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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强度抗阻训练对甲基苯丙胺成瘾者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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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甲基苯丙胺吸食成瘾会严重影响成瘾者大脑功能，抗阻训练可以提高成瘾者脑健康水平，但影响机制

尚需探讨。方法：选取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男性甲基苯丙胺成瘾者 26 人，利用便携式 fNRIs采集受试者左侧

前额叶（LPFC）、右侧前额叶（RPFC）、左侧运动皮层（LMC）和右侧运动皮层（RMC）的氧合血红蛋白浓度信号，计算

其 4个频率区间的小波相位相干值（WPCO），分析一次中等强度抗阻训练对受试者脑功能连接即时效应和 12周连续

抗阻训练对受试者脑功能连接累积效应。通过测量问卷测量睡眠、焦虑、抑郁和渴求的状况及与脑区功能性连接的

相关性。结果：一次抗阻训练 RPFC 和 LMC 的氧合血红蛋白相对浓度显著升高，特别是在肌源性活动和神经源性活

动表现更为显著。12周抗阻训练显著改善睡眠、焦虑、渴求水平，且睡眠、焦虑等指标与各脑区功能连接相关的心率

活动的WPCO显著负相关，与LPFC-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的呼吸活动的WPCO值均具有负性

相关性。12 周中等强度抗阻训练静息态测试中，第 I 频段，训练后受试者 LPFC-LMC、LPFC-RPFC、LPFC-RMC、RP‐

FC-LMC、RPFC-RMC 的 WPCO 值显著高于训练前；第Ⅱ频段，训练后受试者 LPFC-LMC、LPFC-RPFC、LPFC-RMC、

RPFC-LMC、RPFC-RMC 的 WPCO 值显著高于训练前；第Ⅲ频段，训练后受试者各脑区的 WPCO 值与训练前无显著

差异；第Ⅳ频段，训练后受试者 LPFC-LMC 的 WPCO 值显著低于训练前。结论：中等强度抗阻训练可以显著激活甲

基苯丙胺成瘾者左、右前额叶，增强不同脑区之间连接，尤其加强了顶叶运动区的肌源性活动和神经源性活动；促使

前额叶、顶叶充分参与运动控制，改善成瘾者静息状态下前额叶、运动区和枕叶在心率活动、呼吸活动和肌源性活动

的联系，减少成瘾者脑区偏侧使用，加强区域同步性，改善睡眠质量、焦虑、抑郁和渴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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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基苯丙胺（methamphetamine，METH），即“冰毒”，以

易合成、价格低、成瘾快等特点逐渐取代传统毒品，其滥用

率高达毒品种类的 60.2%。METH 吸食者的认知、信息处

理、记忆、注意力和执行功能等机能，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和下降（Peacock et al.，2018）。METH 成瘾源于大脑

内部的奖赏机制和多巴胺系统，关键部位位于奖赏环路的

最终环路——腹侧被盖区（ventral tegmental area，VTA）

（Espana et al.，2013）。该环路涉及大脑腹侧被盖区、伏隔

核、杏仁核、纹状体和前额叶等脑区（Morales et al.，2015）。

杏仁核可以通过谷氨酰胺的分泌直接激活 VTA，激活大脑

的渴求机制；额叶皮质则可直接调节 VTA，激活其内部的

多巴胺神经元，促使伏隔核释放更多的多巴胺（Ares-San‐

tos et al.，2013），造成前额叶皮质、背侧和腹侧纹状体多巴

胺高浓度，直接导致服用者产生神经适应性行为和冲动渴

求（Parsegian et al.，2014）。

METH 成瘾可导致神经系统毒性作用，产生脑区病理

性改变。研究显示，受试者脑区内眶额皮质、背外侧前额

叶、尾状核、中脑、下丘脑、丘脑等部位的多巴胺转运体、

5-羟色胺转运体等物质水平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Sekine

et al.，2006），颞叶的灰质体积明显缩小（Bartzokis et al.，

2000），前扣带回皮层、眶额皮质、前额叶背外侧皮层及颞

上回体积也均有明显的缩小（Nakama et al.，2011），导致大

脑记忆处理能力、记忆力下降（Bartzokis et al.，2000）。对

大脑皮层及皮层下神经元进行观察发现，成瘾者在执行相

关功能时，前额叶和纹状体的激活明显下降，认知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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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下降（London et al.，2004）。皮质功能区的活性和功

