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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亚高原训练对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重大比赛前身体机能状态和运动

表现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方法：以国家现代五项队14名运动员（男6名、女8名）为实验对

象，于雅加达亚运会赛前在内蒙古呼和浩特进行5周亚高原训练。每周训练结束调整后次

日晨，采集运动员肘静脉血测量生化指标评价身体机能；亚高原前、中、后采用自由泳和激光

跑评价体能相关的运动表现能力。不同时间点各指标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1）男运动员红细胞（red blood cells，RBC）和血红蛋白（hemoglobin，Hb）均在亚高原第1周开

始显著降低（P＜0.01），下亚高原1周后恢复至亚高原前水平；女运动员RBC、Hb在亚高原第

4周至亚高原后显著升高（P＜0.05或P＜0.01）；女运动员RBC、Hb升高幅度均在亚高原第3

周至亚高原后显著高于男运动员（P＜0.05 或 P＜0.01）。男运动员血清睾酮（testosterone，
T）在亚高原第3、4周显著升高（P＜0.05或P＜0.01），女运动员血清T亚高原期间显著升高

（P＜0.05或P＜0.01），女运动员T升高幅度在亚高原第1～3周显著高于男运动员（P＜0.05

或 P＜0.01）；2）男运动员亚高原后游泳成绩稍高于亚高原前，显著高于亚高原期间（P＜

0.05），女运动员亚高原期间、亚高原后激光跑成绩显著提高（P＜0.05），女运动员激光跑成绩

提高幅度显著高于男运动员（P＜0.05）。结论：5周亚高原训练对提高现代五项队女子运动

员携氧能力，男、女运动员合成代谢有促进作用，改善现代五项的游泳和激光跑运动表现能

力，亚高原训练可作为现代五项备战重大比赛的赛前训练方式，但应注意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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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and sex differences of sub-altitude training on the

body function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in national modern pentathlon athletes. Methods: 14 ath‐

letes (6 males and 8 females) from the national pentathlon training team were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and they completed 5-week sub-altitude training in Hohhot of Inner Mongolia before

Jakarta Asian Games. In the next morning after resting after every week, the athletes’venous

blood of elbow was collected to measure biochemical indexes and evaluate the body function.

Athletic performance was evaluated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freestyle and laser running be‐

fore, during and after sub-altitude training. Different time points were compared by repeate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variance.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sub-altitude training,

RBC and Hb of male athletes started to decrease significantly at week 1 (P＜0.01), and recov‐

ered after sub-altitude training. RBC and Hb of female athle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week 4 to the end of sub-altitude training (P＜0.05 or P＜0.01). The increases of RBC and Hb

in female athletes were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in male athletes from week 3 to the end of

sub-altitude (P＜0.05 or P＜0.01). T of male athle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t week 3,4 (P＜

0.05 or P＜0.01), and T of female athle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from week 1 to week 5 (P＜

0.05 or P＜0.01). The increase of T in female athletes was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in male

athletes from week 1 to 3 (P＜0.05 or P＜0.01); 2) after sub-altitude training, the swimming of

male athlete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that before sub-altitude training, the laser running of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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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 athle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during and after sub-altitude training (P＜0.05). The in‐

crease of laser running in female athletes was higher significantly than that in male athletes (P＜

0.05). Conclusion: 5-week sub-altitude training showed accelerative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oxygen carrying capacity on female athletes and anabolism in modern pentathlon athletes,

and improved the swimming performance and laser running performance. Sub-altitude training

can be used as a way to prepare for major competitions for modern pentathlon, but sex differenc‐

es in the effects on body function and athletic performance should be considered.

