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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运动中鲨鱼装应用之利弊探悉

吕洲翔

（成都体育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要：从流体力学、游泳运动技术特点，以及鲨鱼装的实践运用等诸多方面出发，运用演绎分析法对鲨鱼装进行了一

系列的研究，探悉了鲨鱼装的优缺点，及其对各种泳姿的影响，并对游泳运动员在鲨鱼装的使用上提出了一些可行

性建议。研究对进一步提高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成绩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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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hydromechanics，swimming skills and practice of bodysuit，with illative analysis，this pa-
per ascertain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bodyswit which effect to the various postures of swim，and of-
fers some feasiblity advices for use . It may improve athletes’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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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游泳运动员开始使用鲨鱼

装。发达国家针对鲨鱼装利弊的论证也达到一定的

理论高度。而在中国，鲨鱼装在专业运动队中的普

及程度则较低，大部分运动员对鲨鱼装采取观望态

度，一些队员更是对鲨鱼装能提高成绩这一说法予

以否定。因此，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鲨鱼装进行

分析，研究其利弊，对提高我国优秀游泳运动员的成

绩有积极意义。

1 研究内容与方法

1 .1 研究内容

本文从流体力学、游泳运动技术特点，及鲨鱼装

的实践运用等多方面出发，对鲨鱼装进行了一系列

的研究，探悉了鲨鱼装的优缺点，及其对各种泳姿的

影响。

1 .2 研究方法

演绎分析法。就是把调查资料的整体分解为各

个部分，形成分类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分

别把握特征和本质，然后将这些分类研究得到的认

识综合起来，形成对调查资料整体认识的逻辑方法。

本文通过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研究成果，以鲨

鱼装利弊的理论研究为主要研究内容，然后归纳总

结出鲨鱼装的利弊，提出一些建议性的举措。

2 影响游进的阻力分析

2 .1 外表形态阻力

外表形态阻力，或称形状阻力。身体的外形姿

态阻力的大小取决于游泳者身材、体形、游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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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体以什么样的变换动作姿态相对水流的运动方

