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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限制饮食结合低氧训练对超重和肥胖青少年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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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 4 周限制饮食结合低氧训练对骨健康相关指标及血清瘦素、内脂素的影响。方法：身体健康的世

居平原超重或肥胖青少年，随机分为常氧运动组（简称“常氧组”）和低氧运动组（2 300 m 高住高练低练，简称“低氧

组”）。运动干预持续 4 周，每周运动 6 天，常氧组每天运动和生活均在平原环境；低氧组每天晚上 7 点至次日晨居住

在模拟 2 300 m 海拔高度的低氧环境中，并且每天在相同海拔高度的低氧环境中运动 2 h，其他安排与常氧组相同。

以静息代谢率为基础适当控制饮食。运动强度控制在低强度有氧耐力范畴。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法测量骨矿含量和

骨密度。结果：1）4 周干预后，全身骨矿含量仅常氧组与干预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升高（＋1.85%，P=

0.006），组间无显著交互效应；2）4周干预后，常氧组、低氧组全身骨密度均显著升高，组间存在显著交互效应，常氧组

骨密度升高幅度显著高于低氧组（＋3.09% vs ＋1.29%，P=0.011，η2=0.176）；3）4 周干预后，脊椎骨矿含量、骨密度仅

常氧组与干预前比较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升高（＋3.64%，P=0.025）；4）4周干预后，血清内脂素的变化两组间存在

显著交互效应（常氧组 vs 低氧组：＋31.87% vs -18.76%，P=0.033，η2=0.143）；5）4 周干预后，血清内脂素的变化与全

身骨密度的变化呈中等显著负相关（P=0.04，r=-0.37）。躯干脂肪质量的变化与血清内脂素的变化呈中等显著正相

关（P=0.02，r=0.38）。结论：4周限制饮食结合低氧训练在有效减重减脂的同时，总骨密度显著升高，未对骨健康相关

指标造成负面影响。但低氧对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内脂素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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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我国

青少年肥胖人口的数量和比例日益增多。青少年时期的

肥胖对成年后健康的危害涉及身体机能的方方面面。青

少年阶段对骨的生长发育又极为关键，大多数骨的形成发

生在这一时期，峰值骨量也通常出现在这一阶段（Boot et

al.，2010）。体重增加，骨所承受的机械负荷增加，而机械

负荷增加有益于成骨细胞的分化、增殖（Ehrlich et al.，

2002），故传统观点认为，肥胖对骨无不良影响，甚至是有

益的。然而，动物模型的研究发现，肥胖鼠股骨骨密度

（bone mineral density，BMD）、骨皮质厚度、骨小梁体积显

著低于体重正常鼠（Hamrick et al.，2004）。高脂膳食肥胖

鼠破骨细胞活性显著升高（Cao et al.，2009），BMD、骨小

梁体积显著下降（Hsu et al.，2006；Kyung et al.，2009）。

针对人群的调查则发现，我国成年男性和女性体脂含量百

分比与骨质减少、骨折发生率呈显著正相关（Hsu et al.，

2006）。青少年人群体脂含量与骨矿含量（bone mineral

content，BMC）、BMD 呈显著负相关（Mosca et al.，2014；

Nobrega et al.，2014）。大样本的调查表明，代谢综合征患

者的 BMC、BMD 显著低于体重正常人群，这一现象在男

性中表现尤为突出（Hwang et al.，2010；Kim et al.，2010；

Szulc et al.，2010）。

过多的脂肪堆积是肥胖的典型特征。庞大的脂肪组

织可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瘦素（leptin，LP）、内脂素（vis‐

fatin，VF），或直接或间接地调控骨代谢。也有研究将脂

肪组织视为一种内分泌器官（Scheja et al.，2019）。LP 缺

乏的小鼠，股骨 BMC、BMD 均显著下降（Philbrick et al.，

2018）；LP 受体∆65 位点酪氨酸磷酸化不仅引起肥胖，也

会导致骨髓脂肪化、骨质疏松（Mccabe et al.，2019）。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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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来源于脂肪组织，可通过多个信号途径参与骨代谢

的调控（Franco-Trepat et al.，2019；Tsiklauri et al.，2018）；

代谢综合征患者血清 VF 水平较高，但 BMD 较正常体重

人群低（Iacobellis et al.，2011）。以上分析提示，肥胖对骨

有多重影响，较大的体重使骨的机械应力增加，BMD 升

高，但长期过高的体脂可能导致骨质疏松、骨强度下降，

由脂肪组织分泌的一些脂肪细胞因子在调节骨代谢过程

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长期处于肥胖状态，还会引起一系列疾病。减控体重

已成为当下超重和肥胖青少年刻不容缓的问题。限制饮

食结合有氧运动（diet plus aerobic exercise，DAE）被认为是

较为有效的减控体重的方式。与常氧环境比较，低氧暴

露可能更有利于脂肪的动员利用（黄徐根 等，2007；

Workman et al.，2012）。本课题组的前期研究表明，为期

4 周的限制饮食结合高住高练低练（living high-training

low and high，LHTLH），较为有效地降低了体重、体脂（冯

连世 等，2013）。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限制

饮食结合 LHTLH 这一低氧训练方式在减重减脂的同时，

对超重和肥胖青少年骨健康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世居平原超重或肥胖青少年 36 人，身体健康，无心血

