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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官兵高强度训练前后心率及血压与心理指标间关系的探究
曹晓芸1，彭育红2，马彦卓2，卢军丽3，汝磊生2，李洁2，齐书英2，丁超2，唐丽娜2，张春丽2，王冬梅2
【摘要】目的 通过对某地区部队官兵进行心理问卷调查及检测高强度训练前、后的心率和血压变
化，分析部队官兵的心理状态，以及心理状态对训练前、后心率和血压的影响和相关性。方法 对不同
兵种的部队官兵随机抽样，共入选4个兵种591名官兵。训练前填写心理弹性量表，同时测量训练前及训
练后的心率和血压。结果 ①不同兵种之间的心理弹性评分有明显差异，高炮旅的各项心理弹性评分均
较高（P＜0.001）；②心理弹性的各项指标均与训练前、后的心率变化呈负相关（P＜0.01），乐观性
与训练前、后的舒张压及平均压变化呈负相关（P＜0.05）；③5公里负重组训练前、后的平均心率、收
缩压及平均动脉压明显增加（P均＜0.01），平均舒张压降低最明显（P均＜0.01）；④不吸烟饮酒者心
理弹性指标更好，高学历者的乐观性评分最高；⑤训练前、后的心率变化与年龄、军龄呈负相关（P均
＜0.001） ，舒张压变化与年龄、军龄呈正相关（P均＜0.001）。结论 不同兵种的心理状态是不同的，
心理状态影响训练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吸烟饮酒对心理状态有不好的影响，高学历者乐观指数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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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o Xiaoyun*, Peng Yuhong, Ma Yanzhuo, Lu Junli, Ru

Leisheng, Li Jie, Qi Shuying, Ding Chao, Tang Lina, Zhang Chunli, Wang Dongmei.

Department of Neurology,

*

the Third Hospital of Hebei Medical,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0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Wang Dongmei, E-mail: slwangdm@126.com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rrelation of psychological status on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The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and resilience of milita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in a certain
region were investigated before and after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Methods A total of 591 officers and soldiers
from 4 arms were selected by random sampling. Psychological scales were completed before training, while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were measured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Results ①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psychological elasticity scores between the different soldier types, and the scores of all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of
the Artillery Brigade were higher (P<0.001). ②All the indexes of resilienc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heart rat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P<0.01), while optimism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anges
of diastolic pressure and mean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P<0.05). ③The mean heart rate, systolic blood
pressure and mean arterial pressure before and after 5 km intensive training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P<0.01), while
the mean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decreased most significantly (P<0.01). ④Non-smokers and drinkers had better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nd those with higher education had the highest optimistic score. ⑤Changes in heart rat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and military age (P<0.001).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chang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ge and military age (P<0.001). 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different soldiers is different,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affects the changes in heart rate and blood pressure after
training, smoking and drinking have a bad effect on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Highly educated military officers and
soldiers have higher optimism scores.
[Key words] High intensity training;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Heart rate; Blood pressure

部队官兵经常处于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执行
特殊任务的环境中，运动应激是部队官兵军事生
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 [1]。高强度运动导致的严重
心律失常、心功能减低、心肌酶异常甚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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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猝死等情况 [2]。在特殊环境下，官兵们承受着
更多的应激因素困扰，更容易发生运动性心脏损
伤 [3]。已有研究显示，运动员的心理状态对其训
练结果及比赛成绩有重要影响，提示不同心理状
态的官兵对运动应激的承受能力可能存在差异，
并对军事训练的效果有所影响。本研究对不同兵
种的部队官兵进行了心理量表评分，并测量高强
度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数值，进行相关性分
析，旨在通过探讨：①不同兵种官兵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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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否差异？②心理状态对训练前、后的心率、血
压变化有否影响？②官兵的基础状况是否对训练
和心理状态造成影响？其目的是为保障部队官兵
完成作训任务提供有价值的生理及心理信息。
1 资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选取某地区参训官兵591名，
均为男性，有效问卷509份，有效率86.13%。调
查对象年龄为17~34岁（平均22.75±2.74岁），
军龄为9个月~14年（平均3.62±2.23年）。详细
登记官兵的基础状况（年龄、军龄、入伍前学
历、婚育情况、有无子女、父母是否健在、有无
吸烟饮酒、是否有过训练伤、参加集训次数，见
表1），军校生均为从部队招收的干部学员。本
研究经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所
有参加研究的官兵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所有官兵
2周内无急性感染史，无器质性心血管疾病史。
1.2 研究方法
1.2.1 心理弹性问卷 所有入选官兵均在训练前
填写心理问卷（CD-RISC），问卷由专业培训的
人员进行团体测试，受试者按统一指导语言自
行填写问卷，并当场收回。剔除漏答较多或者
笔迹不清楚的问卷，得到有效问卷。心理弹性
问卷（CD-RISC），采用0~4级计分，分别表示
“完全不是这样”、“很少这样”、“有时这
样”、“经常这样”、“几乎总是这样”，分
数越高则回弹力越好。采用Likert 5级评分，分
数范围0~100。并依照张建新、余肖楠所建划分
法，将量表分为3维度，各维度条目分别为：①
坚韧性：11、12、13、14、15、16、17、18、
19、20、21、22、23；②力量性：1、5、7、8、
9、10、24、25；③乐观性：2、3、4、6，得到
坚韧性、力量性、乐观性三个心理维度评分。本
问卷总分与用于评估心理健康程度的症状自评量

