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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了解不同程度的血流限制对周期性有氧运动中的心率、无氧阈、最大摄氧

量等心肺耐力指标的影响，对于研究和实施限制血流条件下的周期性有氧运动具有重

要意义。为此，本研究在对受试者下肢进行4种不同压力血流限制的情况下，探究进行

递增负荷跑步运动时心肺功能的变化。方法：以8名健康青年男性为实验对象，在腿部

近心端用40 mmHg捆绑压力捆绑5 cm宽专用加压训练绑带，并在加压带气压压力分别

为80 mmHg、160 mmHg、240 mmHg条件下进行递增跑运动，直至力竭。运动中通过心肺

运动功能评估系统连续测量心率和呼气成分，获得无氧阈强度、最大摄氧量强度和力竭

时的各项指标，并将所有结果与不佩戴加压带的递增跑结果进行比较。结果：与不加压

条件相比，在80 mmHg、160 mmHg、240 mmHg的加压条件下，1） 无氧阈速度均显著下降，

下降幅度分别为5.4%，8.9%，13.0%（P＜0.001）；无氧阈强度下的每公里摄氧量均显著提

高，提高幅度分别为4.0%，4.9%，5.2%（P＜0.05）；无氧阈强度下的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

均显著提高，提高幅度分别为8.8%，11.2%和12.6%（P＜0.01）；2） 最大摄氧量速度均显

著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4.2%（P＜0.05），7.1%（P＜0.01），9.1%（P＜0.001）；最大摄氧量

分别下降1.5%（P＞0.05），8.3%（P＜0.05），9.8%（P＜0.05），而最大摄氧量心率则无显著

变化；3） 最大通气量、最大心率以及运动后血乳酸均无显著变化。结论：在下肢近心端

捆绑5 cm宽度的加压绑带产生的动作改变，会使无氧阈速度和最大摄氧量速度下降约1.5%
和1.7%。而加压绑带的气压压力每升高100 mmHg则会使无氧阈速度和最大摄氧量速

度均下降约5%。

关键词：加压；血流限制；心率；无氧阈；最大摄氧量

Abstract: Objective: Researches on the effects of cardiopulmonary endurance indicators (such 
as heart rate, anaerobic threshold and maximal oxygen uptake) during cyclical aerobic exer-
cise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are significantly meaningful for the study 
and implementation of cyclical aerobic exercis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observed and discussed the changes of several cardiopulmonary endurance 
indicators during incremental load exercise under four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of lower limbs,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ormulation of relative aerobic exercise 
intensity under KAATSU training. Methods: Eight healthy young men were selected as experi-
mental subjects. A width of 5 cm special pressure training bandage (KAATSU master) was tied 
with 40 mmHg pressure at the proximal end of the legs, and the pressure of KAATSU master 
was 80 mmHg, 160 mmHg and 240 mmHg, respectively. Under such conditions, the subjects 
were asked to performed the incremental load exercise until exhaustion. Heart rate and expira-
tory components were continuously measured by cardiopulmonary motor function assessment 
system during exercise. The anaerobic threshold intensity, maximal oxygen uptake intensity and 
exhaustion-related indicators were obtained. All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incre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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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训练是用专业的绑带，对上肢或下肢近心端

