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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讨大学生体育课中补液对血液流变学的影响。10名男性大学生实验前一周作为安静状态（ST）

对照，测试 3堂课，隔周进行，分别为不补液课（NS）、补凉开水课（SW）和补运动饮料课（SS）。在体育

课中使用遥测心率仪监测和询问自我运动感觉状况。课后即刻取血，采用普利生 Precil N6B 血液流变仪测定

全血黏度；普利生 Precil PLS-F200B黏度计测定血浆黏度；采用毛细管法测定红细胞压积和纤维蛋白原。结

果发现 ST和 NS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P＞0.05）；而 ST和 NS与 SW和 SS的血浆黏度、全血还原黏度、

集聚指数、刚性指数、变形指数和电泳指数比较差异显著（P＜0.05）。提示：体育课中补液改善了微循环的

灌流情况，红细胞(RBC)的变形性提高，减少 RBC破碎，有利于组织的氧和营养物质的供应，及代谢产物的

排出，增强人体的运动和抗疲劳的能力，尤其是补运动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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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fluid supplement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a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 on 
hemor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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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effect of fluid supplement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aking a physical educa-

tion class on hemorheology. One week before the experiment, 10 male college students were tested as the control in 

a calm condition. The students were tested for 3 classes (once in a fortnight), which were respectively a fluid not 

supplemented class, a boiled water supplemented class and a sports drink supplemented class. During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the students were monitored by a remotely controlled heart rate monitor and asked about how 

they felt after exercising. Immediately after the classes, the students were blood sampled. Precil N6B blood rheom-

eter was used to measure whole blood viscosity, Precil PLS-F200B viscometer was used to measure blood plasma 

viscosity, and the capillary tube method was employed to measure haematocrit and fibrinogen. The authors reveale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in blood plasma viscosity, whole blood restoration viscosity, aggrega-

tion index, rigidity index, deformability index and electrophoresis index between the students tested before the ex-

periment and taking a fluid not supplemented class and the students taking a boiled water supplemented class and a 

sports drink supplemented class, whil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in the said measurements be-

tween the students tested before the experiment and the students taking a fluid not supplemented class. Hints: Fluid 

supplementation (especially sports drink supplementation)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lasses improved the condition 

of flush flow in microcirculation, enhanced the deformability of red blood cells, and reduced the crash of red blood 

cells, thus being conducive to supplying the organs with oxygen and nutrition, to the discharge of metabolites, and 

to enhancing the sports capability and fatigue resisting capability of the huma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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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流变学是专门研究把血液作为非牛顿液体所具有

