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53/54级轮椅竞速运动员最大乳酸稳态特征研究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Characteristic in
Class T53/54 Wheelchair Racing Athletes

章凌凌 1，2，吴雪萍 2，黄 鹏 3，顾正秋 2，王晓路 2，黎涌明 2，曹智超 2*

ZHANG Lingling1，2，WU Xueping2，HUANG Peng3，GU Zhengqiu2，

WANG Xiaolu2，LI Yongming2，CAO Zhichao2*

摘 要：目的：探究T53/54级轮椅竞速项目的最大乳酸稳态，确定符合T53/54级轮椅竞速

生理学特征的有氧训练强度划分标准。方法：招募 10 名 T53/54 级轮椅竞速运动员（年龄

21.9±4.2岁，坐高89.6±3.5 cm，体质量53.9±6.1 kg，训练年限4.0±2.7年）在户外标准400 m

田径场分别完成1次1 500 m全力运动测试、1次5级递增负荷测试和2～6次30 min恒定负

荷测试。两次测试之间间隔24 h以上，在30 min恒定负荷测试的热身前后、测试开始前和

测试开始后每5 min即刻和测试全部结束后1 min、3 min、5 min、7 min、10 min采集10 µl耳

血进行血乳酸分析，对测试全程的速度和心率变化进行监控。根据个体在递增测试中计算

得出的 V-LT4 作为第一次恒定负荷测试强度。下一次恒定负荷测试强度根据前一次恒定

测试中的血乳酸变化进行调整（±1.5%～5.0%），直至受试者个体血乳酸不能维持稳态为

止。最大乳酸稳态（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MLSS）的判定标准为在最后20 min恒定负

荷测试中乳酸浓度上升不超过 1.0 mmol/L。运用内插法计算出递增负荷测试中血乳酸值

在 4.0 mmol/L、5.0 mmol/L、5.3 mmol/L 时所对应的速度。结果：T53/54 级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 血乳酸值为 5.3±1.0 mmol/L，速度为 23.9±1.2 km/h，显著高于递增负荷中计算的

4 mmol/L乳酸阈（23.1±1.7 km/h，P＜0.05），与递增负荷中计算的5 mmol/L乳酸阈（23.6±

1.9 km/h，P＞0.05）、5.3 mmol/L 乳酸阈（23.9±1.9 km/h，P＞0.05）接近。结论：残奥会 T53/

54 级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 水平明显高于 4 mmol/L 乳酸阈，建议采用 5.3 mmol/L 代替

4 mmol/L 乳酸阈，作为我国轮椅竞速 T53/54 级项目有氧训练强度划分标准和训练监控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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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 the maximum lactate steady state of T53/54 wheelchair

racing project and determine the division standard of aerobic training intensity in line with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53/54 wheelchair racing. Methods: Ten class T53/54 wheel‐

chair racers were recruited (age: 21.9±4.2 years old, sitting height: 89.6±3.5 cm, weight:

53.9±6.1 kg, training time: 4.0±2.7 years) to participate an incremental workload test which

including one 1 500 m full strength exercise test, one level five incremental load test and 2～6

times 30 min constant workload test. The interval between two tests was more than 24 h. A 10 µl

blood sample was taken from the ear lobe before and after warm-up, immediately after each

step, during the 1 min, 3 min, 5 min, 7 min, 10 min of recovery in 30 min constant test and mon‐

itoring the changes of speed and heart rate throughout the test. Workload of the first constant

test corresponded to the V-LT4 measure during the incremental load test. Depending on the lac‐

tate change in the last constant workload test, adjusting the following test workload (±1.5%～

5.0%) which until the individual blood lactic acid of the subjects could not maintain homeosta‐

sis.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MLSS) was judged by the fact that lactate concentration did

not rise more than 1.0 mmol/L in the last 20 min constant workload. The corresponding speed

of blood lactate value at 4.0 mmol/L, 5.0 mmol/L and 5.3 mmol/L in incremental load test was

calculated by interpolation method. Results: The blood lactate value at MLSS of class T53/54

wheelchair racing was 5.3±1.0 mmol/L. The measured MLSS speed (23.9±1.2 km/h) was s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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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ficant higher than the incremental test of 4 mmol/L (23.1±1.1 km/h, P＜0.05), it was similar

with the incremental test of 5 mmol/L (23.6±1.9 km/h, P＞0.05), 5.3 mmol/L (23.9±1.9 km/h,

P＞0.05). Conclusions: The MLSS level for class T53/54 wheelchair racers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4 mmol/L lactate threshold, it recommend that to use 5.3 mmol/L which replace

4 mmol/L lactate threshold as the division standard of aerobic training intensity and training

monitoring index of wheelchair racing T53/54 in China.

