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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下肢低强度加压半蹲起训练对核心区肌群肌肉的激活特征和主观疲劳度的影响。方法：招募北京队

青少年女子摔跤运动员10名，在持续加压、间歇加压和不加压的条件下，进行4组半蹲起练习，第1组重复30次，其余均

为 15次，负荷重量为 30% 1 RM。采用专业加压训练设备，将加压带绑定在大腿中上 1/3处，其中捆绑压设定为

40 mmHg，充气压为180 mmHg。在加压训练方案实施前后进行4次测试，整个练习过程中，采集腹直肌、腹外斜肌、竖脊

肌和臀大肌表面肌电信号，并计算出每次练习时的均方根振幅值（root mean square，RMS）标准值。同时，在各组训练完

成后，进行主观疲劳度测试。结果：1）腹外斜肌在持续和间歇加压训练后RMSMVC值显著提高（P＜0.05），竖脊肌在加压

训练后RMSMVC值均显著降低（P＜0.05），时间和组别交互作用对臀大肌的RMSMVC值有显著性影响（F=2.70，P＜0.05），

臀大肌在持续加压和间歇加压训练后RMSMVC值均显著降低（P＜0.05）；2）不加压时，仅最后3次蹲起时腹直肌RMS标准

值显著增大（P＜0.05），持续加压时，除压前后腹直肌RMS标准值均显著增大（P＜0.05），间歇加压训练除压后腹直肌

RMS标准值显著增大（P＜0.05）。持续加压时，腹外斜肌除压后RMS标准值显著增大（P＜0.05）。持续加压时，除压后

竖脊肌RMS标准值显著增大（P＜0.05），但间歇加压时除压前后均显著增加（P＜0.05）；3）在4组半蹲起运动中，加压条

件下腹直肌、腹外斜肌、竖脊肌RMS标准值显著大于不加压时（P＜0.05），且臀大肌显著小于不加压时（P＜0.05）。在4

组练习过程中，加压练习时腹直肌、腹外斜肌、竖脊肌RMS标准值均表现出逐组递增的现象，而臀大肌逐组降低，时间和

每组练习交互作用对臀大肌的RMS标准值具有显著性影响（F=3.81，P＜0.05）；4）加压状态下，4组练习结束后主观疲劳

度均显著大于非加压状态（P＜0.01），除压后主观疲劳度较非加压状态显著增加（P＜0.05）。结论：下肢加压半蹲起训练

可以提高腹直肌和腹外斜肌的激活程度，同时达到对臀大肌和竖脊肌的训练效果。加压训练较非加压状态时主观疲劳

更为强烈。从整个训练效果来看，持续加压方式优于间歇加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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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压训练（KAATSU Training）是在一般力量练习的基

础上结合特定的加压设备进行辅助训练的方法，又叫血流

限制训练（blood flow restriction training，BFRT），通过加压

设备使肢体血液受到限制以此来刺激机体，使用 20%～

40% 1 RM的低强度抗阻训练便可以达到传统 65%～85%

高强度力量训练的效果（吴旸 等，2019；Pope et al.，2013），

而且训练后并不需要很长的恢复时间（Yasuda et al.，

2009）。加压训练不仅可以发展练习部位的肌肉力量，还

可以产生大量激素，如生长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一

氧化氮酶等（魏佳 等，2019b；赵之光 等，2019），随血液循

环扩散到全身，如果在加压训练前中后其他部位的肌肉

有训练刺激，则可以使该部位肌肉得到发展，力量增加，

即使未加压部位的肌肉产生训练效果。Madarame 等

（2008）提出，虽然加压训练中血流受限的部位仅限于四

肢，但它能间接地增强近端肌肉的训练效果，如腹部和背

部肌肉等非受限肌群，发生训练增益效果的转移现象。

李志远等（2019）证实，下肢加压训练产生的效果能够转

移到核心肌群，对部分核心肌群的最大力量影响效果明

显。Yasuda等（2010）证明，低强度加压卧推训练既可以

增加受限部位肱三头肌的力量和肌肉大小，又可以使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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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部位胸大肌的力量和肌肉增加。

