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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比较分析我国不同水平男子单人艇（M1x）关键技术指标差异，研究优化策略和方法，促进 M1x技术发

展。方法：运用赛艇实船运动生物力学测试系统，对我国 25 名不同水平男子 M1x 运动员进行测试，采集不同桨频下

运动学、动力学以及功率和效率三方面关键技术指标数据，对比赛桨频下数据进行统计学比较。结果：1）我国赛艇国

际级运动健将在 M1x 项目中桨力偏小，蹬腿速度（Vlegs）慢，出水打滑（βslip）大，一桨功率（Poar）和一桨做功（Woar）偏低；

2）赛艇运动健将在 M1x 项目中的主要问题是拉桨幅度（φoar）、桨力和最大桨力 70% 维持幅度（Fmax70% 维持幅度）偏

小，入水打滑（αslip）和 βslip较大，船速波动变化大，Poar和 Woar偏低；3）赛艇一级运动员在 M1x 项目中，运动学、动力学以

及功率和效率三方面关键技术指标中存在问题较多。结论：1）我国赛艇国际级运动健将的优化策略应注重提高专项

最大力量水平，提升 M1x后弧有效幅度，并逐步发展爆发力，提升 M1x拉桨速度和功率；2）赛艇运动健将的优化策略

应注重提高 M1x 比赛桨频下的 φoar和有效幅度，减小回桨负作用力，逐步提高专项最大力量、爆发力，以提升 M1x 桨

力；3）赛艇一级运动员的优化策略应注重运动素质和技术的全面发展，优先发展专项最大力量、爆发力，M1x的技术

优化应贯穿全年，逐步建立良好的技术规范；4）赛艇 M1x 划桨的关键技术指标优化方法应遵循身体发育规律、运动

技能形成规律及训练发展规律，针对性采用分解、完整、增加负荷、视觉及时反馈、专项力量、核心力量和表象等训练

方法进行训练，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使用声反馈系统等新科技手段和方法优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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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艇是一项典型的周期性重复运动，每一次划桨动作

都是运动员、桨、艇和水之间的一个复杂、动态的相互作

用过程（Nolte，2005）111-123。精英赛艇运动员在 2 000 m 比

赛中的用时通常为 5.5～7 min，以到达顺序决定比赛名

次，比赛表现取决于有氧能力、无氧能力和技术等因素

（郑晓鸿，2007；Mäestu et al.，2005；Steinacker，1993）。

良好的赛艇技术能使各种能力得到经济而有效的发挥，

从而提高运动成绩。而赛艇技术表现依赖于精确的划桨

力学：在拉桨阶段最大限度创造动力，在回桨阶段保护动

力，并在桨与水的相互作用下使阻力最小化（高崇 等，

2019；Baudouin et al.，2002）。因此，如何准确监测和评价

赛艇技术始终是理论与实践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实施

训练、改进技术的前提条件。

起初，由于监测设备和软件分析的限制，国内外学者

监测和评价赛艇运动员的技术指标较为简单，主要关注

了桨频、幅度、桨力和功率等指标对船速的影响（林辉杰

等，2009；Lamb，1989；Sanderson et al.，1986）。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研究者不断丰富赛艇技术评价指标，探讨

各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不同国家冠军运动员的划

桨技术特征（黄胜初 等，2000；杨银儿 等，2007；Hart‐

mann et al.，1993；Hawkins，2000）。其中，评价动力创造

的主要指标有入水激发速度、桨力、拉桨速度、桨力峰值

保持、拉桨幅度（φoar）和船体加速度等，评价动力保护的主

要指标主要有回桨匀速、重心移动平稳、腿与手臂的协调

用 力 以 及 不 同 运 动 员 之 间 的 动 作 一 致 等 。 Kleshnev

（2017）积累了大量国际优秀桨手的技术指标数据，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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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技术“金标准”模型，为评价运动员技术优劣提供了

有价值的参考。与此同时，我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奥运会

备战周期中开发了赛艇实船实时反馈系统（刘扬，2019），

并在 Kleshnev 建立的“金标准”的基础上为我国赛艇运动

员进行技术评价分析，得到国内教练员和科研人员的广

泛认可。徐开胜（2017）为了解决教练员在实际应用中指

标多且难以取舍的问题，构建了基于实船测试的赛艇划

桨技术诊断关键指标体系。而在训练实践中，赛艇技术

优化的策略和方法很多，较难进行准确的选择。

赛艇是我国潜优势项目，曾经多次在国际大赛上取得

奖牌，但在男子单人艇（M1x）项目上一直未能取得突破。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分析和比较我国不同水平 M1x 运动

员的关键技术指标差异，探索有针对性的技术训练优化

策略和方法，以促进我国 M1x 技术的发展。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 M1x“金标准”参考值（刘扬，2019；Kle‐