Keywords: wheelchair racing;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lactate thres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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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乳酸稳态（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MLSS）指

恒定负荷运动时不引起乳酸持续堆积的最高乳酸浓度和

最大运动负荷（Beneke，1995；Heck et al.，1985），其代表了

在长时间恒定负荷状态下血乳酸浓度提高的上限（黎涌

明，2013；Beneke et al.，2000）。MLSS 作为教练员制定有

氧训练强度的标准（Billat et al.，2003；Heck et al.，1985；

Madrid et al.，2016），被应用于评价运动员个体的有氧能

力（Beneke et al.，1996b，2000；Heck et al.，1985）和判别其

他无氧阈测试方法的有效性（郜卫峰 等，2010；Faude et

al.，2009；Macintosh et al.，2002）。准确获取 MLSS 需要至

少 2～6 次不低于 30 min 的恒定负荷测试，同时确保 2 次

恒定负荷测试之间至少间隔 24 h 以上（Beneke，2003a；Li

et al.，2014）。由于该测试流程繁琐、耗时，需要运动员与

教练员高度配合。因此，有研究者试图找到可替代MLSS

测试的方法，以简化测试流程。包括采用心率（Sales et

al.，2011）、通气阈（Alberto et al.，2006）、血乳酸（Mader et

al.，1976）、血糖（Simoes et al.，2003）和主观疲劳度（the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Madrid et al.，2016）等测

试方法。

Mader 等（1976）发现，跑步项目运动员（在次最大强

度下）的 MLSS 为 4 mmol/L（范围 3.05～5.52 mmol/L），至

此将血乳酸为 4 mmol/L时对应的运动强度定义为乳酸阈

（lactate threshold，LT4），并广泛应用于周期性水上和陆上

项目的耐力训练中（林微微 等，2013；Beneke et al.，1991）。

然而有研究发现，不同运动方式的 MLSS 值差异较大，在

2～7 mmol/L（Billat et al.，2003）。因此，当以跑步测量

MLSS 为基础的 LT4 值用于其他项目的运动训练中，极有

可能低估或高估了这一运动项目真实的乳酸阈强度，以

乳酸阈为依据制定的耐力训练强度就可能偏低或偏高

（黎涌明，2013）。

轮椅竞速项目是以上肢发力为主的周期性体能类项

目，运动过程中运动员的心率、血乳酸、峰值摄氧量等生

理指标由于残疾程度不同而具有较大差异。根据不同的

损伤类型和残疾程度将运动员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类是

脊髓损伤、肢体残疾和脊髓灰质炎运动员（T5i，i.e.，i=1，

2，3，4 级，包括脊髓损伤水平在 C5-6，C7-8，T1-7 和 T8-

S4）；第二类是脑瘫运动员（T3i，i.e.，i=1，2，3，4级，包括痉

挛型、共济失调型和手足徐动型）（章凌凌 等，2016）。运

动员需借助竞速轮椅参与运动，对有氧能力有较高的要

求（Bhambhani，2002）；同时，运动员存在下肢功能缺失、

肌肉萎缩、脊髓损伤、神经协调控制能力障碍等损伤，使

其生理能力与健全人相比具有较大差异（Campbell et al.，

2004；Price，2010）。目前，我国教练员仍然使用 4 mmol/L

乳酸阈作为轮椅竞速耐力训练强度的标准，但轮椅竞速

项目的最大乳酸稳态是否为 4 mmol/L 尚不明确。鉴于

此，本研究旨在探究 T53/54 级轮椅竞速项目最大乳酸稳

态和最大乳酸稳态水平对应的速度。研究假设 T53/54 级

轮椅竞速运动员的最大乳酸稳态大于 4 mmol/L。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招募某省 T53/54 级轮椅竞速队运动员 10 人（年龄

21.9±4.2 岁，坐高 89.6±3.5 cm，体质量 53.9±6.1 kg，受伤

年限 17.3±8.1 年，训练年限 4.0±2.7 年）（表 1）自愿参加

本测试。其中，T54级 7人，为截肢、脊髓灰质炎和脊髓T9

以下水平损伤运动员；T53 级 3 人，为脊髓 T1～T8 水平损

伤。根据残奥会和世锦赛的竞赛规则，运动员可同时参

加所有项目（100 m 至马拉松）的比赛。本研究 10 名受试

者中，在 2019 年轮椅竞速世界排名中单项进入前 3 名的

有 3 人，前 8 名的有 6 人，排名 9～20 的有 1 人。测试之前

要求受试者熟知测试流程、要求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测试在运动员的赛季前期完成，本研究

