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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在不同呼吸频率调节下呼吸对心率变异（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

的影响。方法 对 48例被试者用标准指导语控制 5次/min，10次/min，20次/ min均匀呼

吸调节指导，同步用动态 Holter记录心电和呼吸波型。结果 在 5次/ min，10次/ min，

20次/ min均匀呼吸调节下，HRV分别在 0.05～0.12Hz、0.15～0.20Hz、0.23～0.30Hz出

现呼吸峰。同时呼吸的周期变化和心率的 R-R间期变化完全同步。结论 均匀呼吸不仅影响
HRV的高频段，而且还会影响 HRV的低频段。呼吸频率与心率变异的频率完全一致。心率变

异的呼吸峰频率=呼吸频率（min）/心搏频率（min）。因此，均匀呼吸调节引起的 HRV变化

是否完全反映心血管自主神经平衡调节的变化，还需要更多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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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respiration to HRV under different respiratory 
frequency adjustment. Methods:  48 testes were tested by uniform respiration at 5/min, 10/min 
and 20/min, recording electrocardiogram (ECG) and respiratory wave. Results: respiration peaks 
were shown at 0.05-0.12Hz, 0.15-0.20Hz and 0.23-0.30Hz respectively. it is in complete 
synchronization between cyclical change of respiration and interval R-R. Conclusions: The 
uniform respiration frequency affects not only high-frequency HRV, but also low-frequency HRV. 
HRV respiration peak frequency = respiration frequency(min) / HR(min). therefore , to explore 
whether HRV changes brought by uniform respiration can reflect the changes of the balance 
regulation of cardiovascular autonomic nerve, more research is necessary. 
 
    呼吸是心率变异性（HRV）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现代医学已经证明呼吸既受中枢的调

节，也受自主神经的调节，不同的呼吸方式对人体生理功能会产生不同影响。[1]因此，在
人体的生命活动中，呼吸活动是被动的，不受主体控制的，称为非随意性呼吸。但又能主动

地部分控制，称为随意性呼吸。呼吸活动既能反映自主神经活动的特点，又能影响自主神经

活动的平衡。近年来的呼吸研究热点，如心率变异（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和呼吸性
窦性心律不齐（respiratory sinus arrhythmia，RSA），以及自主神经的平衡调节与中枢控制的
相互作用研究证明了上述观察[2]。国内学者和我们的研究都对呼吸调节影响自主神经平衡
做过探讨并取得相应的结果 [3][4][5][6] 。但是迄今为止，系统的呼吸方式调节（包括频率、
方式、通气量）对心率变异及自主神经调控作用的影响缺乏深入的研究，本研究是在以往的

基础上对这些内容作进一步的探讨。 

1  资料与方法 

1.1  受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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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4年～2008年共观察受试者 48例，男 20例，女 28例，年龄 37岁～50岁。
均排除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能熟练进行呼吸调节者。 
1.2  检测方法 

佩带 PI2000全息 3导动态心电 Holter（美国 PI公司生产）和呼吸换能器（国家航天医
学工程研究所生产），其中有二导心电，一导呼吸。在预先录制好的 CD 盘或录音带放音指
导下进行 5次/min、10次/ min、20次/ min的呼吸调节，每个单元 5 min，中间休息 10 min。
整个过程 60～75 min。在测试过程中，同步记录完整的动态心电数据，同步记录呼吸波形。
记录完毕后通过 USB 通讯接口，将数据回放至计算机，由相应软件作分析整理，剔除伪差
和异常波形，进行心率变异分析和其他分析，输出结果。 

2 结  果 

2．1：在呼吸调节条件下，呼吸频率与心跳周期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心率变异的调
息峰（呼吸峰）随呼吸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即呼吸频率变慢，呼吸峰左移，呼吸频率加快，

呼吸峰右移。可见不同呼吸频率调节状态下各频段的呼吸峰和规则的呼吸波，呼吸频率曲

线可以与心率变异曲线完全一致。呼吸频率与心率变异的频率也完全一致。计算后可得出

呼吸频率和心率变异呼吸峰的定量关系： 

心率变异的呼吸峰频率 = 呼吸频率（min）/心搏频率（min） 
2．2：在呼吸频率 5次/ min条件下，可以看到低频段在 0.05 HZ~0.1 2Hz之间有一个明

显的调呼吸峰和规则的呼吸波形，以及规则的 R-R周期变异的趋势图；见图 1 

 
2．3：在呼吸频率 10次/ min条件下，可以看到低频段在 0.10 HZ~ 0.15 Hz之间有一个

明显的呼吸峰和规则的呼吸波形，以及规则的 R-R周期变异的趋势图；见图 2 

 
2．4：在呼吸频率 20次/ min条件下，可以看到低频段在 0.25 HZ~ 0.30 Hz之间有一个

明显的呼吸峰和规则的呼吸波形，以及规则的 R-R周期变异的趋势图。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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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  论 

3．1：在呼吸调节条件下，呼吸频率与心跳周期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心率变异的呼吸
峰随呼吸频率的改变而改变，即呼吸频率变慢，呼吸峰左移，呼吸频率加快，呼吸峰右移，

也与以往的报道一致[3][4] [5] 。但以往研究认为，呼吸仅影响高频段（0.15 Hz～0.4 Hz） [4] 
[10]，而实际上随着呼吸频率的减低，呼吸峰明显影响了低频段（0.05~0.1Hz）。这说明 HRV
低频段的高功率，很可能与呼吸调节有关。近年来的研究已经证实，心率变异中的高频段代

表了迷走神经的兴奋，低频段代表了交感神经的兴奋或交感和迷走的共同作用。当高频和低

频比值增大时，表示迷走神经张力增高，但对低频段任然有不确定性[6] [7] [8]。我们认为这
是否与低频率的呼吸有关，或者说在均匀呼吸调节下，心率变异的高功率峰是否能完全反应

交感和迷走神经的平衡调节，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3．2：本实验证实了呼吸频率的调节可引起心率变异功率谱能量的改变，并且首次证

实了在呼吸调节条件，呼吸频率和心率变异的定量关系： 

心率变异（HRV）的呼吸峰频率 = 呼吸频率（min）/心跳频率（min）  
   呼吸是心率变异性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肺的周期性充气影响交感副交感神经的张力。
正常自主吸气时心率加快，而呼气时心率减慢，称为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它反映了呼吸、

循环两系统之间耦合的敏感性。通常认为吸气时交感神经兴奋占主导地位，而呼气时副交感

神经兴奋占主导地位 [11] 。但在实验结果中我们不仅看到呼吸性窦性心律不齐的现象，更
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 R-R变化的曲线和呼吸曲线几乎可以完全重叠，一个呼和吸的周期正好

与一个 R-R间期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变化周期一致。也就是说，呼吸频率和心率变化频率完全

一致。同时，R-R间期变化的幅度也基本与呼吸波幅度（呼吸通气量）变化一致，呼吸波幅

度大，R-R间期变化的幅度也大。呼吸波幅度小，R-R间期变化的幅度也小。即使在自主呼

吸而非调控呼吸条件下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心率变异的功率谱变化不仅与自主神经调

节有关，还可能与呼吸的胸腔压力变化引起压力感受器变化、体液化学变化引起化学感受器

变化有关。这说明参与呼吸的组织的复杂性，以及呼吸对各种刺激响应的复杂性，使得呼吸

对心率变异的影响十分复杂，几乎影响着它的每一个层次。我们认为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将会

对心率变异理论认识进一步提高，有可能对检测和评判自主神经平衡调节损害方法学的改进

得到新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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