向。形状阻力的变化受到与水流方向相对的肢体瞬

间动态姿势的速度与形状面积变化的影响，相对水

流方向的瞬时人肢体与躯干轮廓面积变化越大，外

表姿态阻力也就相应变化越大。结果是肢体与躯干

的相对水流方向的瞬时轮廓表面形成水流冲击的高

压区域，而肢体与躯干的后半部分表面也由于相对

应的低压区的瞬时变化形成，造成水流速度的非恒

定变化并半生涡流，由此产生非恒定的负压所特有

的紊乱反向抽吸作用效果，这种作用效果是负压力

净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作用力与身体游进方向

相反［3］。在游进过程中，人体瞬时的形态变化对流

经人体的水流有直接影响，人体所产生的阻力是在

水槽中拖拽静止人体游进时的两倍（clary 1978）。游

进时身体保持流线形姿态非常重要，同样身高、体重

的运动员也会因身体姿态的不同在游泳时受到不同

大 小 的 形 状 阻 力。（ Kolmogorov 和 Duplishcheva
1992）［1］。

McLean 和 Hinrichs，分别在 1998 年和 2000 年提

出：在阻力中影响流线形的一个因素是游泳者所受

浮力。浮力和游泳者的重力所形成的合力形成了一

种破坏游泳者身体流线型的扭（力）矩。如果鲨鱼装

能增加游泳者在水中所受的浮力，或者改变浮力对

腿部的作用点，那么就会使游泳者所受的形状阻力

减小。下文将对其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2 .2 波浪阻力

波浪阻力是指当物体通过水面，或在水下接近

水面的位置，沿水平面以较快的速巡航时所产生的

一种阻力。表现在物体前部分是因为物体的向前运

动而在水面上掀起的波浪。当游泳者身体完全淹没

在约其自身宽度 3 倍深度的水下，并保持流线形游

进时，他所受的阻力是他在水面游进时所受阻力的

1 / 5（Hertel，1966）［1］，因而在水下约 0 .7 m 的深度，波

浪阻力会大幅减小。由此可见波浪阻力对游泳者的

巨大影响。以波动理论的有关知识解释，物体在水

中运动时，因为自身形状使得流线不均匀，使运动物

体周围的压力呈不均匀分布，由于游泳者的肢体动

作产生涡旋，波动理论将这一切理解为产生水弹性

介质振动的振源。水介质振动则产生了波，波向四

面传播。由于多个振源的同时作用，使水波产生了

的叠加和干涉现象，导致水面起伏不定，并产生波

浪。

从以上分析可见，波浪阻力是由于运动员的动

作而产生，与他们的体表光滑程度则没有直接关系，

固鲨鱼装在减小波浪阻力方面并没有太大作用。

2 .2 体表摩擦阻力

体表摩擦阻力或称表面阻力，是当人体在水中

向前运动时，身体周边的水沿着身体表面轮廓向身

体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流动所产生的一种阻力。所

谓体表摩擦，指水以平行的片流形态，以不同的速

度，沿着相对运动的人体或者物体的边界面向人体

或物体运动方向相反的方向运动时，由于流体的粘

滞性，当流体经过人体或物体时，会产生液体分子在

物体表面的浸润与黏着，使靠近物体或人体表面的

片流分子与人体表面上的水分子微粒相互作用发生

摩擦。片流与其波及的外层片流的摩擦层层波及构

成边界层水流，流体受粘滞性所引起的切应力制动

作用的总和就是流体施加在物体或人体表面的体表

摩擦阻力。体表摩擦阻力与流体流经体表的速度、

物体浸水表面积大小及体表的摩擦系数有关。由此

可见，皮肤光滑程度、泳衣的材料、身体姿势等都影

响着表面阻力。但在游进过程中，随着速度增加，三

种阻力中增加幅度最小的是表面阻力（Toussaint et
al .，1988）。同时它在游进阻力中所占比例也是最

小的

Sharp 和 Costill 在 1990 年指出：剔掉头发和体

毛可以减小运动员所受的体表摩擦阻力。但同未剔

过毛发的运动员相比，他们每个动作周期所释放出

的能量会有一定程度的减少。因为运动员利用前臂

划水，通过水的反作用力制造推进力，如果剔掉前臂

的体毛，则只会对划水效果造成不利影响。同佩带

泳帽一样，身着一件紧附身体、光滑的鲨鱼装会使人

体表面变得更加光滑。

3 鲨鱼装的基本原理

虽然表面阻力在游进阻力中所占比例也是最小

的，但在高水平的比赛中，百分之一秒的差距就会创

造出新的纪录。所以，减小表面阻力是至关重要的。

这样的观点并不是近年才提出的，各种新装备被广

泛地应用在滑雪、公路自行车及短道速滑等竞速比

赛中，旨在减少空气对人产生的摩擦阻力。Speedo
公司研发的鲨鱼装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所使用的材

质。为了模仿鲨鱼皮，Speedo 的研发人员在泳装的

表面添加了垂直状的树脂条纹（见图 1 . 1 和图 1 .
2［8］）。设计者想利用这种条纹创造出垂直的微小涡

旋，从而使水流贴近人体表面，以减少水花及泡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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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这些位于泳装表面，肉眼不能看不到的被称

为“涡流制造器”的小条纹被认为能在泳装表面产生

微小的涡流，从而延缓涡旋形成点的出现（见 2 . 1 形

状阻力）。如果这种设想行之有效，那么鲨鱼装表面

的这些条纹设计会减小形状阻力，而不会增加摩擦

阻力。“涡流制造器”起效果的地方只有在涡旋形成

点附近，通常是在涡旋形成点的前方。但由于运动

员在一个动作周期中身体及躯干位置不断变化，使

得涡旋形成点的位置也不断地改变，鲨鱼装为了适

应这种变化必须在其表面全部设置这种“涡流制造

器”，包括水流结合处前的大范围面积，但位于这些

地方的“涡流制造器”又会增加阻力，从而中和在涡

旋形成点被减小的形状阻力；Speedo 公司的的官方

声明表示，在被动阻力实验中，鲨鱼装可以降低 7 .
5%的阻力［8］。

图 1.1 鲨鱼状表面（肉眼观察）

图 1.2 在电子现微镜下观测到的鲨鱼装表面结构

Speedo 的鲨鱼装的另一特性是设置在泳衣表面的沟

渠形纹路［8］。它的设计初衷是使水流在这些“水渠”