各测试流程均符合有关实验伦理的规定。

1.2 测试流程

每名受试者使用自己的竞速轮椅在户外 400 m 标准

田径场分别完成 1次 1 500 m模拟比赛测试、1次 5级递增

负荷测试和 2～6次 30 min恒定负荷测试。受试者在测试

前一天避免参加剧烈的身体运动，测试当天保持正常饮

食习惯，进食时间离测试时间需≥1.5 h，可以正常饮水但

是不可饮用含咖啡因和酒精的饮料。每次测试前先进行

15 min 的准备活动，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准。测试全程，研

究人员和工作人员在跑道外圈跟随受试者并不断进行口

头鼓励。测试时间为 8：00—12：00 和 13：30—17：00。为

减小昼夜变化，受试者每次测试都在一天的同一时间段

进行，2 次测试之间间歇时间≥24 h。测试期间平均温度

为 22.2 ℃±2.8 ℃，湿度 72.4%±11.4%，大气压强 1 025.5±

125.9 Kpa。

1.2.1 1 500 m全力运动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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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试者测试全程佩戴 GPSports 运动表现追踪模块

（GPSports HPU，Canberra，Australia）在田径场完成一次

1 500 m 全力运动测试，根据受试者成绩计算出 1 500 m

测试的平均速度（27.4±2.5 km/h）。

1.2.2 递增负荷测试

采用 5级递增负荷测试，每级测试时间为 5 min，两级

之间间歇 1 min（图 1）。根据受试者个体在 1 500 m 测试

中平均速度的 75%、80%、85%、90%、95%作为递增负荷强

度依据。工作人员在测试前制作测试音频（在每级开始

前 30 s、开始即刻、50 m 距离间距和每级结束时会有提示

音频），并在户外标准 400 m 田径场设置标志杆（每 50 m

设置 1 个）；同时，受试者竞速轮椅上自带实时速度显示

器。要求受试者在测试过程中尽可能根据音频节拍和既

定速度要求完成测试。

运动员热身结束后安静地坐在轮椅上，在此期间装

戴好心率带（Polar Accurex Plus，Ploar Electro Oy，Finland）

和 GPSports 运动表现追踪模块后开始测试。测试过程中

对受试者的心率、速度变化进行全程监测；采集受试者准

备活动前后，测试开始前，每一级结束后即刻和测试全部

结束后第 1 min、3 min、5 min、7 min、10 min 耳血 10 µl，并

及时放入保温箱于测试当天运用血乳酸分析仪（Bios‐

enC_Line，EKF Diagnostic，Germany）进行分析。实际 10 名

受试者中，9人全部完成 5级递增负荷测试，1人在最后一

级的测试中无法达到速度的要求而终止测试。本研究

中，每级递增负荷测试完成情况和对应的血乳酸值分别

为：76.3%±1.3%（2.4±1.0 mmol/L）、81.1%±1.5%（2.8±

1.4 mmol/L）、85.6%±1.3%（4.4±2.1 mmol/L）、91.1%±5.1%

（6.5±3.3 mmol/L）、95.1%±3.5%（8.9±4.2 mmol/L），血乳

酸 4 mmol/L 基本出现在第三级到第四级之间，达到测试

要求。

根据递增负荷中受试者个体每级测试的速度和对应

血乳酸值制作速度-血乳酸曲线图，运用Heck等（1985）和

Mader 等（1976）提出的内插法计算出个体在递增负荷中

血乳酸为 4.0 mmol/L、5.0 mmol/L、5.3 mmol/L 时对应的速

度。内插法计算方法为：y=（y2-y1）×（x-x1）/（x2-x1）＋y1。

其中，x 为血乳酸代入值，x1为第三级测试血乳酸值，x2为

第四级测试血乳酸值，y1为第三级测试平均速度，y2为第

四级测试平均速度，y为计算得出的个体在递增负荷测试

中血乳酸是 4.0 mmol/L、5.0 mmol/L 和 5.3 mmol/L 时对应

的速度。

1.2.3 恒定负荷测试

采用 30 min恒定负荷测试，每级 5 min，级与级之间间

歇 45 s（图 2）。第一次恒定负荷测试强度以个体在递增

负荷测试中计算得出的V-LT4（个体血乳酸在 4 mmol/L对

应的速度）为标准。采集受试者每次恒定负荷测试热身

前后，测试开始前和测试开始后每 5 min 结束即刻血乳酸

和测试全部结束后 1 min、3 min、5 min、7 min、10 min 耳血

进行血乳酸分析，并对受试者整个测试过程中的心率和

速度指标进行监控。

在 30 min的恒定负荷运动中，将最后 20 min的血乳酸

浓度上升不超过 1.0 mmol/L 判定为 MLSS（Beneke，2003a；

Heck et al.，1985）。如果前一次恒定负荷测试中观察到的

血乳酸浓度达到稳定状态或者出现下降，则在下一次恒

图1 递增负荷测试流程

Figure 1. Experiment Procedure of Incremental Exercise Tests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受试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标准差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

—

级别

T54

T54

T54

T54

T54

T54

T54

T53

T53

T53

—

—

损伤类别

Amp.