以往的研究认为，血流限制（blood flow restriction，

BFR）和神经肌肉适应之间有相互作用，表明加压训练能

获得更大的肌肉激活，以保持相同的总工作输出（Takara‐

da et al.，2002）。也有研究表明，在加压训练中，BFR可诱

发高度的神经激活，增强 II型运动单位（motor unit，MU）

的招募（Moore et al.，2004；Takarada et al.，2000a）。这些研

究表明，肌肉肥厚可能部分是由伴随 BFR运动的神经肌

肉反应引起的（Loenneke et al.，2011）。还有研究表明，低

强度加压训练和高强度抗阻训练之间，神经肌肉的活动

水平相似（Takarada et al.，2000a；2002），表明这两种训练

方式对于增强 II型MU的招募可能同样有效（Moore et al.，

2004；Takarada et al.，2000a）。

那么加压训练除了因效果转移效应使未加压部位产

生训练效果以外，在加压训练的同时能否使未加压部位

的肌肉产生激活，下肢低强度加压训练的同时，核心区肌

群相关肌肉是否也可以得到有效激活，以及持续和间歇

哪种加压方式更有利于肌肉激活，相关研究相对较少。

孙科等（2019）研究发现，低强度硬拉加压训练使血流受

限的远端肌肉肱二头肌肉激活程度增大，同时可以使非

受限的近端协同功能肌肉竖脊肌和臀大肌激活程度增

大。基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下肢低强度加压半蹲起训

练对核心区肌群肌肉的激活特征和主观疲劳度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招募北京队 10名青少年女子摔跤运动员为研究对

象，运动等级均为二级运动员及以上，身体健康，无伤病

史。所有受试者均被告知测试的注意事项和应急方案，

并自愿参与本研究。受试者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

1.2 研究方法

1.2.1 实验设计和运动方案

所有受试者进行自身对照实验，分别在加压状态（持

续加压/间歇加压）和无加压状态（不加压组）进行 30%

1 RM低强度加压半蹲起训练，实验间隔 72 h。由于力量

训练后会出现肌肉酸痛，且代表肌肉损伤程度的肌酸激

酶的高峰在 36～48 h，因此，为了降低肌肉酸痛等反应对

训练结果的影响，将实验间隔设置为 72 h（孙科 等，2020）。

加压状态：分别在持续加压和间歇加压条件下完成半蹲

起练习。其中，持续加压为在组间间歇时保持训练时的

充气加压状态，间歇加压为组间间歇时把充气压除去。

如图 1所示，采用日本 KAATSU Master加压训练设备，将

加压带绑于受试者大腿中上 1/3处，并与大腿纵轴垂直，加

压带宽 50 mm，捆绑压为 40 mmHg。正式加压练习前进行

加压热身。本实验中充气压为 180 mmHg，符合前人研究

推荐的适宜压力范围（李卓倩 等，2020；魏佳 等，2019a；魏

文哲 等，2019；Scott et al.，2015；Yasuda et al.，2013）。半蹲

起要求：受试者站立于密斯深蹲架上，双目平视，双脚自

然分开，下蹲至膝关节角度 90º后，以最快速度蹲起，蹲起

要求髋、膝同时伸展，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用力。加压

训练方案参考 Scott等（2015）的研究，即进行 4组，第 1组

30次，其余各组 15次，组间歇 60 s。无加压状态：训练方

案与加压组相比除无加压状态外其他完全一致。

在正式测试 48 h前，所有受试者进行 1 RM测试。正

式测试测试前，进行 5 min热身，3 min牵拉，之后进行正

式测试。其中持续加压测试步骤依次为：1）肌肉最大自

主收缩（maximal voluntary contraction，MVC）时的 RMS测

试；2）3次连续半蹲起（30% 1 RM）；3）捆绑加压带加压后

进行 3次连续半蹲起（30% 1 RM）；4）4组加压条件下的

30% 1 RM的半蹲起（30+15+15+15次，组间间歇 60 s）训

练，间歇期间持续加压；5）加压条件下 3次连续半蹲起

（30% 1 RM）；6）除去加压带后进行 3次连续半蹲起（30%

1 RM）；7）肌肉MVC时的 RMS测试。加压前 3次半蹲起

前后各休息 3 min，其他各条件测试项目间休息 1 min，整

个过程中记录肌电。间歇加压：实验流程与持续加压相

同，只是在组间间歇期间除压。不加压：实验流程同加压

组，只是整个过程在无压的状态下进行（图 2）。

表1 受试者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ubjects

身高/cm

163.37±5.25

年龄/岁

17.54±2.83

体质量/kg

62.17±4.54

BMI/（kg·m-2）

22.89±0.82

1 RM/kg

96.42±18.27

30% 1 RM/kg

28.93±5.47

图1 加压带和表面电极的肌肉位置示意图（徐飞 等，2013）
Figure 1. Muscle Position Diagram of KAATSU Belt and Surface

