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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究羽毛球单打模拟比赛和杀上网多球练习的能量供应特征。方法：12名

羽毛球运动员分别进行1场羽毛球单打模拟比赛和1次多球杀上网练习（10次×6组，运动

间歇为1：2）。使用便携式气体代谢仪和血乳酸测试仪对运动过程中的能量代谢指标进行

测量和分析，运用基于运动后过量氧耗的快速部分、运动中累积血乳酸和运动中累积摄氧

量对模拟比赛和多球杀上网练习的能量供应进行计算。结果：不管所在比赛局数和所属输

赢双方，羽毛球模拟比赛的能量供应以有氧供能为主（87.5%～95.4%），磷酸原供能为辅

（3.6%～10.9%），糖酵解供能参与有限（1.0%～2.3%）；多球杀上网练习每组的能量供应以磷

酸原供能为主（52.7%～57.0%），有氧供能为辅（31.8%～40.7%），糖酵解供能最低（2.8%～

13.9%）。结论：国内外对该项目能量供应的认识低估了有氧供能比例的重要性，运动间歇

比为1：2的杀上网多球练习在能量供应方面与模拟比赛有较大差异。建议增加对羽毛球运

动员有氧能力的重视，并考虑采用更长间歇时间的多球练习，来提高羽毛球训练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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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Energy supplying characteristics of badminton singles simulation match

play and specific multi-ball strokes drill was researched.Methods: 12 singles badminton players

participated in one badminton match play and specific multi-ball strokes drill (10 strokes×6 set,

intermittent ratio of each set 1:2), we utilized a portable gas analyzer and a blood lactate analyz‐

er to measure and assess the relative parameters of the energy metabolism indicators during exer‐

cise. The energy supplying of simulated badminton match play and specific multi-ball strokes

drill were calculated with the method based on the fast component of oxygen debt and accumu‐

lated blood lactate and oxygen uptake during test.Results: Regardless of the number of games

and the winners or losers, the relative energy supplying of simulated badminton match play is

dominated by aerobic energy system (87.5%～95.4%), supplemented by ATP-CP system (3.6%～

10.9%), and limited by glycolysis system (1.0%～2.3%). The relative energy supplying of spe‐

cific multi-ball strokes drill is dominated by ATP-CP system (52.7%～57.0%), supplemented by

aerobic energy system (31.8%～40.7%), and lowest by glycolysis system (2.8%～13.9%).Con‐

clusi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aerobic energy supplying in badminton has been underestimated

at home and abroad, there is a great difference in energy supplying between the specific multi-

ball strokes dril which work intermittent ratio is 1:2 and the simulated badminton match. It is

suggested that we should put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aerobic ability of badminton players

and the longer intermittent ratio of each set multi-ball drill should be considered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badminton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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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羽毛球属于一项间歇性高强度运动（王欣欣 等，

