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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研究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对肥胖青少年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的急性影响及其机制。方法：招募70名（男37人，女33人）单纯性

肥胖青少年（BMI＞28）受试者。第1次实验中，通过Bruce跑台模型测量受试者的最大摄氧

量（V̇V̇ O2max）和最大心率（HRmax）；第2次实验中，运用自动血压测量仪、脉搏波分析仪、彩色多

普勒超声仪、手指容积描记仪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测量45 min 70%心率储备有氧

运动前和运动后30 min和60 min受试者的血流动力学、左心室形态和功能，以及血清生化

指标。。结果：1）相对于运动前水平，运动后30 min受试者LVEF和LVSV显著升高，LVESV

和 LVIS 显著降低（P＜0.05），且该变化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P＜

0.05）；运动后30 min女性LVEF和LVSV升高的幅度显著大于男性（P＜0.05），同时，LVESV

和LVIS降低的幅度显著大于男性（P＜0.05）。2）对影响左心室功能的相关指标分析发现，

TPR 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上的显著性差异（P＜0.05），表现为运动后 30 min 女性 TPR

降低的幅度显著大于男性，而ESP并不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3）对血

清生化指标的分析发现，NO和ER均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P＜0.05），

而 IL-6和APN不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结论：1）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能够增加肥胖青少年的LVEF，并且女性LVEF增加的幅度显著大于男性。2）有氧运动引起

LVEF急性变化性别间差异的主要机制：运动刺激引起肥胖青少年ER分泌水平存在性别差

异；不同浓度的ER与内皮细胞膜上的ERα受体耦联，引起内皮细胞分泌NO表达量的差异；

不同浓度的NO引起动脉舒张水平的差异；动脉舒张水平的差异引起TPR的差异，直接导致

LVESV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LVEF性别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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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acute effects of moderate-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 on th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 in obese adolescents and to reveal the underlying mech‐

anism. Methods: Seventy obese adolescents (37 males, 33 females; BMI＞28) were recruited.

During the first experiment, V̇V̇ O2max and HRmax were measured using Bruce treadmill model. Dur‐

ing the second experiment, hemodynamic parameters, left ventricular morphology and function

parameters, and serum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automatic blood pres‐

sure equipment, pulse wave analyzer equipment, color doppler ultrasound instrument, finger

volume tracer equipment, and automatic biochemical analyzer equipment, respectively, follow‐

ing 45 min 70% heart rate reserve aerobic exercise. Results: 1) Compared with the pre-exercise

level, LVEF and LVSV wer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nd LVESV and LVIS were significantly de‐

creased at 30 min post exercise (P＜0.05),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under the interac‐

tion between gender and time (P＜0.05). Compared with male, the increase of LVEF and LVIS

and the decrease of LVESV and LVIS in female were greater at 30 min post exercise (P＜0.05).

2) The significant sex-by-time interaction was found in TPR (P＜0.05), which showed that the

TPR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 in female at 30 min post exercise. There was no sex-by-time 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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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in ESP. 3) The significant sex-by-time interaction was found in NO and ER (P＜0.05), and

there was no sex-by-time interaction in IL-6 and APN. Conclusions: 1) LVEF could be increased

following moderate-intensity aerobic exercise in obese adolescents, and the increase in LVEF in

female was greater than in male. 2) The potential mechanism of the acute change of LVEF caused

by aerobic exercise: Firstly, there was a sex difference in ER level caused by acute exercise in

obese adolescents; secondly, ER was coupled with ERα on the endothelial cell membrane, result‐

ing in the difference expression of NO secreted by endothelial cells; thirdly, different concentra‐

tions of NO caused the difference in arterial relaxation level; finally, the difference in arterial re‐

laxation level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in TPR, which directly leads to the difference in LVESV, and

finally manifests as the difference of LVEF between the sexes.

