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射击技术特征、
影响因素与训练策略
Characteristics，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Shooting Techniques of World Elite
Biathlon Athletes

房英杰 1，王子朴 2*，杜承润 2

FANG Yingjie1，WANG Zipu2*，DU Chengrun2

摘 要：系统梳理与分析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射击技术特征、影响因素与训练策略。

研究认为：1）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射击操作表现出“快速落位、射击迅速、命中率高、快

速离开”的特点。站立式射击时表现出良好的平衡稳定能力，特别是在疲劳状态下对姿势

平衡和持枪稳定性的控制能力强。俯卧式射击时保持枪托与肩的紧密贴合，力量均匀分

布，瞄准阶段步枪垂直方向运动幅度小；射击表现出时间短、失误率低的特点。2）生理学因

素：射击与心率的同步能力、力竭状态下神经对肌肉群的精细控制能力；心理学因素：注意

力和凝视行为的集中能力；训练学因素：持枪稳定性、射击准确性、击发力量与时机掌控能

力。3）射击训练策略包括稳定性和准确性提升，重点提升大负荷条件下精准射击训练，稳

中求快；强化神经系统对击发行为的精确控制，提高运动员本体感觉和神经适应；心理策略

强化感知-认知能力促进和计时瞄准；体能训练策略应加强训练量的积累，提升身体疲劳状

态下射击能力；竞赛策略包括不同时期训练和参赛以及比赛时射击场的协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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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combs and analyzes the shooting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raining strategies of the world elite biathlon athletes, which has ref‐

erence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itive level of Chinese biathlon athle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world’s excellent biathlon athletes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fast posi‐

tioning, fast shooting, high hit rate and fast leaving”. Standing shooting shows good balance

and stability. Especially in the state of fatigue, the control ability of posture balance and gun

stability are strong. In prone firing, the butt and shoulder of the rifle are closely fitted, and

the force is evenly distributed, and the vertical movement range of the rifle is small in the

aiming stage; shooting show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 time and low error rate. 2) Physio‐

logical factors: The synchronization ability of shooting and heart rate, the fine control abili‐

ty of nerve to muscle group under exhausted state; psychological factors: Concentration abil‐

ity of attention and gaze behavior; training factors: Gun stability, shooting accuracy, firing

strength and timing control ability. 3) Shooting training strategies include stability and accu‐

racy improvement, mainl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shooting training under heavy load

conditions, seeking fast in stability; strengthen the precise control of the nervous system on

the firing behavior, improve the proprioception and neural adaptation of athletes; the psy‐

chological strategy mainly consists of perception-cognitive ability promotion and timing

aiming; the physical training strategy should be to strengthen the accumulation of training

amount and improve the shooting ability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hysical fatigue; competi‐

tion strategies include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strateg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shooting

range coordina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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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美国加州斯阔谷举行的第 8届冬季奥林匹克

运动会将冬季两项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其是由越野滑雪

和射击两部分组成的特殊周期性项目（元文学 等，2008），

滑雪速度、射击的准确性和时间，以及动静之间的转换能

力决定比赛成绩。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高强度滑雪被

中断 2～4 次（根据具体小项），以俯卧或站立姿势使用小

口径步枪（质量不低于 3.5 kg）向 50 m外的 5个目标射击，

靶孔直径立射为 11.5 cm、卧射为 4.5 cm。射击失误将被罚

圈（150 m）或罚时（个人赛），比赛中每名运动员都有可能

因射击不中而受到处罚，优秀短距离冬季两项运动员完成

1圈处罚圈滑行需要 23～25 s（Skattebo et al.，2017）。冬季

两项的射击条件与其他射击运动项目的区别在于需要运

动员按照规定的线路滑完一定距离后，在身体极度疲劳

的情况下进行射击。其成功取决于快速滑雪和准确射击

（杨阿丽 等，2013），但后者尤其重要，因为国际比赛好成

绩的取得都是由优异的射击成绩决定。射击准确性在短

距离比赛的整体表现中大约占 35%，而在个人赛中由于

罚时原因比例可能高达 50%（Laaksonen et al.，2018），射击

时间和罚时时间对于追逐赛运动成绩的影响约占 60%～

70%（Luchsinger et al.，2020）。可见，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

