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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动作为一种健康促进手段，能够有效提高母婴健康水平。对国内外孕期体育活

动的历史发展进行梳理与总结，发现孕期女性体育活动经历了被限制、被承认，到被强烈推

荐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孕期体育活动对母婴多方面健康的影响，发现适度的体育活动可

降低母体妊娠期体重的过度增加和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和先兆子痫的风险，可减

少剖宫产的风险和增加自然分娩的可能性，不会增加新生儿的风险，但长时间剧烈运动带

来的潜在风险不能忽视，需要对风险和锻炼的积极效果收益之间的利弊进行更好的权衡。

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孕期运动处方的建议以及健康促进途径的升级优化策略，建议应多加强

实证研究，以掌握孕期体育活动的剂量反应效应，尽早建立我国孕期女性运动处方库，并针

对孕期女性不同孕周期的特点，创新更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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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ans of health promotion, sports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health level of

mothers and infan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ummariz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egnan‐

cy sport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egnancy women’s sports has

experienced from being limited to being recognized to being strongly recommended. By analyz‐

ing the influence of physical activity during pregnancy on the health of mother and infant in

many aspects, it is found that moderate physical activity can reduce the risk of excessive weight

increase during pregnancy, gestational diabetes, pregnancy hypertension and preeclampsia, re‐

duce the risk of cesarean section and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of natural delivery,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newborn. However, the potential risk of long-term intensive exercise cannot be ignored

and there is a need to better balanc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etween risk and the posi‐

tive effect of exercis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the sports prescription

during pregnancy and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of health promotion approach‐

e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research that should strengthen empirical research to mas‐

ter the dose-response effect of sports activities during pregnancy, and establish the Chinese

women’s sports prescription library as early as possible, carry out more accurate research ac‐

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regnancy cycles of pregnant women, innovate and im‐

prove the science study and feasible research methods and research tools or technologies.

Keywords: physical activity during pregnancy; weight control; pregnancy complications; preg‐

nancy outcome;“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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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明确了《健康中国行

动（2019－2030年）》的具体目标和任务，旨在维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同时也明确了体

育在健康促进中的重要作用。妇幼健康是全民健康的基础，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孕

产妇安全、减少妊娠期并发症、降低孕期各种生理和心理的不适，促进其顺利自然生

产，并提高胎儿出生质量，是家庭和社会努力的方向。1998 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

“妊娠人生大事，务使母婴安全”的号召，呼吁全球重视孕期保健服务。目前，我国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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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主要包括孕前遗传病筛查、孕期常规孕检，并提供营

养、心理等咨询服务，以及加强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等

并发症的管理等。体育锻炼作为一种健康促进的重要手

段，在整个孕期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国外关于体育活

动对孕期母婴健康促进作用的研究较多，认为适度的体育

活动有利于母婴的健康促进（Sanabria-Martinez et al.，

2015；Magro-Malosso et al，2017b；Awad et al.，2019）。

但体育活动对孕期女性也会带来潜在风险。因此如何确

定科学的锻炼方式、强度、时间、频率等需要大量的实验

验证。本文通过超星、中国知网、PubMed、Scopus 和 Em‐

base 等数据库对大量文献进行搜索、整理，评估有关孕期

运动的益处，进一步阐明妊娠期体育活动对女性妊娠期

并发症、妊娠结局以及对子代的影响等，并提供问题解决

的策略方法和途径。

1 孕期体育活动研究的历史概况

1.1 国外孕期体育活动的历史发展

最早出现的孕期体育活动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的是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规范，而不是来源于科学的评估

（Mittelmark et al.，1991）。18 世纪，虽然孕期女性的体育

活动被认为是有益的，可适当减少胎儿尺寸，利于分娩

（Munro et al.，1955），但同时也对一些体育活动进行了限

制，如跳舞和骑马。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Briend（1980）

发表了第一份关于母体体育活动与胎儿出生结果之间关

系的科学研究，重点探讨了胎儿出生体重的决定因素。

研究认为胎儿出生体重低主要归因于孕期女性的职业特

点和体育活动水平的提高，而出生体重较高则归因于孕

期女性的休息较多。20 世纪初，适度的体育活动被定义

为每天至少步行 2～6 英里（3.22～9.66 km）。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美国推出了孕期运动计划以降低分娩困