Electromyography（徐飞 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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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实验测试指标

1.2.2.1 半蹲起最大力量测试

利用线性传感设备 Gymaware（澳大利亚，Kinetic Per‐

formance Technology Pty Ltd，标准型），通过负荷递增测试

法测量半蹲起时的最大静力力量（闫琪 等，2018）。利用

线性回归统计方法（Load=m＋b±Z，Load为最大力量，m

为速度，b为截距，Z为误差值）预测运动员的最大肌力

（Jovanović et al.，2014）。测试过程中，监控运动员蹲起的

负荷与传感器显示的速度，利用负荷与速度的关系确定运

动员的最大力量。第 1组蹲起的速度需＞1 m/s，最后 1组

蹲起的速度需＜0.5 m/s。每次测试组数为 3～5组，每组

递增负荷为 20～30 kg。

1.2.2.2 表面肌电测试

1）在运动过程中，利用表面肌电测试仪（Wave Plus肌

电仪，意大利）和 3M银-氯化银电极片采集受试者腹直肌

（rectus abdominis，RA）、腹外斜肌（obliqus externus abdominis，

OE）、竖脊肌（erector spinae，ES）和臀大肌（gluteus maxi‐

mus，GM）肌电信号，使用双电极片，二者连线与肌纤维走

向一致（图 1）。每次测试动作开始前，调试肌电采集系

统，使其处于准备状态，受试者开始动作后开启采集系统

进行肌电信号采集。根据实验同步录像，选取第 1组到第

4组练习的所有肌电图。采用 Emgserver仪器配套分析软

件对原始肌电数据进行整流、滤波、平滑和标准化处理，

在原始肌电图上选取肌肉用力的范围，取 RMS平均值。

所测的每块肌肉MVC的肌电 RMS值定义为该名受试者

的最大 RMS值，即 RMSMVC。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获得的肌

电 RMS值除以 RMSMVC，称为 RMS标准值，以实现在不同

受试者间的标准化。

2）RMSMVC测试。腹直肌、腹外斜肌、竖脊肌和臀大肌

RMSMVC测试方法参考 Konrad（2005）的研究进行，具体方

法如下。1）腹直肌：受试者仰卧于软垫上，双手自然放于

身体两侧，屈膝 20～30°，脚平放在软垫上，并以最大力量

使上体前屈，测试人员固定住其脚踝，在胸口向下施加阻

力抑制试图坐起的受试者，记录腹直肌肌电。2）腹外斜

肌：侧曲起，测试人员固定住其脚踝，在肩部和胯部向下

施加阻力抑制试图侧曲起来的受试者，记录腹外斜肌的

肌电。3）竖脊肌：受试者俯卧于软垫上，双手自然放于身

体两侧，以最大力量做两头起动作，测试人员固定住其脚

踝，在肩胛骨和臀部向下施加阻力抑制受试者，记录竖脊

肌的肌电。4）臀大肌：受试者俯卧于软垫上，双手自然放

于身体两侧，右腿伸直，右髋向上抬起，测试人员按住其

踝关节跟腱部位，向下施加阻力对抗右髋关节向后伸展

的力量，记录臀大肌的肌电。

1.2.2.3 主观疲劳度（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测试

图2 实验流程图

Figure 2. Flow Diagram of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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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压前和除压后每组练习后，对受试者进行主观疲

劳度测试（CR-10量表），分值设置为 0～10分，其中 0为非

常轻松，2为轻松，4为较为轻松，6为较为吃力，8为很吃

力，10为相当吃力且几乎不能举起该重量。

1.2.3 数据统计

采用 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均采

用平均值±标准差（M±SD）表示，采用重复测量双因素

方差（ANOVA）分析（加压×时段）对 3次实验MVC条件

下 RMS值和 4组练习进行统计学分析，交互作用显著时，

各组内进行配对样本 t检验，组间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对肌电 RMS标准值和主观疲劳度进

