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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速度节奏对我国速度滑冰运动员1 500 m比赛成绩的影响，确定不同性

别、竞技水平运动员的速度节奏差异。方法：以参加2019—2020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

1 500 m 比赛的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将男、女运动员按照比赛成绩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

组，分析各阶段速度的组间差异以及各阶段时间和比赛成绩的相关关系。结果：我国速度

滑冰运动员在 1 500 m 比赛中采用积加速节奏策略，在 0～300 m 快速启动，300～700 m 达

到最大绝对速度，700～1 500 m 速度逐渐下降。不同性别、竞技水平运动员的分段速度存

在较大差异，尤其是700～1 100 m阶段。女运动员相对于男运动员、低水平运动员相对于

高水平运动员0～300 m的相对速度较高，700～1 100 m的相对速度较低。比赛成绩和700～

1 100 m时间的正相关系数最大，和0～300 m时间占比显著负相关，和700～1 100 m时间占

比显著正相关。结论：合理的速度节奏，尤其是优秀的后程加速能力是速度滑冰1 500 m比

赛制胜的关键，运动员应在提高绝对速度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力量耐力和速度耐力，提升后

程加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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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pacing pattern on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peed Skaters in 1 500 m race, and determine the pacing pattern differences of skaters of differ‐

ent genders and different ranks. Methods: Skaters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1 500 m race of the

National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 in 2019—2020 season were taken as the research sub‐

jects. The male and female skaters were divided into upper-ranked group and lower-ranked

group according to the total race time, and the differences of section velocity 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section times and total race time were analyzed. Results: Chinese speed skaters adopt‐

ed the positive pacing pattern in the 1 500 m race. They quickly started in 0 to 300 m, and

reached the maximum absolute velocity in 300 to 700 m, and gradually declined in 700 to 1 500 m.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ection velocity of skaters of different genders and dif‐

ferent ranks, especially in the 700 to 1 100 m. The relative velocity of female skaters compared

with male skaters, and lower-ranked skaters compared with upper-ranked skaters were higher in

0 to 300 m and lower in 700 to 1 100 m. The performance was most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700 to 1 100 m section time, and it ha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0 to 300 m

section time-ratio, an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700 to 1 100 m time-ratio. Con‐

clusion: Reasonable pacing pattern, especially the excellent ability to maintain high velocity in

the later race segments is the key to win the 1 500 m speed skating race. On the basis of increas‐

ing the absolute velocity, skaters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the strength endurance and velocity

endurance to improve the ability to maintain high velocity in the later race se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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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节奏即训练或比赛中速度的变化特征，是指运动过程中机体调节能量代谢的

供应，使身体或运动器械质心的位移速度产生快与慢的周期性、阶段性变化特征（郜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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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2011）。速度节奏分为全冲型节奏（all-out pacing）、积

加速节奏（positive pacing）、匀速节奏（even pacing）、消极

节奏（negative pacing）、抛物线型节奏（parabolic-shaped

pacing）和变换节奏（variable pacing）6 种类型（黄达武 等，

2012；Abbiss et al.，2008）。与其他项目相比，体能类竞技

项目在比赛过程中受到他人和环境的影响较小，合理分

配体能和各阶段的速度成为技战术的重要内容。在当今

决胜于毫厘之间的高水平比赛中，深刻认识各项目的速

度节奏特征，是比赛制胜的关键因素。近年来，有关速度

节奏的研究逐渐被重视，科研人员已经就自行车（Sundstr

et al.，2013）、游泳（Baldassarre et al.，2018）、马拉松（杨

锋 等 ，2014；Diaz et al.，2019）、赛艇（Garland，2005）等

项目进行速度节奏相关研究，归纳出不同项目运动员的

速度节奏特征和规律。

速度滑冰与上述项目在比赛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速度滑冰按照比赛距离分为短距离项目（500 m、1 000 m）、

中距离项目（1 500 m）、长距离项目（3 000 m、5 000 m、

10 000 m）。有学者对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的速度节奏

进行研究（黄达武 等，2013；李芙蓉 等，2013），明确了道

次、竞技水平、场地等对速度节奏的影响，并对制定科学

训练计划提出了建议。速度滑冰 1 500 m 作为唯一的中

距离项目，其代谢特征、战术策略与短距离项目存在差

异。有学者分析了国外优秀速度滑冰运动员在 1 500 m

比赛中的速度节奏特征（Muehlbauer et al.，2010a），对我

国运动员的科学训练有一定启示，但因身体条件等差异，

国外优秀运动员的节奏特点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运

动员，因此在指导应用时不能盲目的全盘接受。

本研究将探讨速度节奏对我国优秀速度滑冰运动员

1 500 m 比赛成绩的影响，明确不同性别、竞技水平运动

员的速度节奏差异。通过对运动员分段时间、速度及衍

生指标的分析，归纳总结速度滑冰 1 500 m 运动员速度节

奏的变化规律。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以参加 2019—2020 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锦标赛

