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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运动对老年人骨密度及平衡功能的影响
马佐瑶 1， 贾小飞 1， 丁小龙 2， 杨小燕 1， 冉 丽 1， 刘佳妮 1， 常敬鹏 1， 周 钰 1
（1.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银川

摘要：目的

750001； 2.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医科，银川

750001）

探讨规律性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运动对老年人腰椎（L1-4）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及平衡功能的影响。方法

收集 192 例无长期运动史和运动习惯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按随机数字表法

分为太极拳组（50 例）、核心肌力训练组（47 例）、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组（50 例）、对照组（45 例）。对照组

不训练，其余 3 组连续进行 6 个月太极拳（每周>4 次）、核心肌力训练、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运动干预，
记录运动干预前及干预 3 个月、6 个月后的老年人腰椎（L1-4）BMD、Berg 平衡量表评分。结果

核心肌力训

练联合太极拳组、太极拳组、核心肌力训练组运动前后腰椎 BMD、Berg 平衡量表评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约0.05 或约0.01）；四组运动 6 个月后患者腰椎 BM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

组运动 6 个月腰椎 BMD、Berg 平衡量表评分均高于运动 3 个月（P约0.05）。运动 6 个月后，各组 Berg 平衡量表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均约0.01）。结论

核心肌力或太极拳单一或联合训练均可以改善老年人腰椎骨密度和

平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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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老年性骨
质疏松已经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严重影响
老年人日常生活。国内对传统拳操保健功法的研
究表明 [1-2]，太极拳可以改善老年人的脑功能、体
力、平衡功能从而预防跌倒。核心肌力训练通过
控制整个身体的躯干力量来稳定脊柱和骨盆，从
而提高控制躯干平衡功能的水平，提高肢体协调
工作效率，降低能量消耗，预防运动损伤[3-4]。但对
二者结合进行的相关研究目前尚未见报道，本研
究通过对老年人进行连续 6 个月规律性核心肌
力训练联合传统 24 式太极拳运动，观察其对老
年人骨密度及平衡功 能的 影响，从 而为 老 年人
预防跌倒和骨质疏松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训
练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银川市社区 192 例无长期运动史和运
动习惯的 60 岁以上老年人，按随机数字表法分
为 4 组：核心肌力训练加太极拳组 50 例，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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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41 依6.25）岁 ，身 高（163.07 依6.39）cm，体 质 量
（63.06 依8.49）kg；太 极 拳 组 50 例 ，年 龄（68.15 依
4.67）岁，身高（165.19 依5.44）cm，体质量（66.06依
8.42）kg；
核心肌力训练组 47 例，年龄（68.62依6.47）
岁，身高（163.16依6.45）cm，体质量（63.06依8.49）kg；
对照组 45 例，年龄（66.69依4.11）岁，身高（163.73依
5.49）cm，
体质量（63.25依7.07）kg。四组受试者年龄、
身高、体质量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
纳 入 标 准 ：1）年 龄 逸60 岁 者 ；2）无 长 期 运
动史，无长期进行太极拳练习史者；3）无严重影
响核心肌力训练及太极拳运动的疾病者，如关节
畸形、脊柱关节相关疾病或严重疼痛、严重心肺

系统疾病等；4） 无其他严重器质性疾病者；5）自
愿配合本研究进行核心肌力训练、太极拳运动者，
能接受问卷调查、骨密度（bone mineral density，
BMD）检测、Berg 平衡量表评分测试者。
排除标准：1）不能长期进行训练者（本试验
要求 6 个月）；2）有认知功能障碍者；3）严重精神
类疾病者；4）正在接受其他相关治疗、可能影响
本研究效应指标观测者。
剔除标准：1）进入试验后未按要求进行训练
者；2） 出现骨关节疼痛而影响继续训练者；3）因
其他疾病而无法继续训练者；4）入组对照组后又
开始进行经常性运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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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
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调查内容为一般人口学
资料，包括: 淤患者一般情况: 性别、年龄、身高、

活习惯生活。
1.4 骨密度测试与 Berg 平衡量表评定[5]

的诊断均参照相应指南制定标准）；于患者运动
情况: 有无运动习惯及太极拳运动史等。所有受
试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后行腰椎（L1-4）5 次无折返连续扫描。
1.4.2 Berg 量表评定方法 按 Berg 评定量表评
定标准评定以下 14 个项目：从坐位站起、无支持

体质量、饮食习惯、受教育年限和既往病史（包括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高脂血症等，上述疾病

