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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干扰效应及可能的机制进行了整理，认为同期训练主要对肌肉爆发力存在干扰效应，对有氧能力影响较

小。干扰效应的存在和程度受到了受试者以及训练变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干扰效应可能的机制在宏观上主要有

过度训练假说、急性反应假说和长期适应假说；在微观机制上主要有分子干扰假说、AMPK-Akt开关假说和分子适应

假说。大部分学说由于实验设计上的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论证。未来研究重点应尽量控制无关变量，以减少其他因

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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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有氧耐力是运动表现的基础，几乎所有的运动

项目都需要这两种身体素质。很多项目运动员将有氧和

力量训练组合起来进行同期训练，以便同时提高这两种

能力。同期训练符合《美国运动医学会（ACSM）2013 年最

新力量训练指南》，在全民健身中应用也非常广泛。但有

氧训练和力量训练会导致不同的生物学适应，两者结合

起来可能会导致肌肉或其他器官系统适应能力的降低，

这种现象被称为干扰效应。有实验数据证实了同期训练

存在着干扰效应，其背后可能的机制一直是近年研究的

热点问题。基于此，理解干扰效应背后的原因机制有助

于降低同期训练干扰效应的发生程度，可以最大限度地

促进健康或提高运动表现。

1 干扰效应的提出

美国生理学家 Hickson（1980）对未受过正规训练的男

性进行了 10 周的腿部力量训练、有氧训练以及有氧和力

量同期训练，比较最后的训练效果发现同期训练影响了

力量发展，但并未影响最大摄氧量的增加幅度。此后，同

期训练对力量适应的干扰效应备受关注和认同。近年研

究认为，有氧训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力量训练对肌肉

质量、力量和爆发力的适应性变化，而对有氧能力的发展

影响较小。

1.1 同期训练对爆发力的干扰现象

相较于慢速力量，同期训练对爆发力的影响更加明

显。Dudley 等（1985）研究了同期训练对人体肌肉力量输

出速率的影响，对 22 名未经系统训练的男性和女性分别

进行了 7 周的力量训练、有氧训练和同期训练（每周各进

行 3 次有氧和力量训练），发现同期训练对快速运动的影

响较慢速运动影响更大，即更容易降低爆发力的表现。

Wilson 等（2012）分析前人的研究后发现，不同训练方式对

下肢爆发力的影响十分显著，同期训练对肌肉爆发力的

干扰更加明显。王玮（2016）将 40 名普通男大学生随机分

为 3 组，分别进行力量、有氧及同天有氧和力量的同期训

练，即使训练频率为 2 次/周，也发现同期训练对肌肉爆发

力有明显的不兼容现象。由此可见，力量训练中加入了

有氧训练，爆发力的发展会受到明显的影响。

1.2 同期训练对肌肉肥大的干扰现象

同期训练对肌肉肥大的干扰程度一直存在争论。早

期研究认为，同期训练中进行的有氧运动会干扰力量训练

相关的肌肉肥大性适应。Putman 等（2004）发现，年轻受

试者进行 12 周单独力量训练后大腿 Ⅰ型肌纤维横截面积

比同期训练组（有氧和力量训练间隔一天进行）大 2.9 倍。

然而，近年有研究发现，同期训练对肌肉肥大的干扰效果

并不明显。Murach 等（2016）对同期训练与肌肉肥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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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进行了 Meta 分析，认为同期训练不会对肌肉肥大