2019）。比赛中运动员需要在约 28～78 min 内（局均时长

约 10～21 min）完成约 82～119 个回合的击球，其中，单个

回合时长约为 6～12 s，回合击球数约为 5～12 拍，回合时

长占总比赛时间的约 23%～25%（Abdullahi et al.，2017；

Abián et al.，2014；Abianvicen et al.，2013；Arslanoglu et al.，

2009；Chen et al.，2008；Faude et al.，2007；Gawin et al.，2015；

Laffaye et al.，2015；Leong et al.，2016；Savarirajan，2016；Vall‐

decabres et al.，2017）。这些回合的完成涉及多次变向、跳

跃和击球，使得比赛回合强度可达 95% 最大心率。但由

于回合间间歇的存在（回合与间歇比约为 1：2～1：4.7）

（Abdullahi et al.，2017；Gawin et al.，2015；Laffaye et al.，

2015），羽毛球比赛的平均强度并不高，72.6%～74.8% V·O2max，

70%～85%最大心率，血乳酸1.98～4.6 mM（Faude et al.，2007；

성 et al.，2016）。

能量供应特征是认识项目特征和制定训练计划的重

要依据（黎涌明 等，2014b）。作为一项间歇性高强度运

动，羽毛球比赛对运动员的能量供应有着特殊的要求，有

文献报道，羽毛球比赛的有氧供能比例约为 60%～70%

（Lieshout et al.，2003）；但也有研究认为，羽毛球比赛以

无氧供能为主（李春雷，2016；林文弢 等，1996；盛怡

等，2017）。然而，这些对羽毛球比赛能量供应特征的认

识并非基于实验研究，且这些报道的数据均低于由全力

运动时间与有氧供能比例关系得到的推算值（＞96.8%）

（黎涌明 等，2014a）。这表明，现有的认识可能低估了羽

毛球比赛中有氧供能的重要性，导致训练中强度安排的

经验化，田径场多组 400 m 跑和场地短间歇的多球/步法

练习等“耐乳酸”训练成为现有羽毛球训练中的常用方

法。这些训练方法是否符合项目的能量供应特征有待进

一步研究。

本研究拟对羽毛球模拟比赛（单打）和杀上网多球练

习进行能量供应特征的研究，研究假设以往对羽毛球模

拟比赛供能特征的认识低估了有氧供能的重要性，现有

羽毛球多球练习对供能系统的刺激针对性不强。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 12名具有羽毛球训练经验的运动员分别

进行 1 次羽毛球模拟单打比赛和 1 次羽毛球多球练习，并

对运动过程中的生理学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2 次测试

在 2 天内完成，中间间歇＞12 h。测试所处环境温度、湿

度和气压分别约为 27℃、65%和 1 002 mbar。

1.1 测试对象

12 名健康羽毛球单打运动员自愿参加本次研究，并

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男运动员（n=8）年龄、身高、体重

和羽毛球训练年限分别为 18.6±3.4 岁、182.0±9.3 cm、

71.3±18.2 kg 和 10.9±3.0 年；女运动员（n=4）对应的信息

分别为16.5±2.5岁、168.7±3.9 cm、55.0±5.9 kg和9.2±2.6年。

受试者运动水平为国家二级运动员及以上（包括 6名国家

一级运动员）。受试者测试前 1 天无剧烈运动，测试当天

正常饮食，但需要确保摄入足够的碳水化合物。测试前

受试者熟悉测试流程和测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和不

适。测试中受试者严格按照测试要求进行运动。

1.2 测试流程

1.2.1 模拟单打比赛

12 名运动员分为 6 对进行 6 场模拟比赛，确保对打双

方运动水平尽可能相近。比赛严格按照国际羽毛球联合

会的规则进行，比赛中，当领先的一方得到 11 分时，双方

有 60 s 休息，两局比赛间，双方运动员有 2 min 的休息时

间。为便于测试信息采集，双方在模拟比赛中未交换场

地。模拟比赛由 1 名国家级裁判员执裁。为了尽可能模

拟真实的比赛情境，分别给予胜负双方不同金额的奖金

激励。具体测试流程见图 1。正式测试前对打双方进行 15

min的对打练习和动态拉伸。之后，静坐 10 min并在此期

间佩戴便携式气体代谢仪（K4b2，CosMed，Italy）和心率带

（Polar Accurex Plus，Polar Electro Oy，Finland）。测试前严

格按照厂家要求对便携式气体代谢仪进行气压、气体浓

度和气体量的校准（标准气体中 O2浓度为 15.00%，CO2浓

度为 5.09%，气筒容积为 3 L）。采集准备活动前后即刻、

第 1 局前即刻、两局间间歇的第 1 min、比赛结束后第 1、

3、5、7 min 的耳血各 10 μl，并运用血乳酸分析仪（Biosen

C_Line，EKF，Germany）对血样进行分析。

运用基于运动后过量氧耗的快速部分、运动中累积

血乳酸和运动中累积摄氧量的计算方法对模拟比赛的每

一局和全场比赛进行能量供应量计算（黎涌明 等 ，

2014a）。其中，磷酸原供能量＝运动后氧债的快速部分

（ml）×能量当量（J •ml-1），糖酵解供能量＝累积血乳酸

（mM）×氧气－乳酸换算系数（ml•mM-1•kg-1）×体重（kg）×

图1 羽毛球模拟比赛（上）和多球练习（下）测试流程图

Figure 1. Test Flow Chart of Badminton Simulated Match Play

（Above）and Specific Multi-Ball Strokes Drill（Below）

注：实线和虚线箭头分别代表采集 2 名受试者的耳血，A、B 分别代

表2名受试者，每名受试者组间间歇时间约为每组运动时长的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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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当量（J•ml-1），有氧供能量＝累积摄氧量（ml）×能量

