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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血管钙化是多种心血管疾病的诱因，也是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常见病理表现。血管

钙化的形成是涉及众多细胞参与的复杂调控，平滑肌细胞由收缩表型向成骨表型转换、内皮细胞间充质化、干/祖细

胞的调控及向成骨细胞分化促进了血管钙化的发生和发展。运动可抑制平滑肌细胞向成骨表型转换、改善血管内皮

功能、介导多种微小 RNA的表达从而有效抑制血管钙化。有氧耐力、高强度间歇、拉伸等运动可增加血管顺应性、降

低脉搏波速度、稳定钙化斑块，产生预防和治疗血管钙化的良好效果。世界上很多医学及运动组织都倡议通过建立

运动处方来防治心血管疾病，而通过运动处方进行科学运动来预防和治疗血管钙化的实践尚未普及。研究通过综述

血管钙化的产生过程和运动对血管钙化的调控以及相关分子机制，凝练出预防和辅助治疗血管钙化的大众化运动方

案，旨在为通过运动的非医疗手段预防和治疗血管钙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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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21

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约有 4 100 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

病，而因糖尿病心血管并发症、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等

心血管疾病死亡的约有 1 790 万人，占非传染性疾病总

死亡人数的 44%。血管钙化是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

尿病等疾病常见的病理表现。临床研究发现，动脉钙化

的发病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70 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动脉钙化的发生率分别是 90% 和 67%（Liu et al.，2015）。

羟基磷灰石在血管壁中大量堆积是导致血管钙化发生的

主 要 原 因 。 有 证 据 显 示 ，血 管 平 滑 肌 细 胞（vascular

smooth muscle cell，VSMCs）、内皮细胞（endothelial cell，

ECs）、干/祖细胞等直接或间接参与调控了羟基磷灰石的

沉积，在血管钙化的发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周子皓 等，

2020）。

久坐以及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引发血管钙化及其他心

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规律运动在促进心血管健

康，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研究表

明，运动能有效调节血压、血糖及血脂指数，降低心血管

发病风险（Aengevaeren et al.，2020）。前期研究显示，运

动能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钙化（王帝之 等，2019）。

然而，血管钙化的发生与发展是由多种细胞广泛参与的

复杂过程。运动对血管钙化的调控及其潜在的分子机制

尚不清楚。因此，本文论述了血管钙化的形成，总结了运

动对血管钙化的调控作用及其分子机制，凝练出了预防

和辅助治疗血管钙化的运动方案。

1 血管钙化的发生

血管钙化是由多种因素诱导羟基磷灰石堆积于血管

壁的病理现象。根据钙化发生的部位可分为内膜钙化和

中膜钙化，前者主要发生于动脉粥样硬化，影响斑块的稳

定性（Durham et al.，2018）；后者多发生于慢性肾病和糖

尿病，引发动脉壁硬化，降低血管顺应性，促进血压升高

（Mizobuchi et al.，2009）。血管平滑肌细胞、内皮细胞以及

干/祖细胞等广泛参与了血管钙化发生发展的调控（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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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平滑肌细胞与血管钙化的形成

平滑肌细胞是构成血管中膜的主要细胞类型，作为非

终末细胞表现为收缩型、成骨型和合成型等不同表型。

在正常情况下 VSMCs 表现为收缩型，收缩产生压力来

维持正常的血压。在高糖、炎症刺激等异常情况下，

VSMCs 会从收缩型向成骨型转换，使收缩型特异蛋白平

滑肌 22α（smooth muscle 22α，SM22α）、α-平滑肌肌动蛋白

（α-smooth muscle actin，α-SMA）等表达下降，而骨形态发

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BMP）、runt 相关转录

因子 2（runt related transcription factor 2，Runx2）、骨钙素

（osteocalcin，OCN）等成骨型特异蛋白表达上升（Leopold，

2015）。有证据表明，VSMCs 的表型转换与血管钙化的发

生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氧化应激发生时线粒体释放大

量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把低密度脂蛋白

（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氧化为氧化低密度脂蛋白

（oxidized low density lipoprotein，ox-LDL）并堆积于血管

壁，诱发 VSMCs 由收缩型向成骨型转换，进而引发血管钙

化（Kattoor et al.，2017）。在动脉粥样硬化、糖尿病等疾病

中，炎症因子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 α，

TNF- α）以及 ROS 会促进 ox-LDL 的增加，使 VSMCs 的

Runx2、OCN、碱性磷酸酶（alkaline phosphatase，ALP）表达

显著上调（Boström et al.，2011），提示 VSMCs 的表型转换

是血管钙化发展中的关键步骤。

基质 Gla 蛋白（matrix Gla protein，MGP）是一种主要

由 VSMCs 分泌的维生素 K 依赖的蛋白，被认为是天然钙

化抑制因子。正常情况下，VSMCs 分泌的基质囊泡中包

含 MGP，能够抑制血管钙化（Barrett et al.，2018）。细胞研

究发现，在钙化诱导的 VSMCs 分泌的基质囊泡中 MGP 缺

乏，而钙化促进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 2（matrix metallopro‐

