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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流体力学原理出发来研究如何使桨叶发挥出最大效率，讨论了桨频和拉桨幅度与推力之间的

关系，进而给出了合理的运动技术形式的力学原则。研制了赛艇实船技术测试系统。利用该系统能够

实时采集划船时的力量、角度、速度、加速度等，便于划船运动技术的诊断、分析赛艇运动员的专项力量

特点，为运动训练的量化及科学化提供了基础。通过测试改进了运动员的技术动作，使得运动技术更加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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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国内外研究现状

赛艇比赛是一个全程长达"%%%D以体能为基础

的周期性的耐力项目。赛艇的运动技术涉及到如何使

桨叶充分的发挥其推进效率、身体各部分的协调用力、

艇以持续稳定的速度前进、人与艇之间的协调相互运

动等各个方面。赛艇运动是一个多体的、相互运动的、

复杂的动力系统，其运动技术的好坏关系到能否最有

效地利用体能以及体能的最大节省化。改进和完善赛

艇运动技术对于我国赛艇运动员在体能不占优势的情

况下夺取世界大赛的金牌显得尤为重要。

在理论分析上，O=H=,,(-(（!’()）［!］分析了整个

划桨过程中，身体重心的移动、手的用力、腿的用力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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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 们 相 互 之 间 的 配 合 等 运 动 技 术 特 点；王 允 明

（!’’*）［"］从力学的角度分析了赛艇运动技术的原理；

黄胜初（!’’’）［$］通过对艇的速度的测试，建立了人与

艇相对运动的力学方程。以上这些研究虽然分析了人

体与艇之间的相互运动，但未与桨叶的推进效率结合

起来进行分析。张香花（"%%%）［#］分析了运动员拉桨

力量的变化并提出了运动技术的要求，但未能进行技

术原理的力学分析。

对于赛艇运动技术的评价方面，邵桂华（!’’(）［*］、

闻兰（!’’’）［)］等学者分别从专家系统的角度，提出了

赛艇运动技术评价的理论模型，但是由于测试数据采

集等方面的限制，该评价模型大多停留在理论分析层

面；王贤坤（!’’’）［&］通过建立计算机模型，可以对赛

艇技术进行测试分析；郑伟涛（!’’(）［(］研制了赛艇技

术的液压测试平台，通过可视化技术实现了陆上赛艇

运动的仿真，可以测试用于赛艇专项力量评定的力量、

角度、功率等多项指标。

在赛艇运动技术的实船测试方面，#:(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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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船运动员划桨力量的测试来评

定运动技术；%&’(（!""%）［!!］通过测定桨上的力进行了

多人配艇的研究；卢德明（!"&&）［!’］研制了赛艇运动技

术多参数实船测试系统，可以测试多种运动学和动力

学参数，但由于技术设备的局限，该系统最终未能在我

国赛艇界得到推广应用；付永吉（!"&&）［!#］应用)*+
技术，通过船速的变化情况来分析赛艇的技术，但由于

)*+采样频率较低，目前还达不到进行技术分析的目

的。

另外，在赛艇运动生物力学方面，还有一些学者通

过录像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赛艇运动中人体机械运动规

律，进而分析赛艇运动技术。在赛艇运动训练学方面

主要 对 不 同 的 运 动 技 术 风 格 进 行 讨 论。 郑 伟 涛

（’$$$）［!%］综述了国内外赛艇运动技术研究的概况。

为了备战’$$$年和’$$(年奥运会，本课题组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体育总局奥运会重点攻关项

