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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主张大脑是运动疲劳的关键调节器，而小脑和基底节为 2 个主要调定点，该假

说为探究运动疲劳的中枢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但受限于研究手段一直无法在人体中得到验

证。本研究拟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技术探究与运动疲劳相关的大脑

区域以及相应脑区之间的激活与功能连接状态，从而验证人体运动疲劳的“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方法：招募 20名

800 m 跑成绩≤2 min 3 s 的男性运动员，对其进行最大摄氧量测试，根据测试结果最终遴选出相对最大摄氧量≥
55 ml/（kg·min）的 11名被试。实验前使用氢质子磁共振波谱（1H-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1H-MRS）测试被试

静息态脑区代谢物质的浓度；使用全脑血氧水平依赖功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functional Mag‐

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测试被试静息态脑功能网络连接。随后进行递增负荷运动至疲劳实验，试达

到疲劳状态后即刻进行与实验前一致的 fMRI测试。结果：通过 1H-MRS测试发现，运动疲劳发生后被试左侧基底节

区（basal ganglia，BG）的 Cho/Cr显著降低（P＜0.05）；通过 BOLD-fMRI发现运动员递增负荷运动至疲劳后小脑（cere‐

bellum）和初级运动区（primary motor areas，M1）、小脑和躯体感觉运动区（sensory motor cortex，SMC）、小脑和海马

（hippocampus）/海马旁回（parahippocompalgyrus）之间的功能网络连接程度减弱（P＜0.05）。结论：运动疲劳发生后基

底节区的代谢物质下降，以小脑为中心的脑功能默认网络连接降低，基底节区和小脑可能是使人体出现运动疲劳状

态的重要脑功能区，也初步验证了基底神经节和小脑作为 2 个监视系统来调控人体产生运动疲劳的“中枢控制器模

型”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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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发展及其在运动医学领域的

应用，研究者们对运动疲劳产生机制的认识逐渐由外周

开始深入到中枢，那些无法被割裂开审视且无法被外周

疲劳理论解释的问题开始在运动时中枢的状态变化中找

到答案（Gibson et al.，2004；Lambert et al.，2005；Noakes，

2010；Noakes et al.，2004b，2004c）。Noakes 所提出的“中枢

控制器模型”理论认为，运动疲劳是由整个中枢运动神经

控制系统（脊髓、脑干和大脑皮层三级结构，小脑和基底

神经节 2 个监控系统）根据外周各脏器及脑组织自身的感

觉传入信息主动调控运动单位的神经控制指令的结果

（Noakes，2012a，2012b；Noakes et al.，2004a，2005）。该理

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国际运动医

学领域顶级期刊 BJSM（British Journal of Sports Medicine）

曾连续多期开辟专题报道和讨论该模型理论（Gibson et

al.，2004；Lambert et al.，2005；Noakes et al.，2004b，2004c，

2005），为探究运动疲劳的中枢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指

明了研究方向。该理论提出至今由于受到研究手段的制

约并没有在人体中进行证实，因此将该模型理论进行在

体验证对于探究运动疲劳机制、揭开运动疲劳中枢机制

的“黑箱”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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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研究者们在“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的指引

下尝试通过多种研究手段来探究运动疲劳背后的中枢机

制，包括大脑皮层、小脑和基底节区在运动疲劳中所扮演

的角色。已有研究者通过动物实验发现，大脑皮层运动

区的脑电变化以及基底神经节相关核团神经元的电活动

与运动疲劳有关（侯莉娟 等，2013，2016；乔德才 等，

2005，2010；杨东升 等，2012）。Świątkiewicz 等（2017）发

现，力竭性耐力运动后小鼠的小脑和海马回的谷氨酰胺

和谷氨酸增高，说明小脑与运动疲劳有关。在人体研究方

面，研究者们已经开始使用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phy，

EEG）和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functional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fNIRS）对运动过程中大脑皮层的激活情况进

行研究（Bediz et al.，2016；Robertson et al.，2015），但小脑和

基底神经节位于大脑的深层区域，需要探测范围更广、质量

更高的神经影像学工具来对其进行探究。近年来，功能性

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开

始被用来探测大脑在运动过程中更深层脑区的激活情况

（Fontes et al.，2015，2020），这就为在体验证“中枢控制器模

型”理论提供了可能。因此本研究拟通过使用 fMRI技术中

的氢质子磁共振波谱（1H-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方法探究运动员疲劳前后相应脑区的代谢物质变

