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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Ｓｐｅｅｃｈ ｆｒｏｍ Ｅｄｉｔｏｒ

　 　 国民健康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ꎬ 是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和国民生活幸福与否的重要标志ꎮ “没有全民健康ꎬ 就没

有全面小康”ꎮ

２０１６年我国发布的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 将 “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ꎬ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定位为国家战略ꎬ 提出了

将 “以治疗疾病为中心” 转变为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的策

略ꎮ 随着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年) »、 每 ５ 年更新的

«全民健身计划»、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 等系列文

件的出台和实施ꎬ 构建了一张健康中国建设的宏大系统ꎮ

过去几十年ꎬ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人们的生活方

式发生了较大变化ꎬ 饮食结构改变及能量摄入超标ꎬ 体力活

动减少等使超重肥胖及其相关慢性疾病逐年增加ꎬ 对大众健

康水平带来较大冲击ꎮ

科学运动及合理膳食是健康的两大基石ꎮ 随着大众健康

意识的逐渐增强ꎬ 参加运动健身的人越来越多ꎬ 如何科学运

动及合理膳食营养就成为他们非常关心的话题ꎮ 在 «健康中

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 中ꎬ 居前三的重大行动是: 健康

知识普及行动、 合理膳食行动和全民健身行动ꎬ 凸显了科学

运动和营养的重要性ꎮ

本期 «营养健康新观察» 以科学运动营养为主题ꎬ 由国

内从事运动营养基础与应用研究、 运动营养品研究与开发、

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运动营养科技服务实践的专业机构的科

技工作者撰稿ꎬ 涉及运动营养的研究进展、 热点研究方向与

焦点内容、 重要研究成果及相关知识等几方面ꎬ 主要包括:

运动营养学科研究进展、 运动健康促进与运动机能改善、 运

动的科学膳食及营养补充、 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研究与产品创

制及其功效评价、 新型运动营养品研制思路探索、 奥运备战

实践等内容ꎬ 旨在为提升运动人群的健康水平、 解决运动中

出现的身体机能问题及提升运动能力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ꎮ

伊木清

注册营养师

中国营养学会常务理事、 运动营养分会副主任委员

健康中国行动合理膳食行动专家组成员

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第一批成员人选

全国特殊膳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奥运会科技服务专家组成员

３



２０１７ 年 “达能营养中心膳食营养研究
与宣教基金” 介绍 (２)

Ｏｎ￣ｇｏ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ｎｏｎ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ａ Ｄｉｅ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ｎｔ” ｉｎ ２０１７ (２)

中国农村儿童全血 １４种矿物元素参考值及营养健康风险评估 １０年对比研究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１４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ｆｏ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

　 　 申请人姓名: 刘小兵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８ 万元

儿童自身生理特点使其成为了矿物元素营养缺乏与内暴

露风险备受关注的高危群体之一ꎮ 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ꎬ

膳食模式变迁与环境污染日益加重ꎬ 近年我国农村儿童正逐

渐面临 “能量过量、 矿物营养素缺乏和重金属内暴露风险增

加” 的多重考验ꎮ 然而ꎬ 迄今我国尚缺乏基于国家层面开展

的大规模农村儿童人体生物样本矿物元素调查的基础数据ꎬ

使得针对我国农村儿童营养与健康风险的精准评估始终难以

深入开展ꎮ 为此ꎬ 本研究拟依托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２ 年中国居

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ꎬ 在充分考虑农村类型、 性别和年龄

等因素后ꎬ 在纳入的全部农村地区监测点采用等容量比例分

层随机抽样的原则选取 ６－１１ 岁代表性的儿童及其全血样本ꎮ

运用高分辨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技术分析对全血 １４ 种重点关

注的矿物元素 (即铜、 锌、 硒、 铬、 钼、 锰、 钴、 钒、 铝、

铅、 镉、 砷、 汞和镍) 测定ꎬ 并结合营养调查数据信息进行

统计分析ꎬ 以此建立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１２ 年中国农村 ６－１１ 岁儿童

全血 １４ 种矿物元素的基础数据库及参考值ꎬ 在填补数据空白

的同时分别开展中国农村 ６－１１ 岁儿童营养健康风险评估ꎮ 同

时ꎬ 对比分析 １０ 年中国农村儿童矿物元素营养健康风险状

况及其变化规律特征ꎬ 探寻影响农村儿童矿物元素营养健康

风险的潜在因素ꎮ 本研究将为科学客观评估中国农村儿童矿

物元素营养缺乏与内暴露风险及其变化提供坚实的科学依

据ꎬ 并对探讨矿物元素营养健康机制研究、 拟定相关公共卫

生政策ꎬ 评价干预措施效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

意义ꎮ

以学校为基础的学龄儿童营养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及评价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申请人姓名: 朱文丽

申请人工作单位: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８ 万元

儿童期营养不良双重负担并存ꎬ 尤其不健康饮食行为、

身体活动过少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超重 /肥胖、 血压偏高、 血

脂异常等在儿童少年中达到一定比例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ꎻ

４



与之相对应的是ꎬ 目前中小学生营养素养低下、 学校营养教

育投入缺位、 营养信息混乱ꎬ 我国并无独立且完善的营养教

育课程体系ꎻ 已有的学校营养教育 “稀释” 于不同课程中ꎬ

缺乏适用教材ꎬ 教学形式单一ꎬ 忽略家庭的参与ꎬ 忽略技能

的获得ꎬ 且缺乏评估和有效监督ꎮ

本项目采用跨学科研究ꎬ 融合自然科学 (营养学、 流行

病学) 和社会科学 (教育学) 相关方法ꎮ 通过文献研究建立

儿童营养素养评价标准ꎻ 选择北京市城区中等规模公立小学

和中学各 １ 所ꎬ 调查全体学生营养素养及其相关因素ꎻ 描述

学校营养教育现状特征及需求ꎻ 参考国家课程标准ꎬ 构建营

养教育课程纲要ꎻ 由营养专业人员提供核心信息ꎬ 学校教师

根据儿童认知特点编写适合不同学段的营养教育系列教材ꎻ

在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学期的校本课程试点ꎬ 通过自身前后比

较进行效果评价ꎬ 包括课程体系及教材适用情况、 儿童营养

素养及健康结局改善状况、 家庭 /学校支持性环璄改变等ꎮ

通过本项目将构建以儿童为核心ꎬ 以问题为导向、 学校

为主导、 家庭配合实施、 系统完整的营养教育课程体系ꎻ 探

讨基于课程的学校营养教育对儿童营养素养及健康的促进作

用ꎮ 项目将为营养教育地方课程甚至国家课程标准的制定提

供依据ꎬ 促进儿童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ꎻ 课程的实施不仅可

促进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素养的养成ꎬ 还促进德智体美劳等

全面发展ꎬ 培养儿童保持健康的能力、 日常生活能力、 独立

处事能力等ꎬ 践行以培养完整儿童为目标的全人教育理念ꎮ

互联网＋儿童营养健康教育方法探索与推广应用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申请人姓名: 余涛

申请人工作单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７ 万元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ꎬ 儿童生命质量及死亡率是世

界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共同关注的问题ꎮ 儿童保健工作重点

之一是通过开展健康教育促进儿童健康发展和减少疾病的发

生ꎮ 近年来ꎬ 我们采用过多种健康教育方法如互联网＋儿童营

养与健康教育模式 (建立 “余妈妈” 个人微信公众号、 建立

特殊疾病微信群)、 落地健康教育讲座、 媒体宣传等进行儿童

营养与健康教育ꎬ 取得了一些成效ꎬ 但是不同健康教育方法

对科普知识传播的差异尚不清楚ꎮ 在本研究中ꎬ 我们拟: １.

进一步完善互联网＋儿童营养与健康教育模式ꎻ ２. 通过互联

网＋儿童营养与健康教育模式和落地健康教育讲座两种方式将

儿童营养与健康知识传播到四川省多个城市儿童家长以及基

层儿童保健医师ꎻ ３. 通过问卷调查了解这两种方法的差异ꎻ

４. 出版科普图书 １－２ 本ꎮ

孕期胆碱摄入及其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与早产发生关系

及对早产儿肠外营养疗效影响的研究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ｏｌｉｎ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ｅｇｎａｎｃ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ｙｍｏｒｐｈｉｓｍ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ｏｆ Ｐｒｅｔｅｒｍ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ａｎ ａｎｄ ｏｎ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ｔｅｒｍｓ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Ｐａｒ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申请人姓名: 祝捷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营养系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９ 万元

近年来我国早产儿发生率逐年增高ꎬ 早产已成为新生儿

患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ꎮ 在存活的早产儿中ꎬ 后遗症的发生

率也较高ꎬ 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ꎮ 早产儿已成为影响

５



人口出生质量的重要因素ꎮ 早产的发生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

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但其病因尚不十分清楚ꎮ 新近研究显示ꎬ

膳食因素与早产发生相关ꎮ 胆碱作为人体必需营养素ꎬ 对胎

儿及新生儿的发育至关重要ꎮ 前期研究发现ꎬ 胆碱在早产产

妇体内较正常足月产妇低ꎻ 早产儿生后接受肠外营养后ꎬ 体

内胆碱水平也出现不同程度下降ꎬ 但明确胆碱与早产发生的

关系还需要大量人群调查支持ꎮ 因此ꎬ 申请者拟通过流行病

学病例对照与遗传学相结合的研究设计ꎬ 探究孕期胆碱摄入

及遗传因素与早产发生的相关性ꎬ 并评估其对早产儿肠外营

养支持疗效及近远期生长发育的影响ꎮ 本项目将从上海及石

家庄分别配对纳入早产和正常母婴ꎬ 通过半定量食物频率表

法评估孕期胆碱摄入状况ꎬ 运用代谢组学和营养基因组学的

方法ꎬ 比较早产及正常母婴体内胆碱代谢产物及其关键酶基

因多态性差异ꎻ 分别在早产儿接受全肠外营养支持前后观察

其体内胆碱代谢变化ꎬ 并结合胆碱代谢关键酶基因多态性ꎬ

动态分析遗传易感因素对早产儿近远期体格及智力发育的影

响ꎮ 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全面认识胆碱与其代谢关键酶基因

多态性在早产发病中的作用ꎬ 而且有助于为早产高发风险的

估计ꎬ 探寻个性化母婴胆碱适宜摄入量ꎬ 优化早产儿营养支

持方案ꎬ 并进一步推动优生优育提供科学依据ꎮ

我国孤独症儿童不同表型的肠道菌群及免疫状态研究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ｕ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Ｓｔａｔｅ

　 　 申请人姓名: 李斐

申请人工作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９ 万元

儿童孤独症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ａｕｔｉｓｍ) 又称儿童自闭症ꎬ 由美

国精神科医生 Ｋａｎｎｅｒ 于 １９４３ 年首次报道并命名ꎬ 是一种以

社会交互障碍、 语言交流障碍及重复刻板行为和兴趣狭窄为

特征的精神发育障碍性疾病ꎬ 以男性多见ꎬ 多起病于婴幼儿

期ꎮ 近年来ꎬ 全球儿童孤独症发病率呈大幅上升趋势ꎬ 我国

孤独症的发病率也迅速上升ꎮ 孤独症患者绝对数量不断增加ꎬ

带来严峻社会问题ꎮ 孤独症的病因和发病机制尚未明确ꎬ 大

多数学者认为是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有研

究发现ꎬ 孤独症患者的肠道微生物发生了改变ꎬ 推测益生菌

对孤独症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ꎮ 然而ꎬ 孤独症的不同表

型与肠道菌群、 肠道免疫之间的关系ꎬ 不同的肠道症状与

ＡＳＤ 的行为学特征之间的关系ꎬ 均尚不清楚ꎬ 这些未知因素

使得孤独症的治疗陷入瓶颈ꎮ 本研究采用临床回顾性研究与

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ꎬ 随访并召回前期门诊就诊符

合入组标准的孤独症患儿及新入组符合标准孤独症患儿各

１００ 例ꎮ 收集患儿一般资料及临床记录相关信息ꎻ 并对所有

入组患儿采用 ＷＩＳＣ、 ＷＰＰＳＩ、 Ｇｅｓｅｌｌ 量表对 ＡＳＤ 患儿进行

亚分类ꎬ 同时留取 ＡＳＤ 患儿新鲜粪便ꎬ 采用高通量测序对孤

独症患儿的肠道菌群进行定量和定性检测ꎬ 采用流式细胞术

或免疫组化以及细胞因子芯片技术分别测定肠道免疫细胞和

细胞因子含量ꎬ 检测孤独症患儿肠道的免疫状态ꎬ 分析孤独

症患儿不同表型与肠道菌群、 肠道免疫及肠道症状之间的相

关性ꎬ 探讨孤独症患儿的个体化干预方案ꎬ 并为孤独症的营

养干预提供有效的生物学依据ꎮ

６



新疆居民膳食模式与空腹血糖受损的关系: 多民族研究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ｍｏｎｇ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ｅｔｈｎｉｃ Ｓｔｕｄｙ

　 　 申请人姓名: 阿迪力司马义

申请人工作单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项目资助金额: １９ 万元

问题现状: 国际上关于膳食模式与空腹血糖受损关系的

研究较少ꎬ 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更为缺乏ꎬ 而且研究对象上基

本上是某个特定民族或者没有区分民族ꎬ 没有研究膳食模式

与空腹血糖受损关系在民族之间的差异ꎮ 研究目的: 本项目

拟在新疆这样一个多民族而且膳食特点非常明显的地区ꎬ 进

一步探索影响空腹血糖受损的膳食模式ꎬ 并研究不同民族之

间这种关系的差异ꎮ 研究方法: 病例对照研究ꎮ 技术路线: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民健康体检工程 (自治区政府为全疆

所有居民开展免费的身体测量、 血样生化检查) 的基础上ꎬ

选取汉族、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 ４５－７５ 岁空腹血糖受损者

各 ６４０ 人ꎬ 再按照年龄性别匹配选取血糖完全正常的汉族、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各 ６４０ 人ꎬ 形成病例组和对照组ꎮ 通过

问卷调查收集所有对象的社会人口学信息、 生活方式和患病

情况ꎬ 并采用食物摄入频率表 (ＦＦＱ) 进行食物摄入量的调

查ꎮ 利用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ꎬ 分析膳食模式ꎬ 并根据标

化的食物摄入量和膳食模式评分系数给每位对象进行评分ꎮ

进而分析膳食模式与空腹血糖水平和空腹血糖受损的关系ꎬ

并分析民族与膳食模式对空腹血糖受损的交互作用ꎬ 进一步

按民族进行分层分析ꎬ 研究膳食模式与空腹血糖受损之间关

系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ꎮ 预期结果: 通过研究ꎬ 有助于我

们进一步发现影响空腹血糖水平的膳食模式特点ꎬ 明确新疆

地区居民糖尿病预防控制重点人群ꎬ 有助于我们提出更有针

对性的、 适合民族特点的膳食干预策略和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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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木清１ 　 曹建民２

１.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ꎻ ２. 北京体育大学

本文已收录在 «体育科学学科发展报告»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中ꎮ

　 　 “健康中国” 是国家战略! 随着 ２０１６ 年 «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发布与实施ꎬ 与全民健

康有关的各个行业领域均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ꎬ 在经济社

会发展、 民生及全民健康促进中的重要性日渐凸显ꎮ

在 “健康中国” 大背景下ꎬ 国家陆续出台了与大营养、

大体育和大健康有关的多项计划ꎬ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ꎬ 加上在此之

前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

干意见» (国发第 ４６号)、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２０１４－

２０２０) » 等ꎬ 共同构成了体育、 营养及其运动营养与健康

领域的发展蓝图ꎮ 尤其是将 “体医融合” 和应用非医疗手

段预防和治疗疾病写入重要文件中ꎬ 对加强运动及营养与

健康的研究、 监测与干预ꎻ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ꎻ 国家标准

与行业标准的制修订ꎻ 精准营养技术方法及运动 (营养) 处

方的研究与推广ꎻ 运动营养产业的升级换挡等多方面均提出

了明确要求ꎮ 以上内容已成为近 ４ 年运动营养领域发展的焦

点和亮点ꎮ

以下我们就 ４ 年来运动营养学科的进展、 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作用、 国内外进展的比较和学科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简

要回顾ꎮ

一、 学科进展

１. 运动营养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有所加强

运动营养是应用性非常强的交叉学科ꎬ ４ 年来ꎬ 无论是在

竞技体育还是在全民健身领域ꎬ 以需求为导向的基础和应用

研究有所加强ꎬ 深度与广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突破ꎮ ２０１６

年ꎬ 鉴于我国健身人群数量的不断增加及对运动营养健康食

品的需求不断增长ꎬ 但与发达国家比ꎬ 我国目前的运动营养

健康产品的数量和质量ꎬ 包括高效功效因子健康靶向作用与

筛选、 提升产品功效的应用基础研究等又相对不足或落后的

现状ꎬ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 中明确将开展 “吃

动平衡行动”: 推广健康生活方式ꎻ 提高运动人群营养支持能

力和效果ꎻ 推进体医融合发展ꎮ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突破性地设立了与运动营养相关的几个专项及课题内容ꎬ 包

括: 营养功能性食品制造关键技术研究与新产品创制专项设

立了课题: 高效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研究和营养健康食品创制

及产业化ꎻ 心脑血管疾病营养及行为干预关键技术及应用策

略研究设立的课题: 吃、 动结合等综合干预方案研究与应用

(其中含运动 /营养处方研究与应用)ꎻ 科技冬奥专项: 冬季项

目运动员科学营养智能系统与伤病防控体系的研究与应用ꎬ

将就运动员科学营养智能化所需的不同项目运动员代谢与能

量消耗、 标准、 运动员营养产品、 智能监测设备、 算法模型

及个性化营养支持方案等进行全面研究与应用ꎮ

营养因子和植物营养活性物质的作用与作用机制的研究

一直是应用基础与产品研发的热点ꎮ 过去 ４ 年ꎬ 一些运动营

养研究团队通过各级各类项目 /课题对动植物蛋白及其水解

物、 食用功能肽、 (支链) 氨基酸、 肌酸、 １ꎬ ６－二磷酸果

糖、 磷脂酰丝氨酸、 g－氨基丁酸、 壳聚糖、 硝酸盐、 姜黄素、

叶黄素、 黑果枸杞、 白藜芦醇、 丙氨酰－谷氨酰胺、 甜菜碱、

β－葡聚糖、 益生菌、 咖啡因、 维生素、 矿物质、 奶制品及某

些保健食品功能成分如黄芪甲苷、 红景天苷、 丹参素等以及

上述物质的不同组合在物质和能量代谢、 运动性骨骼肌和肾

损伤、 炎症反应、 肠道屏障功能、 免疫机能、 增肌减脂以及

运动后体能恢复等进行了研究ꎬ 并取得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ꎬ

形成了不同作用的组方的运动员营养食品ꎬ 将为中国运动员

取得优异成绩和全民健身群体提供优质产品服务ꎮ

运动 (营养) 处方的研究已逐步规模展开ꎬ 并在全民健

身人群中得到应用ꎮ

然而我们发现ꎬ 过去几年中运动营养对健康和运动能力

８



影响的原创性基础研究还相对较少ꎬ 在国际上有影响的成果

就更少ꎬ 这是国内运动营养研究在今后需要着力加强的ꎮ

２. 运动员精准营养新技术和新方法的研究与应用迈

上新台阶

　 　 随着我国运动员进入备战 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和 ２０２２ 年

北京冬奥会新周期的攻坚阶段ꎬ 运动营养科技助力在形式和

内容上有了较大改进ꎬ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 ２０１５ 年ꎬ 更新版

“触摸屏运动员膳食营养分析与管理系统” 在国家队运动员餐

厅得到应用ꎬ 为运动员餐厅和运动员做好配餐和餐厅与运动

员的膳食营养管理提供了有用的工具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为实现运动

员精准营养配餐ꎬ 新型营养监控智能化设备与技术开始在备

战 ２０２０ 东京夏季奥运会和 ２０２２ 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部分运动

员餐厅投入使用ꎬ 在食物切配、 计量、 营养分析计算、 运动

员膳食营养数据管理与个性化指导等方面初步实现了 “精细

化、 精准化、 规范化”ꎬ 配餐和用餐更科学、 更便捷ꎮ 随着软

硬件设施与技术的不断改进与完善ꎬ 以及国家队运动营养师

的逐步配备ꎬ 运动营养助力奥运备战将逐步实现科学化、 智

能化及个性化ꎬ 从而在提升运动员竞技水平和健康水平中发

挥更重要作用ꎮ

３. 运动营养相关国标、 行标、 指南等的发布实施与

制修订

　 　 无论是科学研究开发、 科技服务还是相关产业发展都需要

标准、 指南作为技术支撑ꎮ 近几年ꎬ 与运动营养有关的国标、

行标、 指南等的发布实施与制修订对支撑运动营养研究与开

发、 科技服务工作ꎬ 推动产业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ＧＢ ２４１５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实施ꎬ 为运动营养食品研发与生产、 质

量控制与监督、 产业规范发展、 国家队科技服务等提供了依

据ꎬ 体育行标 «运动营养品功效评价程序和方法» (ＴＹ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１４) 于 ２０１４ 发布实施ꎬ 成为食品企业研发和评价机

构科学评价运动营养品的操作指南ꎬ 使运动人群能应用到安

全、 有效的运动营养品ꎬ ２０１９ 年已立项进行修订ꎬ 扩充其他

种类运动营养品的功效评价程序和方法ꎮ

另外ꎬ 国标 «团餐标准» (包含运动员餐厅标准) 正在

制订中ꎻ 还有ꎬ «优秀运动员营养推荐标准» 和 «冬季项目运

动员营养推荐标准» 正在立项中ꎻ «运动营养师工作规范»、

«运动营养品使用管理办法» 的初稿已完成ꎮ

以上标准、 规范和管理办法等的发布与实施ꎬ 必将为未

来国家队乃至大众健身人群的运动营养工作的标准化、 规范

化、 科学化打下坚实的基础ꎮ

４. «国家队集中采购营养食品中标产品目录» 的动态

更新

　 　 国家队使用的营养食品实行政府集中采购制已有 １０ 多年

了ꎬ 自从采用该方法后ꎬ 因使用营养品所致的食源性兴奋剂

阳性明显减少ꎬ 采购清单中的营养食品每 １~２ 年进行动态更

新ꎬ 使市场上合格的营养食品能及时地提供给国家队运动员ꎮ

最新更新的中标产品较以前有所增加ꎬ 进口营养品采购周期

较长的问题亦得到一定程度解决ꎮ

５. 运动营养培训与宣教更加完善

专业技术人员如何学习和传播知识需要通过培训和宣教ꎮ

自 １９９７ 年起ꎬ 国家体育总局 (科教司和人事司) 委托运

动医学研究所每年举办运动营养师 (课程) 培训和运动员食

品安全研讨会ꎬ 到目前已有国家队及训练基地餐厅的专业技

术人员共 ２０００ 多人次参加了培训ꎬ 过去 ４ 年已开办 ５ 期培训

班ꎻ 北京体育大学连续 ３ 年开办健身营养师培训班ꎻ 运动营

养分会连续 ２ 年开办运动营养基础理论与基本技能培训班ꎻ

以及其他类型的培训班、 尤其是各中心举办的教练员培训班

中均涉及运动员合理营养的讲授内容ꎮ 许多运动营养科技工

作者也通过各种媒介出版发表了科学运动营养知识读物ꎮ

以上培训和宣教活动为专业运动员和健身人群提升合理

营养知识素养、 提高科学应用运动员营养食品的认识和水平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ꎮ

６. 学科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４ 年来ꎬ 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分会、 运动生理与生

化分会每次学术会议均包括了约 ２０％的与运动营养有关的学

术交流内容ꎻ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运动营养食品分会如期

举行了每 ２ 年一次的学术、 技术交流活动 “国际运动营养食

品高层论坛”ꎻ 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年会首次将运动营养内

容列入其营养功能食品分会的交流活动中ꎻ 北京体育大学

“运动与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国际论坛” (含运动营养分论坛) 已

连续举办 ３ 届ꎬ 并连续 ４ 年举办运动 (营养) 生化会议ꎻ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中国营养学会成立运动营养分会并举办了第一次

年会ꎬ 其后每年举办一次年会ꎻ 尚有其他一些在体育、 医学、

营养、 食品与健康领域的学术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包含了运动

营养学术技术交流内容ꎮ

除上述运动营养专业技术人才的岗位培训外ꎬ 注册营养

师和注册运动营养师队伍建设已逐渐步入正轨ꎮ 国家在取消

公共营养师资格评审制度后ꎬ 由中国营养学会担起了国家注

册营养师水平评价的重任ꎬ 注册营养师和注册营养技师水平

考试每年举办 １~２ 次ꎬ 与此同时ꎬ 已连续 ３ 年开展注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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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免试推荐工作ꎮ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营养研

究中心被中国营养学会聘为注册营养师免试推荐工作的机构ꎬ

该中心还获得 “注册营养师实践教学基地” 的资格ꎮ 到目前

为止ꎬ 有近 ５０ 名从事运动营养工作的科技人员免试获得了注

册营养师资质ꎬ 并将通过运动营养研究中心这一 “注册营养

师实践教学基地” 的运动营养专业培训获得 “注册运动营养

师” 资质ꎬ 成为一名可服务于国家队运动员的合格 “注册运

动营养师”ꎮ 注册营养师及注册运动营养师队伍的不断壮大ꎬ

必将为国家队和健身人群提供科学的、 便捷的服务ꎮ

二、 本学科在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应用、 成效

和前景

　 　 “健康中国” 的国策为健康相关的领域带来巨大历史发

展机遇的同时ꎬ 亦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责任ꎮ 运动营养学科作

为其中一份子ꎬ 在近几年的经济社会发展、 民生服务中已广

泛应用、 且成效显著ꎬ 自身也得到快速发展ꎮ 未来ꎬ 在这

一背景下亦将充分发挥它的巨大潜能ꎬ 为 “健康中国” 添

砖加瓦ꎮ

１. 运动营养助力国家队备战与参赛

合理营养 (膳食＋营养补充) 是运动员科学训练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 是保障运动员科学训练、 提升体能和维持良好健康

状态的基础ꎬ 它直接关系到运动员训练的有效性、 健康状态

和运动竞技水平ꎬ 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因素之一ꎮ 因此ꎬ

运动营养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一直是助力国家队备战的重要

内容之一ꎮ

为做好科技助力国家队备战奥运和参赛ꎬ 过去 ４ 年ꎬ 我

们从运动营养工作调研、 膳食营养调查、 营养生化测试与机

能评定、 组织专家下队讲学、 重点运动员个性化服务、 运动

营养师培训与下队服务、 运动营养食品筛选、 运动员餐厅食

品安全以及训练场和赛场临场服务指导等多方面开展工作ꎮ

里约奥运会开幕前 １ 年ꎬ 我们对包括冬季项目在内的国

家队营养工作进行了调研ꎬ 涉及 １６ 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 １５

个国家队训练基地及其餐厅、 ３６ 支运动队的 １７ 名膳食管理

人员、 １１７ 名教练员、 １２５ 名运动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我们又在北

京的国家队训练基地餐厅进行了调研ꎮ 我们发现ꎬ 在运动队

营养工作的管理、 运动员餐厅与食品安全、 运动营养品采购

与管理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ꎬ 并据此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建

议ꎬ 为国家队运动员的备战训练和比赛发挥了一定作用ꎮ 我

们还与所有运动项目中心备战奥运负责部门保持联系ꎬ 并通

过国家体育总局训练监控与体能恢复专家组ꎬ 委派知名专家

下队讲学、 现场咨询指导、 制定个性化营养恢复方案等ꎮ 另

外ꎬ 各科研院所为运动队开展运动营养生化检测服务已成常

规ꎬ 为训练和营养状态监控与评价提供了可靠的实验测试数

据ꎮ 还有ꎬ 一年 １~２ 次的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师培训班不

间断进行ꎬ 使参加奥运备战服务的国家队运动营养科技工作

者 (包括营养师、 队医、 厨师等) 的运动营养理论与技能不

断巩固和更新ꎮ 同时ꎬ 我们还组织国家队训练基地运动员餐

厅的管理人员及厨师进行研讨和现场交流ꎬ 提高了运动员科

学配餐重要性的认识ꎬ 统一了科学配餐流程ꎮ 为北京、 秦皇

岛、 多巴和昆明的 ９ 个训练基地配备了 «触摸屏运动员膳食

营养分析与管理系统»ꎬ 也进行了使用方法的培训ꎮ 我们还组

织编写了 «运动员合理营养知识手册»、 «里约奥运会参赛运

动员身体机能调整营养方案»、 «国家队运动员餐厅配餐指导

手册»、 «国家队运动员餐厅食品安全监测指导手册»、 «国内

外运动营养进展» 单行本ꎬ 在里约奥运会前半年分发到运动

员手中ꎬ 人手一册ꎮ 另外ꎬ 我们还为重点国家队和重点运动

员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个性化运动营养服务ꎬ 主要有: 男女排

球队、 冬季项目花滑和速滑队、 摔跤柔道队、 游泳队、 射击

射箭队、 帆船帆板队、 皮划艇队、 男女足球队等ꎮ 以上所做

的工作为餐厅配餐和运动员用餐科学化、 保证运动员有效训

练、 促进恢复及提升竞技水平发挥了较好的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为探索备战东京奥运会科技助力的服务创新模

式ꎬ 运动营养专家组作为雅加达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科技保障

营的一员参与了亚运会的营养保障工作ꎬ 通过网络媒介、 面

对面现场交流指导等方式ꎬ 从国家队整体的饮食服务到运动

员个性化营养支持方案制定等为全体运动员开展了全赛程、

全方位的营养科技助力服务ꎮ 每个国家队的随队运动营养科

技人员则工作在训练和比赛的第一线ꎬ 为中国运动员在雅加

达亚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助了一臂之力ꎮ

另外ꎬ 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ꎬ 国家体育总局设立了运动营养科

技服务与食品安全年度专项ꎬ 以运动营养助力国家队的奥运

备战ꎬ 为保障国家队运动员的训练和膳食与营养补充起到了

重要作用ꎮ

２. 健身人群的营养服务

“没有全民健康ꎬ 就没有全面小康”ꎮ ２００８ 年奥运会后ꎬ

国家将大众健身提升到与奥运战略同等重要的地位ꎮ 越来越

多的健身爱好者需要营养科学指导ꎬ 因此ꎬ 在包括参加马拉

松跑、 游泳、 跳广场舞等健身人群中开展合理营养知识的普

及与营养方案指导已成为众多基层运动营养科技工作者的职

责和任务之一ꎮ 全国很多健身俱乐部配备了营养师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营养学会在全国优秀体重管理门诊 /机构的评比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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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将配备营养师设立为必备条件之一ꎮ 未来ꎬ 建立健身人

群营养网络信息服务平台ꎬ 推进特定健身人群精准营养指导

将成为推进健康中国行动和国民营养计划的 “吃动平衡行动”

的主要任务ꎮ

３. 运动营养功能食品产业发展

由于专业运动员以及健身人群对运动营养功能食品需求

不断增长ꎬ 运动员营养食品产业的市场份额在逐渐扩大ꎮ 中

国体育科学学会通过专家评审确定国家队运动员运动营养食

品招标采购清单ꎬ 使专业运动员应用的运动营养食品在安全

和功效上有了保障ꎮ 高效运动营养因子研究与运动营养功能

食品研发已列入国家 “十三五” 重点研发计划的不同专项中ꎬ

为运动人群提供安全且功效明确的营养功能食品有了国家项

目的支持ꎬ 这在前若干年是不可想象的ꎮ 定期修订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是必要的ꎬ 体育行业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评价程序与方法» 的修订已于 ２０１９ 年立项ꎬ

这将成为引领行业发展、 提升运动营养食品技术研发能力、

推动产业升级换挡的新引擎ꎮ

４. 运动营养知识普及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０) » 中ꎬ 通过建立健身人群

营养网络信息服务平台ꎬ 推广吃动平衡的健康生活方式ꎬ 推

进特定健身人群精准营养指导是 “吃动平衡行动” 重中之重

的任务ꎮ 在不久将来ꎬ 随着不同人群、 不同环境、 不同营养

状态、 不同疾病和健康状态下的运动营养处方的研究成果不

断推出ꎬ 运动营养师队伍的不断壮大ꎬ 先进的互联网和物联

网技术应用ꎬ 健身人群将从各种渠道适时获得这些运动营养

知识与技术方法ꎬ 实现科学运动＋智慧营养ꎮ

«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 已于近期发布ꎬ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 已为未来 １０ 年各领域的

行动内容、 方式与考核指标做了统一周密的安排ꎮ

三、 本学科国内外研究进展比较

不可否认ꎬ 和其他体育学科一样ꎬ 运动营养学科无论在

研究、 成果转化还是在产业发展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与发

达国家比还存在差距ꎮ 主要表现在原创性研究成果较少ꎬ 学

科发展还不尽人意ꎻ 产学研协作机制不够完善、 成果转化效

率较低、 产业规模还相对较小、 产品不够丰富、 功效不够明

确、 同质化明显等ꎻ 注册营养师和注册运动营养师队伍还不

够壮大ꎬ 且在发展中还遇到一些困难ꎮ 期望随着 «健康中国

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 的实施ꎬ 以上不足会有较大改善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我国为国家队专业运动员开展运动营养

助力的服务实践与发达国家比并不逊色ꎬ 甚至做得更好ꎮ 限

于饮食文化和营养知识素养的差别ꎬ 部分运动员并没有从运

动营养科技工作者全方位的科技服务中获得与他们的付出同

等的效益ꎮ

以上是我们对比运动营养学科国内、 国外差异的主要感

受ꎬ 限于篇幅ꎬ 不一一详述ꎮ

四、 学科发展目标、 前景展望、 趋势预测和研

究方向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ꎬ 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健康重

要性认识的提升ꎬ 科学运动＋合理营养的健康促进理念逐渐被

大家接受ꎬ 运动营养学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ꎬ

无论是在竞技体育还是大众健身领域ꎬ 运动营养学科将会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以需求为导向、 准确地凝练科学问题ꎬ 以多学科理论与

方法进行整体、 器官组织、 细胞 /亚细胞和分子水平的基础和

验证研究ꎬ 实现 “研学产用” 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模式ꎬ 以期

达到更好地服务于竞技体育与大众健身实践的发展目标ꎮ

在研究方面ꎬ 我们要在原创性应用基础研究上多投入ꎬ

聚焦运动、 营养与健康的前沿热点问题ꎬ 多出成果、 出高水

平成果ꎮ 在学科发展方面ꎬ 我们要打造国家级的既属于中国

也属于世界的运动营养学术、 技术交流平台ꎬ 加强学校和从

业人员的运动、 营养与体能和健康的课程教育和继续教育ꎬ

提升本学科队伍规模与学科影响力ꎮ 加强科研成果市场转化ꎬ

根据大众需求ꎬ 研发生产质量过硬、 功效明确的差异化营养

食品ꎬ 并为消费者进行个性化定制与应用指导ꎬ 同时加强宣

教、 培训以更新消费者观念、 扩大消费规模等应是促进产业

发展的核心内容ꎬ 是扩大国产产品市场份额的必要途径ꎮ

运动营养学科是应用性非常强的交叉学科ꎬ 随着医学、

生物学、 营养学、 食品科学、 运动科学、 康复保健科学以及

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等的理论和技术发展与突破ꎬ 运动营养

学将与上述学科深度融合交叉ꎮ

未来ꎬ 应用这些理论和技术打造的智慧化个性运动＋营养

技术将成为促进个体健康、 防病治病的良方ꎮ 运动营养师队

伍亦将成为备受青睐的职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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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营养的健康效应机制研究进展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伊木清１ 　 刘健康２ꎬ３ 　 张　 勇３

１.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营养研究中心ꎬ 国家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ꎬ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重

点实验室ꎬ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ꎻ ２.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生物医学与信息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西

安交通大学前沿科学技术研究院前沿生命科学研究所线粒体生物医学中心ꎬ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ꎻ ３. 天津体育学院

天津市运动生理与运动医学重点实验室ꎬ 天津 ３００３８１

　 　 摘要: 常规适量运动与合理营养是健康的基石ꎬ 是健康

生活方式与防病治病的核心内容ꎮ 本文从运动和营养的健康

效应机制、 线粒体营养素作用与机制等简要综述了相关研究

进展ꎮ

关键词: 运动与营养ꎻ 健康效应ꎻ 白色脂肪细胞棕色化ꎻ

Ｉｒｉｓｉｎꎻ 线粒体营养素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ｏｔｓｔｏｎｅ ｆｏｒ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Ｈｅｒｅ ｗ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

ｔｉｏｎꎬ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ｓｏ 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ꎻ ｈｅａｌｔｈ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ꎻ ｔｈｅ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ｆａｔꎻ Ｉｒｉｓｉｎꎻ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ｉｒ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人的健康状态由遗传、 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ꎮ

除急性伤害、 传染性疾病和环境因素外ꎬ 健康的主要威胁来

自慢性病 (症)ꎬ 后者包括超重、 肥胖、 心脑血管疾病 (冠心

病、 脑卒中)、 ２ 型糖尿病、 高血压、 恶性肿瘤、 脂肪肝和血

脂异常、 骨质疏松症等ꎮ 而这些慢性病 (症) 的主要危险因

素是缺少体力活动、 饮食结构不合理 (高蛋白、 高脂、 高热

量食物ꎬ 谷类及蔬菜水果摄入过少等) 和过量饮酒等不良生

活方式ꎮ 运动与营养对人体形态、 心血管机能、 骨骼肌功能、

神经－肌肉运动单元机能、 代谢功能等的健康效应涉及到整

体、 系统、 组织、 细胞乃至分子各层次的作用机制ꎬ 常涉及

到体重和 ＢＭＩ、 心肺功能、 肌肉力量与耐力、 平衡协调能力、

物质能量代谢及胰岛素敏感性、 内质网应激等ꎮ 国内外有关

运动与营养的健康效应机制的研究始终是生命科学学科的热

点与重点内容ꎬ 并取得了很多进展ꎮ

一、 运动与营养的健康效应机制

近年来ꎬ 运动与营养健康效应的机制研究的热点集中在

白色 脂 肪 (ＷＡＴ ) 棕 色 化、 ＰＰＡＲγ 辅 助 激 活 因 子 １α

(ＰＧＣ１α)、 鸢尾素 ( Ｉｒｉｓｉｎ)、 沉默信息调节因子 ２ 同源物 １

(Ｓｉｒｔ１)、 内质网 (ＥＲ) 应激、 线粒体结构与功能及代谢调节

等关键结构、 分子及相关信号途径ꎮ

(一) 脂肪细胞及ＷＡＴ 细胞棕色化

体内含有棕色脂肪 (ＢＡＴ)、 ＷＡＴ 和米色脂肪 ( ｂｅｉｇｅ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ｓ)ꎬ 前者主要产热ꎬ 后者是在寒冷、 运动等刺激下

由 ＷＡＴ 细胞转化而来ꎬ 亦可产热ꎬ 而 ＷＡＴ (腹腔及内脏脂

肪) 过多对健康有害ꎮ 但仅皮下脂肪 (即使肥胖) 较多不一

定有害ꎬ 提示可能有较好的胰岛素敏感性ꎬ 将小鼠皮下脂肪

种植到腹腔ꎬ 其整体代谢得到改善ꎮ 脂肪细胞还分泌特异性

激素如瘦素 (Ｌｅｐｔｉｎ) 和脂联素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调节其他组

织的能量平衡[１] ꎮ

解偶联蛋白 １ (ＵＣＰ１) 是 ＢＡＴ 细胞中唯一调节适应性

非寒战产热 (维持体温和适应性产热) 的关键靶点ꎬ 其合成

与冷暴露的温度和持续时间成正比ꎬ 因此ꎬ ＵＰＣ１ 介导的产

热作用可用于防止肥胖ꎮ 大鼠和小鼠高脂饲料后 ＢＡＴ 的

ＵＣＰ１ ｍＲＮＡ 或蛋白增加ꎬ 而 ＷＡＴ 中的 ＵＣＰ１ ｍＲＮＡ 一般

会由于高脂饲料后下调[２] ꎬ 肥胖小鼠比肥胖抵抗小鼠有更低

的产热能力ꎬ 腹股沟 ＷＡＴ 的 ＵＣＰ１ 依赖性组织氧耗最多是肩

胛间 ＢＡＴ 的 １ / ５[３] ꎮ 在大鼠和 ＵＣＰ１ 敲除小鼠激活腺苷酸活

化蛋白激酶 (ＡＭＰＫ) 表现为 ＷＡＴ 的氧化能力增强因而抵抗

肥胖ꎬ Ｏｍｅｇａ ３ 及轻度能量摄入限制干预可预防高脂饲养小

鼠肥胖ꎬ 这与 ＷＡＴ 增强的降脂和胰岛素效应、 预防炎症及协

同诱导线粒体氧化磷酸化及脂肪酸氧化有关[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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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某种方法将体内 ＷＡＴ 转化为 ＢＡＴ 或米色脂肪ꎬ 调

节 ＷＡＴ 中 ＵＣＰ１ 非依赖性产热ꎬ 将可能成为治疗肥胖、 ２ 型

糖尿病和其他代谢性疾病新的新靶点ꎬ 运动和膳食调控是良

好手段ꎮ 已确认了一些 ＷＡＴ 棕色化的相关基因、 分子和信号

通路ꎮ 过量能量摄入时ꎬ ＦｏｘＯ１通过调节脂肪细胞大小及其特

异性基因 (ＰＧＣ１α、 ＵＣＰ１ 和 ＵＣＰ２ 等) 表达调控 ＷＡＴ 和

ＢＡＴ 能量代谢[５]ꎻ Ｐｒｄｍ１６ 转基因小鼠可诱导其皮下 ＷＡＴ 棕

色化ꎬ 增加能耗、 抑制体重增加、 改善糖耐量[６]ꎻ 噻唑烷二酮

(降糖药) 激活 ＰＰＡＲγ 引起ＷＡＴ 细胞棕色化[７]ꎻ β－氨基丁酸

(ＢＡＩＢＡ) 可在体内和体外通过 ＰＰＡＲα 介导的机制诱导 ＷＡＴ

中 ＢＡＴ 特异性基因的表达 (棕色化) 和人多能干细胞的棕色

脂肪细胞样特征ꎬ 改善小鼠糖稳态和肝脏脂肪 β 氧化ꎬ 人运

动后血浆 ＢＡＩＢＡ 增加并与心脏代谢危险因子呈负相关[８] ꎮ

(二) ＰＧＣ１α
ＰＧＣ１α 是机体调节代谢和产热的基因ꎮ 运动对肌肉公认

的有益效应为运动诱导骨骼肌 ＰＧＣ１α 表达ꎬ 继而通过多种信

号途径调节线粒体生物合成、 脂肪酸 β－氧化、 适应性产热、

糖转运、 胰岛素敏感性、 血管生成、 诱导快肌纤维转化为慢

肌纤维等[９] (Ｏｌｅｓｅｎ 等. ２０１０ꎬ Ｌｉｎ 等. ２００２ｂ)ꎬ 减轻肌肉

营养障碍和去神经肌肉萎缩等ꎮ 运动通过 ＰＧＣ１α 表达激活钙

调素依赖性蛋白激酶 ＩＶ (ＣａＭＫＩＶ) 和 Ｐ３８ＭＡＰＫ 通路、 上

调 ＦＮＤＣ５ (含Ⅲ型纤连蛋白域蛋白 ５ꎬ Ｉｒｉｓｉｎ 的前体) [１０] ꎮ 运

动还可通过 ＰＧＣ１α / ＡＴＦ６ 复合物影响未折叠蛋白反应

(ＵＰＲ) 而发挥作用[１１] ꎮ ＡＩＣＡＲ (ＡＭＰＫ 的激动剂) 可增加

骨骼肌中 ＰＧＣ１α 的表达而发挥作用ꎬ 可防治肥胖相关代谢性

疾病[１２] (Ｐｏｌｄ 等. ２００５)ꎮ

肌肉 ＰＧＣ１α 表达的健康效应超出肌肉组织本身ꎮ 运动和

骨骼肌 ＰＧＣ１α 表达诱导脂肪细胞中 ＵＣＰ１ 表达[１３] ꎬ 引起皮

下脂肪和培养的脂肪细胞棕色化ꎬ 对衰老、 肥胖和糖尿病具

有抵抗作用ꎮ ＴＲＰＶ４ (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ａｎｉｌｌｏｉｄ)

可负向调节 ＰＧＣ１α、 ＵＣＰ１ 的表达和细胞呼吸ꎬ 也可控制与

胰岛素抵抗有关的多种促炎因子的表达ꎮ ＴＲＰＶｓ 拮抗剂可诱

导 ＰＧＣ１α 表达ꎬ 使野生型小鼠的脂肪组织产热增强且可防止

食物所致肥胖ꎬ 脂肪组织炎症和胰岛素抵抗ꎬ 故 ＴＲＰＶ４ 在产

热和促炎过程中的作用亦可作为治疗肥胖和相关代谢疾病的

新靶点[１４] ꎮ 橄榄叶提取物可降低高脂饲养小鼠的体重、 内脏

脂肪和血脂ꎬ 明显逆转解偶联呼吸相关分子 (ＰＧＣ１α、 Ｓｉｒｔ１

和 ＵＣＰ１) 的下调及线粒体生物合成[１５] ꎮ

(三) ＦＮＤＣ５ / Ｉｒｉｓｉｎ
Ｉｒｉｓｉｎ 是骨骼肌分泌的 ＰＧＣ１α 依赖性肌细胞因子ꎬ 其前

体为 ＦＮＤＣ５ꎮ 血中 Ｉｒｉｓｉｎ 七成以上来源于骨骼肌ꎬ 它也是一

个脂肪因子 (ａｄｉｐｏｋｉｎｅ) (Ｓｕｔｈｅｒｌａｎｄ 等. ２００９ꎬ Ｒｏｃａ￣Ｒｉｖａ￣

ｄａ等. ２０１３) 和抗炎因子ꎬ 与糖尿病及胰岛素抵抗的严重程

度有关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３)ꎮ

Ｉｒｉｓｉｎ 的作用主要涉及 ＷＡＴ 棕色化及产热ꎮ ＰＧＣ１α 刺激

(如运动) ＦＮＤＣ５ 表达ꎬ 后者裂解为 Ｉｒｉｓｉｎ 并使 ＷＡＴ 细胞的

ＵＣＰ１ 表达ꎬ 诱导皮下脂肪棕色化ꎮ 正常小鼠注射外源性

ＦＮＤＣ５ 腺病毒 １０ 天后ꎬ 皮下脂肪组织 ＵＣＰ１ 表达大幅增加ꎬ

肥胖小鼠注射后能耗增加、 体重减轻、 胰岛素敏感性增

强[１６] ꎮ 肥胖和 ２ 型糖尿病的脂肪组织和骨骼肌中ꎬ Ｉｒｉｓｉｎ 及

ＦＮＤＣ５ 表达降低ꎬ ２ 型糖尿病患者的循环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明显低于

非糖尿病对照[１７] ꎮ 肥胖小鼠应用重组 Ｉｒｉｓｉｎ 后明显改善糖耐

量[１８] ꎮ 年轻男性运动员血 Ｉｒｉｓｉｎ 比中年肥胖女性高几倍ꎬ 肥

胖外科手术 ６ 个月后肌肉 ＦＮＤＣ５ ｍＲＮＡ 和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明显下

调[１９] ꎮ 禁食时大鼠 ＷＡＴ 明显减少 ＦＮＤＣ５ 分泌ꎬ 而肥胖大鼠

的 ＷＡＴ 却过度分泌 ＦＮＤＣ５ (Ｒｏｃａ￣Ｒｉｖａｄａ 等. ２０１３)ꎮ

急性运动 ３０ 分钟后血液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明显增加[２０] ꎬ 长期适

度强度运动可使 ＦＮＤＣ５ / Ｉｒｉｓｉｎ 增加ꎬ 耐力运动可增加小鼠和

人血中 Ｉｒｉｓｉｎꎬ 增加能耗、 减轻肥胖[１６] ꎮ 缺乏运动的成年男性

经 １２ 周耐力与力量结合的训练后ꎬ 骨骼肌 ＰＧＣ１α 和 ＦＮＤＣ５

ｍＲＮＡ 表达增加[２０] ꎮ 抗阻训练可增加血液中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ꎬ 且

高于单纯耐力运动 ６０ 分钟及两者各运动 ３０ 分钟的水平ꎬ 运

动后 ６ 小时回落 (Ｔｓｕｃｈｉｙａ 等. ２０１４)ꎮ ６０ 岁以上肥胖者经

１０ 周耐力运动后显著增加骨骼肌中 ＦＮＤＣ５ 的 ｍＲＮＡ 表达ꎬ

同时血浆中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也显著升高[１６] ꎮ 短期耐力训练诱导皮

下脂肪和内脏脂肪分泌 ＦＮＤＣ５ (Ｒｏｃａ￣Ｒｉｖａｄａ 等. ２０１３)ꎮ

饮食对血液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的影响尚不确定ꎮ 有研究显示血

Ｉｒｉｓｉｎ水平不受能量摄入或膳食质量的影响[２１] ꎮ 而另有研究提

示: 肥胖者经限制饮食降体重后ꎬ 循环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降低并改善

糖代谢和脂代谢ꎬ 且干预前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高者其血糖和胰岛素水

平降低幅度更大ꎬ 同时发现试验结束时碳水化合物摄入与循

环 Ｉｒｉｓｉｎ 水平呈正相关ꎬ 提示 Ｉｒｉｓｉｎ 参与了饮食干预降体重期

的糖代谢调节[２２] (ｄｅ ｌａ Ｉｇｌｅｓｉａ 等. ２０１４)ꎮ 肥胖病人在控制

能量摄入减体重后的几个月ꎬ 体重反弹的病人初始血中高 Ｉｒｉ￣

ｓｉｎ 水平与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 (Ｃｒｕｊｅｉｒａｓ 等. ２０１４)ꎮ

Ｉｒｉｓｉｎ 诱导棕色脂肪化使 ＵＣＰ１ 表达的机理是通过 ｐ３８

ＭＡＰＫ / ＥＲＫ 信号通路发挥作用[１９] ꎮ 据此ꎬ 运动的健康效应

信号通路可能是: ＲＯＳ (活性氧) →ｐ３８ ＭＡＰＫ→ＰＧＣ１α→

Ｉｒｉｓｉｎ→促胰岛生长素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胰岛 β 细胞再生ꎬ 该

通路的缺陷可能与胰岛素抵抗形成有关ꎮ

Ｉｒｉｓｉｎ 作用及其机理的进一步阐明ꎬ 使其可能成为人类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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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性疾病和其他可由运动改善的病症的蛋白治疗手段ꎮ 然而ꎬ

不论是运动、 还是饮食对血液 Ｉｒｉｓｉｎ 影响ꎬ 目前还存在不一致

的研究结果ꎮ

(四) Ｓｉｒｔ１
Ｓｉｒｔ１ 基因是首个被发现的 “长寿基因”ꎬ 它在调节代谢、

细胞增殖、 分化、 凋亡、 ＤＮＡ 损伤修复和衰老中发挥重要作

用ꎬ 可通过抑制炎性反应和直接 /间接作用于胰岛素信号通路

增强胰岛素敏感性ꎮ

当机体能量物质减少时 (应激、 饥饿和能量限制时)ꎬ

ＮＡＤ＋依赖性的脱乙酰酶 Ｓｉｒｔ１ 激活ꎬ 从而促进相关基因的表

达 (Ｆｕｌｃｏ 等. ２００８)ꎮ 人 Ｓｉｒｔ１ 基因突变使其蛋白的一个氨基

酸被其他氨基酸替代ꎬ 可诱发 １ 型糖尿病ꎮ 若小鼠敲除 Ｓｉｒｔ１

基因ꎬ 则造成胰腺分泌胰岛素的区域损伤ꎬ 血糖升高ꎮ

白藜芦醇是植物天然成分ꎬ Ｓｉｒｔ１ 的激动剂ꎬ 它使 ＰＧＣ１α

去乙酰化ꎬ 增加 ＰＧＣ１α 活性ꎬ 发挥降血脂、 降血糖、 抗氧化

及降低炎症因子等功能 (Ｌａｇｏｕｇｅ 等. ２００６)ꎬ 产生类似于运

动的效果ꎮ 烟酰胺有效调节 ＮＡＤ￣Ｓｉｒｔ１ 途径ꎬ 细胞 ＰＧＣ１α 和

线粒体 ＤＮＡ 增加ꎬ 线粒体生物合成加强[２３] ꎮ 超重和肥胖者

高奶制品饮食后 ２８ 天后的血清使培养脂肪和肌肉细胞的 Ｓｉｒｔ１

基因表达增加 ４０％ꎬ 这与两种细胞中的 ＰＧＣ１α、 ＮＲＦ１、

Ｃｏｘ７、 ＮＡＤＨ 脱氢酶和 ＵＣＰ２、 ＵＣＰ３ 增加有关ꎬ 提示: 奶

制品饮食可通过 Ｓｉｒｔ１ 依赖性和非依赖性通路促进线粒体生物

合成[２４] ꎮ 某些多酚物质、 ω－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 苦瓜提取物

等对健康的有益作用均可通过 Ｓｉｒｔ１ 发挥作用ꎬ 因此ꎬ Ｓｉｒｔ１ 及

其相关通路可能成为治疗某些病症的新靶点ꎮ

(五)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和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在调节胚胎肌肉生长中发挥作用ꎬ 阻断 Ｍｙｏ￣

ｓｔａｔｉｎ 信号转导通路可引起骨骼肌质量戏剧性增加 (Ｍａｔｓａ￣

ｋａｓ 等. ２００５)ꎮ 缺乏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的小鼠其肌肉质量增加ꎬ 肌

肉中的 ＰＧＣ１α 和 ＦＮＤＣ５ 表达增加、 血中 Ｉｒｉｓｉｎ 浓度增加、

ＷＡＴ 棕色化加强[２５] ꎮ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可调节甘油三酯和糖代谢ꎬ 其过度表达引起

高甘油三酯血症和胰岛素分泌增加ꎮ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敲除小鼠在

禁食时血甘油三酯水平与野生型相似ꎬ 但在重新进食则明显

降低ꎬ 原因在于极低密度脂蛋白分泌减少、 脂蛋白脂肪酶活

力增加ꎬ 提示在禁食－再摄食时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仅影响甘油三酯

代谢ꎬ 而对糖代谢无明显影响[２６] ꎮ 在肝脏和脂肪组织中分泌

的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可促进小鼠胰岛 β－细胞增殖、 改善糖耐量 (Ｙｉ

等. ２０１３)ꎬ 在 ２ 型糖尿病人ꎬ 循环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水平明显降

低ꎬ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与年龄和糖化血红蛋白成正相关[２７] ꎮ 这些结

果为治疗 １ 型和 ２ 型糖尿病带来了希望ꎮ

(六) 内质网应激

内质网 (ＥＲ) 应激反应与许多生理、 病理过程和疾病有

关[２８] (Ｄｅｌｄｉｃｑｕｅ 等. ２０１２)ꎬ 可作为一些疾病的治疗靶点

(Ｈｏｓｏｉ 等. ２０１０ꎬ Ａｌｍｅｉｄａ 等. ２０１１)ꎮ 大强度、 长时间运动

可致骨骼肌细胞缺氧、 糖原耗竭及 Ｃａ２＋摄取与释放失衡是 ＥＲ

应激的诱因 (Ｌｏｕｉｓｅ 等. ２０１２)ꎮ 不同运动形式和强度对骨骼

肌分子伴侣表达的影响有所差别、 且具有强度依赖性 (Ｍｉｌｎｅ

等. ２００２ꎬ Ｌｉｕ 等. ２００４)ꎮ 肥胖小鼠限制能量摄入可减少肝

脏和脂肪组织中的 ＥＲ 应激 (Ｐｆａｆｆｅｎｂａｃｈ 等. ２０１２)ꎮ Ｎ－乙

酰半胱氨酸可通过抑制 Ｂｕｐｉｖａｃａｉｎｅ 诱导的人骨骼肌 ＥＲ 应激

从而降低其肌肉毒性作用 (Ｇａｌｂｅｓ 等. ２０１０)ꎮ 黑豆肽可减

轻 ＥＲ 应激反应并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２９] ꎮ

(七) 膳食控制与健康

适当限制能量摄入 (ＣＲ) (２０％~４０％) 的健康效应及

延长寿命在动物模型中已得到证实ꎬ 其机理主要是通过胰岛

素 / ＩＧＦ－１ 信号通路调节代谢和激素适应[３０] ꎮ ＣＲ 具有与运动

类似的效应: 降体重和减少脂肪、 减少疾病 (如肥胖、 ２ 型

糖尿病、 高血压和动脉粥样硬化) 的危险性和老化[３０] (Ｈｕｆｆ￣

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０)ꎮ 减轻肥胖小鼠肝细胞和脂肪组织 ＥＲ 应激反

应并提高其胰岛素敏感性[３１] ꎮ 长期 ＣＲ 可经由 ＰＩ３Ｋ / ＡＫＴ /

ｍＴＯＲＣ１ 轴减弱 ＩＧＦ－１ 受体信号转导并引起糖调节蛋白 ７８

下调 ４０％ ( ＩＧＦ－１ 敲除则降低 ８０％) (Ｇａｌｂｅｓ 等. ２０１０)ꎮ

ＣＲ 可增加线粒体活力和细胞应激抵抗效应ꎮ 在人肾素－血管

紧张素转基因大鼠ꎬ ＣＲ 可减轻心肌细胞肥大、 血管炎症、 心

脏损伤及纤维化、 心肌细胞凋亡及心房利尿肽 ｍＲＮＡ 表达ꎬ

其机理是增强 ＥＲ 应激、 自噬ꎬ 增加血清 Ａｄｉｐｏｎｅｃｔｉｎ 水平以

及 ＡＭＰＫ 介 导 的 磷 酸 化 ( Ｆｉｎｃｈｅｎｂｅｒｇ 等. ２０１２ )ꎮ Ｉｏｎｓ

等[３２]发现: 膳食控制对人类细胞系的 ＤＮＡ 甲基化和 ８ 个基

因表达中的 ６ 个基因甲基化和 ６ 个基因表达产生影响ꎬ 且

Ｓｉｒｔ１ 在其中起到部分作用ꎮ

二、 线粒体营养素

线粒体是活性氧 (ＲＯＳ) 的主要来源ꎬ 也易受 ＲＯＳ 攻

击ꎮ 高强度运动导致 ＲＯＳ 生成增加造成线粒体结构和功能失

常ꎬ 融合、 分裂失衡[３３] (Ｌｉｕ 等. ２０００)ꎬ 影响肌肉耐力或造

成肌萎缩[３４] (Ｐｏｗｅｒｓ 等. ２００８)ꎮ 改善线粒体减轻应激反应

的能力可能是改善线粒体功能、 抑制肥胖引起的胰岛素抵抗

和 ２ 型糖尿病等代谢病症的有效途径之一[３５] ꎮ

靶向于线粒体的营养素可通过刺激线粒体合成和降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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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维持和改善线粒体的结构及功能ꎬ 减少氧化应激、 预防相

关疾病发生[３６] ꎬ 亦可能是消除运动性疲劳的有效手段ꎮ 可能

的作用包括: (１) 清除自由基ꎬ 防止过氧化产物的产生ꎬ 减

少线粒体氧化应激ꎻ (２) 作为二相酶的诱导剂ꎬ 增强细胞自

身抗氧化能力ꎻ (３) 修复、 降解受损线粒体ꎬ 增加线粒体生

成ꎬ 从而增强线粒体的代谢ꎻ (４) 增加线粒体相关酶的底物

及辅酶水平从而增强线粒体酶的活性ꎮ 表 １ 总结了线粒体营

养素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ꎮ

表 １　 线粒体营养素的作用及其作用机理

线粒体营养素 生物特性 /靶点 作用及作用机理

硫辛酸 辅酶之一
增强抗氧化能力ꎬ 减轻氧化应激损伤ꎬ 改善运动能力ꎮ 诱导二相酶ꎬ 促进骨骼肌
线粒体生物合成与融合 (Ｃａｏ 等. ２００３ꎬ Ｓｕｎ 等. ２０１２)

左旋肉碱 线粒体长链脂肪酸转运载体
减轻脂质过氧化ꎬ 改善肌纤维结构ꎬ 促进线粒体生物合成和衰老退化ꎬ 上调线粒
体生物合成相关蛋白 ＰＧＣ１α、 ＮＲＦ￣１ 及 ＴＦＡＭ (Ｐｅｓｃｅ 等. ２０１０ꎬ Ｃａｓｓａｎｏ 等.
２０１０)

白藜芦醇 天然多酚类物质ꎬ 抗氧化作用
增加线粒体数量、 功能 (增加相关蛋白表达和脂肪酸氧化)ꎬ 缓解运动疲劳、 增强
运动能力ꎬ 预防肿瘤、 心脑血管疾病、 代谢紊乱、 衰老等ꎮ 与 ＡＭＰＫ￣Ｓｉｒｔ１￣
ＰＧＣ１α 通路激活有关 (Ｄｏｌｉｎｓｋｙ 等. ２０１２ꎬ Ｍｅｎｚｉｅｓ 等. ２０１３)

羟基酪醇 多酚类物质ꎬ 抗氧化作用

增强抗氧化能力ꎬ 改善线粒体功能 (增加线粒体融合、 抑制自噬和分裂、 增加线
粒体复合物Ⅰ与复合物Ⅱ的活性)ꎬ 恢复 ＰＧＣ１α 水平等ꎬ 改善力竭后肌肉萎缩和

耐力下降ꎬ 改善代谢综合征[３３ꎬ３７]

辅酶 Ｑ１０ 线粒体呼吸链电子传递体
减轻骨骼肌脂质过氧化及氧化损伤ꎬ 改善能量供应ꎬ 增强肌肉细胞膜的稳定ꎬ 对
肌肉功能和运动能力有改善作用ꎬ 改善心血管疾病、 神经肌肉疾病及先天性线粒
体遗传疾病 (Ｋｏｎ 等. ２００７ꎬ Ｍｕｒａｋｉ 等. ２０１２)

维生素 Ｃ 和维生素 Ｅ 抗氧化剂ꎬ 辅酶
减轻肌肉损伤、 维持线粒体功能 (增强能量代谢、 提高蛋白表达)ꎬ 与骨骼肌
ＡＭＰＫ￣ＰＧＣ１α 通路激活有关 (Ａｂａｄｉ 等. ２０１３)

维生素 Ｂ２ 黄素酶辅基成分 改善肌肉功能ꎬ 增强抗氧化能力ꎬ 消除运动性疲劳ꎬ 增强运动能力

肌酸 氨基酸衍生物
减轻氧化应激损伤、 减少乳酸堆积、 快速提供能量、 抑制炎症反应ꎬ 增加肌肉力
量、 促进运动后恢复 (Ｄｅｍｉｎｉｃｅ 等. ２０１３ꎬ Ｏｌｉｖｅｒ 等. ２０１３)

番茄红素 抗氧化剂

增强抗氧化能力ꎬ 减轻氧化应激损伤ꎬ 改善线粒体功能 (增强膜电位、 提高细胞
ＡＴＰ、 抑制缺氧 /复氧诱导的心肌细胞凋亡通路激活、 恢复神经细胞线粒体复合物
Ⅱ、 Ⅳ、 Ⅴ活性)ꎬ 抑制炎症反应ꎬ 消除运动性疲劳、 改善运动能力ꎬ 对帕金森症、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肿瘤等有改善作用 (Ｙｕｅ等. ２０１２ꎬ Ｔｓｉｔｓｉｍｐｉｋｏｕ等. ２０１３)

虾青素 抗氧化剂
清除自由基ꎬ 减轻氧化应激损伤ꎬ 改善线粒体功能ꎬ 缓解运动性疲劳ꎬ 促进线粒
体脂肪酸有氧代谢ꎬ 上调骨骼肌中 ＰＧＣ１αꎬ 对衰老、 肿瘤、 糖尿病等有改善作用
(Ｐａｒｋ 等. ２０１３ꎬ Ｌｉｕ 等. ２０１４)

谷氨酰胺 三肽化合物
有助于运动性氧化损伤的修复ꎬ 增长肌肉、 增强运动耐力和运动后免疫功能恢复ꎬ
促进肌糖原储存 (Ｃａｓｔｅｌｌ 等. １９９８ꎬ Ｂｏｗｔｅｌｌ 等. １９９９)

槲皮素 黄酮类化合物 增加骨骼肌线粒体的生物合成、 增加 ＶＯ２ｍａｘ及运动耐力 (Ｄａｖｉｓ 等. ２００９ꎬ ２０１０)

营养素的组合使用 多种线粒体营养素

促进脂肪细胞中线粒体生成 (硫辛酸＋乙酰左旋肉碱)ꎻ 减少尾吊大鼠骨骼肌线粒
体形态变化和数量减少ꎬ 抑制线粒体相关凋亡通路的激活ꎬ 改善尾吊大鼠肌萎缩
(硫辛酸、 乙酰左旋肉碱以及其他营养素)ꎻ 减轻氧化损伤和线粒体功能失常ꎬ 改

善运动耐力[３８] (Ｓｈｅｎ 等. ２００８)

　 　 总之ꎬ 规律运动有益健康ꎬ 高强度运动可致 ＲＯＳ 生成增

多、 氧化应激ꎬ 造成线粒体功能失常与肌肉损伤ꎮ 靶向于线

粒体的营养素可以减轻或抑制该过程ꎬ 从而消除运动性疲劳、

促进恢复、 改善运动能力ꎬ 并预防相关病症发生ꎮ

三、 结语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ꎬ 增强健康水平的基础和应用

研究方兴未艾ꎬ 人们尝试各种方法增进健康、 减少疾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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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年益寿ꎬ 运动和营养的健康效应的研究永远是科学研究

的热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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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ｙ ｈｏｍｅｓｔａｓｉｓ. Ｃｅｌ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５１: ９６~１１０.

[１５] Ｓｈｅｎ Ｙꎬ Ｓｏｎｇ ＳＪꎬ Ｋｅｕｍ Ｎꎬ ｅｔ ａｌ. Ｏｌｉｖｅ ｌｅａｆ ｅｘ￣

ｔｒａｃｔ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ｅｓ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ｇｈ￣ｆａｔ ｄｉｅｔ￣ｆｅｄ ｍｉｃｅ ｂｙ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ｄｉｐ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４: ９７１８９０.

[１６] Ｂｏｓｔｒöｍ Ｐꎬ Ｗｕ Ｊꎬ Ｊｅｄｒｙｃｈｏｗｓｋｉ ＭＰꎬ ｅｔ ａｌ. Ａ

ＰＧＣ１￣ａ￣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ｙｏｋ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ｆ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Ｎａｔｕｒｅ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８１: ４６３~４６８.

[１７] Ｍｏｒｅｎｏ￣Ｎａｖａｒｒｅｔｅ ＪＭꎬ Ｏｒｔｅｇａ Ｆꎬ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Ｍꎬ ｅｔ

ａｌ. Ｉｒｉｓｉ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ｈｕｍａ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３ꎬ ９８: Ｅ７６９~Ｅ７７８.

[１８]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Ｌｉ Ｒꎬ Ｍｅ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Ｉｒｉｓ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ａｄｉｐｏｃｙ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ｉｔｏｇｅ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ｐ３８ ＭＡＰ ｋｉｎａｓｅ ａｎｄ ＥＲＫ ＭＡＰ ｋｉｎａｓｅ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６３: ５１４~５２５.