Polio

Amp.

Amp.

Polio

Polio

SCI

SCI

SCI

Polio

—

—

年龄/岁

17

18

22

24

20

18

24

22

18

31

21.9

4.2

坐高/cm

90

95

90

94

90

86

89

90

88

84

89.6

3.5

体质量/kg

61.0

48.0

56.0

61.0

65.7

50.0

53.0

49.5

48.0

54.0

53.9

6.1

臂展/cm

171.0

180.0

176.5

184.0

176.5

165.0

185.0

166.0

180.0

170.0

175.9

7.4

TPI/年

4

17

4

20

20

18

24

6

17

30

17.3

8.1

训练年限/年

3

2

4

7

3

3

2

3

2

10

4.0

2.7

注：Amp.：截肢；Polio：脊髓灰质炎；SCI：脊髓损伤；TPI：受伤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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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负荷测试中增加 1.5%～5.0% 负荷，直至血乳酸浓度不

能维持稳态为止。如果前一次恒定负荷测试中的血乳酸

浓度在最后 20 min增加明显（超过 1.0 mmol/L），或者是受

试者由于疲劳而终止测试，则在随后的恒定负荷测试中

降低 1.5%～5.0% 负荷进行测试。将 MLSS 负荷下的恒定

负荷测试中第 15 min、20 min、25 min、30 min 的血乳酸平

均值作为最大乳酸稳态水平下的血乳酸值（MLSS-BLC），

对应的速度为MLSS的负荷强度（MLSS-V）。

1.3 数理统计

使用 SPSS（SPSS Statistics 20，IBM Corporation，USA）

软件计算出受试者个体的 MLSS 值；将 MLSS-BLC 与大于

MLSS负荷的血乳酸值、MLSS-V与大于MLSS负荷的速度

分别进行配对样本 t 检验；将 MLSS-BLC 与 MLSS-V 进行

相关性分析；MLSS-V与递增负荷中计算得出的个体血乳

酸值在 LT4、LT5、LT5.3 对应的速度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

析。以上统计均取 P＜0.05 为显著水平，所有数据都以平

均值±标准差（M±SD）表示。

2 研究结果

本研究 10 名受试者全部完成了超过 MLSS 负荷的

30 min恒定负荷测试，表 2可见受试者完成的最大乳酸测

试结果。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BLC 和 MLSS-V 分别为

5.3±1.0 mmol/L（范围 4.2～6.5 mmol/L）和 23.9±1.2 km/h

（范围 22.3～25.2 km/h）。MLSS-V 达到了递增负荷中最

大速度的 81.7%±3.4%（范围 78.2%～88.6%）。MLSS 负

荷下，5～30 min 的血乳酸和速度显著低于超过 MLSS 负

荷的血乳酸和速度（P＜0.05；图 3）。此外，通过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MLSS-BLC 与 MLSS-V 之间无显著性相

关（P=0.618，R2=0.193）。

通过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图 4），轮椅竞速运动

中 MLSS-V 与递增负荷中 V-LT4 存在显著差异（23.9±

1.2 km/h vs. 23.1±1.7 km/h，P＜0.05），与 V-LT5（23.6±

1.9 km/h，P＞0.05）和 V-LT5.3（23.9±1.9 km/h，P＞0.05）

相似。

3 分析与讨论

长期以来，我国教练员一直采用 4 mmol/L乳酸阈作为

轮椅竞速项目有氧训练强度的标准，这一标准是基于健全

人跑步运动MLSS测试的结果，其是否适用于轮椅竞速项

目有待商榷。现有研究表明，不同运动项目MLSS会因运

动方式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为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直接测

试T53/54级轮椅竞速运动员的MLSS，判别 4 mmol/L能否

作为乳酸阈强度应用于该项目的运动实践。

3.1 轮椅竞速项目的最大乳酸稳态

本研究发现，T53/54 级轮椅竞速运动员的 MLSS 为

5.3±1.0 mmol/L。虽然本研究受试者的年龄、性别和运动

水平具有一定差异，但发现MLSS不受性别（Beneke et al.，

图2 恒定负荷测试流程

Figure 2. Experiment Procedure of Constant Workload Tests

表2 轮椅竞速项目最大乳酸稳态测试结果

Table 2 Wheelchair Racing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Results