shnev，2017），以近 15 年我国男子赛艇国际级运动健将

（n=6）、运动健将（n=9）和一级运动员（n=10）为研究对象

（表 1）。国际级运动健将的 M1x 关键技术指标通过前期

测试报告整理获得，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的 M1x 关键

技术指标在 2019 年 3 月测试获得。

1.2 划桨的关键技术指标选取及概念释义

φoar是影响艇速的重要因素。身高、臂展、桨长、跨度、

桨内柄长、桨外柄长、脚蹬板高度和坡度、前弧入水角度、

后弧出水角度、肌肉发力顺序、柔韧性以及技术熟练度等

因素通过影响 φoar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船速。［Barrett et

al.，2007；Lawton et al.，2012；Nolte，2005（111-225）；Thomp‐

son，2013（25-66）］。根据运动员力量、柔韧等水平和身材条

件，对器材进行调试，训练中主要改善前弧入水角度、后

弧出水角度、肌肉发力以期提高 φoar。

有效划幅可提升拉桨效率，使能量传输更为高效。运

用运动生物力学指标入水打滑（αslip）、出水打滑（βslip）可有

效评估赛艇技术的有效划幅（高崇 等，2019；刘扬，2019）。

有效划幅同时与前弧驱动的发力率（rate of force develop‐

ment，RFD）和力量维持幅度有关，即最大桨力 70% 维持

幅度（Fmax70% 维持幅度）（Kleshnev，2017）。

桨力是产生艇速的根本原因，其中最大桨力（Fmax）和

平均桨力（Fmean）均是影响船速的重要指标。在赛艇运动

的拉桨驱动阶段产生的加速度越大，船速越快，需要的力

也越大（Baudouin et al.，2002）。相关研究指出，赛艇运动

员蹬腿发力时，腿部、躯干和手臂按顺序协同工作，可提

升桨力、φoar 和拉桨功率，以获得最大的艇速［Kleshnev，

2017；Korzeniowski，2014（69-77）；Nolte，2005（111-225）］。

一桨功率（Poar）、一桨做功（Woar）对船速具有决定性作

用。Fmax、Fmean、φoar、有效幅度、蹬腿长度（υ legs）和蹬腿速度

（Vlegs）等指标均是影响 Woar 的关键因素（Kleshnev，2017；

Smith et al.，1995；Soper et al.，2004）。Poar还与桨力曲线的

平滑度有关，平滑度主要与身体不同部位的肌群协同按

顺序协调用力有关。桨力曲线越平滑说明持续用力效果

越好，Poar 便越大（曹景伟 等，2007；Smith et al.，1995）。

同时，Smith 等（1995）指出，赛艇运动员施加的桨力比 φoar

对功率的贡献更大。

良好的动力保护有利于赛艇的平稳行驶和平均船速

的提高。研究表明，在回桨过程中，技术不佳的运动员会

对船产生过大的负作用力，形成制动，使船速大幅降低

（徐开胜，2017；Kleshnev，2017）。平均船速对比赛成绩有

显著影响，船速波动标准差（SDspeed）能反映回桨过程中运

动员对船速保护的优劣。

关键技术是指在一个系统、一个环节或一项技术领域

中起到重要作用且不可或缺的环节或技术（王润极 等，

2020）。通过归纳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本研究选取了 11 个

关键技术指标（表 2）（陈炜 等，2016；高崇 等，2019；刘

扬，2019；Kleshnev，2017）。

1.3 仪器设备

1.3.1 赛艇实船运动生物力学测试系统

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机械研究所水上运动生物力学

实验室是国内最早开展多维力敏传感器研发和应用的国

家级科研机构。该研究所自主研发了赛艇实船运动生物

力学测试系统，由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组成（表 3）。桨柄力

传感器性能参数为：输出灵敏度 2.0 mV/V、综合误差

0.03% FS、供电电压 5～15 V、绝缘电阻 2 000 MΩ，滑座传

感器参数为：量程 0～2 m、耐压 0～10 v、精度 0.005%，角

度传感器参数为：量程 0～180°、耐压 0～5 v、精度 0.01%，

运用自主研发的 S 型拉力传感器（型号：CASF101）对桨柄

力传感器进行标定（葛运建，1993；孙玉香 等，2020；吴仲

城，2001）。该测试系统在训练实践评估中得到教练员、

运动员和科研人员的认可，符合赛艇实船生物力学科研

测试的要求（徐开胜，2017）。测试系统已更新至第 2 代

（ZkRowVer2.0），两代产品精度一致，但第 2 代系统具有实

时性、易操作、科学性和高实用性等特点。

1.3.2 测试用艇和测试用桨

测试中使用的单人艇、桨均符合国际赛艇联合会的比

表1 受试运动员基本信息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Athletes M±SD

技术等级

国际级运动健将

运动健将

一级运动员

达级年龄/岁

26.3±2.0

19.6±1.5

17.4±1.6

身高/cm

191.5±2.0

195.1±2.7

193.9±3.3

体重/kg

91.2±2.3

92.6±2.7

94.3±4.1

注：我国赛艇运动员一般从16岁左右开始从事赛艇专项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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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要求，桨为 Concept II 型碳纤桨。参考 Nolte（2005）125-140

和 Thompson（2013）55-66 的方法，根据单人艇项目特点及运

动员身材比例对桨架、脚蹬板、座板、滑轨、桨长和桨内柄

长等器材参数进行了调试。

1.4 测试方法与程序

1.4.1 测试方法

为了使所有参数尽可能在同一尺度上进行比较，选用

国际较为流行的不同桨频的 6 级递增划测试方案（Klesh‐

nev，2017），每 200 m 递增 1 次桨频，前 5 级桨频为 18、22、

26、30、34 次/min，最后一级按国际比赛常采用的途中桨

频全力完成测试。本研究重点分析最后一级比赛桨频下

的关键技术指标，以其他桨频作为辅助分析。

1.4.2 测试程序

测试前 24 h 不安排大负荷训练，保证运动员有充沛的

体力完成测试。

运动员均熟悉测试方案和测试程序，在测试前 1 天安

装测试相关仪器，并进行校准。测试均在赛艇水上比赛

的航道中完成，水域为静水，风速＜1 m/s（随时使用风速

仪监测）。

测试前，运动员进行 60 min 的专门准备活动，研究人

员坐水上摩托艇跟随并在不同方位拍摄视频。测试开始

前，要求运动员打开反馈终端，开始完成 6 级递增测试。

增加桨频时，研究人员提前 3～5 s 告知运动员准备，并于

测试结束后按下反馈终端的停止键。随后，运动员进行

10 min 放松整理。

1.5 数据分析处理

将反馈终端存储的相关指标数据在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和 Excel 2010 软件上进行处理，并进一步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21 对各关键技术指标结果进行统计学