[１９] Ｈｕｈ ＪＹꎬ Ｐａｎａｇｉｏｔｏｕ Ｇꎬ Ｍｏｕｇｉｏｓ Ｖꎬ ｅｔ ａｌ.

ＦＮＤＣ５ ａｎｄ ｉｒｉｓｉ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Ｉ. Ｐｒｅｄｉ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ｒｕｍ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ｎｄ ＩＩ. ｍＲＮ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２０１２ꎬ ６１: １７２５~１７３８.

[２０] Ｎｏｒｈｅｉｍ Ｆꎬ Ｌａｎｇｌｅｉｔｅ ＴＭꎬ Ｈｊｏｒｔｈ Ｍ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ＰＧＣ－１αꎬ ｉｒｉｓｉｎ ａｎｄ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ｂｃｕｔａｎｅｏｕｓ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ＦＥＢＳ

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１: ７３９~７４９.

[２１]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ｌａｋｉｓ ＡＤ１ꎬ Ｐｏｌｙｚｏｓ ＳＡꎬ Ｓａｒｉｄａｋｉｓ ＺＧꎬ

ｅｔ ａｌ.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ｉｒｉｓｉ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ꎬ ｙｏｕｎｇ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ｄａｙ￣

ｎｉｇｈｔ ｒｈｙｔｈｍ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ａｎｄ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ｄｅｒꎬ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ｄｉｅｔꎬ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４ꎬ ９９: ３２４７~３２５５.

[２２] Ｌｏｐｅｚ￣Ｌｅｇａｒｒｅａ Ｐꎬ ｄｅ ｌａ Ｉｇｌｅｓｉａ Ｒꎬ Ｃｒｕｊｅｉｒａｓ Ａ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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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ｉｒｉｓ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ｙｃｅｍｉａ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ｌｉｎｅｍ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ｉｎ ｏｂｅ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Ｎｕｔ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４: ｅ１１０.

[２３] Ｙａｎｇ ＳＪꎬ Ｃｈｏｉ ＪＭꎬ Ｋｉｍ Ｌꎬ ｅｔ ａｌ. Ｎｉｃｏｔｉｎａｍｉｄ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ＮＡＤ￣

ｓｉｒｔｕｉｎ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ａ ｒｏｄ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 Ｊ Ｎｕｔｒ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５: ６６~７２.

[２４] Ｍａｔｓａｋａｓ Ａꎬ Ｄｉｅｌ Ｐ.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ꎬ

ａ ｋｅ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５ꎬ ２６: ８３~８９.

[２５] Ｓｈａｎ Ｔꎬ Ｌｉａｎｇ Ｘꎬ Ｂｉ Ｐ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ｓｔａｔｉｎ ｋｎｏｃｋ￣

ｏｕ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ｂｒｏｗｎｉｎｇ ｏｆ ｗｈｉｔｅ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ｓｕ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ＭＰＫ￣ＰＧＣ１ａ￣Ｆｎｄｃ５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ＡＳＥＢ Ｊ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７: １９８１~１９８９.

[２６ ] Ｗａｎｇ Ｙꎬ Ｑｕａｇｌｉａｒｉｎｉ Ｆꎬ Ｇｕｓａｒｏｖａｃ Ｖꎬ ｅｔ ａｌ.

Ｍｉｃｅ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ＧＰＴＬ８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ｉｓｒｕｐｔｅｄ ｔｒｉ￣

ｇｌｙｃｅｒｉｄ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ｍｐａｉｒｅ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ＰＮＡ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１０: １６１０９~１６１１４.

[ ２７ ] Ｅｓｐｅｓ Ｄꎬ 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 Ｍꎬ Ｐｅｒ￣Ｏｌａ Ｃａｒｌｓｓｏｎ.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ｂｅｔａｔｒｏｐｈｉｎ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ｙｐｅ ２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Ｉｎｔ Ｊ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４: ３２３４０７.

[２８] Ｒａｙａｖａｒａｐｕ Ｓꎬ Ｃｏｌｅｙ Ｗꎬ Ｎａｇａｒａｊｕ Ｋ.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

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ｉｓ￣

ｅａｓｅ. Ｃｕｒｒ 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ｌ Ｒｅｐ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４: ２３８~２４３.

[２９] Ｊａｎｇ ＥＨꎬ Ｋｏ ＪＨꎬ Ａｈｎ ＣＷ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ｐｌａｓｍｉｃ ｒｅｔｉｃｕｌ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０ꎬ ８６: ２６７~２７４.

[３０] Ｆｏｎｔａｎａ Ｌ. 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ｌｏｒｉｃ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ｌｉｆｅ.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５:

１４４~１５０.

[３１] Ｔｓｕｔｓｕｍｉ Ａꎬ Ｍｏｔｏｓｈｉｍａ Ｈꎬ Ｋｏｎｄｏ Ｔꎬ ｅｔ ａｌ. Ｃａ￣

ｌｏｒｉｃ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ｔｉｓ￣

ｓｕｅ ｉｎ ｏｂ / ｏｂ ｍｉｃｅ. Ｂｉｏｃｈｅｍ Ｂｉｏｐｈｙｓ Ｒ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０４: ３３９~３４４.

[３２] Ｉｏｎｓ ＬＪꎬ Ｗａｋｅｌｉｎｇ ＬＡꎬ Ｂｏｓｏｍｗｏｒｔｈ Ｈ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ｉｒｔ１ ｏｎ ＤＮＡ ｍｅｔｈｙ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ｅ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ｇ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５: １８３５~１８４９.

[３３] Ｌｉｕ Ｊꎬ Ｙｅｏ ＨＣꎬ Ｏｖｅｒｖｉｋ￣Ｄｏｕｋｉ Ｅꎬ ｅｔ ａｌ. Ｃｈｒｏｎｉ￣

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ｃｕｔｅｌ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ｄ ｒａｔｓ: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ｓ.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１９８５)

２０００ꎬ ８９: ２１~２８.

[３４] Ｂｏ Ｈꎬ Ｚｈａｎｇ Ｙꎬ Ｊｉ ＬＬ.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ｍｉ￣

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 ｉ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ｎ ＮＹ Ａｃａ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２０１: １２１~１２８.

[３５] Ｈｕ Ｆꎬ Ｌｉｕ Ｆ.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ｅｌｌ

Ｓｉｇｎ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３: １５２８~１５３３.

[３６] Ｌｉｕ Ｊꎬ Ｓｈｅｎ Ｗꎬ Ｚｈａｏ Ｂꎬ ｅｔ 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ｍｉｔｏ￣

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ｂ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

ａ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ａｂ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ｅｓｉｔｙ: Ｈｏｐｅ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Ａｄｖ Ｄｒｕｇ Ｄｅｌｉｖ Ｒｅｖꎬ ２００９ꎬ ６１: １３４３~１３５２.

[３７] Ｈａｏ Ｊꎬ Ｓｈｅｎ Ｗꎬ Ｙｕ Ｇ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ｙｒｏｓ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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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良好的水合状态对运动人群的运动能力及其认知

功能至关重要ꎮ 运动后快速恢复体液有利于防止脱水ꎬ 维持

体液平衡ꎬ 促进疲劳恢复ꎬ 增强运动能力ꎮ 运动饮料作为强

有力的运动营养补充剂ꎬ 其成分和配方设计不同ꎬ 实际效果

也有所差异ꎮ 本文对目前应用于运动后体液恢复的运动饮料

的类型、 成分、 效果及机制进行综述ꎬ 以期为运动饮料的研

发提供线索ꎮ

关键词: 运动饮料ꎻ 脱水ꎻ 运动后ꎻ 体液恢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 ｇｏｏｄ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ｒ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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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ꎬ ｓｐｏｒｔｓ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ｈａ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ｍｕｌａｓ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ａｓ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ｃｌｕ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ꎬ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ꎬ ｃｏｍ￣

ｐｏｎｅｎｔｓꎬ ｅｆｆｅ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ꎻ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ꎻ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ꎻ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合理营养有助于运动员和运动健身人群完成科学训练ꎬ

提高运动成绩ꎬ 促进运动后恢复ꎮ 运动员水合状态是其重要

的健康指标之一ꎬ 保持良好的水合状态对于在集训期和比赛

期的运动员十分重要ꎮ 水分缺乏会影响其运动成绩ꎬ 甚至威

胁健康ꎬ 故要在运动前、 中、 后补液ꎬ 减少体液丢失和保证

体液快速恢复ꎮ 运动饮料作为强有力的运动营养补充剂ꎬ 广

泛应用于运动员和运动爱好者ꎮ 运动饮料一般含有 ６％~９％

的碳水化合物ꎬ 适量的钠、 钾、 镁等电解质[１] ꎬ 并有不同的

口味以改善饮料的适口性ꎬ 增加饮用量ꎮ 目前ꎬ 在运动饮料

的研发中ꎬ 除了添加不同类型和浓度的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ꎬ

也通过添加其他营养素以改善其功能[２] ꎮ 如添加不饱和脂肪

酸防止运动引起的氧化损伤[３－４] ꎻ 添加高质量蛋白质或氨基酸

提高肌肉蛋白质合成速率[５] ꎬ 提高运动表现[６] ꎬ 加快身体恢

复[７] ꎻ 此外ꎬ 一些功能性饮料还会添加胶原蛋白、 维生素、

矿物质、 抗氧化剂、 植物提取物、 益生元等物质[８] ꎬ 以期在

皮肤、 心脏健康、 免疫功能和肠道健康等中的作用ꎬ 从而满

足运动人群的不同需求ꎮ 运动饮料在促进运动后恢复方面的

作用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ꎮ 运动后恢复是一个多方面的过程ꎬ

运动后恢复性的营养措施主要为恢复上一场运动造成的体内

营养物质损失ꎬ 以恢复运动能力ꎬ 并平衡身体的营养储备以

提高对运动的适应性ꎬ 所以运动后的营养补充至关重要[９] ꎮ

而补液是其中优化运动员运动表现和保证运动后安全方面的

关键环节[１０] ꎮ 本文将对运动饮料促进运动后体液恢复的作用

及其机制进行综述ꎮ

水合状态对运动人体的重要性

人体内的水分保持动态平衡的状态ꎮ 当机体摄入水过少ꎬ

或者丢失水过多时ꎬ 机体将处于脱水状态ꎮ 在高强度运动下ꎬ

饮水可以提高循环耐力运动的表现[１１] ꎮ 但运动员往往缺乏饮

水的认知ꎬ 在运动中常常出现汗液流失过多的状况ꎬ 导致运

动员在脱水的状态下完成比赛或训练ꎮ 轻度脱水状态 (水分

丢失达体重的 ２％) 即可对机体的生理功能和运动能力产生不

良影响ꎬ 如骨骼肌糖原消耗增加[１２] ꎬ 损害肌肉力量和耐力ꎮ

同时ꎬ 大量运动还会导致一定量的钠、 钾和其他微量元素丢

失ꎮ 在运动期间或之后 ２４ ｈ 内易发生运动性低钠血症[１３] ꎮ 在

长距离运动中单纯摄入纯水或摄入水过多也会使体液中的钠

稀释ꎬ 引发低钠血症ꎬ 从而导致恶心、 力竭和意识丧失等症

状[１４] ꎮ 低水合状态还会影响机体的精细运动、 反应时间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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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功能[１５－１６] ꎮ 因此ꎬ 如果机体以低水合或脱水状态完成运动ꎬ

需要在运动后及时补液ꎮ

运动饮料的补液机制

快速为机体提供足够水分和补充足够能量是运动饮料的两

个特征[１７]ꎮ 饮料成分是影响液体摄入、 胃排空、 小肠吸收、 液

体分布和液体保留的重要因素[１８]ꎮ 饮料的味道、 状态 (是否

含有气体如碳酸饮料) 和温度也会影响运动员的饮用量[１９]ꎮ

钠是细胞外液中的主要阳离子ꎬ 对血浆渗透压的影响很

大ꎮ 它也是汗液中最丰富的电解质ꎬ 体液丢失主要来自细胞

外液ꎮ Ｍａｕｇｈａｎ 等[２０]在早期研究中证明ꎬ 钠浓度与液体保留

率直接相关ꎬ 尿量与所摄入的液体的钠含量成反比ꎻ 钠摄入

引起的血清钠浓度和渗透压浓度的升高会刺激肾水重吸收ꎮ

钾是细胞内液中的主要阳离子ꎬ 在汗液中流失相对较少ꎮ 研

究表明单纯的含钾饮料的液体保留性并不显著[２１] ꎬ 故在运动

后更多关注钠的补充ꎮ 通过摄入含钠的饮料或零食可以刺激口

渴感觉和保留水分ꎬ 从而有助于迅速而完全地恢复体液[２２]ꎮ

碳水化合物是主要的能量物质ꎬ 除此之外还可以刺激小

肠对水分的吸收ꎮ 其主要途径为糖与钠联合转运的同时ꎬ 携

带水分子通过小肠上皮细胞进入血液ꎮ 而碳水化合物的类型

和剂量都会影响静止或运动过程中机体对饮料的吸收率ꎮ 不

同碳水化合物类型的转运机制不同: 葡萄糖、 麦芽糖或一些

低聚糖的转运体为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１[２３] ꎻ 果糖则利用

葡萄糖转运体 ５[２４] ꎬ 为非主动转运过程ꎬ 其吸收速度慢于葡

萄糖ꎬ 因而水分吸收也较慢ꎮ 蔗糖既可以水解为葡萄糖和果

糖ꎬ 也可以利用其自身的二糖转运蛋白[２５] ꎮ 碳水化合物还

会影响饮料的渗透压[２３] ꎬ 而饮料渗透压会影响胃排空的速

度从而影响肠道吸收的速率ꎮ 故目前的运动饮料多通过混合

多种碳水化合物并进行配比ꎬ 以保证运动饮料的适口性和复

水效果ꎮ

目前也有在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基础上添加肽、 氨基酸

或蛋白质的运动饮料ꎮ 氨基酸和蛋白质也可以通过与钠联合

转运ꎬ 增加水在肠道的吸收ꎮ 动物实验证实ꎬ 口服丙氨酰－谷

氨酰胺能够更好地增强水和电解质的肠道吸收ꎬ 且优于单独

的谷氨酰胺或葡萄糖[２６] ꎬ 氨基酸的混合物可以增加电解质吸

收率并降低细胞旁通透性[２７] ꎬ 能更好地恢复血浆体积[２８] ꎮ 此

外ꎬ 蛋白质促进体液恢复的可能机制还包括增加了血浆白蛋

白浓度ꎬ 从而增加血浆渗透压浓度调节抗利尿激素ꎻ 或通过

增加能量密度从而延缓胃排空[２９] ꎻ 也有研究表明运动后摄入

蛋白质可以增加血浆容量的扩张[３０] ꎮ 氨基酸口服补液饮料常

用于临床中治疗腹泻ꎬ 但对某些特定氨基酸或蛋白质饮料在

运动后体液恢复中的详细机制仍需进一步的研究探讨ꎮ

综上ꎬ 运动饮料通过增加电解质来增加机体的保水性ꎬ

通过增加能量密度来延缓胃排空速率从而延缓肠道的吸收ꎬ

导致肾脏对水的重吸收增加ꎬ 尿液减少ꎬ 体液潴留增加ꎮ

不同运动饮料的补液效果

在正常的饮食习惯下ꎬ 人体通常可以在 ８~２４ ｈ 内恢复体

液平衡ꎮ 但是运动员的运动强度和运动量较高ꎬ 运动后的补

液饮料需要快速有效ꎬ 加速运动后的体液恢复ꎬ 才能保证下

一次的训练成绩或比赛成绩不受影响[３１] ꎮ 运动后补液是否有

效ꎬ 取决于液体摄入量和尿液丢失量之间的平衡ꎬ 故运动后

补充的运动饮料其液体保留性至关重要ꎮ

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

Ｓｈｉｒｒｅｆｆｓ 和 Ｍａｕｇｈａｎ[３２]研究表明ꎬ 在运动诱导脱水体重

的 １.８％~２.０％后ꎬ 在 ６０ ｍｉｎ 内补充 １５０％丢失体积的含有 ０、

２５、 ５０ 或 １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钠的饮料ꎬ ６ ｈ 恢复期结束时ꎬ 补充含

５０ ｍｍｏｌ / Ｌ 钠的电解质饮料组钠平衡基本恢复ꎬ 含 １００

ｍｍｏｌ / Ｌ 钠的电解质饮料组体液和钠的水平都达到正平衡状

态ꎬ 而摄入低钠或无钠饮料的在 ６ ｈ 恢复期结束还处于负平

衡的状态ꎮ

不同浓度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在恢复体液平衡上效果不

同ꎮ 在运动脱水体重的 ２％后 ３０ ｍｉｎ 内补充 １５０％丢失体积含

有 ２５ ｍｍｏｌ / Ｌ Ｎａ (＋) 和 ０、 ２％或 １０％葡萄糖的饮料ꎬ 补液

后 ６ ｈ含 １０％葡萄糖的饮料的液体保留率最高 [ (４６±５)％]ꎬ

２％葡萄糖饮料的液体保留率为 (４０±１４)％ꎬ 两者均显著高于

无糖饮料 [ (２７±１３)％ꎬ Ｐ<０.０５) ]ꎬ 表明高渗性饮料有利

于运动后体液恢复[３３] ꎮ 另一研究显示ꎬ 在恢复期间ꎬ １０％葡

萄糖饮料在第 ６０ 和 １２０ 分钟时血浆渗透压较大ꎬ 血浆体积较

小 (小于 ２％葡萄糖饮料ꎬ Ｐ<０.０１)ꎻ 而在第 ４ 小时ꎬ １０％葡

萄糖饮料的液体保留率更高 (６４％)ꎮ 运动后 １２０ ｍｉｎ 的胃采

样结果显示ꎬ ２％葡萄糖饮料组有 ０.３％的饮料残留ꎬ 而 １０％

葡萄糖组残留量为 ４２.１％ (Ｐ<０.００１) [３４] ꎮ 表明高渗饮料的

高液体保留性主要是因其降低了胃排空速率ꎬ 且与脱水期的

运动强度无关[３５] ꎮ

不同类型的碳水化合物也会影响液体保留ꎬ 主要在于甜

度和渗透压的改变ꎮ 果糖的甜度和渗透压高ꎬ 转运速度慢ꎬ

果糖与葡萄糖配制可以增加单一葡萄糖对水和电解质的吸

收[３６] ꎮ 麦芽糖的甜度较低ꎬ 会增加运动饮料的适口性ꎮ 异麦

芽酮糖是一种慢速氧化的低聚糖ꎬ 通过 α－１ꎬ ６－糖苷键连接

葡萄糖和果糖ꎮ 研究显示 ６.５％的异麦芽酮糖电解质饮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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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异麦芽酮糖电解质饮料能更好地促进运动后 ２ ｈ 的体液恢

复[３７] ꎬ 但摄入异麦芽酮糖也会加剧胃肠道不适[３８] ꎮ 低聚糖不

易吸收而能量密度低的特性ꎬ 多用于延长耐力运动中的糖供

应ꎬ 故仅作为运动饮料的辅助成分ꎮ 蜂蜜作为碳水化合物的

来源之一ꎬ 其补液效果也值得探讨ꎮ 一项研究中 １０ 名受试者

以 ６５％最大摄氧量强度跑步 ６０ ｍｉｎꎬ 脱水 １.５％左右体质量ꎬ

在运动后第 ０、 ３０、 ６０分钟分别补充 ６０％、 ５０％、 ４０％体质量

丢失体积的槐花蜂蜜饮料 (蜂蜜含量 ６.８％) 或纯水ꎬ 在补液

后 ６０ ｍｉｎ时ꎬ 蜂蜜饮料组的血浆渗透压显著高于纯水组ꎬ 并能

够改善葡萄糖代谢[３９]ꎮ 槐花蜂蜜含有 ３１.２％的果糖、 ２２.９％的

葡萄糖、 ３.３％的麦芽糖和 ９.９％的蔗糖ꎬ 还含有少量钠ꎬ 表明

不同类型糖的混合物对运动员的体液和糖原恢复也有积极作

用ꎮ 运动后补充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可以显著提高液体保

留率ꎬ 并有助于肌糖原的恢复ꎮ 不同碳水化合物会影响胃排

空和肌糖原补充的速率ꎮ 对于长时间的体育锻炼 (>２ ｈ)ꎬ 运

动员可选择任一种类型的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ꎬ 以加速恢

复体液和糖原ꎮ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饮料

蛋白质对增加运动后肌肉蛋白质合成有积极的作用ꎬ 在

促进运动后的糖原再合成、 减少运动后肌肉酸痛 /功能损失上

也有较大优势ꎮ 此外ꎬ 含有蛋白质的运动饮料也可以促进体

液恢复ꎮ

Ｓｅｉｆｅｒｔ 等[４０]研究显示ꎬ 运动脱水 ２.５％体质量后ꎬ 在 ３ ｈ

恢复期末ꎬ 补充 ６％碳水化合物添加 １.５％乳清蛋白饮料的液

体保留率比 ６％碳水化合物的饮料高 １５％、 比水高 ４０％ꎮ 但

其可能是由于饮料的能量密度不同ꎬ 导致排空速率不同的结

果ꎮ 在保证能量密度、 钠、 钾和脂肪含量匹配的条件下ꎬ

Ｊａｍｅｓ 等[４１－４４]研究显示ꎬ ４％碳水化合物添加 ２.０％~２.５％的

牛奶蛋白 /乳清蛋白饮料在 ４ ｈ 恢复期末的液体保留率达到

５５％~６４％ꎬ 显著高于同等能量密度的碳水化合物饮料ꎬ 并且

在 ４ ｈ 末基本达到正体液平衡ꎮ 但添加蛋白质含量达到 ４％的

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并没有增加液体保留的效果ꎮ

Ｌｉ 等[４５－４６]研究以酪蛋白和乳清蛋白为基础的运动饮料ꎬ

结果显示乳清蛋白在液体保留的效果优于酪蛋白ꎬ 且添加了

２.２％乳清蛋白的运动饮料在 ４ ｈ 恢复期末的液体保留率最

高ꎬ 达到 ５５.４％ꎻ 而与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相比ꎬ 受试者

补充添加了乳清蛋白的运动饮料后的尿比重和尿渗透压恢复

更快ꎮ

综上ꎬ 添加蛋白质的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对运动后的

液体保留效果较单独的碳水化合物补充更好ꎮ 添加 ２％左右的

蛋白质其液体保留率可达到 ５０％以上ꎬ 且能够加速体液平衡

的恢复ꎬ 其中牛奶蛋白的补液效果已有较好验证ꎮ 而含有大

豆、 坚果、 谷物蛋白的饮料是素食者的主要选择ꎬ 但其蛋白

质量较牛奶蛋白低ꎬ 吸收差[４７] ꎬ 在运动后补液上的效果还鲜

有研究ꎮ 但也有研究表明ꎬ 与蛋白质的类型相比ꎬ 运动后恢

复中蛋白质的含量和摄入的总能量更为重要[４８] ꎮ

碳水化合物＋氨基酸 /肽饮料

氨基酸作为促进肌肉蛋白合成的运动补剂ꎬ 单独摄取支

链氨基酸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ｃｈａｉ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ꎬ ＢＣＡＡ) 可以在运动

后刺激雷帕霉素复合物 １ 信号传导的磷酸化[４９] ꎬ 在增加肌肉

蛋白质合成上有良好的作用[５０] ꎮ Ｔａｉ 等[５１] 探讨 ＢＣＡＡ＋电解

质饮料在运动后补液中的应用显示ꎬ 经常运动的青年男女受试

者通过运动和蒸桑拿脱水体质量的 ２％ꎬ 在脱水结束后的１ ｈ内

补充丢失体质量 １５０％的 ＢＣＡＡ ＋电解质饮料 (０.２５ ｇ / ｋｇ

ＢＣＡＡ)、 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或甜味水ꎬ 第一次补充 ３０％~

３５％总体积的测试饮料ꎬ 剩余体积补充纯净水ꎬ 均分为 ３ 等

分ꎬ 每 １５ 分钟补充 １ 次ꎬ 这种补充方式似乎更符合运动员的

日常习惯ꎬ 在恢复期 ３ ｈ 后ꎬ ＢＣＡＡ＋电解质饮料的液体保留

率略高于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 [ (４３.５±１７.１)％比 (４０.８±

１７.１)％]ꎬ 但 ＢＣＡＡ＋电解质饮料的尿比重在恢复期末恢复基

线水平ꎬ 且尿量较另外两组少ꎬ 表明 ＢＣＡＡ＋电解质饮料可以

提高细胞补液的速度ꎮ

肽是由两个及以上氨基酸脱水缩合的物质ꎬ 因氨基酸的

种类、 序列和分子量大小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健康效应[５２] ꎬ 且

认为二肽和 /或三肽吸收更快[５３] ꎮ 有研究表明ꎬ 丙氨酰－谷氨

酰胺二肽可以调节抗利尿激素ꎬ 有助于增加水和电解质的恢

复ꎬ 延缓疲劳[５４] ꎮ 添加肽的运动饮料在跑步、 足球和篮球等

长时间的耐力运动中都有改善运动员运动表现和反应能力的

效果[５５－５７] ꎮ 关于肽饮料在运动后补液的效果有待研究ꎮ

牛奶

牛奶因含有 ５％左右的碳水化合物以及 ３％左右的蛋白质ꎬ

还有少量的电解质ꎬ 是天然的蛋白质饮料ꎮ Ｓｈｉｒｒｅｆｆｓ 等[５８] 研

究表明ꎬ 牛奶可以作为有效的运动后补液饮料ꎮ 运动脱水后

分别补充 １５０％丢失体质量的牛奶、 牛奶＋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钠、 碳

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和水ꎬ 牛奶和牛奶＋２０ ｍｍｏｌ / Ｌ 钠在 ４ ｈ

恢复期结束时的体液保留率分别达到 (６９±１０)％和 (７２±

４)％ꎬ 两者明显高于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和水ꎬ 且达到了

正体液平衡ꎮ Ｓｅｅｒｙ 和 Ｊａｋｅｍａｎ[５９] 通过计量补液后 (前 ３０

ｍｉｎ 摄入 １０００ ｍｌꎬ 之后每 ３０ 分钟摄入 ５００ ｍｌ 至丢失体质量

１５０％体积的复水饮料)ꎬ 观察 ５ ｈ 恢复期内各组间的体液平

衡水平ꎬ 与水和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相比ꎬ 只有牛奶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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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期第 ５ 小时达到体液正平衡ꎬ 液体保留率为 (７１±４)％ꎮ

豆浆和牛奶的能量、 营养素分布相似ꎬ 属于植物蛋白ꎮ

Ｄｅｓｂｒｏｗ 等[６０]探讨了牛奶、 豆奶、 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和

一种高能量运动奶粉的补液效果ꎬ １５ 名有运动习惯的男性运

动脱水后ꎬ 分 ４ 次补充液体丢失量 １５０％的上述饮料ꎬ 结果显

示补液后 ４ ｈꎬ 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膳食补充剂的液体保留率

最高 (６５.１％)ꎬ 豆浆 (４６.９％) 与牛奶相似 (４０.０％)ꎬ 碳

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最低 (１６.６％)ꎮ 表明蛋白质的来源可能

不是影响液体保留的主要因素ꎬ 但豆浆的适口性最差ꎮ

综上ꎬ 牛奶可以作为快速补液的 “天然运动饮料”ꎬ 在补

液后 ３~５ ｈ 的恢复期就可以基本恢复体液平衡ꎬ 对于乳糖不

耐受者ꎬ 可以选择豆奶替代ꎮ 但与运动饮料相比ꎬ 牛奶和其

他乳类饮料的适口性较差ꎬ 且饱腹感更强ꎬ 这可能导致在实

际应用时运动员较少选择奶类在运动后补充ꎮ

天然植物饮料

近年人们担心运动饮料中碳水化合物对体质量的影响ꎬ

而希望用天然水替代饮料的作用ꎮ 新鲜的椰子水中含有丰富

的钾ꎬ 以及少量钠、 氯和碳水化合物ꎬ 且具有抗氧化活

性[６１] ꎮ 研究显示 １２ 名有运动习惯的男性经过 ６０ ｍｉｎ 运动后ꎬ

在 １ ｈ 内补充丢失体质量 １２５％体积的复水饮料ꎬ ３ ｈ 恢复期

后ꎬ 天然椰子水、 浓缩椰汁和碳水化合物电解质运动饮料的

液体保留效果相似ꎬ 均高于纯净水ꎬ 但在液体平衡上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６２] ꎮ Ｐéｒｅｚ￣Ｉｄáｒｒａｇａ 和 Ａｒａｇóｎ￣Ｖａｒｇａｓ[２１] 的研究

结果同样证明ꎬ 新鲜椰子水 [钾 (７１.１±２２.５) ｍｍｏｌ / Ｌ] 和

富含钾的饮料 [钾 (５０.２±０.２) ｍｍｏｌ / Ｌ] 的补液功效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ꎬ 在恢复期 ３ ｈ 末的液体保留率分别为 (６５.９±

１５.４)％和 (６２.５±１５.４)％ꎬ 但略低于运动饮料ꎮ

北美地区有一种天然的植物源饮料—枫树水ꎬ 其中存在

多酚化合物、 益生元、 电解质等ꎮ Ｍａｔｉａｓ 等[６３]尝试将其作为

天然的运动饮料ꎬ ２６ 名健康活跃的大学生 (男女各 １３ 名)

运动脱水 ２％体质量ꎬ 在运动后 ３０ ｍｉｎ 内定量给予 １ Ｌ 枫树水

或枫木味饮料ꎬ 分为 ４ 等份 (２５０ ｍｌ) 快速补充后观察 ２ ｈ

内的复水情况ꎬ 结果显示枫树水在补液后 ０.５ ｈ 抗氧化活性最

高ꎬ 但枫树水和枫木味饮料的补液效果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且女性较男性的体液恢复慢ꎮ 枫树水的钠含量较低可能是其

补液相对不足的原因ꎬ 且给定绝对体积的补液饮料也可能是

影响其研究结果的原因之一ꎮ

总的来说ꎬ 由于天然植物类饮料中的碳水化合物和电解

质成分不同ꎬ 有一定的补液效果ꎬ 且适口性和耐受性较好ꎬ

可作为一类安全有效的复水饮料ꎮ 其中存在的一些天然的活

性成分还可以增加人体的抗氧化能力ꎬ 对运动后的氧化应激

存在潜在效应ꎮ

深海矿泉水

深海是生物起源的可能场所ꎬ 故认为深海中矿泉水的成

分对人体有益ꎮ 深海矿泉水的矿物质成分与地表水有很大的

不同ꎬ 通常含有大量的钠、 钾、 氯、 镁ꎬ 还存在 ７０ 多种微量

元素ꎬ 尤其是铷的含量远高于淡水ꎮ 研究表明西太平洋地区

的深海矿泉水可以促进青年和中年男性在运动脱水后的疲劳

恢复[６４] ꎬ 减弱运动引起的氧化损伤[６５] ꎮ Ｋｅｅｎ 等[６６] 对比了

ＫｏｎａＤｅｅｐ®深海矿泉水、 佳得乐运动饮料和 Ａｒｒｏｗｈｅａｄ 山泉

水 (泉水) 的复水作用ꎮ 与佳得乐和山泉水相比ꎬ 深海矿泉

水组可以提高快速复水速率ꎬ 对运动脱水后的体液恢复有积

极的影响ꎮ 补充深海矿泉水后男性和女性在整体补液效果上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但与其他两组相比ꎬ 深海矿泉水组的唾

液渗透压恢复速率更快[６７] ꎮ

综上ꎬ 深海矿泉水中不同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协同作用

可能有助于提高人体的体液恢复速率和抗氧化能力ꎬ 对这类

天然水的液体保留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ꎮ

功能性饮料

常见的功能性饮料ꎬ 除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外ꎬ 还会添

加咖啡因、 抗氧化剂、 牛磺酸、 不饱和脂肪酸等物质ꎬ 其中

与体液恢复相关的主要物质是咖啡因—潜在的利尿剂ꎮ 咖啡

因会增加耐力和抗疲劳性[６８－６９] ꎬ 故常用于训练前后ꎮ 但目前

的研究表明ꎬ 对于长时间大强度的运动ꎬ 在运动前摄入咖啡

因不会影响脱水和电解质平衡[７０] ꎮ 另有研究表明ꎬ 摄入 ０ ~

４００ ｍｇ / Ｌ 咖啡因的复水饮料对体内液体保留均无影响[７１] ꎮ

尤其对于有咖啡饮用习惯的运动人群来说ꎬ 其可能造成体液

丢失的概率更小ꎮ 故在运动后适度摄入含咖啡因的饮料不会

影响运动后体水的恢复[７１] ꎮ

小结与展望

能量密度、 碳水化合物的转运途径和钠的液体滞留性可

能是运动饮料达到液体保留效果的途径ꎮ 除了已确定的碳水

化合物和电解质成分以外ꎬ 蛋白类补充剂和天然物质也被开

发和利用ꎮ 其中ꎬ 蛋白质的补液效果较为显著ꎬ 通过添加 ２％

左右的乳清蛋白可以加强碳水化合物电解质饮料的补液效果ꎮ

而对于碳水化合物＋氨基酸 /肽饮料也有促进补液速率的趋势ꎬ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以探讨其液体保留效果ꎬ 特别是不同来源

的肽与碳水化合物电解质组成的运动饮料对运动后补液的效

果ꎮ 另外ꎬ 许多动植物蛋白经过酶解得到的生物活性肽ꎬ 含

有不同类型的氨基酸和肽段ꎬ 这类聚合物对运动后恢复及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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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保留的作用也值得探讨ꎮ 利用动物和植物中的有效功能成

分ꎬ 开发适用于不同运动人群的安全可靠的运动饮料ꎬ 有望

在满足运动员和运动人群需要的同时ꎬ 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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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０１５－１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４９ / ＭＳＳ.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６.

[２４] Ｐａｔｅｌ Ｃꎬ Ｄｏｕａｒｄ Ｖꎬ Ｙｕ 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ꎬ ｍｅ￣

ｔａｂｏｌ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ｓｏｍａｌ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 Ｊ ] . ＦＡＳＥＢ Ｊ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９

(９): ４０４６－４０５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６ / ｆｊ. １５－２７２１９５.

[２５] Ｍｅｙｅｒ Ｈꎬ Ｖｉｔａｖｓｋａ Ｏꎬ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 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ｕｃｒ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Ｊ] . Ｊ Ｃｅｌｌ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２４

(Ｐｔ １２): １９８４－１９９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４２ / ｊｃｓ. ０８２０２４.

[２６] Ｌｉｍａ ＡＡꎬ Ｃａｒｖａｌｈｏ ＧＨꎬ Ｆｉｇｕｅｉｒｅｄｏ ＡＡ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ｎ ａｌａｎｙ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ｂａｓｅｄ ｏｒａｌ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

ｔｒ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ｒａ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ｅｃｒｅｔｏｒｙ ｄｉａｒｒｈｅａ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ｃｈｏｌｅｒａ ｔｏｘｉｎ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２ꎬ １８ (６): ４５８－４６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ｓ０８９９－

９００７ (０２) ００７７５－ｘ.

[２７] Ｙｉｎ Ｌꎬ Ｖｉｊａｙｇｏｐａｌ Ｐꎬ Ｍｅｎｏｎ 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ｍｉｘｔｕｒ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ｅｓ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ｕｃｅ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ｏｘｉｃｉ￣

ｔｙ [Ｊ] . Ｈｅａｌｔｈ Ｐｈｙ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０６ (６): ７３４－７４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９７ / ＨＰ. 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

[２８] Ｃｈｅｕｖｒｏｎｔ ＳＮꎬ Ｋｅｎｅｆｉｃｋ ＲＷꎬ Ｃｈａｒｋｏｕｄｉａｎ 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ｏｒ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ｉ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ｒａｌ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ｇｏａｌｓ ａｆｔｅｒ ａ￣

ｃｕｔｅ ｈｙｐｅｒｔｏｎｉｃ ａｎｄ ｉｓｏｔｏｎｉｃ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ＰＥＮ Ｊ Ｐａｒｅｎ￣

ｔｅｒ Ｅｎｔｅｒａｌ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２ ( ７): １１８５ － １１９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ｊｐｅｎ. １１４２.

[２９] Ｈｏｂｓｏｎ Ｒꎬ Ｊａｍｅｓ Ｌ.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ｔｏ ａ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ｄｒｉｎｋ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ｐｏｓｔ￣ｅｘ￣

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３ (１): ７７－

８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２６４０４１４. ２０１４. ９２５５７０.

[３０] Ｇｏｔｏ Ｍꎬ Ｏｋａｚａｋｉ Ｋꎬ Ｋａｍｉｊｏ 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５－ｄａｙ ａｅｒｏｂｉ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ｐｌａｓｍａ ｖｏｌｕｍ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 Ｊ ] .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 １９８５ )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０９ (４): １２４７ － １２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５２ / ｊａｐｐｌｐｈｙｓｉｏｌ.

００５７７. ２０１０.

[３１] Ｓａｗｋａ ＭＮꎬ Ｂｕｒｋｅ ＬＭꎬ Ｅｉｃｈｎｅｒ ＥＲꎬ ｅｔ ａｌ. Ａｍｅｒ￣

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 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 ２００７ꎬ ３９

(２): ３７７－３９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２４９ / ｍｓｓ. ０ｂ０１３ｅ３１８０２ｃａ５９７.

[３２] Ｓｈｉｒｒｅｆｆｓ ＳＭꎬ Ｍａｕｇｈａｎ ＲＪ.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ｄｉｕｍ ｌｏｓｓｅｓ [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１９９８ꎬ ２７４

(５): Ｆ８６８ －Ｆ８７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５２ / ａｊｐｒｅｎａｌ. １９９８. ２７４. ５.

Ｆ８６８.

[３３] Ｅｖａｎｓ ＧＨꎬ Ｓｈｉｒｒｅｆｆｓ ＳＭꎬ Ｍａｕｇｈａｎ ＲＪ. Ｐｏｓｔｅｘ￣

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ｓｍｏｌ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

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ｄｒｉｎｋｓ [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５ (９): ９０５－９１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ｎｕｔ. ２００８. １２. ０１４.

[３４]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ＤＪꎬ Ｅｖａｎｓ ＧＨꎬ Ｊａｍｅｓ ＬＪ.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ｒｉｎｋ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ｎ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ꎬ ｒｅ￣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 ｆｌｕｉ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４ (１): ７９－８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ｎｅｍ. ２０１３－００２４.

[ ３５ ] Ｅｖａｎｓ ＧＨ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Ｐꎬ Ｓｈｉｒｒｅｆｆｓ Ｓ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ｇａｓｔｒｉｃ ｅｍｐｔｙ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６ (２): １２８－１３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ｎｅｍ. ２０１５－０１１０.

[３６] Ｓｈｉ Ｘꎬ Ｐａｓｓｅ ＤＨ.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ｓｍａｌｌ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０ꎬ ２０ (５): ４２７ － ４４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ｎｅｍ. ２０. ５. ４２７.

[３７] Ａｍａｎｏ Ｔꎬ Ｓｕｇｉｙａｍａ Ｙꎬ Ｏｋｕｍｕｒ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ｓｏｍａｌｔｕｌｏｓｅ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ｔ ｌｏ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Ｊ] . Ｅｘ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０４ (１０): １４９４－１５０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１３ / ＥＰ０８７８４３.

[３８] Ｏｏｓｔｈｕｙｓｅ Ｔꎬ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Ｍꎬ Ｍｉｌｌｅｎ ＡＭ. Ｉｎｇｅｓｔｉｎｇ

ｉｓｏｍａｌｔｕｌｏｓ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ｆｒｕｃｔｏｓｅ￣ｍａｌｔｏｄｅｘｔｒ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ｈｅａｖ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ｍｐａｉｒｓ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ｃｏｍｆｏｒｔ ａｎｄ ｃｙｃｌ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Ｉｎｔ Ｊ

３２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５ (５): ４２７ － ４３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ｎｅｍ. ２０１４－０１７８.

[３９] Ａｈｍａｄ ＮＳꎬ Ｏｏｉ ＦＫꎬ Ｓａａｔ ＩＭ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ｈｏｎｅｙ ｄｒｉｎｋ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ｌｏｏｄ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 Ｊ] . Ａｓｉａｎ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６ (３): ｅ２４０４４. ＤＯＩ: １０. ５８１２ / ａｓｊｓｍ.

２４０４４.

[４０] Ｓｅｉｆｅｒｔ Ｊꎬ Ｈａｒｍｏｎ Ｊꎬ Ｄｅｃｌｅｒｃｑ Ｐ.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ａ ｓｐｏｒｔｓ ｄｒｉｎｋ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ｆｌｕｉ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６ (４): ４２０－４２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

ｎｅｍ. １６. ４. ４２０.

[４１] Ｊａｍｅｓ ＬＪꎬ Ｃｌａｙｔｏｎ Ｄꎬ Ｅｖａｎｓ ＧＨ.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ｕｍ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Ｊ]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０５

(３): ３９３.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３６ / ｂｊｓｍ. ２０１０. ０７８９７２. ７１.

[４２] Ｊａｍｅｓ ＬＪꎬ Ｇｉｎｇｅｌｌ Ｒꎬ Ｅｖａｎｓ ＧＨ.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ｓ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 Ｊ] . Ｊ Ａｔｈｌ Ｔｒａｉｎꎬ ２０１２ꎬ

４７ (１): ６１－６６. ＤＯＩ: １０. ４０８５ / １０６２－６０５０－４７. １. ６１.

[４３] Ｊａｍｅｓ ＬＪꎬ Ｅｖａｎｓ ＧＨꎬ Ｍａｄｉｎ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ｋ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ｇｅｓ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Ｊ] .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１０ (７): １２８５ － １２９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７ /

Ｓ０００７１１４５１３０００５３６.

[４４] Ｊａｍｅｓ ＬＪꎬ Ｍａｔｔｉｎ Ｌꎬ Ａｌｄｉｓｓ Ｐ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ｏｎ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Ｊ] .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６ (５): １２１７－１２２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００７２６－

０１４－１６８０－８.

[４５] Ｌｉ Ｌꎬ Ｓｕｎ ＦＨꎬ Ｈｕａｎｇ ＷＹ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ｄｒｉｎｋｓ ｏｎ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ｕｒ Ｊ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８ꎬ １８ (５): ６８５－６９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７４６１３９１. ２０１８. １４４２４９９.

[４６] Ｌｉ Ｌꎬ Ｗｏｎｇ ＳＨꎬ Ｓｕｎ Ｆ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Ｊ] . Ｊ Ｅｘｅｒｃ Ｓｃｉ Ｆｉ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３ (１): ８－１５.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６ / ｊ. ｊｅｓｆ. ２０１４. １１. ００１.

[４７] Ｖａｎｇａ ＳＫꎬ Ｒａｇｈａｖａｎ Ｖ. Ｈｏｗ ｗｅｌｌ ｄｏ ｐｌａ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ｆａｒ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ｃｏｗ’ｓ ｍｉｌｋ? [Ｊ] . Ｊ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５ (１): １０－２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７ /

ｓ１３１９７－０１７－２９１５－ｙ.

[４８] Ｕｐｓｈａｗ ＡＵꎬ Ｗｏｎｇ ＴＳꎬ Ｂａｎｄｅｇａｎ 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ｙ￣

ｃｌ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ｔｒｉ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４ ｈｏｕ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ｇｌｙｃｏｇｅｎ￣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ｎｏｎｄａｉｒｙ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ｈｏｃｏｌａｔｅ ｍｉｌｋ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６ꎬ ２６ ( １ ): ６５ － ７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ｎｅｍ.

２０１５－００５６.

[４９]Ｊａｃｋｍａｎ ＳＲꎬ Ｗｉｔａｒｄ ＯＣꎬ Ｐｈｉｌｐ Ａ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ｃｈａｉ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７ꎬ ８: ３９０.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８９ / ｆｐｈｙｓ. ２０１７.

００３９０.

[５０] Ｈｅｃｔｏｒ ＡＪ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Ｓ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ｅｉｇｈｔ ｌｏｓｓ ｉｎ ｅｌｉ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８ (２): １７０－１７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２３ / ｉｊｓｎｅｍ. ２０１７－０２７３.

[５１] Ｔａｉ ＣＹꎬ Ｊｏｙ ＪＭꎬ Ｆａｌｃｏｎｅ ＰＨ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ａｎｄ ｆｌａｖｏｒ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ｅｖｅｒａ￣

ｇｅｓ [Ｊ] . Ｎｕｔｒ 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３: ４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６ / １４７５－２８９１－

１３－４７.

[５２] Ｈａｊｆａｔｈａｌｉａｎ Ｍꎬ Ｇｈｅｌｉｃｈｉ Ｓꎬ Ｇａｒｃｉａ￣Ｍｏｒｅｎｏ ＰＪꎬ

ｅｔ ａｌ. Ｐｅｐｔｉｄ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ｂｉｏ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ꎬ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ꎬ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８ꎬ ５８ (１８):

３０９７－３１２９.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０４０８３９８. ２０１７. １３５２５６４.

[５３] Ｍｏｒｉｆｕｊｉ Ｍꎬ Ｉｓｈｉｚａｋａ Ｍꎬ Ｂａｂａ Ｓ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

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ꎬ ｄｉｐｅｐｔｉｄｅｓꎬ ａｎｄ ｉｎ￣

ｓｕｌ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Ｊ] . Ｊ Ａｇｒｉｃ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８ (１５): ８７８８－８７９７.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２１ / ｊｆ１０１９１２ｎ.

[５４]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ＪＲꎬ Ｒａｔａｍｅｓｓ ＮＡꎬ Ｋａｎ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ｘ￣

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Ｌ￣ａｌａｎｙｌ￣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ｉｎｇｅｓｔ￣

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Ｊ] . Ｊ Ｉｎｔ

Ｓｏｃ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０ꎬ ７ (１): ８.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６/ １５５０－２７８３－

７－８.

[５５]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ＪＲꎬ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ＤＲꎬ Ｅｍｅｒｓｏｎ Ｎ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ｌａｎｙｌ￣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ｂａｓｋｅｔｂａｌｌ ｇａｍｅ [ Ｊ] . Ｊ Ｉｎｔ Ｓｏｃ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９ (１): ４.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８６ / １５５０－２７８３－９－４.

[５６] Ｐｒｕｎａ ＧＪꎬ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ＪＲꎬ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ＷＰ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ｃｕｔｅ Ｌ￣ａｌａｎｙｌ￣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ｉｍ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Ｊ] . Ｅｕｒ Ｊ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６ (１): ７２－７９. ＤＯＩ:

４２



１０. １０８０ / １７４６１３９１. ２０１４. ９６９３２５.

[５７] Ｍｃｃｏｒｍａｃｋ ＷＰꎬ Ｈｏｆｆｍａｎ ＪＲꎬ Ｐｒｕｎａ Ｇ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ｌａｎｙｌ￣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ｏｎｅ￣ｈｏｕｒ ｒｕｎ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 (６): ４８８－４９６.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８０ / ０７３１ ５７２４. ２０１５. １００９１９３.

[５８] Ｓｈｉｒｒｅｆｆｓ ＳＭꎬ Ｗａｔｓｏｎ Ｐꎬ Ｍａｕｇｈａｎ ＲＪ. Ｍｉｌｋ ａｓ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ｎｋ [Ｊ] .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７ꎬ

９８ (１): １７３－１８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７ / Ｓ０００７１１４５０７６９５５４３.

[５９] Ｓｅｅｒｙ Ｓꎬ Ｊａｋｅｍａｎ Ｐ. Ａ ｍｅ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ｍｉｌｋ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ｅｓ ｗｈｏｌｅ￣

ｂｏｄｙ ｎｅｔ ｆｌｕｉ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ｒ ｗａｔｅｒ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Ｊ] .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１６ (６): １０１３－１０２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１７ / Ｓ０００７１１４５１６００２９０７.

[６０] Ｄｅｓｂｒｏｗ Ｂꎬ Ｊａｎｓｅｎ Ｓꎬ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Ａꎬ ｅｔ ａｌ. 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ｉｌｋ￣ｂａｓｅｄ ｄｒｉｎｋｓ ｔｏ

ａ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ｌｙｔｅ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 Ｊ] .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９ (１２): １３６６－１３７２. ＤＯＩ: １０. １１３９ / ａｐｎｍ－

２０１４－０１７４.

[６１] Ｍａｎｔｅｎａ ＳＫꎬ Ｊａｇａｄｉｓｈꎬ Ｂａｄｄｕｒｉ ＳＲꎬ ｅｔ ａｌ.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ｃｏｓ ｎｕｃｉｆｅｒａ

Ｌｉｎｎ. ｗａｔｅｒ [Ｊ] . Ｎａｈｒｕｎｇꎬ ２００３ꎬ ４７ (２): １２６－１３１. ＤＯＩ:

１０. １００２ / ｆｏｏｄ. ２００３９００２３.

[ ６２ ] Ｋａｌｍａｎ ＤＳꎬ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Ｓꎬ Ｋｒｉｅｇｅｒ ＤＲꎬ ｅｔ 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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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益生菌改善运动应激及其机制研究进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夏亚丽１ꎬ２ 　 伊木清１ꎬ２

１. 上海体育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８ꎻ ２.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ꎬ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重点实验室ꎬ

国家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

　 　 摘要: 长时间、 大强度运动可引发机体包括心肺、 胃肠

道、 骨骼肌、 神经内分泌系统等在内的多器官的应激反应ꎬ

影响其物质能量代谢、 免疫、 氧化应激和内分泌等功能ꎬ 从

而降低运动机能ꎮ 益生菌作为一种天然、 安全、 方便的营养

补充剂ꎬ 是近年来生物医学健康领域的研究热点ꎮ 大量研究

表明ꎬ 补充益生菌通过脑－肠轴和肌－肠轴改善机体健康ꎬ 也

可能改善运动机体的应激反应和运动机能ꎮ 本文综述补充益

生菌对运动机体物质能量代谢、 肠道屏障、 免疫、 氧化应激、

神经内分泌功能和健康状态的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进展ꎮ

关键词: 益生菌ꎻ 运动应激ꎻ 运动能力ꎻ 肌－肠轴ꎻ 脑－

肠轴

人体的肠道菌群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ꎬ ＧＭ) 是由数以万亿

计细菌共同构成的复杂群落ꎬ 通过脑－肠轴和肌－肠轴调节宿

主多种生理过程ꎬ 影响机体的物质能量代谢、 免疫及下丘脑－

垂体－肾上腺轴 (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ｐｉｔｕ￣ｉｔａｒｙ￣ａｄｒｅｎａｌ ａｘｉｓꎬ ＨＰＡ

ａｘｉｓ) 等功能[１] ꎮ 肠道菌群失调将影响上述功能而导致消化

吸收与代谢障碍、 炎症、 自主免疫性疾病以及神经内分泌功

能受损等 (图 １) [１] ꎮ 因此ꎬ 人体胃肠道微生物的组成已成为

评价机体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图 １　 肠道菌群的作用与作用机制 (选自文献[２] )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 ＦＡＯ) 和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将益生菌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定义为 “在适当剂量下给宿

主带来健康益处的活微生物” [３] ꎮ 益生菌作为一种天然、 安

全、 方便的营养补充剂ꎬ 通过调节肠道菌群稳态ꎬ 对宿主产

生健康有益效应ꎮ 研究表明: 益生菌具有改善乳糖不耐受、

预防肠道感染、 调节免疫机能、 降低血清胆固醇、 抗肿瘤和

调节骨量等作用[４－９] ꎮ 运动机体补充益生菌可缓解因大强度运

动引发的氧化应激、 炎症反应以及物质能量代谢失衡等应激

反应ꎬ 这可能是改善运动员整体健康水平和运动能力的一种

重要 “治疗” 方法[１０]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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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ｔａ、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ｇｕｔ￣ｍｕｓｃｌｅ ａｘｉｓ、 ｇｕｔ￣ｂｒａｉｎ

ａｘｉ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等关键词相互组

合ꎬ 于 ＭＥＤＬＩＮＥ、 ＥＭＢＡＳＥ 和 ＳＣＩ 等数据库中进行了文献

的检索及引用文献的追踪ꎬ 并就补充益生菌对运动机体物质

能量代谢、 肠道屏障、 免疫机能、 氧化应激、 神经内分泌系

统功能和健康状态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综述ꎮ

１　 益生菌对运动机体物质能量代谢的影响

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是维持人体宿主健康状态的基石ꎬ

其不仅决定了从食物中获得营养和能量的有效性ꎬ 而且产生

大量代谢产物ꎬ 调节宿主的新陈代谢ꎮ

肠道菌群作用于骨骼肌代谢ꎬ 是论证肌－肠轴存在的形式

之一ꎮ 分析运动员和久坐人群的肠道微生物群代谢表型及功

能元基因组ꎬ 发现在运动员中与增强肌肉功能有关的碳水化

合物、 氨基酸代谢以及粪便代谢物短链脂肪酸 ( ｓｈｏｒｔ ｃｈａｉｎ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ꎬ ＳＣＦＡｓ) 都相对增加[１１] ꎮ Ｚｈａｏ 等[１２] 基于非靶向

代谢组学和 １６Ｓ ｒＤＮＡ 测序分析方法ꎬ 对半程马拉松运动员

的粪便代谢产物与微生物结构进行综合分析ꎬ 结果显示ꎬ 长

距离耐力跑可引起肠道环境中某些微生物群 (如科氏杆菌科)

的丰度及 ４０ 种粪便代谢物产生显著变化ꎬ 其中有机酸 (主要

增加代谢物) 和核酸成分 (主要减少代谢物) 的代谢物差异

最大ꎮ 可见肠道微生物可以通过调节某些细菌类群对耐力运

动引起的粪便代谢产物的改变做出快速反应ꎮ

益生菌直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ꎬ 改善宿主的蛋白

质、 脂类以及碳水化合物代谢ꎬ 促进维生素的产生ꎬ 有助于

宿主的营养吸收和能量获得ꎬ 进而调节肝脏、 肾脏、 肌肉等

器官的代谢[１３] ꎮ Ｃｈｅｎ 等[１４ꎬ１５]的研究就显示ꎬ 与对照组相比ꎬ

补充植物乳杆菌 ＴＷＫ１０ 可降低大鼠运动后血乳酸和血糖浓

度ꎬ 提高葡萄糖利用率ꎬ 改善能量供给ꎬ 增加腓肠肌Ⅰ型肌

纤维的数量和瘦体重ꎬ 同时ꎬ 降低血氨和肌酸激酶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ｋｉｎａｓｅꎬ ＣＫ) 水平ꎬ 抵抗疲劳ꎬ 从而改善运动机能ꎮ 该作者

认为ꎬ 肠道微生物群在平衡能量和改善体成分方面参与了宿

主代谢表型的形成ꎬ 从而影响了机体活动ꎬ 但没有解释这一

结果发生的细胞与分子机制ꎮ

１.１　 糖代谢和脂代谢

剧烈运动过程中ꎬ 机体加快葡萄糖和脂肪酸氧化ꎬ 而通

过肠道菌群调节其肌肉产能物质的可用性是一种有效机制ꎮ

Ｎａｙ 等[１６] 用广谱抗生素干预小鼠 ２１ 天以减少肠道微生

物群ꎬ 发现其跑步耐力下降ꎬ 体外收缩实验中ꎬ 指长伸肌疲

劳指数增加ꎻ 经过 １０ 天的肠道菌群自然恢复后ꎬ 一些糖代谢

标志物ꎬ 例如回肠组织中的 Ｇ 蛋白偶联受体 ４１ (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４１ꎬ ＧＰＲ４１) 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 １

(ｓｏｄｉｕｍ￣ｇｌｕｃｏｓｅ ｃｏ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１ꎬ ＳＧＬＴ￣１) 基因的表达与肌

糖原水平产生变化ꎬ 有效地恢复了肌耐力ꎬ 可见调控微生物

群落能改变肌肉代谢功能ꎬ 影响肌肉生物能量的产生ꎮ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的团队[１７]使用可表达典型肌肉表型标志物的分化的

人骨骼肌成肌细胞 ＬＨＣＮ￣Ｍ２ 作为模型ꎬ 发现血液中的微生物

群代谢物异香草酸 ３￣Ｏ￣硫酸盐 ( ｉｓｏｖａｎｉｌｌｉｃ ａｃｉｄ ３￣Ｏ￣ｓｕｌｆａｔｅꎬ

ＩＶＡＳ) 通过葡萄糖转运因子 ４ (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ｅｒ ４ꎬ

ＧＬＵＴ ４) 和磷脂酰肌醇￣３￣羟激酶 (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ｉｄｙｌｉｎｏｓｉｔｏｌ￣３￣

ｈｙｄｒｏｘｙｋｉｎａｓｅꎬ ＰＩ３Ｋ) 依赖机制刺激葡萄糖转运的剂量依赖

性增加ꎬ 此外 ＩＶＡＳ 还上调了 ＧＬＵＴ１、 ＧＬＵＴ４ 和 ＰＩ３Ｋ ｐ８５

蛋白ꎬ 增加了苏氨酸激酶 (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Ｂꎬ Ａｋｔ) 的磷酸

化ꎬ 可见微生物来源的酚类代谢物可提高人体肌细胞吸收和

代谢葡萄糖的能力ꎬ 为肠道微生物群与骨骼肌能量来源、 利

用提供了一种新的联系ꎮ 微生物群通过肝肠循环和肠道代谢

影响胆汁酸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ｓꎬ ＢＡｓ) 代谢ꎬ 在肠道中ꎬ ＢＡｓ 刺激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 １５ (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ｓꎬ ＦＧＦ１５)

的分泌ꎬ 活化下丘脑 ＡｇＲＰ / ＮＰＹ ( ａｇｏｕｔｉ ｇｅ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

ｔｅｉｎ / ｎｅｒｖｅ ｐｅｐｔｉｄｅ Ｙ) 神经元中 ＦＧＦ 受体ꎬ 抑制 ＡｇＲＰ / ＮＰＹ

神经元ꎬ 以改善葡萄糖耐受性ꎬ 控制葡萄糖稳态[１８] ꎮ

Ｂäｃｋｈｅｄ等[１９]的研究证实ꎬ 无菌 (ｇｅｒｍ￣ｆｒｅｅꎬ ＧＦ) 鼠通

过两种互补但独立的机制来维持持久的瘦表型ꎬ 这两种机制均

导致脂肪酸代谢的增加ꎮ 一方面与骨骼肌和肝脏磷酸化的腺苷

酸激活蛋白激酶 (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ꎬ ＡＭＰＫ) 及肉毒碱棕榈酰转移酶 １ ( 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ｐａｌｍｉｔｙ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ｓｅ￣１ꎬ ＣＰＴ￣１) 水平升高有关ꎻ 另一方面ꎬ

与禁食诱导脂肪因子 ( ｆ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ｄｉｐｏ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ꎬ Ｆｉａｆ)

含量升高ꎬ 诱导了过氧化物酶体增殖活化受体 γ 辅激活因子

１α ( ｐｅｒｏｘｉｄｏ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ｇａｍｍａ

ｃｏ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１ꎬ ＰＧＣ￣１α) 和脂肪酸氧化相关酶的基因表达有

关ꎮ ＢＡｓ 作为代谢功能的整合者ꎬ 激活法尼醇 Ｘ 受体 ( ｆａｒ￣

ｎｅｓｏｉｄ Ｘ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ꎬ ＦＸＲ)ꎬ 调节类固醇反应元件结合蛋白￣１ｃ

(ｓｔｅｒｏｉ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１ｃꎬ ＳＲＥＢＰ￣１ｃ)、

碳水化合物反应元件结合蛋白 (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ｌｅ￣

ｍ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ꎬ ＣｈＲＥＢＰ) 和可促进脂肪酸摄取和氧化

的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 α (ｐｅｒｏｘｉｓｏｍｅ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ｏ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αꎬ ＰＰＡＲ￣α) [２０] ꎮ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等[２１] 用 ＢＡｓ

处理棕色脂肪细胞和骨骼肌细胞ꎬ 发现通过增加由 ＢＡｓ 与

７２



ＴＧＲ５ ( ｔａｋｅｄａ Ｇ￣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５) 结合而产生的 ｃＡＭＰ

(ｃｙｃｌｉｃ 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的产量ꎬ 提高了细胞 Ｄ２

( ｔｙｐｅ ２ ｉｏｄｏｔｈｙｒｏｎｉｎｅ ｄｅｉｏｄｉｎａｓｅ) 活性和耗氧量ꎬ 可见 ＢＡ￣

ＴＧＲ５￣ｃＡＭＰ￣Ｄ２ 信号通路是调节能量稳态的关键机制ꎬ 可用

于改善代谢控制ꎮ

肠道微生物群为骨骼肌线粒体提供必要的代谢产物ꎬ 可

调节参与线粒体生物发生的关键转录辅助激活因子、 转录因

子和酶ꎬ 如 ＮＡＤ 依赖性蛋白脱乙酰基酶 ｓｉｒｔｕｉｎ￣１ (ＳＩＲＴ１)ꎬ

ＰＧＣ￣１αꎬ ＡＭＰＫ 基因[２２] ꎮ 其中ꎬ 微生物降解肠道碳水化合

物的最终产物 ＳＣＦＡｓ 构成了食物、 肠道微生物和宿主物质能

量代谢之间的联系ꎮ 一系列研究已证实 ＳＣＦＡｓ 参与宿主能量

代谢ꎬ 上调线粒体生物合成的调节剂 ＳＩＲＴ１[２３] ꎬ 以提高肌细

胞能源生产效率ꎻ 增加棕色脂肪组织中 ＰＧＣ￣１α 和解偶联蛋

白 １ (ｕｎ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１ꎬ ＵＣＰ￣１) 的蛋白表达ꎬ 加速产

热和脂肪酸氧化[２４] ꎻ 通过直接增加 ＡＭＰ / ＡＴＰ 比值或间接由

游离脂肪酸受体 ２ ( ｆｒｅｅ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２ꎬ ＦＦＡＲ２) －瘦

素途径激活 ＡＭＰＫ[２５] ꎻ 激活调节 ＵＣＰ２￣ＡＭＰＫ￣ＡＣＣ ( ｕｎ￣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ｐｒｏｔｅｉｎ ２￣ａｄｅｎｏｓｉｎｅ ｍｏｎｏ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ａｃｅｔｙｌ￣ＣｏＡ ｃａｒｂｏｘｙｌａｓｅ) 和 ＰＧＣ￣１α 通路ꎬ 以增

加 ＡＴＰ 的产生ꎬ 提高肌纤维的代谢效率[２６] ꎮ

１.２　 蛋白质和氨基酸代谢

肠道微生物群可提高氨基酸生物利用度ꎬ 优化蛋白质的

分解、 吸收和代谢ꎮ 使用基因表达数据和组织特异性基因组

级代谢模型 (ｇｅｎｏｍｅ￣ｓｃａｌ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ｍｏｄｅｌｓꎬ ＧＥＭｓ)ꎬ 比

较 ＧＦ 小鼠和常规小鼠代谢差异ꎬ 研究人员发现后者胃肠道

中游离氨基酸的分布发生改变[２７] ꎮ Ｌｉ 等[２８]采用比较基因组分

析法ꎬ 发现植物乳杆菌 ＺＪ３１６ 有 ３４ 个基因编码胞内肽酶ꎬ ２３

个基因编码不同特异性的蛋白酶ꎬ 并编码除缬氨酸、 亮氨酸

和异亮氨酸以外的大多数氨基酸的完整生物合成途径ꎬ 可见

益生菌影响了蛋白质水解酶系统与氨基酸生物合成ꎮ

在一项涉及优秀橄榄球运动员的人体研究中发现ꎬ 肠道

微生物多样性指数与蛋白质摄入量和 ＣＫ 浓度呈正相关[２９] ꎮ

志愿者在进行抗阻训练的同时联合补充益生菌 ＢＣ３０ 和慢吸

收的酪蛋白ꎬ 结果显示益生菌 ＢＣ３０ 提高蛋白质的吸收率ꎬ

有增加受试者垂直跳跃能力的趋势 (Ｐ ＝ ０.１０)ꎬ 对体成分、

运动能力和健康的自我感知均显示有益作用[３０] ꎮ 铁人三项运

动员在进行常规训练的同时补充植物乳杆菌 ＰＳ１２８ꎬ 结果发

现其 血 浆 中 支 链 氨 基 酸 (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 ｃｈａｉ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ꎬ

ＢＣＡＡｓ) 含量显著升高ꎬ 可见益生菌有效地改善了运动时肌

肉能量代谢的动态平衡ꎬ 提高肌肉适应能力ꎬ 维持运动能

力[３１] ꎮ 给男性足球运动员补充干酪乳杆菌ꎬ 于力竭运动后 ４

小时和 １ 个月后分别采集尿样ꎬ 测定尿中苯乙酰谷氨酰胺和

氨的含量ꎬ 结果显示: 以肌酐水平校正后ꎬ 补充益生菌组苯

乙酰谷氨酰胺含量明显增加ꎬ 氨含量低于对照组ꎬ 表明补充

益生菌可能对控制运动产生的氨有帮助[３２] ꎮ

此外ꎬ 益生菌作为功能性微生物通过其酶组合物和代谢

产物的释放来改善食物的营养成分ꎬ 以增加游离氨基酸[３３] 、

生物活性肽[３４] 、 γ－氨基丁酸[３５] 和其他营养物质及代谢物的

浓度ꎬ 在宿主能量代谢中发挥作用ꎮ

１.３　 维生素代谢

维生素 Ｂ 作为能量产生必需的辅助因子直接参与细胞的三

羧酸循环ꎬ 促进 ＡＴＰ 生成ꎮ Ｍａｇｎúｓｄóｔｔｉｒ 等[３６]利用 ＰｕｂＳＥＥＤ

平台分析 ２５６株人肠道细菌的基因组ꎬ 预测 ４０％~６５％人的肠

道菌群具有 ８种 Ｂ 族维生素的生物合成途径ꎮ 对从健康母乳中

分离出的发酵乳杆菌 ＣＥＣＴ５７１６ 进行全基因组测序ꎬ 发现该

菌株含有核黄素和叶酸生物合成的基因簇[３７] ꎮ 有研究表明:

转录调节因子 ＰｄｘＲ 可激活维生素 Ｂ６ 的活性形式吡哆醛 ５’－

磷酸 ( ｐｙｒｉｄｏｘａｌ ５’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ꎬ ＰＬＰ) 的合成酶基因的表

