（慢性疾病）SR 4 篇，
干预具体疾病 42 篇 ；

痛 ；排名前四的疾病是原发性高血压、慢性阻塞性

既干预慢性疾病又干预健康人群 SR 6 篇；
中医导引

肺疾病（慢阻肺）、糖尿病、抑郁障碍、恶性肿瘤。
（见

干预健康人群 SR 1 篇。根据 ICD-11 对中医导引干

表 4）

表4
疾病系统（N 即 SR 篇数）
循环系统疾病
（N=10）
内分泌、
营养或代谢疾病

ICD-11 疾病分类

上位词（N 即 SR 篇数）
原发性高血压（N=8）
循环系统疾病，
未特指的（N=2）
糖尿病（N=5）

（N=6）

葡萄糖调节或胰腺内分泌的其他疾

呼吸系统疾病（N=6）

患（N=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6）

精神、
行为或神经发育障碍

抑郁障碍（N=4）

（N=5）
神经发育障碍（N=1）
症状、
体征或临床所见，
不可归类

疼痛（N=3）

在他处者—疼痛、
脊柱痛
（N=5）
肿瘤（N=4）

脊柱痛（N=2）
不确定的或未特指原发部位的恶性
肿瘤（N=4）
运动障碍性疾病（N=2）

神经系统疾病（N=4）
肌肉骨骼系统或结缔组织疾病
（N=2）
合计

病因不明的缺血性脑卒中（N=1）
神经认知障碍（N=1）
骨质疏松（N=1）
膝骨关节炎（N=1）

疾病分类
原发性高血压，
未特指的
循环系统疾病，
未特指的
2 型糖尿病
糖尿病，
未特指类型

篇数
8
2
4
1

胰岛素抵抗综合征

1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未特指的
混合性抑郁焦虑障碍
单次发作的抑郁障碍，
重度，

6
2

不伴精神病性症状
抑郁障碍，
未特指的
孤独症谱系障碍，
未特指的
疼痛，
未特指的
慢性广泛疼痛
颈椎痛
下腰痛，
未特指的

1
1
1
1
2
1
1

不明确或未特指部位的未特指的恶性肿瘤

4

运动障碍性疾病，
未特指的
帕金森病，
未特指的
缺血或出血未知的卒中
轻度神经认知障碍
骨质疏松，
未特指的
膝骨关节炎，
未特指的

1
1
1
1
1
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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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Meta 分析结果情况 53 篇 SR 中,36 篇 SR 进行

分指标呈现阴性结果 ，从有效指标看 ，中医导引干

Meta 分析 ，其余 17 篇为定性描述。Meta 分析结果

预比不干预有更好效果（见表 6）；
慢性疾病患者和

显示的有效结局指标和无效结局指标汇总梳理后

健康人群由于观察指标存在多样性，
未能得出相对

发现 ：在慢阻肺和抑郁障碍方面 ，中医导引干预均

统一的结果 ；健康人群的抑郁、压力量表获得阳性

获得有效指标（见表 5）；
在原发性高血压和 2 型糖尿

结果，
值得关注。

病方面 ，中医导引干预获得较多有效指标 ，但少部
表5
干预疾病/人

作者

群

Cao A 等

慢性阻塞性

2020[8]

肺疾病

Xiao L 等

慢性阻塞性

2020

肺疾病

[9]

Wu J J 等

慢性阻塞性

2019[10]

肺疾病

慢阻肺和抑郁障碍 Meta 分析结果
有效结局指标（＋）

无效结局指标（-）

八段锦 vs 对照组：①FEV1[随机，I2=83%]②FVC[随机，I2=61%]
③FEV1/FVC[随机，I2=74%]④6MWD[随机，I2=96%]
⑤SGRQ[随机，I2=54%]⑥CAT[随机，I2=78%]
六字诀 vs 对照组：①mMRC/MRC[随机，I2=62%]②6MWD[固定，I2=0%]
③FEV1[随机，I2=83%]④FEV1%[随机，I2=97%]⑤FEV1/FVC[随机，I2=95%]
⑥SGRQ[随机，I2=63%]⑦CAT[随机，I2=56%]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①SDS[随机，I2= 69%]②SAS[固定，I2= 15%]
八段锦 vs 对照组：①6MWD[随机，I2=0%]②FEV1[随机，I2=0%]
③FEV1/FVC[随机，I2=0%]④FEV1%[随机，I2=0%]
易筋经 vs 对照组：①6MWD[随机，I2=0%]②FEV1[随机，I2=45%]

