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能训练新方法推介
——递减负荷训练的释义与应用
A New Training Concept for Fitness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epwise
Load Reduction Training

孔凡明 1，米 靖 1*，马 杰 2

KONG Fanming1，MI Jing1*，MA Jie2

摘 要：通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概念阐释、应用效果和作用机制等方面对递减负荷训

练（stepwise load reduction training，SLRT）进行系统综述。研究发现：1）SLRT是递减组训练

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特定的练习单元内，依次递减完成从较高负荷强度（＞80% 1RM）至较

低负荷强度（＜30% 1RM）的练习，组间无间歇，每级负荷均做至力竭。2）SLRT可以有效增

加肌肉质量、肌肉耐力和肌肉横截面积，提高最大摄氧量、最大氧亏积累和最大无氧功率等

能力。3）SLRT产生效果的主要机制可能是外界持续性的强烈负荷刺激使机体产生了一系

列适应性反应，该过程可能涉及激素的分泌、蛋白质合成与抑制调节、肌纤维募集和细胞肿

胀以及线粒体呼吸链功能增强等过程。结论：SLRT作为一种同时兼具持续训练和间歇训

练功效，可以提高肌肉适能及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的新型训练方法，未来在大众健身和竞

技体育领域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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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relevant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the concept interpreta‐

tion, application effects and the mechanism of stepwise load reduction training (SLRT) ar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d.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SLRT is a special form of drop set train‐

ing, refers to gradually completing the exercises from a higher load intensity (＞80% 1RM) to a

lower load intensity (＜30% 1RM) in a specific exercise unit, with no interval between groups,

and each level of load is done to exhaustion. 2) SLRT can effectively increase muscle mass,

muscle endurance and muscle cross-sectional area (CSA), and increase maximum oxygen up‐

take (V̇O2max), maximum oxygen deficit accumulation (MAOD) and maximum anaerobic power

(MAnP). 3) The main mechanism for the effect of SLRT may be that the body produces a series

of adaptive responses due to continuous strong external load stimulation, which may involve

hormone secretion, protein synthesis and inhibition regulation, muscle fiber recruitment and cell

swelling, and enhancement of mitochondrial respiratory chain function.Conclusions: As a new

type of training method, SLRT has the effects of continuous training and interval training at the

same time, which can improve the muscle fitness and aerobic and anaerobic working capacity.

SLRT has a good application prospect in the fields of public fitness and competitive sport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drop set training; stepwise load reduction training; strength training; skeletal muscle;

energy metabo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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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肉供能能力的提升是增进健康和提高运动表现的重要保障（魏佳 等，2019；Gastin，

2001；Suchomel et al.，2016）。抗阻训练（resistance training，RT）可以有效提高神经肌肉

适应性和促进蛋白质合成，是提高肌肉适能的有效方法之一（徐飞 等，2013；Ehrman et

al.，2010）。然而，现有大众健身领域中用于普通人群的 RT 方法普遍存在强度不受控、

中国体育科技

2022 年（第58卷）第XX期

CHINA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58, No.XX, 1-6, 2022

博士生论坛

文章编号：1002-9826（2022）XX-0001-06

DOI：10. 16470/j. csst. 2021133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
金资助项目（20211021）；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
（教技函〔2013〕47号）

第一作者简介：
孔凡明（1993-），男，在读博士研究
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能训练理论
与实践，E-mail：1092953179@qq.
com。

*通信作者简介：
米靖（1970-），男，教授，博士，博
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
青少年体育、竞技体育发展战略，
E-mail：taishanmijing@126.com。

作者单位：
1.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2.中国戏曲学院，北京 100073
1.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National Academy of Chinese
Theatre Arts, Beijing 100073, China.