达ꎬ 参与调节克罗氏芽孢杆菌中维生素 Ｂ６ 的合成[３８] ꎮ

综上ꎬ 在大强度运动中ꎬ 机体新陈代谢加速ꎬ 糖原储存

减少ꎬ 供能不足ꎬ 导致肌肉疲劳ꎬ 限制运动能力ꎬ 而益生菌

可改善肠道菌群的组成ꎬ 提高 ＳＣＦＡｓ、 氨基酸、 ＢＡｓ、 维生

素等代谢产物水平ꎬ 以促进宿主能量获取和储存ꎬ 提高供能

效率ꎬ 改善肌肉健康ꎬ 缓解机体疲劳ꎬ 提高耐力运动能力ꎮ

２　 益生菌对运动机体肠道屏障和免疫机能的

影响

２.１　 大强度运动对肠道屏障和免疫机能的影响

肠道微生物群和黏膜完整性受饮食、 环境和体力活动等

因素的影响ꎮ 大强度运动时机体将血液从内脏循环重新分配

到呼吸组织和肌肉组织ꎬ 导致胃肠道局部血流量减少ꎬ 渗透

压改变ꎬ 肠系膜血、 氧、 营养素供应不足ꎬ 代谢物清除不足ꎬ

而持续的肠道低灌注 /缺血引起 ｐＨ 降低ꎬ 进而导致氧化应激ꎬ

破坏肠上皮细胞紧密连接蛋白ꎬ 引起肠细胞损伤ꎬ 粘膜破裂ꎬ

肠屏障区代谢紊乱[３９] ꎻ 胃肠动力增加ꎬ 改变神经内分泌调

节ꎬ 极易引起呕吐、 腹痛、 腹泻[４０] ꎮ

此外ꎬ 上皮屏障功能失调引发 “肠漏症”ꎬ 细菌易位ꎬ 病

原体 /毒素被吸收到组织和血液中ꎬ 导致代谢性内毒素血症ꎬ

这些分子可刺激巨噬细胞膨胀ꎬ 激活炎症细胞因子合成ꎬ 提

高机体对传染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易感性ꎬ 从而促进局部

和全身免疫激活[４１－４２] ꎬ 如在耐力运动期间或之后会发生短暂

８２



免疫抑制ꎬ 增加运动员上呼吸道和胃肠道疾病的发病率ꎮ

肌－肠轴理论还认为ꎬ 细菌膜脂多糖 (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ｃｈａ￣

ｒｉｄｅꎬ ＬＰＳ) 对肌肉 Ｔｏｌｌ 样受体 ( ｔｏｌｌ￣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ꎬ ＴＬＲｓ)

的激活是肌肉与微生物交互作用 (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 的另一途径ꎮ

Ｆｒｏｓｔ 等[４３]用 ＬＰＳ 刺激 Ｃ２Ｃ１２ 成肌细胞和小鼠骨骼肌ꎬ 检测

肿瘤坏死因子 α ( ｔｕｍｏｒ ｎｅｃｒｏｓｉｓ ｆａｃｔｏｒ￣αꎬ ＴＮＦ￣α)、 白介素－

６ ( 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６ꎬ ＩＬ￣６) 的调控ꎬ 证实 ＬＰＳ 能刺激骨骼肌中

的细胞因子表达ꎬ 导致骨骼肌的代谢和收缩特性受损ꎮ

２.２　 益生菌改善运动机体肠道屏障功能

马拉松运动员在比赛前 ２８ 天补充益生菌可降低其赛后胃

肠道症状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ꎬ 但其确切机制尚未阐明[４４] ꎮ

２３ 名训练有素的男性服用 １４ 周的混合益生菌ꎬ 可降低大强

度运动后粪便中表明肠道通透性增强的连蛋白 (ｚｏｎｕｌｉｎ) 含

量[４５] ꎮ 对铁人三项运动员进行为期 １２ 周多株益生菌联合补

充剂干预ꎬ 在耐力训练期间ꎬ 可以通过维持肠道通透性ꎬ 以

降低机体内毒素水平ꎬ 减少胃肠道症状[４６] ꎮ 在一项双盲交叉

试验中ꎬ １０ 名运动员服用益生菌胶囊ꎬ 与补充安慰剂相比ꎬ

其运动前后血清 ＬＰＳ 浓度均有中度至大幅度降低ꎬ 胃肠道不

适症状轻微减轻ꎬ 高温运动时的跑步能力提高ꎬ 但其作用机

制尚不清楚[４７] ꎮ

现有的研究表明: 益生菌具有直接的抗菌活性和调节作

用ꎬ 能有效地抑制病原菌的侵袭、 定植和易位[４８] ꎻ 促进肠粘

膜糖蛋白的合成ꎬ 增强粘膜层的保护作用[４９] ꎻ 产生广谱抑菌

素、 ＳＣＡＦｓ 等代谢物ꎬ 降低 ｐＨ值ꎬ 或产生对致病微生物具有

毒性作用的有机酸、 细菌素和生物表面活性剂等物质[５０]ꎻ 增加

营养物质的吸收ꎬ 优化绒毛吸收区功能ꎬ 产生良性循环[５１]ꎮ

研究证实: 鼠李糖乳杆菌 (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ｒｈａｍｎｏｓｕｓꎬ

ＬＧＧ) 通过抑制核因子 κＢ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ꎬ 减轻促炎细

胞因子对上皮屏障完整性和炎症的影响[５２] ꎻ 在小鼠或人结肠

细胞模型中ꎬ ＬＧＧ 可激活抗凋亡 Ａｋｔꎬ 并通过 ＴＮＦ￣α、 ＩＬ￣１

或干扰素 ( ＩＦＮ) 抑制促凋亡的 ｐ３８ ＭＡＰＫ (ｍｉｔｏｇｅｎ ａｃｔｉｖａ￣

ｔｅ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ｋｉｎａｓｅ) 的激活ꎬ 阻止细胞因子诱导的凋亡[５３] ꎮ

因此ꎬ 益生菌可提高正常情况下促凋亡细胞因子环境中肠细

胞的存活率ꎬ 以缓解因高强度运动引发的胃肠道屏障损伤ꎮ

２.３　 益生菌改善运动机体免疫机能

采用双盲、 随机、 安慰剂对照的交叉研究方式ꎬ 对已补

充短双歧杆菌 ＢＲ３ 和嗜热链球菌 ＦＰ４ ２１ 天的抗阻训练运动

员进行一次性大强度离心运动以造成骨骼肌纤维受损ꎬ 于运

动前至运动后 ７２ ｈ 测定上臂围、 肘关节活动度、 主观肌肉酸

痛度、 屈肘等速肌力、 血浆 ＩＬ６ 及 ＣＫ 浓度以评估益生菌对损

伤后的运动能力及急性炎症反应的影响ꎬ 结果显示补充益生

菌可降低安静状态下至运动后 ４８ 小时的 ＩＬ￣６浓度ꎬ 减轻运动

损伤后的肌肉功能下降症状ꎬ 其潜在机制有待阐明[５４] ꎮ

早期研究发现ꎬ 与健康运动员相比ꎬ 疲劳运动员血 ＣＤ４

阳性 Ｔ 细胞分泌 ＩＦＮ￣γ 明显减少ꎬ 经 ４ 周益生菌治疗可逆转

其 Ｔ 细胞缺陷ꎬ 使 ＩＦＮ￣γ 分泌量增加到与正常人相似的水

平[５５] ꎮ Ｓｔｒａｓｓｅｒ 及其团队[５６] 给 １３ 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补充

混合益生菌制剂ꎬ 服用安慰剂的运动员出现一种或多种上呼

吸道感染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ꎬ ＵＲＴＩ) 症状的

比例比益生菌组增加了 ２.２ 倍ꎬ 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表明补充

益生菌可缓解 ＵＲＴＩ 症状ꎬ 预防感染ꎬ 增强机体免疫功能ꎻ 在

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中ꎬ 虽然益生菌组和安慰剂组 ＵＲＴＩ

的发生率均较低、 且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 但发现定期摄

入益生菌减少 ＥＢ 病毒 (ＥＢＶ) 和巨细胞病毒 (ＣＭＶ) 抗体

的数量ꎬ 显示其具有免疫调节作用[５７] ꎮ

益生菌可能的作用机制包括与肠道微生物群、 粘膜免疫

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向各种器官和系统发出免疫信号ꎻ 通过修

饰非特异性和体液免疫能力来增强宿主的免疫功能ꎬ 如增强

非特异性细胞免疫反应ꎬ 活化巨噬细胞、 自然杀伤细胞、 抗

原特异性细胞毒性 Ｔ 淋巴细胞ꎬ 并以特异性和剂量依赖性的

应答方式释放各种细胞因子ꎬ 改善肠粘膜免疫系统[５８] ꎮ

综上ꎬ 益生菌与肠道微生物之间相互作用ꎬ 促进肠黏膜

完整性ꎬ 预防内毒素易位ꎬ 缩短运动员胃肠道症状持续时间ꎻ

与粘膜免疫系统相互作用ꎬ 向各器官和系统发出免疫信号ꎬ

调节宿主的免疫和炎症反应ꎬ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ꎬ 降低 ＵＲＴＩ

症状的发病率、 严重程度和 /或持续时间ꎬ 一定程度上缓解大

强度运动给机体带来的应激反应ꎬ 有助于改善运动机能ꎮ

３　 益生菌对运动机体氧化应激的影响

大强度运动中ꎬ 因体能下降、 肌肉疲劳、 损伤、 热应激

和缺血再灌注等现象ꎬ 引起自由基和活性氧 (ＲＯＳ) 的增

加ꎮ 因 ＲＯＳ 超过机体内源性抗氧化防御机制ꎬ 使氧化和抗氧

化水平失衡ꎬ 从而导致的氧化应激ꎬ 可促进蛋白质、 脂质和

ＤＮＡ 的氧化反应ꎬ 导致蛋白质变性、 脂质过氧化、 ＤＮＡ 羟

化、 线粒体功能障碍和细胞凋亡ꎬ 损害细胞活力[５９] ꎮ

肠道菌群稳态是影响抗氧化内源性防御系统及机体运动

能力的重要环境因子ꎮ Ｘｕ 等[６０]观察到氧化状态与肠道乳酸菌

和双歧杆菌属呈负相关ꎬ 与大肠杆菌呈正相关ꎮ Ｈｓｕ 等[６１] 研

究了无特定病原 (ＳＰＦ)、 无菌 (ＧＦ) 和脆弱拟杆菌 (ＢＦ)

小鼠肠道细菌与运动能力的关系ꎬ 发现与 ＧＦ 小鼠相比ꎬ ＳＰＦ

和 ＢＦ 小鼠的耐力游泳时间更长ꎬ ＳＰＦ 小鼠血清谷胱甘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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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酶 (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ａｓｅꎬ ＧＰｘ) 和过氧化氢酶

(ｃａｔａｌａｓｅꎬ ＣＡＴ) 水平均高于 ＧＦ 小鼠ꎬ ＢＦ 小鼠血清 ＧＰｘ

水平高于 ＧＦ 小鼠ꎮ 可见肠道微生物区系的缺乏降低了抗氧

化酶的活性和整体运动能力ꎬ 而益生菌可调节肠道菌群稳态ꎬ

减轻机体氧化应激的反应ꎬ 改善运动能力ꎮ 人体研究表明ꎬ

运动员在剧烈运动 ４ 周期间服用的副乳杆菌和 ＬＧＧ 可发挥较

强的抗氧化活性ꎬ 使血浆抗氧化水平升高ꎬ 他们认为益生菌

产生抗氧化作用的机制与微生物合成维生素 Ｂ１、 Ｂ５ 和 Ｂ６ 等

抗氧化物质有关[６２] ꎮ

相关研究表明ꎬ 益生菌的抗氧化应激机制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 益生菌具有螯合金属离子的能力ꎬ 干酪乳杆菌

ＫＣＴＣ３２６０ 通过螯合 Ｆｅ２＋ 或 Ｃｕ２＋ 而具有较高的抗氧化能

力[６３] ꎻ 自身具备抗氧化酶系统ꎬ 发酵乳杆菌 Ｅ￣３ 和 Ｅ￣１８ 可

表达 Ｍｎ￣ＳＯＤ[６４] 、 干酪乳杆菌 ＢＬ２３ 能生产 ＣＡＴ[６５] 、 发酵乳

杆菌 ＭＥ￣３具有完整的谷胱甘肽合成系统[６６] ꎻ 产生具有抗氧

化活性的多种代谢产物ꎬ 瑞士乳杆菌 ＣＤ６ 可产生影响 ＤＮＡ

复制、 修复和甲基化效率的叶酸[６７] ꎻ 介导抗氧化信号通路ꎬ

植物乳杆菌 ＦＣ２２５ 通过介导核因子 ＮＦ￣Ｅ２ 相关因子 (ｎｕｃｌｅ￣

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ｅｒｙｔｈｒｏｉｄ 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 ２ꎬ Ｎｒｆ２) 信号通路的抗氧

化酶表达以达到抗氧化保护作用[６８] ꎮ

因此ꎬ 肠道微生物状况对运动机体抗氧化酶系统的潜在

作用至关重要ꎬ 补充益生菌有利于减轻氧化应激ꎬ 改善运动

能力ꎮ

４　 益生菌对运动机体神经内分泌系统的影响

剧烈运动引发机体生理和心理应激反应ꎬ 激活交感神经－

肾上腺髓质和 ＨＰＡ 轴ꎬ 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组成ꎬ 导致应激激

素、 炎症细胞因子和微生物分子释放入循环系统ꎬ 引发全身

炎症和免疫反应[６９] ꎮ 过度训练和竞技比赛还可引起昼夜节奏

扰乱、 神经内分泌轴失衡、 心理状态 (情绪、 行为和认知)

变化ꎬ 严重者甚至出现焦虑、 抑郁等情绪障碍ꎬ 影响睡眠质

量ꎬ 导致训练动机降低ꎮ

肠道微生物群被认为与神经内分泌免疫通路有关ꎬ 产生

了脑－肠轴的概念ꎮ Ａｌｌｅｎ 等[７０] 的一项研究表明ꎬ 微生物群可

调节运动引起的应激反应ꎬ 认为运动中的生理和情绪压力与

肠道微生物组成的变化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性ꎮ Ｃｌａｒｋ 等[６９]

也认为肠道微生物群具有内分泌器官的功能 (如分泌血清素、

多巴胺或其他神经递质)ꎬ 在许多方面促进各种神经递质和激

素的产生和调节ꎬ 会影响运动员的情绪、 动机和疲劳感ꎮ

对长期服用婴儿双歧杆菌的大鼠进行强迫游泳实验ꎬ 与

对照组相比ꎬ 服用益生菌的大鼠血浆中色氨酸和犬尿酸浓度

明显升高ꎬ 额叶皮层中的 ５ 羟基吲哚乙酸 (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ｉｎ￣

ｄｏｌｅ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ꎬ ５￣ＨＩＡＡ) 和杏仁核皮质中的二羟苯乙酸

(ｄｉｈｙｄｒｏｘｙ￣ｐｈｅｎｙｌ ａｃｅｔｉｃ ａｃｉｄꎬ ＤＯＰＡＣ) 含量降低ꎬ 证明益

生菌对运动应激具有潜在的抗抑郁作用[７１] ꎮ 在人体研究中发

现ꎬ 补充益生菌可降低对悲伤情绪的整体认知反应能力、 焦

虑样行为和应激水平[７２ꎬ７３] ꎮ 肠道内的益生菌可通过脑－肠轴调

节 ５－羟色胺 (５￣ｈｙｄｒｏｘｙｔｒｙｐｔａｍｉｎｅꎬ ５￣ＨＴ) 水平ꎬ 影响情绪

障碍者的睡眠参数ꎬ 达到缓解慢性疲劳综合征的目的[７４] ꎮ 运

动人体中肠道细菌与大脑相互作用及其机制仍需更多研究ꎬ

以充分证实益生菌具有改善运动员的情绪、 疲劳、 抑郁和整

体健康的作用ꎮ

５　 小结与展望

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普遍存在机体疲劳、 肠胃不适、

肌肉微损伤、 免疫力低下、 炎症、 抗氧化功能受损、 神经内

分泌失衡等运动应激反应ꎬ 将补充天然、 安全的益生菌产品

纳入其运动营养干预中是很有价值的ꎮ 益生菌可优化胃肠道

菌群结构ꎬ 促进机体新陈代谢、 能量供给ꎬ 提高肌肉质量ꎻ

缓解肠道屏障功能障碍ꎬ 改善机体免疫机能ꎬ 控制炎症反应ꎻ

抑制机体氧化应激ꎬ 减轻氧化损伤ꎻ 缓解心理应激、 情绪障

碍ꎬ 提高睡眠质量 (图 ２)ꎮ 因此ꎬ 对大强度运动人群适量补

充益生菌有利于改善应激反应和运动机能ꎮ

图 ２　 补充益生菌改善运动应激反应的作用与作用机制

目前研究表明: 具有上述作用的益生菌主要有植物乳杆

菌、 鼠李糖乳杆菌、 干酪乳杆菌、 嗜酸乳杆菌、 双岐杆菌、

嗜热链球菌等ꎮ 但由于运动类型、 训练强度、 益生菌补充的

类型和剂量以及测评方式的不同ꎬ 也有很多研究未能证实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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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菌的有益作用ꎮ 益生菌的补充取决于菌株、 微生物组成和

代谢物ꎬ 目前对运动员补充益生菌的菌种选择和剂量并没有

明确的建议ꎮ 未来ꎬ 随着基因组学、 转录组学、 蛋白质组学

和代谢组学等技术的成熟和广泛运用ꎬ 应针对性研究特定菌

株的定植和对肠道微生物区系的影响ꎬ 选择合适的菌种以适

应运动员的个体差异性ꎻ 进行益生菌补充剂的剂量反应实验

应结合运动、 临床和免疫机能测试结果以及饮食和运动的平

行变化ꎬ 确定可改善运动能力和免疫机能的浓度 /剂量ꎬ 以充

分发挥益生菌的功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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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ｅｍ [Ｊ] . Ｎａｔ Ｒｅｖ Ｉｍｍｕｎｏｌ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２ (１０): ７２８－７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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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ａｎｔｉｔｕｍｏｒ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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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Ｃｌａｕｓ ＳＰꎬ Ｔｓａｎｇ ＴＭꎬ Ｗａｎｇ Ｙꎬ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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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 Ｎｕｔ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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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ｅ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ｉｎ ｍｉｃｅ [Ｊ] . Ｍ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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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ｉｎｋ ｗｉｔｈ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ｓｉｓ [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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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ｘ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ｇｌｕｃｏ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ｂｉｌｅ ａｃｉ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ｆｉｂｒｏｂｌ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ｈｙ￣ｐｏ￣

ｔｈａｌａｍｕｓ [Ｊ] . Ｍ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８: ３７－５０.

[１９] Ｂäｃｋｈｅｄ Ｆ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ＪＫꎬ Ｓｅｍｅｎｋｏｖｉｃｈ ＣＦ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ｄｉｅ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

ｂｅｓｉｔ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ｆｒｅｅ ｍｉｃｅ [ Ｊ] . Ｐｒｏｃ Ｎａｔｌ Ａｃａｄ Ｓｃｉ ＵＳＡ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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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 (１): ３１３－３３３.

[２１]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Ｍꎬ Ｈｏｕｔｅｎ ＳＭꎬ Ｍａｔａｋｉ Ｃꎬ ｅｔ ａｌ. Ｂｉ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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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ꎬ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ꎬ ａｎｄ ｈｏｓ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Ｊ] . Ｊ Ｌｉｐｉｄ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３ꎬ ５４ (９): ２３２５－２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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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Ｊꎬ Ｌｏｗｅｒｙ ＲＰꎬ Ｙａｍａｎ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ｌｅ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ꎬ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ａｌｅｓ: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Ｊ Ｉｎｔ Ｓｏｃ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１ (Ｓｕｐｐｌ １): Ｐ３８.

[３１] Ｈｕａｎｇ ＷＣꎬ Ｗｅｉ ＣＣꎬ Ｈｕａｎｇ ＣＣ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ＰＳ１２８ ｏｎ ｈｉｇｈ￣ｉｎ￣

ｔｅｎｓｉ￣ｔｙꎬ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ｉ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 Ｊ ]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

(２): ３５３.

[３２] Ｆｕｓｋｅｖｆｉｇ ＯＭꎬ Ｂｒｏｓｔｅｒ Ａꎬ Ｄａｖｉｅｓ Ｎ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ｃ￣

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ａｓｅｉ Ｓｈｉｒｏｔａ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ｍｏｎｉａ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 Ｊ] . Ｉｎｔ Ｊ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Ｐｒｅｂｉｏｔｉｃｓꎬ ２０１２ꎬ

７ (１): １３－１６.

[３３] Ｇｏｂｂｅｔｔｉ Ｍꎬ Ｃａｇｎｏ ＲＤꎬ Ｄｅ Ａｎｇｅｌｉｓ Ｍ.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ｌ ｍｉ￣ ｃｒｏｏｒｇ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０ꎬ ５０ (８): ７１６－７２７.

[３４] Ｂａｏ Ｚꎬ Ｃｈｉ Ｙ.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ｇｉｏ￣ｔｅｎｓｉｎ￣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ＣＥ) 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ｒ￣ｍｅｎｔｅｄ ｓｏｙｂｅａｎ ｍｉｌｋ ｂｙ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ａｓｅｉ ｓｔｒａｉｎｓ [ Ｊ] .

Ｃｕｒｒ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６ꎬ ７３ (２): ２１４－２１９.

[３５] Ｗｕ Ｑꎬ Ｓｈａｈ ＮＰ. Ｈｉｇｈ γ￣ａｍｉｎｏｂｕｔｙｒｉｃ ａｃｉｄ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ｃｔｉｃ ａｃｉｄ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ｂｒｅ￣ｖｉｓ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ｄａｉｒｙ ｓｔａｒｔｅｒ [ 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６ꎬ ５７ (１７): ３６６１－３６７２.

[３６] Ｍａｇｎúｓｄóｔｔｉｒ Ｓꎬ Ｒａｖｃｈｅｅｖ Ｄꎬ ｄｅ Ｃｒéｃｙ￣Ｌａｇａｒｄ

Ｖꎬ ｅｔ 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ｉｏ￣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ｅｓ [ Ｊ] .

Ｆｒｏｎｔ Ｇｅｎｅｔꎬ ２０１５ꎬ ６: １４８.

[３７] Ｃáｒｄｅｎａｓ Ｎꎬ Ｌａｉñｏ ＪＥꎬ Ｄｅｌｇａｄｏ Ｓ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ｏｍ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ｐｈｅｎｏ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 ＣＥＣＴ ５７１６ꎬ ａ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ｍｉｌｋ [Ｊ] . Ａｐｐｌ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 Ｂｉｏｔｅｃｈｎ￣

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９９ (１０): ４３４３－４３５３.

[３８] Ｔｒａｍｏｎｔｉ Ａꎬ Ｆｉ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ｉ Ａꎬ Ｍｉｌａｎｏ Ｔꎬ ｅｔ ａｌ. Ｍｏ￣

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ＰｄｘＲ￣ａ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ｔａｍｉｎ Ｂ６ ｂｉｏ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ｂｉｏｔｉｃ 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ｌａｕｓｉｉ [ Ｊ] . ＦＥＢＳ Ｊ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８２

(１５): ２９６６－２９８４.

[３９] Ｖａｎ Ｗｉｊｃｋ Ｋꎬ Ｌｅｎａｅｒｔｓ Ｋꎬ Ｖａｎ Ｌｏｏｎ ＬＪꎬ ｅｔ ａｌ. Ｅ￣

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ｐｌａｎｃｈｎｉｃ ｈｙｐｏｐｅｒｆｕ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ｇｕｔ ｄｙ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ｍｅｎ [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１ꎬ ６ ( ７ ):

ｅ２２３６６.

[４０] Ｄｅ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ＥＰꎬ Ｂｕｒｉｎｉ ＲＣ.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２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ｔｒａｃｔ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

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２ (５): ５３３－５３８.

[４１] Ｌａｍｐｒｅｃｈｔ Ｍꎬ Ｆｒａｕｗａｌｌｎｅｒ Ａ.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ꎬ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２ꎬ ５９: ４７－５６.

[４２] Ａｎｄｒａｄｅ ＭＥꎬ Ａｒａúｊｏ ＲＳꎬ ｄｅ Ｂａｒｒｏｓ Ｐ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ｏｍｏｄｕｌａｔｏｒｓ ｏｎ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 ｈｏｍｅｏｓｔａ￣

ｓｉ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Ｊ] .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 ３４ (６):

１０８０－１０８７.

[４３] Ｆｒｏｓｔ ＲＡꎬ Ｎｙｓｔｒｏｍ ＧＪꎬ Ｌａｎｇ ＣＨ. Ｌｉｐｏｐｏｌｙｓａｃ￣

ｃｈａｒｉｄ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ｕｓｅ ｍｙｏｂｌａｓｔｓ ａｎ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 Ｊ] . Ａｍ Ｊ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Ｒｅｇｕｌ Ｉｎ￣ｔｅｇｒ Ｃｏｍ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０２ꎬ ２８３ (３): Ｒ６９８－７０９.

[４４] Ｊａｍｉｅ Ｐꎬ Ａｎｄｙ Ｓꎬ Ｄｏｍｉｎｉｃꎬ ｅｔ ａｌ. Ｆｏｕｒ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ＧＩ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ｒａｃｅ [ Ｊ] . Ｅｕｒ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９ꎬ １１９ (７):

１４９１－１５０１.

[４５] Ｌａｍｐｒｅｃｈｔ Ｍꎬ Ｂｏｇｎｅｒ Ｓꎬ Ｓｃｈｉｐｐｉｎｇｅｒ Ｇ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ｂａｒｒｉ￣

ｅｒꎬ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ｍｅｎꎻ ａ 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ｅｄꎬ ｐｌａｃｅｂ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Ｊ Ｉｎｔ Ｓｏｃ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９ (１): ４５.

[４６] Ｊｕｓｔｉｎ Ｒꎬ Ｃｒａｉｇ Ｓꎬ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Ｐꎬ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ｏｒ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ｄｏｔｏｘｉｎ ｌｅｖｅｌｓ ｉｎ ｎｏｖｉｃｅ ｌｏｎｇ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ｉ￣ａｔｈｌｅ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ｍｕｌｔｉ￣ｓｔｒａｉｎ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 ｐｒｅｂｉ￣ｏ￣

ｔｉｃꎬ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８ (１１):

７３３.

[４７] Ｓｈｉｎｇ ＣＭꎬ Ｐｅａｋｅ ＪＭꎬ Ｌｉｍ Ｃ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ｔ [Ｊ] . Ｅｕｒ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１１４ (１): ９３－１０３.

[４８] Ｄｏｒｏｎ Ｓꎬ Ｇｏｒｂａｃｈ ＳＬ.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ｅａｓｅ [ Ｊ] . Ｅｘｐｅｒｔ Ｒｅｖ

Ａｎｔｉ Ｉｎ￣ｆｅｃｔ Ｔｈｅｒꎬ ２００６ꎬ ４ (２): ２６１－２７５.

[４９] Ｈｅ Ｍꎬ Ｓｈｉ Ｂ.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ｂｉｏｔｉｃｓ

[Ｊ] . Ｃｅｌｌ Ｂｉｏｓｃｉꎬ ２０１７ꎬ ７ (１): ５４.

[５０] Ｂｕｔｅｌ ＭＪ.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ꎬ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Ｊ] . Ｍｅｄ Ｍａｌ Ｉｎｆｅｃｔ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４ (１): １－８.

[５１] Ｋｉｍｍｅｌ Ｍꎬ Ｋｅｌｌｅｒ Ｄꎬ Ｆａｒｍｅｒ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ｎｅｄｅｎＢＣ (３０)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Ｊ] .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ｉｎｄ Ｅｘｐ Ｃｌｉｎ Ｐｈａｒ￣

ｍａｃｏｌꎬ ２０１０ꎬ ３２ (２): １２９－１３２.

[５２] Ｄｏｎａｔｏ ＫＡꎬ Ｇａｒｅａｕ ＭＧꎬ Ｗａｎｇ ＹＪ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ｃｔ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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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Ｃｕｒｒ Ｂｉｏｌ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４

(１０): Ｒ４５３－Ｒ４６２.

[６０] Ｘｕ Ｊꎬ Ｘｕ Ｃꎬ Ｃｈｅｎ Ｘꎬ ｅｔ 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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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４.

[６８] Ｇａｏ Ｄꎬ Ｇａｏ Ｚꎬ Ｚｈｕ Ｇ. Ａｎｔｉｏｘｉｄ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ｐｌａｎｔａｒｕｍ ｖｉａ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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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应用于运动营养品中的营养功能因子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伊木清１ 　 常翠青２ 　 金其贯３ 　 李奇庚４ 　 刘建书５ 　 艾　 华２ 　 邵　 晶１ 　 魏　 冰４

１.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ꎻ 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ꎻ ３. 扬州大学ꎻ

４. 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ꎻ ５. 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高效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研究和营养健康食品创制及产业化” 的 «结题报告»ꎬ 并经修改而成ꎮ

　 　 运动营养品是对运动人群 (包括运动员和运动健身者)

的特定身体机能和运动能力具有改善或调节作用的食品ꎮ 包

括具有这种作用的运动营养食品、 运动饮料、 营养素或营养

活性物质补充品、 药食同源运动营养功能食品等ꎮ

运动营养品可为天然食物或食物 (包括食药两用) 原料

及其组合ꎬ 亦可为以天然食物为基础添加或单独以具有相应

作用的营养素和 /或营养活性物质 (营养功能因子或成分) 经

科学组方和良好食品加工规范创制的食品ꎮ

我们调研和总结了运动营养 (食) 品中应用的营养素和

营养功能 (活性) 因子ꎬ 并查阅大量文献 (循证) 后ꎬ 本文

初步将具有运动营养功能作用的营养因子分为基本营养素、

营养功能 (活性) 因子 (成分) 和药食同源的运动营养功能

因子ꎮ

基本营养素包括: 碳水化合物 (糖)、 蛋白质 (肽、 氨基

酸)、 维生素、 矿物质、 脂类、 膳食纤维和水分ꎻ 功能 (活

性) 因子主要有: 肌酸、 b－羟基－b－甲基丁酸盐 (ＨＭＢ)、

碳酸氢钠、 １ꎬ ６－二磷酸果糖、 磷脂酰丝氨酸、 多酚类ꎬ 等ꎻ

药食同源运动营养功能因子主要指来源于药食同源营养功能

产品中的主要活性成分ꎬ 如红景天苷、 黄芪甲苷、 丹参素、

人参皂甙等ꎮ

国外专业期刊根据研究报道ꎬ 从研究证据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ꎬ 将应用在运动营养品或膳食补充品中的营养功能因子

分为三类:

１) 具有强证据支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ꎮ 有助于增肌的:

ＨＭＢ、 肌酸、 必需氨基酸和蛋白质ꎮ 有助于改善运动能力的:

b－丙氨酸、 咖啡因、 碳水化合物、 肌酸、 碳酸氢钠、 运动饮

料和水ꎻ

２) 具有有限证据支持其有效性ꎮ 有助于增肌的: 三磷酸

腺苷 (ＡＴＰ)、 支链氨基酸 (ＢＣＡＡ)、 磷酸ꎮ 有助于运动能

力的: Ｌ－丙氨酸－Ｌ－谷氨酸盐、 花生四烯酸、 ＢＣＡＡ、 瓜氨

酸、 必需氨基酸 (ＥＡＡ)、 甘油、 ＨＭＢ、 硝酸盐、 运动后碳

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槲皮素和牛磺酸ꎻ

３) 较少或无证据支持其功效和 /或安全性ꎮ 包括有助于

增肌的: a－酮戊二酸、 精氨酸、 异黄酮、 谷氨酰胺、 共轭亚

油酸、 鹏、 铬、 锌－镁天冬氨酸、 激素前体、 生长激素释放肽

和促分泌激素ꎬ 等等ꎮ 有助于运动能力的: 精氨酸、 肉碱、

谷氨酰胺、 肌酐、 中链甘油三脂和核糖等ꎮ

这些只是根据现有的研究证据循证的营养功能因子ꎬ 随

着研究深入ꎬ 可能会发现更多安全有效的运动营养功能因子ꎬ

尤其是一些在普通人甚至运动人群已有一定研究的营养功能

因子ꎬ 如多糖类 (b－葡聚糖、 壳聚糖)、 食源性低聚肽、 益

生菌和益生元等ꎬ 未来作为运动营养功能因子在运动人群中

得到广泛应用是非常可能的ꎮ

(一) 运动营养功能基本营养素

运动增加营养素和营养成分的代谢和消耗ꎬ 运动还使机

体组织器官产生应激、 适应性改变或者损伤ꎬ 这些都使运动

机体对某些营养素和营养成分的需求增加ꎬ 而普通常规膳食

有可能无法及时、 适量地满足这些需求ꎮ 因此ꎬ 营养素补充

类的运动营养食品就是为了额外补充这些不足而设计ꎮ

运动营养品中应用的基本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类 (含肽和

氨基酸)、 碳水化合物、 脂类、 维生素、 矿物质和水等ꎮ

以上营养素涉及的内容较多ꎬ 篇幅较大ꎬ 本文将其删减ꎮ

以下我们主要介绍部分运动营养功能活性成分ꎮ

(二) 运动营养功能活性成分

运动营养功能活性成分很多ꎬ 但目前研究表明ꎬ 对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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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有效 (主要指在提升运动能力方面) 的功能活性物质ꎬ

目前国内外运动营养界尚存不同意见ꎮ 下面我们简要介绍

几种被市场产品用得较多、 可能有作用的运动营养功能活

性成分ꎮ

１. 肌酸

肌酸是磷酸肌酸的前体物质ꎬ 内源性肌酸在肝脏和肾脏

由精氨酸、 蛋氨酸和甘氨酸合成ꎮ 外源性肌酸可从食物的肉

和内脏中获得ꎮ 磷酸肌酸向 ＡＤＰ 提供高能磷酸键ꎬ 形成

ＡＴＰꎬ 为骨骼肌收缩提供能量ꎮ 研究显示ꎬ 补充肌酸ꎬ 对短

时间 (小于 ３０ｓ)、 间歇性、 高强度、 抗阻性运动有增力作

用ꎮ 肌酸的增力机制可能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ꎬ 肌酸可以

增加骨骼肌磷酸肌酸储存和磷酸肌酸再合成ꎬ 减少肌肉损伤ꎬ

减小对无氧糖酵解的依赖ꎬ 降低乳酸产生ꎮ 第二ꎬ 肌酸可以

加速氨基酸的吸收ꎬ 促进人体蛋白质合成ꎮ 肌细胞在吸收肌

酸时ꎬ 刺激细胞内结合水的增加ꎬ 使细胞渗透压升高ꎬ 细胞

体积增大ꎬ 刺激肌蛋白的合成ꎬ 从而导致瘦体质量的增加和

肌肉力量的增长ꎮ

肌酸除了在增肌增力方面的作用外ꎬ 对认知和心理活动、

骨骼健康、 神经肌肉功能和肌肉骨骼损伤修复方面也有积极

的作用ꎮ 因此ꎬ 肌酸一直是经典的增肌增力方面的运动营养

食品成分ꎮ

２. 咖啡因

咖啡因作为一种有助于运动能力的物质已经使用了一个

多世纪ꎬ 并且在过去的 ４０ 年里被运动科学家广泛研究ꎮ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２００３ 年ꎬ 咖啡因一直作为被国际奥委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严格控制使用的物质ꎬ 明确设定

了一个可接受的限定标准ꎬ 尿液中的咖啡因含量超过一定的

界限将被视为使用兴奋剂ꎮ 这个水平试图区分咖啡因的大量

摄入ꎬ 通常超过 ６.９ｍｇ / ｋｇ 运动员体重ꎮ 直到 ２００４ 年ꎬ 咖啡

因被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ｔｉ￣Ｄｏｐ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从禁止

使用的物质和方法名单中删除ꎬ 这意味着ꎬ 根据这一规则参

赛的运动员可以在自己的背景饮食中或为了提高成绩的特定

目的摄入咖啡因ꎬ 而不必担心受到制裁ꎮ

人们认为ꎬ 咖啡因一方面能提高脂肪和肌糖原的利用率ꎬ

另一方面能提高肌纤维兴奋性ꎬ 且影响运动中枢到运动神经

元的信号转导ꎬ 从而可以提高人体运动能力ꎮ 摄入咖啡因的

剂量达到 ３~９ｍｇ / ｋｇ 体重或总量约为 ２５０ｍｇꎬ 可提高耐力运

动成绩ꎬ 同时还可能提高短时间高强度的运动能力ꎮ 然而ꎬ

咖啡因和运动之间关系的几个方面是有趣的ꎬ 不同于其他的

强力手段ꎮ 首先ꎬ 咖啡因似乎在各种不同的方案中对运动能

力 (延长给定强度的运动时间) 产生积极影响ꎬ 包括延长次

最大运动时间 (９０ 分钟)ꎬ 持续高强度工作 (２０~６０ｍｉｎ) 和

短时间超最大运动时间 (１ ~５ｍｉｎ)ꎮ 当然ꎬ 运动员们更感兴

趣的是咖啡因对训练者运动能力的影响ꎮ 少量在实验室和运

动现场进行的研究表明ꎬ 补充咖啡因可能对一系列运动有益ꎬ

包括耐力项目、 “走走停停” 项目 (如团队和球拍运动) 和

持续 １~６０ｍｉｎ 的高强度运动 (如游泳、 划船、 中长跑比赛)ꎮ

对举重、 投掷和短跑等单次速度和力量项目的直接影响还不

清楚ꎮ 第二ꎬ 咖啡因的好处似乎是通过多种不同的使用方案

来实现的ꎬ 其中的变量包括咖啡因剂量的时间和数量ꎮ 虽然

传统的补充方案是运动前 １ 小时一次摄入约 ６ｍｇ / ｋｇ 体重的

咖啡因ꎬ 最近的研究表明ꎬ 咖啡因摄入的强力效应可能发生

在非常适度的摄入水平 (１~３ｍｇ / ｋｇ 体重或 ７０~２００ｍｇ 咖啡

因)ꎮ 事实上ꎬ 一些研究表明ꎬ 咖啡因摄入量与耐力运动的益

处之间没有剂量－反应关系ꎬ 或者ꎬ 如果存在的话ꎬ 在 ~ ３

ｍｇ / ｋｇ 或~２００ ｍｇ 时有一个平台ꎮ 从传统来源 (咖啡、 茶和

可乐饮料) 摄入的咖啡因通常为每餐 ５０ ~ １５０ｍｇ 左右ꎮ 然

而ꎬ 也有可能找到每份能提供 ３００ ~ ５００ｍｇ 咖啡因的产品ꎮ

从咖啡因摄入时间的变化来看ꎬ 耐力运动项目ꎬ 咖啡因可以

在赛前摄入ꎬ 也可以在一次运动中或疲劳开始前以单剂量或

多剂量的方式摄入ꎮ 咖啡因的效应可能是持久的ꎬ 一项研究

表明ꎬ 摄入咖啡因以增强晨练任务的人在同一天晚些时候进

行的训练中仍可能获得益处ꎮ

咖啡因提高运动能力的确切机制我们仍然不知道ꎬ 它可

能对身体的不同组织产生多种影响ꎮ 此外ꎬ 每个人对咖啡因

的反应都不一样ꎬ 包括积极和消极的结果ꎬ 一些组织对重复

使用咖啡因产生耐受ꎬ 而另一些组织则没有ꎮ 咖啡因的潜在

的有利影响包括动员脂肪组织和肌肉细胞中的脂肪ꎬ 刺激肾

上腺素的释放ꎬ 促进心肌的收缩ꎬ 直接提高肌肉收缩性能和

改变中枢神经系统对疲劳的主观感觉ꎮ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ꎬ

最后一个因素是解释成绩提高的最重要和最一致的因素ꎮ 最

近的证据改变了我们对咖啡因的两种广泛宣传效果的看法ꎮ

虽然咖啡因被认为是通过增加脂肪作为运动燃料的利用和

减少有限的肌肉糖原储存的使用来提高耐力性运动能力ꎬ

但现在的研究表明ꎬ 在次大运动量运动中ꎬ 咖啡因对糖原

保留的影响是短暂的和不稳定的ꎮ 我们经常被警告ꎬ 含咖啡

因的饮料有利尿作用ꎬ 会导致运动员脱水ꎮ 事实上ꎬ 对于经

常饮用咖啡因的人来说ꎬ 小到中等剂量的咖啡因对尿液流失

或整体的水合作用都没有什么影响ꎮ 此外ꎬ 含咖啡因的饮料ꎬ

如茶、 咖啡和可乐饮料在许多人的日常饮食中提供了重要的

液体来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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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咖啡因研究或实际比赛中ꎬ 传统的做法是在研究或比

赛开始前 ２４~４８ 小时内停止使用咖啡因 (即ꎬ 消除重复使用

咖啡因的习惯)ꎮ 然而ꎬ 经常使用和不使用咖啡因的人之间ꎬ

或者作为停止咖啡因的日常使用的结果ꎬ 咖啡因对运动能力

的效应似乎并没有一致的差异ꎮ 相反ꎬ 在运动能力测试前避

免或停用咖啡因可能会产生头痛和疲劳等副作用ꎮ 事实上ꎬ

有人认为ꎬ 在对照研究中发现的咖啡因的益处可能被夸大了ꎬ

实际上可能是逆转被不良的戒断症状ꎬ 而不是咖啡因本身的

强力作用ꎮ 随着咖啡因摄入剂量的增加ꎬ 可能会出现胃肠不

适、 头痛、 心动过速、 心神不宁、 易怒、 肌肉震颤、 血压升

高以及左心室肌产生期前收缩等副作用ꎬ 从而影响运动能力

的发挥ꎮ 因此ꎬ 运动员使用咖啡因时应慎重ꎮ

研究证明ꎬ 咖啡因在提高运动耐力方面有作用ꎬ 但在

力量型或冲刺型运动方面的结果却不相一致ꎮ 研究结果一

般认可中、 高剂量的咖啡因 (５~１３ｍｇ / ｋｇ 体重) 对运动能力

的促进作用ꎬ 但可能有一些不良副作用ꎮ 而低剂量的咖啡因

(<３ｍｇ / ｋｇ 体重ꎬ 约 ２００ 毫克) 也可提高某些运动项目的成

绩ꎮ 咖啡因提高运动能力的作用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刺激

有关ꎮ 使用低剂量咖啡因的副作用极少ꎬ 还可提高或保持运

动期间的警醒、 机敏、 情绪和思维ꎮ 但应注意ꎬ 低剂量咖啡

因的效果会因人而异ꎮ

绿茶通过作用交感神经系统ꎬ 引起大脑神经兴奋ꎬ 并使

能量物质氧化代谢增强ꎬ 从而影响运动表现ꎮ 绿茶有 ２ 个主

要成分与此有关ꎬ 一个是咖啡因ꎬ 另一个是儿茶素ꎮ

由于咖啡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使用ꎬ 人们对咖啡因的安全

性一般没有疑问ꎬ 导致含有咖啡因的产品越来越多ꎬ 有饮料、

片剂、 胶囊、 其他固体形式ꎬ 使用的目的包括减肥、 运动助

力、 提神等ꎮ 但是作为提取物单体以及与其他提取物混合使

用ꎬ 使得咖啡因可能与咖啡的情况有所不同ꎮ 有人建议应对

长期使用咖啡因的副作用进行深入研究ꎮ 研究观察到ꎬ 儿童

少年高咖啡因摄入 (>５ ｍｇ / ｋｇ 体重 /天) 可能增加焦虑等的

风险ꎬ 而低摄入量没有这样的副作用ꎬ 并且可以提高运动能

力ꎮ 证据表明ꎬ 儿童少年每天的咖啡因消耗量应限制在 ２.５

ｍｇ / ｋｇ 体重 /天ꎬ 相当于一大杯茶或一小杯咖啡ꎮ

３. 谷氨酰胺

谷氨酰胺 (Ｇｌｎ) 是人体肌肉含量最丰富的一种条件必须

氨基酸ꎬ 占细胞内外氨基酸总量的 ５０％以上ꎬ 在机体内发挥

着重要的生理功能ꎮ 通常情况下ꎬ 机体内可自身合成谷氨酰

胺并供组织利用ꎬ 但运动训练会影响谷氨酰胺代谢ꎬ 造成谷

氨酰胺的缺乏ꎬ 而谷氨酰胺代谢的改变反过来又会影响运动

能力ꎮ

谷氨酰胺的增肌增力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有效的抗分解代谢剂ꎬ 增长肌肉和力量ꎮ 补充谷氨酰胺可以

降低分解代谢激素皮质醇的水平ꎬ 减少蛋白质、 氨基酸的分

解ꎬ 防止运动员过度训练导致的瘦体重的丢失ꎬ 并能促进力

量型运动员的瘦体重增长ꎮ ２) 强有力的胰岛素分泌刺激剂ꎬ

促进肌肉合成ꎮ 谷氨酰胺还是糖原合成和糖异生的重要底物ꎬ

有利于运动时糖原的合成和积累ꎬ 为运动员提供能量ꎬ 减少

蛋白质分解功能比例ꎮ ３) 增强机体免疫力ꎮ 补充谷氨酰胺能

明显减少免疫功能指标的受抑制程度ꎬ 缩短免疫受抑制的持

续时间ꎬ 改善细胞的免疫功能ꎮ 减少过度训练导致的感染性

疾病的发生ꎮ ４) 抗氧化功能ꎮ 谷氨酰胺的代谢产物谷胱甘肽

是高效抗氧化剂ꎮ 研究认为ꎬ 补充外源性 Ｇｌｎ 有助于维持运

动后肝组织中 ＧＳＨ 水平ꎬ 增强其抗氧化损伤能力ꎬ 促进运动

中产生的自由基的清除ꎬ 从而帮助机体运动后的恢复ꎮ

４. b－丙氨酸

β－丙氨酸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唯一一种 β 型氨基酸ꎬ 不参

与蛋白质的合成ꎬ 不仅是尿嘧啶和胞嘧啶的分解代谢产物ꎬ

还是组成泛酸、 辅酶 Ａ 等的成分ꎬ 与组氨酸等结合形成肌肽

及其衍生物鹅肌肽ꎮ 动物体内的 β－丙氨酸主要来源于肝脏ꎬ

以尿嘧啶和胞嘧啶的分解、 肌肽的水解、 Ｌ－天冬氨酸的脱羧

３ 种方式为主ꎬ 其中主要来源于嘧啶的分解ꎮ β－丙氨酸的代

谢主要在大脑和肌肉中ꎬ 代谢的初级产物为丙二酰半醛ꎬ 正

常代谢时最终产物为乙酸ꎮ

β－丙氨酸对运动能力提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１) 提高肌肽含量ꎮ 研究表明ꎬ 摄取 β－丙氨酸的方式会

对组织中肌肽含量产生一定的影响ꎮ 合成肌肽的速率主要受

β－丙氨酸影响ꎬ 外源添加 β－丙氨酸有利于提高肌肽合成酶活

性ꎬ 从而增加肌肽含量ꎮ ２) 中枢神经递质调节ꎮ β－丙氨酸作

为大脑神经递质ꎬ 可以合成神经系统二肽 (肌肽、 鹅肌肽)ꎮ

体外试验表明ꎬ β－丙氨酸作为一种神经调节物质ꎬ 能够激活

γ－氨基丁酸 Ａ 型受体和甘氨酸受体ꎬ 从而调控类固醇激素代

谢ꎮ ３) 抗疲劳: β－丙氨酸作为膳食补充剂具有抗疲劳的效

果ꎬ 可显著降低长时间高强度有氧和无氧运动疲劳ꎬ 尤其是

缓解降低中枢疲劳ꎮ

５. 肌肽

肌肽全称为 β－丙氨酰－Ｌ－组氨酸ꎬ 是由一种由 β－丙氨酸

和 Ｌ－组氨酸两种氨基酸组成的二肽ꎮ 肌肽由肝脏合成ꎬ 广泛

的存在于肌肉中ꎬ 是一种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ꎮ 通常情况下

人体自行合成的肌肽可以满足日常生活需要ꎬ 而通过外源性

补充肌肽可以更好的提升运动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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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肽的对于运动营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抗氧化作用ꎮ 肌肽可以有效清除运动后产生的大量氧化自

由基如 ＯＨ 等ꎬ 保护细胞膜和脱氧核苷酸被样氧化自由基攻

击ꎮ 肌肽可以直接同自由基相结合ꎬ 而不依赖其他辅酶的功

能ꎮ ２) 抗神经退化作用ꎮ 一氧化氮合酶 (ＮＯＳ) 能催化 Ｌ－

精氨酸转变生成 ＮＯꎮ 体内适当含量的 ＮＯ 在组织内发挥着各

种生理作用ꎬ 如神经传递作用、 血管舒张等ꎮ 但是 ＮＯ 含量

的增多则会导致神经退化等疾病的产生ꎮ 肌肽可以对一氧化

氮合酶催化产生 ＮＯ 的过程起调节作用ꎬ 从而防止由于神经

系统退化ꎮ ３) 抗糖化作用ꎮ 糖化作用会使蛋白质变质ꎬ 对生

物体组织功能造成破坏ꎮ 葡萄糖氧化、 氨基酸和油脂的氧化、

细胞新陈代谢所产生的醛类都是独特的糖化试剂ꎬ 肌肽可以

与这些醛类迅速发生反应ꎬ 防止破坏的发生ꎮ ４) 促进肌肉合

成ꎮ 肌肽可以通过 ｍＴＯＲ 信号通路促进肌卫星细胞增殖ꎬ 增

加肌肉中卫星细胞数量ꎻ 同时还可以促进肌卫星细胞分化ꎬ

增加肌纤维数量ꎮ ５) 抗疲劳ꎮ 肌肽可以增加肌肉对脂肪和糖

的氧化效率ꎬ 减少酮体和乳酸的产生从而降低主观疲劳ꎮ

６. 甜菜碱

甜菜碱 (Ｂｅｔａｉｎｅ) 是从甜菜分离的甘氨酸的甲基衍生

物ꎬ 在肝脏中代谢为二甲基甘氨酸 (ｄｉ￣ｍｅｔｈｙｌｇｌｙｃｉｎｅ) 和肌

氨酸 (ｓａｒｃｏｓｉｎｅ)ꎮ 动物和人体研究表明ꎬ 甜菜碱对耐力和

抗阻力运动有积极作用ꎮ 此外补充甜菜碱还可以促进减脂或

增加瘦体重ꎮ 不过ꎬ 也有一些研究报告甜菜碱没有明显的作

用ꎮ 研究显示ꎬ 甜菜碱的作用可能与促进脂肪分解和抑制脂

肪合成有关ꎬ 机理涉及到脂代谢相关蛋白的表达调节、 胰岛

素样生长因子－１ ( ＩＧＦ－１) 和生长激素分泌增加、 胰岛素受

体信号通路激活、 肌酸和蛋白质合成增加等过程ꎮ 甜菜碱的

补充剂量范围为 ５００ｍｇ~９０００ｍｇ /天ꎮ

７. 硝酸盐

一氧化氮 (ｎｉｔｒｉｃｏｘｉｄｅꎬ ＮＯ) 是一种重要的生理信号分

子ꎬ 通过调节血流量、 肌肉收缩力、 葡萄糖和钙稳态以及线

粒体的生物合成和呼吸来调节骨骼肌的功能ꎮ 直到最近ꎬ 人

们还认为 ＮＯ 仅通过在一氧化氮合酶 (ＮＯＳ) 催化的反应中

氧化氨基酸 Ｌ－精氨酸生成ꎮ 然而ꎬ 现在认识到ꎬ 硝酸盐还原

为亚硝酸盐ꎬ 随后亚硝酸盐还原为 ＮＯ 也可能产生 ＮＯꎮ 这一

途径在缺氧中可能特别重要ꎮ 硝酸盐和亚硝酸盐是通过一氧

化氮合酶产生一氧化氮的产物存在于体内ꎬ 也通过饮食调节ꎮ

食物 (特别是绿叶蔬菜) 中的硝酸盐可被口腔细菌还原为亚

硝酸盐ꎬ 导致血浆亚硝酸盐浓度升高ꎬ 成为 ＮＯ 产生的循环

“蓄水池”ꎮ

甜菜根 (Ｂｅｔａ ｖｕｌｇａｒｉｓ ｒｕｂｒａꎬ ｒｅｄ ｂｅｅｔｒｏｏｔ) 是重要的膳

食硝酸盐 (ＮＯ３－) 来源ꎬ 还含有其他生物活性成分如酚类

(类黄酮、 酚酸、 酚酰胺)、 维生素 Ｃ、 类胡萝卜素、 甜菜碱

等ꎬ 具有抗氧化、 抗炎和血管保护作用ꎬ 已经在降低血压、

减轻炎症、 对抗氧化应激、 保护血管内皮和恢复脑血管血流

等方面得到实际应用ꎮ 研究显示ꎬ 补充富含硝酸盐的甜菜根

汁或硝酸盐ꎬ 可加快高强度运动中氧的摄入量和提升运动耐

力ꎮ 荟萃分析指出ꎬ 补充硝酸盐可提高耐力运动的能力ꎬ 但

需进一步摸索最佳补充剂量和最佳效果的条件ꎮ 有人比较了

高强度与低强度、 长时间与短时间、 连续性与间歇性、 正常

氧与低度氧等不同的运动状况ꎬ 总结认为硝酸盐补充可能有

助于提高运动能力ꎮ 有人报告ꎬ 补充 ５~６ｍｍｏｌ 的硝酸盐ꎬ ３

小时内观察到耗氧量下降ꎮ 每天补充同剂量的硝酸盐ꎬ 可以

连续 １５ 天观察到相同的结果ꎮ 有几种类型的运动ꎬ 包括骑

车、 步行、 跑步、 伸膝运动等ꎬ 都报告了类似的结果ꎮ 补充

硝酸盐可使高强度连续运动的时间延长 １６ ~ ２５％而不疲劳ꎮ

体育爱好者和中等程度受训的运动员补充硝酸盐后ꎬ ４、 １０

和 １６.１ 公里自行车运动成绩能够提高 １~２％ꎮ 短期服用富含

硝酸盐的甜菜根饮料ꎬ 可以增加肌肉氧合速率ꎬ 加快氧化代

谢的调节ꎬ 并增强运动耐力ꎮ 补充 ＮＯ３－可能特异性作用于 ＩＩ

型肌纤维ꎬ 改善其生理功能ꎮ

研究显示 ＮＯ３－的这些作用是通过降低血压、 增加血流量

以及提高运动组织微循环局部氧分压等生理机制实现的ꎮ 补

充硝酸盐使运动中消耗氧量减少的机理ꎬ 可能与线粒体呼吸

和肌肉能量收缩调节有关ꎮ 几项研究表明ꎬ 补充无机硝酸盐ꎬ

可导致次极量运动中摄氧量显著降低ꎬ 骨骼肌功效增强ꎮ 硝

酸盐的的生理机制尚未完全清楚ꎬ 但可能与其在体内转化为

亚硝酸盐以及一氧化氮有关ꎮ 亚硝酸盐和一氧化氮可能通过

调控肌质网钙离子或肌动蛋白与肌球蛋白之间相互作用来

影响肌肉收缩的效率ꎬ 并且还可以提高线粒体氧化磷酸化

的效率ꎮ

最近的几项研究已经讨论了膳食硝酸盐的补充对运动

生理反应的影响程度ꎮ Ｌａｒｓｅｎ 等人表明ꎬ ３ 天的硝酸钠

(０.１ｍｍｏｌ / ｋｇ /天) 可降低静息血压和亚最大循环运动的氧

消耗ꎮ 随后ꎬ 我们报告ꎬ 通过添加天然食品 (富含硝酸盐甜

菜根汁) 来提高无生物利用度ꎬ 可降低静息血压和氧消耗ꎬ

并提高运动性能ꎮ 在第一项研究中ꎬ 我们发现ꎬ ４ ~６ 天的膳

食硝酸盐补充 (每天 ０.５ 升含 ~６ ｍｍｏｌ 硝酸盐的甜菜根汁)

可使次最大循环运动的 “稳态” Ｏ２成本降低 ５％ꎬ 并将高强

度循环期间的疲劳时间延长 １６％ꎮ 在后续研究中ꎬ 我们使用

３１ 个 Ｐ－核磁共振光谱来研究这种现象的机制基础ꎮ 膳食硝酸

８３



盐的补充导致肺氧摄取减少和肌肉代谢紊乱减少ꎬ 从而使高

强度膝关节伸展运动能够在更长时间内耐受ꎮ 这些数据表明ꎬ

在膳食硝酸盐补充后ꎬ 运动的氧成本降低与肌力产生的 ＡＴＰ

成本降低有关ꎬ 这可能是由于跨桥循环或肌浆网 Ｃａ２＋ －ＡＴＰ

酶活性降低所致ꎮ 然而ꎬ 补充硝酸盐也有可能提高线粒体效

率ꎮ Ｌａｒｓｅｎ 等人报告说ꎬ 硝酸钠降低了质子泄漏ꎬ 并提高了

线粒体的 Ｐ / Ｏ 比ꎮ

补充硝酸盐对亚极量运动的 Ｏ２消耗的积极影响可以非常

明显 (即ꎬ ６ ｍｍｏｌ 硝酸盐 “丸” 后 ２.５ 小时)ꎬ 如果继续以

相同的每日剂量补充ꎬ 这种影响可以维持至少 １５ 天ꎮ 由于甜

菜根汁含有除硝酸盐以外的可能具有生物活性的化合物ꎬ 我

们开发了一种无硝酸盐甜菜根汁作为安慰剂ꎮ 缺乏硝酸盐的

甜菜根汁与对照相比没有生理效应ꎬ 而富含硝酸盐的甜菜根

汁降低了行走和跑步的氧气消耗ꎬ 并延长了 １５％的疲劳时间ꎮ

最近ꎬ 我们研究了急性膳食硝酸盐补充对竞技自行车运动员 ４

公里和 １６.１ 公里计时试验 (ＴＴ) 成绩的影响ꎮ 我们发现ꎬ 在

相同的肺氧摄取率下ꎬ 自行车运动员能够产生更大的功率输

出ꎬ 从而使完成两个 ＴＴ 距离的时间减少了 ２.７％ꎮ

８. 发酵食品活性物质

已经发现一些发酵类食品具有运动营养食品的功能作用ꎮ

有人观察到牛奶、 土豆、 豆浆、 木瓜、 猪胎盘、 大米糠、 红

景天、 鹿茸等发酵食品或提取物有改善运动能力的作用ꎮ 发

酵食品的原料来源广泛多样ꎬ 几乎可以囊括所有食物和某些

非食物ꎬ 可供发酵的微生物也种类繁多ꎮ 食物发酵后ꎬ 往往

产生一些原料食物中没有的新物质ꎮ 可以选择、 尝试不同的

有益发酵微生物对不同食品进行发酵ꎬ 从中发现有潜力的活

性成分ꎬ 成为运动营养食品的新资源ꎮ

９. 海洋来源的活性物质

从海洋生物中寻找、 提取活性物质是另一个方向ꎮ 已经

研发的海洋活性物质包括环氧合酶抑制剂、 海洋类固醇、 大

环内酯类、 抗氧化剂、 产热物质、 改善免疫力和软骨保护的

物质、 几丁质、 壳聚糖、 ω－３ 多不饱和脂肪酸等ꎮ 对肌肉酸

痛有作用的海洋性活性物质有雨生红球藻 (Ｈａｅｍａｔｏｃｏｃｃｕｓ

ｐｌｕｖｉａｌｉｓ) 中的虾青素ꎬ 螺旋藻 (Ｓｐｉｒｕｌｉｎａ) 中的藻蓝蛋白ꎮ

抗氧化、 抗炎作用的海洋性活性物质有雨生红球藻中的虾青

素ꎬ 螺旋藻中的藻蓝蛋白ꎬ 小球藻属绿藻 (Ｃｈｌｏｒｅｌｌａ ｐｙｒｅ￣

ｎｏｉｄｏｓａ) 中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ꎬ 盐生杜氏藻 (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ｓａｌｉｎａ) 中的 β－胡萝卜素ꎬ 鱼腥藻中的超氧化物歧化酶ꎬ 节

旋藻 (Ａｒｔｈｒｏｓｐｉｒａ) 中的 γ－亚麻酸ꎬ (Ｓｔｙｌｏｃｈｅｉｌｕｓ ｌｏｎｇｉｃａｕ￣

ｄａ) 中的大环内酯类 (Ｍａｃｒｏｌｉｄｅｓ)ꎬ 紫球藻 (Ｐｏｒｐｈｙｒｉｄｉ￣

ｕｍ) 中的 γ－氨基丁酸等ꎮ 促进脂肪动员的海洋性活性物质

有裙带菜 (Ｕｎｄａｒｉａ ｐｉｎｎａｔｉｆｉｄａ) 中的墨角藻黄素 (Ｆｕｃｏｘａｎ￣

ｔｈｉｎ)ꎮ 抗蛋白分解ꎬ 提高肌肉功能的海洋性蛋白质有杜氏藻

(Ｄｕｎａｌｉｅｌｌａ) 和节旋藻 (Ａｒｔｈｒｏｓｐｉｒａ ｐｌａｔｅｎｓｉｓ) 中的蛋白质ꎬ

鞭金藻 ( Ｉ. ｇａｌｂａｎａ) 中的碳酸酐酶蛋白质ꎬ 等等ꎮ

１０. 牡蛎肽

牡蛎ꎬ 俗称海蛎子、 生蚝ꎬ 是世界上养殖规模最大的贝

类ꎬ 牡蛎中营养物质丰富ꎬ 包括高含量的优质蛋白质ꎬ 氨基

酸组成完善ꎬ 富含维生素及各种微量元素ꎬ 尤其是牛磺酸含

量较高ꎬ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及保健功效ꎮ

牡蛎肽是以牡蛎为原料ꎬ 利用分子生物技术酶解加工后

经分离、 纯化、 干燥等步骤制成的分子量较低的低聚肽混合

物ꎮ 近年来针对牡蛎肽的研究广泛ꎬ 研究表明其对机体有着

抗氧化、 抗高血压、 降血糖、 提高免疫力、 抗肿瘤、 改善学

习记忆等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 牡蛎肽对于以睾酮为代表的雄激素的分泌合成也

起着积极的作用ꎬ 它可以激活 ＨＰＧ 轴途径来提升安静和运动

后的血睾酮水平ꎬ 促进睾酮类固醇的生成ꎮ 而睾酮能促进体

内脂代谢、 抑制骨吸收ꎬ 促进成骨ꎬ 还具有促进蛋白质与核

酸合成、 促进肌纤维生长、 刺激促红细胞生成素分泌等功能ꎮ

因此牡蛎肽可以通过其对睾酮等雄激素合成代谢的影响ꎬ 进

而增加肌肉合成和力量增长ꎮ

１１. 中草药

“中草药” 是一个广泛的短语ꎬ 包括来自东亚或中亚的物

种ꎬ 据称具有能原性以及其他特性ꎮ 这些草药的补充剂在全

球销售ꎬ 并被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使用ꎮ

许多体育专业人士错误地将中药视为处方药ꎮ 与药物不

同的是ꎬ 草本植物通常生长在户外ꎬ 在那里它们可能会经历

从一种作物到另一种作物的相当大的环境变化ꎮ 收获、 储存

和提取方法也可能因作物或制造商而异ꎮ 所有这些因素都会

影响潜在的强力效应ꎮ 考虑到仅有少数研究只针对一小部分

草药ꎬ 而且这些研究本身在实验设计和测量方法上存在差异ꎬ

研究同一物种的多个报告具有不同的结果ꎮ 尤其是 １９ 种中草

药ꎬ 通常用于专利制剂中ꎬ 有时与其他品种一起使用ꎬ 每种

制剂都具有不同的特性ꎮ

１１.１ 红景天

红景天是景天科的一种草本植物ꎬ 也被称为北极根、 玫

瑰根和金根ꎮ 它生长在北美、 欧洲和亚洲的山区和北极地区ꎮ

红景天具有增强生理和心理机能、 增强认知和神经功能、 减

轻自由基等多种作用ꎮ 由于它的心脏保护作用ꎬ 它被描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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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应原ꎮ

尽管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动物模型上进行的ꎬ 但也有一些

研究是在人类身上进行的ꎮ 对于人体剂量的调查范围从 １００

毫克到 ６００ 毫克 /天ꎮ 关于它对运动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结果各

不相同ꎮ 红景天补充剂量为 １００ ｍｇ /天ꎬ 连续 ２０ 天和一次急

性剂量为 ２００ ｍｇ /天ꎬ 可分别提高 ６.５％和 ５.０％的耐力运动

能力ꎮ 但是ꎬ 其他研究也没有发现对 ＶＯ２ 峰值、 峰值功率、

乳酸阈值和通气阈值有积极影响ꎮ 研究红景天补充剂在神经

和认知能力方面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ꎮ 每天 １００~５５５

毫克的剂量对认知能力有积极的影响ꎬ 但是其他研究发现每

天 ２００ 毫克的剂量无论是急性的还是持续 ５ 周都没有影响ꎮ

红景天含有苯丙素、 酚类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ꎬ 一些研究

发现ꎬ 补充剂可以提高抗氧化水平ꎬ 减少肌肉损伤标记物ꎬ

缓解自由基ꎮ

根据现有文献ꎬ 目前尚不清楚每日补充 １００~６００ 毫克红

景天是否能提高智力和 /或运动能力ꎮ 然而ꎬ 有一些证据表明

红景天确实具有抗氧化特性ꎮ 为了确定提高成绩的效果ꎬ 需

要对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进行进一步严格控制的研究ꎮ

１１.２ 人参

“人参” 是指亚洲和美洲的人参属和香菇属植物ꎬ 尽管人

参的根茎材料最常用于强力补充剂 (片剂、 提取物和 “能量

饮料” )ꎮ 人参皂苷 (三萜皂苷ꎬ 也被称为人参皂苷) 是人

参中主要的生物活性化合物ꎬ 与人参的强力效应有关ꎬ 但人

参补充剂中也含有其他化合物ꎬ 如咖啡因和其他甲基黄嘌呤ꎮ

最近一项有关人参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综述表明ꎬ 人参的

强力效应尚未得到科学证实ꎬ 许多显示有效的研究可能存在

方法上的缺陷ꎮ 人参是 “能量饮料” 中越来越常见的成分

(还有咖啡因、 牛磺酸和瓜拉那)ꎮ 最近一项关于能量饮料能

增强运动能力的综述表明ꎬ 葡萄糖和咖啡因是最有可能与观

察到的效果有关ꎬ 而不是人参ꎮ 然而ꎬ 由于人参经常与许多

其他成分一起出现ꎬ 很难明确指出它的具体作用ꎮ 一项研究

表明ꎬ 与安慰剂相比ꎬ 服用含人参的能量饮料＋训练方案 ３ 周

后ꎬ 跑台测定的 ＶＯ２ｍａｘ、 临界跑步速度和瘦体重均有改善ꎬ

但由于补充剂中含有大量其他成分ꎬ 因此很难确定人参的特

定效果ꎮ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科学证据支持人参作为一种强力辅助

剂ꎮ 人参的这种情况可能与银杏和其他补充剂的情况相似ꎬ

在这些补品中ꎬ 外来的可变性混淆了研究结果ꎮ

１１.３ 蒺藜

蒺藜生长在亚洲南部ꎬ 主要由无氧运动员食用ꎬ 其声称

具有增强力量的能力ꎮ 甾体皂甙 (又称苷类) 是声称具有生

物活性的化合物ꎬ 可上调睾酮的产生ꎬ 从而增加肌肉质量和

力量ꎮ 最近一项对年轻男性橄榄球运动员进行的为期 ５ 周

(按含量计ꎬ 皂甙含量为 ６０％) 的补充研究表明ꎬ 补充皂甙

对力量或去脂体重没有影响ꎮ 服用剂量不影响尿睾酮 /表睾酮

水平ꎮ

１１.４ 冬虫夏草

冬虫夏草被许多人认为是一种能产生能量的草本植物ꎬ

它实际上是一种真菌 (不是植物)ꎬ 通常被称为冬虫夏草ꎮ 虫

草酸和甘露醇是最常被引用的生物活性化合物ꎻ 然而ꎬ 大多

数关于运动员冬虫夏草的研究都使用了商业产品ꎬ 包括其他

物种 (如蔷薇红景天) 或其他分离的化合物ꎮ 因此ꎬ 冬虫夏

草的强力作用很难确定ꎮ 其作用可能在于改善氧动力学或上

调 ＡＴＰ 生成的能力ꎮ 最近一项使用短期剂量的研究表明ꎬ 补

充冬虫夏草对年轻成年男性的肌肉相关参数没有影响ꎮ 同样ꎬ

早期的研究也表明冬虫夏草对有氧参数没有影响ꎮ

１１.５ 绿茶

来自绿茶 (东亚的茶树ꎻ 与白茶ꎬ 红茶等相同的来源)