行统计学分析。差异性检验显著性水平取 P＜0.05。

2 研究结果

2.1 训练前后各肌肉RMSMVC值变化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对腹外斜肌、竖脊肌

和臀大肌的 RMSMVC值主效应具有显著性影响（P＜0.05），

时间和组别交互作用对臀大肌 RMSMVC值具有显著性影响

（F=2.70，P＜0.05）。由表 2可得，腹外斜肌在持续和间歇

加压训练后 RMSMVC值显著提高（P＜0.05），且间歇加压训

练后显著高于不加压时（P＜0.05）。竖脊肌和臀大肌在持

续加压训练后 RMSMVC值均非常显著降低（P＜0.01），且均

显著低于不加压时（P＜0.05）。竖脊肌和臀大肌在间歇加

压训练后 RMSMVC值均显著降低（P＜0.05），且臀大肌间歇

加压时明显低于不加压时。

2.2 训练前后各肌肉RMS标准值的变化

结果显示，不加压状态下，最后 3次半蹲起中腹直肌

RMS标准值显著增大（P＜0.05，图 3）。持续加压状态下，

除压前后腹直肌 RMS标准值均显著性增大（P＜0.05）。

间歇加压训练状态下，除压后腹直肌 RMS标准值显著性

增大（P＜0.05）。

不加压状态下，训练前后半蹲起中腹外斜肌 RMS标

准值无显著变化（P＞0.05，图 4）。持续加压状态下，腹

外斜肌除压后 RMS标准值显著增大（P＜0.05）。间歇加

压状态下，训练前后腹外斜肌 RMS标准值无显著变化

（P＞0.05）。

不加压状态下，训练前后半蹲起中竖脊肌 RMS标准

值均无明显变化（P＞0.05，图 5）。持续加压状态下，竖脊

肌在除压后 RMS标准值显著性增大（P＜0.05）。间歇加

压状态下，竖脊肌在除压前后 RMS标准值均显著性增大

（P＜0.05）。

不加压状态下，臀大肌训练前后 RMS标准值均无明

显变化（P＞0.05，图 6）。持续加压状态下，臀大肌在除压

前后 RMS标准值均显著性增大（P＜0.05）。间歇加压状

态 下 ，臀 大 肌 RMS 标 准 值 训 练 前 后 均 无 明 显 变 化

（P＞0.05）。

图3 训练前后半蹲起中腹直肌RMS标准值的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RMS Standard Value of Rectus Abdominis

Muscle before and after Half Squat Measurement

注：*表示与各自的前侧1比较，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表2 训练后各肌肉RMSMVC值的变化

Table 2 Changes of the RMSMVC Value in Each Muscle after Training

肌肉名称

腹直肌

腹外斜肌

竖脊肌

臀大肌

训练方式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实验前

376.04±131.09

356.04±106.80

370.04±125.31

405.62±143.69

395.62±137.14

413.62±130.69

377.04±25.59

367.04±58.08

369.04±95.74

224.80±94.29

220.00±92.00

218.80±97.40

实验后

377.09±135.71

362.16±86.46

374.51±111.66

408.20±159.80

420.03±132.81*

442.67±133.45*△

358.06±26.86

317.06±85.78**△

329.92±87.00*

226.99±106.26

192.84±95.89**△

204.77±97.62△

交互作用F

值

0.10

0.39

0.21

2.70#

主效应

组别

0.10

0.10

0.26

0.10

时间

0.57

5.57#

3.38#

6.00#

变化率/%

0.3

1.7

1.2

0.6

6.1

7.0

-5.0

-13.6

-10.6

0.1

-12.3

-6.4

注：*表示测试前与测试后有显著性差异，P＜0.05；**表示有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表示组别、时间、交互作用对核心区肌群各肌肉

RMSMVC值的影响，P＜0.05，△表示与不加压比较，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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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4组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的RMS标准值的变化