1



中国体育科技 2022年（第58卷）第XX期

运动时间长、训练效率低，只能锻炼肌肉，却无法对心肺

机能和能量供应系统产生积极影响等局限（于亮 等，

2020）。从理论上分析，将大强度、低重复的抗阻练习和

小强度、高重复的抗阻练习结合起来可以达到增加肌肉

力量、肌肉耐力和肌肉横截面积，同时改善心血管功能和

能量供应系统的多重功效；同理，如果某种训练方法可以

同时对有氧供能系统和无氧供能系统产生强烈刺激，则

可以同时提高机体的最大摄氧量（maximal oxygen uptake，

V̇O2max）、最大氧亏积累（maximal accumulated oxygen def‐

icit，MAOD）和最大无氧功率（maximal anaerobic power，

MAnP）。

Ozaki等（2020）研究发现，递减负荷训练（stepwise load

reduction training，SLRT）作为一种省时、高效的体能训练

方法，可提高无训练经验人群的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肌

肉横截面积。SLRT 同时兼具持续训练和间歇训练的优

点，可以有效发展机体的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但目前，

国内鲜见对于 SLRT 的概念阐释、应用效果和作用机制的

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 SLRT的历史起源、概念阐释、应

用效果和作用机制 4个方面对其进行综述。

1 历史起源与概念阐释

SLRT 是递减组训练（drop set training，DST）的一种特

殊形式。1947年，亨利·阿特金斯提出DST的概念（Schwar‐

zenegger et al.，1987）。DST 是指在动作练习过程中，每个

训练动作连续完成由高到低的 3组或更多的递减负重组，

同时每组的重复次数在负重递减的过程中相应递增（刘一

阳，2014）。DST 可以有效促进肌肉肥大，提升肌肉质量，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健身健美领域（邓肯·麦克杜格尔 等，

