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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书

受试者须知页

方案名称：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下射血分数保留心衰合并肌少症的老年患者进行居家

抗阻运动的前瞻性随机临床研究

主要研究者：中日友好医院保健三部

申办者：中日友好医院

课题来源：中央保健科研课题

尊敬的受试者：

您被邀请参加远程心电监测系统下射血分数保留心衰合并肌少症的老年患者进

行居家抗阻运动的前瞻性随机临床研究，该项研究由中日友好医院提供支持。请仔

细阅读本知情同意书并慎重做出是否参加本项研究的决定。参加这项研究完全是您

自主的选择。作为受试者，您必须在加入临床研究前给出您的书面同意书。当您的

研究医生或者研究人员和您讨论知情同意书的时候，您可以让他/她给您解释您看不

明白的地方。我们鼓励您在做出参与此项研究的决定之前，和您的家人及朋友进行

充分讨论。您有权拒绝参加本研究，也可随时退出研究，且不会受到处罚，也不会

失去您应有的权利。若您正在参加别的研究，请告知您的研究医生或者研究人员。

本研究的背景、目的、研究过程及其他重要信息如下：

一、 研究背景

心力衰竭合并肌少症的老年患者数量多、预后差，改善其心脏耐力、提高生活

质量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现有国内外研究发现，改善老年心衰患者的肌肉状

况有望提高其心脏耐力。传统运动康复主要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可增强心肺功能、

提高机体峰值耗氧量和骨骼肌氧化能力，但对肌肉体积和力量的改善作用很小；抗

组训练可显著增强肌肉力量和体积，国外研究发现适当的抗阻训练是对抗心衰患者

肌少症最有效方法；国内对于老年心衰合并肌少症患者运动康复主要仍以有氧运动

为主，尚缺乏抗阻训练循证研究。除运动干预外，营养处方亦是心衰患者心脏康复

中的重要一环，乳清蛋白含有丰富的支链氨基酸，能更好地被吸收和用于肌肉合成；

国内有研究显示对于衰弱老年人抗组运动基础上补充乳清蛋白能够改善肌肉功能，

建立在抗阻训练基础上的营养干预有望进一步改善肌肉状况不良的心衰患者的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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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我们的课题希望针对射血分数保留心衰合并肌少症的老年患者进行优化营养干

预，探讨补充乳清蛋白是否能进一步增加抗阻运动对心脏耐力的改善效果。此外，

老年心衰患者康复锻炼完成度及依从性较差，我们可以通过远程心电监测系统，有

效、安全地指导心衰患者居家心脏康复。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寻求改善射血分数保留心衰合并肌少症的老年患者心脏活动耐

力的新方法（增加抗阻运动、优化营养补充乳清蛋白），同时明确远程心电监测系

统在此类人群居家抗阻运动指导的效果及安全性。

三、研究过程

1. 多少人将参与这项研究？

大约 99 人将在本院参与本研究。

2. 研究步骤

如果您同意参加本研究，请您签署这份知情同意书。在整个研究期间计划采血

4次，每次 2-4ml，总量约为 8-16 ml。

（1）在您入选研究前，医生将详细询问、记录您的病史，查询您的化验检查结果，

并进行握力测定、双能 X线吸收法测四肢骨骼肌量、6米步行试验。

（2）确定您可以参加本研究后，在当天您将被抽取 2ml 血进行心衰标志物化验，并

完善①心肺运动试验②数字心脏步行试验③超声心动图④MLHF-Q 生活质量量表评

估 ⑤MNA-SF 营养状态量表评估，以对您基础的心脏活动耐力、肌肉情况、心衰情

况、生活质量、营养状态进行评估。

（3）您会被随机分到下述 3个组的其中 1组内：

①对照组：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常规心脏康复治疗（有氧运动+基础营养干预）

组；

②抗阻训练组：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常规心脏康复治疗（有氧运动+基础营养

干预）+抗阻训练组；

③抗阻训练+乳清蛋白组：常规抗心衰药物治疗+常规心脏康复治疗（有氧运动+

基础营养干预）+抗阻训练+乳清蛋白组。

心脏科医生会根据您的心衰情况开具适合的心衰治疗药物；专业营养师会为您

制定科学合理的营养处方（无论您是否服用乳清蛋白）；有氧运动方面，会有心脏

康复师根据您心肺运动试验及 6分钟步行试验结果，为您进行个体化制定运动强度；

如参加抗阻训练，需完成肌力测试，并由心脏康复师据此制订个体化抗阻运动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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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您将接受我们的随访：

