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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目的：探究铁链、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的可变阻力训练方式对爆发力的影

响。研究方法：检索铁链、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的可变阻力训练相关研究文献，将最大力

量、动作速度和功率输出3个指标与恒定阻力训练相关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较多的研究

显示，铁链、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的可变阻力训练方式相对于传统的恒定阻力训练，在最

大力量、动作速度和功率输出方面让训练者获得更大的效益。也有部分实验显示，可变阻

力训练虽然取得了效果，但未见明显的优势。结论：铁链、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的可变阻

力训练对爆发力影响总体是正向的，但内在机制尚不明确。

关键词：动作速度；最大力量；功率输出；恒定阻力；可变阻力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variable resistance training mode combining

chain, elastic and constant resistance on explosive power. Methods: By searching the literature

on variable resist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chain, elastic belt and constant resistance, three in‐

dexes of maximum strength, velocity and power output were extracted and compared with con‐

stant resistance training.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onstant resistance training,

most of the variable resistance training mode combining the chain, elastic and constant resis‐

tance can bring greater benefits to maximum strength, velocity and power output, while some

cannot.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impact of

variable resistance training combined with chain, elastic and constant resistance on physical

power is positive, bu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is still un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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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力是人体速度与力量的综合表现（P = F×V）（田石榴 等，2009；谢永民 等，

2017；James et al.，2018），是现代竞技运动的关键性要素之一。竞技胜负往往出入于毫

厘之间，随着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传统训练手段已无法满足运动员对运动能力提高

的需求。因此，力量训练手段需要不断优化，让运动员能够在尽量短的时间内获得尽

量大的训练效益（茅鹏，2016）。

传统的自由重量训练所提供的阻力是恒定的，而人体力量的产生会随着关节角度

改变（托马斯 等，2011），这就导致了在进行恒定的阻力训练中，当达到关节角度力量最

薄弱点时，身体不得不做减速运动以克服外界的阻力，严重影响了爆发力的发展。为

解决这一问题，诞生了一种弹力带、铁链与恒定阻力相结合的训练方式。这种组合训

练形式最初是以铁链与恒定阻力结合的形式应用在力量举运动中。它是将铁链挂在杠

铃的两侧，一部分与地面接触，一部分悬空，当蹲下时大部分铁链落至地面，站起时更

多地铁链悬空，以此为身体提供了一个渐进的阻力，从而克服运动中“粘滞区”（sticking

region）的问题（Brian et al.，2004；Kompf et al.，2016），即运动范围内因骨骼肌系统力量

的薄弱点而产生减速运动的区域（Brian et al.，2004；Elliott et al.，1989）。随着训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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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被越来越多的训练者证实，一些训练专家和运动员用