2.3.1 4组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总的RMS标准值的变化

由图 7可得，在 4组半蹲起运动中，持续加压时腹直

肌 RMS标准值显著大于不加压时（P＜0.05）。持续和间

歇加压时，腹外斜肌、竖脊肌和臀大肌的 RMS标准值均显

著大于不加压时（P＜0.05）。

2.3.2 每组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的RMS标准值的变化

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时间对腹直肌、腹外斜

肌、竖脊肌和臀大肌的 RMS标准值主效应均具有显著性

影响（P＜0.05，表 3）。时间和每组练习交互作用对臀大肌

的 RMS标准值具有显著性影响（F=3.81，P＜0.05）。3种

训练方式在第 4组练习时，腹直肌、腹外斜肌和竖脊肌的

RMS标准值均显著增大（P＜0.05），且加压训练时 3块肌

肉的 RMS标准值均显著大于不加压时（P＜0.05）。而臀

大肌不加压时显著增大（P＜0.05），加压训练时均显著降

低（P＜0.05），且显著小于不加压时（P＜0.05）。加压训练

中，在第 3组练习时腹直肌和腹外斜肌的 RMS标准值均

显著增大（P＜0.05）。仅竖脊肌 RMS标准值在每组加压

练习时均显著大于不加压时（P＜0.05）。腹直肌 RMS标

准值在第 3组持续加压时显著大于不加压时（P＜0.05）。

图5 训练前后半蹲起中竖脊肌RMS标准值的变化

Figure 5. Changes of RMS Standard Value of Erector Spine

Muscle before and after Half Squat Measurement

图4 训练前后半蹲起中腹外斜肌RMS标准值的变化

Figure 4. Changes of RMS Standard Value of Obliqus

Externus Abdominis Muscle before and after Half

Squat Measurement

图7 4组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RMS标准值的变化

Figure 7. The RMS Standard Value during all

Semi-squatting Training

注：*表示与各自不加压时比较，显著性差异P＜0.05。

图6 训练前后半蹲起中臀大肌RMS标准值的变化

Figure 6. Changes of RMS Standard Value of Gluteus Maximus

Muscle before and after Half Squat Measurement

表3 每组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的RMS标准值的变化

Table 3 Changes of RMS Standard Values of Each Muscle in Half Squat Training

肌肉名称

腹直肌

腹外斜肌

竖脊肌

臀大肌

训练方式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4组半蹲起练习

第1组

8.55±1.46

8.75±1.33

8.71±1.45

9.10±4.15

9.21±4.22

9.26±4.22

51.85±6.27

55.43±8.76△

54.60±7.56△

27.10±9.48

27.50±8.75

27.40±9.23

第2组

8.88±3.36

9.45±2.96

9.30±3.09

9.15±3.41

9.50±3.23

9.47±3.32

52.33±4.75

56.38±7.66△

55.60±8.68△

27.70±10.48

27.18±11.75

26.89±11.00

第3组

9.14±3.23

9.75±2.94*△

9.40±3.12*

9.26±3.05

9.70±3.03*

9.68±3.01*

53.48±8.94

56.73±9.32△

56.30±9.00△

28.40±11.98*

26.75±12.25△

26.68±11.01△

第4组

9.33±3.25*

9.98±2.64*△

9.84±3.21*△

9.26±2.85*

9.88±2.95*△

9.80±2.68*△

54.85±9.93*

58.40±8.84*△

57.90±9.12*△

28.38±11.75*

26.08±11.19*△

26.42±9.00*△

交互作用F值

0.10

0.69

0.29

3.81#

时间主效应

6.28#

3.32#

7.63#

5.42#

注：*表示与第一组比较，#表示组别、时间、交互作用对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RMS标准值的影响，△表示与不加压比较，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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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观疲劳度测试结果

