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和强直性脊柱炎
5项锻炼指南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Axial Spondyloarthritis 简称 
Axial SpA ) 是一种自体免疫
性、渐进式的慢性脊柱疾
病。如果未经检查及诊断，
这种病将会导致脊柱椎骨融
合并形成坚固结构，进而造
成患者失去灵活性。

这些情况包括难以左右移动、往前弯
曲，甚至也会出现更糟糕的情况，那就
是患者无法移动颈部。在中轴型脊柱关
节炎病例中，连接脊柱的肋骨关节也可
能会变硬或出现融合，在这种情况下，
呼吸会变得非常困难。

幸运的是，有一些治疗方法可以帮助患
者管理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但是，要很好地管理中轴型脊柱关节
炎，仅依靠药物是不够的。 患者还是必
须锻炼身体。患者越健康，越灵活，就
越能有效地治疗症状。

什么是 
中轴型脊柱 
关节炎?



在开始强直性脊柱炎相关的运动计划

之前，你应该首先咨询你的医疗保健

专家(类风湿病学专科医生或康复治

疗师)，以确保你可以安全开始新的

运动计划，尤其你如果符合以下任何

一种情况：

 · 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

 · 年龄超过65岁或患有中轴型脊柱
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超过10年

 · 正处于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强直
性脊柱炎发作阶段

 · 你怀孕了

 · 同时罹患其他疾病

 · 曾经进行过关节置换手术或脊柱
手术

 · 出现胸痛、心悸(心跳不规律）、
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症状、 
头晕或曾经失去意识

 · 正在服用治疗心脏或血压的药物

对于日常的运动，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道具或设备：

 · 一张瑜伽垫，地毯或垫子

 · 伸展带或毛巾

 · 凳子或任何低背椅

 · 如果需要，可以准备小枕头 
或瑜伽砖以支撑颈部

 · 一个健身球

注意事项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运动重要原则

适应现有的运动习惯并设定切合实际
的目标以避免伤害是非常重要的。 

姿势

呼吸

伸展

力量

心血管健康



6 英寸

患者每天应预留30分钟至1小时来进行伸展运动。

开始运动计划之前，

请慢慢地进行深腹呼吸。 

1. 将手放在腹部上。 
2. 吸气时，将腹部推出。
3. 呼气时，将腹部往内收。
4. 重复3次。

运动的动作应：

  保持轻柔

  保持缓慢及持久性

  伸展动作维持20秒

  重复2-3次

切记：

  谨慎小心

  了解自己的身体极限

  尊重疼痛的感觉

避免快速回弹。你可以增加重复次数，或者保持该动作更长的时间。
在这些练习过程中保持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良好姿势是保持力量、 
灵活性和功能性的重要关键。

揪出生活中不良习惯并进行调整，例如：
驼背或单侧倾斜躺靠，以及强调保持正确
脊柱姿势将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为了确保脊椎良好且笔直：