叶的一种叫做儿茶素的类黄酮 (尤其是表没食子儿茶素－３－

没食子酸酯 (ＥＧＣＧ) ) 在非运动研究中显示出对心血管的

益处ꎬ 也可能减轻运动的一些有害影响ꎮ 大多数绿茶强力特

性的研究都是在接受耐力训练的男性自行车运动员中进行的ꎬ

剂量范围为 １３５~２７０ 毫克 /天 ＥＧＣＧ 或总儿茶素ꎮ 研究表明ꎬ

补充绿茶后的时间试验或耐力运动能力没有差异ꎮ 绿茶提取

物对新陈代谢的影响还不太清楚ꎬ 一项研究表明绿茶提取物

在运动中促进更低的呼吸交换比值ꎬ 从而表明脂肪利用率较

高ꎬ 其他研究表明没有代谢差异ꎮ 一项男女混合的研究表明ꎬ

４８ 小时补充 ＥＧＣＧ 可改善了循环 ＶＯ２ｍａｘꎮ 需要进一步的研

究来阐明绿茶补充剂在运动环境中的作用ꎮ

１１.６ 瓜拉那

瓜拉那 (Ｐａｕｌｌｉｎｉａ ｃｕｐａｎａ) 是枫树科的一种攀缘植物ꎬ

原产于亚马逊河流域ꎬ 在巴西尤为常见ꎬ 它含有大量的瓜拉

宁ꎬ 这是一种与咖啡因具有相同特性的化学物质ꎮ 瓜拉宁是

咖啡因的同义词ꎬ 在瓜拉纳语中仅被定义为咖啡因化学物质ꎬ

并且与其他来源的咖啡因化学物质相同 (例如ꎬ 咖啡、 茶、

马黛酒)ꎮ

瓜拉那的特点是叶子很大ꎬ 花簇丛生ꎬ 果实大小与咖啡

豆相似ꎮ 作为一种膳食补充剂ꎬ 瓜拉那是一种有用的咖啡因

来源ꎬ 瓜拉那种子中的咖啡因含量大约是咖啡豆中 １~２％的

两倍 (２~４.５％)ꎮ 瓜拉那和其他咖啡因的天然来源一样ꎬ 也

含有不同的其他黄嘌呤生物碱混合物ꎬ 如可可碱和茶碱ꎮ 瓜

拉那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可接受的成分ꎬ 可以在饮料、 能量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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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草药茶或胶囊中找到ꎮ

因此ꎬ 瓜拉那最著名的是它的刺激性ꎬ 提供类似于咖

啡因的好处ꎬ 如减少疲劳ꎬ 提高警觉性ꎬ 并在运动领域作

为一种强力辅助剂ꎮ 咖啡因和瓜拉那在小到中等的咖啡因剂

量 (２~３ｍｇ / Ｋｇ) 时能产生最大的强力作用ꎮ 理论上讲ꎬ 有

可能过量摄入咖啡因或瓜拉那ꎬ 致死剂量估计为单剂量 １０ ｇ

纯咖啡因 /瓜拉宁ꎮ

１１.７ 枸杞

宁夏枸杞和枸杞都是中药中重要的草药成分ꎬ 常被称为

枸杞ꎮ 浆果 (即枸杞子) 既可作食物也可作药物ꎬ 而根皮

(枸杞子皮层) 只可作药物ꎮ 这些植物不应与茄果混为一谈ꎬ

茄果被称为狼的苹果、 狼的水果或狼的果实ꎬ 含有有毒生物

碱ꎮ 枸杞果是最常用于运动补充剂的植物成分ꎬ 含有多种生

物活性分子ꎬ 包括类胡萝卜素、 类黄酮、 维生素ꎬ 包括丰富

的维生素 Ｃ、 甾醇和多糖ꎮ 生物利用度研究表明ꎬ 当从牛奶

中提取浆果作为中药时ꎬ 会在血液中发现玉米黄质 (类胡萝

卜素的一个亚类)ꎬ 在 ６ 小时后达到峰值ꎮ

许多人声称枸杞对健康有益ꎬ 包括提高免疫功能、 生育

能力、 皮肤和眼睛健康ꎬ 甚至抗衰老ꎮ 然而ꎬ 很难找到关于

这些良好效应的同行评审证据ꎮ 在健康方面ꎬ 似乎有一些报

道对预防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和抑制前列腺癌进展有益ꎮ 然而

有些人对枸杞有过敏的易感性ꎬ 甚至有过敏的风险ꎮ

总之ꎬ 使用枸杞 (枸杞) 可能对健康有一些好处ꎬ 但可

能有潜在的副作用ꎮ 然而ꎬ 几乎没有科学证据证明枸杞子

(ｇｏｇｉｂｅｒｒｙ) 是一种 “超级食品” 的商业说法是正确的ꎬ 也

没有证据表明它作为一种有益于运动能力的强力补充剂ꎮ

１２. 黄酮类

在植物化学物质中最多且研究最好的多酚是黄酮类化合

物ꎬ 已鉴定出 ６０００ 多种ꎬ 并至少分为六个亚类: 黄酮醇、 黄

酮化合物、 黄烷酮、 黄烷醇 (及其低聚物、 原花青素)、 花青

素和异黄酮ꎮ 黄酮类化合物广泛分布于植物中ꎬ 是植物的色

素、 信号分子和抵御感染和伤害的防御者ꎮ

黄酮类化合物的饮食摄入量为 ５０~８００ｍｇ /天ꎬ 具体取决

于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以及茶的摄入量ꎮ 在美国ꎬ 总黄酮摄

入量平均为 ２１０ｍｇ /天ꎬ 在西班牙为 ３１３ ｍｇ /天ꎬ 主要来源包

括茶、 柑橘类水果和果汁、 啤酒和麦芽酒、 葡萄酒、 甜瓜和

浆果、 苹果、 洋葱和香蕉ꎮ

大量研究表明ꎬ 摄入大量水果和蔬菜可以降低患心血管

疾病和各种癌症的风险ꎮ 水果和蔬菜减少疾病的作用可能部

分是由于高水平的类黄酮ꎮ 虽然细胞培养和动物科学证据很

有希望支持类黄酮摄入在疾病预防中的作用ꎬ 但人类研究作

为一个整体来看是混合的和不确定的ꎮ 问题的一部分是ꎬ 在

有限数量的食物中可以获得类黄酮数据ꎬ 这妨碍了对人类受

试者总类黄酮摄入量的估计ꎮ

许多黄酮类化合物具有很强的抗炎、 抗病毒、 抗氧化、

抗肥胖和抗癌特性ꎬ 当使用大剂量的纯化形式进行体外研究

时ꎮ 炎症和氧化应激是某些疾病状态的关键机制ꎬ 支持了增

加类黄酮摄入量以预防癌症、 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建议策

略ꎮ 然而ꎬ 使用大剂量的纯化类黄酮 (如槲皮素) 对人体进

行的随机双盲研究的结果令人失望ꎮ 黄酮类化合物的生物利

用度差异很大ꎬ 大多数吸收不良ꎬ 活性外排ꎬ 广泛缀合和代

谢转化ꎬ 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其生物活性ꎮ 尽管母体类黄酮的

生物利用度很低ꎬ 但一些体内代谢物可能在组织中积累并产

生生物活性影响ꎬ 但尚无确凿的人类数据ꎮ 例如ꎬ 动物实验

数据表明ꎬ 槲皮素代谢物在血管组织中积累ꎬ 并作为补充抗

氧化剂ꎬ 血浆白蛋白促进槲皮素代谢物向血管目标的转运ꎮ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ꎬ 当与其他类黄酮混合时ꎬ 单个类黄

酮的生物活性影响会增强 (如黄酮醇槲皮素含有黄酮醇表没

食子儿茶素 ３－没食子酸酯ꎻ ＥＧＣＧ) 或包含在鸡尾酒或其他

多酚和营养素的提取物中ꎮ 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黄酮类化合物

一起摄入可能增加生物利用度ꎬ 并通过在小肠和肝脏中竞争

性抑制葡萄糖醛酸和硫酸盐偶联ꎬ 以及通过抑制 ｐ－糖蛋白、

乳腺癌耐药蛋白和多药耐药蛋白等外排转运体ꎬ 减少消除ꎮ

植物性食品的健康保护作用不是由单一成分产生的ꎬ 而

是由相互作用的分子的复杂混合物产生的ꎮ 多酚和天然成分

为植物和人类提供了多方面的防御策略ꎮ 因此ꎬ 制药公司使

用大剂量单一生物活性分子的方法在营养应用于人类健康和

表现方面很少成功ꎮ 此外ꎬ 还需要采用代谢组学或营养基因

组学方法来提高研究人员的能力ꎬ 以捕捉类黄酮补充剂或富

含类黄酮的提取物、 食物和饮料对全身代谢和生理的复杂而

微妙的影响ꎮ

已经对各种营养制剂进行了测试ꎬ 以确定其减轻剧烈运

动后的氧化应激、 炎症和免疫变化的能力ꎬ 从而降低生理应

激的程度和上呼吸道感染 (ＵＲＴＩ) 的风险ꎮ 一些人质疑使用

营养补充剂作为对抗运动诱导的氧化应激和炎症的对策的价

值ꎬ 因为这些可能会干扰训练适应的重要信号机制ꎮ 另一种

观点是ꎬ 营养补充剂减轻但不完全阻止运动诱导的氧化应激

和炎症ꎬ 类似于有益地使用冰袋来减轻轻度损伤后的肿胀ꎮ

越来越多的研究小组正在测试槲皮素、 ＥＧＣＧ 和异黄酮

等纯类黄酮ꎬ 或富含类黄酮的植物提取物ꎬ 作为运动性炎症、

ＤＯＭＳ、 氧化应激、 免疫功能障碍和 ＵＲＴＩ 的性能辅助和对

策ꎮ 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富含类黄酮的茶和水果和蔬菜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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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对抗氧化应激的能力上ꎬ 大多数研究表明它们具有有效的

反应ꎮ 第二个最常见的结果指标与炎症和 ＤＯＭＳ 有关ꎬ 同

样ꎬ 大多数研究支持在要求运动前摄入类黄酮混合物或植物

提取物的保护作用ꎮ 结果好坏参半的性能结果ꎬ 很少有研究

包括免疫和荨麻疹措施ꎮ

对于任何在运动背景下研究的类黄酮或植物提取物ꎬ 很

少有论文可用ꎬ 研究设计在补充剂量和方案、 运动压力模式

和结果测量方面存在很大差异ꎮ 类黄酮补充期从运动挑战前

１５ 分钟到 ６０ 天不等ꎬ 大多数研究集中在 ７ 天到 ２１ 天之间ꎮ

尽管如此ꎬ 数据总体上支持富含类黄酮的植物提取物和独特

的类黄酮营养混合物 (如槲皮素与绿茶提取物和鱼油ꎬ 或异

黄酮与番茄红素) 有助于对抗运动诱导的氧化应激和炎症 /迟

发性肌肉酸痛ꎮ

与运动相关的研究更多的是使用槲皮素而不是其他类黄

酮ꎮ 在一项针对有运动压力的骑自行车者的早期研究中ꎬ 在 ５

周的时间内补充纯槲皮素 (１０００ 毫克 /天) 可以降低发病率ꎬ

但不能对抗运动后炎症、 氧化应激或免疫功能障碍ꎮ 在一项

采用类似设计的后续研究中ꎬ 槲皮素补充剂结合绿茶提取物、

异槲皮素和鱼油确实能显著降低运动诱导的炎症和氧化应激ꎬ

并长期增强先天免疫功能ꎮ 槲皮素作为一种性能辅助的作用

已经被几个研究团队测试ꎬ 结果好坏参半ꎮ 动物研究支持槲

皮素作为一种模拟线粒体生物发生和提高耐力表现的运动的

作用ꎮ 一项对未经训练的人类受试者的研究表明ꎬ 骨骼肌线

粒体密度和耐力表现有适度的增强ꎬ 但远远低于小鼠的报道ꎮ

尽管数据有限ꎬ 补充方案差异很大ꎬ 但大多数研究得出

的结论是ꎬ 类黄酮营养混合物或富含类黄酮的茶、 水果和蔬

菜提取物ꎬ 在运动挑战前急性或长期摄入ꎬ 可以减轻运动后

的氧化应激、 炎症和迟发性肌肉酸痛ꎮ 关于绩效结果的结果

好坏参半ꎬ 而且很少有研究将免疫措施纳入其中ꎮ

１２.１ 槲皮素

流行病学研究为食用富含黄酮槲皮素的食物的个人提供

了多种疾病预防益处ꎮ 体外和动物研究表明ꎬ 槲皮素是一种

强抗氧化剂和抗炎剂ꎬ 并发挥抗病原性和免疫调节作用ꎮ 在

社区居民中进行的槲皮素补充研究没有反映出这些积极的益

处ꎬ 但研究仍在继续ꎬ 以确定适当的结果测量、 给药方案和

佐剂ꎬ 这些可能放大槲皮素在体内的任何已知生物活性效应ꎮ

在运动员中补充槲皮素的研究集中在对运动后炎症、 氧化应

激和免疫功能障碍、 生理应激期后的发病率和运动表现的潜

在影响ꎮ

迄今为止ꎬ 槲皮素对运动后生理应激指标 (如免疫紊乱)

的作用是消极的ꎮ 然而ꎬ 当槲皮素补充剂与其他多酚和食物

成分 (如绿茶提取物、 异槲皮素和鱼油) 结合使用时ꎬ 运动

员的运动诱发炎症和氧化应激会显著减少ꎬ 并增强先天免疫

功能ꎮ

槲皮素与多种病原体一起培养时具有很强的抗病毒活性ꎮ

在小鼠中ꎬ 槲皮素在接种流感病毒前补充 ７ 天和 ３ 天的剧烈

运动部分地减少了运动引起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ꎮ 一项

为期 １２ 周的社区试验显示ꎬ 在 ４０ 岁至 ８５ 岁每天摄入 １０００

毫克槲皮素的体力活动受试者中ꎬ 上呼吸道感染 (ＵＲＴＩ) 略

有减少ꎬ 但在年轻人中没有ꎮ 骑自行车运动员被随机分为每

天 １０００ 毫克槲皮素或安慰剂组ꎬ 连续 ５ 周ꎬ 在为期 ３ 天的力

竭运动后的两周内ꎬ 尿呼吸道感染的发生率降低ꎮ

槲皮素补充超过 ７ 天诱导小鼠线粒体生物发生和跑步耐

力 (３７％) 和车轮跑距离的增加ꎮ 槲皮素对未经训练的人的

表现的相关影响是适度的ꎬ 远远低于那些报道的小鼠ꎮ 已经

进行了大约 １０ 项不同的运动研究ꎬ 尽管关于补充槲皮素对耐

力运动能力的影响的结果相互矛盾ꎬ 但一项荟萃分析显示了

一种能因效应ꎬ 作者描述为介于微不足道和很小之间 (约

３％)ꎬ 但却是显著的ꎮ

未来的研究应强调多种性能指标ꎬ 延长人类的补充期ꎬ

并结合服用可能增强槲皮素在运动中任何生物活性作用的佐

剂ꎮ 应研究开始运动训练和补充槲皮素之间的潜在协同作用ꎬ

以确定未经训练的受试者是否能取得更大的成绩ꎮ 总的来说ꎬ

槲皮素的生物活性作用支持了体育运动ꎬ 但还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来更好地确定最佳的给药方案和佐剂ꎬ 以扩大在高强度

训练和比赛中的益处ꎮ

１２.２ 番茄红素

番茄红素是一种不饱和烯烃化合物ꎬ 是成熟番茄中的主

要色素ꎬ 也是常见的类胡萝卜素之一ꎬ 人体自身不能合成ꎮ

番茄红素不具有 β－胡萝卜素的 β－芷香酮环结构ꎬ 故在体内不

能转变为维生素 Ａꎬ 不属于维生素 Ａ 原ꎮ 分子式为 Ｃ４０Ｈ５６ꎬ

有多种顺反异构体ꎮ 番茄红素分子中有 １１ 个共轭双键和 ２ 个

非共轭双键ꎬ 故其稳定性很差ꎬ 容易发生顺反异构反应和氧

化降解ꎮ

番茄红素吸收率高于 α－胡萝卜素和 β－胡萝卜素ꎬ 但也受

很多因素的影响ꎮ 顺式构型比反式构型的番茄红素更易吸收ꎮ

天然存在的番茄红素绝大部分是全反式构型ꎬ 而在人体组织

中则大部分为顺式构型 (>５０％)ꎬ 且体内番茄红素顺式构型

所占比例并不随食物中番茄红素构型的差异而改变ꎮ 目前认

为ꎬ 反式构型的番茄红素在吸收之前即大部分在胃肠道变构

为顺式构型ꎮ 食物中的蛋白质－胡萝卜素复合物、 大量的可溶

性膳食纤维 (如果胶)、 结合胆固醇和树脂ꎬ 以及缺乏铁、 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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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蛋白质ꎬ 患肠道疾病等都可能干扰番茄红素的吸收ꎮ 热加

工可将部分天然番茄红素的反式结构转变为顺式结构ꎬ 且食

物基质中脂类可促进番茄红素的释放ꎬ 加入油脂热处理后的

番茄红素比未加工的番茄红素更易吸收ꎮ

番茄红素所具有的长链多不饱和烯烃分子结构ꎬ 使其具

有很强的消除自由基能力和抗氧化能力ꎬ 尤其是氧自由基ꎬ

从而可以预防细胞损伤并修复已损伤的细胞ꎮ 番茄红素猝灭

单线态氧的能力是目前常用的抗氧化剂 β－胡萝卜素的 ２ 倍

多ꎬ 是维生素 Ｅ 的 １００ 倍ꎮ 番茄红素可深入清除血管垃圾ꎬ

调节血浆胆固醇浓度ꎬ 保护低密度脂蛋白 ( ＬＤＬ) 不受氧

化ꎬ 还可修复完善被氧化的细胞ꎬ 促进细胞间胶质形成ꎬ 增

强血管柔韧度ꎮ 番茄红素抗家兔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表明ꎬ

番茄红素能有效地降低家兔血清总胆固醇 (ＴＣ)、 甘油三酯

(ＴＧ)、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 ＬＤＬ￣Ｃ) 水平ꎬ 其效果与氟

伐他汀钠相当ꎮ 另有研究显示ꎬ 番茄红素对局部脑缺血有保

护作用ꎬ 其主要通过抗氧化、 清除自由基作用抑制神经胶质

细胞活性ꎬ 缩小脑灌注损伤的面积ꎮ 同时ꎬ 番茄红素可活化

免疫细胞ꎬ 保护吞噬细胞免受自身的氧化损伤ꎬ 促进 Ｔ、 Ｂ

淋巴细胞增殖ꎬ 刺激效应 Ｔ 细胞的功能ꎬ 促进某些白介素产

生及抑制炎症介质生成ꎮ 研究发现ꎬ 中等剂量服用番茄红素

胶囊ꎬ 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ꎬ 减轻急性运动对机体免疫力的

损害ꎮ

我国已批准合成番茄红素 ( ＩＮＳ Ｎｏ.１６０ｄ) 作为着色剂

(ＧＢ ２７６０—２０１１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ꎬ 用于饮料 (包

装饮用水除外)ꎬ 最大使用量 １５ｍｇ / ｋｇꎻ 糖果ꎬ 最大使用量

６０ｍｇ / ｋｇꎻ 固体汤料ꎬ 最大使用量 ３９０ｍｇ / ｋｇꎻ 半固体复合调

味料ꎬ ４０ｍｇ / ｋｇ (以上均以纯番茄红素计)ꎮ 番茄红素也被用

于抗氧化ꎬ 增强免疫力等功能的保健食品ꎮ 食品添加剂联合

专家委员会 ( Ｊｏｉｎｔ ＦＡＯ / ＷＨＯ Ｅｘｐｅｒ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ꎬ ＪＥＣＦＡ) ２００６ 年认为番茄红素可作为色素和营养

素补充剂使用ꎮ

１３. 益生菌和益生元

１３.１ 益生菌

益生菌是一种含有活微生物的食物补充剂ꎬ 如果给予足

够的量可以给宿主带来健康益处ꎮ 现在有合理的证据表明ꎬ

定期食用经证明可在肠道运输中存活的益生菌菌株可以改变

肠道细菌 (微生物群) 的种群并影响免疫功能ꎬ 但应注意的

是ꎬ 这种影响是剂量和菌株相关的ꎮ 益生菌可以改变肠道

菌群ꎬ 使有益菌群数量增加ꎬ 通常认为有害菌群数量减

少ꎮ 这些变化对消化系统的健康和功能以及免疫功能都有潜

在的好处ꎮ

益生菌有几种作用机制ꎮ 通过它们的生长和新陈代谢ꎬ

它们有助于抑制生长和减少肠道中其他细菌、 抗原、 毒素和

致癌物的潜在有害影响ꎮ 此外ꎬ 已知益生菌可以与肠道相关

的淋巴组织相互作用ꎬ 对先天甚至后天免疫系统产生积极影

响ꎮ 研究表明ꎬ 摄入益生菌可以提高从轮状病毒腹泻中恢复

的速度ꎬ 增加对肠道病原体的抵抗力并促进抗肿瘤活性ꎮ 一

些证据表明ꎬ 益生菌可能有效缓解儿童的一些过敏和呼吸障

碍ꎮ 近年来ꎬ 有证据表明ꎬ 一些益生菌ꎬ 特别是乳酸杆菌菌

株ꎬ 如果每天摄入ꎬ 可以减少成人上呼吸道感染 (ＵＲＴＩ) 的

发病率ꎮ

尽管很少有关于运动员使用益生菌的有效性的研究报告ꎬ

但越来越多的人对研究益生菌在帮助维持整体健康、 增强免

疫功能或减少呼吸道感染发病率和症状严重程度 /持续时间方

面的潜力感兴趣ꎮ

研究人员对 １４１ 名马拉松运动员进行了一项随机双盲干

预研究ꎬ 他们在为期 ３ 个月的训练期间每天接受益生菌或安

慰剂治疗ꎬ 然后参加马拉松比赛ꎬ 并对疾病症状进行为期 ２

周的随访ꎮ 尽管 ＵＲＴＩ 或胃肠道症状发作的数量没有差异ꎬ 但

是在训练期间 (马拉松后 ２ 天与 ２.９ 天对比 ４.３ 天)ꎬ 益生菌

组的胃肠道症状发作的持续时间短于安慰剂组 (１.０ 天和 ２.３

天)ꎮ 在一项双盲ꎬ 安慰剂对照的交叉试验中ꎬ 健康的精英长

跑运动员每天接受益生菌 Ｌ 型发酵菌或安慰剂治疗 ２８ 天ꎬ 在

初次治疗与第二次治疗之间的冲洗期为 ２８ 天ꎬ 运动员 (ｎ ＝

２０) 每天服用益生菌时ꎬ 呼吸道疾病的天数减少ꎬ 呼吸道疾

病症状的严重性降低ꎮ 与安慰剂相比ꎬ 益生菌治疗还引起了

全血培养干扰素 ( ＩＦＮ) γ 产量的两倍大的变化ꎬ 这可能是支

持积极临床结果的机制之一ꎮ 在另一项研究中ꎬ 与健康对照

运动员相比ꎬ 出现疲劳、 表现受损和血液中 ＣＤ４ (Ｔ 辅助性)

细胞 ＩＦＮγ 产生不足的运动员ꎬ 这种明显的 Ｔ 细胞损害在 １ 个

月每日摄入益生菌 (嗜酸 Ｌ 菌) 后得到逆转ꎮ

在一项关于干酪乳杆菌益生菌补充剂对参加 ３ 周突击训

练并随后进行 ５ 天战斗课程的士兵的 ＵＲＴＩ 和免疫和激素变化

的影响的研究中ꎬ 每天接受益生菌或安慰剂组之间的感染发

生率没有差异ꎮ 在研究的免疫参数中ꎬ 主要发现是安慰剂组

在战斗过程后唾液免疫球蛋白 Ａ ( ＩｇＡ) 浓度显着降低ꎬ 而益

生菌组则未随时间变化ꎮ 最近在 ６４ 名大学运动员中进行的一

项随机、 安慰剂对照试验报告ꎬ 在 ４ 个月的冬季训练期间ꎬ

每天服用益生菌 (干酪乳杆菌代田株) 的受试者与安慰剂相

比ꎬ 呼吸道感染发生率更低: 该研究还报告了益生菌组唾液

免疫球蛋白 Ａ ( ＩｇＡ) 维持更好ꎮ 重要的是ꎬ 在运动员和非运

动员人群中ꎬ 唾液 ＩｇＡ 的下降与呼吸道感染发病率的增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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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ꎮ 最近的另一项使用 Ｌ 发酵菌的研究报告称ꎬ 在 １１ 周的训

练期间ꎬ 男性运动员的呼吸道感染发病率降低ꎬ 但女性运动

员的发病率没有降低ꎮ

１３.２ 益生元

益生元是不易消化的多糖和其他物质ꎬ 可选择性地刺激

一种或多种肠道细菌的生长或活动ꎬ 对宿主健康有益ꎮ 据称ꎬ

这些补充剂通过存在于胃肠道的细菌 (称为微生物群) 与其

人类宿主之间的共生关系产生有益的健康效果ꎮ 益生元通过

提供营养作为燃料来源ꎬ 增加肠道内固有细菌的丰度ꎮ 具有

益生元作用的天然食物来源包括大麦、 香蕉、 燕麦、 小麦、

大豆、 芦笋、 韭菜、 菊苣、 大蒜、 朝鲜蓟和洋葱ꎮ 抗性淀粉

存在于高直链淀粉的玉米淀粉中ꎬ 通过加热和冷却淀粉食物

(大米和面食) 而形成ꎬ 作为一种潜在的益生元也越来越受到

重视ꎮ 各种研究表明ꎬ 超过 ２.５ 克的益生元剂量 (远远高于

天然食品中的益生元剂量) 会增加乳酸和丁酸产生菌的丰度ꎮ

然而ꎬ 所有益生元并不相等ꎬ 临床结果是剂量依赖性的ꎮ 临

床研究的最普遍领域是低聚半乳糖 (ＧＯＳ) 和低聚果糖

(ＦＯＳ)ꎮ 胃肠道细菌发酵这些淀粉会释放代谢副产物ꎬ 包括

短链脂肪酸 (丁酸、 丙酸和乙酸)、 维生素和脂质代谢产物ꎮ

这些发酵副产物调节免疫系统和宿主新陈代谢的各个方面ꎮ

因此ꎬ 不易消化的多糖是一种重要的膳食营养素ꎬ 需要临床

医生和研究人员进行更多的检查ꎮ

补充益生元对运动成绩的潜在益处很可能是间接的:

它们可能与维持肠道健康有关ꎬ 也可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风

险ꎬ 从而增强运动员的训练和比赛能力ꎮ 研究表明ꎬ 在一

个比赛季节中患病率较高的运动员往往比健康的同龄人表现

更差ꎮ 因此ꎬ 在训练和比赛中预防疾病是运动员的一个高度

优先事项ꎮ

在没有对运动员进行任何直接临床研究的情况下ꎬ 从密

切相关的人群队列中选择的研究结果提供了对运动员补充益

生元的潜在益处的一瞥ꎮ 益生元补充剂在减少胃肠道和呼吸

道疾病症状方面具有有益的效果ꎮ 一项在考试时间前后对学

生 (ｎ＝４８１) 补充 ２.５ 克和 ５ 克 ＧＯＳ ８ 周的效果进行研究发

现ꎬ 压力与腹泻、 消化不良、 腹痛以及每日平均感冒和流感

严重程度评分呈正相关ꎮ

补充 ＧＯＳ 与较低的胃肠道疾病症状评分相关ꎬ 而 ２.５ 克

ＧＯＳ 与较低的感冒和流感严重程度评分相关ꎮ 另一项对进行

国际旅行的健康志愿者进行的 ＧＯＳ 研究 (包括以 ５.５ 克 /天

的剂量提供的混合物的 ４８％) 表明ꎬ 腹泻的发病率和持续时

间显著减少 (ｐ<０.０５)ꎮ 这些发现表明ꎬ 益生元可能是运动员

在比赛压力和国际旅行期间的一种有用的预防策略ꎮ

通过使用益生元改变胃肠道微生物群也可能对宿主代谢

产生有利影响ꎬ 这也可能对运动员产生影响ꎮ 在一项随机、

双盲、 安慰剂对照试验中ꎬ １０ 名健康成人每天摄入 １６ 克

ＦＯＳꎬ 发现摄入益生元会降低食欲ꎬ 增加血浆肠肽浓度ꎮ 这

种效应可能对能量受限的运动员有意义ꎮ 另一项研究发现ꎬ

２２ 名健康志愿者连续 ４ 周每天摄入 ２３ 毫克可可黄烷醇ꎬ 可

降低血浆三酰甘油和炎症标记物 Ｃ 反应蛋白的水平ꎮ 然而ꎬ

补充剂的这种代谢效应不太可能对运动成绩产生直接影响ꎮ

补充剂是否可以改善运动相关的障碍ꎬ 如肠道通透性、 免疫

功能、 能量平衡ꎬ 或促进恢复ꎬ 还需要研究ꎮ

总之ꎬ 益生元补充剂可能有利于运动员通过限制疾病对

比赛成绩的影响ꎮ 益生元如 ＧＯＳ 和 ＦＯＳ 可以改变胃肠道微

生物群的组成ꎬ 似乎与健康成人胃肠道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

病率较低有关ꎮ 虽然没有具体的研究表明益生元对运动员的

健康有好处ꎬ 但是益生菌研究 (见第 ３１ 部分) 积累的证据表

明ꎬ 肠道菌群的改变可以导致这样有价值的结果ꎮ 在发布关

于益生元补充剂的明确指南之前ꎬ 需要在不同运动员群体中

进一步研究各种类型的益生元补充剂、 剂量、 时间 (运动前

或运动后) 和潜在机制ꎮ

(三) 药食同源运动营养功能因子

高效运动营养品的研发ꎬ 往往是在食品中添加运动营养

功能因子以达到补充机体所需营养素或其代谢产物来满足运

动和健康需求的目的ꎬ 或者是达到改善机体运动能力的目的ꎮ

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的种类很多ꎬ 可以大致分为蛋白质类、 碳

水化合物类、 脂类等ꎮ 常见的运动营养功能因大多属于天然

功能因子ꎬ 其可以通过安全有效的加工技术手段从动物、 植

物、 微生物体内组成或其代谢产物中提取纯化得到ꎮ 此外ꎬ

对于功能因子提取物还需进行进一步检测ꎬ 包括纯度鉴定、

理化性质与功能活性等检测ꎮ

上述来源于中草药的运动营养活性成分ꎬ 包括: 黄芪甲

苷、 红景天苷、 丹参素等均可归为药食同源运动营养功能因

子一类中ꎮ

参考文献:

[１] ＰＡＴＥＬ 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ｎｕｔｒ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 Ｊ] . Ｊ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Ｔｅｃｈｎｏｌ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２ (１１): ６８４７－５８.

[２] ＭＣＬＥＬＬＡＮ Ｔ Ｍ.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

４４



ａｎｃ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 Ｊ] .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４３ ( １１): １８２０Ｓ －

１８３３Ｓ.

[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Ｖꎬ ＲＡＴＥＬ Ｓꎬ ＳＩＲＡＣＵＳＡ Ｊꎬ 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ｓ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ｃａｓｅ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ｕｓ￣

ｃ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ｔｒｏｐｈｙ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３ꎬ ８: ｅ７５４０８.

[４] ＶＯＬＥＫ Ｊ Ｓꎬ ＶＯＬＫ Ｂ Ｍꎬ ＧóＭＥＺ Ａ Ｌꎬ 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ｕｇ￣

ｍｅｎｔｓ ｌｅ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 Ｊ ] . Ｊ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３ꎬ ３２

(２): １２２－３５.

[５] ＢＵＲＤ Ｎ Ａꎬ ＹＡＮＧ Ｙꎬ ＭＯＯＲＥ Ｄ Ｒꎬ ｅｔ ａｌ. Ｇｒｅａ￣

ｔｅ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ｓｏｌａｔｅ ｖ. ｍｉｃｅｌｌａｒ ｃａｓｅｉｎ ａｔ ｒｅｓｔ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ｍｅｎ [Ｊ] . Ｂｒ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０８:

９５８－６２.

[６] ＰＥＮＮＩＮＧＳ Ｂꎬ ＢＯＩＲＩＥ Ｙꎬ ＳＥＮＤＥＮ Ｊ Ｍꎬ 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ｐｏｓｔｐｒａｎｄｉ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ａｎ ｄｏ ｃａｓｅｉｎ ａｎｄ ｃａｓｅ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ｉｎ ｏｌ￣

ｄｅｒ ｍｅｎ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１ꎬ ９３: ９９７－１００５.

[７] ＭＣＬＥＬＬＡＮ Ｔ Ｍꎬ ＰＡＳＩＡＫＯＳ Ｓ Ｍ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Ｈ 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ｃｕｔｅ ｏｒ ｒｅｐｅａｔ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４

(４): ５３５－５０.

[８] ＰＡＳＩＡＫＯＳ Ｓ Ｍ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Ｈ Ｒꎬ ＭＣＬＥＬＬＡＮ

Ｔ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ꎬ

ｓｏ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ｅｒ￣

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４

(５): ６５５－７０.

[９] ＶＡＮ ＬＯＯＮ Ｌ Ｊ.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４ Ｓｕｐｐｌ １: Ｓ１０５－

１１.

[１０] ＭＯＵＲＡ Ｃ Ｓꎬ ＬＯＬＬＯ Ｐ Ｃꎬ ＭＯＲＡＴＯ Ｐ Ｎꎬ ｅｔ

ａｌ.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ＨＳＰ９０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ｔｅｒ ＨＳＰ６０ ａｎｄ ＨＳＰ２５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ｒａｔｓ [Ｊ] . ＰＬｏＳ

Ｏｎ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９ (１): ｅ８３４３７.

[１１] ＬＯＬＬＯ ＰＣꎬ ＡＭＡＹＡ￣ＦＡＲＦＡＮ Ｊꎬ ＦＡＲＩＡ ＩＣꎬ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ｅｄ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ｅｌｉｔｅ ｓｏｃｃｅｒ ｐｌａｙｅｒ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ｔｏｄｅｘｔｒｉｎ. Ａ ｔｗｅｌｖｅ￣ｗｅｅｋ ｉｎ￣ｃｈａｍｐ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 Ｄａｉｒｙ Ｊꎬ ２０１４ꎬ ３４: １９－２４.

[１２] ＭＯＲＡＴＯ Ｐ Ｎꎬ ＬＯＬＬＯ Ｐ Ｃꎬ ＭＯＵＲＡ Ｃ Ｓꎬ ｅｔ

ａｌ. Ａ ｄｉｐｅｐｔｉｄ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ꎻ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ＬＵＴ－４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ｉｎ Ｗｉｓｔａｒ ｒａｔｓ [ Ｊ] .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ꎬ ２０１３ꎬ １３９:

８５３－８５９.

[１３] ＣＨＵＲＣＨＷＡＲＤ￣ＶＥＮＮＥ Ｔ Ａꎬ ＢＲＥＥＮ Ｌꎬ ＤＩ ＤＯ￣

ＮＡＴＯ Ｄ Ｍ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ｏｗ￣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ｉｘｅｄ ｍａｃｒｏ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ｍｙｏｆｉｂｒｉｌｌａ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ｍｅｎ: ａ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ꎬ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４ꎬ ９９: ２７６－２８６.

[１４] ＣＥＲＭＡＫ Ｎ Ｍꎬ ＶＡＮ ＬＯＯＮ Ｌ Ｊ.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ａｒ￣

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ｓ ａｎ ｅｒｇｏｇｅｎｉｃ ａｉｄ [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３ꎬ ４３ (１１): １１３９－５５.

[１５] ＢＬＡＮＣＱＵＡＥＲＴ Ｌꎬ ＥＶＥＲＡＥＲＴ Ｉꎬ ＤＥＲＡＶＥ Ｗ.

Ｂｅｔａ￣ａｌａ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ꎬ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ａｒｎｏｓｉｎｅ ａｎｄ 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８ (１): ６３－７０.

[１６] ＢＥＲＴＩ ＺＡＮＥＬＬＡ Ｐꎬ ＤＯＮＮＥＲ ＡＬＶＥＳ Ｆꎬ ＧＵＥＲＩ￣

ＮＩ ＤＥ ＳＯＵＺＡ 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ｔａ￣ａｌａ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ｆａｔｉｇｕｅ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

Ｐｈｙｓ Ｆｉｔｎｅｓｓꎬ ２０１６ Ｊｕｌ ５. [Ｅｐｕｂ ａｈｅａｄ ｏｆ ｐｒｉｎｔ]

[１７] Ｂ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Ｐ Ｍ. β￣Ａｌａｎ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 [Ｊ] . Ｊ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Ｃｏｎｄ Ｒｅ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８ (６): １７５１－７０.

[１８]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Ｊ Ｃꎬ ＹＯＳＨＩＺＡＷＡ Ｆꎬ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Ｔ

Ｇꎬ ｅｔ ａｌ.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ｅｓ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ｏｆ ｐｏｓｔ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ｖｅ ｒａｔｓ ｖｉａ ａ ｒａｐａｍｙｃｉ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

ｗａｙ [Ｊ] .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０ꎬ １３０: ２４１３－９.

[１９] ＭＯＲＴＯＮ Ｊ Ｐꎬ ＫＡＹＡＮＩ Ａ Ｃꎬ ＭＣＡＲＤＬＥ Ａ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ꎬ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９: ６４３－６６２.

[２０] ＬＵＣＫＯＳＥ Ｆꎬ ＰＡＮＤＥＹ Ｍ Ｃꎬ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

Ｋ.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ꎬ ｍｅｎｔａｌꎬ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Ｊ] . Ｃｒｉｔ Ｒｅｖ Ｆｏｏｄ Ｓｃｉ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 ５５ (１３): １７９３－８０７.

[２１]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Ｓ 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Ｊ] .

Ａｄｖ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５ꎬ ６ (４): ４５２－６０.

[２２] ＴＷＹＣＲＯＳＳ￣ＬＥＷＩＳ Ｒꎬ ＫＩＬＤＵＦＦ Ｌ Ｐꎬ ＷＡＮＧ

５４



Ｇ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ｏ￣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 Ｊ] .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８ ( ８):

１８４３－５５.

[２３] ＢＲＡＮＣＨ Ｊ 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３: １９８－２２６.

[２４] ＲＡＷＳＯＮ Ｅ Ｓꎬ ＶＥＮＥＺＩＡ Ａ Ｃ.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ｄｅｒｌ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ｏｌｄ [Ｊ] .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ꎬ ２０１１ꎬ ４０: １３４９－６２.

[２５] ＤＥＶＲＩＥＳ ＭＣꎬ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 ＳＭ.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ａ ｍｅ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６: １１９４－２０３.

[２６] ＣＡＮＤＯＷ Ｄ Ｇꎬ ＣＨＩＬＩＢＥＣＫ Ｐ Ｄꎬ ＦＯＲＢＥＳ Ｓ Ｃ.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 ｍｕｓｃｕｌｏ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Ｊ] .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５: ３５４－６１.

[２７] ＨＡＶＥＮＥＴＩＤＩＳ Ｋ.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Ｊ] . Ｊ Ｒ Ａｒｍｙ Ｍｅｄ Ｃｏｒｐｓꎬ ２０１６ꎬ １６２

(４): ２４２－８.

[ ２８ ] ＰＥＫＡＬＡ Ｊꎬ ＰＡＴＫＯＷＳＫＡ￣ＳＯＫＯŁＡ Ｂꎬ ＢＯＤ￣

ＫＯＷＳＫＩ Ｒꎬ ｅｔ ａｌ.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ｓ ｌｉｆｅ [ Ｊ] . Ｃｕｒｒ Ｄｒｕｇ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２

(７): ６６７－７８.

[２９] ＢＥＮＶＥＮＧＡ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ｏｎ ｔｈｙｒｏｉｄ

ｈｏｒｍｏｎ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ｏ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ｏｌｅｒａｎｃｅ [Ｊ] .

Ｈｏｒｍ Ｍｅｔａｂ Ｒｅｓꎬ ２００５ꎬ ３７ (９): ５６６－７１.

[３０] ＣＨＡ Ｙ 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ｏｎ ｏｂｅｓｉｔｙꎬ ｄｉａｂｅ￣

ｔｅｓꎬ ａｎｄ ａｓ ａｎ ｅｒｇｏｇｅｎｉｃ ａｉｄ [ 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８ꎬ １７ Ｓｕｐｐｌ １: ３０６－８.

[３１] ＫＡＲＬＩＣ Ｈꎬ ＬＯＨＮＩＮＧＥＲ Ａ.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ｄｏｅｓ ｉｔ ｍａｋｅ ｓｅｎｓｅ [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２０ (７－８): ７０９－１５.

[３２] ＰＡＲＡＮＤＡＫ Ｋꎬ ＡＲＡＺＩ Ｈꎬ ＫＨＯＳＨＫＨＡＨＥＳＨ Ｆ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ｗｏ￣ｗｅｅｋ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 [ Ｊ] .

Ａｓｉａｎ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５ (２): １１－８.

[３３] ＳＰＲＩＥＴ Ｌ Ｌꎬ ＰＥＲＲＹ Ｃ Ｇꎬ ＴＡＬＡＮＩＡＮ Ｊ Ｌ.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ｅ￣ｅｖ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ａｓｓｉｓ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Ｊ] . Ｅｓｓａｙｓ Ｂｉｏｃｈｅｍꎬ ２００８ꎬ ４４: ２７－４３.

[３４] ＥＶＡＮＳ Ｍꎬ ＧＵＴＨＲＩＥ Ｎꎬ ＰＥＺＺＵＬＬＯ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ｉｃａｃｙ ｏｆ ａ ｎｏｖｅ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Ｃａｒｎｉｔｉｎｅꎬ ｃｒｅａｔｉｎｅꎬ ａｎｄ

ｌｅｕｃｉｎｅ ｏｎ ｌｅａｎ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ꎬ ｄｏｕｂｌｅ￣ｂｌｉｎｄ ｐｌａｃｅｂ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Ｊ] .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Ｌｏｎｄ)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４: ７.

[３５] ＨＡＷＬＥＹ Ｊ Ａꎬ ＬＥＣＫＥＹ Ｊ Ｊ.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ｒｏｌｏｎｇｅｄꎬ Ｉｎｔｅｎｓｅ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５ Ｓｕｐｐｌ １: Ｓ５－１２.

[３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Ｃꎬ ＲＯＬＬＯ Ｉ.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ｍ Ｓｐｏｒ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５ꎬ ４５

Ｓｕｐｐｌ １: Ｓ１３－２２.

[３７] ＳＭＩＴＨ Ｇ Ｉꎬ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Ｐꎬ ＲＥＥＤＳ Ｄ Ｎꎬ ｅｔ ａｌ.

Ｏｍｅｇａ￣３ ｐｏｌｙｕ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ａｕｇ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ａｎａｂｏｌ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ｈｙｐｅｒｉｎｓｕｌｉｎａｅｍｉａ￣ｈｙｐｅｒ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ａｅｍｉａ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ｙｏｕｎｇ ａｎｄ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Ｊ] . Ｃｌｉｎ Ｓｃｉ (Ｌｏｎｄ)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２１: ２６７－７８.

[３８] ＭＣＧＬＯＲＹ Ｃꎬ ＧＡＬＬＯＷＡＹ Ｓ Ｄꎬ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Ｄ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ａｎｄ

ｂｌｏｏｄ ｌｉｐｉ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ｉｓｈ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 Ｌｅｕｋｏｔ Ｅｓｓｅｎ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２０１４ꎬ ９０: １９９－

２０６.

[３９] ＹＵＳＯＦ Ｈ Ｍꎬ ＭＩＬＥＳ Ｅ Ａꎬ ＣＡＬＤＥＲ Ｐ.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ｃｈａｉｎ ｎ－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ｐｌａｓｍａ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ｍｅｎ [ Ｊ] . Ｐｒｏｓｔａｇｌａｎｄｉｎｓ Ｌｅｕｋｏｔ

Ｅｓｓｅｎｔ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ｓꎬ ２００８ꎬ ７８: ２１９－２８.

[４０] ＢＥＹＥＲ Ｉꎬ ＭＥＴＳ Ｔꎬ ＢＡＵＴＭＡＮＳ Ｉ.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ｌｏｗ￣

ｇｒａｄｅ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ｅ￣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 Ｊ ] . Ｃｕｒｒ

Ｏｐｉｎ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Ｍｅｔａｂ Ｃａｒｅꎬ ２０１２ꎬ １５: １２－２２.

[４１] ＳＭＩＴＨ Ｇ Ｉꎬ ＡＴＨＥＲＴＯＮ Ｐꎬ ＲＥＥＤＳ Ｄ Ｎꎬ ｅｔ ａｌ.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ｏｍｅｇａ￣３ ｆａｔｔｙ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 [Ｊ] . Ａｍ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１１ꎬ ９３: ４０２－１２.

[４２] ＲＯＤＡＣＫＩ ＣＬꎬ ＲＯＤＡＣＫＩ ＡＬꎬ ＰＥＲＥＩＲＡ Ｇꎬ ｅｔ

ａｌ. Ｆｉｓｈ￣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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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难美项目高水平和与业余女运动员低能量
可利用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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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　 锟１ 　 邱俊强１ 　 衣龙燕２ 　 Ｄａｎ Ｂｅｎａｒｄｏｔ３ꎬ４ 　 Ａｍｅｌｉａ Ｃａｒｒ５ 　 王洁婷１ꎬ６ 　 粱祎珩１

１. 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人体科学学院ꎻ ２. 北京体育大学中国运动与健康研究院ꎻ

３. 佐治亚州立大学营养学院ꎻ ４. 埃默里大学人体健康研究中心ꎻ

５. 迪肯大学运动研究中心ꎻ ６.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运动人体科学与健康教育学院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人体运动促进健康个性化精准指导方案关键技术研究” (２０１８ＹＦＣ２０００６００)

第一作者: 孟锟ꎬ ２０２０１１００７７＠ ｂｓｕ.ｅｄｕ.ｃｎ

通讯作者: 邱俊强ꎬ ｑｉｕｊｕｎｑｉａｎｇ＠ ｂｓｕ.ｅｄｕ.ｃｎ

　 　 摘要:

背景: 低能量可用性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ＬＥＡ) 是

在运动员中观察到的一种身体状况ꎬ 在难美运动项目中更普

遍ꎮ 本研究首次评估了中国难美项目中女性高水平运动员和

业余运动员 ＬＥＡ 风险的发生率ꎮ

方法: 招募了 ６ 个项目 (蹦床、 艺术体操、 健美操、 体

育舞蹈、 啦啦操和舞蹈) 的女运动员ꎬ 包括中国国家队的高

水平运动员 (ｎ＝ ５２ꎻ 年龄＝ ２０±３) 和北京体育大学的业余运

动员 (ｎ＝ １１４ꎻ 年龄＝ ２０±２)ꎮ 参与者完成了两份问卷以评估

ＬＥＡ 和进食障碍的风险ꎬ 包括女性低能量可利用性问卷 (包

括损伤史、 胃肠功能和月经史) 以及进食障碍问卷ꎮ 另外ꎬ 对

１４ 名高水平运动员的体成分、 骨密度和血液指标进行了分析ꎮ

结果: 共有 ４１. ６％ ( ｎ ＝ ６９) 的参与者具有 ＬＥＡ 风险ꎬ

５７.２％ (ｎ＝ ９５) 的参与者具有进食障碍风险ꎮ 与业余运动员

相比ꎬ 高水平运动员具有更高的 ＬＥＡ 风险发生率 (５５.８％ ｖｓ.

３５.１％ꎻ ｐ＝ ０.０１２) 和月经紊乱发生率 (５３.８％ ｖｓ. １３.３％ꎻ ｐ<

０.００１)ꎮ 具有 ＬＥＡ 风险的高水平运动员的雌二醇 (ｐ ＝ ０.０２１)

和全身骨密度 (ｐ ＝ ０.０２８) 显著降低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表明

全身骨密度与 ＬＥＡＦ￣Ｑ 得分呈负相关 ( ｒ ＝ －０.６６７ꎬ ｐ＝ ０.００９)ꎮ

结论: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ꎬ 中国难美项目的女运动员存

在 ＬＥＡ 风险ꎬ 高水平运动员中的 ＬＥＡ 风险高于业余运动员ꎮ

建议从事难美项目的高水平女运动员的教练员和运动医学工

作者应制定相应的对策ꎬ 以降低 ＬＥＡ 的发生率ꎮ

关键词: 难美项目ꎻ 女运动员ꎻ 低能量可利用性ꎻ 进食

障碍ꎻ 骨密度

前　 言

运动员需要在特定的时间 (运动前、 运动中和运动后)

摄入足够的能量以维持健康和运动表现[１] ꎮ 而某些项目运动

员摄入的能量不能完全满足较高的运动生理需求[２] ꎬ 从而导

致能量缺乏 (由于能量摄入不足和 /或能量消耗过多[３] ) 和低

能量可利用性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ＬＥＡ)ꎮ ＬＥＡ 定义为

个体能量摄入与运动能耗之间的不匹配ꎬ 导致能量不足以支

持正常的生理功能[２] ꎮ 长期能量不足会对运动成绩、 月经功

能、 骨骼健康、 代谢、 运动恢复、 免疫力、 心血管功能和心

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４ꎬ５] ꎮ

ＬＥＡ 是月经紊乱的驱动因素ꎬ 也是女运动员三联症的主

要促成因素[６] ꎮ ２００７ 年 ＡＣＳＭ 发表了 “女运动员三联征”

的立场文件ꎬ 确定了能量可利用性、 月经功能和骨密度之间的

关系[４]ꎮ ２０１４年ꎬ 女运动员三联征的概念被扩大ꎬ 即运动相对

能量不足作为一种生理综合症在男、 女运动员中观察到ꎬ 并且

ＬＥＡ 是引起该综合征的主要原因[７]ꎮ 同年ꎬ 女性低能量可利用

性问卷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ꎬ

ＬＥＡＦ￣Ｑ) 被研发出来ꎬ ＬＥＡＦ￣Ｑ 是经过验证的筛查工具

(７８％敏感性和 ９０％特异性) [８]ꎬ 并建议结合有效的进食障碍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ꎬ ＥＤ) /饮食紊乱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ｅａｔｉｎｇꎬ ＤＥ)

筛查工具[９]ꎬ 如进食障碍量表－３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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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Ｒｅｆｅｒｒａｌ Ｆｏｒｍꎬ ＥＤＩ－３ ＲＦ) [１０] ꎮ 此外ꎬ 测量 ＬＥＡ 相关的生

物标志物可以客观地量化导致个体能量不足的变量[１１] ꎮ

难美项目指的是那些需要充分发展体能 (力量、 速度、

耐力、 灵活性)、 技术技能以及艺术表现力的运动项目[１２] ꎮ

在这类运动项目中ꎬ 优秀运动员通常具有低脂肪和低体重ꎬ

并且运动员的比赛得分具有主观评判ꎮ 由于体型和外貌在难

美项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ꎬ 运动员往往无法满足能量需求ꎬ

通过限制能量摄入或过度的运动训练增加能量消耗来达到

“完美的体成分” [１３] 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 ＬＥＡ 的风险[１４] ꎮ

中国的蹦床、 跳水和艺术体操优秀运动员曾赢得多届奥

运冠军和世界冠军ꎮ 目前ꎬ 国外 ＬＥＡ 风险的研究表明难美项

目 (如艺术体操、 花样游泳、 跳水、 舞蹈等) 高水平运动员

存在较高的 ＬＥＡ 风险ꎬ 而中国运动员群体 ＬＥＡ 的风险尚未确

定[１２ꎬ１５－１８] ꎮ 在中国ꎬ 拉丁舞、 健美操等休闲体育运动在各个

年龄段的女性中都很受欢迎ꎬ 中国女性参加这些休闲体育运

动是为了保持身心健康ꎬ 改善体成分[１９] ꎮ 在这一人群中ꎬ 极

端减重和无意的高强度运动增加 ＬＥＡ 风险的因素[２０] ꎮ 考虑到

中国高水平和业余运动员的 ＬＥＡ 潜在风险ꎬ 有必要调查这两

个人群在难美项目中 ＬＥＡ 风险的发生率ꎮ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使用 ＬＥＡＦ￣Ｑ 调查中国难美项目高

水平女运动员和业余女运动员 ＬＥＡ 的风险ꎬ 并使用 ＥＤＩ－３

ＲＦ 评估进食障碍的风险ꎮ 其次ꎬ 量化体成分、 骨密度 (ｂｏｎ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ｄｅｎｓｉｔｙꎬ ＢＭＤ) 和血液指标 (雌二醇 (Ｅ２)、 三碘

甲状腺原氨酸 (Ｔ３)、 睾酮、 皮质醇、 瘦素和铁蛋白)ꎬ 以确

定生化指标与 ＬＥＡ 风险的关系ꎮ

研究方法

研究对象

共有 １６６ 名难美项目的运动员ꎬ 包括 ５２ 名高水平运动员

(年龄: ２０±３ 岁) 和 １１４ 名业余运动员 (年龄: ２０±２ 岁)ꎮ

本研究将国家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归类为高

水平运动员ꎬ 均来自蹦床、 艺术体操、 健美操运动项目ꎮ 业

余运动员来自北京体育大学艺术体操、 健美操、 体育舞蹈、

啦啦操和舞蹈专业ꎬ 她们每周至少进行 ３ 次运动或训练ꎮ 纳

入标准: 参与者必须定期参加难美项目训练或运动ꎻ 年龄至

少 １５ 周岁及以上ꎻ 不患有任何慢性疾病和代谢疾病ꎮ 对 １４

名中国国家队的现役队员进行了生化指标的采集ꎬ 这些运动

员都在为 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做准备ꎮ 所有参与者都签署了知

情同意书ꎬ 实验程序都得到了北京体育大学伦理委员会

(２０１９１０９Ｈ) 的批准ꎮ

问　 卷

女性低能量可利用性问卷 (ＬＥＡＦ￣Ｑ)

参与者完成了 ＬＥＡＦ￣Ｑꎬ 其中包括 ２５ 个问题ꎬ 涉及损伤

史、 胃肠功能、 月经功能和口服激素避孕药的使用 (如激素

贴片、 激素环)ꎮ 此外ꎬ 还包括参与者的人口统计资料、 体重

史、 运动史、 训练类型和每周训练频率 /量等问题ꎮ 使用

ＬＥＡＦ￣Ｑ 评分进行评分ꎬ 总分≥８ 分即具有 ＬＥＡ 风险或女性

运动员三联征风险ꎮ 识别损伤、 胃肠道紊乱和月经紊乱的截

止值分别为得分≥２、 得分≥２ 和得分≥４ꎮ 原发性闭经的诊

断为 １５ 周岁后没有月经初潮ꎮ 继发性闭经的诊断为月经中断

３ 个月及以上ꎮ 月经稀少定义为月经周期超过 ３５ 天ꎮ

进食障碍风险量表 (ＥＤＩ－３ ＲＦ)

参与者填写了 ＥＤＩ－３ ＲＦ 以识别潜在的饮食失调或饮食

病理ꎮ 该量表包括三个维度 (求瘦倾向、 贪食、 体型不满)

和 ５ 个进食障碍行为问题ꎮ 根据以下 ３ 个条件来评估受试者

的进食障碍风险情况: １. ＢＭＩ 小于该年龄段的正常值ꎻ ２. 求

瘦倾向和贪食的得分大于等于 ＢＭＩ 对应的分值ꎻ ３. 五个饮食

行为问题的得分任意一个超出参考值范围ꎮ

身体成分和骨密度

采用双能 Ｘ 线骨密度仪 (Ｌｕｎａｒ ｉＤＸＡꎬ ＧＥ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ꎬ

Ｍａｄｉｓｏｎꎬ ＷＩꎬ ＵＳＡ) 测量体成分和骨密度ꎮ 在扫描过程中ꎬ

参与者以仰卧的姿势ꎬ 双臂放在身体两侧ꎬ 双腿并拢保持静

止ꎮ 扫描时间约为 ８－１０ 分钟ꎮ 测定全身和特定部位 (手臂、

大腿、 躯干、 肋骨、 骨盆和脊柱) 的骨密度ꎮ 低骨密度定义

为 Ｚ 值在－１.０－２.０ ＳＤ 之间ꎬ 同时伴有营养不良、 低雌激素、

应力性骨折或其他骨折的继发性临床危险因素ꎮ 体成分指标

包括体质量、 脂肪质量和瘦体重ꎮ ＢＭＩ 为体重与身高的比值

(ｋｇ / ｍ２)ꎮ

血液指标

受试者采血前需空腹 (８ 小时) 并避免剧烈运动ꎬ 采血

时间为早上 ７ ∶ ３０－８ ∶ １０ꎮ 血液样本采集于肘正中静脉ꎬ 收

集于 ５ｍｌ 的真空凝胶血清管中 (Ｖａｃｕｅｔｔｅꎬ Ｆｒｉｃｋｅｎｈａｕｓｅｎꎬ

Ｇｅｒｍａｎｙ)ꎮ 通 过 酶 标 仪 (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ＤＸＩ ８００ꎬ Ｂｅｃｋｍａｎ

Ｃｏｕｌｔｅｒꎬ 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ꎬ ＣＡꎬ ＵＳＡ) 分析睾酮、 皮质醇和铁蛋白

浓度ꎮ 采用 ＥＬＩＳＡ ( Ｉｎｆｉｎｉｔｅ Ｆ５０ꎬ Ｔｅｃａｎꎬ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检测

Ｅ２、 Ｔ３ 和瘦素ꎮ

统计分析

数据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 进行统计分析ꎮ 为了确定不同运动

水平 (高水平和业余水平) 之间的差异ꎬ 参数数据使用独立

样本 ｔ 检验进行分析ꎬ 非参数数据使用 Ｍａｎｎ￣Ｗｈｉｔｎｅｙ Ｕ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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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析ꎮ 采用卡方检验确定各组间 ＬＥＡ、 ＥＤ、 损伤、 胃肠

功能紊乱、 月经紊乱患病率是否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ꎮ

采用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系数用来确定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ꎮ 采用

独立样本 ｔ 检验分析亚组间的身体组成、 骨密度和血液指标的

差异ꎮ 统计显著性水平 ｐ<０.０５ꎮ

研究结果

难美项目运动员 ＬＥＡ的风险

总体而言ꎬ ２９名 (５５.８％) 高水平运动员和 ４０名 (３５.１％)

业余运动员具有 ＬＥＡ 风险ꎬ 两组之间有显著差异 (５５.８％ ｖｓ.