弹力带替换了铁链，补充了此类训练形式，他们认为弹力

带与恒定阻力组合的训练效益将大于单独的弹力带训练

或恒定阻力训练（Joy et al.，2016；Wilsong et al.，2014）。

而弹力带和铁链所提供的阻力具有变化的特性，会为身

体运动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因此，也有部分研究者将此

训练手段应用到康复领域（Lorenz，2014；McCurdy et al.，

2009）。

铁链、弹力带结合恒定阻力训练方式因其具有在运

动范围内阻力呈线性增加的特性，与关节力线相匹配，故

将它称为“可变阻力训练”（Variable resistance training，

VRT）（McCurdy et al.，2009；McMaster et al.，2009）。也有

学者将其称为“半等速训练”（Foran，1985；McMaster et

al.，2009；Stone et al.，2002），它与等速训练的区别在于提

供的阻力是为匹配关节在各个角度产生力量的能力，而

无需在恒定速度的条件下。还有将此类变阻力手段译为

“调节阻力”（姚志珍，1998）。“可变阻力训练”一词由来已

久，起初是为解决人体关节在各个角度的不同力矩而难

以施加阻力的问题，发明了凸轮配重片训练器以匹配关

节在各个角度下不同的力矩，提高肌肉最大力量（托马斯

等，2011；Silvester et al.，1981）。但这种训练器存在明显

缺陷，不仅价格昂贵，且训练路径完全固定，限制了神经

肌肉协调的发展（Ebben et al.，2002；Foran，1985），因此普

及程度不高。本研究主要针对弹力带、铁链与恒定阻力

相结合可变阻力训练形式，下文“可变阻力训练”将特指

这 2种结合形式的训练。

新的训练方式诞生必然要进行科学的验证以证明其

有效性，因此本研究结合爆发力的定义以及现阶段研究

成果，提取最大力量、动作速度和功率输出 3 个指标，综

述可变阻力训练对爆发力影响的研究现状，探讨可变阻

力训练提高爆发力的机制，以更合理地运用到实际训

练中。

1 资料和方法

1.1 检索策略

检索了中文、英文公开发表的随机对照实验，以英文

关 键 词 variable resistance training、elastic、chain、power、

Maximal strength、velocity、power output、power training、

elastic band、variable resistance、chain training、stretch-short‐

ening cycle 等 在 Pubmed、EMBASE、Cochrane Central 和

Sport Discus Databases文献数据库上检索可变阻力训练相

关文献。以爆发力、可变阻力训练、弹力带、铁链、最大力

量、动作速度、功率、等速训练、离心训练等关键词，在中

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系统进行检索。

1.2 文献纳入和排除标准

本研究纳入的文献为所有针对可变阻力训练的随机

对照实验，在实验中至少有一个组进行弹力带或铁链结

合恒定阻力训练。不对受试者的年龄、性别、训练基础、

训练周期、运动专项、身体成分等进行限制。排除标准：

1）VRT 非铁链或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形式；2）未进行

长期干预；3）缺乏相关数据；4）重复发表。

1.3 文献筛选与资料提取

文章的搜索和评估由 2 位研究员分别独立地按照纳

入排除标准筛选文献，如遇到意见不一则进行讨论。首

先用关键词对文献进行检索，将检索到的文献用 NoteEx‐

press软件剔除重复的文章；通过阅读标题进行初次筛选，

删除与主题无关的文献；通过阅读余下文献的摘要，排除

综述、与内容不相关、非实验类文章以及VRT非铁链或非

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形式的文献；将复筛后获得可能

合格的文献进行全文阅读排除重复发表、缺乏相关数据、

未进行长期干预的文献；最终纳入文献 11 篇（图 1）。资

料提取内容包括：作者、年份、受试人数、性别、年龄、训练

经验、训练手段、训练安排、训练强度以及主要研究

结果。

2 结果

可变阻力训练的研究大多为国外文献，国内研究较

少。相关文献研究主要集中在运动训练领域，研究对象

多为有训练经验者，对无训练经验者的影响研究较少。

本文主要研究可变阻力训练对爆发力的影响，因此将主

要参照可变阻力训练相关研究中有最大力量、动作速度

以及功率输出 3 个指标的文献进行综述。根据纳入排除

标准，最终纳入文献 11篇（表 1）。

2.1 对最大力量的影响

最大力量是指肌肉通过最大随意收缩抵抗或克服的

阻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张力最高值，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爆发力表现（田石榴 等，2009；Taber et al.，2016）。在本研

究收集的文献中，有 10 篇文献涉及最大力量的指标，研

究中训练方式上肢主要为卧推，下肢主要为深蹲（表 2）。

研究者认为可变阻力训练能够解决恒定阻力训练的

缺陷，在当骨骼系统处于力量最薄弱的位置时，器械的阻

力负荷处于最小值；而当骨骼系统处于力量最佳的位置

时，外部阻力也会上升至肌肉所能承受的最大负荷，从而

在为肌肉提供充分阻力的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运动

速度的大量损失，提高了训练的效益，更有利于最大力量

与爆发力发展（Brian et al.，2004；Berning et al.，2004）。在

可变阻力训练与恒定阻力训练对最大力量发展效果的对

比研究中，部分研究显示，可变阻力训练的效果是优于传

统恒定阻力训练的，还有研究对比中未见显著性差异，也

没有发现很大的负面影响（黄钜桦，2017；Andersen et al.，

2015；McCurdy et al.，2009；Rhea et al.，2009）。一项针对

两者进行的 Meta 分析也显示，可变阻力训练能够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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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最大力量的提高，但他们认为这种训练方式不适用于

