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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摇帆模拟器对我国优秀男子帆板运动员 
摇帆素质的测试 

 

孙  兵26 

（淮海工学院 体育教研部，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      要：运用摇帆模拟器对 5 名优秀选手进行测试后发现，随着摇帆时间的延长，优秀运动

员体能也会下降，但摇帆中的主要指标是逐步减小的，摇帆变得越来越稳定。运用摇帆模拟器训

练时，要强调回帆时的放松意识，降低回帆速度。可以通过在摇帆模拟器上解决回帆速度的均匀

性来解决我国运动员在水上回帆技术环节薄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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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makings of excellent male sailboard players in China 
SUN Bing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Lianyungang 222005，China） 
 

Abstract: Having tested 5 excellent players by using a sail waving simulator, the author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s the sail waving time increased, the physical strength of the excellent players would dwindle, but the 

main indexes for sail waving were reduced gradually, and sail waving became more and more unstable. When train-

ing the players by using a sail waving simulator, the coach should emphasize the consciousness of relaxation when 

returning the sail, and the reduction of the sail returning speed. The problem of the players in China having a weak 

sail returning technique on the water can be solved by training the players to return the sail at an even speed on the 

sail waving simul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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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国际帆联放开帆板摇帆规则限制后，摇帆

就成为帆板比赛中重要的技战术和制胜的关键。摇帆

是帆板在正常行驶过程中，运动员对帆具施以节律性

的摇动，使其产生飞鸟扑翼似的运动，以增加帆的空

气动力，使板体得以加速的作用过程。但摇帆比不摇

帆时要费力得多，研究表明，与不摇帆时相比,摇帆使

能量消耗和心肺反应值提高了近 3倍，因此，在一次

45 min 的帆板比赛中频繁摇帆的策略使帆板运动成为

一种高要求的有氧运动[1]。如何通过训练提高运动员

在水上的摇帆能力的研究也成为教练员和科研工作

者的研究重点。我国帆板运动员在雅典奥运会上取得

优异的成绩与近几年我国非常重视运动员的体能训

练和摇帆技术的训练不无关系。而且雅典奥运会的帆

板比赛场地在比赛期间以中小风为主，这恰好有利于

发挥我国选手摇帆能力较强的特点。2008 年奥运会青

岛帆板比赛场地也是以小风天气为主，因此加强对运

动员摇帆能力培养的相关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摇帆模拟器是帆板运动专项训练和评价的重要

工具。系统基本原理为运动员的摇帆动作通过模拟桅

杆和帆杆转化为拉索的直线运动，再通过拉索带动阻

力源，阻力源提供的等动阻力能很好地模拟驶帆时空

气动力或摇帆时风帆气动力与风帆行风矢量合成的

气动力。实现不同风段、不同风速和不同强度的摇帆

训练。实际上摇帆模拟器用于评价帆板运动员体能水

平是一个非常简便、实用的工具。摇帆模拟器不仅可

以用来进行摇帆动作技术的训练，同时也是一个很好

的专项力量训练的工具。10 多年来，摇帆模拟器在我

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仅在国家队、省队甚至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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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线队伍都在广泛使用。 

但是由于摇帆模拟器在用力形式上与水上存在

一定的差异，使得教练员在对模拟器的使用及其功效

的认识上有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它不是一种“很好

的专项力量训练的设备”，甚至一些国内教练员在训

练中完全排斥摇帆模拟器。摇帆时要充分利用身体重

量向下和上风拉帆杆，使帆具开始摇动，随着帆具的

摇动，需要加速，为达到此目的，腿部由屈曲状态伸

直，当动作完成得恰到好处时，帆具达到相当大的速

度。最后运动员应该完全在板上站直。随着帆具继续

加速，手臂逐渐拉帆靠近身体，最后手臂爆发性地向

内收帆[1]。可见摇帆动作是一项全身性的动作，需要

动员人体上、下肢以及腰腹的众多肌群来完成。目前

还没有一种比摇帆模拟器更好地模拟摇帆时用力特

点的专项力量训练器材，利用摇帆模拟器进行帆板力

量训练的研究还不多见。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05年初对在海口集训的5名国家帆板队队员进

