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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与骨密度
经常参加体力活动和体育锻炼，
对于维持骨骼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了使骨骼尽可能强壮，降低在今后的
生活中发生骨折的风险，锻炼是在生活
方式方面公认最有效的措施。锻炼不
仅能增强或保持骨密度，而且能增加肌
肉的体积、力量和能力。锻炼必须是定
期的、持续的，才能产生显著的益处。

锻炼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是重要的。
在童年，锻炼有助于使正在发育的
骨骼尽可能强壮，从而有助于减弱
随着年龄增加而发生的骨质流失的
影响。在成年以后，锻炼也可以维
持骨骼健康，有助于预防或延缓进
入更年期以后的骨质流失，并有助
于改善老年人的平衡与协调能力，
从而减少跌倒的风险。在骨折以后，
锻炼也有助于加速康复。

对于锻炼与骨骼健康的研究表明：

• 如果儿童参加中等至高冲击强度
的负重锻炼，例如跳跃、三级跳
等，他们的骨密度会高于较少活
动的孩子。

• 对于成年人来说，循序渐进的阻力
训练与多样化的中等冲击强度负
重活动相结合，能够最有效地增加
骨密度，防止随着年龄增加而发生
的骨质流失。

• 据发现，年纪较大的人，如果在日
常生活中有较多体力活动，那么
发生髋部骨折的几率跟较少活动
的人相比要低38-45%。

• 如果不在骨头上施加压力，就可能
会导致骨密度下降。这可能发生
在长期卧床之后，或者发生于整
天坐轮椅的人，甚至可能会由于
太空失重而对宇航员带来影响。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我们的全国免费电话号码1800 242 141，
或者访问我们的网站：www.osteoporosis.org.au

终生进行锻炼

适当的锻炼项目

在一生中，通过运动增进骨骼健康的具体目标会有所变化：在童年和
青春期是为了形成最大的骨强度；在青壮年时期是为了增强肌肉和骨
骼的强度；老年人则是为了减少骨质流失。对于老年人来说，重点在于
防止肌肉衰老（肌肉萎缩），克服骨头脆弱及跌倒的风险，尤其是要克
服保持平衡、行走能力、移动能力方面的困难。

特定类型的锻炼项目，对于提高

锻炼及其效果

骨骼强度是很重要的。如果对骨
头施加一定数量的冲击或额外的
张力，就会使骨头更加牢固。所推
荐的有益于骨骼健康的锻炼项目
包括：

•

年龄

骨骼状况

锻炼效果

童年及青
春期

女孩和男孩的骨骼生长主要是 可以增加骨骼密度，增强骨骼
在青少年时期。在25岁至30岁 结构，尽量提高骨强度峰值，
之间，骨密度达到峰值。.
这有助于在成年期较长时间保
持骨骼强壮。.

负重的有氧运动（站着的运动），
例如快走、慢跑、爬楼梯。

•

循序渐进的阻力训练（逐渐增
加重量的举重）。

在30岁至40岁期间，骨密度开
始保持不变或非常缓慢地下
降，尽管在中年期仍有增加的
可能性。.

可以维持或增加（1-3%）骨密
度，改善心血管健康和全身健
康；阻力训练还能够增加肌肉的
重量、增强肌肉力量。

•

45岁以上的妇女，骨质流失开始
增加到每年1-2%。
进入更年期以后，骨质流失加速
到每年2-4%。

有助于减缓更年期后骨质流失
的速度，从而维持骨骼强度。
在更年期或过后，单靠锻炼很难
增加骨密度。但锻炼能够有效改
善肌肉功能（平衡能力）并减少
跌倒的风险。

•

可以维持或增加（1-2%）的骨
密度，增加肌肉重量，增强肌
肉力量，改善平衡和协调能力，
从而有助于预防跌倒、保持总
体健康。

建议经常进行负重锻炼（包括中

没有骨质疏松 在75岁以后，无论男女，骨质
症的老年人
流失都进一步增加，尤其是
在髋部。随着骨质流失增加，
骨折的风险也会增加。

有助于维持骨强度，增强肌
肉的力量，改善平衡和协调能
力，这样反过来又有助于防止
跌倒。

有些锻炼项目比其他项目更能促

有骨质疏松症
或骨折的老
年人

由物理治疗师和运动生理学
家推荐的锻炼项目，可以增进
总体健康，增强肌肉力量，改
善平衡能力和身体姿势，以防
止跌倒，减少今后发生骨折的
风险。

动过程中对骨头施加应力的具体

青壮年

绝经后妇女

男士

直到中年为止，骨密度趋向于
保持相对稳定；从45-55岁起，
每年减少约0.5-1.0%。睾丸激
素水平偏低或性腺功能减退都
可能引起男性的骨质流失。

骨头越来越薄、越来越脆弱。

中等至高强度冲击强度的负重
运动，例如跳跃、跳绳、跳舞、
篮球和网球。
平衡和行动能力锻炼。这些锻
炼虽然不能改善骨骼或肌肉的
力量，但可能有助于减少跌倒，
例如闭眼单腿站立、竞走等。

度到高强度冲击强度的锻炼）和
阻力训练。
进骨头生长。这种促进骨头生长
的能力（成骨能力）取决于在运
方式。

某些锻炼项目对骨骼健康的影响
成骨能力强

成骨能力中等

成骨能力弱

没有成骨能力*

篮球、网球

跑步、慢跑

悠闲漫步

游泳

冲击有氧运动

快步走、走山路

草地滚球

骑自行车

跳舞、体操

阻力训练

瑜伽、普拉提
（Pilates）、太极

网球

爬楼梯

跳绳
* 虽
 然某些特定的运动项目很少或者没有成骨能力，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运动在许多其他方面
对健康也没有益处。