有明显的影响，即干扰人体肌肉细胞肥大的效应非常有

限。还有研究表明，在某些条件下，同期训练相比于力量

训练可能会使健康人群骨骼肌肥大现象更明显。Mikkola

等（2012）对未经训练的男性受试者每周分别进行 2 次中

等强度的有氧和力量同期训练，经过 21 周的训练后，发现

同期训练组肌肉质量增加更明显。该研究认为，没有训

练经历的男性受试者进行中等强度的有氧和力量同期训

练产生了协同效应，从而促进了有氧能力的增长和神经

肌肉的协调。同期训练对肌肉肥大的影响出现不同的结

论，可能与受试者训练经历和训练方案安排有关。

1.3 同期训练对最大力量的干扰现象

有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纯的力量训练，同期训练后最

大力量有相似程度的提高或略有降低，同期训练对最大

力量的干扰效应并不显著。Häkkinen 等（2003）比较了男

性受试者进行 21 周的力量训练（2 次/周）与同期训练（2 次

有氧训练/周＋2 次力量训练/周）的适应性变化，并未观察

到最大力量有明显差异。Glowacki 等（2004）对未经训练

的男性大学生分别进行了 12 周的力量训练和同期训练，

通过 1RM 的腿压（倒蹬）测试（腿举）和卧推测试，发现力

量训练组的最大力量增加了 40.8%，同期训练组增加了

39.4%。在年轻女性受试者的实验中也得出了同样的结

论（Silva et al.，2012）。由此可见，同期训练与单纯力量

训练相比，最大力量的增加幅度并未受到较大影响。

1.4 同期训练对有氧能力的干扰现象

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在有氧训练中增加适当的力量训

练似乎不会对有氧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如果同期训练

安排不合理，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有氧运动表现。Nelson

等（1990）对未经训练的男性进行了 20 周的实验，发现在

干预 11 周后，同期训练组和有氧训练组的最大摄氧量提

高程度相似；但在实验的后半程，有氧训练组表现出更高

的柠檬酸合酶活性和最大摄氧量。研究认为，同期训练

可能也会干扰有氧能力，干扰的程度可能取决于有氧训

练的特征和强度。郜卫峰等（2019）在 Meta 分析中指出，

有氧和力量同期训练会促进长跑运动员跑步经济性，但

过多的力量训练安排反而会降低跑步经济性，从而影响

有氧运动能力。

2 干扰效应的影响因素

由于大部分干预实验在实验设计上存在差异，因此得

出较多有待进一步确定的结论。于洪军（2014）系统总结

了前人实验设计上的差异，认为实验设计因素是影响结

果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干扰效应时，需要考虑受试者

的年龄、性别和训练背景以及训练的模式、频率、持续时

间、强度和方式等因素的差异（Docherty et al.，2000）。

2.1 干扰效应与受试者的选取

对于不同的受试者，同期训练的干扰效应也并不相

同。Coffey 等（2006）对未经训练和训练有素的男性受试

者进行了比较，发现未经训练的受试者对合成代谢信号

更加敏感，蛋白质合成反应时间更长，进行同期训练可能

有更高的合成代谢反应。在受试者的年龄上，Karavirta 等

（2011）研究了未经训练的老年人进行力量、有氧和同期

训练的个体差异，研究显示，少数的老年受试者在进行同

期训练后，有氧能力和力量表现均有所提高。目前，关于

同期训练研究的实验对象多为男性，女性相对较少。Bell

等（1997）认为，进行同期训练后，男性与女性受试者在力

量表现和激素适应上存在差异，性别因素对干扰效应的

影响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

2.2 干扰效应与训练变量

Wilson 等（2012）在一项 Meta 分析中指出，有氧训练

的方式、频率和持续时间均会影响同期训练中的力量表

现。在训练方式上，研究认为，在同期训练中若有氧训练

为跑步训练，对肌肉力量和肥大的影响较大；但如果有氧

训练为自行车训练，则干扰效应并不明显，而且干扰程度

与有氧训练的频率和持续时间呈负相关。

在训练频率上，Jones 等（2013）认为，若使肌肉肥大或

以力量增加为主，每周进行有氧训练的频率应该较低。

实验对比发现，每周进行 3 次有氧训练更容易削弱力量训

练引起的适应性变化。Murach 等（2016）也认为，同期训

练之间的间隔时间长短会影响神经肌肉功能和力量表

现，适当增加恢复期，更有利于肌纤维募集与力量表现。

由此可见，同期训练时间间隔越短，对力量表现的干扰会

更加明显。

在训练顺序上，目前有研究认为，在一次训练中，不

同的有氧和力量训练顺序对肌肉力量、肌肉肥大以及有

氧能力没有显著影响（Eklund et al.，2015；Schumann et al.，

2014）。但也有研究认为，训练顺序也可以影响干扰效应

的程度。Murlasits 等（2017）在一项 Meta 分析中指出，同

期训练时如果将力量训练安排在前、有氧训练安排在后，

似乎有利于下肢最大力量的发展。目前，还需要更多的

研究来确定不同的顺序安排如何影响了训练效果。

在训练强度上，Sousa 等（2019）对同期训练中有氧和

力量训练强度与运动表现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综述。研究

认为，对于高强度有氧训练，无论是训练的频率还是持续

时间的增加，都会更明显抑制力量的表现。高强度的有

氧训练可能会造成疲劳积累或更多的物质消耗，从而影

响力量训练的质量和力量的发展。

综上所述，同期训练的干扰效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

响。在探究干扰效应的原因时，应充分控制实验变量，相

关结论也应考虑是否受到了这些因素的影响。总之，干

扰效应可能更容易出现在有训练经历的年轻男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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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此外，同期训练中有氧训练的频率越多、持续时间越