血管施加一定的压力，使血液循环受到适度限制，并在

这种状态下进行运动的方法。已有研究和实践证实，这

种限制血流的加压训练，可以通过很小的负荷（20%～

40% 1RM）达到与60%～85% 1RM抗阻训练相近的增肌效

果，且不会引起肌肉损伤（魏佳 等，2019；吴旸 等，2019；

Daeyeol et al.，2016；Kacin et al.，2011；Laurentino et al.，2008；

Manimmanakorn et al.，2013；Martín-hernández et al.，2013；

Takarada et al.，2000，2002；Yasuda et al.，2012）。也有研究

者进行了在加压限制血流情况下的周期性有氧运动效果

研究，并得出能够提高肌肉力量和耐力的结论（盛菁菁 

等，2019；Abe et al.，2006；Mikako et al.，2011；Ozaki H et al.，

2011，2017；Park et al.，2010）。

人体血液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进行氧（O2）、

二氧化碳（CO2）以及其他代谢产物等的运输。因此，当对

肢体近心端血管施加一定的压力限制血液循环时，就会造

成肢体远心端供血量的不足和静脉回心血量的减少。而

如果在这种条件下运动，就有可能产生对运动肌肉的供氧

不足和乳酸排出困难。

根据生物的适应性原理，如果环境变得严酷，生物就

会启动为了适应严酷环境而使机能更强的机制。因此，如

果在肢体血流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进行运动，就会迫使人体

产生既适应像高原那样的缺氧环境，又适应因乳酸无法顺

利排出而造成的酸性环境的机能变化。如为了减少乳酸

产生和增加氧的供应，机体会适应性增加毛细血管密度和

线粒体数量，从而促进对肌肉的氧供应和有氧代谢能力。

而为了更快地排出乳酸，避免酸中毒，肌细胞膜上会适应

性增生乳酸转运酶的数量，以此提高将快肌产生的乳酸转

运到慢肌和心肌分解利用的能力。其结果是人体的有氧

代谢能力和消除乳酸能力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通过加压绑带进行的下肢血流限制对周期性有氧运

动中的心率（HR）、无氧阈、最大摄氧量（V
.
O2max）等与能量

代谢相关的心肺耐力指标产生的影响，目前尚缺乏较为系

统的研究。而了解这些指标的变化，对于明确不同加压条

件下进行周期性有氧运动时的生理强度，制定针对不同运

动能力的加压训练计划，最终获得更好的增肌和耐力训练

效应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本研究以健康青年男

性为实验对象，比较在不同加压压力条件下，进行递增负

荷运动时的多项心肺耐力指标的变化，旨在了解加压条件

下跑步时的生理负荷。

1  实验对象与方法

1.1  实验对象

实验对象为8名健康青年男性，平均年龄为20.5±3.8

岁，身高为187.6±8.6 cm，体重为78.4±11.4 kg，体脂百分

比为8.9±5.0%。所有实验对象均有常年的跑步锻炼习惯，

能够完成实验中的跑步要求。

1.2 实验方法

在腿部捆绑加压绑带，并在4种不同气压压力条件下

分别进行递增跑运动，直至力竭。运动中通过运动心肺评

估系统（瀚雅运动心肺评估系统Smax58ce，南京）连续测

量HR和呼气成分，运动结束后第2 min，采集指血血乳酸

（Lactate Scout血乳酸仪，德国）。具体方法如下：

加压部位与气压压力：加压设备采用了宽度为5 cm的专

用加压训练仪下肢加压绑带（KAATSU master，日本）。捆绑

压均采用40 mmHg。加压带捆绑于大腿中上1/3处，并与大

腿纵轴垂直。加压带气压压力分别为80 mmHg、160 mmHg、

240 mmHg。作为对照，不捆绑加压带记为0 mmHg，以下同。

递增跑运动方法：在跑步机上，以 7 km/h速度运动

3 min后，以每分钟递增1 km/h速度方式进行递增速度运动，

load exercise without KAATSU.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non-blood flow restrictions condi-
tion, the anaerobic threshold velocity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80 mmHg, 
160 mmHg and 240 mmHg) decreased by 5.4% (P＜0.001), 8.9% (P＜0.001), 13.0% (P＜0.001) 
respectively; and the oxygen uptake per kilometer increased by 4.0% (P＜0.05), 4.9% (P＜0.05), 5.2% 
(P＜0.05) respectively, and the heart beats per kilometer increased by 8.8% (P＜0.05), 11.2% 
(P＜0.01), 12.6% (P＜0.01) respectively under the anaerobic threshold intensity. The maximal 
oxygen uptake velocity decreased by 4.2% (P＜ 0.05), 7.1% (P＜ 0.01), 9.1% (P＜ 0.001) 
respectively; and the oxygen uptake per kilometer increased by 1.5% (P＞0.05), 8.3% (P＜0.05), 9.8% 
(P＜0.05) respectively, while the maximal oxygen uptake heart rate did not change significantly. 
There were no significant changes in maximal ventilation volume, maximal heart rate and blood 
lactic acid after exercise. Conclusion: The change of movement caused by the compression 
bandage with a width of 5 cm at the proximal end of lower extremity would make the anaerobic 
threshold velocity and the maximum oxygen uptake decreased by about 1.5% and 1.7%. When 
the pressure of the pressure bandage increased by 100 mmHg, the anaerobic threshold velocity 
and maximum oxygen uptake velocity would decrease by about 5%.
Keywords: KAATSU; blood flow limitation; heart rate; anaerobic threshold; maximum oxygen 
uptake
中图分类号：G808.12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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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力竭。力竭标准参考了与山地啓司（2001）等其他研