能下降是认知功能下降的主要原因（Nestor et al.，2011）。

因此，如何改善长期服用 METH 导致的脑区功能性变化成

为毒瘾戒断效果的关键。

当前，METH 成瘾治疗手段分为两大类：药物治疗和

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只能作为替代物，无法从根本上降

低成瘾者对 METH 的渴求，而且成瘾者长期服用药物可对

脑功能造成损伤（Bischoff-Grethe et al.，2016）。非药物治

疗通常指除药物治疗以外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心理治

疗、正念疗法、精神治疗及一些非入侵式物理治疗，如深部

脑刺激和重复经颅磁刺激等物理治疗方法。上述治疗手

段均有不同的局限性：1）药物治疗会带来毒副作用，且成

本较高；2）心理治疗等的开展有一定局限性；3）深部脑刺

激、重复经颅磁刺激等仪器不易普及，价格昂贵。因此，寻

找一种具有普适性、有效性的新治疗手段至关重要。

Rawson 等（2015a，2015b）研究发现，运动干预能够减

少受试者药物的使用量，降低药物渴求、抑郁和焦虑情

况，改善其情绪等。其作用机制可能是：1）有氧运动促进

大脑奖赏通路，释放和成瘾物质诱发的愉悦感相同的单

胺类神经递质，促使成瘾者获得了相同的愉悦感（Dish‐

man et al.，2009）；2）调节下丘脑-垂体系统，稳定个体情

绪（Read et al.，2003）；3）促进脑内多巴胺的合成及释放，

调节多巴胺的分解与代谢（李泽清，2014）。抗阻训练可

在不改变原有的食物摄取习惯下减少成瘾者药物摄入，

提高认知控制能力，影响皮质醇活性，调节焦虑等负面情

绪，提高参与者生活水平（Crewther et al.，2006；Ferreira et

al.，2018；Seguin et al.，2003）。因此，运动对 METH 成瘾可

能是一种有效且便利的辅助治疗措施。

本研究对 METH 成瘾者采用一次中等强度抗阻训练，

分析抗阻训练对成瘾者脑激活和功能连接水平的影响，

并进行 12 周持续抗阻训练以分析连续抗阻训练对成瘾者

脑功能连接及睡眠、焦虑、抑郁和渴求度水平的改善，并

通过相关分析揭示脑功能改善与量表指标的关联关系，

为抗阻训练干预效果评定提供理论基础，并为运动戒毒

提供干预手段。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6 名男性受试者随机抽取自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

毒所，均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统计手册（第五版）》（Di‐

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V）中对

药物依赖的诊断标准。受试者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完全理解实验流程，积极参与并完成实验。

对所有受试者进行数据采集的全过程均在山东体育学

院伦理委员会的监督之下，并通过伦理审核，符合 1975 年

《赫尔辛基宣言》（2008 年修订）规定的伦理标准。参与前

采集每名受试者的人口统计学资料、METH使用史（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干预方案

方案 A：采集受试者静息态、有氧训练运动态和抗阻训

练运动态下脑氧信号变化情况，探讨一次抗阻训练对脑区

激活及脑连接干预情况。采用 Polar 运动心率带（PolarPro‐

Trainer 5™SW）记录实时心率以控制干预强度。静息态测

试时要求受试者完全放松、姿势稳定、情绪平和，闭目安静

坚持 10 min；抗阻运动态测试时受试者使用杠铃杆（5 kg）

进行立姿杠铃弯举、立姿杠铃推举、杠铃深蹲、杠铃弓箭步

4 个动作的抗阻运动，每个动作持续 1 min，中间休息 15 s，

共进行 2 组，实测心率均值为 126.11±13.23 次/分钟，实测

运动强度为 67.59%±7.09% HRmax；有氧单车运动态时受

试者采用动感单车进行有氧运动，最小阻力适应 1 min 后，

中 等 阻 力 匀 速 骑 行 9 min，实 测 心 率 均 值 为 126.57±

12.77次/分钟，实测运动强度为 67.84%±6.87% HRmax。

方案 B：探讨 12 周连续抗阻训练对脑功能连接的累

积效应。12 周干预训练基于美国运动医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Sports Medicine，ACSM）的研究方案（Kraemer

