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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提锻炼对肥胖女大学生
抑郁身体成分及血清炎症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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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武夷学院公共体育教学部ꎬ福建 ３５４３００ꎻ２.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摘要】 　 目的　 了解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对肥胖女大学生抑郁水平、身体成分及血清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６(ＩＬ－６)、肿
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水平的干预效果ꎬ为肥胖女大学生制定运动处方提供依据ꎮ 方法　 将从武夷学院选取的 ３９ 名中度

抑郁水平的肥胖女大学生随机分为普拉提组(２０ 名)和对照组(１９ 名)ꎮ 普拉提运动结束后ꎬ测试所有受试者运动干预前、
后流调用抑郁筛选量表(ＣＥＳ－Ｄ)得分、身体成分[体重、体质量指数(ＢＭＩ)、体脂率及肌肉质量]及 ＩＬ－６、ＴＮＦ－α 水平的变

化ꎮ 结果　 与运动前比较ꎬ经过 １６ 周普拉提运动干预ꎬ普拉提组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得分、体重、ＢＭＩ、体脂率及血清炎症因子

ＩＬ－６ 及 ＴＮＦ－α 水平均下降ꎬ肌肉质量增加( ｔ 值分别为 １４.７０ꎬ６.４３ꎬ６.８４ꎬ３０.９９ꎬ８.９７ꎬ２４.４３ꎬ－１２.８２ꎬＰ 值均<０.０１)ꎻ对照组

所有指标实验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１６ 周普拉提运动干预后ꎬ与对照组女大学生比较ꎬ普拉提组 ＣＥＳ
－Ｄ 量表得分下降ꎬ体重、ＢＭＩ、体脂率及血清炎症因子 ＩＬ－６ 及 ＴＮＦ－α 水平均下降ꎬ肌肉质量增加( ｔ 值分别为 １１.５０ꎬ２.１５ꎬ
２.７７ꎬ３.１８ꎬ２.０４ꎬ３.２６ꎬ－２.０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结论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可显著改善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成分、降低血清促炎因

子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ꎬ对改善肥胖女大学生抑郁状态具有积极作用ꎬ可以作为肥胖女大学生进行心理康复的有效手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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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显示ꎬ女大学生

超重率及肥胖率呈逐年上升趋势ꎬ在一定程度上给她

们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困扰ꎬ其中抑郁症尤

其令人关注[１] ꎮ 由于体型在女大学生的自我意识中

占据相当高的地位ꎬ导致肥胖女性大学生的抑郁水平

显著高于男性大学生[２] ꎮ 体育锻炼可降低肥胖女大

学生的体重ꎬ削弱肥胖的健康风险[３] ꎻ在减轻轻度和

中度抑郁女大学生抑郁症状方面的有效性也得到证

实[４] ꎮ 超重和肥胖的特征是脂肪组织质量增加ꎬ脂肪

组织尤其是内脏脂肪被认为是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

介素－ ６(ＩＬ－ ６)和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的主要来

源[５] ꎮ Ｈａｒｏｏｎ 等[６]研究发现ꎬ炎症因子会影响大脑神

经递质功能ꎬ导致神经精神障碍的发展ꎬ尤其是抑郁

症ꎮ 因此ꎬ慢性炎症可能是肥胖患者出现抑郁症状的

关键因素ꎮ
有研究表明ꎬ持续的有氧运动被证实可改善肥胖

患者身体健康及情绪障碍ꎬ然而由于节奏单调ꎬ肥胖

人群很难坚持[７] ꎮ 普拉提运动包括核心稳定性、肌肉

力量及灵活性锻练ꎬ由于运动过程中姿势多样性(坐、
站、躺等)ꎬ可避免运动的单调性及肥胖患者膝关节过

度负重ꎮ Ｖａｎｃｉｎｉ 等[８]研究认为ꎬ普拉提锻炼可以作为

改善肥胖人群情绪障碍的一种替代方法ꎮ Ｋｉｍ 等[９]研

究发现ꎬ８ 周普拉提锻炼可降低女大学生血脂及血清

炎症水平ꎮ 本研究通过对福建武夷学院 ３９ 名中度抑

郁的女性肥胖大学生进行 １６ 周普拉提运动干预ꎬ探讨

普拉提运动对肥胖女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影响及其与

身体成分及血清炎症因子 ＩＬ－６、ＴＮＦ－ａ 水平变化之间

的关系ꎬ为普拉提运动改善肥胖女大学生心理健康提

供理论依据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根据武夷学院 ２０１８ 年大学生体质测试结

果ꎬ采用抑郁自评量表(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ꎬ ＣＥＳ－Ｄ) [１０] 对体质量指数(ＢＭＩꎬ
身高 / 体重２ ) ≥３０ ｋｇ / ｍ２ 的一二年级肥胖女大学生进