究者相近的标准，即出现以下条件中的2个或2个以上：1）

受试者不能保持规定的运动速度；2）摄氧量不再增加而出

现平台；3）呼吸商大于1.10；4）运动中HR大于最大推算年

龄（220－年龄）－10 bpm；5）运动后血乳酸大于8 mmol/L；6）

呼吸频率大于50次/min。

能量代谢指标采集方法：整个运动过程中，通过运动

心肺评估系统连续测量HR和呼气成分，以摄氧量（V
.
O2）

的最大值为V
.
O2max，以递增负荷中V

.
O2max出现时的对应速

度和HR为V
.
O2max速度和V

.
O2max HR。无氧阈由两名有经验

的专业人员共同判断，判断方法采用V-slope法（Beaver et 

al.，1986），将通气量、CO2排出量发生激增的点定义为通气

无氧阈，将与其对应的V
.
O2、速度、HR为无氧阈V

.
O2、无氧阈

速度、无氧阈HR。

为避免多次测试带来的训练效应的影响，以及测试间

隔时间过长引起的心肺耐力变化，本研究将8名受试者随

机分成4组（A组，B组，C组，D组），间隔48 h进行1次测试。

其 中A组 顺 序 为 0 mmHg→ 80 mmHg→ 160 mmHg→ 

240 mmHg，B组顺序为 240 mmHg→ 160 mmHg →  

80 mmHg→ 0 mmHg，C组顺序为 160 mmHg→ 80 mmHg 

→240 mmHg→0 mmHg，D组顺序为80 mmHg→ 160 mmHg 

→0 mmHg→240 mmHg。

1.3 统计分析

本研究的所有数据采用Excel 2016和SPSS 18.0处理，

数据结果用平均值±标准差（M±SD）表示。采用配对t检

验进行组内比较，显著性差异水平P＜0.05。

2 实验结果

2.1  不同条件下无氧阈强度各项指标的变化

在无氧阈速度方面，随着气压压力的增大，呈现下降

幅度越来越大的趋势。且3种加压条件下的无氧阈速度

均显著低于不加压条件，而比较3种不同加压条件之间的

无氧阈速度，相互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160 mmHg

时比80 mmHg时下降3.7%（P＜0.001），240 mmHg时分别

比80 mmHg时和160 mmHg时下降8.1%（P＜0.001），4.6%

（P＜0.001）。在无氧阈V
.
O2方面，与无氧阈速度的变化相

似，但下降幅度小于无氧阈速度，且80 mmHg与不加压的

0 mmHg条件相比无显著差异。而比较3种加压条件下的

无氧阈V
.
O2，240 mmHg 时比80 mmHg时相比下降6.4%，并

有显著差异（P＜0.01），160 mmHg时与其他加压条件时则

无显著差异（P＞0.05）。在无氧阈HR的比较方面，4种条

件下均无显著差异（表1）。

表1     不同加压压力条件下无氧阈出现时各项指标的差异

Table 1     The Differences of Indicators of Anaerobic Threshold among Different Pressure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加压压力
/mmHg

无氧阈速度
/（km/h）

无氧阈速度
变化率 /%

无氧阈 V
.
O2

/（ml/kg·min）
无氧阈 V

.
O2

变化率 /%
无氧阈 HR

/bpm
无氧阈 HR
变化率 /%

0 12.9±0.8     0 39.3±4.1     0 164.0± 9.9 0
80 12.2±0.9*** －5.4 38.8±3.9 －1.4 166.9± 7.2 1.8

160 11.7±0.9*** －8.9 37.6±4.2* －4.0 165.3± 9.0 0.8
240 11.2±1.1*** －13.0 36.2±4.4*** －7.7 161.5±12.2 －1.5