et al.，2002），对受试者采取上肢、躯干、下肢每周 3 次中等

强度（65%～75% HRmax，其中 HRmax=206.9-0.67×年龄）

的抗阻训练（表 2）。数据采集时间点为干预前（第 0 周）、

干预中期（第 6 周）、干预后（第 12 周），状态为静息态，即

对受试者的脑功能连接进行 3 次静息态监测。干预训练

在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康复中心进行，实测心率

和实测运动强度如表 3 所示。

1.2.2 近红外脑氧监测

脑血氧数据采集使用便携式多通道商用功能性近红

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

系统（Nirsmart，丹阳慧创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中国），通道

布置依据国际 10/10 系统 24 个通道设置（图 1），采样频率

为 10 Hz，时间分辨率为 100 ms，通过 3D 定位仪和空间定

位采集系统来准确定位，设置区域为左前额叶皮层（left

prefrontal cortex，LPFC）、右 前 额 叶 皮 层（right prefrontal

cortex，RPFC）、左运动皮层（left motor cortex，LMC）和右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le 1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基本情况

年龄/岁

身高/cm

体质量/kg

体质指数/（kg·m-2）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使用METH的持续时间/年

戒断时间/月

M±SD

30.31 ± 3.58

175.36±6.03

79.88 ±5.48

25.46 ±1.34

115.45 ±6.72

65.45 ±6.81

4.95 ± 1.06

3.50 ±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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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皮层（right motor cortex，RMC）。

1.2.3 睡眠、焦虑、抑郁和渴求测量

睡眠质量评估采用【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Pittsburgh Sleep Quality index，PSQI）、抑郁评估采用【贝克

抑郁自评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BDI）、焦虑评

估采用【贝克焦虑自评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

BAI）进行，【苯丙胺渴求量表】（Desire for Speed Question‐

naire，DSQ）进行。

1.2.4 数据处理与统计

近红外光谱数据预处理通过巴特沃斯滤波器过滤掉

原始信号中的低频信号（Xu et al.，2017），获得 0.021～

2 Hz 目标频段信号，对目标信号进行滑动平均以消除信

号噪声。采用 Morlet 小波对母小波进行连续小波变换，

将变换的结果放在时域上平均得到每个时刻和频率下氧

合血红蛋白的小波幅值，以反映大脑皮层的激活情况和

强度。基于小波相干性（Wavelet Phase Coherence，WPCO）

分析，对心率活动频率（第 I 频率段：0.6～2 Hz）、呼吸活

动频率（第Ⅱ频率段：0.145～0.6 Hz）、肌源性活动频率

（第Ⅲ频率段：0.052～0.145 Hz）和神经源性活动频率（第

Ⅳ频率段：0.021～0.052 Hz）进行分析（Bu et al.，2016）。

一次抗阻训练数据利用 SPSS 20.0 进行正态分析和方

差齐性检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不同状态下的血

氧浓度变化和 WPCO 值的差异；利用 Bonferroni 校正进行

事后检验。对 12 周抗阻训练数据进行单因素重复测量统

计分析；采用正态分析、箱式检验对参数进行事前检验，

当结果不符合球形检验时，采取 Greenhouse & Geisser 方

法进行校正；利用 Bonferroni Post Hoc Test 校正进行事后

检验；运用 Pearson 相关分析对 PSQI、BDI、BAI 和 WPCO

值进行相关性分析。P＜0.05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次抗阻训练对受试者脑区的激活情况