加压状态下，4组练习结束后主观疲劳度均显著大于

非加压状态（P＜0.01，表 4）。除压后主观疲劳度较非加

压状态显著增加（P＜0.05）。持续加压训练方式的主观疲

劳度略高于间歇加压方式。

3 分析与讨论

3.1 训练前后各肌肉RMSMVC值的变化分析

研究表明，力竭性加压训练后短时间内肌肉MVC呈

下降趋势。Thiebaud等（2013）发现，屈肘离心、向心加压

训练时，向心收缩MVC值即刻下降 36%，离心收缩MVC

值下降 12%。本研究结果表明，实验训练结束后，持续加

压时竖脊肌和臀大肌的 RMSMVC值均显著降低，间歇加压

时仅竖脊肌的RMSMVC值显著降低，与前人研究相似。

研究表明，低强度加压训练可以增加活动肌肉的

EMG振幅值（Cook et al.，2013）。导致肌电活动增加的主

要原因是由于肌肉内代谢产物的“超负荷”，如肌肉在血

流限制条件下进行收缩所造成肌内缺氧和代谢产物的堆

积，可以通过刺激Ⅲ和Ⅳ传入中枢促进肌纤维的募集，这

可能导致 α运动神经元的抑制，募集更多的肌纤维以维持

力量。值得关注的是，本研究实验训练后，腹直肌的

RMSMVC值均有所增长。持续和间歇加压训练后腹外斜肌

的 RMSMVC值均显著增大。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Yasuda

等（2006）观察 30% 1 RM强度加压卧推练习中肱三头肌

和胸大肌肌电活动的变化发现，低强度加压卧推练习即

可以增加被限制肢体中肱三头肌的 iEMG值，也可以使未

被限制的胸大肌 iEMG值增加。以上研究也证实，低强度

加压训练所引起的躯干部位肌肉活动的增加是诱导躯干

肌肥大的重要原因。孙科等（2019）采用 20% 1 RM强度

进行 4组硬拉加压训练表明，硬拉加压训练可使血流受限

和未受限的原动肌激活程度增大，但未能增大血流受限

的躯干协同肌的激活程度。本研究探讨了下肢低强度加

压训练在下肢多关节练习中对核心区肌群肌肉激活程度

的影响，证明持续加压半蹲起练习对臀大肌和竖脊肌的

训练效果和对腹直肌和腹外斜肌的激活效果优于间歇加

压和不加压训练。

3.2 训练前后各肌肉RMS标准值的变化分析

RMS值表示肌肉激活程度，急性加压抗阻训练能够

增加肌电图 RMS值。研究表明，低强度加压练习时，RMS

值逐渐增大（Wernbom et al，2009）。在分析动作各环节肌

肉激活程度时，可通过该动作中肌电振幅值占其MVC中

肌电振幅值的百分比（RMS标准值）来评价。本研究发

现，加上加压带时，肌肉的 RMS标准值有所增加，且加压

状态下，在除压前 3次半蹲起练习时，竖脊肌和臀大肌的

RMS标准值显著增大。因为在捆绑加压带后，动静脉血

流受到限制，绑带远端肢体肌肉内乳酸浓度增加，氧供应

相对不足（Takarada et al.，2000b），为了弥补能量供应变化

导致的发力不足，更多快肌纤维参与运动（Moritani et al.，

1986）。在低强度抗阻运动中，慢肌纤维首先动员募集，

随着训练强度的增大，快肌纤维逐渐被募集，肌电振幅值

逐渐升高。持续加压训练对臀大肌和竖脊肌激活程度大

于间歇加压训练，因为持续加压过程中，受限部位和绑带

远端肢体肌肉受到更高的压力刺激，使肌肉内代谢产物

堆积所创造的酸性环境可以募集更多的Ⅱ型运动单位，进

而使其表面肌电信号的平均振幅增大。3种训练除压后 3

次半蹲起练习时腹直肌 RMS标准值均显著增大，及持续

加压状态下，除压后 3次半蹲起练习时腹外斜肌 RMS标

准值显著增大，说明在加压训练的刺激下，可以使非受限

的近端核心区肌肉腹直肌和腹外斜肌激活程度增大。

3.3 每组半蹲起运动中各肌肉的RMS标准值的变化分析

对 4组半蹲起运动的肌电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整体

运动中肌肉激活程度来看，加压训练对腹直肌和腹外斜

肌的激活程度，以及对臀大肌和竖脊肌的训练效果明显

优于不加压时，且持续加压训练方式优于间歇加压。人

体在完成蹲起动作时，需要同时协调髋关节、膝关节和踝

关节的肌肉，以及这些肌肉进行离心收缩和向心收缩的

转换（Trujillo et al.，2011）。在半蹲起动作中，主要的力量

来源为髋关节力矩，髋关节周围的臀大肌、股直肌、股二

头肌、半腱肌和竖脊肌等一系列强有力的肌肉均为蹲起

动作的完成提供了有效支持（屈莎 等，2015）。研究发现，

加压训练时，竖脊肌在每组练习时 RMS标准值均显著大

于不加压时，臀大肌在第 2组练习时激活程度开始逐组降

低，明显低于不加压时，且持续加压效果明显优于间歇加

压。加压练习所创造的酸性环境，可以使臀大肌募集更

多的快肌纤维参与活动，从而致使快肌运动单位的放电

表4 受试者主观疲劳度评分

Table 4 Subjective Fatigue Score during the Experiment n=10

组别

持续加压

间歇加压

不加压

前测1

3.71±0.49

3.74±0.28

3.73±0.41

第1组

7.14±0.69**

7.09±0.72**

5.47±0.52

第2组