teinases 2，MMP2）活性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钙化诱导的

VSMCs 分泌的基质囊泡会诱发细胞内钙稳态失衡，从而

使血管发生钙化（Kapustin et al.，2011）。衰老也是血管

钙化的重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伴随血管的衰老，血管中

MGP 的表达下降，而骨形态发生蛋白 2（bone morphoge‐

netic protein 2，BMP-2）、骨保护素（osteoprotegerin，OPG）、

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等表达增加，这些 VSMCs

成骨型特异蛋白的表达增加又会进一步加重血管钙化

（Bjørklund et al.，2020）。

外泌体是一类由多种细胞分泌的可在细胞和组织间

发挥重要调控和信号转导作用的细胞外囊泡（extracellu‐

lar vesicles，EVs）。近期研究发现，VSMCs 可通过外泌体

调控血管钙化（Qin et al.，2021）。有报道称，钙化血管来

源的外泌体中 MGP 含量降低，羟基磷灰石含量升高（Ka‐

pustin et al.，2015），而将钙化血管中 VSMCs 来源的外泌

体和正常 VSMCs 共培养可以诱导正常 VSMCs 向成骨型

分化（Pan et al.，2020）。与此类似，将高糖培养的 ECs 来

源外泌体用于 VSMCs 的共培养，除引发线粒体功能障碍

外也会诱导 VSMCs 向成骨型转换（Li et al.，2019）。动脉

粥样硬化的研究也发现，在硬化斑块纤维帽的微钙化灶

内也存在钙化的外泌体（Kelly-Arnold et al.，2013）。此

外，有证据表明，外泌体中存在许多微小 RNA（microR‐

NA，miRNA）。在生理及病理情况下，miRNA 可通过上调

Runx2的表达和激活 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来调控 VSMCs

的表型转换从而调节血管钙化（Zhang et al.，2018）。

1.2 内皮细胞与血管钙化的形成

ECs 是构成血管壁内膜的单层细胞，参与调控血压、

血管再生，维持血管稳态。当内皮功能失调时会引发

氧化应激加强、炎症反应、血栓形成，刺激血管引发血管

钙化。类似于 VSMCs，ECs 也具有多向分化潜能。当

血管内钙化抑制因子和促进因子调控失衡时，ECs 会发生

内皮-间充质转化（endothelial-to-mesenchymal transition，

EndMT），失去内皮细胞特征并逐渐向间充质细胞和成纤

维细胞转变，导致黏附能力下降，而侵袭、迁移能力增强。

多种小鼠模型的研究证据表明，在血管钙化中存在内皮

功能障碍和 EndMT，提示 EndMT 参与了血管钙化的调控

（Zhang et al.，2021）。在 MGP 敲除的小鼠模型中发现，由

于 MGP 的缺乏降低了对钙化促进因子 BMP 的抑制，进而

使 BMP 活化增强并引发 EndMT 的发生，最终导致动脉粥

样硬化和血管钙化（Yao et al.，2015）。Boström 等（2016）

对高脂肪高胆固醇喂养的 ApoE-/-转基因小鼠的研究发

图1 血管钙化的发生

Figure 1. Occurrence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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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EndMT 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向血管钙化的转变。有

证据显示，TNF-α和白介素-1β（interleukin-1β，IL-1β）等炎

症因子可通过下调骨形态发生蛋白受体 2（bone morpho‐

genetic protein receptor 2，BMPR2）的表达来促进 EndMT

的发生，进而上调骨形态发生蛋白 9（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9，BMP-9）的表达进一步诱导血管钙化（Sanchez-

Duffhues et al.，2019）。

微囊泡是细胞和组织间物质转运及信息传递的重要

载体。ECs产生的微囊泡（endothelial microparticles，EMPs）

在血管钙化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调控作用，如运输 BMP-2

和 Ca2+，诱导血管钙化。研究发现，用 TNF-α刺激 ECs 会

导致 BMP-2 表达增加和 EMPs 的分泌增强，深入研究发现

这些 EMPs 中包含大量 BMP-2，通过 EMPs 转运到 VSMCs

调控其向成骨型分化和促进血管钙化（Buendia et al.，

2015）。血小板衍生生长因子（platelet derived growth fac‐

tor，PDGF）是贮存于血小板 α颗粒中的一种碱性蛋白质。

在炎症刺激下，ECs 会分泌包含大量 miRNA 的 EVs，靶向

血管周围细胞，通过上调 PDGF 的表达诱导 VSMCs 增殖、

迁移及向成骨型转换，促进血管炎症并加速血管钙化

（Ouyang et al.，2018）。将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血管来源的

ECs 与正常大鼠血管来源的 VSMCs 共培养，结果发现 6 天

后 VSMCs 中钙沉积及 ALP 活性显著升高，深入研究发现

高血压状态下 ECs 通过上调 MMP-2 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9

（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 9 ，MMP-9）促 进 了 血 管 钙 化

（Meng et al.，2018）。

1.3 干/祖细胞与血管钙化的形成

干细胞是具有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在体内的骨髓、

外周血、脑、血管壁等组织有适合干/祖细胞存在的特定环

境，这种特定环境被称为干/祖细胞“生态位”。在血管壁

中 ，平 滑 肌 祖 细 胞（smooth muscle progenitor cells，

SMPCs）、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

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HSCs）和间充质干

细胞（mesenchymal stem cells，MSCs）驻留或迁移至血管

内皮下区和血管外膜区，通过储存、释放和回收多种细胞

因子来调节血管壁内稳态（Yu et al.，2018）。有证据表

明，血管常驻的 SMPCs、EPCs、MSCs 以及循环的 HSCs 在

调节 VSMCs 表型转换、新内膜生成、血管内皮修复及再内

皮化、炎症反应、血管骨化和矿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Leszczynska et al.，2018）。研究发现，在血管壁中存在一