Tong H 等

慢性阻塞性

2019[11]

肺疾病

③FEV1/FVC[随机，I2=0%]④FEV1%[随机，I2=75%]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

六字诀 vs 对照组：①6MWD[随机]②FEV1[随机]

SF-36 心理

③FEV1/FVC[随机]④FEV1%[随机]

[固定，I2=15%]

健身气功 vs 对照组：①6MWD[随机]②FEV1/FVC[随机]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①MFTE[固定，I2=0%]②CAT[随机，I2=84%]
③SF-36 生理[固定，I2=42%]
八段锦 vs 对照组：①6MWD[随机，I2=66%]②FEV1[随机，I2=68.01%]

Liu S J 等

慢性阻塞性

2018[12]

肺疾病

Wang K 等

慢性阻塞性

2018[13]

肺疾病

Zou L 等

混合性抑郁

2018[14]

焦虑障碍

①焦虑量表[随机,I2=55.41%]②抑郁量表[随机,I2=74.24%]
抑郁量表：

中医导引 vs 认知行为疗

混合性抑郁

中医导引 vs 步行/常规锻炼：[随机，I =35%]

法：

焦虑障碍

中医导引 vs 团队新闻阅读：[随机，I =77%]

单次发作的

中医导引 vs 等待组/气功＋常规治疗 vs 常规治疗：[随机，I =89%]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抑郁量表[随机,I2=41.73%]

Guo L 等

抑郁障碍，重

中医导引 vs 阳性对照：抑郁量表[随机,I2=22.75%]

2019[16]

度，不伴精神

中医导引 vs 非阳性对照：抑郁量表[随机,I2=48.07%]

病性症状

动功 vs 对照组：抑郁量表[随机,I2=41.62%]

Wang C W
等 2013

[15]

③FEV1%[随机，I2=54.74%]④FVC[随机，I2=14.57%]
⑤FEV1/FVC%[随机，I2=53.49%]⑥SGBQ/CAT[随机，I2=77.02%]
五禽戏 vs 对照组：①6MWT[随机，I2=84.97%]②FEV1[随机，I2=33.77%]
③FEV1%[随机，I2=63.79%]④FEV1/FVC%[随机，I22=44.32%]
⑤CCQ[随机，I2=93.32%]
八段锦 vs 对照组：

2

抑郁量表[随机，I2=92%]

2

2

So W 等
2019[17]

抑郁障碍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
①抑郁量表[固定，I2=27%]②DBP[固定，I2=31%]

静功 vs 对照组：
抑郁量表
[随机,I2=67.84%]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
①皮质醇[随机，I2=64%]
②SBP[随机，I2=75%]

注：固定：固定效应模型；随机：随机效应模型；I2：统计学异质性；SBP:收缩压；DBP：舒张压；6MWT、6MWD：6 分钟步行距离；
FEV1：第 1 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第 1 秒钟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VC：用力肺活量；FEV1/FVC%：第 1 秒钟用力呼气容
积占用力肺活量的比值；SDS：自评抑郁量表；SAS：自评焦虑量表；SGBQ：圣乔治呼吸问卷；CAT: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评估测试；
CCQ：临床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问卷；MFTE：监控功能任务评估；mMRC/MRC：改良/医学研究理事会呼吸困难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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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作者
Ching S M 等
2021[18]
Guan Y 等
2020

[19]

原发性高血压和 2 型糖尿病 Meta 分析结果

干预疾病/人群

有效结局指标（＋）
中医导引 vs 对照组：

原发性高血压

原发性高血压

无效结局指标（-）

SBP[随机，I2=91%]、DBP[随机，I2=94%]
八段锦＋降压药 vs 降压药：SBP[随机，I2=80%]

八段锦＋降压药 vs 降压药：

八段锦 vs 健康教育：SBP[随机，I2=95%]、DBP[随机，I2=90%]

DBP[固定，I2=79%]

八段锦 vs 对照组：SBP：干预周期<12 周[随机，I =78%]、干预周期>

八段锦 vs 对照组：

12 周[随机，I =0%]；DBP：干预周期<12 周[随机，I =31%]
八段锦 vs 常规治疗：SBP[随机，I2=85%]、DBP[随机，I2=94%]

DBP：干预周期>12 周[随机，I2=85%]

2

2

Shao B Y 等
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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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段锦＋健康教育 vs 健康教育：

原发性高血压

SBP[随机，I2=96%]、DBP[随机，I2=85%]
中医导引 vs 锻炼:

中医导引 vs 不干预:SBP[固定,I2=33%]、DBP[随机，I2=61%]
Xiong X 等
2015[21]

SBP[固定,I2=0%],DBP[固定,I2=0%]

中医导引 vs 降压药：DBP[随机，I2=73%]

原发性高血压

中医导引 vs 降压药:SBP[随机,I2=82%]

中医导引＋降压药 vs 降压药：SBP[随机，I2=55%]

中医导引＋降压药 vs 降压药:

中医导引＋降压药 vs 降压药：BP[随机，I2=0%]
Xiong X 等
2015[22]

原发性高血压

DBP[随机，I2=79%]
八段锦 vs 降压药：

八段锦 vs 不干预：SBP[随机，I =94%]、DBP[随机，I =92%]
2

2

八段锦＋降压药 vs 降压药：SBP[随机，I2=73%]、DBP[固定，I2=25%]

SBP[固定]、DBP[固定]
中医导引 vs 药物：
①DBP[随机,F=0%]②SBP[随机,F=0%]

Guo X 等
2008

[23]

原发性高血压

中医导引 vs 不干预：①DBP[随机,F=76.2%]②SBP[随机,F=0%]

中医导引 vs 锻炼：

中医导引＋药物 vs 药物：②SBP[随机,F=76.2%]

①DBP[随机,F=0%]②SBP[随机,F=0%]
中医导引 vs 锻炼＋药物：
①DBP[随机,F=76.2%]②SBP[随机]

Lee MS 等
2007[24]

中医导引＋降压药 vs 降压药：

Meng D 等
2018

[25]

中医导引 vs 等待组：SBP[随机，I2=0%]
中医导引 vs 不干预：①空腹血糖[随机，I2=69%]②糖化血红蛋白[随

2017[26]

SBP[随机，I2=0%]、DBP[随机，I2=0%]
中医导引 vs 其他有氧运动：

机，I2= 60%]③餐后两小时血糖[随机，I2 =57%]
2 型糖尿病

①空腹血糖[随机，I2=87%]

中医导引 vs 抗阻力运动：①空腹血糖[随机]

中医导引 vs 抗阻力运动：

中医导引 vs 其他有氧运动：②糖化血红蛋白[随机，I2=72%]

2 型糖尿病

②糖化血红蛋白[随机]

③餐后两小时血糖[随机]
八段锦 vs 常规治疗：①糖化血红蛋白：3 个月[随机，I2=74%]、4 个月

八段锦 vs 常规治疗：①空腹血糖：4 个月[随机，

[随机，I =50%]、6 个月[随机，I =41%]②空腹血糖：3 个月[随机，I =

I2=0%]②TC：3 个月[随机，I2=59%]③TG：3 个

86%]、6 个月[随机，I2=86%]③餐后血糖：3 个月[随机，I2=0%]、4 个月

月[随机，I2=96%]⑥HDL-C：3 个月[随机，I2=

[随机]、6 个月[随机]④TC：4 个月[随机，I =90%]、6 个月[随机，I =

80%]、4 个月[随机，I2=100%]、6 个月[随机，I2=

70%]⑤TG：4 个月[随机]、6 个月[随机，I2=0%]

70%]⑦LDL-C：3 个月[随机,I2=79%]

2

Wen J 等

中医导引 vs 锻炼：

①SBP[随机，I2=0%]、DBP[随机，I2=26.2%]

原发性高血压

2

2

2

2

注：固定：固定效应模型；随机：随机效应模型；I2：统计学异质性；BP:血压；SBP：收缩压；DBP：舒张压；TC：血浆总胆固醇；
TG：甘油三酯；HDL-C：高密度脂蛋白；LDL-C：低密度脂蛋白

3

讨论

伽、冥想不属于本次研究范围。本研究遵循循证医

中医导引是通过调身、
调息、
调心的自我修炼以
达到强身健体、
除病祛邪的养生保健疗法

[27]

；
气功外

学的原则和方法 ，通过对建库~2021 年 1 月 PubMed
和 Cochrane Library 收录的中医导引 SR 进行检索、

气是指气功医师发放出体内的生物能量,以布气的

筛选、
梳理和分析，
研究结果基本可以反映出中医导

方式形成“外气”作用于患者的医疗方法[27] ；
太极拳

引的研究现状和热点。

是中国武术中一种攻防技击的拳术

[28]