受试者脑区氧合血红蛋白相对浓度的变化在 LPFC

（F=13.91，P=0.006）、RPFC（F=31.07，P＜0.001）、LMC（F=

22.78，P＜0.001）中均显示出显著性差异；有氧单车训练

下，LPFC（F=28.44，P=0.034）的氧合血红蛋白相对浓度显

著高于静息态；在抗阻训练下，RPFC（F=576，P＜0.001）和

LMC（F=27.04，P=0.004）的氧合血红蛋白相对浓度显著高

于有氧单车训练（图 2）。表明，不同形式训练干预能显著

激活受试者 LPFC、RPFC、LMC 脑区功能，其中抗阻训练

对 RPFC 和 LMC 激活水平更显著。

图2 不同状态下的脑区激活情况

Figure 2. Brain Area Activation in Different States

注：A静息状态；B有氧单车训练；C抗阻训练。

表2 抗阻力量训练方案

Table 2 Load of Resistance Training

训练方式

上肢力量训练：坐姿哑推举、蝴

蝶机反向飞鸟、史密斯推举、哑

铃侧平举

躯干力量训练：悬垂举腿、罗马

椅抬腿、反手坐姿窄握高位下

拉、坐姿划船

下肢力量训练：过顶深蹲、杠铃

前蹲、杠铃弓箭步、杠铃箱上单

腿深蹲

训练时间

每组 10～20 个，组间休息 30～

50 s，共2～3组，每周3次

每组 10～20 个，组间休息 30～

50 s，共2～3组，每周3次

每组 10～20 个，组间休息 30～

50 s，共2～3组，每周3次

表3 抗阻力量训练负荷

Table 3 Load of Resistance Training

实际训练心率

/（次·分钟-1）

实际训练强度

/%HRmax

1～6周

131.55±18.56

71.98±8.46

7～12周

123.92±15.30

66.37±8.12

图1 根据国际10/10系统在前额叶皮层和运动皮层区域中

配置测量通道

Figure 1. Configuration of the Measurement Channels

in the Prefrontal Cortex and Motor Cortex Area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10/10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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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次抗阻训练对受试者脑区功能连接的影响

在第Ⅰ频段中，有氧单车训练后 LPFC-LMC、LPFC-

RPFC、LPFC-RMC、RPFC-LMC、LMC-RMC 和 RPFC-RMC

的 WPCO 值均显著低于静息态，而在第Ⅱ频段显著高于

静息态（图 3）。

在第Ⅰ频段中，抗阻训练后 LPFC-LMC、LPFC-RPFC、

LPFC-RMC、RPFC-LMC、LMC-RMC 和 RPFC-RMC 的 WP‐

CO 值显著低于静息状态，而在第Ⅱ频段和第Ⅳ频段显著

高于静息态。

抗阻训练和有氧单车训练相比较，第Ⅰ频段中的 LP‐

FC-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RPFC-

RMC 和 第 Ⅱ 频 段 中 的 LPFC-RPFC、LPFC-RMC、RPFC-

RMC 的 WPCO 值，抗阻训练均显著低于有氧单车训练；而

第Ⅲ频段中的 RPFC-LMC 和第Ⅳ频段中的 LPFC-RPFC、

LPFC-RMC、RPFC-LMC、LMC-RMC、RPFC-RMC 的 WP‐

CO 值，抗阻训练均显著高于有氧单车训练。

一次抗阻训练对受试者脑区激活情况和脑区功能连

接的运动态测试结果显示，与有氧单车训练相比，一次抗

阻力量训练可有效激活受试者各个脑区，并且增强各个

频段不同脑区连通性。

2.3 12周抗阻训练对受试者脑功能连接的影响 （图4）

在第Ⅰ频率段中，与干预前相比，干预中期和干预后

的 LPFC-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 和

RPFC-RMC 的 WPCO 值均具有显著性提高，且干预后的

RPFC-LMC 的 WPCO 值相比干预中期显著性提高。

在第Ⅱ频率段中，与干预前相比，干预中期和干预后

的 LPFC-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RP‐

FC-RMC 的 WPCO 值均有显著性提高，且干预后的 LPFC-

LMC、LPFC-RMC 的 WPCO 值相比干预中期具有显著性

提高。

图3 不同状态下各个脑区的功能性连接情况

Figure 3. Comparison of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i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under Different States