1 营养师将每周电话随访 1 次，询问您对营养处方的的依从情况，每次时间

5-10min。

2 参与研究后的第 4周末、第 8周末，请您回到门诊进行随访并完善如下项目：

数字心脏步行试验、握力测定、小腿围测量、超声心动图、NT-proBNP/BNP

的测定、MLHF-Q 生活质量量表评估、MNA-SF 营养状态量表评估。

3 参与研究后的第 12 周末，请您回到门诊进行随访并完善如下项目：心肺运

动试验、数字心脏步行试验、握力测定、小腿围测量、双能 X线吸收法超声

心动图、NT-proBNP/BNP 的测定、MLHF-Q 生活质量量表评估、MNA-SF 营养

状态量表评估。

3. 这项研究会持续多久？

本项研究持续 12 周。

您可以在任何时间选择退出研究而不会失去您本应获得的任何利益。然而，如

果在研究途中您决定退出本研究，我们鼓励您先和您的医生商议。如果您出现严重

的不良事件，或者您的研究医生觉得继续参加研究不符合您的最佳利益，他/她会决

定让您退出研究。申办者或者监管机构也可能在研究期间终止研究。但您的退出不

会影响您的正常医疗待遇与权益不受影响。

如果您因为任何原因从研究中退出，您可能被询问有关您参加研究的情况。如

果医生认为需要，您也可能被要求进行实验室检查和体格检查。

4. 研究中收集的信息和生物标本

（1）研究中搜集的信息：年龄、性别、病史资料、生活质量及营养状态相关指标及

量表；所收集信息将被妥善存放在研究者资料库中，由专人负责保存，并将于本研

抗阻运动处方

运动方式：采取沙袋抗阻运动方式，第 1-4 周，每个动作重复 10次为一组，进行

1组。第 5-12 周，每个动作重复 10 次为一组，进行 2组 ，组间间歇为 1min。

运动强度：主要由肌力评定，使用 1-RM 负荷预试验，初始负重量应能舒适地重复

10 次且无不适，然后增加 5%-10%的负荷量，逐渐增加抗阻运动训练强度。第 1-4 周，

上肢从 40%1-RM 至 50%1-RM，下肢从 50% 1-RM 至 60% 1-RM，RPE<15。第 5-12 周：上肢

从 50%1-RM 至 60%1-RM，下肢从 60% 1-RM 至 70% 1-RM，RPE<15。

运动频率：每周 2次，每次训练之间休息至少 48 小时。

持续时间：第 1-4 周，每次运动推荐 1 组，总共 4 周。第 5-12 周，每个动作重复

10 次为一组，进行 2组，组间间歇为 1min，共 8周。

主要锻炼上下肢肌肉，具体动作：①坐姿腿屈伸（锻炼股四头肌），②坐姿胸前推

(锻炼胸大肌、前锯肌），③坐姿屈髋（锻炼股四头肌、腹直肌、髂腰肌），④坐姿飞

鸟（锻炼斜方肌、三角肌、肱三头肌），⑤坐姿直臂前平举（锻炼三角肌、肱二头肌），

⑥坐姿臂弯举（锻炼肱二头肌），⑦站姿腿后伸（锻炼臀大肌、胭绳肌），⑧站姿髋外

展（锻炼股外侧肌、臀中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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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结束 2年后销毁。