当量（J•ml-1）。全场比赛氧债的快速部分为场比赛结束

后前 3 min 的实际摄氧量减去由后 3 min 的实际摄氧量

曲线倒推 3 min 所得到的摄氧量（慢速部分，即快速部

分＝前 3 min 实际摄氧量－前 3 min 慢速部分）。由于

局间间歇只有 2 min，不足以进行快速部分的标准计算。

因此，非最后 1 局氧债快速部分为当局比赛结束后 2 min

间歇的实际摄氧量减去全场比赛结束后前 2 min 的慢速

部分所得到的摄氧量。当呼吸商＞1.0时，能量当量为1 ml

氧气所产生的热量（21.131 J）。氧气－乳酸换算系数为

3.0 ml•mM-1•kg-1。本研究统一选取 3.5 ml•min-1•kg-1（女）和

4.0 ml•min-1•kg-1（男）的安静摄氧量。

1.2.2 多球练习

12 名受试者随机进行了 10 次×6 组杀上网多球练习

（实际完成时间 37.2±2.3 s），每组练习完成后按 1：2 的比

例进行 2倍练习时间的休息（实际间歇时间为 79.2±7.0 s，

休息方式为静坐）。为节省整体测试时间，12名受试者按

照模拟比赛分组每 2 人一组进行多球练习，即在第 1 人间

歇的前半段时间内安排第 2 个人进行测试（图 1）。多球

练习时由 1 名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负责在另一半场连续发

球，以确保受试者能够流畅进行多球练习。按照模拟比

赛的测试流程进行准备活动、仪器佩戴和仪器校准。采

集准备活动前后即刻、第 1 组练习前即刻、每组练习后即

刻、最后 1组结束后第 1、3、5、7、10 min的耳血各 10 μl，进

行血乳酸分析，并对每组多球练习的能量供应量进行计

算。由于组间间歇只有约 80 s，不足以进行快速部分的标

准计算，因此，非最后 1 局氧债快速部分为当局比赛结束

后 80 s 间歇的实际摄氧量减去全场比赛结束后前 80 s 的

慢速部分所得到的摄氧量。

1.3 统计分析

运用 SPSS（Statistics 19，IBM Corporation，New York，

USA）对模拟比赛及杀上网多球练习的测试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数据符合正态分布，故运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对羽毛

球模拟比赛（局 1 vs.局 2）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水平

选取P＜0.05；对羽毛球模拟比赛输赢双方（输方 vs.赢方）

以及每局（输方局 1 vs.赢方局 1；输方局 2 vs.赢方局 2）的

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显著水平选取 P＜0.05。数据符合正

态分布且方差齐，故运用单因素重复度量方差分析（One-

way ANOVA Post Hoc）对 6组杀上网测试的结果进行统计

分析，若主体内显著＜0.05进一步采用LSD法进行成对比

较，显著水平选取P＜0.05。

2 结果

2.1 模拟比赛的生理学特征

受试者模拟单打比赛的平均场时间为 21.4±6.0 min，

6 场比赛结果都为 2：0，第 1 局和第 2 局的持续时间分别

为 10.1±2.4 min 和 10.4±2.2 min。相比于第 1 局，第 2 局

的平均心率更高（P＜0.05）、即刻血乳酸更高（P＜0.05）、

累积血乳酸更少（P＜0.05）、摄氧量快速部分更多（P＜0.05）、

磷酸原供能量更多（P＜0.05，表 1）。

场比赛输方平均心率更高（P＜0.05）、摄氧量快速

部分更多（P＜0.05）、磷酸原供能量更多（P＜0.05）；第

1 局和第 2 局输方摄氧量快速部分和磷酸原供能量更

多（P＜0.05，表 2）。

表1 羽毛球模拟比赛整场生理学特征

Table 1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adminton Simulated Match Play