2020）。Anderson等（1982）研究发现，高强度RT组的最大

力量（1RM）明显提高，低强度 RT 组的力量耐力明显改

善。提示，若某种训练方法同时包括高强度负荷/低重复

次数和低强度负荷/高重复次数的练习，可在理论上同时

提高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该实验被认为是 SLRT 的理论

雏形。Ozaki 等（2020）研究认为，在抗阻练习中同时进行

大负荷和小负荷的练习，可能会促进肌肉力量和肌肉耐

力的协同发展。此外，考虑到传统恒定负荷强度的 RT 普

遍存在运动时间长、训练效率低，只能锻炼肌肉，而无法

对心肺机能和能供系统产生积极影响等局限，实践中迫

切需要一种省时、有效，且能够对肌肉适能和能量代谢能

力产生双重刺激的体能训练方法。在此背景下，Ozaki 等

（2020）提出 SLRT的概念。

SLRT 是指在特定的练习单元内，依次递减完成从较

高负荷强度至较低负荷强度的练习，组间无间歇，每级负

荷均做至力竭的训练方法（Ozaki et al.，2019，2020）。从负

荷安排上分析，SLRT 和 DST 均是在特定的练习单元内依

次递减完成从较高负荷强度至较低负荷强度的练习，组间

无间歇，每级负荷均做至力竭的训练方法。但 SLRT 的创

新之处在于其动作练习时的起始负荷强度较高（＞80%

1RM），结束时的负荷强度较低（＜30% 1RM），而 DST 对

此并无严格规定（Ozaki et al.，2018，2020）。SLRT的特点是

负荷强度变化幅度明显、固定器械或动作、全程充分力竭

以及组间无间歇。SLRT 在动作练习形式上和应用效果

方面也有所革新。依据动作表现形式的不同，SLRT 可分

为抗阻型和非抗阻型两类。其中，抗阻型SLRT 在提升肌

肉力量、肌肉耐力、肌肉横截面积等方面效果明显；非抗

阻型 SLRT 在发展机体能量代谢能力方面作用显著。目

前，典型的抗阻型 SLRT 实验设计是受试者无间歇地依次

完成负荷强度为80% 1RM、65% 1RM、50% 1RM、40% 1RM

和 30% 1RM的练习；非抗阻型 SLRT实验设计是受试者在

短时间内（约 5 min）采用自行车测功仪依次完成负荷强

度从 300% V̇O2max 递减至接近 100% V̇O2max 的自行车运动

（Ozaki et al.，2020）。

2 SLRT的应用效果

SLRT 可以有效发展机体的肌肉适能和能量代谢能

力。因此，本研究主要从肌肉适能及有氧和无氧代谢能

力两方面介绍 SLRT的应用效果。

2.1 SLRT对肌肉适能的影响

在发展肌肉适能方面，SLRT 的主要应用效果是同时

提高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肌肉横截面积。Ozaki 等

（2018）为探究 SLRT 对肌肉力量、肌肉耐力和肌肉横截面

积的影响，选取 9名无训练经历受试者，进行为期 8周，每

周 2～3次的哑铃手臂弯举练习。受试者的每只手臂随机

分配下述训练方案：1）高强度（high-load，HL）组（n＝6），

80% 1RM的抗阻练习，3组，每组均至力竭，组间恢复时间

为 3 min；2）低强度（low-load，LL）组（n＝6），30% 1RM的抗

阻练习，3组，每组均至力竭，组间恢复时间为 90 s；3）SLRT

组（n＝6），先进行 1 组起始负荷强度较高（80% 1RM）的

力竭练习，无间歇地进行 4 组负荷强度依次递减（65%

1RM，50% 1RM，40% 1RM，30% 1RM）的力竭训练。该研

究发现，HL、LL和SLRT组肌肉横截面积均有增加，组间差

异不显著；HL 组和 SLRT 组最大力量增加显著；LL 组和

SLRT组肌肉耐力增加显著；从训练时间来看，SLRT组的训

练时间［（2.1±0.1）min］明显低于 HL 组［（6.8±0.1）min］和

LL 组［（11.6±2.3）min］。因此，与传统 RT（HL 和 LL）相

比，SLRT 可以有效提高普通人群的肌肉横截面积、肌肉

力量和肌肉耐力，并且更加省时。Fink 等（2018）研究发

现，初始负荷强度为 12RM，每次递减 20%负荷强度，持续

3组的力竭训练对肌肉横截面积的提升幅度约是以 12RM

恒定负荷强度，间歇 30 s，重复 3组的传统RT方案的 2倍，

SLRT 在发展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方面的训练效益优于

RT。提示，对于提升肌肉力量和质量而言，与训练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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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训练至力竭的组数是有效的训练刺激（MacDougall et