Keywords: aerobic exercise; 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obese adolesc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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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是诱发左心室重塑的重要危险因素（彭雪莲 等，

2019；吴庆 等，2019）。研究发现，肥胖青少年左心室的内

径、体积、厚度和质量均高于正常体重人群（Mangner et

al.，2014）。左心室病理状态的重塑能够进一步引发左心

室收缩功能障碍，并继发性地引起心血管系统相关疾病

（范苗 等，2018）。研究发现，肥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存在性别差异（Davel et al.，2018）。左心室

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是衡量左

心室收缩功能的经典指标（刘修颖 等，2020）。无论在人

体（Park et al.，2020）还是在动物实验（Vileigas et al.，2019）

中，肥胖均能引起 LVEF 降低，以及系列心血管疾病（Kur‐

gansky et al.，2020；Mouton et al.，2020）。美国心脏协会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报道，LVEF 降低是发

生心衰、心肌梗死等疾病的高危险因素（Takada et al.，

2020）。实验和临床研究表明，基础状态下 LVEF 存在性

别差异（Dewan et al.，2020；Gebhard et al.，2020；Rossello

et al.，2020），且该差异随着年龄的增长进一步扩大（Geb‐

hard et al.，2017）。LVEF 性别间的差异，可能也是引起心

血管疾病发生率和死亡率性别差异的重要因素（Gebhard

et al.，2020），但目前尚不清楚 LVEF 性别差异的具体

机制。

肥胖引起 LVEF 降低的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尚不完全

清楚。研究认为，LVEF 受左心室前负荷［如左心室舒张

末期容积（LVEDV）］和后负荷［如总外周阻力（TPR）］的

影响（Dahle et al.，2016），而肥胖是引起左心室负荷变化

的重要因素（Mouton et al.，2020）。研究认为，运动能够

改善左心室的收缩功能（Kondamudi et al.，2017），从而有

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Green et al.，2017）。

但是，目前有关运动引起 LVEF 变化的研究结果尚存在一

定争议。Tucker 等（2019）发现，有氧运动能够提高 LVEF

并伴随 LVEDV 的增加；Dubach 等（1997）则发现，有氧运

动并未改变 LVEF 和 LVEDV；Hambrecht 等（2000）研究报

道，有氧运动能够引起 TPR 的显著降低；但 Dubach 等

（1997）并未发现运动后机体 TPR 的降低。此外，左心室

收缩末容积（LVESV）也是影响 LVEF 的重要指标（Kerk‐

hof et al.，2020），认为运动引起的 LVESV 降低与 LVEF 升

高密切相关。但也有研究发现，运动并不能引起 LVESV

的变化（Dubach et al.，1997）。综上 ，运动引起 LVEF、

LVEDV、TPR 和 LVESV 等指标的变化，可能受到人群特

征、运动模式、运动强度和持续时间的影响（Haykowsky et

al.，2007）。研究普遍认为，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是一种

改变左心室重构和收缩功能安全有效的干预手段（Tuck‐

er et al.，2019）。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有氧运动是否会引

起肥胖青少年 LVEF 的急性变化，是否存在性别间的差

异。因此，分析运动后肥胖青少年人群 LVEF 的急性变

化，有助于理解运动应激对肥胖青少年 LVEF 影响的作用

效果，并进一步揭示其可能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拟通过对肥胖青少年进行

45 min 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干预，研究运动前、运动后

30 min 和 60 min 肥胖青少年左心室形态与功能、血流动

力学和血清生化指标等的急性变化，试图探讨该变化是

否存在性别差异，并进一步揭示引起该变化的可能机制。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共招募 70 名单纯性肥胖青少年（BMI＞28）受试者，

