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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观察加压放松对上、下肢大强度抗阻运动后人体整体和局部疲劳相关指标

的影响，探索加压放松在越野滑雪等上、下肢共同参与的全身性运动后疲劳恢复的作用。

方法：实验分为上肢和下肢运动，通过上肢实验观察加压放松对局部肌肉功能的影响，通过

下肢实验观察加压放松对激素水平的影响。实验对象为8名健康成年男性。1）上肢实验：

以50%最大等长力量为阻力进行6组力竭性哑铃屈肘运动。进行2次实验，每次随机选取

一侧上肢在训练后进行 5 组捆绑压为 35 mmHg、充气压为 200 mmHg，5 min 加压、3 min 间

歇的加压放松，另一侧上肢安静休息。在运动前、运动后即刻、放松后、运动后24 h测试肌

肉疼痛诱发压力、50%最大屈肘等长阻力的肌电RMS和屈肘90°最大等长力量。2）下肢实

验：进行6组70% 1 RM力竭性深蹲运动。进行2次实验，在其中一次运动后对两侧下肢进

行5组捆绑压为40 mmHg、充气压为350 mmHg，5 min加压、3min间歇的加压放松，对照组

安静休息。在运动前、运动后即刻、运动后24 h测试HGH、睾酮、CK和 IL-6。结果：大强度

屈肘运动后 24 h 加压组力量、肌电 RMS、屈肘肌疼痛诱发压力恢复幅度大于对照组（P＜

0.05）。大负荷深蹲运动后，加压组和对照组CK 无显著差异，但加压组的增幅仅为对照组

的1/2；运动后24 h加压组 IL-6恢复到运动前，对照组仍显著高于运动前；运动前后各时间

点各组血睾酮水平无显著差异；运动后即刻，各组HGH均显著提高，但无组间差异。结论：

加压放松可促进越野滑雪运动上肢大强度抗阻训练次日力量的恢复，减轻肌肉酸痛感和疲

劳程度；加压放松有助于减轻越野滑雪运动大强度下肢抗阻训练后的肌细胞损伤和肌肉炎

症反应。建议可在越野滑雪短距离比赛间歇期，以及大强度抗阻训练后即刻进行加压放

松，有助于次日疲劳恢复。

关键词：大强度抗阻训练；均方根；加压放松；肌肉疼痛诱发压力；等长力量；细胞肿胀

Abstract: Objectives: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Kaatsu relaxation on the body’s overall and local

fatigue related indexes after high-intensity resistance exercise of upper and lower limbs, and to

explore the method of Kaatsu relaxation on the fatigue recovery after cross country skiing and

other general sports involving both upper and lower extremities.Methods: The experiment wa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upper limb and lower limb exercise. The upper limb experiment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Kaatsu relaxation on local muscle function, and the lower limb ex‐

periment was used to observe the effect of Kaatsu relaxation on hormone level. The subjects

were eight healthy adult males.1) Upper limb experiment: 6 groups of exhaustive dumbbell el‐

bow flexion exercises were performed with 50% maximal strength.The experiments were con‐

ducted twice. Each time, one upper limb was randomly choosed to undergo 5 sets of Kaatsu re‐

laxation with binding pressure of 35 mmHg and inflatable pressure of 200 mmHg, 5 min of pres‐

sure and 3 min of intermittent, while the other limb rested. Muscle pain induced stress, EMG

RMS of 50% maximal elbow flexion force and maximal isometric elbow flexion strength at 90°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immediately after exercise, after relaxation, and 24 h after exercise.2)

Lower limb experiment: 6 groups of 70% 1 RM exhaustive squat exercises were performed. 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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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 exercise, 5 sets of Kaatsu relaxation with binding pressure of 35 mmHg and inflatable pres‐

sure of 200 mmHg, 5 min of pressure and 3 min of intermittent were applied to both lower

limbs.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again 7 days later but alternated the ways to relax.