无训练基础的训练者（Soria-Gila et al.，2015）。 Joy 等

（2016）将可变阻力训练应用于日常训练计划中，也验证

了这一点。Walker 等（2013）通过研究发现，与恒定阻力

训练相比，可变阻力训练更有助于最大力量的提升，但在

肌肉围度方面却没有显著性差异，因此，他认为可变阻力

训练对最大力量的提高可能与神经肌肉的适应性增强有

关。Mina 等（2014）的研究也表示，用弹力带结合杠铃的

方式进行热身后，相对于没有弹力带组对后续的 1 RM表

现有更大的提高，由此得出可变阻力训练对神经肌肉激

活的效应更强。但近期又有文献通过可变阻力训练对最

大力量影响的 Meta 分析指出，可变阻力训练效果并没有

优于恒定阻力训练（Nilo et al.，2018）。因此，可变阻力训

练对最大力量的发展还需更多证据支持。

为了追求更高的训练效益，研究者对可变阻力部分

与恒定阻力部分结合的比例做了定量研究，Wallace 等

（2006）通过实验显示，运动员在进行下肢训练时使用

85% 的总负荷，可变阻力负荷占总负荷 35% 的阻力进行

训练会具有较高的训练效益。其他研究也表明可变阻力

部分占总阻力的 15%～20%，恒定阻力部分占总阻力的

80%～85% 最有利于最大力量的发展（Andersen et al.，

2015；Bellar et al.，2011；Joy et al.，2016）。以上研究多为

图1 文献筛选流程

Figure 1. The Lteratune Screening Process

表1 纳入研究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Included Studies

研究文献

Anderson et al.，2015

Anderson et al.，2008

Bellar et al.，2011

Cronin et al.，2003

Ghigiarelli et al.，2009

Joy et al.，2016

McCurdy et al.，2009

Rhea et al.，2009

Rivière et al.，2017

Shoepe et al.，2011

黄钜桦，2017

受试

人数

32

44

11

40

36

14

25

48

16

29

24

性别

女

男＋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女

男

年龄

24±6

20±1

23.6±3.2

23.1±4.8

19.96±1.03

—

20.63±1.33

21.4±2.1

17.8±0.9

19.76±1.33

20.21±1.38

训练

经验

有

有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无

有

训练手段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仰卧蹲跳＋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铁链

杠铃卧推，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铁链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杠铃卧推，深蹲＋弹力带

杠铃深蹲＋弹力带

训练安排

2×10W［（3-4）×（6-10）］

3×7W［（3-6）×（2-10）］

2×13W［5×5］

2×9W［3×（8-15）］

4-5×7W［（5-6）×（4-6）］

1×5W［3×（2-5）］

2×9W［（5-7）×（5-10）］

2-3×13W［4×10］

2×6W［（3-6）×（2-4）］

3×24W［（3-6）×（6-10）］

3×8W［3×8］

强度

PMR

75～ 85

85

85

—

85

80～ 95

—

75～ 85

70～ 90

65～ 95

80～ 85

PVR

27～58

15

15

—

—

30

10～20

—

—

20～35

—

PCR

42～73

85

85

—

—

70

80～90

—

—

65～80

—

注：研究设计对应的内容为每周训练次数×训练周数［（组数）×（次数）］，未包括热身和放松。W = 周，PMR = 最大重复次数百分比，PVR =

可变阻力百分比，PCR = 恒定阻力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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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自身经验的总结或是对VRT进行运动学与动力学

方面的对比，可变阻力与恒定阻力最佳组合比例需要通

过长期干预后对获得的训练效益进行对比研究。

综上所述，长期采用可变阻力训练会有助于最大力

量的提升，但在不同的研究中还是存在一些矛盾，仍需更

多的文献支持，同时可变阻力训练对最大力量发展的相

关机制也需进一步研究。

2.2 对动作速度的影响

爆发力表现是速度与力量的有机结合，为发展爆发

力，在负重训练中应尽可能减少速度的损失（陈松 等，

1994），本研究检索的文献中有 3 篇进行了可变阻力和恒

定阻力训练前后动作速度的对比，对比指标主要是峰值

速度和平均速度（表 3）。

Rivière等（2017）的研究显示，通过 6周的可变阻力训

练和恒定阻力训后，在 35%和 45% 1 RM的阻力下平均速

度未见显著变化，而 65%、75% 以及 85% 3 种强度在训练

后速度发展较为显著，而恒定阻力训练组动作速度在5种强

度下都只有少量的变化。Ghigiarelli 等（2009）分别对比

了铁链、弹力带与恒定阻力结合组合形式和传统力量训

练的动作速度，发现两种可变阻力训练组通过 7 周的训

练后 ，峰值速度都高于传统力量训练组。 Cronin 等

（2003）研究显示，实验组在训练后整体动作的峰值速度

和平均速度均无显著差异。

除了训练前后的对比，一些研究也对比了恒定阻力

训练与可变阻力训练在运动学与动力学方面的差异。有

表2 训练前后最大力量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Maximum Strength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研究文献