目的资助下，开展了对赛艇运动技术的系统研究。整

个研究首先从如何发挥桨叶的最大推进效益、艇如何

平稳地以最节省能量前进的角度出发，分析运动员应

该如何用力。同时研制开发赛艇运动技术的实船测试

系统，对我国运动员进行了全方位的测试，为教练员、

运动员改进和完善运动技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郑伟

涛（’$$$）［!(］对影响赛艇桨叶推进效率的各种参数进

行了全面的数值模拟和试验研究；邹克宁（’$$!）［!%］分

析了频率、桨叶深度、幅度对赛艇桨叶推进性能的影

响；周秀华（’$$(）［!)］从理论上分析了回桨的力学原

理，提出了回桨技术应遵循的原则及训练方法；郑伟涛

（’$$!）［!*］开发研制了一种赛艇运动技术的实船测试

系统，利用该系统对我国运动员进行了大量的测试工

作；黄 胜 雄（’$$#）［!&］、梁 三 妹（’$$#）［!"］、刘 晓 春

（’$$#）［’$］利用该系统对男子轻量级、女子四人单桨、

八人单桨等运动项目进行了测试分析，经过技术的改

进和完善，为在世界杯、亚运会、九运会上夺取多枚赛

艇项目的金牌做出了贡献。

! 赛艇运动技术的力学原理

赛艇技术归根到底就是用力的技巧，用力是技术

的本质，动作只是用力的表现形式。因此，本文从流体

力学原理出发来研究如何使桨叶发挥出最大效率的形

式，依据这一点来确定合理的运动技术。只有明白了

赛艇技术的力学原理，才能辩证地处理运动技术的各

个要素，才能明白为什么只有最合适的技术而没有最

好的技术，才可能根据我国运动员自身的身体素质设

计出相应的技术动作形式，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国外运

动员的动作形式。

如图!所示，赛艇以速度!" 沿#轴的方向运动

时，桨叶绕桨栓柱作圆周运动，因此，它相对与艇的速

度为!$垂直于桨杆，所以，桨叶的绝对速度!%& 就是

!"与!$的矢量和。

图" 赛艇运动时桨叶上的速度和受力分解

实际水流流向桨叶的速度为!&，它的大小与桨叶

的绝对速度!%& 相等，方向与之相反。很显然，在前半

桨，实际水流是从桨叶的头部流向桨杆的，在后半桨，

与之相反，当桨杆运行到与艇垂直的时候，水流的方向

与桨叶面垂直，其速度大小为两者的速度差，即：!&,
!$-!"。因此，桨叶在水中划动的时候，桨叶与水一般

都会存在着相对运动。

当水流过桨叶面时，桨叶迎流面上的速度要小于

背流面的速度。按照柏努利定理，速度小的地方压力

大，速度大的地方压力小，因而，在桨叶的两个面上压

力不相等，其压力差就是合力’。桨叶在水中运动的

时候，始终会产生垂直于实际水流方向的“升力(”和

平行于实际水流方向的“阻力)”。当然，还可以将合

力’分解为垂直于艇前进方向上的横向力* 和沿着

艇前进方向上的推力+。所以，船不是靠撑着前进的，

而是靠桨叶与水之间的相对运动产生作用力推动其前

进的。

如图.所示，水流速度!& 在艇前进方向上的投

影!&#为桨叶绕桨栓的旋转速度!$在前进方向上的投

影!$#与艇速!"之差，即：!&#,!$#-!"。根据流体力

学的理论推力+的大小与（!&,!$#-!"）/成正比，也

就是说，推力的大小与拉桨速度在艇前进方向上的投

影与艇的速度差的平方成正比。

影响运动技术的关键包括桨频、幅度、桨叶的深度

等等。如果不能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往往容易在技

术认识上走向极端。

/0. 桨频的影响

桨频增加，!$ 增加，推力和横向力都同时增加。

当桨频足够大的时候，桨叶的水平速度大于船体的前

进速度!"，因此，阻力)和升力(在前进方向都产生

正的推力。桨频成为能否产生推力的关键因素。

在船速一定的情况下，一方面，随着拉桨频率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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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桨叶速度!"也增加，!# 也随之增加，所以，产生的

推力也就越大。因此，提高水下的桨叶的运动速度有

利于产生更大的推力。

随着桨频的增加，推力和横向力都会增加，然而两

者增加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在一定频率范

围内，横向力增加的更快一些，但横向力对船的前进是

无用的，这就使推进效率会有所下降。所以，存在一个

最佳桨频范围，使推力增加的同时，又有较高的推进效

率。

很显然随着划桨频率的提高，桨叶在水下的运动

速度也会随之提高。同样的桨频下，船速较低时桨叶

容易产生较大的作用力，船速较高时作用力较小。如

果要产生同样的作用力，船速越高所要求的拉桨速度

也就越大。起航时船速很低，桨频较高，产生的作用力

就非常大，这就是起航时会出现桨叶被拉断的根本原

因。途中划时，船速较高，如果拉桨的速度不够大的

话，两者的速度差就较小，产生的作用力也就较小，所

以，几乎没有出现过桨叶被拉断的情况。

因此，赛艇运动的专项力量实质是要求在一定速

度下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绝对力量，每一桨的速度力量

是更重要的，速度力量好的运动员划船效果相应会好

一些。因此，赛艇技术的核心是应该围绕如何提高桨

叶在水中的运动速度来设计。因此，无论是采用高桨

频还是低桨频训练，都应该特别注意提高水下的实际

拉桨速度，而且在陆上力量训练中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

!"! 拉桨幅度的影响

在我国赛艇界普遍认为划桨幅度是对赛艇前进产

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因素，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般认为划桨的幅度越大，桨叶在水中的推进时间也