其中男 37 人，（15±3）岁；女 33 人，（16±3）岁。用 Lipid

Research Clinics Questionnaire（LRCQ）问卷对受试者的身

体活动水平进行调查（Ainsworth et al.，1993）。所有受试

者 均 没 有 吸 烟 、高 血 压（SBP＜140 mmHg，DBP＜

90 mmHg）和心血管疾病史。为了减少雌激素对动脉僵

硬度的影响，所有女性受试者均被要求在月经周期的卵

泡早期接受测试（Ounis-Skali et al.，2006）。所有参与者均

签署实验知情同意书，该研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人类伦

理审查委员会批准。

1.2 实验设计

所有受试者进行 2 次生理和生化指标测试：第 1 次测

试的主要内容为安静心率（HRrest）、最大摄氧量（V̇V̇ O2max）和

最大心率（HRmax），要求受试者完成健康调查问卷、身体活

动能力调查问卷和实验知情同意书等；第 2次测试的主要

2



孙朋，等：有氧运动对肥胖青少年左心室射血分数的急性影响

内容为有氧运动前后左心室形态与功能、血流动力学和

血清生化指标等。2 次测试前 24 h 内禁止中等强度以上

的体力活动，并禁止饮酒和咖啡，所有受试者要求在餐后

3 h 进行测试。为了避免时间节律对左心室功能产生影

响，所有测试均被安排在每天 15：00—20：00 进行（Sun et

al.，2015，2016）。

1.3 有氧运动方案

所有受试者首先进行 5 min 跑台热身，然后佩戴心率

带（Polar Electro，Woodbury，NY）进行 70%心率储备（HRR）

的有氧运动，通过心率带监控实时心率。运动目标心率

（HRtarge）=（HRmax-HRrest）×70%＋HRrest。

1.4 身体形态指标的测量

用自动身高体质量测量仪（HGM-1700）测量受试者的

身高和体质量，并利用公式计算受试者身体质量指数

（body mass index，BMI）和体表面积（BSA）：BMI=体质量/

身高 2，BSA=0.006 1×身高＋0.012 4 ×体质量-0.009 9。

1.5 V̇V̇ O2max和HRmax的测量

受试者佩戴 Polar 心率带（Polar Electro，Woodbury，

NY，USA）记录实时心率，K4b2心肺功能测定仪（Cosmed，

Rome，Italy）分析受试者的代谢气体，Bruce 跑台模式测试

受试者 V̇V̇ O2max（Bruce，1974），运动自觉量表（rating of per‐

ceived exertion，RPE）进行运动等级的评价（Noble et al.，

1983）。同时出现以下 2个条件时，受试者即可停止运动，

即时测得心率即为 HRmax（McConnell，1988）：1）当按照

Bruce 方案继续增加运动负荷时，实时心率不再增加；

2）当继续增加运动负荷时，实时 V̇V̇ O2max 不再继续增加；

3）当受试者不能继续按照Bruce方案进行运动；4）当呼吸

商（RQ）＞1.1。

1.6 血流动力学指标的测量

受试者采取仰卧姿态，自动血压测量仪（HEM-907

XL，Omron，Shimane，Japan）测量受试者右臂的肱动脉收

缩压（SBP）和舒张压（DBP）。脉搏波分析仪（Millar In‐

struments，Houston，TX，USA）获取右侧桡动脉波形，并用

肱动脉平均脉压（MAP）和 DBP 进行校正（Khera et al.，

2005）。 SphygmoCor 软件（SphygmoCor，AtCor Medical，

Sydney，Australia）构建中央动脉脉搏波形（Dikaiou et al.，

2020），并计算左心室收缩末期压（ESP）。

1.7 左室形态及功能指标的测量

根据美国超声心动图学会（ASE）和欧洲协会心血管

影像协会（EACVI）的建议（Nagueh et al.，2016），所有受试

者均仰卧在测试床上，彩色多普勒超声仪器（SSD-α10，

Aloka，Tokyo，Japan）M 模式下，利用二维脉冲（PW）多普

勒超声技术，测量运动前后左心室的形态。1）操作时，探

头放于胸骨左缘 3～4 肋间，扫描方向与右胸锁关节至左

乳头连线相平行。用胸骨左缘左室长轴面方式测取左室

LVEF和左室重量（LVM）等指标。2）探头置于心尖，探头

方向倾斜于心底部。用心尖左室长轴断面二心腔方式测

取左心室收缩末内径（LVIS）、左心室舒张末内径（LV‐

ID）、左心室收缩末长轴面积（LVLAS）、左心室舒张末长

轴面积（LVLAD）、左心室舒张末容积（LVEDV）、左心室

收缩末容积（LVESV）和左心室每搏输出量（LVSV）等

指标。

1.8 TPR的测量

受试者采取仰卧位，左手中指佩戴压力传感器，通过

手 指 容 积 描 记 仪（Finometer，FMS，Amsterdam，Nether‐

lands）实时检测血流动力学变化。通过心电图确认 2个相

邻 R 峰作为 1 个心动周期，记录任何连续 3 次或以上心

跳，记录心跳间期（IBI）和相应的 SBP 在同一方向上的变

化。记录 5 min的测量数据，用WinCPRS软件计算各期回

归曲线的斜率，通过分析获取TPR。

1.9 血清生化指标的检测

血液样本取自受试者前臂肘静脉，全血 3 000 rpm离心

10 min，分离血清，-80 ℃冰箱保存待分析。通过比色法，

用全自动生化分析仪（Advia 2400，Siemens Healthineers，

