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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功能性动作能力与力量素质的相关性，分析

功能动作筛查测试与力量素质测试结果存在的内在联系，从专项视角探讨花样游泳运动项

目的训练策略并提出建议。方法：选取国家花样游泳队14名健将级运动员为研究对象，对

其进行FMS、握力、上肢力量、股内收肌群力量、躯干核心耐力、下肢爆发力测试，并对测试

结果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1）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FMS测试平均得分为15.21分，有5人

测试得分低于运动损伤高风险的临界值（14分）；2）FMS测试总分与Keiser坐姿上推（偏相

关系数=0.622，P＜0.05）、45°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652，P＜0.05）、90°股

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746，P＜0.01）均呈正相关；3）直线弓步蹲与 Keiser

坐姿上推（偏相关系数=0.711，P＜0.05）、无反向纵跳（偏相关系数=0.661，P＜0.05）、有反向

纵跳（偏相关系数=0.614，P＜0.05）和 40 cm 跳深跳高（偏相关系数=0.754，P＜0.01）均呈正

相关；肩部灵活性测试得分与 Keiser 下蹲上推（偏相关系数=0.575，P＜0.05）、45°股内收肌

群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585，P＜0.05）以及90°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r=0.867，

P＜0.01）均呈正相关，与仰桥耐力呈负相关（偏相关系数=0.701，P＜0.05）；旋转稳定性与

40 cm 跳深跳高呈正相关（偏相关系数=0.575，P＜0.05）。结论：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髋关节主动灵活性和臀大肌-髂胫束联合等肌群的主动柔韧性较好，但存在膝关节、髋关节

稳定性差、躯干核心区肌群控制力不足等问题，受主导臂和主导腿均为右侧影响，运动员身

体两侧不平衡明显。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并不能全面反映其力量素质的高低，FMS 测试

得分与部分力量素质测试结果存在相关性，可能与两种测试均涉及同一动力链结构系统肌

群的协同工作和动作存在做功类型的相似性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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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unctional movement ability and

strength quality of Chinese elite synchronized swimmers, analyze the intrinsic link between

FMS test and strength test results,discuss the training strategy of the synchronized swimming

sports project from a special perspective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Methods: Fourteen ath‐

letes from the National Synchronized Swimming Team were selected as subjects. FMS, grip

strength, upper limb strength, adductor thigh musculature strength, trunk core endurance, and

lower extremity explosive force were selected.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the test

results. Results: 1) The average FMS test of 14 synchronized swimmers was 15.21 points, and 5

people scored lower than the critical value of the high risk of exercise injury (14 points); 2) the

total score of FMS tes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Keiser sitting posture push-up (partial cor‐

relation coefficient=0.622, P＜0.05), 45° adductor muscle group lateral contraction strength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652, P＜0.05), 90° adductor muscle group lateral contraction

strength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746, P＜0.01); 3) straight bow squatting and Keiser

sitting posture push-up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711, P＜0.05), no reverse vertical jump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661, P＜0.05), reversed vertical jump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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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ient=0.614, P＜0.05) and 40 cm deep jump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754, P＜0.01)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ly correlated; shoulder flexibility test scores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

ed with Keiser squat push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575, P＜0.05), 45° adductor muscle

group lateral contraction strength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585, P＜0.05) and 90° femo‐

ral adduction. The transverse contraction strength (r=0.867, P＜0.01) of muscle groups was pos‐

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endurance of the elevation bridge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701, P＜0.05), and the rotation stability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pth jump of 40

cm (partia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0.575, P＜0.05). Conclusion: The active flexibility of the hip

joints and the gluteus maximus-twist combination of the elite Chinese synchronized swimmers

have better active flexibility, bu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poor stability of the knee joint and

hip joint and insufficient trunk control ability. The lateral arm and the right leg are the dominant

limbs,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athlete’s body is obvious. The total score

of the athlete’s FMS tes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muscles within the femo‐

ral muscle and the muscles of the deltoid muscle, the triceps, the upper trapezius, and the latissi‐

mus dorsi. The reason for the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lumbar extensor mus‐

cle endurance is related to the athlete’s positive result in the shoulder exclusion test. The FMS

test score does not fully reflect the special strength level of the synchronized swimmer.

Keywords: synchronized swimming; FMS test; strength ability; cor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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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花样游泳是一项非周期性运动项目，其流体运动环

境和无支撑独特的运动方式要求运动员必须具备良好的

心肺功能、神经过程均衡灵活性、上下肢的快速力量、力

量耐力、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和控制能力（陈爱萍，2006；陈

爱萍 等，2003；王冬月，2011）。最新的 2013—2017年花样

游泳竞赛规则中提高了技术自选比赛的规定动作的难度

系数（俞丽，2014），对参赛运动员的神经支配肌肉能力、

协调控制能力、本体感觉、力量素质水平等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过去几年的世界顶级赛事中，中国花样游

泳队已跻身世界前列水平，已连续 3 届奥运会（第 29～

31 届）进入前 3 名（徐建方 等，2017）。但与俄罗斯、加拿

大、美国等世界花样游泳强队相比，我国运动员在水中的

游进速度、旋转速度、核心区稳定性和控制力、动作力度

及速度上等方面仍存在着差距，而这些能力的大小都与

运动员的力量素质高度相关。

运动员力量素质的提高和动作技能的提升均应是建

立在正确的基本动作模式之上（周志雄 等，2016）。功能

动 作 筛 查 测 试（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FMS），是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体能训练师、物理治疗师 Gray Cook

和体能训练专家 Lee Burton等人发明并推广的，是从筛查

人体最基本的运动能力角度出发（Pauole et al.，2000），基

于神经肌肉系统对动作障碍的作用原理，对神经肌肉系

统控制动作的准确性、灵活性、稳定性、规范性等基本能

力进行有效的系统性诊断的一种动作评分工具（Santana

et al.，2015），是一种用于评估人体的基本动作模式和预

测潜在伤病风险的筛查性测试。

如何提高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力量素质水平，降低运

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损伤风险，延长运动寿命，一直是

教练员和科研工作者思考的问题。FMS 测试可通过识别

运动员处于较高受伤风险不良动作模式和代偿动作，最

大限度地规避运动损伤的风险，可为制定相应的功能性

体能训练方案提供一个逻辑起点。以往研究多以花样游

泳运动项目特征（张莉清 等，2013）、体能水平的评价（王

冬月，2013）、体型特征（金花 等，2000）、技术分析和自选

技术编排（陈爱萍 等，2003，2008）等方面为主。关于我国

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和基本运动能力的研究相

对匮乏。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

动员 FMS 测试与部分力量素质测试结果之间的相关性，

分析 FMS 测试与力量素质测试结果存在的内在联系，总

结运动员功能性动作能力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从专项

视角探讨花样游泳运动项目的训练策略并提出建议。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备战 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的 14名国家花