Keywords: sub-altitude training; modern pentathlon; body function; athletic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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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训练根据大气中的氧气含量随海拔的增加而减

少，将训练者置于较高海拔的地点进行训练，通过高原缺

氧和运动的双重刺激加深人体的应激反应，进而提高训

练者身体机能水平和专项运动能力（冯连世，1999）。高

原训练开展至今，已广泛证实可以通过低氧刺激增加机

体的造血能力，改善红细胞和血红蛋白水平，提高耐力运

动表现。但高原训练还存在一些不利因素（胡扬，2006；

Derby et al.，2010；Flaherty et al.，2016；Khodaee et al.，

2016；Levine et al.，2001）：肌肉蛋白质合成抑制、肌肉萎

缩导致肌肉力量和速度丢失，机体消耗较大、食欲减退导

致运动员体重下降，免疫抑制和环境改变增加急性高山

病、高原肺水肿和高原脑水肿等急性高原疾病的风险，海

拔增加使运动员在高原难以保持平原的训练强度，技术

性较强的项目可能会影响技术动作，这些不利因素一定

程度从机体生理、训练、专项技术方面限制运动表现。

低氧可能带来的好处将被无法保持高海拔训练强度

所抵消，训练强度是高水平高原/低氧训练成功的关键因

素（Pugliese et al.，2014）。针对高原训练可能带来的不利

因素，教练员和运动员逐渐尝试亚高原训练。亚高原训

练是指在海拔 500～1 500 m 的地点进行训练，亚高原环

境的低氧刺激程度不够深，但运动员能保持平原的训练

强度，既坚持大强度训练又有一定程度的缺氧刺激，改善

心肺功能，有利于有氧运动能力提高（赵晋 等，2005）。据

报道，世居高原青少年耐力运动员经过 2周的亚高原训练

干预，更好地促进有氧运动能力，使生理功能和运动成绩

有益结合（刘娜 等，2018）。花样滑冰运动员经过亚高原

训练后生理机能对训练产生适应，改善有氧运动能力、专

项运动能力（姚一鸣 等，2018）。亚高原训练提高举重运

动员的携氧能力和合成代谢（于涛 等，2016），提高拳击运

动员的速度耐力、力量耐力（归予恒 等，2009），对赛艇运

动员的身体机能产生积极影响（王刚 等，2013）。目前，关

于亚高原训练对现代五项的研究鲜有报道。

竞技体育中，身体机能状态是指运动员身体对训练或

比赛的准备水平或状态，评定运动员身体机能状态是科学

训练的重要环节，对运动员选材、医务监督、控制训练负

荷、判断和防止运动疲劳、挖掘运动潜力、提高竞技能力

有重要意义（冯连世 等，2003，2007）。运动表现是指运动

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涵盖技能、能力和特定运动状态的个人

或共同的行为方式，也指由基因遗传、运动技能、心理技

能、体能等多维度因素作用的功能表现，受生理、心理和

社会化因素的综合影响（Foran，2001；Kellmann et al.，

2018）。测评运动表现能力是培养高水平运动表现的关键

组成之一，可检验训练效果，有利于更好的修改和提升训

练计划。基于此，本研究监测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在呼

和浩特训练期间的血液生化指标、游泳和激光跑等指标变

化，探讨亚高原训练对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重大比赛前

身体机能状态和运动表现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 14名，包括男 6名、女 8名，其

中国际健将 4 名，运动健将 10 名，健康状况良好，无其他

方面的疾病和伤病（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亚高原训练安排

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赛前进

行 5 周亚高原训练，训练地点为内蒙古呼和浩特（海拔

1 040 m）。主教练统一制定训练计划（表 2），男、女运动

员训练内容和相对训练负荷保持一致。其中，越野跑和

射击组合为激光跑，力量训练主要以游泳和跑步专项力

量为主，技术训练以击剑、马术、射击的专项技术为主，每

周 1天模拟比赛形式的联项训练（依次为击剑、游泳、马术

和激光跑）。亚高原训练后 1 周为调整期，训练强度稍有

降低，训练量大幅度减少；第 2 周和第 3 周前半周训练强

度增加，游泳和激光跑安排 3 次不同形式的最大摄氧量

（V
.