管系统疾病，无抽烟酗酒等不良嗜好，无系统锻炼史。分

为平原训练组（简称“常氧组”）、低氧训练组（高住高练低

练，模拟海拔 2 300 m，简称“低氧组”）。研究对象基本信

息如表 1 所示。

1.2 干预方案

1）干预共持续 4 周，每周运动 6 天。常氧组每天运动

和生活均在平原环境；低氧组每天晚上 7 点开始居住在模

拟 2 300 m 海拔高度的低氧环境中，且每日在模拟 2 300 m

海拔高度的低氧环境中运动 2 h，其他安排与常氧组相

同。每天运动安排：早晨慢走 1 h，上午运动 2 h，下午运动

2 h。运动方式包括：快走、慢跑、乒乓球、羽毛球、游泳、有

氧操、功率自行车等。

2）运动过程中，每隔 10 min 监测心率，以评价训练强

度，并控制运动强度在靶心率范围内。靶心率=静息心

率＋40% 心率储备，最大心率以（220-年龄）推算。本研

究选定的运动强度属于低强度有氧耐力范畴。

3）两组受试者一日三餐均在同一食堂用餐，由专门的

营养师制定菜谱，实行集中分餐制；并以每位受试者的静

息代谢率为基础（男性约 1 900 kcal，女性约 1 300 kcal），由

研究助理根据营养师制定的每日膳食摄入量给受试者配

餐。男性每天膳食能量摄入 2 500 kcal左右，女性 2 100 kcal

左右。膳食以碳水化合物为主（55%～65%），适量蛋白质

（20%～35%），少脂肪含量高的食物（10%～15%）。干预

过程中，所有受试者均不补充任何额外营养品。经测算，

男性每日运动中能量消耗约 1 700 kcal，每日净消耗约

1 100 kcal；女性每日运动中能量消耗约 1 500 kcal，每日净

消耗约 700 kcal。

1.3 测试指标与仪器

分别在实验开始前 1 天、结束后 1 天以双能 X 射线吸

收法（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metry，DXA）测量 BMD、

BMC，测试仪器为 GE Lunar Prodigy，软件版本：12.2。测

试前 1 h 进行仪器的预热和校准。采用全身扫描模式，计

算机自动识别各区域。测试前对受试者的基本要求：

1）穿着运动装；2）测试前的 3～5 天内未服用或注射放射

性核素和不透射线药物；3）测试时，受试者脊椎位于中

线，双手和双脚自然分开，头部、手臂边缘和脚不能超过

仪器边缘。

干预前 1 天和干预结束后次日晨起空腹采集肘静脉

血 5 ml，3 000 rpm 离心 15 min，分离血清，-80 ℃冻存。按

试剂盒（Thermo Multiscan FC）说明书测试流程，以酶联免

疫吸附法测定血清 LP 和 VF 浓度。

1.4 数据统计

以重复测量方差分析（2×2）比较常氧组与低氧组间

有氧运动干预前后的效果差异，各指标干预前后组内差

异以配对样本 t 检验比较，所有结果均以“平均数±标准

差”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P＜0.05，统计软件为 SPSS 25.0。

以 Person 相关性检验分析血清 LP、VF 变化与 BMC、BMD

变化相关性。

2 研究结果

2.1 4周干预对BMC的影响

如表 2 所示，4 周限制饮食结合有氧运动干预后，常氧

组全身总 BMC 显著升高（P=0.006），低氧组有显著升高的

趋势（P=0.092）。手臂、腿部及躯干 BMC 均略有增加，但

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改变；常氧组与低氧组间无显著

交互效应。

2.2 4周干预对BMD的影响

如表 3 所示，4 周干预后，常氧组和低氧组全身总

BMD 均显著升高（P＜0.001、P=0.012），且呈现出显著的组

间交互效应（P=0.011，η2=0.176），常氧组 BMD 升高幅度显

著高于低氧组（＋3.09% vs ＋1.29%）。两组别手臂 BMD

显著升高，呈现出显著的组间交互效应，常氧组升高幅度

表1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组别

常氧组

低氧组

人数

18

18

年龄/岁

16.69±1.74

19.22±2.14

身高/cm

168.50±8.06

168.36±10.18

体质量/kg

92.26±19.40

88.19±19.81

BMI/

（kg·m-2）

32.20±4.87

30.8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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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高于低氧组（＋17.42% vs ＋10.59%）。常氧组腿部

