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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风洞”流体力学实验对飘球技术发展的探究

                许浒
(西安体育学院排球教研室，陕西 西安 710068)

摘要:采用调鱼法、统计法、实脸法、论证分析法，对I999年世界杯比赛中不同岌球往术效果进行了眨计与分析，并根

据“风洞’及“自由落休”流体力学的实'A,对双球中的潜力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究。研充表明:(1)当前拱球成力减弱，

一是与发球枝术动作不细城、不珑范有关。二是与目前运动载习惯于远距禹高弧度的发球有关。根据理论和实验研

究，要挖极和利习报球技术的潜能，应中远距离站位，岌接近球网上沿的大力平冲眠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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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Floater Technique with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of"Wind Tunnel" Hydro-mechanics
                                                            XU HU

(Volleyball Research and Teaching Section,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Xi'an,710068,China)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statistics and experiments. A further

and analytic data of oil扮rentservices from 1999 World Cupto the potential of Floater

approach based

Technique with

“wind tunnel" and free falling body hydro-mechanics was conducted. It indicated that the attacking power

on the statistic

experiment of

of floater tee卜

nique had been decreased because of 1)

used to serve the ball in a distance and

serving skill was not good enough, not standard enough, 2):the players were

in a high radian

of floater, players should stand in a medium distanc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and experiments, to tap the latent power

and serve the floater over the net.

Key words:skill of serving a ball; world cup, new rule; floater theory; techniqu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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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当前，在排球比赛中，跳发球技术已被广泛运用，飘球技

术的威力在逐渐减弱 面对“每球得分制”的实施，应加强对

发球技术的研究。跳发球的威力确实不可低估，但失误率较

高;飘球尽管失误率较小，但威力减弱。本文试图通过对1999

年的世界杯比赛中各种发球技术及效果的统计调研，分析各

种发球技术口前的真正威力与效果.特别是如何根据飘球原

理，对飘球技术在发展与创新方而提出一此看法

①跳发大力上旋球 运用最多

  (弧度较低，速度快，攻击性强.落点一般在后

场.直接得分较多.但失误率也较高 )

②跳发一般力量上旋球 运用较多

  (弧度较高，速度一般，一般落点在中场与后

场之间，攻击性一般，失误较小 )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以第8届女子、第9届男子世界杯排球比赛中的中国队

及1(相遇各队作为t要研究对象.对不同发球技术运用的效

果进行了统计与分析 并通过实验对挖掘飘球的潜力进行探

讨。

轻跳发上手飘球

3 结果分析

    根据统计，世界杯赛中无论男队或女队主要采用的发球

技禾及效果如「:

    {

原地发一

① 中等力最跳发球 运用极少

  (弧度高低不 一中场落点较多，攻击性

较强，直接得分也较多，失误率小 )

②轻跳轻发 运用极少

  (弧度高低不 -一般落k:1中前场较多，

攻击性一般，失误较少)
① 中远距离站位的大力重双球:运用较少

  (弧度一般较高，落点后场较多，攻击性

强 直接得分较多，失误率较小.)

②中远距离站位的轻飘球:运用较少

  (弧度稍偏高，落点中场较多，攻击性较

强，失误率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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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远距离站位的大力重飘球:运用较少

  〔弧度较高，落点后场区较多，攻击

性较强，失误率较小.)