Erlangen，Germany）测定血清甘油三酯（TG）、总胆固醇

（TC）、低密度脂蛋白（LDL-C）和高密度脂蛋白（HDL-C）的

含量。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RIA 试剂盒，Cisbio Bioas‐

says，Codolet，France），测量血清雌二醇（ER）的浓度。酶

联免疫法（ELISA 试剂盒）检测血清一氧化氮（NO）（Hu‐

man Nitric Oxide ELISA Kit，Cusabio，China）、脂 联 素

（APN）（Human Adiponectin ELISA Kit，Cusabio，China）和

白介素-6（IL-6）（Human IL-6 ELISA Kit，DRG Internation‐

al，Inc.，USA）的浓度，酶标仪在 450 nm波长下测定吸光度

（OD值），通过标准曲线计算血清NO、APN和 IL-6的含量。

1.10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均用平均值±标准差（M±SD）表示，并采

用 SPSS 22.0 进行分析。独立样本 t 检验分析基础状态下

性别间体征、生理和生化指标的差异；重复测量协方差分

析法（ANCOVA）分析运动前、运动后 30 min 和 60 min

（2 性别×3 时间点）相关指标的性别差异，V̇V̇ O2max 和基础

状态的肱动脉 SBP 作为协因素。当性别和时间交互影响

存在显著差异时，Bonferroni法进行事后检验。P＜0.05定

义为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2 结果

分析受试者安静状态的身体特征和生理指标发现，

年龄、BMI、HRrest 和 DBP 等指标均不存在性别差异。但

是，男性的身高、体质量、V̇V̇ O2max、HRmax、HRtarge、LVMI 和

SBP等指标均高于女性（P＜0.05，表 1）。

分析受试者安静状态下血清生化指标发现，甘油三

酯（TG）、总胆固醇（TC）、IL-6HE 和 APN 等指标均不存在

性别差异；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

胆固醇（HDL-C）、NO 和 ER 等指标存在性别差异（P＜

0.05，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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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有氧运动对左心室形态和功能指标的影响发

现，相对于运动前水平，在运动后 30 min LVEF（59.97±

7.64 到 64.00±7.02）和 LVSV（68.01±16.74 到 76.85±

18.35）显著升高，LVESV（50.63±19.97 到 44.51±18.93）和

LVIS（56.76±8.94 到 53.32±9.84）显著降低（P＜0.05，图 1A、

图 1B、图 1D、图 1F）；左 LVESV 和 LVIS 从运动前到运动后

30 min 和 60 min 的变化，均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性差异（图 1C、图 1F）。

进一步 ANCOVA 发现，从运动前到运动后 30 min 和

60 min，LVEF、LVSV、LVESV、LVIS 和 LVLAS 等指标在性

别间均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P＜

0.05，表 3），而 LVEDV、LVID、LVLAD 等指标该差异不具

有显著性（图 2）。

表1 受试者安静状态体征及生理指标

Table 1 Physical Signs and Physiological Indexes of Subjects in

Quiet State M±SD

变量

年龄/岁

身高/cm

体质量/kg

身体质量指数/（kg·m-2）

最大摄氧量（V̇V̇ O2max）/

（mL·kg-1·min-1）

安静心率（HRrest）/bpm

最大心率（HRmax）/bpm

运动目标心率（HRtarge）/bpm

左室重量指数（LVMI）/（g·m-2）

收缩压（SBP）/mmHg

舒张压（DBP）/mmHg

男性（n=37）

15±3

165±7

90.92±9.00

33.4±2.1

35.8±6.4

67±13

194±9

155±9

85.5±19.0

131±9

82±6

女性（n=33）

16±3

157±7

79.62±9.00

32.3±2.6

28.9±7.1

68±12

185±8

151±7

67.9±10.6

124±12

81±6

P

0.165

0.000

0.000

0.051

0.000

0.895

0.000

0.032

0.000

0.000

0.740

表2 受试者基础状态血清生化指标

Table 2 Biochem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Serum on the Basal Condition of Subjects M±SD