长、强度越大以及有氧和力量训练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

干扰效应可能越明显。

3 干扰效应的可能机制

干扰效应自提出以来，其背后的机制就一直是国内外

广大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早期有学者通过过度训练理

论来解释干扰效应，之后有学者根据有氧和力量训练后

急性反应和长期适应的不同表现，提出了急性反应假说

和长期适应假说。近年，随着分子科学的发展，研究趋势

也逐渐由宏观转为微观，学者开始试图从分子机制上解

释干扰效应。在训练特异性适应的背景下，同期训练的

分子机制以及信号转导成为干扰效应的潜在原因。当

然，这些假说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

3.1 过度训练假说

在早期研究中，Dudley 等（1987）提出，同期训练组的

运动负荷相比于单纯力量或有氧训练组更大，因此，同期

训练更容易引起过度训练。过度训练导致的慢性糖原耗

竭可能是干扰效应的原因，因为一次剧烈的有氧运动会

显著降低糖原含量和改变骨骼肌的特性，连续的有氧训

练会导致骨骼肌长期糖原耗竭。在多项同期训练的实验

中，连续几周的高强度有氧训练使得长期糖原消耗，因此

导致力量表现降低。

这一解释受到了较多质疑：1）同期训练并没有明显

影响有氧能力；2）过度训练并不能完全解释干扰效应。

Dudley 等（1987）比较了 Hickson（1980）与 Dudley 等（1985）

的同期训练实验，发现两项实验在训练量明显不同的情

况下却获得了相似的实验结果。在训练总量并不大的情

况下，同期训练的干扰效应也没有特别明显。Donges 等

（2012）研究了在总训练量相同的情况下中年男性进行同

期训练与只进行力量或有氧训练的差异，发现同期训练

与力量训练后肌纤维蛋白合成增加相似，同期训练与有

氧训练后线粒体蛋白合成增加相似。

因此，当同期训练总训练量较大的情况下，更容易引

起过度训练，过度训练必然影响后续训练效果。但从目

前研究来看，过度训练并不是同期训练存在干扰效应的

内在机制。

3.2 急性反应假说和长期适应假说

干扰效应又进一步分为急性干扰效应和长期效应，因

此有学者试图分别解释这两种效应。Leveritt 等（1999）总

结性地提出用急性反应假说和长期适应假说来解释同期

训练中力量受到抑制的现象。急性反应假说认为，一次

性同期训练中有氧训练产生的疲劳积累会降低力量训练

中产生力量的能力，而由于长期力量训练质量的降低最

终影响了力量的发展。

Craig 等（1991）认为，有氧（跑步）训练导致的疲劳降

低了肌肉在进行力量训练期间产生足够张力的能力。但

也有研究认为，对于训练有素的耐力运动员，提前安排的

有氧运动对身体的神经肌肉有激活作用，对随后进行的

力量训练有较好的积极效应（García-Pinillos et al.，2015，

2016）。Doma 等（2019）认为，力量训练影响有氧耐力表现

受到训练强度、方式、顺序、恢复时间和收缩速度等因素影

响，因此，急性反应假说还需要考虑各种训练因素的影响。

长期适应假说认为，力量和有氧训练对肌肉的长期适

应性变化明显不同，因此，同期训练对肌肉的适应性表现

是相互冲突的，主要表现在肌纤维类型的转化、肌肉肥大