的流动性、黏滞性、变形性及凝固性的特点和专门研究血液

的有形成份（主要是 RBC）以及心脏、血管的黏弹性触变

形的科学。一般认为血液黏度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反映血液运

输的质量；脱水可引起全血黏度增高，全血黏度随着红细胞

压积（HCT）的增高而增高，影响运动能力及消除疲劳[1、2]。

探讨大学生体育课中补液对血液流变学会产生何种适应性

变化，对体育教学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一年级男生，通过志愿报名随机选

择 10 人，要求身体健康，实验期间避免额外的大强度运动；

年龄（19.10 ± 0.8）岁，身高（167.05±4.54）cm，体重（57.48 

± 8.63）kg。 

1.2  实验设计 

选择短跑项目教学期间（5~6 月份），课的内容安排保

持统一。课的内容为：（1）准备部分（15 min）：绕田径场

慢跑一圈（400 m），活动操一套（6 节、4×8 拍）；（2）基

本部分（55 min）：游戏（单、双数跑），柔韧性练习，学习

冲刺跑（30 m×2），短跑练习（50 m×2+100 m）；（3）结束

部分（10 min）：集合整队，调整放松练习。测试 3 堂课，

时间安排在每周三下午 3 时开始。3 次测试分别为不补液

(NS)、补凉开水(SW)及运动饮料(SS)。整个教学过程中使用

芬兰产 PE4 000 型遥测心率仪设定每分钟记录一次进行监

测，并通过主观运动强度判定表[3]每 10 min 询问自我感觉

状况。补液方式为：课前 15 min，饮 200 mL，课中每 20 min

饮 200 mL。不补液（对照课）要求：课前 15 min 停止补充

任何饮料，到课结束以后。 

1.3  标本采集与处理 

在测试前 1周安静状态(ST)下，下午 5时采集肘静脉血，

3 次测试课后即刻采集肘静脉血，均用肝素抗凝。全部血液

流变学指标在采血后 3 h 内测定。 

1.4  测定方法 

1)全血黏度的测定：采用北京产普利生 Precil N6B 血

液流变仪，取 1 mL 血，测定低（10/s）、中（60/s）、高（150/s）

三个切变率下的全血黏度。2)血浆黏度的测定：取 1 mL 血，

以 2 500 r/min 离心 10 min 后吸取血浆，采用普利生 Precil 

PLS-F200B 黏度计测定 120/s 切变率的血浆黏度。3)HCT 的

测定：取血 30 μL 于毛细管内，再将毛细管放到微量高速离

心机内，以 12 000 r/min 离心 5 min，从离心机中取出毛细

管放到计测板上读取读数即可。4)纤维蛋白原的测定：取血

30 μL 于毛细管内，56℃水浴 10 min，再将毛细管放到微量

高速离心机内，以 12 000 r/min 离心 5 min，从离心机中取

出毛细管放到计测板上读取读数即可。红细胞指数、循环滞

留时间、血栓形成系数等通过以上 1)~4)步骤数据输入普利

生电脑平台获取。 

1.5  数据统计处理 

采用 SPSS10.0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结果用均数±标准差

（ sx± ）表示，组间组内采用 Paired Samples t Test 分析，

显著性水平为 P＜0.05。 

 

2  结果及分析 
2.1  安静时和各体育课后即刻宏观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表 1 显示，全血黏度只有低切 ST 与 SS 比较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毛细管血浆黏度的比较是 ST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NS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全血还原黏度低切的比较是 ST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NS 与 SW 差异具有显著

性（P＜0.05）；中切的比较是 ST 与 SW 差异具有显著性（P

＜0.05），NS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SW

与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高切的比较是 SW 与 ST、

NS、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表 1  安静时和各体育课后即刻宏观流变学指标（ sx± )变化 
全血黏度  全血还原黏度 

组别 
低切（10/s） 中切（60/s） 高切(150/s) 血浆黏度(120/s) 红细胞压积 低切（10/s） 中切（60/s） 高切（150/s）

ST 

NS 

SW 

SS 

9.73±1.29 

9.39±1.31 

9.37±1.15 

8.96±0.761) 

5.50±0.48 

5.45±0.34 

5.43±0.35 

5.39±0.29 

4.32±0.29 

4.32±0.20 

4.37±0.27 

4.38±0.18 

1.257±0.060 

1.26±0.046 

1.30±0.051) 2) 

1.30±0.0601)2) 

43.44±2.22

43.10±1.88

43.34±2.60

43.21±1.61

19.44±2.40 

18.80±2.60 

17.48±1.881) 2) 

17.23±1.471) 

9.75±0.89 

9.73±0.55 

8.88±0.491) 2) 

9.34±0.522) 

7.05±0.49 

7.11±0.37 

6.61±0.381) 2) 

7.00±0.303) 

1）与 ST比较，P＜0.05；2）与 NS比较，P＜0.05； 3）与 SW比较，P＜0.05。 

 

2.2  安静时和各体育课后即刻红细胞变形指标及纤维蛋白

原的变化 

表 2 显示，RBC 集聚指数比较是 ST 与 SW 差异具有显

著性（P＜0.05），与 SS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P＜0.01），

NS 与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SW 与 SS 差异具有

显著性（P＜0.05）；RBC 刚性指数比较是 ST 与 SW 和 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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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NS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显著

性（P＜0.05），SW 与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RBC

变形指数与刚性指数比较结果一样；RBC 电泳指数比较是

ST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Ｐ＜0.05），NS 与 SW 和

SS 差异具有显著性（Ｐ＜0.05）；纤维蛋白原比较结果是

NS 与 SW 差异具有显著性（Ｐ＜0.05）；血栓形成系数和纤

维蛋白原的比较结果一样。 

 

 

表 2  安静时和各体育课后即刻红细胞变形指标及纤维蛋白原（ sx± ）的变化 
组别 集聚指数 刚性指数 变形指数 电泳指数 纤维蛋白原 循环滞留时间(s) 血栓形成系数 

ST 

NS 

SW 

SS 

2.24±0.19 

2.17±0.27 

2.14±0.161) 

2.00±0.162)3)4) 

5.62±0.45 

5.60±0.43 

5.19±0.331)2) 

4.89±0.291)2)3) 

0.90±0.03 

0.90±0.03 

0.87±0.031)2) 

0.82±0.011)2)3) 

5.16±0.34 

5.03±0.57 

4.66±0.301)2)

4.63±0.311)2)

2.80±0.44 

2.73±0.54 

3.27±0.422) 