难，该计划推荐了科学的呼吸模式和体育活动模式，以帮

助改善孕期女性的肌肉张力，减轻分娩疼痛，改善胎儿氧

合，并促进产后体重减轻（Mittelmark et al.，1991）。1949

年，美国儿童局发布了一项关于孕期体育活动的标准建

议，在没有孕期并发症的情况下，孕期女性可以继续做家

务、园艺、散步，甚至偶尔游泳，但应避免参加剧烈体育活

动（Ross，1949；Sternfeld，1997）。1985 年，美国妇产科医

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s and Gyencology，

ACOG）发布了第一份产前体育活动指南。指南对大多数

有氧运动的安全性表示认同，但提出在跑步等高冲击活

动时要谨慎，并针对活动的持续时间（剧烈运动时不超过

15 min）、心率（不超过 140 次/min）和核心体温（不超过

38°C）等方面给出了建议。Clapp（1990）发现，与久坐对

照组或产前体育活动降低的孕期女性相比，孕期内继续

进行中等强度到高强度运动的孕期女性其婴儿出生体重

降低了 300～500 g，但降低幅度仍然在正常范围内，2 组

早产风险无显著差异。

1994 年经修订的 ACOG 指南去除了孕期女性体育活

动心率和运动时间的限制。2002年ACOG发布了新的指

导方针，建议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内，孕期女性在没有医

疗、产科并发症的情况下可进行 30 min 中等强度的体育

活动，并认为参与广泛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是安全的。与

ACOG 一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

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发布了 2008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2008 美国人身

体活动指南》），该指南建议没有产科、医疗并发症的孕期

女性每周至少进行 150 min 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2002

年的ACOG指南和《2008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均为中等

强度体育活动的安全性提供了科学依据。

2015年，ACOG更新其 2002年的指导方针，鼓励非异

常妊娠女性积极参加有氧和力量体能锻炼，包括跑步、骑

健身车以及改进版瑜伽，并发布了 2 项有关产前肥胖及

运动的新指南，指出了妊娠期间及产后运动对预防或纠

正孕期体重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在妊娠前及妊娠期间要

对超重及肥胖女性进行临床管理，让其定期运动以预防

或纠正妊娠期体重过度增加（excessive gestational weight

gain，GWG）及肥胖。

21 世纪初的近 20 年中，评估孕期体育活动对孕期女

性和胎儿健康影响的研究有所增加，研究的范围也逐渐

扩大，包括孕期运动对孕期女性和胎儿心血管（Diez et

al.，2016；Skow et al.，2017）、骨骼（Bisson et al.，2017；Møller

et al.，2013）、神经（Álvarez-Bueno et al.，2018；Purdy et al.，

2019）、呼吸（McAuley et al.，2005；Phatak et al.，2003）、免

疫（Bilodeau et al.，2019；Gilbert et al.，2017）等影响的研

究。涉及的运动干预方式除了步行（Aune et al.，2014）、

骑自行车（Nakagaki et al.，2016）、游泳（Sanabria-Martínez

et al.，2015）等常见有氧形式，还包括瑜伽（Kinser et al.，

2017）、健身操（Haakstad et al.，2015）、普拉提（Oktaviani，

2018）等集有氧、柔韧和力量为一体的新兴运动项目。运

动强度主要以小强度到中等强度为主（Aune et al.，2014；

Nakagaki et al.，2016），大强度的运动干预研究相对较少。

1.2 国内孕期体育活动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人的健身意识不断提高，不少年轻女

性在怀孕后仍不放弃运动，所以进行孕期体育活动的人

数比例逐步攀升，运动类型也趋于多元化。瑜伽、普拉

提、康复健身操等项目为我国很多孕期女性所喜爱，运动

强度也在不断加大，围绕这些项目对母婴健康影响的研

究也开始增多。林微（2019）通过实验对照发现，孕期女

性练习瑜伽能提高初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减少会阴损伤。

姚晓燕（2018）的研究也证实，孕期女性练习普拉提能提

高其自然分娩率，缩短产程，改善分娩结局。

受到传统孕育观念的影响，我国孕期体育活动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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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主要包括孕前遗传病筛查、孕期常规孕检，并提供营