的适应、激素的适应以及神经肌肉募集等方面。其中，肌

纤维类型的转化还曾用来解释同期训练对爆发力的干扰

效应。有研究对精英自行车运动员进行同期训练，发现

其骨骼肌肌球蛋白重链同功型Ⅱa 比例增加，而Ⅱx 的比例

减少；相较于力量训练，进行同期训练能够提高肌纤维中

慢肌球蛋白的比例以及降低神经募集Ⅱ型肌纤维的比例

（Aagaard et al.，2011；Rønnestad et al.，2014）。这虽然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同期训练对爆发力干扰的现象，但

是骨骼肌对运动的适应性变化是复杂的，并且是连续发

生的。正如上述，同期训练对肌肉肥大的影响尚存争议，

因此长期适应假说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3.3 分子干扰假说

Inoki 等（2003）提出，力量和有氧训练对骨骼肌 DNA

信号路径的表达是不同的。雷帕霉素复合物 1（mTORC1）

是力量训练诱导肌肉肥大的关键分子之一，有氧耐力运

动激活的 AMP 活化蛋白激酶（AMPK）信号级联反应可能

是削弱由力量训练引起的肌肉肥大的主要途径。因此

该研究提出，有氧运动激活的 AMPK 阻断了 mTORC1

的信号传导。这一假设在动物实验中得到验证，Thomson

等（2005）在对衰老大鼠进行超负荷运动中发现，AMPK

磷酸化的提高降低了肌肉的肥大程度。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有研究认为是有氧耐力运动激

活的抑癌基因 p53 导致了 sestrin 蛋白质过表达，并对

mTORC1 产生了负面影响（Tachtsis et al.，2016；Wolfson

et al.，2016）。Budanov 等（2008）证实，sestrin 蛋白质的产

物激活 AMPK，并将其靶向磷酸化 TSC2 以刺激其 GAP 活

性，从而抑制 mTORC1。Bar-Peled 等（2013，2014）发现，

sestrin 蛋白质结合 GATOR2，解除了 GATOR2 对 GATOR1

的接触抑制，游离 GATOR1 可以抑制 Rag A/B 的活性进而

抑制 mTORC1。此外，p53 还可以调控核糖体含量。Ed‐

wards 等（2007）对老年男子进行了力量训练，发现核糖体

生物合成是调节老年人力量训练诱导肌纤维肥大程度的

关键因素。Stec 等（2015，2016）的两个实验也证实了老年

受试者在进行力量训练后，与年轻受试者相比 p53 活性更

强，表现出更少的核糖体生物合成和肌肉肥大效应。

因此，有氧运动激活的 p53，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 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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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n 蛋白质抑制 mTORC1，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减少核糖

