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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飞行学员基础性抗荷体能训练要求，研究制定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

练方案，并验证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对飞行学员力量素质的提升效果，为构建飞

行学员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体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随机对照实验法，选取某

飞行学院2018级138名男性飞行学员，随机分为实验组（n=68）和对照组（n=70），测试下肢

蹬伸、躯干屈曲和伸展、上肢推和拉等长肌力。实验组进行12周每周2次、每次90 min的力

量训练和每周 3 次、每次 10 min 功率自行车的高强度间歇训练（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对照组进行每周2次、每次45 min的传统抗荷体能训练。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各实验指标变化情况。结果：1）实验后，实验组下肢蹬伸等长肌力极显著高于对照组（左

侧：171.68 kg vs 140.63 kg，P＜0.01；右侧：170.43 kg vs 137.89 kg，P＜0.01），且实验组与对

照组下肢蹬伸等长肌力均极显著高于训练前。2）实验后，实验组躯干屈曲和伸展等长肌力

高于对照组（屈曲：80.49 kg vs 70.91 kg，P＜0.05；伸展：91.09 kg vs 82.18 kg，P＜0.01）。3）

实验后，实验组上肢推和拉等长肌力极显著高于对照组（推：144.86 kg vs 131.69 kg，P＜

0.01；拉：103.07 kg vs 93.94 kg，P＜0.01）。结论：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可以显著提

高飞行学员抗载荷基础力量，提升飞行学员抗载荷体质，有利于飞行员抗荷体质与高性能

战斗机间更匹配，提升空军战斗力。

关键词：抗荷体质；体能训练；飞行学员；等长肌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Abstract: Objective: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asic anti-G constitution training for

fighter pilot cadets, to study and formulate the basic anti-G physical training program and verify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efficient physical training program, so as to provide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anti-G physical training system for fighter pilot cadets. Methods: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was used and 138 male pilots of grade 2018 in a flight college were

selected which randomly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68) and control group (n=70), lower

limb press, trunk-flexion/extension and upper body push/pull isometric strength were measured.

Subjects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arranged to participate twice a week, 90 min each time

of the resistance training, and three times a week 10 min each time of HIIT of power bicycle,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ained twice a week, 45 min each time with modified anti-G consti‐

tution training project. ANOVA for repeated measurement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changes of

each experimental index. Results: After training for 12 weeks, the lower limb press isometric

strength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left:

171.68 kg vs 140.63 kg, right: 170.43 kg vs 137.89 kg, P＜0.01), both of them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pre-intervention (P＜0.01); the trunk-flexion/extension isometric strengt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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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group were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trunk-flexion: 80.49 kg vs 70.91 kg, P

＜0.05; trunk-extension 91.09 kg vs 82.18 kg, P＜0.01); the upper body push/pull isometric

strength of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push:

144.86 kg vs 131.69 kg, P＜0.01; pull: 103.07 kg vs 93.94 kg, P＜0.01). Conclusions: The basic

efficiently physical training program could improve the fighter pilot cadets’ basic anti-G endur‐

ance strength, and it can improve the anti-G consititution of flight cadets and it is possible to

better match the anti-G consititution of pilots with high-performance fighters, and improve the

combat effectiveness of the air force.

Keywords: anti-G constitution; physical training; fighter pilot cadet; isometric strength;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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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中央提出强军兴军战略思想的背景下，增强军

人体质、提高军人体能是促进人与武器装备有机结合、提

升军人战斗力的重要环节，对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打赢

现代战争具有基础性作用，也是军事体育训练的根本目

标（林建棣 等，2019）。军事体育是军事训练的基本组成

部分，也是体育运动的一部分（林建棣 等，2018）。新修订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规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开展体育活