养、心理等咨询服务，以及加强妊娠期糖尿病、高血压等

并发症的管理等。体育锻炼作为一种健康促进的重要手

段，在整个孕期可以发挥积极的影响。国外关于体育活

动对孕期母婴健康促进作用的研究较多，认为适度的体育

活动有利于母婴的健康促进（Sanabria-Martinez et al.，

2015；Magro-Malosso et al，2017b；Awad et al.，2019）。

但体育活动对孕期女性也会带来潜在风险。因此如何确

定科学的锻炼方式、强度、时间、频率等需要大量的实验

验证。本文通过超星、中国知网、PubMed、Scopus 和 Em‐

base 等数据库对大量文献进行搜索、整理，评估有关孕期

运动的益处，进一步阐明妊娠期体育活动对女性妊娠期

并发症、妊娠结局以及对子代的影响等，并提供问题解决

的策略方法和途径。

1 孕期体育活动研究的历史概况

1.1 国外孕期体育活动的历史发展

最早出现的孕期体育活动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

的是当时的文化和社会规范，而不是来源于科学的评估

（Mittelmark et al.，1991）。18 世纪，虽然孕期女性的体育

活动被认为是有益的，可适当减少胎儿尺寸，利于分娩

（Munro et al.，1955），但同时也对一些体育活动进行了限

制，如跳舞和骑马。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Briend（1980）

发表了第一份关于母体体育活动与胎儿出生结果之间关

系的科学研究，重点探讨了胎儿出生体重的决定因素。

研究认为胎儿出生体重低主要归因于孕期女性的职业特

点和体育活动水平的提高，而出生体重较高则归因于孕

期女性的休息较多。20 世纪初，适度的体育活动被定义

为每天至少步行 2～6 英里（3.22～9.66 km）。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美国推出了孕期运动计划以降低分娩困

难，该计划推荐了科学的呼吸模式和体育活动模式，以帮

助改善孕期女性的肌肉张力，减轻分娩疼痛，改善胎儿氧

合，并促进产后体重减轻（Mittelmark et al.，1991）。1949

年，美国儿童局发布了一项关于孕期体育活动的标准建

议，在没有孕期并发症的情况下，孕期女性可以继续做家

务、园艺、散步，甚至偶尔游泳，但应避免参加剧烈体育活

动（Ross，1949；Sternfeld，1997）。1985 年，美国妇产科医

师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s and Gyencology，

ACOG）发布了第一份产前体育活动指南。指南对大多数

有氧运动的安全性表示认同，但提出在跑步等高冲击活

动时要谨慎，并针对活动的持续时间（剧烈运动时不超过

15 min）、心率（不超过 140 次/min）和核心体温（不超过

38°C）等方面给出了建议。Clapp（1990）发现，与久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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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中等强度到高强度运动的孕期女性其婴儿出生体重

降低了 300～500 g，但降低幅度仍然在正常范围内，2 组

早产风险无显著差异。

1994 年经修订的 ACOG 指南去除了孕期女性体育活

动心率和运动时间的限制。2002年ACOG发布了新的指

导方针，建议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内，孕期女性在没有医

疗、产科并发症的情况下可进行 30 min 中等强度的体育

活动，并认为参与广泛的娱乐性体育活动是安全的。与

ACOG 一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United States De‐

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HHS）发布了 2008

Physical Activit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2008 美国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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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每周至少进行 150 min 中等强度的体育活动。2002

年的ACOG指南和《2008美国人身体活动指南》均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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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呼吸（McAuley et al.，2005；Phatak et al.，2003）、免

疫（Bilodeau et al.，2019；Gilbert et al.，2017）等影响的研

究。涉及的运动干预方式除了步行（Aune et al.，2014）、

骑自行车（Nakagaki et al.，2016）、游泳（Sanabria-Martínez

et al.，2015）等常见有氧形式，还包括瑜伽（Kinser et al.，

2017）、健身操（Haakstad et al.，2015）、普拉提（Oktaviani，

2018）等集有氧、柔韧和力量为一体的新兴运动项目。运

动强度主要以小强度到中等强度为主（Aune et al.，2014；

Nakagaki et al.，2016），大强度的运动干预研究相对较少。

1.2 国内孕期体育活动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国人的健身意识不断提高，不少年轻女

性在怀孕后仍不放弃运动，所以进行孕期体育活动的人

数比例逐步攀升，运动类型也趋于多元化。瑜伽、普拉

提、康复健身操等项目为我国很多孕期女性所喜爱，运动

强度也在不断加大，围绕这些项目对母婴健康影响的研

究也开始增多。林微（2019）通过实验对照发现，孕期女

性练习瑜伽能提高初产妇的自然分娩率，减少会阴损伤。

姚晓燕（2018）的研究也证实，孕期女性练习普拉提能提

高其自然分娩率，缩短产程，改善分娩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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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率与美国等国家相比依然较低，针对孕期运动效果的

