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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分别采用慢速结合快速减重和匀速减重两种不同减重方式的摔跤运动员赛前

减体重期间的体成分、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氧运转系统、物质能量代谢及力量素质的有关指

标进行跟踪监测和对比研究，结果显示：对运动员体成分的改善，慢速结合快速减重优于匀速减

重方式；对运动员免疫能力、内分泌系统、能量物质消耗、力量素质的影响，慢速结合快速减重

小于匀速减重方式；对运动员氧运转系统能力影响，匀速小于慢速结合快速减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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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respectively adopting two different weight losing ways, namely, fast speed and slow speed combined 

weight losing and constant speed weight losing,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tracking monitoring and comparative study 

on related indexes about body constituents, immune system, endocrine system, oxygen conveyance system, material 

energy metabolism and power capacity of wrestlers during weigh their losing period before gam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the fast speed and slow speed combined weight losing way is better than the constant speed 

weight losing way in terms of body constituent improvement; the fast speed and slow speed combined weight losing 

way has lesser effects on immune capacity, endocrine system, energy material metabolism and power capacity of 

wrestlers than the constant speed weight losing way; the constant speed weight losing way has lesser effects on the 

ability of the oxygen conveyance system of wrestlers than the fast speed and slow speed combined weight losi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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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采用慢速减重结合快速减重和匀速减重的

摔跤运动员，在赛前减体重期间身体机能的变化情况

进行跟踪监测和对比研究，客观反映其影响，为教练

员、运动员选择合适的减重方式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研究对象基本情况( x ±s) 

运动员 n/人 平均年龄 平均身高/cm 平均体重/kg 训练年限 平均减重/kg 

古典式 11 22.27±3.65 171.32±8.23 69.80±8.71 6~12 5.73±1.22 

自由式 12 20.83±3.49 173.13±8.56 67.75±8.88 5~12 5.5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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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以北京市参加十运会比赛古典式摔跤运队员 11

名和自由式摔跤运动员 12 名为研究对象，在赛前减体

重训练期间，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和自由式摔跤运动员

分别采用慢速减重结合快速减重和匀速减重两种方法

进行减重，对运动员体成分、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

氧运转系统、物质能量代谢及力量素质的有关指标进

行跟踪监测。 

血样：晨起空腹，07：00 取 2~2.5 mL 静脉血，

其中 0.2 mL 加入有 K2EDTA 小管中，混匀 30 min 后

做血细胞三分类(Ac.T diff 2)测试，其余打入真空促凝

采血管中，30 min 后 3 500 r/min 离心 10 min，取血清

进行血睾(化学发光 Access2)，血尿素(全自动生化 CX5 

PRO)，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免疫浊度分析仪

IMMAGE)测试。 

体成分：晨起空腹采用韩国产体成分分析仪

(INBODY 3.0)进行测试。 

1.3  数据处理和统计学检验 

各指标的测定值以“平均数±标准差”( x ±s)表

示。所有统计学处理在 SPSS For Windows 11.5 统计软

件上完成。采用方差分析，两两比较用双尾 T-test 进

行显著性检验，显著性水平取 0.05。 

 

2  结果与分析 

2.1  体成分指标的变化 

1)体重。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65.83±8.27) 

kg)与减重前((70.15±8.12) kg)相比，体重下降 4.32 kg，

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P<0.01)；自由式摔跤运动员：

减重后((65.94±7.95) kg)与减重前((70.78±8.17) kg)相

比，体重下降 4.84 kg，差异具有非常显著性(P<0.01)。 

2)体脂百分比。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8.02

±1.07)%)非常和减重前((10.71±1.52)%)相比，体脂百

分比下降 2.69%，差异具有很显著性(P<0.01)；自由式

摔跤运动员：减重后((8.58±2.72)%)和减重前((9.79±

2.40)%)相比，体脂百分比下降 1.62%，差异具有非常

显著性(P<0.01)。 

2.2  免疫功能指标的变化 

    摔跤运动员赛前减重前后免疫功能指标变化情况

见表 2。 

1)白细胞计数。在整个观察期内，古典式、自由

式摔跤运动员白细胞计数差异无显著性(P>0.05)，在正

常参考范围内波动。 

2)免疫球蛋白。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在整个观察

期内，免疫球蛋白 IgG、IgM、IgA 均在正常参考范围

内变化，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 

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与减重前相比，免疫

球蛋白 IgG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免疫

球蛋白 IgA 明显降低，差异具有显著性(P<0.01)；免疫

球蛋白 IgM 在整个观察期内无明显变化。 

 

表 2  运动员赛前减重前后白细胞计数和免疫球蛋白变化( x ±s) 

白细胞数/(109·L-1)  ρ（IgG）/(g·L-1) ρ（IgA）/(g·L-1)  ρ（IgM）/(g·L-1) 
运动员 

减重前 减重后 减重前 减重后 减重前 减重后 减重前 减重后 

古典式 5.90±0.85 5.96±0.85 10.46±1.98 10.34±1.74 2.47±0.56 2.39±0.48 1.33±0.57 1.27±0.50
自由式 6.38±0.85 5.85±1.09 10.74±1.84 10.09±1.481) 2.74±1.39 2.50±1.362) 1.27±0.67 1.25±0.62

