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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高强度间歇训练和持续性
有氧运动对大学生生活质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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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大学生团体高强度间歇训练(ＨＩＩＴ)和持续性有氧运动与生活质量的关系ꎬ为指导大学生进行科

学合理的体育活动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通过网络招募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６１ 名大学生ꎬ随机分为团体健身课程组(Ｈ 组ꎬ
２２ 名)和单人有氧运动组(Ｍ 组ꎬ１９ 名)及对照组( Ｃ 组ꎬ２０ 名)ꎬ进行为期 １４ 周的运动干预实验ꎮ Ｈ 组受试者每周参加 ３
次 ３０ ｍｉｎ 的团体 ＨＩＩＴ 课程ꎬＭ 组受试者每周单独进行 ３ 次 ５０ ｍｉｎ 的持续性有氧运动ꎬＣ 组受试者不进行有规律的体育活

动ꎮ 实验前、后对受试者进行生活质量水平评估与对比ꎮ 结果　 实验后ꎬＨ 组、Ｍ 组受试者的生活质量水平提高( ｔ 值分别

为 １２.１２ꎬ６.４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其中 Ｈ 组受试者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提高( ｔ 值分别为 １１.３７ꎬ２.７４ꎬ５.４８ꎬＰ 值均<
０.０１)ꎬＭ 组受试者生理、心理和环境领域提高( ｔ 值分别为 ７.０５ꎬ７.１３ꎬ２.３５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且 Ｈ 组受试者在生理、心理和社

会关系领域高于 Ｍ 组( ｔ 值分别为 ３.４３ꎬ３.４６ꎬ２.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对照组实验前后生活质量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ꎮ 结

论　 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可以改善大学生生活质量水平ꎬ且团体 ＨＩＩＴ 比持续性有氧运动效果更显著ꎬ特别是在生

理、心理和社会关系领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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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的代表已成为社会发

展过程中重要的新生力量ꎬ但快速的生活节奏、激烈

的人才竞争、繁重的学习任务及情感纠葛等问题经常

给大学生造成强烈的困扰ꎬ主要表现为抑郁、焦虑、倦
怠、疲劳等心理问题ꎬ再加上身体活动频率偏低等不

良的生活方式带来身体功能下降等问题ꎬ导致身体和

精神疾病的出现ꎬ 从而降低了个体的生活质量水

平[１] ꎮ
生活质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ꎬ ＱＯＬ)是不同文化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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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体系中的个体对于他们的生活目标、期望、标准、状
态的体验ꎬ与身体活动水平呈正相关[２] ꎮ 研究表明ꎬ
有规律的体育锻炼是防治疾病、保持健康、改善生活

质量的首选方法[１ꎬ３] ꎮ 在传统观点中ꎬ独自进行长时

间中低强度的持续性有氧运动可获得理想的生活质

量效果ꎬ并且持续性有氧运动具有制约条件少、易于

实现等特点ꎻ而在实际情况中ꎬ许多人常因单独进行

持续性有氧运动的耗时长、过程乏味等缺点而难以坚

持ꎬ甚至导致运动习惯中断[４－５] ꎮ 因此ꎬ目前学界有许

多研究建议将高强度间歇训练( ＨＩＩＴ)作为持续性有

氧运动的替代方案[４－５] ꎮ ＨＩＩＴ 因短时间的激烈冲刺以

及中低强度的恢复交替训练ꎬ被认为是实现健康有益

的一种有效方法[５－６] ꎮ 与中等强度的持续性有氧运动

相比ꎬ大学生可能会觉得短时间的高强度运动更自

然、更有吸引力且更容易坚持[７－９] ꎮ 目前针对 ＨＩＩＴ 的

研究多为应用研究ꎬ主要集中在老年人、慢性患病等

人群[１０－１４] ꎮ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人群ꎬ探讨体育锻炼与

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ꎬ比较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

动对生活质量的影响ꎬ具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利用网络招募了 ７４ 名深圳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一年级大学生ꎬ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团体 ＨＩＩＴ
组(Ｈ 组)、持续性有氧运动组(Ｍ 组)和不进行规律体

育活动的对照组(Ｃ 组)ꎬ３ 组受试者同时参加为期 １４
周的对照实验ꎮ 实验前ꎬ所有受试者都自愿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ꎮ 实验中ꎬ先后有 ７ 名受试者由于各种原因