BMD 显著升高（P=0.047），低氧组无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

改变。两组别躯干 BMD 均未发生显著改变，腿部和躯干

两个区域 BMD 的变化组间均无显著交互效应。

2.3 4周干预对脊椎BMC和BMD的影响

如表 4 所示，4 周干预后，常氧组脊椎 BMC、BMD 均显

著升高（P=0.031、P=0.025）；低氧组虽有升高，但无统计学

意义上的差异；常氧组与低氧组间 BMC、BMD 均无显著交

互效应。

2.4 4周干预对血清LP和VF的影响

4 周限制饮食结合有氧运动干预后，常氧组血清 LP

水平略有升高，低氧组略下降，但与干预前比较均无显著

差异，组间无显著交互效应。4 周干预后，常氧组血清 VF

下降 18.76%，而低氧组升高 31.87%，两组间存在显著交互

效应（P=0.033，η2=0.143，表 5）。

2.5 血清LP、VF变化与BMC、BMD变化的相关性分析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血清 LP 的变化与全身

BMC、BMD 的变化均无显著相关性。血清 VF 的变化与

全 身 BMD 的 变 化 呈 中 等 显 著 负 相 关（P=0.04，r=

-0.37，图 1）。

表5 4周干预对血清LP、VF的影响

Table 5 Effect of 4 Weeks Intervention on Serum

Leptin and Visfatin

指标

LP/（pg·ml-1）
干预前
干预后
Δ

VF/（pg·ml-1）
干预前
干预后
Δ

常氧组

535.25±243.72
571.25±274.80

＋6.73%

11.73±7.20
9.53±4.25
-18.76%

低氧组

511.60±119.00
507.07±216.61

-0.89%

7.72±3.29
10.18±5.01
＋31.87%

P

（交互效应）

0.718

0.033

η2

（效应量）

0.004

0.143

表3 4周干预对BMD的影响

Table 3 Effect of 4 Weeks Intervention on BMD

身体部位

全身

干预前

干预后

Δ

手臂

干预前

干预后

Δ

腿

干预前

干预后

Δ

躯干

干预前

干预后

Δ

常氧组

BMD/（g·cm-2）

1.229±0.076

1.267±0.085*

＋3.09%

0.890±0.074

1.045±0.101*

＋17.42%

1.412±0.153

1.444±0.165*

＋2.27%

1.014±0.068

1.014±0.065

0%

低氧组

BMD/（g·cm-2）

1.245±0.091

1.261±0.089*

＋1.29%

0.925±0.088

1.023±0.127*

＋10.59%

1.422±0.148

1.445±0.130

＋1.62%

0.987±0.083

0.980±0.076#

-0.71%

P

（交互效应）

0.011

0.016

0.673

0.087

η2

（效应量）

0.176

0.159

0.005

0.084

表2 4周干预对BMC的影响

Table 2 Effect of 4 Weeks Intervention on BMC

身体部位

全身

干预前

干预后

Δ

手臂

干预前

干预后

Δ

腿

干预前

干预后

Δ

躯干

干预前

干预后

Δ

常氧组

BMC/kg

3.089±0.559

3.147±0.563*

＋1.88%

0.348±0.090

0.353±0.077

＋1.44%

1.155±0.237

1.162±0.250

＋0.61%

1.086±0.238

1.121±0.233#

＋3.22%

低氧组

BMC/kg

2.961±0.579

3.004±0.565#

＋1.45%

0.337±0.089

0.337±0.079

0%

1.089±0.232

1.096±0.241

＋0.64%

1.005±0.247

1.043±0.237

＋3.78%

P

（交互效应）

0.634

0.592

0.991

0.940

η2

（效应量）

0.007

0.009

＜0.001

＜0.001

注：1）干预前与干预后比较，*P＜0.05，# 0.05＜P＜0.1；2）Δ=100%×

（干预后均值-干预前均值）/干预前均值。下表同。

表4 4周干预对脊椎BMC和BMD的影响

Table 4 Effect of 4 Weeks Intervention on BMC and

BMD in Spine

指标

BMC/kg

干预前

干预后

Δ

BMD/（g·cm-2）

干预前

干预后

Δ

常氧组

0.302±0.052

0.313±0.054*

＋3.64%

1.134±0.093

1.160±0.084*

＋2.29%

低氧组

0.292±0.056

0.295±0.050

＋1.03%

1.111±0.105

1.123±0.098

＋1.08%

P

（交互效应）

0.255

0.357

η2

（效应量）

0.038

0.025

图1 血清VF变化与全身BMD变化的Pearson相关性

Figure 1. Pearson’s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hanges in Serum