HGH, testosterone, CK, and IL-6 were measured before, immediately after, and 24 h after exer‐

cise.Results: The recovery amplitude of strength, EMG RMS and pain pressure threshold of el‐

bow flexor in the Kaatsu group was great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After High-

Intensity squat exercise,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CK between the Kaatsu and con‐

trol group, but the increase of the Kaatsu group was only 1/2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24 h after

exercise, IL-6 in the Kaatsu group returned to the level before exercise, but the control group

was still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before exercise.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rum testosterone levels of each groups before and after exercise. Immediately after exercise,

HGH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all groups, bu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Con‐

clusion: Kaatsu relaxation can promote the strength recovery on the next day after high-intensi‐

ty resistance training of upper limbs in cross country skiing, and reduce muscle soreness and fa‐

tigue. Kaatsu relaxation is helpful to reduce the injury of muscle membrane and muscle inflam‐

mation of cross country skiers after high-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of lower limbs.Kaatsu re‐

lax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immediately after the short distance race interval for cross country

skiers, as well as the high-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of upper and lower limbs, which is condu‐

cive to recovery on the next day.

Keywords: high-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RMS; Kaatsu relaxation; pain pressure thresh‐

old; isometric strength; cell swe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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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北京冬奥会越野滑雪共设 12 个小项，是中国

代表队在雪上项目取得突破的重点目标。根据越野滑雪

项目参赛规则，每个国家参赛总名额有限，运动员可能在

比赛日内参加多个比赛项目，尤其短距离项目运动员需

在 1 天内进行预赛、决赛等 4 轮比赛。此外，越野滑雪属

于全身性运动，对人体上、下肢力量均有较高要求，大强

度抗阻训练是发展力量素质的常用训练方法（杨威，

2010）。在大强度抗阻训练后，常表现出肌肉酸痛、运动

功能下降、疲劳感延续等现象，还会影响后续其他训练的

正常进行，所以该训练的频率较低。因此，促进大强度比

赛间期和大强度抗阻训练后的运动性疲劳恢复，是提高

训练效率和比赛能力、减少运动损伤风险的重要方法。

近年，限制血流的加压训练（Kaatsu training）研究较

多。已有研究证实，加压训练可以用较小的负荷（20%～

30% 1 RM）刺激肌肉增长、提高肌肉力量（王明波 等，

2019；吴旸 等，2019；Barcelos et al.，2015；Daeyeol et al.，

2016；Hernandez et al.，2013；Laurentino et al.，2008）。其

机制包括：促进与肌肉合成相关的一氧化氮合成酶（Mu‐

rad et al.，2006）、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激素（Abe et al.，

2005；Seo et al.，2016）和生物活性因子的良性变化；由于

加压训练中代谢产物大量累积所产生的压力梯度，使血

液流进肌纤维并引起细胞肿胀，这种反应不仅可以促进

蛋白质合成，还有助于减少细胞中的蛋白质分解（Yasuda

et al.，2012）。另有研究证实，加压训练可以改善肢体血

液循环，抑制伤病引起的肿胀和炎症反应（Murad et al.，

2006）。

根据这些作用机制，理论上可能促进肌肉运动性疲

劳的恢复，国外有实验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Curty 等

（2018）发现，在高强度（130% 1 RM）离心运动中，离心加

压组比离心组更早恢复到运动前。沢田匡平等（2004）发

现，在运动后进行反复加压-减压放松活动，会加速肌肉

力量的恢复。

当前有关加压训练的增肌效果研究较多，但鲜见单

纯用于疲劳恢复的研究。因加压训练设备便于携带、操

作简单，可适用于比赛强度高、密度大的项目，以及大强

度训练后的疲劳恢复。针对加压训练方法在原理上存在

促进运动性疲劳恢复的机制，而同时缺乏足够的实证研

究，本研究拟对加压放松对大强度抗阻训练后疲劳相关

的神经肌肉、最大力量、疼痛诱发和内分泌等运动生理生

化、体能方面的影响展开研究，观察单纯性加压放松对

上、下肢大强度抗阻训练后人体整体和局部疲劳恢复的

影响，探索加压放松在越野滑雪等上、下肢共同参与的全

身性运动后疲劳恢复的作用。

1 研究对象和方法

实验分为上肢和下肢两部分，通过上肢实验观察加

压放松对局部肌肉功能的影响，通过下肢实验观察对激

素水平的影响。

1.1 实验对象

8 名成年健康男性（表 1），受试者实验前 3 天及实验

期间不进行其他大强度运动，无运动系统伤病。在实验

前告知实验目的、流程和潜在的风险。虽然有文献报道

单侧肢体运动可对对侧肢体神经肌肉功能状态产生影响

（张海红 等，2008；Morrison et al.，2005），但单侧肢体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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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是否影响对侧肢体功能尚无明确证据。因此，为扩