的引导作用下更加顺畅地流动。但这个设计存在一

定的问题，当沟渠形纹路与水流呈一定角度时，沟渠

形纹路就会阻碍水的流动，水作用于人体的阻力也

自然会变大。游泳者在水中游进时的，肢体与躯干

姿势会随时改变，水流方向与躯干、四肢表面的角度

也随时变化着，所以这样的沟形纹路也只会增大游

泳者所受的阻力。在蛙泳收腿动作中，由于收腿动

作方与水流方向相反，沟渠形纹路理所当然会大大

增加阻力。对于增加浮力的说法，近期的研究表明，

鲨鱼装只能在短时间内增加浮力。在实验中使用不

同湿度的鲨鱼装进行浮力测试，发现干的鲨鱼装确

实具备增加浮力的功能，但在被浸湿之后，这种功能

便消失了。可见，鲨鱼装只会在入水后短时间内具

有增加浮力的作用，如在一场短距离的比赛中，条件

是鲨鱼装在入水前必须是干的；研究运动员所受重

力与浮力的合力也是相当重要的，在游进过程中，重

力与浮力的合力中和了使腿部下沉的转矩，而腿部

下沉则会破坏流线形，从而增加形状阻力。游泳运

动（尤其在自由泳及仰泳）中的打腿动作最主要是抵

抗使腿下沉的扭矩，防止腿部下沉。这也是为什么

鲨鱼装在小腿部位不能使用降低水流阻力的材料。

如果小腿部位也采用降阻设计则水给人的反作用力

就会减小，那么运动员就需要用更大力量打腿，防止

腿部下沉，以保持身体流线形。能增加腿部浮力的

泳装当然对保持运动员的流线型身体姿势有积极作

用。

现阶段的讨论主要围绕着 Speedo 公司的鲨鱼

装，因为大部分的运动员都使用这个牌子的泳衣，其

他一些品牌，如 adidas，和 Mizuno 都利用不同的原

理设计泳衣，如 adidas 的“革命性”泳衣。厂商称这

种泳衣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利用弹性材料使泳衣紧贴

身体表面，减少肌肉和皮肤的振动，降低肌肉疲劳程

度，从而防止技术动作变形，以提高游进效率。它也

相当于一层相对与人静止的皮肤，防止水与身体接

触。泳装表面的特氟伦涂层能增加人所受浮力［9］。

4 鲨鱼装利弊分析

［1］假设鲨鱼装在不影响推进力及引起游泳者多余

能量损耗的前提下能减小阻力，那么最好的测试方

法就是在同样的条件下测试穿着鲨鱼装和未穿着鲨

鱼装的运动员。Toussaint 使用由他本人在 1988 年

发明的动态阻力测试装置（M.A. D system）完成了这

项试验［4］（见图 1）。根据相关理论：当运动员匀速

游进时，他所受的阻力与推进力相等（Vart 1987），

Toussaint 在实验中让运动员通过蹬池边一块与传感

器相连的板出发滑行，通过测试板的受力情况与运

动员前进速度，就能测试出动态阻力大小［4］。6 名

男性与 7 名女性运动员参加了此实验，他们分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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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传统的泳装和包裹了颈部以下、踝部以上身体的

鲨鱼装。试验得出的结论是：鲨鱼装能减少 2%的

阻力［1］，这与 Speedo 标称的 7%差距很大。对测试

不同的运动员得出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在通

常情况下，鲨鱼装对减小阻力没有明显效果。

图 2

图 3

2000 年 奥 运 会 中，各 大 泳 衣 厂 商（ 尤 其 是

Speedo）几乎为每位运动员都提供了鲨鱼装，但使用

鲨鱼装的选手的成绩并没有取得显著进步。与历史

上因游泳竞赛规则改变而引发的运动员成绩增长相

比，这些成绩进步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了。通过分析

1968年 至 1996 年 间 美 国 奥 运 游 泳 选 手 的 成 绩，

Stager（USA）总结出了多个游泳成绩预测公式，如果

鲨鱼装真的能提高游泳成绩，那么 2000 年悉尼奥运

会中运动员所创造的新纪录应该大大超出公式计算

出的成绩，但实际上除了女子 200m 蛙泳成绩与预

计成绩有较大差距，女子 100m 蛙泳成绩超出预计

成绩外，本届运动会中运动员的成绩只是与预测出

的成绩基本吻合。阻力会因速度增加而成平方比增

加。如果按照 Speedo 的说法：鲨鱼装能减小 7.5%

的阻力。那么游进速度就会增加 2.5%，以 100m 自

由泳为例，49s 的成绩就能被提高 1.2s，但在 2000 年

奥运会中打破男子 100m 爬泳纪录的运动员只将原

纪录提高了 0.34s，而且他穿着的只是一条包裹了腰

部至踝关结部位的鲨鱼装。

通过运动员对鲨鱼装的选择情况可以看出，一

部分运动员衷情于鲨鱼装，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择不同类型的鲨鱼装（包裹部位不同见图 3［8］）。