动的具体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照本法制定”。因

此，军事体育训练计划的制定需要在满足竞技体育训练

相关原则的同时，满足军事体育训练的需求。如何将竞

技体育中成熟的训练理论与经验迁移到军事体育训练

中，提升军事训练水平，提高训练效率及我军战斗力是亟

需解决的问题。

飞行员的力量素质对于飞行员的抗载荷能力及飞行员

颈部及腰部等脊柱相关损伤的预防等至关重要（Gomes

et al.，2022；Honkanen et al.，2018）。科学、高效地提升飞

行员体质，尤其是力量素质，是提高飞行员抗载荷能力，

解决飞行员身体状态与飞机性能、作战环境相互适应等

问题的关键（卢志平 等，2010；邹志康 等，2018）。现有相

关研究主要针对青少年航空院校学生、训练基地飞行员

提升抗荷体质训练（王小冰 等，2013；薛霞 等，2018；张灵

婕 等，2019），但鲜见航空院校飞行学员基础性抗荷体能

训练，尤其是力量素质的相关研究。因此，飞行学员抗载

荷基础体能训练方案及体系的制定研究迫在眉睫。

本研究以航空院校飞行学员为研究对象，将竞技体

育中成熟的体能训练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与飞行学员基

础性抗荷体能训练紧密结合，研究飞行学员基础性抗荷

体能训练方案，以提升飞行学员基础抗荷体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将某飞行学院2018级144名男性

学员随机平均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得益于实验前的充分

动员、学院的高效组织以及受试者很好的依从性，最终

138名飞行学员完成实验，实验组68名，对照组70名。

1.2 研究方法

1.2.1 实验设计与训练方案

采用随机对照实验研究，干预周期为 12 周。实验前

（0周）进行实验指标采集作为基线，并于实验中期（6周）、

实验后期（12 周）对实验指标再次测试，分析比较干预前

后力量指标变化情况。

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由两部分组成，以力

量训练为主（下肢力量训练为训练重点），高强度间歇训

练（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HIIT）为辅。其中，力量

训练方案：每周 2 次，分别安排在周三、周六 19：00～

20：30，每次 90 min，具体训练内容包括热身准备活动、主

要训练内容以及放松整理活动 3 部分。热身准备活动

10 min，包括慢跑 2 min、动态拉伸 3～5 min、动作准备

2 min 和神经肌肉激活 2 min。主要训练内容 70 min，包括

下肢力量训练 25～30 min，训练动作为深蹲、硬拉、单腿

蹲、负重弓步；上肢训练 25～30 min，训练动作为卧推、俯

身划船、飞鸟、负重俯卧撑；核心训练 10～15 min，训练动

作为负重卷腹、负重背起、核心稳定性训练；下肢、上肢和

核心 3部分训练内容间隔 2～3 min，各部分不同训练动作

循环训练，训练强度、组间间歇如表 1 所示。放松整理活

动 10 min，主要为 10个静态拉伸动作。其中，训练负荷根

据学员最大力量测试结果制定，训练负荷的调整主要参

照“2-2 法则”，即在某负荷强度下，连续两次训练的最后

一组，能够比目标重复次数多做 2 次，则负荷强度需要增

加。HIIT 方案参考 Sperlich 等（2011）的研究，采用功率自

行车方式，每周 3 次，分别安排在每周二、周四、周六的早

操时间（06：00～06：30），每次训练总时长 20～30 min，包

括热身准备活动、HIIT 训练、放松整理活动 3 部分。热身

准备活动 3～5 min，包括寻找自己固定编号的自行车，调

节自行车座高度以及缓慢蹬车热身。HIIT 训练时间总计

10 min，采用全力冲刺，间歇期 50%～60% HRmax，冲刺时

间与间歇时间为 60 s/60 s，训练过程中佩戴固定编号的

Polar 表（Team Pro，POLAR，Finland）进行训练监控。放

松整理活动 5～10 min，包括放松蹬车 3～5 min，4 个静态

拉伸动作放松。对照组体能训练由学院根据《军事体育

训练大纲》（张金辉 等，2018）要求制定训练内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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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训练以 3 000 m 跑为主，力量训练以引体向上、俯卧 撑、仰卧起坐等徒手力量训练为主（表 1）。