；
中医导引源

3.1 中医导引英文 SR 发表现状及热点 研究表明 ，

；
印度瑜伽源自印度文

2007-2021 年英文中医导引 SR 的发文量总体呈现上

；冥 想 注 重 集 中 注 意 力 以 调 节 身

升趋势 ，
排名前四的研究机构集中在中国、美国、韩

。本研究主要探讨中医理论指导下导引治疗疾

国、
英国，
排名前四的发表团队为 Myeong Soo Lee 团

病的临床疗效 ，
因此外气功（气功外气）、太极拳、瑜

队（韩 国）、Liye Zou 团 队（中 国 广 东）、Cecilia Lai

自中医基础理论，
偏重意守
化 ，多 重 呼 吸
心

[30]

[2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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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 Chan 和 Chongwen Wang 团 队（ 中 国 香 港 ）、

子、白细胞介素-8 等与慢阻肺的发生密切相关的细

Xingjiang Xiong 团队（中国北京），发文量最多的期

胞因子 ，提高机体免疫力[38,39]。今后研究应加快形

刊 是 Evidence-based Complementary & Alternative

成中医导引针对慢阻肺患者的应用操作规范和应用

Medicine（美国）。中医导引临床疗效评价的研究得

指南，
使循证证据尽快转化为临床实践，
从经济和临

到了国际上的持续关注和认可 ，
2020 年关注度小幅

床上降低慢阻肺的疾病负担。

度趋缓 ，分析其原因可能与新冠疫情的爆发有关。

4 篇抑郁障碍 Meta 分析以八段锦或未限定类型

循证医学是需要多学科交叉、合作的科学，
中医导引

中医导引为干预措施，
对照组不限。结果显示，
中医

SR 跨区域开展合作较多且形成了多个学术合作团

导引在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量表上均获得有效指

队，
以亚欧美国家研究为主，
提示这些国家在循证医

标，
提示中医导引可有效改善抑郁障碍患者的抑郁

学领域较强的研究能力 ，发表团队集中在韩国 、中

量表。一项 SR 研究表明，
中医导引抗抑郁作用是通

国，
提示两国人员尤其关注中医导引临床疗效评价

过激活副交感神经来实现的 ，
这为中医导引干预焦

的研究。表 4 中发表前三的期刊呈中心性聚集分布，

虑抑郁提供了高级别的机制研究证据[17]。此外 ，
皮

形成了中医导引 SR 的核心期刊，
以补充替代医学类

质醇与情绪调节相关[40] ，
但 Meta 分析并未获得有效

杂志为主 ，14 篇 SR 发表在高于期刊平均影响因子

指标 ，
今后中医导引临床试验仍需针对客观性较强

3.00 的 8 种期刊上 ，
占论文总数的 26.42%，
Cochrane

的结局指标进行量化、
规范化的研究。

协作网被认为是评价干预措施疗效最佳的单一信息

3.2.2 中医导引干预原发性高血压、2 型糖尿病的临

资源

[31]

，
中医导引 CSR 发表 1 篇，
以上说明目前中医

床疗效还需加强验证

导引 SR 的传播范围尚小，
数量及质量均有待提升。

9 篇原发性高血压和 2 型糖尿病 Meta 分析以八

3.2 中医导引干预疾病现状及热点 研究表明，
中医

段锦或未限定类型中医导引为干预措施，对照组为

导引干预疾病 SR 共涉及 21 种疾病 ，集中在原发性

常规治疗、常规运动或者不干预。结果显示，当前没

高血压、慢阻肺、2 型糖尿病、抑郁障碍和恶性肿瘤，

有统一的证据支持中医导引在降低血压、血糖方面

这与 WHO 关注的热点疾病相一致

，已成为亟待

优于非治疗对照组，但中医导引干预比不干预具有

解决的临床问题。从中医角度看 ，
中医导引主要是

更好效果，因此在更多的临床试验发表前，中医导引

通过调身、调息、调心的方式实现人体阴阳调和、培

可以作为常规疗法的补充。

补元气、
疏通经络、
调理脏腑的目的

[32]

[33]