（2020 年 1 月 9—12 日，吉林）1 500 m 比赛的一级水平以

上的男、女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获得 2019 年速

度滑冰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 1 500 m 金牌的男运动员宁

忠岩。本研究剔除了因摔倒、打滑等明显失误或其他原

因导致数据异常的 2 名运动员，以保证研究的可靠性，最

终纳入 27 名女运动员和 32 名男运动员为研究对象。

将男、女运动员按照比赛成绩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

平组（表1）。参照Muehlbauer等（2010a）研究，将1 500 m分为

4 个阶段，分别为 0～300 m、300～700 m、700～1 100 m、

1 100～1 500 m。0～300 m反映运动员的启动加速能力，

300～700 m 反映运动员的最大力量和最大速度，700～

1 500 m反映运动员的力量耐力和速度耐力，其中0～700 m

为前程，700～1 500 m为后程。比赛承办方使用国际滑冰

联盟（International Skating Union）认可的电子计时系统记

录每名运动员各阶段的时间和比赛成绩，精度为 0.001 s。

计算各阶段的速度（分段速度=分段距离/分段时间）、各

阶段速度相对于全程平均速度的相对速度（分段相对速

度=分段速度/全程平均速度）以及各阶段时间相对于比

赛成绩的时间占比（各阶段时间占比= 分段时间/比赛

成绩）。

采用双因素方差分析确定性别、竞技水平对运动员各

阶段速度指标的主效应、交互效应和简单效应，如果主效

应显著，后续检验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采用皮尔逊相关

系数度量各阶段时间和比赛成绩的相关性，相关性效果

大小的评价标准为：高度相关（|R|≥0.5）、中度相关（0.5＞

|R|≥0.3）、低度相关（0.3＞ |R|≥0.1），其中 R＞0 为正相关，

R＜0 为负相关（Cohen，1992）。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确定各阶段时间占比对比赛成绩

的预测作用，完整的回归方程为：

y = B0+B1x+B2β+e

其中，y 为比赛成绩，x 为各阶段时间占比，β为类变

量，代表性别（β= 0 为男性，β= 1 为女性），B0、B1和 B2为回

归系数，e 为残差，P＜0.05 表示有统计学显著性，所有统

计学分析均使用 SPSS 20.0软件完成。

2 结果

2.1 不同性别、竞技水平运动员的速度节奏差异

高、低水平女运动员比赛成绩分别为 126.72±1.72 s

和 132.67±2.74 s，高、低水平男运动员比赛成绩分别为

113.02±1.76 s和117.54±2.30 s。所有运动员的速度节奏呈

现相似的趋势，在 0～300 m快速启动，300～700 m达到最

大绝对速度，700～1 100 m速度逐渐下降，1 100～1 500 m

速度继续下降至低于全程平均速度（图 1）。因此，我国速

度滑冰运动员在 1 500 m 比赛中采用积加速节奏策略，即

比赛开始后积极加速至较高的速度水平，随着比赛的进

行速度逐渐降低至完成比赛。图 1还显示了获得男、女速

度滑冰 1 500 m比赛第 1名运动员（宁忠岩，成绩 1：46.31；

李丹，成绩 2：2.60）的分段速度曲线，可以看出宁忠岩获

得冠军主要得益于优秀的后程加速能力。李丹虽然获得

了女子组第 1 名，但没有达到国际级运动健将的成绩标

准，后程加速能力有较大提升空间。

表 1 男、女速度滑冰运动员分组情况

Table 1 Groups of Male and Female Speed Skaters

高水平组

低水平组

分界成绩

女（n=27）

样本量

14

13

比赛成绩/s

126.72±1.72

132.67±2.74

129.00

男（n=32）

样本量

16

16

比赛成绩/s

113.02±1.76

117.54±2.30

1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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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竞技水平对各阶段速度、