行抑郁水平测试ꎬ共发放问卷 ５１２ 份ꎬ回收 ４９８ 份ꎬ回
收率为 ９７. ２６％ꎬ 其中有效问卷 ４８７ 份ꎬ 有效率为

９７.７９％ꎮ 根据测试结果ꎬ选取中度抑郁水平(２４ ~ ２９
分)的肥胖女大学生 ４４ 名ꎬ平均分为对照组及普拉

提组ꎮ
入选标准:受试者为单纯性肥胖ꎬ在试验前 ６ 个月

没有进行任何规律锻炼或节食计划ꎬ未服用任何激素

类药物ꎬ无心血管疾病、肾脏疾病及运动禁忌症ꎬ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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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及父母均被告知实验目的且自愿参与锻练ꎬ在
运动干预前均填写了知情同意书ꎮ ５ 名参与者因个人

原因退出了研究ꎬ最后对照组 １９ 名ꎬ普拉提组 ２０ 名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ＣＥＳ－Ｄ 抑郁自评量表调查　 抑郁水平检测采

用流行病学调查用抑郁筛选量表( ＣＥＳ －Ｄ) [１０] ꎬ受试

者填表时要给予指导说明ꎬ本量表共有 ２０ 道题目ꎬ分
别调查 ２０ 项症状ꎮ 量表评定按过去 １ 周内出现相应

情况或感觉的频度评定:不足 １ ｄ 的为“０”分(没有或

基本没有)ꎻ有 １ ~ ２ ｄ 的为“１”分(少有)ꎻ有 ３ ~ ４ ｄ“２”
分(常有)ꎻ有 ５ ~ ７ ｄ “ ３” 分(几乎一直有)ꎬ该量表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９１[１１] ꎮ 抑郁情绪的评定:无抑郁

症状(０ ~ １５ 分)、轻度抑郁(１６ ~ ２３ 分)、中度抑郁(２４
~ ２９ 分)、严重抑郁(３０ 分以上)ꎮ
１.２.２　 普拉提锻炼方案[１２] 　 ２０１８ 年 ９—１２ 月对普拉

提组女大学生在武夷学院健身房进行 １６ 周(十一长

期未安排外出者正常参加集体活动ꎬ外出者要求按时

锻炼后发相关视频为证明) 普拉提垫上课程ꎬ每周 ３
次(周二、五固定于每天 １９:３０—２０:３０ꎬ周末根据实际

情况安排)ꎬ每次运动时间为 ６０ ｍｉｍꎬ运动时心率应达

到(２２０－年龄) ×(６５ ~ ７５)％ꎬ并采用 Ｐｏｌａｒ 表对运动强

度进行监控ꎮ 课程由专项教师进行训练ꎬ分为课前热

身 １０ ｍｉｎ、普拉提锻炼 ４０ ｍｉｎ、放松活动 １０ ｍｉｎ ３ 个

阶段ꎮ
由于所有受试者以前均没有进行过普拉提学习ꎬ

因此普拉提具体训练方案 １ ~ ６ 周为基础训练阶段ꎬ７
~ １２ 周为巩固阶段ꎬ１３ ~ １６ 周为提高阶段ꎮ 在整个试

验期对照组不进行除体育课以下任何规律的体育

锻炼ꎮ
１.２.３　 血清炎症因子(ＴＮＦ－α、ＩＬ－６)水平测试　 所有

测试者于普拉提运动干预前与干预结束后次日

９:００—１０:００ 空腹抽取肘静脉血 ５ ｍＬꎬ随后低温( ４
℃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ꎬ收集上清液ꎬ 采用

