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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氧训练对肥胖大学生体成分和有氧耐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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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探讨 ８ 周低氧训练对肥胖大学生体成分和有氧耐力相关指标的影响ꎬ为改善肥胖大学体成分以及有

氧耐力提供参考ꎮ 方法　 选取山东科技大学自愿参与研究的肥胖大学生 １８ 名ꎬ其中对照组和试验组各 ９ 名ꎬ对照组进行

每日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次ꎬ持续 ８ 周的功率自行车训练干预ꎬ运动强度为 ６５％ ~ ７５％最大摄氧量ꎬ试验组在低氧环境(氧浓度

为 １４.７％)下进行相同条件的干预ꎮ 结果 　 经 ８ 周训练干预后ꎬ试验组体重、体脂、肌肉质量分别为 ９６.６２ ｋｇꎬ５４.８１％ꎬ
２６ ８９％ꎬ较干预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ꎬ对照组变化不明显(Ｐ 值均>０.０５)ꎻ试验组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

含量分别为 ５.８０×１０８ 个 / Ｌ、１４７ ｇ / Ｌꎬ均高于干预前( ｔ 值分别为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对照组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含量较干预前

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实验组最大摄氧量水平和 ３ ０００ ｍ 跑成绩分别为 ５４.８３ ｍＬ / (ｋｇｍｉｎ－１ )ꎬ８５８.３３ ｓꎬ较
干预前均提高( ｔ 值分别为ꎬＰ 值均<０.０５)ꎬ而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相比于常氧环境下的训练

干预ꎬ每日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日ꎬ持续 ８ 周的 ６５％ ~ ７５％最大摄氧量强度的低氧训练干预更有利于降低肥胖大学生的体重、体
脂ꎬ增加肌肉质量ꎬ提高有氧耐力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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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学与健康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６.１１.０１２

　 　 目前ꎬ肥胖问题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困扰ꎮ ２０１４
年国家发布的体质报告显示ꎬ大学生肥胖问题有所减

少ꎬ但总体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ꎮ 此外ꎬ普查中发

现ꎬ在肥胖学生中ꎬ引体向上、耐力跑(１ ０００ ｍ 或 ８００
ｍ)测试依然是难以达标的项目[１] ꎮ

近些年ꎬ低氧干预在减重、影响认知、提高运动能

力等多方面已得到广泛应用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ꎬ
科学合理的低氧训练能够提高人体抗缺氧生理反应

和适应能力[２－３] ꎬ进而提高有氧运动能力[４] ꎮ 因此ꎬ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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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一种相对高效同时不需要较大运动强度的有氧耐

力训练方案对减轻肥胖大学生体重、体脂ꎬ增强有氧

耐力十分必要ꎮ 本研究以山东科技大学 １８ 名肥胖大

学生为研究对象ꎬ探究每日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次ꎬ持续 ８
周的低氧训练对肥胖大学生体成分和有氧耐力的影

响ꎬ为较短时间、较小强度低氧训练在提高减脂效率

以及有氧耐力中的应用提供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采用 ＷＨＯ 界定的肥胖标准[５] :体质量指

数( ＢＭＩ) 在 ３０ ０ ~ ３４ ９ ｋｇ / ｍ２ 为 １ 级肥胖ꎬ３５ ０ ~
３９ ９ ｋｇ / ｍ２ 为 ２ 级肥胖ꎬ≥４０ ０ ｋｇ / ｍ２ 为 ３ 级肥胖ꎬ
选择高校男性肥胖大学生 １８ 名ꎬ随机分为实验组(９
名)和对照组(９ 名)ꎮ 所有受试者均无心血管疾病、
肝病、肾病、糖尿病、外周血管及皮肤病等疾病ꎬ１ 年内

无重大伤病情况ꎬ所有训练和测试均在受试者健康状

况良好的情况下进行ꎮ 对照组和试验组年龄分别为

(１８ ０８±１ ７９)(１８ ２４±２ ２３)岁ꎬ身高分别为(１７９ ４７
±３ ８１) ( １７８ ３５ ± ４ ６７) ｃｍꎬ 体重分别为 ( １０３ １０ ±
８ ３３)(１０４ ８３ ± １０ ７８) ｋｇꎬＢＭＩ 值分别为 ３１ ５ꎬ３２ ９
ｋｇ / ｍ２ꎻ以上指标两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 ０５)ꎮ
１.２　 方法　 所有受试者进行为期 ８ 周的功率自行车