前后比较：1）P<0.05；2)P<0.01 

 

2.3  血清睾酮的变化 

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前血清睾酮为(661.87±

86.72) ng/dL，减重后为(553.76±118.11) ng/dL；自由式

摔跤运动员减重前血清睾酮为(696.87±108.26) ng/dL，

减重后为(519.85±184.91) ng/dL。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P<0.01)。 

2.4  血红蛋白的变化 

    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146.86±4.45) g/L)与

减重前((151.79±7.04) g/L)相比，血红蛋白水平下降，

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 

    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160.82±8.38) g/L)与

减重前((156.73±6.80) g/L)相比，血红蛋白水平略有上

升，但差异无显著性(P>0.05)。 

2.5  血尿素的变化 

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前((6.86±1.28) mmol/L)

后((7.27±1.16) mmol/L)训练期间，血尿素无显著差异

(P>0.05)。 

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8.36±2.25) mmol/L)，

血尿素高于减重前((7.44±1.39) mmol/L)，差异具有显

著性(P<0.05)。 

2.6  握力的变化 

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减体重前((45.33±4.27) kg)

后((44.76±3.38) kg)，握力无明显变化(P>0.05)。 

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46.92±6.33) kg)握力

低 于 减 重 前 ((54.62 ± 4.08) kg) ， 差 异 具 有 显 著 性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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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3.1  赛前减重前后体成分的变化 

在本研究中，古典式摔跤运动员采用慢速结合快

速减重法，赛前 4 周的减体重训练期间体重平均下降

4.32 kg，其中去脂体重下降 2.09 kg 占 48.38%，脂肪

含量下降 2.23 kg 占 51.62%；去脂体重下降自身的

3.34%，脂肪含量下降自身的 29.69%。脂肪含量有较

大比例的下降，而去脂体重仅有微小的变化。自由式

摔跤运动员采用匀速减重法，整个赛前减体重训练期

间，体重平均下降 4.84 kg，其中去脂体重 3.57 kg 占

73.76%，脂肪含量 1.27 kg 占 26.24%。相比之下，采

用慢速结合快速减重的方法，可以带来更高比例的脂

肪消耗和较低比例的去脂体重减少。这表明，慢速结

合快速减重的方式，符合赛前减体重的关键是减少身

体脂肪，能够促进身体脂肪的消耗，而尽量保持住去

脂体重较少丢失。由于去脂体重与力量素质高度相关，

保证足够的去脂体重可以避免运动员肌肉力量的大幅

度下降。 

可见，在对运动员体成分的改善方面，慢速结合

快速减重方式优于匀速减重方式。 

3.2  赛前减重前后免疫功能的变化 

    赛前减体重对免疫系统机能的影响，多表现在白

细胞数量及活性的降低，以及免疫球蛋白水平的下降

等方面。张宗垓等[1]对 11 名拳击运动员减体重一个月

后发现，降体重后血清 IgG 含量较降重前降低了 0.32 

g/L，差异具有显著性(P<0.05)，血清 IgA、IgM 分别下

降了 0.09 g/L 和 0.19 g/L，虽有降低趋势，但差异无显

著(P>0.05)。在本研究中，古典式摔跤运动员整个减体

重期间白细胞计数处于正常参考值范围内无明显变化

(P>0.05)，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 均在正常参考范

围内变化，其中免疫球蛋白 IgA、IgM 略有下降但并差

异无显著性 (P>0.05)，运动员无感冒现象发生，反映

出机体免疫功能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表明采用慢速结

合快速减重的方式，不会对运动员免疫机能造成明显

的不良影响。而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减重后，免疫球蛋

白 IgG、IgA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且差异具有显著

性，提示运动员减重后体液免疫能力可能出现一定的

下降，表明采用匀速减重的方式，可能会对运动员免

疫机能带来不良影响。 

可见，在对运动员免疫系统机能的影响上，慢速

结合快速减重方式小于匀速减重方式。 

3.3  赛前减重前后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变化 

    赛前减体重对血清睾酮水平的影响，绝大部分的

研究都认为减体重会带来睾酮水平的明显下降。陈涛

等[2]研究表明拳击运动员降体重后血清睾酮值明显低

于降体重前，赛后一个月又恢复到接近原来水平。

Booth[3]认为快速减重期间限制饮食，能量物质的摄入

大幅度减少，会导致摔跤运动员下丘脑-垂体-性腺轴

和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IGF-I）轴的功能

下降，从而导致睾酮水平的下降。Strauss R H[4]研究发

现，运动员赛前减体重可以导致睾酮和性欲的显著下

降。在本研究中，两队运动员减重后血清睾酮明显下

降，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0.01)。从血清睾酮变化幅度

来看，古典式摔跤运动员血清睾酮由(661.87±86.72) 