O2max）强度训练课。

1.2.2 测试指标与方法

1）血液生化指标。分别在亚高原前 1周、亚高原期间

每周和亚高原训练后 1 周训练结束调整休息后次日晨空

表1 受试者基本信息

Table 1 The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性别

男（n=6）

女（n=8）

年龄/岁

23.2±1.5

22.0±3.5

身高/cm

182.0±9.0

171.8±6.1

体重/kg

74.8±10.4

60.8±3.2

训练年限/年

7.3±1.5

8.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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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抽静脉血检测红细胞（red blood cells，RBC）、血红蛋白

（hemoglobin，Hb）、红细胞压积（hematocrit，Hct）、睾酮

（testosterone，T）、血尿素（blood urea，BU）、肌酸激酶

（creatine kinase，CK）等指标，评价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状

况。RBC、Hb、Hct采用美国 Beckman五分类血球仪测量，

T 采用美国 Beckman ACCESS 2 全自动免疫分析仪测量，

BU、CK 采用德国欧宝 XL-600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测量。

2）尿蛋白检测。在亚高原训练期间第 2～5周的联项训练

日，收集运动员训练后尿液检测尿蛋白，评价当日训练负

荷。尿蛋白采用日本 AUTION ELEVEN AE-4020 尿液分

析仪测量。3）运动表现能力。采用游泳和激光跑评价运

动员的运动表现能力，分别在亚高原训练前 2 周（亚高原

前）、亚高原训练第 5 周（亚高原）、亚高原训练后 3 周（亚

高原后）检测 200 m自由泳和激光跑成绩，游泳、激光跑测

试分别安排在同一天上、下午进行，测试前 1 天为调整性

训练，测试方法参照现代五项比赛规则进行，每项测试前

运动员充分热身，记录以 s为单位，精确到 2位小数。

1.3 数据统计

实验数据采用 SPSS 22.0 统计软件，计算平均值±标

准差，不同时间点各指标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以

亚高原前为基础值，采用各指标变化幅度（百分比）比较同一

时间点不同性别的差异，P＜0.05、P＜0.01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研究结果

2.1 亚高原训练期间运动员身体机能指标的变化

2.1.1 运动员血液红细胞相关指标的变化情况

男、女运动员 RBC、Hb 和男运动员 Hct 各时间点存在

显著差异（P＜0.05 或 P＜0.01）。男运动员 RBC、Hb 在亚

高原第 1周降低（P＜0.01），后期逐步回升，亚高原后恢复

至亚高原前水平；女运动员 RBC、Hb 在第 4 周显著升高

（P＜0.01、P＜0.05），Hct 第 3 周显著升高（P＜0.01），均至

亚高原后维持在高于亚高原前水平（表 3）。

不同性别RBC、Hb、Hct存在显著差异（P＜0.05或P＜

0.01）。女运动员RBC、Hb升高幅度在第 3周至亚高原后显

著高于男运动员（P＜0.05 或 P＜0.01），Hct 升高幅度在第

2、4周和亚高原后显著高于男运动员（P＜0.01；图1、2）。

2.1.2 运动员血清生化指标的变化情况

男、女运动员 T 和女运动员 CK 各时间点存在显著差

异（P＜0.01）。男、女运动员 T 呈先升高后降低的变化趋

势，亚高原后仍稍高于亚高原前，均在第 3 周达到峰值；

男、女运动员 CK 以先升高后降低为变化特点；男运动员

BU 在第 3、4 周升高，女运动员 BU 每周随训练量波动，均

在第 4周达到峰值（表 4）。

表2 国家现代五项队运动员5周亚高原训练的主要训练内容

Table 2 Main Training Contents of National Modern Pentathlon Athletes During 5-week Sub-altitude Training

周次

第1周

第2周

第3周

第4周

第5周

游泳训练

60 min/次，共4次，以中低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

60 min/次，共4次，以中等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穿插30 min

95%～100% V
.

O2max 强度课

60 min/次，共3次，以中低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

60 min/次，共4次，以中高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穿插30 min

100% V
.

O2max 强度课

60 min/次，共4次，以中高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穿插30 min

100% V
.

O2max 强度课

跑步训练

（越野跑和激光跑）

激光跑：60 min/次，4次，中低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

激光跑：60 min/次，3次，中低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穿插30 min 90%

V
.

O2max 强度课；

越野跑：2×5 km上坡跑，1次，间

歇5 min，中高有氧训练为主

激光跑：60 min/次，3次，中低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

越野跑：10 km上坡跑，1次，中高

有氧训练为主

激光跑：60 min/次，4次，中高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穿插30 min 95%

～100% V
.