样游泳队员为研究测试对象（表 1）。所有运动员均通过

了 2015 年全国花样游泳冠军赛选拔，其中有 8 人为里约

奥运会集体项目参赛运动员（奥运会银牌获得者），在测

试前 1 个月内 14 人未发生过急性运动损伤，均能正常参

加日常专项训练，符合研究对受试者的要求。

1.2 测试指标

1.2.1 FMS测试

包括 7 个基本动作模式测试和 3 个排除性测试（表

2）。每名运动员有 3 次测试机会，每项测试时间间隔

1 min。测试总分为 21 分，为 7 个动作模式的测试成绩的

总和。测试严格按照 Cook 等（2006）、Frost 等（2012）文献

中的评分标准和要求进行。

1.2.2 握力测试

在训练实践中，握力常作为评价花样游泳运动员专

项力量素质的重要指标。使用电子握力计（CSTF－

5000 型）对运动员左、右手内收握力（下垂握力）和左、右

手外展握力（手臂外展至与身体躯干呈 90°时的握力）进

行测试。要求运动员直臂用力握，测试 2 次，每次测试间

歇 1 min，取左、右手握力的最大值。

1.2.3 上肢力量测试

使用卧推深蹲架、高位下拉训练器、Keiser 气阻功能

性训练器对运动员进行杠铃卧推、坐姿下拉、Keiser 下蹲

上推功率、Keiser 坐姿上推功率 4 项力量测试。4 项力量

测试是根据花样游泳技术动作中托举、冲起、支撑划水、

旋转等专项技术动作的结构特点和发力特征进行设计

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花样游泳运动员上肢推、拉最大

力量（1RM）测试参照美国体能协会编著的《NSCA’s Es‐

sentials of Personal Training》中的测定方法（Baechle et al.，

2008）。1）测试前热身：指导运动员以小负荷力量（轻松

完成 5～10 次的负荷）进行热身；2）热身后休息 1 min；3）

增加负荷，运动员能完成 3～5 次重复［增加负荷方式（热

身性试举）：上身测试：4～9 kg 或 5%～10%；下身测试：

14 ～18 kg 或 10%～20%］；4）休息 2 min；5）增加负荷，运

动员能完成 2～3 次重复，增加负荷方式同步骤 3；6）休息

2～4 min；7）按照步骤 3 增加负荷；8）运动员进行最大力

量（1RM）试举；9）运动员 1RM 试举成功，休息 2～4 min，

再按照步骤 7 开始重复，如运动员 1RM 试举失败，休息

2 ～4 min，按照减小负荷方式测试（上身测试：2～4 kg 或

2%～5%，下肢测试：7～9 kg）；10）按照步骤 8继续增加或

减小负荷，最终确定最大力量（1RM）。

1.2.4 股内收肌群力量测试

股内收肌群力量测试主要目的是评价其仰卧位矢状

面上不同角度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最大力量。已有研究

证实，股内收肌群力量是影响花样游泳运动员踩水、打

腿、跃起等动作，使身体处于高水位，满足比赛中连续的

高难度动作快速用力要求的重要专项力量素质（史欣 等，

表1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ynchronized Swimmers n=14

注：数据采集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

表2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FMS测试结果

Table 2 FMS Test Results of Elite Chinese Synchronized Swimmers

注：L为左侧测试得分，R为右侧测试得分；S为动作测试得分，C为排除性测试结果；“—”为无疼痛；“*”为阳性反应，表明测试中出现疼痛；

“*—”为左侧肢体测试中有疼痛，“—*”为右侧肢体测试中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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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力量素质的重要指标。使用电子握力计（CSTF－

5000 型）对运动员左、右手内收握力（下垂握力）和左、右

手外展握力（手臂外展至与身体躯干呈 90°时的握力）进

行测试。要求运动员直臂用力握，测试 2 次，每次测试间

歇 1 min，取左、右手握力的最大值。

1.2.3 上肢力量测试

使用卧推深蹲架、高位下拉训练器、Keiser 气阻功能

性训练器对运动员进行杠铃卧推、坐姿下拉、Keiser 下蹲

上推功率、Keiser 坐姿上推功率 4 项力量测试。4 项力量

测试是根据花样游泳技术动作中托举、冲起、支撑划水、

旋转等专项技术动作的结构特点和发力特征进行设计

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花样游泳运动员上肢推、拉最大

力量（1RM）测试参照美国体能协会编著的《NSCA’s Es‐

sentials of Personal Training》中的测定方法（Baechle et al.，

2008）。1）测试前热身：指导运动员以小负荷力量（轻松

完成 5～10 次的负荷）进行热身；2）热身后休息 1 min；3）

增加负荷，运动员能完成 3～5 次重复［增加负荷方式（热

身性试举）：上身测试：4～9 kg 或 5%～10%；下身测试：

14 ～18 kg 或 10%～20%］；4）休息 2 min；5）增加负荷，运

动员能完成 2～3 次重复，增加负荷方式同步骤 3；6）休息

2～4 min；7）按照步骤 3 增加负荷；8）运动员进行最大力

量（1RM）试举；9）运动员 1RM 试举成功，休息 2～4 min，

再按照步骤 7 开始重复，如运动员 1RM 试举失败，休息

2 ～4 min，按照减小负荷方式测试（上身测试：2～4 kg 或

2%～5%，下肢测试：7～9 kg）；10）按照步骤 8继续增加或

减小负荷，最终确定最大力量（1RM）。

1.2.4 股内收肌群力量测试

股内收肌群力量测试主要目的是评价其仰卧位矢状

面上不同角度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最大力量。已有研究

证实，股内收肌群力量是影响花样游泳运动员踩水、打

腿、跃起等动作，使身体处于高水位，满足比赛中连续的

高难度动作快速用力要求的重要专项力量素质（史欣 等，

表1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ynchronized Swimmers n=14

指标

年龄/岁

训练年限/年

身高/cm

体重/kg

BMI

体脂率/%

肌肉量/kg

安静心率/次•min－1

收缩压/mmHg

舒张压/mmHg

M±SD

22.21±2.81

13.21±3.09

169.09±4.21

55.31±4.05

18.99±0.92

18.19±2.14

41.99±2.62

69.50±8.30

105.14±9.82

61.93±9.29

最小值

17.69

7.69

164.3

50

17.4

14.1

38.7

55

88

47

最大值

29.12

21.12

179.7

65.3

20.7

20.5

48.2

84

121

81

注：数据采集时间为2015年10月31日。

表2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FMS测试结果

Table 2 FMS Test Results of Elite Chinese Synchronized Swimmers

姓名

孙**

李**

梁**

曾*

顾*

呙*

尹**

肖**

孙**

蒋**

汤**

盛**

张**

李**

M

SD

深蹲测试

S

2

2

2

3

2

3

2

2

2

3

2

3

2

2

2.29

0.47

过栏架步测试

L

3

3

3

2

3

2

2

2

3

2

2

3

2

2

2.36

0.63

R

3

3

3

3

3

2

2

2

3

2

3

3

2

1

S

3

3

3

2

3

2

2

2

3

2

2

3

2

1

直线弓步蹲

测试

L

2

2

3

2

2

3

2

2

2

2

2

2

2

2

2.14

0.36

R

3

2

3

2

2

3

2

2

3

2

2

2

3

2

S

2

2

3

2

2

3

2

2

2

2

2

2

2

2

肩部灵活性测试

L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2

3

2.14

1.23

R

3

2

3

3

3

3

2

2

3

3

2

3

3

3

C

—

—

—

—

—

—

—*

—

—

*—

—*

—

—

—

S

3

2

3

3

3

3

0

2

3

0

0

3

2

3

直膝抬腿测试

L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0

R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S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躯干稳定俯卧撑

测试

F

1

2

3

3

2

2

2

2

2

1

2

2

3

3

1.57

1.02

C

—

—

—

—

—

*

—

—

—

—

—

—

*

*

S

1

2

3

3

2

0

2

2

2

1

2

2

0

0

旋转稳定性测试

L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1.71

0.73

R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C

—

—

—

—

—

—

—

—

—

—

—

—

*

*

S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0

0

总分

16

16

19

18

17

16

13

15

17

13

13

18

11

11

15.21

2.61

注：L为左侧测试得分，R为右侧测试得分；S为动作测试得分，C为排除性测试结果；“—”为无疼痛；“*”为阳性反应，表明测试中出现疼痛；

“*—”为左侧肢体测试中有疼痛，“—*”为右侧肢体测试中有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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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孙晓乐 等，2018；王翠萍，2011）。股内收肌群力量

测试采用便携式气压计（美国EXOS体育专业机构提供）、

量角器器材进行测试，要求运动员仰卧，双腿伸直，双手

自然放于身体两侧，将打入 40 mmHg 气压的气囊放在双

腿膝关节处，分别测试下肢与地面 0°、45°、90°3 个角度时

股内收肌群的最大横向内收力量（单位：mmHg），每个角

度测试 2 次 ，每次测试间歇 1 min，取最好成绩减去

40 mmHg记录。

1.2.5 核心肌群耐力测试

采用 Mcgill 等（1999）设计的躯干核心区肌肉耐力测

试方法，包括左侧桥、右侧桥、仰桥、俯桥 4 项核心耐力测

试，可以反映花样游泳运动员核心区左右两侧、伸肌和屈

肌肌群耐力，评价运动员躯干核心肌群的力量耐力和稳

定性。有研究证实，该测试方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Kiesel et al.，2008）。根据国家功能训练团队的测试要