al.，2014）。为了使 SLRT 的训练效果最大化，建议后续

研究进一步扩大SLRT的负荷强度变化区间，提高SLRT的

起始负荷强度（＞80% 1RM），降低结束负荷强度（＜30%

1RM）。但仍需考虑训练效率、运动疲劳和运动损伤的影

响，如结束负荷强度下降幅度过大，力竭时间可能会随之

延长，损伤风险也会增加。

2.2 SLRT对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的影响

完善的能量代谢系统是维持机体各项生理机能正

常工作的基本保障，亦是保持运动能力的重要前提，因此

机体供能能力的改善有利于增强人体的运动表现（孔凡

明 等，2021；Gastin，2001）。V̇O2max、MAOD 和 MAnP 等是

反映机体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的重要指标，与机体的有

氧和无氧工作能力存在高度的正相关。Wenger 等（1986）

研究发现，与低于 90% V̇O2max 的负荷强度相比，90%～

100% V̇O2max的负荷强度对提高 V̇O2max更为有益。有研究

表明，170% V̇O2max负荷强度的高强度间歇运动（运动 20 s，

间歇 10 s）持续 6 周，可以有效提高 MAOD（Tabata et al.，

1996）。

SLRT 能够提高受试者的 V̇O2max、MAOD 和 MAnP 等

能力（Ozaki et al.，2019，2020）。Ozaki 等（2019）将 17 名无

训练经历的年轻男性随机分为 SLRT 组（n=9）和对照组

（n=8），对照组不进行任何运动干预，SLRT 组进行每周

2～3 次的 SLRT 训练，每次平均训练时长为（275±135）s，

实验为期 8 周，期间受试者避免参与其他身体活动，并严

格控制饮食。非抗阻型 SLRT 的经典训练方案——受试

者先进行 10 min 的功率自行车（Powermax V2，Combi，日

本）运动（50% V̇O2max 负荷强度）和 3 次 5 s 接近最大功率

的踏蹬作为热身活动，随后无间歇地完成 5阶段负荷强度

递减的功率自行车运动（图 1）：第 1阶段，以 300% V̇O2max负

荷强度全力蹬车 5 s，可有效发展机体的MAnP；第 2阶段，

5 次负荷强度递减（以转速表示：85，80，75，70，65 rpm）的

踏蹬练习，每级负荷持续 5 s；第 3 阶段，以 60 rpm 为负荷

强度蹬车 30 s；第 4阶段，以 57 rpm负荷强度蹬车 120 s；第

5阶段，以 55 rpm负荷强度蹬车，逐渐递减至 52 rpm，以此

负荷强度运动超过 3 s 后停止。整个过程中，负荷强度递

减，但前 4个阶段的负荷强度均在 100% V̇O2max以上，可有

效发展机体的无氧工作能力，最后阶段的负荷强度接近

100% V̇O2max，直至力竭。SLRT 训练全程均可对机体的有

氧供能系统产生有效刺激，从而可以有效发展机体的有

氧工作能力。该实验发现，SLRT 组的 V̇O2max、MAOD 和

MAnP 等指标均得到相应提高，而对照组没有变化，证明

了 SLRT 以单一运动训练方案同时提高机体的 V̇O2max、

MAOD和MAnP等指标是可行的。Ozaki等（2019）研究认

为，受试者以 300% V̇O2max负荷强度全力蹬车时间约为 5 s，

但这一刺激对提高无训练经历人群的 MAnP 可能是必须

的。值得注意的是，SLRT 产生上述效果的耗时较短，每

组平均训练时间控制约为 5 min。与温盖特实验（Wingate

Test）以恒定负荷强度运动评价机体的 MAnP 不同，Ozaki

等（2019）采用自行车测功仪以最优、可变负荷强度评价

机体的MAnP。

因此，SLRT 可有效促进肌肉肥大和力量增长，同时

还能够显著发展机体的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尽管抗阻

型 SLRT 和非抗阻型 SLRT 在训练时长方面略有不同（约

2 min vs 约 5 min），但两者均是省时、有效的训练方法。

3 SLRT的作用机制

已有研究在解释 DST 提高肌肉力量的机制时多从激

素分泌（Schoenfeld，2011）、蛋白质合成（Carpinelli，2008；

Schoenfeld，2013）、肌纤维募集（Burd et al.，2012；Schoen‐

feld，2013）和细胞肿胀（Schoenfeld，2011）等方面展开讨

论，SLRT作为DST的一种特殊形式，作用机制与其类似。

3.1 激素分泌

骨骼肌在进行负重抗阻力量训练后，生长激素（growth

hormone，GH）、睾酮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IGF-1）等合成代谢激素的浓度增加，促进

肌肉的生长。血清睾酮浓度增加，一方面可以刺激骨骼

肌蛋白质的合成（Smilios et al.，2003），另一方面可以促进

腺垂体分泌 GH。Alves 等（2019）研究发现，DST 和多组

训练（multiple-sets，MS）均能使机体的睾酮分泌水平急性

提高，且 DST 组略高于 MS 组。GH 的分泌增加不仅可以

促进骨骼肌蛋白质的合成和肌纤维的生长，还可以促进

IGF-1 释放增多，IGF-1 可以促进卫星细胞的增殖和分化，

进而促进骨骼肌细胞的生长。许寿生等（2019）研究表

明，多组数、大强度（85%～90% 1RM）的RT可以促进血清

睾酮水平和血清 GH 水平的增加。SLRT 起始负荷强度较

大，短时间内机体的生理反应较为强烈，因此，SLRT 可以

促进 GH、IGF-1 等激素的释放增多，这可能是肌肉质量和

力量增长的原因之一。

图1 SLRT发展有氧和无氧能力示意图(Ozaki et al., 2020)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LRT Improving Aerobic and

Anaerobic Working Capacity (Ozaki et al.,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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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Dougall等（2014）研究表明，休息时间短可能有利