化，探寻与疲劳相关的大脑区域；使用全脑血氧水平依赖功

能磁共振成像（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BOLD-fMRI）观察运动员疲劳前后脑区

之间的功能连接变化，探讨运动疲劳对相应脑功能区激活

与连接的影响，在体验证“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Shibuya 等（2010）的研究提示，应招募具有良好训练

水平的人群来参与运动疲劳的相关实验研究。所以，本

研究首先招募了 20 名身体健康，无代谢病史，无神经系统

疾病且 800 m 跑成绩≤2 min 3 s 的男性运动员（均为右利

手），年龄（19.47±0.78）岁，身高（174.85±6.61）cm，体质

量（67.94±8.42）kg。所有被试均自愿同意参与实验，在实

验前均填写《实验知情同意书》，知晓实验目的和方法。

之后依据国际上界定被试具备良好训练水平（心肺能力）

的最大摄氧量范围标准（Bosquet et al.，2007a，2007b），在

实验前对 20 名运动员进行最大摄氧量测试，根据测试结

果最终选择相对最大摄氧量≥55 ml/（kg·min）的 11 名被

试进行递增负荷至疲劳实验，平均年龄（20.27±0.79）岁，

身高（172.46±6.67）cm，体质量（64.19±6.14）kg，平均相

对最大摄氧量为（60.05±3.30）ml/（kg·min）。在实验正式

开始前的 48 h 内要求被试禁止摄入含咖啡因或酒精物质

的饮料，并告诫避免进行任何类型的剧烈运动。本研究

已通过运动科学实验伦理审查。

1.2 被试最大摄氧量的测试方法

每次测试时保持室温在 20 ℃～25 ℃，相对湿度在

40%～50% 范围内。测试前先对气体代谢分析仪（AEI

Technologies，美国）进行校正。在正式测试前先询问被试

运动史、家族史、疾病史等后称量被试体质量。使用功率

自行车（Monark893E，瑞典）进行测试。准备活动 5 min，

起始负荷为 90 W，每 2 min 递增 30 W，要求转速保持在

（60±5）r/min（测试过程中使用节拍器并不断鼓励被试）。

当出现以下 3 种情况中的任意 2 种时可以确定被试达到

最大摄氧量：1）心率≥180 次/min；2）呼吸熵＞1.10；3）耗

氧量不再随负荷的增加而线性增加，开始出现平台或缓慢

下降且最后 2 个耗氧量值的差异＜±2 ml/（min·kg）。此

外，当被试不能维持功率自行车转速在 60 r/min 达 5 s 以上

时终止测试。为了消除最大摄氧量测试给被试带来的疲

劳效应，在最大摄氧量测试完成的 7天后开始正式实验。

1.3 实验流程

通过最大摄氧量测试筛选出的 11 名被试［V̇V̇ O2max≥
55 ml/（kg·min）］在实验前（处于静息态时）先进行 fMRI 测

试（首先进行 1 min 1H-MRS 扫描，然后进行 5 min BOLD-

fMRI 扫描），fMRI 测试完成后需要被试在功率自行车上

完成 1 次递增负荷至疲劳的运动方案，以使被试产生运动

疲劳状态。该运动方案从 90 W 负荷开始，每 2 min 递增

30 W，被试达到疲劳状态时停止。通过佩戴心率表来监

控被试运动过程中的心率变化，疲劳程度由主观疲劳感

觉测试（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RPE）量表反映（Borg，

1998）。被试疲劳状态的判定标准为 RPE≥19。当被试达

到疲劳状态时停止运动，之后立即进行与运动前（处于静

息态时）相同的 fMRI 测试（图 1）。

1.4 功能核磁成像测试

1.4.1 1H-MRS测试指标
1H-MRS 是现阶段唯一能够无创检测活体组织代谢及

生化变化的技术，其原理是利用傅立叶转换将不同电化

学环境下原子核共振频率所发生的偏移（化学偏移）转换

成按频率-信号强度分布的谱线，然后根据某些物质在特

定频率下产生的信号强度来判断该物质的浓度（侯莉娟

等，2010a）。1H-MRS 能检测的代谢物质主要有：