全程平均速度影响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性别

和竞技水平对各阶段速度、全程平均速度影响的主效应

显著（P＜0.05）。女子组各阶段的速度（P＜0.001）和全程

平均速度（P＜0.001）显著低于男子组。以高水平组为

例，各阶段的性别间差异分别为 10.31%、12.37%、13.10%、

12.47%，其中后程差异更大，尤其是 700～1 100 m。高水

平组各阶段的速度（P＜0.05）和全程平均速度（P=0.016）

显著高于低水平组。以女子组为例，各阶段的水平间差

异分别为 1.48%、4.04%、5.95%、5.69%，其中后程差异更

大，尤其是 700～1 100 m（表 2）。

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竞技水平对各阶段相对

速度影响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0.05）。性别和竞技水

平对 0～300 m 相对速度影响的主效应显著（P＜0.05）。

女子组 0～300 m 相对速度显著高于男子组（P＜0.001），

高水平组 0～300 m 的相对速度显著低于低水平组（P=

0.001）。性别和竞技水平对 700～1 100 m 相对速度影响

的主效应显著（P＜0.05）。女子组 700～1 100 m的相对速

度显著低于男子组（P＜0.001），高水平组 700～1 100 m的

相对速度显著高于低水平组（P=0.004；表 2）。

从图 2 可以看出，运动员 0～300 m 和 1 100～1 500 m

阶段的速度低于全程平均速度（v%＜1），300～700 m 和

700～1 100 m 阶段的速度高于全程平均速度（v%＞1）。

高水平女子组和低水平男子组各阶段的相对速度曲线几

乎完全重合。相对速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0～300 m 和700

～1 100 m，并且这两个阶段恰恰相反。0～300 m 的相对

速度：高水平男子组＜低水平男子组、高水平女子组＜低

水平女子组；700～1 100 m 的相对速度：高水平男子组＞

低水平男子组、高水平女子组＞低水平女子组。

2.2 速度节奏对比赛成绩的影响

男、女运动员各阶段时间和比赛成绩的相关分析结

果显示，比赛成绩和各阶段时间均显著相关，其中比赛成

绩和 0～300 m 时间的相关系数最小，和 700～1 100 m 时

间的相关系数最大（表 3）

图 1 男、女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各阶段速度变化曲线

Figure 1. Velocity Profile of Male and Female Skaters by Rank

of Athletes

表 2 男、女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各阶段速度和相对速度

Table 2 Velocity and Relative Velocity of Male and Female Skaters by Rank of Athletes

组别

女子高水平

女子低水平

男子高水平

男子低水平

女子组

男子组

高水平组

低水平组

指标

v/（m·s-1）

v%

v/（m·s-1）

v%

v/（m·s-1）

v%

v/（m·s-1）

v%

不同竞技水平差异比/%

不同竞技水平差异比/%

不同性别差异比/%

不同性别差异比/%

0～300 m

10.87±0.17ab

0.92±0.01ab

10.71±0.23b

0.95±0.02b

11.99±0.26a

0.90±0.02a

11.69±0.24

0.92±0.02

1.48

2.54

10.31

9.12

300～700 m

12.85±0.22 ab

1.09±0.02

12.33±0.31b

1.09±0.02

14.44±0.27a

1.09±0.02

13.93±0.27

1.09±0.01

4.04

3.56

12.37

12.94

700～1 100 m

12.08±0.25 ab

1.02±0.01ab

11.37±0.35b

1.00±0.01b

13.67±0.32a

1.03±0.01

13.05±0.33

1.02±0.01

5.95

4.49

13.10

14.85

1 100～1 500 m

11.48±0.35 ab

0.97±0.02

10.83±0.33b

0.96±0.02

12.92±0.38a

0.97±0.02

12.33±0.39

0.97±0.02

5.69

4.51

12.47

13.88

0～1 500 m

11.84±0.16 ab

11.31±0.23b

13.28±0.21a

12.77±0.25

4.47

3.84

12.13

12.87

注：a表示与低水平组相比P＜0.05，b表示与男子组相比P＜0.05。

图2 男、女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各阶段相对速度变化曲线

Figure 2. Relative Velocity Profile of Male and Female Skaters

by Rank of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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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女运动员各阶段时间占比和比赛成绩的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比赛成绩和 0～300 m时间占比显著负相关，