3.21±0.42 

21.14±3.24 

20.80±3.92 

24.09±3.51 

24.06±3.13 

0.73±0.10 

0.72±0.16 

0.85±0.112) 

0.82±0.10 

    1）与 ST比较，P＜0.05；2）与 NS比较，P＜0.05； 3）与 SW比较，P＜0.05; 4）与 ST比较，P<0.01。 

 

3  讨论 
3.1  安静时和各体育课后即刻宏观血液流变学指标的变化 

血液的流变特性及其在各种生理和病理情况下的改变

是心血管系统，特别是心脏动力供能和组织供氧的决定因素

之一。血液的流变学特性最常用的测量指标是血液黏度，而

决定血液黏度的因素包括全血黏度、血浆黏度、红细胞流变

性、HCT 等，同时这些因素又存在相互的影响作用[1、2]。 

通过心率监测和主观运动强度判定体育课的运动负荷

量属中等。关于运动对全血黏度的影响报道不一。有研究报

道，健康受试者 10 000 m 运动后的全血黏度在各切变率中

都显著升高[4]；倪红莺[5]报道，一次急性太极拳练习后全血

黏度和还原血黏度下降，具有显著性意义。卢咏梅[6]报道，

运动 60 min（60%HRmax），对照组运动后全血黏度升高，差

异有显著性，补凉水组和补饮料组比较差异没有显著性，对

照组和补凉水组、补饮料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表 1 显示，

ST 和各体育课全血黏度低切、中切呈下降的趋势，只有 ST

和 SS 在低切时具有显著性差异，高切呈上升趋势。

Dintenfass[7]认为健康人体内血液黏度能保持稳定状态，是

由于肾、脾和肺经过 pH 调节，自动控制，或者由 CO2 及

O2 分压来控制。本研究的对象通过运动，可能上述脏器的

血流灌注有了改变，影响 pH 调节或者由于 CO2及 O2分压

的改变，而使低切变率下降。Dintenfass 还假设体内有内脏

感受器 A，负责调节全血黏度（低切变率），内脏感受器 B，

负责调节红细胞内部黏度（高切变率），可能运动刺激对感

受器 A 和感受器 B 的影响不同，因此在运动后低切变率下

降，而高切变率升高的趋势。说明，全血黏度的变化与运动

强度，运动时间有关。在一定范围内，全血黏度适当下降能

改善微循环的灌流情况，使单位容积的血液在单位时间中能

在微循环内发挥最大效益，大大减轻心脏负担，而血液黏度

升高时，血液在血管内流动不畅，可使组织缺氧或从组织中

排出废物的循环作用发生障碍[8]。提示：体育课中补凉开水

和补运动饮料改善了微循环的灌流情况，RBC 的变形性提

高，补液对机体内环境达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尤其是补运动

饮料。 

HCT 是 RBC 数量与体积的函数，是影响血液黏度非常

重要的因素。单位体积血液中 RBC 数目越多，则 HCT 也愈

高。正常人血液在 37℃和高切变率下血黏度随 HCT 的增加

而增加[9]。HCT 增高可以使 RBC 增多，有利于供氧，但与

此同时也会使血液浓度升高，使血黏度增加，血流阻力增大

[10]。有人报道，HCT 增高能够对各切变率的全血黏度产生

影响，使之增高；当 HCT>45%时，HCT 微小的增高，即会

引起全血黏度大幅度增高，尤其是在低切变率(<50S/1)，全

血黏度可以呈指数关系增加[4]。表 1 显示，各体育课后即刻

HCT 稍有下降，但 NS 与 SW 和 SS 下降更低，且都在 45%

以下。这与吴旭秀等[11]报道，进行一定量的运动，能降低

全血黏度及 HCT 的研究结果相同。由于全血黏度要受 HCT

的影响，一般来说 HCT 高的，全血黏度也高；为了排除这

一影响，引入全血还原黏度这一概念，全血还原黏度实际上

反映了单位 HCT 所产生的增比黏度的能力，有利于不同的

HCT 的各个体间的比较[12]。全血还原黏度变化可能是凉水

为低渗溶液，机体吸收后，可使全血还原黏度降低。有报道

指出，中等强度运动可引起心泵血量增多，血管扩张，血流

速度加快，红细胞呈分散状态，不易发生聚集，同时也由于

使前列腺素 I2（PGI2）释放，PGI2 具有较强的舒张血管和

抑制血小板聚集的作用[13]。另有报道，在骨骼肌的动脉中，

由血细胞压积和血浆黏度所至的高粘滞变化，易被血管舒张

因素中和，因此它们不是血流阻力的主要限制因素[14]。说

明：SW 和 SS 的血浆黏度虽有显著性升高，但对机体影响

不是主要的。各体育课后血液流变性增强，有利于组织供氧，

而 SW 和 SS 的 HCT 小幅度变化，更有利于组织的氧和营

养物质的供应，及代谢产物的排出，增强人体的运动和抗疲

劳的能力。 

3.2  安静时和各体育课后即刻红细胞变形指标及纤维蛋白

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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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C 聚集性是血液非牛顿特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对