体的生物合成导致肌肉生长迟缓。这一机制初步解释了

有氧运动对后续力量训练诱导的肌肉肥大的干扰。该理

论也解释了衰老、限制热量和长期卧床等因素引起肌肉质

量减少和力量降低的原因，但仍然需要一定的实验验证。

3.4 AMPK-Akt开关假说

腺苷-磷酸激活蛋白激酶（AMPK）如何抑制 mTORC1

信号转导机制鲜见明确的结论。随着研究的深入，Ather‐

ton 等（2005）在分子适应层面提出了 AMPK-Akt 开关假

说。Akt 也被称为蛋白激酶 B（protein kinase B，PKB），因

此有时也被称为 AMPK-PKB 开关假说（图 1）。该假说认

为，力量和有氧训练在分子角度上的冲突是诱导不同信

号反应的结果。该研究对啮齿动物进行模拟力量和有氧

训练，发现大鼠在有氧运动后的反应是 AMPK-PGC-1α信

号传导途径的特定激活，而力量训练后增加了合成代谢

Akt-mTORC1 信号级联的磷酸化以及翻译起始调节剂-核

糖体蛋白激酶（p70 S6k）、真核起始因子 4E 结合蛋白（4E-

BP1）和 eIF2B 的激活。Hawley（2009）也认为，力量和有氧

训练两种运动模式激活或抑制特定的基因子集和细胞信

号通路。该研究认为，力量训练诱导了 Akt 和 mTORC1 的

活性，通过促进 4E-BP1 的磷酸化调节蛋白质合成的速率

以及 4E-BP1、eIF4E 和 p70S6K 的活化来促进蛋白质合成，

从而使得肌肉肥大。有氧运动激活的信号级联表现为

AMPK，p38 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钙调蛋白依赖

性蛋白激酶（CaMK）和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γ

共激活因子-1α（PGC-1α）共同调节代谢过程和线粒体生

物合成。AMPK-Akt 开关是一种分别介导力量和有氧训

练特定适应的机制，干扰效应的原因主要是指有氧运动

激活的 AMPK 可能通过阻断力量训练诱导的蛋白质合成

的结节性硬化复合物（TSC）来抑制 mTORC1 信号级联反

应，从而限制了力量训练诱导的肌肉肥大（Coffey et al.，

2017）。

Apró 等（2015）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对意见。该研究

以受过训练的 8 名男性受试者为研究对象，并未在人体中

发现高强度有氧训练诱导的 AMPK 活性升高抑制后续力

量训练引起的 mTORC1 信号的传导。但该研究发现，同

期训练会刺激蛋白水解机制，认为有氧运动可能通过影

响蛋白质分解中的关键成分从而干扰了肌肉肥大性反

应。Mcgee 等（2010）的啮齿动物实验表明，在没有代谢适

应的情况下，超负荷运动后骨骼肌中 AMPK 的 α1 亚型被

优先激活；当去除 α1 亚型时，骨骼肌质量才会随超负荷运

动而进一步增加，表明 α1亚型可以抑制肌肉肥大。然而目

前的研究发现，有氧运动主要激活 AMPK 的 α2 亚型，并不

会激活阻碍骨骼肌生长的 AMPK 的 α1 亚型（Wojtaszewski

et al.，2000）。Hamilton 等（2013）在综述中同样质疑了这一

理论，认为同期训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这两条分子信号通

路来解释。上述研究表明，有氧运动激活 AMPK 导致

mTORC1抑制的理论还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3.5 分子适应假说

3.5.1 急性分子反应

在同期训练后急性生物合成信号方面，还存在一些争

议。Coffey 等（2009a，2009b）对普通男性受试者同期训练

后的急性分子反应做了诸多实验，证实同期训练与力量训

练相比，减少了生物合成代谢信号和 IGF-I 等肌肉生长因

图1 力量训练、有氧训练和AMPK-Akt开关假说信号通路激活（Moritz et al.，2019）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Summarizing Signaling Pathways Activated by Strength and Endurance Training and

the AMPK-Akt Switch Hypothesis（Moritz et al.，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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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因此认为这可能会对肌肉生长和力量发展存在一些急

