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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无氧能力特征，为其身体机

能评价及完善训练安排、增强国际赛事的竞争力提供参考。方法：14位国家青年队男子速

度滑冰运动员（健将以上，按专项不同分为短距离组与中长距离组）完成最大摄氧量

（V̇V̇ O2max）、Wingate 30 s无氧功测试，并在无氧功测试后第1 min、3 min 、5 min、7 min、9 min、

15 min进行血乳酸测试。分析V̇V̇ O2max以及无氧功最大功率、平均功率、每千克体质量递减功

率、每秒递减功率、不同时刻血乳酸值、血乳酸峰值、血乳酸清除速率等。结果：1）中长距离

组速度滑冰运动员V̇V̇ O2max、V̇V̇ O2max/去脂体质量与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各指标基本相似，

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2）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无氧功最大功率相对值、每千克

体质量递减功率、每秒递减功率以及无氧功恢复期第3 min、5 min、7 min、9 min、15 min血乳

酸值、血乳酸峰值也均高于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差异显著（P＜0.05）或非常显著

（P＜0.01）。结论：1）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能力基本无差别。2）在启

动磷酸原系统与糖酵解系统方面，不同速度滑冰专项青年男子运动员差别显著；短距离组

比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启动磷酸原与糖酵解系统速度快、能力强、易疲劳。3）不同

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血乳酸清除能力无差异，并且均显著高于常人，与中跑运

动员的血乳酸清除能力相当。4）我国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与世界一流速度滑冰运动

员的有氧能力、无氧能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进一步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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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erobic and anaerobic metab‐

olism of elite male speed skaters in different events, which evaluated body function and training

effec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nhancing the competence a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Meth‐

ods: Fourteen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were divided into the sprint group and all-around group

to complete the maximum oxygen uptake (V̇V̇ O2max), wingate30 s test and blood lactate test at the

1 min, 3 min, 5 min, 7 min, 9 min, 15 min after anaerobic test. V̇V̇ O2max, peak power, average

power, the power reduction per body mass, the power reduction per second,the value of blood

lactate at different time, peak value of blood lactate and blood lactate clearance rate were ana‐

lyzed. Results: 1) The indexes such as V̇V̇ O2max, V̇V̇ O2max/LBM, in all-around group we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e sprint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eren’t significant (P＞

0.05). 2) The relative value of peak power, the power reduction per body mass, the power reduc‐

tion per second and the value of blood lactate at the 3 min, 5 min, 7 min, 9 min, 15 min after an‐

aerobic test in the sprint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all-around group. The differences be‐

tween groups were significant (P＜0.05) or ver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s: 1)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aerobic capacities of elite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in different events.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aspect of anaerobic capacities of quick firing of

phosphagen and glycolysis system in different events. The sprint group had stronger a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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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ing phosphagen and glycolysis system than all-around group quickly and fatigued easily. 3)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in the blood lactate clearance ability of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in dif‐

ferent events, which was similar to that of middle-distance runners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normal people. 4) There was still a big gap between Chinese elite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and the world-class speed skaters at the aspect of aerobic capacities and anaerobic capacities.

Keywords: speed skating;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aerobic capacities; anaerobic capa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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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滑冰项目设置短距离 500 m、1 000 m，中距离

1 500 m 和长距离 3 000 m、5 000 m、10 000 m（魏惠琳 等，

2019；Muehlbauer et al.，2010）。短距离速度滑冰比赛中，

运动员能量消耗大，以无氧代谢供能为主，要求机体高功

率输出（陈月亮 等，2009），获胜的最好策略是尽可能快地

滑冰（Schenau et al.，1990）。中长距离速度滑冰比赛中，

运动员有氧供能系统的贡献相对较大（Gastin，2001），恒

定的功率输出是最好的滑行策略（Schenau et al.，1990）。

关于速度滑冰项目运动员有氧或无氧能力特征的文

献研究国外相对较多，重视从不同速度滑冰专项的视角

出发，对不同性别、不同运动水平、不同年龄的速度滑冰

运动员有氧能力或无氧能力进行测试分析（Noordhof et

al.，2016；Orie et al.，2014）。国内较为典型的速度滑冰有

氧能力研究是针对不同性别的速度滑冰运动员进行最大

摄氧量（V̇V̇ O2max）与体成分测试，分析二者间关系，并评估

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耐力水平（郑延峰，2008）；有代表性

的无氧能力研究主要是以不同性别、不同等级的速度滑

冰运动员或大学生为研究对象，完成无氧功测试并就相

关的功率指标进行初步分析（李秋萍 等，2000；张元峰

等，2008）。研究旨在探讨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

运动员的有氧、无氧能力特征。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 14 位国家青年队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国际级