动员的射击表现尤为重要。

目前，国内鲜见专门针对射击技术特征的研究以及对

影响因素与训练策略的综述。鉴于此，本研究着重从国

际冬季两项射击技术研究热点、影响因素和训练策略出

发，以冬季两项（biathlon）和射击（shooting）为检索词，分

别在外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和中国知网进行检索（主

题检索，2021 年 2 月 28 日），共检索到相关文献 163 篇，其

中，与冬季两项射击密切相关的文献有 86篇，通过较全面

地梳理与分析相关文献，综述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

射击表现的相关要素和训练策略。

1 射击技术特征

1.1 射击操作环节

运动员从进入射击区到离开的整个技术操作环节包

括 3 步（图 1）。技术操作环节结束后，运动员马上离开射

击区，出发或冲刺（黄滨 等，2010b）。任何接近射击场时

的技术或节奏改变都可能会对比赛结果产生决定性影

响。因此，进入射击位置快速完成射击动作准备、射击迅

速和高命中率、射击完毕快速离开射击场，是巩固和提高

冬季两项成绩的增效剂（王文刚，2018），并成为射击技术

操作环节的显著特点。

1.2 射击姿势

1.2.1 站立式

站立射击的姿势变化受脚掌与脚跟、双腿之间的运

动、身体角度的变化以及肌肉张力影响（Lakie，2010），射

击准确受运动强度、持枪稳定性、射击姿势、心理变化、外

界干扰等因素影响。因此，站立式射击训练需要强化体

位平衡、最佳站立姿势、步枪稳定性和扣动扳时机把握。

其中，运动强度对站立式射击准确度有显著影响，特别是

对站立式射击时的持枪稳定性影响更大。扳机击发瞬间

身体的微小变化都会引起枪口较大幅度波动，枪口在扳

机击发时的移动必须小于 1.0 mm才能确保成功击中目标

（Albert，1997）。Sattlecker 等（2016）对澳大利亚国家队运

动员在静态和动态站姿射击时水平、垂直方向和射击方向

上的摆动幅度（身体重心、枪的摆动）数据分析表明，身体

重心分别为（0.26±0.11）mm、（0.44±0.10）mm、（0.51±

0.14）mm、（0.76±0.24）mm，枪的摆动幅度分别为（1.32±

图1 冬季两项射击行为程序（黄滨 等，2010b）

Figure 1. Procedures for Biathlon Shooting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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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mm、（1.34±0.35）mm、（2.17±0.57）mm、（2.05±

0.29）mm，表现出良好的平衡稳定能力。Siebert 等（2013）

通过对德国国家青年队不同站立射击姿势肌电活动的测

试发现（表 1），相对于原始持枪位置，高度升高或降低 3 cm

将导致肩轴角分别增加 5.8°或减少 4.1°。因此，为了提高

射击的稳定性，参与射击姿势的肌肉组织张力应尽可能

最小，并能够熟练地调整肢体、韧带、肌腱和骨骼来稳固

步枪，但目前尚缺乏较全面的生物力学分析。

滑雪时体能消耗过多将会使站立式射击时步枪在垂

直方向的摆动幅度增大。根据 Sadowska 等（2019）的研

究，在疲劳状态下，步枪垂直方向摆动速度（VRIFLE__Z）增加

119%，水平方向摆动角度（RANGERIFLE__X）增加 71%，垂直

方向最大摆角（NGLERIFLE__Z）增加 96%（表 2）。可见，疲劳

状态下对姿势平衡和持枪稳定性的控制能力是站立式射

击的显著特点。

1.2.2 俯卧式

俯卧式射击在瞄准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控制步枪在垂

直方向的运动，上体躯干与射向的投影夹角以 10°～15°为

宜（陈信魁，1996），右枪口在扳机击发时的移动必须小于

0.4 mm 才能确保成功击中目标（Albert，1997）。由于运动

强度对俯卧射击准确性影响较小（Hoffman et al.，1992a），

因此运动员在进入到俯卧式射击前没有必要刻意降低滑

雪速度，应继续保持滑雪速度进入射击场以维持运动

表现。

俯卧式射击时，要求枪托与肩膀之间紧密贴合，使力

量分布在整个枪托上，这是俯卧式射击与站立式射击之

间最大的区别。研究认为，步枪的反作用力对肩后部的

不利影响是决定俯卧式射击时持枪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Grebot et al.，2007b）。射击时不同子弹所获得的后坐力