Anderson et al.，2015

Anderson et al.，2008

Bellar et al.，2011

Cronin et al.，2003

Ghigiarelli et al.，2009

Joy et al.，2016

McCurdy et al.，2009

Rhea et al.，2009

Shoepe et al.，2011

黄钜桦，2017

训练手段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仰卧蹲跳＋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杠铃卧推＋铁链

杠铃卧推＋弹力带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铁链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杠铃深蹲＋弹力带

杠铃深蹲＋弹力带

VRT组

人数

16

23

23

11

14

12

12

7

7

13

16

12

12

12

实验前测/kg

58.2±8.0

80.69±35.34

105.28±33.70

100.0±18.9

128.0±27.5

127.7±25.0

129.5±15.0

214.29

280.71

151.85±27.12

116.00±31.43

53.6±21.0

69.3±27.0

113.83±15.96

实验后测/kg

72.7±9.3

87.37±35.52

121.75±35.70

109.9±19.4

139.1±29.9

137.7±25.0

138.6±14.0

230.71

350.00

174.26±13.47

125.81±30.69

59.3±24.5

91.4±31.9

140.58±20.87

CRT组

人数

16

21

21

11

12

12

7

7

12

16

16

12

12

12

实验前测/kg

60.0±7.2

81.07±32.82

108.19±35.61

101.5±19.6

123.00±28.10

141.8±23.0

241.67

284.17

102.65±14.42

122.31±39.04

115.94±36.07

56.3±30.3

66.9±16.5

116.00±23.61

实验后测/kg

73.9±8.6

84.41±33.37

115.03±37.29

109.0±20.3

147.4±33.7

149.5±23.0

248.33

328.33

109.09±12.98

131.94±36.43

119.18±35.56

66.7±27.0

88.9±23.2

144.17±31.45

对比结果

组间无显著差异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组间无显著差异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组间无显著差异

组间无显著差异

VRT组＞FWR组

组间无显著差异

组间无显著差异

组间无显著差异

注：“＞”表示训练后两组之间对比增长效果有显著性差异且前者大于后者。VRT = 可变阻力训练，CRT = 恒定阻力训练。

表3 训练前后动作速度对比

Table 3 Comparison of Velocity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研究文献

Cronin et al.，2003

Ghigiarelli et al.，2009

Rivière et al.，2017

训练手段

仰卧蹲跳＋弹力带

杠铃卧推＋弹力带

杠铃卧推＋铁链

杠铃卧推＋弹力带

速度

PV

MV

PV

MV

VRT组

人数

14

14

12

12

8

训练前测/

（m•s-1）

1.13±0.16

0.512±0.078

1.290±0.096

1.290±0.136

0.48±0.09

训练后测/

（m•s-1）

1.19±0.17

0.536±0.082

1.320±0.134

1.33±0.12

0.56±0.08

CRT组

人数

12

12

12

8

训练前测/

（m•s-1）

1.14±0.13

0.516±0.053

1.260±0.121

0.45±0.10

训练后测/

（m•s-1）

1.19±0.14

0.535±0.055

1.26±0.14

0.48±0.07

对比结果

组间无显著差异

组间无显著差异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VRT组＞FWR组

注：“＞”表示训练后两组之间对比增长效果有显著性差异且前者大于后者。VRT = 可变阻力训练，CRT = 恒定阻力训练，MV = 平均速度，

PV = 峰值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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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研究通过可变阻力训练与恒定阻力训练动作速度的