中途退出ꎬ６ 名受试者由于运动负荷不符实验规定不

纳入统计范围ꎬ最后共有 ６１ 名受试者符合实验标准并

完成研究方案ꎬ其中男生 ３１ 名ꎬ女生 ３０ 名ꎻＨ 组 ２２
名ꎬＭ 组 １９ 名ꎬＣ 组 ２０ 名ꎮ 本研究的所有受试者均身

体健康ꎬ没有规律体育锻炼的习惯ꎬ实验前 ３ 个月和整

个实验期间无服用影响测试指标的药物ꎮ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运动干预科学性分析　 相关研究表明ꎬ每周参

与 ２ ~ ３ 次>９０％最大心率或 １００％ ~ １３０％的最大摄氧

量强度的 ＨＩＩＴ 训练ꎬ持续超过 ７ 周ꎬ能较大程度地改

善参与者的健康状况[１５] ꎮ 目前用于改善青少年代谢

特征的方案主要有:３０ ｓ 短跑冲刺(９０％最大心率)ꎬ
３ ｍｉｎ间歇为 １ 组ꎬ重复 ４ 次[８] ꎻ３０ ｓ 短跑冲刺(１００％
最大心率)ꎬ３０ ｓ 间歇为 １ 组ꎬ重复 ４ ~ ６ 次[１６] ꎻ６０ ｓ 短

跑冲刺(１００％最大心率)ꎬ３ ｍｉｎ 间歇为 １ 组ꎬ重复 ６
次[１７] ꎻ６０ ｓ 短跑冲刺(１００％最大心率)ꎬ６０ ｓ 间歇为 １
组ꎬ重复 １０ 次[１８] ꎮ 研究表明ꎬ当运动强度接近或超过

最大无氧阈值时( > ９０％ 最大心率)ꎬ情感反应会下

降[１９－２１] ꎮ 考虑到接近最大心率冲刺强度的 ＨＩＩＴ 方案

可能会导致受试者较低的情感反应ꎬ故本研究选取

３０ ｓ短跑冲刺(９０％最大心率)ꎬ３ ｍｉｎ 间歇的 ＨＩＩＴ 方

案进行干预实验ꎮ
１.２.２　 干预方案 　 Ｈ 组:受试者每周进行 ３ 次(每次

定于 １８:００—２１:００)团体高强度间歇训练( ＨＩＩＴ)ꎬ以
动感单车形式开展ꎬ运动最大心率( ＨＲｍａｘ) 控制为

８０％ ~ ９０％ 和 ５５％ ~ ６５％ꎬ 交替进行ꎬ 运动时间为

３０ ｍｉｎꎮ 每次训练包括 ５ ｍｉｎ 热身、２０ ｍｉｎ 动感单车

以及 ５ ｍｉｎ 静态拉伸ꎮ 动感单车训练配合音乐节奏ꎬ
以 ３０ ｓ 的全力冲刺蹬骑和 ３ ｍｉｎ 慢速蹬骑(２０ ~ ３０ 转

速)组成一个组合ꎬ重复 ４ ~ ６ 次ꎮ 在训练开始阶段ꎬ阻
力为０.５ ｋｇꎬ冲刺蹬骑阶段要求受试者尽最大努力蹬

骑ꎬ指导者给予受试者指令和鼓励口号ꎬ训练全过程

都受到充分监督ꎮ 当受试者能完成 ２０ ｍｉｎ ０.５ ｋｇ 阻

力的间歇训练后ꎬ逐渐增加阻力ꎬ以心率不超过 ９５％
的最大心率为度ꎬ 负荷最高值不超过自身体重的

７.５％ꎮ
Ｍ 组:受试者每周至少单独进行 ３ 次(每次定于

１８:００—２１:００)５０ ｍｉｎ 以上的持续性有氧运动ꎬ每次

训练包括 ５ ｍｉｎ 热身、４０ ｍｉｎ 慢跑以及 ５ ｍｉｎ 静态拉

伸ꎮ 运动最大心率(ＨＲｍａｘ)控制为 ５０％ ~ ７５％ꎮ
Ｃ 组:不进行有规律的体育活动ꎬ除了作为交通工

具的步行或骑自行车ꎮ
１.２.３　 常规测量 　 运动干预的实施过程中选用 ＭＩＯ
心率表监控运动强度ꎬ记录并监控受试者在运动前、
中、后的适时心率ꎮ 实验前后对受试者进行生活质