1）N-乙酰天门冬氨酸（N-acetylaspartate，NAA）主要位

于 2.02 ppm，正常浓度 6.5～9.7 mmol，仅见于神经组织，存

在于神经元胞体及轴索中，是正常神经元的标志物。

2）胆碱化合物（Choline，Cho）主要位于 3.20 ppm，正

常浓度 0.8～1.6 mmol，是细胞膜翻转的标志物。

3）肌酸（Creatine，Cr）主要位于 3.05 ppm，正常浓度

3.4～5.5 mmol，是能量利用、储存的重要化合物，是细胞

的能量状态标志（图 2）。

1.4.2 被试的体位

被试仰卧并将头部正放于线圈中。被试在检查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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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头部位置不动，然后在其膝下及后颈部均使用软垫

固定。通过记录被试下颏尖至胸骨切迹的距离来确保每

次扫描的定位一致，记录下颏至胸骨上窝正中的距离确

保每次定位时体素一致。

1.4.3 MRS序列扫描参数

在进行 MRS 采集之前应确定 MRS 的定位像，即形成

一个正轴位的成像序列（选择 FSE T2W1），层厚 5 mm，无

间隔，作为最终 MRS 体素的定位显示。然后对大脑左侧

顶叶初级运动区（primary motor areas，M1）、右侧顶叶 M1

区、左侧基底节 RBG 区和右侧基底节 RBG 区进行单体素

波普采集。在定位容积内进行均匀磁场操作，使水信号

半峰全宽达到 8 Hz 以下；用 chess 序列抑制水峰，激励特

定 频 率 范 围 信 号 ；用 点 分 辨 采 集 技 术（point resolved

spectoroscopy，PRESS）采 集 氢 谱（空 间 分 辨 率 ：2 cm×

2 cm×2 cm；TR=1 500 ms；TE=144 ms；Voxel=2 cm×2 cm×

2 cm，采集次数 128 次；NEX=200；Matrix=1 020；扫描时

间：1 min）。

1.5 BOLD系列扫描参数

使用带有 8 通道标准头部矩阵线圈的 3T 核磁共振扫

描仪（通用电气医疗系统，美国）来获取 MRI 数据，使用三

维梯度回波脉冲序列（3D-FSPGR）扫描来获取高分辨率

全脑解剖图像。采用单激发平面回波扫描序列进行数据

采集（single-shot echo-planar imaging，EPI），扫描参数包

括：层厚：4 mm；扫描层数：33 层；层间距：0 mm；FOV：

240 mm2；矩阵：64×64；TR：2 000 ms；翻转角：90° ；TE：

30 ms；扫描时间：5 min。

1.6 数据处理与统计分析

1.6.1 波谱分析

使用 Elscint/GE 软件包对氢谱图像进行统计分析，将

NAA 位置确定为 2.02 ppm，并以此为参照确定其他物质

的化学转移。Cho 为 3.20 ppm，Cr 为 3.05 ppm。分别测量

各峰的峰高和峰下面积。根据脑 1H-MRS 分析惯例，脑内

Cr 浓度相对恒定，故以 Cr 浓度作为内参计算 NAA、Cho 相

当于 Cr 的比值，然后计算左侧初级运动区（BA4）、右侧初

级运动区（BA4）、左侧基底节区（RGB）及右侧基底节区

（RBG）运动前后的 1H-MRS 的峰高和峰下面积。

图2 1H-MRS测试指标示意图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1H-MRS Index

图1 实验流程图

Figure 1. Protocol of the Experi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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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图像数据处理