运动健将 4 位、运动健将 10 位）为研究对象。按照其速度

滑冰专项的不同分为短距离组与中长距离组。所有运动

员已知晓本测试的目的、流程、可能存在的风险及相关注

意事项。在测试前 1周，所有运动员均无伤病及大强度的

训练负荷。运动员基本情况见表 1。
1.2 研究方法

1.2.1 测试方法

实验前，所有测试仪器设备均按照标准流程校准调

试，以满足实验要求。

测试Ⅰ：体成分测试。受试者穿着统一服装，利用身高

体重秤（苏宏 RGZ-120，中国）赤脚测量身高。采用体成

分分析仪（InBody3.0，韩国），获取体质量、去脂体质量、体

脂重、体脂%等指标。

测试Ⅱ：V̇V̇ O2max测试。利用功率自行车（Monark 839E，

瑞典）、心肺功能测试系统（Cortex MetaMax 3B，德国）、遥

测心率表（Polar RS800cx，芬兰）进行V̇V̇ O2max测试。步骤：运

动员穿戴好设备在功率自行车上热身骑行 10 min，建立起

对测试设备的适应性，热身结束后原地休息 3 min，开始

正式测试。测试初始功率自行车负荷为 100 W，每 3 min

递增 50 W（冯连世 等，2002），同时监测心率等指标有无

异常。判断达到V̇V̇ O2max的标准：1）呼吸商（RQ）达到或接

近 1.15；2）心率（HR）＞180 b/min；3）受试者感到精疲力

竭；4）摄氧量随着强度的增加而出现平台（王瑞元，

2007）。上述任何 3 种情况同时出现即可终止 V̇V̇ O2max 测

试，分析指标包括V̇V̇ O2max绝对值、相对值等。

测试Ⅲ：Wingate 30 s 无氧功测试。根据每位运动员

的身体条件调整功率自行车（Monark 894E，瑞典）座高、

脚蹬及阻力，阻力设置（N）=阻力系数（0.98）×受试者体

重（kg）（冯连世 等，2002），采用心率表（Polar RS800cx，芬

兰）监测心率。调试校准完毕，运动员在功率自行车上开

始 10 min 热身骑行运动，心率达到 150 b/min 以上，其间

要进行 2～3次全力蹬骑（每次持续 4～8 s）。热身准备活

动结束后原地休息 3 min，待心率降低至 100 b/min即可正

式测试。受试者以最快的速度蹬车，自行车功率计自动

迅速从零阻力加到预定阻力，工作人员予以时间提示，鼓

励运动员拼尽全力坚持至测试结束，全程臀部不能离开

鞍座。分析指标包括最大功率、平均功率、每千克体质量

递减功率、每秒递减功率等。

表1 国家青年队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年龄/岁

身高/cm

体质量/kg

体脂/kg

去脂体质量/kg

体脂%

BMI/（kg·m-2）

训练年限/年

500 m平均速度/（m·s-1）

1 000 m平均速度/（m·s-1）

1 500 m平均速度/（m·s-1）

3 000 m平均速度/（m·s-1）

短距离组（n=7）

21.00±2.65

183.00±7.46

76.13±6.56

11.07±2.52

64.93±4.73

14.48±2.47

23.72±1.53

8.29±0.76

13.66±0.49

14.04±0.41

13.52±0.56

11.80±1.43

中长距离组（n=7）

20.86±2.19

182.00±5.54

71.83±2.76

9.33±2.75

62.56±2.70

12.55±3.04

22.59±2.08

7.71±1.38

13.61±0.38

14.08±0.50

13.89±0.40

12.60±0.54

注：速度滑冰各小项的平均速度依个人单项最好成绩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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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Ⅳ：血乳酸（Bla）测试。在Wingate 30 s测试结束