ＥＬＩＳＡ 法ꎬ参照试剂盒说明(购于美国 Ａｂｃａｍ 公司)进

行 ＩＬ－６ 及 ＴＮＦ－α 水平的测定ꎮ
１.３　 统计学分析　 所有实验数据均采用(ｘ±ｓ)表示ꎬ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ꎬ采
用配对 ｔ 检验进行组内干预前后比较ꎬ独立样本 ｔ 检
验对组间差异进行统计ꎬ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普拉提锻炼对肥胖女大学生抑郁水平的影响　
表 １ 显示ꎬ经过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ꎬ普拉提组肥胖女大

学生 ＣＥＳ－Ｄ 量表得分与运动前比较降低(Ｐ<０.０１)ꎬ
而对照组与运动前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普拉提运动干预前ꎬ对照组与普拉提组肥胖女大学生

比较 ＣＥＳ－Ｄ 量表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ｔ ＝ －０.８４ꎬＰ
＝ ０.４１)ꎻ运动干预后ꎬ与对照组比较ꎬ普拉提组肥胖女

大学生 ＣＥＳ－Ｄ 量表得分降低( ｔ＝ １１.５０ꎬＰ＝ ０.００)ꎮ

表 １　 不同组别肥胖女大学生普拉提运动前后各项指标比较(ｘ±ｓ)

组别 运动前后 统计值 ＣＥＳ－Ｄ 得分 体重 / ｋｇ
ＢＭＩ /

(ｋｇｍ－２)
体脂率 / ％ 肌肉质量 / ｋｇ

ＴＮＦ－α /

(ｐｇｍＬ－１)

ＩＬ－６ /

(ｐｇｍＬ－１)
对照组 运动前 ２６.５３±１.５４ ８１.２１±２.４４ ３１.１３±０.９１ ３３.５１±３.０１ ４０.７９±３.７２ ４.８３±０.７１ ３.３９±０.３８
(ｎ＝ １９) 运动后 ２７.２１±１.５８ ８１.５３±２.０９ ３１.２６±０.９２ ３３.９７±２.８４ ４０.９５±２.６１ ４.８９±０.９７ ３.４１±０.４２

ｔ 值 －１.８６ －１.１９ －１.２３ －１.６２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４４
Ｐ 值 ０.０８ ０.２５ ０.２３ ０.１２ ０.７６ ０.７８ ０.６６

普拉提组 运动前 ２６.５３±１.６１ ８０.８０±２.９８ ３１.２８±１.０２ ３４.５２±２.８４ ４０.５３±５.０４ ４.８６±０.７３ ３.４２±０.４２
(ｎ＝ ２０) 运动后 １９.７５±２.４０∗∗ ７８.６５±３.１３∗ ３０.４４±０.９３∗∗ ３１.２７±２.４６∗∗ ４３.１５±２.５８∗ ４.３４±０.７０∗ ２.９９±０.３９∗∗

ｔ 值 １４.７０ ６.４３ ６.８４ ３０.９９ －１２.８２ ８.９７ ２４.４３
Ｐ 值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组间比较ꎬ∗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２　 普拉提锻炼对肥胖女大学生身体成分的影响　
表 １ 显示ꎬ经过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ꎬ普拉提组女大学生

体重、ＢＭＩ、体脂率均下降(Ｐ 值均<０.０１)ꎬ对照组女大

学生上述指标运动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普拉提运动干预前ꎬ对照组与普拉提组肥胖

女大学生比较ꎬ体重、ＢＭＩ、体脂率及肌肉质量差异均

无统计学意义( ｔ 值分别为－０.４６ꎬ０.８８ꎬ－０.１５ꎬ－０.１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普拉提运动干预后ꎬ与对照组比较ꎬ普拉

提组肥胖女大学生体重、ＢＭＩ、体脂率均下降ꎬ肌肉质

量增加( ｔ 值分别为 ２.１５ꎬ２.７７ꎬ３.１８ꎬ－ ２.０６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２.３　 普拉提锻炼对肥胖女大学生血清炎症因子 ＴＮＦ－
α 及 ＩＬ－６ 水平的影响　 表 １ 显示ꎬ经过 １６ 周普拉提