变量

甘油三酯（TG）/（mmol·L-1）

总胆固醇（TC）/（mmol·L-1）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mmol·L-1）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mmol·L-1）

白介素-6（IL-6）/（pg·mL-1）

脂联素（APN）/（μg·mL-1）

一氧化氮（NO）/（μmol·L-1）

雌二醇（ER）/（pg·mL-1）

男性（n=37）

2.27±0.40

5.21±0.66

2.34±0.58

1.09±0.15

35.26±5.63

6.229±0.899

8.71±3.40

53.74±10.87

女性（n=33）

2.09±0.15

5.44±0.82

2.89±0.76

1.20±0.22

36.71±5.52

6.610±0.978

9.91±3.38

122.61±36.50

P

0.097

0.210

0.042

0.048

0.281

0.095

0.040

0.000

图1 有氧运动对左心室形态指标的影响

Figure 1. The Changes of Left Ventricular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following Aerobic Exercise

注：A. 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B. 左心室收缩末容积（LVESV），C . 左心室舒张末容积（LVEDV），D. 左心室每搏输出量（LVSV），E. 左心室

收缩末内径（LVIS），F. 左心室舒张末内径（LVID）；*P＜0.05，表示存在显著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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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能影响左心室收缩功能的相关负荷因素分析发

现，从运动前到运动后 30 min 和 60 min，ESP 仅存在时间

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P＜0.05），不存时间和性别交互作

用下的显著性差异（图 3A）；而 TPR 的变化则存在时间和

性别交互作用下的显著性差异（男性：0.056 4±0.016 1，

0.052 5±0.015 4，0.055 3±0.014 8；女性：0.067 9±0.025 3，

0.058 2±0.010 3，0.067 6±0.019 2）（P＜0.05，图 3B）。

进一步对可能影响动脉功能的相关血液生化指标进

行分析发现，从运动前到运动后 30 min 和 60 min，影响动

脉舒张功能的血清NO水平存在时间和性别交互作用上的

显著性差异（男性：8.71±3.40，10.14±4.29，9.50±3.35；女

性 ： 9.91±3.38， 15.61±4.60， 11.99±3.34）（P＜0.05，

图 4C）；影响NO表达的重要调控因子血清ER水平也存在

时间和性别交互作用上的显著性差异（男性：53.74±

10.87，53.83±11.03，53.80±9.38；女 性 ：122.61±36.50，

135.29±40.07，124.92±40.43）（P＜0.05，图 4D）；与运动炎

症水平相关的 IL-6仅存在时间因素上的差异，在时间和性

别交互作用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图 4A）；脂肪因子 APN

在时间和性别交互作用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图 4B）。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肥胖青少年进行急性有氧运动干预后