心率/bpm

血乳酸/mM

摄氧量/L

能量供应

平均

峰值

峰值

即刻

累积

累积

快速

磷酸原/kJ

糖酵解/kJ

有氧/kJ

总供能/kJ

磷酸原/%

糖酵解/%

有氧/%

场

168.2±10.8

191.3±9.0

3.68±2.02

—

2.68±1.82

47.573±9.201

1.766±0.505

37.3±10.7

12.3±9.7

874.3±177.5

923.9±175.9

4.2±1.3

1.4±1.3

94.4±2.5

第1局

170.0±10.1

186.3±8.1

—

2.78±1.44

1.79±1.30

21.337±3.526

1.741±0.478

36.8±10.1

8.5±7.1

397.8±65.6

443.1±68.8

8.4±2.4

1.9±1.6

89.7±3.3

第2局

177.5±10.4*

191.3±9.0

—

3.59±2.05*

0.82±0.93*

21.429±5.929

1.769±0.501*

37.4±10.6*

3.5±4.6

398.1±119.0

439.0±122.4

8.9±3.3

1.0±1.5

90.1±4.6

注：n=10（男7，女3），场比赛统计时间段为比赛开始到结束，包括局间休息；局比赛统计时间为比赛开始到结束，包括局内休息；*表示两局间

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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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羽毛球多球练习生理学特征

峰值血乳酸随组数增加而提高，累积血乳酸随组

数增加而下降；摄氧量除第 1 组的平均值外几乎保持

不 变 ；糖 酵 解 供 能 量 和 比 例 随 组 数 的 增 加 而 下

降（表 3）。

3 讨论

能量供应比例是项目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对

羽毛球比赛供能比例的认识并非来自实验研究，这可能

导致羽毛球训练的针对性不强。本研究对12名羽毛球运动

员单打模拟比赛和杀上网多球练习的能量供应特征进行研

究。结果表明，羽毛球模拟比赛的能量供应以有氧供能为主

（87.5%～95.4%），磷酸原供能为辅（3.6%～10.9%），糖酵解

供能参与有限（1.0%～2.3%）；多球杀上网练习每组的能

表2 模拟比赛中输赢双方生理学特征

Table 2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Winners and Losers in the Match