O2max 强度课；

越野跑：10 km上坡变速跑，1次，

前8 km中高有氧训练为主，后

2 km V
.

O2max 强度训练

激光跑：60 min/次，4次，中高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穿插 30 min 100%

V
.

O2max 强度课

力量训练

120 min/次，

共3次

120 min/次，

共3次

120 min/次，

共2次

90 min/次，

共2次

90 min/次，

共2次

联项训练

无

中等强度

中等强度

中高强度

比赛强度

技术训练

中低强度训练为主

中低强度训练为主

中低强度训练为主

中等强度训练为主

中等强度训练为主

每周整体训练

适应训练

（适应亚高原

环境为主）

强化训练

（训练强度和

量增加）

调整训练

（训练强度不

变、量减少）

强化训练

（训练强度增

加，训练量增

加至第2周水

平）

强化训练

（训练强度继续

增加、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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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比较 T 存在显著差异（P＜0.01），CK、BU 无

显著差异（P＞0.05）；女运动员 T 升高幅度在第 1～3 周显

著高于男运动员（P＜0.05或P＜0.01；图 3、4）。

2.1.3 联项训练日运动员尿蛋白的变化情况

亚高原第 2 周联项训练日运动员尿蛋白“＋”所占比

例较高，第 4 周尿蛋白“＋＋”、第 5 周尿蛋白“＋＋＋”所

占比例逐渐升高。男运动员第 2周尿蛋白“＋”、第 5周尿

蛋白“＋＋＋”所占比例高于女运动员，第 4 周尿蛋白

“＋＋”所占比例低于女运动员（表 5）。

2.2 亚高原训练前后运动表现能力的变化

男运动员 200 m游泳成绩、女运动员激光跑成绩各时

间点存在显著差异（P＜0.05）。男运动员亚高原训练后

游泳成绩好于亚高原前、亚高原，女运动员亚高原、亚高

图2 运动员Hct变化幅度示意

Figure 2. Percentage Change of Hct in Athletes

图3 运动员T变化幅度示意

Figure 3. Percentage Change of T in Athletes

表3 运动员血液红细胞相关指标变化结果

Table 3 Changes of Red Blood Cell Index in Athletes

时间

亚高原前

亚高原第1周

亚高原第2周

亚高原第3周

亚高原第4周

亚高原第5周

亚高原后

时间主效应

RBC/（1012·L-1）

男

5.25±0.18

4.88±0.17aa

5.05±0.16

4.95±0.14aa

5.12±0.14abbd

5.20±0.29bbd

5.14±0.23bdd

P＜0.05

女

4.36±0.25

4.38±0.40

4.38±0.44

4.40±0.31

4.64±0.32aabcd

4.57±0.33aad

4.53±0.33a

P＜0.05

Hb/（g·L-1）

男

156.50±6.06

146.67±5.89aa

149.33±5.61a

147.83±2.48aa

149.67±5.13aa

154.00±9.76b

154.33±9.48b

P＜0.01

女

125.75±9.91

126.38±12.19

126.25±11.95

129.50±8.37

130.75±9.29a

130.75±10.17a

129.75±7.55a

P＜0.01

Hct/%

男

46.33±1.86

45.50±2.07

43.33±2.07ab

46.00±1.67c

45.47±1.29

46.33±2.88c

45.67±2.16

P＜0.05

女

38.38±2.07

39.75±3.54

41.00±3.21

40.88±2.80a

40.93±2.46aa

40.04±2.12a

39.75±1.49aa

P＞0.05

注：a、aa表示与亚高原训练前比较P＜0.05、P＜0.01；b、bb表示与亚高原第1周比较P＜0.05、P＜0.01；c表示与亚高原第2周比较P＜0.05；d、

dd表示与亚高原第3周比较P＜0.05、P＜0.01。

图1 运动员RBC（A）和Hb（B）变化幅度示意图

Figure 1. Percentage Change of RBC（A）and Hb（B）in Athletes

注：#、##表示同一时间点与男运动员比较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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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后激光跑专项成绩显著好于亚高原前（P＜0.05；表 6）。