1. 将背部贴在墙上。
2. 脚离墙壁大约6英寸。
3. 确保肩膀和手臂紧靠在墙壁。
4. 将下巴和腹部往内收，并把头部摆正。

正确姿势

鼓腹

吸气 呼气

收腹

第一步骤 姿势

第二步骤 呼吸

第三步骤 伸展



伸展练习一 :  
上臂伸展
1. 仰卧在瑜伽垫上，双腿并拢。

2. 将手臂放在两侧，手肘完全伸出，
手掌朝下。 

3. 轻轻抬起手臂并往头部方向伸展，
直到手掌朝上。

伸展练习二： 
双膝到胸部弯曲 
1. 请平躺于瑜伽垫上。

2. 双腿成45度角弯曲，膝盖和双脚并拢。 

3. 握住膝盖后方，将双腿拉至胸部。

1. 请平躺于瑜伽垫上。

2. 弯曲一条腿并拉向胸部，与此同时，
另一条腿完全伸展。 

3. 保持该姿势再换脚。

提示：你可以使用伸展带或毛巾来帮助
你进行此练习。 与其用手，将伸展带或
毛巾放在膝盖后方，把膝盖拉至胸部。

对于难以进行双膝弯曲的人，可以尝试单膝弯曲。

注意：不要弯曲背部。



伸展练习四： 

绳肌伸展

直
线

1. 平躺并把两腿弯曲成45度角。 

2. 使用伸展带或毛巾将一只腿向上延伸，
使其尽可能笔直。

3. 另一只腿尽量保持笔直。 

4. 以左腿重复此步骤。

1. 仰卧在瑜伽垫上，双膝弯曲， 
双脚并拢平放在地面上。

2. 双膝轻轻倒向一侧。

3. 保持该姿势，然后返回初始位置。

4. 轻轻将双膝倒向另一侧。

5. 保持住，然后返回初始位置。

提示：如果你有健身球，可以尝试将其放在脚跟下，
然后缓慢地重复左右旋转。

伸展练习三： 

躺姿腹部扭转式



伸展练习六： 

猫和骆驼伸展

1. 以桌面式起，四肢着地。双臂撑在
肩膀正下方，膝盖位于臀部下方。 

2. 背部往天花板弓起并保持住。

3. 背部慢慢向下压，稍微抬头看前方。

4. 在头部不向后弯曲的情况下， 
保持此姿势。

伸展练习六： 

坐姿转体运动 
伸展练习七： 

坐姿臀部扭转式 

1. 在凳子上坐直，将双手放在头后部，
双肘打开。 

2. 慢慢地将上半身尽可能向右扭转。

3. 回到初始位置。

4. 往反方向扭转。

1. 挺直坐在椅子上。

2. 膝盖呈弯曲状态， 将右脚踝 
放在左膝上。 

3. 将一只手放在脚踝上以稳定腿部， 
另一只手将膝盖轻轻推向地面。

4. 保持伸展动作。

5. 在另一只腿重复动作。



力量练习二： 

骨盆倾斜与拱
桥式结合
1. 平躺，膝盖弯曲成45度角仰卧。 

2. 将双脚板平放在地板上，两脚分开与
臀部同宽，手臂于身体两侧伸直。

3. 当骨盆从地上抬起时，将脚后跟往地板
推，直到上半身和大腿形成一条直线。

直线

力量练习一： 

骨盆倾斜 
1. 仰卧并将膝盖弯曲成45度角。 

2. 收紧腹肌以使背部靠在瑜伽垫上。 

3. 稍微提高骨盆。

切记：

1. 不要过于强迫自己，循序渐进，

先从矫正动作开始慢慢提升至难

度较大的动作。

2. 保持正确姿势以确保肌肉激活。 

运动时需注意：

1. 慢慢进行练习，并以最适合你的速度进

行运动。

2. 在最终姿势保持5秒钟。

3. 重复2套练习10到15次。

这些练习应每周大约进行3次。

第四步骤 力量

注意：在整个练习过程中， 
请确保将腹部往内收



力量练习四： 

鸟狗式
1. 从桌面式开始。将手置于肩膀下方， 

膝盖位于臀部下方。

2. 将肩胛骨并拢。 

3. 抬高右臂和左腿，使肩膀
和臀部与地板平行。

4. 拉长脖子的后部，将下巴往胸
部方向收起，凝视地板。

5. 保持该姿势，然后将背部
恢复至初始姿势。

6. 在另一侧重复相同操作。

力量练习三： 

垂死之虫式
1. 仰卧。

2. 将双臂伸直举向天花板，双膝
抬至90度位置。做这个动作
的时候运用腹肌的力量。

3. 确保膝盖与臀部对齐。

4. 慢慢地将右手臂伸过头顶，  
与此同时，左腿伸直。

5. 保持该姿势。

6. 在另一侧重复此操作。

90°



力量练习六： 

前臂平板支撑动作

力量练习五： 

上脊柱力量 
1. 俯卧， 将手掌和前臂平放在地板上，与头部成直角。

2. 轻轻抬起头和肩膀，注意不要将手臂用作支撑，而是起稳定作用。 

1. 进入俯卧撑姿势。

2. 双手置于肩膀下方，前臂位于身体两侧。

3. 臀部肌肉收紧，腹部往内收，再将身体离开地面。

4. 将手掌和脚趾牢牢固定在地面上，背部挺直，收紧核心。

5. 在平板位置时，请确保身体处于一条直线。

6. 维持平板支撑姿势，然后回到初始位置。

7. 依据自身能力重复。

直线

注意：不要让背部或头部垂下。你也可以随着进度增加时间和重复次数。



如果无法做到，那么每星期应进行至少
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锻炼。

强度较大的活动包括：

 · 快步竞走
 · 慢跑
 · 跑步
 · 游泳
 · 网球单打
 · 有氧舞蹈
 · 较为粗重的园艺工作
 · 背包登山

持续一段时间保持良好的运动锻炼记录非常重要。

更加理解手册的练习

扫描QR码观看
中轴型脊柱关节炎锻炼视频

建议每星期至少进行150分钟 
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锻炼。

中等强度的运动包括：

 · 散步
 · 水中有氧运动
 · 网球双打
 · 社交舞蹈
 · 一般园艺

Recommendation for 

特別声明:

这视频仅是一则针对中轴型脊柱关节炎 
(Axial SpA)和强直性脊柱炎(AS)的日常
锻炼指南。

它不能代替您的康复治疗师或类风湿病学
专科医生为您提供的个人护理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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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骤 心血管健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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