表SCL90总分有显著负相关，表明该问卷信度较
高。为研究评价问卷的效度计算一致性系数。发
现坚韧性一致性α系数为0.91，力量一致性α系
数为0.81，乐观性一致性α系数为0.70，心理弹
性总量表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94，表明问卷的
效度较高。
1.2.2 训练方法 训练采取跑步方式，将入选官兵
分为训练强度轻中重三组，进行训练：强度轻度
组完成5公里非武装负重越野，强度中度组完成5
公里武装负重越野，强度重度组完成50公里非武
装负重越野。在训练前及训练后测量心率及血压
数据。
1.3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数据分
析，计量资料采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组间
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类数据采用组
间比较单因素方差分析（F值、P值），双变量计
量数据采用皮尔逊积差相关检验（r值、P值）探
究变量之间相关关系。α=0.05为检验水准，P值
＜0.05认定为有差异。
2 结果
2.1 心理弹性总分与以往军队中调查情况比较 本
调查对象心理弹性总分（68.47±15.26）与2011
年统计陆军心理弹性总分（65.40±13.90）间具
有显著差异 [5] （P=0.003），提示本调查对象较
2011年陆军心理弹性水平升高。
2.2 各兵种间基础状况比较 各个兵种在年龄、军
龄、学历、吸烟、饮酒、是否有子女、训练前舒张
压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是否已婚、
父母是否健在、参加集训次数、训练前心率、收缩
压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兵种之
间的心理弹性评分有明显差异，高炮旅的各项心理
弹性评分均较高（P＜0.001）（表2）。

表1 各兵种间基础状况比较
组别
年龄（岁）
军龄（年）
入伍前学历（n，%）
大专以上
中专
高中
初中
已婚（n，%）
吸烟（n，%）
饮酒（n，%）
无子女（n，%）
无父母（n，%）
无训练伤（n，%）

参加集训的次数（ x ±s）

侦察营（n=183）
21.67±2.72
3.02±2.39
—
1（0.55）
62（50.27）
101（55.19）
19（10.35）
6（3.28）
118（64.48）
58（31.69）
179（98.81）
9（4.92）
95（51.91）
2.14±1.16

工 兵（n=109）
22.35±3.16
3.84±2.61
—
5（4.59）
47（43.12）
38（34.87）
19（20.71）
8（8.72）
58（63.22）
19（19.95）
104（95.42）
3（33.33）
77（70.64）
1.5±1.05

军校生（n=113）
23.42±2.34
4.63±1.87
—
12（10.62）
36（31.86）
46（41.82）
19（16.82%）
2（1.77）
24（21.24）
15（13.27）
112（99.12）
3（2.65）
60（53.1）
1.78±1.11

高炮旅（n=104）
24.34±1.49
3.36±1.24
—
71（68.27）
18（17.3）
15（14.42）
0（0）
2（1.92）
26（25）
8（7.70）
103（99.04）
4（3.85）
58（55.77）
2.13±1.23

P值
0.000
0.011
0.000
—
—
—
—
0.197
0.004
0.010
0.035
0.382
0.704
0.331

训练前心率（次/min）
训练前收缩压（mmHg）
训练前舒张压（mmHg）

64.94±9.49
127.22±12.68
66.98±9.26

68.50±10.57
128.94±12.46
70.64±7.74

65.10±8.16
126.35±11.00
67.48±9.03

65.80±7.33
126.12±11.75
70.29±8.41

0.712
0.060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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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兵种心理弹性评分（ x ±s）
指标