使用SPM8软件（伦敦大学威康神经影像科学系，英国）和

动脉自旋标记灌注磁共振成像信号处理工具包（ASLtbx）对数

据进行预处理（Liu et al.，2013；Wang et al.，2008）：

时间校正（slice timing），剔除静息态扫描前 10 个时间

点的图像数据；

头动校正（realignment），剔除头动在 X、Y、Z 轴的平动

超过 2 mm 或旋转角超过 2°的被试数据；

空间标准化（normalization），将图像配准到蒙特利尔

神 经 病 学 研 究 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MNI）

标准；

高斯平滑（smoothing）处理，选择 8 mm 半峰全宽（full-

width half-maximum，FWHM），以提高图像的信噪比（Bao

et al.，2019；Griffis et al.，2016；Mikl et al.，2008）；

去除数据线性漂移，0.01～0.08 Hz 带通滤波提取低频

振荡信号部分，消除生理噪声。

对预处理后的图像选取感兴趣区域（region of interest，

ROI）。按照“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脊髓、脑干和大脑皮

层三级结构，小脑和基底神经节 2 个监控系统）假说的指

导与目前人们对于大脑中与运动相关区域的认识来选择

ROI（Carter，2019；Noakes et al.，2005），然后按照 AAL 模

板（2×2×2 像素，模板大小为 91×109×91）对选取的 ROI

进行合并标记选取，最终选择的 ROI 如表 1 所示。

计算被试大脑功能像中每个 ROI 数据的平均值，形成

该 ROI 区域数据的时间曲线（time course，TC），之后对该

TC 进行去线性趋势（detrend）和带通滤波（band pass，2nd

prder butter worth filter，0.01～0.08 Hz）。随后对单个被试

的不同状态下每两两 ROI 的 TC 进行相关分析，计算相关

系数，以此反映 ROI 之间的联接程度。

1.6.3 数理统计

数 据 采 用 平 均 值 ± 标 准 差（M±SD）表 示 ，使 用

RStudio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与数据可视化。使用双尾配对

样本 t 检验比较运动后疲劳态与运动前静息状态的脑功

能核磁差异，同时通过计算 Cohen 效果量（effect size，ES）

来评价运动前静息态和运动后疲劳态脑功能核磁变化的

差异大小，使用绝对值统一效应量的方向尺度。效果量

的大小范围为：＜0.2 为微小效果，0.2～0.5 为小效果，0.5～

0.8为中效果，＞0.8为大效果（Hopkins et al.，2009）。对于组

群之间ROI联接程度的改变计算步骤如下：对每组内被试不

同状态下每两两ROI之间的相关系数提取出来（个数为组内

被试个数），之后对这些相关数据进行组间（疲劳后＜正常）

单尾配对样本 t检验，显著性水平定义为P＜0.05。

2 研究结果

2.1 运动性疲劳前后脑功能区代谢物质的变化

如表 2、表 3 和图 3、图 4 所示，与静息态相比，运动性

疲劳发生后左右两侧初级运动区和左右两侧基底核区的

NAA/Cr 均无显著性变化（P＞0.05，ES=0.01～0.32）；左侧基

底节区的 Cho/Cr 显著降低（P＜0.05，ES=0.89），左右两侧初

级运动区和右侧基底节区的Cho/Cr无显著性变化（P＞0.05，

ES=0.33～0.49）。

表1 感兴趣区域模板（2×2×2，91×109×91）

Table 1 Area of Interest Template（2×2×2，91×109×91）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脑功能区英文名称

Precentral_L，Precentral_R

Supp_Motor_Area_L，Supp_Motor_Area_R

Frontal_L，Frontal_R

Postcentral_L，Postcentral_R

Cerebelum_L，Cerebelum_R

ParaHippocampal_L，ParaHippocampal_R

Caudate_L，Caudate_R

Putamen_L，Putamen_R

Thalamus_L，Thalamus_R

Cingulum_L，Cingulum_R

Hippocampus_L，Hippocampus_R

中文名称

中央前回

辅助运动区

额页

中央后回

小脑

海马旁回

尾状核

壳核

丘脑

扣带回

海马

表2 运动性疲劳前后脑功能区NAA/Cr变化

Table 2 Changes of NAA/Cr Before and After Exercise Fatigue in Brain

脑功能区

初级运动区

基底核区

右侧

静息态

2.05±0.27

1.74±0.75

运动后

2.27±0.94

1.73±0.94

t

-1.91

0.04

P

0.09

0.97

ES

0.32

0.01

左侧

静息态

2.35±0.32

1.79±0.81

运动后

2.44±0.81

1.72±0.90

t

-0.42

0.23

P

0.69

0.82

ES

0.15

0.08

表3 运动性疲劳前后脑功能区Cho/Cr变化

Table 3 Changes of Cho/Cr Before and After Exercise Fatigue in Brain

脑功能区

初级运动区

基底核区

右侧

静息态

0.77±0.22

0.81±0.46

运动后

0.87±0.19

1.07±0.69

t

-1.54

-0.96

P

0.15

0.30

ES

0.49

0.44

左侧

静息态

0.79±0.15

1.14±0.50

运动后

0.88±0.36

0.69±0.51*

t

-0.45

2.39

P

0.66

0.04

ES

0.33

0.89

注：*代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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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动性疲劳对终极ROI之间功能连接的影响