表4 运动员血液T、CK、BU变化结果

Table 4 Changes of Blood T，CK and BU in Athletes

时间

亚高原前

亚高原第1周

亚高原第2周

亚高原第3周

亚高原第4周

亚高原第5周

亚高原后

时间主效应

T/（ng·dL-1）

男

493.71±78.23

503.50±66.87

547.83±72.62b

677.00±118.93aabbcc

624.67±125.49ab

547.91±123.77d

577.71±95.51

P＜0.01

女

39.48±19.83

61.88±20.69aa

60.13±19.96aa

63.88±18.70aa

62.88±18.23aa

52.52±18.12abdee

48.41±21.25bbcddee

P＜0.01

CK/（U·L-1）

男

320.67±290.29

412.67±78.54

452.67±143.94

322.00±61.61b

382.83±74.93

262.67±88.66bbde

224.67±92.20bbcce

P＞0.05

女

318.75±204.13

436.75±81.03

499.88±109.38b

261.13±76.56bbcc

319.13±58.19bbcc

175.00±42.89bbccdee

165.63±76.71bbccdee

P＜0.01

BU/（mmol·L-1）

男

5.92±1.19

5.53±1.13

5.93±0.99

7.08±1.12bbc

7.23±0.73abbc

6.28±1.46

6.07±1.43

P＞0.05

女

4.96±1.03

4.18±0.76a

5.81±0.85abb

5.11±1.56

6.20±0.58aabb

5.55±0.80abbee

5.25±1.68

P＞0.05

注：a、aa表示与亚高原训练前比较P＜0.05、P＜0.01；b、bb表示与亚高原第1周比较P＜0.05、P＜0.01；c、cc表示与亚高原第2周比较P＜0.05、

P＜0.01；d、dd表示与亚高原第3周比较P＜0.05、P＜0.01；e、ee表示与亚高原第4周比较P＜0.05、P＜0.01。

图4 运动员CK（A）和BU（B）变化幅度示意图

Figure 4. Percentage Change of CK（A）and BU（B）in Athletes

表5 联项训练日运动员尿蛋白变化情况

Table 5 Changes of Urine Protein in Athletes 个（%）

尿蛋白

±

＋

＋＋

＋＋＋

亚高原第2周

男

0（0）

6（100）

0（0）

0（0）

女

3（37）

5（63）

0（0）

0（0）

亚高原第3周

男

5（83）

1（17）

0（0）

0（0）

女

7（88）

1（12）

0（0）

0（0）

亚高原第4周

男

0（0）

4（67）

2（33）

0（0）

女

1（12）

2（25）

5（63）

0（0）

亚高原第5周

男

0（0）

0（0）

1（17）

5（83）

女

0（0）

1（12）

2（25）

5（63）

表6 运动员游泳、激光跑等运动表现能力的变化情况

Table 6 Changes in Athletic Performance of Swimming and Laser Running

时间

亚高原前

亚高原

亚高原后

时间主效应

200 m游泳/s

男

127.83±5.57

130.03±5.50#

125.69±5.95#@

P＜0.05

女

138.88±5.96

139.87±4.05

137.34±4.22@

P＞0.05

激光跑/s

男

678.74±18.53

690.61±23.26#

677.41±22.44

P＞0.05

女

830.32±48.45

791.27±13.86*

787.73±15.63*

P＜0.05

注：*表示与亚高原前比较P＜0.05；#表示与亚高原前比较0.05＜P＜0.1；@表示与亚高原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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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别比较激光跑专项成绩有显著差异（P＜