项目/单位

MLSS-BLC/（mmol·L-1）

MLSS-Vave/（km·h-1）

MLSS-Vmax/（km·h-1）

MLSS-HRave/bpm

V-LT4/bpm

V-MAX/（km·h-1）

V-MAX/%

平均值

5.3

23.9

26.5

160.1

22.8

29.3

81.7

标准差

1.0

1.2

1.8

9.3

1.7

1.8

3.4

注：MLSS-BLC：MLSS 水平下的血乳酸值；MLSS-Vave：MLSS 强度

下的平均速度；MLSS-Vmax：MLSS强度下的峰值速度；MLSS-HRave：

MLSS强度下的平均心率；V-LT4：个体在递增负荷测试中计算出的

4 mmol/L 血乳酸对应的速度；V-MAX：递增负荷测试中的最快速

度；%V-MAX：MLSS强度对应的递增负荷中最高强度百分比。

4



章凌凌，等：T53/54级轮椅竞速运动员最大乳酸稳态特征研究

2009）、年龄（Beneke et al.，1996a，2009）、运动成绩（Beneke

et al.，2000）和项目代谢特征（Beneke et al.，1996b）的影

响。因此，本研究结果可以代表 T53/54 级轮椅竞速项目

的MLSS。

MLSS 主要受运动方式（Billat et al.，2003；Hoffman et

al.，1996）、运动时可募集的肌肉量（上肢、下肢、全身

运动）（Beneke，2003b；Denadai et al.，2005）和肌纤维比

例（Beneke et al.，1996b；Johnson et al.，1973）的影响。从

运动方式来看，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 会明显高于健全

人跑步（4.02 mmol/L）（Heck et al.，1985）、自行车（3.9～

5.1 mmol/L）（Aunola et al.，1992；Beneke et al.，2000，

2009）、赛艇（2.95～3.10 mmol/L）（郜卫峰 等，2010；Beneke，

1995；Beneke et al.，1996b）和游泳（3.25 mmol/L）（Dekerle

et al.，2004）等以上、下肢共同参与的运动方式。一方面，

轮椅竞速项目是以上肢为主的运动（章凌凌 等，2016），

由于人体上肢肌肉中的快肌纤维百分比高于下肢（John‐

son et al.，1973），该项目的特殊运动方式导致运动过程中

有更多的乳酸产生和摄氧量动力学的快速组成部分较长

（Koppo et al.，2002；Pendergast et al.，1979，1989）；另一方

面，乳酸穿梭理论（Lactate Shuttle Theory）认为乳酸的生

成和清除取决于运动强度、时间和参与运动的肌肉量

（Brooks，1986；Heck et al.，1985），即动用肌肉量越多的

运动项目，MLSS 的血乳酸值越低。因此，T53/54 级轮椅

竞速项目的 MLSS 高于上、下肢共同参与的运动项目，而

与同是上肢运动方式为主的皮艇项目（5.4 mmol/L）（Li et

al.，2014）结果接近。

通过检索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Perret 等（2012）通过

乳酸最小测试（lactate minimum test，LMS）和 LMHR（HR

at lactate minimum）的耐力测试方法对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 进行研究，测试结果为 4.1±2.2 mmol/L，低于本研