大样本量，本研究在上肢实验中对 8名受试者左右两侧上

肢分别进行加压和对照两种状态的自身前后对比，测试

各指标均是针对单侧上肢；在下肢实验中，对双腿同时进

行加压干预，进行个人前后对比。

1.2 实验流程

在大强度抗阻训练后进行单纯加压放松，上肢实验

和下肢实验独立进行。虽然越野滑雪为全身性运动，但

若设计上、下肢同时参与且均达到力竭的高强度力量练

习动作，不仅对动作控制要求较高，而且受伤风险较大，

因此下肢和上肢力量训练独立进行。同时，也可以避免

下肢力量练习引起的应激反应影响上肢疲劳恢复。

力量训练动作为越野滑雪运动员常用的深蹲和屈

肘，这两个动作模式较简单，动作幅度易控制，便于把注

意力集中到发力上。越野滑雪撑雪杖动作中，虽然肘关

节以伸臂为主要发力方向，但鉴于负重伸肘动作幅度较

难控制，如采用弹力带训练则阻力不易控制，同时也考虑

到均衡发展拮抗肌的原则，因此采用负重屈肘为上肢力

量训练和测试动作。

1.2.1 上肢实验流程

在力量练习前、练习后即刻、练习结束后第 50 min（期

间加压组进行加压恢复，对照组进行自然恢复）和练习后

第 24 h，均进行最大等长屈肘力量测试、力量训练阻力下

的静态屈肘肌电测试和屈肘肌压痛测试。

1.2.1.1 屈肘最大等长力量测试

鉴于等长力量测试相对较好的重复性（李小兰 等，

2006；吴剑 等，2017），本实验通过测试最大等长屈肘力量

来制定力量练习负荷，并用来评价肌肉疲劳和恢复程度。

实验中，需多次、密集测试屈肘力量，对测试的时效性要

求较高，因此采用便携式拉力计进行测量。

受试者上臂后部紧靠在竖起的卧推蹬上，屈肘 90°，

紧握链条一端的把手，链条另一端连接在拉力计上（艾德

堡拉力计，HP-1k，中国）。通过调整链条长度，使肘关节

屈肘 90°，进行最大屈肘用力，观察受试者肩部位置稳定

以排除代偿。每次至少用力 5 s，当实时显示力量值不增

加时长达 2 s 以上时停止测试，休息 1 min 后再测量 1 次，

取最大值作为该次测试的最大力量。

1.2.1.2 运动及放松方式

受试者进行 50% 最大等长力量阻力的单臂力竭性哑

铃屈肘运动 6 组，左右侧交替进行，每侧运动间歇 2 min，

1～6 组完成次数分别不低于 12、10、9、8、7 和 6 次。受试

者随机选择一侧上肢在力量练习后进行加压放松干预，

另一侧作为安静对照。在间隔 7 天后，进行第 2 次实验，

左右侧上肢交换放松方式。

加压放松方案：在两侧上臂根部佩戴加压带（易动

康，中国）进行 5 组放松活动，每组加压 5 min 和除压

3 min，使用 30～35 mmHg捆绑压和 200 mmHg充气压。

1.2.1.3 表面肌电测试

在运动前、运动后即刻、练习结束后第 50 min 和练习

后第 24 h 进行屈肘肌的表面肌电测试。利用表面肌电测

试仪（Cometa，Wave Plus，意大利）和银-氯化银电极片

（3M，2320，美国）采集受试者两侧肱二头肌的肌电信号，