测试发现，可变阻力训练能够减少速度的损失（Godwin

et al.，2018；Swinton et al.，2011）。Stevenson 等（2010）分

别对比了两项研究中向心阶段和离心阶段的动作速度，

结果发现在向心阶段恒定阻力组的平均速度和峰值速度

都显著高于可变阻力训练组，而离心阶段的峰值速度可

变阻力组显著高于恒定阻力组。他认为可变阻力训练虽

然能够增加整体的动作速度，但主要是对离心阶段速度

的提高，可能会限制向心阶段速度的发展。同样是对动

作速度的测试，在对奥林匹克抓举与挺举的 2 项研究中

发现，利用铁链代替部分重量后相对于恒定阻力训练，最

大速度没有显著的差异，并且受试者还表示，将铁链代替

部分重量后练习反而更加艰难（Berning et al.，2008；Cok‐

er et al.，2006），这可能与练习动作中没有较大的离心加

速有关。由此可见，不同的动作可能会对练习效果产生

不同影响。

综上所述，可变阻力训练能够提高力量训练中的动

作速度，但现阶段研究多是对动作平均速度和峰值速度

进行测试，仍需更多地针对离心、离心-向心转换阶段的

速度在长期训练后的对比研究。

2.3 对功率输出的影响

功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做功的大小，等于施加于物体

的力×力作用方向的速度（Newton et al.，1994），一些研

究直接以功率输出评价爆发力的表现（董雪芬，2014；黄

达武 等，2018），因此功率输出是爆发力最为重要的指标

之一。在本研究所搜索到的文献中有 6 篇涉及了功率输

出指标，包括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表 4）。

Rivière 等（2017）对比了加弹力带与恒定阻力卧推训

练在各个重量中的平均功率，6 周训练后发现，弹力带组

在 1 RM 的 35%、45% 和 65% 重量时较训练前有少量的变

化，在 1 RM 的 75% 和 85% 重量有中等变化，而恒定阻力

组 5 个重量都只有微小的变化。Anderson 等（2008）安排

每周 3 次共 7 周的训练，结果显示，可变阻力组效果显著

大于恒定阻力组，但在峰值功率方面未见显著性差异。

Shoepe 等（2011）对受试者深蹲训练后等速肌力进行比

较，结果显示，相对于无训练的控制组，可变阻力训练组

的平均功率有显著提高，而恒定阻力训练组相对于控制

组却未见显著性差异。在 Rhea 等（2009）的研究中，对比

了可变阻力训练与快速深蹲和慢速深蹲对峰值功率的影

响，发现可变阻力与慢速深蹲相比有显著差异，但与快速

深蹲相比未见显著性差异，这可能是增加弹力带后对离

表4 训练前后输出功率对比

Table 4 Comparison of Output Power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研究文献

Anderson et al.，

2015

Cronin et al.，

2003

Ghigiarelli et al.，

2009

Rhea et al.，2009

Rivière et al.，

2017

Shoepe et al.，

2011

训练手段

上、下肢＋

弹力带

仰卧蹲跳＋

弹力带

杠铃卧推＋

弹力带

杠铃卧推＋

铁链

杠铃深蹲＋

弹力带

杠铃卧推＋

弹力带

杠铃深蹲＋

弹力带

功率

MP

PP

MP

PP

PP

MP

MP

VRT组

人数

23

14

14

12

12

16

8

12

训练前测/W

1 434.03±438.15

934±253

367±94

812±111

823±153

1 146.38±226.41

378±95

235.4±75.1

训练后测/W

1 499.85±471.06

1 073±243

409±104

835±181

815±101

1 387.19±221.65

444±103

283.7±70.1

CRT组

人数

21

12

12

12

16

16

8

12

训练前测/W

1 500.02±500.82

951±256

368±97

877±142

1 151.56±205.62

1 124.75±174.25

393±123

206.7±62.9

训练后测/W

1 523.68±497.27

1 063±286

412±109

885±157

1 208.31±204.78

1 264.25±192.37

411±85

240.3±72.1

对比结果

VRT组＞

FWR组

组间无显著

差异

组间无显著

差异

组间无显著

差异

组间无显著

差异

VRT组＞

FWR组

组间无显著

差异

VRT组＞

FWR组

VRT组＞

FWR组

注：“＞”表示训练后两组之间对比增长效果有显著性差异且前者大于后者。VRT = 可变阻力训练，CRT = 恒定阻力训练，PP = 峰值功率，

MP = 平均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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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贯，等：可变阻力训练对爆发力影响的系统综述