于肌肉肥大，其原因可能是短时间休息会刺激急性激素

（儿茶酚胺、肾上腺素等）的分泌增多。与间歇训练相比，

SLRT 的负荷变换之间无休息时间或休息时间很短，这可

能会刺激机体释放急性激素，如琥珀酸脱氢酶（succinate

dehydrogenase，SDH）增多，同时线粒体密度也会得到提高

（Bell et al.，2000），这可能也是 SLRT的作用机制之一。

3.2 蛋白质合成与抑制调节

机体在进行大范围负荷强度的刺激后，相关蛋白质

的合成会增加，进而促进肌肉力量的增长（Atherton et al.，

2012；Wernbom et al.，2007）。力量训练和耐力训练后肌

肉有不同的生理适应，大强度的力量训练可以刺激肌原

纤维蛋白的合成，从而发展力量和爆发力；小强度的耐力

性训练可以刺激线粒体蛋白的合成，从而增加有氧能力

（Coffey et al.，2007）。也有研究发现，肌肉很难同时进行

2 种蛋白质的合成，如未经训练的人群在进行少量RT时，

线粒体蛋白和肌原纤维蛋白同时被合成，但经过几次 RT

后，肌肉的生理适应变得更加一致，线粒体蛋白的合成受到

抑制，只刺激肌原纤维的合成（Wang et al.，2011；Wilkinson

et al.，2008）。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传统 RT 的负

荷强度较低或负荷恒定所致。SLRT 负荷强度变化幅度

较大，既包括大负荷强度的练习，也包括小负荷强度的练

习，大负荷强度的训练可以刺激肌原纤维蛋白质合成，从

而增加力量和爆发力；小负荷强度的训练可以刺激线粒

体蛋白质合成，从而增加有氧能力（Coffey et al.，2007）。

3.3 肌纤维募集和细胞肿胀

肌纤维募集的增加也可以解释 SLRT 促进肌肉力量

增长。根据运动过程中不同肌纤维的募集顺序，肌纤维

的募集原则可分为大小原则和违背大小原则。违背大小

原则多发生于机体在完成强度较大，且情况紧急的运动

中（许寿生 等，2019），该现象在某些鱼类和哺乳动物的快

速逃生和捕食时发现。MacDougall 等（2014）研究表明，

人体也存在违反大小原则却提高运动表现的情况。如跳

过 S 型运动单位（低阈值运动单位），优先激活 FR 型运动

单位（中等阈值运动单位）和 FF 型运动单位（高阈值运动

单位）有利于提高爆发式或弹振式的动作表现，上述刺激

可以快速提高肌肉力量、加快肌肉收缩速度（许寿生 等，

2019）。其机制可能是通过抑制小的运动单位，从而使大

的运动单位直接被募集。随着运动时间的持续，机体所

克服的负荷强度逐渐降低，小的运动单位逐渐被动员，参

加收缩的运动单位总量增加，这可有效促进肌肉横截面

积增加。传统的恒定负荷抗阻训练大多动员特定负荷阈

值的肌纤维，其动员的肌纤维总数量较小，因此作用效果

相对有限。与递增负荷训练类似，SLRT 期间肌肉运动单

位的募集方式会不断发生改变，但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SLRT 优先动员大的运动单位，神经放电频率加快，神经