心率/bpm

血乳酸/mM

摄氧量/L

能量供应

平均

峰值

峰值

即刻

累积

累积

快速

磷酸原/kJ

糖酵解/kJ

有氧/kJ

总供能/kJ

磷酸原/%

糖酵解/%

有氧/%

输（n=4，男3，女1）

场

177.8±5.6§

197.5±2.2

4.21±2.01

—

3.17±1.69

49.293±9.328

2.161±0.446§

45.7±9.4§

16.7±10.3

900.3±194.4

962.6±188.3

4.9±1.5

2.0±1.6

93.1±3.1

第1局

176.4±5.4

189.9±6.0

—

3.08±1.42

2.04±1.14

23.729±3.351

2.115±0.413#

44.7±8.7#

11.2±7.5

439.6±64.4

495.6±59.9

9.2±2.3

2.3±1.7

88.4±3.5

第2局

184.7±4.4

197.5±2.2

—

4.19±2.01

1.11±0.96

22.765±7.907

2.161±0.446&

45.7±9.4&

5.3±5.4

415.4±162.0

466.4±161.4

10.9±4.3

1.6±2.0

87.5±6.1

赢（n=6，男4，女2）

场

161.7±8.3

187.1±9.4

3.32±1.95

—

2.36±1.83

46.427±8.933

1.503±0.345

31.8±7.3

9.4±8.1

866.1±167.7

907.2±166.3

3.6±1.0

1.0±0.9

95.4±1.5

第1局

165.8±10.2

183.9±8.4

—

2.57±1.42

1.62±1.37

19.744±2.623

1.492±0.334

31.5±7.1

6.6±6.1

370.0±49.7

408.1±49.4

7.9±2.3

1.6±1.5

90.5±2.8

第2局

172.7±10.4

187.1±9.4

—

3.19±1.97

0.62±0.85

20.538±3.864

1.508±0.339

31.9±7.2

2.2±3.5

386.5±76.1

420.6±81.4

7.6±1.2

0.5±0.8

91.9±1.6

注：§表示场比赛输赢双方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示局1输赢双方存在显著差异；&表示局2输赢双方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

表3 羽毛球多球练习生理学特征

Table 3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fic Multi-Ball Strokes Drill

心率/

bpm

血乳酸/

mM

摄氧量

能量

供应

平均

峰值

峰值

累积

平均/（mL•min-1•kg-1）

累积/L

快速/L

磷酸原/kJ

糖酵/kJ

有氧/kJ

总供能/kJ

磷酸原/%

糖酵解/%

有氧/%

组1

150.1±4.0CDEF

167.7±4.7BCDEF

3.60±0.42BCDEF

2.21±0.55CDEF

27.8±6.4BCDEF

1.138±0.244

1.732±0.270

36.6±5.7

9.5±3.8CDEF

20.6±4.7

66.7±11.7

55.3±5.4

13.9±4.0CDEF

31.8±4.7CDEF

组2

151.9±5.2CDEF

175.2±4.0ACDE

5.77±1.20ACDEF

2.17±1.09CDEF

33.0±5.2A

1.311±0.402

1.732±0.270

36.6±5.7

9.8±6.3CDEF

24.4±7.8

70.9±16.7E

52.9±7.1

12.7±7.0CDEF

34.4±7.3CEF

组3

160.0±8.6ABDE

180.0±5.3AB

7.01±2.18ABDEF

1.29±1.06ABDE

35.2±4.41A

1.456±0.227

1.732±0.270

36.6±5.7

6.2±5.6ABDE

27.4±4.1

70.2±13.5EF

52.7±4.9

7.61±7.1ABDE

39.6±5.0AB

组4

166.9±7.8ABC

180.2±5.8AB

7.06±2.18ABCEF

1.29±1.06ABC

35.2±4.4A

1.360±0.369

1.732±0.270

36.6±5.7

4.8±5.3ABC

25.4±7.0

66.7±15.1

56.2±8.3

5.9±6.6ABC

37.9±5.7A

组5

168.7±5.3ABC

181.9±6.5AB

8.49±3.54ABCDF

0.45±0.65ABC

33.8±4.0A

1.440±0.341

1.732±0.270

36.6±5.7

2.3±3.2ABC

27.0±6.3

65.9±13.3BC

56.3±5.3

2.8±4.5ABC

40.7±3.8AB

组6

165.0±6.6AB

180.4±8.1A

9.32±4.05ABCDE

0.83±0.69AB

33.6±6.0A

1.329±0.290

1.732±0.270

36.6±5.7

3.8±0.1AB

24.7±5.6

65.1±13.3C

57.0±5.4

5.1±4.5AB

38.0±4.6AB

注：A表示与组1有显著差异，B表示与组2有显著差异，C表示与组3有显著差异，D表示与组4有显著差异，E表示与组5有显著差异，F表示

与组6有显著差异，P＜0.05；心率受试者n=9（男6，女3），其他数据受试者n=12（男8，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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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供应以磷酸原供能为主（52.7%～57.0%），有氧供能为