求，测试中以 180 s 为最高测试上限，运动员测试满 180 s

后停止测试，并记录成绩为 180 s。

左、右侧桥耐力测试用于评价运动员冠状面侧方核

心肌群的等长收缩耐力：前臂、双脚作为支点进行支撑，

保持肩峰、股骨大转子、外侧髁在一条直线上，每个方向

测试 2次，左、右交替测试，每次测试间歇 1 min，取最长时

间记录。

仰桥耐力测试用于评价运动员矢状面核心区伸肌群

等长收缩耐力：身体仰卧以肩关节和双脚脚后跟作为支

点进行支撑，髋部上提，膝关节保持 90°，保持身体的稳

定，成绩记录同侧桥耐力测试。

俯桥耐力测试用于评价运动员冠状面核心区屈肌群

等长收缩耐力：身体俯卧，以手肘前臂、双脚为支点进行

支撑，头、肩、髋、踝关节在一条直线上，腰腹收紧保持身

体的稳定，成绩记录同侧桥耐力测试。

1.2.6 下肢爆发力测试

任何形式纵跳的垂直起跳高度均与下肢爆发力量呈

显著的正相关（徐建方 等，2017）。本研究中，使用 Join

Fit 纵跳摸高器、40 cm 跳箱对运动员进行无反向纵跳

（NCM）、有反向纵跳（CM）和 40 cm 跳深跳高测试，以纵

跳垂直高度指标反映运动员的下肢爆发力，每种纵跳测

试 2次，每次测试间歇 1 min，取最高纵跳垂直高度记录。

无反向纵跳（NCM）测试：两腿开立，双脚内侧与肩同

宽，预蹲至膝关节角度为 90°，躯干正对前方，停顿 2 s，听

到开始命令后，尽最大力向上起跳（起跳时无下蹲动作），

记录运动员的纵跳高度。

有反向纵跳（CM）测试：两腿开立，双脚内侧与肩同

宽，听到开始命令后，自然快速下蹲至膝关节角度为 90°，

躯干正对前方，并迅速向上蹬伸起跳，记录运动员的纵跳

高度。

40 cm 跳深跳高测试：双脚站在跳箱的边缘，垂直跳

下，避免有向上起跳，下落中避免髋、膝、踝 3 关节弯曲，

双脚同时落地，落地后快速反跳，记录运动员落地后反跳

的高度。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测试数据结果以

平均数±标准差（M±SD）表示。由于 14名花样游泳运动

员的年龄和训练年限存在较大差异，为排除其他因素干

扰，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partial correlation），将受试者

年龄和训练年限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得到二阶相关系

数，以考察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与部分力量素

质测试成绩的相关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结果与功能性

动作能力分析

FMS 测试的作用目前存在着一定争议。在实践层

面，有研究发现，FMS得分的高低与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无

关（Lockie et al.，2015；Parchmann et al.，2011），美国橄榄

球联盟（NFL）已经将 FMS 从体能测试中删除。在与运动

员损伤的关联性方面，有研究显示，FMS 测试得分低于

14 分的运动员发生运动损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Kiesel et

al.，2007），后续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Kiesel et al.，

2008，2011）。然而，也有研究发现，FMS测试得分在 14分

以下的运动员的受伤率并未比 14 分以上队员高（Perry et

al.，2013），这可能与运动项目、对伤病的定义、受试者样

本量、运动等级、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有关。本研究发现，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总分平均为 15.21分，

14 人中有 5 人的测试得分低于运动损伤高风险的临界值

（14分），存在较高的运动损伤风险。

深蹲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下肢两侧髋、膝、踝活动

度、灵活性和对称性（刘瑞东 等，2015）。运动员在该项目

测试结果为 3 分（4 人）、2 分（10 人），平均得分为 2.29 分。

有研究显示，深蹲得分 2分及以下的受试者在屈膝和屈膝

幅度上表现不足（周亢亢 等，2017）。类似的研究发现，运

动员膝、髋关节屈曲不良问题同样存在于足球（陈翀 等，

2017）、空手道（丁明露，2014）等项目中。本研究亦发现

测试中深蹲动作测试得 2 分的运动员存在膝关节稳定差

的现象。有研究显示，膝关节稳定性不足会增加膝关节

两侧副韧带损伤的风险，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薄弱是

膝关节损伤的重要风险因素（Park et al.，2010），双侧膝关

节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平衡的改善能有效降低运动员

下肢损伤的风险（Forman et al.，2014）。因此，根据花样游

泳运动项目下肢发力的生物学模式，有针对性的提高双

侧膝关节股四头肌、腘绳肌等肌群的动态肌力平衡，提高

膝关节的稳定性，有助于预防和降低花样游泳运动员运

动损伤的风险。

过栏架步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单腿站立姿势下的稳

定性、控制能力及下肢功能性代偿动作及不对称性（刘瑞

东 等，2015）。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

果为 3 分（6 人）、2 分（7 人）、1 分（1 人），平均得分为

2.36 分，右侧得分显著优于左侧，表明运动员两侧髋关节

灵活性不对称。该研究结果与周龙峰等（2015）研究一

致，研究发现，长年累月的专项训练使击剑运动员持剑手

一侧与对侧肌肉处于不平衡状体，运动员持剑手与同侧

脚过栏架步测试得分显著高于非持剑手侧肢体。类似的

研究同样发现，左右两侧肢体不对称直接影响了网球（刘

畅 等，2018）、乒乓球（周亢亢 等，2017）等项目运动员完

成过栏架步的动作质量。Rampinini 等（2007）发现，当人

体左右侧肌力差值达到 15% 时，机体的形态和机能便会

出现不对称现象，同时伴随着较高的运动损伤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测试中得分为 2分及以下的运动员容易出现

踝关节外旋的动作，这可能与花样游泳运动员长期在水

中做两膝内扣、两足外翻的蹬腿练习有关。因此，注重花

样游泳运动员神经肌肉对动作的感知和控制能力的培

养，在训练中强化机体本体感觉能力的练习，有助于改善

运动员稳定性和控制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保证动力链有

效传导，实现力量的最大利用。

直线弓步蹲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股直肌、背阔肌等

的柔韧性以及髋、膝、踝关节的稳定与灵活性（刘瑞东 等，

2015）。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为 3 分（2 人）、2 分

（12 人），平均得分为 2.14 分。测试中得分为 2 分及以下

的运动员存在躯干控制能力不足、髋关节稳定性较差的

问题，表现为身体晃动或前倾的现象，运动员同样存在下

肢肌力不对称的情况，这可能受到花样游泳运动员以右

腿为主导腿的因素影响。左右肌力不对称会影响运动员

发挥完整动力链的作用效果（周志雄 等，2016）。有研究

显示，FMS 测试中动作的非对称性与伤病情况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0.484（P＜0.05）（王骏昇 等，2016）。因此，应加

强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核心躯干肌群和双侧髋关节肌群力

量训练，改善肌力不均衡的情况，降低髋关节等部位的损

伤风险。

肩部灵活性主要是评价肩关节屈曲、内旋、外旋、内

收、外展活动度及肩脚骨、胸椎的灵活性（刘瑞东 等，

2015）。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为

3 分（8人）、2分（3人）、0分（3人），平均得分为 2.14分，其

中有 3 人在肩部灵活性排除性测试中出现疼痛。肩关节

损伤是水中（游泳、花样游泳、水球等）项目运动员常见的

伤病之一。有研究显示，肩关节外旋肌力/内旋肌力比值

异常与肩关节损伤的风险密切相关（Rupp et al.，1995）。

因此，应密切关注花样游泳运动员肩关节外旋肌力的评

估，避免因肩关节肌力不对称所引起的肩关节结构的改

变乃至肩关节骨骼－肌肉功能障碍的发生。

直膝抬腿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屈髋的主动灵活性和

股后肌群、腓肠肌、比目鱼肌的主动柔韧性（刘瑞东 等，

2015）。在该项目测试中，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测试成绩均

为 3分，提示，运动员具有较好的臀大肌-髂胫束联合等肌

群的柔韧性和屈髋的主动灵活性，这可能与花样游泳项

目中单芭蕾腿、双芭蕾腿、鹤立等专项动作存在做功类型

的相似性有关。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优秀艺术体操运

动员在完成直膝抬腿动作的规格和幅度上表现较好（刘

佳 等，2014），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臀大肌-髂胫束

联合等肌群的柔韧性、双侧髋关节屈髋的主动灵活性和

对称性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在多维空间中完成复杂技术

动作的重要作用。

躯干稳定俯卧撑主要是评价核心稳定性、上身在闭

合运动链中脊柱是否稳定在同一矢状面的能力（周亢亢

等，2017）。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

为 3 分（2 人）、2 分（7 人）、1 分（2 人）、0 分（3 人），平均得

分为 1.57分。测试中发现，得分为 2分及以下运动员常出

现伸展和旋转等代偿动作，上下肢协同配合差等问题，其

中有 3 人在排除测试中出现腰部疼痛。邹荣琪等（2016）

发现，花样游泳项目中，腰部运动损伤的发病率占总数的

26.67%。Dejanovic 等（2013）认为，腰伸肌疲劳是引起腰

部疼痛及下肢运动损伤的重要诱导因素。类似的研究也

发现，腰伸肌疲劳会降低腰椎-骨盆的本体感觉能力，影

响躯干完成动作的效率（邢聪 等 ，2017）。 Haddas 等

（2016）认为，提高腹部肌肉的激活水平，可以提升人体腰

椎-骨盆的控制力，降低腰伸肌疲劳引起的腰部及下肢运

动损伤的发病率。因此，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可以通过

刻意增加腹部肌肉预先收缩来进一步提高腹部肌肉的激

活水平，提升躯干在闭合运动链中脊柱的稳定性，进而防

止腰伸肌疲劳引起的腰椎-骨盆不稳定及下肢生物力学

特征异常等现象。

旋转稳定性主要是通过评价上下肢协同配合来检查

骨盆、核心及肩带稳定性情况（周亢亢 等，2017）。本研究

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为 2分（12人）、0分

（2 人），平均得分为 1.71 分。测试中发现，得分较低的运

动员容易出现身体晃动、身体失衡等现象，有 2 人在排除

测试中出现腰背部疼痛，可能与常年的力量和技术练习，

引起主导肢体肌群过度发达，造成与对侧肢体肌群出现

功能性不平衡状态有关。该研究结果与王骏昇等（2016）

研究一致，他们发现，射击运动员躯干两侧肌力的不对称

是影响其不能完成 3 分动作的主要原因。类似的测试结

果同样出现在网球（刘畅 等，2018）、乒乓球（周亢亢 等，

2017）等项目研究中。但也有研究发现，击剑运动员持剑

手与两侧旋转稳定性能力的相关度较低（周龙峰 等，

2015）。产生这种结果差异的原因或许与不同项目运动

员主导臂（持拍手、持剑手）与双脚的配合动作特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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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孙晓乐 等，2018；王翠萍，2011）。股内收肌群力量