分析。通过单样本 t 检验比较我国近 15 年赛艇国际级运

动健将、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 M1x 测试指标与“金标准”

参考值之间的差异，并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逐级比较 3 类

运动员 M1x 测试指标之间的差异，取 95% 的置信区间。

2 研究结果

2.1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运动学关键技术指标比较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M1x项目测试中的φoar如图 1（a）

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φ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114°）的

98.9%，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

的 φoar 分别达到“金标准”参考值的 90.0% 和 89.5%，与“金

表2 关键技术指标选取及概念释义

Table 2 Selection of Key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Concepts Interpretation

指标分类

运动学

动力学

功率和效率

指标选取

拉桨幅度（φoar）

蹬腿速度（Vlegs）

蹬腿长度（υlegs）

入水打滑（αslip）

出水打滑（βslip）

最大桨力（Fmax）

平均桨力（Fmean）

最大桨力70%维持幅度

（Fmax70%维持幅度）

一桨做功（Woar）

一桨功率（Poar）

船速波动标准差（SDspeed）

概念释义

在1个划桨动作周期中，从桨叶入水到出水，桨柄绕桨栓在水平面上转动的角度，即出水到入水之间的差值

拉桨开始时，蹬腿驱动发力座板运行的最大速度

拉桨开始时，蹬腿驱动发力座板运行的距离

从桨叶下端接触水面开始到桨叶完全浸入水面，桨柄转动的角度

从桨叶上端露出水面开始到桨叶完全离开水面，桨柄转动的角度

从拉桨开始到拉桨结束时左右手在桨上产生的平均最大桨力

从拉桨开始到拉桨结束时左右手在桨上产生的平均桨力

从拉桨开始到拉桨结束时左右手在桨上产生的最大桨力的70%维持幅度

在力学中，把功定义为一个物体的作用力与物体在力作用方向上移动距离的乘积。赛艇项目中，Woar是

运动员1个划桨周期产生的力与船在力作用方向上移动距离的乘积

在力学中，把功率定义为做功的速率，即每单位时间所做的功。赛艇项目中，Poar是运动员 1个划桨周期

所产生的能量在单位时间内转化的速率

反映船速变化的离散程度

表3 赛艇实船运动生物力学测试系统组成及功能

Table 3 Composition and Function of Biomechanics Test System for Rowing

系统组成

硬件部分

软件部分

器材及软件平台

桨力传感器

滑座传感器

桨角传感器

即刻反馈终端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Excel 2010

功能

测量Fmax、Fmean、桨力-时间曲线、Poar、Woar等技术指标

测量 υlegs、Vlegs等技术指标

测量水平幅度、入水角度、出水角度、越空角度、飘桨角度、垂直幅度、桨叶轨迹等技术指标

即刻输出并存储桨力、滑座和桨角传感器的数据，自带GPS芯片，可输出船速和距离指标

准确、自动化地呈现赛艇技术指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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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相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此外，国际级

运动健将与运动健将的 φoar 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

0.001），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的 φoar的差异不显著。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M1x项目测试中的 υlegs如图1（b）

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υ legs为“金标准”参考值（0.58 m）的

95.2%，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

的 υ legs 分别达到“金标准”参考值的 89.5% 和 90.3%，与“金

标准”相比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01）。此外，国际级

运动健将与运动健将之间、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之间

的 υ legs均无显著性差异。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M1x项目测试中的Vlegs如图 1（c）

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Vlegs 为“金标准”参考值（1.4 m/s）

的 85.7%，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1）；运动健将 Vlegs 为

“金标准”参考值的 92.9%，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

一级运动员 Vlegs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92.9%，两者之间差

异不显著。此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运动健将之间、运动

健将与一级运动员之间的 Vlegs均无显著性差异。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M1x项目测试中的αslip如图1（d）

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αslip 为“金标准”参考值（6°）的

128.3%，两者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运动健将 αslip 为“金标

准”参考值的 136.5%，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一级

运动员 αslip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142.5%，两者之间差异显

著（P＜0.01）。此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运动健将的 αslip之

间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 αslip

的差异不显著。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表示P＞0.05；下同。

图1 运动学关键技术指标结果比较

Figure 1. Comparison of Key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Kin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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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M1x项目测试中的 βslip如图 1（e）

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的 βslip 分

别达到“金标准”参考值的 178.2%、187.5% 和 205.7%，与金

标准参考值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01）。此外，国际

级运动健与运动健将之间、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之间

的 βslip均无显著性差异。

2.2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动力学关键技术指标比较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 M1x 项目测试中的 Fmax 如