注：显著性差异的比较是各加压条件与不加压条件之间的比较，*表示P＜0.05，***表示P＜0.001；各指标的变化率均为相对于0 mmHg

的变化，下同。

为了便于观察不同加压条件与无氧阈速度下降幅度

的关系，将不同气压压力作为横坐标，将无氧阈速度下降

幅度作为纵坐标，绘制了散点图和趋势线（图1），无氧阈

速度下降幅度和气压压力的回归方程为y=－ 0.0005x－

0.015。

汽车的燃油经济性可以用百公里油耗进行推算，而

人的跑步经济性，也可以用每公里消耗的氧气量（每公里

V
.
O2）来计算。此外，在V

.
O2相同时，每公里的心脏搏动次

数还可以反映心脏的工作效率（即每搏输出量的大小）。

在每公里V
.
O2方面，与不加压的0 mmHg条件相比，3

种加压条件下的每公里V
.
O2均显著提高，而3种加压条件

之间无显著差异。在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方面，有随压力

的增大而增加的趋势。与不加压的0 mmHg条件相比，3种

加压条件下的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均显著提高。而比较

3种加压条件下的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240 mmHg 时与

80 mmHg时相比有显著差异（P＜0.01），而160 mmHg时则

与其他加压条件时无显著差异（表2）。

图1     不同压力的血流限制与无氧阈速度的下降率

Figure 1.     Reduction Rate of Anaerobic Threshold Velocity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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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条件下V
.
O2max强度各项指标的变化

从V
.
O2max出现时各项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无论是

V
.
O2max，还是与其对应的V

.
O2max速度，均显示出加压压力越

大，下降幅度越大的趋势。在V
.
O2max速度方面，4种不同条

件之间均有显著差异。其中，160 mmHg时比80 mmHg时

下降 5.0%（P＜ 0.01），240 mmHg时分别比 80 mmHg时和

160 mmHg时下降8.1%（P＜0.001）和3.2%（P＜0.05）。在

V
.
O2max方面，不加压的0 mmHg条件与80 mmHg条件之间

无显著差异，而与160 mmHg条件和240 mmHg条件则有显

著差异。比较3种加压条件之间的V
.
O2max，在160 mmHg和

240 mmHg压力条件下，V
.
O2max显著低于80 mmHg压力条件，

分别下降6.8%（P＜0.05）和8.3%（P＜0.05），而160 mmHg

与240 mmHg压力条件之间则无显著差异（P＞0.05）。在

V
.
O2max HR的比较方面，在4种条件下均无显著差异（表3）。

表2     不同压力条件下无氧阈强度出现时每公里V
.
O2和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的差异

Table 2     The Differences of Oxygen Uptake Per Kilometer and Heart Beats Per Kilometer of Anaerobic Threshold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加压压力

/mmHg
每公里 V

.
O2

/（ml/kg·km）

每公里 V
.
O2

变化率 /%
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

次 / km
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

变化率 /%
0 167.2±14.5 0.0 487.3±54.1 0.0

80 174.0±15.2* 4.0 530.0±56.2** 8.8
160 174.6±15.4* 4.9 542.0±58.7** 11.2
240 175.9±18.1* 5.2 548.7±77.0** 12.6

注：计算时除去了安静代谢的摄氧量和心率；**表示P＜0.01，下同。

表3     4种不同加压压力条件下V
.
O2max出现时各项指标的差异

Table 3     The Differences of Indicators of Maximal Oxygen Uptake among Different Pressure of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加压压力

/mmHg
V
.
O2max 速度

/（km/h）
V
.
O2max 速度

变化率 /%
V
.
O2max

/（ml/kg·min）
V
.
O2max

变化率 /%
  V

.
O2max  HR
/bpm

V
.
O2max HR

变化率 /%
0 17.5±0.87 0 53.8±4.0 0 189.3±9.2 0

80 16.7±0.90* 4.2 53.0±3.4 1.5 188.9±9.1 －0.2
160 15.8±0.80** 7.1 49.3±3.7* 8.3 186.5±9.7 －1.5
240 15.3±1.00*** 9.1 48.6±4.7* 9.8 184.8±9.9 －2.4

将不同气压压力作为横坐标，将V
.
O2max速度下降幅度

作为纵坐标完绘制了散点图和趋势线（图2），其回归方程

为y=－0.0005x－0.0171。

图2   不同压力的血流限制与V
.
O2max速度的下降率

Figure 2.     Reduction Rate of Maximum Oxygen Uptake Velocity 

under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2.3  不同条件下力竭速度、最大通气量、HRmax及运动后血