VF and Total BMD

前期的研究表明，4 周限制饮食结合有氧运动干预后

常氧组和低氧组体质量分别下降 9.34%、10.18%，全身脂

肪质量（fat mass，FM）分别下降 13.58%、15.79%，躯干 FM

分别下降 14.08%、15.98%（冯连世 等，2013）。全身 FM 的

变化与血清 VF 的变化无显著相关性，躯干 FM 的变化与

血清 VF 的变化呈中等显著正相关（P=0.02，r=0.38）。

3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4 周常氧和低氧环境下，有氧耐力训练

结合饮食限制在有效减重减脂的同时（冯连世 等，2013），

全身总 BMC 及各区域 BMC 均略有增加，全身 BMD 显著

升高，均未对骨健康相关指标造成负面影响。但 4 周干预

后低氧组全身总 BMD 的升高幅度显著低于常氧组；血清

VF 的变化亦存在显著组间交互效应，低氧组升高而常氧

组下降。提示，VF 在调节 BMD 应答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限制饮食、运动干预或二者相结合是目前减控体重的

主要方式。限制饮食是通过减少能量摄入来减体重。动

物模型的研究显示，低热量饮食后骨小梁、骨皮质容量和

BMD 降低，骨强度也显著下降（Sheng et al.，2013）；破骨

细胞数量显著增加，且骨生长减缓（Turner et al.，2011）。

针对中青年肥胖人群的调查显示，节食后虽可减重，但也

伴随着 BMC 丢失，BMD 下降（Bacon et al.，2004；Ensrud

et al.，2005；Pritchard et al.，1996）。老年肥胖受试者限制

饮食减重后，腰椎 BMD 显著下降（Avenell et al.，1994），

即使补钙也难阻 BMD 下降（Villareal et al.，2011）。以上

研究表明，长期限制饮食所致的能量负平衡状态可能会

影响骨矿物质的吸收，成骨作用抑制。

运动可通过增加日常能量消耗来减控体重。有氧运

动有助于改善心肺功能，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Farrell

等，2018）。不仅如此，研究发现，规律运动还可有效增加

儿童青少年的 BMC 和 BMD（Meyer et al.，2013；Noguei‐

ra et al.，2014；Yang et al.，2010）；体力活动量越大，BMD

越高（Stager et al.，2006），且骨皮质面积和单位体积密度

的升高与体力活动量呈现出剂量依赖效应（Michalopou‐

lou et al.，2013）。运动强度在中段股骨矿物质的重分布

中发挥重要作用，运动强度越大中段股骨围度和骨强度

增加越多（Vainionpaa et al.，2007）。

DAE 理论上既可减重，也有助于缓解能量摄入减少

对骨造成的不良影响。肥胖老年人 6 个月～1 年的 DAE

干预后减重约 9%，伴随有 BMD 下降（Shah et al.，2011；

Villareal et al.，2017）；但相近减重幅度下，DAE 结合抗阻

运动股骨 BMD 下降幅度较小（Villareal et al.，2017），这可

能与抗阻训练缓解瘦体重下降作用有关。中青年超重或

肥胖女性 6 个月 DAE 干预减重约 10% 的同时，BMD 下降

约 1%（Hinton et al.，2012）。我们推测 DAE 减重干预过程

中，限制饮食的程度、营养结构和运动负荷对骨有较大影

响，但可能存在一个平衡点。持续时间较长、过度的限制

饮食所带来的营养摄入不足，可能会对骨健康造成损害；

尽量保持各种营养元素均衡的适度限制饮食，同时，通过

运动负荷来促进成骨作用，对骨健康的维持更为有利。

对于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的肥胖青少年而言，适当控制

饮食，并保持营养成分的均衡尤为重要。有研究报道，饮

食结合有氧运动干预后，肥胖鼠体重和体脂下降较多，但

BMC 和 BMD 均未发生显著变化（Gerbaix et al.，2013）。

超重或肥胖青少年经 6 个月～1 年的 DAE 干预减重后，全

身 BMD 无显著改变（Kelley et al.，2018；Redman et al.，

2008）。也有研究报道，肥胖女性 3 个月 DAE 干预后，L2-

L4 腰椎的 BMD 显著升高（Hosny et al.，2012）。

我们的研究表明，4 周常氧和低氧环境下 DAE 干预在

成功减重后，全身 BMC 增加、BMD 升高，对骨未造成负面

影响。BMC 和骨强度主要取决于作用于骨的负荷，这里

的负荷来自骨骼肌作用于骨的力及其综合效应。骨骼肌

所作用于骨上的负荷可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这一阈值

成骨相关基因的表达才会被启动（Frost，1997）。本研究

虽减少了饮食中能量摄入，但膳食营养结构均衡；另外，

受试者每日运动量较大，并包含跑步、跳跃运动（跳绳），

运动过程中全程监督，运动效果较好，对骨的有效负荷作