验证性研究也较少，大规模人群的统计学分析资料更少，

所采用的测量工具也主要以各种计步器或回顾调查问卷

形式，其科学性、准确性、严谨性、规范性、代表性都有一

定局限。

2 孕期体育活动与母婴体重控制

妊娠期体重过度增加（GWG）是导致女性产后体重滞

留甚至永久性肥胖的重要原因，母体肥胖增加了妊娠相

关并发症的风险，如先兆子痫、妊娠糖尿病、死产和剖腹

产率（Spencer et al.，2015）。这些不良结果使母体肥胖受

到关注，并普遍认为GWG是健康和疾病发展根源的一个

促成因素（Drake et al.，2010；Waterland et al.，1999）。因

此，对女性孕期实施健康体重干预是女性健康的重要保

障之一。不良的生活方式，如不健康的饮食、久坐时间的

增加、缺乏足够的体力活动等都是引起孕期体重超重的

重要因素。目前，对孕期体重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

孕期女性进行生活方式的干预以限制GWG的效果观察。

Thangaratinam 等（2012）回顾了 44 项随机对照试验（7 278

名孕期女性），其中评估了包括饮食、体育活动以及两者

结合的 3 种干预模式对孕期女性体重的影响。结果表

明，与对照组相比，3种干预模式均能显著降低GWG。通

过比较，饮食干预在减少体重增加方面最有效，平均体重

减少 3.84 kg，而单纯体育活动和混合干预（饮食结合体育

活动）的方法分别为 0.72 kg 和 1.06 kg。这一发现得到了

Hill 等（2013）研究结果的证实。Hui 等（2014）的研究发

现，生活方式的干预措施（增加体力活动和减少碳水化合

物摄入）只降低了孕前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正常的孕期女性GWG，而孕前BMI超重的孕期女性没有

改变。Nascimento等（2011）研究认为，规律的运动可以有

效减少BMI超重的孕期女性GWG。

目前，对孕期体重的管理主要是对女性孕期生活方

式的管理，运动和饮食是最重要的 2 个方面。饮食搭配

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体育锻炼容易造成能量过剩，引

起 GWG。因此，控制 GWG 应该从饮食和运动 2 个方面

综合干预。

肥胖的孕期女性代谢环境的异常可能导致胎儿遗传

学和表观遗传学的永久改变，肥胖引起的代谢功能的胎

儿规划可能会使子代肥胖长久化（Tinius et al，2017）。目

前，体育活动被证明对这一公共卫生问题的预防是有效

和可行的。Mourtakos 等（2015）调查发现，母体孕期体育

活动水平与其子代 8 岁的肥胖率呈显著负相关。Mattran

等（2011）发现，孕期较高的体育活动水平与较低的幼儿

体重、较低的体重/身高比有关，表明孕期体育活动对子

代的益处延展到了儿童时期，儿童时期的肥胖对成年肥

胖有很强的预测作用，因此，孕期母体进行活跃的体育活

动会对子代产生长远的健康影响。

3 孕期体育活动与妊娠期并发症

3.1 孕期体育活动与妊娠期糖尿病

妊娠并发症是指孕期女性在妊娠期出现的所有病理

症状，包括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先兆子痫等，它

已成为严重影响母婴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妊娠并

发症影响因素较多且较为复杂，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适度的体育活动可降低妊娠并发症的风险。通过对妊娠