乳酸的变化

在力竭速度方面，与不加压的 0 mmHg条件相比，

80 mmHg、160 mmHg、240 mmHg这 3种加压条件下的力

竭速度均显著降低，显示出加压压力越大，力竭速度下降

幅度越大的趋势。再比较3种加压条件之间的力竭速度，

在160 mmHg和240 mmHg压力条件下显著低于80 mmHg

压力条件，分别下降 3.8%（P＜ 0.05）和 6.7%（P＜ 0.01），

而 160 mmHg和 240 mmHg压力条件之间则无显著差异

（P=0.0910）。在最大通气量、HRmax和运动后血乳酸方面，4

种条件下均无显著差异（表4）。

3 讨论

为了解不同程度的血液循环限制对运动心肺功能

产生的影响，本研究在递增负荷运动过程中对受试者进

行了不同程度的血流限制，并观察分析了在无氧阈强度、

V
.
O2max强度和力竭速度时各项相关指标的变化。

3.1 无氧阈强度时各项指标的变化分析

无氧阈的概念由Wasserman等（1964）提出的，是指在

递增负荷运动过程中，随着运动强度的增大而开始发生乳

酸堆积、二氧化碳排出量和通气量激增的临界点。而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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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和图1所示，在4种不同加压压力条件下，无氧阈