用较强。但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低氧组 BMD 升高幅度显

著低于常氧组，这可能与低氧环境下相同内负荷强度运

动时，外负荷强度（跑速、骑行功率）较常氧运动时低（Wi‐

esner et al.，2010），4 周干预过程中作用于骨的负荷效应

低于常氧组有关。

VF 分布于人体多个组织，脂肪组织是其重要来源之

一，故 VF 也被视作一种脂肪细胞因子。调查显示，血清

VF 水平与 BMI 呈显著正相关（Taskesen et al.，2012），肥

胖青少年循环血 VF 水平较高（Li et al.，2013；Taskesen et

al.，2012）。减重对 VF 有显著影响。肥胖无糖尿病青年

女性限制饮食减重 8.7% 后，FM 下降 12.8%，瘦体重（lean

mass，LM）亦减少 5.4%，血清 VF 显著升高（Agueda et al.，

2012）。超重青年男性 12 周限制饮食减重后，全身 FM 和

腹部 FM 分别下降 7.5%、6.7%，LM 显著减少 3.9%，但血清

VF 未发生显著变化（Matinhomaee et al.，2014）。肥胖中

老年受试者不限制饮食，仅通过每周 2 次、每次 90 min 的

有氧运动，3 个月后体质量、FM 分别下降 2.7%、4.6%，骨

骼肌质量基本无变化，但皮下脂肪组织 VF mRNA 的表达

显著升高（Rausch et al.，2018）。限制饮食结合高强度间

歇训练干预后，中年超重男性全身 FM 和腹部 FM 分别减

少 18.1%、23.4%，LM 未发生显著变化，但血浆 VF 显著降

低 15.4%（Matinhomaee et al.，2014）。以上报道结果不一，

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我们推测可能与性别、年龄、肥胖程

度、减重方式及运动负荷等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骨

20



高欢，等：4周限制饮食结合低氧训练对超重和肥胖青少年骨的影响

前期的研究表明，4 周限制饮食结合有氧运动干预后

常氧组和低氧组体质量分别下降 9.34%、10.18%，全身脂

肪质量（fat mass，FM）分别下降 13.58%、15.79%，躯干 FM

分别下降 14.08%、15.98%（冯连世 等，2013）。全身 FM 的

变化与血清 VF 的变化无显著相关性，躯干 FM 的变化与

血清 VF 的变化呈中等显著正相关（P=0.02，r=0.38）。

3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表明，4 周常氧和低氧环境下，有氧耐力训练

结合饮食限制在有效减重减脂的同时（冯连世 等，2013），

全身总 BMC 及各区域 BMC 均略有增加，全身 BMD 显著

升高，均未对骨健康相关指标造成负面影响。但 4 周干预

后低氧组全身总 BMD 的升高幅度显著低于常氧组；血清

VF 的变化亦存在显著组间交互效应，低氧组升高而常氧

组下降。提示，VF 在调节 BMD 应答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

要作用。

限制饮食、运动干预或二者相结合是目前减控体重的

主要方式。限制饮食是通过减少能量摄入来减体重。动

物模型的研究显示，低热量饮食后骨小梁、骨皮质容量和

BMD 降低，骨强度也显著下降（Sheng et al.，2013）；破骨

细胞数量显著增加，且骨生长减缓（Turner et al.，2011）。

针对中青年肥胖人群的调查显示，节食后虽可减重，但也

伴随着 BMC 丢失，BMD 下降（Bacon et al.，2004；Ensrud

et al.，2005；Pritchard et al.，1996）。老年肥胖受试者限制

饮食减重后，腰椎 BMD 显著下降（Avenell et al.，1994），

即使补钙也难阻 BMD 下降（Villareal et al.，2011）。以上

研究表明，长期限制饮食所致的能量负平衡状态可能会

影响骨矿物质的吸收，成骨作用抑制。

运动可通过增加日常能量消耗来减控体重。有氧运

动有助于改善心肺功能，预防多种心血管疾病（Farrell

等，2018）。不仅如此，研究发现，规律运动还可有效增加

儿童青少年的 BMC 和 BMD（Meyer et al.，2013；Noguei‐

ra et al.，2014；Yang et al.，2010）；体力活动量越大，BMD

越高（Stager et al.，2006），且骨皮质面积和单位体积密度

的升高与体力活动量呈现出剂量依赖效应（Michalopou‐

lou et al.，2013）。运动强度在中段股骨矿物质的重分布

中发挥重要作用，运动强度越大中段股骨围度和骨强度

增加越多（Vainionpaa et al.，2007）。

DAE 理论上既可减重，也有助于缓解能量摄入减少

对骨造成的不良影响。肥胖老年人 6 个月～1 年的 DAE

干预后减重约 9%，伴随有 BMD 下降（Shah et al.，2011；

Villareal et al.，2017）；但相近减重幅度下，DAE 结合抗阻

运动股骨 BMD 下降幅度较小（Villareal et al.，2017），这可