电极安放在上臂前侧正中肱二头肌隆起处。使用双电极

片测试，二者连线与肌纤维走向一致，中心点间距 2 cm。

电极黏贴前，用酒精棉擦拭皮肤区域，以降低皮肤阻抗，

保证电极良好附着。安放肌电设备后，受试者采用相当

于 50% 最大等长屈肘力量的负重进行静力性屈肘用力

10 s。选取指标为反映肌肉放电量大小的振幅均方根

（root mean square，RMS），在原始肌电图上选取肌电平稳

的范围 5 s，取 RMS 平均值。因肌电 RMS 值个体差异较

大，因此以安静时的测试值为基准，运动后即刻、放松后、

运动后 24 h的数值均除以基准值，获得相对值。

1.2.1.4 肌肉疼痛压力测试

在运动前、运动后即刻、练习结束后第 50 min 和运动

后 24 h 进行屈肘肌肉疼痛压力测试，使用便携式痛觉仪

（Jtech，美国）测试压痛感。测定时，受试者取坐位，肘关

节保持约 90°，上肢肌肉放松，测试者手持压痛仪，将压头

（直径 7.5 mm）垂直按压在受试者肱二头肌远端肌腱-肌

腹连接处上方 3 cm处，并向下缓慢增加按压力量，当受试

者自我感觉到压痛时即发出信号，及时停止按压，并记录

痛觉仪上显示的数值。每个部位测试 2 次，取平均值，单

位为 kg，数值越小，说明肌肉酸痛感越强。

1.2.2 下肢实验流程

1.2.2.1 深蹲1 RM测试

参考《体能测试与评估指南》（2019），直接测试 1 RM

深蹲重量，预估被试 50% 1 RM 的重量，完成 8 次深蹲，休

息 2 min。增加重量至预估 1 RM 的 70%～75%，完成 5 次

深蹲，再休息 2 min。以预估重量的 95%～100%，完成

1 次，休息 2～3 min，根据完成情况增减重量 5%～10%，

再进行 1 次深蹲，最终推算出受试杠铃深蹲 1 RM 重量。

动作要求：受试者双手握杠铃至于肩上，双脚略宽于肩，

脚尖略向外站立；保持腰背挺直，深蹲至大腿平行地面，

然后将杠铃自行抬起至身体直立。

1.2.2.2 运动及放松方式

6 组 70% 1 RM 强度深蹲运动，每组要求力竭，间歇

2 min。前后共进行 2 次实验，间隔 7 天以上。受试者在

2次实验深蹲练习后随机进行加压放松干预和安静休息。

加压放松活动方案：在两侧大腿根部佩戴加压带进行 5组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n=8

平均值

年龄/岁

25.2±4.0

身高/cm

179.5±4.8

体质量/kg

79.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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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活动 ，每组包括加压 5 min 和除压 3 min，使用