值是不同的，难点在于两颗子弹之间产生相同的后坐力

（Grebot et al.，2008）。Koptyug 等（2020）为了解决上述问

题，设计了由钛合金和聚合物 PA2200 附加制造的轻型、

3D 网格结构的安全气囊式步枪，并经初步实验表明，枪

托嵌有气囊式压力传感器可评估枪的后坐力强度，枪托

设计有助于减轻枪的整体质量，还可以减少后坐冲量，提

高步枪射击后的稳定性恢复，有可能帮助运动员在比赛

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以上分析表明，与站立式射击姿势相比，鲜见对于俯

卧式射击姿势的研究，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射击时的呼吸

节奏控制与射击效率的研究。

1.3 时间与准确性

射击技术表现主要由射击准确性和射击时间构成，

具体变量主要包括：射击姿势（站立/卧姿）、瞄准、呼吸、

击发、射击节奏、姿势平衡、时间把握及其各要素之间的

最佳协调配合。总射击时间包括滑雪时间、射击场地时

间（在射击坡道上花费的时间）、射击时间和处罚圈时间

或罚时时间。Laaksonen 等（2018）通过对 2018 年平昌冬

奥会不同项目运动员比赛情况的时间统计发现（表 3），比

赛时间 20～148 min，滑雪时间 18～145 min，进入射击场地

时间 90 s～14 min，射击时间 50～140 s，因射击失误在处

罚圈处罚时间 19.5～126.0 s。站立式或俯卧式姿势射击时

间大约需要 25～130 s，其中准备需要 10～115 s、射击需要

10～115 s，离开需要 3～15 s。短距离赛运动员在每轮射

表1 肩轴角度取决于枪托高低变化（Siebert et al.，2013）

Table 1 Angle of the Shoulder Axis Depending on the Position

of the Butt

参与测试者序号

1

2

3

4

5

6

7

AM±SD

BP-3 cm

2.8

1.3

7.1

5.8

8.5

4.9

6.6

5.3±2.3

BP±0 cm

6.6

5.0

9.9

6.9

12.4

16.2

8.8

9.4±3.6

BP＋3 cm

10.2

9.6

16.7

17.2

18.1

20.3

14.6

15.2±3.7

注：AM. 角度平均值；BP. 枪托；BP-3 cm 和 BP＋3 cm 分别表示相

对于原始持枪位置枪托高度升高或降低3 cm。

表2 运动员分别在无负荷状态和渐增负荷后步枪摆动特点的方差分析（Sadowska et al.，2019）

Table 2 Rifle Sway Characteristics at Rest and After Incremental Stress Test Along withthe Results of ANOVA in Junior

Biathlon Athletes n=10

变量

VRIFLE__X/mm

VRIFLE__Z/mm

VRIFLE/mm

RANGERIFLE__X/mm

RANGERIFLE__Z/mm

ANGLERIFLE__X/（°）

ANGLERIFLE__Z/（°）

无负荷条件（M±SD）

6.40±1.20

5.10±1.50

9.10±1.90

28.60±2.20

9.40±0.70

0.68±0.29

0.55±0.15

1 min运动后（M±SD）

10.60±1.90A***［67%］

10.70±2.70A***［119%］

16.70±3.60A***［87%］

40.10±4.10A**［43%］

16.00±1.38A***［71%］

10.97±0.42A*［42%］

1.07±0.42A***［96%］

5 min运动后（M±SD）

8.60±1.10A**，B**［37%］

8.10±1.50A***，B**［65%］

13.20±1.50A***，B**［49%］

38.40±2.70A*［38%］

13.30±1.00A*［45%］

0.83±0.21［23%］

0.83±0.22A*，B*［51%］

F（P）

34.56（0.000）

41.73（0.000）

42.06（0.000）

6.93（0.007）

11.52（0.001）

3.78（0.045）

16.82（0.000）

注：VRIFLE__：步枪摆动速度；RANGERIFLE_：步枪摆动位移范围；ANGLERIFLE_：步枪最大摆角；X：横跨射击方向；Z：垂直方向；*P≤0.05，**P≤
0.01，***P≤0.001；A. 与无负荷条件相关；B. 与1 min运动后条件相关；中括号内数据为步枪摆动增加的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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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环节所用的时间约为 18～123 s，射击仅需 3.5～14.5 s