注：*P＜0.05，**P＜0.01，图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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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Ⅲ频率段中，与干预前相比，干预中期 LPFC-RP‐

FC 的 WPCO 值显著性提高；与干预中期相比，干预后 LP‐

FC-RPFC 的 WPCO 值显著性降低，LPFC-RMC 的 WPCO

值显著性提高。

在第Ⅳ频率段中，与干预前相比，干预后 LPFC-LMC

的 WPCO 值显著性降低；与干预中期相比，干预后 LPFC-

RPFC 的 WPCO 值显著性降低。

2.4 12周抗阻训练对受试者情绪及渴求度影响

PSQI 分析发现，干预后受试者睡眠情况明显改善；

BDI 数据显示，干预中期及干预后受试者抑郁水平显著改

善；BAI 评分显示，干预中期及干预后受试者的焦虑水平

显著改善；DSQ 问卷统计发现，与干预前和干预中期相

比，12 周抗阻训练后可显著降低受试者对 METH 的渴求

度水平，这种改善效应在干预中期并未呈现（表 4）。

2.5 受试者脑功能连接对睡眠、抑郁、焦虑、渴求的关

联性

如表 5 所示，PSQI 值与 LPFC-LMC、LPFC-RPFC、LP‐

FC-RMC、RPFC-LMC、LMC-RMC、RPFC-RMC 第Ⅰ频段的

WPCO 值 呈 负 相 关 ，与 LPFC-LMC、LPFC-RPFC、LPFC-

RMC、RPFC-LMC 第Ⅱ频段的 WPCO 值呈负相关，与 LP‐

FC-RPFC 第Ⅳ频段的 WPCO 值呈负相关。BDI 值与 LPFC-

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RPFC-RMC 第

Ⅰ频段的 WPCO 值呈负相关，与 LPFC-RPFC、LPFC-RMC、

RPFC-LMC、RPFC-RMC 第Ⅱ频段的 WPCO 值呈负相关，

与 LPFC-LMC 第Ⅲ频段的 WPCO 值呈正相关。BAI 值与

LPFC-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LMC-

RMC、RPFC-RMC 第Ⅰ频段的 WPCO 值呈负相关，与 LP‐

FC-LMC、LPFC-RPFC、LPFC-RMC、RPFC-LMC 第Ⅱ频段

WPCO 值呈负相关，与 RPFC-RMC 第Ⅱ频段 WPCO 值呈正

相关。DSQ 值与 RPFC-RMC 第Ⅱ频段的 WPCO 值呈负相

关，与其余频率段的 WPCO 值未表现出显著性相关。

3 分析与讨论

脑神经的活跃程度与脑血氧的含量变化程度有极强

的相关性，这种神经血管耦合效应使脑功能连接具有频

图4 12周抗阻训练不同阶段各个脑区的功能性连接情况

Figure 4. Effects of 12 Weeks Resistance Training o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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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特异性。因此，可采用 fNIRS 直接监测脑血流与脑血氧

作为脑神经活动标志来分析人脑在执行任务时各个脑区

之间的协同作用（Sasai et al.，2011）。Salo 等（2013）研究

发现，在进行认知任务时，METH 依赖者的前额叶皮层的

激活程度显著低于正常人群。本研究中，运动态中 LP‐

FC、RPFC 和 LMC 脑区均被显著激活，表明抗阻训练可改

善长期 METH 滥用对于脑区神经元的毒性作用；同时，抗

阻训练对于前额叶脑区的显著激活提示，抗阻训练可改

善长期使用 METH 对于脑区活性的损害，提高依赖者大

脑可塑性（Prakash et al.，2015）。

长期服用 METH 会引起心动过速、心律不齐、心肌缺

血等不同程度的心血管功能异常。一次抗阻训练对受试

者脑功能连接第Ⅰ频段数据变化表明，有氧训练和抗阻

训练后各脑区功能连接相较于静息态显著降低，这可能

是由于急性运动会影响心脏摄血活动和大脑血液循环的

调节，加快血液与组织间代谢物质的交换速度，从而降低

了其氧合血红蛋白相对浓度（Willie et al.，2014）；有氧单

车训练态在第Ⅱ频段中 LPFC-RPFC、LPFC-RMC、RPFC-

RMC 的功能连接显著高于抗阻训练，可能是由于有氧训

练比抗阻训练需要摄取更多氧气（Ferreira et al.，2018）。

在反映肌源性活动的第Ⅲ频段分析中，抗阻训练后 LPFC

与 LMC 的功能连接显著高于静息态，且抗阻训练后 RPFC

表4 12周抗阻训练对受试者睡眠、抑郁、焦虑、渴求的影响

Table 4 Effects of 12 weeks Resistance Training on Sleep，Depression，Anxiety and Craving