就越长，赛艇获得加速的时间也就越多。按照这种思

想，在我国赛艇界的运动实践中，特别注重划桨幅度，

强调保持划桨幅度。有的运动员由于身材不够理想或

上下肢比例不够合适，为了追求大的划桨幅度，还形成

运动时上肢和躯干的前倾和后仰较大。

虽然划桨幅度对划船来讲是重要的，但是也应该

看到桨叶在大角度时的推进效率是比较低的，并且幅

度越大效率越低。

文献［#$、#%］的研究表明桨叶产生作用力的大小与

水流和桨叶之间的攻角!有关，当攻角较小时，正压

力系数很小，随着攻角的增加，该系数不断地增加，在

!&’()附近时，达到最大值。从图#可以看出，从桨叶

入水以后，攻角不断地增加，当桨杆与船艇垂直时，攻

角达到*()。所以桨叶在刚入水的时候，由于攻角很

小，产生的作用力不大。

另外，由于桨叶的主要作用力是垂直于桨叶面的

正压力，在大角度时，正压力在前进方向的投影很小，

而垂直于艇前进方向上的力较大，所以大幅度推进效

率很低。随着攻角的增大，在前进方向上的投影也增

大，在攻角!&*()时，其在前进方向上的投影达到最

大值，垂直与前进方向上的投影为零，这时的推进效率

最高。

第三，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前半桨，由于水流从

桨叶的头部进入桨叶，流过桨叶时比较顺畅，因而产生

的作用力也较大一些。在后半桨，水流从尾部进入桨

叶，产生的作用力就小一些，可见后半桨的推进效率最

低。效率最高的区域位于桨杆与船艇垂直时的角度附

近，即前后!$)!+()左右。

第四，上肢躯干过大的前倾和后仰，势必造成其重

心的前后和上下移动，前后的移动不仅会破坏船艇的

平衡，而且后仰还会破坏艇加速，大的前倾和后仰所形

成的重心上下移动对艇的推进不起任何作用，势能的

变化纯粹是无用功，造成能量的浪费。

第五，在同样体能的情况下，前倾和后仰太大，势

必延长了拉桨时间，影响水下实际拉桨速度的提高，从

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这对赛艇前进来讲是最致命的问

题。

综上所述，对赛艇运动来讲幅度不是决定性因素，

它必须服从于桨叶在水下的速度要求，即高速拉桨的

要求。不要过分追求划桨幅度，以身体充分舒展为宜，

更不能牺牲频率来服从幅度。

! 赛艇技术的测试系统

+"# 测试系统

测试系统中最主要的是测力传感器，这是本研究

的关键。郑伟涛（!((#）［#,］开发研制了一种赛艇运动

技术的实船测试系统，测力传感器如图!所示。该力

量传感器在不改变现有桨栓形式的前提下，利用桨栓

轴与桨环之间的空隙安装桨栓力量传感器，使得整个

传感器在外观和使用上与原来的桨栓几乎没有什么差

别，大大方便了运动员的使用，有利于运动员的技术发

挥。但是根据不断的实践与使用，发现这种传感器存

在着一定的问题：由于测力传感器是钢性材料而桨环

是塑料件，两者的热胀冷缩系数不一样，会影响测试结

果。目前，国外开发的测试系统中所使用的这类传感

器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年开始，本课题组在国内外

首次开发出了能够测量赛艇纵向和横向作用力的传感

器。该力量传感器是一个两分力的传感器，也是采用

的应力应变方式。整个测力系统全部安装在一个圆形

的台柱内，如图+所示。测力系统单独制作的桨拴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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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度按照!""#$设计，完全能够满足训练和测试的