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GDM）的大量研究

（Sanabria-Martínez et al.，2015；Clements et al.，2016；Da

Silva et al.，2017），证实体育活动的效果显著，且需达到中

等强度（Ehrlich et al.，2017；Nguyen et al.，2018），时间控

制在 30～60 min/次，频率 3～4 次/周，形式以大肌肉群为

主的动力性运动，如步行、慢跑、固定自行车、游泳、爬楼

梯、太极等（Magro-Malosso et al.，2017a）。体育活动降低

GDM 发病率的机制在于体育活动降低了胎儿心脏的活

性氧自由基（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和氧化应激

（Saiyin et al.，2019）。解冰洁等（2016）对我国 6 211 例单

胎孕期女性的调查研究发现，孕前超重和肥胖的孕期女

性GDM发生率高于孕前BMI正常范围的孕期女性；孕前

BMI 较低 GDM 的发生率低于孕前 BMI 正常范围的孕期

女性，说明孕前的体重控制是降低 GDM 的有效措施，因

此，妊娠前开始体育活动以控制体重对降低GDM的风险

效果更明显。

我国 GDM 发病率高达 12％～25％，并有增高的趋势

（Skouteris，2014）。多数 GDM 患者糖代谢于产后恢复正

常，但面临患 II 型糖尿病的机会有所增加的问题。GDM

临床经过复杂，可能会引起流产、胎儿畸形等。虽然

GDM 的发生率越来越高，但饮食管理和体育锻炼却可有

效改善和控制大部分患者的血糖。目前，临床上对 GDM

的血糖控制以医生针对患者饮食、锻炼的健康教育以及

患者的血糖自我监控为主。

3.2 孕期体育活动与妊娠期高血压

妊娠期高血压是妊娠期常见并发症，我国发病率较

高，约为 9.4％（郭金妹，2014），一般多发于 40岁以上孕期

女性，所造成的孕产妇死亡约占妊娠相关死亡总数的

10%～25%，是孕产妇死亡的第二大原因（Berhan，2014）。

Corin（一种在心脏中高度表达的Ⅱ型跨膜丝氨酸蛋白酶）

的异常表达可能参与了妊娠期高血压的形成机制（Mark

et al.，2019）。有研究证实，普通人群的高血压除了药物

控制，运动的降压效果也很明显（余冰清 等，2019），而运

动对妊娠期高血压的控制作用也已得到证实。Garnæs等

（2016）研究发现，3 次/周，35 min/次的中等强度耐力运动

和 25 min/次的力量组合训练可显著降低妊娠后期的收缩

压。Magro-Malosso 等（2017b）对 5 075 名孕期女性17项试

验的Meta分析，发现30～60 min/次，2～7 次/周的孕期有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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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显著降低了妊娠期高血压的风险。刘新华等（2016）

对孕期女性从孕中期到产后实施养生保健操的运动干

预，显示运动干预可以显著降低血压升高幅度或缓解血

压变化的幅度。因此，除了饮食和药物，体育活动应该成

为妊娠期高血压的重要控制手段。

3.3 孕期体育活动与先兆子痫

先兆子痫多发生在孕 20周之后，除了高血压之外，还

会出现蛋白尿、全身性水肿等症状，影响到全世界高达

8% 的妊娠女性，是导致孕产妇和胎儿发病、死亡的主要

原因（Marshall et al.，2018）。绒毛外滋养细胞侵袭能力不

足导致子宫螺旋动脉重铸障碍、子宫-胎盘血流灌注不

足、胎盘绒毛缺血再灌注损伤是先兆子痫的产生机制（李

笑天，2019）。研究认为，体育运动可增加副交感神经活

动，引起心动徐缓，降低静息心率和血压，因此可显著降

低子痫前期风险（Carter et al.，2003）。Sorensen 等（2003）

研究发现，孕期任何常规的体育活动均可降低子痫前期

的风险（35%），且从整个孕周期来看，体育活动越早，效

果越好。此外运动强度和运动形式的不同，效果有所差

异，如从事轻度或中度活动（MET＜6）的孕期女性风险降

低 24%，参加剧烈活动（MET≥6）的孕期女性风险减少了

54%，快步行走（平均步行速度≥3 m/h）与完全不行走的

孕期女性相比，风险降低了30%～33%。

拉伸运动通过刺激肌肉的本体感受器可调节自主神

经系统的活动，从而控制血压的变化（Motivala et al.，

2006），有利于降低先兆子痫发病率。Yeo等（2008）发现，

参加每日拉伸练习的孕期女性先兆子痫发病率相比进行

步行运动的明显较低。Awad等（2019）将年龄 25～35岁、

孕龄超过 24 周、体重指数不超过 35 kg/m2 的轻度先兆子

痫初产妇分为 2 组，分别进行 3 次/周，共 6 周的拉伸训练

和自生训练（包括 6 个部分：肢体沉重训练、上腹部发暖

训练、前额发凉训练、肢体发暖训练、心脏训练），结果显

示，2 种运动方式均可显著降低患者血压（收缩压和舒张

压）与蛋白尿水平，且 2 种运动方式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拉伸训练和自生训练都是可降低先兆子痫发病率的