图 2（a）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和一级运动员

的 Fmax 分别达到“金标准”参考值（892 N）的 80.9%、79.7%

和 69.6%，均与金标准参考值差异显著（P＜0.001）。此

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运动健将的 Fmax 之间无显著性差

异，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 Fmax差异显著（P＜0.05）。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 M1x 项目测试中的 Fmean 如

图 2（b）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Fmean 为“金标准”参考值

（464 N）的 90.0%，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5）；运动健

将 Fmean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90.7%，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P＜0.05）；一级运动员 Fmean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77.4%，

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01）。此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

运动健将的 Fmean之间无显著性差异，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

员 Fmean差异显著（P＜0.01）。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 M1x 项目测试中的 Fmax70%

维持幅度如图 2（c）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Fmax70% 维持

幅度为“金标准”参考值（73°）的 105.1%，两者之间差异显

著（P＜0.05）；运动健将 Fmax70% 维持幅度为“金标准”参考

值的 81.8%，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01）；一级运动员

Fmax70% 维持幅度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78.5%，两者之间

差异显著（P＜0.001）。此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运动健将

的 Fmax70% 维持幅度之间差异显著（P＜0.001），运动健将

与一级运动员 Fmax70% 维持幅度无显著性差异。

2.3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功率和效率关键技术指标比较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 M1x 项目测试中的 Poar 如

图 3（a）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P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

（560 W）的 87.2%，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1）；运动

健将 P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72.7%，两者之间差异显著

（P＜0.001）；一级运动员 P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60.2%，

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01）。此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

运动健将之间、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之间的 Poar 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P＜0.01）。

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 M1x 项目测试中的 Woar 如

图 3（b）所示。国际级运动健将 W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

（890 J）的 87.2%，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0.01）；运动健将

W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77.9%，两者之间差异显著（P＜

0.001）；一级运动员 Woar 为“金标准”参考值的 65.7%，两者

之间差异显著（P＜0.001）。此外，国际级运动健将与运动

健将之间 Woar无显著性差异，运动健将与一级运动员之间

Woar差异显著（P＜0.05）。

图2 动力学关键技术指标结果比较

Figure 2. Comparison of Key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Kin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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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在 M1x 项目测试中的 SDspeed 如

图 3（c）所示（“金标准”中无 SDspeed 参考值）。运动健将和

一级运动员的 SDspeed 分别为国际级运动健将 SDspeed 的

140.0% 和 132.0%，与国际级运动健将相比均有显著性差

异（P＜0.001），运动健将与一级与动员之间无显著性

差异。

3 分析讨论

3.1 我国国际级运动健将M1x关键技术指标分析及优化

3.1.1 我国国际级运动健将 M1x关键技术指标分析及优化

策略

近 15 年我国国际级赛艇运动健将 M1x 关键技术指标

中，Fmax和 βslip与金标准的差距最大，Fmean、Vlegs、Poar、Woar与金

标准有较大差距，φoar、υ legs、αslip与金标准基本持平，Fmax70%

维持幅度优于金标准。根据 2020 年 6—7 月国家体育总局

组织的“体能大比武”的测试资料，国家赛艇队男子公开

级双桨项目重点运动员（其中包含本研究 3 名运动员）的

深 蹲 最 大 力 量 为 130～160 kg，是 体 重 的 1.3～1.6 倍 。

Nolte（2005）87-98 认为，赛艇男子公开级运动员要想争取奥

运会冠军，深蹲和硬拉最大力量应达到体重的 1.9 倍，卧拉

应达到 1.3 倍。大量研究表明，发展与专项动作相关的大

力量可提高机械效率，改变肌纤维募集模式，便于改进运

动员技术模型，降低实际工作强度并节省能量（Hoff et

al.，2002；Johnston et al.，1997；Sale，1988）。 高 崇 等

（2019）运用 Kleshnev 研发的“Bio Row Tel”测试系统研究

发现，中国精英女子赛艇运动员 βslip 随桨频的增加而显著

增加，在比赛桨频下 βslip 均值达到 30.3°，远高于“金标准”

参考值。本研究中，国际级健将 M1x 的 βslip 同样出现类似

情况，说明我国精英级赛艇运动员的后弧出水存在共性

问题。

赛艇比赛过程中，赛艇运动员的首要目标是获得最大

的平均船速（Nolte，2005）111-123。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力是

物体产生移动、加速度、做功的根本动力，且力的大小与

加速度、功、功率之间有内在关系。在人体运动中，肌肉

是人体运动的发动机，是产生力的器官（金季春，2007），

肌肉通过肌腱向骨骼传递力量，形成肢体运动，进而产生

速度和运动方向（迈克·H·斯通 等，2017）16-72。赛艇运动

员对桨柄施加力的大小取决于身体不同部位肌肉的绝对

力量和关节传递力的效果（张香花，1998；Bompa，1980；

Rodriguez et al.，1990）。

综上，我国赛艇国际级运动健将 M1x 相关技术优化

的主要策略是提高深蹲、卧拉和硬拉专项的最大力量水

平，逐步发展肌肉爆发力，从而提升速度和功率，减小后

弧 βslip，增加后弧有效幅度，进而提升 Fmean、Vlegs、Poar 和 Woar，

提高船速。

3.1.2 我国国际级运动健将M1x关键技术指标优化方法

其一，提高最大力量。影响最大力量的生物学因素是

肌肉的横截面积、神经肌肉募集能力和全身不同部位肌

肉之间的协调能力［邓树勋 等，2015；迈克·H·斯通 等，

图3 功率和效率关键技术指标结果比较

Figure 3. Comparison of Key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Power and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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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33-266）］。与奥运冠军级运动员的身体维度相比，我国