测试采用便携式气压计（美国EXOS体育专业机构提供）、

量角器器材进行测试，要求运动员仰卧，双腿伸直，双手

自然放于身体两侧，将打入 40 mmHg 气压的气囊放在双

腿膝关节处，分别测试下肢与地面 0°、45°、90°3 个角度时

股内收肌群的最大横向内收力量（单位：mmHg），每个角

度测试 2 次 ，每次测试间歇 1 min，取最好成绩减去

40 mmHg记录。

1.2.5 核心肌群耐力测试

采用 Mcgill 等（1999）设计的躯干核心区肌肉耐力测

试方法，包括左侧桥、右侧桥、仰桥、俯桥 4 项核心耐力测

试，可以反映花样游泳运动员核心区左右两侧、伸肌和屈

肌肌群耐力，评价运动员躯干核心肌群的力量耐力和稳

定性。有研究证实，该测试方法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Kiesel et al.，2008）。根据国家功能训练团队的测试要

求，测试中以 180 s 为最高测试上限，运动员测试满 180 s

后停止测试，并记录成绩为 180 s。

左、右侧桥耐力测试用于评价运动员冠状面侧方核

心肌群的等长收缩耐力：前臂、双脚作为支点进行支撑，

保持肩峰、股骨大转子、外侧髁在一条直线上，每个方向

测试 2次，左、右交替测试，每次测试间歇 1 min，取最长时

间记录。

仰桥耐力测试用于评价运动员矢状面核心区伸肌群

等长收缩耐力：身体仰卧以肩关节和双脚脚后跟作为支

点进行支撑，髋部上提，膝关节保持 90°，保持身体的稳

定，成绩记录同侧桥耐力测试。

俯桥耐力测试用于评价运动员冠状面核心区屈肌群

等长收缩耐力：身体俯卧，以手肘前臂、双脚为支点进行

支撑，头、肩、髋、踝关节在一条直线上，腰腹收紧保持身

体的稳定，成绩记录同侧桥耐力测试。

1.2.6 下肢爆发力测试

任何形式纵跳的垂直起跳高度均与下肢爆发力量呈

显著的正相关（徐建方 等，2017）。本研究中，使用 Join

Fit 纵跳摸高器、40 cm 跳箱对运动员进行无反向纵跳

（NCM）、有反向纵跳（CM）和 40 cm 跳深跳高测试，以纵

跳垂直高度指标反映运动员的下肢爆发力，每种纵跳测

试 2次，每次测试间歇 1 min，取最高纵跳垂直高度记录。

无反向纵跳（NCM）测试：两腿开立，双脚内侧与肩同

宽，预蹲至膝关节角度为 90°，躯干正对前方，停顿 2 s，听

到开始命令后，尽最大力向上起跳（起跳时无下蹲动作），

记录运动员的纵跳高度。

有反向纵跳（CM）测试：两腿开立，双脚内侧与肩同

宽，听到开始命令后，自然快速下蹲至膝关节角度为 90°，

躯干正对前方，并迅速向上蹬伸起跳，记录运动员的纵跳

高度。

40 cm 跳深跳高测试：双脚站在跳箱的边缘，垂直跳

下，避免有向上起跳，下落中避免髋、膝、踝 3 关节弯曲，

双脚同时落地，落地后快速反跳，记录运动员落地后反跳

的高度。

1.3 统计方法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测试数据结果以

平均数±标准差（M±SD）表示。由于 14名花样游泳运动

员的年龄和训练年限存在较大差异，为排除其他因素干

扰，本研究采用偏相关分析（partial correlation），将受试者

年龄和训练年限作为协变量进行控制，得到二阶相关系

数，以考察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与部分力量素

质测试成绩的相关性。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结果与功能性

动作能力分析

FMS 测试的作用目前存在着一定争议。在实践层

面，有研究发现，FMS得分的高低与运动员的运动表现无

关（Lockie et al.，2015；Parchmann et al.，2011），美国橄榄

球联盟（NFL）已经将 FMS 从体能测试中删除。在与运动

员损伤的关联性方面，有研究显示，FMS 测试得分低于

14 分的运动员发生运动损伤的概率会大大增加（Kiesel et

al.，2007），后续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Kiesel et al.，

2008，2011）。然而，也有研究发现，FMS测试得分在 14分

以下的运动员的受伤率并未比 14 分以上队员高（Perry et

al.，2013），这可能与运动项目、对伤病的定义、受试者样

本量、运动等级、年龄和性别的差异有关。本研究发现，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总分平均为 15.21分，