能与抗阻训练缓解瘦体重下降作用有关。中青年超重或

肥胖女性 6 个月 DAE 干预减重约 10% 的同时，BMD 下降

约 1%（Hinton et al.，2012）。我们推测 DAE 减重干预过程

中，限制饮食的程度、营养结构和运动负荷对骨有较大影

响，但可能存在一个平衡点。持续时间较长、过度的限制

饮食所带来的营养摄入不足，可能会对骨健康造成损害；

尽量保持各种营养元素均衡的适度限制饮食，同时，通过

运动负荷来促进成骨作用，对骨健康的维持更为有利。

对于处于生长发育高峰期的肥胖青少年而言，适当控制

饮食，并保持营养成分的均衡尤为重要。有研究报道，饮

食结合有氧运动干预后，肥胖鼠体重和体脂下降较多，但

BMC 和 BMD 均未发生显著变化（Gerbaix et al.，2013）。

超重或肥胖青少年经 6 个月～1 年的 DAE 干预减重后，全

身 BMD 无显著改变（Kelley et al.，2018；Redman et al.，

2008）。也有研究报道，肥胖女性 3 个月 DAE 干预后，L2-

L4 腰椎的 BMD 显著升高（Hosny et al.，2012）。

我们的研究表明，4 周常氧和低氧环境下 DAE 干预在

成功减重后，全身 BMC 增加、BMD 升高，对骨未造成负面

影响。BMC 和骨强度主要取决于作用于骨的负荷，这里

的负荷来自骨骼肌作用于骨的力及其综合效应。骨骼肌

所作用于骨上的负荷可能存在一个阈值，超过这一阈值

成骨相关基因的表达才会被启动（Frost，1997）。本研究

虽减少了饮食中能量摄入，但膳食营养结构均衡；另外，

受试者每日运动量较大，并包含跑步、跳跃运动（跳绳），

运动过程中全程监督，运动效果较好，对骨的有效负荷作

用较强。但我们的研究也发现，低氧组 BMD 升高幅度显

著低于常氧组，这可能与低氧环境下相同内负荷强度运

动时，外负荷强度（跑速、骑行功率）较常氧运动时低（Wi‐

esner et al.，2010），4 周干预过程中作用于骨的负荷效应

低于常氧组有关。

VF 分布于人体多个组织，脂肪组织是其重要来源之

一，故 VF 也被视作一种脂肪细胞因子。调查显示，血清

VF 水平与 BMI 呈显著正相关（Taskesen et al.，2012），肥

胖青少年循环血 VF 水平较高（Li et al.，2013；Taskesen et

al.，2012）。减重对 VF 有显著影响。肥胖无糖尿病青年

女性限制饮食减重 8.7% 后，FM 下降 12.8%，瘦体重（lean

mass，LM）亦减少 5.4%，血清 VF 显著升高（Agueda et al.，

2012）。超重青年男性 12 周限制饮食减重后，全身 FM 和

腹部 FM 分别下降 7.5%、6.7%，LM 显著减少 3.9%，但血清

VF 未发生显著变化（Matinhomaee et al.，2014）。肥胖中

老年受试者不限制饮食，仅通过每周 2 次、每次 90 min 的

有氧运动，3 个月后体质量、FM 分别下降 2.7%、4.6%，骨

骼肌质量基本无变化，但皮下脂肪组织 VF mRNA 的表达

显著升高（Rausch et al.，2018）。限制饮食结合高强度间

歇训练干预后，中年超重男性全身 FM 和腹部 FM 分别减

少 18.1%、23.4%，LM 未发生显著变化，但血浆 VF 显著降

低 15.4%（Matinhomaee et al.，2014）。以上报道结果不一，

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我们推测可能与性别、年龄、肥胖程

度、减重方式及运动负荷等因素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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骼肌组织亦可分泌 VF，运动可诱导骨骼肌 VF 表达增加，

且骨骼肌线粒体含量与 VF 水平呈正相关（Costford et al.，

2010）。有研究指出，LM 的变化与血清 VF 的变化呈显著

相关性（Agueda et al.，2012）。Matinhomaee 等（2014）的研

究中，限制饮食结合高强度间歇运动干预后，LM 基本未

发生变化，所引起的血清 VF 降低可能主要与 FM 减少有

关。本研究常氧组 FM 下降的同时，循环血 VF 下降达

18.76%，这与 Matinhomaee 等报道（2014）限制饮食结合高

强度间歇训练后，肥胖受试者全身和腹部 FM 大幅下降，

血浆 VF 同步降低基本一致。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血清 VF

的变化仅与躯干 FM 的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即躯干 FM 下

降幅度越大，血清 VF 降低幅度越大，但 VF 的变化与全身

FM 的变化无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提示，躯干 FM 在调

节血浆 VF 应答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躯干 FM 与内脏脂肪面积呈正相关（Demura et al.，2008）。