赛艇国际级运动健将的体格较小。相关研究指出，大腿

维度是赛艇男子公开级运动员专项体能的重要指标（韩

炜 等，2013），肌肉体积是发展最大肌力和功率的基础

（迈克·H·斯通 等，2017）54-72。因此，发展大力量应首先

考虑增加运动员的肌肉体积。研究表明，同时进行力量

和 耐 力 训 练 会 出 现“干 扰 现 象 ”（García-Pallarés et al.，

2011；Hickson，1980）。每周进行超过 3 天的耐力训练会

影 响 力 量 的 发 展（Dudley et al.，1985；Hunter et al.，

1987），而每周安排不超过 3 天的耐力训练，持续 8～16 周

（García-Pallarés et al.，2009；McCarthy，2002）和≥20 周

（García-Pallarés et al.，2010；Häkkinen et al.，2003）的训练

可发展大力量。近年来，在我国赛艇训练实践中，部分高

水平教练认为常年的专项有氧训练足以满足赛艇运动员

的耐力需求，开始减少甚至取消陆上力量耐力训练，主要

安排最大力量和爆发力训练，较少或不安排持续（6 min

或 240 次）的力量耐力训练。黎涌明等（2018）发现赛艇运

动员 240 次卧拉属于有氧供能主导的高强度、长时间的力

量耐力练习，不推荐赛艇运动员使用这种力量耐力练习

方法。因此，在发展赛艇运动员的最大力量训练时，应全

面考虑水上、测功仪、力量、跑步等训练内容的比例（杨

鸣，2018；Gee et al.，2011；Tran et al.，2015），以及不同训

练强度的比例（张英平 等，2021；郑晓鸿，2003）。赛艇

力量训练主要以与专项相结合的深蹲、卧拉和硬拉为主，

同时安排提高小肌群、协同肌以及躯干肌肉的力量练习

动作，动作规范参考 Rowing Fast（Nolte，2005）87-98 和 Scull‐

ing（Thompson，2013）72-113的要求。

在运动训练学中，发展最大力量考虑的核心要素是持

续时间、强度、量和速度［Bompa，1993；Nolte，2005（87-98）］。

最大力量训练方法有高强度重复训练法、中等强度重复

训练法、极限强度法、极限次数法、静力练习法和金字塔

训练法等［迈克·H·斯通 等，2017（277-296）；田麦久 等，

2012（122-143）；Bompa et al.，1993（208-229）］。Neely 认为，高水

平赛艇运动员在肌肉肥大期，有氧训练应不超过 4～6 h/周，

训练持续 2～3 个训练周期，每个周期 4～6 周；每个周期

包括 3 周的递增训练以及 1 周的减量和减强度恢复训练；

1RM（最大力量）通过测试获得，在第 1 个训练周期强度为

60%～70% 1RM，在之后的训练周期中以肌肉肥大为主要

目标，强度为 70%～80% 1RM，每个动作可安排 3～5 组，

每组 6～10 次，每个肌群大约完成 25～40 次，动作速度为

18～22 次/min（Nolte，2005）87-98。在发展肌肉体积目标完

成后发展最大力量，如果运动员与目标水平差距较大，应

安排 8～12 周 90%～95% 1RM 的负重进行训练：首先进行

2 周的 90% 1RM 训练，再进行 1 周的 60% 1RM 恢复性训

练，然后进行 2 周的 95% 1RM 力量训练，再安排 1 周恢复

性训练，最后进行 1RM 测试并重复上述过程。在此周期

中，每个肌群完成 3～15 次的训练量即可，强度超过 90%

1RM 时，组间休息应达到 7～10 min。肩袖动作训练应控

制在 70%～80% 1RM，为了刺激神经系统，需要尽可能爆

发式地完成动作。我国国际级运动健将可借鉴以上方法

进行训练，发展运动员肌肉最大力量。

其二，优化 Poar、Woar。应从提升赛艇运动员专项力量

和速度，以及减小体重两方面着手。发展赛艇运动员肌

肉爆发力应先发展肌肉最大力量，再安排 2～4 周的爆发

力训练（Nolte，2005）87-98。赛艇运动员的爆发力训练通常

为 10 s 内的 30% 1RM 负重深蹲、卧拉快速练习（迈克·H·

斯通 等，2017）277-296，或 10 s 内的水上负重划训练。提高

υ legs 的主要方法是提高腿部力量和速度，提升绝对拉桨速

度，为回桨创造更多的时间，充分收滑座，建立合理的拉

桨、回桨节奏，发展 Poar。减小赛艇运动员体重的主要方向

是增加瘦体重，减少脂肪，提升 Woar。理想状态下，男子赛

艇运动员的体脂率一般不超过 8%。

其三，优化 βslip。首先，应加强动态平衡状态下的核心

力量训练，以保证在后弧位置有良好的坐姿，避免因核心

力量不足而在后弧出水时腰部“下塌”，防止拉桨高度降

低，训练方法有平衡垫上坐姿划船、瑞士球上的核心稳定

性训练等；其次，后弧倒体屈臂拉桨时，为保持手臂牵拉

高度，进行后弧出水“按”“转”桨的分解练习，训练方法有

后弧定位“按”桨出水练习、后弧定位“按”“转”桨出水练

习、倒体直臂拉“按”桨出水练习、倒体直臂拉“按”“转”桨

出水练习等。同时，应逐步进行完整训练，并逐步提高桨

频进行训练，以提升操桨熟练程度和技术感觉，减小 βslip，

提高出水效率。

3. 2 我国赛艇运动健将M1x关键技术指标分析及优化

3.2.1 我国赛艇运动健将 M1x 关键技术指标分析及优化

策略

赛艇运动健将 M1x 的 Poar、Woar、Fmax、Fmax70% 维持幅

度、υ legs、φoar 和 βslip 与金标准相比均有很大差距，Vlegs、Fmean、

αslip 有较大差距。φoar、Fmax70% 维持幅度和船速 SDspeed 与国

际级运动健将相比有很大差距，Poar和 αslip与国际级运动健

将有较大差距，Fmax、Fmean、Vlegs、Woar、βslip 与国际级运动健将

无显著差异。根据相关内部资料，运动健将在深蹲、硬拉

和卧拉最大力量方面与“金标准”有较大差距，但与国际

级运动健将相比没有明显差距。说明，赛艇运动健将具

备我国国际级运动健将水平的专项力量素质，而在 φoar、

Fmax70% 维持幅度、船速 SDspeed和 αslip等方面存在突出问题。

在本研究中，赛艇运动健将的前弧入水角度随着桨频的

增加而减小，且 υ legs 随之变短，同时影响 Fmax70% 维持幅度

减小。说明国内赛艇运动健将在比赛桨频下，φoar 因前弧

入水角度和 υ legs的减小而减小，从而影响 Poar和 Woar。

综上，优化赛艇运动健将 M1x 技术的主要训练策略

是提高比赛桨频下的入水幅度，增加有效幅度，提升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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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减小回桨负作用力；随后进一步发展深蹲、卧拉和硬