14 人中有 5 人的测试得分低于运动损伤高风险的临界值

（14分），存在较高的运动损伤风险。

深蹲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下肢两侧髋、膝、踝活动

度、灵活性和对称性（刘瑞东 等，2015）。运动员在该项目

测试结果为 3 分（4 人）、2 分（10 人），平均得分为 2.29 分。

有研究显示，深蹲得分 2分及以下的受试者在屈膝和屈膝

幅度上表现不足（周亢亢 等，2017）。类似的研究发现，运

动员膝、髋关节屈曲不良问题同样存在于足球（陈翀 等，

2017）、空手道（丁明露，2014）等项目中。本研究亦发现

测试中深蹲动作测试得 2 分的运动员存在膝关节稳定差

的现象。有研究显示，膝关节稳定性不足会增加膝关节

两侧副韧带损伤的风险，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薄弱是

膝关节损伤的重要风险因素（Park et al.，2010），双侧膝关

节股四头肌和腘绳肌肌力平衡的改善能有效降低运动员

下肢损伤的风险（Forman et al.，2014）。因此，根据花样游

泳运动项目下肢发力的生物学模式，有针对性的提高双

侧膝关节股四头肌、腘绳肌等肌群的动态肌力平衡，提高

膝关节的稳定性，有助于预防和降低花样游泳运动员运

动损伤的风险。

过栏架步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单腿站立姿势下的稳

定性、控制能力及下肢功能性代偿动作及不对称性（刘瑞

东 等，2015）。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

果为 3 分（6 人）、2 分（7 人）、1 分（1 人），平均得分为

2.36 分，右侧得分显著优于左侧，表明运动员两侧髋关节

灵活性不对称。该研究结果与周龙峰等（2015）研究一

致，研究发现，长年累月的专项训练使击剑运动员持剑手

一侧与对侧肌肉处于不平衡状体，运动员持剑手与同侧

脚过栏架步测试得分显著高于非持剑手侧肢体。类似的

研究同样发现，左右两侧肢体不对称直接影响了网球（刘

畅 等，2018）、乒乓球（周亢亢 等，2017）等项目运动员完

成过栏架步的动作质量。Rampinini 等（2007）发现，当人

体左右侧肌力差值达到 15% 时，机体的形态和机能便会

出现不对称现象，同时伴随着较高的运动损伤的风险。

本研究发现，测试中得分为 2分及以下的运动员容易出现

踝关节外旋的动作，这可能与花样游泳运动员长期在水

中做两膝内扣、两足外翻的蹬腿练习有关。因此，注重花

样游泳运动员神经肌肉对动作的感知和控制能力的培

养，在训练中强化机体本体感觉能力的练习，有助于改善

运动员稳定性和控制力不足的问题，从而保证动力链有

效传导，实现力量的最大利用。

直线弓步蹲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股直肌、背阔肌等

的柔韧性以及髋、膝、踝关节的稳定与灵活性（刘瑞东 等，

2015）。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为 3 分（2 人）、2 分

（12 人），平均得分为 2.14 分。测试中得分为 2 分及以下

的运动员存在躯干控制能力不足、髋关节稳定性较差的

问题，表现为身体晃动或前倾的现象，运动员同样存在下

肢肌力不对称的情况，这可能受到花样游泳运动员以右

腿为主导腿的因素影响。左右肌力不对称会影响运动员

发挥完整动力链的作用效果（周志雄 等，2016）。有研究

显示，FMS 测试中动作的非对称性与伤病情况之间的相

关系数为 0.484（P＜0.05）（王骏昇 等，2016）。因此，应加

强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核心躯干肌群和双侧髋关节肌群力

量训练，改善肌力不均衡的情况，降低髋关节等部位的损

伤风险。

肩部灵活性主要是评价肩关节屈曲、内旋、外旋、内

收、外展活动度及肩脚骨、胸椎的灵活性（刘瑞东 等，

2015）。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为

3 分（8人）、2分（3人）、0分（3人），平均得分为 2.14分，其

中有 3 人在肩部灵活性排除性测试中出现疼痛。肩关节

损伤是水中（游泳、花样游泳、水球等）项目运动员常见的

伤病之一。有研究显示，肩关节外旋肌力/内旋肌力比值

异常与肩关节损伤的风险密切相关（Rupp et al.，1995）。

因此，应密切关注花样游泳运动员肩关节外旋肌力的评

估，避免因肩关节肌力不对称所引起的肩关节结构的改

变乃至肩关节骨骼－肌肉功能障碍的发生。

直膝抬腿动作测试主要是评价屈髋的主动灵活性和

股后肌群、腓肠肌、比目鱼肌的主动柔韧性（刘瑞东 等，

2015）。在该项目测试中，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测试成绩均

为 3分，提示，运动员具有较好的臀大肌-髂胫束联合等肌

群的柔韧性和屈髋的主动灵活性，这可能与花样游泳项

目中单芭蕾腿、双芭蕾腿、鹤立等专项动作存在做功类型

的相似性有关。类似的研究同样发现，优秀艺术体操运

动员在完成直膝抬腿动作的规格和幅度上表现较好（刘

佳 等，2014），这一研究结果进一步佐证了臀大肌-髂胫束

联合等肌群的柔韧性、双侧髋关节屈髋的主动灵活性和

对称性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在多维空间中完成复杂技术

动作的重要作用。

躯干稳定俯卧撑主要是评价核心稳定性、上身在闭

合运动链中脊柱是否稳定在同一矢状面的能力（周亢亢

等，2017）。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

为 3 分（2 人）、2 分（7 人）、1 分（2 人）、0 分（3 人），平均得

分为 1.57分。测试中发现，得分为 2分及以下运动员常出

现伸展和旋转等代偿动作，上下肢协同配合差等问题，其

中有 3 人在排除测试中出现腰部疼痛。邹荣琪等（2016）

发现，花样游泳项目中，腰部运动损伤的发病率占总数的

26.67%。Dejanovic 等（2013）认为，腰伸肌疲劳是引起腰

部疼痛及下肢运动损伤的重要诱导因素。类似的研究也

发现，腰伸肌疲劳会降低腰椎-骨盆的本体感觉能力，影

响躯干完成动作的效率（邢聪 等 ，2017）。 Haddas 等

（2016）认为，提高腹部肌肉的激活水平，可以提升人体腰

椎-骨盆的控制力，降低腰伸肌疲劳引起的腰部及下肢运

动损伤的发病率。因此，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可以通过

刻意增加腹部肌肉预先收缩来进一步提高腹部肌肉的激

活水平，提升躯干在闭合运动链中脊柱的稳定性，进而防

止腰伸肌疲劳引起的腰椎-骨盆不稳定及下肢生物力学

特征异常等现象。

旋转稳定性主要是通过评价上下肢协同配合来检查

骨盆、核心及肩带稳定性情况（周亢亢 等，2017）。本研究

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该项目测试的结果为 2分（12人）、0分

（2 人），平均得分为 1.71 分。测试中发现，得分较低的运

动员容易出现身体晃动、身体失衡等现象，有 2 人在排除

测试中出现腰背部疼痛，可能与常年的力量和技术练习，

引起主导肢体肌群过度发达，造成与对侧肢体肌群出现

功能性不平衡状态有关。该研究结果与王骏昇等（2016）

研究一致，他们发现，射击运动员躯干两侧肌力的不对称

是影响其不能完成 3 分动作的主要原因。类似的测试结

果同样出现在网球（刘畅 等，2018）、乒乓球（周亢亢 等，

2017）等项目研究中。但也有研究发现，击剑运动员持剑

手与两侧旋转稳定性能力的相关度较低（周龙峰 等，

2015）。产生这种结果差异的原因或许与不同项目运动

员主导臂（持拍手、持剑手）与双脚的配合动作特点不同

5



中国体育科技XXXX年（第XX卷）第XX期

有关。因此，应加强花样游泳运动员躯干核心稳定性力

量的练习，重视身体各部位均衡性力量的发展和左右肢

体动作模式的对称性训练，弥补核心部位稳定性不足和

两侧肌力不对称的问题，使躯干同时具备矢状面与额状

面的核心稳定性。

2.2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力量素质测试结果分析

有研究显示，右手握力可作为评价花样游泳运动员

专项力量素质的重要指标（王冬月，2011，2013）。与已有

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中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右手 2种握