后，采取安静型恢复方式，在恢复期第 1 min、3 min、5 min、

7 min、9 min、15min 采集运动员耳血（杨锡让 等，2007），

利用台式血乳酸分析仪（YSI-1500，美国）分析血乳酸值、

血乳酸峰值（Blamax）、血乳酸清除速率等。

1.2.2 数理处理与分析

采用 SPSS 21.0 进行数据统计，以平均数±标准差表

示，有氧能力、无氧能力各指标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组间

差异均采用P值表示，P＜0.05表示有显著差异。

2 结果

2.1 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能力测试

结果

在本研究中，短距离组与中长距离组青年男子速度

滑冰运动员的呼吸商（RQ）分别为 1.20±0.52、1.17±0.05，

均高于 1.15 标准值；两组运动员的心率也高于 180 b/min；

运动员均坚持到力竭后，停止测试。本研究中V̇V̇ O2max的测

试达到了标准，测得V̇V̇ O2max等相关指标是可信且有效的。

表 2显示，短距离组与中长距离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

运动员的V̇V̇ O2max（绝对值与相对值）、V̇V̇ O2max/去脂体质量、

最大心率、最大肺通气量等指标进行比较，组间差异均不

显著（P＞0.05）。

2.2 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无氧功测试结果

表 3显示，短距离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最大功

率相对值、每千克体质量递减功率、每秒递减功率均高于

中长距离组运动员，组间差异显著（P＜0.05）；但最大功

率绝对值、最大功率/去脂体质量、平均功率（绝对值、相

对值）、平均功率/去脂体质量两组之间比较，组间差异均

不显著（P＞0.05）。

2.3 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 Wingate 30 s 无

氧功后血乳酸测试结果

表 4 显示，Wingate 30 s 无氧功测试后，恢复期第

1 min，两组血乳酸差异并不显著；但在恢复期第 3 min、

5 min、7 min、9 min、15 min，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血

乳酸浓度远高于中长距离组运动员，组间差异显著或非

常显著（P＜0.05或P＜0.01）。

测定运动后乳酸清除速率，不仅能够反映运动中产

生乳酸的能力，还可以反映运动后清除乳酸的能力（郭黎

等，2005），乳酸清除能力对运动员具有十分重要的生物

学意义。

本研究计算血乳酸清除速率的公式：

V=（Blamax-Bla15）/（15-t）

其中，Blamax 为血乳酸峰值，Bla15 为第 15 min 血乳酸

值，t 为峰值出现的时间。短距离组与中长距离组速度滑

冰运动员的血乳酸峰值及血乳酸清除速率见表 5。结果

显示，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血乳酸峰值高于中长距

离组运动员，组间差异非常显著（P＜0.01）；但两组血乳

酸清除速率的组间差异则并不显著。

表3 国家青年队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Wingate 30 s无氧功

测试结果

Table 3 Results of Test of Anaerobic Capacity in National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最大功率绝对值/W

最大功率相对值/（W·kg-1）

最大功率/去脂体质量/（W·kg-1）

平均功率绝对值/W

平均功率相对值/（W·kg-1）

平均功率/去脂体质量/（W·kg-1）

每千克体质量递减功率/（W·kg-1）

每秒递减功率/（W·s-1）

短距离组

1 252.98±133.52

16.48±1.48

19.30±1.63

832.59±87.27

11.03±0.62

12.82±0.93

24.43±4.15

0.33±0.06

中长距离组

1 099.08±131.33

14.89±0.87*

17.58±2.09

813.92±93.86

11.03±1.51

13.03±0.53

19.08±2.77*

0.26±0.02*

注：*表示短距离组与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组间差异显著，P＜

0.05。

表2 国家青年队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能力测试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est of Aerobic Capacity in National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V̇V̇ O2max绝对值/（L·min-1）