发现，中等强度急性有氧运动能够显著提高肥胖青少年

的 LVEF，伴随 LVSV 的增加以及 LVESV 和 LVIS 的降低，

并且该变化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运动后 30 min 女

性 LVEF 和 LVSV 增加以及 LVIS 和 LVLAS 的降低程度显

图3 有氧运动对左心室负荷参数的影响

Figure 3. The Changes of Left Ventricular Load Parameters

following Aerobic Exercise

注：A. 左心室收缩末期压（ESP），B. 总外周阻力（TPR）。

表3 重复测量协方差分析结果显著性

Table 3 The Repeated Measurement Covariance

Analysis Results M±SD

LVEF#&

LVSV/mL#&

LVESV/mL#&

LVIS/mm#&

LVLAS/

mm2 #&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运动前

60.32±7.60

59.60±7.79

74.17±16.96

61.48±14.00

59.29±20.58

41.45±12.03

59.17±8.95

54.21±8.34

20.46±4.60

16.62±3.35

运动后30

min

62.58±7.38

65.55±6.37

80.54±16.78

72.94±19.38

54.43±20.02

34.00±10.18

57.29±10.59

49.12±6.96

19.18±4.90

15.00±3.69

运动后60

min

61.81±7.89

60.39±7.62

72.69±13.66

60.36±10.64

53.31±19.42

41.06±15.66

57.00±9.56

52.97±8.13

19.02±4.45

16.29±4.09

注：# P＜0.05，表示存在时间影响上的显著性差异；& P＜0.05，表示

存在性别和时间交互影响上的显著性差异；下同。

图2 有氧运动对左心室舒张功能参数的影响

Figure 2. The Changes of Left Ventricular Diastolic Parameters

following Aerobic Exercise

注 ：A. 左 心 室 舒 张 末 容 积（LVEDV），B. 左 心 室 舒 张 末 内 径

（LVID），C. 左心室舒张末长轴面积（LVLAD）。

图4 有氧运动对血液生化指标的影响

Figure 4. The Changes of Blood Biochemical Indexes following Aerobic Exercise

注：A.白介素-6（IL-6），B.脂联素（APN），C.一氧化氮（NO），D.雌二醇（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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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大于男性。进一步研究发现，运动后 30 min 女性 TPR

降低程度大于男性，同时血清 NO 和 ER 增加程度也显著

高于男性。

肥胖能够引起左心室重构和左心室收缩功能受损

（Mangner et al.，2014；Park et al.，2020；Vileigas et al.，

2019）。研究发现，运动能够改善心衰病人左心室的收缩

功能（Kondamudi et al.，2017）。LVEF 是评价左心室收缩

功能的经典指标（刘修颖 等，2020），但运动是否能够提高

肥胖人群的 LVEF，进而改善左心室的收缩功能尚不清

楚。本研究发现，一次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显著提高

肥胖青少年 LVEF，在运动停止 60 min 后，LVEF 能够逐渐

恢复到运动前水平，说明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能够引起肥

胖青少年左心室收缩功能的应激变化。研究认为，LVEF

与 LVEDV 和 LVESV 密切相关（Kosaraju et al.，2020）。研

究进一步发现，在运动后 30 min LVESV 显著降低，而

LVEDV 并没有变化，提示，运动引起的 LVEF 增加可能是

通过LVESV的降低引起的。本研究还发现，LVSV在运动

后 30 min显著增加，同时LVIS显著降低，进一步支持了上

述观点。因此认为，有氧运动能够引起肥胖青少年 LVEF

的急性升高，该变化主要通过降低运动后LVESV而引起，

LVEDV并未影响运动后LVEF的变化。

研究发现，肥胖引左心室功能的损伤存在性别差异

（Khera et al.，2005），由肥胖引起的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也存在性别差异（Davel et al.，2018；Dikaiou et al.，