ng/dL 下降至(553.76±118.11) ng/dL，降低了 16.33%；

自由式摔跤运动员血清睾酮由(696.28±108.26) ng/dL

下降至(519.85±184.91) ng/dL，降低了 25.34%。相比

之下，采用慢速结合快速减重的方式，运动员血清睾

酮的下降幅度明显小于匀速减重。 

可见，对运动员内分泌系统功能的影响，慢速结

合快速减重方式小于匀速减重方式。 

3.4  赛前减重前后氧运转系统功能的变化 

    大量的研究表明，赛前减体重会带来血红蛋白含

量的显著下降。纪锦和等[5]提出血红蛋白在减体重过程

中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机能指标，消除体脂阶段中血红

蛋白值下降不显著，在消耗瘦体重进入级别时血红蛋

白呈显著的下降。高顺[6]在研究中指出，运动员赛前减

体重期间血红蛋白水平下降是一个多因素作用的结

果，它与运动项目、运动负荷强度、运动量，运动员

个体遗传特征、营养状况、骨髓造血机能状态、激素

水平等密切相关，尤其是与运动员营养状况更为直接。

研究表明，运动员减体重过程中易出现负氮平衡。陈

吉棣等[7]在研究中发现，举重运动员在快速减体重过程

中，出现负氮平衡，其蛋白质的摄入量仅为正常时的

18%~35%，然而尿氮排出仍很多，快速减体重期间的

蛋白质丢失量为 30~56 g/dL，此时运动员的血清白蛋

白水平降低，球蛋白的相对百分数增加，白蛋白与球

蛋白比值降低。李宁等[8]亦报道运动员减体重期蛋白质

摄入量减少，为正常摄入量的 32.5%，而尿氮的排出

量仍较高，形成负氮平衡。运动员膳食中蛋白质、铁、

维生素 B12 和叶酸等的供给不足或吸收障碍，是直接

影响血红蛋白合成的重要因素。在本研究中，古典式

摔 跤 运 动 员 减 重 后 血 红 蛋 白 水 平 出 现 显 著 下 降

(P<0.01)，这与纪锦和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而自由式

摔跤运动员减重前后血红蛋白无明显变化，这提示，

匀速减重对运动员血红蛋白的影响要小于慢速结合快

速减重。 

可见，对运动员氧运转系统功能的影响，匀速减

重方式小于慢速结合快速减重方式。 

3.5  赛前减重前后物质能量代谢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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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赛前减体重期间，由于运动员严格控制饮食，

使得能量摄入大幅度减少，糖贮备大量消耗，蛋白质

分解代谢加强，加上脂肪的分解，出现负氮平衡，从

而可能引起血尿素水平升高。陈涛等[2]研究表明，拳击

运动员降体重后血尿素由 6.88 mmol/L 上升为 7.95 

mmol/L。王忠霞等[9]研究表明，摔跤运动员赛前减体重

期由于营养素摄入量减少，不能满足人体需要，出现

血糖降低，使机体动员脂肪供能；由于脂肪分解代谢

增强，肝脏生成酮体量超过肝外组织利用酮体能力，

出现体内酮体堆积，从尿中排出，使尿酮体阳性率升

高。本研究中，古典式摔跤运动员在慢速减重期间采

用高强度大负荷的训练，运动员血尿素差异并未出现

显著性(P>0.05)，这与冯连世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也

提示在赛前减体重训练期间，血尿素的升高更多是由

于限制膳食营养导致能量摄入降低所引起，而与训练

负荷的关系相对较小。减重后，古典式摔跤运动员的

血 尿 素 从 (6.86 ± 1.28) mmol/L 上 升 到 (7.27 ± 1.16) 

mmol/L，但差异并无显著性(P>0.05)。自由式摔跤运动

员血尿素由(7.44±1.39) mmol/L 显著上升到(8.36±

2.25) mmol/L(P<0.01)。比较之下可以看出，采用慢速

结合快速减重的减体重方式，比之匀速减体重方式，

血尿素的升高幅度明显较低。这表明采用慢速结合快

速减重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降低赛前减重期间蛋白

质的大量消耗。 

可见，对运动员能量物质消耗的影响，慢速结合

快速减重方式小于匀速减重方式。 

3.6  赛前减重前后力量素质的变化 

    握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运动员肌肉力量状

况，对摔跤运动员减重训练期间的握力进行监测，可

以了解减体重对肌肉力量的影响。由于体重的下降通

常伴随着肌肉的丢失，因此，赛前减体重通常会导致

运动员肌肉力量下降。在本研究中，古典式摔跤运动

员减体重前后握力并为发生明显变化(P>0.05)，提示运

动员肌肉力量可能未出现明显下降，表明慢速结合快

速减重方式，不会对运动员肌肉力量带来明显影响。

自由式摔跤运动员减体重后，握力出现显著下降

(P<0.05)，表明匀速减重可能会导致运动员肌肉力量的

明显降低。自由式摔跤运动员握力下降明显，可能与

去脂体重减轻相对较多有关。 

可见，对运动员力量素质的影响，慢速结合快速

减重方式小于匀速减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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