些细胞表达 Sca-1、c-kit、CD34、CD90 等干细胞的标志物

以及 CD73、CD45 等间充质干细胞的标志物，这些细胞具

有很高的向成骨细胞或破骨细胞分化的潜能，能促进动

脉粥样硬化中钙化斑块的发展（Yu et al.，2018）。内皮的

功能完整性对于防止血管钙化发展至关重要，EPCs 可促

进受损内皮再生，维持血管完整性，而 EPCs 数量的下降

可增加动脉粥样硬化（Leszczynska et al.，2018）。伴随血

管衰老，基质细胞会产生过量的 ROS，从而引发 HSCs 的

衰老和 EPCs 的分化障碍（Yu et al.，2018），诱发动脉粥样

硬化和血管钙化。MSCs 是一种具有很强可塑性的干细

胞，在不同条件下能分化为成骨细胞、软骨细胞和肌细胞

等多种细胞类型。在炎症和氧化应激导致血管损伤后，

转化生长因子 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 β1，TGF- β

1）、基 质 细 胞 衍 生 因 子 1（stromal cell derived factor-1，

SDF-1）、PDGF 等因子的激活可诱导骨髓来源 MSCs 迁移

到受损血管壁，上调血管中 OCN 的表达，促进成骨细胞生

成并诱导主动脉钙化（Wang et al.，2014）。将 MSCs 与

ECs 或软骨细胞共培养，可提高细胞 ALP 的活性，促进成

骨细胞和血管生成（Freeman et al.，2016）。此外，相较于

正常小鼠，动脉粥样硬化小鼠来源的 MSCs 显示出更高的

骨化能力（Leszczynska et al.，2016），提示异常的环境刺激

可促使 MSCs 发生骨化而引发血管钙化。

2 运动对血管钙化的调控

作为一种非药物手段，运动在防治慢性疾病、降低

死亡率、促进心血管健康、提高生活质量方面日益受到关

注。心血管的相关研究发现，血脂异常会引起动脉血管

内膜形成粥样斑块诱发血管损伤。运动可以提高血浆中

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水平，降低

LDL 和甘油三酯水平，减少脂质在血管内膜下层聚集，降

低动脉粥样硬化风险（王帝之 等，2019；Muscella et al.，

2020）。运动还能使病理状态下异常的血压、血糖、血脂

水平趋于正常，稳定血管功能状态（王潆 等，2021）。研

究发现，规律运动还能降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大小，缓

解血管的炎症反应（Yang et al.，2017），从而有效抑制斑

块钙化灶的形成，缓解血管钙化。运动还可以增加动脉

粥样硬化斑块中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含量以及斑块纤维

帽 厚 度 ，减 少 脂 质 并 增 强 斑 块 的 稳 定 性（Fiuza-Luces

et al.，2018）。

2.1 有氧耐力运动对血管钙化的调控

年龄是影响身体活动的重要因素，也是血管钙化的独

立危险因素。（62±4）岁时冠状动脉钙化的发生概率为

40%，而当年龄增加到（74±4）岁时，冠状动脉钙化的发生

概率上升到 74%（Storti et al.，2010）。对中老年（47～

82 岁）女性的研究还发现，校正年龄、身高、体脂率和平均

血压后，颈动脉僵硬度指数与 40%～70%心率储备（HRR）或

4～7代谢当量（METs）表示的中等至激烈强度耐力运动持续

时间呈显著负相关，而极小运动强度（65 岁以下＜4 METs，

65 岁以上＜3 METs）却没有此相关性（Sugawara et al.，

2006）。以耐力训练为主的老年健将运动员（60～80 岁）

相比同龄久坐者，最大摄氧量（V̇V̇ O2max）和全身骨矿物沉积

量显著升高。深入分析发现 V̇V̇ O2max 和冠状动脉钙化损伤

之间呈显著负相关，与血管钙化抑制剂胎球蛋白-A 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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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正相关（Wilund et al.，2008），提示长期运动可同时抑制

冠状动脉钙化并增加骨矿物含量。10 名健康老年久坐者

［（71±3）岁］以步行 25 min，75 min/周的方案开始运动，之

后每周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直至达到 75% 最大心

率（HRmax）的运动强度和 200 min/周的运动时间并维持运

动。结果发现，1 年的渐进性运动显著降低了老年人的体

表面积、BMI、平均血压、舒张压和血管外周阻力，提高了

每搏量和大血管弹性。但是，大血管弹性及全身动脉的

顺应性仍显著低于具有终身运动习惯①的同龄老年人

（Shibata et al.，2012），说明在年轻时期建立良好的运动习

惯对于抵抗老年时期的血管钙化，维持血管顺应性和良好

血管功能具有莫大的益处。

肥胖一般会伴随糖、脂代谢紊乱，易引发心脑血管疾

病。关于肥胖与冠状动脉钙化关系的大数据分析显示，

腰臀比、腰围身高比是冠状动脉钙化独立的危险因素

（Kramer et al.，2009）。杨梅等（2021）对肥胖大学生的研

究发现，以最大脂肪氧化强度（FATmax intensity）心率跑步

12 周（90 min/次，4 次/周），可显著降低肥胖大学生体质

量、体脂率和双侧臂踝脉搏波速度（brachial-ankle pulse

wave velocity，baPWV），提高双侧踝臂指数（ankle-brachial

index，ABI）。鉴于 baPWV 和 ABI 是评价外周动脉硬度和

动脉阻塞情况的重要指标，说明 12 周有氧运动不仅能显

著改善肥胖大学生的身体成分，也能缓解肥胖者的外周

动脉阻塞和硬化情况。长期高脂饮食可引发肥胖和动脉

粥样硬化。杨衍滔等（2015）将高脂喂养的大鼠同时进行

跑台干预，结果发现 14周跑台运动（30 min/d，6 d/周）后，以

中等强度（65% V̇V̇ O2max）和低强度（55% V̇V̇ O2max）运动的大

鼠，血脂代谢、血管氧化应激和动脉硬化得到改善，而大强

度（80% V̇V̇ O2max）运动却未产生改善动脉硬化的显著效果。

Goto 等（2003）对健康年轻男性的研究发现，以 50% V̇V̇ O2max

的强度进行 12 周有氧运动训练能提高内皮依赖的血管扩

张功能，但以 75% V̇V̇ O2max强度进行同样的运动却不能显著

提高血管扩张能力，反而使血管氧化应激显著升高。一项

超过 10 年的跟踪研究发现，男性进行＞3 000 Mets-min/周

的运动（相当于每周＞5 h 的剧烈运动）会使冠状动脉疾

病风险比低强度运动人群高 11%（Defina et al.，2019）。以

上研究说明中等强度运动对改善血管钙化有益，而过分

激烈的运动导致血管氧化应激水平升高会削弱运动降低

血管硬度的有益效应，对降低血管钙化并不会带来额外

的益处。

身体活动水平是影响运动与动脉粥样硬化的重要原

因。值得注意的是，有报道称在低水平的身体活动中，运

动与动脉粥样硬化呈负相关（Delaney et al.，2013）；在高

水平的身体活动中，运动与动脉粥样硬化呈正相关（Lad‐

du et al.，2017）。在专业运动员中冠状动脉钙化和动脉粥

样硬化斑块的患病率比一般人高，高强度运动员比非高

强度运动员高（Aengevaeren et al.，2020）。经历过高强

度、高运动量耐力训练的中老年运动员，冠状动脉钙化

指数和心肌纤维化的发生率比一般人高（Parry-williams

et al.，2021）。但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高水平耐力运

动员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概率比低水平运动员高，所以高

水平耐力运动易引发血管钙化的结果令人困惑。近期对

硬化斑块的形态学研究为解除这一困惑提供了线索。研

究发现，在耐力运动员动脉中最易导致心血管事件发生

并产生最差预后的混合斑块较少，而与最佳无事故生存

相关的钙化斑块较多（Aengevaeren et al.，2020）。更值得

注意的是，他汀类是治疗动脉硬化的常用药物，在降低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体积和心血管风险的同时，也会促进斑