（Skattebo et al.，2017）。Luchsinger 等（2018）对 2011/2012

到 2015/2016冬季两项世界杯短距离比赛排名 1～10（G1～

10）和排名 21～130（G21～30）的运动员射击时间进行比

较表明，G21～30 在男、女中失误率比 G1～10 高 10%～

11%，俯卧射击时间比 G1～10 多 5%～17%，站立式与俯

卧射击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是站姿的失误率较高、技术

难度较大。可以看出，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从进入

射击场地到离开的时间控制严格，射击时间较短，因射击

失误而受到的处罚次数极少。

2 射击影响因素

2.1 生理因素

高强度的越野滑雪对运动员的心血管系统、呼吸系

统、能量代谢、神经系统、骨骼肌系统、体温调节以及认知

功能等都提出了较高要求，运动负荷后生理因素的变化

会导致射击失误率提高（Hoffman et al.，1992b）。因此，世

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除了要具备良好的综合射击技能

外，还必须具备高强度滑雪后进入射击场的快速恢复能

力。V̇V̇ O2max是高水平有氧运动能力的基础，如有氧能力不

足，将导致上下肢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疲劳。在每次射

击时，运动员都要屏住呼吸，这会导致大脑缺氧（Groslam‐

bert et al.，1998），大脑缺氧会影响到运动员的认知能力，

这就要求在训练过程中加强呼吸方式的训练，提升呼吸

效率。而当能量消耗超过血乳酸积累阈值时，短时高强

度的全身性运动会增加身体的摆动，当局部力竭性运动

使最大自主性收缩的力量损失达 25%～30%时，将会影响

姿势控制（Paillard，2012）。如何解决运动员在身体疲劳

状态下的身体姿势控制，对提升射击准确性很重要，需要

进一步深入研究。

冬季两项运动员射击与心率的同步能力对提升射击

速度和准确率有积极作用。心率在呼气结束时下降，而

射击常在两个收缩期之间的舒张期（Moravec，2002）。比

赛过程中，运动员在接近射击位置时，通常的做法是提前

50～60 s开始以降低滑雪节奏的方式来降低心率，在射击

前滑行减速的开始时间因人、因地形而异，也存在提前15～

30 s（Hoffman et al.，1992a）。运动员一般在第一次射击

时，心率（HR）保持在 130～170 次/min（Moravec，2002），

这取决于运动员的健康情况和准备状态、在比赛中所付

出的努力以及射击场地面条件，最后一次射击时心率逐

渐下降到 110～140次/min。

站立射击时心率通常是最大心率（HRmax）的 60%～

表3 2018年平昌冬奥会不同类型冬季两项比赛信息统计（Laaksonen et al.，2018）

Table 3 Different Types of Biathlon Competitions at 2018 the Winter Olympic Pyeongchang

比赛项目

短距离

追逐赛

集体出发

个人赛

接力赛

混合接力

比赛距离/km

W：7.5

（3×2.5）

M：10

（3×3.3）

W：10

（5×2）

M：12.5

（5×2.5）

W：12.5

（5×2.5）

M：15

（5×3）

W：15

（5×3）

M：20

（5×4）

W：4×6

（3×2）

M：4×7.5

（3×2.5）

W：2×6

（3×2）

M：2×7.5

（3×2.5）

射击姿势

P＋S

P＋P＋S＋S

P＋P＋S＋S

P＋P＋S＋S

4×P＋S

4×P＋S

比赛时间/mm：ss

W：20∶00～

23∶00

M：22∶30～

26∶30

W：30∶00～

34∶00

M：31∶00～

33∶30

W：34∶00～

37∶30

M：36∶00～

38∶30

W：41∶30～

43∶00

M：44∶30～

48∶00

W：4×17∶30～

19∶00

M：4×18∶30～

20∶30

W：2×16∶00～

18∶30＋

M：2×18∶00～

19∶30

滑雪时间/mm：ss

W：18∶00～

20∶30

M：21∶00～

24∶30

W：25∶30～

29∶30

M：26∶30～

29∶00

W：30∶00～

33∶30

M：32∶00～

34∶00

W：37∶30～

39∶00

M：40∶30～

44∶30

W：4×15∶00～

16∶30

M：4×16∶30～

18∶00

W：2×14∶00～

16∶30＋

M：2×16∶00～

17∶30

场地时间/mm：ss

W：1∶30～

2∶00

M：1∶20～

1∶50

W：3∶10～

3∶40

M：2∶50～

3∶15

W：3∶10～

3∶30

M：2∶45～

3∶10

W：3∶15～

3∶45

M：3∶00～

3∶30

W：4×1∶30～

2∶30

M：4×1∶30～

2∶30

W：4×1∶30～

2∶15

M：4×1∶30～

2∶15

射击时间/mm：ss

W：0∶50～

1∶10

M：0∶50～

1∶10

W：1∶45～

2∶15

M：1∶40～

2∶10

W：1∶45～

2∶10

M：1∶35～

2∶00

W：1：50～

2：20

M：1∶45～

2∶15

W：4×0∶50～

2∶00

M：4×0∶50～

2∶00

W：4×0∶50～

1∶30

M：4×0∶50～

1∶30

处罚类型

处罚圈

（150 m）

处罚圈

（150 m）

处罚圈

（150 m）

罚时

（1 min）

处罚圈

（150 m）

处罚圈

（150 m）

处罚圈时间/s

W：23.0～

26.0

M：19.5～

22.5

W：23.0～

26.0

M：19.5～

22.5

W：23.0～

26.0

M：19.5～

22.5

NA

W：23.0～

26.0

M：19.5～

22.5

W：23.0～

26.0

M：19.5～

22.5

注：W. 女子；M. 男子；P. 卧式射击；S. 站式射击；NA.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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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俯卧射击则由于心脏副交感神经重新激活（Coote，

