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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赛艇优秀运动员运动素质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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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首都体育学院 运动训练学教研室，北京 100088；2.陕西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为揭示赛艇运动员各项运动素质与 2 000 m测功仪成绩的关系。根据训练计划安排，
定期、多次对优秀女子赛艇运动员的相关运动素质及专项 2 000 m测功仪成绩进行系统测试。研
究结果显示，在第 1次测试时，全力 2 000 m测功仪成绩与全力 5 000 m(r=0.94)、全力 500 m测
功仪(r=0.74)和最大力量卧拉(r=-0.66)、最大力量深蹲(r=-0.56)、最大力量卧推(r=-0.54)成绩高度相
关；全力 2 000 m测功仪成绩与全力 100 m测功仪成绩不呈显著性相关（r=0.46，P>0.05）。在第
2次测试时，全力 2 000 m测功仪成绩与全力 5 000 m(r=0.93)、全力 500 m(r=0.87)、全力 100 m
测功仪(r=0.73)和最大力量卧拉(r=-0.68)成绩高度相关。全力 2 000 m测功仪成绩与最大力量卧推
(r=-0.48，P>0.05)、最大力量深蹲(r=-0.18，P>0.05)成绩不呈显著性相关。在第 3次测试时，全力
2 000 m测功仪成绩与全力 500 m(r=0.92)、全力 5 000 m测功仪(r=0.85)和最大力量卧拉(r=-0.62)、
全力 100 m 测功仪(r=0.58)成绩高度相关；全力 2 000 m 测功仪成绩与最大力量卧推(r=-0.32，
P>0.05)和最大力量深蹲(r=-0.38，P>0.05)成绩不呈显著性相关。研究结果说明优秀女子赛艇运动
员各项运动素质与测功仪 2 000 m成绩之间是一个动态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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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ers and the 2,000m ergometer 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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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quatic Sports Administrative Center of Shaanxi，Yangling 712100，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ed the 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sports capacities of racing boat rowers and the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the authors systematically tested related sports capacities of excellent female racing boat 

rowers and the event specific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for multiple times regularly according to the ar-

rangement of the training plan,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t the first test, the full power 2 000 m ergome-

ter measurement is highly correlative with the full power 5 000 m measurement (r=0.94), full power 500 m ergome-

ter measurement (r=0.74), maximum power supine pulling measurement (r=-0.66), maximum power deep squat 

measurement (r=-0.56), and maximum power supine pushing measurement (r=-0.54); the full power 2 000 m er-

gometer measurement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ive with the full power 1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r=0.46, 

P>0.05); at the second test, the full power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is highly correlative with the full power 

5 000 m measurement (r=0.93), full power 500 m measurement (r=0.87), full power 100m ergometer measurement 

(r=0.73), and maximum power supine pulling measurement (r=-0.68); the full power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

ment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ive with the maximum power supine pushing measurement (r=-0.48, P>0.0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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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imum power deep squat measurement (r=-0.18, P>0.05); at the third test, the full power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is highly correlative with the full power 500 m measurement (r=0.92), full power 5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r=0.85), maximum power supine pulling measurement (r=-0.62), and full power 1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r=0.58); the full power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is not significantly correlative with the 

maximum supine pushing measurement (r=-0.32, P>0.05), and maximum power deep squat measurement (r=-0.38, 

P>0.05).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various sports capacities of excellent female racing boat 

rowers and the 2 000 m ergometer measurement is a dynamic relation, but not a constant relation. 

Key words: sports training；racing boat; ergometer；sports capacities；excellent athlete 
 

目前，对赛艇运动员训练监控的研究很多，但选

取训练过程中某一时间点、单次研究运动素质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关系的居多[1-3]。而且，这些研究多数仅