力测试值均高于左手，在 2 种握力测试值的差异上，右手

（0.4 kg）优于左手（1.44 kg），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受运动员

主导臂为右臂的影响。王冬月（2011）发现，花样游泳运

动员的前臂肌群力量与体操项目运动员相比无明显差

异，而要优于跳水运动员。本研究同样发现，花样游泳运

动员左、右手握力值明显高于王荣辉（2003）研究中的国

家女子跳水运动员（左手握力：24.66±2.98 kg，右手握力：

26.03±2.02 kg，n=9人），进一步佐证了前臂伸屈肌群和手

掌部肌群的力量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划水推进、控制水

位、调整水中身体姿态、控制身体平衡效果的重要作用。

因此，应重视花样游泳运动员左右前臂、腕屈肌、手掌部

肌群力量的均衡性发展，可采用单边训练减少对负荷总

量的依赖，避免因两侧握力差距过大引起的肢体力量不

均衡导致动作代偿和运动损伤的发生。

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水位高度、身体成各种姿势时的

水平线和垂直线的精确程度、动作速度、频率、多角度和

高度的变化以及与音乐的同步情况，直接决定了最终的

比赛成绩。有研究显示，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手臂快频率、

连续持久的划水能力，为支撑运动员身体、控制水位高

度、完成托举、旋转等动作提供了动力保障（陈爱萍，

2006；李跃敏 等，2010）。据统计，针对优秀游泳运动员上

肢所开展的力量训练比例达到了 69.2%，长距离自由泳运

动员上肢力量训练比例更高（施纯志 等，2009），反映出对

于水中项目类（游泳、花样游泳、水球）运动员上肢力量训

练的重视与关注。在训练实践中，传统的上肢力量训练

多以颈前下拉、俯卧撑、引体向上和杠铃卧推等训练手段

为主，更多的是在稳定条件下进行的力量负重抗阻训练，

忽视了运动员深层肌群的稳定支撑、动作的灵活性、功能

化及在非衡状态下的运动能力（张春合 等，2013）。因此，

在传统的上肢力量训练手段中加入弹力带站姿单手倒立

划手、Keiser瑞士球仰卧直臂下拉、Keiser模仿压水动作下

蹲跳等功能性力量训练手段，能有效弥补传统力量训练

中的不足，进而提高运动员上肢多关节、多方位、多肌群

参与的协同力量。

有研究显示，股内收肌群力量对于提高花样游泳运

动员腿部快速用力及动作的控制力，保持身体在水中流

畅的移动具有重要作用（王九莉，2010）。在以往研究中，

运动员股内收肌群力量测试多以坐姿器械股内收肌群横

向收缩力量为主。有研究通过肌电分析发现，受试者在

垫上做直腿收腹举腿动作时，由开始位（仰卧位）至腿与

身体成 90°夹角的过程中，腹直肌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

腹外斜肌、腹直肌上、股外侧肌和股直肌（王翠萍，2011）。

有研究显示，当受试者两大腿之间角度在 60°～80°时，股

内收肌群表现出最大的横向收缩力量，当两大腿之间角

度超过 90°时，受肌肉收缩的最佳初长度限制，股内收缩

力量会随着两腿夹角的增大而逐渐下降，运动员出现损

伤的风险也会随之提高（蔡新民，2010）。尽管测试动作

模式有差异，但本研究同样发现，运动员双腿与地面夹角

在 0°和 45°时的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明显优于 90°角

度下的测试结果。这可能与运动员在测试中下肢的动作

特征、肌肉工作特征和支撑力矩不同，以及髋关节不同屈

曲状态下引起的股内收肌、股四头肌、髋伸肌群产生的协

同力量差异有关。Wiemann等（1995）发现，人体在加速跑

的过程中，在髋屈曲的位置时，股内收肌群不仅可以平衡

臀大肌的外旋，而且还是很强大的髋伸肌群。但目前尚

未发现精英运动员呈仰卧位在矢状面不同角度下股内收

肌群横向收缩力量测试的研究，相关性研究还有待深入

探讨。因此，在训练实践中，可采用坐姿器械大腿内收、

迷你带屈膝-单侧髋关节外展、阻力带横向走等抗阻力量

练习手段，提升运动员的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以弥

补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腿部发力速度、动作频率、

表3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力量素质测试结果

Table 3 Strength Quality Test Results of Elite Chinese

Synchronized Swimmers

力量类别

握力

上肢力量

股内收肌群力量

核心肌群耐力

下肢爆发力量

力量素质

内收左/kg

外展左/kg

内收右/kg

外展右/kg

板凳卧推/kg

坐姿下拉/kg

Keiser坐姿上推/w

Keiser下蹲上推/w

0°/mmHg

45°/mmHg

90°/mmHg

左侧桥/s

右侧桥/s

仰桥/s

俯桥/s

无反向纵跳/cm

有反向纵跳/cm

40 cm跳深跳高/cm

测试成绩

29.51±2.79

28.07±2.71

30.07±2.51

30.03±3.81

52.07±5.53

63.5±6.77

83.07±17.64

399.93±51.26

214.64±33.54

217.86±29.92

197.86±25.17

102.93±34.75

114.14±30.69

76.79±11.34

180±0

24.99±4.02

26.07±3.85

25.81±4.8

瞬间到位速度及动作控制力方面的不足。

在完成冲起、旋转、鹤立、火鹤、骑士、芭蕾腿等技术

动作时，花样游泳运动员躯干、髋关节肌群的稳定性与技

术动作的完成质量密切相关（李跃敏 等，2010）。花样游

泳运动员失去了在陆上运动时地面的稳定支撑，借助水

的反作用力完成技术动作，躯干腰腹力量是驱动整个身

体运动的力量源泉，是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保持良好

的身体姿势、减少阻力，在高速、多变的运动中为四肢的

运动建立稳定支撑的基础，是影响运动员驾驭“水”能力

的关键（黎涌明 等，2008；Granacher et al.，2014；Kiesel et

al.，2011）。皮划艇运动员两侧腰腹肌群力量与力量耐力

的提升有助于其速度力量和力量耐力素质的提高（许志

娟 等，2016）；范尧（2016）发现，核心力量训练影响优秀排

球运动员跳发球速度和成功率的机制可能是通过人体不

同水平面核心稳定性的联合作用来完成的。花样游泳运

动员专项竞技能力的提高要求力量训练的方法手段既要

符合专项的供能特征，又要符合动力学和运动学特征。

因此，在训练实践中，可采用肋木举腿、各种腹桥练习、仰

桥位高抬腿、侧桥位上腿后摆腿练习、X 型交叉挺身、SL

Box squat、V 型腹肌控练习等模拟专项动作的多维度、多

运动轴的训练手段，提高运动员躯干中部力量素质。

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完成踩水跃起、倒立折叠快

速打开或旋转等动作时，必须具备较强的下肢快速力量。

有研究显示，纵跳能力与最大冲刺速度、下肢最大力量呈

现出高度的相关性，通常下肢肌肉蹬伸力量被认为是决

定纵跳离地高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Kukolj et al.，

1999；Young et al.，1995）。Mirzaei 等（2014）发现，在一定

范围内，深蹲 1RM 值越高，纵跳成绩越好。与足球（何鹏

飞 等，2017）、跳水（张鹏 等，2012）、排球（徐国红 等，

2001）、蹦床（矫镇红，2006）等项目女子运动员相比，本研

究的 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在纵跳测试成绩方面存在明显

不足。已有研究证实，优秀运动员功能动作能力与下肢

爆发力素质呈显著性相关（周志雄 等，2016），下肢灵活性

和爆发力不足又是影响运动员最大力量转化为专项速度

的重要因素（赵琦 等，2018）。Attene 等（2015）发现，在重

复冲刺训练中加入 2 次折返，能够有效提升运动员半蹲

跳、原地起跳等爆发力相关指标的水平；Suarezarrones 等

（2014）研究证实，重复冲刺＋爆发力组合训练对于运动

员爆发力的提升效果显著；何鹏飞等（2017）认为，整合性

神经肌肉训练能有效改善女子运动员下肢发力模式，提

升运动员垂直跳高度和单腿跳的距离。因此，在训练实

践中，可采用跳深、跳箱-双脚跳训练等典型的快速伸缩

复合练习，负重单腿下蹲、哑铃单臂单腿罗马尼亚硬拉和

表4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FMS测试得分与力量素质的偏相关系数

Table 4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FMS Text and Strength Quality of Chinese Elite Synchronized Swimmers

注：由于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在直膝抬腿测试均得到3分，在核心耐力测试中的俯桥测试成绩均超过180 s，由于没有区分度，无法得出这两

项测试与其他测试结果间的相关性，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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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因此，应加强花样游泳运动员躯干核心稳定性力