侦察营
（n=183）
坚韧性 33.66±8.02
力量性 22.82±4.30
乐观性 9.44±2.50

工兵
（n=109）
33.12±10.82
21.43±6.68a
9.34±3.47

军校生
（n=113）
37.16±8.02ab
24.17±4.11ab
10.92±2.54ab

高炮旅
（n=104）
37.34±7.35ab
24.53±3.98ab
11.79±2.34abc

注：与侦察营组比较，aP＜0.05；与工兵组比较，bP＜0.05；与军
校生组比较，cP＜0.05
表3 不同兵种训练前后心率及血压的变化（Δ）比较
项目
训练前后心率

侦察营
工兵
军校生
高炮旅
（n=183） （n=109） （n=113） （n=104）
48.08±15.55 32.75±18.93a 22.83±16.60ab 12.28±10.56abc

差值（bpm）
运动前后收缩压 1.54±19.23 -3.75±15.58a -4.41±14.22a -0.51±11.82
差值（mmHg）
运动前后舒张压 -4.88±13.02 -0.01±10.11a 4.23±12.04ab 0.82±9.83ac
差值（mmHg）
运动前后平均压 2.09±6.67 -1.24±4.48a -2.80±4.53ab -0.43±4.13ac
差值（mmHg）
注：平均动脉压=舒张压+1/3脉压差；与侦察营组相比较， a P
＜0.05；与工兵组比较，bP＜0.05；与军校生组比较，cP＜0.05
表4 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与心理弹性的关系
项目
训练前后心率差值（次/分）
运动前后收缩压差值（mmHg）
运动前后舒张压差值（mmHg）
运动前后平均压差值（mmHg）

相关性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r值
P值

坚韧性
-0.150
0.002
-0.030
0.370
0.060
0.366
-0.070
0.374

力量性
-0.120
0.012
-0.010
0.364
0.030
0.362
-0.030
0.365

乐观性
-0.220
0.000
-0.040
0.504
0.090
0.495
-0.100
0.511

2.2 不同兵种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 所
有兵种训练后的平均心率均增加，其中侦察营
增加48.08±15.55 bpm，高炮旅增加12.28±10.56
bpm（P＜0.001）。侦察营训练后的平均收缩压
增加1.54±19.23 mmHg，其他的三个兵种均下
降，军校生下降的最多（-4.41±14.22 mmHg，P
＜0.01），平均舒张压军校生升高最大（4.23±
12.04 mmHg），侦察营下降最大（-4.88±13.02
mmHg，P＜0.001），平均动脉压侦察营增加2.09
±6.67 mmHg，军校生下降-2.80±4.53 mmHg（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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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表3）。
2.3 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与心理弹性间
的关系 结果显示心理弹性的各项指标均与训练
前、后的心率变化成负相关，心理弹性评分越
高，训练前、后的心率变化越小。乐观性评分与
训练前、后的舒张压及平均压的变化呈负相关，
而训练前、后的收缩压变化与心理弹性评分无相
关性（表4）。
2.4 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与训练强度的
关系 结果显示，各组间的平均心率、血压均有
明显差异（P均＜0.01）。两组间比较：5公里负
重组训练前、后的平均心率、收缩压及平均动脉
压明显增加（P均＜0.01），平均舒张压降低最
明显（P均＜0.01）。而50公里组正相反，训练
前、后的平均心率、收缩压及平均动脉压降低最
多，而平均舒张压增加最多。5公里非负重组的
心率血压、变化在中间地带（表5）。
2.5 心理弹性指标与个人基础状况之间的关系 结
果显示学历与乐观性评分有关（表6）。是否吸烟
饮酒和心理弹性指标有关，不吸烟者心理弹性指
标在于坚韧性以及乐观性上更好，不饮酒者心理
弹性指标在于力量性以及乐观性上更好（表7），
其他基础状况与心理弹性指标均无相关性。
2.6 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与个人基础状况
的关系 训练前、后的心率变化与年龄、军龄呈
负相关（P均＜0.001） ，舒张压变化与年龄、军
龄成正相关（P均＜0.001）。其他基础状况与心
率及血压变异性无相关性（表8）。
3 讨论
3.1 心理弹性指标与训练前、后心率及血压变化
的关系 对于健康人来说，心率及血压的变化是
反映心脏做功状态和自主神经系统活跃程度的指
标之一。自主神经系统在静息状态下迷走神经系
统占优势，运动时，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加，迷走
神经兴奋性减少，肾上腺髓质及皮质分泌的肾上
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增加，并且抑制迷走神经兴