非药物有效方法。

4 孕期体育活动与妊娠结局和分娩方式

4.1 孕期体育活动与妊娠结局

有研究认为，体育活动会引起交感神经系统引发的

生理和心理应激，从而导致儿茶酚胺和前列腺素水平升

高，子宫肌肉活动受到刺激，导致子宫收缩，引起早产风

险（Kramer et al.，2006）。但 Di Mascio 等（2016）和 Kahn

等（2016）指出，适度的运动不会增加早产的风险。Sanabria-

Martinez 等（2016）的 Meta 分析，评估了 3 044 例孕期运动

对新生儿结局的影响，认为分娩时的胎龄与早产的发生

率运动组和非运动组间无显著性差异，2组间早产率相似

（体力活动干预组 29/1 548=1.9%，对照组 26/1 496=1.7%）。

雷凌瑞等（2019）调查发现，营养指导结合有氧运动干预

可提高女性分娩胎位正常率，且适量运动可缩短产程。

Kirsti 等（2017）对 BMI＞28 kg/m2的孕期女性从孕早期到

分娩实施3次/周的运动干预，包括35 min/次的中等强度步

行、跑步和 25 min/次的力量训练，发现运动组分娩时平均

胎龄为 39.1 周，对照组为 39.5 周，无显著性差异；运动组

剖宫产率 24%，对照组 17%，无显著性差异，说明超重和

肥胖女性孕期进行有监督的体育锻炼不会影响胎儿和产

妇分娩时的结局。

虽然中等运动强度的运动干预基本证实不会影响分

娩结局，但长时间大强度或高频率的运动对妊娠结局的

影响还有待研究。Egeland 等（2017）对挪威 8 478 名孕产

妇历时 5.5年的随访调查发现，孕期剧烈运动时，每周≥3 h

比＜1 h 死产风险增加，表明孕期长时间剧烈运动可能是

死产潜在危险因素。Hilde 等（2017）通过孕期问卷调查，

了解孕期女性体育锻炼情况以及通过产后医院信息查询

获取其胎盘和胎儿重量等信息，对挪威 80 515 例单胎妊

娠产妇进行了前瞻性调查研究，发现随着孕期运动频率

的增加，胎盘重量有降低的趋势，但胎盘同胎儿出生体重

的比率与锻炼的频率无关。因此，大运动量的体育活动

对胎盘生长及胎儿生长发育的影响均不确定，但带来的

风险不能忽视。

4.2 孕期体育活动与分娩方式

有研究认为，怀孕期间的体育活动减少了剖宫产的

风险，并增加了自然分娩的可能性（Poyatos-Leon et al.，

2015；Owe et al.，2016）。Erdelyi（1962）发现，匈牙利运动

员与非运动员相比剖宫产的风险降低了 50%。Clapp

（1990）的研究表明，在怀孕期间继续运动的运动员剖宫

产和阴道手术分娩的频率较低。此外，Hall 等（1987）的

报告显示，参与大强度运动的女性的剖宫产发生率为

6.7%，而久坐女性的剖宫产发生率为 28.1%。Takami 等

（2018）通过对日本 92 796 名孕产妇的回顾调查分析，认

为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女性在孕期进行适度体育活动都

不会增加剖腹产的风险。但有研究表明，怀孕期间的运

动与降低剖宫产风险无关（Bovbjerg et al.，2009），这与

Stafne 等（2012）和 Chen 等（2017）的研究结论一致。因

此，体力活动对分娩方式的影响尚未完全清楚，特别是对

于超重和肥胖的女性（Jennifer et al.，2014）。

Domenjoz 等（2014）认为，孕期体育活动不会影响产

钳分娩的风险。目前尚未发现针对运动影响产钳分娩机

制的类似研究，原因可能在于产钳分娩的指征更多地取

决于设备和主治医师的判断，因此，需要先明确产钳分娩

指征后才能进一步考虑体育活动与产钳分娩之间的

关系。

综上所述，体育活动对分娩方式的影响是积极的。

目前，20% 的健康孕期女性满足最低运动建议的条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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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min 的中等强度活动（如散步、快步行走、游泳）