行了测试。他们均为国家帆板队的一线主力队员，包

括 2004 年获得全国帆板锦标赛男子团体冠军的全部

主力队员和曾经两次参加奥运会帆板比赛的周元国

和 2004 年全国帆板锦标赛男子米氏板冠军王爱忱。 

1.2  测试方法 

本文在国内帆板界首次使用武汉理工大学郑伟

涛[7]研制的“位移速度测试系统”对国家男子帆板运

动员进行摇帆模拟训练测试。通过与教练员的交流了

解到，根据不同的风力、不同比赛阶段和不同的比赛

局面下摇帆是间断进行的，简单的说就是根据比赛的

需要来进行摇帆，常用的摇帆时间主要有 10 s、30 s

和 50 s，例如起航时的摇帆时间大约是 10 s，中小风

条件下，途中摇帆时间持续 30～50 s。所以我们测量

一名队员在 10 s、30 s 和 50 s 时间内摇帆模拟器上的

表现，以分析测试对象在摇帆模拟器上的综合表现。 

测试系统由一个传感器、回绳转向和数据转化和

存储显示 3个部分组成。通过传感系统将位移等物理

量变为电信号，经过模数转化系统，将模拟量转化为

数字量，传入计算机。通过测试可知拉索的位移，进

而可计算出其它的技术指标，用于分析摇帆的技术。 

由于该系统能够很好地模仿帆板摇帆基本动作，

因此在该系统上的训练能够较好地结合专项的特点。

在教练员的建议下，我们将“回绳”一端固定在摇帆

模拟器的帆杆上，跟踪监视帆杆的移动。从而得到摇

帆动作中的帆杆位移、移动速度、加速度、频率等指

标，由于现在还无法实时测到运动员作用在帆杆的

力，因此也无法得到力、功率和功等指标。 

一名运动员在摇帆模拟器训练时拉绳的位移 x、

速度 v、加速度 a 随时间变化曲线。从图 1 中可以看

出，随着拉索向后拉，拉绳的速度 v 从零逐渐增大，

达到最大之后再逐步减小至零。相应的加速度 a 也从

零逐步增加，达到最大之后开始减小；在速度达到最

大时，加速度为零；随后加速度由零变为负值，又由

负值变回到零。此外还可以获得摇帆次数、频率、行

程等指标。 

1)平均拉绳速度 vpull、平均放绳速度 vpush。 

每次摇帆动作时都会产生一个最大拉绳速度和

一次最大放绳速度，将一次测试中最大拉绳速度和最

大放绳速度取均值分别定义为平均拉绳速度 vpull、平均

放绳速度 vpush。 

2)平均拉绳加速度 apull、平均放绳加速度 apush。 

每拉一次绳加速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加速度也

会出现一个峰值，将此峰值分别取均值定义为平均拉

绳加速度 apull、平均放绳加速度 apush。 

3)放拉比 Rt。 

每次摇帆动作中，将放绳的时间 tpush 与拉绳的时

间 tpull定义为放拉比Rt，即：      。 

 

2  结果与分析 
由表 1、2 不难看出，随着摇帆时间的延长，摇

帆拉绳速度和加速度都在逐步减小，说明体能在逐步

下降,这属于正常现象；但由表 2看出，从整体来看接

受测试的对象拉绳速度和加速度以及行程的标准差

在逐步减小，说明各项数据趋于稳定，反映出随着摇

帆时间的增加，优秀运动员在摇帆中主要指标的起伏

是逐步减小的，摇帆变得越来越稳定。 

另外一方面，5 位运动员的身高有一定差异，正

常来说，身高较高的选手其摇帆行程较长，但实际结

果却有所差异，1号选手的身高比 4号和 5号高出 11 

cm，但他的摇帆行程反而比 4 号和 5 号短，2 号的身

高在 5 名选手中居第二 wug，但他的摇帆行程却是最

短的。而这 4名选手的平均摇帆频率相差不大，这说

明 4号和 5号选手的摇帆技术比较好，虽然身高较低，

但能够充分合理地调动全身的力量，使摇帆行程达到

最大。而且通过比较 5名选手的速度、加速度、行程、

频率在不同摇帆时间下的标准差，不难发现 4 号和 5

号选手的标准差较小，这也说明 4号和 5号选手的摇

帆动作比较稳定。通过与教练员的交流也证实 4号和

5号选手是队中技术最好的 2名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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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5 名受试对象的测试结果 )( sx ±  

编号 t/s 次数 vpull/(m·s-1) apull/(m·s-2) vpush/(m·s-1) apush/(m·s-2) 放拉比 行程/mm 频率/(次·min-1)