0.05），女运动员激光跑成绩提高幅度显著高于男运动员

（P＜0.05；图 5）。

3 讨论与分析

3.1 亚高原训练对运动员身体机能的影响

RBC 主要反映运动员循环血中红细胞的数量，Hb 反

映血液载氧能力、身体机能状态（冯连世 等，2003，2006）。

亚高原训练引起 RBC、Hb 升高（蒋秋艳 等，2017；王刚

等，2013；于涛 等，2016；Frese et al.，2010），其原理与高原

训练类似，低氧环境加速运动员机体促红细胞生成素

（erythropoietin，EPO）的应答，提高机体 RBC 和 Hb 含量，

促进机体提高携氧能力、有氧代谢能力（Park et al.，

2016）。本研究发现，男运动员 RBC 和 Hb 在亚高原第

1周降低，后期逐步回升，女运动员RBC、Hb和Hct亚高原

前 3 周变化不大，第 4 周至亚高原后显著升高。分析原因

是呼和浩特海拔（1 040 m）相对高原较低，EPO 水平的升

高和 RBC 生成的加速取决于暴露时间和缺氧程度（Plo‐

szczyca et al.，2018），第 1～3周的缺氧刺激程度和刺激时

间不足于引起机体造血能力的改变，随着缺氧刺激时间

延长而产生效应。Hb变化与训练负荷有关，而本研究Hb

变化更倾向与亚高原期间的训练安排有关，游泳和跑步

训练所占比例较大且以有氧训练为主，持续有氧训练可

促进机体携氧能力提高，所以亚高原训练后期 RBC、Hb

升高。

高原/低氧训练对不同性别 RBC、Hb、Hct 影响不同，

较多研究认为，女性运动员升高幅度和持续效果好于男

性（沈艳梅 等，2010；郑建国，2014；Heikura et al.，2018）。

举重运动员经过亚高原训练 RBC、Hb、Hct 呈现不同变

化，男子举重运动员 Hb 升高主要通过单位红细胞血红蛋

白含量增加而非 RBC 增加（赵鹏 等，2008），女子举重运

动员 RBC、Hb 和 Hct 同步增高（于涛 等，2016）。本研究

中，女运动员 RBC、Hb 和 Hct 升高幅度在亚高原大部分阶

段高于男运动员，说明女运动员对亚高原低氧刺激和训

练安排的适应能力好于男运动员。

血清T主要反映机体的合成代谢能力，用于评定训练

负荷和身体机能状况（冯连世 等，2003，2006，2007）。赵

鹏等（2008）表明，男子举重运动员亚高原训练期间血清T

降低，女子举重运动员亚高原训练期间血清 T 增加（于涛

等，2016），男子赛艇运动员整个亚高原训练期间血清 T

维持在较高水平（王刚 等，2013）。上述研究结果的差异

可能与低氧刺激程度、训练安排以及个体差异有关。本

研究中血清 T 变化与亚高原期间的训练负荷相关，亚高

原前 3 周以适应训练、中等负荷训练和调整训练为主，机

体合成代谢能力较强，第 3 周调整后男、女运动员血清 T

达到峰值，第 4、5 周负荷强度和量增加，但血清 T 下降幅

度较小。T是一种调节红细胞生成和通气的激素，机体在

适应高原缺氧环境的过程中，T 和 EPO 调节 RBC 生成，引

起 Hb 和 Hct 增加（Bachman et al.，2014；Gonzales et al.，

2011）。本研究中女运动员血清 T与RBC、Hb、Hct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推测国家现代五项队女子运动员经过亚高

原训练携氧能力提高可能和血清 T 升高有关。另外，女

运动员 T升高幅度在亚高原前 3周高于男运动员，从另一

角度印证亚高原训练引起女子运动员 RBC、Hb 升高效果

好于男运动员。

血清 CK 反映骨骼肌的疲劳程度和损伤情况，常用于

评价负荷强度（冯连世 等，2006，2007）。进入亚高原训练

初期运动员血清CK上调（王刚 等，2013；于涛 等，2016）。

本研究中，男、女运动员血清 CK 均在亚高原训练第 1 周

升高，运动员初进亚高原适应低氧环境未增加训练负荷

强度，血清 CK 活性仍然增加，这是由于缺氧刺激引起机

体细胞膜通透性增强所致（Magrini et al.，2017）；第 2周血

清CK达到亚高原训练期间最大值，是缺氧刺激和训练负

荷强度增加的叠加效应；第 3 周调整训练后血清 CK 降

低；第 4、5 周随着训练负荷强度递增 CK 未升高反而低于

第 2、3周，这和运动员骨骼肌对亚高原环境和训练强度的

图5 运动员游泳（A）和激光跑（B）变化幅度示意图

Figure 5. Percentage Change of Swimming（A）and Laser Running（B）in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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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增强有关，也与训练安排有关，亚高原后期强化阶