于低切变率下的血液流动有极大影响。RBC 处于分散状态

时，血液黏度较低；处于聚集状态时，RBC 容易发生叠连

使全血黏度升高。表 2 显示，RBC 聚集指数各体育课后即

刻呈下降趋势，SW 与 SS 下降显著。卢咏梅[6]报道，运动

（60 min 组）对照课、补凉水课和补饮料课的聚集性也呈

下降趋势，与本研究相同。一些研究表明，长时间的耐力运

动和短时间大强度运动均可造成 RBC 变形性下降[15-16]。说

明运动强度影响 RBC 变形性，运动过程中补液可改善 RBC

的聚集性，尤其是补运动饮料。 

RBC 的变形性不仅影响着血液流动，决定血液对组织

的供氧能力及二氧化碳和其他物质的运输能力，而且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 RBC 自身的寿命。因为当 RBC 变形性下降

时，可以加速脾脏等网状内皮系统对 RBC 的清除和破坏，

使得 RBC 寿命缩短。此外，只有 RBC 的变形功能处于良好

状态时，RBC 才能通过比其直径小的毛细血管，发挥其正

常功能[17]。有报道，长时间大强度运动或极限强度运动后

RBC 变形能力下降，1000m 跑后 RBC 变形能力并未完全发

生明显变化[18]。有关中等强度运动对 RBC 变形性的影响，

报道不同。李可基[16]报道，有氧负荷前后青少年运动员的

RBC 变形性变化不明显，而相同受试者在 100 m 跑后 RBC

变形性显著下降。卢咏梅报道[6]，60%HRmax 运动，20 min

组和 40 min 组变形指数没有变化，60 min 对照组下降显著，

而补凉水组和补饮料组没有显著性变化。表 2 显示，RBC

变形指数 ST 与 NS 比较没有显著性变化，而 SW 和 SS 与

ST 有显著性差异。RBC 刚性指数也反映了 RBC 的变形性，

其变化与 RBC 变形指数相似，RBC 刚性化与红细胞膜脂含

量及膜的流动性有关，RBC 刚性指数低，表明红细胞膜脂

质过氧化程度低，RBC 流变性好。提示：RBC 变形的影响

除了与运动强度有关外，还与运动的持续时间有关。体育课

强度对红细胞变形性没有明显影响，而体育课中补液可以进

一步改善红细胞的变形性，延长红细胞的寿命。 

RBC 电泳时间的改善有利于 RBC 维持正常的表面电

荷，避免悬浮于血浆中的 RBC 聚集成串而增加血流阻力，

有利于降低血液黏度和血流阻力，对于高血压、脑血栓、动

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防治具有良好的效果[19]。表 2 显示，

RBC 电泳指数下降，ST 与 NS 比较没有显著性差异，ST 与

SW 和 SS 具有显著性差异。有研究报道，在同等的条件下，

RBC 电泳时间短，运动后血液黏度下降，RBC 柔顺性和变

形性能力大的运动员，其 RBC 供氧能力既大又快，细胞、

组织代谢率高，恢复就快；他们的组织、器官血液灌流情况

好，疲劳容易解除，短期内又可驰骋赛场而不致过劳[2]。提

示，体育课中补液，能使 RBC 更好的供氧，细胞、组织代

谢率高，恢复快，达到健身的目的。 

有研究表明，纤维蛋白原升高，促成机体高凝状态出现，

而纤维蛋白原的沉积即为低密度脂蛋白及脂质粘附提供了

条件，使血管内皮增厚变性，促进粥样硬化的形成，并直接

造成了血管内皮发生形态改变[20]。表 2 显示，NS 纤维蛋白

原含量呈下降趋势，SW 和 SS 反而上升，尤其是 SW 与 NS

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而且循环滞留时间和血栓形成系数与纤

维蛋白含量结果相同，三者之间呈高度相关（P＜0.01）。有

报道认为，当纤维蛋白原的含量增加时会导致血浆黏度增

高，当 RBC 的变形能力降低时会使血液黏度增高，灌注减

少，再加上 RBC 变形能力下降引起的微循环障碍，会在毛

细管中形成微血栓，使血流受阻，血液黏度增高[21]。从表 1

可见本研究的血液黏度和 HCT 并没有增高，反而是下降的，

而毛细管的血浆黏度，补液课却有明显的升高，其变化在正

常范围内。提示，补液课的纤维蛋白原和血栓系数的升高，

这是否会引起微循环障碍，在毛细管中形成微血栓，其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 

体育课中补液改善了微循环的灌流情况，RBC 的变形

性提高，减少 RBC 破碎，延长 RBC 的寿命；纵观血液流变

学各指标的变化，更有利于组织的氧和营养物质的供应，及

代谢产物的排出，增强人体的运动和抗疲劳的能力，尤其是

补运动饮料。补液课的纤维蛋白原和血栓系数的升高，不知