2010），以调节心血管系统，使心率得到快速而稳定的下

降，心率比站立式低 10～20次，运动强度也有所下降。俯

卧位时心率减缓得更快，原因在于长期训练对大脑的血

氧供应有更明显的改善，经验丰富的运动员到达射击线

时的心率约为其最大心率的 85%～87%（Hoffman et al.，

1992b），而 Laaksonen 等（2011）分析认为，在 70% HRmax运

动强度下的射击准确性可能适用于实际的冬季两项比

赛，训练有素的运动员射击成功率并不完全依赖于心率。

2.2 心理因素

冬季两项射击的情况比较复杂，不仅受射击前的身

体负荷、时间压力、对手以及动作的精细控制等因素的影

响，还受心理因素的影响。Hatfield 等（1987）描述了步枪

射击的特点：“动用尽量少的眼部肌肉凝视目标，注意力

集中，抗外界环境因素干扰能力强”。集中注意力、视觉

运动处理（旨在预测扣动扳机的最佳时刻）和神经对肌肉

群的精细控制能力对射击成功至关重要（Doppelmayr et

al.，2008）。Mona Brorsson对自己在 2019年世界冬季两项

锦标赛中失利的解释为其无法控制注意力的分散，无法

专注于当前射击，影响了她在那场比赛中的射击表现

（Luchsinger et al.，2018），这个例子也说明了在射击运动

中保持注意力集中在目标上的重要性。运动员在俯卧射

击时的最后一枪往往比中间的 3枪更容易射偏，其原因主

要由于注意力分散所致。Augustín 等（2002）分析了运动

员最后一枪射击时的心率和心率变异性，认为由于经常

潜意识地去想离开射击场地的事，而导致最后一枪注意

力不够集中，使准确率下降。

高负荷下的射击需要高度的注意力技能（刘丰彬 等，

2010；Laaksonen et al.，2018）。导致冬季两项高水平运动员

射击环节中某些特定参赛情景的不当情绪和行为的不匹

配思维，是影响其射击结果的首要原因（黄滨 等，2010a）。

优秀运动员在开枪之前，将更长时间盯着目标，表现出较

长时间的射击凝视行为与专注度。Loze 等（2001）通过对

表现最好和最差的气步枪运动员射击前脑电图 α波反应进

行检测得出，表现最好的运动员枕骨α波段较大，明显表现

出视觉注意力的抑制，过度注意可能会干扰瞄准过程的系

列程序。优秀运动员在射击准备阶段的脑电图 α波分别在

8～10 Hz 和 10～12 Hz（Del Percio et al.，2009）。因此，在

冬季两项比赛中，注意力的分散会对射击表现产生极大

的干扰。

2.3 稳定性

射击需要良好的姿势稳定性和快速的执行力，Hoff‐

man 等（1992a）研究认为，持枪稳定性是提升射击成功率

的决定因素，在射击前 0.5 s 内保持稳定性比在射击前 1 s

内保持稳定性更重要。身体姿势平衡、摆动幅度小和持

枪稳定与射击准确性高度相关（Mononen et al.，2007）。

无论是在无负荷状态还是在负载状态下，握枪的垂直稳

定性以及干净利索的击发是影响射击表现的最重要的因

素（Ihalainen et al.，2018）。射击时，步枪的枪托紧贴在肩

膀上，用肘部屈肌等距握住，如肘部屈肌疲劳可能会削弱

肩部的力量，将会有损步枪的握持力和准确性。高水平

运动员的肩部力量比低水平运动员高 69.8%（Grebot et

al.，2007a），这变相说明了肩部力量对持枪射击稳定性的

意义。射击稳定性会潜在影响整体表现，这在长距离比

赛中已经得到证实。

此外，与自由式滑雪技术相比，传统式滑雪使用双仗

推撑技术，动用更多的肌肉量（主要是上半身）工作，将对

射击时的身体姿势平衡与稳定有一定影响，但这个问题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2.4 准确性