7.57±0.79**

7.37±0.76**

6.22±0.49

第3组

8.0±0.8**

7.89±0.9**

6.68±0.5

第4组

8.7±0.49**

8.5±0.49**

7.27±0.4

后测2

5.14±0.69*

5.07±0.69*

4.16±0.69

注：*表示加压状态与非加压状态相比，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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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逐步增大，在下肢多关节参与的动作中，髋关节周围

肌肉可能发生协同作用。动作开始时，腿部肌肉激活程

度相对较低，臀大肌与其进行互补，激活程度升高幅度增

大，之后激活程度逐组降低是由于臀大肌是半蹲起的主

动发力肌，在练习过程中逐渐疲劳所致。竖脊肌在整个

训练中起着保持身体姿势的作用，始终保持较强的激活

程度。在持续和间歇加压下，第 3组和第 4组半蹲起时腹

外斜肌和腹直肌的 RMS标准值均明显大于不加压时。且

呈逐组增加趋势，在训练组数和次数累计增加的情况下，

非受限部位远端核心区肌群肌肉腹直肌和腹外斜肌激活

程度逐渐增大。

3.4 主观疲劳度测试结果分析

研究表明，在加压训练中，RPE是一种有效的监测和

调节运动强度的有效方法（Aniceto et al.，2021）。本研究

发现，受试者在无加压状态下疲劳程度较低，阻力对大腿

的刺激较小。而在随后的 4组练习中，RPE值逐渐增加，

且加压状态下每组练习时均显著大于无加压状态。以上

结果表明，在加压训练状态下主观疲劳度更加强烈，支持

了Vieira等（2014）提出的假设，尽管在高强度阻力练习中

完成了更高的总工作量，但低强度加压训练显示出更强

的主观疲劳度。其中，持续加压训练时每组的疲劳程度

均略大于间歇加压方式。在持续加压训练的作用下，由

于间歇时间持续有充气压会导致肌肉神经错乱和能量供

应不足，造成更多的乳酸堆积，此时肌电信号反应强烈，

与前人的研究结果相似，Park等（2020）得出，加压训练后

不适的感觉明显强于不加压训练。除去加压带后，受试

者疲劳相对减轻，但仍保留着肌肉的激活程度。但也有

研究表明，没做到力竭的加压抗阻训练主观疲劳度要低

于高强度抗阻训练（Lixandrão et al.，2018）。加压训练方

法具有负荷强度小、安全性高、肌肉延迟性酸痛少等特

点，而且还能达到与高强度抗阻训练相似的训练效果，在

有效保持或提高肌肉围度和力量水平的同时，降低训练

过程中主观疲劳度和肌肉延迟性酸痛反应，此方法对于

青少年运动员来说更为有利。

4 结论

下肢加压半蹲起训练可以提高腹直肌和腹外斜肌的

激活程度，同时达到对臀大肌和竖脊肌的训练效果，且持

续加压方式优于间歇加压方式。加压训练较非加压状态

时主观疲劳更为强烈，且持续加压训练时疲劳程度均略

大于间歇加压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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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Low-intensity Semi-squat KAATSU Training on Activation Degree of

Core Muscle Groups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CHE Tongtong1，YANG Tieli1*，LIANG Yongjie2，LI Zhiyuan3

1.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Beijing 10019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3. Department of Public Sports and Ar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low-intensity semi-squat KAATSU training on activation degree of core muscle

groups and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Methods: Ten young female wrestlers from Beijing team were recruited to perform 4 groups

of half-squat exercise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continuous and intermittent KAATSU and no KAATSU. The first group repeated