40 mmHg捆绑压和 350 mmHg充气压。

1.2.2.3 测试指标

运动前、运动后即刻、运动后 24 h 共 3 次采集静脉血

2～5 mL，测试生长激素（human growth hormone，HGH）、

睾酮（testosterone，T）、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和白

介素 -6（interleukin-6，IL-6）。 HGH、IL-6、睾酮用美国

Beckman ACCESS 2型全自动免疫化学发光测试仪和配套

试剂盒进行测试，CK 采用美国 Beckman AU680 全自动生

化分析仪进行测试。

1.2.3 数据分析方法和统计学分析

运用 SPSS 20.0 软件，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repeat

measure ANOVA）对加压组和对照组各指标进行统计学分

析，所有数值都表示为平均值±标准差，以 P＜0.05 为数

据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研究结果

2.1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屈肘等长力量的

变化

运动后，各组等长屈肘力量显著下降，组间无显著性

差异。加压放松后和自然恢复后（练习结束第 50 min

时），2组力量均有所提高，但无显著性差异；运动 24 h后，

2 组均有提高，组间比较存在显著性差异，加压组力量恢

复幅度较大，但与运动前相比仍有显著性差异（表 2）。

为观察运动后各组力量变化幅度，以运动前每个上

肢力量数值为基础，观察运动后各组力量数值占运动前

的百分比（表 3）。

运动后，各组等长屈肘力量下降幅度接近，加压放松

后或自然恢复后（练习结束第 50 min 时）2 组力量均有所

提高，但仍比较接近；运动后 24 h 后，2 组均有提高，加压

组力量恢复幅度显著大于对照组。

2.2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表面肌电指标的

变化

运动后，各组肱二头肌RMS值较运动前均增加，但仅

有运动后即刻与运动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组间也无显

著性差异，这可能与表面肌电数据的个体间差异较大有

关。为排除个体差异，以运动前每个上肢 RMS 数值为基

础，观察运动后各组RMS数值占运动前的百分比（表 4）。

分别统计受试者每组训练的 RMS 相对值，观察在运

动后各个时间点肌肉活动变化情况。运动后即刻，RMS

相对值显著增大，加压放松后或自然恢复后（练习结束第

50 min 时）均有所下降，运动后 24 h 进一步下降，但均大

于运动前。与放松后相比，加压组和对照组运动后 24 h

RMS 相对值显著下降，加压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对照

组（表 5）。

2.3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肌肉压痛指标的

变化

运动前、运动后即刻、练习结束后第 50 min 3 个时间

点屈肘肌疼痛诱发压力值均无组间差异，不同时间点间

也无显著性差异；在运动后 24 h，加压组和对照组压力值

均显著低于练习结束后第 50 min，加压组显著大于对照

组（表 6）。

2.4 大负荷深蹲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生化指标的变化

表2 大强度屈肘运动后不同恢复方式后等长屈肘力量均值

Table 2 Mean of Isometric Elbow Flexion Strength after Differ‐

ent Recoveries and after High-Intensity Elbow

Flexion Exercises kg

组别

（n=16）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23.13±4.31

22.65±4.08

运动后即刻

17.82±4.16#

17.28±3.92#

练习结束后

第50 min

18.79±4.22#

18.54±4.36#

运动后24 h

21.64±3.89#

20.00±4.42#

注：#表示运动后各组与运动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3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等长屈肘力量相对值

Table 3 Relative Value of Isometric Elbow Flexion Strength after

Different Recoveries and after High-Intensity Elbow

Flexion Exercises %

组别（n=16）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后即刻

76.7%±8.9

76.2%±10.3

运动后第50 min

81.6%±12.2

81.4%±9.7

运动后24 h

95.3%±6.0

88.7%±9.1*

注：*表示运动后24 h加压组和对照组间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0.05）。

表4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肱二头肌表面肌电RMS均值

Table 4 Mean of Surface EMG RMS of Biceps Brachii after

Different Recoveries and after High-Intensity Elbow

Flexion Exercises uV

组别

（n=16）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614.1±232.6

563.0±234.0

运动后即刻

902.9±416.2*

953.2±383.2*

运动后

第50 min

780.6±330.5

762.2±257.9

运动后24 h

668.3±394.7

734.8±385.8

注：*表示运动后各组与运动前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5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RMS相对值

Table 5 Relative Value of Surface EMG RMS of Biceps Brachii

after Different Recoveries and after High-Intensity

Elbow Flexion Exercises %

组别（n=16）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后即刻

158.0±19.9

173.8±22.9

运动后第50 min

129.8±27.0#

136.4±39.1#

运动后24 h

106.3±15.1#

123.2±37.3#*

注：*表示组间相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与前一时间点

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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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后，2两组实验对象的CK有所增加，但均无统计