量、日常锻炼类型和运动持续时间的测量ꎬ受试者分

别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５ 月 ６ 日、７ 月 １ 日进行了 ３
次 ＱＯＬ 以及锻炼日志调查ꎮ 本研究采用具有较好信

度和效度的«世界卫生组织生活质量评价量表简表

(ＷＨＯＱＯＬ—ＢＲＥＦ)»对大学生 ＱＯＬ 进行评价ꎬ该量

表覆盖了生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ꎬ ＨＰＹＳ)、心理(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ꎬ
ＰＳＹＣＨ)、社会关系(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ＳＯＣＩＬ)和环境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ＥＮＶＩＲ)４ 个维度以及 ２ 个总体自评条

目[１５] ꎮ 本研究在预调查中ꎬ量表的所有条目重测相关

系数为 ０. ６３ ~ ０. ９１ꎬ显示出较好的重测信度ꎻ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７５ꎬ各二级指标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 系数

均超过 ０.７ꎮ 量表各个条目采用 Ｌｉｋｅｎ 的 ５ 点计分方

式正向计分ꎬ条目分值越高ꎬ表示大学生生活质量越

好ꎮ 各个维度得分是通过累加下属的条目得分ꎬ每个

条目对得分的贡献相等ꎮ
１.３　 统计分析　 应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ꎬ所有数据用(ｘ±ｓ)表示ꎮ 数据遵循正态分布原则ꎬ
实验前后自身对照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组间数据的

比较采用方差分析ꎬ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实验前受试者的生活质量情况　 实验前各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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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者的 ＱＯＬ 主观感受、健康主观感受及生理、心理、社
会关系、环境 ４ 个领域得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Ｆ 值

分别为 ０. ６３ꎬ ０. ０３ꎬ ０. ３４ꎬ ０. １６ꎬ ０. ０５ꎬ ０. ８２ꎬ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２.２　 实验前后各组生活质量的变化　 如表 １ 所示ꎬ实
验后ꎬＨ 组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环境 ４ 个领域以及

ＱＯＬ 主观感受、健康主观感受、ＱＯＬ 总分与实验前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 ０. ０１)ꎮ Ｍ 组受试者生

理、心理、环境领域以及 ＱＯＬ 主观感受、健康主观感

受、ＱＯＬ 总分较实验前提高(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Ｃ 组在

实验前后各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０５)ꎮ

Ｈ 组受试者 ＱＯＬ 的 ４ 个领域、２ 个自我评价以及

ＱＯＬ 总分均高于对照组( ｔ 值分别为 ８.２４ꎬ９.２２ꎬ３.２３ꎬ
３.１３ꎬ１.６８ꎬ２.１３ꎬ７.０８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生理、心理、社会

关系领域以及 ＱＯＬ 总分高于 Ｍ 组( ｔ 值分别为 ３.４３ꎬ
３.４６ꎬ２.５２ꎬ３.５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Ｍ 组生理和心理领域

得分高于对照组 ( ｔ 值分别为 ４. ６４ꎬ ３. ９７ꎬ Ｐ 值均 <
０.０１)ꎮ
２.３　 各组实验前后生活质量得分差值　 实验前后ꎬ受
试者的 ＱＯＬ 总分 Ｈ 组提升幅度最大ꎬ其次为 Ｍ 组ꎮ
Ｈ 组中ꎬ生理领域提升幅度最大ꎬ其次为心理领域ꎻＭ
组中ꎬ生理领域提升幅度最大ꎮ

表 １　 不同组别学生实验前后生活质量得分比较(ｘ±ｓ)

组别 人数 实验前后 统计值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ＱＯＬ 主观感受 健康主观感受 ＱＯＬ 总分
Ｈ　 ２２ 实验前　 １２.６０±１.７３ １３.４２±１.７１ １４.００±２.２５ １４.０２±１.８５ ３.３２±０.７２ ３.４５±０.６７ ５４.００±４６.６９

实验后　 １６.４６±１.７３▲△ １６.３６±１.１７▲△ １５.７６±１.５７▲△ １５.１５±１.５６▲ ４.００±０.５４▲ ４.００±０.５４▲ ６３.７５±５.１２▲△