V̇V̇ O2max相对值/（ml·kg-1·min-1）

V̇V̇ O2max/去脂体质量/（ml·kg-1·min-1）

最大心率/（b·min-1）

最大肺通气量/（L·min-1）

呼吸商

短距离组

3.90±0.57

51.71±4.68

59.89±6.51

200.71±8.71

149.34±23.80

1.20±0.52

中长距离组

4.07±0.34

55.86±4.22

65.05±5.29

199.71±10.45

147.29±15.50

1.17±0.05

表5 国家青年队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血乳酸峰值与血乳酸清除

速率

Table 5 Results of Peak Value and Clearance Rate of Blood

Lactate in National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血乳酸峰值/（mmol·L-1）

血乳酸清除速率/（mmol·L-1·min-1）

短距离组

17.30±0.72

0.22±0.09

中长距离组

13.99±1.31**

0.29±0.07

表4 国家青年队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恢复期不同时刻血乳酸值

Table 4 Results of Blood Lactate National Youth Male Speed

Skaters in Different Time of Recovery mmol/L

恢复期第1 min血乳酸

恢复期第3 min血乳酸

恢复期第5 min血乳酸

恢复期第7 min血乳酸

恢复期第9 min血乳酸

恢复期第15 min血乳酸

短距离组

12.83±1.64

16.21±1.51

16.84±1.00

16.49±1.15

15.39±2.05

15.16±1.36

中长距离组

11.10±1.92

12.80±1.40**

12.84±1.84**

13.69±1.39**

13.19±1.21*

11.56±1.60**

注：*表示短距离与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组间差异显著，P＜

0.05；**表示短距离与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组间差异非常显著，

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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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析与讨论