1.2.2 实验指标

采用全身等长肌力检测系统（Dr. Wolff，德国）测试飞

行学员下肢蹬伸、躯干屈曲和伸展、上肢推和拉最大等长

肌力。测试全程严格按照操作要求进行，各指标实验前、

实验中期、实验后期测试均由同一人、同一仪器完成，学

员测试顺序随机安排。

1.3 数据统计分析

指标数据采用 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重复测

量方差分析进行2×3（实验处理×时间）处理。分析实验前

测（0 周）、中测（6 周）、后测（12 周）各指标变化。所测得

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M±SD）表示，显著性水平为P＜

0.05，极显著性水平P＜0.01。

2 研究结果

2.1 受试者基本情况

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实验前，实验组与对照组飞行学

员各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表 2）。

2.2 实验期间飞行学员等长肌力变化情况

实验期间，实验组与对照组左右侧下肢蹬伸等长肌

力、躯干屈曲和伸展等长肌力、上肢推和拉等长肌力变化

情况如表 3所示。

2.2.1 下肢蹬伸等长肌力测试结果

左侧下肢蹬伸等长肌力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

示，实验组和实验组与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有

显著意义。其中，实验组（F=137.112，P＜0.001），实验组×

时间（F=27.440，P＜0.00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图1A），与 0 周相比，6 周和 12 周时实验组左侧下肢蹬伸

等长肌力极显著增加（P＜0.01 和 P＜0.01），对照组也极

显著增加（P＜0.01和P＜0.01）；与6周相比，12周时实验组

与对照组左侧下肢蹬伸等长肌力均极显著增加（P＜0.01和

P＜0.01）。0 周和 6 周时，实验组与对照组左侧下肢蹬伸

等长肌力增加无显著性差异（P＞0.05 和 P＞0.05）；12 周

时，实验组增加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右侧下肢蹬伸等长肌力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显示，实验组和实验组与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

有显著意义。其中，实验组（F=121.750，P＜0.001），实验×

时间（F=34.346，P＜0.00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图 1B），与 0 周相比，6 周和 12 周时实验组右侧下肢蹬伸

等长肌力明显增加（P＜0.01和P＜0.01），对照组也明显增

加（P＜0.05和 P＜0.01）；与 6 周相比，12 周时实验组与对

照组右侧下肢蹬伸等长肌力均明显增加（P＜0.01 和 P＜

0.01）。0周和 6周时，实验组与对照组右侧下肢蹬伸等长

肌力增加无显著性差异（P＞0.05 和 P＞0.05）；12 周时，实

验组增加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表1 飞行学员传统抗荷体能训练与高效抗荷体能训练内容对比

Table 1 Training Content Comparison of Traditional Anti-G Constitution Training and High Efficiency Anti-G Constitution Training

训练内容

有氧能力

抗阻训练

训练方式

训练项目

训练强度

训练频率

训练方式

训练项目

训练强度

训练频率

传统抗荷体能训练

持续性训练

早操20～30 min，以3 000 m跑为主

参照《军事体育训练大纲》3 000 m考核标准进行 1。

每周3次

自身重量徒手练习

根据大纲训练要求进行俯卧撑、引体向上等力量训练

按照《军事体育训练大纲》考核标准确定练习个数及

练习组数 2。

每周2次

高效抗荷体能训练

HIIT

功率自行车HIIT，冲刺/间歇时间为1∶1

全力冲刺，间歇期50%～60% HRmax

每周3次

器械等多关节抗阻训练

深蹲、硬拉、卧推、俯身划船、卷腹等负重抗阻训练

前期适应性训练：≤80% 1RM（8～15次/组，4～6组），

负荷组间间歇＜2 min，6周；后期以大强度训练为主：≥85%

1RM（4～6次/组，4～6组），间歇2～5 min，6周；

每周2次

注：1. 24岁以下飞行学员3 000 m以12′40″（80分）为标准，每次训练1～2组。2. 24岁以下飞行学员仰卧起坐以2 min内大于67个（80分）为标