ｔ 值 １１.３７ １２.７４ ５.４８ ４.９８ ３.３８ ３.４６ １２.１６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Ｍ　 １９ 实验前　 １２.３３±１.１３ １３.４０±１.４８ １４.１８±２.１８ １３.７３±１.４５ ３.４７±０.７０ ３.５３±０.７７ ５３.６５±５.２６
实验后　 １４.６８±１.８７▲ １４.９５±１.３９▲ １４.２４±１.９９ １４.１０±１.３７ ３.７４±０.７３ ３.８４±０.６８ ５７.８８±５.３１

ｔ 值 ７.０５ ７.１３ ０.２５ ２.４５ ２.５４ ２.３６ ６.４４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０

Ｃ　 ２０ 实验前　 １２.１７±１.５０ １３.１３±１.５６ １３.７３±３.０９ １３.６５±２.１４ ３.５５±０.７６ ３.４５±０.７６ ５２.６９±６.８１
实验后　 １２.２９±１.１１ １３.１７±１.４８ １３.８７±２.８８ １３.７３±１.９９ ３.６０±０.６８ ３.５０±０.６８ ５３.０４±６.５２

ｔ 值 ０.７０ ０.１０ １.４５ １.１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３
Ｐ 值 ０.４９ ０.９９ ０.１６ ０.２７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１２

　 注:▲与 Ｃ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ꎻ△与 Ｍ 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２　 不同组别实验前后生活质量得分差值比较

组别 人数 ＱＯＬ 主观感受 健康主观感受 生理领域 心理领域 社会关系领域 环境领域 ＱＯＬ 总分
Ｈ ２２ ０.６８ ０.５５ ３.８６ ２.９４ １.７６ １.１３ ９.７５
Ｍ １９ ０.２７ ０.３１ ２.３５ １.５５ ０.０６ ０.３７ ４.２３
Ｃ ２０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８ ０.０５

３　 讨论

ＱＯＬ 是大学生生活经历的客观状态ꎬ是社会和学

校提供的学习、生活环境、文化、服务的总和ꎬ主要包

含生理、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等维度以及总体自评ꎮ
有研究显示ꎬ参加体育运动可显著增加大学生心理和

情绪的生活质量[２２] ꎮ
３.１　 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对大学生 ＱＯＬ 的

影响　 研究表明ꎬ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不仅有助于

提高人的生理功能ꎬ还能改善心境、调节情绪、预防和

治疗疾病ꎬ且每周增加 １ ｈ 体育锻炼时间ꎬＱＯＬ 的身体

维度会提高 ０.１７ ~ ０.３９ 分[１３] ꎮ 傅健等[２３] 研究结果发

现ꎬ长期参加锻炼的老年人 ＱＯＬ 总体水平较高ꎬ且长

期锻炼对老年人 ＱＯＬ 的改善仅来自于生理、心理或情

感方面的变化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１４ 周运动干预后ꎬＨ 组和 Ｍ 组

受试者的 ＱＯＬ 水平高于实验前ꎬ说明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

续性有氧运动对改善大学生 ＱＯＬ 有积极影响ꎮ 在 ４
个维度中ꎬ生理和心理领域提升幅度最大ꎬ其中团体

ＨＩＩＴ 组受试者的 ＱＯＬ 高于 Ｍ 组ꎬ特别体现在生理、心
理和社会关系领域ꎬ可见团体 ＨＩＩＴ 对改善大学 ＱＯＦ
具有更突出的效果ꎮ
３.２　 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对大学生生理状态

的影响　 生理维度是所有生命质量量表的共同维度ꎬ
体现的是生命体本身的生存、代谢及其过程中的各种

表现或规律[１４] ꎮ 有研究证明[２４] ꎬ高强度间歇训练与

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对青少年的有氧适应性、体脂百分

比、空腹血浆胰岛素、纤维蛋白原等生理指标有显著

的改善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Ｈ 组和 Ｍ 组受试者生理领域均

有提高ꎬＨ 组大学生生理状态改善程度高于 Ｍ 组ꎬ可
见 ＨＩＩＴ 对大学生生理状态的改善作用更大ꎮ 且在整

个干预实验期间ꎬＨ 组总锻炼时间为 １ ２６０ ｍｉｎꎬＭ 组

为 ２ １００ ｍｉｎꎬ可见团体 ＨＩＩＴ 对改善生理效应的高效

性ꎮ 可能是由于 Ｈ 组运动时间短ꎬ强度高的特点ꎬ使
得身体循环系统承受较大的负荷ꎬ而 Ｍ 组相对 Ｈ 组锻

炼的强度较低ꎬ对心肺功能刺激相对较少ꎬ所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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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ＩＴ 组在提高生理功能方面明显优于 Ｍ 组ꎮ
３.３　 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对大学生心理状态