速度出现了随着气压压力的增大而下降的趋势，且不同压

力条件间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在递增速度跑运动过程中，

加压引起的无氧阈速度的改变主要因素有两方面：一是捆

绑加压带本身造成的跑步技术动作改变带来的能耗变化；

二是加压限制血流造成的供氧和乳酸排出速度变化。而

这两方面的影响幅度可以通过图1中无氧阈速度下降幅

度和气压压力的回归方程y=－0.0005x－0.015来了解。在

该公式中，b值－0.015（－1.5%）代表与Y轴的交点，说明，

捆绑加压带本身造成的无氧阈速度下降幅度约为1.5%（换

算成速度为12.9 km/h×1.5%=0.19 km/h）。而a值－0.0005

则代表着气压每升高1 mmHg会使无氧阈速度下降0.05%

（或者说每升高100 mmHg的气压压力下降5%，换算成速

度为12.9 km/h×5%=0.65 km/h）。

气压压力限制血流造成的无氧阈速度的下降是由于

对肌肉的氧供不足，还是由于乳酸无法顺利排出？为了解

答这个问题，本研究比较了4种不同气压压力条件下无氧

阈速度时的每公里V
.
O2和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

对人体匀速跑的运动能耗的评价，通常采用每公里

V
.
O2评价（Di Prampero et al.，1986）。而Margaria等（1963）

的研究表明，在进行有氧跑运动时，无论速度快慢，一个人

的每公里V
.
O2基本不会发生改变。

在本研究中，出现无氧阈速度时，在不加压的情况下，

每公里V
.
O2为167.2 ml/kg · km，而在80 mmHg、160 mmHg、

240 mmHg这 3 种加压条件下，每公里V
.
O2分别提高为

174.0 ml/kg · km（＋ 4.0%）、174.6 ml/kg · km（＋ 4.9%）、

175.9 ml/kg · km（＋5.2%）。说明在加压条件下，完成同等

距离时，V
.
O2的增加幅度在4.0%～5.2%之间。也就是说，

在加压条件下，跑同等距离时并没有出现V
.
O2的下降，反

而出现了上升，而V
.
O2上升的这一部分，可能主要源于捆

绑加压带本身造成的跑步动作变化引起的能耗增加。如

前文所述，相对于不加压条件，捆绑加压带引起的无氧阈

速度下降幅度为1.5%，而3种加压条件下每公里V
.
O2却提

高了4%以上，说明，加压条件下无氧阈速度的下降并不是

由氧供不足引起的。

而为了观察无氧阈速度的下降是否由乳酸无法顺利

排出所引起，本研究又进行了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的比

较。每分输出量是每搏输出量和HR的乘积。在HR达到

110次/min之前，每分输出量主要靠每搏输出量和HR的同

步增加。而当HR达到110次/min左右时，每搏输出量会达

到最大并保持恒定，此后每分输出量的增加主要依赖于

HR的增加。也就是说，运动中HR超过110次/min后，当完

成的总功或V
.
O2相同时，可以通过对应的心脏搏动总次数，

观察心脏每搏输出量的大小。

与先行研究结果相似（飯田陽子 等，2008；石井直方，

2004；中島敏明，2007），在本研究中，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

出现了随加压压力增大而逐渐增加的趋势。相对于不加

压条件，在80 mmHg、160 mmHg、240 mmHg这3种加压条

件下，每公里心脏搏动次数分别显著提高 8.8%，11.2%和

12.6%（P＜ 0.01），远大于V
.
O2的提高幅度（4.0%，4.9%和

5.2%）。说明，在加压条件下HR升高的原因之一是随着压

力的升高出现的每搏输出量的减少，而每搏输出量的减少，

则源于静脉回血量的减少。也就是说，对下肢近心端加压

会使静脉回流受到限制，而静脉回流受限会使乳酸等酸性

物质因无法通过静脉顺利排出而出现堆积，并造成无氧阈

的提前到来。

3.2 V
.
O2max强度及力竭时各项指标的变化分析

在达到V
.
O2max强度时，无论是V

.
O2max，还是与其对应的

V
.
O2max速度，均显示出加压压力越大，下降幅度随之加大

的趋势。而V
.
O2max速度对应HR则无显著变化。

如前文所述，捆绑加压带本身造成的能耗增加、限制

血流造成的对肌肉氧供不足和乳酸堆积均有可能造成

V
.
O2max速度和V

.
O2max的下降。

从V
.
O2max速度下降幅度与加压压力的回归方程来看（y=

－0.0005x－0.0171），只捆绑加压带而不充气造成的V
.
O2max

速度的下降幅度约为1.71%（17.4×1.71%=0.30 km/h），加压

限制血流造成的V
.
O2max强度的下降幅度，约为每100 mmHg 

下降5.0%（17.4×5.0%=0.87 km/h）。而加压限制血流造成

的V
.
O2max速度的下降，主要因素仍旧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对肌肉的血供减少引起的氧供应量减少；二是乳酸堆积引

乳酸的堆积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对肌肉的氧供应量； 二是乳酸的排出速度。

表4     不同压力条件下力竭速度、最大通气量、HRmax及运动后血乳酸的差异

Table 4     The Differences of Exhaustion Speed，Maximal Ventilation Volume，Maximal Heart Rate and Blood Lactic Acid among Different 

Pressure Blood Flow Restrictions

加压压力

/ mmHg
力竭速度

/（km/h）
最大通气量

/（L/min）
HRmax

/ bpm
运动血乳酸

/（mmol/L）

0 17.6±0.86 143.1±21.4 190.8±8.8 9.9±2.5
80 16.9±0.80* 147.4±15.3 190.3±8.8 9.4±2.7

160 16.3±0.80* 144.3±23.2 189.1±10.0 8.7±2.9
240 15.8±1.10* 144.9±26.1 187.8±9.6 9.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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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疲劳。

前文已经论述，每分输出量是每搏输出量和HR的乘积。

当HR达到110次/min之后，每搏输出量会达到最大值，每

分输出量的增加主要依赖于HR的增加。但由于每个人的

HRmax存在上限，因此，当达到HRmax后，每分输出量将无法

继续随运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而肌肉也因此无法通过更

多的血量获得氧气（血液运输来的氧气），这时V
.
O2就会出

现平台。一般将这个平台出现时的V
.
O2称为最大V

.
O2max。

如同在前文中的分析，加压造成的血流限制，会使静

脉回流减少，造成每搏输出量的降低。而这会引起同等速

度下的HR提高。也就是说，在递增负荷运动过程中，加压

造成的血流限制会使HRmax提前到来。由于HRmax无法进一

步上升，因而HRmax的提前到来也意味着每分输出量也将

提前达到最大值，并小于不加压时的每分输出量最大值

（因为加压造成静脉回流减少，每搏输出量最大值变小，而

HRmax相同，代表二者乘积的每分输出量最大值也变小）。

而这会使HR达到最大时供应给肌肉的总血量减少，进而

引发对肌肉氧供的不足，并导致V
.
O2max值的减小和V

.
O2max

速度的提前出现。

与无氧阈速度降低的原因一样，加压造成的静脉回流

的减少，会使肌肉产生的乳酸出现排出困难而更早地发生

堆积，引发疲劳的提前出现。因此，加压条件下V
.
O2max的减

少和V
.
O2max速度的降低，是由于对肌肉的氧供不足和乳酸

的提前积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再比较不同加压压力下，最大通气量和运动后第2 min