量的练习，重视身体各部位均衡性力量的发展和左右肢

体动作模式的对称性训练，弥补核心部位稳定性不足和

两侧肌力不对称的问题，使躯干同时具备矢状面与额状

面的核心稳定性。

2.2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力量素质测试结果分析

有研究显示，右手握力可作为评价花样游泳运动员

专项力量素质的重要指标（王冬月，2011，2013）。与已有

的研究结果类似，本研究中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右手 2种握

力测试值均高于左手，在 2 种握力测试值的差异上，右手

（0.4 kg）优于左手（1.44 kg），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受运动员

主导臂为右臂的影响。王冬月（2011）发现，花样游泳运

动员的前臂肌群力量与体操项目运动员相比无明显差

异，而要优于跳水运动员。本研究同样发现，花样游泳运

动员左、右手握力值明显高于王荣辉（2003）研究中的国

家女子跳水运动员（左手握力：24.66±2.98 kg，右手握力：

26.03±2.02 kg，n=9人），进一步佐证了前臂伸屈肌群和手

掌部肌群的力量对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划水推进、控制水

位、调整水中身体姿态、控制身体平衡效果的重要作用。

因此，应重视花样游泳运动员左右前臂、腕屈肌、手掌部

肌群力量的均衡性发展，可采用单边训练减少对负荷总

量的依赖，避免因两侧握力差距过大引起的肢体力量不

均衡导致动作代偿和运动损伤的发生。

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水位高度、身体成各种姿势时的

水平线和垂直线的精确程度、动作速度、频率、多角度和

高度的变化以及与音乐的同步情况，直接决定了最终的

比赛成绩。有研究显示，花样游泳运动员的手臂快频率、

连续持久的划水能力，为支撑运动员身体、控制水位高

度、完成托举、旋转等动作提供了动力保障（陈爱萍，

2006；李跃敏 等，2010）。据统计，针对优秀游泳运动员上

肢所开展的力量训练比例达到了 69.2%，长距离自由泳运

动员上肢力量训练比例更高（施纯志 等，2009），反映出对

于水中项目类（游泳、花样游泳、水球）运动员上肢力量训

练的重视与关注。在训练实践中，传统的上肢力量训练

多以颈前下拉、俯卧撑、引体向上和杠铃卧推等训练手段

为主，更多的是在稳定条件下进行的力量负重抗阻训练，

忽视了运动员深层肌群的稳定支撑、动作的灵活性、功能

化及在非衡状态下的运动能力（张春合 等，2013）。因此，

在传统的上肢力量训练手段中加入弹力带站姿单手倒立

划手、Keiser瑞士球仰卧直臂下拉、Keiser模仿压水动作下

蹲跳等功能性力量训练手段，能有效弥补传统力量训练

中的不足，进而提高运动员上肢多关节、多方位、多肌群

参与的协同力量。

有研究显示，股内收肌群力量对于提高花样游泳运

动员腿部快速用力及动作的控制力，保持身体在水中流

畅的移动具有重要作用（王九莉，2010）。在以往研究中，

运动员股内收肌群力量测试多以坐姿器械股内收肌群横

向收缩力量为主。有研究通过肌电分析发现，受试者在

垫上做直腿收腹举腿动作时，由开始位（仰卧位）至腿与

身体成 90°夹角的过程中，腹直肌的贡献率最高，其次是

腹外斜肌、腹直肌上、股外侧肌和股直肌（王翠萍，2011）。

有研究显示，当受试者两大腿之间角度在 60°～80°时，股

内收肌群表现出最大的横向收缩力量，当两大腿之间角

度超过 90°时，受肌肉收缩的最佳初长度限制，股内收缩

力量会随着两腿夹角的增大而逐渐下降，运动员出现损

伤的风险也会随之提高（蔡新民，2010）。尽管测试动作

模式有差异，但本研究同样发现，运动员双腿与地面夹角

在 0°和 45°时的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明显优于 90°角

度下的测试结果。这可能与运动员在测试中下肢的动作

特征、肌肉工作特征和支撑力矩不同，以及髋关节不同屈

曲状态下引起的股内收肌、股四头肌、髋伸肌群产生的协

同力量差异有关。Wiemann等（1995）发现，人体在加速跑

的过程中，在髋屈曲的位置时，股内收肌群不仅可以平衡

臀大肌的外旋，而且还是很强大的髋伸肌群。但目前尚

未发现精英运动员呈仰卧位在矢状面不同角度下股内收

肌群横向收缩力量测试的研究，相关性研究还有待深入

探讨。因此，在训练实践中，可采用坐姿器械大腿内收、

迷你带屈膝-单侧髋关节外展、阻力带横向走等抗阻力量

练习手段，提升运动员的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以弥

补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在腿部发力速度、动作频率、

表3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力量素质测试结果

Table 3 Strength Quality Test Results of Elite Chinese

Synchronized Swimmers

瞬间到位速度及动作控制力方面的不足。

在完成冲起、旋转、鹤立、火鹤、骑士、芭蕾腿等技术

动作时，花样游泳运动员躯干、髋关节肌群的稳定性与技

术动作的完成质量密切相关（李跃敏 等，2010）。花样游

泳运动员失去了在陆上运动时地面的稳定支撑，借助水

的反作用力完成技术动作，躯干腰腹力量是驱动整个身

体运动的力量源泉，是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保持良好

的身体姿势、减少阻力，在高速、多变的运动中为四肢的

运动建立稳定支撑的基础，是影响运动员驾驭“水”能力

的关键（黎涌明 等，2008；Granacher et al.，2014；Kiesel et

al.，2011）。皮划艇运动员两侧腰腹肌群力量与力量耐力

的提升有助于其速度力量和力量耐力素质的提高（许志

娟 等，2016）；范尧（2016）发现，核心力量训练影响优秀排

球运动员跳发球速度和成功率的机制可能是通过人体不

同水平面核心稳定性的联合作用来完成的。花样游泳运

动员专项竞技能力的提高要求力量训练的方法手段既要

符合专项的供能特征，又要符合动力学和运动学特征。

因此，在训练实践中，可采用肋木举腿、各种腹桥练习、仰

桥位高抬腿、侧桥位上腿后摆腿练习、X 型交叉挺身、SL

Box squat、V 型腹肌控练习等模拟专项动作的多维度、多

运动轴的训练手段，提高运动员躯干中部力量素质。

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完成踩水跃起、倒立折叠快

速打开或旋转等动作时，必须具备较强的下肢快速力量。

有研究显示，纵跳能力与最大冲刺速度、下肢最大力量呈

现出高度的相关性，通常下肢肌肉蹬伸力量被认为是决

定纵跳离地高度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Kukolj et al.，

1999；Young et al.，1995）。Mirzaei 等（2014）发现，在一定

范围内，深蹲 1RM 值越高，纵跳成绩越好。与足球（何鹏

飞 等，2017）、跳水（张鹏 等，2012）、排球（徐国红 等，

2001）、蹦床（矫镇红，2006）等项目女子运动员相比，本研

究的 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在纵跳测试成绩方面存在明显

不足。已有研究证实，优秀运动员功能动作能力与下肢

爆发力素质呈显著性相关（周志雄 等，2016），下肢灵活性

和爆发力不足又是影响运动员最大力量转化为专项速度

的重要因素（赵琦 等，2018）。Attene 等（2015）发现，在重

复冲刺训练中加入 2 次折返，能够有效提升运动员半蹲

跳、原地起跳等爆发力相关指标的水平；Suarezarrones 等

（2014）研究证实，重复冲刺＋爆发力组合训练对于运动

员爆发力的提升效果显著；何鹏飞等（2017）认为，整合性

神经肌肉训练能有效改善女子运动员下肢发力模式，提

升运动员垂直跳高度和单腿跳的距离。因此，在训练实

践中，可采用跳深、跳箱-双脚跳训练等典型的快速伸缩

复合练习，负重单腿下蹲、哑铃单臂单腿罗马尼亚硬拉和

表4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FMS测试得分与力量素质的偏相关系数

Table 4 Par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FMS Text and Strength Quality of Chinese Elite Synchronized Swimmers

力量素质

握力

上肢力量

股内收肌群力量

核心耐力

下肢爆发力

测试内容

内收左

外展左

内收右

外展右

板凳卧推

坐姿下拉

Keiser坐姿上推

Keiser下蹲上推

0°

45°

90°

左侧桥

右侧桥

仰桥

无反向纵跳

有反向纵跳

40 cm跳深跳高

深蹲

测试

－0.023

－0.222

－0.027

0.176

0.299

－0.009

－0.027

－0.157

0.564

－0.139

0.247

－0.350

0.379

－0.273

0.031

－0.107

0.153

过栏架步

测试

－0.248

－0.025

－0.392

－0.090

－0.154

－0.048

0.455

0.553

－0.093

0.348

0.398

－0.505

－0.339

－0.122

0.185

0.375

0.402

直线弓步蹲

测试

0.020

－0.116

0.122

0.184

－0.175

－0.093

0.711*

0.358

0.399

0.132

0.391

－0.395

－0.280

－0.257

0.661*

0.614*

0.754**

肩部灵活性

测试

0.299

0.351

0.099

0.285

0.019

0.303

0.413

0.575*

0.387

0.585*

0.867**

－0.004

0.361

－0.701*

0.154

0.304

0.248

躯干稳定

俯卧撑测试

0.014

－0.062

－0.341

0.062

0.441

0.247

0.039

0.411

0.126

0.510

0.343

－0.280

－0.124

－0.258

－0.022

0.128

0.190

旋转稳定性

测试

－0.170

－0.241

－0.240

0.183

－0.078

－0.125

0.029

0.263

0.094

0.328

0.210

－0.561

－0.540

－0.170

0.270

0.247

0.575*

FMS测试

总分

0.034

0.010

－0.224

0.229

0.142

0.189

0.397

0.622*

0.368

0.652*

0.746**

－0.364

－0.080

－0.555

0.238

0.368

0.516

注：由于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在直膝抬腿测试均得到3分，在核心耐力测试中的俯桥测试成绩均超过180 s，由于没有区分度，无法得出这两

项测试与其他测试结果间的相关性，因此在本研究中不再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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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腿屈伸等下肢抗阻力量练习，重复冲刺＋爆发力组

合练习，整合性神经肌肉训练等方式，促进花样游泳运动

员下肢爆发力及综合运动表现能力的提升。

2.3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与力量素

质的相关性分析

2.3.1 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力量素质相关性

分析

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 Keiser 坐姿

上推（偏相关系数=0.622，P＜0.05）、45°股内收肌群横向

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652，P＜0.05）、90°股内收肌群

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746，P＜0.01）均呈显著性

正相关。表明，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其股内肌群内收

力量和三角肌中束、肱三头肌、背阔肌等肌群协同工作产

生肩上推力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本研究还发现，花样

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总分与左右手握力、上肢拉力、下肢

爆发力、躯干左右侧核心肌群耐力无显著性相关，这与

Parchmann和Lokie等人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Parchmann

等（2011）发现，FMS 测试得分与一级大学生高尔夫运动

员的最大力量、纵跳、10 m 冲刺跑等素质不存在相关性。

Lockie 等（2015）认为，FMS 测试得分的高低与运动素质

的表现无关。Okada等（2011）发现，28名业余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躯干肌群耐力相关性较低。本研究同样发