准，每次训练3～5组；引体向上/俯卧撑以大于18个/组（80分）为标准，每次训练3～5组。

表2 实验组和对照组基线基本情况

Table 2 The Baseline Data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n=138

身高/cm

体质量/kg

左侧下肢蹬伸/kg

右侧下肢蹬伸/kg

躯干屈曲/kg

躯干伸展/kg

上肢推/kg

上肢拉/kg

对照组（n=70）

174.21±4.09

66.93±6.16

119.59±24.48

121.35±25.27

62.48±18.49

79.10±12.27

128.58±27.69

89.49±14.96

实验组（n=68）

174.12±3.55

66.93±5.72

118.66±25.79

117.62±24.48

61.42±16.34

79.51±13.55

124.66±25.94

93.38±15.30

P

0.882

0.995

0.828

0.379

0.721

0.852

0.393

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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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躯干屈曲、伸展等长肌力测试结果

躯干屈曲等长肌力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

实验组和实验组与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有显著

意义。其中，实验组（F=39.054，P＜0.001），实验组×时间（F=

5.725，P=0.004）。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图1C），与0周相

比，6 周和 12 周时实验组躯干屈曲等长肌力极显著增加

图1 左侧下肢蹬伸（A）、右侧下肢蹬伸（B）、躯干屈曲（C）、躯干伸展（D）、上肢推（E）、上肢拉（F）等长肌力变化示意图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Change of Isometric Muscle Strength of the Left Lower LimbPress（A），Right Lower Limb Press（B），

Trunk-Flexion（C），Trunk-Extension（D），Upper Body Push（E）and Upper Body Pull（F）

注：a、b、c分别表示对照组0、6、12周测试结果，d、e分别表示实验组0、6周测试结果。相同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表示差异极显著（P＜0.01）。

表3 实验期间等长肌力变化情况

Table 3 Changes of Isometric Strength during the Experiment

指标和分组

左侧下肢蹬伸等长肌力/kg

实验组

对照组

P（组间比较）

右侧下肢蹬伸等长肌力/kg

实验组

对照组

P（组间比较）

躯干屈曲等长肌力/kg

实验组

对照组

P（组间比较）

躯干伸展等长肌力/kg

实验组

对照组

P（组间比较）

上肢推等长肌力/kg

实验组

对照组

P（组间比较）

上肢拉等长肌力/kg

实验组

对照组

P（组间比较）

0周

118.66±25.79

119.59±24.48

0.828

117.62±24.48

121.35±25.27

0.379

61.42±16.34

62.48±18.49

0.721

79.51±13.55

79.10±12.27

0.852

124.66±25.94

128.58±27.69

0.393

93.38±15.30

89.49±14.96

0.124

6周

134.16±30.40

128.47±24.95

0.231

132.71±30.93

127.36±25.71

0.271

72.96±19.27

70.51±24.62

0.516

86.49±13.85

82.36±12.94

0.072

130.71±26.33

128.66±27.25

0.654

95.82±17.71

94.12±16.80

0.567

12周

171.68±37.43

140.63±29.79

0.000

170.43±38.26

137.89±25.26

0.000

80.49±23.62

70.91±25.00

0.022

91.09±13.74

82.18±14.90

0.000

144.86±26.53

131.63±30.41

0.007

103.07±19.34

93.94±18.93

0.006

P（0周 vs 12周）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0.050

0.000

0.000

0.289

0.000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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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和P＜0.01），对照组也极显著增加（P＜0.01和P＜