3.1 有氧能力特征分析

3.1.1 速度滑冰各小项的有氧供能百分比

对于竞速性项目来说，有氧供能百分比是最为基础的

生物学特征之一（黎涌明，2013）。了解速度滑冰各小项

有氧供能百分比十分必要。根据不同竞技体育项目专项

有氧供能计算方法（y=22.404×Lnx＋45.176，R2=0.933 4，

y 为有氧供能百分比/%，x 为持续时间/min）（黎涌明 等，

2014）及男子速度滑冰世界纪录（Anonymous，2020）（截止

时间 2020 年 9 月 2 日），分析速度滑冰各小项有氧供能百

分比。500 m，1 000 m 短距离速度滑冰项目的有氧供能

百分比分别为 32%、49%，而 1 500 m、5 000 m、10 000 m中

长距离速度滑冰项目的有氧供能百分比逐渐递增到

57%、85%、96%。这表明速度滑冰比赛距离愈长，运动员

的速度滑冰成绩对有氧供能依赖程度愈高。

3.1.2 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V̇V̇ O2max等有氧

能力特征

V̇V̇ O2max 主要反映了人体在长时间运动过程中机体呼

吸和循环系统氧的运输能力，是评定运动员有氧能力的重

要指标之一（冯连世 等，2002）。V̇V̇ O2max有绝对值（L/min）

与相对值（ml/kg/min）两种表示方法（王瑞元 等，2002）。在

评价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能力水平时，Nemoto 等（1985）

认为，采用 V̇V̇ O2max 绝对值比其相对值更具有意义，提出

V̇V̇ O2max绝对值是影响速度滑冰成绩高低的主要因素，并建

议以提高速度滑冰运动员V̇V̇ O2max绝对值为目标，制定并实

施训练方案以提高运动成绩。HRmax对于评价运动员心脏

泵血功能、训练强度和训练负荷等具有重要意义（霍鑫，

2010）。

本研究显示，青年男子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

的V̇V̇ O2max绝对值、相对值、最大心率、最大肺通气量与短距

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接近。这表明当前青年男子中长距

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并不突出，基本与短距离

速度滑冰运动员的有氧能力相当，需要予以重视。

为进一步了解当前我国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的

整体有氧能力水平，将本研究与国外类似研究进行对比

分析，发现本研究青年短距离、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

有氧能力水平整体相对较低，与荷兰等世界一流速度滑

冰强队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速度滑冰项目长距离

弱于短距离、后程弱于前程等问题（李博 等，2019）与有氧

能力水平低下密切相关。因此，加强我国青年男子速度

滑冰运动员，特别是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能力训

练迫在眉睫。借鉴荷兰速度滑冰运动员屡创奥运佳绩的

经验，增加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低强度（≤2 mmol/L

血乳酸）训练时间或距离比例（接近 80%）、减少中高强度

（2～4 mmol/L 以及＞4 mmol/L 血乳酸）训练比例（Orie et

al.，2014）。低强度训练负荷主要提高机体外周的适应即

氧利用能力，而高强度训练负荷主要提高机体中枢的适

应即氧运输能力（Laursen et al.，2002）。与氧利用能力相

关的结构（肌肉）通过训练可适应度要远大于与氧运输能

力相关的结构（心肺）。大量低强度持续训练对于周期性

运动项目的意义在于完善技术、提高运动的效率或经济

性（黎涌明，2015）。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发展有氧

能力需注意强化正确的技术和单一动作的用力效果，使

有氧训练与力量的发展和技术的掌握有机地形成一个整

体（陈小平，2004）。有氧能力训练对短距离速度滑冰运

动员也同等重要，只有在发展有氧能力基础上才能提高

无氧能力（潘业福 等，2001）。实证分析也表明，对优秀的

500 m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实施改进的有氧能力训练，

可以有效地提高其有氧能力、血乳酸清除效率及竞赛成

绩（严力 等，2008）。

3.2 无氧能力特征分析

3.2.1 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Wingate 30 s无

氧功分析

无氧能力是运动员在短时间内输出最大功率的能

力，是运动中人体肌肉的无氧代谢供能系统提供 ATP 的

极限能力，表示肌肉在磷酸原和糖酵解供能条件下的做

功能力（冯连世 等，2003）。磷酸原系统供能是运动员爆

发力的基础，速度滑冰比赛中的原地起动、加速、变速、超

越和冲刺等都需要该系统的供能；糖酵解供能是运动员

速度耐力的基础之一。通过最大功率评价运动员爆发

力，功率越大则爆发力越强。平均功率评价运动员的速

度耐力，反映机体维持高功率持续做功能力，其数值越

大，则运动员速度耐力越好（张元锋 等，2008）。有研究显

示，Wingate无氧功与 500 m速度滑冰成绩高度相关（Smith

et al.，1991）。

依据冯炜权制定的运动项目生化分类法，结合两组

速度滑冰运动员的血乳酸峰值可界定本研究中 30 s 无氧

功测试属于典型的糖无氧代谢类型（冯炜权，1989）。本

研究显示，30 s 无氧功测试中，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

最大功率相对值显著高于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

反映出两组速度滑冰运动员短时间内克服阻力快速启动

磷酸原系统供能水平存在差异。短距离组比中长距离组

速度滑冰运动员启动磷酸原供能能力更强、瞬间产生的

爆发力更大。两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平均功率（绝对值与

相对值）以及平均功率/去脂体质量等指标基本接近，表明

两组速度滑冰运动员速度耐力基本无差异。30 s 无氧功

率递减指标分析显示，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每千克体

质量递减功率、每秒递减功率远高于中长距离速度滑冰

运动员，表明长时间以较高功率完成大强度无氧做功时，

与中长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相比，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

员抗疲劳能力更差。

本研究的青年男子短距离速度滑冰运动员最大功率

与平均功率显著高于国内优秀大学生速度滑冰运动员及

短距离专项自行车运动员，表明青年男子短距离速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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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运动员具备相对较好的爆发力和速度耐力，同时也反