学意义，直到运动后 24 h 才显著高于运动前；运动前、运

动后即刻、运动后 24 h 均无组间差异，但加压组 24 h 后的

增加幅度仅为对照组的 1/2（表 7）。

运动后即刻，2 组 IL-6 均显著提高；运动后 24 h 对照

组仍显著高于运动前，而加压组则恢复到运动前，未见组

间差异（表 8）。

运动前后各时间点，两组受试者血睾酮浓度均无显

著性差异（表 9）。

运动后即刻，两组HGH均显著性提高；运动后 24 h加

压组仍显著高于运动前，而对照组则恢复到运动前，各时

间点均无组间差异（表 10）。

3 分析与讨论

越野滑雪比赛中，上坡、下坡、平地各占全程的 1/3，

坡度最大可达 20°以上。在上坡滑行中，要求下肢蹬滑雪

板的同时上肢向后撑滑雪杖，在下坡和转弯滑行中下肢

需以较大的离心力量适应地形变化，因此对人体上、下肢

力量均有较大要求，力量训练是该项目运动员的重要训

练内容。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优秀运动员，从事不适应的

运动负荷或在大强度运动，特别是离心性运动后，人体常

表现出肌肉酸痛、运动功能下降和疲劳感延续等现象，这

些症状有些发生在运动后即刻，有些在运动后 24 h 逐渐

加剧，一般需 72 h 或更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称为延迟性

肌肉酸痛（delayed-onset muscle soreness，DOMS）。一般认

为，DOMS 是不适应的运动方式（特别是离心运动、大强

度运动）诱发的一种亚临床疼痛症状，一般不需经过治疗

即可自行恢复。在运动后采取物理治疗、针刺、按摩和加

强营养等方式，可加快疼痛症状消除和功能恢复。

本研究对加压放松影响上、下肢大强度抗阻训练后

疲劳相关的神经肌肉、最大力量、疼痛诱发、激素等运动

生理生化、体能方面的指标展开研究，观察加压放松对人

体局部肢体肌肉功能状态和整体激素水平的影响。虽然

文献显示了多种缓解 DOMS 症状的方式，但其中有些方

法的有效性尚存争议，比如静态拉伸（Lund，1998）。本研

究对照组仅安排受试者安静休息，单纯观察加压放松的

影响，与其他方式相比的恢复程度和使用复合恢复方法

的效果可在今后研究中进行。实验组采用单纯的加压放

松方式，压力、时间、组数的设置是参考有限的国外相关

研究方案，由于是初次研究单纯加压放松的影响，并且测

试指标较多，考虑操作的可行性，故未设置多种加压放松

方式。

3.1 加压放松对力量恢复的影响

力量下降是肌肉疲劳的主要表现，也是力量训练停止

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直接观察力量训练前后各时

间点的力量变化，以此评价加压放松效果。与 1 RM 器械

测试、等速力量测试等相比，等长力量测试只需控制好动

作姿势，可靠性较好，所需设备简单，热身过程简单，因此

本研究采用屈肘 90°的等长力量评价运动后的恢复程度。

在经过 6 组力竭性负重屈肘运动后，2 组受试者力量

表10 不同恢复方式对大负荷深蹲练习后HGH的影响

Table 10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coveries on HGH after

High-Intensity Squat Exercise ng·ml-1

组别（n=8）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0.03±0.01

0.03±0.02

运动后即刻

0.99±0.44

0.88±0.49

运动后24 h

0.11±0.13*

0.03±0.01

注：*表示与运动前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8 不同恢复方式对大负荷深蹲练习后 IL-6的影响

Table 8 nfluence of Different Recoveries on IL-6 after

High-Intensity Squat Exercise ng·ml-1

组别（n=8）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0.98±0.13

0.79±0.20

运动后即刻

1.58±0.58*

2.11±1.25*

运动后24 h

1.04±0.37

1.49±0.66*

注：*表示与运动前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7 不同恢复方式对大负荷深蹲练习后CK的影响

Table 7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coveries on CK after

High-Intensity Squat Exercise IU·L-1

组别

（n=8）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174.17±76.04

164.27±86.92

运动后即刻

213.83±86.09

199.22±104.89

运动后24 h

263.75±67.89*

291.09±55.91*

增加

幅度%

23.3

46.1

注：*表示与运动前比较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6 大强度屈肘练习后不同恢复方式后屈肘肌疼痛诱发压力均值

Table 6 Mean of Elbow Flexor Pain Pressure Threshold after

Different Recoveries and after High-Intensity Elbow

Flexion Exercises kg

组别（n=16）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3.41±0.86

3.28±0.98

运动后即刻

3.37±0.78

3.20±0.72

运动后第50 min

3.66±0.90

3.46±0.92

运动后24 h

2.79±1.34#*

2.15±0.76#

注：#表示运动后24 h与之前各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

示组间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

表9 不同恢复方式对大负荷深蹲练习后血睾酮的影响

Table 9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coveries on Serum Testosterone

after High-Intensity Squat Exercise ng·dl-1

组别（n=8）

加压组

对照组

运动前

397.07±86.98

413.03±119.69

运动后即刻

461.63±88.87

461.87±93.84

运动后24 h

419.00±83.03

407.30±1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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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幅度接近，约降至安静时的 3/4，这与理论计算结果