0.01）；与6周相比，12周时实验组躯干屈曲等长肌力极显著

增加（P＜0.01），对照组无显著变化（P＞0.05）。0周和 6周

时，实验组与对照组躯干屈曲等长肌力增加无显著性差异

（P＞0.05）；12周时，实验组增加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

躯干伸展等长肌力数据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

显示，实验组和实验组与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

有显著意义。其中，实验组（F=21.805，P＜0.001），实验组×

时 间（F=6.999，P=0.001）。 简 单 效 应 分 析 结 果 显 示

（图 1D），与 0周相比，6周和 12周时，实验组躯干伸展等长

肌力极显著增加（P＜0.01 和 P＜0.01），对照组也极显著

增加（P＜0.01 和 P＜0.01）；与 6 周相比，12 周时实验组躯

干伸展等长肌力增加极显著（P＜0.01），对照组无显著性

变化（P＞0.05）。0周和 6周时，实验组与对照组躯干伸展

等长肌力增加无显著性差异（P＞0.05 和 P＞0.05）；12 周

时，实验组增加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2.2.3 上肢推和拉等长肌力测试结果

上肢推等长肌力数据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

示，实验组和实验组与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

有显著意义。其中，实验组（F=19.737，P＜0.001），实验

组×时间（F=10.305，P＜0.001）。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

（图 1E），与 0 周相比，6 周和 12 周时，实验组上肢推等长

肌力极显著增加（P＜0.05 和 P＜0.01），而对照组无显著

性变化（P＞0.05 和 P＞0.05）；与 6 周相比，12 周时实验组

上肢推等长肌力极显著增加（P＜0.01），对照组无显著性

变化（P＞0.05）。0周和 6周时，实验组与对照组上肢推等

长肌力增加无显著性差异（P＞0.05 和 P＞0.05）；12 周时，

实验组增加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上肢拉等长肌力数据的双因素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

实验组和实验组与测试时间的交互作用在统计学上有显

著意义。其中，实验组（F=19.467，P=0.000），实验组×时间

（F=5.723，P=0.006）。简单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图1F），与0周