训练ꎬ运动强度控制在 ６５％ ~ ７５％最大摄氧量( ｍａｘｉ￣
ｍａｌ ｏｘｙｇｅ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ꎬ ＶＯ２ｍａｘ )ꎬ 训练频率为 ６０
ｍｉｎ / ｄꎬ每周 ５ ｄꎬ训练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 １８:３０—
１９:３０ꎮ 试验组训练环境为低氧环境ꎬ使用 Ｌｏｗ Ｏｘｙ￣
ｇｅ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德国)低氧系统控制氧浓度为 １４.７％ꎻ对
照组训练环境为常氧ꎮ 饮食、住宿及业余活动两组受

试者保持一致ꎮ
１.３　 测试仪器与指标

１.３.１　 体成分测定　 采用双能 Ｘ－线吸收仪( ｄｕａｌ ｅｎ￣
ｅｒｇｙ ｒａｙ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ｍｅｔｒｙꎬ ＤＸＡꎬ Ｐｒｏｄｉｇｙꎬ ＧＥ Ｌｕｎａｒ
Ｃｏｒｐꎬ Ｍａｄｉｓｏｎꎬ ＷＩ ＵＳＡ)在干预前和干预后 １ ｄ 分别

对空腹状态下受试者的体成分进行测定ꎬ并计算体脂

率(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ｒａｔｅꎬ ＢＦＲ)和肌肉质量百分比(ｂｏｄｙ ｍｕｓ￣
ｃｌｅ ｒａｔｅꎬ ＢＭＲ)ꎮ
１.３.２　 红细胞、血红蛋白和红细胞比容　 干预前、后 １
周分别对受试者进行采样检测ꎮ 测试前所有受试者

在清晨禁食 １２ ｈ 后从肘静脉抽取静脉血 ２ ｍＬꎬ其中 １
ｍＬ 放入 ＥＤＴＡ－Ｋ２ 抗凝ꎬ采用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ＢＣ－３０００ 全自动血液细胞分析

仪检测红细胞数( ｒｅｄ ｂｌｏｏｄ ｃｅｌｌ ｃｏｕｎｔꎬ ＲＢＣ)、血红蛋

白浓度( ｈａｅｍｏｇｌｏｂｉｎꎬ Ｈｂ)和红细胞比容( ｈｅｍａｔｏｃｒｉｔꎬ

Ｈｃｔ)ꎮ
１.３.３ 　 ＶＯ２ｍａｘ　 采用 Ｋ４ｂ２ 心肺功能测试仪(意大

利)测试所有受试者 ＶＯ２ｍａｘ 水平ꎬ 测试方案采用

Ｂｒｕｃｅ 方案ꎮ
１.４　 统计分析　 数据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软件分析ꎬ采用

均数±标准差(ｘ±ｓ)表示ꎬ对同组受试者干预前、后各

指标水平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Ｐ<０.０５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环境下有氧运动对肥胖大学生身体成分的

影响　 经 ８ 周训练方案干预后ꎬ实验组肥胖大学生体

重水平、体脂率出现了下降的趋势ꎬ而 ＢＭＲ 指标较干

预前升高ꎬ前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而
对照组仅体重水平较干预前降低明显(Ｐ<０.０５)ꎬＢＦＲ
与 ＢＭＲ 较干预前变化不明显(Ｐ 值均>０.０５)ꎮ 此外ꎬ
干预前对照组与实验组在体重水平、ＢＦＲ 和 ＢＭＲ 指

标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而干预后实验组体重明显低

于对照组(Ｐ<０.０５)ꎬＢＦＲ 和 ＢＭＲ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值均>０.０５)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对照组与实验组肥胖大学生干预前后体成分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ＢＦＲ / ％ ＢＭＲ / ％ 体重 / ｋｇ
对照组 干预前 ９ ２９.７４±１.７８ ５３.０４±５.７３ １０３.１０±８.３３