量表

PSQI

BDI

BAI

DSQ

干预前

6.423±0.255

12.308±0.198

23.500±0.279

51.38±4.19

干预中期

5.769±0.273

10.423±0.223**

22.500±0.300**

50.54±4.02

干预后

5.154±0.205##&&

8.692±0.190##&&

21.846±0.252##

47.58±3.29##&&

F

6.462

88.602

12.092

24.576

注：*表示运动干预前vs运动干预中，**P＜0.01；#表示运动干预前vs运动干预后，##P＜0.01；&表示运动干预中vs运动干预后，&&P＜0.01。

表5 受试者脑功能连接与睡眠、抑郁、焦虑、渴求的相关性分析

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with Sleep，Depression，Anxiety and Craving

脑区

LPFC-LMC

LPFC-RPFC

LPFC-RMC

RPFC-LMC

LMC-RMC

RPFC-RMC

频率段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Ⅰ

Ⅱ

Ⅲ

Ⅳ

PSQI

r

-0.416

-0.310

0.045

-0.195

-0.524

-0.486

-0.081

-0.227

-0.465

-0.255

0.154

0.005

-0.458

-0.285

0.069

-0.175

-0.253

-0.022

-0.013

-0.193

-0.491

-0.211

0.153

0.014

P

＜0.01

＜0.01

0.694

0.087

＜0.01

＜0.01

0.481

0.046

＜0.01

0.024

0.178

0.962

＜0.01

0.012

0.551

0.126

0.026

0.851

0.913

0.090

＜0.01

0.064

0.181

0.903

BDI

r

-0.377

-0.180

0.260

0.111

-0.622

-0.375

0.143

0.060

-0.395

-0.276

0.216

0.112

-0.444

-0.229

0.144

0.010

-0.046

0.031

0.162

0.019

-0.456

-0.371

0.208

0.040

P

＜0.01

0.115

0.022

0.332

＜0.01

＜0.01

0.211

0.604

＜0.01

0.014

0.058

0.328

＜0.01

0.044

0.208

0.933

0.692

0.790

0.156

0.872

＜0.01

＜0.01

0.068

0.727

BAI

r

-0.682

-0.347

-0.093

-0.103

-0.736

-0.644

-0.328

-0.215

-0.674

-0.298

0.007

-0.052

-0.657

-0.328

-0.136

-0.169

-0.385

-0.086

-0.061

-0.110

-0.631

0.310

0.046

0.050

P

＜0.01

＜0.01

0.417

0.372

＜0.01

＜0.01

＜0.01

0.059

＜0.01

＜0.01

0.951

0.653

＜0.01

＜0.01

0.236

0.138

＜0.01

0.453

0.599

0.338

＜0.01

＜0.01

0.689

0.664

DSQ

r

-0.034

-0.076

0.104

0.222

-0.075

-0.072

0.194

0.193

-0.007

-0.109

0.139

-0.066

-0.117

-0.125

0.052

0.123

-0.005

-0.032

0.055

-0.024

-0.087

-0.226

0.033

0.091

P

0.769

0.509

0.363

0.051

0.512

0.528

0.089

0.091

0.949

0.343

0.226

0.568

0.310

0.276

0.652

0.285

0.962

0.779

0.633

0.835

0.448

0.036

0.771

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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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LMC 的功能连接显著高于有氧运动训练后，表明抗阻