辅（31.8%～40.7%），糖酵解供能最低（2.8%～13.9%）。

3.1 羽毛球模拟比赛的能量供应特征

本研究结果显示，羽毛球模拟比赛的能量供应以有

氧供能为主，磷酸原供能为辅，糖酵解供能参与有限，其

比例分别为（87.5%～95.4%，3.6%～10.9%，1.0%～2.3%），

其中，有氧供能比例与基于全力运动有氧供能比例关系

公式推测得到的值相似（＞96.8%）（黎涌明 等，2014a），

但却明显高于基于早期研究得出的推测值（约 60%～70%）

（Lieshout et al.，2003），且该结果与国内有些研究对此项

目能量供应的认识相反（糖酵解和磷酸原供能为主）（林文

弢 等，1996；盛怡 等，2017）。羽毛球项目的供能特征可能

与其运动学特征有关，在平均 6～12 s 的回合中，运动员需

完成约 5～12 拍的击球，回合中包含频繁的变向、跳跃和

击球，但由于存在回合间间歇（回合时间与间歇时间的比

值约为 1：2～1：4.7，使得整场比赛的强度并不高（Abdulla‐

hi et al.，2017；Abián et al.，2014；Abianvicen et al.，2013；Chen et

al.，2008；Gawin et al.，2015；Laffaye et al.，2015；Leong et

al.，2016；Savarirajan，2016）。Abdullahi等（2019）使用 GPS

系统对 21名男子单打羽毛球运动员 46场国家级锦标赛的

外部负荷分析表明，在平均总时长约为 35.3 min 的比赛

中，低强度活动的时间约占 89%，中等强度活动的时间占

约 9.9%，而高强度活动的时间约占 1.3%。因此，正是由于

回合间歇贯穿比赛始终，有氧供能成为整场比赛的主要

能量来源，磷酸原供能在回合对打中有重要的意义，而糖

酵解供能所占比例最少。

对比输赢双方运动员可得，无论整场比赛还是每局

比赛，输方运动员的磷酸原供能量显著高于赢方运动员

（P＜0.05）。除了与输方运动员的摄氧量快速部分显著高

于赢方运动员有关外（P＜0.05），还可能与赢方运动员的

技、战术优于输方运动员有关。比赛中，输方运动员跑动/

跳跃的次数可能均高于赢方运动员，从而使其磷酸原供

能量和总供能量较高。

3.2 羽毛球模拟比赛的生理学特征

本研究中整场比赛的平均心率为 168.2±10.8 bpm，峰

值心率为 191.3±9.0 bpm，与文献中报道的国际级羽毛球

单打运动员相似，较高的心率值通常出现在回合对打中

（Faude et al.，2007），这与运动员在回合对打中进行的短

距离冲刺、变向以及跳跃击球有关。羽毛球模拟比赛的

峰值血乳酸为 3.68 mM，高于 Faude 等（2007）报道的优秀

国际级男/女子单打模拟比赛的值 1.9 mM，但略低于 Fer‐

nandez 等（2013）报道的国际级青少年男子单打运动员的

值 4.1 mM，可能是由于运动水平和年龄的差异造成的。

总体而言，整场羽毛球比赛的血乳酸水平并不高，这可能

与比赛时长以及较小的回合与间歇时长比值有关。比较

两局比赛的生理学特征可发现，随着比赛的进行，运动强

度也逐渐加大，表现为第 2局比赛的平均心率和峰值血乳

酸均显著高于第 1 局，但这与 Fernandez 等（2013）对国际

级青少年男女子单打羽毛球运动员比赛结果的分析不

同，3 局比赛中，男女子运动员的心率和血乳酸值虽略有

上升，但均无统计学差异，而本研究中的差异可能与本研

究中男女运动员的数据未分开计算有关。而第 2 局累积

血乳酸显著低于第 1 局，可能与两局之间 2 min 的休息时

间以及随着比赛的进行，有氧供能占比越高有关。对比

输赢双方运动员的生理学特征发现，除输方运动员整场

比赛的平均心率显著高于赢方运动员外（P＜0.05），其他

指标均无显著性差异，这可能也与赢方运动员技、战术的

优势有关。

3.3 多球杀上网练习的能量供应特征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10 次×6 组多球杀上网练习（运