2020）。但是，运动引起肥胖青少年LVEF的变化是否也存

在性别差异，尚不清楚。为了揭示运动引起肥胖青少年左

心室收缩功能的急性变化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本研究分

析了运动后 LVEF 在性别间的变化发现，有氧运动引起

LVEF急性变化存在性别差异，主要表现为运动后30 min女

性LVEF急剧升高，而男性则相对平稳。此外，LVSV、LVIS

和LVLAS等影响LEVF相关指标的变化也存在性别差异，

主要表现为女性LVSV急剧增加以及LVIS和LVLAS的显

著降低。提示，有氧运动引起肥胖青少年 LVEF 的变化存

在性别差异，运动引起女性 LVEF 急性升高的水平显著高

于男性，并且该差异主要由性别间 LVESV 变化的差异

引起。

ESP 与 TPR 是影响 LVESV 的重要因素（Bastos et al.，

2000；Nguyen et al.，2020）。在正常生理范围内 ESP 的降

低，能够引起左心室后负荷的降低，使心肌具有更大的收

缩水平，从而降低LVESV。而TPR的降低，则能够降低左

心室在收缩期间的压力，提高心肌收缩的效率，最终也会

引起LVESV的降低。为了进一步揭示运动引起肥胖青少

年 LVESV 性别差异的具体原因，分析运动后 ESP 与 TPR

在性别间的变化发现，运动能够引起 ESP 降低，但该变化

并不存在性别差异。而运动引起的 TRP 变化则存在时间

和性别交互影响上的显著性差异，主要表现为运动后

30 min 女性 TPR 急剧降低。提示，运动引起的 TPR 在性

别间变化的差异，可能是运动引起 LVESV 变化性别间差

异的主要因素。

动脉的舒张功能和顺应性是决定 TPR 的重要因素

（孙朋 等，2012）。研究认为，机体的炎症水平能够影响

动脉的舒张功能（Mouton et al.，2020），而在肥胖个体中巨

噬细胞会分泌大量促炎因子，增加机体的慢性炎症水平

（Khera et al.，2005）。此外，急性运动也会引起机体急性

炎症水平的升高（贺强 等，2016）。为了进一步验证运动

引起 TPR 变化的性别差异是否由炎症水平的差异引起，

检测受试者血清 IL-6 的水平发现，急性运动能够引起血

清 IL-6 的暂时性升高，但是该变化并不存在性别差异。

此外，也有研究报道脂肪细胞分泌的 APN 能够通过

AMPK-eNOS 信号对血管内皮细胞的分泌功能进行调控，

从而改善动脉的舒张功能（于凤至 等，2020）。Di Chiara

等（2019）发现，血清APN水平与LVEF密切相关。本研究

对受试者机体血清 APN 水平检测结果显示，运动引起血

清 APN 水平的变化并不存在性别差异。提示，运动诱导

的机体炎症和APN表达水平的变化并不是影响运动引起

TPR性别差异的相关因素。

NO 被认为是调控内皮功能的重要因素（高远生，

2017；刘伟 等，2017），对改善动脉舒张功能、降低动脉僵

硬度和保护心脏具有重要作用（Meng et al.，2019）。研究

报道，有氧运动能够提高血清 NO 水平（张鹏程 等，2017；

Kruse et al.，2018）。本研究发现，运动引起血清 NO 水平

的变化存在性别差异，特别是在运动后 30 min，女性肥胖

青少年血清 NO 升高的幅度显著大于男性。推断运动后

血清NO水平的差异，可能是引起运动后TPR变化性别间

差异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认为，ER 是调控 NO 分泌的

重要因子之一（王丽 等，2016；Bai et al.，2019），ER通过与

膜受体 ERα耦联，进一步激活 eNOS，进而上调内皮细胞

分泌 NO 的水平（Ozemek et al.，2020）。Hellsten 等（2019）

发现，运动能够提高机体血清 ER 水平，并改善动脉的舒

张功能。Seals 等（2019）也发现，运动后机体血清 ER 和

NO 水平均显著增加。为了进一步验证运动引起血清 NO

变化的性别差异是否由运动引起性别间 ER 表达水平的

差异所致，对受试者血清 ER 水平进行检测发现，运动引

起血清 ER 的变化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在运动后

30 min，女性血清ER水平显著升高，而男性相对平稳。因

此认为，运动引起性别间血清 ER 表达水平的差异，可能

是运动引起血清NO表达水平性别差异的主要因素。

4 结论

1）中等强度急性有氧运动能够引起肥胖青少年左心

室收缩功能的应激变化，主要表现为运动后 LVEF 的急性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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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动引起肥胖青少年 LVEF 的急性变化存在性别

差异，主要表现为运动后女性 LVEF 增加的幅度显著大于

男性。

3）有氧运动引起 LVEF 急性变化性别间差异的主要

机制：运动刺激引起肥胖青少年 ER 分泌水平存在性别差

异；不同浓度的 ER 与内皮细胞膜上的 ERα受体耦联，引

起内皮细胞分泌 NO 表达量的差异；不同浓度的 NO 引起

动脉舒张水平的差异；动脉舒张水平的差异引起 TPR 的

差异，直接导致 LVESV 的差异，并最终表现为 LVEF 性别

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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