30 times and the rest 15 times, with a load weight of 30% 1 RM. A special device was used to fix the KAATSU on the middle and

upper third of the thigh, the pressure of binding KAATSU was set at 40 mmHg and the inflation KAATSU was 180 mmHg. Four

tests were conducted before and after the KAATSU training program, the surface EMG signals of rectus abdominis, external oblique,

erector spine and gluteu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RMS standard values were calculated for each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after each

group completed the training,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test was conducted. Results: 1) The RMSMVC value of obliqus externus

abdomini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continuous KAATSU training and intermittent KAATSU training (P＜0.05), and the
RMSMVC value of erector spinae muscl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continuous KAATSU training and intermittent KAATSU

training (P＜0.01). Time and group interaction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MSMVC value of gluteus maximus muscle (F=2.70, P＜
0.05). The RMSMVC value of gluteus maximus muscle was significantly decreased after continuous and intermittent KAATSU

training (P＜0.05); 2) Without KAATSU, the standard RMS value of rectus abdomini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only in the last
three squats (P＜0.05); in continuous KAATSU, the standard RMS value of rectus abdomini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efore and
after De-KAATSU (P＜0.05); the standard RMS value of rectus abdominis after De-KAATSU of intermittent KAATSU training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P＜0.05). The standard RMS value of obliqus externus abdominis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with
continuous KAATSU (P＜0.05). The standard RMS value of erector spine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after De-KAATSU in

continuous KAATSU (P＜0.05), but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before and after De-KAATSU in intermittent KAATSU (P＜0.05); 3) In
the four sections of Semi-squat training, the RMS standard values of rectus abdominis, external oblique abdominis and erector spinal

muscles under KAATSU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KAATSU (P＜0.05), but that was lower in gluteus (P＜0.05).
In the four sections, the RMS standard values of rectus abdominis, external oblique and erector spine muscles were increased group

by group, while the RMS standard values of gluteus were decreased group by group. The interaction of time and each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RMS standard values of gluteus (F=3.81, P＜0.05); 4) In the KAATSU state, the subjective fatigue of the 4
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KAATSU state after the exercise (P＜0.01), and the subjective fatigue of t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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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of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in the Field of Sports in China：
Systematic Review and Control

SHI Yan，HUO Xuanyi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Standard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are inevitable way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leve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in China.
Using Hutchison’s Grounded Theory research evaluation guidelin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quality of 36 empirical
researches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in sports in China from a normative perspective. It is found that the overall research quality is
not good enough. There are problems from both operational and reality aspects. In operational aspect, sampling strategy is
nonstandard, such as lacking of initial sampling and attention to the iterative process, etc. Theory generation process is incomplete,
such a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results than to process, etc. In practical aspect, methods adaptability is
inadequate, such as insufficient method selection, unreasonable genres selection, etc. The causes of quality problems are the unclear
applicable boundaries of the level method in Grounded Theory methodology, the confusion in excessive genre, lacking of normative
“claims” and control measures. Sports researchers are interfered by quantitative thinking, and they have poor Grounded Theory
knowledge and insufficient quality assurance awareness. The proposal of quality control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quality problems of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in sports at the stage. In the reliability aspect, it includes the increasing of
“judgment sampling” and “theory generation process test”. In the validity aspect, the “methodology literacy self-checked chart level”
should be ensured for researchers to guarantee methodology level, the “communication verification method” to ensure the validity of
the topic, and the “method suitability test” to ensure method adaptation, etc. In the future, on the basis of guaranteeing application
methods standardization, academics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two aspects of research content and methods to explore localization of
grounded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sports.
Keywords: sports field; grounded theory; systematic review; quality control; reliability;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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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non-KAATSU state after the De-KAATSU (P＜0.05). Conclusions: Lower extremity
KAATSU semi-squat training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activation degree of rectus abdominis and external oblique muscles, and
it also have training effects on gluteus and erector spine muscles, The subjective fatigue of KAATSU training was more intense than
that of non-KAATSU training. In the whole training effect, continuous KAATSU is better than intermittent KAATSU.
Keywords: KAATSRU training; blood flow restriction; core muscle group; degree of muscle activation; 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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