（2）生物标本：需采集患者全血，将进行脑钠肽、肝肾功能等检测，结果报告后，

将由检验科照常销毁。

四、风险与受益

1. 参加本研究的风险是什么？

参加本研究可能给您带来的风险如下。您应该和您的研究医生，或者您愿意，

与您平日照看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这些风险。

研究期间，您可能会发生一些、所有或者不发生这些不良事件，例如心肺运动

试验及 6分钟步行试验过程中感到不适甚至发生跌倒、抗阻训练时肌肉关节损伤、

乳清蛋白不耐受导致腹泻等。本研究中我们所问您的一些问题可能会让您感到不舒

服，你可以拒绝回答此类问题，同时，研究过程中您随时都可以休息。在研究中任

何时刻，您都可以退出本研究。

如果在研究期间您出现任何不适，或病情发生新的变化，或任何意外情况，不

管是否与研究有关，均应及时通知您的医生，他/她将对此作出判断并给与适当的医

疗处理。

2. 参加研究有什么受益？

直接受益：如果您同意参加本研究，您将免费得到专科医生的相关咨询和指导，

并有可能获得心脏耐力的改善。

潜在受益：我们希望从您参与的本研究中得到的信息在将来能够使您或与您病

情相同的病人获益。

五、备选的治疗方案

除了参与本研究，您可以接受您的医生提供的常规治疗：抗心衰药物治疗，以

有氧训练为主的心脏康复治疗。

请您和您的医生讨论一下这些及其他可能的选择。

六、研究结果的使用和个人信息的保密

在您和其他受试者的理解和协助下，通过本项目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在医学杂志

上发表，但是我们会按照法律的要求为您的研究记录保密。研究受试者的个人信息

将受到严格保密，除非应相关法律要求，您个人信息不会被泄露。必要时，政府管

理部门和医院伦理委员会及其它相关研究人员可以按规定查阅您的资料。

七、关于研究费用及相关补偿

1. 研究所用的药物/器械及相关检查费用

免费项目：免费提供乳清蛋白；数字心脏步行试验、握力测定、小腿围测量、

超声心动图、NT-proBNP/BNP测定、MLHF-Q生活质量量表评估、MNA-SF营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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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量表评估、远程心电监测均免费进行。

收费项目：心肺运动试验、双能 X线吸收法、抗阻康复训练需按照常规收费；

对于您同时合并的其他疾病所需的常规治疗和检查，不在免费的范围之内。

2. 参加研究的补偿

为参与本研究所花费的开支（如您的交通费和额外采血的营养费），您将得到

伍拾圆人民币的补偿。

3. 发生损伤后的补偿/赔偿

如果发生与该项研究相关的损伤，您可以获得由中日友好医院提供的免费治疗，

并按中国有关法律进行补偿/赔偿。

八、受试者的权利和相关注意事项

1. 您的权利

在参加研究的整个过程中，您都是自愿的。如果您决定不参加本研究，也不会

影响您应该得到的其他治疗。如果您决定参加，会要求您在这份书面知情同意书上

签字。您有权在试验的任何阶段随时退出试验而不会遭到歧视或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您相应医疗待遇与权益不受影响。

2. 注意事项

作为受试者，您需要提供有关自身病史和当前身体状况的真实情况；告诉研究

医生自己在本次研究期间所发现的任何不适；不得服用医生已告知的受限制药物、

食物等；告诉研究医生自己最近是否参与其他研究，或目前正参与其他研究。

九、获知信息的相关联系方式

如果在研究过程中有任何重要的新信息，可能影响您继续参加研究的意愿时，

您的医生将会及时通知您。如果您对自己的研究数据，或研究结束后您希望知道本

研究的发现。您可以在任何时间提出有关本项研究的任何问题，并得到相应的解答，

请通过电话 15210588948 与 周末 联系。

伦理委员会已经审查通过该研究，如果您有与自身权利/权益相关的任何问题，

或者您想反映参与本研究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不满和忧虑，或者想提供与本研究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请联系中日友好医院临床研究伦理委员会，联系电话：

010-84206250，电子邮件：zryyec@126.com。

受试者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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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同意声明：

我已被告知此项研究的目的、背景、过程、风险及获益等情况。我有足够的时

间和机会进行提问，问题的答复我很满意。

我也被告知，当我有问题、想反映困难、顾虑、对研究的建议，或想进一步获

得信息，或为研究提供帮助时，应当与谁联系。

我已经阅读这份知情同意书，并且同意参加本研究。

我知道我可以选择不参加此项研究，或在研究期间的任何时候无需任何理由退

出本研究。

我已知道如果我的状况更差了，或者我出现严重的不良事件，或者我的研究医

生觉得继续参加研究不符合我的最佳利益，他/她会决定让我退出研究。无需征得我

的同意，资助方或者监管机构也可能在研究期间终止研究。如果发生该情况，医生

将及时通知我，研究医生也会与我讨论我的其他选择。

我将得到这份知情同意书的副本，上面包含我和研究者的签名。

受试者签名： 日期：

（注：如果受试者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时，则需法定代理人签名和签署日期）

受试者联系方式：

法定代理人签字： 日期：

（注：如果受试者不能阅读该知情同意书时，则需一名独立见证人证明研究者已将知情同

意书的所有内容告知了受试者，独立见证人需签名和签署日期）

法定代理人联系方式：

独立见证人签字： 日期：

独立见证人联系方式：

研究者签名： 日期：

研究者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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