映出磷酸肌酸系统与糖酵解系统供能能力较强；但是其

最大功率与平均功率远低于荷兰国家青年男子速度滑冰

运动员，与世界一流水平运动员无氧能力还存在较大差

距。我国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的无氧能力训练亟待

加强。Hofman等（2017）对荷兰优秀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

（冬奥会、世界杯赛或世锦赛奖牌获得者，n=13）进行 3 年

追踪研究发现，夏训期无氧功的最大功率、平均功率有

1 W/kg 的提高，其冬季竞赛期 1 500 m 速度滑冰成绩可相

应提高 0.92 s、2.32 s。

3.2.2 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无氧功测试后

的血乳酸分析

血乳酸是糖酵解供能系统的终产物，也是有氧代谢供

能系统的氧化基质（吴昊 等，1997）。血乳酸变化是骨骼

肌等组织中乳酸生成速率、乳酸进入血液的速率和血液中

乳酸消除速率之间平衡的表现（郭黎 等，2005）。本研究

显示，不同专项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 30 s无氧功后血

乳酸峰值差异显著。短距离组比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

动员的血乳酸生成速度快、上升幅度大且相对持久。短距

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的血乳酸峰值为（17.30±0.72）mmol/L

（出现在恢复期等 3～7 min），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

员的血乳酸峰值为（13.99±1.31）mmol/L（出现在恢复期等

3～9 min）。这与杨锡让等（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高强

度运动中，乳酸积累值较大（10～20 mmol/L 之间）且持续

时间长，血乳酸峰值常出现在运动后 3～12 min。上述分

析表明，短距离组比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启动糖

酵解系统供能速度更快、供能能力更强。本研究显示，短

距离组、中长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的血乳酸清除速率

均远高于年龄相近的常人（男）血乳酸清除速率［（0.17±

0.03）mmol/L/min］；而与年龄相近的男子中跑运动员（800 m

专项）的血乳酸清除速率［（0.24±0.06）mmol/L/min］相当

（郭黎 等，2005）。表明两组速度滑冰运动员血乳酸清除

能力均好于常人，同中跑运动员血乳酸清除能力接近。

但是由于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糖酵解系统供能更

强、乳酸生成更多，相应地对乳酸清除能力也要求更高。

因此，短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应有意识地加强耐力训

练，以助于肌肉提高消除乳酸的速率，即提高氧化乳酸的

能力（冯炜权 等，1990）。有研究指出，当有氧能力这一决

定运动员耐力水平的基础能力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

展时，其不仅影响有氧能力本身，同时也制约了运动员无

氧能力水平的提高（陈小平，2004）。

4 结论

1）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运动员有氧能力基

本无差别；2）在启动磷酸原系统与糖酵解系统方面，不同

速度滑冰专项青年男子运动员差别显著，短距离比中长

距离组速度滑冰运动员启动磷酸原与糖酵解系统速度

快、能力强，更易疲劳；3）不同专项的青年男子速度滑冰

运动员血乳酸清除能力无差异，并且均显著高于常人，与

中跑运动员的血乳酸清除能力相当；4）我国青年男子速

度滑冰运动员与世界一流速度滑冰运动员的有氧能力、

无氧能力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亟待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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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对于滚桥技术而言，髋关节可能是 3种运动方式的组

合。在滚桥技术峰值扭矩体位下，运动员的发力方向是

持续向右滚动，与髋关节外展运动的方向接近。因此，髋

关节应是以外展的形式参与滚动用力。此时，右髋关节

外旋使右足右外缘与垫子保持大面积接触，从而获得足

够的摩擦力。右髋关节伸展肌群持续等长收缩，起固定

关节的作用，即通过固定髋关节的屈伸角度，来提高膝关

节蹬伸和髋关节外展的力量传导率。

4 结论

1）滚桥技术峰值扭矩体位处于“背步”动作结束和躯

干左旋动作开始的时期，该体位能够在借助右下肢蹬伸

垫面的同时，利用运动员脊柱向右旋转的体形，使躯干左

旋的力量最大化地转化为滚桥技术的滚动力量。

2）躯干左旋、右膝关节伸展用力直接影响滚桥（右

侧）峰值扭矩，躯干左旋肌力的贡献度超过 60%，是主要

的动力来源。

3）滚桥（右侧）峰值扭矩体位下，右髋关节以外展形

式参与滚动用力，右髋关节外旋使右足右外缘与垫子保

持大面积接触以增加摩擦力，右髋关节伸展肌群持续等

长收缩以固定髋关节的屈伸角度，来提高膝关节蹬伸和

髋关节外展的力量传导率。

5 研究局限

本研究在试验设计时延续前人研究观点和测试内

容，只测试了髋关节屈伸肌力，未对外展-内收、内旋-外

旋的肌力予以测试。虽然通过运动学分析得出其他两个

自由度在滚桥峰值扭矩体位下的功能与作用，但仍待后

期研究加以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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