３５.１％ꎬ χ２ ＝６.２８９ꎬ ｐ＝０.０１２) (表 ２)ꎮ 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

年限 (１１.１±３.７年) 显著高于业余运动员 (７.２±３.３ 年) (ｐ<

０.００１)ꎮ 同样ꎬ 高水平运动员每周训练频率和训练量也显著

高于业余水平运动员 (ｐ<０.００１) (表 １)ꎮ 高水平运动员的月

经紊乱 (６７.３％ ｖｓ. ４３.９％ꎬ c
２ ＝７.８５８ꎬ ｐ＝０.００５) 和原发性

闭经 (５３.８％ ｖｓ. １３.２％ꎬ c
２ ＝ ３０.８０２ꎬ ｐ<０.００１) 的发生率

都显著高于业余水平运动员 (表 ２)ꎮ

表 １　 高水平运动员与业余运动员基本信息对比

高水平运动员
(ｎ＝５２)

业余运动员
(ｎ＝１１４) Ｐ￣ｖａｌｕｅ

年龄(岁) １９.９４±３.１０ １９.８９±１.５４ 　 　 .９０１

身高(ｃｍ) １６５.０８±６.１３ １６７.２６±３.９６ 　 　 .０２１∗

体重(ｋｇ) ５０.６７±５.９４ ５３.９２±５.３０ 　 　 .００１∗

ＢＭＩ(ｋｇ / ㎡) １８.５９±１.８９ １９.２７±１.７１ 　 　 .０２２∗

训练年限(年) １１.０６±３.７４ ７.２０±３.２８ 　 　 .０００∗∗

训练频率(天 /周) ５.２５±１.３６ ３.８７±１.３５ 　 　 .０００∗∗

训练量(小时 /周) ２８(１２－４３) ８(６－１２) 　 　 .０００∗∗

ＬＥＡＦ￣Ｑ 得分 ８(５－１０) ９(８－１１) 　 　 .０３１∗

注: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１ꎮ

正态分布数据表示为 Ｘ±Ｓꎻ 非正态分布数据表示为 Ｍ (Ｑ)ꎮ

表 ２　 高水平运动员和专项大学生 ＬＥＡ风险及其相关生理表现发生率对比

高水平运动员(ｎ＝５２) 专项大学生(ｎ＝１１４)

ｎ(％) ｎ(％)
c２ Ｐ￣ｖａｌｕｅ

ＬＥＡ 风险 ２９(５５.８) ４０(３５.１) ６.２８９ .０１２∗

ＥＤ 风险 ２７(５１.９) ６８(５９.６) .８７１ .３５１

体重过轻 ２３(４４.２) ３５(３０.７) ２.８７５ .０９０

损伤 １６(３０.８) ２７(２３.７) .９３４ .３３４

胃肠功能紊乱 ２６(５０.０) ６８(５９.６) １.３５４ .２４５

月经紊乱 ３５(６７.３) ５０(４３.９) ７.８５８ .００５∗∗

原发性闭经 ２８(５３.８) １５(１３.２) ３０.８０２ .０００∗∗

继发性闭经 １６(３０.８) ２８(２４.６) .７０６ .４０１

月经稀少 ７(１３.５) １５(１３.２) .００３ .９５７

注: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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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名高水平运动员的 ＬＥＡ风险、 身体成分、 骨密度

和激素水平

　 　 在 １４ 名高水平运动员中ꎬ ８ 名 (５７％) 运动员具有 ＬＥＡ

风险ꎮ 高风险运动员与低风险运动员 ＬＥＡＦ￣Ｑ 得分具有显著

性差异 (１０.３ ｖｓ.４.２ꎬ ｐ<０.００１) (表 ３)ꎮ 与 ＬＥＡ 低风险组

相比ꎬ ＬＥＡ 高风险组具有更高的闭经发生率 (ｐ<０.０５) 和较

低的雌二醇水平 (ｐ＝０.０２１) (表 ４ 和表 ５)ꎮ 然而ꎬ 两组间

睾酮、 皮质醇、 Ｔ３、 瘦素、 铁蛋白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４１９ꎻ ｐ＝０.７３５ꎻ ｐ＝０.７７１ꎻ ｐ＝ ０.３４８ꎻ ｐ ＝ ０.４２６)ꎮ 骨密

度测量的数据表明ꎬ 与 ＬＥＡ 低风险组相比ꎬ ＬＥＡ 高风险组的

上肢骨密度 (ｐ＝０.０３８)、 大腿骨密度 (ｐ ＝ ０.００７)、 全身骨

密度 (ｐ＝０.０２８) 及骨密度 Ｚ 值 (ｐ ＝ ０.０１５) 显著较低ꎮ 其

他测量部位没有显著性差异ꎮ Ｐｅａｒｓｏｎ 相关分析显示ꎬ 大腿

骨密度 ( ｒ ＝－０.７７４ꎬ ｐ＝０.００１)、 躯干骨密度 ( ｒ ＝－０.５５１ꎬ ｐ

＝０.０４１) 和全身骨密度与 ＬＥＡＦ￣Ｑ 得分呈显著负相关ꎮ 但

ＬＥＡＦ￣Ｑ 问卷总分与各血液指标未见显著性相关 (ｐ>０.０５)ꎮ

全身 ＢＭＤ 与 Ｅ２ 无显著相关性 ( ｒ ＝ ０.１２０ꎬ ｐ ＝ ０.６８３)ꎮ 另

外ꎬ 运动员的训练量与 ＢＭＩ ( ｒ ＝ －０.７９３ꎬ ｐ＝０.００３) 和铁蛋

白 ( ｒ ＝－０.５３７ꎬ ｐ ＝ ０.０４８) 呈显著负相关ꎬ 与皮质醇 ( ｒ ＝

０.８１４ꎬ ｐ＝０.０００) 呈显著正相关ꎮ 其他指标之间均无显著性

关联 (ｐ>０.０５)ꎮ

表 ３　 １４ 名高水平运动员 ＬＥＡ高风险运动员和 ＬＥＡ低风险运动员基本信息对比

存在 ＬＥＡ 风险(ｎ＝８) 不存在 ＬＥＡ 风险(ｎ＝６) Ｐ 值

年龄(岁) １９.２５±２.９２ ２１.３３±４.５０ .３１３

身高(ｃｍ) １６４.６３±６.１２ １６１.１７±７.４４ .３５８

体重(ｋｇ) ４９.５６±３.０７ ４９.４９±２.０８ .９６３

ＢＭＩ(ｋｇ / ㎡) １８.０３±１.０６ １９.１１±１.３７ .１１９

训练年限(年) １２.２５±２.９２ １２.９０±４.６４ .９０３

训练频率(天 /周) ６.００±０.００ ５.８３±０.４８ .２６４

训练量(小时 /周) ３７.５０±１４.５２ ３３.００±１５.６５ .５８９

ＬＥＡＦ￣Ｑ 得分 １０.２５±１.７５ ４.１７±２.１４ .０００∗∗

注: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１ꎮ

表 ４　 １４ 名高水平运动员高风险组和低风险组的 ＬＥＡ相关生理表现发生率

存在 ＬＥＡ 风险(ｎ＝８)
ｎ(％)

不存在 ＬＥＡ 风险(ｎ＝６)
ｎ(％) c２ 　 Ｐ 值

ＥＤ 风险 ６(７５.０) ２(３３.３) ２.４３１ .１１９

体重过轻 ５(６２.５) ２(３３.３) １.１６７ .２８０

损伤 ５(６２.５) １(１６.７) ２.９４１ .０８６

胃肠功能紊乱 ５(６２.５) １(１６.７) ２.９４１ .０８６

月经紊乱 ６(７５.０) ２(３３.３) ２.４３１ .１１９

原发性闭经 ７(８７.５) ２(３３.３) ４.３８１ .０３６∗

继发性闭经

月经稀少

４(５０.０)

３(３７.５)

０(０.００)

１(１６.７)

４.２００

.７２９

.０４０∗

.３９３

注: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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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高水平运动员 ＬＥＡ高风险组和 ＬＥＡ低风险组体成分和骨密度

存在 ＬＥＡ 风险
(ｎ＝８)

不存在 ＬＥＡ 风险
(ｎ＝６)

Ｐ 值

体成分

体脂(％) １９.４１±２.２７ １９.４７±２.６８ .９６８

体脂(ｋｇ) ９.６１±１.５６ ９.６６±１.６４ .９４５

肌肉(％) ７５.９７±２.１４ ７５.８８±２.５９ .９４３

肌肉(ｋｇ) ３７.６６±２.７９ ３７.５０±１.０１ .８９２

骨密度

ＢＭＣ(ｇ) ２２８５.３３±２３４.６０ ２３１６.７８±２０１.０８ .７９７

上肢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０.６４±０.０４ ０.６９±０.０５ .０３８∗

大腿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１.１３±０.０５ １.２４±０.０８ .００７∗∗

躯干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０.９７±０.０５ １.０３±０.０７ .０９５

肋骨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０.８２±０.０６ ０.８８±０.０５ .０６２

全髋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１.０３±０.０７ １.０８±０.１２ .２８４

脊柱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１.０９±０.０７ １.１５±０.１０ .２２７

全身 ＢＭＤ(ｇ / ｃｍ２) １.０６±０.０４ １.１４±０.０９ .０２８∗

全身 ＢＭＤ Ｚ 值 ０.４３±０.３８ １.０８±０.４９ .０１５∗

注: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１ꎮ

表 ６　 ＬＥＡ高风险组和 ＬＥＡ低风险组的血液指标

存在 ＬＥＡ 风险(ｎ＝８) 不存在 ＬＥＡ 风险(ｎ＝６) Ｐ 值

睾酮(ｎｍｏｌ / Ｌ) １.６６±０.２５ １.８７±.０６６ .４１９

皮质醇(ｎｍｏｌ / Ｌ) ４１８.１５±１０９.３１ ４２２.１１±１０９.３０ .７３５

雌二醇(ｐｍｏｌ / Ｌ) ５５.４９±８.６６ ６７.２０±７.３４ .０２１∗

Ｔ３(ｎｇ / ｍｌ) ７３.２８±１２.８１ ７５.４８±１４.７７ .７７１

瘦素(μｇ / Ｌ) ７.４５±１.２５ ６.７９±１.２５ .３４８

铁蛋白(μｇ / Ｌ) ４５.０５±２９.２２ ３２.５８±２６.２９ .４２６

注: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５ꎮ
∗∗ 表示两组之间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ꎬ ｐ<０.０１ꎮ

分析与讨论

中国难美项目女运动员 ＬＥＡ的风险

本研究是首次对中国难美运动项目女运动员 ＬＥＡ 风险发生

率进行评估ꎮ 另外ꎬ 我们分析了 １４ 名备战 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

的国家级或世界级运动员的生化指标ꎮ 本研究表明ꎬ 中国高水

平运动员的 ＬＥＡ 风险高于业余水平运动员 (ｐ＝０.０１２)ꎬ 而具

有 ＬＥＡ 的高水平运动员的雌二醇 (ｐ ＝ ０.０２１) 和全身 ＢＭＤ

(ｐ＝０.０２８) 显著降低ꎮ

我国高水平女运动员的 ＬＥＡ 发生率高于业余水平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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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ꎬ 高水平女运动员的 ＬＥＡ 发生率为 ５５.８％ꎬ 而业余水平运

动员为 ３５. １％ꎬ 这一差异具有显著性差异 ( ｐ ＝ ０. ０１２)ꎮ

Ｌｏｇｕｅ 等人[２１]发现ꎬ 通过 ＬＥＡＦ￣Ｑ 确定的爱尔兰国际级和省

级运动员 ＬＥＡ 风险的发生率分别是业余水平运动员的 １.７ 倍

和 １.８ 倍ꎮ 此外ꎬ 对 １１ 项奥运项目的澳大利亚精英运动员的

研究报告ꎬ ５３％的运动员具有 ＬＥＡ 风险[２２] ꎮ 此外ꎬ 在瑞典的

精英越野滑雪运动员中ꎬ ３１％的运动员报告了 ＬＥＡ 风险[２３] ꎮ

需要进一步研究不同优秀运动员群体中 ＬＥＡ 的发生情况ꎬ 并

关注不同国家运动员的训练和营养习惯等因素的潜在影响ꎮ

在目前的调查ꎬ ５１.９％的高水平运动员和 ５９.６％的业余运

动员中具有 ＥＤ 的风险ꎬ ２７.１％的运动员同时具有 ＬＥＡ 和 ＥＤ

风险ꎮ 这一比例低于 Ｒｏｂｅｓｏｎ 等人[２４]对南非女舞者中所报告

的 ６９％的发生率ꎮ 其他先前的研究报告了马来西亚强调苗条

体型的运动员饮食病理或饮食失调发生率为 ８９.２％[２５] ꎬ 在美

国芭蕾舞者中的发生率为 ８３％[２６] ꎮ 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比ꎬ

本次调查中发现的饮食失调和相关危险因素的低风险可能与中

国饮食文化的一些典型特征有关ꎮ 据报道ꎬ ９４％的中国人通常

每天吃三顿饭ꎬ 并且食用频率较高的食物 (如米饭和馒头) 富

含碳水化合物[２７]ꎮ 相比之下ꎬ 那些被确定为 ＥＤ 或 ＬＥＡ 高风

险人群的饮食特征是长期有意限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２８] ꎮ

本研究表明ꎬ 与业余运动员相比ꎬ 高水平运动员有更高

的训练频率 (平均: ５.３ 天 /周 ｖｓ.３.９ 天 /周ꎻ ｐ<０.００１) 和较

高的训练量 (２８ ｖｓ.８ ｈ /周ꎬ ｐ<０.００１)ꎮ 两组之间的显著差

异为本研究中高水平运动员的 ＬＥＡ 高风险提供了一定的解

释ꎮ 当能量摄入不足够时ꎬ 较高的训练量导致的运动能量消

耗增加加剧了 ＬＥＡ[２] ꎮ 也有人认为ꎬ 一些高水平运动员的训

练时间相对较高ꎬ 这可能会减少进食的机会ꎬ 进一步导致较

高的 ＬＥＡ 风险[２９] ꎮ

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５３.８％的中国难美项目高水平运动

员具有原发性闭经ꎬ 以及长期高强度的训练ꎮ 之前的一项研究

报告称ꎬ 儿童时期参加高强度训练和竞技运动的运动员月经初

潮可能会延迟ꎬ 尤其是那些强调瘦体型的运动[３０]ꎮ 在目前的调

查中ꎬ ６８.１％的参与者自我报告训练影响月经功能ꎬ 包括经期

天数、 经期出血量和停经ꎮ 这一高发生率强调了为这些运动

员群体工作的重要性ꎬ 因为月经紊乱可能会对正常的骨骼发

育和其他因素产生负面影响ꎬ 增加当前和未来的伤害[３１] ꎮ

身体成分、 骨密度、 代谢激素和生殖激素水平

本研究首次对中国高水平运动员的 ＬＥＡ 风险和相关生化

指标进行分析ꎮ 在本研究中ꎬ 我们对 １４ 名高水平运动员进行

了 ＬＥＡＦ￣Ｑ 调查ꎬ 并结合生物标志物 (代谢激素、 骨密度和

体成分)ꎬ 以探究 ＬＥＡ 的相关因素ꎬ 也是目前调查运动员 ＥＡ

最有效和可靠的方法之一[８ꎬ１１] ꎮ 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ꎬ 与

ＬＥＡ 低风险运动员相比ꎬ ＬＥＡ 高风险运动员 Ｅ２ 水平明显较

低ꎬ 原发性闭经和继发性闭经的发生率较高ꎮ 目前的证据表

明ꎬ ＬＥＡ 可破坏下丘脑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 (Ｇｏｎａｄｏｔｒｏｐｉｎ￣

ｒｅｌ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ｒｍｏｎｅꎬ ＧｎＲＨ) 的脉动ꎬ 进一步改变了卵泡刺

激素和黄体生成素的脉动ꎬ 导致雌二醇和孕酮浓度降低ꎬ 最

终造成功能性下丘脑闭经[３２] ꎮ 目前调查中所使用的生物标记

物的评估可能会为 ＬＥＡ 制定更有效的预防性筛查程序提供一

些证据ꎬ 有助于及早发现 ＬＥＡ 的健康和表现症状ꎮ

目前的调查结果显示ꎬ ４２.９％的中国优秀运动员在过去一

年内有受伤的经历ꎬ 以肌肉损伤、 关节损伤和 /或韧带扭伤为

主ꎬ 只有一名运动员自我报告了应力性损伤ꎮ ＢＭＤ 数据显

示ꎬ 没有参与者出现低骨密度症状 (骨密度 Ｚ 只在 １.０－２.０

之间) [４] ꎮ 与以往研究相比ꎬ 本次调查中的优秀运动员低骨密

度的发生率较低[３３ꎬ３４] ꎮ 尽管这些高水平运动员的骨密度值在

正常范围内ꎬ 但高风险组的全身骨密度和骨密度 Ｚ 值显著低

于低风险组ꎮ 有证据表明ꎬ 运动员的 ＢＭＤ 受长期的 ＥＡ 和月

经状态的影响[３５] ꎮ 在本研究中ꎬ 具有 ＬＥＡ 风险运动员的

ＢＭＤ 较低ꎬ 但与 Ｅ２ 没有显著相关性ꎮ 研究表明ꎬ ＬＥＡ 和月

经紊乱会逐渐影响骨骼健康ꎬ 导致骨质疏松和骨折等临床症

状[３５] ꎮ 因此ꎬ 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集中在运动员的骨骼健

康ꎬ 特别是它与损伤、 ＬＥＡ 和月经紊乱的关系ꎮ

局限性

在本次横断面调查中ꎬ 使用自我报告的测量方法会带来

一定的误差ꎬ 因为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参与者的热情、

依从性和记忆[２１] ꎮ 此外ꎬ 一些敏感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回复的

真实性ꎬ 这可能会低估 ＬＥＡ 的风险ꎮ 另外ꎬ 我们只有 １４ 名

高水平运动员的生物标志物的数据ꎮ 相对较小的样本量是我

们研究的局限性之一ꎬ 也反映了招募国家级和世界级运动员

的困难和挑战ꎬ 特别是那些准备参加重大国际锦标赛的运动

员ꎮ 因此ꎬ 在这一领域进行的类似研究可以在其他运动员群

体中进行ꎬ 并且应该包括更大的样本量ꎬ 特别是用于生物标

志物检测ꎮ

结　 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ꎬ 在中国难美项目女运动员中ꎬ 高水平

运动员的 ＬＥＡ 风险高于业余运动员ꎮ 我国高水平运动员的训

练量和训练频率均高于业余运动员ꎬ 其 ＬＥＡ 风险、 月经紊乱

和原发性闭经的发生率均高于业余运动员ꎮ 此外ꎬ ＬＥＡ 风险

与 Ｅ２ 水平降低和骨密度降低有关ꎮ 这些数据表明ꎬ 高水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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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运动员群体需要额外的营养教育ꎬ 以提高成绩和健康ꎮ

总之ꎬ 考虑到 ＬＥＡ 与健康的联系和对健康的潜在负面影响ꎬ

强调 ＬＥＡ 的重要性ꎬ 促进筛查和预防ꎬ 对于实现保护参加难

美项目的运动员健康的重要目标是至关重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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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４ꎬ ４８ (７): ５４０－５４５.

[９] Ｌｏｇｕｅ Ｄꎬ Ｍａｄｉｇａｎ ＳＭꎬ Ｄｅｌａｈｕｎｔ Ｅ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ꎬ Ｄｉ￣

ｅｔａｒｙ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ꎬ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ꎬ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Ｊ] .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８ꎬ ４８ (１): ７３－９６.

[１０] Ｇａｒｎｅｒ ＤＭ.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３ (ＥＤＩ￣３)

[Ｊ] .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Ｏｄｅｓｓａꎬ Ｆ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ꎬ Ｉｎｃꎬ ２００４.

[１１] Ｅｌｌｉｏｔｔ￣Ｓａｌｅ ＫＪꎬ Ｔｅｎｆｏｒｄｅ ＡＳꎬ Ｐａｒｚｉａｌｅ ＡＬꎬ ｅｔ ａｌ.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８ (４): ３３５－３４９.

[１２]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ꎬ Ｍｏｕｎｔｊｏｙ Ｍ.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ｅｖｅｎ￣

ｔｉｏｎꎬ 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ꎬ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

ｃｙ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８ (４): ３７５－３８４.

[１３] Ｂｙｒｎｅ Ｓꎬ Ｍｃｌｅａｎ 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Ｊ] .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 ２００１ꎬ ４

(２): １４５－１５９.

[１４]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Ｔꎬ Ｅｒｄｍａｎ ＫＡꎬ Ｂｕｒｋｅ ＬＭ.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ｏｉ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Ｊ] . Ｍｅｄ Ｓｃｉ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ｘｅｒｃꎬ ２０１６ꎬ

４８ (３): ５４３－５６８.

[１５] Ｓｔａａｌ Ｓꎬ Ｓｊｏｄｉｎ Ａꎬ Ｆａｈｒｅｎｈｏｌｔｚ Ｉꎬ ｅｔ ａｌ. Ｌｏｗ ＲＭ￣

Ｒｒａｔｉｏ ａｓ ａ Ｓｕｒｒｏｇａｔ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ｃｙꎬ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ｖ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Ｖｉｔ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Ｂａｌｌｅｔ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ａｔ Ｒｉｓｋ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８ (４): ４１２－４１８.

[１６] Ｓｉｌｖａ ＭＲꎬ Ｐａｉｖａ Ｔ.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ｏｗ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ｇｙｍｎａｓｔ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Ｊ] . Ｅｕｒ Ｊ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５ (７): ５９１－５９９.

[１７]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Ｓꎬ Ｂｅｎａｒｄｏｔ Ｄꎬ Ｍｏｕｎｔｊｏｙ Ｍ.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ｚｅｄ ｓｗｉｍｍｉｎｇ [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４ (４): ４０４－４１３.

[１８] Ｂｅｎａｒｄｏｔ Ｄꎬ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 Ｗꎬ Ｃｏｘ ＧＲ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ｉｖｅｒ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４ꎬ ２４ (４): ３９２－４０３.

[１９] Ｍｅｎｇ ＷＤꎬ Ｇｕｏ ＹＢꎬ Ｚｏｕ ＸＸ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ｏｍｅｎ’ 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ｓｓ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Ｊ] . Ｊ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ｐｏｒ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ꎬ (３): ２９５－２９８.

[２０] Ｂｕｒｋｅ ＬＭꎬ Ｃａｓｔｅｌｌ ＬＭꎬ Ｃａｓａ ＤＪꎬ 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ｓ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 ２０１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ｓ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９ꎬ ２９ (２): ７３－８４.

[ ２１ ] Ｌｏｇｕｅ ＤＭꎬ Ｍａｄｉｇａｎ ＳＭꎬ Ｈｅｉｎｅｎ Ｍꎬ ｅｔ ａｌ.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ｉｓｋ ｏｆ ｌｏ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ｃ￣

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ｅｍａｌｅｓ ｉｎ Ｉｒｅｌａｎｄ [ Ｊ] . Ｅｕｒ Ｊ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ꎬ

５５



２０１８ꎬ １９ (１): １１２－１２２.

[２２] Ｄｒｅｗ ＭＫꎬ Ｖｌａｈｏｖｉｃｈ Ｎꎬ Ｈｕｇｈｅｓ Ｄꎬ ｅｔ ａｌ. Ａ ｍｕｌ￣

ｔｉ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ｐｒｅｐ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ｅｒ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 Ｊ] . Ｊ Ｓｃｉ Ｍｅｄ Ｓ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７ꎬ ２０ (８): ７４５－７５０.

[２３] Ｃａｒｒ Ａꎬ ＭｃＧａｗｌｅｙ Ｋꎬ Ｇｏｖｕｓ Ａꎬ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Ｅｌｉｔｅ Ｃｒｏｓｓ￣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ｋｉｅｒ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ｗｏ Ｄａｙｓ ｏｆ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８ꎬ ２９ (３): １－２８.

[２４] Ｒｏｂｂｅｓｏｎ ＪＧꎬ Ｋｒｕｇｅｒ ＨＳꎬ Ｗｒｉｇｈｔ ＨＨ.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ｅ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Ｂｏｄｙ Ｉｍａｇｅꎬ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Ｆｅ￣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ａｎｃｅｒ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５ꎬ ２５ (４): ３４４－３５２.

[２５] Ｑｕａｈ Ｙꎬ Ｐｏｈ Ｂꎬ Ｎｇ Ｌ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Ｔｒｉａｄ ａｍｏｎｇ Ｅｌｉｔｅ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Ｊ] . Ａｓｉａ Ｐａｃ Ｊ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９ꎬ １８ (２):

２００－２０８.

[２６] Ｒｉｎｇｈａｍ Ｒꎬ Ｋｌｕｍｐ Ｋꎬ Ｋａｙｅ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ｓｙｍｐｔｏ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ｍｏｎｇ ｂａｌｌｅｔ ｄａｎｃｅｒｓ [ Ｊ] . Ｉｎｔ Ｊ

Ｅａｔ Ｄｉｓｏｒｄꎬ ２００６ꎬ ３９ (６): ５０３－５０８.

[２７] Ｇｕａｎｓｈｅｎｇ Ｍ. Ｆｏｏｄꎬ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Ｊ] . Ｊ Ｅｔｈｎ Ｆｏｏｄｓ ２０１５ꎬ ２ (４):

１９５－１９９.

[２８] Ｈｉｎｔｏｎ ＰＳꎬ Ｂｅｃｋ ＮＣ.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 ｉｎｔａｋｅｓ ｏｆ ｍｅｎ ａｎｄ

ｗｏｍｅｎ ｃｏｌｌｅｇｉａ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ｅｄ ｅａｔｉｎｇ [ Ｊ ] .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 Ｍｅｄꎬ ２００５ꎬ ４ (３): ２５３－２６２.

[２９] Ｃｈａｒｔｒａｎｄ Ｄꎬ Ｃｈａｔｆｉｅｌｄ ＳＪ.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ｉｎ Ｂａｌｌｅｔ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Ｊ] . Ｊ Ｄａｎｃｅ Ｍｅｄ Ｓｃｉꎬ ２００５ꎬ ９ (３－４): ７４－８０.

[３０] Ｋａｐｃｚｕｋ Ｋ. Ｅｌｉ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ｅｒｔａｌ ｄｅｌａｙ [Ｊ] .

Ｍｉｎｅｒｖａ Ｐｅｄｉａｔｒꎬ ２０１７ꎬ ６９ (５): ４１５－４２６.

[３１] Ｅｌｉａｋｉｍ Ａꎬ Ｂｅｙｔｈ Ｙ.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ꎬ ｍｅｎｓｔｒｕａｌ

ｉｒ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ｏ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

[Ｊ]. Ｊ Ｐｅｄｉａｔｒ Ａｄｏｌｅｓｃ Ｇｙｎｅｃｏｌꎬ ２００３ꎬ １６ (４): ２０１－２０６.

[３２] Ｇｏｒｄｏｎ ＣＭꎬ Ａｃｋｅｒｍａｎ ＫＥꎬ Ｂｅｒｇａ ＳＬꎬ ｅｔ 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ａｌａｍｉｃ Ａｍｅｎｏｒｒｈｅａ: Ａ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 [ Ｊ] . Ｊ Ｃｌｉｎ Ｅｎｄｏｃｒｉｎｏ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７ꎬ １０２ (５): １４１３－１４３９.

[３３] Ｔｅｎｆｏｒｄｅ ＡＳꎬ Ｃａｒｌｓｏｎ ＪＬꎬ Ｃｈａｎｇ Ａꎬ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Ｔｒｉａｄ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ｏｎ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ｊｕ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ｉ￣

ａ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Ｊ] . Ａｍ Ｊ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ꎬ ２０１７ꎬ ４５ (２):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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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快走形式的运动对中国办公室职业人群血压

的影响ꎬ 探讨该人群血压管理的适宜的运动量ꎮ

方法: 在企事业单位招募 １８~ ６５ 岁久坐生活方式办公室

职员 ８０２ 名 (男性 ３９８ 人、 女性 ４０４ 人)ꎮ 入选受试者接受基

于 “互联网＋” 平台和处方计步器督导下的 ３ 个月开放式运动

干预ꎮ 运动量 (有效步数) 与血压变化的关系使用多元线性

回归模型ꎬ 并将有效步数量分为 ４０００－ < ８０００ 步 / 天 ( Ｌ１)、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Ｌ２)、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Ｌ３)ꎬ 超过 １２０００ 步 / 天

(Ｌ４) 等 ４ 个运动量水平进行比较分析ꎮ

结果: 仅对完成研究的 ６８８ 名受试者进行效果评价ꎮ 运

动干预后ꎬ 收缩压 (ＳＢＰ) 和舒张压 (ＤＢＰ) 在 Ｌ１ 至 Ｌ３ 均

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ꎻ 对于基线已患有高血压的受试者ꎬ ４ 个

运动量水平下 ＳＢＰ 和 ＤＢＰ 均显著降低ꎮ 进一步分析显示ꎬ 运

动与 ＳＢＰ 变化有显著的量效关系ꎮ 以最大有效运动量水平

(Ｌ４) 相比ꎬ Ｌ１ 至 Ｌ３ 均能够使 ＳＢＰ 下降更多ꎬ 分别为－３.２４

ｍｍＨｇ (９５％ＣＩ: － ５. ７４ 至 － ０. ７４ꎬ ｐ ＝ ０. ０１１)、 － ２. ５８ ｍｍＨｇ

(９５％ＣＩ: － ４.７３ 至－ ０.４３ꎬ ｐ ＝ ０.０１９) 和－ ２.１９ ｍｍＨｇ (９５％

ＣＩ: －４.２０ 至－０.１８ꎬ ｐ＝ ０.０３３)ꎮ 对于高血压受试者ꎬ 只有 Ｌ１

与 Ｌ４ 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 － ６. ２２ ｍｍＨｇꎬ ９５％ＣＩ:

－１２.６８至－０.２４ꎬ ｐ ＝ ０.０３６)ꎮ 运动量与 ＤＢＰ 之间无显著的量

效关系ꎮ

结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快走可以有效地控制中国久坐职

业人群的血压ꎬ 运动与收缩压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ꎮ

关键词: 血压ꎻ 快走ꎻ 久坐生活方式

全球高血压的患病率逐年增高ꎬ 预计 ２０２５ 年全球高血压

患病人数可能增至 １５ 亿 (上升 １５％~２０％) [１] ꎮ 中国高血压

调查数据显示[２] ꎬ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 １８ 岁及以上中国居民罹患

高血压的人数约 ２.４４５ 亿人ꎬ 且患病率呈总体升高趋势ꎮ 以

收缩压升高为主的高血压是全球死亡和残疾的最重要危险因

素ꎬ 每年造成约 ９００ 万人死亡[３－５] ꎮ 同时ꎬ 以高血压为主的心

脑血管疾病成为全世界范围的主要经济负担[３ꎬ６] ꎮ 然而ꎬ 高血

压是最可预防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７] ꎮ

多项研究证明ꎬ 增加身体活动可显著降低收缩压和舒张

压水平[８ꎬ９] ꎬ 可显著减少高血压患者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ꎬ 并

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ꎬ 降低疾病负担[５ꎬ１０ꎬ１１] ꎮ 运动对健

康的有益作用是肯定的ꎬ 各国身体活动指南针对不同健康目

的提出了不同的运动建议[３ꎬ１２ꎬ１３] ꎮ 对于健康人ꎬ 为了维持健康

每天应该进行至少 ３０ 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ꎬ 每周累计

运动至少 １５０ 分钟ꎻ 为了更好的健康效益或以降低心血管疾

病发生为目的ꎬ 每周应该进行中等强度运动累计 ３００ 分钟或

者高强度运动累计 １５０ 分钟ꎮ 对于高血压患者ꎬ ＥＳＣ / ＥＳＨ

指南[１]建议每周进行 ５－７ 天运动锻炼ꎬ 每天至少 ３０ 分钟中等

强度的有氧运动ꎻ 相当于每天快走至少 ３０００ 步 (即步频至少

为 １００ 步 /分钟ꎬ 运动时长至少 ３０ 分钟) [１４] ꎮ 而各指南对于

更大的运动量是否更有益于健康ꎬ 或者有益于健康的运动量上

限是多少ꎬ 尤其是对于心血管的健康ꎬ 并没有明确提出建议ꎮ

增加身体活动和体育运动对血压及其他心血管疾病风险

因素的改善效果虽已得到证实ꎬ 但对我国久坐职业人群高血

压防控的适宜运动量研究很有限ꎮ 本研究将对中国汉族办公

室职业人群防控高血压的适宜运动量进行研究ꎬ 以便为中国

人群的血压管理的运动干预提供科学依据ꎮ

１. 对象和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本研究在企事业单位招募受试者共 ８０２ 人ꎬ 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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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８ 名ꎬ 女性 ４０４ 名ꎮ 入选标准: (１) 在职员工ꎻ (２) 年龄

１８~６５ 岁ꎻ (３) 久坐人群 (静坐时间累计大于 ６ 小时 /天)ꎮ

排除标准: (１) 血压控制不佳 (收缩压>１８０ｍｍＨｇ 和 /或舒

张压>１１０ｍｍＨｇ)ꎻ (２) 经明确诊断的严重骨关节疾病史ꎻ

(３) ３ 个月内接受过脊柱或四肢手术或发生过骨折ꎻ (４) 心

脏、 肝脏或肾脏严重功能紊乱或器质性病变ꎻ (５) 已知的

ＨＩＶ 病史或活动性 ＨＢＶ / ＨＣＶ 感染或不可控活动性全身感染ꎻ

(６) 怀孕或哺乳期女性ꎮ 所有参与试验的受试者均由本人签

署知情同意书ꎮ 同时ꎬ 本试验项目已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

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ｃｔｒ.ｏｒｇ.ｃｎ / ) 进行注册 (注册号: ＣｈｉＣ￣

ＴＲ￣ＯＯｈ￣１６０１０２２９)ꎮ

１.２　 试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自身前、 后对照的干预研究设计ꎮ 入选的受

试者均在研究人员的指导下接受为期 ３ 个月的开放式健步走

运动干预及一次饮食教育[１５] ꎮ 干预前后对所有受试者进行各

项指标的检测ꎮ

１.３　 步行干预方案

运动干预计划是以现实世界中开放式的步行干预为基础

的ꎮ 在这项研究中ꎬ 以快走作为主要的运动形式ꎮ 根据参与

者原有的 ＰＡＬꎬ 给受试者提出运动建议ꎬ 并利用已建立的

“互联网＋” 运动与营养健康管理平台及处方计步器实施运动

干预ꎬ 指导和记录受试者的运动ꎮ

运动干预方案包括运动强度 (中等强度ꎬ 中等强度步行

速度女性 ８０－９０ 米 /分 (ＭＥＴ ４.０－４.５)、 男性 ９０－１００ 米 /分

(ＭＥＴ ４. ５ － ５. ０) [１６] ꎬ 相当于计步器读数 １００ － １５０ 步 /分

钟[１４])、 运动时间 (持续至少 １０ ｍｉｎ /次ꎬ 建议每天累计运动

时长至少 ３０ 分钟ꎬ 最长不超过 ８０ 分钟)、 运动频率 (５ ~ ７

天 /周)、 运动执行时间段 (６ ∶ ００~２３ ∶ ００)、 运动时机 (如

高血压患者ꎬ 尽量避免晨起运动) 和运动注意事项等ꎮ 第一

个月的步行计划是根据受试者原有的 ＰＡＬ 制定的ꎬ 如果受试

者基线时 ＰＡＬ 非常低 (几乎不运动或很少运动)ꎬ 在干预的

前 ２ 周一定要非常小心ꎬ 量力而行地进行运动ꎮ 此外ꎬ 所有

受试者的运动方案均以 ３０ 天为一个周期进行循序渐增ꎬ 即运

动强度 (步行速度) 和 (或) 运动时间 (步行时长)ꎬ 第 ２－３

个月根据上一个月完成情况ꎬ 逐渐增加运动量ꎮ

１.４　 观察指标及测量方法

血压: 参考 «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 ２０１０» [１７]ꎬ 要求受试者

测量血压前安静坐位休息至少 １０ 分钟ꎬ 使用经定期校正台式

水银柱血压计 (上海医院设备厂ꎬ 中国) 测量肱动脉血压ꎮ 重

复测量 ３ 次ꎬ 间隔 ６０ 秒 /次ꎬ 取平均值ꎬ 读数单位为 ｍｍＨｇꎮ

测试前 ３ 个小时禁止进行任何体力活动ꎻ 测试前 ３０ 分钟禁

烟、 咖啡因等ꎮ

体格检查指标: 采用标准方法测量身高、 体重和腰围ꎬ 计

算体质指数 (ＢＭＩꎬ ｋｇ / ｍ２) ＝体重 (ｋｇ) /身高 (ｍ) ２ꎮ 采用

ＭＣ－１８０身体成分分析仪 (百利达公司ꎬ 日本) 测量体脂含

量ꎬ 计算体脂百分数 ＝体脂含量 (ｋｇ) /体重 (ｋｇ) ×１００％ꎬ

仪器在使用前进行平衡性校准ꎮ

身体活动水平 (ＰＡＬ): 基线时ꎬ 根据近半年的运动习

惯ꎬ 将 ＰＡＬ 分为 ３ 级ꎮ ＰＡＬ１: 几乎不运动ꎻ ＰＡＬ２: 中等及

以上强度运动ꎬ 每天累计不足 ３０ 分钟ꎬ 每周运动少于 ３ 天ꎻ

ＰＡＬ３: 中等及以上强度运动ꎬ 每天累计 ３０ 分钟以上ꎬ 每周

运动至少 ３ 天ꎮ

步数记录及评估: 健步走干预的步数是由处方计步器将

记录[１５] ꎮ 本研究将步频为 １００~１５０ 步 /分钟所累积的步数记

作 “有效步数”ꎬ 根据每个受试者 ＰＡＬꎬ 制定运动方案ꎮ 研究

方案中建议的运动时间为 ３０~８０ 分钟 /天ꎬ 以有效步数计运动

量则为 ３０００~１２０００步 /天ꎮ 本研究根据受试者实际的运动情

况ꎬ 将有效步数的量分为 ４ 组: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和超过 １２０００ 步 /天ꎬ 以评估和验证运动效量ꎮ

饮食评分: 采用 «Ｈｅａｌｔｈｓｔｙｌｅ: Ａ Ｓｅｌｆ￣Ｔｅｓｔ» [１８] (来源于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 评估受试者的饮食行为ꎮ 该问卷根据受

试者日常饮食中是否遵从膳食多样性原则ꎬ 是否有意识地限

制脂肪 (尤其是饱和脂肪酸、 反式脂肪酸)、 盐、 糖的摄入

量ꎮ 得分 ０－１０ꎬ 分值越高越好ꎮ

高血压诊断标准: 将收缩压≥１４０ ｍｍＨｇ 和 /或舒张压≥

９０ ｍｍ 或既往有高血压病史以及目前的抗高血压治疗诊断为

高血压[１７] ꎮ

１.５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统计学分析软件 ＩＢＭ ＳＰＳ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２３. ０

( ＩＢＭ ＳＰＳＳꎬ Ｉｎｃ.ꎬ Ｃｈｉｃａｇｏꎬ ＩＬꎬ ＵＳＡ) 和 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６.１

(Ｒ Ｃｏｒｅ Ｔｅａｍ. Ｒ: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

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ꎬ Ｖｉｅｎ￣

ｎａꎬ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ＵＲ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ꎬ ２０１９) 进

行统计分析ꎮ 当 Ｐ 值<０.０５ 时ꎬ 被认为具有统计学意义ꎮ

符合正态分布的数据资料ꎬ 采用均数±标准差 (ｘ±ｓ) 表

示ꎮ 符合参数检验的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 同一组

前后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ꎻ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性

别、 年龄、 基线身体活动水平、 ＢＭＩ、 腰围、 体脂率、 体重的

变化及干预前 ＳＢＰ 或 ＤＢＰ 等因素进行校正后分析运动量与

ＳＢＰ 和 ＤＢＰ 变化的关系ꎮ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有效步

数与血压变化 (干预后的血压减去干预前的血压) 的关系ꎬ

８５



并校正包括性别、 年龄、 身高、 基线 ＰＡＬ、 体重、 ＷＣ、 ＢＦ％

的变化、 饮食评分、 抗高血压药物使用情况等的混杂因素ꎮ

２. 结果

２.１　 受试对象特征及运动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 ８０２名受试者ꎬ １１４ 名受试者因个人原因退

出研究 (如图 １ 所示)ꎬ 完成研究的受试者共有 ６８８ 名ꎬ 其中

男、 女性分别为 ３３１ 和 ３５７ 名ꎮ 受试者平均年龄为 ３７.０±９.９

岁ꎬ 无明显的性别差异 (Ｐ ＝ ０.５４)ꎮ 受试对象的人群特征如

表 １ 所示ꎬ 男性和女性的身高、 体重、 ＢＭＩ、 腰围和体脂率之

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１７.０％ (１１７ / ６８８) 的

参与者被诊断为高血压ꎻ 其中 ４９ 人正在接受抗高血压治疗ꎮ

完成研究的 ６８８ 名受试者的有效步数情况如下: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及超过 １２０００ 步 /

天分别占 １３.４％、 ２５.３％、 ３４.４％、 ２６.９％ꎮ

图 １　 研究流程图

表 １　 受试人群的一般人口学特征

全体(ｎ＝６８８) 男性(ｎ＝３３１) 女性(ｎ＝３５７) Ｐ 值ａ

年龄(岁) ３７.０±９.９ ３６.７±９.６ ３７.２±１０.１ ０.５４

身高(ｃｍ) １６６.２±８.０ １７２.５±５.５ １６０.４±５.０ <０.００１

体重(ｋｇ) ６６.５±１３.９ ７４.９±１２.４ ５８.７±１０.２ <０.００１

ＢＭＩ(ｋｇ / ｍ２) ２３.９±３.９ ２５.１±３.７ ２２.８±３.８ <０.００１

腰围(ｃｍ) ８２.９±１１.８ ８８.８±１０.６ ７７.４±１０.１ <０.００１

体脂率(％) ２７.１±６.８ ２４.２±５.４ ２９.６±６.８ <０.００１

数据表示为均数±标准差ꎻａ男性与女性比较ꎮ

２.２　 快步对血压的影响及其剂量效应关系

如表 ２ 所示ꎬ 对于全体受试者ꎬ 有效步数在 Ｌ１ 至 Ｌ３ 水

平的 ＳＢＰ、 ＤＢＰ 均在干预 ３ 个月后有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ꎬ

Ｌ４ 的 ＳＢＰ、 ＤＢＰ 无显著变化ꎬ 尤其是 ＳＢＰ 反而有上升趋势ꎮ

对于男性受试者ꎬ ＳＢＰ 在 Ｌ１ 和 Ｌ２ 分别平均下降 ３.１ｍｍＨｇ

(ｐ＝０.０１０) 和 ３.６ｍｍＨｇ (ｐ＝０.００１)ꎬ 其他有效步数水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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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ＢＰ 变化不显著ꎮ ＤＢＰ 在 Ｌ１ 至 Ｌ４ 均有下降ꎬ 但仅在 Ｌ２－４

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ꎮ 女性受试者 Ｌ１－３ 级 ＳＢＰ 明显下

降ꎬ 分别平均下降 ６.３ ｍｍＨｇ (ｐ ＝ ０.００１)、 ３.４ ｍｍＨｇ (ｐ ＝

０.００１) 和 ２.１ ｍｍＨｇ (ｐ＝０.０２３)ꎻ Ｌ４ 的 ＳＢＰ 平均升高 １.８

ｍｍＨｇ (ｐ＝０.１７３)ꎮ ＤＢＰ 在 Ｌ１ 和 Ｌ２ 分别下降 ４.３ ｍｍＨｇ

(ｐ＝０.００３) 和 ２.４ ｍｍＨｇ (ｐ ＝ ０.００５)ꎬ Ｌ３ 和 Ｌ４ 变化不显

著ꎮ 此外ꎬ 在 ４ 个有效步数水平下ꎬ 受试者的体重均有显著

降低 (Ｐ<０.０５)ꎮ

以血压变化为因变量ꎬ 以血压变化可能的相关因素为自

变量进行多元分析ꎬ 如表 ３ 所示ꎮ 采用进入回归法拟合模型ꎬ

检验水平为 ０.０５ꎮ ＳＢＰ 的变化与有效步数之间存在剂量效应关

系 (如表 ４所示)ꎮ 与有效步数最多的 Ｌ４相比 (即 Ｌ１至 Ｌ３分

别与 Ｌ４ 相比)ꎬ ＳＢＰ 改变量差值分别为 Ｌ１ ＝ －３.２４ｍｍＨｇ

(９５％ＣＩ: － ５.７４ 至 － ０.７４ꎬ ｐ ＝ ０. ０１１)ꎬ Ｌ２ ＝ － ２. ５８ｍｍＨｇ

(９５％ＣＩ: － ４.７３ 至 － ０.４３ꎬ ｐ ＝ ０. ０１９)ꎬ Ｌ３ ＝ － ２. １９ｍｍＨｇ

(９５％ＣＩ: －４.２０至－０.１８ꎬ ｐ＝０.０３３)ꎮ 对于男性受试者ꎬ 仅有

Ｌ１与 Ｌ４的差值有统计学意义 (－３.９５ ｍｍＨｇꎬ ９５％ＣＩ: －７.３５

至 ０.５５ꎬ ｐ＝ ０.０２４)ꎮ 对于女性受试者ꎬ 仅有 Ｌ２ 有显著性差

异 (－３.４１ ｍｍＨｇꎬ ９５％ＣＩ: －６.４８ 至－０.３４ꎬ ｐ＝０.０３０)ꎮ 而

有效步数与 ＤＢＰ 改变量之间无明显量效关系ꎮ

２.３　 不同有效步数水平对高血压和非高血压受试者

血压的影响

　 　 根据有无高血压ꎬ 将受试者分为高血压组和非高血压

组进行亚组分析 (表 ５) ꎮ 对于高血压受试者ꎬ 在快走 ３ 个

月后ꎬ Ｌ１－Ｌ４ 的 ＳＢＰ 和 ＤＢＰ 均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ꎮ 对于非

高血压受试者ꎬ Ｌ１－Ｌ３ 的 ＳＢＰ 有下降ꎬ 但仅 Ｌ２ 统计学意义

(－２.２±９.１ ｍｍＨｇꎬ ｐ＝０.００４)ꎻ Ｌ４ 反而显著升高 (２.０±１０.２

ｍｍＨｇꎬ ｐ＝０.０１５)ꎮ ＤＢＰ 无明显变化ꎮ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

型分析血压与运动的关系ꎬ 结果显示 ＳＢＰ 与有效步数之间有

显著的量效关系 (如图 ６ 所示)ꎮ 与 Ｌ４ 相比ꎬ 只有 Ｌ１ 与其差

值有统计学意义ꎬ 即－６.２２ ｍｍＨｇ (９５％ＣＩ: －１２.６８ 至－０.２４ꎬ

ｐ＝０.０３６)ꎻ 其余有效步数水平的 ＳＢＰ 差值均无统计学意义ꎮ

ＤＢＰ 与有效步数无显著量效关系ꎮ 对于非高血压患者ꎬ 如表

６ 所示ꎬ ＳＢＰ 与有效步数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ꎬ 而

ＤＢＰ 无明显的剂量效应关系ꎮ

表 ２　 不同有效步数水平的血压、 体重的变化

ａ有效步数水平

Ｌｅｖｅｌ １ Ｌｅｖｅｌ ２ Ｌｅｖｅｌ ３ Ｌｅｖｅｌ ４

全
体

Ｎ ９２ １７４ ２３７ １８５

ＳＢＰ(ｍｍＨｇ)

干预前 １２１.４±１５.０ １１８.１±１４.７ １１５.４±１３.４ １１６.４±１３.３

干预后 １１６.９±１１.２ １１４.７±１３.２ １１３.４±１１.９ １１７.３±１２.２

Δ(后－前) －４.５±１２.０ －３.４±９.８ －２.０±１０.５ ０.９±１０.５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２４１

ＤＢＰ(ｍｍＨｇ)

干预前 ７９.３±１２.８ ７７.２±１１.６ ７５.１±１０.５ ７６.１±１０.１

干预后 ７５.９±９.１ ７４.９±１０.７ ７３.４±９.６ ７４.９±９.７

Δ(后－前) －３.４±９.７ －２.３±８.９ －１.７±８.６ －１.２±９.２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７８

ＢＷ(ｋｇ)

干预前 ７１.９±１６.７ ６４.６±１３.２ ６５.３±１４.４ ６７.１±１１.６

干预后 ７０.２±１６.０ ６３.７±１２.６ ６４.４±１３.５ ６６.３±１１.５

Δ(后－前) －１.３±２.９ －０.９±２.９ －０.９±３.２ －０.８±２.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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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

ａ有效步数水平

Ｌｅｖｅｌ １ Ｌｅｖｅｌ ２ Ｌｅｖｅｌ ３ Ｌｅｖｅｌ ４

男

Ｎ ５１ ７１ １０２ １０７

ＳＢＰ(ｍｍＨｇ)

干预前 １２３.４±１３.５ １２６.８±１１.４ １２１.２±１２.２ １２０.７±１２.４

干预后 １２０.３±９.７ １２３.２±１１.２ １１９.５±１０.３ １２０.９±１１.１

Δ(后－前) －３.１±１２.９ －３.６±９.０ －１.７±１０.５ ０.２±９.５

Ｐ－值 ０.０９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９９ ０.７９３

ＤＢＰ(ｍｍＨｇ)

干预前 ８１.７±１３.４ ８３.３±１０.５ ７８.５±１０.０ ７９.５±９.６

干预后 ７９.０±８.８ ８１.０±８.７ ７６.１±８.８ ７７.４±９.５

Δ(后－前) －２.７±１０.６ －２.３±９.５ －２.４±８.０ －２.１±９.０

Ｐ－值 ０.０６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ＢＷ(ｋｇ)

干预前 ７７.５±１７.２ ７３.５±１２.０ ７６.０±１２.６ ７３.６±９.２

干预后 ７５.９±１６.１ ７２.４±１１.５ ７４.４±１１.４ ７２.５±９.０

Δ(后－前) －１.６±３.５ －１.１±２.６ －１.６±４.１ －１.０±２.８

Ｐ－值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女

Ｎ ４１ １０３ １３５ ７８

ＳＢＰ(ｍｍＨｇ)

干预前 １１８.８±１６.４ １１２.２±１３.７ １１０.９±１２.６ １１０.５±１２.３

干预后 １１２.５±１１.５ １０８.８±１１.１ １０８.８±１１.０ １１２.３±１２.０

Δ(后－前) －６.３±１０.７ －３.４±１０.３ －２.１±１０.６ １.８±１１.７

Ｐ－值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３ ０.１７３

ＤＢＰ(ｍｍＨｇ)

干预前 ７６.３±１１.４ ７３.１±１０.５ ７２.６±１０.１ ７１.４±８.９

干预后 ７２.０±８.０ ７０.７±９.９ ７１.４±９.７ ７１.４±９.０

Δ(后－前) －４.３±８.６ －２.４±８.５ －１.２±９.０ ０.０±９.４

Ｐ－值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１２３ １.０００

ＢＷ(ｋｇ)

干预前 ６５.０±１３.２ ５８.４±１０.１ ５７.３±９.７ ５８.２±８.２

干预后 ６４.１±１３.３ ５７.６±９.５ ５６.９±９.５ ５７.７±８.５

Δ(后－前) －０.９±１.９ －０.８±３.１ －０.４±２.１ －０.４±２.６

Ｐ－值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１ ０.１３６

数据表示: 均值±标准差.
ａ 有效步数水平ꎬ Ｌｅｖｅｌ １: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２: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３: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４: >１２０００ 步 /天.

ＢＷ: 体重ꎻ ＳＢＰ: 收缩压ꎻ ＤＢＰ: 舒张压ꎻ Δꎬ 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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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血压变化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ｎ＝６８８)
变量 回归系数 β 值 标准误 ｔ－值 Ｐ－值

ＳＢＰ 改变量ａ

性别(男＝１ꎬ女＝０) ２.０２４ １.４９６ １.３５２ ０.１７７

年龄 －０.１０７ ０.０５１ －２.１００ ０.０３６

身高 －０.１３１ ０.０９０ －１.４５６ ０.１４６

基线 ＰＡＬ ０.７８４ ０.５２３ １.４９９ ０.１３５

是否使用降压药(ｙｅｓ＝１ꎬｎｏ＝０) －４.９０５ １.９２８ －２.５４４ ０.０１１

有效步数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３.７５０ ０.０００

Δ ＢＷ ０.６１８ ０.１８８ ３.２９５ ０.００１

Δ ＷＣ －０.０８９ ０.１２４ －０.７１９ ０.４７２

Δ ＢＦ％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７ ０.７４７ ０.４５５

Δ 饮食评分 ０.１０１ ０.１４６ ０.６８８ ０.４９２

ＤＢＰ ｃｈａｎｇｅｂ

性别(男＝１ꎬ女＝０) －０.３２７ １.２７７ －０.２５６ ０.７９８

年龄 －０.１１４ ０.０４３ －２.６３５ ０.００９

身高 －０.０３９ ０.０７７ －０.５０６ ０.６１３

基线 ＰＡＬ ０.４３４ ０.４４７ ０.９７２ ０.３３２

是否使用降压药(ｙｅｓ＝１ꎬｎｏ＝０) －２.１４８ １.６４６ －１.３０４ ０.１９３

有效步数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２.２３３ ０.０２６

Δ ＢＷ ０.１９１ ０.１６０ １.１８９ ０.２３５

Δ ＷＣ －０.０７５ ０.１０６ －０.７０３ ０.４８２

Δ ＢＦ％ ０.１１９ ０.１４３ ０.８３２ ０.４０６

Δ 饮食评分 ０.１１７ ０.１２５ ０.９４１ ０.３４７

ａ. 因变量: ＳＢＰ 改变量

ｂ. 因变量: ＤＢＰ 改变量

Δꎬ 改变量 (后－前)ꎻ ＰＡＬ: 身体活动水平ꎻ ＢＷ: 体重ꎻ ＷＣꎬ 腰围ꎻ ＢＦ％ꎬ 体脂百分数.

表 ４　 血压变化量与有效步数水平的量效关系
ａ有效步数水平 ΔＳＢＰ ｐ－值 ΔＤＢＰ ｐ－值

全体

Ｌｅｖｅｌ １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３.２４(－５.７４ꎬ－０.７４) ０.０１１ －０.７４(－２.８８ꎬ１.４１) ０.５０３

Ｌｅｖｅｌ ２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２.５８(－４.７３ꎬ－０.４３) ０.０１９ ０.１２(－１.７４ꎬ１.９８) ０.８９９

Ｌｅｖｅｌ ３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２.１９(－４.２０ꎬ－０.１８) ０.０３３ ０.５４(－１.２０ꎬ２.２８) ０.５４２

男性

Ｌｅｖｅｌ １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３.９５(－７.３５ꎬ－０.５５) ０.０２４ ０.１６(－２.６７ꎬ２.９８) ０.９１４

Ｌｅｖｅｌ ２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１.３９(－４.５２ꎬ１.７４) ０.３８４ １.７８(－０.８２ꎬ４.３９) ０.１８１

Ｌｅｖｅｌ ３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２.２６(－５.１６ꎬ０.６５) ０.１２９ ０.１２(－２.３１ꎬ２.５６) ０.９２２

女性

Ｌｅｖｅｌ １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２.６８(－６.３９ꎬ１.０３) ０.１５８ －２.０２(－５.２５ꎬ１.２１) ０.２２２

Ｌｅｖｅｌ ２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３.４１(－６.４８ꎬ－０.３４) ０.０３０ －１.３３(－４.０３ꎬ１.３７) ０.３３４

Ｌｅｖｅｌ ３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２.２５(－５.１２ꎬ０.６３) ０.１２６ ０.２４(－２.２８ꎬ２.７６) ０.８５４

数据表示为均差 (９５％置信区间)ꎮ
ａ 有效步数水平ꎬ Ｌｅｖｅｌ １: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２: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３: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４: >１２０００ 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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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高血压和非高血压患者在不同有效步数水平下的血压变化

ａ有效步数
水平

高血压

Ｎ 干预前 干预后 Δ(后－前) Ｐ－值

非高血压

Ｎ 干预前 干预后 Δ(后－前) Ｐ－值

Ｌｅｖｅｌ １
ＳＢＰ ２７ １３７.０±１０.７ １２５.１±８.４ －１１.８±１３.４ <０.００１ ６５ １１４.９±１１.３ １１３.４±１０.４ －１.５±１０.０ ０.２２９

ＤＢＰ ２７ ９３.８±８.９ ８２.９±７.６ －１０.９±９.７ <０.００１ ６５ ７３.３±８.６ ７３.０±８.０ ０.３±７.９ ０.７４４

Ｌｅｖｅｌ ２
ＳＢＰ ３３ １３７.１±１１.１ １２８.３±１２.１ －８.８±１１.０ <０.００１ １４１ １１３.７±１１.５ １１１.５±１１.３ －２.２±９.１ ０.００４

ＤＢＰ ３３ ９２.９±９.７ ８４.１±９.７ －８.８±８.４ <０.００１ １４１ ７３.６±８.６ ７２.７±９.７ －０.９±８.４ ０.２１７

Ｌｅｖｅｌ ３
ＳＢＰ ３１ １３５.５±１３.３ １２７.４±１２.７ －８.１±１２.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６ １１２.３±１０.５ １１１.３±１０.３ －１.０±１０.０ ０.１４４

ＤＢＰ ３１ ９０.９±７.５ ８３.９±８.９ －７.０±１０.１ ０.００１ ２０６ ７２.８±８.６ ７１.８±８.７ －０.９±８.１ ０.１０７

Ｌｅｖｅｌ ４
ＳＢＰ ２６ １３４.３±１２.５ １２８.６±１２.２ －５.７±９.７ ０.００６ １５９ １１３.４±１０.９ １１５.４±１１.２ ２.０±１０.２ ０.０１５

ＤＢＰ ２６ ８９.４±９.９ ８４.３±１０.４ －５.１±１０.１ ０.０１６ １５９ ７３.９±８.３ ７３.４±８.８ －０.５±８.９ ０.４３０

数据表示: 均值±标准差.
ａ 有效步数水平ꎬ Ｌｅｖｅｌ １: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２: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３: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４: >１２０００ 步 /天.

ＢＷ: 体重ꎻ ＳＢＰ: 收缩压ꎻ ＤＢＰ: 舒张压ꎻ Δꎬ 改变量.

表 ６　 高血压和非高血压受试者血压变化与有效步数的关系

ａ 有效步数水平
高血压

ΔＳＢＰ ｐ－值 ΔＤＢＰ ｐ－值

非高血压

ΔＳＢＰ ｐ－值 ΔＤＢＰ ｐ－值

Ｌｅｖｅｌ １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６.２２(－１２.６８ꎬ０.２４) ０.０３６ －４.７９(－９.９５ꎬ０.３６) ０.０７３ －３.０４(－５.８８ꎬ－０.１９)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２.５７ꎬ２.４１) ０.９５０

Ｌｅｖｅｌ ２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３.７３(－９.９６ꎬ２.５１) ０.２４５ －３.５１(－８.５６ꎬ１.５５) ０.１７９ －２.５４(－４.８８ꎬ－０.２０) ０.０３４ ０.６８(－１.３７ꎬ２.７４) ０.５１６７

Ｌｅｖｅｌ ３ ｖｅｒｓｕｓ ４ －１.１６(－８.０５ꎬ５.７３) ０.７４２ ０.３２(－５.１７ꎬ５.８) ０.９１１ －２.３２(－４.４４ꎬ－０.１９) ０.０３３ ０.５８(－１.２９ꎬ２.４４) ０.５４７

数据表示为均差 (９５％置信区间)ꎮ
ａ 有效步数水平ꎬ Ｌｅｖｅｌ １: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２: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３: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ꎻ Ｌｅｖｅｌ ４: >１２０００ 步 /天.

３. 讨论

本研究表明ꎬ 以 １００－１５０ 步 /分钟的速度步行干预 ３ 个月

可有效改善以久坐生活方式为主的中国汉族办公室职业人群

的血压ꎮ 有效步数与 ＳＢＰ 之间有显著的量效关系ꎬ 而与 ＤＢＰ

无明显量效关系ꎮ

本研究主要是鼓励受试者改变静态的生活方式ꎮ 对于大

多数人而言ꎬ 改变原有习惯是非常难的ꎮ 然而ꎬ 步行是一项

基本的日常活动ꎬ 以步行为基础的有氧运动 (如快走) 是一

种理想的干预措施ꎬ 适合大多数不爱运动的人[１９] ꎮ 事实上ꎬ

这项研究表明ꎬ 快走干预可能适用于所有久坐生活方式的职

业人群ꎬ 因为它对受试者身体表现和心血管功能具有理想的

适应性ꎮ 在试验期间ꎬ 受试者在运动依从性较好ꎬ 运动积极

性较高ꎬ 脱落率仅为 １４.２％ꎮ 有 ７３.１％的受试者能达到研究

方案建议的运动量 (即 ３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ꎬ 但有 ２６.９％的

受试者存在运动过量的情况ꎮ 而对于超过研究方案的运动量

是否更有利于血压的控制ꎬ 我们的研究对此进行了比较分析ꎮ

这项研究基于现实世界中的开放式步行干预ꎬ 因此受试

者的运动存在很强的自主性和随意性ꎮ 在剂量效应关系分析

中ꎬ 他们每天实际行走的有效步数被分为 ４０００ － < 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和>１２０００ 步 /天四个水平ꎬ 并

观察它们对血压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异ꎮ 我们发现ꎬ 无

论是男性还是女性ꎬ 超过 １２０００ 步 /天的有效步数水平似乎对

ＳＢＰ 的控制不利ꎬ 表现为 ＳＢＰ 升高ꎮ 为了阐明过度运动是否

有利于控制血压ꎬ 将超过方案建议运动量 (即有效步数 >

１２０００ 步 /天) 的为参照组ꎬ 我们发现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 /天均有更好降低 ＳＢＰ 的效果ꎮ 对

于男性受试者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能更好地降低 ＳＢＰꎻ 而在女

性中ꎬ ８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步 /天的效果更好ꎮ 不得不提的是ꎬ 无论

男女ꎬ 每天>１２０００ 步并不能更好地降低 ＳＢＰꎮ 这些结果进一

步表明ꎬ 每天超过１２ ０００步的有效步数并没有显示出更好的

收缩压控制ꎮ 然而ꎬ 运动引起的收缩压升高是心脑血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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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诱因之一[２０] ꎮ 因此ꎬ 避免过度运动是明智的ꎬ 特别是

强度过大的运动ꎮ

快走可显著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ꎮ 进一步将受试者分

为高血压和非高血压组进行讨论ꎬ 我们发现对于基线水平的

高血压患者ꎬ 不同的运动水平显示 ＳＢＰ 和 ＤＢＰ 显著下降ꎬ

平均分别下降 ５.７ 至 １１.８ ｍｍＨｇ 和 ５.１ 至 １０.９ ｍｍＨｇꎮ 结果

进一步证实了运动对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控制是有益的ꎬ 降低

血压的效果与最近的荟萃分析相似[２１ꎬ２２] ꎬ 即ꎬ 有氧运动干预

可使亚洲高血压人群的 ＳＢＰ 降低 ４.７ 至 ９.３６ ｍｍＨｇꎬ ＤＢＰ 降

低 ３.２ 至 ５.９３ ｍｍＨｇꎮ 同时ꎬ 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 １１７

例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变化与运动的关系进行分析ꎬ 并对混杂

因素进行调整ꎮ 结果显示 ４０００ ~８０００ 步 /天比>１２０００ 步 /天

能更好地降低 ＳＢＰꎮ 这说明对于高血压患者ꎬ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的快走 (１００ ~１５０ 步 /分钟) 对降低 ＳＢＰ 的效果较为理

想ꎬ 而多运动对降低 ＳＢＰ 的作用微乎其微ꎮ 对于非高血压人

群ꎬ 运动的主要结果是维持血压水平ꎮ 有效步数 ８０００ ~ <

１００００ 步 /天ꎬ ＳＢＰ 显著降低 (平均降低 ２.２ ｍｍＨｇ)ꎻ 当步数

超过 １２０００步 /天时ꎬ ＳＢＰ 显著升高 (平均升高 ２.０ ｍｍＨｇ)ꎮ

非高血压患者的运动干预结果也表明ꎬ 过度运动 (有效步数

超过每天 １２０００ 步) 对血压正常的患者的血压管理并不有利ꎮ

对非高血压受试者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结果进一步表明ꎬ

每天快步走 ４０００~１２０００ 步似乎比过度运动更有利于血压控

制ꎮ 因此ꎬ 超过推荐量的步行并不能带来额外的血压控制益

处ꎮ 这一结果与 Ｃｏｒｎｅｌｉｓｓｅｎ 等[２３]的系统评价中的结果相似ꎬ

即每天 ３０－４５ 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相当于每天 ３０００－

７０００ 步的快走) 比大量运动更能控制血压ꎮ

更多的锻炼对降低血压的影响较小ꎬ 可能与以下机制有

关ꎮ 首先ꎬ 我们必须提到收缩压的形成机制ꎬ 也就是说ꎬ 在

收缩过程中ꎬ 血液快速注入心室ꎬ 从而在血管壁上产生侧向

压力ꎮ 为了在运动中保持血压ꎬ 心脏必须泵出更多的血液

(心输出量)ꎮ 大强度或长时间的运动会给心血管系统带来更

大的压力ꎬ 并增加心输出量ꎮ 这导致心脏结构的适应性改变ꎬ

称为心室肥大或扩张ꎮ 这种情况在涉及运动员的研究中已有

报道[２４－２６] ꎮ 但这种变化是生理上的还是病理上的还有待研究ꎮ

此外ꎬ 这可能是因为运动期间血压的维持依赖于交感神经的

兴奋ꎮ 长期运动可使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ꎬ 使休

息状态的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也可自适应地增强[２７－２９] ꎮ 经常运

动的人的收缩压并没有降低多少ꎬ 反而升高了ꎮ 但更明确的

机制仍需更多研究进一步验证ꎮ

有趣的是ꎬ 无论性别和是否患有高血压ꎬ 增加运动量并

不能使收缩压得到更好的控制ꎮ 此外ꎬ 不受控制的过度运动

可能会增加运动损伤或心血管事件的风险ꎮ 此外ꎬ 过度锻炼

可能会导致对运动方案的依从性降低ꎬ 从而导致锻炼中断ꎮ

正如 Ｂｅｒｇｅ 等[３０]在综述中提到的ꎬ 运动训练量大的运动员的

高血压发病率明显高于运动量小的运动员ꎻ 因此ꎬ 大运动量

不一定更有利于控制血压ꎮ

本研究为不同性别和不同血压状态人群的血压控制提供

了适当运动量的证据ꎬ 对中国久坐不动的职业人群的血压控

制具有实际指导意义ꎮ 本研究存在几个局限性: 第一ꎬ 受试

者没有严格按照干预方案中推荐的运动量进行锻炼ꎬ 经常盲

目增加步行量ꎬ 因此导致有效步数为 ４０００－８０００ 步 /天的受

试者相对较少ꎮ 此外ꎬ 不要求或记录受试者的盐摄入量、 吸

烟和饮酒量等ꎬ 仅对所有受试者进行了高血压危险因素及相

关饮食的干预前健康教育ꎮ

４. 结论

快走形式的锻炼方式可以有效改善中国久坐生活方式职

业人群的血压ꎮ 步数与血压之间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ꎬ

最高步数水平似乎不利于 ＳＢＰ 的控制ꎬ 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

病史的个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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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科技助力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关键技术研究 (Ｎｏ.１９ＤＺ１２００７０１)ꎻ 膳食添加液体蛋白对运动员疲劳恢复和力量素质的影响研究 (Ｎｏ.

２０Ｊ００７)

　 　 目的: 本文旨在探讨补充益生菌和乳清蛋白对运动员免

疫调节功能与运动表现的影响ꎬ 为运动员在新冠疫情期间能

够通过合理营养品补充获得更高的训练与比赛水平提供应用

依据ꎮ

方法: (１) 选取 ３６ 名运动员作为试验研究对象ꎬ 将其随

机分 为 益 生 菌 组 (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ＰＲＯ)、 乳 清 蛋 白 组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Ｐ)、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Ｇ)ꎬ

每组 １２ 人ꎬ 男女各 ６ 人ꎮ 益生菌组和乳清蛋白组分别给予连

续 ４ 周的益生菌、 乳清蛋白的营养品补充ꎬ 对照组无任何营

养品摄入 (２) 在 ４ 周试验前后分别测试运动员身体成分、 血

６６



液免疫学指标、 无氧功率和等速肌力 ４ 部分指标ꎬ 并进行数

据对比分析ꎮ

结果: (１) 试验前后 ＰＲＯ、 ＷＰ、 ＣＧ 组身体成分相关指

标 (体重、 体脂率、 去脂体重、 肌肉量、 身体质量指数) 对

比均无显著差异性 (Ｐ>０.０５)ꎮ (２) 血液免疫学指标: 试验

后 ＰＲＯ 组、 ＷＰ 组运动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淋巴细胞百分

比均无显著差异ꎬ ＣＧ 组运动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前显著增加

(５３.４７±６.４６％ ｖｓ ５７.７５±６.４４％) (Ｐ<０.０５)ꎬ 淋巴细胞百分比

显著降低 (３５.０１±５.１０％ ｖｓ ３０.７２±５.３８％) (Ｐ<０.０５)ꎮ 试验

前后 ＰＲＯ 组、 ＷＰ 组 ＩＬ￣６、 ＩＬ￣１７Ａ、 ＩＦＮ￣γ 三种促炎因子虽无

显著性差异ꎬ 但都呈下降趋势ꎬ 而 ＣＧ 组均呈现出增加趋势ꎮ

(３) 无氧功率: 与试验前相比ꎬ 试验后 ＰＲＯ 组男运动员

Ｐ ｐｅａｋ / ｋｇ 显著增加 (１２.３５±１.８５ Ｗｋｇ－１ ｖｓ １３.９４±１.７１ Ｗ

ｋｇ－１) (Ｐ<０.０５)ꎬ 女运动员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性ꎻ ＷＰ 组

男女运动员均未发现显著差异性ꎻ ＣＧ 组男运动员 Ｐｍｉｎ / ｋｇ、

Ｐｍｅａｎ / ｋｇ 呈下降趋势但无显著差异性ꎬ 女运动员各项指标对比

无显著差异ꎮ (４) 等速肌力测试: 与试验前相比ꎬ 试验后

ＰＲＯ 组男运动员各项指标呈增加趋势但无显著差异ꎬ 女运动

员无差异ꎻ ＷＰ 组男、 女运动员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性ꎻ ＣＧ

组男运动员右侧 ６０ 度伸膝显著下降 (３.８７±０.３９ Ｎｍｋｇ－１ ｖｓ

３.３４±０.４９ Ｎｍｋｇ－１) (Ｐ<０.０５)ꎬ 且其余指标也呈下降趋

势ꎬ 女运动员右侧 ６０ 度屈膝、 右侧 ６０ 度伸膝显著下降 (１.４６±

０.１６ Ｎｍｋｇ－１ ｖｓ １.３６±０.２０ Ｎｍｋｇ－１ꎬ ２.９０±０.４７ Ｎｍ

ｋｇ－１ ｖｓ ２.７５±０.４７ Ｎｍｋｇ－１) (Ｐ<０.０５)ꎬ 且左侧 ６０ 度伸膝

呈下降趋势但无显著差异性ꎮ

结论: (１) 本研究提示运动员补充 ４ 周益生菌对机体免

疫功能存在积极效果ꎮ (２) 补充益生菌可能对男运动员肌肉

力量有一定积极作用ꎮ (３) ４ 周乳清蛋白的补充对运动员的

免疫调节机能和运动能力未见显著性效果ꎮ

关键字: 益生菌ꎻ 乳清蛋白ꎻ 免疫功能ꎻ 肌力ꎻ 无氧功率

本研究旨在通过 ４ 周的功能性营养品补充干预分别观察

益生菌和乳清蛋白对运动员免疫功能、 肌力和无氧功率的影

响ꎬ 探讨这两类营养品在促进运动能力与改善免疫调节功能

方面的功效ꎬ 为防疫时期运动员能够获得更佳的训练效果提

供有价值的参考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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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ｒａｔｅꎬ ｆａｔ￣ｆｒｅｅ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ꎬ

ＷＰ ａｎｄ ＣＧ ｇｒｏｕｐ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Ｐ > ０. ０５) .