锻炼ꎬ普拉提组肥胖女大学生血清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

平均下降(Ｐ 值均<０.０１)ꎬ而对照组与运动前比较血

清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值均

>０.０５)ꎻ普拉提运动干预前ꎬ对照组与普拉提组女大

学生比较ꎬ血清 ＴＮＦ－α、ＩＬ－６ 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

义( ｔ 值分别为－０.１３ꎬ－０.２１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１６ 周普拉

提运动干预后ꎬ与对照组比较ꎬ普拉提组肥胖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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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血清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均下降( ｔ 值分别为 ２.０４ꎬ
３.２６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３　 讨论

普拉提运动将心灵与身体有机结合并配合独特

的呼吸方式、动静结合ꎬ对心理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ꎮ Ｒｏｈ[１３]通过对 １４８ 名老年妇女进行 １６ 周普拉

提运动干预ꎬ结果发现ꎬ参加普拉提运动可显著增强

老年妇女的自信、沟通能力及乐观的态度ꎬ缓解老年

妇女的抑郁状态ꎮ Ｖａｎｃｉｎｉ 等[８]研究发现ꎬ普拉提和步

行对超重 / 肥胖人群(１８ ~ ６６ 岁)生活质量、抑郁和焦

虑均有积极影响ꎬ因此普拉提运动可以作为替代步行

运动改善超重 / 肥胖人群情绪障碍的一种有效方式ꎮ
经过 １６ 周普拉提运动干预ꎬ普拉提组肥胖女大学生

ＣＥＳ－Ｄ 量表得分与运动前比较下降ꎬ且与对照组比较

抑郁得分降低ꎬ说明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肥胖女大学生的抑郁水平ꎮ
Ｒａｙｅｓ 等[１４] 指出ꎬ８ 周普拉提锻炼可降低肥胖患

者的体脂肪量、增加瘦体重ꎮ 而 Ｓａｖｋｉｎ 等[１５] 研究发

现ꎬ８ 周普拉提锻炼可导致超重及肥胖患者体重、ＢＭＩ、
脂肪百分比、腰围、腹围、臀围下降ꎬ但对瘦体重无显

著影响ꎮ 本研究结果发现ꎬ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可使肥胖

女大学生体重、体脂肪率及 ＢＭＩ 下降ꎬ肌肉质量增加ꎮ
大量研究已经证实ꎬ肥胖与各种形式的心理压力密切

相关ꎬ包括焦虑及抑郁[１１] ꎮ 而 Ｂｌａｉｎｅ[１６] 研究表明ꎬ抑
郁症状ꎬ尤其是出现在生命早期的抑郁症状ꎬ会增加

成年后肥胖的可能性ꎮ 陈德权等[１７]研究认为ꎬ体力活

动与焦虑程度及 ＢＭＩ 均呈负相关ꎬ说明体力活动可能

通过降低肥胖程度减轻肥胖女生的焦虑程度ꎮ 因此ꎬ
本研究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对肥胖女大学生抑郁水平的

改善可能与此运动降低肥胖女大学生体重、ＢＭＩ、体脂

百分比及增加肌肉质量有关ꎮ
最近研究表明ꎬ肥胖患者由于脂肪量的增加会增

加促炎细胞因子 ＴＮＦ－ａ 及 ＩＬ－６ 的分泌[１８] ꎬ而脂肪含

量较低的个体脂肪细胞可分泌更多的抗炎脂肪因子ꎬ
且能预防 ２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１９] ꎮ 研究表明ꎬ促
炎细胞因子可穿透血脑屏障到达大脑诱导焦虑、抑郁