心阶段的加速有关。在 Ghigiarelli 等（2009）的研究中显

示，两种可变阻力训练形式对比恒定阻力训练在峰值功

率方面都未见显著差异。Cronin 等（2003）针对仰卧蹲跳

的实验结果表明，可变阻力训练相对于恒定阻力训练在

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的发展上都未见明显差异。

有研究认为，功率最大化训练（maximal power train‐

ing，MPT）能够增强训练者的运动表现（段子才，2011），

因此一些研究直接对比了可变阻力训练与恒定阻力训练

在功率输出上的差异。Wallace 等（2006）采用总负荷为

85% 进行深蹲训练，分别采用可变阻力占总负荷的 20%

和 35%对比恒定阻力训练对功率输出的影响，结果显示，

两种比例的可变阻力训练功率输出均大于恒定阻力训

练，另一项研究以硬拉动作为测试项目也有类似的结果

（Swinton et al.，2011）。但是，Stevenson 等（2010）同样对

深蹲动作进行测试，结果显示，向心阶段两者峰值功率输

出未见显著性差异。Godwin 等（2018）以仰卧抛掷（bench

throw）的方式进行上肢的功率输出对比，结果表明可变

阻力训练与恒定阻力训练两者平均功率和峰值功率输出

都未见显著性差异。可变阻力与恒定阻力之间的比例是

否会对功率输出产生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Pa‐

ditsaeree 等（2016）的研究中采用高翻式拉起（clean pull）

的动作对比了可变阻力训练与恒定阻力训练运动学上的

差异，结果显示，在 T10（10% VR，90% CR）条件下具有较

高的峰值功率输出。

综上所述，可变阻力训练在运动学和动力学对比中

存在很大的争议，在长期进行可变阻力训练可能会更有

利于提高功率输出。现有研究可变阻力训练长期影响主

要对深蹲和卧推进行，而不同的训练手段可能会有不同

的结果，因此仍需对不同的练习手段进行训练前后的对

比研究。同时，如何分配可变阻力与恒定阻力才能够使

功率输出最大化也需要大量对比研究。

3 讨论

可变阻力训练被认为是既能提高最大力量，又能增

强爆发力的训练方式（Soria-Gila et al.，2015）。以上的研

究表明，可变阻力训练在最大力量、动作速度以及功率输

出方面会有更大的训练效益。有研究对比了 2 种训练后

对纵跳高度的影响，但都未见显著性差异（Andersen et

al.，2015；Ebben et al.，2002；Joy et al.，2016）。黄钜桦

（2017）对比两者通过 8 周训练后在最大力量、纵跳以及

发力率（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RFD）方面的变化，结

果显示，两组训练后可变阻力组仅有纵跳高度显著高于

恒定阻力组。可见不同的研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

的指标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可变阻力训练对爆发力的影

响尚需更深入地探讨。

为了深入了解可变阻力训练对爆发力的影响，有研

究尝试进行了力学机制分析。将骨骼肌系统杠杆作用在

各个关节角度扭矩产生大小的规律大致归纳为 3 种力线

形式：上升力线、下降力线以及钟形力线（Baker et al.，

2009；Blazevich，2007；McMaster et al.，2009）。上升力线

指最大力量产生在运动范围内后期的动作，如深蹲、硬

拉、卧推等训练；下降力线指最大力量产生运动范围内前

期的动作，如划船、坐姿下拉等；钟形力线是指最大力量

产生在运动范围内中间部分的动作，大多数单关节的运

动是这种力量曲线，如肘关节屈伸、膝关节屈伸（McMas‐

ter et al.，2009；Wilsong et al.，2014）。理论上，在力量训练

中若外界阻力能够匹配人体关节各个角度的最大力量，

那么效果将会达到最大化（Brian et al.，2004）。然而，传

统的恒定阻力训练因阻力的固定性，肌肉只能在小部分

范围内获得最大负荷，因此限制了力量的发展。

在自由下重量中添加弹力带与铁链能够为身体提供

一个渐进的阻力，而阻力形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运动学

及动力学方面的改变（Grimshaw et al.，2006）。Mcmaster

等（2010）对不同规格的弹力带和铁链长度与负荷关系做

了定量研究（图 2、图 3），弹力带因其弹力的特性使长度-

负荷呈曲线变化，而铁链则是简单的直线关系。训练者

在训练中测出完成动作所需弹力带或铁链拉伸的总长