块钙化。高水平耐力运动应该是如他汀类药物那样产生

了促进动脉粥样斑块钙化的效果，使斑块更加稳定而不

至于破裂产生心血管事件，是一种运动性的适应。太极拳

是以有氧运动为主的中国传统项目。Mori 等（2020）研究

发现，6 个月的太极拳运动（60 min/次，3 次/周）除能降低老

年人体质量、腰围外，还能使心踝血管指数（cardio-ankle

vascular index，CAVI）从基础状态的 8.44 显著降到 8.20，显

示出太极拳降低中心动脉硬度的良好效应。然而，当运

动频率从 3 次/周降到 2 次/周后，太极拳改善老年人体成

分的有益作用虽然存在，而降低血管硬度的显著效应却

消失了（Mori et al.，2020），提示运动频率是运动调节血管

硬度，改善血管顺应性的重要参数，需达到至少 3 次/周才

能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

2.2 力量训练对血管钙化的调控

脉搏波速度（pulse wave velocity，PWV）是反映血管钙

化的核心指标，主动脉、颈动脉 PWV 增加反映中心动脉

钙化增强，股、肱等四肢动脉 PWV 增加反映外周动脉钙

化增强。有研究对比分析了长期力量训练的运动员

［（26±4）岁，训练年限≥12 月，训练频率 3 d/周］和同龄久

坐者的心肺体适能、力量及血管参数，结果发现两组受试

者的V̇V̇ O2max没有显著差异，而运动员的握力、左心室质量、主

动 脉 抗 阻 、β 指 数 、股 踝 PWV（femoral-ankle PWV，faP‐

WV）、颈动脉和肱动脉脉压显著高于久坐者，全身动脉顺

应性却显著低于久坐者（Bertovic et al.，1999），说明力量

训练对增加肌肉力量和心室质量具有很好的效果，但对

提高心肺体适能和降低动脉钙化并未带来益处。与此研究

类似，经过激烈抗阻力量训练（训练年限＞2 年，训练频

率＞5 d/周）的健康男性相比健康同龄久坐者［（21±2）

岁］，动脉 β硬度指数显著升高，而顺应性显著降低，这一

变化还会增加脑血流的搏动，从而增加脑血管疾病风险

（Nakamura et al.，2018）。Miyachi 等（2004）研究也发现，

健康男性［（22±1）岁］以 80% 1RM 的强度进行全身大肌

①规律性运动超过 20 年，每周跑步（32±10）英里［约（51±16）km］

或同等水平的游泳、自行车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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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力量训练（12 次/组，3 组，45 min/次，3 次/周），结果 4 个

月的力量训练显著增加了所有大肌群的力量，却使颈动

脉的顺应性降低了 19%，血管硬度指数增加了 21%；停训

4 个月后血管顺应性及硬度又恢复到训练前水平。Cortez-

Cooper 等（2005）发现健康女性［（29±1）岁］进行 11 周递增

式的全身大肌肉群抗组力量训练后（1～4周 100% 10RM，10

次/组，3 组，4 次/周；5～8 周 100% 5RM，5 次/组，3 组，4 次/

周；9～11周 100% 5RM，5 次/组，6 组，4 次/周），肌肉力量、

瘦体质量、颈动脉强度指数（augmentation index，AIx）和颈

股 PWV（carotid-femoral PWV，cfPWV）显著升高，而 baP‐

WV 未发生显著变化，说明高强度抗阻力量训练也会增加

女性中心动脉钙化和脉搏波反射，而对外周动脉钙化未

产生显著影响。

Maeda 等（2006）研究了下肢力量训练与血管钙化的

关系，发现老年男性［（64±1）岁］以 60（°）/s 的速度进行 12

周双侧膝关节等速屈、伸运动后（100% 1RM，10次/组，3组，

2 次/周），下肢肌肉力量和血清一氧化氮（NO）水平显著

升高，而主动脉 PWV（aortic PWV，aPWV）未发生显著改

变，说明下肢的抗阻力量训练没有增加中心动脉钙化，这

与 Cortez-Cooper 等研究的抗阻运动增加中心动脉钙化的

结果出现分歧。上肢和下肢抗阻力量训练对血管钙化影

响的对比研究似乎为这一分歧提供了答案。以 70% 1RM

的负荷进行一次性上肢或下肢的抗阻运动（上肢为背阔肌

下拉和卧推，下肢为大腿的屈伸运动，8 次/组，4 组，2 次/

周），结果发现上肢抗阻运动后主动脉增强压（augmenta‐

tion pressure，AP）、AIx、75 次心率校正增强指数（augmen‐

tation index normalized to 75 bpm，AIx75）显著增加，而下

肢抗阻运动后主动脉反射波传输时间显著降低（Tai

et al.，2021），说明相比于上肢，下肢的抗阻运动对动脉硬

度、脉搏反射的不利影响更小。综合以上研究可见对于

缓解血管钙化和动脉硬化来说抗阻力量训练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运动形式，尤其是长期上肢以及全身的抗阻力量