血乳酸的变化，可以发现，在4种条件下，二者均未发生显

著变化。这说明，虽然在加压条件下，乳酸的堆积和最大

通气量会提前到来，但并不会使力竭时的最大乳酸浓度和

最大通气量发生改变。

在加压条件下跑步，由于乳酸不易排出，因而可以在

绝对速度相对较低的条件使乳酸快速堆积，从而达到在肌

肉和关节不承受更大冲击的条件下，刺激与有氧代谢和乳

酸排出相关的毛细血管数量、乳酸转运酶数量增多的目的。

此外，虽然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论证，但由于在加压条件下

会出现乳酸排出困难，因而，如果在加压跑步后，并不马上

解除压力，而是继续保持加压状态，也有可能获得更长的

乳酸堆积效应，并获得更好的锻炼效果。

4 本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实验对象较少，仅为8人，因而研究得出的结论

其适用范围还有待通过增加不同类型的实验人数进一步

明确。此外，除气压压力外，不同的加压带宽度、捆绑压力

均会对限制血流的效果产生影响，因而本研究的结果只适

用于5 mm宽度加压绑带、40 mmHg捆绑压力条件。

5 结论

在加压条件下跑步时，捆绑加压带本身会使无氧阈

速度和V
.
O2max速度分别下降约 1.5%和 1.7%。而每升高

100 mmHg的加压压力则会使二者均下降约5%。其中，加

压造成的无氧阈速度下降原因是乳酸排出受限，而V
.
O2max

和V
.
O2max强度下降的原因是对肌肉的氧供不足和乳酸排

出受限。

参考文献：

盛菁菁，魏文哲，孙科，等，2019.加压状态下慢速下坡步行的生理

负荷与增肌效果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55（3）：13-19.

魏佳，李博，杨威，等，2019.血流限制训练的应用效果与作用机制［J］.

体育科学，39（4）：71-80.

吴旸，李倩，包大鹏，2019.加压力量训练对下肢骨骼肌影响的Meta

分析［J］.中国体育科技， 55（3）：20-26.

飯田陽子，高野治人，2008. 24時間－6 度ヘッドダウンベッドレ

ストにおける加圧トレーニングの循環器系，自律神経，内分泌

系に及ぼす影響［J］．心臓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13（1）：82-87.

山地啓司，2001.最大酸素摂取量の科学［M］.東京：杏林書院：15-

16.

石井直方，2004.加圧トレーニングのメカニズム［J］. 臨床スポー

ツ医学，21（3）：215-222.

中島敏明，2007.加圧トレーニングと心臓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J］. 

心臓リハビリテーション，12（2）：217-226.

ABE T，KEARNS C F，SATO Y，2006. Muscle size and strength are 

increased following walk training with restricted venous blood flow 

from the leg muscle，Kaatsu-walk training［J］. J Appl Physiol，100（5）：

1460.

BEAVER W L，WASSERMAN K，WHIPP B J，1986. A new method 

for detecting the anaerobic threshoud by gas exchange［J］. J Appl 

Physiol，60：2020-2027.

DAEYEOL K，SINGH H，LOENNEKE J P，et al.，2016. Comparative 

effects of vigorous-intensity and low-intensity blood flow restricted 

cycle training and detraining on muscle mass，strength，and aerobic 

capacity［J］. J Strength Cond Res，30（5）：1453-1461.

DI PRAMPERO P E，ATCHOU G，BRÜCKNER J C，et al.，1986. The 

energetics of endurance running［J］. Eur J Appl Physiol，55：259-

266.

LAURENTINO G，UGRINOWITSCH C，AIHARA A，et al.，2008. 

Effects of strength training and vascular occlusion［J］. Int J Sports 

Med，29：664-667.

MARTÍN-HERNÁNDEZ J，MARIN P J，MENENDEZ H，et al.，2013. 

Muscular adaptations after two different volumes of blood flow-re-

stricted training［J］. Scand J Med Sci Sports，23（2）：114-120.

KACIN A，STRAZAR K，2011. Frequent low-load ischemic resistance 

exercise to failure enhances muscle oxygen delivery and endurance 

capacity［J］. Scand J Med Sci Sports，21（6）：e231-e241.

MANIMMANAKORN A，HAMLIN M J，ROSS J J，et al.，2013. 

Effects of low-load resist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blood flow 

（下转第29页）



29

赵之光，等：加压训练和传统增肌训练对优秀男子手球运动员部分激素及生物活性因子的影响

growth hormone and IGF-I responses to acute and chronic resistive 

exercise in men aged 55～70 years［J］. Int J Sports Med，16（7）：

445.