干预后 ９ ２６.８１±１.６４ ５４.２２±６.４８ ９８.９４±８.８７
ｔ 值 １.０１５ ０.６９２ ２.４１２
Ｐ 值 ０.１６２ ０.１０５ ０.０４２

实验组 干预前 ９ ３０.４２±１.７９ ５２.６８±５.３０ １０４.８３±１２.７８
干预后 ９ ２６.８９±２.３０ ５４.８１±７.０２ ９２.６２±１０.１９∗

ｔ 值 ２.８６５ ２.７６３ ４.５１０
Ｐ 值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２

　 注:∗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２.２　 不同环境下有氧运动对肥胖大学生有氧能力的

影响　 由表 ２ 结果可见ꎬ经 ８ 周训练方案干预后ꎬ对照

组 ＲＢＣꎬＨｂꎬＨｃｔ 指标水平与干预前差异均无统计学

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ꎻ试验组 ＲＢＣꎬＨｂ 水平均高于干

预前(Ｐ 值均<０.０５)ꎬＨｃｔ 水平干预前后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 ０.０５)ꎮ 此外ꎬ干预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除

Ｈｂ 指标外ꎬＲＢＣ 和 Ｈｃｔ 指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由表 ３ 可见ꎬ经 ８ 周训练方案干预后ꎬ对照组

ＶＯ２ｍａｘ 水平和３ ０００ ｍ 跑成绩较干预前差异均无统

计学意义 ( Ｐ 值均 > ０. ０５)ꎻ试验组 ＶＯ２ｍａｘ 水平和

３ ０００ ｍ跑成绩较干预前均提高(Ｐ 值均< ０.０５)ꎮ 另

外ꎬ干预前ꎬ实验组与对照组 ＶＯ２ｍａｘ 水平和 ３ ０００ ｍ
跑成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ꎬ而干预后实验组成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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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高于对照组(Ｐ 值均<０.０５)ꎮ

表 ２　 对照组与实验组干预前后肥胖大学生

红细胞血红蛋白红细胞容积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ＲＢＣ

/ (１０１２Ｌ－１)

Ｈｂ

/ (ｇＬ－１)

Ｈｃｔ

/ (ｇＬ－１)
对照组 干预前 ９ ４.８３±０.２８ １４２.４５±７.１５ ４５.４０±３.２０

干预后 ９ ４.８０±０.２４ １４０.８６±８.０３ ４５.２３±６.８３
ｔ 值 ０.２０４ ０.８１５ ０.７３２
Ｐ 值 ０.３５７ ０.７２４ ０.６１５

实验组 干预前 ９ ４.７０±０.４９ １３９.８７±８.０６ ４６.７１±２.８２
干预后 ９ ５.０８±０.３０ １４７.００±１０.６∗ ４８.２１±７.６３

ｔ 值 ２.７１８ ２.７６４ ０.９１４
Ｐ 值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７ ０.２２３

　 注:∗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表 ３　 对照组与实验组肥胖大学生干预前后

最大摄氧量和 ３ ０００ ｍ 跑测试成绩变化比较(ｘ±ｓ)

组别　 干预前后 人数 统计值
ＶＯ２ｍａｘ

/ (ｍＬｋｇ－１ｍｉｎ－１)
３ ０００ ｍ 跑 / ｓ

对照组 干预前 ９ ５１.３６±３.３７ ８７２.２０±２８.７４
干预后 ９ ５２.０４±９.４１ ８６４.３３±３２.４６

ｔ 值 ０.８１６ １.４１５
Ｐ 值 ０.０６５ ０.０５８

实验组 干预前 ９ ５１.１４±７.１０ ８７５.４７±２７.４３
干预后 ９ ５４.８３±６.５０∗ ８５８.３３±２５.１３∗

ｔ 值 ２.３６５ ３.８１２
Ｐ 值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６

　 注:∗干预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ꎬＰ<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８ 周不同环境的有氧锻练均可