和 700～1 100 m时间占比显著正相关（图 3）。

比赛成绩作为 0～300 m时间占比和性别的函数的最

佳 回 归 方 程 为 ：y=213.9-448.7x＋11.9β（R2=0.890，P＜

0.001）其中，0～300 m 时间占比和性别对整个回归方程

的贡献分别为 0.070（P＜0.001）和 0.820（P＜0.001）。

比赛成绩作为 700～1 100 m 时间占比和性别的函数

的最佳回归方程为：y=-40.8＋600.2x＋12.3β（R2=0.885，

P＜0.001）其中，700～1 100 m 时间占比和性别对整个回

归 方 程 的 贡 献 分 别 为 0.065（P＜0.001）和 0.820（P＜

0.001）。

3 讨论

3.1 不同性别、竞技水平运动员的速度节奏差异

不同项目的运动员可能基于项目特征、战术策略等

在比赛中采用不同类型的速度节奏。本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速度滑冰运动员无论性别和竞技水平高低，在 1 500 m

比赛时采用相似的速度节奏策略，表现为 0～300 m 快速

启动，300～700 m 达到最大绝对速度，700～1 100 m 速度

逐渐下降，但仍高于全程平均速度，1 100～1 500 m 速度

继续下降至低于全程平均速度。Muehlbauer等（2010a）对

2007年国际滑冰联盟举办的埃森特世界杯中 53名女运动

员（成绩 118.45±3.60 s）和 61 名男运动员（成绩 107.40±

2.82 s）1 500 m比赛的速度节奏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虽然

该研究对象的成绩和速度高于本研究，但各阶段速度节

奏变化趋势与本研究基本一致。因此，速度滑冰运动员

在 1 500 m 比赛时采用积加速节奏策略，而在短距离速度

滑冰项目中运动员往往采用全冲型节奏策略（黄达武 等，

2012），即运动员在比赛开始时以更大的输出功率运动，

并努力维持较大的输出功率和较高的速度至完成比赛。

这与二者的比赛距离及相应的能量供应和功率输出不同

有关。

虽然运动员采用的速度节奏趋势相似，但不同性别、

竞技水平运动员在各阶段的速度和相对速度存在差异。

男、女运动员的生理结构和代谢机能等存在差异，因此在

速度、力量、耐力等身体素质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在分段

速度、速度节奏和比赛成绩出现较大差距。本研究结果

表明，女子组各阶段的速度均显著低于男子组，700～

1 100 m 的速度差异更大，此外，女子组 0～300 m 的相对

速度高于男子组，700～1 100 m 的相对速度低于男子组，

即女子组的速度整体上低于男子组，但启动节奏相对较

快，快速启动导致后程的速度与男子组差距较大，从而影

响比赛成绩。对速度滑冰世锦赛 500 m 运动员的速度节

奏研究发现，女运动员的加速节奏快于男运动员（黄达武

等，2013）。Konings 等（2018a）对短道速度滑冰 500 m、

1 000 m、1 500 m 的研究发现，男运动员在后程的速度节

奏快于女运动员。从技术来看，女运动员滑冰姿势与男

运动员存在差异，女运动员每滑一步的距离要低于男运

动员；另一方面，女运动员的供能能力和抗疲劳能力弱于

男运动员，女运动员比赛后即刻的血乳酸水平低于男运

动员（陈月亮 等，2009）。滑冰速度和乳酸积累速率的差

异可能解释了快速启动对女运动员的不利影响。

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在身体机能、身体素质、技战术

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在速度、速度节奏和比赛成绩出现较

大差距。本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国不同竞技水平运动

员速度节奏的趋势相似，但低水平组的各阶段速度均低

图3 男、女运动员0～300 m、700～1 100 m的时间占比与

比赛成绩的回归分析

Figur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0 to 300 m，700 to 1 100 m

Section Times and Total Race Time in Male and Female Skaters

表3 男、女运动员各阶段时间及与比赛成绩的相关性

Table 3 Correlation Between Section Times and Total Race Time

in Male and Female Skaters s

时间

比赛

成绩

0～

300 m

300～

700 m

700～

1 100 m

1 100～

1 500 m

女（n=27）

M±SD

129.58±

3.76

27.80±

0.55

31.77±

0.95

34.13±

1.39

35.88±

1.53

R

0.537

0.855

0.978

0.847

P

0.004

＜0.001

＜0.001

＜0.001

男（n=32）

M±SD

115.28±

3.06

25.35±

0.62

28.22±

0.75

29.97±

1.01

31.73±

1.23

R

0.716

0.862

0.939

0.832

P

＜0.001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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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高水平组，后程差异更大，即低水平运动员不仅表现出