比较接近。本研究使用屈肘 90°最大等长力量的 50% 为

阻力进行负重屈肘，接近受试者预估 1 RM 的 70%，每组

实际完成次数也接近实验预设的 12、10、9、8、7 和 6 次。

如果最后一组完成 6次，则组后一次举起的重量相当于此

时的 1 RM，由力量练习前的 12 RM 变为练习后的 1 RM，

接近 3/4。

加压放松后，与力量练习后即刻相比，两组受试者力

量均有所恢复，但组间比较接近，加压放松未在短时间内

表现出对疲劳后力量的恢复。运动后 24 h 后，两组较前

一天均有提高，且加压组表现出更好的恢复程度，达到基

础值的 95.3%，而对照组只恢复到 88.7%。

等长力量受多种因素影响，短期可能改变的因素包

括运动单位兴奋性、肌纤维细微损伤程度等。大负荷力

量练习后，肌纤维细微损伤发生，肌丝蛋白分解代谢增

强，运动单位神经兴奋性也有所下降，这些都将引起肌肉

力量下降，还会导致炎症发生，肌肉特异性蛋白质（如

CK）、免疫指标（IL-6）的血液水平升高（Lau et al.，2015）。

在 力 量 练 习 结 束 后 ，采 用 35 mmHg 捆 绑 压 和

200 mmHg 充气压对上肢进行血流限制，可同时造成上肢

肌肉缺氧和肿胀的效果。Haussinger 等（1993）最早提出，

细胞肿胀有助于蛋白质合成。细胞肿胀能够抑制分解代

谢，使蛋白质平衡向合成代谢转变。如当胰岛素诱导的

肝细胞肿胀被抑制，胰岛素合成代谢作用也被阻止，表明

胰岛素合成代谢作用主要是由于细胞体积的增加引起。

虽然肌肉细胞肿胀的潜在合成代谢机制尚不清楚，但可

以想象，即使不运动，血流限制足以引起细胞内外水平衡

的改变。在哺乳动物细胞中，水分通过细胞膜进行简单

扩散，血流限制可以增加细胞内到细胞外的压力梯度，从

而增加进入细胞的水通量。另外，静脉血流限制引起的

一氧化氮合成酶增多，也会引起肌纤维卫星细胞活化，进

而进入增生周期（Loenneke et al.，2010）。同时，一氧化氮

具有消炎功能（Martin et al.，2017），也有助于减轻大强度

训练后的炎症反应。

静脉血流量限制联合低强度抗阻运动（20%～30%

1 RM）可导致骨骼肌肥大、力量增加和耐力增加，关于其

机制，一般认为是由于氧的减少和代谢产物的积累。但

在某些情况下，未见代谢产物的大量增加和/或快速收缩

纤维的大量增加也可抑制肌萎缩的程度（Kubota et al.，

2008）。细胞肿胀似乎是一种独立的机制存在于各种负

荷的研究中。Haussinger（1996）基于肝细胞肿胀的假设模

型，推测在血流限制过程中，肌肉细胞肿胀是由一个固有

体积传感器检测的。该体积传感器的激活，可能激活一

种目前尚未识别的酪氨酸激酶，从而激活哺乳动物雷帕

霉素靶蛋白（mTOR），而mTOR通路被认为是调控骨骼肌

生长的主要途径（Bodine et al.，2001）。研究表明，细胞脱

水可能参与下调 mTOR 信号（Schliess et al.，2006）。运动

后的血流限制，额外增加了肌肉细胞内的水分和时间，从

而增加 mTOR 信号，这可能部分解释了在没有运动的状

态下单纯血流限制可减轻肌萎缩。有人体研究表明，细

胞肿胀在促进蛋白合成的同时，也抑制分解代谢（Berneis

et al.，1999；Keller et al.，2003）。

综上所述，不论是通过一氧化氮减轻炎症反应，还是

通过肿胀效应减少蛋白分解和/或促进蛋白合成（促进肌

肉微损伤的修复），均不在加压放松后即刻表现，这与本

研究等长力量的恢复在加压放松后第 2天更明显相吻合。

3.2 加压放松对大强度屈肘练习后肌电指标的影响

RMS 是反映表面肌电振幅大小的指标，反映肌电信

号随时间产生的强弱变化，是评价疲劳的重要指标。在

运动过程中，先参与的运动单位开始疲劳，在执行相同负

荷的运动时，需要募集更多运动单位参与其中，肌肉放电

现象增强，RMS 越大，说明动员肌纤维越多，间接反映肌

纤维的疲劳程度越大（王健，2001；王健 等，2003）。

为对比疲劳程度，在运动前、运动后即刻、恢复后、运

动后 24 h 执行与运动阻力相同的等长收缩，通过比较相

同阻力时的RMS评价肌肉疲劳和恢复程度。所采用的阻

力为最大等长力量的 50%，在安静状态下，完成该阻力主

要通过增加肌纤维数量来实现。在本研究中，运动后 2组

的 RMS 值显著升高 50% 以上，恢复后均有所下降，运动

后 24 h 仍继续下降，加压组降至安静时的 106%，而对照

组仍处于安静时 123% 的水平，说明加压放松更好地恢复

了肌纤维的工作能力，次日在执行相同强度工作时，所需

动员的肌纤维数量减少。

3.3 加压放松对大强度屈肘练习后肌肉疼痛诱发压力的

变化