的影响　 有研究表明ꎬＨＩＩＴ 在每次紧张而短促的高强

度训练之间的间歇有助于减少高强度运动带来的不

适ꎬ可能有助于引起运动者的积极情感反应[２５－２６] ꎮ
Ｅｋｋｅｋａｋｉｓ 等[２７] 研究发现ꎬＨＩＩＴ 组受试者比中等强度

有氧运动组受试者在运动中感受到更多的体育活动

乐趣ꎮ 关于 ＨＩＩＴ 运动享受的量化研究中ꎬ普遍认为

ＨＩＩＴ 是比持续性有氧运动(中等强度)方案更令人愉

快[２８] ꎮ 体育运动产生的积极情感效应是促进个体继

续参与锻炼的动力ꎬ有助于体育锻炼的坚持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试验后ꎬＨ 组心理领域高于 Ｍ

组ꎬ其中 Ｈ 组受试者的消极情绪降低ꎬ感觉生活有乐

趣的积极情绪提高ꎬＨ 组积极情绪的改善效果高于 Ｍ
组ꎮ 团体 ＨＩＩＴ 组比 Ｍ 组对大学生心理领域改善更为

明显ꎬ可能与团体 ＨＩＩＴ 运动方式有关ꎮ
３.４　 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对大学生社会关系

的影响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的物质和精神活动

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ꎬ即人与人之间的一

切关系ꎮ 由于许多令人愉快的个人活动都涉及到社

交活动ꎬ因此社会关系较多的人普遍对生活质量评价

更高ꎮ ＷＨＯ 将个人掌握社会关系的能力定义为个体

健康的一部分ꎬ较多研究认为社会关系以多种方式影

响着个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水平[２９] ꎮ 因此ꎬ社会关系也

是衡量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实验后 Ｈ 组受试者社会关系领

域水平高于实验前ꎬ其中个人关系和感情生活方面提

升的幅度最大ꎬ且试验后 Ｈ 组的社会关系水平高于 Ｍ
组和对照组ꎬＭ 组和对照组在实验前后没有显著性变

化ꎮ 可见团体 ＨＩＩＴ 相比有氧运动能更有效的改善大

学生社会关系ꎬ可能主要由于 ＨＩＩＴ 方案以团队的方式

进行有关ꎮ 团体体育锻炼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运动能

力ꎬ运动者在团队合作中进行锻炼ꎬ可提高自我效能

和社会关系能力ꎮ Ｒｕｉｚ￣Ａｒｉｚａ 等[３０]研究发现ꎬ团体 ＨＩ￣
ＩＴ 方案对学生幸福感和社会关系能力产生积极的影

响ꎬ对于身体活动不活跃的青少年改善效果尤其显

著ꎮ 持续性有氧运动是个体以单独锻炼的形式进行ꎬ
运动过程中缺乏游戏、娱乐、交流、合作的氛围ꎬ没有

直接形成人与人的关系ꎬ因此单独进行锻炼可能对个

体社会关系的影响较少ꎮ
３.５　 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对环境的影响　 环

境状况是测评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之一ꎬ也是提高生

活质量的空间物质载体和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ꎮ 本研究的环境领域主要包含社会安全保障、居住

环境、经济来源、医疗服务与社会保障的获取途径与

质量、获取新信息、知识、技能的机会等方面ꎮ 虽然生

活环境是客观存在的条件ꎬ但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

程度却是一种主观评价ꎮ 有研究认为ꎬ大学生外向、
自尊、乐观、勇敢等情感特征以及日常生活实践和总

体生活满意度均呈正相关[３１] ꎮ 在本研究中ꎬ１４ 周的

运动干预后ꎬＨ 组和 Ｍ 组的环境领域相比实验前略有

提高ꎬ说明团体 ＨＩＩＴ 和持续性有氧运动对大学生的环

境领域有一定的影响ꎬ其中团体 ＨＩＩＴ 运动对大学生环

境领域的改善作用更大ꎬ主要体现在社会安全和居住

环境的感受高于对照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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