表5 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变化与训练强度的关系
项目
训练前后心率差值（次/min）
运动前后收缩压差值（mmHg）
运动前后舒张压差值（mmHg）
运动前后平均压差值（mmHg）

5公里非负重（n=213）
32.75±18.93
-3.75±15.58
-0.01±10.12
-1.24±4.48

5公里负重（n=183）
48.09±15.56a
1.54±19.24
-4.89±13.03a
2.08±6.67a

50公里非负重（n=113）
22.83±16.60ab
-4.42±14.22b
4.24±12.04ab
-2.80±4.54ab

注：与5公里非负重组比较，aP＜0.05；与5公里负重组比较，bP＜0.05
表6 不同学历的乐观性评分
学历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例数（n）
57
200
163
89

注：与大专组比较，aP＜0.05

平均值±标准偏差
10±3.3a
9.96±2.68a
9.91±2.96a
11.56±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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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受试者吸烟、饮酒和心理弹性指标关系
项目
不吸烟
吸烟
不饮酒
饮酒

坚韧性分值
35.62±8.11a
34.38±9.24
35.49±8.42
33.36±9.35

力量性分值
23.63±4.70
22.6±5.16
23.48±4.67b
21.92±5.72

乐观性分值
10.77±2.87a
9.54±5.16
10.52±2.85b
9.05±2.73

注：与吸烟组比较，aP＜0.05；与饮酒组比较，b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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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训练前、后的心率及血压的变化与基础状况的相关性

基础状况
年龄（岁）
军龄（年）
有婚育（n）
学历（n）
吸烟（n）
饮酒（n）
有训练伤（n）
参加集训次数（n）

相关性
r值
P值
r值
P值
F值
P值
F值
P值
F值
P值
F值
P值
F值
P值
F值
P值

训练前后心率差值（bpm）
-0.31
0.000
-0.19
0.000
0.41
0.545
29.47
0.000
44.62
0.000
26.89
0.000
0.1
0.994
0.02
0.726

运动前后收缩压差值（mmHg）
-0.03
0.490
-0.05
0.262
0.38
0.443
1.24
0.107
0.5
0.479
0.51
0.474
0.78
0.322
0
0.949

奋。运动后，迷走神经张力逐渐增加，并在心率
调节、心率变异和心率恢复中起着重要作用 [6]。
目前认为，不良情绪会导致多种危害：①引起大
脑皮层兴奋抑制平衡失调，交感神经系统和肾
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活化，血管收缩，血
压升高；②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神经内
分泌功能失调，诱发心律紊乱；③使血小板活性
反应性升高；④诱发冠脉收缩、粥样斑块破裂；
⑤使机体免疫系统功能发生紊乱，影响免疫系统
对炎症调控能力；⑥导致体内压力感受器敏感性
或功能下降，自身调节血压变化的内平衡失调，
从而导致高血压患病风险增加 [7-9]。既往研究显
示，运动可引起儿茶酚胺浓度大幅上升[10]，并和
受试主体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11]，高焦虑状态的
个体去甲肾上腺素的浓度显著高于低焦虑状态的
个体。本研究发现心理弹性的各项指标均与训练
前、后心率变化呈显著的负相关，即心理状态越
好，训练前、后的心率变化越小，可能这部分官
兵在训练前无明显的交感神经兴奋现象，在训练
后自主神经系统调节较好，迷走神经兴奋性恢复
较快。而心理弹性指标与收缩压无明显相关性，
仅乐观性评分与训练前、后的舒张压及平均压的
变化呈负相关，可能是自主神经系统活性在心率
上反应更明显，而血压的反应不明显。因为对心
率的影响因素中，自主神经系统占主导地位，而
影响血压的主要因素有心肌收缩力、外周血管阻
力及血管的弹性，对于健康青年人来说，自主神
经系统对血管弹性的影响较小，主要影响的是心
肌收缩力和外周血管阻力，因此，血压的变化没
有心率大。提示心理弹性指标的高低可明显影响
自主神经系统的调节。
3.2 个人基础状况与心理弹性指标的关系 应激
认知交互作用理论认为，心理应激由应激源、应
激中介调节因素、应激反应三方面构成，心理应

运动前后舒张压差值（mmHg）
0.16
0.000
0.16
0.000
1.8
0.296
1.18
0.759
2.1
0.148
0.36
0.548
0.88
0.560
0.01
0.856