NIELSEN H B，SECHER N H，CHRIS TENSEN N J，et al.，1996. Lym 

phocyt esand NK cell activity during repeated bouts of maximal ex-

ercise［J］. Am J Physiol，271（1）：222-227.

OSTROWSKI K，HERMAN C，BANGASH A，et al.，1998a. A trau-

ma-like elevation in plasma cytokines in humans in response to 

treadmill running［J］. J Physiol （Lond），513（3）：889-894.

OSTROWSKI K，ROHDE T，ZACHO M，et al.，1998b. Evidence that 

IL-6 produced in skeletal muscle during intense long-term muscle 

activity［J］. J Physiol，508：949-953.

PATIL R D，DICARLO S E，COLLINS H L，1993. Acute exercise en-

hances nitric oxide modulation of vascular response to phenylephrine［J］. 

Am J Physiol，265（4 Pt 2）：H1184-H1188.

PEDERSEN B K ，FEBBRAIO M A，2008. Muscle as an Endocrine 

Organ：Focus on Muscle-Derived Interleukin-6［J］. Physiol Rev，88（4）：

1379-1406.

REEVES G V，KRAEMER R R，HOLLANDER D B，et al.，2005. 

Comparison of hormone responses following light resistance exer-

cise with partial vascular occlusion and moderately difficult resis-

tance exercise without occlusion［J］. J Appl Physiol，101（6）：1616-

162. 

ROY A，PARKER R S，2006. Dynamic modeling of exercise effects on 

plasma glucose and insulin levels［J］. IFAC Proceedings Volumes，

39（2）：509-514.

TAKANO H，MORITA T，IIDA H，et al.，2005. Hemodynamic and 

hormonal responses to a short-term low-intensity resistance exercise 

with the reduction of muscle blood flow［J］. Eur J Appl Physiol，95（1）：

65-73.

YUDAI T，YUTAKA N，SEIJI A，et al.，2000. Rapid increase in plasma 

growth hormone after，low-intensity resistance exercise with vascu-

lar occlusion［J］. J Appl Physiol，88（1）：61-65.

 （收稿日期：2019-03-16；     修订日期：2019-05-08；     编辑： 丁合）

（上接第13页）

restriction or hypoxia on muscle function and performance in netball 

athletes［J］. J Sci Med Sport，16（4）：337-342.

MARGARIA R，CERRETELLI P，AGERHMO P，et al.，1963. Energy 

cost of running［J］. J Appl Physiol，18：367-370.

MIKAKO S，MICHAEL G，ABE T，2011. Legs and trunk muscle hy-

pertrophy following walk training with restricted leg muscle blood 

flow［J］.J Sports Sci Med，88（10）：338-340.

OZAKI H，LOENNEKE J P，ABE T，2017. Blood flow-restricted walk-

ing in older women：Does the acute hormonal response associate 

with muscle hypertrophy?［J］. Clin Physiol Funct Imaging，37：379-

383.

OZAKI H，SAKAMAKI M，YASUDA T，et al.，2011. Increases in 

thigh muscle volume and strength by walk training with leg blood 

flow reduction in older participants［J］. J Gerontol，66（3）：257.

PARK S，KIM J K，CHOI H M，et al.，2010. Increase in maximal oxy-

gen uptake following 2-week walk training with blood flow occlu-

sion in athletes［J］. Eur J Appl Physiol，109（4）：591-600.

TAKARADA Y，SATO Y，ISHII N，2002. Effects of resistance exercise 

combined with vascular occlusion on muscle function in athletes［J］. 

Eur J Appl Physiol，86（4）：308-314.

TAKARADA Y，SATO Y，TAKEBAYASHI S，et al.，2000. Effects of 

resistance exercise combined with moderate vascular occlusion on 

muscular function in humans［J］. J Appl Physiol，88：2097-2106.

WASSERMAN K，MCILROY M B，1964. Detecting the threshold of 

anaerobic metabolism in cardiac patients during exercise［J］. Am J 

Cardiol，14：844-852.

YASUDA T，LOENNEKE J P，THIEBAUD R S，et al.，2012. Effects 

of blood flow restricted low-intensity concentric or eccentric training 

on muscle size and strength［J］. PloS One，7（12）：e528-543.

 （收稿日期：2019-03-21；     修订日期：2019-05-04；     编辑： 丁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