而过多的内脏脂肪与 BMC 呈负相关（Lv et al.，2016），高

内脏脂肪面积还伴随着血浆 VF 水平升高及系统炎症反

应增强（Araki et al.，2008；Syme et al.，2019）。这可能也

是本研究中常氧组 4 周干预后血清 VF 降低、BMC 增加、

BMD 升高的原因之一。

限制饮食结合 LHTLH 减重干预对肥胖青少年循环血

中 VF 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低氧对 VF 的表达有直接

影响。VF 基因启动子上有两个低氧反应元件，是低氧诱

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alpha，HIF-1α）的靶基

因，低氧暴露或 HIF-1α 的过表达可导致脂肪组织中 VF

mRNA 水平显著升高（Segawa et al.，2006）；肝干细胞低氧

暴露后 6 h，VF 蛋白水平亦显著升高（Yi et al.，2014）。另

外，高原/低氧训练所致的骨骼肌线粒体数量增多（Hop‐

peler et al.，2001），可间接上调 VF 表达。一项不限制饮

食，仅每周 3 500 m 低氧环境下有氧运动 2 次、每次 90 min

的对照干预研究发现，持续 3 个月低氧运动干预，体质量、

FM 分别下降 3.6%、4.0%，骨骼肌质量基本无变化，皮下脂

肪组织 VF mRNA 表达未发生显著改变（Rausch et al.，

2018），这可能是低氧上调 VF 表达，抵消了 FM 减少所致

的 VF 降低。本研究中限制饮食结合 LHTLH 干预后，血清

VF 水平升高 31.87%，与常氧对照组存在显著交互效应，

而两种干预方式对体质量及身体成分造成的影响近似，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持续大剂量低氧暴露后，HIF-1α上调

骨骼肌 VF 表达增多更占优势。

VF 也是一种促炎因子，可促进 IL6、IL-10、TNF-α 等

炎症因子的分泌（Moschen et al.，2007）。离体研究显示，

在肝细胞，VF 可经 IKK/NF-κB 和 JAK2/STAT3 信号通路诱

导炎症反应和胰岛素抵抗（Heo et al.，2019）。慢性肠炎

患者血清 VF 水平与骨质疏松程度呈显著正相关（Ter‐

zoudis et al.，2016）。VF 在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发生过

程中有着重要作用（Franco-Trepat et al.，2019），可促进骨

分解代谢（Yang et al.，2015）。我们的研究发现，4 周干预

后 VF 的变化与 BMD 的变化呈显著负相关，这与 4 周干预

后常氧组 BMD 升高幅度显著高于低氧组、VF 升高幅度显

著低于低氧组相吻合。VF 在减重干预过程中骨代谢应答

调节的作用及其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中常氧组和低氧组虽然执行相同的运动干预

计划，有专门的研究人员负责膳食营养相关工作，但考虑

不周的是 4 周干预过程中未记录和计算每天钙、磷、维生

素 D 等微量元素的摄入量，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4 结论

4 周限制饮食结合低氧训练在有效减重减脂的同时，

全身总 BMC、BMD 及各区域 BMC 小幅升高，对超重或肥

胖青少年骨健康未造成负面影响。但低氧对骨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不利影响，VF 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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骼肌组织亦可分泌 VF，运动可诱导骨骼肌 VF 表达增加，