凭一次测试所获得的相关运动素质、生理、生化数据，

通过数理统计建立逐步回归方程的方法去预测未来的

专项运动成绩。笔者认为，这种横向、静态、不系统、

不连续的赛艇训练监控研究，不能及时准确获得运动

员不同运动素质及专项成绩的变化情况，因而也不能

准确反映训练过程中不同运动素质与专项成绩之间关

系的动态变化情况。这种训练监控方式不能为教练员

对训练过程实施有效控制提供有用的信息。 

鉴于此，本研究通过在实际训练过程中，根据训

练计划的安排，定期、多次对优秀女子赛艇运动员的

相关运动素质及专项 2 000 m 测功仪成绩进行系统测

试，获取运动员运动素质及 2 000 m 测功仪成绩变化

的相关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客观的解释

与评价，揭示在训练过程中，各种运动素质水平变化

与专项 2 000 m 测功仪成绩变化的动态关系，为教练

员更好地控制训练过程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 

以 14 名具有国家级水平的中国赛艇女子公开级

运动员((20.9±4.3) 岁，身高(178.2±3.3) cm，体重(73.8

±3.1) kg)作为本研究的对象，他们的平均训练年限为

(5.3±4.3) 年，所有的研究对象都参加过国内、国际比

赛，熟悉本研究的测试程序及研究目的。 

2)测试程序与方法。 

    本研究的测试是训练计划的一部分，2005 年在备

战第十届全运会的过程中，在为期 15 周的训练时间

内，共进行了 3次运动素质和专项 2 000 m 测功仪成

绩的测试。第 1次测试在准备期训练的前 1周进行，

第 2次测试在准备期的第 7周进行，第 3次测试在准

备期的第 14 周进行。1、2、3 次测试采用相同的测试

程序，即在测试周，星期一的上午，首先进行全力 100 

m 测功仪测试，每位研究对象有 2 次测试机会，每次

测试至少间隔 5 min，取 2 次测试中的最好成绩记录；

1 h 后进行全力 500 m 测功仪测试，每位研究对象只有

1 次测试机会；下午进行卧推、卧拉和深蹲 3 项最大

力量测试，每位研究对象在每项最大力量测试中有 3

次测试机会，每次测试至少间隔 5 min，取 3次测试中

的最好成绩记录；星期三的上午，进行全力 5 000 m

测功仪测试，每位研究对象只有 1 次测试机会；星期

日的上午，进行全力 2 000 m 测功仪测试，每位研究

对象只有 1 次测试机会。每项测试前要求运动员进行

充分的准备活动。 

卧推、卧拉和深蹲 3 项最大力量素质采用训练用

杠铃进行测试。全力 100 m、500 m、5 000 m、2 000 m

测功仪测试采用 Concept II 赛艇测功仪进行，运动员

对上述测试器械的使用较为熟悉。 

3)统计方法。 

用 SPSS 统计软件对所获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用

SPSS 中 Descriptives 计算各变量的平均数和标准差( x

±s)；用 Wilcoxon 法对测试 1 与测试 2，测试 1 与测

试 3 各变量的变化情况进行差异显著性检验；用

Spearman 法进行相关分析。 

 

2  研究结果 
运动素质及全力 2 000 m 测功仪 3次测试结果、

成绩变化、相关系数，分别见表 1、表 2和表 3。 

 

表 1  运动素质与 2 000 m 赛艇测功仪 3次成绩测试结果( x ±s) 

测试次序 100 m/s 500 m/s 5 000 m/s 卧拉/kg 卧推/kg 深蹲/kg 2 000 m/s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18.4±0.5 
18.3±0.4 
18.2±0.3 

99.2±3.9 
96.7±1.7 
97.0±2.0 

1166.9±37.0 
1161.3±34.9 
1141.9±30.0 

52.9±16.3 
61.9±5.10 
64.3±4.90 

52.5±16.6 
61.9±6.40 
64.6±6.30 

79.6±44.6 
97.9±32.7 
109.6±12.7 

445.8±12.9 
438.9±11.7 
432.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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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运动素质与 2 000 m 赛艇测功仪测试成绩( x ±s)变化 

100 m  500 m  5 000 m 卧拉 卧推 深蹲  2 000 m 
比较1) 变化 

率/% 
P值 

变化 
率/% 

P值 
变化 
率/% 

P值
变化 
率/% 

P值
变化 
率/% 

P值
变化 
率/% 

P值 
变化 
率/% 

P值

1与2 

1与3 

-0.8±1.4 

-0.5±1.8 

0.088 

0.304 

-2.9±2.7 

-2.3±2.8 

0.005 

0.007 

-1.3±1.5 

-2.0±1.6 

0.022 

0.005 

10.5±4.7

12.9±5.8

0.003

0.001

12.1±5.0 

14.8±9.5 

0.002

0.002

7.8±6.2 

8.2±6.1 

0.007 

0.003 

-2.2±1.1 

-3.2±1.7 

0.002 

0.001 

1)1、2、3为第 1、2、3次测试 

 
表 3  运动素质与 2 000 m 赛艇测功仪测试成绩相关系数 

测试次序 100 m 500 m 5 000 m 卧拉 卧推 深蹲 

第 1次 

第 2次 

第 3次 

0.46 

 0.731) 