降低肥胖大学生的体重、体脂以及提高肌肉质量ꎮ 在

低氧环境下ꎬ肥胖大学生减重、减脂以及提高肌肉质

量的幅度要明显好于常氧环境下ꎮ
有研究者认为ꎬ海拔高度引起的氧密度变化可能

是引起体重变化的重要因素ꎬ随着氧密度的降低ꎬ人
体的其他成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ꎬ如肌肉含量、脂肪、
基础代谢率等[６] ꎮ 王茹等[７－８] 研究认为ꎬ为期 ４ 周的

低氧训练在对肥胖青少年减轻体重以及控制肥胖上

效果要明显优于常氧环境ꎬ而在降低体脂率、增加肌

肉力量方面也有较好的效果ꎮ 也有部分学者指出低

氧在降低不同人群体重上存在较大差异ꎮ Ｗｉｅｓｎｅｒ
等[９]在对体重正常者进行 ４ 周的低氧锻炼研究中发

现ꎬ和常氧环境下锻炼相比ꎬ低氧训练在降低体重上

效果并不明显ꎬ但在降低肥胖者体脂率上效果明显ꎮ
该研究可能间接地说明低氧训练在燃烧脂肪的同时ꎬ
也增加了肌肉含量ꎬ从而保持了体重的稳定ꎮ 此外ꎬ
由于低氧锻炼使氧气转运系统更有效ꎬ可提高肌肉质

量ꎬ增加肌肉力量ꎮ 综上所述ꎬ低氧训练可以较好地

降低肥胖患者体重ꎬ但在引起体重、体成分降低的原

因上尚未有统一的说法ꎮ

低氧训练利用人工模拟高原低氧环境能够对人

体产生特殊生物学效应ꎬ同时配合运动本身增加身体

的缺氧程度ꎬ从而调动人体功能的潜力ꎬ产生抗缺氧

生理反应和适应ꎬ进而提高人体有氧耐力水平[１０] ꎮ 有

研究认为ꎬ高原训练及各种模式的低氧训练提高身体

有氧运动能力主要是通过增加血液运氧能力、增强心

肺功能以及改善骨骼肌中相关氧化酶活性等方面实

现的[１１] ꎮ
Ｊａｃｏｂ 等[１２]对长跑运动员 ３ 周高住低练训练前、

后有氧耐力相关指标进行测试后发现ꎬ干预后运动员

外周血 ＲＢＣ、Ｈｂ 增多ꎬ且运动员有氧运动能力得到改

善ꎮ 郑建国[１３]通过对中长自行车运动员进行为期 ４
周的低氧训练后发现ꎬ运动员 Ｈｂ 浓度升高ꎻ训练结束

后 １ 周ꎬ男性运动员 Ｈｂ 浓度未有显著性变化ꎬ而女性

运动员 Ｈｂ 浓度则高于训练前ꎮ 涂晏豪等[１４] 以 ３５ 名

男大学生为研究对象ꎬ通过 ３５ ｄ 在人工低氧环境下锻

炼干预后发现ꎬ大学生 Ｈｂ 浓度呈递增趋势ꎬ显著高于

干预前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试验组在 ８ 周 ６５％ ~ ７５％
ＶＯ２ｍａｘ 强度低氧训练干预后ꎬ外周血 ＲＢＣ、Ｈｂ 水平

均升高ꎬ而对照组干预前、后无明显变化ꎮ 提示相比

于常氧环境中的训练干预ꎬ每次 ６０ ｍｉｎꎬ每周 ５ 次ꎬ持
续 ８ 周的 ６５％ ~ ７５％ＶＯ２ｍａｘ 强度低氧训练能够促进

肥胖大学生提升有氧耐力水平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前人

研究中受试者均经过较长时间的低氧暴露或低氧训

练[１２－１３ꎬ１５] ꎬ而本研究受试者在为期 ８ 周的干预中ꎬ每
天低氧训练时间仅为 ６０ ｍｉｎꎬ说明肥胖大学生在一定

范围内提高有氧耐力可能并不需要长时间的低氧暴

露ꎮ 此外ꎬＨｃｔ 是影响血液粘滞性的最重要因素ꎬＨｃｔ
值的升高是对低氧环境的适应ꎬ但 Ｈｃｔ 值过高反而会

导致血流缓慢ꎬ使心输出量减少[１６] ꎮ 本研究中对照组

与实验组干预后外周血 Ｈｃｔ 水平较干预前均无明显变

化ꎬ且均在正常生理范围内ꎬ说明受试者血液中 ＲＢＣ、
Ｈｂ 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导致血液粘滞性的增加ꎮ 关于