世界杯冬季两项短距离项目比赛的统计结果显示，

射击时间和因射击失误而导致的在处罚圈耗用时间占比

赛总时间的比例关系，男子为 3%～5%、女子为 4%～6%

（Luchsinger et al.，2018）。2006 年都灵冬奥会冬季两项的

90名男子和 65名女子运动员射击失误率平均每圈为 1.2次

（Bognano，2006）。参赛者必须在适当的射击时间内达

到 90%～95% 的射击准确率才能获得奖牌（Siebert et al.，

2013）。在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所有男子和女子个人冠

军运动员的平均射击命中率高达 97%，2018 年平昌冬奥

会在较为困难的天气条件下，男子和女子冠军运动员的

射击命中率分别达到 93%和 95%（Laaksonen et al.，2018）。

国际冬季两项联盟世界排名前 10位的运动员在该赛季没

有获胜的劣势在于站立式射击时命中率太低，射击效率

差，通常运动员在站姿射击时有 3 枪脱靶，其获胜的概率

将低于 4%（Glenn，2018），这意味着能够获胜的概率非常

低。Luchsinger 等（2018）进一步对冬季两项个人短距离

比赛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世界排名前 10 名的冬季两项运

动员的命中率为 92%～93%。可见，射击准确性的提高和

时间的缩短已成为运动员获得优异成绩的关键。

评估运动员射击准确性最方便的指标是命中率（As‐

tafyev，2008），表示在具体比赛或整个赛季的射击可靠性。

Zubrilov 等（2016）分析了 2006—2015 年 10 个赛季在世界

杯和冬奥会比赛中获得奖牌的世界优秀女子冬季两项运

动员的射击成绩，可以看出，所有运动员的平均命中率为

84.47%，获得奖牌运动员的平均命中率为 93.45%，其进一

步对乌克兰国家队主力队员的射击水平分析发现，射击表

现高于世界大型赛事获得奖牌运动员的平均水平，这是他

们能够经常获胜的主要原因。

2.5 击发力量与时机

射击成绩主要由击发力量与时机、姿势平衡和步枪

稳定性等因素决定（Sattlecker et al.，2013b）。运动负荷会

导致手指关节肌肉产生疲劳，使扣扳机的力量下降，命中

率低的运动员在疲劳状态下击发力也会降低，而命中率

高的运动员仍能保持击发力（Sattlecker et al.，2013a）。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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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击发属于精细的神经动作控制行为，随着身体的疲劳，