训练对于这一频段的有效激活可能更适于治疗服用

METH 带 来 的 腹 外 侧 前 额 叶 皮 层 损 伤（Okada et al.，

2016），这可能与抗阻训练能缓解服用 METH 而导致的自

主神经紊乱、心律不齐有关（Kaye et al.，2007）。因此，一

次抗阻训练对于各个频段不同脑区连通性和激活情况的

增强，验证了长期抗阻训练对于改善脑功能连接性的可

行性，也为改善长期服用 METH 造成的脑区神经元性损

伤提供了可能性。

METH 的神经毒性可直接作用于大脑脑区，造成神经

突触变形、脑区结构异变、神经胶原细胞活化程度下降等

（Aoki et al.，2013）。这种副作用尤以背外侧前额叶最为

明显，表现为成瘾者认知、控制及情绪的变化，如冲动、焦

虑等（Miller et al.，2001）。此外，毒品成瘾破坏脑区睡眠

系统，致使成瘾者睡眠质量显著降低。本研究发现，12 周

抗阻训练可显著改善受试者的睡眠质量、焦虑和抑郁水

平，可能与运动促进脑区结构与功能恢复，从而提高了大

脑皮层激活水平，加强冲动控制、认知等能力，激活多巴

胺参与的脑内奖赏通路有关（Kamijo et al.，2004；Querido

et al.，2007；Wang et al.，2019）。

对不同脑区的功能连接分析中，一次急性抗阻运动能

降低脑区血氧浓度及第Ⅰ频段的脑功能连接，而 12 周抗

阻训练后，能显著提高前额叶、运动区的脑功能连接，为

改善因服用 METH 造成的心肌缺血、心律不齐等问题提

供了可能性（Willie et al.，2014）。12 周抗阻训练后第Ⅱ频

段相关活动 WPCO 值表明，受试者呼吸活动相关的脑功

能连接显著增强，且可提高受试者的心肺能力，改善因睡

眠问题诱导的焦虑、抑郁等。本研究中，渴求水平变化与

受试者脑区功能连接水平只在 RPFC-RMC 第Ⅱ频段呈负

相关，即 RPFC-RMC 连接在第Ⅱ频段越强，受试者对

METH 的渴求度越小。第Ⅱ频段代表呼吸活动功能，我们

推测上述现象与脑血氧含量有关，而脑血氧含量与脑神

经的活跃程度有极强的相关性。较强的呼吸活动功能连

接使相关脑区保持较高的血氧含量，维持较高的脑区活

性和功能耦合，增强抑制功能，从而减少对药物的渴求。

12 周抗阻训练后，受试者第Ⅲ频段关联的脑区功能

连接仅有 LPFC-RPFC、LPFC-RMC 的 WPCO 值在不同时

期有显著性差异。持续抗阻训练导致受试者 LPFC-RMC

之间的功能连接逐渐加强，这可能是因为长期的抗阻训

练提高了肌肉的自主张力，提高了机体的姿势控制能力。

第Ⅳ频段数据分析发现，12 周抗阻训练后，受试者 LPFC-

LMC 和 LPFC-RPFC 的 WPCO 值发生差异性改变，这可能

与静息态的任务相关，静息活动中受试者处于安静静止

状态，神经活动波动显著下降。

抑制用药渴求、降低复吸率是目前戒毒康复的首要目

标和后续照管的要点与难点。药物成瘾导致的认知障碍

中，抑制功能受损被认为是强迫性用药行为发生的根本

原因之一（Chen et al.，2019）。已有研究表明，运动干预可

提高药物依赖者的抑制功能，对降低渴求度有积极影响

（Wang et al.，2015）。如与中等强度相比，高强度有氧运

动对 METH 戒断者的药物渴求降低程度更加明显，这一

结果说明运动干预强度越高，其对药物渴求度降低也越

多（Chen et al.，2019）。本研究结果显示，12 周抗阻训练

可显著降低受试者对 METH 的渴求水平，但这种改善效

应在运动干预中期（6 周）并未呈现，这可能是因为本研究

采取的运动是中等强度运动，这一强度的运动干预累积

效果在干预中期还未达到渴求度降低的阈值。Peterson

等（1995）研究表明，中等强度（≥6 周）运动负荷能有效减

少成瘾人群的药物摄入量，当运动持续时间大于 12 周时

被发现能显著减少戒断期成瘾者的觅药行为。Rawson 等

（2015a）采用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相结合的运动干预策略

发现，8 周的运动干预可显著降低 METH 受试者的复吸

率。因此，我们推测，药物渴求度的降低不但与运动强度

有关，还与干预时长甚至频次有关。从神经生物学角度

看，这种干预的累积康复效益可能缘于降低药物渴求和

防止复吸的核心靶点之一是重塑与抑制功能相关的脑区

如前额皮层结构与功能（容浩 等，2019；Salo et al.，2013），

而这种重建过程需要长期的运动干预。

本研究探讨了进入康复期的 METH 依赖者 12 周中等

强度抗阻训练的效应，但未对在生理脱毒期和教育矫治

期的依赖者进行入所后即时跟踪。强制隔离戒毒所内康

复期一般为 15～18 个月，本研究只跟踪了 3 个月左右，下

一步将进行长期的纵向追踪，探索长周期脑功能机制的

动态变化。12 周或者更长时间中等强度抗阻训练效益是

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进行有组织的康复训练取得的，受

试者离所后在防复吸过程中这种效益的后续作用及这种

作用是否有衰减现象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1）一次抗阻训练可显著激活 METH 成瘾者左右前额

叶、左右运动区，增加区域脑血流；加强了不同脑区之间

的功能连接，顶叶运动区的肌源性活动和神经源性活动。

2）12 周抗阻训练改善了 METH 成瘾者静息状态下前

额叶、运动区和枕叶在心率活动、呼吸活动的联系；脑区

同步性加强，提高了情绪控制能力，有效改善了成瘾者的

睡眠质量、抑郁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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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Moderate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on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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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and mechanisms of resistance training on brain health of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Methods: 26 male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from the Compulsory Isol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of Shandong Province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nd the portable fNRIs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immediate effect of a moderate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program and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12 weeks continuous resistance training on brain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Results: After one
bout of resistance training, the relative concentration of oxyhemoglobin in RPFC and LMC wer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especially