10 19 0.61±0.07 7.36±0.63 0.72 8.43 0.88 120±50 114 

30 62 0.53±0.04 6.91±0.6 0.65 7.89 0.89 90±10 126 1号 

50 103 0.51±0.03 6.31±0.44 0.65 7.43 0.95 90±10 123 

10 21 0.56±0.05 8.11±0.36 0.68 8.91 0.85 90±20 126 

30 62 0.49±0.06 7.44±0.64 0.62 8.28 0.88 80±10 124 2号 

50 104 0.52±0.03 7.58±0.53 0.66 8.53 0.88 90±10 125 

10 19 0.65±0.08 7.29±0.55 0.73 8.26 0.87 120±30 114 

30 59 0.59±0.05 7.26±0.48 0.7 8.2 0.91 100±20 118 3号 

50 76 0.53±0.04 6.66±0.48 0.64 7.48 0.88 100±10 91 

10 22 0.6±0.03 7.98±0.28 0.69 8.71 0.9 90±10 132 

30 60 0.54±0.03 7.25±0.39 0.69 8.28 0.91 100±10 120 4号 

50 101 0.5±0.02 7.03±0.44 0.66 8.1 0.86 90±10 121 

10 20 0.63±0.03 8.67±0.41 0.66 8.93 0.97 100±10 120 

30 62 0.58±0.03 7.98±0.35 0.62 8.24 0.98 100±10 124 5号 

50 93 0.59±0.02 7.91±0.33 0.65 8.22 0.97 110±10 112 

 

表 2  5 名受试对象部分指标的测试结果 

2项指标均值的平均 3项指标标准差的平均 
t/s 

vpull/(m·s-1) apull/(m·s-2) vpush/(m·s-1) apush/(m·s-2) 行程/mm 

10 0.61 7.882 0.05 0.45 24 

30 0.55 7.37 0.04 0.49 12 

50 0.53 7.10 0.03 0.44 10 

从图 1可以看出，运动员的拉绳速度在 50 s 的过

程中是比较均匀的（图中的分段方法采用 5 次取平均

值的方法），但是回绳的速度不很均匀，这是一个很普

遍现象。测试中运动员在摇帆时存在一个普遍问题是

回放速度不够均匀，忽视回放速度的重要性。回放好

不仅使运动员能够充分放松，而且回放帆时也能使帆

板得到进一步加速。所以，利用测功仪进行训练，教

练员、运动员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特别注意保

持回放速度的均匀。

 

 
图 1  50 s 摇帆模拟器训练时速度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一般认为，在摇帆时，拉的速度、加速度要高于 放的速度、加速度，通过测试发现在模拟器上情况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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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如此。由表 1 可以看出，放的速度、加速度要高于

拉，而且放拉比 Rt都小于 1，说明放的时间要短于拉

的时间。 

很显然，摇帆模拟器上的用力方式和水上实际的

用力方式在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然而在以往的研究

及日常的训练当中，教练员很少正确认识这一点，在

训练上对运动员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为了使摇帆模

拟器的训练与实际摇帆方式和动作尽可能一致，就必

须要求运动员回绳时有意识地放松身体，延长回绳时

间。这样的用力方式才可能与水上技术动作一致。同

时测试结果也表明，摇帆模拟器比较适合进行专项体

能训练，通过它来检验专项体能训练的效果，还可以

通过它的训练来解决动作的协调能力、连贯性、平衡

能力的提高问题。 

 

通过研制的位移速度测试设备，对备战 2005 全运

会的优秀男子帆板选手进行了摇帆模拟器的摇帆素质

测试，揭示了摇帆模拟器训练的一些规律，研究结果

也填补了一些以往研究摇帆模拟器训练的空白，为利

用摇帆模拟器进行科学的训练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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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求 体 育 本 质 的 意 义  
体育的本质是体育理论研究的焦点和重点，体育

理论体系其实就是围绕体育本质展开的。在探求一种

我们无法把握或者认识模糊的事物的时候，有两种研

究的方法，一种是接近它，按照一定的标准，不断地

分解，然后从局部到整体进行全面的认识；另一种方

法就是远离它，将它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上，来认识它

的形状和轮廓。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方法，都有

其认识的局限性，都受到一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

们的认识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是可以无限发展的。

所以在探求事物本质的道路上，我们的研究也是无止

境的。 

本质与“现象”是相对。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

是事物内部相对稳定的联系，由事物所具有的特殊矛

盾构成。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本质

的外在表现。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相互区

别：本质比现象深刻、稳定；现象比本质丰富、生动、

易变。两者又相互统一：本质决定现象，总要表现为

一定的现象；现象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体现本质，它的

存在和变化总是从属于本质。现象可区分为真象和假

象。假象是本质的一种歪曲的表现。任何事物都是本

质与现象的统一。透过现象把握其本质是科学的基本

任务。 

研究体育的本质其实就是研究体育的性质，当然

也包括体育的价值和意义。最简单的命题就是：“体

育是什么？”认识到“体育”的性质，我们才能真正

把握其结构和功能，才能真正发掘它的价值。否则，

我们就会把把其他事物的价值，牵强附会到“体育”

上，也会在实际的工作中舍弃“体育”的属性，而使

“体育”工作偏离目标和价值。 

 

 

(王苏杭  河南新乡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