 0.582) 

0.741) 

0.871) 

0.922) 

0.941) 

0.931) 

0.851) 

-0.661) 

-0.682) 

-0.622) 

-0.542) 

-0.48 

-0.32 

-0.562) 

-0.18 

-0.38 

      运动员无氧非乳酸能力与 2 000 m测功仪成绩的相关程度：1)P<0.01；2)P<0.05 

 

3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显示，在为期 15 周的训练中，运动员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有了显著性提高(从第 1次到第 2次，从

第 1次到第 3次，时间分别减少了(-2.2±1.1)%和(-3.2

±1.7)%。 

运动员全力 100 m 测功仪成绩在 3次测试中虽然

没有显著性变化(P>0.05)，但是，运动员全力 100 m 测

功仪成绩与全力 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相关程度却发

生了变化，在第 1 次测试中，r=0.46(P>0.05)；在第 2

次测试中，r=0.73(P<0.01)；在第 3 次测试中，

r=0.58(P<0.05)。全力 100 m 测功仪成绩是反映运动员

无氧非乳酸能力的指标，Andrzej Petrykowski[3]的研究

表明，运动员全力 15 s 赛艇测功仪测试的平均功率值

(功率)与 2 000 m 测功仪测试成绩(时间)之间呈高度负

相关(r=0.660，P<0.05)[4]，这一结果与本研究有相似之

处，但由于上述研究结论是在训练过程中的某一时间

点上，仅对运动员进行 1 次测试而得出的，因此，这

一结论并不能准确反映在训练实践中运动员无氧非乳

酸能力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变化间的动态关系。在

我们的研究中，3 次测试运动员全力 100 m 测功仪成

绩与全力2 000 m测功仪成绩相关系数值的变化说明，

在第 1次测试时，运动员无氧非乳酸能力对2 000 m测

功仪成绩的贡献率较小，在第2次测试时，运动员的无

氧非乳酸能力对2 000 m测功仪成绩提高的贡献率较大，

在第3次测试时，虽然运动员的无氧非乳酸能力对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提高仍有较大的贡献，但是，其贡献