in myogenic activity and neurogenic activity. The 12 weeks of resistance train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leep quality and anxiety,
which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PCO of heart rate activity related to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brain regions, and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WPCO of respiratory activity of LPFC-LMC, LPFC-RPFC, LPFC-RMC and RPFC-LMC. In the
resting state test of 12-week moderate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the WPCO values of LPFC-LMC, LPFC-RPFC, LPFC-RMC,
RPFC-LMC and RPFC-RM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pre-training in band I and II; in band III,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WPCO values of each brain area compared with pre-training; in band Ⅳ , the WPCO value of LPFC-LMC wa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pre-training. Conclusions: Moderate intensity resistance training can significantly activate the left
and right prefrontal lobes of methamphetamine addicts, and enhance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brain regions, especially
strengthen the myogenic and neurogenic activities in the motor region of the parietal lobe. Moreover, it can promote the prefrontal
and parietal lobes to fully participate in motor control, and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rt rate activity, respiratory activity
and myogenic activity in the prefrontal, motor and occipital lobes under resting state, and then reduce the side use of the brain area
and strengthen regional synchroniza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sleep quality, anxiety and depression level.
Keywords: methamphetamine; drug addiction; resistance training; brain function connection

（上接第9页）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Sports Law：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nd

China's Response

ZHANG Peng1，2

1. China Academy of Legal Moderniz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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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hav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sports legislation with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effect, which has aroused many worries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Furthermore, th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of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promotes the U. S. to adopt long-arm
jurisdiction legislation, ignoring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as to different countries' jurisdictions for sports. Responding to this
international challenge,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system of China's sports law,
which covers three levels: The direct application of Chinese sports laws to foreign-related cases, the extraterritorial transmission of
Olympic protection rules, and the right to speak in the rule of law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On the basis of respecting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to establish the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system of Chinese sports law, it is necessary to
create extraterritorially applicable clauses in sports legislation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system of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of China's sports law, and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legal rules.
Keywords: sports law;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rodchenkov anti-doping act; the presumption against extraterritor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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