拉专项的最大力量，提升桨力和功率。

3.2.2 我国赛艇运动健将M1x关键技术指标优化方法

其一，优化前弧入水幅度，提高 φoar。主要训练方法有

前弧入水定位练习、俄式抓水练习、提前转桨入水练习、

分批划练习、不同桨频下完整练习和比赛桨频完整练习

等［Korzeniowski，2014（48-96）；Nolte，2005（91-187）］。按照循

序渐进的方法，通过长期前弧入水技术训练积累，逐步提

高比赛桨频下操桨熟练度。另外，在有氧耐力训练中每 5

～10 min 增加 8～10 桨的比赛桨频训练，可逐步提升比赛

桨频下的表现（Nolte，2005）63-76。此外，良好的回桨技术

是前弧入水的基础，能为前弧入水做好充分准备，教练员

在提升前弧入水表现时应首先优化回桨技术。在发展 φoar

的同时注意优化 αslip和 βslip。αslip的优化方法应与提高前弧

入水幅度的训练结合在一起训练，桨叶入水时应减少主动

抬臂、抬肩的动作，手臂放松，使桨叶依靠重力自然“切”入

水，做到自然、轻快、干净［Korzeniowski，2014（48-96）；Nolte，

2005（91-187）］。

其二，优化发力率和 υ legs，提升 Fmax70% 维持幅度。提

升发力率可减小力达到最大值时的角度，提升发力率的

主要方法是提高爆发力（详见 3.1.2）。增加 υ legs 可增加

Fmax70% 维持幅度。υ legs 的优化应与优化前弧入水训练相

结合进行训练。在保持 Fmax 的情况下，提高 Fmax70% 维持

幅度可提高 Fmean，提升 Poar。

其三，优化回桨技术，减小船速 SDspeed。回桨技术动作

的要求是运动员拉桨结束，“按”“转”桨出水，此时需要运

动员大腿下压，膝关节“锁死”，腹肌收紧，脚背向前绷紧，

避 免 勾 脚 尖 发 力 而 形 成 负 作 用 力［Korzeniowski，

2014（48-96）；Nolte，2005（91-187）］。接着，需要运动员按“出手

—身体复位—回滑座”的顺序完成回桨动作。研究发现，

回桨技术难点在于回滑座的后 1/4 位置时易形成冲滑座

的错误动作（Martin et al.，1980；Smith et al.，1995；Soper

et al.，2004），训练实践中常采用“出手”停、“身体复位”停

和“回滑座 1/2”停等技术分解练习方法，以减小运动员回

滑座的后 1/4 冲滑座的负作用力，减小船速 SDspeed，提高平

均船速。

3. 3 我国赛艇一级运动员M1x关键技术指标分析及优化

3.3.1 我国赛艇一级运动员 M1x关键技术指标分析及优化

策略

赛艇一级运动员 M1x 关键技术指标与“金标准”、国

际级运动健将和运动健将相比有较大差距，存在的问题相

对较多。本研究中的赛艇一级运动员年龄在 16～18 岁，

赛艇专项训练年限在 1.5 年左右，为发展肌肉维度提供了

物质基础，是发展专项大力量素质的敏感期，是建立动作

规范、形成动作技能的关键期，也是进一步评估身材条件

选拔高水平运动员的重要时期［普拉托诺夫，2014（429-645）；

Johnston et al.，1997；Nolte，2005］，要基于身体发育规律、

运动技能形成规律及训练发展规律实施训练。

综上，赛艇一级运动员 M1x 训练优化的主要策略，应

优先发展深蹲、卧拉和硬拉的力量素质，提高 Fmean 和 Fmax；

同时，根据身材条件及运动员水平调试器材，全年贯穿

φoar、αslip、βslip 和船速 SDspeed 的优化，提升幅度和有效幅度，

减小回桨负作用力，建立良好技术规范；随后，进一步发

展深蹲、卧拉和硬拉的最大力量和爆发力；随着各项问题

的逐步解决，同步提高 Poar、Woar，提升船速。

3.3.2 我国赛艇一级运动员M1x关键技术指标优化方法

经验相对较少的青年赛艇运动员应以类似于肌肉肥

大的训练方式进行训练，从 80% 1RM 开始，每周以 2.5%～

5% 的重量增加强度直到达到 90% 1RM，并且每训练 4 周

恢复 1 周（Nolte，2005）87-98。在深蹲、卧拉、硬拉等专项大

力量、爆发力达到更高一级水平后增加训练难度，参考我

国国际级运动员的力量训练方法（3.1.2）进行训练。力量

训练的内容、方法和动作都应该与专项运动模式相结合

（普拉托诺夫，2014）324-326。以做深蹲动作为例，下蹲的位

置必须达到赛艇专项运动中入水时收滑座的位置，保证

蹬腿的长度与专项要求相一致；蹬起时腰背部撑紧，做到

肩、臀部同时向上移动，保证蹬腿做功的效率；应根据不