且骨骼肌线粒体含量与 VF 水平呈正相关（Costford et al.，

2010）。有研究指出，LM 的变化与血清 VF 的变化呈显著

相关性（Agueda et al.，2012）。Matinhomaee 等（2014）的研

究中，限制饮食结合高强度间歇运动干预后，LM 基本未

发生变化，所引起的血清 VF 降低可能主要与 FM 减少有

关。本研究常氧组 FM 下降的同时，循环血 VF 下降达

18.76%，这与 Matinhomaee 等报道（2014）限制饮食结合高

强度间歇训练后，肥胖受试者全身和腹部 FM 大幅下降，

血浆 VF 同步降低基本一致。我们的研究也发现，血清 VF

的变化仅与躯干 FM 的变化呈显著正相关，即躯干 FM 下

降幅度越大，血清 VF 降低幅度越大，但 VF 的变化与全身

FM 的变化无显著相关性。这一结果提示，躯干 FM 在调

节血浆 VF 应答过程中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研究表明，

躯干 FM 与内脏脂肪面积呈正相关（Demura et al.，2008）。

而过多的内脏脂肪与 BMC 呈负相关（Lv et al.，2016），高

内脏脂肪面积还伴随着血浆 VF 水平升高及系统炎症反

应增强（Araki et al.，2008；Syme et al.，2019）。这可能也

是本研究中常氧组 4 周干预后血清 VF 降低、BMC 增加、

BMD 升高的原因之一。

限制饮食结合 LHTLH 减重干预对肥胖青少年循环血

中 VF 影响的研究尚未见报道。低氧对 VF 的表达有直接

影响。VF 基因启动子上有两个低氧反应元件，是低氧诱

导因子 1α（hypoxia inducible factor 1-alpha，HIF-1α）的靶基

因，低氧暴露或 HIF-1α 的过表达可导致脂肪组织中 VF

mRNA 水平显著升高（Segawa et al.，2006）；肝干细胞低氧

暴露后 6 h，VF 蛋白水平亦显著升高（Yi et al.，2014）。另

外，高原/低氧训练所致的骨骼肌线粒体数量增多（Hop‐

peler et al.，2001），可间接上调 VF 表达。一项不限制饮

食，仅每周 3 500 m 低氧环境下有氧运动 2 次、每次 90 min

的对照干预研究发现，持续 3 个月低氧运动干预，体质量、

FM 分别下降 3.6%、4.0%，骨骼肌质量基本无变化，皮下脂

肪组织 VF mRNA 表达未发生显著改变（Rausch et al.，

2018），这可能是低氧上调 VF 表达，抵消了 FM 减少所致

的 VF 降低。本研究中限制饮食结合 LHTLH 干预后，血清

VF 水平升高 31.87%，与常氧对照组存在显著交互效应，

而两种干预方式对体质量及身体成分造成的影响近似，

其主要原因可能是持续大剂量低氧暴露后，HIF-1α上调

骨骼肌 VF 表达增多更占优势。

VF 也是一种促炎因子，可促进 IL6、IL-10、TNF-α 等

炎症因子的分泌（Moschen et al.，2007）。离体研究显示，

在肝细胞，VF 可经 IKK/NF-κB 和 JAK2/STAT3 信号通路诱

导炎症反应和胰岛素抵抗（Heo et al.，2019）。慢性肠炎

患者血清 VF 水平与骨质疏松程度呈显著正相关（Ter‐

zoudis et al.，2016）。VF 在骨关节炎和骨质疏松的发生过

程中有着重要作用（Franco-Trepat et al.，2019），可促进骨

分解代谢（Yang et al.，2015）。我们的研究发现，4 周干预

后 VF 的变化与 BMD 的变化呈显著负相关，这与 4 周干预

后常氧组 BMD 升高幅度显著高于低氧组、VF 升高幅度显

著低于低氧组相吻合。VF 在减重干预过程中骨代谢应答

调节的作用及其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研究中常氧组和低氧组虽然执行相同的运动干预

计划，有专门的研究人员负责膳食营养相关工作，但考虑

不周的是 4 周干预过程中未记录和计算每天钙、磷、维生

素 D 等微量元素的摄入量，这是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4 结论

4 周限制饮食结合低氧训练在有效减重减脂的同时，

全身总 BMC、BMD 及各区域 BMC 小幅升高，对超重或肥

胖青少年骨健康未造成负面影响。但低氧对骨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不利影响，VF 可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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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Diet plus Hypoxic Training on Bone Health in Overweight and

Obese Adolescents

GAO Huan1，2，3，LU Yingli2，XU Jianfang2，Zhang Li2，GAO Binghong3，FENG Lianshi2*

1. Shanghai Research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 (Shanghai Anti-doping Centre), Shanghai 200030, China;

2. China Institute of Sport Science, Beijing 100061, China;

3.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diet plus hypoxic training on bone health in overweight and obese adolescents.
Methods: Healthy overweight or obese adolescents who was born and living in the plain took part in the intervention camp and were
divided into plain training group or hypoxic training group (living high-training low and high group, altitude≈2 300 m), the
intervention last for four weeks. The normoxic group lived in plain and exercised six days per week under normoxia. The hypoxic
group slept in simulated ≈2 300 m nomobaric hypoxia from 19:00 to next morning and trained 2 hours under the same hypoxia in
the daytime, but other arrangements were the same as the plain group. Diet was controlled based on the resting metabolic rate. Target
exercise intensity was set at low-intensity aerobic range. Body mineral content (BMC) and body mineral density (BMD) were
measured by dual energy X-ray absorption. Results: 1) After 4 weeks intervention, only the total BMC of the normoxic group
exhibited a significant increase (＋1.85%,P=0.006). No interaction effect existed between two groups. 2) Total BMD was increased
in these two groups, an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was observed between groups. Compared with the plain group, the elevation
of the BMD was lower in the hypoxic group (＋3.09% vs ＋1.29%, P=0.011,η2=0.176). 3) After 4-weeks intervention,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BMD of the spine was observed only in the normoxic group (P=0.025). 4)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was exis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he serum visfatin level (normoxic group vs. hypoxic group:＋31.87% vs -18.76%, P=0.033, η2=0.143).
5) The changes of serum visfatin level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otal BMD (P=0.04,r=-0.37), bu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trunk fat mass (P=0.02, r=0.38). Conclusions: A 4-week diet combined with hypoxic training
intervention reduced body mass and body fat mass effectively; meanwhile, the total BMD increased. The intervention didn’t exert
negative effect on bone health. However, hypoxia induced some side effects on BMD and visfatin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ose response.
Keywords: obesity; hypoxic training; bone mineral content; bone mineral density; visfa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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