激反应的强度和类型不仅取决于刺激的性质与特
点，还取决于介于刺激和反应之间的中介调节因
素[12]。不同的人经历同样的压力后，结果可能不
同。心理弹性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Anthony于
20世纪70年代提出，指个体在面对困难或逆境时
成功应对并良好适应的能力，亦被称为“心理韧
性”、“复原力”等。在逆境下能适应良好的因
素包括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社区因素、文化和
社会因素。本文采用Connor－Davidson心理弹性量
表，共25个题目，包括坚韧性、力量性和乐观性
3个因子，能较全面的反映出官兵的心理变化。
大量研究表明，坚韧的人格可以降低个体对应激
的感受和躯体反应，Soderstrom等 [13]发现人格的
坚韧性越高，心理症状越少，即二者呈负相关。
卢国华等[14]研究显示，坚韧的人格能够缓冲应激
对心身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本研究发现，不同
兵种的心理弹性评分明显不同，高炮旅和军校生
的心理弹性各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其他兵种。进一
步用简单斜率分析法分析发现，不吸烟饮酒的人
群普遍较吸烟饮酒的人群心理弹性得分更高。学
历最高的官兵，乐观性得分也最高。但是，并不
是学历越低，得分越低，最低学历（初中）者的
乐观性评分反而高于高中或中专学历者。综合分
析，心理弹性指标评分高的官兵（高炮旅和军校
生）有以下特点，高学历（占68.27%）、年龄偏
大、吸烟饮酒者少、参加训练次数多，这些因素
可能改善心理状态，使他们的心理素质更好。本
研究还发现，年龄及军龄与训练前、后心率及血
压的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年龄越大或军龄越长
的官兵，训练前、后的心率变化越小，但他们的
舒张压变化越大。而其他基础状况与训练前、后
心率及血压的变化无明显相关性。
3.3 兵种和训练强度与训练前、后心率及血压的
关系 部队官兵的个人体质是能否耐受训练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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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石，心率及血压既可初步反映出个体基础状
态的神经内分泌及心血管情况，又可以反映出运
动后的体质代偿能力，甚至病理状况。既往研究
显示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心脏的最大输出量远比
一般人高，运动时可达35升以上，为静息时的8
倍左右。在静息状态下运动员较正常人心率低，
心肌摄氧量较低，心脏处于良好的能量节省化状
态，并保持良好的心力储备，有利于运动状态下
的充分动员。然而，个体的其他基础状况是否对
运动的耐受性产生影响呢？一项在日本进行的调
查研究显示，在25~59岁的人群中，受教育程度
和高收入与保持运动习惯正相关[15]。体育锻炼会
导致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水平，包括β-内
啡肽、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和皮质醇这些
激素和神经递质可以促进幸福和提升情绪，应对
压力，以及改变疼痛感知[16,17]。本研究显示，侦
察营训练后的平均收缩压增加最多，平均舒张压
下降最大，平均动脉压差最大。而军校生恰好相
反，平均收缩压下降最大，平均舒张压升高最
小，平均动脉压最小。在不同的训练强度中，5
公里负重组训练前、后的心率、血压增加最显著
（P均＜0.01），5公里非负重组和50公里组间的
心率、收缩压比较无明显差异。考虑负重短程训
练，既需要运动者的爆发力，也需要运动者的承
受力，对心血管及自主神经系统代偿的需求更
大，因此，反映出心率和血压的变化更大。而50
公里越野，更主要的是体现出身体的耐力，对速
度需求不高，并随着时间的延长，身体机能进一
步适应了运动过程。此外，少数官兵后期的跑步
速度明显减慢，甚至步行，因此，交感神经的张
力逐渐减小，而迷走神经的张力逐渐增强，心率
和血压的变化减小。既往文献也报道过，原发性
高血压患者接受中等强度有氧训练，有助于降低
血压水平，其机制可能与血浆肾上腺素水平下降
和迷走神经张力增强，使周围血管阻力及血管收
缩和扩张的应力下降[18,19]。由此也符合本研究的
结果。
总之，和平时期的部队官兵主要的任务是战
地训练及军事演习等，除了要有强壮的体魄以
外，还要有良好的心理状态。通过本研究提示，
官兵们良好的基础状况和心理弹性指标对官兵们
完成训练有所帮助，因此，需要在军事训练过程
中重视心理因素的影响，加强心理的疏导和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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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戒除不良的生活方式，保障训练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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