（Amezcua-Prieto et al.，2013），而进一步确定运动类型、运

动强度、运动频率以及运动时间对妊娠结局的影响，将有

助于促进运动成为女性孕期生活的一部分。

5 孕期运动处方

孕期体育活动的减少可能带来的妊娠期超重继而引

发的 GDM、妊娠高血压、先兆子痫和剖宫产率升高等不

良妊娠结局，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调查发现，妊娠期不

运动率在 64.5%～91.5%，而且在妊娠后期更高（Santos et

al.，2014），大部分女性在怀孕期间活动不足的发生率从

孕前的 12.6% 上升到孕期的 21.6%，即使是在孕前积极从

事体育活动的女性，怀孕后活动量也会减少（Marcela et

al.，2016）。

5.1 运动频率和运动时间

加拿大和英国孕期运动指南建议孕期女性的运动应从

3～4 次/周，15 min/次，逐步增加到 30 min/次；丹麦、挪威

以及 ACOG 的孕期运动指南建议，每天以平均强度运动

至少 30 min；西班牙孕期运动指南建议 2～3 次/周，但没

有具体说明持续时间；日本孕期运动指南建议 2～3次/周，

时间超过60 min/次（Savvaki et al.，2018）。因此，2～4次/周

的频率和 30 min/次的运动时间被认为是有效和安全

的（表 1）。

Cooper等（2019）认为，锻炼计划开始时，可以从5 min/天

开始，每周增加5～10 min，最终达到4次/周，30 min/次。美国

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建

议，即使处在孕中、后期运动强度需降低的情况下，也要

将至少15 min/次，3次/周的有氧运动逐渐增加到30 min/次，

4 次/周（Evenson et al.，2014），只要孕期女性感觉没有副

作用，就可以继续运动（Cooper et al.，2019）。此外，建议

在有氧运动开始前和结束后分别进行10～15 min的低强度

热身和整理活动，如此保证每周累计达到大约 150 min 的

有氧运动量（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 Pescatel‐

lo L，2014），才能取得孕期体育健康促进的明显效果。另

外，日本孕期运动指南建议孕期女性运动时间应选择在

10：00～14：00之间，因为此时间段内子宫收缩较少（Damm

et al.，2008）。

5.2 运动强度

ACOG 认为，60%～70%HRmax 或 50%～60% V
.

O2max 强

度对大多数孕期女性是安全的，日本孕期运动指南建议

心率应≥150次/min（Savvaki et al.，2018）。加拿大和挪威

孕期运动指南提出可进行大强度和高竞争力的体育活

动，而澳大利亚孕期运动指南则指出医生需对孕期女性

进行非常密切的观察（Sports Medicine Australia，2002）。

根据ACSM和ACOG的建议，综合确定 3种孕期运动

适宜强度的方法（表 2）。第 1 种方法是在目标心率区内

进行运动，该心率区根据参与者的体重指数、年龄和体质

健康水平进行确定（美国运动医学学会，2019）。第 2 种

方法是根据自觉疲劳程度量表的评分，最高 20 分的量表

在 12～14 分区间为合适强度，最高 10 分的量表在 3～4

分之间适宜（Davies et al.，2003）。第 3 种方法是“谈话测

试”，即运动中能够保持谈话的适宜运动强度（Davies et

al.，2003）。

如果孕期女性刚开始锻炼或已经持续到妊娠后期，

建议其在目标心率区的低端锻炼。活跃和健康的孕期女

性，在没有疲劳或妊娠并发症的情况下可以进展到目标

心率区的上端。

5.3 运动类型

步行是目前最受孕期女性青睐的运动类型（Mottola，

2016），大多数孕期女性在妊娠中、后期会选择步行而不

是继续孕前体育活动类型。研究发现，即使 30%V
.

O2max的

小强度步行，也能提高久坐女性整个孕期的健康水平

（Mottola，2016），并证实超重和肥胖孕期女性可以达到每

天 10 000 步（ACOG Committee Obstetric Practice，2015），

因此，可通过设定每天步行 10 000 步的目标来激励久坐

的孕期女性参加体育活动，从步行 25 min/次开始，每周增

加 2 min/次，直到达到 40 min/次之后维持到分娩（ACOG

Committee Obstetric Practice，2015）。

各个国家孕期运动指南均建议，孕期体育活动类型

除了步行，还可以选择游泳、固定自行车、低冲击类运动

等使用大肌肉群的动态、有节奏的有氧活动。澳大利亚、

加拿大、丹麦、挪威和英国孕期运动指南还建议孕期女性

应进行抗阻运动（Savvaki et al.，2018）。此外，柔韧性运

动也不容忽视（Hayman et al.，2015），瑜伽和普拉提是很

好的集柔韧、力量和抗阻力为一体的拉伸运动，锻炼效果

较好（Cooper et al.，2019）。另外，水中运动也被认为是安

全的，但水温不应超过 32°C。研究证实，其中 2 种或 3 种

运动方式的组合练习不会引起不良的妊娠结局，甚至比

单一运动形式身体获益更大（Barakat et al.，2018；White

et al.，2014）。不建议孕期锻炼过度劳累以及进行剧烈有

表 1 部分国家孕期运动指南建议的运动频率和持续时间

Table 1 Recommended Frequency and Duration of Exercise in

Pregnancy Exercise Guidelines in Some Countries

国家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日本

丹麦

挪威

西班牙

运动频率/（次··周-1）

2～3

√

√

3～4

√
√

每天

√

√
√

运动持续时间/min

15～30

√
√

≥30

√

√
√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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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运动，也不鼓励举重和长跑（Cooper et al.，2019），应避

免可能导致摔倒或创伤的活动和运动、仰卧姿势的运动、

高空和潜水以及运动竞赛等（Hinman et al.，2015）（图 1）。

6 孕期女性体育健康促进途径的升级优化

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全速推进过程中，如何将孕

期女性体育健康促进与医疗服务更好融合，发挥“1+1＞

2”的效果，体育界和医疗界已携手促进孕产妇健康的“体

医融合”。运动处方是“体医融合”的关键和结合点，讲究

运动的安全性、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谭嘉，2017），

因此，结合我国当前现状，提出孕产妇健康促进“体医融

合”的以下途径（图 2）。

1）鼓励科研机构和高校开展科研领域的“体医融合”