1.3

方法
首先，除对照组外，对其余 3 组老年人进行
核心肌力训练和 24 式简化太极拳运动培训，熟
练掌握后即开始按各组方案进行运动训练。训练
期间，课题组成员运用微信、电话等每周进行至
少 4 次督导，鼓励研究对象坚持完成练习。
1）太极拳组：太极拳运动先进行视频教学，
再由太极拳专业人员对老年人进行 24 式简化太
极拳教学培训，每周训练不少于 4 次，
每次训练不
少于 30 min（不少于 5 遍练习），连续练习 6 个月。
2）核心肌力训练组：核心肌力训练由康复科
治疗师进行训练动作指导。为方便老年人居家训
练，采用以下方法：1）双腿搭桥：仰卧位，屈髋屈
膝，臀部发力，抬起腰背和臀部，使髋关节伸直，
以增加臀肌力量和腰背部本体感觉。2） 单腿搭
桥：仰卧位，左下肢屈髋屈膝，右腿伸直，臀部及
腰背部发力，抬起腰背、臀部和右下肢，使双侧髋
关节伸直，仅以双肩和左足为身体的支点，双侧

交替进行。3）卧位踏步：仰卧位，双腿屈髋屈膝，
左右足交替踏步。4）平板支撑：俯卧位，以双前臂
和双脚为支点，将身体撑起并悬空，身体呈一字
形，维持动作。5）跪位对角线支撑：采取跪位，先
以双手和双膝支撑身体，双上肢伸直，双髋双膝
屈曲 90毅，然后向前伸直左侧上肢，向后伸出右下
肢，并与躯干成一直线，仅以右手和左膝支撑身

体，双侧交替进行。
每个动作重复 10 次，每次动作维持 5耀10 s，
动作间隔 5耀10 s。5 个训练动作分别做两组，共
约 40 min（双腿搭桥约 3 min，单腿搭桥双侧交替
约 5 min，卧位踏车 3 min，平板支撑约 3 min，跪
位对角线支撑双侧交替约 5 min），每周不少于 4
次，连续练习 6 个月。
3）核心肌力训练加太极拳组：训练内容包括

核心肌力和太极拳，分上、下午完成，核心肌力训
练和太极拳均不少于 30 min，每周不少于 4 次，
连续练习 6 个月。
4）对照组：受试者不进行训练，按照以往生

1.4.1 骨密度测试 本研究采用 Norland XR耀46
型双能 X 线 BMD 测试仪（美国诺兰德公司），对 4
组受试者运动干预前、干预 3 个月、干预 6 个月

站立、无靠背坐位但双脚着地或放在一个凳子
上、从站立位坐下、转移、无支持闭目站立、双脚
并拢无支持站立、站立位时向前伸展并向前移
动、站立时从地面捡起物品、站立位转向身后、转
身 360毅、无支持站立时将一只脚放在台阶或凳子
上、一脚在前无支持站立和单腿站立。每个项目
最低分 0 分，最高分 4 分，共 56 分，测试一般在

20 min 内完成，按评分分为 3 个等级：0耀20 分
（轮椅）、21耀40 分（辅助步行）、41耀56 分（独立行
走），低于 40 分表示有跌倒的风险。
1.5 统计学方法
数据采用 SPSS 19.0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均数依标准差（x依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One Way原Anova）；组内多重比
较：方差齐时用 LSD-t 法或 SNK-q 法，方差不齐

时用 Tamhane’s T2 法。P臆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2 结果
2.1 各组观察对象运动前后腰椎（L1-4）BMD 的
变化
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组、太极拳组、核

心肌力训练组运动前后腰椎 BMD 差异均有统计
学意义（P约0.05 或约0.01）。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
极拳组、太极拳组、核心肌力训练组运动 6 个月
后腰椎 BMD 均高于运动前，核心肌力训练联合
太极拳组运动 6 个月腰椎 BMD 高于运动 3 个月
（P 均约0.05）。
四组受试者运动前和运动 3 个月患者腰椎
BMD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均>0.05）；运动 6个
月四组患者腰椎 BMD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组、太极拳组与核心肌
力组腰椎 BMD 均高于对照组，核心肌力训练联
合太极拳组腰椎 BMD 高于太极拳组与核心肌力
组（P 均约0.05），见表 1。
2.2 各组受试者运动前后 Berg 平衡量表评分
变化
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组、太极拳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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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力训练组运动 6 个月 Berg 平衡量表评分均高
于同组运动前（P 均约0.01），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

组、太极拳组和核心肌力组 Berg 平衡量表评分
均高于对照组（P 均约0.01）。运动 6 个月，核心肌

极拳组运动 6 个月 Berg 平衡量表评分高于运动
3 个月（P约0.01）。
运动 6 个月后，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
表1
n

组别
核心肌力+太极拳组
核心肌力训练组

47

0.831依0.21

45

对照组
F值

运动前

0.841依0.27

50

太极拳组

0.821依0.28
0.838依0.278
0.054

>0.05

P值
与同组运动前比较
组比较音P<0.05

3

运动 3 个月

0.942依0.22

运动 6 个月

9.960

0.981依0.23银银姻音

5.254

0.885依0.28

0.977依0.278银银姻音

0.838依0.278

0.838依0.278

0.899依0.23
1.313

F值

1.081依0.25银银荫音

6.763

>0.05

P值

<0.01

3.857

<0.05

0.00

>0.05

<0.01

<0.01

P<0.01，与同组运动 3 个月比较 P<0.05，与核心肌力训练联合太极拳组比较 姻P<0.05，与对照

银银

表2
组别
核心肌力+太极拳组
太极拳组
核心肌力训练组
对照组
F值
P值

力训练联合太极拳组 Berg 平衡量表评分高于太
极拳组和核心肌力组（P 均<0.05），见表 2。

各组受试者运动前后腰椎（L1-4）BMD 的变化（x 依s，g·cm-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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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50
50
47
45