前程加速能力不足，更表现出后程减速的严重问题。

Muehlbauer等（2010a）研究表明，国外优秀男、女运动员后

程速度为 14.16 m/s（全程平均速度的 99%）、12.75 m/s（全

程平均速度的 98%）。而我国运动员与国外优秀运动员

相比，后程速度差距大，后程速度下降幅度更大，这可能

源于自身竞技水平和体能的不足（陈光磊，2005），导致后

程速度远低于全程平均速度，从而影响了比赛成绩。对

短距离速度滑冰的研究表明，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的速

度节奏也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低水平运动员前程加速

节奏快，后程加速节奏慢，但短距离项目的速度节奏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道次的影响（李芙蓉 等，2013）。

速度节奏的不同体现了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身体机

能和身体素质的差距。速度节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运

动员的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速度滑冰 1 500 m 是典型

的无氧与有氧供能各占 50%的项目（陈月亮 等，2009），前

程主要反映运动员的无氧供能能力，后程主要反映运动

员的有氧供能能力，具体来说，0～300 m反映运动员的启

动加速能力，主要由磷酸和糖酵解供能，300～700 m反映

运动员保持最大绝对速度的能力，主要由糖酵解供能，

700～1 100 m 和 1 100～1 500 m 反映运动员的速度耐力，

主要由糖酵解和氧化能系统供能。从图 1可以推断，不同

竞技水平运动员的磷酸原供能能力差距较小，糖酵解供

能能力差距较大，有氧供能能力差距更大，即低水平运动

员后程混氧系统供能不足，因此，我国速度滑冰运动员的

训练需更加注重无氧耐力和有氧耐力训练。针对荷兰10个

奥运周期的高水平速度滑冰运动员的训练负荷研究发

现，中低强度负荷训练由 1972 年的 40% 提高到 2010 年的

80%，中等强度训练从 40% 下降到 10%，高强度训练从

20% 下降到 10%（Orie et al.，2014），而我国速度滑冰运动

员的训练低估了有氧供能的重要性（李博 等，2020）。从

身体素质角度而言，速度滑冰 1 500 m 项目前程主要体现

的是最大力量和最大速度的能力，后程体现的是发挥力

量耐力和速度耐力的能力，这意味着不同竞技水平速度

滑冰运动员最大力量和速度的差距相对较小，而低水平

运动员的力量耐力和速度耐力较差。因此，对我国速度

滑冰运动员的训练要更加注重力量耐力和速度耐力训

练。陈小平等（2005）对我国优秀速度滑冰运动员力量训

练的研究也认为，应在保持最大力量和快速力量的基础

上，优先发展力量耐力，特别是速度力量耐力。因此在运

动训练中应增加中低负重的多次数力量耐力训练方式，

并与比赛时原动肌群的发力方式、顺序等一致，提高肌肉

单位时间力量的保持能力，改善能量供应的状况。

速度节奏的内涵有 3个层次，分别是确定训练或比赛

中速度节奏的规律，分析速度变化的原因、提出针对性和

个性化的训练比赛策略（黄达武 等，2012）。从男、女子组

第 1名和其他运动员速度节奏的比较看出，宁忠岩获得男

子组第 1名，不仅得益于他较高的绝对速度，更得益于优秀

的后程加速能力。反观李丹，虽然获得了女子组第 1 名，

速度节奏也优于其他女运动员，但后程加速能力的提升

空间较大。宁忠岩 700～1 500 m 的速度比其他高水平男

运动员高 7.55%，李丹 700～1 500 m 速度比其他高水平女

运动员高 3.90%。分析可得，如果李丹能够进一步提高力

量耐力和速度耐力，后程速度提高至宁忠岩的相对水平，

比赛成绩可提高 4.45 s。

3.2 速度节奏对比赛成绩的影响

本研究中，比赛成绩和各阶段时间均显著相关，其中

比赛成绩和 700～1 100 m 时间的相关系数最大，和 700～

1 100 m时间占比也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即 700～1 100 m

的成绩对比赛成绩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提高

700～1 100 m 的速度更有益于提高比赛成绩，运动员应

着重提高混氧系统供能能力，改善后程（尤其是 700～

1 100 m）的速度耐力和体能分配。

与后程速度相比，启动相对过快可能不利于取得好

成绩。本研究中，男、女运动员比赛成绩和 0～300 m时间

占比显著负相关，低水平运动员 0～300 m 的相对速度高

于高水平运动员，提示，就个体而言，快速启动可能预示

着后程速度下降较多，导致比赛成绩降低。该结果与

Muehlbauer 等（2010a）的研究一致，因此与快速启动相比，

运动员更应该保存部分体能以维持后程的高速滑行。

Muehlbauer 等（2010a）的研究中，国外优秀男、女运动员

0～300 m的相对速度为 0.88和 0.90，我国运动员 0～300 m