究结果。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两项研究在受

试者残疾类别、测试环境和仪器（实验室跑台 vs. 室外场

地测试）以及测试方案（基于心率控制的非恒定负荷测试

vs. 基于乳酸的恒定负荷测试）的不同。目前，有研究发

现，LTM 测试结果并不能准确获得 MLSS 强度（Jones et

al.，1998），其测试方法缺乏标准化并会受到较多因素的

影响（Carter et al.，1999）。以最小乳酸心率为基础进行的

非恒定负荷测试是否能获得准确 MLSS-V 尚待进一步的

研究。

本研究中轮椅竞速 MLSS-BLC 的个体差异为 4.2～

6.5 mmol/L。在成人和儿童中的研究发现，MLSS-BLC 的

个体差异在 25% 左右（Beneke et al.，2001），目前对造成

这一差异的原因尚不清楚（Billat et al.，2003）。

3.2 轮椅竞速最大乳酸稳态水平下的强度特征

MLSS-V 是最大乳酸稳态水平下的运动强度，在长距

离有氧训练中更多用速度反映。MLSS-V 代表了从低强

度脂肪供能为主到高强度以碳水化合物供能为主（糖原、

葡萄糖）的转换。本研究中，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V 为

23.9±1.2 km/h，相当于递增负荷最大强度的 81.7%±3.4%。

同时，轮椅竞速项目的MLSS强度与MLSS-BLC无显著相

关（P=0.618，R2=0.193）。 这 与 Beneke（2003b）和 Li 等

（2014）的研究结果接近，发现MLSS-V稳定在最大强度的

70%～80%，不受运动成绩和运动方式的影响。

Heck 等（1985）、Steidl（1993）在跑台和自行车测功仪

的研究中证明 4 mmol/L 乳酸阈可以代表 MLSS 强度的平

均值。但是在赛艇（Beneke，1995）、速度滑冰（Beneke et

al.，1991）和手摇测功仪（Krüger et al.，1990）研究中发现

LT4 显著低估了 MLSS-V。本研究同样发现，轮椅竞速多

级递增负荷中计算的血乳酸值在 4 mmol/L（LT4）时对应

的强度显著低于轮椅竞速 MLSS-V（P＜0.05），在实际训

图4 轮椅竞速项目MLSS-V与多级递增负荷中V-LT4、V-LT5、

V-LT5.3比较

Figure 4. Comparison between MLSS-V Workload and

Multistage Incremental Load at V-LT4，V-LT5，V-LT5.3

注：MLSS-V：MLSS 负荷下对应的速度；V-LT4、V-LT5、V-LT5.3：递

增负荷中个体血乳酸 4 mmol/L、5 mmol/L、5.3 mmol/L 所对应的速

度；※表示与MLSS-V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与V-LT4速

度相比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

图3 MLSS负荷血乳酸与高于MLSS负荷血乳酸比较

Figure 3. Blood Lactate Comparison between MLSS Loaded

and that Higher than MLSS Loaded

注：MLSS-V：MLSS 负荷下的速度（n=10）；＞MLSS-V：高于 MLSS

负荷的速度（n=8）；※表示 MLSS-BLC 和＞MLSS-BLC 比较具有显

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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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中使用LT4强度进行有氧训练会导致强度的偏低，进而

影响训练效果。本研究 MLSS-V 结果与递增负荷中血乳

酸值在 5.3 mmol/L时对应强度最为接近。因此，建议使用

LT5.3代替LT4作为轮椅竞速T53/54级项目有氧耐力训练

强度划分的标准。

本研究在室外 400 m田径场进行测试，能够较好地模

拟轮速运动员比赛中的推进方式，获得运动员真实状态

的心肺代谢反应（West et al.，2016）。由于是现场测试，受

试者恒定负荷测试每 5 min 骑行后迅速制动需要 5～8 s

的时间才能进行耳血采集。因此，本研究中恒定负荷

测试的间歇时间较其他在实验室测试的间歇时间增加

了 15 s（30 s vs. 45 s），与健全人速度滑冰项目在场地进行

的 30 min 恒定负荷测试间歇时间相同（45 s）（Beneke et

al.，1996b）。Beneke（2003a）在对 30 min恒定负荷中，不同

的重复间歇时间（repetitivetest interruption，TI）研究发现，

间歇时间的增加（无间歇、间歇 30 s、间歇 90 s）对 MLSS

血乳酸水平没有产生显著性影响（P＜0.05），但对 MLSS

的负荷变化具有显著影响。因此，可以认为本研究测试

方案中间歇时间的延长（15 s）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采用的是每级 5 min 级与级之