手指击发时机的控制将会受损，而这种影响可以通过新

的运动协调模式得到一定的补偿。优秀运动员即使在疲

劳状态下，神经系统也可以对远端关节进行精确控制并

达到协调一致的击发行为（Forestier et al.，1998）。优秀运

动员在站立射击前的击发力均高于年轻运动员（Sattleck‐

er et al.，2009）。Nitzsche 等（2000）研究指出，为了能够把

握好时机迅速击发，在击发前大约 1.5 s 压在枪钩上的力

量约占击发总力量的 70%～80%。提示，在平时训练中需

要加强神经系统在疲劳状态下对末端关节和肌肉的控制

能力训练。

2.6 自然环境因素

温度：温度低将会导致步枪枪管出现结霜、材料线

膨胀系数发生改变等问题，使运动员在射击击发时需要

更大的力量扣扳机（Ihalainen et al.，2016）。有研究指出，

从 20 ℃、−3 ℃到−8 ℃，击发力约为 5 N，然而，在−20 ℃时

击发力呈指数增长，达到 8 N（Grebot et al.，2007b）。低温

环境也会影响枪管和扳机等产生不可抗力的形变，使子

弹在射击过程中的弹道反应发生变化，进而影响击发速

度与精度。

风：射击场靶台前沿和与之平行的靶板线间的距离为

50 m，靶与相应的靶位偏差不超过 2%，也不高于靶台 3%

（叶鸣，2018）。子弹规格：直径 5.6 mm、质量 2.55～2.75 g、

射速不超过 360 m/s、飞出 50 m 后动量不超过 0.09 kg·m/s

（IBU，2021）。由于子弹在 50 m 的飞行距离中受到空气

阻力的影响，将会导致子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飞行轨迹，

影响到射击的准确性。Skattebo 等（2017）对冬季两项短

距离高水平运动员比赛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指出，风速

为 1 m/s 时，对男子和女子运动员俯卧式射击命中率的影

响比例分别为 2.3%±0.9% 和 1.7%±0.8%，而对男子和女

子运动员站立式射击命中率的影响比例分别为 3.3%±

1.4% 和 3.5%±1.1%，比俯卧式影响稍大。这进一步证实

了射击场风速的增加将会降低运动员射击的命中率，使

运动员总的比赛时间延长。更大的风速将会对运动员射

击稳定性提出更高的挑战，使步枪和身体发生更大的移

动，增加了比赛射击的不确定性。

冬季两项多在冬季户外条件下进行比赛，子弹在自

然条件下的飞行性能除了受到低温和风的因素影响之

外，还将一定程度地受到气压、空气湿度、季节、膛线、枪

管热度等方面的影响。但可能由于受自然环境变量因素

太多，环境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太过复杂，再加上实验条件

等方面的制约，鲜见从这个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今后应

进一步深入研究。

3 训练策略

通过分析了解到，影响冬季两项运动员射击的因素

主要有生理、心理、持枪稳定性、射击准确性和击发等方

面。因此，针对性地提出训练策略，以提升冬季两项运动

员射击训练的科学性与针对性。

3.1 加强训练量的积累提升身体疲劳状态下射击能力

没有训练量的累积很难在比赛中获胜，世界级精英运动

员的训练时间每年长达1 300～1 400 h、滑雪距离为8 000～

10 000 km、射击量为 9 000～11 000 发子弹（Pelin et al.，

2018）。Laaksonen 等（2018）对瑞典国家队在 2018 年平昌

冬奥会上获得奖牌的冬季两项运动员训练整体情况进行

统计（表 4），可以看出，运动员每年要进行 700～900 h 的

耐力训练，其中，低强度占 80%、中等强度占 4%～5%、高

强度占 5%～6%、力量和速度训练占 10%；在大约 210 次

射击训练课中，不同形式的射击训练量达 22 000 发，其中

大约 60%的射击与耐力结合训练［9 000次（75%）低强度、

2 000 次（15%）中强度、1 250 次（10%）高强度］。在负荷

条件下进行大量的精确射击训练，可以为在身体疲劳的

情况下成功射击打下坚实的基础，是有效训练策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

3.2 提升注意力与射击专注度

运动员站立姿势射击时，第 5 枪射击失误率较高；俯

卧姿势射击时，第 1 枪射击最关键（Maier et al.，2018），这

主要是由心理因素所致。心理学训练手段在提高射击效

表4 2018年平昌冬奥会获得奖牌的瑞典冬季两项运动员训练概况（Laaksonen et al.，2018）

Table 4 Overview of Training of the Successful Swedish Biathlon Athletes who Won Medals at 2018 the Winter Olympic Pyeongchang

体能训练

共700～900 h耐力训练

550～700 h低强度训练（60%～80% HRmax）

30～45 h中等强度训练（80%～90% HRmax）

35～50 h高强度训练，包括比赛（＞90% HRmax）

10～15次无氧抗乳酸训练

10～15次速度/力量训练

40～50次最大强度或爆发力训练

40～45次身体稳定性/肌肉激活力量训练

射击训练

在约210训练课中，总共射击约27 000发

约7 000发射击（在5—8月中旬，约45次课）

约2 400发的射击精准训练（约20次课）

2 400发的负重训练（约24次课）

120～130次无弹射击训练

2 000～3 000发射击零点训练（训练和比赛结合）

结合体能训练约有12 000发射击［A1～A3（滑轮）滑雪、跑步］

在比赛过程中约700发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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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3.2.1 感知-认知能力促进策略