需要。此种类型传感器的优点就是可以测试出运动员

在前进方向上的推力，得到直接的推进效果，这样在多

人艇上能够更加明确每个运动员所能起到的真正推

力。这是目前国内外其它测力传感器达不到的。

图! 本课题组开发的第二代传感器

图% 本课题组开发的第三代传感器

目前，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等国开发的

国际上最先进的实船测试系统只有&个通道，因此只

能测试双人双桨或四人单桨，反映’个力和角度的变

化。本课题组研制的便携式计算机数据采集存储系统

的数据接口盒具有()个通道，可以测量八人单桨和四

人双桨。采样速度最大可以达到(万次／*，在平时的

测试中，一般采用+"次／*，并且每一个点采用("点数

字滤波以提高精度。

%,! 测试结果分析

本项目研制的赛艇实船技术测试系统能够实时采

集划船时的力量、角度、速度、加速度等，通过对运动技

术的分析、诊断，分析赛艇运动员的专项力量特点，为

运动训练的量化及科学化提供了基础。通过对国家赛

艇队的测试与分析发现了我国许多运动员存在的技术

问题，对改进运动员的技术提供了有力的帮助，揭示了

一些肉眼无法发现的问题，有的甚至是我国赛艇界长

期以来对技术及训练认识的误区。

图’是一个典型的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运动员的

通过测试改进技术的例子，经过改进完善技术以后，运

动员的拉桨用力更加合理，产生动力更好。图’-.是

第一次的测试结果，图’-/是通过测试分析，经过一

个多月的运动技术改进后的测试结果。两次测试距离

都为+""0，桨频为%"!%!桨／012，接近比赛频率。

图"#$ 双人双桨第一次的测试结果

图"#% 双人双桨运动技术改进后的测试结果

从图中可以看出整个加速度曲线都比较饱满，说

明运动员的技术比较合理，产生动力和保护动力都不

错。但是仔细比较两个加速度曲线还是不难看出：在

加速度上升的阶段，第一次测试时“下凹”的现象比较

明显，而第二次没有。这种“下凹”的主要原因是拉桨

用力的技术不合理。

从图’-.可以看出，两个人的用力曲线都是比较

靠后的，峰值力量在中后部分才出现，不符合前半桨桨

叶的推进效率更高的要求。另外，在拉桨曲线很明显

的有两次用力的情况，而用力减小的地方正是加速度

减小的地方。对照教练员的技术教学可以看出，教练

员重点强调“要抓后一把力”，这是一个我国赛艇界非

常普遍存在的典型错误。经过测试和图形结果的分

析，教练员充分认识到了“前弧的重要性”，改变了教学

中的“两次用力”的现象，艇的加速度有了明显的改善。

" 结论

本研究综述了国内外赛艇运动技术研究的现状，

分析了赛艇运动技术的原理，研制了赛艇运动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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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系统，对我国赛艇运动员的技术进行了测试分析，

为改进和完善技术提供了科学的依据。研究表明：

（!）用力技巧是赛艇技术的核心，动作外观是技

术的表现形式。只有明白了赛艇技术的力学原理，才

可能根据我国运动员自身的身体素质设计出相应的技

术动作形式，而不是一味地模仿国外运动员的动作形式。

（"）赛艇运动是一个多体的、相互运动的、复杂的

动力系统。各部分的运动都会造成艇的加速或减速，

因此，赛艇技术应该根据运动员的身体素质特点，扬长

避短，辩证地看待各种动作的用力形式和大小。所以

只存在最合理的技术，而没有最好的技术。赛艇技术

的核心是如何使桨叶发挥出最大效率，应该依据这一

点来确定合理的运动技术。

（#）桨叶产生作用力的核心是桨叶相对于水存在

着相对运动，相对速度越大，作用力也就越大。影响作

用力大小的关键因素是拉桨速度，因此速度力量是赛

艇专项力量的核心。同样的桨频下，拉桨速度不同其

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水上高桨频或低桨频训

练，还是陆上力量训练，都应该围绕提高拉桨速度这一

原则来进行。

（$）本研究开发研制的赛艇技术测试系统，可以

在实船上对运动员的用力、拉桨角度、艇前进的加速度

等进行直接的测量，还可以换算出其他参数，可以满足

赛艇运动技术分析的需要。通过对运动员赛艇技术应

用的测试分析表明，能够为运动员改进和完善运动技

术提供科学的依据。

（%）艇的加速度是运动员拉桨力量和身体各部分

相对运动的合力的表现形式，它是评价赛艇运动技术

的重要指标，特别是在多人艇上，大的拉桨力量不一定

带来合适的加速度。目前国内外各种赛艇运动技术测

试系统尚不能完全测出运动员各部分的用力，所以艇

的加速度测试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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