。从现代医学

虽然本研究通过对中医导引系统评价的英文文

角度看 ，
“调身”可以促进形体放松 ，
加强骨骼肌肉 ，

献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结果基本可以反映出中医

通过体表刺激来改善脏腑功能等 ；
“调息”可以通过

导引的研究现状和热点，但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的

腹式呼吸提高肺的代谢能力 ，
调节植物神经提高机

局限性：①本研究对 Pubmed、Cochrane Library 两个

体机能；
“调心”可以抑制交感神经，
兴奋副交感神经

重要且有代表性的医学文献数据库进行全面检索，

而减少人体耗能 ，
刺激下丘脑调节激素分泌而维护

可以基本涵盖本领域研究内容，但仍不能完全排除

。本研究纳入的 53 篇 SR 中共 36 篇 SR

文献遗漏，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补充。②本文依照循

进行 Meta 分析，
现将中医导引 Meta 分析干预前四的

证医学的原则，以纳入 SR 的合并效应量、95% 可信

疾病归纳如下：

区间梳理出有效/无效结局指标，由于研究目的和篇

3.2.1 中医导引干预慢阻肺、抑郁障碍具有较好的临

幅 限 制 ，未 来 研 究 可 使 用 AMSTAR2 量 表[41] 和

床疗效

GRADE 工具[42] 来评估 SR 的方法学质量和证据水

机体健康

[34]

6 篇慢阻肺 Meta 分析以八段锦 、六字诀 、五禽

平。③本研究检索到 2 篇中医导引干预运动障碍性

戏、易筋经等为干预措施 ，
对照组不限。结果显示 ，

疾病 SR，两篇 SR 均发表在影响因子较高的期刊上，

中医导引对慢阻肺患者的肺功能、运动耐力和生活

分 别 为 Movement Disorders 和 Clinical Rehabilita‐

质量等结局指标均有效 ，
提示中医导引对慢阻肺患

tion，其中 Movement Disorders 是所纳入 SR 中影响

者具有良好效果。现代研究表明 ，
没有任何西药能

因子最高分的期刊，说明运动障碍是目前具有较高

，
2016 年慢阻肺全球倡议中提

关注度的疾病，而在中医导引领域重视不足，未来研

阻止慢阻肺的进程

[35]

出，
几乎所有慢阻肺患者都得益于肺康复和体力活
[36]

究可继续深入探讨。

动（A 类证据） 。现代研究认为中医导引可以通过

综上所述，
目前中医导引 SR 的研究热点集中在

降低气道阻力和缓解呼吸肌疲劳来延缓慢阻肺患者

原发性高血压、
慢阻肺、
2 型糖尿病、
抑郁障碍和恶性

肺功能的进行性下降[37] ，
还可明显降低肿瘤坏死因

肿瘤，
与国际关注的热点疾病相一致。目前 Meta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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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结果提示，
中医导引干预慢阻肺、
抑郁障碍具有较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 Front Psychiatry, 2019,

好效果，
对于原发性高血压、2 型糖尿病仍需高质量

10:820.

的多中心、
大样本的前瞻性临床试验来支持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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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叶皮层与脑岛的连通性 ，
脑岛是在认知功能中
发挥关键作用的大脑区域之一 ，
主要应用于刺激注
意力的重新定位等[25]。八段锦运动对 TAP 中的分散
性注意力、Go/No go 正确数、持续性注意力及 Stroop
测验均无统计学意义 ，
可能是因为纳入研究相对较
少，
样本相对偏少。
总之 ，
八段锦对改善 MCI 患者的注意力是否存
在潜在作用目前尚不确切，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目前采用八段锦干预 MCI 患者注意力的 RCTs 偏少、
文献研究质量不高 ，
今后可以开展方法科学、严谨 ，
大样本、多中心的 RCTs 进一步证实 ，
同时需要增加
干预周期结束后的长期随访评价，
研究其对 MCI 患
者注意力的远期康复效果。另外 ，
本研究发现目前
关于注意力的评价指标相对偏少 ，
尚无统一的针对
MCI 患者注意力的评价方法 ，
今后也可以进行关于
MCI 患者注意力评定工具的研究。
参考文献

[9] 傅经明,孙寿丹,潘玉焕,等 . 八段锦对天津市老年人群认知功能

[1] Petersen RC. Clinical practice.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 N