其原因，其机制需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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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研究会第 18届年会会议纪要 

 

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研究会第 18 届年会于 2006年 12月
7～10日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体育院校学报和体育科技期
刊工作者近 60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承办单位解放军体育学
院政委孙学富、副院长孙毅，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政治

部宣传部副部长沈千红、中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学报研究会

副理事长龚汉忠编审、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编辑学组组长李晓

宪编审等领导亲临大会并讲话。 
此次会议围绕“全国体育院校学术期刊网络化编辑系统

的开发和资源共享”的主题，开展了体育学术期刊编辑理论
与实践的学术研讨（论文交流）；改选并成立了全国体育院

校学报研究会第 6届理事会。 
论文报告后，与会代表采用无记名评分的方式对论文进

行评奖。解放军体育学院李卞婴、首都体育学院吕予锋等作

者报告的 6篇论文，获得一等奖；沈阳体育学院郭长寿、山
东体育学院宋丽等作者报告的 10篇论文，获得二等奖。 

在第 6届理事会产生之前，与会代表听取并讨论通过了
第 5届理事会理事长冉强辉编审的工作报告。与会代表一致
认为：上届理事会秉承了民主协商、团结办会的优良传统，

遇事集思广益，坚持从会员单位的根本利益出发，成功举办

了几次会议，并进一步增强了体育院校学报同行间的凝聚

力，扩大了体育院校学术期刊在中国体育科技期刊和中国高

校学报界的地位及影响，同时对提高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的整

体质量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研究会举办的全国性会议中推

出一系列专题报告，开阔了体育院校学报同仁编辑工作的视

野，发现存在的问题，明确努力方向，同时也鼓舞了编辑们

的工作信心和热情。研究会加强了与体育学术期刊编辑学组

和总会的密切联系，并不断扩大了本会的影响力。 
按照学会章程，经各会员单位的推荐和与会理事投票选

举相结合的办法，选举产生了第 6 届理事会和常务理事会
（任期 2006～2010年）。理事会理事为（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子朴、王玉珠、王岗、冉强辉、闫育东、朱恺、刘英杰、

刘雪松、李卞婴、李皿、李军、李寿荣、宋丽媛、赵智岗、

赵蕴、高力翔、常乃军、常波、梁建平、黄晓春、董渝华。

常务理事会由 7人组成。理事长：冉强辉编审（上海体育学
院）；副理事长：朱恺编审（西安体育学院）、赵蕴编审（武

汉体育学院）；常务理事：王子朴副教授（首都体育学院）、

李军副编审（天津体育学院）、常波教授（沈阳体育学院）、

刘雪松编审（成都体育学院）；受理事长提名，常务理事会

聘任李晓宪编审（国家体育总局科技书刊部）为本会名誉副

理事长，王子朴副教授为秘书长，李卞婴教授（解放军体育

学院）、黄晓春副编审（广州体育学院）、李皿编审（山东体

育学院）为副秘书长。 
再次当选的理事长冉强辉编审代表新一届理事会表示：

按照学会章程，在上级学会的领导下，大家同心同德，紧密

团结，关心和热心支持研究会的工作，更好地为广大会员单

位服务，学会工作一定会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会议期间，王子朴同志就“体育学术期刊门户网站建设

进展情况”、李晓宪同志就“我国体育学术期刊发展现状和趋
势”作了专题报告。 
解放军体育学院各级领导和学报编辑部的同仁，以及广

州体育学院、华南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各级领导，为本次大会

圆满、成功的举行，给予了人力和财力支持，与会代表向他

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全国体育院校学报研究会 

2006-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