荫

各组受试者 Berg 平衡量表评分比较（x 依s，分）

运动前
43.1依2.36银银
43.2依3.33银银
43.14依3.14银银
43.2依3.05
0.076
>0.05

运动 3 个月
43.62依2.29银银
43.84依3.26
43.744依2.98
43.2依3.05
0.286
>0.05

运动 6 个月
46.5依3.01姻姻
45.0依3.15音姻姻
44.87依2.81音姻姻
43.2依3.05
8.684
<0.01

F值
25.187
3.931
4.150
0.00

P值
<0.01
<0.05
<0.05
>0.05

与同组运动 6 个月比较银银P<0.01，与核心肌力训练+太极拳组比较音P<0.05，与对照组比较姻姻P<0.01

讨论
老年人的机体组织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出
现生理性衰退，造成骨代谢紊乱，骨吸收大于骨

12 个月运动锻炼能使骨密度少量增加。卢涛等[9]
观察了太极拳、步行及舞蹈锻炼三种不同的锻炼
方式对老年人平衡能力的改善效果，发现长期太

形成，最终导致骨量减少，从而易患骨质疏松症，
甚至发生骨折；同时老年人随着活动减少、肌力
减弱、身体稳定性变差等原因致使肢体运动能力
下降。平衡功能是身体姿势稳定或受到外力作用
时躯体进行自我调整以防止跌倒的能力，受年龄、

极拳锻炼更利于受试者骨骼肌及下肢肌力的改
善，是明显提高锻炼效果的因素之一。
本研究结果显示，坚持太极拳运动、核心肌

肌力、本体感觉、视觉等多项因素的影响。长期规
律的太极拳锻炼、抗阻训练有助于改善老年人骨
密度、肌力、平衡和姿势控制能力。研究证实[6]，规
律性体育锻炼能使老年人骨密度得到改善，是延
缓身体衰老进程及改善老年人体质的重要手段。
太极拳是一项具备舒缓、柔和、动静结合、运动强
度适中、危险性低、不易受伤等优点的运动，是老
年人首选的锻炼方式之一。国内有研究[7]认为，太
极拳运动通过肌肉活动产生负荷作用于骨，改变
骨内压，刺激成骨细胞生成，从而改善骨组织的
血供，促进营养物质吸收。太极拳属于有氧运动，
可刺激成骨细胞活跃，修复骨结构，使骨生成增
加，防止骨量流失。有研究 [8]认为，太极拳运动对
绝经后女性腰椎的骨密度改善更为明显，持续

力训练以及两者联合运动 3 个月后，对老年人骨
密度与平衡功能并无太大影响。运动 6 个月后，坚
持核心肌力训练和（或）太极拳运动的老年人骨
密度与平衡功能均较运动前有所改善，且核心肌
力联合太极拳运动对骨密度和平衡功能的改善
效果优于单独核心肌力训练和单独太极拳运动。
综上，太极拳运动、核心肌力训练均能改善
老年人腰椎骨密度、提高平衡功能，长期、规律的
太极拳运动联合核心肌力训练改善老年人腰椎
骨密度和平衡功能效果更佳，值得在老年人群中
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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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ffect of 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aiChi on Bone Mineral Density and Balanc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MA Zuoyao1， JIA Xiaofei1， DING Xiaolong2， YANG Xiaoyan1， RAN Li1，
LIU Jiani1， CHANG Jingpeng1， ZHOU Yu1
（1. 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 Medicine，Ningxia People’s Hospital，Yinchuan 750001，China；
2. 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Ningxia People’s Hospital，Yinchuan 750001，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regular 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aiChi
exercise on bone mineral density（BMD）and balance function of lumbar spine（L1-4）in the elderly. Methods
A total of 192 elderly people over 60 years old without long-term sports history and exercise habi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aiChi（50 people），core strength training group（47 people），and core muscle strength
combined TaiChi group（50 People），control group（45 peop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not trained，the other
three groups were given TaiChi（more than 4 times a week），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aiChi exercise intervention for 6 months. Results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MD and Berg scores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in the core muscle strength combined with TaiChi，
TaiChi group and 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group（P<0.05 or 0.01）.The BMD of lumbar spine in the group
of core muscle strength combined with TaiChi for 6 months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ame group for 3 months
（P<0.05）. After six months of training，the Berg score of each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0.01）. Conclusion The 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combined with TaiChi，TaiChi and 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 can improve the lumbar BMD and balance
function of the elderly.
Key words：core muscle strength training；TaiChi；the elderly；bone mineral density；balance 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