(２) Ｂｌｏｏｄ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ｅｓ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ＷＰ ｇｒｏｕ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ＣＧ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５３.４７±６.４６％ ｖｓ ５７.７５±６.４４％)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３５.０１± ５.１０％ ｖｓ

３０.７２±５.３８％) (Ｐ<０.０５) . Ｔｈｅ ｐｒｏ￣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ｃｙｔｏｋｉｎｅｓ ＩＬ￣６ꎬ

ＩＬ￣１７Ａ ａｎｄ ＩＦＮ￣γｉｎ ＰＲＯ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ＷＰ ｇｒｏｕｐ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ｂｕｔ ａｌｌ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

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ꎬ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Ｇ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３)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Ｐ ｐｅａｋ / ｋｇ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 ＰＲＯ ｇｒｏｕｐ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１２.３５±１.８５ Ｗｋｇ－１ ｖｓ １３.９４±１.７１ Ｗｋｇ－１)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 ＷＰ ｇｒｏｕｐ. Ｃ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Ｐｍｉｎ / ｋｇꎬ

Ｐｍｅａｎ / ｋｇ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ꎬ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４) Ｉｓｏｋｉｎｅｔｉｃ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ｅｓｔꎬ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ｅｓ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ｇｒｏｕｐ ｓｈｏｗｅ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ｂｕｔ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ｓｔ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ｍｏｎｇ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

ｌｅｔ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ａ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ｌｅ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 ＷＰ ｇｒｏｕｐ.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６０ ｄｅｇｒｅｅ ｋｎｅ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 ＣＧ ｇｒｏｕｐ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３.８７±０.３９

Ｎｍｋｇ－１ ｖｓ ３.３４±０.４９ Ｎｍｋｇ－１)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６０ ｄｅｇｒｅｅ

ｋｎｅｅ ｆｌｅｘ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６０ ｄｅｇｒｅｅ ｋｎｅ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１.４６ ± ０. １６ Ｎｍｋｇ－１ ｖｓ １. ３６ ± ０. ２０

Ｎｍｋｇ－１ꎬ１.９０±０.４７ Ｎｍｋｇ－１ ｖｓ ２.７５±０.４７ Ｎｍｋｇ－１)

７６



(Ｐ<０.０５)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６０ ｄｅｇｒｅｅ ｋｎｅ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ｅｄ ａ ｄｏｗｎ￣

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ｂｕｔ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１)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ｆｏｒ ４ ｗｅｅｋｓ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２)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ｆｏｒ ４ ｗｅｅｋｓ ｈａｄ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ꎻ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ꎻ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ꎻ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ꎻ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ｕ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ｍｕｓｃ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ｏｕｒ￣ｗｅｅｋ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ｍｍｕｎｅ ｒｅｇ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ꎬ ｓｏ ａ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选取 ３６ 名田径、 击剑、 现代五项和武术运动员作为试验

研究对象ꎬ 随机分为益生菌组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Ｇｒｏｕｐꎬ ＰＲＯ)、

乳清蛋白组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Ｇｒｏｕｐꎬ ＷＰ)、 对照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ꎬ ＣＧ)ꎬ 每组 １２ 人ꎬ 男女各 ６ 人ꎬ 所有运动员身体状

况良好ꎮ

１.２　 研究方法

为比较补充 ＰＲＯ、 ＷＰ 与无营养品补充分别对运动员免

疫调节功能、 无氧功率和肌力等的影响ꎬ 本研究选择在新冠

疫情发生后封闭训练周期中的准备期延长阶段从国家队营养

品目录中选择益生菌和乳清蛋白进行 ４ 周营养品补充干预试

验ꎬ 试验前后一天分别测试运动员的身体成分指标、 血液红

细胞系指标和免疫指标、 无氧功指标和膝关节等速肌力指标ꎬ

并进行前后对比ꎮ

１.２.１ 身体成分测试

清晨空腹使用生物电阻抗法体成分分析仪 (Ｇａｉａ ｋｉｋｏꎬ

Ｊａｗｏｎ Ｍａｄｉｃａｌ) 进行身体成分测试ꎬ 测试指标包括体重

(Ｂｏｄｙ Ｗｅｉｇｈｔꎬ ＢＷ)、 体脂百分比 (Ｂｏｄｙ Ｆａ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ＢＦ％)、 去脂体重 (Ｆ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ａｓｓꎬ ＦＦＭ)、 肌肉量 (Ｍｕｓ￣

ｃｌｅ Ｍａｓｓꎬ ＭＭ)、 身体质量指数 (ＢＭＩ) 等ꎮ

１.２.２ 血液免疫指标测试

清晨空腹静脉采血后 １ ｍｌ 血液置入 ＥＤＴＡ 试管用西门子

ＡＤＶＩＡ ２１２０ｉ 全血分析仪检测淋巴细胞百分比 ( ｌｙｍｐｈｏｃｙｔｅｓ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ꎬ ＬＰ) 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ｎｅｕｔｒｏｐｈｉｌ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ａｇｅꎬ ＮＰ) 等指标ꎻ ５ ｍｌ 全血用促凝管分装后在高速离心机

上以 ３０００ 转 /分离心 １０ 分钟后分离血清ꎬ 用 ＢＤ ＦＡＣＳｃａｎｔｏ

ＩＩ 流式细胞仪做流式多因子检测 ＩＬ￣６、 ＩＬ￣１７Ａ、 ＩＦＮ￣γ 等免疫

指标ꎮ

１.２.３ 无氧功测试

无氧功测试在上午采用 ３０ ｓ Ｗｉｎｇａｔｅ 测试方法ꎮ 阻力设

定: 功率自行车阻力 (Ｎｍ) ＝ 阻力系数 (Ｎｍ / ｋｇ) ×体重

(ｋｇ)ꎬ 男子阻力系数为 ０.８５ꎬ 女子阻力系数为 ０.７５ꎮ 运动员

尽全力蹬踏自行车 ３０ ｓꎮ 测试得出的功率值对应个人体重计

算出相对最大功率 (Ｐｐｅａｋ / ｋｇ)、 相对最小功率 (Ｐｍｉｎ / ｋｇ)、

相对平均功率 (Ｐｍｅａｎ / ｋｇ) 等指标ꎮ

１.２.４ 等速肌力测试

试验当天下午运动员进行膝关节等速肌力测试ꎬ 测试使

用 Ｉｓｏｍｅｄ ２０００ 等速肌力测试系统进行ꎬ 本试验选取的方案

为角速度为 ６０° / ｓꎬ 重复次数 ６ 次ꎮ 测试指标包括: 左侧 ６０°

屈、 伸峰力矩体重比 (ＰＴ / ＢＷ)、 右侧 ６０°屈、 伸峰力矩体重

比 (ＰＴ / ＢＷ)ꎮ

１.２.５ 营养品补充干预计划

益生菌组摄入的益生菌补剂为四种混合活性菌ꎬ 包括乳

双歧杆菌 ＨＮ０１９、 嗜酸乳杆菌 ＮＣＦＭ、 植物乳杆菌 Ｌｐ￣１１５ꎬ

长双歧杆菌 Ｂｌ￣０５ꎬ 补充剂量每日一次ꎬ 每次 ４ｇꎻ 乳清蛋白

组补充乳清蛋白粉每日一次ꎬ 一次一勺 (２０ｇ)ꎬ 每日训练

时加 １００ｍｌ 水冲服ꎻ 对照组无营养品摄入ꎬ 试验期间运动员

一日三餐膳食按照准备期日常膳食摄入推荐量均在运动员食

堂进餐ꎮ

１.２.６ 统计分析

数据资料选用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版本软件统计分析ꎬ 所有数据

先进性正态分布检验后ꎬ 采用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ꎬ 计量资料以均

值±标准差 (Ｍｅａｎ±ＳＤ) 的形式表示ꎬ 对于检验结果 Ｐ<０.０５

设定为差异显著ꎮ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体成分指标的变化

试验前后运动员身体成分指标变化见表 １ꎮ ＰＲＯ 组、 ＷＰ

组、 ＣＧ 组的 ＢＷ、 ＢＦ％、 ＦＦＭ、 ＭＭ、 ＢＭＩ 等各指标运动员

试验前后组内比较无显著性差异性 (Ｐ>０.０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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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实验前后身体成分测试各项指标变化

(Ｎ＝３６) (Ｘ±ＳＤ)
Ｔａｂｅｌ １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３６) (Ｘ±ＳＤ)

Ｉｎｄｅｘ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ｔｅｓｔ ｐｏｓｔ￣ｔｅｓｔ

ＢＷ(ｋｇ) ＰＲＯ ６７.１３±１３.４０ ６６.６７±１３.３８

ＷＰ ６７.６９±１５.１７ ６７.６２±１５.１８

ＣＧ ６３.５３±１０.１１ ６３.５３±９.８３

ＢＦ(％) ＰＲＯ １８.５２±５.５３ １８.４５±５.３８

ＷＰ １５.８６±３.４７ １５.３６±３.６３

ＣＧ １６.８２±７.０２ １７.１３±６.４８

ＦＦＭ(ｋｇ) ＰＲＯ ５４.６９±１１.７３ ５４.４２±１１.４１

ＷＰ ５７.１４±１３.５８ ５７.４６±１３.９２

ＣＧ ５２.５３±７.７４ ５２.３６±７.４２

ＭＭ(ｋｇ) ＰＲＯ ５０.９０±１０.９７ ５０.５５±１０.６８

ＷＰ ５３.１７±１２.６８ ５３.５２±１３.０４

ＣＧ ４８.８４±７.２４ ４８.６５±６.９１

ＢＭＩ / (ｋｇ / ｍ２) ＰＲＯ ２１.６５±４.２６ ２１.５５±４.３１

ＷＰ ２２.１８±２.５４ ２２.１７±２.５７

ＣＧ ２０.６５±２.０８ ２０.７４±２.００

注:∗表示组内训练前后比较差异呈显著性ꎬ Ｐ<０.０５

肠道微生态系统的紊乱可导致有益菌丰度降低ꎬ 有害菌

比例增加ꎬ 从而导致 ＳＣＦＡｓ、 ＢＡｓ 与内分泌调节肽的含量降

低ꎬ 影响机体肠道氧化还原稳态以及肠黏膜的屏障功能ꎬ 并

且肠道微生物群是一个高度动态和个体的复杂生态系统ꎬ 许

多因素ꎬ 如年龄、 药物使用、 压力、 运动ꎬ 尤其是饮食都会

对其造成影响[１ꎬ２] ꎮ 并且有研究指出运动员与大众人群肠道微

生物群具有一定的差异ꎬ 例如促进健康的细菌种类更多ꎬ 微

生物组多样性增加ꎬ 代谢途径 (如氨基酸和抗生素的生物合

成和碳水化合物代谢) 相对增强[３－５] ꎮ Ｊｅｒｅｍｙ 等人[６] 研究在

大学运动员休赛期训练期间补充益生菌 (枯草芽孢杆菌) 的

效果ꎮ ２３ 名女运动员ꎬ 随机分为益生菌和安慰剂两组ꎬ 在休

赛期当中执行为期 １０ 周的阻力训练计划ꎬ 包括每周 ３－４ 次的

上肢和下肢训练和专项运动训练ꎬ 研究结果显示对体重没有

观察到显著作用ꎬ 而观察到瘦体重有增加的趋势ꎬ 但组间无

差异ꎬ 服用益生菌的运动员相比于对照组运动员干预结束后

体脂率下降更多并且存在组间差异ꎮ 本研究在益生菌干预 ４

周之后 ＰＲＯ 组身体成分等各项指标有轻微下降趋势但和试验

前相比无显著变化ꎬ 说明 ４ 周的益生菌补充并没有对身体成

分显著影响ꎮ 也可能由于 ４ 周的训练强度和益生菌补充不足

以引起体重、 体脂百分比等身体指标产生显著变化ꎮ 此外ꎬ

Ｊａｃｌｙｎ 等人[７]使用随机、 双盲交叉设计对健康但超重的受试

者 (ｎ＝２８) 补充淀粉芽孢杆菌 (ＬＡ) 和发酵乳杆菌ꎬ 试验

结束后进行身体成分测量ꎬ 研究结果显示相比于对照组ꎬ 益

生菌组体脂百分比在试验结束后下降更多ꎮ 但 Ｊａｃｌｙｎ 所选取

的试验对象为肥胖受试者而非运动员ꎬ 因为 Ｓｉｏｂｈａｎ 等人[８]

在此前的研究中指出运动员与普通人相比会拥有更加丰富的

益生菌群落ꎬ 尤其是肥胖人群ꎬ 所以这也可能是造成试验结

果稍有不同的原因之一ꎮ

在合适的运动强度下ꎬ 高蛋白质饮食是改善肌肉合成代

谢的有效手段ꎮ 乳清蛋白补充剂包括所有必需氨基酸ꎬ 而且

支链氨基酸 (ＢＣＡＡ) 的比例很高ꎬ 可在比赛或训练期间增

强运动员在与运动有关的损伤期间的肌肉性能和恢复能力[９] ꎮ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 等人[１０]对健康、 有阻力训练经验的男性进行每天

两次摄入 ３０ 克乳清蛋白ꎬ 并结合 ４ 天 /周的高阻力训练ꎬ 试

验时间为 ８ 周的研究中发现ꎬ 补充乳清蛋白对于脂肪下降有

积极影响并且有助于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增加ꎮ Ｊｕｈａ 等人[１１]

将受试者随机分为三组: ３０ ｇ 乳清蛋白、 等热量碳水化合物

或蛋白质＋碳水化合物ꎬ 在运动后即刻摄入ꎬ 为期 １２ 周ꎬ 每

周进行 ２－３ 次阻力训练ꎮ 结果发现受试者腹部脂肪下降并且

瘦体重增加ꎮ 而本研究中ꎬ 试验前后各组运动员身体成分等

指标均无显著变化ꎬ 原因可能是由以下两方面: (１) 运动员

是在疫情发生后的准备期中进行营养品补充干预试验ꎬ 在此

训练周期阶段中训练强度与训练量保持在相对保持稳定水平ꎬ

四周训练所产生的刺激未达到改变身体成分的强度ꎻ (２) 本

研究所有运动员补充乳清蛋白粉的剂量和时长还不足以造成

运动员身体成分各指标发生显著变化ꎮ

２.２　 血液免疫指标的变化

试验前后 ＰＲＯ 组、 ＷＰ 组运动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与淋

巴细胞百分比均无显著差异ꎬ ＣＧ 组运动员中性粒细胞百分比

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ꎬ 淋巴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ꎮ

(见表 ２)ꎮ 试验前后 ＰＲＯ 组、 ＷＰ 组 ＩＬ￣６、 ＩＬ￣１７Ａ、 ＩＦＮ￣γ

三种促炎因子虽无显著性差异ꎬ 但都呈下降趋势ꎬ 而 ＣＧ 组

均呈现出增加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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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实验前后运动员血液红细胞系指标的变化

(Ｎ＝３６) (Ｘ±ＳＤ)
Ｔａｂｅｌ ２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ｍｍｕｎｅ Ｉｎｄｉｃｅ Ｔｅ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３６) (Ｘ±ＳＤ)

Ｉｎｄｅｘ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ｔｅｓｔ ｐｏｓｔ￣ｔｅｓｔ

ＮＰ / ％ ＰＲＯ ５３.７５±１１.１４ ５２.４６±９.９６

ＷＰ ５４.７６±７.０１ ５７.２７±６.８９

ＣＧ ５３.４７±６.４６ ５７.７５±６.４４∗

ＬＰ / ％ ＰＲＯ ３４.０８±９.６１ ３４.４１±９.２１

ＷＰ ３４.２１±６.８９ ３１.９１±７.５２

ＣＧ ３５.０１±５.１０ ３０.７２±５.３８∗

ＩＬ￣１７Ａ ＰＲＯ ４.６７±４.０１ ３.２０±０.９２

ＷＰ ４.０２±２.５２ ３.３８±１.３１

ＣＧ ３.３８±１.０５ ４.０８±２.００

ＩＦＮ￣γ ＰＲＯ ２１.５４±１２.４４ １６.９５±１１.２２

ＷＰ ２５.３１±２０.６４ ２０.６５±１３.４０

ＣＧ １９.２３±１１.８４ ２３.８１±１５.０３

ＩＬ￣６ ＰＲＯ １８.３６±９.４０ １３.４７±１１.２６

ＷＰ ２０.５３±１５.５３ １９.１２±１２.０８

ＣＧ １１.８４±８.４５ １９.８７±１７.１９

注:∗表示组内试验前后比较差异呈显著性ꎬ Ｐ<０.０５

免疫机能的变化与上呼吸道感染和胃肠道功能紊乱的发

生机率的增加有关ꎬ 由此对运动员的运动成绩与训练状态造

成不可忽视的影响[１２、１３] ꎮ Ｂｏｒｃｈｅｒｓ 等人指出[１４]益生菌是含有

活性微生物的补充ꎬ 当给予适量时ꎬ 对宿主的健康有益ꎬ 并

且定期摄入益生菌可以改变肠道微生物群的数量ꎬ 影响免疫

功能ꎮ 益生菌通过调节微生物群以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

(ＨＰＡ) 和脑－肠－微生物组轴维持生物体ꎬ 从而发挥多种健

康益处ꎬ 包括胃肠道健康ꎬ 免疫调节和代谢疾病改善ꎮ 大强

度的训练负荷会破坏运动员体内的抗炎性因子和促炎性因子

动态平衡ꎬ Ｍａｃｈ 等人指出[１５] 微生物群还调节氧化应激和炎

症反应ꎬ 以及在高强度运动中调节代谢和能量消耗ꎮ 本研究

中 ＰＲＯ 组免疫各指标均未发生显著变化ꎬ 但 ＩＬ￣６、 ＩＬ￣１７Ａ、

ＩＦＮ￣γ 三种促炎因子都呈下降趋势ꎬ 而 ＣＧ 组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显著增加ꎬ 淋巴细胞百分比显著降低以及促炎因子都呈现

出了增加趋势ꎮ 同样ꎬ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等人[１６] 研究补充益生菌 (发

酵乳杆菌) 对自行车运动员的影响ꎬ 结果发现补充益生菌有

效降低血浆中促炎性因子的浓度ꎬ 进而减轻了胃肠道以及上

呼吸道感染的症状ꎬ 但这种现象只发生在男运动员中ꎬ 相反

女运动员则没有观察到类似的效果ꎮ 对于女性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来明确性别间的差异ꎮ Ａｓｍａ 等人指出[１７]益生菌 /共生菌

可降低部分炎症指标ꎬ 例如ꎬ ＩＬ￣６: 在健康、 代谢性疾病和关

节炎中无变化ꎮ ＩＬ￣１０: 在健康和代谢紊乱中没有变化ꎬ 在关

节炎中增加ꎮ ＩＬ￣４、 ＩＬ￣８、 ＩＬ￣１２、 ＩＦＮ￣ｇ 和 ＴＧＦ￣ｂ: 在健康受

试者中无变化ꎮ 综上所述ꎬ 提示运动员补充益生菌可能对机

体免疫功能存在积极效果ꎮ

乳清蛋白中亮氨酸、 赖氨酸、 精氨酸等支链氨基酸含较

高ꎬ 可刺激肌蛋白合成骨骼肌细胞中 ＢＣＡＡｓ 转氨酶以及 Ｌ－

谷氨酰胺合成酶和其他与 Ｌ－谷氨酰胺及其中间体氨基酸合成

相关的关键酶的活性很高[１８] ꎬ 体内试验研究结果表明肌肉及

肝脏中 Ｌ－谷氨酰胺浓度的升高能够提高组织中谷胱甘肽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ꎬ ＧＳＨ) 的浓度ꎬ 缓解机体长时间运动导致的氧

化压力[１９] ꎮ Ｂｒｏｓｎａｎ 等人[２０] 研究证实ꎬ 耐力运动员补充

ＢＣＡＡｓ (约 ６ ｇ 每天) 能够减缓运动中血浆内 Ｌ－谷氨酰胺浓

度的下降并改善由运动激发的免疫抑制ꎮ 而本研究结果和以

上研究结论不同ꎬ ＷＰ 组运动员各项指标与试验前均无显著

差异ꎬ 说明运动员 ４ 周乳清蛋白的补充对运动员机体免疫功

能无明显效果ꎮ

２.３　 无氧功率指标的变化

试验前后无氧功率指标变化见表 ３ꎮ ＰＲＯ 组男运动员

Ｐｐｅａｋ / ｋｇ 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ꎬ 同组女运动员各项指标均无显

著差异ꎻ ＷＰ 组男女运动员均未发现显著差异ꎻ ＣＧ 组男运动

员 Ｐｍｉｎ / ｋｇ、 Ｐｍｅａｎ / ｋｇ 呈下降趋势但无显著差异ꎬ 同组女运动

员各项指标无显著差异ꎮ

专门研究益生菌补充对运动表现影响的试验并不常见ꎬ

最近的研究表明ꎬ 补充益生菌可以通过不同途径改善运动员

和有锻炼习惯的人的运动表现ꎬ Ｓｃｈｅｉｍａｎ 等人[２１] 指出在高

强度运动中ꎬ 宿主以乳酸的形式为特定的细菌提供燃料ꎬ 而

特定的细菌反过来产生代谢物ꎬ 如丙酸ꎬ 这对运动中的宿主

有益ꎮ 在本研究中 ＰＲＯ 组男运动员 Ｐｐｅａｋ / ｋｇ 显著增加 (Ｐ<

０.０５)ꎬ 同组女运动员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ꎮ 益生菌补充的

效果有赖于菌种、 补充持续时间、 剂量、 形式以及宿主机体

生理情况等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ꎮ Ｊäｇｅｒ 等人[２２] 报道了两周

补充蛋白质结合益生菌与单独补充蛋白质运动后强度测量的

差异ꎮ 根据 Ｗｉｎｇａｔｅ 测试ꎬ 补充蛋白质和益生菌的人的肌肉

力量水平试验结束后与试验前基本保持一致ꎬ 而只摄入蛋白

质的受试者肌肉力量水平出现下降ꎬ 虽然此研究没有说明补

充益生菌能够有效提高运动员无氧能力但提示可能存在积极

作用ꎮ Ｃａｒｂｕｈｎ 等人[２３] 的研究对 ２０ 名大学女性游泳运动员

进行为期 ６ 周的益生菌 (长双歧杆菌 ３５６２４) 的干预ꎬ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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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运动成绩、 有氧能力、 无氧能力、 向心与离心力量、

垂直纵跳的高度等运动表现指标都没有与对照组之间产生显

著差异ꎬ 益生菌的补充并未对运动员起到积极作用ꎮ 在本研

究中 ＰＲＯ 组只有在男运动员当中出现 Ｐｐｅａｋ / ｋｇ 较试验前显著

增加的情况ꎬ 提示补充益生菌有可能存在性别间的差异ꎮ

长时间运动过程中导致外周疲劳最常见的原因则是肌糖

原的耗尽以及肌肉中 ＡＴＰ 浓度的下降ꎬ 而这两种因素都与

ＢＣＫＡＤ 复合物的激活有关[２４] ꎬ ＢＣＡＡｓ 的补充促进了 ＢＣＫ￣

ＡＤ 复合物的活性ꎬ 加速了 ＢＣＡＡｓ 中间代谢产物进入 ＴＡＣꎬ

作为能源和底物扩充了 ＴＡＣ 中间产物库ꎬ 进而促进了糖原的

合成与 ＡＴＰ 的产生ꎬ 由此达到抗疲劳的作用[２５] ꎮ Ｌａｓｋｏｗｓｋｉ

等人[２６]对优秀初级柔道运动员早期训练阶段展开了试验ꎬ 研

究补充蛋白质对其有氧和无氧能力发展的影响ꎬ 蛋白质组和

安慰剂组在 ４ 周的干预结束后ꎬ 有氧和无氧功率都增加了ꎬ

并且蛋白质组的变化程度要更加明显ꎬ 其中蛋白质每日的补

充剂量是按照每公斤体重 ０.５ｇ 进行计算ꎮ 同样 Ｍａｔｔｈｅｗ 等

人[２７]研究了 ４１ 名受试者 (男性ꎬ ｎ ＝ １９ꎻ 女性ꎬ ｎ ＝ ２２) 随

机分为三组鸡肉、 牛肉、 乳清蛋白ꎬ 为期 ８ 周的抗阻训练ꎬ

干预结束后与其他两组相比乳清蛋白组受试者无氧功率显著

增加ꎮ 理论上ꎬ 补充蛋白质促进净蛋白质平衡的改善可以促

进肌肉重塑ꎬ 加快肌肉功能的恢复ꎬ 反过来可以提高随后的

训练质量、 运动表现需求[２８] ꎮ 在本研究当中 ＷＰ 组男女运动

员无氧功率各指标均未发现显著差异ꎬ 造成这种差异首先可

能是由于以下两个方面: (１) 补充剂量的效应差异ꎬ (２) 试

验当中运动员所处训练周期不同以至于训练强度上存在区别ꎮ

以上两个方面可能是导致运动员无氧运动能力未发生变化的

主要原因ꎬ 具体影响因素还需在今后的研究当中进行深入的

针对性研究ꎮ

表 ３　 实验前后运动员免疫指标的变化 (Ｎ＝３６) (Ｘ±ＳＤ)
Ｔａｂｅｌ ３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Ａｎａｅｒｏｂｉｃ Ｔｅ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３６) (Ｘ±ＳＤ)

Ｉｎｄｅｘ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ｔｅｓｔ ｐｏｓｔ￣ｔｅｓｔ

相对最大功率 / Ｐｐｅａｋｋｇ－１

女 ＰＲＯ １１.３５±２.１１ １２.２３±１.５９

ＷＰ １２.０３±２.６５ １２.４２±２.４２

ＣＧ １１.８０±１.１５ １１.９５±１.３５

相对最小功率 / Ｐｍｉｎｋｇ－１

女 ＰＲＯ ５.０７±０.９７ ５.４０±０.２２

ＷＰ ５.５３±０.９０ ３.５３±０.０１

ＣＧ ５.０８±１.０２ ５.２１±１.０５

相对平均功率 / Ｐｍｅａｎｋｇ－１

女 ＰＲＯ ７.９５±０.５０ ８.０１±０.４１

ＷＰ ７.５７±０.７６ ７.４２±１.０７

ＣＧ ７.７８±０.４６ ７.８２±０.４４

相对最大功率 / Ｐｐｅａｋｋｇ－１

男 ＰＲＯ １２.３５±１.８５ １３.９４±１.７１∗

ＷＰ １３.８９±１.６４ １４.５１±０.３９

ＣＧ １４.２８±１.４９ １５.５０±０.７７

相对最小功率 / Ｐｍｉｎｋｇ－１

男 ＰＲＯ ５.９５±１.１０ ５.９９±１.２４

ＷＰ ５.８６±０.７６ ６.０７±０.８９

ＣＧ ５.１９±２.５６ ４.１７±２.２７

相对平均功率 / Ｐｍｅａｎｋｇ－１

男 ＰＲＯ ８.９７±０.７３ ９.２２±０.９０

ＷＰ ９.４７±０.５２ ９.３３±０.３７

ＣＧ ９.５２±０.５２ ９.３４±０.４０

注:∗表示组内试验前后比较差异呈显著性ꎬ 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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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等速肌力指标的变化

试验前后等速肌力指标变化见表 ４ꎮ ＰＲＯ 组男运动员各

项指标呈增加趋势但无显著差异ꎬ 女运动员未发现增加趋势ꎻ

ＷＰ 组男、 女运动员各项指标均无显著差异ꎻ ＣＧ 组男运动员

右侧 ６０ 度伸膝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ꎬ 且其余指标也呈下降趋

势ꎬ 同组女运动员右侧 ６０ 度屈膝、 右侧 ６０ 度伸膝显著下降

(Ｐ<０.０５)ꎬ 且左侧 ６０ 度伸膝呈下降趋势但无显著差异ꎮ

表 ４　 实验前后无氧功测试各项指标的变化 (Ｎ＝３６) (Ｘ±ＳＤ)
Ｔａｂｅｌ ４　 Ｉｎｄｅｘ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Ｉｓｏｋｉｎｅｔｉｃ Ｔｅｓ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Ｎ＝３６) (Ｘ±ＳＤ)

Ｉｎｄｅｘ Ｇｅ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ｐ ｐｒｅ￣ｔｅｓｔ ｐｏｓｔ￣ｔｅｓｔ

右侧 ６０ 度屈膝 / ＰＴＢＷ－１

女 ＰＲＯ １.７０±０.３９ １.７４±０.４０

ＷＰ １.５１±０.２０ １.６４±０.１２

ＣＧ １.４６±０.１６ １.３６±０.２０∗

左侧 ６０ 度屈膝 / ＰＴＢＷ－１

女 ＰＲＯ １.８６±０.４０ １.８３±０.４４

ＷＰ １.４７±０.１３ １.６７±０.２５

ＣＧ １.３６±０.１３ １.３７±０.１６

右侧 ６０ 度伸膝 / ＰＴＢＷ－１

女 ＰＲＯ ２.８３±０.３６ ２.７８±０.５４

ＷＰ ２.７０±０.３６ ２.７９±０.５３

ＣＧ ２.９０±０.４７ ２.７５±０.４７∗

左侧 ６０ 度伸膝 / ＰＴＢＷ－１

女 ＰＲＯ ３.０３±０.４８ ２.８９±０.５１

ＷＰ ２.８５±０.２７ ２.６６±０.４１

ＣＧ ２.６６±０.３８ ２.５５±０.４０

右侧 ６０ 度屈膝 / ＰＴＢＷ－１

男 ＰＲＯ １.７４±０.３５ １.７９±０.５５

ＷＰ １.８２±０.２９ １.８７±０.３３

ＣＧ １.９５±０.３３ １.７０±０.３５

左侧 ６０ 度屈膝 / ＰＴＢＷ－１

男 ＰＲＯ １.６５±０.４６ １.８３±０.４７

ＷＰ １.８９±０.２９ １.９７±０.３３

ＣＧ １.６９±０.１５ １.５９±０.３４

右侧 ６０ 度伸膝 / ＰＴＢＷ－１

男 ＰＲＯ ２.６４±０.５３ ２.８８±０.４０

ＷＰ ３.０５±０.５２ ３.３１±０.５８

ＣＧ ３.８７±０.３９ ３.３４±０.４９∗

左侧 ６０ 度伸膝 / ＰＴＢＷ－１

男 ＰＲＯ ２.６０±０.６５ ２.９１±０.４１

ＷＰ ３.１５±０.４７ ３.１０±０.５２

ＣＧ ３.１４±０.５９ ２.８０±０.６２

注:∗表示组内试验前后比较差异呈显著性ꎬ Ｐ<０.０５

　 　 近些年许多研究的从不同角度对益生菌与人体健康的关

系进行了探索ꎬ 植物乳杆菌 ＫＸ０４１ 可保持肠道通透性ꎬ 发挥

抗氧化能力[２９] ꎮ 此外ꎬ 某些植物乳杆菌能够激活肠道肠细胞

的细胞生长信号通路ꎬ 进而增加肠道的蛋白质代谢[３０] ꎮ Ｃａｒ￣

ｂｕｈｎ 等人[３１]的研究对 ２０ 名大学女性游泳运动员进行为期 ６

周的益生菌干预ꎬ 结果发现肌肉力量与对照组之间无显著差

异ꎮ 以上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稍有差异ꎬ 本研究 ＰＲＯ 组男运动

员各项指标呈增加趋势但无显著差异ꎬ 同组女运动员未发现

和男运动员相同的增加趋势ꎬ 提示益生菌补充可能对于男运

动员肌肉力量的合成存在积极作用ꎬ 同时也可能存在性别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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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ꎮ 同样 Ｎｕｒ Ｓｙａｚｗａｎｉ Ｉｂｒａｈｉｍ 等人[３２] 对 ４１ 名健康男性进

行为期 １２ 周干预试验ꎬ 分别采用只补充益生菌、 只执行运动

干预、 补充益生菌与运动干预相结合三种方案ꎮ 补充的益生

菌为 ６ 种混合菌 (嗜酸乳杆菌 ＢＣＭＣ１２１３０、 干酪菌 ＢＣ￣

ＭＣ１２３１３、 乳杆菌 ＢＣＭＣ１２４５１、 双歧杆菌 ＢＣＭＣ０２２９０、 婴

儿杆菌 ＢＣＭＣ０２１２９ 和长杆菌 ＢＣＭＣ０２１２０)ꎬ 结果发现运动

干预组与益生菌运动相结合组试验后肌力呈显著增加ꎬ 只补

充益生菌组并未发现试验前后显著变化ꎮ

乳清蛋白具有易消化和吸收的特点ꎬ 可以快速的增加血

液中氨基酸的水平ꎬ 并且乳清蛋白中支链氨基酸含较高ꎬ 亮

氨酸可减少肌肉蛋白的分解ꎬ 赖氨酸和精氨酸可刺激肌蛋白

合成[３３] ꎮ 此外ꎬ 肌肉力量与肌肉量相关ꎬ 一般来说肌肉量的

增加肌肉力量也会随之增加ꎮ Ｖｏｌｅｋ 等人[３４] 比较了乳清蛋白

和大豆蛋白补充对瘦体重和肌肉力量增加的作用效果ꎬ 阻力

训练计划时长为 ９ 个月ꎬ 在训练日的锻炼后或非训练日的早

晨进行补充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 乳清蛋白补充后ꎬ 瘦体重质量

的增加幅度更大ꎬ 各组力量也均有增加ꎮ 同样 Ｈｅｒｄａ 等人[３５]

通过 ８ 周的乳清蛋白补充联合抗阻训练的干预结果显示受试

者的瘦体重与肌肉量出现增加并且力量素质也出现了相似的

提高ꎮ 而本研究研究结果当中ＷＰ 组男、 女运动员各项指标 ４

周的干预前后均无显著差异ꎬ 上述列举研究中试验干预时长

在 ８ 周甚至是更长ꎬ 并且瘦体重也都出现了增加ꎮ 因此造成

试验结果差异的原因: (１) 可能是与本试验干预时间的长度

只有四周有关 (２) 与本研究所补充蛋白质剂量有关并且补充

蛋白质过程当中受到训练强度、 训练持续的时间、 补充持续

的时间、 摄入时间、 训练的频率以及日常饮食摄入等多种因

素在内都会对蛋白质的吸收产生不同的影响ꎮ

４　 结论

(１) 为适应疫情常态化情况下ꎬ 本研究提示运动员补充

益生菌对机体免疫调节功能存在积极效果ꎮ

(２) 补充益生菌可能对男运动员肌肉力量有一定积极

作用ꎮ

(３) ４ 周乳清蛋白的补充对运动员的免疫调节机能和运

动能力未见显著性效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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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ｕｍ ａｎｄ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ａｍｙｌｏｖｏｒｕｓ ａｓ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ｌ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ａｄｉｐ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ｆｌｏｒａ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ｙ ｐｅｒｓｏｎ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ｓ. ２０１２－１０－０９.

[８] Ｓｉｏｂｈａｎ Ｆ Ｃｌａｒｋｅꎬ Ｅｉｌｅｅｎ Ｆ Ｍｕｒｐｈｙꎬ Ｏｒｌａ Ｏ’Ｓｕｌｌｉ￣

ｖａｎꎬ ｅｔ ａｌ.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 . Ｇｕｔ . ２０１４－０７－１６.

[９] 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Ｓｈａｌｄｅｒｓꎬ Ｋ. Ｌꎬ Ｂｙｒｎｅꎬ Ｎ. Ｍ.ꎬ Ｓｌａｔ￣

ｅｒꎬ Ｇ. Ｊ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ａ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ｄｏｓｅ ｏｎ ｓａｔ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ｄ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Ｊ] .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９２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７８－１８４.

[１０] Ｌｏｃｋｗｏｏｄꎬ Ｃ. Ｍꎬ Ｒｏｂｅｒｔｓꎬ Ｍ. Ｄꎬ Ｄａｌｂｏꎬ Ｖ. Ｊ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ｙｚｅｄ ｗｈｅｙ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ｔｈｅｒ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８ ｗｅｅｋｓ ｏｆ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ａｇｅｄ ｍａｌｅｓ [Ｊ] . Ａｍ. Ｃｏｌｌ. Ｎｕｔｒ.

２０１７. ３６ (１)ꎬ １６－２７.

[１１] Ｊｕｈａ Ｊ. Ｈｕｌｍｉꎬ Ｍｉａ Ｌａａｋｓｏꎬ Ａｎｔｔｉ Ａ. Ｍｅｒｏꎬ Ｋｅｉｊｏ

Ｈäｋｋｉｎｅｎꎬ Ｊｕｈａ Ｐ. Ａｈｔｉａｉｎｅｎ ａｎｄ Ｈｅｉｋｋｉ Ｐｅｌｔｏｎｅ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ｗｈｅ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ｒｅ￣

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ꎬ ２０１５ꎬ １２: ４８.

[１２] ｄｅ Ａｒａｕｊｏ Ｊｒ. ＪＡꎬ Ｆａｌａｖｉｇｎａ Ｇꎬ Ｒｏｇｅｒｏ ＭＭꎬ ｅｔ

３７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ｒｏｎ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ｃｈａｉｎ ａ￣

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ｈｅｐ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ｇｌｙ￣

ｃｏｇｅ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ｒａｔｓ [Ｊ] . Ｌｉｆｅ Ｓｃｉꎬ ２００６ꎬ ７９ (１４):

１３４３－１３４８.

[１３] Ｄ ’ Ａｎｔｏｎａ Ｇꎬ Ｒａｇｎｉ Ｍꎬ Ｃａｒｄｉｌｅ Ａꎬ ｅｔ ａｌ.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Ｃｈａｉ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Ｓｕｒ￣

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ｎｄ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Ｍｉｔｏｃｈｏｎｄｒｉａｌ

Ｂｉｏｇｅｎｅｓｉｓ 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ｄ Ｍｉｃｅ [ Ｊ] . Ｃｅｌｌ Ｍｅｔａｂꎬ ２０１０ꎬ １２

(４): ３６２－３７２.

[１４] Ｂｏｒｃｈｅｒｓꎬ Ａ. Ｔꎬ Ｓｅｌｍｉꎬ Ｃꎬ Ｍｅｙｅｒｓꎬ Ｆ. Ｊ.ꎬ Ｋ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ａｓｔｒｏｅｎｔｅｒｏｌｏ￣

ｇｙꎬ ２００９ꎬ ４４ (１)ꎬ ２６－４６.

[１５] Ｍａｃｈꎬ Ｎꎬ Ｆｕｓｔｅｒ￣Ｂｏｔｅｌｌａꎬ Ｄ.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

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ｇｕｔ 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ｔａ: Ａ ｒｅｖｉｅｗ [ Ｊ] . Ｓｐｏｒｔ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

２０１７ꎬ ６ꎬ １７９－１９７.

[ １６ ]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Ｐ Ｗｅｓｔꎬ Ｄａｖｉｄ Ｂ Ｐｙｎｅꎬ Ａｌｌａｎ Ｗ

Ｃｒｉｐｐｓꎬ ｅｔ ａｌ. Ｌａｃｔｏ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ｆｅｒｍｅｎｔｕｍ ( ＰＣＣ )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ｓｔｒｏｉｎｔｅｓｔ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ｔｒａｃｔ ｉｌｌｎｅｓｓ

ｓｙｍｐｔｏｍｓ: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Ｊ] . Ｗｅｓｔ￣

ｅｔ 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２０１１ꎬ １０: ３０.

[１７] Ａｓｍａ Ｋａｚｅｍｉａꎬ Ｓｅｐｉｄｅｈ Ｓｏｌｔａｎｉｂꎬ Ｓｉｍａ Ｇｈｏｒａ￣

ｂｉｃ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ｙｎｂｉｏｔｉｃ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ｄｉｓｅａｓ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ｔｒｉａｌｓ [ Ｊ] .

２０１９－０８－０１.

[１８] Ｈｉｓｃｏｃｋ Ｎꎬ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 ＢＫ.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ｉｍ￣

ｍｕｎｏ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ｌａｓｍａ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ｋ [Ｊ] .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ꎬ ２００２. ９３ (３): ８１３－８２２.

[１９] Ｃｒｕｚａｔ ＶＦꎬ Ｔｉｒａｐｅｇｕｉ Ｊ.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ｒａｌ ｓｕｐ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ｌａｎｙ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ｏｎ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ꎬ

ｇｌｕｔａｍａｔｅꎬ ａｎｄ ｇｌｕｔａｔｈｉｏｎ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ｒａｔ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

ｔｅｄ ｔｏ ｌｏｎｇ￣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Ｊ] .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９ꎬ ２５ (４):

４２８－４３５.

[２０] Ｂｒｏｓｎａｎ ＪＴꎬ Ｂｒｏｓｎａｎ Ｍ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ｄ￣Ｃｈａｉｎ Ａｍｉｎｏ

Ａｃｉｄｓ: Ｅｎｚｙｍ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ｔｒａｔ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 Ｊ Ｎｕｔｒꎬ

２００６ꎬ １３６ (１): ２０７Ｓ－２１１Ｓ.

[２１] Ｓｃｈｅｉｍａｎꎬ Ｊꎬ Ｌｕｂｅｒꎬ Ｊ. Ｍꎬ Ｃｈａｖｋｉｎꎬ Ｔ. Ａꎬ ｅｔ

ａｌ. Ｍｅｔａ￣ｏｍｉｃ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ｌｉｔ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ｂｅ ｔｈａ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ｌａｃｔａｔ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Ｊ] . Ｎａｔ. Ｍｅｄ. ２０１９ꎬ ２５ꎬ １１０４－１１０９.

[２２] Ｊäｇｅｒꎬ Ｒꎬ Ｓｈｉｅｌｄｓꎬ Ｋ.Ａ. Ｌｏｗｅｒｙꎬ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ｂａｃｉｌｌｕｓ ｃｏａｇｕｌａｎｓ ＧＢＩ￣３０ꎬ ６０８６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ｄａ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 Ｊ] . ＰｅｅｒＪꎬ ２０１６ꎬ

４ꎬ ２２－７６.

[２３] Ｃａｒｂｕｈｎ Ａａｒｏｎ Ｆꎬ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Ｓｈｅｌｂｙ Ｍꎬ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Ｃｌａｒｋ Ｗꎬ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ｉｏｔｉｃ (Ｂｉｆｉｄｏｂａｃｔｅｒｉｕｍ ｌｏｎｇｕｍ

３５６２４)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Ｉｍｍｕｎｅ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ｉｎ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ｗｉｍｍｅｒｓ [Ｊ] . ２０１８ꎬ ６ (４) .

[２４] Ｐｉａｔｔｏｌｙ Ｔꎬ Ｐａｒｉｓｈ ＴＲꎬ Ｗｅｌｓｃｈ ＭＡ. Ｌ￣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ꎬ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Ｊ] . Ｃｕｒｒ Ｔｏｐ Ｎｕｔｒ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 ２０１３ꎻ １１: ５５－６２.

[２５] Ｃａｓｔｅｌｌ ＬＭ. Ｄｏｅｓ ｇｌｕｔａｍｉｎｅ ｈａｖｅ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Ｊ] . Ｅｕｒ Ｊ Ａｐｐｌ Ｐｈｙｓｉｏｌ Ｏｃｃｕｐ Ｐｈｙｓｉｏｌ

１９９６ꎬ ７３ꎬ ４ꎬ ８８－９０.

[２６] ＬａｓｋｏｗｓｋｉＲꎬ ＡｎｔｏｓｉｅｗｉｃｚＪ.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ｄａｐｔ 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ｊｕｄｏ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ｎ ａｆｔｅｒ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Ｊ] . 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 ＰｈｙｓＦｉｔ. ２００３ꎬ ４３: ３４２－６.

[２７ ]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Ｈ Ｓｈａｒｐꎬ Ｒｙａｎ Ｐ Ｌｏｗｅｒｙꎬ Ｋｅｖｉｎ Ａ

Ｓｈｉｅｌｄｓꎬ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ｅｅｆꎬ Ｃｈｉｃｋｅｎꎬ ｏｒ Ｗｈｅｙ 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ｋｏｕｔ ｏｎ Ｂｏ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ｓｃ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０４－１２.

[２８] Ｓａｕｎｄｅｒｓꎬ Ｍ. Ｊ. Ｃｏ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ｐｒｏ￣

ｔｅｉ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Ｊ] .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 Ｅｘｅｒｃ. Ｍｅｔａｂ. ２００７ꎬ １７ꎬ Ｓ８７－

Ｓ１０３.

[２９]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Ｋꎬ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ＭＪ.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ｉｎｄｕｃｅｄ ｏｘｉｄ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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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与评价技术体系
Ｈｉｇｈ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伊木清１ 　 常翠青２ 　 金其贯３ 　 李奇庚４ 　 刘建书５ 　 魏　 冰４ 　 邵　 晶１ 　 王晓茹５ 　 吴一凡２

１.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ꎻ ２.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ꎻ ３. 扬州大学ꎻ ４. 北京康比特体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ꎻ ５. 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来源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高效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研究和营养健康食品创制及产业化” 的 «成果鉴定材料»ꎬ 并经修改而成ꎮ

　 　 体力活动不足已被 ＷＨＯ 确认居第 ４ 的全球死亡十大独

立危险因素ꎬ 营养不合理亦是多种疾病的主要原因ꎮ 科学运

动及合理营养是促进健康和防治多种非传染性疾病的有效而

经济的措施ꎻ 运动相关的医学与健康问题可通过高效营养补

充来预防、 缓解或消除以及改善ꎬ 运动亦可促进营养健康功

能因子及产品发挥最佳作用ꎮ

运动人群 (主要是运动员和健身人群) 对运动营养品的

功效需求包括:

第一ꎬ 促进或改善健康水平ꎮ 通过应用高效运动营养品

达到改善机体代谢和身体机能ꎬ 与不同运动健身方案协同作

用以预防某些慢性病症ꎬ 改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ꎮ

第二ꎬ 对于有一定形体和体重要求或追求的职业运动员

及运动健身人群ꎬ 增肌、 减脂ꎬ 使其体型和体成分达到项目

要求是基本任务ꎮ 另外ꎬ 能在耐力、 力量、 爆发力等运动素

质的训练中ꎬ 帮助他们改善这些素质ꎬ 提升运动耐力、 力量、

爆发力等ꎬ 甚至对心理应激能力亦有改善作用ꎮ

第三ꎬ 解决运动引起的身体机能问题ꎮ 长时间、 大强度

运动训练对机体是一种强烈的应激刺激ꎬ 可引起机体包括物

质能量代谢、 热调节、 心血管呼吸、 消化吸收、 水电解质代

谢、 内分泌、 免疫等系统的应激反应ꎬ 可出现运动性脱水、

低血钠或低血钾ꎬ 运动性骨骼肌损伤ꎬ 胃肠道菌群及功能紊

乱ꎬ 免疫功能失调、 感染和炎症ꎬ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减少ꎬ

情绪和认知功能下降等等局部或全身性急性应激反应ꎬ 并可

能降低运动能力ꎮ 其机理可能与大量能量消耗、 水和电解质

丢失及体液酸化、 自由基产生增加及抗氧化能力下降、 应激

激素及炎性因子产生增加、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引起内毒素进

入循环等有关ꎬ 如不及时调整运动训练方案、 休息和通过包

括精准的营养补充在内的其他有效手段予以消除或改善ꎬ 可

能造成机体短期或长期的病理性损伤ꎮ

显而易见ꎬ 运动人群应用运动营养品需要应用具有较好

功效的、 安全的产品ꎬ 而且越能精准、 高效地解决运动人群

的功能需求越受运动人群的欢迎ꎮ 这就对运动营养品的研发、

功效评价及产业化、 应用指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ꎮ

在发达国家ꎬ 从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的基础研究、 制备技

术及产品功效研究等都已较成熟ꎮ 美国国会在 １９９４ 年通过法

案 (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

ＤＳＨＥＡ) 明确界定食品、 保健食品与药品的定义与管理范畴

(由 ＦＤＡ 负责管理)ꎮ 欧盟一致行动: «功能食品科学评估程

序» (ＥＣ Ｃｏｎｃｅｒｔ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ＳＳＣＬＡＩＭ———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ｎ Ｆｏｏｄｓ)

中明确了功能食品的科学评估程序和方法ꎮ 澳大利亚的运动

营养食品在使用前也需要进行严格的基础与功效研究才能为

运动人群使用ꎮ

近年来ꎬ 运动营养功能食品产业作为体育产业的一部分ꎬ

市场需求不断增长ꎮ 然而ꎬ 市场上的运动营养品ꎬ 在其功能

因子选择与配方理论、 工艺与制备技术、 功效等方面总体上

差强人意、 良莠不齐ꎬ 尤其是在功能因子的基础研究和食品

功效研究及评价方面与发达国家比差距较大ꎬ 所以ꎬ 某些进

口运动营养品更受欢迎ꎬ 价格更高ꎬ 效果相对也更好ꎮ 尽管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 中就其分类有阐述ꎬ

但均不能明确宣称功效ꎻ 国家体育总局 «运动营养品功效评

价程序和方法» (ＴＹ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１４) 虽已实施ꎬ 但申报体育

总局运动营养食品时ꎬ 功效研究报告并非必需ꎮ 由此造成功

效细分不清、 功效差、 功效不明甚至无功效的运动营养品充

斥于市场ꎮ 然而ꎬ 使用者终究是有三方面明确目的而选择使

用运动营养品的: 改善身体机能提高健康水平、 防止运动引

起的身体机能问题、 提升运动能力等ꎮ

以运动人群对运动营养品的功能需求和问题为导向ꎬ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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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开发针对不同运动人群及其机能需求的、 安全而高效的运

动营养功能食品是运动营养品产业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ꎬ 是

践行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战略目标和实现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全民健身行动» 和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 的任务目标的重要一环ꎮ

运动营养品是指对运动人体或体力活动者的特定身体机

能和运动能力具有改善或调节作用的食品ꎮ 运动营养品包括

具有这种作用的运动营养食品、 运动饮料、 营养素或营养活

性物质补充品、 药食同源运动营养功能食品等ꎮ 运动营养品

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ꎮ 运动营养品的关键内涵是: 适用于运

动人群或体力活动者ꎬ 食品ꎬ 安全、 有功效、 非药物!

为此ꎬ 我们从运动人群功能靶点或功能需求的精准分析ꎬ

功能因子选择、 生产与筛选及功效研究ꎬ 组方或配方的科学

性及功效验证ꎬ 良好的工艺技术与生产规范ꎬ 食品安全与毒

理学评价ꎬ 违禁成分检测ꎬ 体育行标 «运动营养品功效评价

程序和方法» (ＴＹ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１４) 的修制订ꎬ 科学应用指导

(指南) 等多方面开展工作ꎮ

１. 运动人群对营养品的功效需求分析

运动人群ꎬ 包括运动员和体力活动者 (部分为运动健身

者、 部分为普通体力活动者) 根据运动的目的不同ꎬ 常常对

营养 (膳食和营养补充) 的需求有所差异ꎮ

职业运动员长期进行高强度运动训练ꎬ 体能消耗和营养

消耗巨大ꎬ 而竞技体育的特点 “更高、 更快、 更强” 决定了

他们对运动能力提升有强烈的需求ꎬ 而运动训练过程中出现

运动性身体机能问题甚至健康或多或少地出现一定问题的可

能性非常大ꎮ 因此ꎬ 科学营养 (包括合理膳食和科学营养品

补充) 对他们非常重要ꎬ 科学营养已有效地融合到科学训练

中ꎬ 科学营养是科学训练的有机组成部分!

体力活动者中ꎬ 一部分是运动健身者ꎬ 通过类似于运动

员的训练而获得体能和健康ꎬ 因此ꎬ 这部分人可视为 “业余

运动员”ꎬ 营养对他们的重要性与职业运动类似ꎬ 在促进健

康、 提高运动能力和防止或改善运动相关的身体机能问题几

方面都有需要ꎮ

而大部分体力活动者 (甚至包括部分体力劳动者) 对营

养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促进健康和防止运动相关的身体机能

问题ꎮ

当前ꎬ 运动人群对营养品健康促进方面的需求ꎬ 即营养

品与运动适应结合发挥作用的功能靶点主要是: 体能和身体

机能改善及慢性病预防相关的功能靶向ꎬ 如改善蛋白质代谢、

促进组织生长与骨骼肌质量与功能ꎬ 预防肌肉衰减症ꎬ 促进

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改善糖 /脂肪代谢ꎬ 预防肥胖和代谢综

合征与三高 (高血脂、 高血糖和高血压)ꎬ 减轻氧化应激 (脂

质过氧化) 和机体慢性炎症ꎬ 改善免疫机能ꎬ 改善生物膜修

复功能、 减轻慢性损伤与运动性损伤ꎬ 等等ꎬ 以达到改善健

康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ꎮ

而运动人群对营养品改善运动能力的需求的功能靶向主

要为: 增肌、 减脂ꎬ 减控体重和改善体成分ꎮ 另外ꎬ 对能提

升耐力、 力量、 爆发力等运动素质ꎬ 甚至对心理应激能力等

的营养品需求较强烈ꎮ

运动人群对营养品在缓解运动应激和改善运动适应能力

方面的功能需求是 “即时” 或 “紧迫” 需求ꎮ 长时间、 大强

度运动训练对机体是一种强烈的应激刺激ꎬ 可引起机体包括

物质能量代谢、 热调节、 心血管呼吸、 消化吸收、 水电解质

代谢、 内分泌、 免疫等系统的应激反应ꎬ 可出现运动性疲劳、

运动性脱水、 低血钠或低血钾ꎬ 运动性骨骼肌损伤ꎬ 胃肠道

菌群及功能紊乱ꎬ 免疫功能失调、 感染和炎症ꎬ 营养物质的

消化吸收减少ꎬ 情绪和认知功能下降等等局部或全身性急性

应激反应ꎬ 并可能降低运动能力ꎮ 其机能可能与大量能量消

耗、 水和电解质丢失及体液酸化、 自由基产生增加及抗氧化

能力下降、 应激激素及炎性因子产生增加、 肠道屏障功能受

损引起内毒素进入循环等有关ꎮ 如果在高温高湿、 高原和寒

冷环境中运动训练ꎬ 这些应激刺激可能更为强烈ꎮ 运动性应

激反应持续时间不等ꎬ 如不及时调整运动训练方案、 休息和

通过包括营养补充在内的其他有效手段予以消除ꎬ 可能造成

机体的短期或长期的病理性损伤ꎮ 因此ꎬ 高效运动营养品对

运动员来说是除科学膳食外ꎬ 在解决运动引起的运动性疲劳、

水电解质失调、 内分泌失衡、 胃肠功能紊乱、 肌肉与关节损

伤、 免疫功能低下、 低血红蛋白与贫血ꎬ 减控体重以及特殊

环境下训练的身体机能问题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营养辅助手段ꎮ

如能较好地协助使用者达到上述目的ꎬ 就可被认为是高效运

动营养品ꎮ 然而ꎬ 目前运动人群应用的运动营养品品种还不

是那么多ꎬ 品质良莠不齐不尽人意ꎬ 使用方法还不科学ꎬ 对

运动营养品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充分ꎬ 过分依赖和过度使用等

现象依然存在ꎮ

市场上的运动营养品层出不穷ꎬ 所宣称的功效也不断在

变化与更新ꎮ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是一个需要符合良好规范

的较复杂的系统工程ꎬ 其技术路线比普通膳食或普通食品的

创制有更高的要求ꎬ 涉及到从种植或营养因子分离提纯到产

品生产再到使用的各环节ꎮ 体现在运动人群功能靶点或功能

需求的精准分析ꎬ 功能因子选择、 生产与筛选及功效研究ꎬ

组方或配方的科学性及功效验证ꎬ 良好的工艺技术与生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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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ꎬ 食品安全与毒理学评价ꎬ 违禁成分检测ꎬ 体育行标 «运

动营养品功效评价程序和方法» (ＴＹ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１４) 的修制

订ꎬ 科学应用指导 (指南) 等各方面ꎮ

目前ꎬ 我们暂将市场上出现的运动营养品分为以下几类:

１) 改善运动耐力、 肌肉力量和爆发力的运动营养品ꎻ

２) 补充能量和促进恢复的运动营养品ꎻ

３) 促进体液恢复的运动营养品ꎻ

４) 改善运动性内分泌失衡的运动营养品ꎻ

５) 改善运动性免疫功能失调的运动营养品ꎻ

６) 减轻运动性骨骼肌 (微) 损伤的运动营养品ꎻ

７) 改善肌肉质量 (增肌) 的运动营养品ꎻ

８) 改善运动性胃肠功能紊乱的运动营养品ꎻ

９) 预防运动性低血红蛋白的运动营养品ꎻ

１０) 增强抗氧化功能的运动营养品ꎻ

１１) 减、 控、 增体重的运动营养品ꎻ

１２) 预防关节及软骨损伤的运动营养品ꎮ

另外ꎬ 保健食品的 ２０ 多种功能中ꎬ 有几种功能与运动人

群对营养品功效的需求比较吻合ꎬ 如缓解体力疲劳、 增强免

疫力、 抗氧化、 提高耐缺氧能力、 改善营养性贫血、 调节肠

道菌群、 促进消化、 耐缺氧、 改善免疫功能和保护胃肠黏膜

等方面ꎮ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的技术路线基本包括以下几个环节ꎮ

(１) 精准分析运动人群的问题和需求ꎬ 把好运动营

养品功效靶向关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的第一步是分析运动人群到底有什

么功能需求、 需要解决哪些问题ꎬ 结合市场ꎬ 认真研究满足

这些需求的功效靶点ꎬ 把好营养品的功效靶向关ꎮ

运动人群 (含运动员和运动健身者) 应用运动营养品最

关注的是其安全性和效果ꎬ 他们应用运动营养品的目的包括

以下三方面:

１. 促进健康

通过应用高效运动营养品达到改善机体代谢和身体机能ꎬ

与不同运动健身方案协同作用以预防某些慢性病症ꎬ 改善健

康水平和生活质量ꎮ 运动营养健康促进是运动营养领域最为

活跃的研究领域ꎬ 从整体水平到组织器官、 从细胞亚细胞水

平到分子水平等均有大量的科学研究ꎬ 热点集中在: 改善蛋

白质代谢、 促进组织生长与骨骼肌质量与功能ꎬ 预防肌肉衰

减症ꎬ 促进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 改善糖 /脂肪代谢ꎬ 预防肥

胖和代谢综合征与三高 (高血脂、 高血糖和高血压)ꎬ 减轻氧

化应激 (脂质过氧化) 和机体慢性炎症ꎬ 改善免疫机能ꎬ 改

善生物膜修复功能、 减轻慢性损伤与运动性损伤ꎬ 甚至涉及

到非常前沿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前沿如自噬、 凋亡ꎬ 线粒体

质量调控和功能调节ꎬ 内质网与线粒体非折叠蛋白反应ꎬ 白

色脂肪棕色化ꎬ 生物膜修复等等ꎮ

２. 改善身体形态及体能

对于有一定形体和体重要求或追求的职业运动员及部分

运动健身人群ꎬ 增肌、 减脂ꎬ 使其体型和体成分达到项目要

求是基本任务ꎮ 另外ꎬ 能在耐力、 力量、 爆发力等运动素质

的训练中ꎬ 帮助他们改善这些素质ꎬ 提升耐力、 力量、 爆发

力等体能ꎬ 甚至可改善心理应激能力ꎮ

３. 解决运动引起的身体机能问题

长时间、 大强度运动训练对机体是一种强烈的应激刺激ꎬ

可引起机体包括物质能量代谢、 热调节、 心血管呼吸、 消化

吸收、 水电解质代谢、 内分泌、 免疫等系统的应激反应ꎬ 可

出现运动性疲劳、 运动性脱水、 低血钠或低血钾ꎬ 运动性骨

骼肌损伤ꎬ 胃肠道菌群及功能紊乱ꎬ 免疫功能失调、 感染和

炎症ꎬ 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减少ꎬ 情绪和认知功能下降等等

局部或全身性急性应激反应ꎬ 并可能降低运动能力ꎮ 其机能

可能与大量能量消耗、 水和电解质丢失及体液酸化、 自由基

产生增加及抗氧化能力下降、 应激激素及炎性因子产生增加、

肠道屏障功能受损引起内毒素进入循环等有关ꎮ 如果在高温

高湿、 高原和寒冷环境中运动训练ꎬ 这些应激刺激可能更为

强烈ꎮ 运动性应激反应持续时间不等ꎬ 如不及时调整运动训

练方案、 休息和通过包括营养补充在内的其他有效手段予以

消除ꎬ 可能造成机体的短期或长期的病理性损伤ꎮ 因此ꎬ 高

效运动营养品对运动员来说是除科学膳食外ꎬ 在解决运动引

起的运动性疲劳、 水电解质失调、 内分泌失衡、 胃肠功能紊

乱、 肌肉与关节损伤、 免疫功能低下、 低血红蛋白与贫血ꎬ

减控体重以及特殊环境下训练的身体机能问题的一种非常重

要的营养辅助手段ꎮ 如能较好地协助使用者达到上述目的ꎬ

就可被认为是高效运动营养品ꎮ

为了满足运动人群对运动营养品的以上功效需求ꎬ 在需

求分析时ꎬ 还需要考虑拟创制的运动营养品的剂型、 所含营

养功能因子的来源及其分离提纯与含量、 消耗吸收和运输递

送特点、 达到和维持作用部位有效作用浓度的时间与期限

(及量－效和时－效特征)、 运动项目和个体差异的影响、 与其

他营养因子的协同作用等等ꎮ

多年的实践表明ꎬ 应用运动营养品已是各级运动员营养

措施的常态ꎬ 国家和部分省市运动训练管理部门还针对运动

营养品的采购和使用出台了相应管理办法及政府采购的运动

营养品集中采购清单ꎮ 然而ꎬ 目前运动人群应用的运动营养

品品种还不是那么多ꎬ 品质良莠不齐不尽人意ꎬ 使用方法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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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科学ꎬ 对运动营养品的认识还不是那么充分ꎬ 过分依赖和

过度使用等现象依然存在ꎮ 主要原因还是与运动营养品的效

果上存在不足有关ꎮ 尤其是部分国产运动营养品与进口产品

比还存在一定差距ꎮ

(２) 运动营养功能因子筛选及机制研究ꎬ 把好营养

因子功能关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的第二步是筛选具有上述几方面作

用的高效运动营养功能因子ꎬ 单独或组合使用观察其在整体

水平、 组织器官水平、 细胞亚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进行在作

用ꎬ 阐明其作用机制ꎮ 评价功能因子作用的功效实验 /试验评

价方案是涉及到该项内容的主要技术关键ꎬ 这对今后保证据

此创制的运动营养品有良好的功效ꎮ

目前ꎬ 宣称有运动营养功能作用的营养功能因子包括有

几大类基本营养素和营养功能 (活性) 因子等ꎬ 前者包括碳

水化合物 (糖)、 蛋白质 (肽、 氨基酸)、 维生素、 矿物质和

水分等ꎬ 后者主要有: 肌酸、 b－羟基 － b－甲基丁酸盐

(ＨＭＢ)、 碳酸氢钠、 １ꎬ ６－二磷酸果糖、 磷脂酰丝氨酸、 多

酚类、 等ꎮ 国外专业期刊根据研究报道ꎬ 将应用在运动营养

品中的营养功能因子分为三类:

１) 具有强证据支持其有效性和安全性ꎮ 有助于增肌的:

ＨＭＢ、 肌酸、 必需氨基酸和蛋白质ꎮ 有助于改善运动能力的:

b－丙氨酸、 咖啡因、 碳水化合物、 肌酸、 碳酸氢钠、 运动饮

料和水ꎻ

２) 具有有限证据支持其有效性ꎮ 有助于增肌的: 三磷酸

腺苷 (ＡＴＰ)、 支链氨基酸 (ＢＣＡＡ)、 磷酸ꎮ 有助于运动能

力的: Ｌ－丙氨酸－Ｌ－谷氨酸盐、 花生四烯酸、 ＢＣＡＡ、 瓜氨

酸、 必需氨基酸 (ＥＡＡ)、 甘油、 ＨＭＢ、 硝酸盐、 运动后碳

水化合物和蛋白质、 槲皮素和牛磺酸ꎻ

３) 较少或无证据支持其功效和 /或安全性ꎮ 包括有助于

增肌的: a－酮戊二酸、 精氨酸、 异黄酮、 谷氨酰胺、 共轭亚

油酸、 鹏、 铬、 锌－镁天冬氨酸、 激素前体、 生长激素释放肽

和促分泌激素等等ꎮ 有助于运动能力的: 精氨酸、 肉碱、 谷

氨酰胺、 肌酐、 中链甘油三脂和核糖等ꎮ 这些只是根据现有

的研究证据给出的某些营养功能因子是否有效和安全ꎬ 随着

研究深入ꎬ 可能会发现更多更好的运动营养功能因子ꎬ 尤其

是一些在普通人甚至运动人群已有广泛研究的营养功能因子ꎬ

如多糖类 (b－葡聚糖、 壳聚糖)、 多种食源性低聚肽等ꎬ 未

来作为运动营养功能因子在运动人群中得到广泛应用是非常

可能的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如果有充分的文献证据显示作为创制高

效运动营养品的营养因子或活性成分具有明确的良好效果ꎬ

亦可省略营养功能因子的功效研究ꎬ 而直接进入到第三步ꎬ

组方并进行功效研究ꎮ 假如选择的营养功能因子可能具有新

的功效ꎬ 所创制的产品是创新型产品ꎬ 可考虑仍需要进行营

养功能因子的功效研究ꎮ

需强调的是ꎬ 最基础和有效的营养手段是从合理膳食中摄

入足够的营养素和营养活性物质ꎮ 营养品不能完全替代膳食!

(３) 运动营养品组方及功效验证ꎬ 把好组方功效验

证关

　 　 根据营养功能因子功效研究的结果和文献提供的可靠证

据ꎬ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的第三步是进行旨在为产品上市为

目标的食品组方及其功效验证ꎮ

运动营养食品虽然不能宣称具有疾病治疗作用ꎬ 也未获

准宣称其功效ꎬ 但是ꎬ 作为 “食品” (无论天然食品还是特殊

膳食食品) 具有其固有属性ꎬ 同是食品ꎬ 牛肉和大米饭在被

食用后ꎬ 对人体发挥的作用不一样ꎮ 同理ꎬ 不同组方的运动

营养食品亦是如此ꎮ 食品的健康声称、 营养素含量声称及对

机体结构 /功能作用的声称实质上是基于科学研究的结果、 实

事求是地还原食品的固有属性ꎮ 另外ꎬ 作为使用者的运动人

群或体力获得者ꎬ 如果摄入后没有什么作用或功效ꎬ 就没有

必要摄入ꎮ 鉴于此ꎬ 运动营养食品需要根据运动人群的特殊

功能需求和营养素和或营养功能因子的作用进行组方ꎬ 对高

效运动营养品ꎬ 则更需要精准确定使用者的功效靶点及所选

营养功能因子的作用进行科学组方ꎬ 这是实现良好功效组方

的基本要求ꎮ

对于已知有充分证据的单一营养素或营养功能因子作用

时ꎬ 组方完成后ꎬ 可根据其作用推测该运动营养品组方的功

效ꎬ 但也不一定就肯定有那种或那些功效ꎬ 其实际功效受与

受试对象、 运动方式、 应用方法等因素的影响ꎮ 而对几种不

同作用的营养素和营养功能因子组合形成的运动营养品ꎬ 不

能确定其实际功效ꎬ 或描述有其他可能功效时ꎬ 则建议开展

运动人群试验的功效验证ꎮ 获得初步结果后ꎬ 针对不足对配

方进行调整ꎬ 然后结合运动人群的训练或健身实践开展产品

应用的功效验证ꎮ

欲创制高效运动营养品ꎬ 功能因子和组方作用的功效

验评价程序和方法是其主要技术特征和关键一环ꎮ 目前市

场流通的大多数运动营养品组方的科学性值得商榷、 也未

经过严格的功效验证ꎮ 所以ꎬ 运动人群应用后的效果不佳

是必然的ꎮ

需要强调的是: 应用高效运动营养品促进健康的同时ꎬ

需要科学的运动健身作为有效的协同作用手段ꎬ 否则是达不

到高效运动营养品的作用功效的ꎬ 还可能有增加体内代谢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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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增加体重等不良作用ꎮ 目前ꎬ 还没有充足证据发现单独

使用运动营养品或营养功能因子可替代运动的健康促进作用ꎮ

(４) 工艺技术优选与创新及成果产业化ꎬ 把好产业

化生产质量关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经过上述几步后ꎬ 接下来是成果产

业化及其工艺技术优选和创新ꎮ

运动营养品的功效除了与选择的原料质量和营养因子与

组方及功效评价科学性有关外ꎬ 还与其工艺技术、 包装选择

及其对后续质量的影响有关ꎮ 采用何种创新的食品加工工艺

技术ꎬ 对营养功能因子活性保留与递送及产品功效会产生明

显影响ꎮ 发达国家的运动人群可选用的营养食品种类较多、

功能细分较多ꎬ 制造工艺较现代化、 应用效果亦较好ꎮ 国产

运动营养品经过多年的发展ꎬ 产品制造工艺也得到提高ꎬ 部

分市场流通的运动营养品品质可与进口产品媲美ꎬ 但整个产

品品质还存在良莠不齐ꎮ 部分生产企业在工艺技术的研究投

入较少ꎬ 如工艺选择不合理或包装差ꎬ 会导致产品的营养素

和营养功效成分有效作用存续期短ꎬ 易被氧化失效甚至变质ꎬ

使用者服用后可能出现食品安全和健康方面的问题ꎮ

一些先进的食品工艺技术可能被用到高效运动营养品的

生产加工中ꎬ 包括: 保持产品营养因子高活性与稳态化的现

代食品加工技术ꎬ 如微囊包埋递送、 气流冲击焙烤、 低温微

滤、 ＵＨＴ 灭菌等ꎬ 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的产品生产线ꎬ 保持

蛋白质、 脂肪、 碳水化合物等宏量元素的稳定性ꎬ 减少维生

素、 矿物质等营养素的损失率ꎬ 提高益生菌等营养因子的活

性及生物利用度ꎻ 食品自加热技术以保证即食食品在食用时

具有合适的温度ꎻ 优化产品感官及包装技术ꎬ 使产品感官、

口感及外包装技术对使用者的生理和心理产生良好影响ꎮ

本课题完成后ꎬ 有多款产品获得国际和国内专利ꎬ 有多

个产品获得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证书和保健食品受理通知

书ꎬ 并投放市场或正在进行生产线改造准备开工生产ꎮ

(５) 食品安全及违禁成分检测ꎬ 把好产品安全关

食品安全是高效运动营养食品的重中之重! 涉及食品卫

生如有害微生物、 重金属、 农药残留及其他限量物质必须满

足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ꎻ 涉及营养安全的是营养素和营

养功能因子的含量与活性存续时间、 营养素功能及产品功

效ꎻ 对运动营养品来说ꎬ 还有一种特殊的食品安全是不能含

有国际反兴奋剂机构 (ＷＡＤＡ) 违禁成分清单中所含的物质

或限量ꎮ

只有保证了产品以上几方面的安全ꎬ 应用者才能放心食

用ꎬ 产品才能被推广使用ꎬ 才能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ꎬ 才能

超越和替代进口产品ꎬ 填补国内空白ꎮ

(６) 科学应用指导 (指南) 与宣教ꎬ 把好科学应用关

运动营养品是否能被广大运动人群接受ꎬ 除了与产品的

安全、 功效、 口感、 食用便捷性等有关外ꎬ 还与其是否具有

科学使用、 注意事项、 保存方法等有一定关系ꎮ

一个好的运动营养品ꎬ 在投放市场前ꎬ 在功效与应用方

法方面应该做了大量研究工作ꎬ 在使用说明中应该详细阐述

了适合使用的人群、 项目、 使用的时间和剂量、 应用期限、

保质期、 使用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等ꎮ

此外ꎬ (运动) 营养师、 科技人员、 医师等相关职业工作

者和专业机构ꎬ 应适时针对运动营养品的功效与特点及其科

学使用进行宣教ꎬ 可选择包括培训班、 讲座、 小册子、 微信

等多种途径实现ꎮ

运动人群也需要主动了解运动营养品的各种信息、 使用

方法和注意事项ꎬ 科学使用运动营养品ꎬ 以达到良好的使用

效果ꎮ

另外ꎬ 课题还完成了与运动营养品协调作用的运动人群

和慢病人群的健身干预方案研究与应用ꎬ 受到好评ꎮ

(７) 制订体育行业标准 «运动营养品功效评价程序

和方法»ꎬ 把好第三方功效评价关

　 　 建立对不同功能声称的运动营养品进行标准化的功效评

价是运动营养领域的科技人员和优质企业多年来的工作目标ꎬ

经过不懈努力ꎬ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运动营养研

究中心) 主持起草的体育行业标准 «运动营养品功效评价程

序和方法» (ＴＹ / Ｔ ５００２ ２０１４) 于 ２０１４ 年由 “全国体育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ꎬ 在其起草阶段ꎬ 标准评审专家建议ꎬ

可先发布两个运动营养品的评价程序和方法ꎮ 发布几年后ꎬ

该行标得到较好应用ꎬ 为目标人群提供安全、 效果良好的运

动营养品发挥了一定作用ꎮ

另外ꎬ “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于 ２０１９ 年批准了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的申请ꎬ 同意立项对 «运动营

养品功效评价程序和方法» (ＴＹ / Ｔ ５００２ ２０１４) 进行修制订ꎬ

在原 ２ 项运动营养品功效评价程序和方法的基础上ꎬ 拟新增 ５

项评价程序和方法ꎮ

小结:

应用运动营养品是满足运动人群营养需求、 改善运动能

力和运动引起的身体机能失衡、 提升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之

一ꎬ 运动营养品必须安全、 有效ꎬ 如何创制高效运动营养品?