率比第 2次测试时要小一些。 

全力 500 m 测功仪成绩是反映运动员无氧乳酸能

力的指标。相关研究表明，运动员赛艇测功仪全力 500 

m 测试成绩（时间）与专项比赛成绩之间不呈显著性

相关(r=0.40；P>0.05)[2]。但是，在本研究中，当运动员

全力 500 m 测功仪成绩从第 1次测试到第 2次测试，

从第1次测试到第3次测试都有显著性提高的情况下，

运动员全力 500 m 测功仪成绩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

之间相关程度在发生变化，3 次测试的相关系数分别

为：第 1 次测试，r=0.74(P<0.05)；第 2 次测试，

r=0.87(P<0.05)；第 3 次测试，r=0.92(P<0.05)。该结果

显示，在 15 周的训练过程中，运动员的无氧乳酸能力

在逐渐提高，同时提高的无氧乳酸能力对运动员2 000 m

测功仪成绩提高的贡献率也在逐渐增加。 

最大有氧能力被认为是赛艇运动员最重要的一项

运动素质，训练中经常通过评价运动员最大有氧能力

的高低来预测运动员在比赛中的专项成绩。而赛艇测

功仪全力5 000 m或6 000 m的测试成绩是评价运动员

最大有氧能力和预测运动员专项 2 000 m 比赛成绩的

常用指标[4-6]。相关研究表明，全力 6 000 m 赛艇测功

仪测试成绩(时间)与运动员专项2 000 m成绩之间呈高

度相关(r=0.79；P<0.05)[2]。本研究中，运动员全力5 000 m

测功仪成绩在后两次测试中都有显著性提高。同时，3

次测试中全力5 000 m测功仪成绩始终与专项2 000 m测

功仪成绩之间呈高度相关，这进一步证明相对于其它

运动素质而言，最大有氧能力是赛艇运动员的主要运

动素质。但是，应该看到，在 3 次测试中运动员全力

5 000 m测功仪成绩与2 000 m测功仪成绩之间的相关

程度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第 1 次测试，r=0.94；第 2

次测试，r=0.93；第 3 次测试，r=0.85)。这一变化提

示，随着运动员全力 5 000 m 测功仪成绩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提高，他们之间的相关程度却在逐渐减

弱，说明在 15 周的训练过程中，运动员的有氧能力

对其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提高的贡献率在逐渐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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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力量素质也是影响赛艇运动员专项比赛成绩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 Purge[3]的研究中，最大力量卧拉

(r=0.63；P<0.05)和深蹲(r=0.62；P<0.05)与专项比赛成

绩之间高度相关[3]，因此，建议赛艇运动员在大力提高

有氧耐力的同时应该发展肌肉力量，以此增强运动员在

赛艇2 000 m比赛中的起动速度和冲刺能力。在我们的

研究中，15周的训练运动员的最大力量卧拉成绩有了显

著提高。3次测试运动员最大力量卧拉与2 000 m测功

仪成绩的相关系数值如下：第 1 次测试，

r=-0.66(P<0.05)；第 2 次测试，r=-0.68(P<0.05)；第 3

次测试，r=-0.62(P<0.05)。这一结果再次证明了运动

员最大力量卧拉成绩与2 000 m测功仪成绩高度相关，

同时也说明，在 15 周的训练中，虽然运动员的最大力

量卧拉成绩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是，运动员最大

力量卧拉对运动员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水平提高的贡

献率却没有显著性变化。 

在15周的训练中，运动员的最大力量卧推成绩水平

也有显著提高。3次测试运动员最大力量卧推与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相关系数值如下：第 1次测试，r=-0.54 

(P<0.05)；第 2次测试，r=-0.48(P>0.05)；第 3次，r=-0.32 

(P>0.05)。同样的，运动员的最大力量深蹲成绩水平也

有了显著提高。3次测试运动员最大力量深蹲与 2 000 

m测功仪成绩的相关系数值如下：第1次测试，r=-0.56 

(P<0.05)；第 2 次测试，r=-0.18(P>0.05)；第 3次测试，

r=-0.38 (P>0.05)。这些研究结果说明，随着运动员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水平的提高及最大力量卧推和深蹲

成绩水平的大幅度提高，运动员最大力量卧推和深蹲

与2 000 m测功仪成绩水平的相关程度却在逐渐降低，

这就意味着运动员最大力量卧推和深蹲对其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水平提高的贡献率在逐渐降低。 

 

本研究重要的发现在于：首先，在 15 周的训练过

程中，运动员无氧乳酸能力水平的提高对运动员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水平提高的贡献率在逐渐增大，而运动

员有氧能力对其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水平提高的贡献

率在逐渐减弱；其次，在 15 周的训练过程中，运动员

的无氧非乳酸能力水平没有显著性的变化，但是，随

着运动员 2 000 m 测功仪成绩水平的提高，运动员无

氧非乳酸能力与其 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关系却发生

了变化；第三，运动员 3种最大力量素质在 15 周的训

练过程中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它们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关系的变化却是不同的，最大力量卧拉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关系没有显著性变化，而最大力

量卧推和最大力量深蹲与 2 000 m 测功仪成绩的关系

却在逐渐减弱。 

本研究结果提示我们，训练过程中，某一运动素

质的提高幅度并不与其对专项成绩的影响程度成正

比，在某一阶段内如果某一运动素质提高幅度较大，

而它对专项成绩提高的影响程度却在降低，这只能说

明在现有的专项成绩水平下，这一运动素质水平的提

高不能影响专项成绩的提高或对专项成绩提高的影响

较弱。当然，也存在某一阶段，某一运动素质或某几

个运动素质在水平不变、变化较小或降低的情况下，

随着专项成绩水平的变化，这些运动素质对专项成绩

的影响程度也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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