的相对速度高于国外优秀运动员，提示，我国运动员更应

该平稳启动，以推迟疲劳的产生或降低疲劳的影响，从而

提高运动成绩。Foster 等（1994）在实验室中进行测量，并

对滑冰速度分布进行了限制，发现快速启动更加有利，运

动员的成绩更好。而 Konings 等（2018b）以运动员的自主

节奏为对照组，研究了快速启动（0～300 m 成绩提高

0.5 s）对肌肉疲劳和滑冰技术的影响，发现快速启动会导

致血乳酸堆积，肌肉力量下降，动作技术变形。看似不一

致的两种结论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快速启动是相对而言

的。在一定范围内，快速启动有助于充分利用体能和无

氧代谢，提高运动成绩，但过快的启动导致过多的体能消

耗和不利的技术变化，超过了更快启动的潜在益处，导致

后程降速明显，比赛成绩下降（Hettinga et al.，2011）。随

着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的提高，运动员应在提高启动节

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后程速度的维持。

与快速启动相比，提高后程加速能力更能取得好成

绩。有学者对速度滑冰 1 000 m 分段（3 个阶段：0～

200 m，200～600 m，600～1 000 m）时间和比赛成绩进行

相关性分析，发现比赛成绩和 600～1 000 m 时间的相关

性较大，即提高后程加速能力更容易获得好成绩，因此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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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速度耐力是速度滑冰 1 000 m 项目的主要制胜因素

（Muehlbauer et al.，2010b）。而另一项研究显示，不同竞技

水平运动员 0～200 m 的速度差异不明显，后两个阶段的

速度均存在显著性差异，认为绝对速度和速度耐力都是

速度滑冰 1 000 m 项目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吴新炎 等，

2014）。速度滑冰 1 500 m 和 1 000 m 项目所需的身体素

质和供能系统不同。本研究中，不同竞技水平运动员各

阶段的速度均存在显著差异，比赛成绩和各阶段时间均

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比赛成绩和女子组 0～300 m 时间

的相关系数小于其他阶段，也小于国外优秀女运动员

（Muehlbauer et al.，2010a）。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女运动员

在该阶段的成绩很接近，因此绝对速度和速度耐力都会

显著影响比赛成绩，但 700～1 100 m 的速度差异比其他

阶段更大，比赛成绩和 700～1 100 m 时间的相关系数更

大。综上，速度耐力对速度滑冰 1 500 m 的成绩影响更

大，发挥速度耐力以保持后程（尤其是 700～1 100 m）高

速滑行是速度滑冰 1 500 m制胜的关键。

制约后程加速的因素主要包括耐力和技术动作。这

两个因素相辅相成，耐力下降导致姿势异常，技术变形；

技术变形会增加空气阻力，增加能量消耗，不利于蹬冰动

作。耐力训练不是简单地增加训练比例，而是一个非常

复杂的问题，涉及神经肌肉系统、能量代谢系统、遗传、营

养、心理及个体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在今后的训练中应

进一步更新训练理念，从不同角度探讨不同强度、形式的

耐力训练对身体机能和专项能力的影响，根据项目特点

改革训练方法手段，将耐力训练和专项技术相结合，更有

针对性地提高运动员的耐力水平和滑冰技术。速度节奏

的改善依赖于身体素质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尽管运动员

可能有基于自身特点的最优速度节奏，但从不同竞技水

平运动员速度节奏的差异可以推断，比赛时采用平稳的

速度节奏策略，保存部分体能以维持后程的高速度滑冰

行，更能取得优异成绩。

4 结论

我国速度滑冰运动员在 1 500 m 比赛中采用积加速

节奏模式策略。不同性别、竞技水平运动员的分段速度存

在差异，后程（尤其是 700～1 100 m）差异较大。女运动员

相对于男运动员，低水平运动员相对于高水平运动员启

动节奏相对较快，后程加速能力不足。速度滑冰 1 500 m

比赛成绩和 700～1 100 m时间的正相关系数最大，和 0～

300 m 时间占比显著负相关，和 700～1 100 m 时间占比显

著正相关。因此，运动员应该在提高绝对速度的基础上，

更注重力量耐力和速度耐力训练，提高后程加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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