等情绪障碍疾病ꎬ表明肥胖介导了抑郁和炎症之间的

联系[２０] ꎮ 因此ꎬ可以认为肥胖患者脂肪分泌过多的促

炎因子 ＴＮＦ－ａ、ＩＬ－６ꎬ可能在肥胖患者抑郁行为的发

展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近来研究发现ꎬ普拉提运动可通

过调节细胞因子预防和治疗炎症相关疾病ꎬ然而普拉

提锻炼对炎症因子影响结论不一ꎮ Ｋｉｍ 等[９] 研究发

现ꎬ８ 周普拉提锻炼对正常体重女大学生炎症因子 ＩＬ－
６ 水平无显著影响ꎮ Ｐａｒｋ 等[２１] 研究显示ꎬ８ 周以上普

拉提锻炼可降低肥胖女性 ＩＬ－６ 水平ꎮ 本研究与后者

研究结果相同ꎬ与对照组比较ꎬ１６ 周普拉提运动普拉

提组女大学生血清 ＩＬ－６ 水平显著下降ꎮ 提示普拉提

运动对 ＩＬ － ６ 水平的影响可能与受试者的肥胖程度

有关ꎮ
炎症细胞因子 ＴＮＦ－α 与 ＩＬ－６ 共同分泌于脂肪和

肌肉组织ꎬ对身体脂肪的增加和肌肉的减少具有显著

影响ꎮ Ｋｏｎｄｏ 等[２２]报道ꎬ７ 个月慢跑、散步、伸展运动、
跳绳和骑自行车运动可显著降低肥胖女性 ＴＮＦ－α 水

平ꎮ 然而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 等[２３]研究认为ꎬ剧烈运动可增加血

液 ＴＮＦ－α 水平引起炎症反应ꎮ 之前有报道显示ꎬ肥胖

妇女体育舞蹈训练 １０ 周血液 ＴＮＦ－α 浓度没有显著变

化[２４] ꎮ 本研究与前者研究结果相同ꎬ与对照组比较ꎬ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普拉提组肥胖女大学生血清 ＴＮＦ－α
水平显著下降ꎮ 运动对肥胖患者 ＴＮＦ－α 水平影响结

论不一ꎬ可能与运动方式及运动强度不同有关ꎮ 有研

究认为ꎬ脂肪组织释放的某些细胞因子与肥胖患者情

绪障碍有关[２５] ꎮ 因此ꎬ本研究 １６ 周普拉提锻炼改善

肥胖女大学生抑郁水平ꎬ可能与此运动降低肥胖女大

学生体重、体脂肪率及 ＢＭＩ 从而降低血清炎症因子

ＴＮＦ－α 及 ＩＬ－６ 水平有关ꎬ具体机制需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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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长发育与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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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向为学校体育与健康促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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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区藏族和汉族乡村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比较

郭慧芳ꎬ陶光华ꎬ耿献伟

西藏民族大学体育学院ꎬ 陕西 咸阳 ７１２０８２

　 　 【摘要】 　 目的　 了解藏族和汉族乡村大学生体质健康状况ꎬ为民族地区高校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

用分层随机整群抽样法抽取西藏 ４ 所本科高校 ３ ２０９ 名藏族和汉族乡村大学生进行体质健康测试ꎬ分析身体形态、生理功

能和身体素质等方面的差异ꎮ 结果　 藏族男生身高、体重、立定跳远均值[(１７０.５０±７.５９) ｃｍꎬ(６１.７６±９.８５) ｋｇꎬ(２１６.４２±
２３.５６)ｃｍ]均低于汉族乡村[(１７１.９５±７.２８) ｃｍꎬ(６５.９５±１２.３４) ｋｇꎬ(２２０.０３±２６.１３) ｃｍ] ( ｔ 值分别为－４.１６ꎬ－８.２４ꎬ－３.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ꎬ引体向上(９.１９±５.６６)高于汉族乡村(６.８８±５.０７)( ｔ＝ ９.０８ꎬＰ<０.０１)ꎻ汉族女生立定跳远、５０ ｍ 跑、耐力跑成绩

[(１６１.９６±２.３８)ｃｍꎬ(９.３８±１.１０)ｓꎬ(２３１.６１±２４.９８)ｓ]高于藏族[(１５１.７８±２１.６５)ｃｍꎬ(９.７７±１.２０) ｓꎬ(２４１.１０±２４.９５) ｓ] ( ｔ 值
分别为－１０.７９ꎬ７.９０ꎬ８.６４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结论　 藏族和汉族乡村大学生在身体生理功能及各项身体素质方面存在一定差

异ꎮ 应从多方面入手ꎬ采取有效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高校乡村大学生体质健康的均衡发展ꎮ
【关键词】 　 体质ꎻ健康状况ꎻ生长和发育ꎻ学生ꎻ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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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ꎬ是社会建设

与发展的中流砥柱ꎬ也是健康中国的未来ꎬ这一基础

人群将是健康中国及体育强国未来建设的中坚力量

和未来健康风险的承担者[１] ꎮ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提出ꎬ应持续提升青年营养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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