本课题经过近 ５ 年的努力ꎬ 较好地完成了课题任务ꎬ 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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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作为支撑ꎬ 创立 «高效运动营养品创制技术体系»ꎮ

在该体系概述中ꎬ 我们从高效运动营养品的定义与分类、 创

制目的与目标、 技术路线等进行了阐述ꎮ 要创制安全、 功效

良好的运动营养品ꎬ 需要在运动营养品的功效靶向定位ꎬ 营

养功能因子筛选与机制研究ꎬ 组方及功效验证ꎬ 产业化与工

艺技术优选及产品生产良好规范ꎬ 食品安全及违禁成分检测ꎬ

科学应用以及第三方功效评价等方面实现科学化、 规范化和

标准化ꎮ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研制思路探讨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Ｆｏｏｄ

陈　 玥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国家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ꎬ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重点实验室)

　 　 摘要: 随着对于健康问题重视程度的增加ꎬ 人们逐渐认

识到体育运动与膳食营养补充的重要性ꎬ 这也让大众体育快

速发展ꎬ 同时运动营养食品行业也得到快速发展ꎮ 人们对于

运动营养食品的需求量大ꎬ 行业前景较为乐观ꎬ 但市场上现

有的各类运动营养食品还存在问题ꎬ 大大制约行业的发展ꎮ

本文通过介绍运动营养食品的概况、 国内外发展现状等ꎬ 分

析探讨了未来新型运动营食品的发展前景及趋势ꎬ 为设计开

发具有精准补充功效的运动营养食品提供了思路ꎮ

关键词: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ꎻ 发展概况ꎻ 创新ꎻ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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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近年来ꎬ 体育科学与运动医学蓬勃发展ꎬ 人们对于膳食

营养补充和体育健康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研究ꎬ 运动营

养食品不仅可满足运动人群的营养需求ꎬ 还可有效缓解、 预

防体育运动中组织损伤、 机体疲劳等现象的发生[１] ꎮ 合理进

行膳食营养补充ꎬ 科学摄入运动营养食品ꎬ 还有助于提高运

动成绩[２] ꎮ

运动营养食品的研制初期ꎬ 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专业运

动员提供营养保障ꎬ 随着体育行业的飞速发展ꎬ 运动营养食

品行业也在不断壮大ꎬ 特别是大众体育的发展ꎬ 让不同年龄、

不同层次人群参与体育运动ꎮ 此外ꎬ 随着新冠病毒在全球蔓

延ꎬ 健康问题备受全民关注ꎬ 政府也在不断释放出健康行业

的利好政策ꎬ 我们要针对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 中强调

的 “普及健康生活ꎬ 提高全民身体素质”ꎬ 切实做到体育运动

与膳食营养补充的有机结合ꎬ 但是现有的运动营养食品还存

在功效不明、 剂型单一等问题ꎬ 因此ꎬ 开发研制新型运动营

养食品具有重大意义ꎮ

２. 运动营养食品的概念及概况

体育主要包括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两种基本形态ꎮ 在竞

技体育中ꎬ 我们需要最大限度的提升运动员的体能、 体格以

及运动等方面的潜力ꎬ 同时还要对其进行科学系统的训练ꎮ

对于专业运动员在进行竞赛和训练的过程中ꎬ 往往需要适度

地摄入运动营养食品ꎬ 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３] ꎮ 运动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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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作为特殊膳食用食品中的一类ꎬ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的

增强ꎬ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不断增加ꎬ 其市场成熟度也在不

断加强ꎬ 相关产品也逐渐从专业运动人群向运动爱好者ꎬ 乃

至普通消费者渗透[４－６] ꎮ 随着政策环境、 消费环境、 市场环境

的改善ꎬ 正让中国运动营养行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ꎬ

运动营养食品也获得迅速的发展ꎬ 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极大

的关注ꎮ

当前国际上对于运动营养食品还没有确切的定义ꎬ 但运

动营养食品这一概念在国际社会中已经得到认同ꎬ 市面上常

见的产品主要包括能量棒、 蛋白棒、 蛋白粉、 维生素片、 代

餐奶昔等具有不同功效及形式的产品ꎬ 这些产品往往含有生

物活性成分、 能量密度高等特点ꎬ 合理科学地补充可有效提

高人体的运动能力[７ꎬ８] ꎮ 而我国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营

养食品通则» [９]中对运动营养食品进行了定义ꎬ 通则指出满足

每周参加体育锻炼 ３ 次及以上、 每次持续时间 ３０ ｍｉｎ 及以

上、 每次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运动人群的生理代谢状

态、 运动能力及对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

品为运动营养食品ꎮ 通则中还对我国的运动营养食品进行了

分类ꎬ 分别按照特征营养素和运动项目两种分类方法进行分

类ꎬ 其中按特征营养素可将运动营养食品分为补充能量类、

控制能量类和补充蛋白质类ꎬ 如按照运动项目分类又可分为

速度力量类、 耐力类、 运动后恢复类ꎮ

３. 运动营养食品发展现状

３.１　 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外发展现状

国外运动营养食品发展起步较早ꎬ 发展速度较快ꎮ １９６５

年ꎬ 世界上第一瓶运动饮料佳得乐问世ꎬ 此后运动营养食品

不断发展ꎬ 至今已经是国外食品行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０] ꎮ

近年来ꎬ 国外运动营养食品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发展速度ꎬ 据

美国运动营养食品相关调查研究显示[１１] ꎬ １９９７ 年美国膳食营

养补充剂的销售额还不足 １５０ 亿美元ꎬ 到 ２０１１ 年时已经增长

至 ３００ 亿美元ꎬ 而 ２０１５ 年时更是高达 ３８８ 亿美元ꎬ 这其中运

动营养食品占比为 １４％ꎮ 截止到 ２０１９ 年ꎬ 美国、 英国、 澳大

利亚的运动营养食品市场占据全球前三ꎬ 并且预计 ２０２０－２０２７

年期间ꎬ 全球运动营养食品的年复合增长率可达 ８.９％[１２]ꎮ

国外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之快不仅仅体现在其全球市场

销售占比方面ꎬ 更体现在运动营养食品已经由最开始的专注

于服务专业体育发展为现在的服务更广范围的大众体育[１３] ꎮ

此外ꎬ 国外运动营养食品的种类也在不断丰富ꎬ 运动营养食

品的种类也由最开始的十几种发展为现在的上千种ꎬ 功能性

上以包含运动人体所需要的能量为主ꎬ 还包括蛋白粉、 微量

元素补剂、 肌酸、 能量补给饮料等产品[３] ꎬ 以达到恢复体力、

提高运动能力以及提升身体素质等目的ꎮ 国外对于运动营养食

品的研究还在不断加深ꎬ 也为其他国家研究与开发运动营养食

品提供了思路ꎬ 大大促进了全球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进程ꎮ

３.２　 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内发展现状

与欧美国家相比ꎬ 我国的运动营养食品虽然发展比较晚ꎬ

但其发展速度较快ꎮ 我国的运动营养食品行业在很短的时间

内实现了从引进产品到自主研发的飞跃[１４] ꎬ 运动营养食品行

业以 ５０％的年增长率继续迅速发展ꎮ 我国运动营养食品最早

起步于 １９８４ 年一款含碱性电解质运动饮料的推出ꎬ 该产品由

广东省健力宝公司创新研制[１１] ꎬ 此后开启了我国对于运动营

养食品的研发工作ꎬ 特别是运动饮料的研发ꎬ 主要通过添加

满足运动人群所需要的营养素ꎬ 以达到快速为机体补充水分

的同时补充因运动造成的营养素丢失问题ꎬ 品牌也从 “健力

宝” 逐渐发展出 “脉动” 等品牌ꎮ

除了运动饮料的研发ꎬ 我国对于运动营养食品的研究也

逐渐拓展至多功能、 多形态ꎮ 目前ꎬ 我国的运动营养食品的

种类已经多达 ３ 万多种ꎬ 生产这些食品的企业也有 ３０００ 余

家[１５] ꎮ 虽然我国运动营养食品发展较快ꎬ 但过快的发展也会

产生相应的问题ꎬ 主要是研发创新不足、 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产品针对性不强等[１６－１８] ꎮ 创新性不足主要体现在产品种类的

单一化ꎬ 以粉剂产品为主ꎬ 其他产品多为蛋白棒类食品ꎬ 并

且大多为模仿国外产品ꎬ 缺少自主创新产品ꎻ 食品安全问题

主要体现在对产品功效夸大宣传ꎬ 功效成分添加量超标ꎻ 产

品针对性不强主要体现在产品添加具有功能特性成分实际吸

收效果并不理想等ꎮ 当然ꎬ 除了上述这些突出问题ꎬ 作为食

品产品ꎬ 口味、 口感等特性也是研发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

问题ꎮ 因此ꎬ 我国在面临国外竞争激烈和国内研发不足的双

重压力下ꎬ 还需投入更多精力去研究出高质量的运动营养食

品以满足更多运动人群的需求ꎮ

４. 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前景及趋势

４.１　 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前景

近年来ꎬ 国务院相继出台印发 «国民营养计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０ 年) »、 «全民健身指南»、 «全民健身计划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５ 年) » 等政策[１９] ꎬ 随之而来的全民健身运动也逐渐兴

起ꎬ 加之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ꎬ 后疫情时代下人们逐渐提高

了对营养与身体健康的重视程度ꎬ 特别是对健康生活的认知

大大提升以及对健康体态的追求不断加深ꎮ 不仅如此ꎬ 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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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城市开始举办全民运动会、 马拉松比赛等各种形式的

运动和徒步活动ꎬ 各大健身房、 俱乐部也不断涌现ꎮ 因此ꎬ

大众对于运动营养食品的关注度也在逐渐提升ꎬ 运动营养食

品的消费群体开始从运动员、 健美者、 健身人群等传统核心

用户向爱好健身或希望拥有优雅身材的年轻女性、 职场人士

和老年人群等新消费群体扩展ꎬ 人们也逐渐认识到要达到增

肌、 减脂或塑形的目的ꎬ 只靠定期训练是不够的ꎬ 还要合理

及时地补充营养才能达到预期效果ꎮ 此外ꎬ 人们对于运动营

养食品口味、 形态及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ꎬ 大量液态饮料、

食物棒、 糖果等形式的运动营养食品逐渐增多ꎬ 特别是能量

棒类的产品受到追捧ꎬ 其可以满足不同人群对低热、 低脂、

低糖同时补充日常热量消耗的需求ꎬ 这让运动营养食品行业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ꎮ

传统的运动营养食品主要是加入一些植物活性成分或一

些功能性组分使产品可补充运动时机体消耗的能源而缓解机

体能源耗竭、 中枢神经疲劳等方面的状况ꎬ 加快机体疲劳消

除而促进机体机能尽快的恢复ꎬ 提高运动能力以及缺氧耐受

力ꎬ 还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 抗氧化能力等作用[２０] ꎮ 而有

效、 科学、 合理的运动营养食品功能成分配方ꎬ 是运动营养

食品功效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但是ꎬ 目前部分运动营养食品存

在功能成分单一、 针对性不强、 有效性不足以及 “运动” 含

量不够等问题[１４] ꎮ 因此ꎬ 为改善运动营养食品行业迅速发展

带来问题ꎬ 我们亟需研发出新型运动营养食品ꎬ 更好地服务

于大众人群ꎬ 满足民众对于健康生活的需求ꎮ

４.２　 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趋势

随着运动营养食品从竞技领域逐步走向大众市场ꎬ 正面

临更加细分、 日益多元化的消费市场需求ꎮ 运动营养食品的

产品功能、 产品形态和产品服务的差异化发展ꎬ 正成为企业

产品生产和营销的主流ꎮ 人们对于运动营养食品的安全、 营

养、 功效、 特色、 个体化、 健康综合性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ꎮ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创新和开发要深入且广泛地从功

能特性、 口味形态以及营养安全等多方面、 多角度的进行研

究ꎬ 充分发挥创新意识ꎬ 结合运动应用特征不断丰富食品的

种类和功能ꎮ

针对运动营养食品的功能来说ꎬ 产品主要还是靠通过科

学的添加一定量的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 代谢产物、 动植物

活性等有效功能成分[１４] ꎮ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功能性应该日

趋多样化ꎬ 不再单一地开发某一类或者某一形式的产品ꎬ 同

时还要注重运动营养食品原料的来源等ꎬ 保证产品的安全性ꎬ

可以更多地关注植物基提取物、 益生菌、 益生元等功能成分ꎮ

针对运动营养食品口味及形态来说ꎬ 产品应呈现出不断便捷

化的发展特征ꎬ 更加适应快节奏的生活和空间流动ꎬ 向着便

捷性、 零食化的方向进行创新ꎮ 研制更多方便食用和易于携

带的剂型运动营养食品ꎬ 以满足出差、 旅游、 比赛等特定场

景的需求ꎬ 研发除粉类、 胶囊类以外的液体饮料、 食物棒、

糖果等功能完善、 种类丰富、 口感良好的运动营养食品ꎮ

５.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研制思路

５.１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研制步骤

在研制一款新食品产品时ꎬ 首先需要筛选目标受众人群ꎬ

针对人群的问题制定产品功能特征ꎬ 然后再通过调研制定产

品功效成分、 配方、 形态、 口味等ꎮ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一

般研制步骤具体可按照图 １ 所示进行ꎮ

提出问题→归纳总结→形成新产品配方→小试→改进配方→中

试 → 改善产品 → 大试 → 完善 → 试上市 → 反馈信息 → 产品定型 →

规模化生产 → 上市

图 １　 运动营养食品研制步骤

根据食品新产品的研制具体流程ꎬ 研制产品需先根据设

定的产品概念提出问题并进行市场调研ꎬ 包括对目前市场现

有产品类型、 口味、 形态、 功能以及弊端进行归纳总结ꎬ 然

后针对总结出的问题配制产品配方ꎬ 并进行小试实验ꎬ 接着

通过感官评价、 质地分析等产品评价手段对产品配方进行改

善调整ꎬ 再进行中试、 大试等一系列步骤最终确定产品ꎬ 最

后再进行大规模生产后上市ꎮ

５.２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功效成分的筛选

运动营养食品在配方时ꎬ 往往是通过科学的添加一定量

机体所需的营养素等功效成分ꎬ 主要包括碳水化合物、 蛋白

质及水解物、 维生素、 矿物质、 脂肪、 肌酸、 活性物质等来

到达补充能量、 增肌、 减脂、 补充电解质、 缓解运动疲劳等

作用ꎬ 但是单纯的添加一定量的功效成分ꎬ 并不能满足运动

人群的需求ꎬ 甚至部分产品出现不适合中国人的胃肠道、 产

品口感欠佳、 功能单一、 同质化严重等问题ꎮ 针对这些问题ꎬ

我们就要开发新型运动营养食品ꎬ 那么在进行新型运动营养

食品研制时ꎬ 往往我们需要开发新的食品资源ꎬ 或者采用新

的加工技术克服技术壁垒ꎬ 实现产品创新ꎮ 特别是在产品配

方和小试实验过程中ꎬ 不断开发新工艺、 运用新技术和采用

新方式ꎬ 研发出科学、 新颖、 有效的产品ꎮ

近年来ꎬ 人们对于常见食品加工原料谷物的营养价值认

识越来越多ꎬ 一些谷物中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ꎬ 具有一定生

物利用价值ꎮ 一些谷物特别是杂粮中膳食纤维含量较高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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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适量的谷物制品可以达到平衡膳食目的ꎬ 还有利于减脂瘦

身ꎮ 此外ꎬ 谷物中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含量相对较高ꎬ 使得

谷物的营养价值更高ꎮ 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对谷物进行了深

入研究ꎬ 通过常见食品加工手段对玉米粉、 大豆粉、 糙米粉、

荞麦粉等谷物粉进行改性处理ꎬ 并且加入辅料制备成脆度良

好的膨化谷物棒ꎬ 该谷物棒具有营养搭配均衡、 膳食纤维较

高、 人体吸收快等优点[２１] ꎮ 此外ꎬ 也有研究者以大豆浓缩蛋

白和玉米蛋白为原料复配ꎬ 通过食品加工技术对蛋白原料进

行改性处理研制出蛋白棒产品[２２] ꎮ 当然ꎬ 谷物产品还可作为

运动饮料的原材料ꎬ 通过食品加工中的水解技术对蛋白进行

改性处理后制备得到具有增肌作用的饮料产品[２３] ꎮ

５.３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创新

在食品加工中ꎬ 一些蛋白质资源由于氨基酸种类和相对

数量与人体需求有一定差距ꎬ 或者其自身固有结构和性质具

有一定弊端ꎬ 在食品加工中无法直接用作原料进行加工等问

题仅被用于饲料或者是直接丢弃ꎬ 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

费ꎮ 近年来ꎬ 植物蛋白的改性与功能化方面的研究逐渐得到

国内外学者的关注ꎬ 新型运动营养食品的创新或可通过一些

新技术、 新方法的引入ꎬ 改变原有食品资源的理化性质或者

功能特性来完成ꎬ 呈现出形态丰富、 口味多样、 口感良好的

产品ꎮ

除此之外ꎬ 营养递送系统也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

热点ꎬ 他们通过构建营养递送体系来增强营养素及天然活性

成分等在加工过程中的溶解性、 稳定性ꎬ 精准、 智能的调控

营养素、 天然活性成分等在人体内缓慢释放ꎬ 促进营养素通

过人体内的生物屏障ꎬ 加速人体对活性成分的吸收利用ꎬ 大

大提升产品功效的有效性ꎮ

６. 结论

综合运动营养食品的发展现状、 发展前景、 发展趋势及

创新思路等ꎬ 设计开发一款适合运动人群补充的运动营养食

品ꎬ 还需要一个系统化的研究过程ꎮ 未来新型运动营养食品

研制要更加科学化、 合理化ꎬ 结合大健康时代背景ꎬ 树立良

性健康产业竞争ꎬ 充分考虑受众人群需求ꎬ 利用食品加工新

资源、 新技术、 新方法ꎬ 有针对性的研制质量安全、 效果显

著、 接受度高的产品ꎬ 满足更多人的需求ꎬ 推进运动营养食

品行业良性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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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备战中运动员的重点营养问题与改进措施
和建议
Ｋｅ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伊木清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国家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重点实验室)

　 　 东京奥运会备战已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ꎬ 各项备战保障

工作到了 “上量上强度” 之时ꎮ

实践表明ꎬ 科学营养对保障运动员科学训练、 提升体能

储备和竞技水平ꎬ 以及增强运动员健康水平极为重要ꎬ “科学

营养是科学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理念已被广泛接受ꎬ 正

所谓 “吃饭也是训练”!

本周期备战中ꎬ 体育总局各级领导对运动员营养的重视

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ꎬ 使国家队运动营养工作取得了质

的进步ꎮ 在本周期备战的最后关键时期ꎬ 运动员营养工作应

该抓住哪些重点问题ꎬ 并以这些问题为导向ꎬ 针对性地提出

改进措施与建议ꎬ 力求精准施策ꎬ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

迫任务ꎮ

本文根据我们既往的调研结果和实践经验ꎬ 结合一些专

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ꎬ 从运动员膳食结构、 营养配餐、 营养

补充等方面ꎬ 梳理了几条备战中运动员的重点营养问题及其

可能原因和改进措施与建议ꎮ

１. 运动员的重点营养问题及其可能原因

１.１　 膳食结构不合理

从陈吉棣教授 １９８９ 年前的调研数据到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８ 年运动营养研究中心的调研数据看ꎬ 部

分运动员膳食营养都存在几乎类似的问题: 膳食结构不合理ꎬ

营养素摄入与消耗不平衡ꎬ 不能满足训练、 恢复及提升竞技

水平的需求ꎮ 运动成绩好的运动员都特别注意自己的膳食ꎬ

其结构也相对合理ꎮ 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为:

脂肪摄入过多ꎬ 供能比近 ４０％ꎬ 而碳水化合物的供能比

只略高于 ４０％ꎮ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 «优秀运动员营养评价

标准及干预指南» 中建议的脂肪供能比为 ２５％－３０％ꎬ 碳水

化合物的供能比为 ５０％－６０％ꎬ 耐力项目可达 ６５％甚至 ７０％ꎮ

另外ꎬ 运动员还存在蔬菜、 水果、 豆制品摄入不足ꎬ 由此导

致部分维生素、 矿物质摄入少ꎬ 影响机体的能量代谢和供能ꎮ

还有ꎬ 运动员存在三餐分配不合理和进餐时间不规律ꎬ 如早

餐吃得少甚至不吃ꎬ 晚餐吃得多ꎬ 进餐时间晚是导致膳食结

构不平衡的因素之一ꎬ 饥饿状态下进餐使食物单餐过量摄入

的可能性大大增加ꎮ 最后ꎬ 运动中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不及时

及电解质摄入不足ꎬ 可能导致运动员神经肌肉系统、 消化系

统、 泌尿系统的功能受到影响ꎬ 出现神经肌肉兴奋性降低、

肌肉收缩力量下降甚至容易损伤ꎬ 消化吸收功能下降、 经常

胀气影响正常训练ꎬ 排尿少影响血容量和代谢废物的排出ꎬ

出现电解质平衡失调等ꎮ

导致运动员膳食结构不合理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 １ꎬ 含脂肪多的肉类、 大油爆炒食品、 油炸食品及过油

菜品偏多ꎮ

这可能由餐厅配餐和 /或运动员选餐两方面造成ꎬ 认为肉

多、 油多、 好吃就是有营养的老观念影响餐厅配餐 /烹饪和运

动员的食物选择ꎮ 数次调研结果中ꎬ 超过一半运动员和教练

员认为餐厅炒菜油大、 １０％~３０％认为餐厅油炸食品多ꎮ 餐厅

配餐和烹饪中更多考虑的是运动员的口感和口味ꎬ 而考虑食

物营养为次ꎻ 有时还不得不 “妥协” 于某些运动员不健康的

“口感” 而忽略科学营养配餐ꎮ 早年间ꎬ 有这样的例子: 有运

动队到某国家队基地训练后给基地领导提意见ꎬ 抱怨运动员

餐厅的 “伙食不好” (实际指的是油水少了、 口感不好)ꎬ 并

强调如果总是这种伙食ꎬ 以后就不来这儿集训了! 主管部门

领导找负责餐厅营养配餐的专家 “谈话”ꎬ 由此导致营养专业

人员倡导的科学配餐不得不暂停ꎮ 长此下去ꎬ 就形成了餐厅

的 “配餐 (烹饪) 习惯” 而难以改变ꎮ 某国家队训练基地运

动员餐厅的负责人也坦言 “这改不了” (或是不愿意改?!)ꎮ

调研数据显示: 运动员和教练员对运动员餐厅的菜品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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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意度达 ９８％ꎬ 有 ７０％多的认为能较好和很好满足训练和体

能恢复需求 (近 ３０％的认为不能满足需求!)ꎬ 这部分说明了

运动员餐厅在 “口味与营养” 之间存在差异ꎮ 有主管领导曾

在一次会议上指出: 每次给运动员增加伙食费就是短期增加

几个肉菜、 好菜ꎬ 而未能从运动员科学膳食的本质上加以改

进ꎬ 应该好好研究运动项目和运动员个体的餐饮规律ꎬ 实现

科学配餐ꎮ 中华饮食的 “煎炸炒煮过油浇明油” 等烹饪习惯

不仅损失某些营养素ꎬ 而且可能导致摄入大量脂肪ꎮ 我们在

调研中也发现ꎬ 厨师在加工很多菜品时都要用较多的食用油

爆炒ꎬ 有的出锅时还浇明油ꎬ 肉食品尤其是猪肉含有较多饱

和脂肪ꎬ 如果再油炸、 哪怕是用植物油也 “油上加油”ꎬ 这

样ꎬ 一顿饭下来ꎬ 通过多个菜品摄入的油脂加起来则显著超

标 (调研数据表明: 有运动员餐厅的油脂消耗量为 １００ 克 /

人ꎬ 大大超过运动员实际需求)ꎬ 这些都是摄入脂肪过多的直

接原因ꎮ 王陇德院士曾强调ꎬ 国人植物油摄入过多而致能量

摄入过剩ꎬ 与超重肥胖、 高血脂、 高血压等慢性病症不无关

系ꎮ 有随队科技人员曾形象地描述餐厅悬挂的 “为中国队加

油”: 是 “真加油”、 “加真油”!

除运动员餐厅爆炒、 油炸、 过油、 浇明油菜品供给较多

外ꎬ 运动员的食物选择也存在较大问题ꎬ 这与运动员的饮食

观念、 口味偏好等有关ꎮ 有的运动员喜欢选择大油、 油炸食

品ꎬ 除影响自己的膳食营养结构ꎬ 还会带来群体效应ꎬ 影响

其他运动员的食物选择ꎮ 有的运动员基本不理睬运动营养专

家的膳食指导ꎬ 我行我素ꎬ 最终体能测试不能达标! 膳食结

构不合理还体现在另一个重要方面: ６０％以上的运动员长时

间训练中途少有 “加餐”、 及时补充能量和水电解质的习惯ꎮ

第 ２ꎬ 饮食文化和膳食营养误区ꎮ

中国人对餐饮好或差的评价多聚焦于 “色、 香、 味、

形”ꎬ 而对膳食的营养评价不是那么关心ꎬ 部分运动员对餐厅

饮食的评价也不例外ꎬ 认为肉多、 油多、 好吃就是有营养ꎬ

吃主食会发胖、 多吃肉长肌肉等ꎬ 未能科学地认识自己的食

物选择是否真正满足科学训练的需要ꎮ 近年来快餐市场的重

口味、 大油、 油炸食品的火爆ꎬ 更加剧了这种不健康饮食的

恶化趋势ꎬ 这无疑也影响着运动员的观念ꎮ 我们曾与参加一

国际比赛的中国代表团某运动员交流ꎬ 在指导其挑选食物时ꎬ

该运动员强调她 “吃的就是心情、 吃的就是口味”ꎬ 而未能考

虑自己赛期的营养需求ꎮ 另外ꎬ 有的运动员偏食、 挑食ꎬ 不

吃或 (７０％以上的运动员) 早餐吃得少、 (近 ３０％的运动员)

晚餐吃得多ꎬ 这些都可能导致膳食结构失衡、 营养素摄入满

足不了运动训练和比赛的需求ꎮ 而正确的观点是膳食摄入应

与训练有效配合、 科学营养充分融入科学训练才能达到增肌、

减脂、 提升运动竞技能力的目的ꎮ

第 ３ꎬ 营养品补充盲目、 忽视正常膳食ꎮ

合理应用营养品是运动员科学营养的重要一环ꎬ 大多数

运动员和教练员均能认识到服用营养品的重要性ꎬ 营养品在

恢复体能、 预防或改善运动员存在的某些医学问题中可带来

积极作用ꎬ 但营养品不能替代一日三餐ꎮ 有的教练员和运动

员在补充营养品时显得盲目ꎬ 过于依赖、 甚至过度使用或滥

用营养品ꎬ 把运动成绩的提高寄希望于营养品ꎬ 忽视科学训

练和膳食的作用ꎬ 不管是训练或比赛时期ꎬ 也不管机能状态

检测指标结果如何ꎬ 每天大把地服用营养品ꎬ 忽视了运动所

丢失的营养素绝大部分能通过膳食得到及时补充ꎬ 只有部分

过量丢失的营养素和不能正常膳食的运动员则需要及时补充ꎬ

同时需要充分考虑补充的量效和时效关系ꎬ 了解所用营养品

的营养素种类、 含量与功效ꎬ 以及使用方法等ꎮ 如果在营养

品补充与膳食和训练达不到科学合理ꎬ 均可能影响运动员的

营养素供给和利用的平衡ꎬ 不仅影响运动竞技状态、 甚至可

能有一些副作用ꎮ 国内外运动营养专家的共识是: 基础膳食

比营养补充更重要!

第 ４ꎬ 膳食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不高ꎮ

国内基地餐饮的管理与营养服务工作由不同单位或部门

负责ꎬ 餐厅营养工作缺少营养师或专业科技人员参与管理ꎮ

多次调研结果表明ꎬ 运动员膳食配餐、 餐饮管理、 营养补充

与科学训练存在脱节现象ꎮ 运动员餐厅基本都有膳食管理制

度ꎬ 但有专职膳食营养管理人员的餐厅不足 ４ 成ꎬ 无专人负

责的超 ６ 成ꎻ 有专职营养工作负责人的国家队不到一半ꎬ 也

基本是科研人员或队医兼任该工作ꎬ 结果导致运动队的膳食

营养监控与指导、 运动营养知识宣教薄弱ꎬ 运动员出现膳食

营养问题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改善ꎬ 运动员科学营养知识不足ꎬ

运动员的营养状态不能满足科学训练的需要ꎮ

经过多年的努力ꎬ 目前ꎬ 部分国家队运动员餐厅配备了

运动营养师参与科学配餐和膳食营养监测与管理工作ꎬ 但部

分国家队还未能配齐合格的运动营养师ꎬ 一方面与合格运动

营养师的数量有限ꎬ 另一方面ꎬ 在运动营养师派驻时还不是

那么顺畅ꎬ 有的运动队编制有限ꎬ 有的运动队认为 “营养师

不能很快很好地解决诸如增肌、 减脂、 控体重、 长力量等需

求” 就断定运动营养师 “用处不大”ꎬ 这看似是普通需求ꎬ 实

则是顶级要求! 不从训练构成特点、 膳食管理、 运动员管理

等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ꎬ 找到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途径ꎬ “谢

绝” 运动营养师派驻往往耽误的不是一时ꎬ 而是长期对运动

队营养工作的影响ꎬ 这说明未能正确理解 “吃饭也是训练”

需要长期坚持才能见效的科学内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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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基础研究尚未完全研究清楚不同项目和不同运动员

个性化能量代谢模式及其对运动能力和竞技水平的影响可能

存在的差异ꎬ 但国内外运动营养实践经验提示ꎬ 以上几方面

均是造成中国运动员体脂长期偏高、 肌肉含量相对偏低ꎬ 体

能不达标的重要原因ꎮ

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是: 运动营养科技服务工作开展几

十年了ꎬ 专业技术人员每每都在重复类似的低成效的科学营

养 “说服教育” 服务ꎬ 而不是高成效的重点项目和重点运动

员的个性化 “营养配餐” 服务? 从运动营养工作的监测、 评

估、 干预 (改善) 建议、 效果评价等几个重要环节ꎬ 以及其

涉及到的参与人员 (各级领导、 领队、 教练员、 运动员、 营

养师配备及其他相关科技人员) 和软硬件因素 (重视程度、

管理、 宣教、 饮食观念、 烹饪文化、 硬件设施、 食物原料等)

剖析一下ꎬ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到底问题及其原因在哪里?! 从

我们多次的调研数据和国家队运动员餐厅现状分析ꎬ 恐怕运

动员餐厅的硬件设施 (配备了智能餐台的运动员餐厅的应用

情况又如何?) 和菜品原料质量不是其真正原因!

值得庆幸的是ꎬ 最近两年ꎬ 随着体育总局各级领导的重

视ꎬ 提出 “吃饭也是训练”、 “营养就是战斗力”ꎬ 在相关人

员的参与下ꎬ 一些国家队餐厅和运动队配备了运动营养师ꎬ

研制和应用了智能餐盘ꎬ 使运动员科学化配餐水平有所提高ꎬ

既往的不足在逐渐改变ꎬ 但离真正科学膳食营养配餐还有一

段距离ꎮ

１.２　 体脂率高

我国多个运动项目运动员的平均体脂率普遍高于国际优

秀运动员的体脂率是不争的事实ꎮ 高体脂率、 瘦体重相对较

低不利于某些项目运动员的爆发力、 力量、 速度和对抗能力ꎬ

体成分还影响形体和灵活性ꎮ 最佳体重和体脂率多为运动成

绩最佳时的数值ꎬ 运动员最佳体重和体脂率是很多教练员和

运动员所期望的目标ꎮ 体脂率高低与包括遗传、 生长发育、

运动项目及训练、 代谢和膳食营养等因素有关ꎮ 运动项目及

其训练结构是影响体脂率的重要因素之一ꎮ 每个教练和运动

员都应该比较清楚国内外优秀运动员的体重和体脂水平ꎬ 以

及达到期望目标的一些训练方法ꎬ 但效果如何也受训练方法

选择与训练中能量供给及消耗特征、 生长发育、 膳食营养状

态及代谢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ꎮ 体脂率与膳食营养状态和代谢

的关系ꎬ 各相关学科已研究得比较清楚了ꎮ 膳食结构不合理

的影响和原因已如上述ꎮ 另外ꎬ 运动员为提升爆发力、 力量

素质而进行抗阻训练时ꎬ 骨骼肌蛋白质更新快ꎬ 蛋白质需求

与供给也相对较高ꎬ 但摄入过多含脂肪高的肉类食品则引起

体脂增加的可能性大大增加ꎮ 运动员为了控体重、 减脂ꎬ 应

首先对自身的能量代谢特征进行测试和评估ꎬ 找到氧化脂肪

最多 (大) 时所对应的运动强度训练更多时间ꎬ 才可能达到

控体重、 减脂的目的ꎮ 研究表明: 训练有素的运动员的脂肪

最大氧化对应的运动强度在 ６５％ＶＯ２ｍａｘ 左右ꎬ 大于 ８５％

ＶＯ２ｍａｘ强度运动时ꎬ 脂肪供能几近为零ꎮ 随着运动强度增加ꎬ

碳水化合物供能比逐渐加大ꎬ 到 ８５％ＶＯ２ｍａｘ以上运动强度时ꎬ

绝大部分能量来自碳水化合物的有氧氧化和无氧酵解ꎮ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ｒａｉｎ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ｎ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ｍｕｓｃｌｅ ｇｌｙｃｏｇｅｎ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１.３　 缺少项目化与个性化的科学营养

国家队运动员、 尤其是有夺牌希望的重点运动员的日常

膳食、 赛前和赛期膳食未能实现项目化和个性化是普遍存在

的问题ꎮ 这一方面与运动员本身的营养知识欠缺、 有时不愿

意接受别人对自己膳食选择的干扰和餐厅一般为自助餐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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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选择食物外ꎬ 还与某些运动员餐厅及运动队未能配备合格

运动营养师ꎬ 不能及时帮助、 指导餐厅进行科学配餐和运动

员进行食物选择、 随时接受营养知识咨询服务等有关ꎮ 数次

的膳食营养调研结果表明: ９０％以上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希望

国家队配备运动营养师ꎬ 然而ꎬ 多年来因为体制机制不完善、

领导重视程度不够、 岗位配置和经费支持少、 合格运动营养

师培养不够等原因ꎬ 至今尚未实现在国家队运动员餐厅和国

家队中全覆盖配备合格运动营养师ꎮ 代管运动队营养工作的

随队科技人员则有自己负责的繁重工作ꎬ 不能投入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指导运动员 (哪怕只是重点运动员) 的科学营养配

餐和用餐ꎮ

１.４　 运动员及营养工作相关人员的营养知识不足

中国运动员及营养保障相关人员的营养知识不足是长期

存在的问题ꎬ 每个奥运周期专业科技人员虽然通过培训、 科

学营养知识读物、 网络和微信公众号等进行宣教ꎬ 但成效似

乎不是那么理想ꎮ 多少年来ꎬ 我们重复着同样的宣教内容ꎬ

而有些运动员的营养观念改变不大 (虽然国家队运动员流动

性较大)ꎬ 反而会受网络中一些不正确营养观念的左右ꎮ 运动

队缺少专职合格运动营养师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ꎮ

从以上分析运动员营养工作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 总局

领导对国家队运动员营养工作的诊断 “几乎没有营养配餐”

尖锐到位ꎮ 在本届奥运周期剩下半年的备战时间内ꎬ 要想解

决所有运动员存在的营养问题难度较大ꎬ 下面就重点项目和

重点运动员的改善措施提出几点建议ꎮ

２. 改进措施和建议

鉴于上述问题ꎬ 我们需要加快制订切实可行的相关政策ꎬ

落实运动员营养保障工作的各级领导责任制ꎬ 尽快配备、 配

齐合格的专职运动营养师ꎬ 做好科学营养知识普及教育ꎬ 推

进实现运动员餐厅规范化的膳食管理、 科学配餐及重点运动

员的科学用餐ꎬ 运动员膳食营养的监控评价等ꎮ

２.１　 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对国家队营养工作的重视

程度

　 　 要强调主管领导的主体责任ꎬ 狠抓落实ꎬ 使国家队营养

保障与服务工作规范化、 科学化、 标准化ꎬ 并在实践中不断

改进ꎮ

２.２　 努力做好运动员膳食结构调整

我国运动员长期存在脂肪摄入偏高、 主食和蔬菜水果豆

制品摄入偏低的问题ꎬ 要尽快推进实现运动员餐厅规范化膳

食管理ꎬ 优化运动员膳食结构ꎬ 减少烹调用油量和油脂食品、

过油菜品等ꎬ 使膳食结构能满足不同的运动项目、 训练周期、

机能状态等需求ꎮ 这是今后半年备战营养保障工作的重中之

重ꎬ 是实现运动员科学营养的一道关卡!

２.３　 抓紧制订实施个性化营养方案

运动营养专家、 随队运动营养师和其他科技人员、 队领

导和教练员、 运动员及运动员餐厅协同工作ꎬ 在调研分析重

点运动员膳食特点和营养补充现状、 日本食材及奥运村食谱

的基础上ꎬ 结合训练强度、 时间、 代谢特征及体能恢复、 生

理生化监测指标结果和赛期特点等ꎬ 尽快制订各种预设情况

下的个性化营养配餐与营养品补充方案ꎬ 并在奥运会开幕前

的备战阶段实施、 逐步改进、 优化ꎬ 最后确定奥运会赛期拟

采用的优化预案ꎮ

２.４　 尽早为基地餐厅和 /或运动队配备合格运动营

养师

　 　 运动营养师在备战营养保障一线工作中起到重要的技术

支持与上下协调的纽带作用ꎬ 可参与膳食营养调研分析、 营

养配餐、 膳食管理、 营养咨询与营养知识普及等工作ꎬ 应尽

早为基地餐厅和 /或重点运动队配备合格的运动营养师开展工

作ꎮ 对运动营养师可实现岗位责任制管理和业绩考核ꎬ 以提

高工作成效ꎮ

２.５　 普及科学营养知识

以运动队的问题和需求为导向ꎬ 利用线上讲授、 线下巡

讲、 知识读本、 公众号等不同传播方式ꎬ 组织专家和营养师

宣讲科学营养知识ꎬ 提升运动员的科学营养知识水平ꎮ

２.６　 加强对营养保障工作成效的监测与督导

主管部门和专家组可通过微信群、 日电子报表、 纸质报

告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国家队营养保障工作成效的监测与督导ꎬ

实时掌握运动员的日常训练、 膳食与营养补充、 体能恢复、

机能状态和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等信息ꎬ 并进行评估、 提

供咨询、 提出建议等ꎮ

总之ꎬ 运动员膳食营养配餐达不到满足科学训练的要求ꎬ

与运动营养工作的多个环节、 涉及到的多类人员是否能科学

地、 规范地开展工作等密切有关ꎬ 不同运动员餐厅及运动队

和运动员个体的问题可能不尽相同ꎬ 需要我们认真分析找到

其中的关键因素ꎬ 逐步改进ꎬ 以实现满足运动员科学训练的

营养配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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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战奥运高水平运动员营养科技保障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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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安　 楠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国家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重点实验室)

１. 研究背景和意义

目前ꎬ 随着竞技水平的不断提高ꎬ 运用科技手段保障运

动员的身体机能、 训练状态ꎬ 从而达到最佳竞训水平ꎬ 已成

为提升运动成绩的主要方法ꎬ 作为科技服务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部分ꎮ 合理营养状态有助于维持运动员健康ꎬ 促进运动员

强度训练或比赛后快速机体恢复ꎬ 改善体成分ꎬ 身体功能最

佳化ꎬ 避免受伤ꎬ 增强免疫力ꎬ 解决运动训练中的一些特殊

医学问题ꎬ 是保障最佳训练状态及竞赛表现的前提条件ꎮ 然

而ꎬ 运动员合理膳食营养一直是运动队、 基地科研保障的重

点和难点ꎮ 长期以来ꎬ 运动员膳食营养管理存在训练地点分

散、 专业营养师配置率低、 传统的数据采集与统计工作量大、

难以实时掌握运动员营养计划情况和长期评估运动员的膳食

营养状态等难点ꎮ 根据目前对我国部分运动队和训练基地膳

食营养工作调研结果发现以下问题: １、 运动员膳食营养知识

有待加强ꎮ 运动员用餐随意性较大ꎬ 多出于口味喜好选择食

物ꎬ 导致膳食结构不均衡ꎬ 不满足其运动项目特点、 训练负

荷的营养需求ꎮ ２、 兴奋剂防范意识仍需提高ꎬ 运动员外出就

餐造成兴奋剂误服事件时有发生ꎮ ３、 传统的宣教方式耗时、

耗力且效果不佳ꎬ 需要开展利用数字化系统与智能工具加强

膳食营养管理和教育ꎮ

因此ꎬ 需要形成运动营养科技保障科学化体系ꎬ 采用与

时俱进的新方式、 新手段ꎬ 节省人力与时间成本ꎬ 结合运动

员机能监控做好运动员膳食营养监控和运动员营养及反兴奋

剂宣教ꎬ 以开展精准营养保障为目标ꎬ 覆盖日常营养状态监

控与管理、 状态恢复及健康问题解决ꎬ 规范化组织开展国家

队及运动员餐厅日常营养工作ꎬ 提升国家队营养保障层次和

水平ꎬ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和科技助力作用ꎮ

２. 研究内容和应用进展

２.１　 运动员膳食营养分析智能数据化

膳食营养智能化分析与管理系统主要利用数据及 ＩＴ 技

术ꎬ 结合外围设备改造及物联网技术ꎬ 建立运动员膳食营养

智能化分析与管理系统ꎬ 主要包括: (１) 运动员膳食营养分

析与管理软件升级客户端及应用软件开发ꎻ (２) 基于智能化

餐台及餐柜的国家队运动员智能化营养管理数据平台的系统

平台及应用程序开发ꎮ 搭建后可以实现: (１) 运动员膳食营

养监控: 支持按阶段或单日对运动员个体及群体进行膳食调

查ꎬ 包括膳食记录、 能量摄入、 营养素结构、 膳食结构、 维

生素摄入、 矿物质摄入的全面营养管理与分析ꎮ (２) 餐厅菜

谱分析和标准化: 提供餐厅菜品营养分析ꎬ 包括: 菜品种类、

食材结构、 烹调方式、 菜品营养等菜品数据ꎬ 并在此基础上

完成餐品优化和标准化ꎮ (３) 运动员科学配餐: 根据运动员

营养需求ꎬ 结合运动项目特点及训练负荷ꎬ 建立相应的营养

标推荐算法ꎬ 为运动员进行自动及手动科学配餐ꎮ

在实际应用中ꎬ 膳食营养智能化分析与管理系统可对运

动员每日膳食营养情况进行数据采集并出具报告ꎬ 营养师可

利用系统中的菜品数据库对运动员开展膳食调查ꎬ 结合运动

员膳食营养分析与管理软件的营养计算功能为运动员提供膳

食调查报告和营养指导ꎮ 目前ꎬ 膳食营养智能化分析与管理

系统已在冬季和夏季项目近 １０ 处训练基地实施应用ꎬ 覆盖夏

奥和冬奥 ４０ 余个项目的营养保障任务ꎮ

２.２　 运动员餐厅菜品库数据化

本部分针对国家队运动员餐厅膳食营养和配餐需求ꎬ 借

助信息化技术ꎬ 在各餐厅配备智能化膳食餐具ꎬ 配合软件系

统 (ＰＣ 端及移动端) 及配套网络设施ꎬ 对餐厅供应各类菜品

进行梳理和称重ꎬ 统计并计算得出不同菜品的营养信息ꎬ 包

括菜品主、 辅料的合理配比ꎬ 菜品的烹饪方式ꎬ 菜品中宏量

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含量等信息ꎬ 构建餐厅菜品数据化信息

模块ꎬ 为运动员餐厅建立标准化菜品库ꎬ 便于对运动员膳食

营养摄入情况进行分析ꎬ 更有效地指导运动队进行科学配餐ꎮ

菜品数据库通过软件系统将菜品信息通过记录、 分析、 重组

数据等过程将菜品信息以数据化的形式直观呈现ꎬ 还可对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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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菜品进行智能化、 多维化的分析ꎬ 同时还可进行查询回溯ꎬ

有效解决了不同驻训项目配餐标准化以及口味、 认知和科学

营养之间的矛盾ꎮ

该研究成果已在国家队训练基地运动员餐厅应用ꎬ 总计

完成各国家队驻训基地超过 ２０００ 余菜品的称重分析和营养计

算ꎬ 建立了每 １００ｇ 菜品热量、 蛋白质 (含优质蛋白比例)、

碳水化合物、 脂肪 (含不饱和脂肪酸比例)、 各类维生素及矿

物质含量等数据库ꎬ 作为驻训运动员每天膳食营养摄入分析

评价的数据基础ꎻ 并制定了菜品编码规则ꎬ 对上述餐厅菜品

库进行了优化ꎻ 对运动员个人而言ꎬ 可以更直观地获取膳食

数据ꎬ 提升了运动员营养知识水平ꎬ 科学选餐满足不同训练

阶段营养目标ꎬ 兼顾口味与营养ꎮ

２.３　 运动员营养状态监测数据化

营养状态评价与监测可以客观地反映运动员的身体机能

问题ꎬ 如ꎬ 低血睾、 运动性贫血、 免疫功能下降、 运动疲劳、

骨骼肌微损伤等ꎬ 为诊断营养不足、 改善运动表现提供线索

和数据支撑ꎮ 运动员营养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运动员的运

动能力ꎮ 及时的对运动员的营养状况进行有效的评价ꎬ 并做

出相应的对策ꎬ 是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科学快速发展的前提ꎬ

是提高运动员运动能力的重要保障ꎮ 然而ꎬ 过去使用的一些

运动员营养状态评价与监测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ꎬ 不够具

体、 全面和与时俱进ꎮ 运动员的营养评价体系应包含哪些维

度ꎬ 如何进行测评ꎬ 无论从理论基础还是实践操作层面ꎬ 这

些都是建立监测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本部分研制并论证了运动员营养状态相关监测指标体系ꎬ

建立了包括膳食营养、 运动能量消耗、 机能状态、 训练负荷

等 ９ 类共计 ２２ 项指标等数据库ꎬ 通过驻队伍运动营养师和专

家调研ꎬ 采集记录生化指标数据、 体成分数据、 代谢组学指

标数据ꎬ 并通过综合分析与评价ꎬ 根据运动员能量消耗及营

养需求特征、 营养代谢水平及不同训练及比赛阶段营养需求ꎬ

输出相应的个性化营养策略ꎮ

２.４　 运动员食品安全信息管理数据化

本部分为解决国家队训练基地运动员餐厅食品安全问题ꎬ

保障运动员体能、 科学训练和健康ꎬ 建立了运动员餐厅食品

安全信息管理体系和模块化指标数据库ꎮ 一方面制定了涵盖

国家队餐厅食材采购、 转运存储、 食物制作、 餐厅环境和工

作人员等所有环节的标准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ꎬ 以及国家队

训练基地运动员餐厅食品安全监测规范、 食品溯源以及人员

定期体检、 ４８ｈ 留样制度等ꎻ 另一方面通过食品安全员 (工

作站)、 规范冷链食材检测操作流程、 使用 ＡＴＰ 荧光仪快检

技术等多种手段ꎬ 有效地保障了运动员餐厅的食品安全ꎬ 并

在工作中实施信息化管理手段ꎬ 形成包括训练基地微生物食

品安全快检数据库、 食材和环境新冠核酸检测数据库、 食材

溯源信息数据库在内的 ３ 类食品安全指标数据库ꎬ 截止今年

底ꎬ 核酸检测数据库录入有效数据 ２０００ 余条、 微生物检测数

据库录入有效数据 ３０００ 余条、 食品溯源信息数据库录入有效

数据 ５００ 余条ꎬ 在方便对运动员基地餐厅食品安全有效监管

的同时ꎬ 也有效降低了运动员食品一般安全风险ꎮ

以上对营养科技保障模式的尝试为备战奥运营养保障已

初步建立了数据库ꎬ 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和参赛

保障中起到了良好的科技助力作用ꎬ 同时也为今后奥运备战

营养科技保障乃至国民健康运动人群营养工作引领了方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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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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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木清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国家运动营养测试研究中心、 国家体育总局运动营养重点实验室)

本文是为国家队备战 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ꎬ 由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组织编写的署名文章ꎮ

　 　 运动员在高温、 高湿环境下运动对身体代谢和生理机能

产生诸多影响ꎮ

首先ꎬ 高强度和长时间运动引起体温升高、 能量与营养

素消耗增加、 出汗率和体液丢失增加[１] ꎮ 研究表明ꎬ 长时间

运动中核心区体温升高ꎬ ８０％~９０％ＶＯ２ｍａｘ运动ꎬ 体温每 ４~５

分钟增加 １℃ꎬ 如果不改变热弥散机制ꎬ １２ ~１５ 分钟核心区

体温将达到危险水平ꎬ 或因高热引起的疲劳而终止运动ꎬ 核

心体温升高至 ３９.５℃时ꎬ 将发生中枢性疲劳[２] ꎮ 运动期间每

１％的体重下降ꎬ 可使核心体温增加 ０.１５ ~ ０.２℃ꎮ 体温升高

１℃ꎬ 能量消耗增加约 １０％ꎮ 运动员的出汗率和脱水率随温度

升高、 补液量不足、 运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ꎮ 身体需要通过

增加皮肤血流、 排汗和加快呼吸等热调节方式提高散热功能ꎬ

以维持体温在可耐受的范围内ꎬ 这可能带来水分及部分电解

质丢失ꎬ 引发运动脱水[３] ꎮ 在 ２５~３５℃温度下ꎬ 进行 ４ 小时

长跑训练ꎬ 平均出汗量达到 ４.５ ±０.３ 升ꎮ 在温度 ３７.９℃、 相

对湿度 ８０％~１００％的环境下踢足球 ７０ 分钟ꎬ 出汗量高达 ６.４

升、 是体重的 ６％ ~ １０％ꎮ 在马拉松比赛中的出汗量可达 ５

升ꎬ 体液丢失达体重的 ７.１％ꎮ 随着出汗ꎬ １Ｌ 水可带走 ５７３

千卡的热量ꎬ 从汗液中丢失的钠、 钾、 钙、 镁等电解质和其

他一些微量营养素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也增加ꎮ 汗液中氯

化钠含量可达 ８０ 毫摩尔 /升、 钾含量可达 １０ 毫摩尔 /升以上、

汗液中钙含量约为 ２.５５ 毫摩尔 /升ꎮ 出汗量大时ꎬ 每天可丢

失 ２５ 克 ＮａＣｌꎬ 每天出汗 ３ 升丢失钙 ５００~６００ 毫克ꎬ 在高温

环境下出汗 ４ 升推算ꎬ 从汗液丢失的铁可达 １.５４~３.７０ 毫克ꎬ

高温环境中训练时每天从汗液丢失的锌可达 ５ 毫克ꎮ

其次ꎬ 随着体温升高、 体液丢失增加ꎬ 身体机能和运动

能力受损ꎮ 当体液丢失达 １％体重时即进入缺水状态ꎬ 当感觉

口渴时脱水已达体重的 ２％ꎮ 失水³２％可导致心血管、 热调

节、 中枢神经系统和代谢功能心血管、 热调节、 中枢神经系

统和代谢功能的改变ꎬ 包括血液浓缩、 血容量和心输出量减

少、 皮肤血流和出汗率下降、 骨骼肌血流量及有氧代谢功能

降低ꎬ 运动能力下降超过 ５％[４ꎬ５] ꎮ ５％脱水可致运动能力降低

５０％ꎬ 当脱水³５％时ꎬ 肌肉糖原分解增加、 体能透支将致疲

劳更早发生ꎬ 最终可能因为能量耗竭及严重脱水等而致 “撞

墙效应” 【案例 １】ꎮ 脱水对力量、 爆发力和 ３０ 秒－２ 分钟之

间的高强度运动分别带来 ２％、 ３％和 １０％的损失ꎬ 肌肉脱水

２％~３％时ꎬ 肌肉收缩力下降 １０％、 收缩速度减低 ８％ꎮ 在热

环境中运动比在冷环境中运动ꎬ 耐力能力下降更快ꎬ 轻微脱

水也会影响自行车运动员的运动能力[６] ꎮ 短距离运动员通常

不如长距离运动员关心脱水的影响ꎬ 但如果已有水合状态欠

佳ꎬ 在高强度下运动脱水可达 ２.５％体重ꎬ 运动能力下降

４５％ꎮ 即使水合正常ꎬ 热应激时 ＶＯ２ｍａｘ下降 ７％ꎮ

【案例 １】 ２０１２ 年伦敦奥运会 ２０ 公里竞走决赛ꎬ 俄罗斯

选手博尔钦距离终点不到 １ 公里处衰竭栽倒在地ꎬ 这是比较

典型的 “撞墙效应”ꎬ 其可能原因是体温升高、 能量耗竭、 脱

水和电解质丢失及抽筋等所致ꎬ 运动员在赛场上发生腿部肌肉

抽筋而终止比赛的事件屡见不鲜ꎮ “撞墙效应” 的防治应针对

可能原因适时降温、 规律补充含能量和电解质的运动饮料等ꎮ

如果不及时补液ꎬ 将可能引起组织损伤、 大脑认知功能

下降、 肌肉痉挛 (抽筋)、 中暑ꎬ 甚至有危及生命ꎮ 脱水对身

体机能的影响还有: 食欲降低、 消化吸收功能下降[７] 、 能量

及营养素摄入减少ꎬ 可能出现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ꎬ 尿量减

少ꎬ 代谢物堆积ꎬ 神经系统兴奋性降低ꎬ 心肌收缩乏力等ꎮ

评价体液丢失 (水合状态) 的证据由强到弱分 Ａ、 Ｂ 和

Ｃ 三类[１] : 体重的变化、 体液和电解质的丢失属于 Ａ 类ꎬ 尿

比重和渗透压的变化属于 Ｂ 类ꎮ 实践中ꎬ 体重变化率、 尿液

颜色、 尿比重与尿渗透压等指标较为常用ꎮ 体重变化率常用

来评价运动引起的脱水ꎬ 是最便捷和有效的评价方法ꎮ 轻、

中和重度脱水分别为体重降低 ２％、 ４％和 ６~１０％ꎮ 尿液指标

有 ＵＳＧ (小于 １.０２０ 为正常水合)、 尿渗透压、 尿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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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越深脱水越严重)、 重要电解质浓度ꎻ 血液指标有血浆

渗透压、 重要电解质浓度ꎮ

运动前、 中、 后通过膳食和补液是重要的预防和纠正水

电解质平衡失调、 及时补充能量和某些营养素ꎬ 达到改善身

体机能、 提升运动能力的营养策略ꎬ 特别是高温环境下训练

的补液尤为关键ꎮ 因此ꎬ 在高温环境下运动预防运动疲劳的

营养措施的主要挑战是防止 ２~３％以上的脱水ꎬ 以合理速率

补液对不同时长和强度运动的运动能力有改善作用[８ꎬ９] ꎮ

１.１　 膳食与营养补充原则

运动员在高温环境下运动训练的膳食和营养补充总原则

是: 高能量、 高蛋白、 高矿物质和维生素的平衡膳食[１０] ꎻ 运

动前适时适量、 运动中规律地少量多次、 运动后及时足量补

液ꎬ 首选含 ６－８％碳水化合物 (糖)、 电解质、 氨基酸及其他

微量营养素的运动饮料ꎻ 另外ꎬ 运动员膳食和营养补充的时

间选择对运动竞技能力非常重要ꎬ 每名运动员需结合训练适

应理论和长期营养实践 (经验) 摸索确定自己的最佳营养策

略 (包括时间选择) [１１ꎬ１２] ꎬ 包括注意训练自己的胃肠道、 耐

高温、 耐缺水等系统的训练适应能力[１３] 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

实施膳食配餐与营养补充前ꎬ 我们需要对运动员的膳食营养

状态进行评估[１４] ꎬ 膳食营养调查与评估方法可参考相关文献

资料ꎮ

１.１.１　 科学膳食

运动员合理营养是科学训练的一部分ꎬ 完美的训练计划

需要有科学的营养计划配合[１５ꎬ１６] ꎮ 制定膳食营养计划需要以

运动员膳食指南为基础ꎮ 我国运动营养学者提出的中国运动

员膳食指南[１７] ꎬ 可用于指导运动员进行科学选择食物ꎬ 内容

包括:

•食物多样ꎬ 谷类为主ꎬ 粗细搭配ꎬ 多吃全食物ꎻ

•食量和运动量平衡ꎬ 保持适宜体重和体脂ꎻ

•多吃蔬菜、 水果、 豆类及其制品ꎻ

•常吃适量的鱼、 禽、 蛋和精瘦肉ꎻ

•注重早餐和必要的加餐ꎻ

•多餐 (>３ 餐)ꎬ 各餐分配要合理ꎬ 零食要适当ꎻ

•注重食物摄入的时间ꎻ

•重视补液、 补充碳水化合物和电解质ꎬ 合理选择饮料ꎻ

•尽量不饮酒ꎻ

•吃新鲜安全的食物ꎬ 避免食源性违禁成分ꎻ

•合理应用运动营养品ꎮ

根据多年实践经验ꎬ 我们提出运动员选择食物的简要原

则和每餐食物重量合理比例为:

•多选择: 主食、 蔬菜、 水果ꎻ

•常选择: 豆制品、 奶制品、 鱼虾、 薯类和杂粮ꎻ

•适量选择: 畜禽肉、 牛羊肉ꎻ

•少选择: 猪肉、 猪排ꎻ

•不宜选: 油炸食品、 动物内脏食品ꎮ

每餐食物重量合理比例: 主食: １ 份ꎻ 蔬菜: １ 份ꎻ 水

果: １ 份ꎻ 肉蛋: ０.５ 份ꎻ 奶豆: １ 份ꎮ

运动员在高温环境中训练应选择易消化吸收的食物ꎬ 需

增加 １０％左右的能量摄入ꎮ 因蛋白质分解代谢和排氮增加ꎬ

应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ꎬ 尤其是在减控体重并期望增肌的

运动员[１８]ꎬ 一般在 １.２ ~２.０ 克 / (千克天) 之间ꎬ 不超过

１５％的供能比例[１９]ꎬ 以鱼、 精瘦肉、 蛋、 奶和豆类食物为佳ꎮ

运动后应增加主食到总能量摄入的 ６０％ꎬ 这有利于肌糖原的合

成和恢复ꎮ 根据美国运动医学学会 (ＡＣＳＭ) 最新推荐碳水化

合物 (糖) 摄入量: 低强度运动: ３~５ 克 / (千克天)、 中

等强度 ５~７克 / (千克天)、 大强度 ６~１０ 克 / (千克天)、

极大强度 ８~１２ 克 / (千克天) [２０] 【参考: 碳水化合物补充

量计算方法】ꎬ 尽量选择含脂肪低的食物、 烹饪用油少的食

物ꎬ 脂肪供能比不超过 ３０％ꎮ 由于钾、 钙、 镁、 锌随汗液大

量排出ꎬ 运动员应多吃富含矿物质 (其中钾最重要)、 维生素

的食物[２１] ꎬ 如豆类、 各种新鲜蔬菜和瓜果ꎮ 含钠、 钾、 钙、

镁、 维生素丰富的蔬菜水果、 豆制品ꎬ 有防暑降温作用ꎮ

运动员应选择习惯或熟悉的食物ꎬ 避免高脂肪、 干豆、

含纤维多的粗杂粮、 韭菜等容易产气或延缓胃肠排空时间的

食物ꎬ 少用或禁用辛辣和过甜的食物ꎬ 预防食物对胃肠道的

刺激ꎮ 餐厅应尽量做到花色品种多样能激起运动员的食欲ꎬ

就餐环境温度适宜ꎮ

对食物重量和分配比例的建议是[２２ꎬ２３] : 食物总量不宜超

过 ２.５ 千克ꎻ 一般主张少量多餐 (５ 餐以上ꎬ 包括训练中加

餐)ꎻ 早餐提供的热能不低于 ２５％ꎬ 晚餐不高于 ３０％ꎬ 其余

能量根据训练状况ꎬ 在中餐和加餐中合理分配ꎻ 当日能量消

耗为 ３５００ ~ ４４００ 千卡时ꎬ 一日的基本食物应有 ５００ 克谷薯

类、 ３００~４００ 克动物性食物 (以含脂肪低的白肉及精瘦肉为

主)、 ２５０~５００ 毫升牛奶、 ５００ 克以上的蔬菜水果、 少量的豆

腐或其他豆制品等成分ꎻ 大运动量训练时ꎬ 能量消耗增加为

５０００~６０００ 千卡或更多时ꎬ 或因训练时间长ꎬ 饮食受时间限

制ꎬ 应考虑加餐ꎻ 采用增加点心、 香蕉、 牛奶、 面包、 运动

饮料等食物加餐ꎬ 加餐可为一日总能量摄入的 ５％ ~ １０％ꎮ

【参考: 膳食营养配餐方案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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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补充量计算方法

体重(千克)

４０ ５ ６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４６ ５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５０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５６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６０ ５ ６ ７ ８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６６ ５ ５ ６ ７ ８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６８ ５ ６ ７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０ １１

７４ ５ ５ ６ ７ ７ ８ ９ ９ １０ １１ １０

８０ ５ ６ ６ ７ ８ ８ ９ ９ １０ １１

９０ ５ ６ ６ ７ ７ ８ ８ ９ ９

１００ ５ ５ ６ ６ ７ ７ ８ ８ ９

■ 耐力运动员摄入碳水化合物(克 /公斤体重)

■ 其他运动员摄入碳水化合物(克 /公斤体重)

【膳食营养配餐方案举例】

能量为 ２０００ 千卡的配餐食谱:

早餐(克) 午餐(克) 晚餐(克)

烙饼 ４０ 面条 ２００ 米饭 １００

面包 ２０ 大白菜 １００ 绿豆芽 １００

鸡蛋 １００ 黄瓜 １００ 土豆 ３０

香蕉 ２００ 瘦猪肉 ３０ 带鱼 １００

苹果酱 ５ 苹果 １００ 鲜牛奶 ５００

花生油 ３ 甜面酱 ２０ 花生油 １０

盐 １ 花生油 １０ 盐 ２

无花果(加餐) １００ 盐 ２

梨(加餐) １００

菠萝(加餐) １００

　

能量为 ３０００ 千卡的配餐食谱:

早餐(克) 午餐(克) 晚餐(克)

燕麦片 １０ 米饭 １００ 米饭 １００

面包 １００ 面包 １００ 菜花 １５０

奶油饼干 ５０ 胡萝卜 １００ 土豆 ３０

鸡蛋 ５０ 鸡腿 ５７ 瘦牛肉 ８０

香蕉 ２００ 鲜牛奶 ２５０ 鲜牛奶 ５００

高蛋白酸奶 ２５０ 苹果酱 ２０ 草莓 １５０

花生油 ３ 花生油 １０ 黄油 ５

盐 １ 盐 ２ 花生油 １０

葡萄(加餐) １００ 奶片(加餐) １０ 盐 ２

蛋糕(加餐)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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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为 ４０００ 千卡的配餐食谱:

早餐(克) 午餐(克) 晚餐(克)

烙饼 １００ 面条 １５０ 米饭 １００

馒头 １００ 面包 １００ 鲜玉米 １５０

鸡蛋 １００ 大白菜 ２００ 四季豆 １５０

香蕉 ２００ 胡萝卜 １００ 鸡腿 ２００

鲜牛奶 ２５０ 瘦牛肉 １００ 罐头苹果 ２００

脱脂酸奶 ２５０ 花生油 １５ 酸奶 ２５０

花生油 ３ 盐 ２ 花生油 １５

盐 １ 面包(加餐) ５０ 盐 ２

葡萄(加餐) １００ 花生酱(加餐) １０

巧克力奶(加餐) ２００ 橙子(加餐) １５０

蛋糕(加餐) １００ 无花果(加餐) ５０

能量为 ５０００ 千卡的配餐食谱:

早餐(克) 午餐(克) 晚餐(克)