度，并对应弹力带或铁链长度与阻力的关系，取可变阻力

训练运动范围内的中间点阻力与恒定阻力相等，这就能

够让动作后半部分获得更大的阻力。此类阻力上升的形

式与人体的上升力线相符，虽无法达到各个关节角度阻

力的最大化，但能令肌肉在更大范围获得了相适应的阻

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训练效益。同时，肌肉的离心阶段

随着阻力的降低，提高了动作的速度，为之后向心阶段储

存更大的弹性势能（苗欣，2010；邵衍嘉，2015；Baker et

al.，2009），这可能有助于提高肌肉的早期发力率以及功

率输出（Soria-Gila et al.，2015）。但是在一些项目中（投

掷、跳跃等）决定爆发力表现的并非是开始阶段的功率输

出，而是动作结束时的速度与力量（Kraemer et al.，2009）。

可变阻力随着重量的递增，对于向心阶段的动作加速度

是否会产生负面影响需进一步研究。

图2 不同宽度弹力带形变--张力关系（根据 McMaster et al.，

2010 的研究绘制）

Figure 2. Deformation-tension Relation of Elastic with

Different Wid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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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可变阻力训练能够提高神

经肌肉适应（Soria-Gila et al.，2015）。离心阶段的加速预

先牵拉肌肉，肌梭感知肌肉的长度变化后，使运动神经元

产生兴奋，骨骼肌纤维产生收缩速度加快，从而获得更大

的肌肉牵张-缩短-循环（Stretch-Shortening-Cycle，SSC）

和牵张反射特性的利益（Aboodarda et al.，2014；Baker et

al.，2009；Cronin et al.，2003；Siege et al.，2002）。牵张反射

使运动单位激活的数目和神经发放的频率增加，并充分

利用肌肉被拉长后的弹性能，提高了肌肉在向心阶段的

收缩力量和收缩速度。收缩速度的增加也会引起肌间协

调性以及同步性提高，Israetel 等（2010）通过对深蹲训练

后股外侧肌的表面肌电活动测量印证了这一猜想。但针

对深蹲中股四头肌和腘绳肌的表面肌电活动测量的研究

却显示，可变阻力训练和恒定阻力训练两者综合肌电反

应未见显著性差异（Ebben et al.，2002）。此外，在动作后

期阻力增加能够为之后的离心阶段提供更大的负荷，而

大负荷的离心运动会更容易带来肌纤维微损伤导致肌肉

酸痛，若长期进行离心运动，肌纤维微损伤症状会大幅度

减轻，从而提高肌肉抗疲劳能力。Walker 等（2013）通过

研究表明，可变阻力相对于恒定阻力在训练后能引起更

高的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s，ERK）和血清激素浓度，这些急性反应可能令肌

肉获得更大的抗疲劳性能。还有研究认为，离心性训练

后带来的肌肉微损伤在修复过程中会增加肌节的数量

（Brockett et al.，2001）。这将会有助于改善运动员的肌肉

机能状态，提高训练者的最大力量和爆发力水平。

总之，现有的研究虽对可变阻力训练运动力学和生

理学机制做出了部分解释，但大多是对其的一些推测，因

此可变阻力训练对提高爆发力的机制还尚不明确。各研

究的结果普遍偏向正面的影响，可变阻力训练是否在发

展某些运动能力方面具有负面影响也需更多的研究与实

践。并且这 2 种训练形式提供的阻力是上升的，此类变

阻力训练方式可能会被限制在人体上升力线的动作中，

如何在下降力线和钟形力线的动作中应用仍需进一步

研究。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通过对可变阻力训练与恒定阻力训练在最大力量、

动作速度和功率输出的训练效益对比分析，可变阻力训

练相对于恒定阻力训练对爆发力发展偏正向，这可能与

神经肌肉适应提高有关，内在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4.2 建议

可变阻力训练阻力是渐变的，对爆发力的发展可能

主要在于最大力量的提高以及离心-向心转化速度的提

升，而对于骨骼肌系统的持续加速能力可能会产生一定

的负面影响，部分项目（跳跃、投掷、举重等）应根据专项

特点以及运动员能力发展的需求实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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