训练还可能增加动脉钙化。

2.3 高强度间歇训练对血管钙化的调控

糖尿病是一种典型的代谢性疾病，血管钙化是其常见

的并发症。研究显示，2 型糖尿病患者进行 12 周高强度间

歇训练（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HIIT）后（85%～90%

HRmax运动 4 min，45%～50% HRmax运动 3 min，3 次/组，1 组，

3 次/周），血浆胆固醇、甘油三酯、LDL、血清中促进动脉

钙化的蛋白水平和血管壁厚度显著下降，而颈动脉内径

增加，表明 HIIT 能促进糖尿病患者的脂质代谢并改善血

管钙化（Ghardashi-afousi et al.，2020）。研究发现，12 周有

氧与抗阻结合的 HIIT 也可以对血管钙化产生良好的作用。

其中有氧运动方案为以 85%～90% HRmax 强度进行 10 组

1 min 的跑台、自行车或椭圆机运动，组间休息 1 min；抗阻

运动方案为全身大肌群 1 min 的最大抗阻重复，组间休息

1 min，使满分为 10 分的主观感觉疲劳量表（ratings of per‐

ceived exertion，RPE）测试中达到 5～7。结果发现，这种

组合型的 HIIT 使老年 2 型糖尿病患者［（62±8）岁］静息

心率、颈动脉 PWV、内膜中膜厚度（intima media thickness，

IMT）显著降低（Francois et al.，2018）。Chung 等（2017）比

较了总运动时间相同的HIIT和持续跑步运动对中年肥胖女

性（43～54 岁）体成分及动脉粥样硬化的影响。结果发现，

12 周 HIIT（83% V̇V̇ O2max，10 min/次，3 次/4 h，9 次/周）和持续

运动（83% V̇V̇ O2max，30 min/次，1 次/d，3 次/周）均能改善肥

胖者的体成分和血压，但没能使动脉粥样硬化指数产生

显著变化。值得关注的是，不进行任何运动干预的肥胖

对照组动脉粥样硬化指数在 12 周后显著升高（Chung

et al.，2017），提示运动强度和总运动时间相同的情况下，

无论是 HIIT 还是持续运动在调节脂质代谢、缓解代谢紊

乱引发的动脉粥样硬化和血管功能障碍方面均能发挥有

益效应。

健康久坐者（18～45 岁）进行 12 周 HIIT（85%～95%

HRR运动 4 min，75%～85% HRR运动 4 min，3组，3次/周），

结果发现 HIIT 后肱动脉血流介导的扩张（brachial artery

flow-mediated dilation，FMD）显著增加 1.8%，aPWV 降低了

0.4 m/s（Ramírez-Vélez et al.，2019），说明 HIIT 在提高外周

动脉的弹性和顺应性，降低中心动脉的钙化方面发挥了

有益效应。关于久坐老年人［（64±2）岁］的研究发现，8

周自行车的 HIIT 后（90% HRmax运动 4 min，70% HRmax运动

3 min，4 组，4 次/周），cfPWV 和颈总动脉的顺应性并未发

生显著变化（Kim et al.，2017）。干预时间及受试者年龄

的不同可能是研究结果出现分歧的潜在原因。年龄作为

动脉钙化的独立危险因素（Storti et al.，2010），随着年龄

的增加，血管产生钙化的概率及程度增加，HIIT 缓解血管

钙化的效应无法抵抗由年龄增加而导致的血管钙化的增

强，从而产生运动对血管钙化干预的阴性结果。水的浮

力及独特的流体力学特征使水中运动深受运动爱好者的

喜欢。Sosner 等（2019）比较了 2 周的陆上和水中（深及胸

部）自行车 HIIT（50% V̇V̇ O2max 热身 5 min，100% V̇V̇ O2max 运动

15 s，间歇 15 s，运动持续 10 min，2 组，组间休息 4 min，

50% V̇V̇ O2max 整理活动 5 min，4 次/周）对高血压患者血管功

能的影响。结果发现相比于陆上，水中 HIIT 显著降低了高

血压患者的心率、24 h 动态收缩压和舒张压以及 24 h

aPWV，提示在降低血管钙化和缓解动脉硬化方面，水中

运动不失为一种良好的选择。

2.4 拉伸训练对血管钙化的调控

绝经后的久坐肥胖女性［（57±1）岁，BMI＞30 kg/m2］

进行全身大肌群拉伸训练（最大关节运动角度拉伸 30 s，

放松 15 s，2 次/组，1 组，3 次/周），运动使满分为 20 分的

RPE＞18。结果发现，8 周的拉伸训练能显著降低肱动脉

收缩压、主动脉收缩压、平均动脉压、主动脉舒张压、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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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 AIx，但未能使心率、baPWV、aPWV 和 faPWV 发生显著

变化（Wong et al.，2014）。中老年久坐者（40～80 岁）进行

13周全身大肌群的拉伸训练（最大关节运动角度拉伸 20 s，

重复 3 次，30～45 min，3 次/周），结果发现拉伸运动后颈

动脉血压从（46±4）mmHg 显著降低到（40±3）mmHg，血

管顺应性显著增加了 23%，肱动脉收缩压，平均动脉压、

脉压、颈动脉舒张压虽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但有降低趋势

（Cortez-Cooper et al.，2008）。以上研究中由于受试者年

龄、拉伸时间的不同使拉伸训练对血管功能各参数的影

响不同，但总体上长期拉伸训练对降低血管钙化，提高顺

应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新近研究发现，一次性躯干

被动静态拉伸也能降低血管钙化，提高动脉顺应性。

Ikebe 等（2022）借助健身球对 12 名年轻健康男性（20～

23 岁）进行躯干被动拉伸。拉伸包含躯干前、后、侧 3 个

方位的 6 种动作姿势，每种姿势维持 30 s，相邻动作设 30 s

的放松（重复 5 次，30 min/次）。结果发现，30 min 的躯干

被动静态拉伸能使 cfPWV 显著降低，提示躯干的柔韧性

练习能降低中央动脉的钙化，提高其顺应性。

3 运动调控血管钙化的分子机制

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手段对心血管的有益作用已被

熟知，运动对血管钙化的影响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研究表明，运动可通过调控 VSMCs 的表型转换、提高血管

内皮功能、调控 miRNA 的表达来调节血管钙化发展，降低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图 2）。