同重量相对应的桨频负荷把控深蹲的节奏，总体要求是

蹲慢、快起，以提升不同桨频下的船速保护和拉桨功率。

青年运动员在发展力量的过程中，应做到循序渐进，

避免因负荷过大或动作掌握不熟练而造成的意外受伤。

赛 艇 运 动 员 最 容 易 受 伤 的 部 位 是 腰 骶 部（Nolte，

2005）31-48。Buckeridge 等（2016）研究指出，赛艇运动员在

增加桨频时，腰部和骨盆肌负荷增加，受伤风险增大。同

时，腘绳肌力量发展不足是腰骶部损伤的重要原因，在训

练时不仅要注重提升运动员的腰骶部肌肉力量，更要注

重发展腘绳肌力量。青年赛艇运动员正处于发展全面力

量素质的关键时期，要注意全身力量协同发展，避免因股

四头肌和腘绳肌差异过大导致慢性腰背疼痛和急性腰部

损伤［普拉托诺夫，2014（429-645）；Nolte，2005（31-48）］。

本研究中，赛艇一级运动员的 Vlegs 较快，正确的划船

动作中 Vlegs与 Fmax、拉桨速度有很强的相关性，但实际产生

的 Fmax相对较小，说明蹬腿用力时腿部力量没有传递到桨

柄。“跑滑座”是指在 1 个划桨动作周期的入水阶段，蹬腿

驱动发力过早，腰背部没有支撑，动力没有传递到桨柄上

的现象（O’Neill et al.，2016）。结合视频录像回放发现，

赛艇一级运动员在前弧抓水建立支点时“跑滑座”问题较

为严重，尤其在增加桨频时，αslip 增加，φoar 明显下降，船速

SDspeed增大。应结合 φoar、αslip的优化方法，在前弧入水蹬腿

发力时形成“悬挂”技术，即臀部“悬浮”在滑座上的技术

感觉，使腿部、腰背部、上肢肌肉按顺序协调发力。同时

要加强腰背部核心肌群的协调发力训练，尤其在做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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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深蹲提拉时强调腰背部支撑发力。

为提高 φoar，在青年赛艇运动员阶段选拔体型高大匀

称、四肢修长的运动员是发展趋势，男子公开级运动员身

高应高于 190 cm、臂展大于 195 cm（Lawton et al.，2012；

Yusof et al.，2020）。赛艇是一项工具性运动，青年阶段合

理调试桨、艇器材并通过长期训练适应尤为重要，可有效

发挥运动员能力。M1x 的桨长应在 289～291 cm 之间，桨

内柄长度应在 88～89 cm 之间，桨架跨度应在 159～160 cm

之间，脚蹬板的高度应在 16～20 cm 之间，脚蹬板坡度在

38°～45°之间［Korzeniowski，2014（97-119）；Nolte，2005（125-139）］。

3.4 赛艇 M1x技术优化的科学技术反馈方法及技术优化应

注意的问题

3.4.1 赛艇M1x技术优化的科学技术反馈方法

训练后进行赛艇生物力学指标的数据、图表和摄像影

片学习是传统反馈的一种有效形式，该方法可以将视频

影像与内在的生物力学指标联系起来分析技术，对技术

学习和改进有较好效果，在赛艇技术优化实践中已广泛

运用。随着科技的进步，运动生物力学指标可以以数据、

图表和摄像影片以视觉同步的形式实时反馈给教练员、

运动员。诸如美国 NK（Nielsen-Kellerman）桨频表在水上

训练时可以提供桨频、船速、距离的数据反馈，“Bio Row

Tel”“NK 智能桨栓”“ZkRowVer2.0”之类的实船生物力学

监控设备可以提供桨频、艇速、桨力、桨角等多个指标的

详细信息［高崇等，2019；刘扬 2019；Nolte，2005（91-187）］。

但视觉同步反馈存在一定不足，运动员在关注显示屏时

需要头部保持在特定位置以及额外的注意力分配，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运动员的身体姿势及能量消耗（Schaffert et

al.，2011a）。近年来，随着科技发展，Schaffert 等（2011b，

2016）开发了赛艇实船声反馈系统，提供了一种利用听觉

感知技术表现的新方法，有利于赛艇技术的优化。因此，

教练员在没有声反馈系统时，应通过语言指导为运动员

提供及时、准确、有效的反馈信息。

3.4.2 赛艇M1x技术优化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注意循序渐进，遵循运动技能学习规律，逐步采