通过锻炼身体获得最大
益处

为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推荐的锻炼项目
年龄组

锻炼项目的类型

健康的成年人

各种负重活动和循序渐进的阻力训练，每次至少30
分钟，每周3-5次。
避免长时间不活动。

更年期后的妇女和
中年人

多样化的锻炼计划，包括中等到高冲击强度的负重
运动和高密度的渐进阻力训练，至少每周3次。
提示：中年人做特定的“脊椎伸展”阻力训练，已经
证明能减少脊柱骨折。

锻炼的内容安排应该有所变化：
• 内容多样化，胜于同一项目反复做。

老年人和有骨质疏
松症风险者

鼓励参与多样化的、有人监督的锻炼计划。这些包
括负重活动、循序渐进的训练和具有挑战性的平
衡和功能活动，每周至少3次。

锻炼的持续时间要短，反复次数
要多：
• 经常做几次短暂的爆发式负重锻
炼，中间相隔几个小时，胜于一次
做长时间的锻炼。迅速举重比慢
慢举起更能够有效地改善肌肉功
能。短时间的快速运动，比如跳跃
或跳绳，比缓慢的运动更有效。

身体虚弱者和老
年人

建议将渐进式的阻力训练和平衡训练结合起来，
以减少跌倒和骨头脆弱的风险因素（可能包括肌肉
萎缩、平衡能力差、担心跌倒等）。

骨质疏松症患者*

将负重运动同有人监督的、循序渐进的培训以及具有
挑战性的平衡和移动锻炼结合起来，每周至少3次。
避免向前屈曲（弯腰提起物体、直着腿做仰卧起坐）
和扭曲脊椎，因为这可能会增加脊柱骨折的风险。

必须经常锻炼：
• 至少每周3次。
锻炼身体必须循序渐进：
• 举重的重量、运动的难度、跳跃
的高度等等，都必须逐渐增加或
调整，以便逐渐增加骨骼和肌肉
的负荷。

如果需要减少运动量，最好是缩短
每次锻炼的持续时间，而不是减少
每周锻炼的次数。

骨质疏松症患者，在 锻炼是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由物理治疗师进行
发生骨折以后
规划、监督。锻炼项目将视骨折的类型、患者的年龄以
及身体功能水平而定。
在髋部骨折以后，阻力训练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 只有以前没有发生过骨折或下肢关节炎的骨质疏松症患者，才建议他们做中等至高强度冲击强度的

活动。请征求医生和物理治疗师的意见。
	负重活动可能是中等冲击强度的（例如慢跑、登山）、中等至高冲击强度的（例如跳跃、跳绳、走阶
梯）和/或各种各样的涉及中等至高强度冲击强度的运动（例如篮球、网球）。
	阻力训练需要肌肉在举起重物时收缩，因而会对肌肉和骨骼施加压力。一旦骨头适应了这种额外的
压力，就会变得更强有力。最好能针对最容易造成骨质疏松性骨折的特定部位周围的肌肉群进行锻
炼——通常是髋关节和脊柱周围。加强腿部肌肉以改善平衡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注：虽然悠闲漫步对于全身健康和健身有好处，但我们不建议将其作为足以维护骨骼健康的一项策
略。游泳和骑自行车也被认为是低冲击力的运动，对骨骼健康并没有特别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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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跌倒
跌倒是骨折的常见原因。随着人们
年龄的增长，他们跌倒的可能性也
会增加。每年大约有33%的65岁以上
的人跌倒。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
即使是轻微的跌倒也可能会导致
骨折。在所有跌倒的个例当中，有一
半发生在家里或家周围。据估计，
高达6%的跌倒会导致骨折，大约
90%的髋部骨折是由于跌倒造成
的。因此，防止跌倒已成为骨骼健
康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避免跌倒的措施
措施

具体做法

锻炼

物理治疗师可以帮助制订预防跌倒的计划，并提出关于在社区推行的
计划的建议。
• 通
 过有人监督的阻力训练来加强肌肉（这样还可以增强信心，减少
跌倒的担忧）。
• 平衡练习，例如竞走、太极、单腿站立。

医疗复查


或者找足科医生确定合适的
• 医生可能会建议您去找验光师矫正视力，
鞋袜。
家庭环境

造成跌倒最常见的原因是：
• 肌肉力量差。
• 视物不好。
• 平衡能力有问题（由于肌肉无力、
低血压、内耳问题、药物、营养不
良等）。
• 家里有造成绊倒的危害因素。
营养

本出版物由澳大利亚政府拨款支持；然而，本文件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
未必代表澳大利亚政府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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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医生复查有可能导致平衡能力差或头晕的疾病或药物。

• 职业治疗师可能会进行家庭查访，

建议对家居环境做出重要的
改变（必要时可能会建议使用助行器械）。
• 使用“家庭检查清单”：
• 在阶梯和浴室（厕所、淋浴间、浴缸旁边）安装扶手。
• 在楼梯装上防滑条，在浴室铺防滑垫。
• 确保各房间有良好的照明。
• 确保地毯和垫子的边缘是平坦的，或者将其完全移除。
• 固定好电线，移去通道上松动的电线。
• 确保在厨房经常使用的东西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
• 维护好室外的通路。

• 改善营养有助于增强肌肉的力量。这包括充足的钙和维生素D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