性 干 扰 。 但 也 有 学 者 提 出 相 反 的 观 点 。 Lundberg 等

（2012）以 9 名经常参加身体活动的男性为对象，发现同期

训练后 PGC-1α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因表达更

明显，mTOR-p70SK6 都出现良好效应，如 mTOR（Ser2448）和

p70S6K（Thr389）磷酸化水平更高，且肌生长抑制素和 Atrogin-1

（肌肉蛋白质降解的主要调控因子）表现出较低水平，因

此认为同期训练后更能促进特异性基因表达和蛋白信号

传导。

卫星细胞是肌源性前体细胞，作为新生肌纤维的供

体，其在肌肉生长中起着重要作用。Babcock 等（2012）研

究了 8 名男大学生不同运动模式对卫星细胞的影响，发现

同期训练后在 MHC-Ⅰ型肌纤维中卫星细胞的密度明显低

于力量训练组，认为可能是有氧训练抑制了运动后卫星

细胞的增加。

3.5.2 长期分子适应

在有氧训练诱导适应相关分子标记物方面，Lundberg

等（2013）对 10 名男性进行了 5 周的同期训练，研究显示，

与只进行力量训练相比，PGC-1α和 VEGF mRNA 表达并

没有明显差异。但与 Fernandez-Gonzalo 等（2013）的研究

结果并不一致，该研究同样以年轻男性为研究对象，发现

同期训练 5 周后，与单纯力量训练相比 PGC-1α mRNA 水

平显著降低，VEGF mRNA 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研究方法

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如 mRNA 存活时间较短且不

稳定，而且两个实验中肌肉活检的时间并不一致。此外，

Ruas 等（2012）研究了 PGC-1α亚型，发现小鼠 PGC-1α4 特

异性地诱导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并抑制肌生长抑制

素，对肌肉肥大和力量提高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单纯考

虑同期训练后 PGC-1α的作用并不全面，还需要更多的研

究阐明对不同 PGC-1α异构体的影响。

在蛋白质信号反应物方面，目前鲜见相关研究。

AMPKα的 Thr172 位点的磷酸化常被作为 AMPKα激活的

标志。De Souza 等（2013）比较了未经规律训练的年轻男

性进行力量训练、有氧训练和同期训练对 AMPK（Thr172）磷

酸化基础值的影响，发现只有高强度的有氧训练显著提

高了 AMPK（Thr172）水平，因此还不能证明同期训练会对

AMPK（Thr172）产生明显的适应现象。

在蛋白质生物降解标志物方面，肌肉生长抑制素是一

种限制肌肉组织生长的蛋白质，因此被认为是可能会影

响肌肉肥大的潜在因素。目前关于同期训练对肌肉生长

抑制素影响的结论还存在一些争议。De Souza 等（2014）

在年轻男性中未能发现肌肉生长抑制素及其转录水平的

调控基因（FLST-3、GASP-1、SMAD-7 和激活素 IIb）在同期

训练后有明显的改变。Lundberg 等（2012）的实验同样没

有发现同期训练与力量训练后肌肉生长抑制素有明显的

差异。另一方面，Ruas 等（2012）发现，小鼠力量训练和同

期训练后肌肉生长抑制素 mRNA 表达显著降低，认为可

能是 PGC-1α4 介导调控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附近的假定

调控区域。另外，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肌肉生长抑素

能够鉴别人体肌肉肥大的水平（Kim et al.，2007）。因此，

同期训练对于肌肉生长抑制素等蛋白质生物降解标记物

的影响还不能完全解释干扰效应出现的原因。

在合成代谢反应方面，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结果。

Lambert 等（2015）发现，未经规律训练的受试者经过 12 周

的同期训练（力量＋水中跑步机有氧训练）比接受单独力

量训练后的受试者肌原纤维蛋白合成率更高。Fyfe 等

（2018）研究了同期训练对核糖体生物合成标记物（基因

表达和 RNA 含量）的影响，发现训练有素的受试者进行同

期训练后核糖体生物合成和翻译能力出现更有利的变

化，并且这与有氧训练的强度无关。不过，在 De Souza 等

（2013，2014）的两项实验中发现，同期训练与力量训练相

比减弱了肌肉肥大的程度，力量训练后 Akt（Ser473）（Akt 活性

调节点）基础含量和 p70S6k（Thr389）磷酸化增加更明显，认为

同期训练的干扰效应可能与 Akt-mTORC1-P70S6K 的级联

信号下调有关。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证实，即使是单纯的

有氧训练可能也会激活蛋白质的合成信号和生物合成，

尤其是对未经过训练的受试者，如 Konopka 等（2014）认

为，有氧运动会急性和长期改变蛋白质的代谢，并诱发肌

肉肥大。

综上所述，当前对同期训练后长期分子标记物的研究

还不能清晰地解释干扰效应，部分分子标记物甚至在不

同的实验中出现了相反的结果，这可能与实验设计的局

限性有关。另外，分子水平的某个或某几个指标，只能孤

立地解释微观生理现象，对干扰效应的完整解释难免会

存在一定程度的片面性。

4 总结与展望

同期训练近年备受关注，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

同期进行力量和有氧相结合的训练有利于提高运动表

现。但干扰效应却是无法忽视的问题，了解其背后的原

因机制，有助于合理安排训练，最大限度地提高同期训练

对特定人群的益处和减少负面影响。目前，关于干扰效

应的机制研究仍待进一步探究。从宏观机制上看，过度

训练以及急性反应和长期适应假说尚不足以解释这一效

应；从分子角度上看，虽然有氧训练和力量训练产生了不

同的分子反应和信号介导，但是否能解释干扰效应还需

要更多的证据支持。已有研究由于受试者和训练变量的

不同，甚至出现了一些相反的结果。因此，许多结论还需

要考虑是否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同期训练干扰效应的机制研究方面，除了继续从分

子水平探究外，未来还需要加入长期训练对神经肌肉方

面的适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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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ence Effects of Concurrent Aerobic and Strength Training and

Its Possible Mechanism

ZANG Feng，WANG Jun*，LU Jieming，WANG Ning，GAO Xiang，ZHOU Yue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above mentioned interference effects and discussed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The interference