3.1 运动通过调控VSMCs的表型转换改善血管钙化

VSMCs 由收缩表型向成骨型转换可引发血管钙化，

而运动可以通过恢复 VSMCs 的收缩表型来改善血管钙

化。Liu 等（2021）对运动与 VSMCs 功能相关的 35 篇文献

进行 Meta 分析发现，HIIT 和联合运动对 VSMCs 的功能具

有积极作用 ，而激烈的有氧运动和联合运动是促进

VSMCs 扩张反应的最佳方式，尤其是运动周期超过 12 周

能够显著增强血管的功能，并且对 40 岁以上患有高胆固

醇血症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血管功能影响更加显

著。相比于青年大鼠，老年大鼠的 VSMCs 增殖能力加强

并向合成表型转换，平滑肌肌球蛋白重链 1（smooth mus‐

cle myosin heavy chain 1，SM1）表达下降，而磷酸组蛋白

H3 和合成蛋白核糖体蛋白 S6（phospho-histone H3 and of

the synthetic protein ribosomal protein S6，rpS6）表达增加，

10 周跑台运动后大鼠冠状动脉收缩反应增强、VSMCs 增

殖能力及 rpS6 表达下降，而 SM1 表达升高（Muller-Delp

et al.，2018），提示长期运动可通过调控 VSMCs 的表型转

换逆转增龄性的冠状动脉收缩障碍。Chen 等（2015）研究

发现，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能有效逆转高血压患者 VSMCs

质膜上 L 型电压门控通道的构型，重塑血管平滑肌结构和

功能，产生了与治疗心血管药物类似的作用。8 周中等强

度跑台运动可以使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肠系膜小动脉

VSMCs 收缩型蛋白钙调蛋白（calponin）表达增加，而成骨

型蛋白 OPN 的表达则下降，深入研究发现，运动上调了血管

miRNA-145 的表达及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protein ki‐

nase B，Akt）的磷酸化水平（Liao et al.，2018）。Zhang 等

（2019）研究发现，磷酸化 Akt 表达的降低显著抑制了

VSMCs收缩型标志物 α-SMA的表达，增强了合成表型标志

物 OPN 的表达，而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信号通路与 Akt的调控作用相反，说

明有氧运动通过调控 Akt 和 MAPK 信号通路的平衡维持

自发性高血压大鼠肠系膜小动脉 VSMCs 的收缩表型。

3.2 运动通过调控内皮功能改善血管钙化

血管内皮位于血管壁最内层，对于感应血管微环境，

图2 运动调节血管钙化的分子机制

Figure 2. Molecular Mechanism of Exercise Regulating Vascular Cal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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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血管内稳态至关重要。内皮功能障碍与血管炎症、

血管收缩障碍以及血管钙化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NO

作为天然的血管扩张剂在调控血压、促进血管内皮修复、

重塑血管基质、减少血管炎症和血管钙化以及稳定钙化

斑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王秀芬 等，2016）。动物实验证

明，少至 7 天的运动就可以增强内皮依赖的血管扩张功

能，人体研究也发现运动促进内皮依赖性的血管扩张作

用不仅是运动肌群产生的局部现象，而且是大肌肉群被

激活后的系统反应，潜在原因是运动促进了 NO 的生物活

性（Maiorana et al.，2003）。去卵巢引发的雌激素不足会

导致血管钙化，而去卵巢大鼠进行 8 周自由转轮运动后，

主动脉钙含量、内皮一氧化氮合酶（endothelial nitric oxide

synthase，eNOS）和内皮素 1（endothelin-1，ET-1）的表达下

降（Park et al.，2008），提示运动通过调控 eNOS 改善了动

脉内皮功能，缓解了动脉钙化。衰老和高脂饮食会引发

血管内皮依赖性扩张受损导致动脉硬化，而整个生命周

期的有氧运动可以显著降低氧化应激和血管炎症，预防

增 龄 和 不 良 饮 食 导 致 的 血 管 功 能 障 碍（Gioscia-Ryan

et al.，2021）。肥胖引发的内皮功能紊乱也是产生心血管

疾病的重要原因。Lee 等（2020）研究发现，肥胖小鼠主动

脉内皮细胞中炎症相关因子 IL-1β和 caspase-1 的基因以

及蛋白表达上升，而 12 周的自由转轮运动抑制了 NLRP3

炎症小体的产生和 IL-1β、caspase-1 的表达，促进了 NO 的

生成并改善了氧化应激和炎症诱发的血管功能障碍。循

环 EPCs 由于可以归巢到缺血性损伤部位来修复受损血管

内皮已经成为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新靶点。运动可以改变

血管切应力，增强 eNOS 的活性，而 eNOS 活性增加能诱导

NO 分泌进而刺激骨髓释放 EPCs。人体研究发现，28 天

中等强度运动能减少稳定型冠心病患者 EPCs 的凋亡，促

进循环 EPCs 的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最大运动负荷测

试在增强患者血管扩张能力的同时促进了 VEGF 和 NO

的释放（De Biase et al.，2014），提示运动可能通过增强

NO 的释放来促进循环 EPCs 的水平。

3.3 运动通过miRNA改善血管钙化

miRNA 是 一 种 长 度 约 21～23 个 核 苷 酸 的 非 编 码

RNA，可以靶向调控多个蛋白在多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中发挥复杂的病理生理调节作用。血管中特异性 miRNA