通过表 4 和图 5 显示，与静息态脑功能连接相比，被

试递增负荷运动至疲劳后小脑和 M1、小脑和躯体感觉运

动区（sensory motor cortex，SMC）、小脑和海马/海马旁回

网络脑区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弱（P＜0.05）。

3 讨论

研究发现，被试左侧基底节区的 Cho/Cr 在运动疲劳

后显著下降（P＜0.05，ES=0.89）；同时，运动疲劳发生后被

试的 M1、SMC，以及海马/海马旁回与小脑之间的功能连

接程度减弱（P＜0.05）。说明运动疲劳发生后基底节区代

谢物质下降，小脑与其他脑区的联系减弱，此结果从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中基底节区和小脑

作为监控系统来调控运动疲劳的假说。
1 H-MRS 主要检测脑内与三羧酸循环和（或）能量代谢

有关的物质。Cho是组成卵磷脂的强有机碱，既是乙酰胆碱

的前体，又是机体可变甲基的来源（作用于合成甲基的产

物），主要存在于神经鞘磷脂之中，负责信息传递、调控细胞

凋亡以及构成生物膜。NAA 是反映神经元损伤程度的指

标，所以目前关于 NAA 的研究多集中于卒中后的代谢变化

等方面，NAA 对于卒中后缺血半暗带的判定和预后均有重

要意义（Igarashi et al.，2015；Mazibuko et al.，2020）。Cr作为

机体能量利用和储备的重要化合物，代表着细胞的能量状态

并维持脑细胞中的能量代谢（Braissant et al.，2011）。由于Cr

在大脑内的浓度是相对恒定的，所以 Cr浓度常被用作内参

来比较 NAA 和 Cho 的值。在以下肢发力为主的蹬车运动

中，优势侧和非优势侧肢体分别激活了大脑皮层的不同区

域。其中优势侧主要激活对侧 M1 区，双侧运动辅助区

（supplementary motor area，SMA）以及小脑区，而非优势侧

除激活与优势侧一致的区域外，还能激活基底神经节区域，

同时两侧踝关节的随意运动也会激活基底神经节区域（侯莉

娟 等，2010b）。基底神经节是由豆状核（壳核和苍白球）、尾

状核以及屏状核组成的灰质团块，埋藏在双侧大脑半球的深

部，是组成锥体外系的主要结构，具有运动皮质下整合中枢

的作用，因此又被称为皮层下的运动中枢。主要包括调节运

动、协调椎体系功能、支持空间知觉、条件反射、注意转换等

（黄浩洁 等，2019；乔德才 等，2014；Florio et al.，2018）。本

研究发现被试处于运动疲劳状态时，左侧基底节区的Cho/Cr

值显著降低，反映了基底节区的膜代谢状态（大分子跨膜转

运以及离子的通透性）发生了变化，提示基底节区神经元活

性出现功能障碍（Bekdash，2019）。同时膜代谢状态的改变

会使得膜受体接受刺激，然后激活相应的磷脂酶促发信息传

递的功能也发生改变，所以 Cho/Cr 降低会导致基底节区神

经元之间的信息传递功能下降。除此之外，与其他甲基供体

相比，Cho 在调控细胞凋亡方面有其不可替代的特异性功

能，因此运动疲劳发生后 Cho下降导致甲基供应减少，从而

启动了基底节区的细胞凋亡。基于上述的一系列变化最终

导致了基底节整合中枢的功能下降，造成调节运动、协调椎

体系调节空间知觉、条件反射、注意转换等的功能降低或受

限（Dezfouli et al.，2017），从而人体会表现出运动疲劳的

状态。

功能连接作为脑功能研究中度量不相邻脑区间功能

活动同步性的一种方式，被定义为“空间上远离的神经生

理活动之间在时间上的相关性”（Friston et al.，1993）。

Biswal 等（1995）首先通过分析静息态 BOLD 扫描信号中

的低频成分（＜0.1 Hz）证明了感觉运动皮层之间存在功

能连接。此后，有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脑区之间的功

能连接，通过分析人体不同系统（如运动系统、语言系统

等）在静息状态下的 BOLD 扫描数据发现大脑的功能活动

图3 运动性疲劳前后脑功能区NAA/Cr变化

Figure 3. Changes of NAA/Cr Before and

After Exercise Fatigue in Brain

图4 运动性疲劳前后脑功能区Cho/Cr变化

Figure 4. Changes of Cho/Cr Before and

After Exercise Fatigue in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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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特定的规律和联系，并非如噪声般杂乱无章。本研