effects of concurrent training are mainly on muscle power, but not on aerobic ability. The existence and degree of the interference are
decid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cluding subjects and training variables.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of interference effects mainly
includes overtraining hypothesis, acute effects hypothesis and chronic adaptations hypothesis from the macro level; on the micro
level, the main mechanisms are molecular interference hypothesis, AMPK-Akt switching hypothesis and molecular adaptations
hypothesis. Most of these hypotheses are needed to be further research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in further studies is the control of irrelevant variables.
Keywords: aerobic training; strength training; concurrent training; interference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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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Biogenesis”

—The Causes，Risks and Scientific Paradigms of Exercise-Induce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QI Zhengtang1, 2，ZOU Yong1, 2，DING Shuzhe1, 2

1. Key Laboratory of Adolescent Health Assessment and Exercise Interven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2.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Exercise can induc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 multiple organs and tissues, so the “exercise promotes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through XXX to prevent or improve XXX disease” has become a conventional scientific paradigm. This paradigm guides
our interpretation of existing data and scientific hypothesis for the future.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single-cell gene sequencing, more
and more evidence showed that the emphasis on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may overlook the heterogeneity between individuals of
mitochondria. The opinon of “exercise-induced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s a health benefit often contradic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mplex pathology, becaus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also have “side effects”, and exercise-activated signaling is involved in
diseases progression as well. This review proposes a paradigm based on experimental and evolutionary evidenc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induced by exercise is the only choice of cells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oxygen uptake, but it is not necessarily in
improving diseases. In gene-deficient or specific pathological models, exercise promotes heterogeneous or incomplete mitochondrial
biogenesis to resist increased oxygen pressure. The matching of mitochondrial phenotype, distribution and intracellular ATP
requirement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ncreased number of mitochondrial. The 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heterogeneity by exercis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tochondria should be paid more attention.
Keywords: mitochondria; heterogeneity; diversity; biogenesis; exercise;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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