水平的变化提示 miRNA 对血管结构和功能的重要调控作

用。在 2 型糖尿病合并冠状动脉和心肌功能障碍的小鼠

血管中 miRNA-126 表达下调，而小鼠经过 8 周的跑台运动

后血管中 miRNA-126 的表达增加，冠状动脉和心肌功能

障碍得到缓解，并且高强度运动组较中强度运动组表达

更高（Lew et al.，2020）。Naderi 等（2019）研究发现，6 周

自由转轮运动联合服用大蒜能促进糖尿病模型大鼠血清

HDL 显著升高，LDL 和甘油三酯水平显著降低，心肌中

miRNA-126 和 VEGF 表达上调以及心肌血管生成增加，提

示运动可能通过 miRNA-126 上调 VEGF 的表达来促进血

管生成。Paula 等（2020）研究发现，13 周的跑台运动增强

了股动脉血管功能，上调了 eNOS 的表达和 NO 的分泌，下

调了 miRNA-124a 和 miRNA-155 的表达水平，深入研究发

现运动通过 miRNA-124a 和 miRNA-155 介导 PI3K/Akt 信

号通路促进 NO 的分泌来提高血管扩张功能。肥胖会引

起血管炎症，表现为血管 TNF-α、血管细胞黏附分子（vas‐

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1，VCAM-1）等炎症因子的表

达增加，而 8 周跑台运动显著降低了小鼠胸主动脉 TNF-α

的表达，缓解了内皮损伤。深入研究发现，运动通过上调

血管 miRNA-126 的表达抑制 VCAM-1 的产生发挥了对血

管内皮的保护作用（白爽 等，2018）。肥胖引起的代谢紊

乱会更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和动脉粥样硬化。研究发

现，12 周游泳运动改善了 ApoE-/-肥胖小鼠的内皮功能和

胰岛素抵抗，降低了血管中膜厚度，深入研究发现运动通

过上调 miRNA-492 的表达达到修复内皮损伤和抑制动脉

粥样硬化发展的作用（Cai et al.，2018）。冠心病模型鼠的

血管 miRNA-20a 表达下降，而通过 15周的游泳训练，血管

miRNA-20a、eNOS 蛋白表达上调，深入研究发现，miRNA-

20a 通过靶向激活 PI3K/Akt 信号通路来促进内皮细胞增

殖和存活，改善内皮功能（Wang et al.，2017）。

4 运动预防和治疗血管钙化的实践

流行病学、临床和实验研究提供了确凿的证据证明

运动（体力活动）能够改善健康状况，降低心血管疾病的

发病率和死亡率。冠状动脉钙化和心肺体适能的降低

会增加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当校正冠状动脉钙化水平

后，运动每增加 1 MET，心血管事件发生风险就降低 11%

（Radford et al.，2018）。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对于 65 岁以

上老年人，平均每日步数和活动持续时间＞3 METs 都是

cfPWV 的显著预测因子，每天走≥6 600 步和/或每天以

3 MET 的强度运动超过 16 min 可以使 cfPWV 达到最小值，

而那些较低强度的习惯性活动虽不足以显著增强心肺

健康，但可通过调节动脉壁即时硬度、血管脂肪和钙含量

的长期变化对中心动脉顺应性产生有益影响（Ayabe et al.，

2015）。运动对心血管健康的有益作用已被熟知，但在我

国及全球其他国家进行规律性运动的人数比例依然不高。

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运动指南、美国运动医学会、欧洲

心脏病预防指南、意大利运动心脏病协会联合会等都建议

通过建立运动处方来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总体上推荐

健康人或心脏病人的运动处方包括每周进行＞150 min 的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 75～150 min 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每

周 3～5 次的运动频率；以小强度或极小强度开始逐渐增

加运动强度；每周达到 1 000～2 000 Kcal 的能量消耗；有

氧耐力训练中辅以每周 2 次中等强度的抗阻训练。然而，

在实践中以 V̇V̇ O2max、HRR、HRmax 百分比代表运动强度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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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差异（Hansen et al.，2017）。不同年龄、运动能力、健

康状况、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或慢性疾病等情况也增加

了开设运动处方及坚持运动方案的难度。不同运动类

型、频率、强度、计划持续时间等因素也使得运动处方存

在很大的异质性。

运动强度过低（65 岁以下＜4 METs，65 岁以上＜

3 METs）或过高（≥7.1 METs）、运动频率过低（＜3次/周）、持

续时间过短（＜10 min）等都将难以取得运动对血管功能

的 良 好 干 预 效 果（Mori et al.，2020；Sugawara et al.，

2006；Willis et al.，2021）。在运动类型上，有氧耐力运

动、HIIT 和拉伸的柔韧性训练是降低血管钙化，促进血管

顺应性的较佳选择（Ratajczak et al，2019），长期单纯的力

量训练对促进血管顺应性不佳，甚至会产生不良影响

（Miyachi et al.，2004）。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加尤其是到

50 岁以后，肌肉力量开始迅速下降会严重影响机体的整

体运动功能，所以在运动预防和治疗血管钙化中对运动者

进行一定的力量训练，缓解肌力因年龄增加而下降十分必

要。由于 HIIT 相比其他运动形式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久

坐和具有基础疾病者进行 HIIT 更需专业人士监督。因此，

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建议采用有氧耐力和拉伸训练为

主，力量训练为辅的运动形式，制定大众化运动方案来预防

和辅助治疗心血管疾病（表 1）。成年人采用中等-激烈的

运动强度，老年人采用中低-中高的运动强度。为了方便

实施，运动强度采用V̇V̇ O2max、HRR、HRmax百分比、RPE 分数、

谈话实验表现等多种表达形式。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无论

是成年人还是老年人以及是否有基础疾病都应该在准确

测量和精确评估个体健康状况及体适能的基础上建立个

性化的运动处方，满足个性化的健康需求和运动喜好。

表1 预防和辅助治疗血管钙化的大众化运动方案

Table 1 Public Exercise Program for Prevention and Adjuvant Treat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成年人