② 中近距离的轻飘球:运用较少

  (弧度稍偏高，落点中场较多、攻击

性一般，失误率较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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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统计情况来看，目前运用最多的是跳发球，其次才是

飘球;攻击性最强的也是跳发球，止面上手飘球次之 勾飘又

次于上裁;失误率最高的是跳发球，飘球失误率相对较低。从

男、女队运用比例来看，男队绝大多数运动员均采用厂跳发

球，女队也有近半数的运动员采用了跳发球 因此，可以说目

前职球技术在运用数量和效果方面均在急速下滑

    跳发球攻击性固然很强，但失误率高 飘球技术尽管威

力减弱，但失误率相对较低 新规则w侮球得分制”的实施，使

得如何利用飘球失误率小的优势，井提高it攻击性变得更加

重要。本文分析厂现阶段某ilt运动员技术动作中存在的问

题，还对飘球的原理进行厂探究 为技术创新和挖掘潜力提

供理论依据

4 目前吸球技术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潜在技能分析

4.1技术动作存在的问题

    山于目前采用厂彩色球，无论观看电视转播或在教学训

练现场均会发现 运动员发出的飘球经常出现轻微的转动。

球一旦出现转动，必然会减弱球的飘晃程度或不飘晃。出现

这种现象自然与技术动作有关

4. 1. 1 击球手法及用力不正确。如击球时，手掌和手腕松

驰，没有绷紧，用乎掌的大面积部位触球。在大力击球时，常

出现伴随的推压用力过程，没有做到猛击突停，伴随球的用

力过程过长，力点末能直线通过球的重心。使球产生了转动

或轻微转动

4.1.2 抛球偏近或偏高。抛球距身体太近， 是不利于水平

加速，一是容易造成推压用力，三是力量一大球飞行的弧度

就会偏高 球抛的越高，则球越不稳，球可能会出现未击先

转，更不利于击准球。

4.1.3 击球仰角过大。发出的球弧度较高，球在空中会出现

大抛物线的运行轨迹.而弧度较高的球飘晃程度井不好，因

为球一旦上升到最高点，便会立即减速，球在空中出现的临

界时值维持时间就较短，必然导致IN晃能力减弱

4.2 潜在技能与分析

4. 2.1 理论依据.根据“风洞”实验，发现当球速在5 m/s

时，球就J「始出现轻微晃动，晃距为。.2一。一3 m.当球速在

10-15 m/、的范围内，晃动积极不停顿.晃距叮达。.5-0.6

m;当球速存2。一25 m/s时。见动次数虽有减少，但起晃速度

反而更快，晃距也在。·”一。sma通过球的自由落体实笋可
知，球在下落6m时〔约10. 8 m/0,也会出现明显撇晃。球所

以能出现不同的飘晃现象，是因球体迎风面大，受阻力的影

响必然会绕道飞行，而阻力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球速的大小，

当然也与阻力系数Cx和雷诺数x。的变化有关，阻力系数和

雷诺数主要取决于流体附着球体表面的粘性程度及附着面

的长短、尾满区的大小变化 而球体表面的压强差异，又主要

取决于球体表面不同部位的光滑程度.顺流区及光滑部位必

然流速快、压强小，反之压强大 所侧得临界时值，则是紊流

向稳流转披的特定时值阶段，此阶段流休经过球体表面时的

流态变化最大，加之球体表面光滑程度不同.进 步影响厂

流休压强的变化 流态变化特别活跃，才会出现当球速在10

一15 m/s时晃动最为激烈。但根据实验，临界时值以外的20

~25 n,/s范围.仍然存在着飘晃现象，且飘晃最为突然.原因

是这时球体表面为紊流状态，由于紊流在接触球体表面时，

仍然会因球体表面的光滑程度的不同异致紊流的压差变化，

出现流体突发性的压强差异的产生，因此.这时的飘晃速度

必然很快 山于压差是在紊流状态卜形成，所以压差维持的

时间必然较ki,晃动距离没有在临界时值范围时大。这 一原

理表明，加大发球的初速度，尽可能让球在飞行前期达到20

~25 m/s，飞行后期达到15̂ 20 m/s，并根据新规则“发球可

以擦网”这 规定，发接近球网飞行的球，球的水平飞行距离

加长，就能使飘晃时值利用的范圈增加，维持时间增加，使发

飘球的潜在技能得以充分利用

4.2.2 实验依据 为验证飘球原理的可行性，本人对西安体

院97级运动系排球班进行厂有关加大发球力量(初速度)方

面的实验 采用中远距离发两种不同弧度的球，一种为高弧

度大力飘球，一种为接近球网飞行的大力平冲飘球。让发球

水平较好队员，每次发 10个球,A人接发球，9次测试结果统

计数据平均如下:

表1 中远距离站位大力平冲服球效果测试结果

发球弧度 发球直接得分 发球 失误 发球破攻 传调整球 传到位球

中远距离大力高弧度发暇球

中远断离大力平冲发服球

    从上述实验测试结果来看。中远距离的大力平冲飘球效

果强于高弧度大力积球

    为进一步了解大力平冲飘球过网前后的平均速度，本人

在西工大附中室外排球场〔女网)，对不同距离站位的大力平

冲飘球中运用效果又做了侧试统计，见表2,表3

表 2

离球网即离(m)

过网前平均球速

bF飞行时间(S) 平均速度(m/s )

:一
0.55-0.62

0. 6a-0. 77

25. 5-22. !,

25- 22

.5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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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距网站位1F离+球过网落地PG离(m)

整体平均球速

  球飞行时间(s) 平均速度(m/5)

14+7

17干 7

2-1.34

43- l. 56

1'l. 5 -IS. 7

16. 8--15. 4

    通过测试可知，过网前的平均速度在22~25m/s的范

围，低于此速则攻击性较弱.因此发球的初速度应保持在25

m八以上。过网时的速度应低于20 m/s,估计所测试过网后

的球约在15 20 m/s的范围，此范围正好与风洞实验帆晃

程度最激烈、突然性最大的时值范围一致。通过对整个球的

平均速度计算可知如球在落地前的平均速度范围为15.4-

17. 5 m/s，其落地前的最后速度应低于该速度，起码也能保

证维持临界时值10̂  15 m/s的范围，这样就可使飘晃阶段

的最佳时值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但从正面或侧面观察，

其孩晃时的位移距离并没有风洞实验那么大，这可能与风洞

实验时风速在特定范围时间内维持时间较长有关，而室外球

速变化较大，因阻力、重力影响减速较快，所以就会出现晃距

较大的差异现象 但通过观察，可明显发现低弧度大力平冲

飘球在过网前或过网后多数球均伴有飘晃现象，虽然III个球

不是完全有规律的多次出现A晃，但与高弧度飘球相比，实

验中的接发球队员明显感到 大力平冲飘球起晃快、冲力大、

威力强。

    所以，中远距离站位的大力平冲翻球，由于球沿着近似

于水平面直线飞行，球在空中运行时，不可能突然减速，高时

速在空中维持时间较长，有效飘晃时值的利用率就会明显提

高，飘晃的可能性与次数就会提高，其潜在威力自然会得到

发挥和利用。

一是与飘球威力减弱有关 跳发球威力较大，但失误率较IW

飘球虽然攻击性减弱，但失误率相对较低‘因此，挖掘以球的

潜力 加强其攻击性 减少失误率，是适应仁每球得分制”新规

则的 种技术期盼

5.2 飘球威力减弱，徐了与发球技术动作不细腻、不规范有

关外，还与目前习惯于远距离高弧度的发球有关。高弧度发

球.容易浮致球在最高点急剧减速，使飘晃有效时值的利用

率减小，飘晃程度降低.

5.3 根据风祠实验及教学训练测试可知，要挖掘以球的潜

力，应中远即离站位，发接近球网上沿飞行的大力平冲飘球，

初速度应保持在25 m/s或高于此速度，球过网时应达到15

-̂20 m/s,落地前保持10---15 m/s，在这种情况下，帆晃利用

时值范围最大，球飘晃的可能性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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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目前国家大力实施“科教兴国”和开发西部战略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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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实现体育的振兴，进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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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广泛的学术联系，吸收更多的国际作者.发表更多的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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