[17] 李墨逸 . 基于默认网络的八段锦运动干预轻度认知障碍的功能

Engl J Med,2011,364(23):2227-2234.
[2] Sachdev PS, Lipnicki DM, Kochan NA, et al. The Prevalence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in Diverse Geographical and Ethno‐
cultural Regions: The COSMIC Collaboration[J]. PLoS One,2015,
10(11):e142388.
[3] 宋瑞梅,吴茜 . 认知干预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日常生活影响
的研究进展[J].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9,25(3):388-392.
[4] 曹培杰 . 数字化学习中注意力失焦的原因分析[J]. 中国电化教
育,2015,(8):42-46,58.
[5] 李桢,李冬梅 . 轻度认知障碍及痴呆症患者计算机辅助认知康复
研究现状[J]. 中华护理杂志,2014,49(8):986-990.
[6] Sarter M, Albin RL, Kucinski A, et al. Where attention falls: In‐
creased risk of falls from the converging impact of cortical cholin‐
ergic and midbrain dopamine loss on striatal function[J]. Exp Neu‐
rol,2014,257:120-129.
[7] 贾卫,马秋平,杨旭,等 . 八段锦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干预效果的
Meta 分析[J]. 中西医结合护理(中英文),2019,5(10):6-11.
[8] 熊振宇 . 八段锦运动对脑卒中后认知障碍患者运动功能的影响

的干预作用[J]. 中国老年学杂志,2018,38(3):632-634.
[10] 刘斐雯,黄佳,刘娇,等 . 脑卒中发病部位和性质与注意力障碍的
关系[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6,22(4):443-447.
[11] Zheng G, Zheng Y, Xiong Z, et al. Effect of Baduanjin exercise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cognitive impair‐
ment: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J]. Clin Rehabil, 2020, 34(8):
1028-1039.
[12] 夏锐 . 基于三重脑网络模型探讨八段锦改善认知衰弱症老年人
认知功能及身体机能的机制[D]. 福建中医药大学,2020.
[13] 韩娟娟,张新安 . 八段锦对脑外伤康复期患者认知功能和负性情
绪的疗效[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9,25(9):1084-1088.
[14] Xia R, Qiu P, Lin H, et al. The Effe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ndBody Exercise (Baduanjin) and Brisk Walking on the Dorsal At‐
tention Network in Older Adults With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
[J]. Front Psychol,2019,10:2075.
[15] 郑玉惠 . 八段锦运动对脑卒中后认知功能障碍患者认知功能影
响的随机对照研究[D]. 福建中医药大学,2018.
[16] 刘涛,郭书庆,白石 . 八段锦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认知水平的影
响[J]. 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18,24(7):854-859.
影像学研究[D]. 福建中医药大学,2017.
[18] 夏锐 . 八段锦对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注意力的影响[D]. 福建中
医药大学,2017.
[19] 李淑珍 . 八段锦运动对轻度认知障碍老年人整体认知功能及记
忆力的影响[D]. 福建中医药大学,2016.
[20] 陈婉珉 .118 例老年期痴呆患者中医体质特点调查研究[J]. 中医
临床研究,2018,10(11):11-13.
[21] 孙薇,张倩,杨建波,等 . 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中医体质分型分
布规律调查研究[J]. 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18,41(4):502-504.
[22] 李绍桦 . 健身气功·五禽戏对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干预效果研究
[D]. 上海体育学院,2019.
[23] 王希 . 有氧运动对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影响[J]. 实用医药
杂志,2016,33(11):991-992.
[24] 孙建平,唐伟,王久武 . 运动干预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认知水平
和脑脊液相关指标的影响[J]. 家庭医药,2016,(5):93-94.
[25] Tao J, Chen X, Egorova N, et al. Tai Chi Chuan and Baduanjin
practice modulates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the cognitive con‐
trol network in older adults[J]. Sci Rep,2017,7:41581.
（收稿日期
收稿日期：
：2021-01-25）

[D]. 福建中医药大学,2018.



（上接第 54 页）
[36] 申永春,文富强 .2016 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全球创议更新解读
[J]. 中国实用内科杂志,2016,36(05):382-384.
[37] 李冬秀 . 从呼吸力学角度探讨“六字诀”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作
用的研究[D].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1.
[38] 刘晓丹 . 健身气功防治 COPD 稳定期患者的临床观察及机理的
研究[D].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39] 范丽敏 . 从免疫炎症因子表达探讨六字诀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气虚证的调护作用[D]. 福建中医药大学, 2020.

[40] 李秀弟,, 党海红, 张红,等 . 生物标志物对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
的预测价值[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20,47(06):1110-1112.
[41] Shea B J, Reeves B C, Wells G, et al. AMSTAR 2: a critical ap‐
praisal tool for systematic reviews that include randomised or nonrandomised studies of healthcare interventions, or both[J]. BMJ,
2017,358:j4008.
[42] Atkins D, Best D, Briss P A, et al. Grading quality of evidence and
strength of recommendations[J]. BMJ, 2004,328(7454):1490.
（收稿日期
收稿日期：
：2021-0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