研究，实现科研层面的“体医融合”。因为没有科研领域

中的“体医融合”，就没有应用中的“体医融合”。目前，我

国应用的多为国外的研究结果，国内的相关领域研究成

果较少（王浩明，2019）。

2）设置融合医学和体育学等相关学科的国家孕产妇

健康促进管理中心，实现两者顶层管理机构的功能性

融合。

表2 孕期女性适宜强度的确定方法

Table 2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Suitable Intensity of Pregnant Women

方法名称

目标心率

自觉疲劳程度量表

“谈话测试”

确定方法的项目

BMI＜25 kg·m-2

BMI≥25 kg·m-2

最高分/分

适度强度范围/分

适度强度

年龄/岁

体质健康水平

目标心率范围/

（次·min-1）

年龄/岁

体质健康水平

目标心率范围/

（次·min-1）

20

12～14

运动中可保持谈话

＜20

—

140～155

20～29

—

102～124

10

3～4

20～29

低

129～144

30～39

—

101～120

活跃

135～150

良好

145～160

30～39

低

128～144

活跃

130～145

良好

140～156

图 1 孕期女性体育活动类型

Figure 1. Types of Sports Activities for Gravidas

图 2 孕期女性体育健康促进途径的升级优化

Figure 2. Promo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Sports Promoting Health of Pregnant 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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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校设置孕产妇健康管理专业，融合相关医学和

体育健康促进的专业课程，或进行相关医学专业和体育

专业的联合培养，实现人才培养层面长远、基础的融合。

4）国家或社会机构加大对医疗专业人才体育健康促

进知识的培训、体育学专业相关孕产妇医学知识的培训，

加快目前亟需人才培养的步伐，实现现阶段孕产妇健康

促进所需人才的融合。

5）妇幼保健院、各医院妇产科门诊医生和健身指导

协同诊疗，分别开出医疗和体育活动的处方，形成一份完

整的健康促进处方，实现孕产妇健康促进实施层面的融

合。医院设置医疗和健身的融合诊疗，让孕产妇更容易

接收到科学有效的健身信息，促进“体医融合”实施。

7 结论

7.1 当前研究的主要发现

尽管科学证据有了实质性进展，并不断发展促进孕

期体育活动的指导方针，但大多数孕期女性没有达到体

育活动指导方针的要求，对母婴健康造成不利影响，这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公共卫生问题。怀孕期间的适度运

动与母婴体重的控制有关，可降低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

高血压、先兆子痫的风险，与早产和分娩方式的负面影响

以及新生儿的风险无关。因此，政府、社会机构、民间团

体等可运用健康频道、网站、微信、微博、移动客户端以及

短视频等媒体方式，多渠道拓宽孕产妇体育健康促进的

宣传路径，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宣传时效，不断提升孕产

妇的体育活动参与率，提高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水平。

7.2 对未来研究的思考与建议

1）加强实证研究，科学的形成我国孕产妇运动处方

库。我国目前针对孕期女性的体育活动只有关于孕产期

健康促进的指导性政策。科研所、高校等科研机构要多

关注孕产妇群体，开展更多具体研究。我国需要开展更

广泛的实证研究，来检验不同的体育活动类型、强度、频

率和持续时间对母婴，特别是有肥胖危险因素的女性妊

娠期体重增加、妊娠期并发症、妊娠结局以及婴儿出生体

重、生长及儿童肥胖等方面的影响，以检查和了解孕期体

育活动的剂量反应效应，建立并逐步完善运动处方库。

2）针对孕期女性不同孕周期的特点，开展更精准的

研究。怀孕周期中每个时期胎儿生长发育速度不同，母

婴体重增长幅度不同。孕期女性心理状态不断变化，对

体育活动的生理和心理的接受度也在发生变化。因此，

对孕期女性的体育活动健康促进的研究，要针对不同时

期孕期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开展更精准的研究，形成

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运动处方。

3）创新更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及研究工具或技术。

针对孕期女性群体，创新更科学、可行的研究方法及研究

工具或技术，实现研究实施层面瓶颈的突破，如虚拟仿真

技术可以对虚拟孕产妇实施不同运动类型、强度、时间等

的各种体育活动模式的研究，可有效克服真实实验被试

者难以招募、实验过程风险高的困难，促进实验研究的

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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