老年人

有氧

力量

柔韧

有氧

力量

5～7次/周

1～2次/周

1～2次/周

3～5次/周

5～7次/周

1～2次/周

1～2次/周

4～6 METs；

40%～70% V̇V̇ O2max；

40%～70% HRR；

55%～75%HRmax；

RPE（0～20）：12～13；

运动中能说话不能唱歌。

6～10 METs；

70%～85% V̇V̇ O2max；

70%～90% HRR；

75%～90%HRmax；

RPE（0～20）：14～16；

运动中不能说完整的句子。

久坐者以40%～50%

1RM为起始负荷；

初学者以60%～70%

1RM为起始负荷；

逐渐增加负荷到80% 1RM；

RPE（0～20）：12～13。

拉伸到轻微不适状态。

3～5 METs；

55%～70%HRmax；

30%～50% HRR；

40%～60% V̇V̇ O2max；

RPE（0～20）：11～13；

运动中能说话不能唱歌。

6～8 METs；

60%～80%HRmax；

60%～80% HRR；

50%～80% V̇V̇ O2max；

RPE（0～20）：12～16；

运动中不能说完整句子。

中等强度60%～70% 1RM；

久坐老年人40%～50% 1RM；

RPE（0～20）：11～13。

30～60 min/d；

单次≥10 min。

20～30 min/d；

单次≥10 min。

8～12次重复；2～4组；

8～10个大肌肉群训练。

单个动作拉伸10～30 s；

2～4次重复；间隔30 s。

30～60 min/d；

单次≥10 min。

10～20 min/d，

单次≥10 min。

10～15次重复；1～2组；

8～10个大肌肉群训练。

步行、快走、慢跑、慢速游泳、

自行车骑行、慢速健身舞、爬山、

羽毛球、乒乓球、太极拳等。

跑步、快速游泳、健身操、快速骑行、

跳绳、足球、篮球、越野滑雪、

滑冰等。

负重抗阻运动；克服弹性物体运动；

克服自身体质量运动。

静态拉伸；动态拉伸；弹震拉伸。

步行、游泳、水中行走、慢速游泳、

功率自行车、划船、爬山、健身舞、

太极拳、柔力球等。

快走、慢跑、动感单车、快速游泳、

快舞、韵律操、网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

负重抗阻运动；克服弹性物体运动；

克服自身体质量运动；爬楼梯。

人群类型 运动类型 运动频率 运动强度 运动时间 运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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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韧 4～6次/周 肌肉、关节拉紧或轻微不适。 单个动作拉伸30～60 s；

2～4次重复；间隔30～60 s。

静态拉伸；

动态拉伸。

续表1

人群类型 运动类型 运动频率 运动强度 运动时间 运动方式

注：注意事项：渐进性运动，身体素质差或没有运动基础的人起始负荷要低，运动时间要短，运动开始前 1～2月每过 1～2周延长运动时间 5～

10 min，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及时长达到目标负荷；运动前热身及运动后整理活动各5～10 min，可穿插柔韧性训练；老年人及刚开始进行负重训

练者应有专业人士的监督和指导；相邻两次力量训练的时间间隔达 48 h及以上；患有高血压者，力量训练中避免发力时憋气以免血压升高；体

弱或患有慢性疾病无法达到推荐的最小运动量者，也应尽力做可以耐受的体力活动，避免久坐状态；严重心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癌症等患

者应在医生准确评估可以运动后才能进行运动。该表的制订参考了 Hansen 等（2017）、Taylor 等（2021）、王正珍（2021）、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2019）等文献资料。

5 小结与展望

血管钙化的发展会诱发血管功能障碍，导致严重的心

血管疾病。血管钙化的形成过程是涉及众多细胞参与的

复杂调控，主要包括 VSMCs 由收缩表型向成骨表型转换、

ECs 发生内皮功能失调以及 EndMT、干/祖细胞向成骨细

胞分化的调节等。运动作为一种非药物干预手段在抑制

血管钙化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运动可通过调节平

滑肌的表型转换，减轻血管炎症，改善内皮细胞功能，介

导多种 miRNAs 的表达从而有效抑制血管钙化的病理性

发展。血管钙化是动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糖尿病等不同

慢病常见的病理表现。然而，目前已有文献中尚缺乏同

一实验中对不同疾病状态下血管钙化的对比研究。运动

干预中患者用药与否以及运动对不同疾病状态下血管钙

化调控的分子机制或许不同，以上疑惑尚需在未来研究

中进一步的阐明。此外，目前运动对血管钙化的相关研

究主要为动物实验，人体研究主要以 PWV 间接反映运动

对血管钙化的影响，血管钙化的直接研究较为匮乏。在

血管钙化的运动干预研究中，关于运动类型、运动量、运

动强度等指标的对比研究尚不丰富。因此，在未来研究

中需要更多地开展运动对人体血管钙化的直接研究，并

且在运动类型、运动时间、运动强度等方面进行细化，为

科学地制定个性化运动处方，广泛开展运动手段预防和

治疗慢性心血管疾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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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 Provided by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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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uanxin1，2 ，FANG Xuemo3

1.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2. National Sports Industry Research Bas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3.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Scienc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The introduction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in public sports venues is the current policy orientation and also the need for
practice. Compared with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economic benefits obtained by enterprises in operating venues have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ut whether the level of public services has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ixed research design. We selected a total of 4, 180 pieces of data from the 1, 044 large-scale sports
venues that enjoyed financial subsidi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the years from 2013 to 2018.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 was adopted to compare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s between venue operators, which included enterprises and institution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reveal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ublic services levels provided by different operator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enterprises had disadvantages in public services,
which still had a gap with public institutions. The factors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had negative effects on public service supply, such
as strong profit-driven; weak operability of public service standards; imperfect public service contracts; insufficient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support; inadequate financial subsidies and inadequate government supervision; and the evaluation system needed to be
improved. To improve the public service level provided by enterprises operating venu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are made:
Increasing support for enterprise operations and ensuring the relevant support policies are in place; selecting excellent venue
operation enterprises and standardizing their operating behaviors; clarifying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tandards of corporate venues
and improving the operability of the standards; optimizing the operators’ public service evaluation system and encouraging the
operato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supply; improving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corporate operation venues and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of contract performance.
Keywords: public sports venues; public services; enterprise operation; institutions sponsored by governm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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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ascular calcification is the cause of many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and it is the common pathological manifestation of
chronic diseases like atherosclerosis, hypertension and diabetes. The formation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is a complex regulation
involving many cells. The smooth muscle cells switch from contractile phenotype to osteogenic phenotype, the mesenchymalization
of endothelial cells, and the regulation and direc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to osteoblasts of stem/progenitor cells promote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Exercise can inhibit the transition of smooth muscle cells to osteogenic
phenotype, improve vascular endothelial function, and mediate the expression of multiple microRNAs, thereby inhibit vascular
calcification effectively. Aerobic exercise,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and stretching exercise can increase vascular compliance,
reduce pulse wave velocity and stabilize calcified plaque, which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Many medical and sports organizations advocate that the sports prescription should be used to prevent and treat
cardiovascular disease, but the practice is not widespread. This article reviewed the regulation of exercise on vascular calcification
and related molecular mechanisms, and suggested a public exercise program to prevent and treat vascular calcific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ascular calcification through the non-medical way of exercise.
Keywords: exercise; vascular calcification; smooth muscle cells; endothelial cells;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