用有效的分解、完整、增加负荷方法；二是采用双人艇分

批划降低训练难度优化技术，M1x 对运动员平衡能力要

求较高，进行一人平桨分批划训练可以创造良好的平衡

环境，对于青年运动员学习技术或解决长期存在的错误

技术有较大帮助；三是注意各技术指标之间的内在关系，

以优化最主要的或当前能够解决的技术问题为突破口，

带动各个指标的综合提升；四是注意解决影响高水平运

动员技术发展瓶颈的力量、速度等体能问题，体能是技术

的基础，技术是体能的外在表现；五是注意在青少年运动

员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及时纠正错误动作，纠正多年形成

的错误技术远比掌握新技术要难；六是注意运用表象训

练学习技术动作，有研究指出进行过表象训练的运动员

成绩显著更好，教练员应在训练计划中融入表象训练，

提高技术表现［普拉托诺夫，2014（394-430）；Bompa et al.，

2011（46-62）；Nolte，2005（249-259）］。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我国近 15 年赛艇国际级运动健将 M1x 技术存在的

主要问题是 Fmax 和 Fmean 偏小，Vlegs 慢，βslip 严重，造成 Poar 和

Woar 偏低。应注重提高专项最大力量和核心力量水平，同

步提升后弧有效幅度，并逐步发展爆发力，从而提升速度

和功率。

2）赛 艇 运 动 健 将 M1x 技 术 的 主 要 问 题 是 φoar 和

Fmax70% 维持幅度偏小，船速波动变化大，αslip 和 βslip 严重，

Poar偏低。应注重提高比赛桨频下的入水幅度，提升入、出

水有效幅度和发力率，减小回桨负作用力；逐步提高专项

最大力量和核心力量水平，发展爆发力，从而提升速度和

功率。

3）赛艇一级运动员 M1x 技术存在的技术问题较多。

应抓住运动素质发展敏感期，优先发展核心力量、专项最

大力量和爆发力，同时注意全身不同部位力量的协同发

展。针对 φoar 和有效幅度，以及高桨频下的技术训练应贯

穿全年，按“金标准”指标逐步建立良好的技术规范。

4）赛艇 M1x 关键技术指标优化方法应遵循身体发

育、运动技能形成及训练发展规律，采用有效的分解、完

整、增加负荷、视觉及时反馈、专项力量、核心力量、表象

等训练方法进行训练。技术练习过程中，教练员应加强

使用语言及时指导，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结合使用声反馈

系统新科技手段、方法。

4.2 建议

建议不同水平赛艇运动员综合教练员计划安排、运动

员水平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接受至少 2 次/年的实船生物

力学测试，并根据评估结果制定优化策略，使训练更加科

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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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mparison and Optimization of Key Technical Indexes of Rowing

Men’s Single of Different Levels Athletes

ZHANG Yingping1, 2，ZHENG Xiaohong1*，BI Xuecui1，SU Hui2，LI Xiaohua2，HUA Lingjun2，LI Jiali1，LIU Yang3

1. Sports Training Laboratory, Capital Universit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s, Beijing 100191, China; 2. Shaanxi Water

Sports Management Center, Xian 712100, China; 3. Institute of Intelligent Machines, Hefei Institutes of Physic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fei 2300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and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the key technical indexes of M1x in different levels of rowing in

China, study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1x technology. Methods: 25 Chinese

rowers of different levels M1x were tested by using the biomechanical test system of real boat movement in rowing, collect data on

three key technical indexes of kinematics, dynamics, power and efficiency under different stroke frequencies, and make statistical

comparisons on the data of competition stroke frequencies. Results: 1) China’s rowing international athletes have small oar force,

slow leg drive speed (Vlegs), large slip out of the water (βslip), low power at one oar (Poar) and work done at one oar (Woar) in M1x;

2) The main problems of rowing athletes in M1x are that pull amplitude (φoar) is low, oar force and 70% maintenance amplitude of

maximum oar force (Fmax 70% maintenance amplitude) are small, slippage in the water (αslip) and βslip are large, speed fluctuations are

large, Poar and Woar are low; 3) There are more problems in the three key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kinematics, dynamics, and power and

efficiency in the M1x event for first-class rowers. Conclusions: 1)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China’s rowing international level

athlet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special maximum power, enhancing the effective amplitude of M1x back arc, and

gradually developing explosive power to improve M1x pulling speed and power; 2)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rowing athlet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φoar and effective amplitude at M1x race oar frequency, reducing the negative force of back oar, and

gradually improving special maximum power and explosive power; 3)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for first-class rowers should focus

o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ports quality and technology, prioritize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maximum strength and explosive

power, and optimize the M1x technology throughout the year to gradually establish a goo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4) Rowing M1x

rowing key technical indexes optimization methods should follow the law of physical development, the law of motor skills

formation and training development, targeted use of decomposition, complete, increased load, visual timely feedback, special

strength, core strength and appearance and other training methods for training, the use of sound feedback systems and other new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methods to optimize technology where available.

Keywords: rowing; rowing men’s single; key techniques; technical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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