究发现，被试无论处在运动前的静息状态还是运动后的

疲劳状态，其大脑中的各脑区均与小脑为中心形成了稳

定的网络连接结构，但人体处于运动疲劳状态时，小脑与

M1 区、SMC 区以及海马/海马旁回之间的连接程度会减

弱。这表明运动疲劳发生后大脑的功能活动出现变化，

小脑与其他脑区之间的连接程度下降有关可能是导致运

动疲劳出现的因素之一。除 fMRI 研究发现各脑区之间存

在功能连接外，解剖学的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如基底

节和小脑半球与大脑皮层之间存在环路。这个环路使得

基底节与大脑皮层以及小脑半球之间相互联系，既能为

广泛的大脑皮层功能服务，还能通过组成更为复杂的系

统使得基底节和小脑半球的神经活动影响运动功能，基

底节、小脑半球和额叶前部区域内的神经元活动影响认

知功能（Bostan et al.，2018）。还有研究发现，运动共济能

力下降且大脑活动处于非正常状态的帕金森综合征患

者，其大脑活动表现出以壳核为中心的网络连接功能下

降（Fransson，2005）。目前，无论运动疲劳还是不同运动

能力退化下脑功能网络连接的变化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

究，随着无创神经调控技术的出现将为“中枢控制器模

型”理论在人体研究提供新的验证策略。

本研究尚存不足之处，首先，虽然本研究共招募了

20 名被试，但最后仅有 11 名被试符合研究的入组标准，被

试数量相对较少导致统计效应偏弱，后续研究应增加被

试数量，以更严格的统计检验标准来验证本研究的发现。

此外，本研究受限于目前的技术手段只分析了基底节区

和小脑区在运动疲劳发生后的相应变化，要完全验证“中

枢控制器模型”理论需要更全面的分析和更强的证据支

持，未来可针对其他相关脑区展开更细致的研究，为运动

疲劳背后的中枢机制提供现实证据。

4 研究结论

运动疲劳发生后基底节区的代谢物质下降，以小脑为

中心的脑功能默认网络连接降低，基底节区和小脑可能

是使人体出现运动疲劳状态的重要脑功能区，这也初步

验证了“中枢控制器模型”理论中基底神经节和小脑作为

2 个监视系统来调控人体产生运动疲劳的理论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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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ntral Governor Model Theory of Exercise Fatigue in Human Body：An

fMRI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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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central governor model” theory suggests that the brain is the key regulator of exercise fatigue, with the
cerebellum and basal ganglia as the two main regulating points. this hypothesis provided a new theoretical basis and research
direction to explore the central mechanisms of exercise fatigue, but it was unable to be tested in humans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aimed to investigate the activation and functional connectivity of brain regions associated with exercise
fatigue through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fMRI), so as to verify the “central governor model” theory of exercise
fatigue in humans. Methods: Twenty male athletes whose 800 m running result was less than 2 minutes 3 seconds were recruited in
this study, after a maximal oxygen uptake test, 11 subjects with relative maximal oxygen uptake ≥55 ml/min were selected for
further experiments. The participants completed a 1H-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H-MRS) and whole-brain blood oxygen
level dependent-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BOLD-fMRI) scan at baseline a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aerobic circle
ergometer test. Results: 1H-MRS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Cho/Cr in the left basal ganglia (BG) after exercise fatigue (P＜
0.05); BOLD-fMRI show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of functional network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cerebellum and primary motor
areas (M1), cerebellum and sensorimotor cortex (SMC), cerebellum and hippocampus/parahippocampus (P＜0.05). Conclusion: The
metabolic substances in the basal ganglia is dreased after exercise fatigue, and the functional network connectivity between the
cerebellum and other brain region is decreased as well. The basal ganglia and cerebellum could be important regions that contribute
to exercise fatigue in humans, and the “central governor model” is preliminary verified in this study.
Keywords: exercise fatigue; central governor model;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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