相比，6周时实验组上肢拉等长肌力无显著变化（P＞0.05），

对照组极显著增加（P＜0.01），12 周时实验组极显著增加

（P＜0.01），对照组显著增加（P＜0.05）；与 6周相比，12周

时实验组上肢拉等长肌力极显著增加（P＜0.01），对照组

无显著性变化（P＞0.05）。0周和 6周时，实验组与对照组

上肢拉等长肌力增加无显著性差异（P＞0.05 和 P＞

0.05）；12周时，实验组增加极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3 分析与讨论

飞行学员的基础性抗载荷体能训练是军事训练与体

育训练的有机结合，因此，飞行学员的基础性抗载荷体能

训练需要在体育训练基础上具有军事体育训练的特征

（林建棣 等，2019）。本研究在《军事体育训练大纲》指导

下，结合竞技体育中成熟的训练理论与经验，如力量训练

强度体系（王安利 等，2014）、训练安排（刘宁 等，2018）、

训练周期及超量恢复（刘大庆 等，2013）等，综合考虑飞行

学员的身体素质特点及抗荷体质要求，制定了为期 12 周

以力量训练为主、HIIT 为辅的基础性抗载荷体能训练方

案，以期通过该方案干预后，全面提升飞行学员的抗荷体

质，为后期的飞行训练打下良好的基础。

3.1 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对飞行学员力量素质的

影响

本研究显示，12周的系统训练干预后，飞行学员下肢力

量素质均增加。腹部和腿部的最大力量可以有效提高飞行

员的抗载荷能力（耿喜臣，1996；Epperson et al.，1982，1985；

Park et al.，2016），下肢肌肉的持续性收缩可以有效防止

血液向下肢转移，增加体循环阻力，提高血压，保障脑部血

供充足，从而达到抗载荷的目的（Honkanen et al.，2020；Tesch

et al.，1983）。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以下肢力量

训练为主，动作以深蹲、硬拉、负重弓步等为主，训练负荷

根据反馈适时调节，对于飞行学员下肢力量的增加更有

针对性，因此，相比于进行传统抗荷体能训练的对照组学

员，实验组飞行学员下肢力量增加更为显著，且高于对照

组。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中，腰腹部的训练内

容不仅增加了腰腹部肌肉力量的训练，还增加了核心区

稳定性肌群的训练。实验后，实验组飞行学员躯干屈曲

和伸展力量大于对照组，提示增加核心区稳定性肌群训

练有助于提升飞行学员的腰腹部力量。足够的腰部力量

可以有效预防军事飞行员的腰部疾病（Honkanen et al.，

2017）。实验后，实验组飞行学员上肢推拉力量增加高于

对照组，提示，以卧推和划船等为主的上肢力量训练对于

飞行学员上肢力量的提升更为有效。研究表明，上肢推和

拉最大等长力量的改善不仅可以增加飞行员空战模拟机动

抗荷动作的耐受时间（李立华 等，2004；Epperson et al.，

1985），还能降低飞行学员暴露在高载荷环境中颈肩部肌

肉的激活程度（Rausch et al.，2021），有效减轻飞行员反复

遭受“挥鞭样”损伤的颈部疼痛（Lange et al.，2013）。综

上所述，与《军事体育训练大纲》为主导的传统性抗荷体

能训练方案相比，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对于飞

行学员力量素质的提升效果更为显著、高效，这可能会提

高实验组飞行学员后期的成飞率和职业飞行能力。

3.2 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与相关抗荷体能训练方

案的对比分析

对比国内外关于飞行员抗荷体能训练的研究，发现

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具有一定的优势。与张灵

婕等（2019）改进抗荷体能训练方案中的徒手力量训练相

比，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中的力量训练更有针

对性，训练负荷更加精准，因而实验组飞行学员的肌力增

加更为明显。与Honkanen等（2020）对芬兰空军飞行学员

的研究相比，实验组飞行学员等长肌力的增加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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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幅度更大，这可能与实验对象的基础力量水平以及

训练时长、强度等有关，如Honkanen等（2020）的受试者进

行体能训练的时长仅为每周 2 h，而本研究实验方案中力

量训练的时长为每周 3 h。本研究结果与Rausch等（2021）

的研究结果类似，Rausch 等（2021）对 18 名飞行员进行为

期 12 周的全身性功能性力量训练发现，实验组飞行员的

最大等长肌力均显著增加，且在进行离心机训练时疲劳

出现得较晚，而对照组则无明显变化。Aandstad等（2012）

则重点研究了飞行学员的有氧能力训练，对于飞行学员

力量素质的训练关注相对较少。

相比于传统的抗荷体能训练方案，基础性抗荷体能

高效训练方案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训练内容全面，在保证

下肢力量提升的基础上，全面提升飞行学员的力量素质，

确保飞行学员力量的全面和均衡发展，为后期飞行训练

及高载荷训练奠定坚实基础，并且降低因力量不足引起

的下腰痛风险（Baker，2014；Kyrolainen et al.，2008；Park

et al.，2016）。此外，关于芬兰空军及澳大利亚空军的研究

表明，良好但不是特别高的有氧能力是提高飞行员抗载

荷能力的积极因素之一（Honkanen et al.，2018；Newman

et al.，1999）。因此，本研究中的 HIIT 训练也可能对飞行

学员抗荷体质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需进一步研究。

4 结论

12 周的基础性抗荷体能高效训练方案可以显著提高

飞行学员的抗载荷基础力量，提升飞行学员抗载荷体质，

有利于飞行员抗荷体质与高性能战斗机间更匹配，进而

提升空军战斗力。建议对该体能训练方案进一步验证及

完善，以期早日形成高效、完整的飞行学员抗载荷基础体

能训练体系并全面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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