低氧训练提高肥胖大学生外周血 ＲＢＣ、Ｈｂ 含量的原

因ꎬ研究报道身体在低氧分压的刺激下ꎬ血液促红细

胞生成素( Ｅｒｙｔｈｒｏｐｏｉｅｔｉｎꎬ ＥＰＯ) 浓度显著上升(升高

４６％)ꎬ较高的 ＥＰＯ 水平会刺激骨髓造血组织释放大

量的 ＲＢＣꎬ使人体血液中 ＲＢＣ 和 Ｈｂ 含量增加ꎮ Ｈｂ
是人体血液中氧的主要载体ꎬ水平的升高是低氧训练

提升人体有氧耐力的主要原因[１７] ꎮ
ＶＯ２ｍａｘ 是指人体在进行大肌肉参与的长时间激

烈运动中ꎬ氧运输系统的心肺功能和肌肉的氧利用能

力达到个体极限水平时ꎬ单位时间内所能摄取的最大

氧量ꎬ是反映有氧运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ꎬ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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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有氧运动成绩密切相关ꎮ 研究报道低氧训练能够

对人体 ＶＯ２ｍａｘ 水平产生重要影响[１３] ꎮ 郭振新等[１８]

对 １２ 名大学生进行低氧环境下的 ｂｒｕｃｅ 台阶试验ꎬ发
现 １０ ｄ 的低氧训练使大学生的 ＶＯ２ｍａｘ 提高明显ꎮ
刘鸿志等[１９]对 ６ 名受试者进行 ２１ｄ 的间歇性低氧训

练后发现ꎬ受试者 ＶＯ２ｍａｘ 量绝对值较干预前增加

６.５％ꎬ跑台距离明显增加ꎮ 本研究结果显示ꎬ实验组

在 ４ 周中等强度低氧训练结束后 ＶＯ２ｍａｘ 水平显著升

高ꎬ而对照组干预前、后无明显变化ꎬ反映出 ８ 周中等

强度低氧训练可能有利于肥胖大学生心肺功能水平

的提高ꎮ 同时ꎬ本研究实验组肥胖大学生干预后 ３ ０００
ｍ 跑成绩的显著提高进一步说明有氧耐力水平的提

升ꎮ 此外ꎬ本研究受试者干预前、后的体重、体脂率和

肌肉质量百分比有差异ꎬ存在受试者体成分改变影响

运动表现的可能性ꎮ 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可能与各

研究所选用的低氧训练模式、训练强度和时间、受试

者的个体差异有关ꎬ而不同方案的低氧训练对肥胖大

学生 ＶＯ２ｍａｘ 影响的差异及其机制尚需进一步研究ꎮ
综上可见ꎬ每日 ６０ ｍｉｎ、每周 ５ 日、持续 ８ 周的

６５％ ~ ７５％ＶＯ２ｍａｘ 强度低氧训练能够改善肥胖大学

生体成分以及提高肥胖大学生的有氧耐力ꎬ可作为一

种持续时间短、运动负荷较小的方案应用于加强运动

员有氧耐力的训练中ꎮ 然而ꎬ在本研究 ８ 周干预训练

中ꎬ肥胖大学生运动强度控制在 ６５％ ~ ７５％ＶＯ２ｍａｘ 水

平ꎬ期间没有改变运动强度ꎮ 研究报道ꎬ在低氧训练

后期加大训练负荷可使身体受缺氧刺激更明显ꎬ有利

于进一步提升血红蛋白水平[８] ꎮ 因此ꎬ在后续研究

中ꎬ可在低氧结合不同强度干预训练的后期ꎬ适当控

制低氧密度、训练负荷、时间等ꎬ进一步探究运动强度

与干预效果的最佳平衡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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