段教练员增加每周训练负荷强度，更注重单日联项训练

的强度，联项训练通常安排在星期四或星期五进行，运动

员恢复速度加快。

BU 反映机体蛋白质和氨基酸的分解代谢状况，对训

练负荷量敏感（冯连世 等，2006，2007）。亚高原训练初

期，蛋白质和氨基酸分解代谢加强，BU 值上调，随着亚高

原环境适应，逐渐与训练量变化相一致（王刚 等，2013；于

涛 等，2016）。本研究中，运动员大部分阶段BU变化与亚

高原训练负荷量大小一致，均在第 4 周训练量强化阶段

BU 出现峰值，说明运动员机体对亚高原期间训练负荷量

的应答反应敏感。男运动员仅第 3 周训练负荷量较小反

而 BU 显著升高，可能是男运动员对亚高原环境适应较

慢、负荷累积所致。

高原训练如缺少较大训练强度刺激，可能会引起速

度降低、功率输出减少、携氧量减少等不良现象（Levine

et al.，2001）。因此，亚高原训练在利用缺氧环境对机体

带来益处的同时，需提高训练强度保证训练效果，本研究

的亚高原训练强化期注重单日联项训练的强度。运动实

践中应用尿蛋白出现的数量来评定负荷强度（冯连世 等，

2006，2007）。本研究中运动员联项训练后尿蛋白随单日

训练强度递增而上调，在第 5周训练负荷强度最大周尿蛋

白生成数量最多，相对每周训练强度单日联项训练负荷

强度递增程度更显著，可解释亚高原训练后期随训练负

荷强度递增每周CK呈下降的变化现象。

在亚高原训练前 3周“适应-强化-调整”阶段，男运动

员 RBC、Hb 降低，血清 CK 先升高后降低，BU 升高在第 3

周超出正常范围，表明此阶段亚高原训练负荷强度和量

未与预期一致，相对亚高原环境的适应程度，存在第 1、2

周训练负荷强度和第 3周训练负荷量超过预期，仅有血清

T 处于较高水平，提示该阶段身体机能状态一般，可能会

影响后期 2 周强化训练效果；女运动员 RBC、Hb 逐渐升

高，血清 CK、BU 先升高后降低，表明此阶段训练负荷强

度和量达到预期，机体对训练刺激的适应能力良好，血清

T 处于峰值，身体机能状态良好，为后 2 周强化训练提供

了保障。在亚高原训练后期“强化（量）-强化（强度）-亚

高原后”阶段，男、女运动员 RBC、Hb 回升或持续升高，血

清 CK、BU 降低，血清 T 小幅度降低仍高于亚高原前，表

明经过强化训练和调整后，男运动员身体机能恢复至良

好水平，女运动员身体机能继续保持在理想状态。

3.2 亚高原训练对运动员运动表现能力的影响

现代五项是由击剑、游泳、马术和激光跑（越野跑和

射击）组成的综合性全能运动项目。击剑和马术属于技

能类主导项目，游泳和激光跑属于体能主导类项目。游

泳为 200 m 自由泳，激光跑包括 4 个“800 m 越野跑＋射

击”组合，黎涌明等（2014）的研究表明，现代五项 200 m游

泳和激光跑两者的供能方式均为有氧供能比例大于无氧

供能。200 m游泳最后冲刺和激光跑最后 1个 800 m冲刺

阶段要求运动员须具备较好的无氧耐力水平，故教练员

常采用有氧训练和高强度耐乳酸训练来提高激光跑和游

泳运动表现能力。

本研究中，男运动员亚高原训练后游泳专项成绩提

高明显，女运动员亚高原、亚高原后激光跑专项成绩显著

好于亚高原前，女运动员激光跑成绩提高幅度优于男运

动员。可能与运动员身体机能、训练安排和训练负荷

有关。

运动员身体机能对科学安排训练负荷至关重要，运

动训练负荷量和强度足够大，机体承受最大应激状态，减

少损伤和避免过度训练，才能有效提高运动能力（冯连世

等，2003，2007）。本研究中，特别是女运动员各项生化指

标随训练负荷波动，良好身体机能水平为游泳和激光跑

系统训练以及运动表现能力提高奠定基础。

运动员对更大有氧训练负荷适应后，表现为心肺功

能提高，肌肉有氧代谢能力提高，恢复能力增强（冯连世

等，2007）。本研究的亚高原训练主要目的是提高运动员