一些人则完全对鲨鱼装不感兴趣，他们认为穿上鲨

鱼装只会妨碍他们的表现，鲨鱼装剥夺了他们在水

中的感觉，而这些皮肤对水的本体感受的丧失会使

得技术动作严重变形。此外，鲨鱼装的紧身式设计

被认为阻碍了所有泳姿中手臂和肩部的运动，以及

蛙泳中膝关节的活动。此外，鲨鱼皮的结构并不适

用于人类，因为鲨鱼的身体形状本身就是较完美的

流线形，但人类的身体外形则是很不规则的，而且人

类的游泳姿势会创造出大量的湍流。

在实践中，一些运动员确实通过鲨鱼装提高了

成绩，但鲨鱼装制造厂商所提出的理论并不是使他

们进步的原因。一些运动员的技术动作存在缺陷，

如自由泳和仰泳中身体多余地左右摆动，及蝶泳中

身体起伏太大等。这些多余的动作会增大形状及波

浪阻力，运动员又必须花更大的力量来克服这些多

余的阻力。由于鲨鱼装紧绷于人体表面，正因如此，

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体关节的活动，这样的特

性正好使得有多余动作，或者技术动作范围过大的

运动员受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鲨鱼装甚至是规范

了他们的技术动作。

5 结论

5 .1 对于个别的运动员，鲨鱼装有可能会提高自由

泳及蝶泳的成绩。

5 .2 鲨鱼装不会提高蛙泳的成绩。

5 .3 浸泡在水下较长时间后，鲨鱼装会吸收大量的

水，此时鲨鱼装会影响运动员的表现，故在长时间训

练和全程距离在 200m 以上的游泳比赛中不宜使用

鲨鱼装。

5 .4 紧身效果特别好的鲨鱼装不仅会妨碍肩、肘、

腰、膝等关节的活动，也会影响出发及蹬边转身动作

的完成。

5 .5 鲨鱼装对减小体表摩擦阻力有一定效果。

（下转第 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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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这也为研究所证实。据牛兴华 1985 年的报道

“在对待从事体育运动问题上，独生子女家长与非独

生子女家长的态度有明显差异，前者希望率仅为

13.8%，后者为 24.6%，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家长”。

但以笔者的调查结果来看，历经了 20 年的社会发展

变化以后，年轻一代家长对待子女从事体育运动的

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独生子女的家长与非独生子

女的家长在对待子女从事体育竞技训练的态度上不

存在差异，这说明独生子女家长的态度对我国后备

体育人才队伍不再构成潜在的消极影响，也即体育

不再是人们长期认为的“没有出息”的“末路”，而是

受国家和人民充分肯定的、崇高和伟大的事业。另

一方面也是“望子成龙”的共同心态在年轻家长身上

的体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观念的转变，无

论是独生子女家长还是非独生子女家长，都希望自

己的子女能有所作为。

3 .3 .3 不同学历的家长的态度研究。学历是文化

的标志之一，它影响着人的思维过程，学历的高低影

响人们处理问题的方法，调查结果显示，学历不同的

年轻家长对子女从事竞技体育训练都持相同的态

度，不受学历高低的影响，这说明竞技体育运动已被

人们所接受。

4 结 论

4 .1 江浙沪年轻家长对子女从事体育训练的态度

坚持水平较高，与前十几年其他专家的调查研究结

果相比，态度较以前明显。

4 .2 虽然不同职业的年轻家长对子女从事竞技体

育训练的态度在坚持性水平上存在一定的变化趋

势，但除了军人和农民职业的年轻家长的态度坚持

性存在差异外，其他职业的年轻家长之间在坚持性

水平上均不存在差异。

4 .3 子女的性别、独生和非独生以及家长的文化程

度对年轻家长在子女从事竞技体育训练的态度上没

有影响。

4 .4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社会结构单一、居民收入

均等、贫富差距很小，国家对体育后备人才的福利待

遇、工作安排都有保障，这一体制对农村家长的吸引

力较大。

4 .5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正进入攻坚阶段，江浙沪地

区体育行政管理部门要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对策，

改革和完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制，保障江浙

沪地区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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