冬季两项运动员必须具有良好的身体感知和自我调

节能力，以预判最佳射击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与心动周期

和击发前持续增加的压力有较大关系。提高注意力技能

和接受痛苦刺激可以减少压力、提升认知表现、减少情感

反应（Lindsay et al.，2017）。射击时，运动员要专注于射击

过程本身，减少瞄准过程中的认知参与，加强以目标策略

为基础的注意力训练，而不应注意是否击中目标，直到最

后一刻收枪离开射击场。在比赛中，运动员的注意力很

可能因意外、潜在的抑制成绩经历（如消极的想法、害怕

失败或失败）而下降，可通过正念技能训练提高注意力、

“针穿纸孔”训练提高视觉追踪、手眼协调能力（全海英

等，2009），进而提高运动员的感知-认知能力。

3.2.2 计时瞄准策略

随着射击各环节的不断优化，优秀运动员从进入射击

场地到离开场地的整个射击过程时间在大大缩短。例如，

世界冬季两项锦标赛男子 20 km 个人赛排名前 10 位的运

动员，平均射击时间已从 1997 年的 33.5 s（Pustovrh et al.，

1999）缩短到了 2017 年的 27.9 s（IBU，2017），所以，运动

员要尽量减少在射击场上花费的时间。计时瞄准策略要

求尽量控制步枪移向瞄准点，在击发前降低移动速度，减

少在瞄准点的移动，并在接近瞄准点时击发，以便能够更

快地完成射击（王润极 等，2020；Kykk et al.，2020）。由于

冬季两项比赛的射击时间计算在比赛成绩中，时间压力

较大，因此，多数运动员会选择此策略。

训练中要有意识地优化运动员的每发射击行为，建

立对射击技术身心要求的正确认识，形成射击行为细节

对后一环射击的有效性，从而保证连续射击状态的稳定，

避免以“急”为“快”，做到以“稳”求“快”（黄滨 等，

2010b）。同时，加强运动员神经系统对手指多关节疲劳

状态时击发行为的精细控制能力和多关节运动协调性，

以提升击发行为的稳定性与连续性。

3.3 持枪稳定性提升策略

脑慢波电位提供了有关瞄准和运动过程之间最佳平

衡信息，射击前脑慢波电位逐渐下降，这种现象可以通过

持枪稳定性的提升予以强化（Konttinen et al.，1995）。针

对持枪稳定性的训练多采用抗干扰训练方法，以提高运

动员本体感觉和神经适应，例如，通过光学分析仪训练来

提升快速准备射击姿势和执行射击行为（Bogdan et al.，

2018），另外，专门的握持和放松训练手段也可以提高持

枪稳定性。在越野滑雪过程中，运动员上肢肌群参与运

动的比例需维持在 10%～30%，这既有利于增加有氧运动

能力，又可以降低上肢以及全身的疲劳感，对于有效控制

长时间滑雪后进行射击时的稳定性具有积极意义。因

此，肩部和肘部肌肉的专项力量训练需要教练员和体能

教练重点关注。

此外，生物力学测量与反馈方法可以控制运动员的

持枪稳定性（Sattlecker et al.，2009），比如在俯卧射击时控

制步枪垂直运动，针对站立射击表现差的运动员控制身

体摇摆和核心稳定性。Mullineaux 等（2012）研究同样认

为，生物力学反馈可以提高高水平射手对枪管稳定性的

控制。因此，射击训练中，应用生物力学反馈训练已成为

提升射击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3.4 射击准确性提升策略

射击前后一个很小范围的枪口波动都能对射击性

能产生重要影响，让运动员充分了解决定射击准确性的

因素非常重要，消除观察到的竞争对手所犯的指示性错

误将有助于提升其本人射击成绩。通过观察瞄准点的

弹道轨迹可以了解运动员在射击策略上的差异（Kykk et

al.，2020），但目前鲜见针对冬季两项不同的射击策略研

究。为了有效降低枪管波动对射击准确性的影响，以下

两种辅助设备可有效应用于射击训练中：1）光电反馈系

统，用于跟踪和记录步枪和运动员的 3D 运动，测量和存

储射击的命中点以及命中轨迹，缺点是需要将激光装置

安装在步枪上，校准系统的费用较高，而且很难在户外使

用；2）视频跟踪系统（Baca et al.，2006）的研发，能够自动

跟踪枪口的 2D 运动，成本低，解决了光电反馈系统存在

的不足，并通过实验证实了此方法在评估冬季两项射击

的瞄准过程、获取弹道的定性信息等方面具有实用性，枪

口垂直运动和子弹痕迹垂直方向波动与激光反馈系统具

有高度相关性。

3.5 竞赛策略

现代竞技体育训练中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采用竞赛

策略（或称“以赛代练”），以提升运动员不同环境条件下

的适应能力。竞赛被用来训练运动员的备战能力，是补

充常规训练的有效办法，不但可以提升运动员的参赛经

验，还可以有效提高训练强度。然而，冬季两项的竞赛周

期具有明显的季节特征，时间相对集中，这就需要教练员

和运动员做好充分的竞赛前准备工作，使最佳竞技状态

能在竞赛中表现出来。

技术水平的高低直接取决于射击的质量，而射击质

量又取决于参加竞赛射击数量。射击训练不足的运动员

在参加比赛时射击质量低是必然的，因为在竞赛环境下

各种不可预知的和之前训练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将会显

现。例如：射击速度、地面情况、海拔高度、射击场的风

向、风速、光线、气温、雪温、场地人员的干扰、取胜的欲

望、情绪化高等，经验不足的运动员难以应对或作出合理

调整，就会对射击的表现产生不利影响。随着运动员参

加竞赛过程中射击数量的增加，参赛的适应性提高，运动

员的射击稳定性和准确性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因此，世界优秀冬季两项运动员经过漫长的准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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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后，在备战期就要开始有计划、有选择性地参加国内

和国际赛事，为备战世界冬季两项锦标赛和冬奥会比赛

做好充分的准备。

3.6 射击场协调处理策略

射击场协调处理能力涉及呼吸节奏、肢体运动频率、

接近教练的策略、离开场地节奏、根据地面条件改变滑雪

节奏、雪质和环境等方面，主要体现在运动员对射击动作

的呼吸控制、动态平衡、人与步枪的协调能力以及注意力

集中于靶区的空间视觉控制能力等（Bogdan et al.，2018），

在训练中要注意调姿、调息和调意（黄滨 等，2010c）。运

动协调质量取决于个人体能和处理长时间比赛疲劳的能

力，这就需要加强专项耐力训练和抗疲劳能力训练。呼

吸技术的质量取决于每发射击间隔的均匀性、平稳的节

奏（吸气、呼气和呼吸暂停之间的连续性）以及与其他技

术要素之间的协调，是感觉调节水平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加呼吸控制能力训练，同时辅之生物反馈训练可促进

因心肌收缩而引起的身体晃动，有利于快速找到运动负

荷下射击的最佳时机，提升副交感神经激活效率（黄滨

等，2010c；Mets et al.，2007）。Augustín 等（2002）研究表

明，射击命中率受呼吸暂停间隔时间和射击节奏的影响，

射击间隔时间与运动员的射击训练水平和习惯有很大关

系，每次射击间隔 4～6 s（最短为 2.5 s），每次射击前呼吸

暂停 1.5～2.5 s为最佳。

4 结语

1）冬季两项要求运动员在高强度的滑雪后进入静止

状态下射击，射击过程的整体表现取决于射击速度和准

确性。

2）随着研究的深入，运动员射击的所有技术环节不

断得到优化，射击时间也在不断缩短，但从生理学角度研

究心动周期内最佳射击时机、大脑皮层的生物电信号反

馈、呼吸机能的改善、神经对末端肌肉的控制等，从生物

力学角度研究射击姿势与成绩之间的关系，从心理学角

度研究认知行为、注意力等，仍将是今后的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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