有氧代谢能力和游泳、激光跑的运动表现能力。避免缺

氧环境造成肌肉力量下降，教练员安排了多次力量训练

课。由于肌纤维类型、线粒体和酶活性等因素对耐力和

力量的适应不同造成同期训练中耐力素质和力量素质不

兼容，产生相互抵消效应，但中低强度的有氧训练与力量

训练在同期组合会减少这种不兼容影响（于洪军，2014）。

力量训练虽不能提高运动员的有氧能力，但可改善运动

员的神经肌肉工作能力，提高游泳和跑步专项动作效率

或经济性，有益于成绩提高。基于此，教练员安排本次游

泳和跑步（激光跑）有氧训练在前 3周以中低强度为主，且

训练量低于后 2周，有效避免每周耐力训练对力量训练产

生的消极影响，亚高原前 3 周每次 120 min 共 8 次的力量

训练促进肌肉力量效果明显。在亚高原训练后 2 周进行

强化训练阶段，以提高游泳、激光跑专项训练为主，力量

训练时间和次数相应减少。本研究中，所占比例较高的

游泳和跑步训练，结合以游泳和跑步专项力量为主的力

量训练，训练搭配合理有利于游泳和激光跑运动表现能

力提高。

训练负荷是竞技体育的核心。游泳、跑步等周期性

耐力项目的有氧训练大部分以低强度持续训练为主，低

强度训练负荷可提高机体的有氧代谢能力（黎涌明，

2015）。高强度的赛前训练能保持或提高运动员的 RBC、

柠檬酸合成酶活性、肌糖原、肌肉力量和抗疲劳能力，有

利于运动员形成理想的竞技状态，提高专项运动能力

（Lin et al.，2009）。本研究中，游泳和跑步在亚高原训练

前期以中低有氧训练为主，亚高原训练后期以中高强度

有氧训练为主，亚高原训练后期和下亚高原后 2、3周穿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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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高强度训练，不同强度有序组合提高有氧代谢能

力和训练适应，利于游泳和激光跑专项成绩提高。赛前

减量训练是高水平竞技运动员在赛前常采用的训练方

法，通过减少训练量使运动员保持或提高训练所获得的

身体适应和训练适应，适时调整高峰竞技状态，有益于运

动成绩提高（卜建华，2013）。赛前减量训练安排以专项

训练为主，训练量减小，训练强度应保持同减量前水平或

略有增加。Houmard 等（1994）认为，耐力性项目运动员

的在周训练量减 70%～80% 时，其V
.

O2max、最大速度等运

动能力仍能保持 10～28天。赛前减量训练同样适合于亚

高原/高原训练，高原训练结束后进行 2～3 周平原训练，

安排一些高质量的大强度训练课帮助运动员适应平原训

练，有助于运动员下高原后形成竞技状态高峰（高欢 等，

2018；Chapman et al.，2014）。本研究中，从亚高原第 5 周

训练量开始降低，亚高原后第 1～3 周负荷量继续减少低

于亚高原期间，亚高原后第 2 周和第 3 周前半周训练负荷

强度增加，游泳和激光跑安排 3 次不同形式的V
.

O2max强度

训练课，该赛前减量训练方式有利于调整运动员的高峰竞

技状态，对游泳和激光跑专项成绩的提高具有正面效应。

4 小结

5 周亚高原训练对提高国家现代五项队女子运动员

携氧能力，男、女运动员合成代谢有促进作用。亚高原训

练改善现代五项的游泳和激光跑运动表现能力，所产生

的影响效应可能与身体机能水平提高、训练安排、训练负

荷有关。亚高原训练可作为现代五项备战重大比赛的赛

前训练方式，但应注意对身体机能和运动表现能力影响

的性别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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