间间歇 1 min 的多级递增测试方案。Heck 等（1985）和

Mader（1986）的研究发现，乳酸阈本身受测试方法的影

响，包括递增负荷中每级测试持续时间和间歇时间。如

对跑步的研究发现，LT4的工作负荷随每级测试时间的加

长而减小（3 min vs. 5 min vs. 7 min），随两级之间的间歇

时间缩短而减小（1.5 min vs. 1.0 min vs. 0.5 min）。赛艇

测试发现，以 4 mmol/L乳酸阈强度进行每级持续 3 min的

递增负荷测试会造成强度的偏高，应将测试时间调整为

8 min（黎涌明 等，2012；Hartmann et al.，1988）。因此，在

参考使用 LT5.3 乳酸阈作为 T53/54 级轮椅竞速项目最大

乳酸稳态水平的强度时，应充分考虑多级递增负荷的测

试方案。

本研究不足之处主要在参与轮椅竞速最大乳酸稳态

实验的样本量过小，考虑到我国轮速运动员的数量相对

有限，因此，本研究结果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此外，

本研究结果只适用于 T53/54 级轮椅竞速项目。未来可根

据项目发展情况，进一步细致区分不同残疾程度轮椅竞

速运动员在MLSS水平上的差异。

4 结论

残奥会轮椅竞速项目 T53/54 运动员的最大乳酸稳态

水平血乳酸值为 5.3±1.0 mmol/L，最大乳酸稳态对应的

速度为 23.9±1.2 km/h，达到最大速度的 81.7%±3.4%。

T53/54 级轮椅竞速项目的 MLSS 水平明显高于 4 mmol/L

乳酸阈，在训练实践中建议采用 5.3 mmol/L作为我国轮椅

竞速 T53/54 级项目的有氧训练强度划分标准和训练监控

指标。

参考文献：

郜卫峰，莫少强，陈征，等，2010.利用最大乳酸稳态测试判定赛艇

运动员 4 mmol/L乳酸阈与个体乳酸阈有效性的研究［J］.体育科

学，30（8）：85-91.

黎涌明，2013.不同运动方式的能量代谢：共性与区别［J］.体育科

学，33（12）：81-86.

黎涌明，季健民，陈小平，等，2012. 4 mM乳酸阈算法比较：以赛艇

三级测试为例［J］.体育科学，32（10）：73-76.

林微微，吴飞，汪海波，2013.最大乳酸稳态训练对游泳运动员有氧

能力的影响［J］.中国体育科技，49（2）：76-79.

章凌凌，吴雪萍，黎涌明，2016.轮椅竞速项目发展脉络及项目特征

［J］.体育科学，36（12）：40-47.

ALBERTO N，STEIN R，2006. A Simplified strategy for the estima‐

tion of the exercise ventilatorythresholds［J］. Med Sci Sports Exer，

38（5）：1007-1013.

AUNOLA S，RUSKO H，1992. Does anaerobic threshold correlate

with aximal lactate steady-state？［J］. J Sports Sci，10（4）：309-323.

BENEKE R，BOLDT F，MELLER W，et al.，1991. Das maximale

laktat-steady-state（Maxlass）im eisschnellauf［J］. Sport Medizin

Pro Contra，162（3）：766-767.

BENEKE R，1995. Anaerobic threshold，individual anaerobic thresh‐

old，and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in rowing［J］. Med Sci Sports

Exer，27（6）：863-867.

BENEKE R，HECK H，SCHWARZ V，et al.，1996a. Maximal lac‐

tate steady state during the second decade of age［J］. Med Sci Sports

Exer，28（12）：1474-1478.

BENEKE R，DUVILLARD S P，1996b. Determination of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response in selected sports events［J］. Med Sci

Sports Exer，28（2）：241-246.

BENEKE R，HUTLER M，RENATE M，et al.，2000. Maximal lac‐

tate-steady-state independent of performance［J］. Med Sci Sports

Exer，32（6）：1135-1139.

BENEKE R，LEITHAUSER R M，HUTLER M，2001. Dependence

of the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on the motor pattern of exercise

［J］. Brit J Sports Med，35（3）：192-196.

BENEKE R，2003a.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implications for performance testing［J］. Eur J Appl Physiol，

89（1）：95-99.

BENEKE R，2003b.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concentration

（MLSS）：Experimental and modelling approaches［J］. Eur J Appl

Physiol，88（4-5）：361-369.

BENEKE R，HECK H，HEBESTREIT H，et al.，2009. Predicting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in children and adults［J］. Pediatr Exerc

Sci，21（4）：493-505.

BHAMBHANI Y，2002. Physiology of wheelchair racing in athletes

with spinal cord injury［J］. Sports Med，32（1）：23-51.

BILLAT V L，SIRVENT P，PY G，et al.，2003. The concept of maxi‐

mal lactate steady state：A bridge between biochemistry，physiolo‐

gy and sport science［J］. Sports Med，33（6）：407-426.

BROOKS G A，1986. Lactate production under fully aerobic condi‐

tions：The lactate shuttle during rest and exercise［J］. Fed Proc，

45（13）：2924-2929.

6



章凌凌，等：T53/54级轮椅竞速运动员最大乳酸稳态特征研究

CAMPBELL I G，WILLIAMS C，LAKOMY H K，2004. Physiological

and metabolic responses of wheelchair athletes in different racing

classes to prolonged exercise［J］. J Sports Sci，22（5）：449-456．

CARTER H，JONES A M，DOUST J H，1999. Effect of incremental

test protocol on the lactate minimum speed［J］. Med Sci Sports Ex‐

er，31（6）：837-845.

DEKERLE J，NESI X，LEFEVRE T，et al.，2004. Stroking parame‐

ters in front crawl swimming and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speed

［J］. Int J Sports Med，26（1）：53-58.

DENADAI B S，GOMIDE E B，GRECO C C，200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nset of blood lactate accumulation，critical velocity，and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in soccer players［J］. J Strength Cond

Res，19（2）：364-368.