同步兴奋性改善，大的运动单位对小的运动单位的兴奋

带动作用被激活，从而增加运动单位的募集，这可能是肌

肉力量提高的机制。SLRT 训练后期，小的运动单位逐渐

被动员，参加收缩的运动单位总量进一步增加，且 SLRT

在低负荷状态下的训练量大于高负荷状态，随着训练负

荷的累积，机体能量代谢系统所受到的刺激逐渐变大。

机体在进行大范围高强度负荷刺激后，其产生的

机械应力和肌肉损伤会使相关蛋白质的合成代谢增强

（Fink et al.，2018）。SLRT 期间负荷强度较高，尤其是非

抗阻型 SLRT 的大部分运动期间（约 5 min）负荷强度均保

持在 100% V̇O2max 以上，前 5 s 的负荷强度更是保持在

300% V̇O2max，且整个运动过程中动作发力部位不变，对局

部肌肉组织刺激较大，使局部肌肉组织严重缺氧、代谢产

物（如乳酸、磷酸）大量堆积，并伴随有肌肉损伤、应激反

应和急性肌纤维水肿等一系列生理反应。上述变化会使

骨骼肌小管的通透性增加，导致蛋白质含量丰富的体液

扩散至肌纤维中，造成肌纤维体积的增大，引起细胞肿

胀。细胞肿胀会激活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的适应

性调节，从而减缓肌肉内蛋白质的降解，并促进蛋白质合

成。在 SLRT训练后，肌肉会发生微损伤，如肌节缩短、肌

丝排列改变等，在修复损伤的过程中，肌节的数量增加

（Brockett et al.，2001；Drinkwater et al.，2005），这可能是

SLRT提高肌肉质量和肌肉体积的作用机制之一。

3.4 线粒体呼吸链功能增强

线粒体的数量、体积和相关酶活性是肌细胞的氧化

能力和抗疲劳能力的主要限制因素，并对机体的有氧代

谢能力产生直接影响。李洁等（2020）研究发现，不同负

荷的运动训练对线粒体能量代谢具有组织差异性，低、中

等、高和极高负荷强度运动训练对改善肝脏线粒体能量

代谢的效果不佳，而极高负荷运动训练在提高骨骼肌线

粒体能量代谢方面效果较好。这说明极高负荷强度的运

动训练对骨骼肌线粒体呼吸链功能具有促进作用，从而

达到提高机体的有氧工作能力的目的。极高负荷强度运

动时，大量快肌纤维被募集参与收缩，长期训练使快肌纤

维发生适应性改变可能是其作用机制。有研究表明，高

强度间歇训练（high-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HIIT）可诱导

骨骼肌代谢和性能适应，尽管与传统耐力训练相比运动

总量较低，但效果相似（Little et al.，2010）。SLRT 运动总

量相对较低，但负荷强度极高，这可能会对骨骼肌线粒体

的呼吸链产生刺激，从而使肌红蛋白（myoglobin，Mb）增

加，Mb 能增强线粒体呼吸链复合体Ⅳ活性，改善线粒体

呼吸能力（Yamada et al.，2016）。上述适应性变化提高了

工作肌氧气的传送速率（Zavorsky，2000），激活线粒体生

物发生信号通路（Wang et al.，2011），这可能是 SLRT 提高

机体能量代谢能力的重要原因。

尽管本研究提出了多种 SLRT 的可能作用机制，但现

有 SLRT 的应用研究较少，其作用机制尚未形成共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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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SLRT 产生效果的主要机制可能是负荷累积与

代谢适应，即外界持续性的强烈高负荷刺激使机体产生

了一系列适应性反应。

4 有待解决的问题与应用要点

SLRT 作为一种对机体生理刺激较强的训练方法，其

在推广应用中还有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未来研究应给

予更多的关注。

4.1 有待解决的问题

1）现有研究中 SLRT 的应用人群以无训练经验的人

群为主，尚无以高水平运动员为受试对象的研究，SLRT

是否可以应用或如何应用于高水平运动员尚需进一步

证实。

2）影响 SLRT 训练的方法学问题，如 SLRT 的训练方

案设计（包括训练器械的选择、负荷强度设置等）、SLRT

的交互效果（即 SLRT 部位对其他非训练部位的影响）、

SLRT训练后的恢复措施和营养补充等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SLRT的安全性问题，SLRT期间机体承受高频率大

负荷刺激，这会使血压迅速升高，对骨骼、关节和肌肉的

刺激较大，伤病风险较高，如何规避 SLRT 的训练风险有

待于进一步研究。

4）SLRT 的应用效果是否存在年龄、性别等差异以及

SLRT的长期训练效应，有待进一步探索。

4.2 应用要点

1）设计 SLRT 训练方案时，要考虑参与者的运动水平

和损伤史，参与者要掌握正确的运动技能，且尽量避免不

稳定因素的干扰，以保证训练过程的安全性。

2）SLRT 并非适合于所有运动项目，如 SLRT 会促进

肌肥大，因此对协调性和灵敏性要求较高的难美性项目

运动员应谨慎使用。

3）SLRT 的起始负荷强度较大（＞80% 1RM），因此运

动前应充分热身；SLRT 的训练目标是使机体力竭，因此

建议安排在训练课的后半部分。

4）适当控制 SLRT 的训练频率，一般每周训练不超过

2次，并严格控制间歇时间。

5 总结与展望

外界持续大范围的负荷刺激会使人体产生多重生理

学适应。从抗阻练习的角度分析，SLRT 可以有效促进肌

肉力量、肌肉耐力和肌肉维度的增加；从能量代谢的角度

分析，SLRT 可以有效提高机体的 V̇O2max、MAOD 和 MAnP

等指标，进而可以发展机体的有氧和无氧工作能力；从设

计方案的角度分析，SLRT 与倒金字塔式训练类似，但又

有其不同之处，主要区别在于 SLRT 在负荷强度的变换期

间没有间歇恢复期。SLRT 产生效果的主要机制可能涉

及相关激素（GH、睾酮和 IGF-1）的分泌、蛋白质合成与抑

制调节、肌纤维募集和细胞肿胀，以及线粒体呼吸链功能

增强等过程。

目前，鲜见针对不同运动方式的 SLRT 研究，未来研

究应充分利用 SLRT 的特点并结合项目特征和实际需求，

探索既符合专项运动员，同时又可以推广至全民健身领

域的 SLRT 训练方案。在竞技体育领域，某些运动项目，

如赛艇、皮划艇和铁人三项对运动员的力量和耐力素质

均有较高要求，运动员需要进行较大负荷强度、较高频率

的力量和耐力训练，SLRT 可以为此类项目体能训练提供

新思路。此外，鉴于 SLRT的高效、省时、训练总量低的特

点，可将其作为高水平运动员赛前训练或赛间训练的辅

助训练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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