奶油饼干 １００ 烧饼 １００ 米饭 １５０

鸡蛋 ５０ 馒头 ２００ 烙饼 ５０

草莓酱 ５０ 菜花 １５０ 豆腐干 １００

鲜牛奶 ２５０ 芹菜茎 １５０ 带鱼 １５０

鲜桃果汁 １５０ 绿豆芽 １００ 梨 ３００

花生油 ３ 瘦牛肉 １５０ 黄油 ２５

盐 １ 香蕉 ２５０ 巧克力冰激凌 １５０

苹果(加餐) １５０ 鲜牛奶 ２５０ 花生油 １５

葡萄(加餐) １００ 花生油 １５ 盐 ２

盐 ２

酸奶(加餐) ２５０

曲奇饼干(加餐) ５０

此外ꎬ 正常情况下ꎬ 胃中食物的排空时间为 ３ ~４ 小时ꎬ

不容易消化的食物如牛肉ꎬ 可在胃内停留 ５ ~６ 小时ꎬ 因此ꎬ

大运动量训练或比赛前的一餐一般应当在 ３ 小时以前完成ꎬ

否则ꎬ 进食和运动训练间隔的时间过近ꎬ 运动时内脏缺血ꎬ

影响消化吸收ꎬ 同时胃部饱胀影响运动ꎻ 运动后ꎬ 至少需要

休息 ４０ 分钟以后再进食正餐ꎬ 如果在立即进食后又洗澡ꎬ 会

加重胃肠道缺血ꎬ 甚至引起急性胰腺炎事件ꎮ

１.１.２　 科学补充运动营养 (食) 品

如果膳食摄入满足不了运动员营养需求或营养素丢失过

多并出现明显不足的表现ꎬ 就需要补充运动营养 (食) 品ꎮ

营养品补充应有充分的科学研究证据作为支撑ꎬ 以确保营养

补充品安全、 有效[２４] ꎮ 基本原则如下:

安全: 认真查验所选运动营养品的违禁成分检测报告及

其有效期ꎬ 均表明 “合法”ꎮ

对症: 不同项目和不同运动员、 不同训练阶段和身体机

能状态的营养需求不同ꎬ 补充应有所差别ꎬ 充分体现项目特

异性和个体差异[２５] ꎮ 根据运动员的具体情况和生理生化测试

结果ꎬ 选择针对性强 (对症) 的营养物质与运动营养产品

(包括运动饮料)ꎮ 常用的营养素有产能营养素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肽及氨基酸ꎬ 尤其是支链氨基酸可提高热适应能力ꎬ

乳清蛋白、 活性肽、 支链氨基酸是良好的氮源)、 电解质及微

量营养素 (维生素 Ｃ、 复合维生素 Ｂ、 锌等) [２６] ꎮ

及时: 尽早补充ꎬ 不能等缺乏的效应出现后才补充ꎬ 有

时需要预防性补充ꎮ

适时: 确定补充的最佳时机ꎬ 在运动前、 运动中、 运动

后不同的时间点ꎬ 根据不同目的和营养素不同作用进行适时

补充ꎮ

足量: 丢失多少补多少ꎮ

调整: 密切监测补充后的效果ꎬ 对应用一定时间无效的

产品ꎬ 应尽早更换ꎮ

１.２　 营养补充方案

１.２.１　 训练和比赛前运动营养方案

在膳食方面ꎬ 赛前一餐的食物的体积要小ꎬ 重量轻ꎬ 根

据不同项目特点应能提供 ５００~１０００ 千卡能量ꎬ 耐力性项目

和高强度运动应在运动前补充碳水化合物[２７] ꎬ 尽可能在比赛

开始多于 ２ 小时以前完成ꎮ 为避免胰岛素效应ꎬ 碳水化合物

补充亦可在赛前 １５~３０ 分钟内进行ꎬ 但目前国外对赛前补充

碳水化合物的时间似乎不再强调ꎮ 赛前 ３０ 分钟进餐ꎬ 不论是

固体或是液体均会产生胃肠涨满感ꎮ 比赛当日不宜进食自己

不熟悉的食物或改变已习惯的饮食ꎬ 新食物可能引起过敏、

胃肠道不适或腹泻ꎮ 运动员应食用可口并富于营养的食品ꎬ

不要强吃不爱吃的食物ꎮ 赛前一般不宜服用咖啡或浓茶ꎬ 以

免引起赛中的利尿作用ꎮ 赛前不可服用含酒精的饮料ꎬ 因为

酒精会延缓反应时、 产生乳酸盐而影响细微的协调能力ꎮ

运动员必须在训练和比赛前充分水合ꎬ 只要方法正确ꎬ

运动前补液不会造成任何副作用ꎮ 运动前通过水合策略提升

血容量 １０％以上 (如自行车可达 ４５０~５００ 毫升) 提示在增强

运动能力上有效ꎮ 运动员要在比赛前的一天就餐时喝足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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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以保证比赛前的早上有充分的水合ꎮ 一般建议[１] : 运动前

４ 小时内开始补液ꎬ 分次饮用 ５ ~ ７ 毫升 /公斤体重的运动饮

料ꎻ 运动前 ２ 小时再摄入 ３~５ 毫升 /公斤体重的运动饮料ꎬ 因

为胃肠吸收大概需 １ 小时ꎬ 身体也有时间可以排除多余的水

份)ꎮ 美国加拿大营养师协会建议: 运动员在比赛前的热身中

不应该控制水或含糖饮料ꎬ 在 ６０~９０ 分钟的比赛前推荐量饮

用大约为 ４００~７００ 毫升ꎮ 超过一小时的比赛会大量出汗、 且

没有合适机会补水时ꎬ 运动员比赛前 １５ 分钟饮用 ３００ ~６００

毫升将获益ꎮ 上述补液量最好分多次饮用ꎮ 运动前ꎬ 亦可通

过正餐膳食补充部分水分ꎮ

１.２.２　 训练和比赛中运动营养方案

训练和比赛中可根据需要和运动员喜好进食点心、 香蕉、

果汁等易消化吸收、 快速提供能量、 电解质和水分的固体或

流质、 半流质食物ꎬ 进食量以不引起胃部不适为宜ꎮ

运动中补充碳水化合物有利于改善运动能力[２８]ꎬ 补充的种

类以低聚糖的效果为好ꎬ 低聚糖的渗透压约为葡萄糖的 １ / ４ꎬ

吸收较快ꎬ 因此可通过补充低聚糖使运动员获得较多的碳水

化合物ꎮ 低聚糖的甜度小、 口感好ꎬ 但个体对该糖的吸收效

率差异很大ꎬ 建议应在赛前予以试用ꎮ 补充碳水化合物量应

控制在 ５０ 克 /小时ꎬ 或 １ 克 /千克左右ꎮ

增强训练水平和提高在高温高湿环境下运动的适应能力ꎬ

对运动性脱水的预防具有积极的作用ꎬ 热环境中的训练水平

越高ꎬ 热适应能力越强ꎬ 可承受更大程度的脱水ꎮ 在训练中ꎬ

要经常训练运动员补液ꎬ 尤其是需要熟悉某些配方在不同环

境下对感受及出汗率的影响ꎮ 运动中口服饮料可帮助恢复血

容量ꎬ 可预防脱水对肌肉耐力、 力量和协调性的影响ꎮ 正常

环境和热环境下长时间运动中规律补水在改善运动能力 (包

括: 运动至力竭时间和完成既定负荷量的时间) 上有效ꎮ

针对不同运动项目、 运动强度、 持续时间以及海拔、 环

境条件等ꎬ 运动中补液的推荐量为 ０.４~０.８ 升 /小时ꎮ 当汗液

损失量大于 １.２ 升 /小时或训练时长超过 １ 小时ꎬ 机体钠含量

将大量流失ꎬ 饮品中须含电解质和糖ꎬ 以免出现骨骼肌痉挛ꎮ

运动中饮用的理想饮料: 口感好、 不会引起胃肠不适 (不要

饮用充气碳酸饮料)、 促进快速胃排空和帮助维持细胞外液、

能为工作肌肉提供能量物质 (糖、 支链氨基酸等)ꎮ 在热环境

下运动ꎬ 以水合为目的时ꎬ ２~６％糖或多聚糖和钠 (２５~５０ 毫

摩尔 /升)ꎬ 形成等渗或低渗液体ꎮ 在湿热的环境中ꎬ 每 １５ ~

２０ 分钟ꎬ 少量 (１５０~３００ 毫升) 多次饮用ꎮ 大强度运动中补

液量一般为出汗量的 ５０％~７０％左右ꎬ 按计划补液比自由补

液的补液效果更好 【案例 ２】ꎮ 高温环境中高强度地运动ꎬ 补

液量如果低于 ３００ 毫升 /小时ꎬ 往往不能满足运动员的需要ꎬ

但如果补液过多ꎬ 又可造成运动员的恶心和呕吐ꎮ 因此ꎬ 运

动后仍然需要继续补液ꎬ 使液体达到平衡ꎮ

【案例 ２】 : 自行车运动员定制补液效果优于自由补液ꎮ

运动员公路训练骑行 ２０４±２５ ｋｍ、 用时 ４.９５±０.７０ ｈ、 速度４１.４

±０.８３ ｋｍ / ｈ、 运动强度 ７２.９±１.９％ ＨＲｍａｘꎬ 训练后脱水率为

２.７８± １. ５２％ꎬ 出汗率为 １０２７ ± ３００ ｍｌ / ｈ (２７１４ ± ７８１ ｍｌ / １００

ｋｍ)ꎬ 运动中自由补液: ５７８±１１４ ｍｌ / ｈꎮ ２４ ｈ 尿量 １４３４±５２５

ｍｌꎬ 运动后次晨尿液 ＵＳＧ>１.０３０ 占比 ６３％ꎬ 尿液平均 Ｎａ＋

浓度 １３９.７±２５.７ ｍｍｏｌ / Ｌꎬ ２４ｈ 体重变化率－ ０. ６４± １. ００％ꎮ

室内骑行台训练骑行 １２８.９±１９.８ ｋｍꎬ 用时 ２.５８ ｈꎬ 平均时速

４９.９±７.７ ｋｍ / ｈꎬ 运动强度 ７７.４±１.５％ ＨＲｍａｘꎬ 训练后脱水率

为 ４.７３± ０.９３％ꎬ 出汗率为 １３４５± ３２７ ｍｌ / ｈ ( ２７２４± ５９７ ｍｌ /

１００ ｋｍ)ꎬ 运动中定制补液: ９３０±５８ ｍｌ / ｈ (比公路训练自由

补充多 ６０％)ꎮ ２４ ｈ 尿量 １７４７±７１９ ｍｌ (高于公路训练 ２１％)ꎬ

运动后次晨尿液 ＵＳＧ> １. ０３０ 占比 ２３％ꎬ 尿液平均 Ｎａ＋ 浓度

１１７.６±２６.５ ｍｍｏｌ / Ｌꎬ ２４ ｈ 体重变化率－０.７０±０.９１％ (与公路

训练相当)ꎮ

１.２.３　 训练和比赛后运动营养补充方案

训练和比赛后的饮食仍然应是高碳水化合物、 低脂肪、

适量蛋白质和容易消化的食物ꎮ 在体内能量储备物质的恢复

方面ꎬ 补充升血糖快的 ５０ ~１００ 克碳水化合物食物 (或含糖

饮料) 的时间越早越好ꎬ 因大强度、 大运动量运动后的即刻

糖原合成酶活性最高ꎬ 此后每隔 ２ 小时补充 ５０ ~１００ 克 【参

考: 含 ５０ 克碳水化合物的食物】ꎮ 为促进关键酶活性的恢复ꎬ

应摄入含矿物质、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较多的食物ꎮ 为加速抗

氧化能力的恢复ꎬ 可摄入富含抗氧化物质的天然食物ꎬ 如大

量蔬菜和水果ꎮ

【含 ５０ 克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７％的运动饮料 ７００ 毫升、

中等大小苹果 ３ 个、 香蕉 ２ 只、 果汁 ６００ 毫升、 面包 １３０ 克、

麦片 １００ 克、 土豆 ２５０ 克、 米饭 １５０ 克、 面包或馒头或花卷约

１００ 克ꎮ

防止运动性脱水的关键是及时补充等渗或低渗透压的电

解质饮料ꎬ 而运动员运动中常常只能补充汗液丢失量的 ５０％ꎬ

体液的恢复较慢ꎬ 而且不完全ꎬ 因此运动后还要补液ꎬ 这对

在短时间参加多次运动 /比赛的人特别重要ꎮ 当补液量达到出

汗量的 １５０％时ꎬ 体液才能较快地达到平衡ꎮ 即: 体重减少 １

千克需补液 １.０~１.５ 升ꎬ 其中约 ５０％在运动中补充ꎬ 剩下的

在运动后补充ꎮ

影响运动后水合的重要因素是液体的组成和饮用量ꎮ 运

动后饮用恢复饮料应达到以下目的: 恢复水、 电解质平衡ꎬ

补充燃料、 有利于糖原再合成ꎬ 减少运动应激后肌肉和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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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损伤ꎬ 重新构建肌肉蛋白ꎮ 需含有以下营养素: 钾、

钠、 镁ꎬ 高血糖指数的糖 (葡萄糖或糖聚合物)、 蛋白质 (乳

清蛋白、 肽)、 维生素 Ｃ、 维生素 Ｅ、 支链氨基酸、 精氨酸、

谷氨酰胺等ꎬ 恢复时用的运动饮料中碳水化合物的浓度大约

是 ５％~１０％ꎬ 钠盐的含量大致应该是 ３０~４０ 毫摩尔 /升ꎮ

不能只补白水ꎬ 因为只饮白水会: 越喝越渴、 更容易排

尿、 越容易脱水、 不利于体能恢复、 不利于水电解质恢复ꎬ

还可能出现 “水中毒”ꎮ 补液中含钠可: 促进迅速吸收ꎬ 维持

血浆渗透压在较高水平ꎬ 维持口渴感ꎬ 推迟排尿刺激ꎬ 钠摄

入大于汗液钠丢失时ꎬ ６ 小时后才能恢复体液平衡ꎮ 饮料中含

钾有利于水合和细胞内水的补充ꎮ 不鼓励饮用咖啡和酒ꎬ 因

它们增加排尿ꎮ 少量多次饮用ꎬ 切忌暴饮ꎮ

１.３　 营养补充注意事项

１.３.１　 科学膳食最重要、 最有效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 科学膳食最重要ꎬ 不能过分依赖、

甚至滥用运动营养 (食) 品ꎬ 在应用运动营养 (食) 品时ꎬ

需有明确的指征ꎬ 有自我感受、 生理生化指标的支持ꎬ 非必

要时ꎬ 仅从膳食补足丢失的营养素即可ꎮ

１.３.２　 不能等到口渴再补液

没有口渴感不能作为正常水合的指标ꎬ 常常脱水仍不觉

得口渴ꎮ 运动前、 中、 后均需补液ꎬ 以维持良好的水合状态

及电解质平衡ꎮ 运动中能补足出汗丢失的全部水分是不现实

的ꎬ 因为: １) 胃容量有限ꎬ 而出汗丢失较多ꎮ ２) 出汗率个

体差异大ꎬ 因此ꎬ 不易给出个体饮用量处方ꎮ ３) 口渴不是很

好的脱水指标ꎬ 大于 ２％丢失才有口渴ꎬ 但已影响运动能力ꎮ

大量研究显示ꎬ 热环境中运动丢失的水分在自由饮水时不能

实现完全补足ꎮ ４) 一些特殊项目可能限制了比赛中补水的

机会ꎮ

１.３.３　 预防 “水中毒”
水中毒: 由于大量出汗电解质丢失过多、 血液渗透压降

低又没有及时足量补充电解质 (尤其是钠) 或仅大量饮用白

水 (８－１０ 升)ꎬ 可能引起血钠和渗透压迅速下降ꎬ 进一步增

加排尿并逐渐降低想喝的刺激ꎬ 延缓水合过程ꎮ 同时ꎬ 致使

大量水分向细胞内转移ꎬ 细胞肿胀、 水肿ꎬ 尤其是脑细胞、

肺泡细胞水肿会引起呼吸困难、 昏迷甚至死亡ꎮ 长距离项目、

较瘦的人更易发生ꎬ 女性容易发生ꎮ

因此ꎬ 应避免过度脱水并需要安全水合 (补液)ꎬ 避免低

钠血症发生ꎮ 运动中大量出汗ꎬ 应在运动前、 中、 后及时足

量补充含电解质 (钠、 钾、 镁为主) 的运动饮料ꎬ 切忌仅饮

用白水ꎬ 白水对快速和完全的体液平衡恢复不是理想的液体ꎮ

低钠血症与脱水的症状相似 (下表) [２３] ꎮ

运动性脱水的程度及症状

脱水程度 脱水量(％体重) 脱水的症状

轻度脱水 ２ 细胞外液减少为主ꎬ血容量¯、血液浓缩ꎬ心脏负担ꎬ尿量¯、口渴、少尿、运动能力(ＶＯ２ｍａｘ)¯ꎮ

中度脱水 ４ 细胞外液和细胞内液均减少ꎬ明显口渴、心率、体温、感觉疲劳、血压可能¯、运动能力¯ꎮ

重度脱水 ６~１０
细胞内液损失ꎬ呼吸频率ꎬ恶心、食欲差、易怒、肌肉抽搐、精神活动减弱甚至发生幻觉、谵妄和
昏迷、运动能力¯ꎮ 中暑时还可能有:体温升高、面色潮红、头痛、脉搏快、虚弱、晕厥ꎬ也可能肾功
能损伤出现少尿(无尿、血尿)等ꎮ 严重时有生命危险ꎮ

: 增加 /上升 /升高ꎬ ¯: 减少 /下降

１.３.４　 防治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失调

高温环境下运动训练ꎬ 最可能出现的是脱水和电解质及

酸碱平衡失调ꎬ 并由此导致运动性疲劳、 运动性损伤、 肌肉

痉挛 (抽筋) 以及中暑等ꎮ

(１) 低血钠

指血清钠低于 １３５ 毫摩尔 /升ꎮ

原因: 主要摄入和吸收减少 (禁食、 呕吐)、 排出增加

(大量出汗、 排尿、 腹泻等)、 血液稀释 (如大量喝白水)ꎮ

表现: 取决于低血钠程度和发生速度ꎮ 水中毒症状: 全

身水肿ꎬ 严重者可能引起肺水肿、 脑水肿而危及生命ꎮ 血红

蛋白和红细胞压积降低ꎻ 神经、 精神症状: 精神萎靡、 嗜睡、

面色苍白、 体温低下ꎬ 严重者出现惊厥和昏迷ꎻ 肌张力低下ꎬ

四肢无力ꎬ 共济失调ꎬ 腱反射迟钝或消失ꎬ 心音低钝及腹胀ꎬ

症状类似低血钾ꎮ 其他表现: 厌食、 恶心及呕吐、 腹胀ꎬ 口

黏膜常湿润ꎻ 肾细胞水肿及肾循环不良可引起少尿甚至无尿ꎻ

外周循环不良 (四肢凉、 脉细弱、 尿少) 及细胞间液脱水表

现 (皮肤弹性差﹐眼窝、 前囟凹陷等)ꎮ

治疗: 口服高渗盐水 (注意加钾)ꎬ 静脉补钠及脑水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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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水治疗谨遵医嘱ꎮ

(２) 低血钾

指血清钾低于 １３５ 毫摩尔 /升ꎮ

原因: 摄入、 吸收减少 (如限制饮食、 丢失后补充少)ꎻ

排出增加 (如体内糖原分解、 排汗、 运动后排尿、 使用利

尿剂) ꎻ

表现: (全身) 肌肉无力为最早最突出、 可累及呼吸肌引

起呼吸困难ꎻ 抑郁、 倦怠、 嗜睡、 神志淡漠、 甚至昏迷ꎻ 肠

蠕动减弱如腹胀、 恶心、 便秘ꎬ 严重可出现肠麻痹、 肠梗阻ꎻ

轻者窦性心动过速、 心悸、 心率失常ꎬ 重者可出现房室阻滞、

室上性或室性心动过速及室颤ꎬ 最后心脏停跳于收缩状态

(猝死)ꎬ 因心肌收缩力减弱、 心肌张力减低ꎬ 血管紧张度降

低ꎬ 出现心音低钝、 心脏扩大、 心功能不全、 末梢血管扩张、

低血压等ꎬ 心电图改变为 Ｑ￣Ｔ (Ｑ￣Ｕ) 延长ꎬ Ｓ￣Ｔ 段下降ꎬ Ｔ

波低平、 增宽、 双向倒置、 融合或出现 Ｕ 波ꎬ 及房室传导阻

滞ꎻ 持久性低比重尿ꎬ 甚至肾性尿崩症ꎬ 尿液酸性ꎮ 【案例 ３】

治疗: 去除引起低血钾原因、 尽早口服补钾、 治疗原发

性疾病ꎮ

预防: 及时去除病因ꎬ 及时补钾ꎮ 低血钾发生率较高ꎬ

易误诊ꎬ 对长期少食、 禁食、 利尿或大量呕吐、 腹泻者ꎬ 应

及时补钾ꎮ 低血钾常伴有低钙ꎬ 低镁ꎬ 症状相互混淆ꎬ 注意

在补钾同时适当补钙、 镁ꎮ 多吃含钾食物如香蕉、 海带、 菠

菜、 苋菜、 豆制品等ꎬ 烹饪时应用含钾盐ꎮ

【案例 ３】: 运动员全身无力晕倒在泳池ꎮ 曾见某著名游

泳运动员赛中出现全身无力晕倒在泳池中ꎬ 呼吸困难ꎬ 神志

模糊ꎬ 有临床经验的医师初步判断为低血钾ꎮ 预防与治疗措

施见上文ꎮ 低血钠的症状与低血钾类似ꎮ

(３) 低血镁

血浆镁低于 ０.７５ 毫摩尔 /升为低镁血症ꎮ

原因: 原因与低血钠、 低血钾类似ꎬ 主要是摄入及吸收

减少 (如禁食、 呕吐、 吸收不良)、 排出增加 (如大量出汗、

排尿、 腹泻等)ꎬ 常伴有低血钾和 /或低血钙ꎮ

表现: 取决于程度和发生的速度ꎮ 肌肉无力、 手足抽搐、

痉挛、 肌肉震颤最常见 (多是因合并低血钙而致)ꎬ 可出现眼

球震颤、 失语等ꎬ 不少人表现反应淡漠、 抑郁等ꎬ 少数严重

者可出现横纹肌溶解症ꎬ 急性肾功能减退等ꎻ 各种心律紊乱ꎬ

包括心律不齐、 室性心动过速、 室性纤颤ꎬ 甚至心脏停搏等ꎬ

心电图常见为 ＱＴ 延长、 ＳＴ 段低、 Ｔ 波增宽低而平ꎬ 由于同时

多会合并钾和钙离子失衡ꎬ 故难肯定哪些是单纯性低镁引起ꎮ

治疗: 补镁 (轻中度低血镁者ꎬ 口服门冬氨酸钾镁片剂

２~４ 片 /次ꎬ ３ 次 /天ꎮ 重度低血镁需静脉滴注硫酸镁ꎬ 遵医

嘱!)ꎬ 血镁恢复正常后需继续补充数天ꎮ

预防: 可能出现低血镁的情况下也预防性口服含镁制剂ꎻ

摄取镁含量较多的食物: 花生、 坚果、 香蕉、 豆类及制品、

牛奶、 小米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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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生理意义以及更好的蛋白质摄入分配对肌肉体积所产

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清楚ꎮ 本研究采用每天两餐的进食

模型后发现ꎬ 在活动期的早期 (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 摄入

蛋白质促进了过度负荷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 诱导的肌肉肥大ꎬ 这

在一定程度是由肌肉生物钟所决定的ꎮ 在活动期的早期ꎬ 小

鼠喂食补充支链氨基酸的饲料ꎬ 表现出骨骼肌肥大ꎮ 然而ꎬ

这种蛋白质分配所引起的效果没有在 Ｃｌｏｃｋ△１９或肌肉特异性

Ｂｍａｌ１ 基因敲除的小鼠中被观察到ꎮ 此外ꎬ 本研究还观察了

人类一天膳食中蛋白质分配与肌肉功能 (如骨骼肌指数和握

力) 之间的关系ꎮ 相比于晚餐ꎬ 早餐注重摄入蛋白质的受试

者表现出更高的肌肉功能ꎮ 这些数据表明ꎬ 早餐摄入蛋白质

可能更有利维持骨骼肌质量ꎮ

文献来源: Ａｏｙａｍａ Ｓｈｉｎｙａꎬ Ｋｉｍ Ｈｙｅｏｎ Ｋｉꎬ Ｈｉｒｏｏｋａ Ｒｉ￣

ｎａꎬ Ｔａｎａｋａ Ｍｉｚｕｈｏꎬ Ｓｈｉｍｏｄａ Ｔａｋｅｒｕꎬ Ｃｈｉｊｉｋｉ Ｈａｎａｋｏꎬ Ｋｏ￣

ｊｉｍａ Ｓｈｕｉｃｈｉꎬ Ｓａｓａｋｉ Ｋｅｉｓｕｋｅꎬ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Ｋｅｎｇｏꎬ Ｍａｋｉｎｏ

Ｓａｎｅｙｕｋｉꎬ Ｔａｋｉｚａｗａ Ｍｉｋｕꎬ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Ｍａｓａｋｉꎬ Ｔａｈａｒａ Ｙｕꎬ

Ｓｈｉｍｂａ Ｓｈｉｇｅｋｉꎬ Ｓｈｉｎｏｈａｒａ Ｋａｚｕｙｕｋｉꎬ Ｓｈｉｂａｔａ Ｓｈｉｇｅｎｏｂ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ｉｎ ｄａｉｌｙ ｍｅａｌ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ｓｋｅｌｅｔａｌ ｍｕｓｃｌｅ ｈｙｐｅｒｔｒｏｐｈｙ ｖｉａ ｔｈｅ ｍｕｓｃｌｅ ｃｌｏｃｋ [ Ｊ] . Ｃｅｌ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２１ꎬ ３６ (１): １－１３ꎬ ｅ１－ｅ５.

(曹维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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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高蛋白代餐会导致更高的脂肪氧化ꎬ 抑制
饥饿感ꎬ 并在运动后改善代谢状况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ｎｇｅｒ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杂志名称: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本研究的目的是比较高蛋白膳食替代品 (ＨＰ￣ＭＲ) 与对

照 (ＣＯＮ) 早餐对运动代谢的影响ꎮ 在这项急性、 随机对

照、 交叉研究中ꎬ 参与者被分配到两个等热量组: (ａ) ＨＰ￣

ＭＲ: ３０％碳水化合物、 ４３％蛋白质和 ２７％脂肪ꎻ (ｂ) ＣＯＮ:

５５％的碳水化合物、 １５％的蛋白质和 ３０％的脂肪ꎮ 早餐后ꎬ

参与者在全身热量测量装置内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ꎮ 评

估了能量消耗、 常量营养素氧化、 食欲感觉和代谢血指标ꎮ

４３ 名健康、 体重正常的成年人 (２４ 名男性) 参与了研究ꎮ

与 ＣＯＮ 早餐相比ꎬ ＨＰ￣ＭＲ 在运动期间产生更高的脂肪氧化

(１.０７±０.３３ ｇ / ｓｅｓｓｉｏｎꎻ ｐ＝０.００３) 和更低的碳水化合物氧化

(－２.３２±０.９８ ｇ / ｓｅｓｓｉｏｎꎻ ｐ＝０.０２３) 和呼吸交换比 (－０.０１±

０.００ꎻ ｐ＝ ０.００３)ꎮ 运动后ꎬ ＨＰ￣ＭＲ 组下饥饿的增加较低ꎮ

在 ＨＰ￣ＭＲ 条件下ꎬ 从禁食状态到运动后血液标志物的变化对

于胰岛素、 酪氨酸－酪氨酸肽和胰高血糖素样肽 １ 来说更大ꎬ

而对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 甘油三酯和甘油则更低ꎮ 我们

的主要发现是 ＨＰ￣ＭＲ 饮食在锻炼期间产生更高的脂肪氧化、

抑制饥饿并改善其后的代谢状况ꎮ

文献来源: Ｏｌｉｖｅｉｒａ ＣＬＰꎬ Ｂｏｕｌé ＮＧꎬ Ｂｅｒｇ Ａꎬ Ｓｈａｒｍａ

ＡＭꎬ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ＳＡꎬ Ｓｉｅｒｖｏ Ｍꎬ Ｇｈｏｓｈ Ｓꎬ Ｐｒａｄｏ ＣＭ. 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Ｈｉｇｈ￣Ｐｒｏｔｅｉｎ Ｍｅａｌ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ꎬ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ｎｇｅｒꎬ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２１ Ｊａｎ ５ꎻ １３

(１): １５５.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９０ / ｎｕ１３０１０１５５. ＰＭＩＤ: ３３４６６４６２ꎻ

ＰＭＣＩＤ: ＰＭＣ７８２４９６０.

摄入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对运动表现的影响:
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ｈｙｄ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ｎ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ｒｉａｌ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ｏｔｔｅ Ｌｉｎａ Ｋｌｏｂｙ Ｎｉｅｌｓｅｎꎬ Ｍａｘ Ｎｏｒｍａｎ Ｔａｎｄｒｕｐ Ｌａｍｂｅｒｔꎬ ａｎｄ Ｐｅｒ Ｂｅｎｄｉｘ Ｊｅｐｐｅｓｅｎ

【背景】
参加体育赛事的耐力运动员可能需要每天或连续几天完

成多次训练ꎬ 恢复时间有限ꎮ 促进能源物质 (例如肝糖原、

肌糖原) 的恢复和改善肌肉损伤修复的营养干预受到了很多

关注ꎮ

【目的】
本综述的目的是研究摄入碳水化合物 (ＣＨＯ) 和蛋白质

(ＰＲＯ) 对运动表现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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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通过搜索电子数据库 ＰｕｂＭｅｄ 和 ＥＭＢＡＳＥ 确定纳入的研

究ꎮ 进行随机效应荟萃分析以检查干预效果ꎮ 本综述共纳入 ３０

项随机对照试验 (ＲＣＴ)ꎬ 包括 ４３项试验和 ３２６名参与者ꎮ

【结果】
荟萃分析显示ꎬ 与仅摄入 ＣＨＯ 相比ꎬ 摄入碳水化合物和

蛋白质 (ＣＨＯ￣ＰＲＯ) 对疲劳时间 (ＴＴＥ) 和计时测验 (ＴＴ)

表现有总体显著影响 (ｐ ＝ ０.０３ 和 ｐ ＝ ０.０００７)ꎮ 亚组分析表

明ꎬ 与 ＣＨＯ 相比ꎬ 在运动期间和 /或之后提供补充剂时ꎬ 摄

入 ＣＨＯ￣ＰＲＯ 对 ＴＴＥ 有显著影响ꎮ 当实施长期恢复 (即≥８

小时) 时ꎬ ＣＨＯ￣ＰＲＯ 与仅 ＣＨＯ 相比显著改善了 ＴＴＥ (ｐ ＝

０.００１)ꎮ 然而ꎬ 当恢复时间很短 (即≤８ 小时) 时ꎬ 没有发

现任何影响ꎮ 当 ＣＨＯ￣ＰＲＯ 和仅 ＣＨＯ 补充剂是等热量时ꎬ 没

有观察到显著影响ꎮ 然而ꎬ 当补充剂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匹配

时 (ｐ<０.００００１)ꎬ 与仅 ＣＨＯ 相比ꎬ ＣＨＯ￣ＰＲＯ 的 ＴＴＥ 显著

改善ꎮ

【结论】
总之ꎬ 与仅 ＣＨＯ 相比ꎬ 联合补充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可

以提高 ＴＴＥ 和 ＴＴ 性能ꎮ 对运动员来说ꎬ 该结论为改善运动

表现提供了一种饮食补充策略ꎮ

补充蛋白质增加耐力训练的适应性: 一个系统
回顾和荟萃分析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杂志名称: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背景: 评估补充蛋白质对耐力训练适应性影响的试验报

道了相互矛盾的结果ꎮ 目的: 确定在健康人群和临床人群中ꎬ

慢性耐力训练期间补充蛋白质对有氧能力、 身体成分和运动

表现的影响ꎮ 设计: 在 ＰｕｂＭｅｄ、 Ｅｍｂａｓｅ、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和 ＣＩＮＡＨＬ 中ꎬ 针对耐力训练中补充蛋白质对有氧能力、 身

体成分和运动表现的影响ꎬ 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了系统数据

库搜索ꎮ 对所有包含耐力训练成分的研究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ꎬ 以

概述蛋白质补充的总体效果ꎮ 耐力训练的效果和补充蛋白质

的效果通过以耐力训练为重点的研究的 ｍｅｔａ 分析进行评估ꎮ

结果: １９ 项研究和 １１６２ 名参与者参与了分析ꎮ 与对照组相

比ꎬ 蛋白质补充组通过混合峰值摄氧量 (Ｖ Ｏ̇２ｐｅａｋ) 和峰值

负荷功率 (Ｗｐｅａｋ) (标准化平均差异 [ＳＭＤ] ＝ ０.３６ꎬ

９５％置信区间 [ＣＩ]: ０. ０５ ~ ０. ６７)ꎬ Ｖ ̇ｏ２ 峰 (平均差异

[ＭＤ] ＝０.８９ ｍＬｋｇ－１ｍｉｎ－１ꎬ ９５％ＣＩ: ０.０７~１.７０)ꎻ 有

较大的瘦肉质量增加 (ＭＤ＝０.３２ ｋｇꎬ ９５％ＣＩ: ０.０７ ~０.５８)ꎻ

并有较大的改善 (ＭＤ＝ －２９.１ꎬ ９５％ＣＩ: －５５.３ ~ －３.０)ꎮ 二

次分析表明ꎬ 除了耐力训练显著改善 Ｖ Ｏ̇２ｐｅａｋ (ＭＤ＝３.６７

ｍＬｋｇ－１ｍｉｎ－１ꎬ ９５％ＣＩ: ２.３２ ~５.０３) 外ꎬ 补充蛋白质

还使 Ｖ Ｏ̇２ｐｅａｋ (ＭＤ ＝ ０.９７ ｍＬｋｇ－１ｍｉｎ－１ꎬ ９５％ＣＩ:

－０.０３~１.９７) 增加了 ２６.４％ꎮ 结论: 在健康人群和临床人群

的慢性耐力训练中ꎬ 补充蛋白质进一步增加了有氧能力ꎬ 刺

激了瘦体重增加ꎬ 并提高了时间试验成绩ꎮ

文献来源: Ｌｉｎ ＹＮꎬ Ｔｓｅｎｇ ＴＴꎬ Ｋｎｕｉｍａｎ Ｐꎬ Ｃｈａｎ ＷＰꎬ

Ｗｕ ＳＨꎬ Ｔｓａｉ ＣＬꎬ Ｈｓｕ ＣＹ. Ｐｒｏｔｅｉｎ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

ｓｅｓ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ｌｉｎ Ｎｕｔｒ. ２０２１ Ｍａｙꎻ ４０ ( ５): ３１２３ －

３１３２. ｄｏｉ: １０.１０１６ / ｊ.ｃｌｎｕ.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２. Ｅｐｕｂ ２０２０ Ｄｅｃ １５.

ＰＭＩＤ: ３３３５８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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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保护性天然食物、 肌肉健康与肌少症:
一项针对老年人群观察和干预研究的系统性
文献回顾
Ｍｙ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ｏｌｅ Ｆｏｏｄｓꎬ Ｍｕｓｃ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Ａｎｔｏｎｅｔａ Ｇｒａｎｉｃ１ꎬ２ 　 Ｌｏｒｅｌｌｅ Ｄｉｓｍｏｒｅ１ꎬ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Ｈｕｒｓｔ１ꎬ２ 　 Ｓｉａｎ Ｍ.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ꎬ２ ａｎｄ Ａｖａｎ Ａ. Ｓａｙｅｒ １ꎬ２

１. 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Ｇｒｏｕｐ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 ＮＥ１ ７ＲＵꎬ ＵＫ

２. ＮＩＨＲ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Ｂｉｏｍｅｄ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ｒｅꎬ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ｓ ＮＨ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ｐｏｎ Ｔｙｎｅ ＮＥ４ ５ＰＬꎬ ＵＫ

３. Ｎｏｒｔｈｕｍｂｒｉａ 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 ＮＨ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ｓｔꎬ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Ｎｏｒｔｈ Ｔｙｎｅｓｉ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Ｎｏｒｔｈ Ｓｈｉｅｌｄｓ ＮＥ２９ ８ＮＨꎬ ＵＫ

　 　 随着年龄的增长ꎬ 骨骼肌力量和质量退化 (肌少症) 的

过程加速ꎬ 这一结果会导致人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ꎮ

饮食是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之一ꎬ 在肌肉老化中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ꎮ 然而ꎬ 与单一营养素 (如膳食蛋白质) 或膳

食模式 (如地中海饮食) 不同ꎬ 个体全食与肌肉健康之间的

关系尚未得到系统的评估ꎮ

我们旨在调查哪些天然食物 (肉、 鱼、 蛋、 水果和蔬菜

以及非液态奶制品) 可能对 ５０ 岁以上成年人的肌肉老化和肌

少症有益 (或起到肌肉保护作用)ꎮ 通过对四个电子数据库进

行系统搜索 (最后一次搜索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确定了 １９

项观察性研究和 ９ 项干预研究ꎮ 在以上研究中ꎬ 研究结果综

合显示了瘦肉红肉对肌肉质量或瘦体重的有益影响的强有力

和一致的证据ꎮ

观察性研究显示ꎬ 摄入较多的水果和蔬菜与更好的肌肉

功能相关ꎬ 但来自干预研究的证据则很少ꎮ 两种研究共同显

示ꎬ 非液体乳制品对肌肉质量有益ꎮ 有中等研究证据表明这

些食物在肌肉力量和肌少症中起到有益作用ꎬ 而关于其他天

然食物 (例如鱼、 鸡蛋) 对老年人肌肉健康有益的证据则有

限或不确定ꎮ

尽管目前的营养建议通常基于单一的营养方法ꎬ 但对于

进一步研究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和其他食物对肌肉健康作用ꎬ

将有助于基于天然食物指南的制定ꎬ 同时强调了这些食物中

的非蛋白质营养素对老年人肌肉保护的潜在重要性ꎮ

来源: Ｇｒａｎｉｃ Ａꎬ Ｄｉｓｍｏｒｅ Ｌꎬ Ｈｕｒｓｔ Ｃꎬ ｅｔ ａｌ. Ｍｙｏｐｒｏ￣

ｔ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ｏｌｅ Ｆｏｏｄｓꎬ Ｍｕｓｃｌ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ｒｃｏｐｅｎｉａ: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Ｏｌｄｅｒ Ａｄｕｌｔｓ [Ｊ] .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２０ꎬ １２ (８): ２２５７.

(魏昊　 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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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运动前的营养策略研究现状与发展方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林怡瑄　 宋　 鸽

北京体育大学

　 　 有氧运动顾名思义就是运动中机体需要使用氧气并进行

有氧代谢供能的运动方式ꎬ 而若持续进行 ６０ 分钟以上的长时

间有氧运动ꎬ 我们又可以称之为耐力运动ꎮ 运动时间和强度

是影响耐力运动效果的主要因素ꎬ 然而饮食也会调节耐力运

动刺激和细胞反应ꎮ 从奥运精英运动员到普通的体育爱好者ꎬ

各个级别的运动人群都面临着相同的疑问: 运动前应该吃什

么ꎬ 它对我的训练有什么影响? 那么目前我们对耐力运动前

营养得到了什么有效证据呢? 今后又将该如何探索呢?

近期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ꎬ Ｊ. Ａ.团队在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上发表了一篇关

于运动前营养对耐力运动反应研究现状和前景的综述ꎮ 并以

碳水化合物的摄取为核心ꎬ 对耐力运动前摄取营养的急性反

应、 长期训练适应和科学化运动三方面进行了整理ꎮ

图 １　 参考文献题目及作者

‹耐力运动前营养补充的急性反应›

底物氧化供能对维持长时间运动十分重要ꎬ 呼吸交换率

(Ｒｅ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ｉｏꎬ ＲＥＲ) 为二氧化碳呼出量和氧

气吸入量的比值ꎬ 可用于判断为人体提供能量的底物来源ꎮ

呼吸交换率通常介于 ０.７－１ 之间ꎬ 越接近 １ 表示越多碳水化

合物作为主要能量来源ꎬ 越接近 ０.７ 则代表越多脂质提供能

量ꎮ 作者整理了 １２５ 篇文献ꎬ 以呼吸交换率为结局指标比较

了运动前摄取碳水化合物与否、 肌糖原水平高低以及摄入食

物升糖指数的高低三方面对底物氧化的影响ꎮ

对耐力运动时间与呼吸交换率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ꎬ 在

补充碳水化合物 /禁食 (图 ２Ａ) 与高 /低升糖指数 (图 ２Ｃ)

状态下继续耐力运动ꎬ 其呼吸交换率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变化

相似ꎬ 而高 /低肌糖原状态下运动 (图 ２Ｂ) 的呼吸交换率差

异随着运动时间延长而逐渐减少ꎮ 此结果代表无论运动时间

长短ꎬ 运动前有无补充碳水化合物或摄取不同升糖指数食物

对呼吸交换率影响皆不大ꎬ 但人体处在高肌糖原状态下进行

运动ꎬ 则在运动初期可以提供较多葡萄糖作为供给能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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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营养状态与运动时间和呼吸交换率的关系

　 　 呼吸交换率除了受到运动时间影响ꎬ 与运动强度也有一

定关系ꎮ 耐力运动强度与呼吸交换率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ꎬ

低强度运动下补充碳水化合物 /禁食状态的呼吸交换率差异较

大ꎬ 并随着强度增加而差异减小 (图 ３Ａ)ꎬ 因为在低到中等

强度运动前摄取碳水化合物ꎬ 会升高血糖和胰岛素水平、 加

速骨骼肌吸收葡萄糖供能ꎬ 以及减少肝脏糖原分解ꎻ 升高的

胰岛素水平会进而减少脂质分解ꎬ 降低血液中游离脂肪酸和

肌肉甘油三酯的氧化能力ꎬ 因此如果是在早晨空腹状态下锻

炼ꎬ 通常会有更高的脂肪氧化水平ꎮ 而高 /低肌肉糖原 (图

２Ｂ) 或不同升糖指数食物 (图 ３Ｃ) 则对运动强度和呼吸交

换率的影响较小ꎮ

因此为了提高脂肪氧化供能ꎬ 大多数耐力运动员选择隔

夜禁食训练ꎬ 然而这可能使机体出现能量负平衡状态ꎬ 因此

作者提出未来需要进行提高能量摄入并且保持高水平脂肪氧

化的营养探索ꎮ

图 ３　 不同营养状态与运动强度和呼吸交换率的关系

‹耐力运动前营养补充的长期训练适应›

有关耐力运动前营养的研究常常为急性测试ꎬ 但是营养

摄入的急性反应与长期适应的结果往往有所出入ꎬ 且过往研

究较少关注四周以上长期饮食营养对运动效果的影响ꎬ 因此

作者整理出下图五ꎬ 呈现了不同碳水化合物可用性 (用来描

述运动中机体碳水化合物底物含量满足肌肉及中枢系统等能

耗需求程度的指标) 来源的实施方法:

该树状图共纳入 １７ 篇文献ꎬ 首先分为 “进食 /禁食状态”

或 “正常 /低肌肉糖原”ꎬ 接着再细分为是否在训练中摄取碳

水化合物ꎮ 区块粗细与研究文献数量有关ꎬ 较粗代表较多篇

文献研究ꎬ 问号则代表尚未被研究领域ꎮ 作者整理结果发现ꎬ

长期在进食 /禁食状态下训练不会对最大摄氧量等造成影响ꎬ

但可能会对能量底物可用性和线粒体大小产生影响ꎬ 尤其影

响无运动经历的人群ꎮ 但与急性反应不同的是ꎬ 几乎没有证

据表明长期禁食状态训练后脂肪氧化能力增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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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过往研究不同碳水化合物可用性来源的实施方法

‹科学化运动›

不同性别、 不同运动项目、 竞技水平和习惯饮食模式皆

会影响体内碳水化合物可用性ꎮ 制定最佳运动前饮食方式时ꎬ

应要注意运动时间和强度ꎬ 并将个人喜好也纳入考虑因素ꎮ

下图为作者所建议可优化运动效果的营养指南:

图 ５　 优化运动效果的营养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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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营养的制定首先要考虑运动时间的长短ꎬ 分界点为

９０ 分钟ꎬ 接着再分为低 /中强度或高强度运动ꎮ 运动时间拉长

或运动强度提升ꎬ 将使得肌糖原消耗量变大ꎬ 因此必须增加

运动前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摄取量以维持能量平衡ꎮ 而碳水

化合物摄取量也会影响生理信号通路ꎬ 分界点为 ７５ 克ꎬ 小于

７５ 克倾向提升脂质信号传导和增加脂质氧化速率ꎻ 大于 ７５

克则提升碳水化合物信号通路并增加内源性糖原能量储存ꎮ

运动前和运动期间内源性和外源性碳水化合物等供能物

质的可用性会对耐力运动产生急性和长期反应ꎮ 训练引起的

表现变化因所使用的营养方案类型而不同ꎮ 总而言之ꎬ 我们

需要根据运动时间、 强度等科学化制定营养策略ꎬ 而未来的

科学研究也需要扩大人群进一步探索ꎮ

文献来源:

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ꎬ Ｊ. Ａ.ꎬ Ｋｉｌｄｉｎｇꎬ Ａ. Ｅ.ꎬ ＆ Ｐｌｅｗｓꎬ Ｄ. Ｊ.

Ｗ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ｅａ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ｒｅ￣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ꎬ ２０２０. ２ (１１)ꎬ ３４７３.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９０ / ｎｕ１２１１３４７３

咖啡因摄入时机与最大脂肪氧化速率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Ｉｎｔａｋｅ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陈　 越

北京体育大学

　 　 研究显示ꎬ 运动员的耐力运动表现具有生物节律变化ꎬ

在下午时的耐力运动表现要优于清晨和深夜ꎮ 而且ꎬ 无论是

未经训练的个体ꎬ 或是接受过耐力训练的运动员ꎬ 下午的最

大脂肪氧化速率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ꎬ ＭＦＯ) 和引

起最大脂肪氧化速率的运动强度 (Ｆａｔｍａｘ) 都高于上午ꎮ

大量的研究证明ꎬ 运动前摄入咖啡因可以增加 ＭＦＯ 和有

氧能力ꎮ 咖啡因是否会减弱运动期间全身脂肪氧化速率和耐

力运动表现的生物节律变化ꎬ 以及咖啡因是否与能量代谢相

关的生物节律变化具有协同效应ꎬ 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ꎮ

因此ꎬ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等人设计了一个实验ꎬ 研究运动前摄入咖啡

因对有规律运动习惯的男性在递增负荷运动期间 ＭＦＯ 和

Ｆａｔｍａｘ生物节律的影响ꎮ 根据现有的科学文献ꎬ 在实验开始前

做出假设: 与基础值相比ꎬ 运动前摄入咖啡因会增加 ＭＦＯ、

Ｆａｔｍａｘ和 ＶＯ２ｍａｘꎬ 而且下午测得的值会高于上午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１８６ / Ｓ１２９７０－０２０－００４００－６

　 　 实验招募了 １５ 位男性受试者ꎬ 平均年龄 ３２ 岁ꎬ ＢＭＩ 位

于 １８.５－２８ｋｇ / ｍ２间ꎬ 没有吸烟习惯ꎬ 无咖啡因过敏史ꎬ 每日

的咖啡因摄入量小于 ５０ｍｇꎬ 有耐力训练经验 (每周三次及以

上训练ꎬ 持续时间两年及以上)ꎬ 最近一个月没有发生过肌肉

骨骼损伤问题ꎮ 同时ꎬ 他们被要求在干预期间保持原来的体

力活动水平和饮食习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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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采用三盲、 安慰剂对照、 交叉实验的设计方法ꎬ 受

试者共接受四次递增负荷测试ꎬ 每次测试间隔一周ꎮ 测试开

始前进行身高、 体重的测量ꎬ 并使用双能 Ｘ 射线吸收测定法

(ＤＸＡ) 测量身体成分及骨密度ꎮ 在每次测试前 ２４ 小时ꎬ 受

试者进行标准化饮食 (摄入的三大营养素比例需满足 ５０％碳

水化合物、 ３０％脂肪、 ２０％蛋白质)ꎮ 同时ꎬ 测试前 ４８ 小时

避免中等强度及以上的体力活动ꎮ

测试分别在上午 ８ 点和下午 ５ 点进行ꎬ 每位受试者需要

在不同的条件下完成 ４ 次测试 (上午运动摄入咖啡因 /上午运

动摄入安慰剂 /下午运动摄入咖啡因 /下午运动摄入安慰剂)ꎮ

测试前ꎬ 受试者需要摄入咖啡因 (３ｍｇ / ｋｇ) 或安慰剂ꎬ 仰卧

休息 ３０分钟后ꎬ 于功率自行车上进行递增负荷运动ꎮ 先用 ６０－

１００ｒｐｍ负荷蹬 ３ 分钟进行热身ꎬ 随后每 ３ 分钟增加 ２５ｗ 负

荷ꎬ 直到呼吸商达到 １.０ 时停止ꎮ 休息 ５ 分钟ꎬ 继续进行

ＶＯ２ｍａｘ测试ꎮ

在测试中使用间接测热法测定脂肪氧化量、 相对运动强

度以及 ＶＯ２ｍａｘꎬ 通过分析计算ꎬ 构建函数曲线ꎬ 得到ＭＦＯ 和

Ｆａｔｍａｘꎮ

研究人员根据受试者填写的问卷ꎬ 将他们的睡眠类型分

为了中度夜晚型、 中间型、 中度早晨型ꎮ

图 １　 实验流程示意图

表 １　 受试者基本信息

Ａｇｅ(ｙｅａｒｓ) ３２.４ ± ７.２

Ｗｅｉｇｈｔ(ｋｇ) ７９.９ ± １０.７

Ｈｅｉｇｈｔ(ｍ) １.８ ± ０.１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ｋｇ / ㎡) ２５.６ ± ２.３

Ｆａｔ ｍａｓｓ(％) １８.５ ± ３.９

Ｌｅａｎ ｍａｓｓ(ｋｇ) ６１.７ ± ９.０

ＨÖ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ｃｏｒ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ｖ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ｎ[％]) ０[０.０]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ｎ[％]) ５[３３.３]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ｎ[％]) ５[３３.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ｎ[％]) ５[３３.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ｔｙｐｅ(ｎ[％]) ０[０.０]

Ｖａｌｕ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ｍｅａｎ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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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午进行测试所测得的 ＭＦＯ、 Ｆａｔｍａｘ以及 ＶＯ２ｍａｘ均显

著高于上午 (Ｐ<０.０５)ꎮ 与安慰剂组相比ꎬ 在上午进行运动

测试的咖啡因组的平均 ＭＦＯ 增加了 １０.７％ (Ｐ<０.００１)、 平

均 Ｆａｔｍａｘ增加了 １１. １％ (Ｐ ＝ ０. ００５)、 平均 ＶＯ２ｍａｘ 增加了

３.９％ꎬ 而在下午进行运动测试的咖啡因组的平均 ＭＦＯ 增加

了 ２９％ (Ｐ<０.００１)、 平均 Ｆａｔｍａｘ增加了 １３.１％ (Ｐ＝０.００８)、

平均 ＶＯ２ｍａｘ增加了 ３.２％ꎮ

图 ２　 四次测试得到的 ＭＦＯ

　 　 Ａ 图黑线为所有受试者的平均 ＭＦＯꎬ 灰线为每位受试者

的个体 ＭＦＯꎮ Ｂ 图黑点或灰点表示每位受试者的个体 ＭＦＯꎬ

黑色方框和黑线分别表示标准偏差和最值ꎮ 不同组间若存在

相同字母表示此二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如 ａ－ａꎬ ｂ－ｂ)ꎮ

图 ３　 四次测试得到的 ＶＯ２ｍａｘ

　 　 Ａ 图黑线为所有受试者的平均 ＶＯ２ｍａｘꎬ 灰线为每位受试者

的个体 ＶＯ２ｍａｘꎮ Ｂ图黑点或灰点表示每位受试者的个体 ＶＯ２ｍａｘꎬ

黑色方框和黑线分别表示标准偏差和最值ꎮ 不同组间若存在

相同字母表示此二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如 ａ－ａꎬ ｂ－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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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四次测试得到的 ＶＯ２ｍａｘ

　 　 Ａ 图黑线为所有受试者的平均 ＶＯ２ｍａｘꎬ 灰线为每位受试者

的个体 ＶＯ２ｍａｘꎮ Ｂ图黑点或灰点表示每位受试者的个体 ＶＯ２ｍａｘꎬ

黑色方框和黑线分别表示标准偏差和最值ꎮ 不同组间若存在

相同字母表示此二组间存在显著性差异 (如 ａ－ａꎬ ｂ－ｂ)ꎮ

这项研究证实ꎬ 不论在一天中的什么时间进行运动ꎬ 运

动前摄入低剂量咖啡因 (３ｍｇ / ｋｇ) 均可以增加递增负荷运动

时测得的 ＭＦＯ、 Ｆａｔｍａｘ、 ＶＯ２ｍａｘꎮ 研究结果还显示ꎬ 上午运

动的咖啡因组测得的 ＭＦＯ 几乎与下午运动的安慰剂组得到的

结果相同ꎬ 这表明咖啡因摄入可能有助于抵消在运动表现中

观察到的生物节律变化ꎮ 研究人员认为ꎬ 耐力运动表现的生

物节律变化可能与人体核心体温相关ꎮ 因为人的体温在下午

最高ꎬ 此时骨骼肌的神经激活和收缩特性增强ꎬ 能量代谢增

加ꎬ 运动诱发的血浆儿茶酚胺浓度峰值也更高ꎮ 儿茶酚胺的

释放促进了骨骼肌和脂肪组织中脂肪分解的增加ꎬ 提高了血

浆游离脂肪酸含量ꎬ 脂肪氧化速率因此升高ꎮ 但该猜测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ꎮ

文献来源:

Ｒａｍíｒｅｚ Ｍａｌｄｏｎａｄｏ Ｍａｕｒｉｃｉｏ ｅｔ ａｌ.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ｆａｔ ｏｘｉｄ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ａ ｇｒａｄｅ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ｔｅｓ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ｄｉｕｒｎ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１ꎬ １８ (１)

不同剂量含咖啡因咖啡对女运动员肌肉耐力、
认知能力及心脏自主神经调节的影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ｆｆｅ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ｆｆｅｅ ｏｎ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杂志名称: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咖啡因因其众所周知的增强效果和提高运动表现的能力

而被精英运动员广泛服用ꎮ 然而ꎬ 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男性参与者的无水咖啡因形式上ꎮ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摄

入含咖啡因的咖啡对女运动员下肢肌肉耐力、 认知能力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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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变异性 (ＨＲＶ) 的影响ꎮ 共有 １７ 名参与者 (平均值±标准

差 (ＳＤ): 年龄＝２３±２ 岁ꎬ 体重 ＝ ６４±４ 公斤ꎬ 身高 ＝ １６８±

３ 厘米) 在随机交叉设计中完成了三个测试阶段ꎬ 之后摄入

３ ｍｇ / ｋｇ / ｂｍ 咖 啡 因 ( ３ＣＯＦ )、 ６ ｍｇ / ｋｇ / ｂｍ 咖 啡 因

(６ＣＯＦ) 从咖啡或脱咖啡因咖啡 (ＰＬＡ) 在 ６００ ｍＬ 热水中

提供ꎮ 测试结果包括: (１) 肌肉耐力表现的重复次数ꎻ (２):

认知表现的反应时间和反应准确度ꎻ (３): ＨＲＶ (心率变异

性) 参 数ꎬ 如 ｎｏｒｍａｌ￣ｔｏ￣ｎｏｒｍａｌ ( ＮＮ ) 区 间 的 标 准 差

(ＳＤＮＮ)、 逐次差的标准差 ( ＳＤＳＤ)、 逐次差的均方根

(ＲＭＳＳＤ)、 总功率 (ＴＰ)、 低频和高频功率 (ＬＦ / ＨＦ)、 高

频功率 (ＨＦ)、 归一化 ＨＦ (ＨＦｎｕ)、 低频功率 (ＬＦ) 和归

一化 ＬＦ ( ＬＦｎｕ) 的比率ꎮ 单向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ꎬ

３ＣＯＦ (ｐ＝０.０２４) 和 ６ＣＯＦ (ｐ＝０.０３６) 改善了第一组下半

身肌肉耐力以及认知能力 (ｐ＝０.０２５ꎬ 后测 ｐ＝０.０３５ꎬ 分别)

与 ＰＬＡ 相比ꎮ 然而ꎬ 上半身肌肉耐力试验之间没有检测到差

异 (ｐ＝ ０.０７)ꎮ 最后ꎬ 所有 ＨＲＶ 参数在试验之间没有变化

(ｐ>０.０５)ꎮ 总之ꎬ 摄入含咖啡因的咖啡可改善下肢肌肉耐力

和认知能力ꎬ 同时不会对心脏自主神经功能产生不利影响ꎮ

文献来源:

Ｋａｒａｙｉｇｉｔ Ｒꎬ Ｎａｄｅｒｉ Ａꎬ Ａｋｃａ Ｆꎬ Ｃｒｕｚ ＣＪＧＤꎬ Ｓａｒｓｈｉｎ

Ａꎬ Ｙａｓｌｉ ＢＣꎬ Ｅｒｓｏｚ Ｇꎬ Ｋａｖｉａｎｉ Ｍ.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ｏ￣

ｓｅｓ ｏｆ Ｃａｆｆｅｉｎａｔｅｄ Ｃｏｆｆｅｅ ｏｎ Ｍｕｓｃｕｌａｒ Ｅｎｄｕｒａｎｃｅꎬ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Ｃａｒｄｉａｃ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ｆｆｅｉｎｅ

Ｎａｉｖｅ Ｆｅｍａｌ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ｓ. Ｎｕｔｒｉｅｎｔｓ. ２０２０ Ｄｅｃ ２２ꎻ １３ (１): ２.

ｄｏｉ: １０. ３３９０ / ｎｕ１３０１０００２. ＰＭＩＤ: ３３３７４９４７ꎻ ＰＭＣＩＤ:

ＰＭＣ７８２１９３９.

马拉松运动员比赛后血清代谢组学变化
Ｒｕｎｎｅｒ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Ｒｅｎｇｆｅｉ Ｓｈｉ１ 　 Ｊｉｎ Ｚｈａｎｇ１ 　 Ｂｉｑｉｎｇ Ｆａｎｇ１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 Ｔｉａｎ１ 　 Ｙｕ Ｆｅｎｇ１ 　 Ｚｅｐｅｎｇ Ｃｈｅｎｇ１ 　

Ｚｈｏｎｇｙｕ Ｆｕ１ 　 Ｊｉｎｇ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１ 　 Ｊｉａｘｉ Ｗｕ２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Ｋｉｎｅｓｉｏｌｏｇｙ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ꎬ １８８ Ｈｅｎｇｒｅｎ Ｒｏａｄꎬ Ｙａｎｇｐｕ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３８ꎬ 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ｉｅｓꎬ Ｘｕｈｕｉ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 ９６６ Ｈｕａｉｈａｉ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ｏａｄꎬ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３１ꎬ Ｃｈｉｎａ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ｒｆｓｈｉ＠ ｓｕｓ.ｅｄｕ.ｃｎ

简介:

马拉松作为一种长距离有氧运动ꎬ 日益普及ꎮ 然而ꎬ 对

于运动员完成马拉松后的整体代谢变化ꎬ 在代谢组学方面知

之甚少ꎮ

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深入了解马拉松运动对人体代谢组学的

影响ꎬ 以及各种代谢产物之间的关系ꎮ

方法:

２０ 名受试者均为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成年男性ꎮ 在马拉松

比赛前后收集受试者的血清样本ꎬ 并通过非靶向全二维气相

色谱－飞行时间质谱法鉴定血清中的生化代谢物ꎮ

结果:

所有参与者均在 ３ 小时内完成马拉松比赛ꎮ 与运动前相

比ꎬ 血清尿素、 肌酸激酶以及皮质醇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ꎬ 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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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显著降低 (ｐ<０.０１)ꎮ 代谢组学分析表明ꎬ 与运动前相比ꎬ

运动后代谢产物丙酮酸、 甘油酸、 苹果酸、 顺乌头酸、 半乳

糖醛酸、 富马酸甲酯、 麦芽三糖等显著增加 (ｐ<０.０５)ꎬ 但氨

基葡萄糖和邻琥珀酰－Ｌ－高丝氨酸显著减少 (ｐ<０.０５)ꎮ 在氨

基酸指数方面ꎬ 运动后丙氨酸、 Ｌ－酪氨酸和苯丙氨酸等显著

升高 (ｐ<０.０５)ꎬ 而丝氨酸、 缬氨酸和天冬酰胺显著降低

(ｐ<０.０５)ꎮ 在脂质代谢指标方面ꎬ 甘油、 甘油酸、 辛酸、 奎

宁酸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ꎬ 同时ꎬ 茶碱、 黄嘌呤和其他咖啡因

代谢指标也显著升高 (ｐ<０.０５)ꎮ 此外ꎬ 马拉松成绩、 脂肪百

分比、 最大摄氧量和血红蛋白与血清代谢指标相关ꎮ

结论:
马拉松比赛后ꎬ 表现为运动员的糖、 脂代谢增强的同时ꎬ

血清葡萄糖胺代谢降低和咖啡因代谢物增加ꎬ 这些数据为马

拉松运动员的比赛成绩和营养状态提供了新的见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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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著名专著及其中文译本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的中文译本 «实用运动营养学»

２０２０ 年体育科学 Ｓｃｉ 期刊及其影响因子

　 　 运动医学及运动营养学研究以欧美发达国家比较深入ꎬ

均有相应的学会和会刊ꎬ 会刊基本是国际知名刊物ꎮ 每个专

业学会每年均有年会ꎬ 参加人数多ꎬ 投稿质量高ꎬ 尤其是原

创性研究多ꎬ 影响广泛ꎮ

体育科学 Ｓｃｉ 期刊 ２０２０ 年影响因子列表如下:

２０２０ 版 ＪＣＲ体育科学类 ＳＣＩ期刊

(按影响因子顺序排列)

序号 期刊名称　 　 　 　 　 　 ＪＩＦ

１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３.８００

２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１.１３６

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７.１７９

４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６.７３６

５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ＩＭＭＵ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６.３０８

６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６.２３０

７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６.２０２

８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５.４１１

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５.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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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ＪＩＦ

１０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ＯＰＥＮ ４.８３０

１１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４.７８５

１２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４.７７２

１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４.７５１

１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４.６７４

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４.５９９

１６ ＫＮＥＥ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４.３４２

１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４.３１９

１８ 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４.２２１

１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４.１５５

２０ ＳＰＯＲ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１１９

２１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４.０５０

２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４.０１０

２３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３.９６６

２４ ＳＰＯＲＴＳ ＨＥＡＬＴＨ￣Ａ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３.８４３

２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７７５

２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３.６９１

２７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６３８

２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ＰＯＲ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５８５

２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５３１

３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３３７

３１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３.１１８

３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ＦＩＴＮＥＳＳ ３.１０３

３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３.０７８

３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ＢＯＷ ＳＵＲＧＥＲＹ ３.０１９

３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３.０１６

３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９８８

３７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２.９２９

３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９１２

３９ ＱＵＥＳＴ ２.９１０

４０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ＴＨＬＥＴＩＣ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２.８６０

４１ ＧＡＩＴ ＆ ＰＯＳＴＵＲＥ ２.８４０

４２ ＳＰＯＲＴＳ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８３２

４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ＩＮ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 ２.８１５

４４ Ｂ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２.８０６

４５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７２７

４６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 ＮＵＴＲ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ＳＭ ２.６６５

４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 ＴＲＡＵＭＡ ２.５１２

４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ＦＯＲ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 ２.５００

４１１



续表

序号 期刊名称　 　 　 　 　 　 ＪＩＦ

４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Ｙ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ＫＩＮ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２.３６８

５０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ＲＡＰＹ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２.３６５

５１ 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３３

５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０４

５３ ＰＭ＆Ｒ ２.２９８

５４ ＰＨＹＳＩＣＩＡＮ ＡＮＤ ＳＰＯＲＴＳ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２４１

５５ ＫＮＥＥ ２.１９９

５６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２.１９３

５７ ＣＬＩＮＩＣ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１８２

５８ ＨＵＭＡ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１６１

５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２.１５９

６０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１４３

６１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１３４

６２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６３

６３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ＯＰＹ ＲＥＶＩＥＷ １.９８５

６４ ＨＩＧＨ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 Ｂ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１

６５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９６１

６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Ｔ １.９５０

６７ ＢＭＣ ＳＰＯＲＴ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４

６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１.９３１

６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ＢＩ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８３３

７０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７３３

７１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ＴＮＥＳＳ １.６３７

７２ ＷＩＬＤＥＲＮＥＳＳ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１.５１８

７３ ＳＰＯＲ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 １.４５３

７４ ＫＩＮＥＳＩＯＬＯＧＹ １.４５２

７５ ＭＯＴＯ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４２２

７６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 Ｙ ＣＩＥＮＣＩＡＳ ＤＥ ＬＡ ＡＣＴＩＶＩＤＡＤ ＦＩＳＩＣＡ Ｙ ＤＥＬ ＤＥＰＯＲＴＥ １.４０６

７７ ＡＣＳＭＳ ＨＥＡＬＴＨ ＆ ＦＩＴＮＥＳ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３６４

７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ＴＯＲ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１.３２８

７９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ＰＡＲＴ Ｐ￣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２６３

８０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ＯＦ ＢＵＤＯ １.１１３

８１ ＳＰＯＲＴＶＥＲＬＥＴＺＵＮＧ￣ＳＰＯＲＴＳＣＨＡＤＥＮ １.０７７

８２ ＰＨＹＳＩＫＡＬＩＳＣＨＥ ＭＥＤＩＺＩＮ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ＤＩＺＩＮ ＫＵＲＯＲＴＭＥＤＩＺＩＮ ０.９０３

８３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ＳＰＯＲＴＳ ０.７８９

８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 ＤＥＬＬＯ ＳＰＯＲＴ ０.７２３

８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０.６００

８６ ＲＥＶＩＳＴＡ ＢＲＡＳＩＬＥＩＲＡ ＤＥ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 ＤＯ ＥＳＰＯＲＴＥ ０.５８９

８７ ＩＳ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０.５１９

８８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０.２８０

５１１



« 营养新观察 » 刊物征订表

姓 　 　 名 :

联系电话 :

工作单位 :

工作职务 :

邮寄地址 :

工作内容 :

Ｅ￣ｍａｉｌ邮箱:

您更喜欢哪种方式来阅读我们的刊物ꎬ 请在□里打 √———

电子版刊物 □ꎻ 纸质版刊物 □

您可邮寄 /传真 /扫描并电子邮件回复我们: (方式可三选一)

———我们的联系方式:

<达能营养中心 >
邮编: １０００５０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南纬路 ３１ 号 ６０２ 室

电话 /传真: ０１０￣８３１３２９２１　 ０１０￣８３１３２６２５

网址: ｗｗｗ.ｄａｎ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ｃｎ

Ｅ￣ｍａｉｌ: ｄａｎ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ａｎｏｎ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ｒｇ.ｃｎ

联系人: 张国雄






	61ml.pdf
	61dn1.pdf
	61DN2.pdf
	61DN3.pdf
	61DN3加.pdf
	61DN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