FAUDE O，KINDERMANN W，MEYER T，2009. Lactate threshold

concepts：How valid are they？［J］. Sports Med，39（6）：469-490.

HARTMANN U，MADER A，1988. Die Beziehung Zwischen Laktat，

Sauerstoffaufnahme und Leistun im Zweistufigen Ruderergometert‐

est bei Rudern Unterschiedlicher Leistungsfaehrigheti［M］//STEIN‐

ACKER J M. Rudern-Sportmedizinische und Sportwissenschaftiche

Aspekte. Berlin：Springer：110-117.

HECK H，MADER A，HESS G，et al.，1985. Justification of the

4-mmol/l lactate threshold［J］. Int J Sports Med，6（3）：117-130.

HOFFMAN M D，KASSAY K M，ZENI A I，et al.，1996. Does the

amount of exercising muscle alter the aerobic demand of dynamic

exercise？［J］. Eur J Appl Physiol，74（6）：541-547.

JONES A M，DOUST J H，1998. The validity of the lactate minimum

test for determiniation of the maximal lactate steady［J］. Med Sci

Sports Exer，30（8）：1304-1313.

JOHNSON M A，POLGAR J，WEIGHTMAN D，et al.，1973. Data

on the distribution of fibre types in thirty-six human muscles：An

autopsy study［J］. J Neurol Sci，18（1）：111-129.

KOPPO K B J，JONES A M，2002. Oxygen uptake kinetics during

high-intensity arm and leg exercise［J］. Resp Physiology Neurobi，

133（3）：241-250.

KRÜGER J，SCINETTLER S，HECK H，et al.，1990. Relationship

between Rectangular Triangular Increasing Workload and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on the Crank Ergometer［M］//HERMANS G P

H，MOSTERD W L. Sports Medicine and Health. Amsterdam：Ex‐

cepta Medica：685-690.

LI Y，NIESSEN M，CHEN X，HARTMANN U，2014. Maximal lac‐

tate steady state in kayaking［J］. Int J Sports Med，35（11）：939-942.

MACINTOSH B R，ESAU S，SVEDAHL K，2002. The lactate mini‐

mum test for cycling：Estimation of the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J］. Can J Appl Physiol，27（3）：232-249.

MADER A，HECK H，1986. A theory of the metabolic origin of“an‐

aerobic threshold”［J］. Int J Sports Med，7（S1）：45-65.

MADER A，LIESEN H，HECK H，et al.，1976. Zur Beurteilung der

sportartspezifischen ausdauerleistungsfaehigkeit imlabor［J］. Spor‐

tarzt Sportmend，27：80-88，109-112.

MADRID B，OLIVEIRA P F，PRESTES J，et al.，2016. Estimation

of the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intensity by the rating of per‐

ceived exertion［J］. Percept Mot Skills，122（1）：136-149.

PENDERGAST D，CERRETELLI P，RENNIE D W，1979. Aerobic

and glycolytic metabolism in arm exercise［J］. J Appl Physiol，

47（4）：754-760.

PENDERGAST D R，1989. Cardiovascular，respiratory，and meta‐

bolic responses to upper body exercise［J］. Med Sci Sports Exer，21

（5 Suppl）：121-125.

PERRET C，LABRUYERE，R，MUELLER G，et al.，2012. Correla‐

tion of heart rate at lactate minimum and maximal lactate steady

state in wheelchair-racing athletes［J］. Spinal Cord，50（1）：33-36.

PRICE M，2010. Energy expenditure and metabolism during exercise in

persons with a spinal cord injury［J］. Sports Med，40（8）：681-696.

SALES M M，CAMPBELL C S，MORAIS P K，et al.，2011. Nonin‐

vasive method to estimate anaerobic threshold in individuals with

type 2 diabetes［J］. Diabetol Metab Syndr，3（1）：1-8.

SIMOES H G，CAMPBELL C S G，KUSHNICK M R，et al.，2003.

Blood glucose threshold and the metabolic responses to incremental

exercise tests with and without prior lactic acidosis induction［J］.

Eur J Appl Physiol，89（6）：603-611.

STEIDL T，1993. Individual anaerobic threshold and maximum lac‐

tate steady state［J］. Int J Sports Med，14（3）：134-139.

WEST C R，LEICHT C，GOOSEY-TOLFREY V L，et al.，2016. Pe‐

spective：does laboratory-based maximal incremental exercise test‐

ing elicit maximum physiological responses in highly-trained ath‐

letes with cervical spinal cord injury？［J］. Front Physiol，6（1）：

419-426.

（收稿日期：2020-05-11； 修订日期：2020-11-04； 编辑：尹航）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