DOMS 发生后的典型症状之一是在肌肉活动或外力

按压时产生疼痛，人体对肌肉受到按压的疼痛耐受力显

著下降，肌肉压痛阈值降低。有研究采用视觉模拟量表

（visual analogue scale，VAS）测定人体肌肉酸痛的程度

（Boonstra et al.，2008），该量表长 5 cm，一端为 0 表示无

痛，另一端为 10表示极端疼痛，受试者根据自我感觉在量

表上标记疼痛程度。而本研究直接测试疼痛阈值，受试

者只需分辨有无疼痛。研究显示，各组疼痛诱发压力在

运动后、恢复后与运动前相比均无显著性差异，而运动后

次日均比前一日显著下降，符合“延迟性”肌肉酸痛特点。

运动后 24 h，加压组诱发压力显著高于对照组，提示加压

放松对肌肉微损伤的恢复有促进作用，其机制应与加压

放松有助于力量恢复类似，加压干预减小了肌肉分解、减

轻了炎症反应。

3.4 加压放松对大强度深蹲运动后生化指标的影响

离心运动会导致骨骼肌纤维受损，其特征是肌肉力

量下降，炎症发生，肌肉特异性蛋白质（如 CK）在血液的

浓度升高（Lau et al.，2015）。在本研究的下肢实验中，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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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在训练实践中使用较少的大强度离心练习，而是采

用较常规的深蹲力量练习。由于深蹲同时包含向心和离

心两个阶段，且在离心阶段动作速度较低，因此对肌肉的

刺激较专门的离心训练低。从CK数据可看出，运动后即

刻未造成显著性差异，次日虽然差异显著，但增幅仍未到

1 倍，小于其他研究数据（邱俊强 等，2019）。但对照组增

幅更大，为加压组的 2 倍，提示加压放松可对肌细胞膜损

伤修复产生积极影响，仅限于本研究运动本身造成的疲

劳程度较低，未能更大程度体现加压放松的效果。

IL-6 是具有分化和促进生长作用的多种生物活性的

细胞因子，是炎症免疫反应的重要介质。Nielsen等（1996）

证实，在剧烈运动 6 min 后，血浆中 IL-6 水平将提高 2 倍。

Ostrowski 等（1998）使用跑台运动模型发现，在运动开始

后的第 30 min，血浆中 IL-6 水平显著提高；在运动结束后

2.5 h，IL-6 水平达到峰值。Miles 等（2007）发现，血浆 IL-6

在离心运动后约 8 h 达到峰值，并在运动后 24～120 h 与

基线没有显著差异。在本研究中，IL-6 在运动后显著提

高，加压组在次日恢复到运动前，对照组在次日仍高于运

动前。加压方式体现出一定纵向干预效果，但未能出现

组间显著性差异，其原因可能与CK类似。

HGH 是影响人体生长发育的重要激素，能够促进蛋

白质的合成和骨骼的生长，属于合成代谢类激素。有研

究表明，高强度运动（80% 1 RM）能显著提高机体HGH浓

度 100 倍，而联合加压训练则能升高至 290 倍（Yudai et

al.，2000）。HGH即刻升高的潜在机制可能是肌肉内氧含

量降低，肌肉组织代谢需求反馈至下丘脑，刺激垂体释放

HGH。大强度运动后，肌肉内氧气消耗量仍远大于安静

时，此时限制血流，可通过制造缺氧途径引起生长素升

高。本研究中，实验组和对照组在运动后生长激素均升

高，在 24 h 后加压组仍显著高于运动前，而对照组已恢复

到初始水平，提示运动后的血流限制干预有促进体内生

长激素浓度提高的功能。但是，介于生长激素初始浓度

很低，这种显著性差异的意义略显单薄。

睾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已被证明可以提高肌肉蛋

白合成，还能通过抑制泛素途径或抗皮质醇反应等减少

肌蛋白分解。已有研究证实，加压力量训练可提高血睾

酮浓度（Reeves et al.，2006）。本实验在运动和放松过程

中均未引起血睾酮浓度变化。一方面，可能因为运动负

荷不足；另一方面，可能因单纯的加压放松未能如加压力

量训练一样产生提高睾酮的效果。

4 结论与建议

1）加压放松可促进越野滑雪运动上肢大强度抗阻训

练后次日力量的恢复，减轻肌肉酸痛感和疲劳程度；2）加

压放松有助于减轻越野滑雪运动大强度下肢抗阻训练后

肌细胞膜损伤和肌肉炎症反应。可在越野滑雪短距离比

赛间歇期，以及大强度抗阻练习后即刻进行加压放松活

动，有助于次日疲劳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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