动间歇时间比为 1：2）的能量供应均以磷酸原和有氧供能

为主，糖酵解供能量和比例随组数的增长而下降，其比例

分别为：磷酸原 52.7%～57.0%、糖酵解 2.8%～13.9%、有氧

31.8%～41.7%。此外，本研究将 6 组练习作为一个整体，

计算得到有氧供能比例约为 84.98%，低于羽毛球模拟比

赛的有氧供能比例和由全力运动时间与有氧供能比例关

系得到的推测值（黎涌明 等，2014a）。因此，作为常用来

发展运动员“专项能力”的练习，其能量供应特征与本研

究得出的羽毛球模拟比赛的能量供应特征并不相符。鉴

于本研究为首次针对羽毛球多球练习的能量供应特征的

研究，得到的结果无法与他人研究的数据进行对比。

3.4 多球杀上网练习的生理学特征

多球杀上网练习属于高强度练习，峰值血乳酸可达

9.32 mM，尽管文献中关于多球练习的研究常有组数或次

数上的差别，但多球练习峰值血乳酸却多与之相似或高

于此值（8.96～11.98 mM）（林文弢 等，1996；盛怡 等，

2017；唐辉，2005），使得多球练习的整体强度远高于比

赛的强度，运动员在训练时需承受长时间的高乳酸，而造

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除了大量的重复组数和/或次数外

（如 8～20 组、20～50 次等），组间间歇的安排不当也可能

是造成多球练习强度增高的原因之一。本研究选取的运

动间歇比为 1：2，该比例是实践中运动员常使用的比例

（林文弢等，1996；盛怡等，2017；唐辉，2005；Ghosh，2008），

但这一比例在发展技能的同时导致整体强度的增加，建

议适当延长多球练习的组间间歇时长（如使运动间歇比

达到 1：3 或 1：4），以降低多球练习的整体强度，但同时突

出组内强度。

4 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启示

面对东京奥运会，我们需要在重新认识羽毛球项目

特征的基本上，更加科学地开展羽毛球训练（王欣欣 等，

2019）。动作和能量代谢是人体运动的生物学本质（黎涌

明 等，2014b），也是认识项目特征的两个重要视角。从

动作上看，羽毛球比赛涉及多次变向、跳跃和击球，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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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性的和模拟性的场地练习无疑有益于技能的“熟能

生巧”。从能量代谢上看，羽毛球比赛的长时间（约 28～

78 min）和回合间歇比（约 1：2～1：4.7）使得其以有氧供能

为主，磷酸原的快速合成是羽毛球比赛能量代谢的关键。

然而，以发展专项技术为主要目的的多球练习却往往由

于每组次数过多和组间间歇过短导致整体强度偏高和局

部强度难以维持，进而对糖酵解供能系统刺激增加，对磷

酸原供能系统刺激减少，造成动作上“专项性”强的练习

在能量代谢上却“专项性”不强。与此类似，以发展“专

项”供能系统为主要目的的田径场“耐乳酸”跑却又由于

对项目供能特征认识的偏差（即以无氧供能为主）和变向

的缺失，造成其在能量代谢和动作两个方面“专项性”都

不够。最好的训练是综合利用所有的方法（Laursen，

2010），但前提是认清每种训练方法的收益和风险，在特

定的时期针对特定的训练对象合理选取针对性强的练习

方法。建议我国羽毛球运动员在备战东京奥运会过程

中，重视羽毛球运动员的有氧能力和磷酸原快速合成能

力，降低羽毛球多球练习的做功间歇比（即更长的间歇，

如 1：3～1：5），减少田径场“耐乳酸”跑的比重。

5 结论与建议

羽毛球模拟比赛的能量供应以有氧为主，磷酸原为

辅，糖酵解参与有限，前期对羽毛球比赛能量供应特征的

认识低估了有氧供能的重要性，高估了糖酵解供能的重

要性。

羽毛球杀上网多球练习以磷酸原供能为主，有氧供

能为辅，糖酵解供能整体上随组数的增加下降长，运动间

歇比为 1：2的多球练习似乎不符合项目的能量供应特征。

建议羽毛球运动员更加重视有氧能力的训练，促进回合

间磷酸原再合成的能力，适当延长多球练习的组间间歇

时长，以降低多球练习的整体强度，突出组内练习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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