现，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总分与左、右侧桥和仰

桥耐力的相关性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此外，

FMS 测试中单项基本动作模式测试与部分力量素质测试

可能会涉及身体某一动力链结构系统肌群的协同工作，

可能会出现运动员 FMS 测试疼痛得 0 分，而在力量素质

测试中表现较好的情况。

2.3.2 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基本动作模式测试得分与力

量素质相关性分析

运动员直线弓步蹲测试得分与 Keiser 坐姿上推测试

结果呈显著正相关（偏相关系数=0.711，P＜0.05）。2种测

试均涉及肩部、后背部等肌群的协同工作，这可能是二者

存在相关性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发现，花样游泳运动员

直线弓步蹲测试得分与无反向纵跳（偏相关系数=0.661，

P＜0.05）、有反向纵跳（偏相关系数=0.614，P＜0.05）和

40 cm跳深跳高（偏相关系数=0.754，P＜0.01）均呈显著正

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类似，周志雄等（2016）

通过对 33 名青少年击剑运动员进行测试，发现 FMS 测试

得分与蹲跳和下蹲跳成绩呈显著性相关。髋、膝、踝关节

的灵活性及稳定性也是影响运动员直线弓步蹲测试结果

的重要因素。王立端等（2018）发现，羽毛球运动员疲劳

后，在完成蹬跨步时的着地阶段，髋关节和膝关节屈曲角

度以及膝关节外旋角度均会减小，认为膝关节和髋关节

在额状面的运动与股四头肌、股二头肌、腓肠肌的激活有

关。此外，Hibbs 等（2008）认为，躯干核心肌群力量可以

保持脊柱和髋关节的稳定性，并使能量更有效地在人体

躯干和四肢间传递，通过提高跳跃过程中摆臂及其他环

节动作的效益，进而增加跳跃的远度和高度。因此，本研

究中运动员直线弓步蹲测试与Keiser坐姿上推、无反向纵

跳、有反向纵跳和 40 cm跳深跳高呈显著正相关的可能原

因，是人体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稳定性和灵活性能显

著影响下肢爆发力水平（Anderson et al.，2005；Lokie et

al.，2015；Okada et al.，2011；Parchmann et al.，2011）。

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肩部灵活性测试得分与

Keiser 下蹲上推（偏相关系数=0.575，P＜0.05）、45°股内收

肌群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585，P＜0.05）以及 90°

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r=0.867，P＜0.01）均呈显著正

相关。与 Keiser 坐姿上推测试相比，Keiser 下蹲上推测试

是一个复合的、全身性的练习动作，除了反映花样游泳运

动员肩部、上肢、上背部肌群力量外，还能反映出股四头

肌、股二头肌、臀大肌、下背部肌群协同工作能力水平的

高低。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完成托举、冲起等技术动

作时，需要腿部、臀部、腰腹、上肢等不同关节肌群力量整

合起来，以发挥完整动力链的作用效果。因此，肩关节灵

活性测试得分与 Keiser 下蹲上推测试得分之间有显著的

正相关可能与 2种测试均涉及肩部、后背部等肌群的协同

工作有关。牛永刚（2016）和朱军凯（2011）认为，人体在

表达力量与爆发力时，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

全身运动链可以划分为上肢链、核心链和下肢链 3 个子

链，将肩关节与髋关节划分到连接处，连接处是人体肌肉

链和肌筋膜链上力量的保持与传递这个过程中的重要通

道。运动员在完成 45°和 90°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测

试时，需要肩关节、肘关节、上臂关节撑地辅助维持身体

平衡与稳定，对抗肌和协同肌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卷腹支

撑动作。有研究显示，左、右腿内收肌群的力量的强化可

以提高花样游泳运动员踩水、跃起、腿部动作的控制力，

从而满足比赛中连续的高难度动作快速用力的要求（张

军 等，2016）。此外，股内收肌的力量和腰腹核心肌群力

量会直接影响到下肢、骨盆核心区域的稳定性和整个动

力链的传递效果。本研究认为，花样游泳运动员肩关节

灵活性测试得分与 90°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呈正相

关，可能与肩关节的灵活性以及力量传导效率会直接影

响到动力链的力量传递效果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肩部灵活性测试得分与仰桥耐力测

试成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偏相关系数=0.701，P＜0.05）。

多项研究表明（王九莉，2010；张军 等，2016；张莉清 等，

2013），躯干核心力量的稳定、平衡、协调以及控制力，有

助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保持良好的身体姿势、减少

阻力，高质量地完成技术动作。仰桥耐力测试是以肩关

节和双脚脚后跟作为支点，评价运动员躯干核心肌群核

心区伸肌肌群耐力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肩关节灵活

性测试可以评价肩关节区域、胸椎、胸廓在上肢交互的肩

部运动中是否保持自然对称性，这 2种测试均涉及肩部和

上背部肌群的协同工作，可能是二者存在显著性相关的

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存在负相关的可能原因

是受样本量的影响，有 3名运动员在排除性测试中疼痛得

分为 0，3 名运动员测试得 2 分，这 6 名运动员在仰桥耐力

测试中的表现却优于得 3分的运动员，也进一步验证了已

有研究中功能动作筛查测试得分高低与运动表现相关性

不高的研究结论。

旋转稳定性测试得分与 40 cm 跳深跳高反跳高度呈

显著正相关（偏相关系数=0.575，P＜0.05）。跳深跳高是

评价人体下肢反映力量的重要指标，最直观的运动表现

就是落地后的反跳高度，而人体不同部位和环节力量的

衔接、传递和整合又是提高跳深跳高反跳高度的基础。

有研究显示，躯干旋转稳定性测试不仅能体现人体躯干

核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还能反映上下肢同时工作时躯

干能量传递和神经-肌肉控制能力的高低。黎涌明等

（2008）认为，核心力量训练的重要任务就是为有效地将

下肢和躯干肌的力量快速准确地传递到上肢创造条件和

搭建平台。有研究显示，核心区力量素质的提升能有效

提高下肢纵跳的高度。Granacher 等（2014）发现，以髋关

节为主的核心区力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垂直跳的能力。

也有研究显示，运动疲劳后，人体的髋、膝、踝关节最小角

度出现的时刻会有不同程度的延迟，会引起下肢缓冲时

间的增加，向心收缩时可利用的弹性能减少，最终影响后

续的跳跃高度（孙晓乐 等，2018）。因此，旋转稳定测试得

分与 40 cm跳深跳高反跳高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花样

游泳运动员旋转稳定性测试得分越高，40 cm 跳深跳高反

跳高度越高。本研究认为，以髋关节为主的核心肌群力

量的提升有助于下肢、躯干、上肢不同部位力量的衔接、

传递和整合，可以减少能量传递的泄露和提高技术动作

的高效性，这可能是二者存在正向相关的主要原因。

2.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力量素质指标选择具有局限性。受国家花

样游泳运动队备战里约奥运会的训练安排和测试条件限

制，本研究选择的测试指标可能不能全面反映出我国优

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得分与力量素质表现之间的

关系。建议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扩增花样游泳运动员的陆

上和水中力量素质测试指标，可利用三维测力台测试、等

速肌力测试、红外运动捕捉系统以及表面肌电分析等运

动生物力学测试手段，进一步探讨我国高水平花样游泳

运动员功能性动作能力与力量素质的相关性，提高研究

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3 结论与建议

1）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髋关节主动灵活性和臀

大肌-髂胫束联合等肌群的主动柔韧性较好，但存在膝关

节、髋关节稳定性差、躯干核心区肌群控制力不足等问

题，受右侧臂和右腿为主导肢体影响，运动员身体两侧不

平衡明显。

2）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与股内肌

群内收力量和三角肌中束、肱三头肌、斜方肌上部、背阔

肌等肌群协同工作产生肩上推力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而与腰伸肌群耐力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的原因与运动员

在肩部排除性测试中呈现阳性结果有关。

3）FMS 测试得分并不能全面反映花样游泳运动员力

量素质的高低。FMS 测试与部分力量素质之间有显著的

相关性，可能与两种测试均涉及某一动力链结构系统肌

群的协同工作和动作存在做功类型的相似性有关。

4）建议加强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双侧髋关节肌群力量

和下肢爆发力素质的训练，提高膝关节的稳定性，重视左

右肢体动作模式的对称性、均衡性力量的训练和发展，密

切关注花样游泳运动员肩关节外旋肌力的评估，避免肩

关节骨骼-肌肉功能障碍的发生，降低花样游泳运动员发

生运动损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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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腿屈伸等下肢抗阻力量练习，重复冲刺＋爆发力组

合练习，整合性神经肌肉训练等方式，促进花样游泳运动

员下肢爆发力及综合运动表现能力的提升。

2.3 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与力量素

质的相关性分析

2.3.1 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力量素质相关性

分析

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 Keiser 坐姿

上推（偏相关系数=0.622，P＜0.05）、45°股内收肌群横向

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652，P＜0.05）、90°股内收肌群

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746，P＜0.01）均呈显著性

正相关。表明，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其股内肌群内收

力量和三角肌中束、肱三头肌、背阔肌等肌群协同工作产

生肩上推力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本研究还发现，花样

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总分与左右手握力、上肢拉力、下肢

爆发力、躯干左右侧核心肌群耐力无显著性相关，这与

Parchmann和Lokie等人的部分研究结果一致。Parchmann

等（2011）发现，FMS 测试得分与一级大学生高尔夫运动

员的最大力量、纵跳、10 m 冲刺跑等素质不存在相关性。

Lockie 等（2015）认为，FMS 测试得分的高低与运动素质

的表现无关。Okada等（2011）发现，28名业余运动员 FMS

测试总分与躯干肌群耐力相关性较低。本研究同样发

现，14名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总分与左、右侧桥和仰

桥耐力的相关性未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此外，

FMS 测试中单项基本动作模式测试与部分力量素质测试

可能会涉及身体某一动力链结构系统肌群的协同工作，

可能会出现运动员 FMS 测试疼痛得 0 分，而在力量素质

测试中表现较好的情况。

2.3.2 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基本动作模式测试得分与力

量素质相关性分析

运动员直线弓步蹲测试得分与 Keiser 坐姿上推测试

结果呈显著正相关（偏相关系数=0.711，P＜0.05）。2种测

试均涉及肩部、后背部等肌群的协同工作，这可能是二者

存在相关性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发现，花样游泳运动员

直线弓步蹲测试得分与无反向纵跳（偏相关系数=0.661，

P＜0.05）、有反向纵跳（偏相关系数=0.614，P＜0.05）和

40 cm跳深跳高（偏相关系数=0.754，P＜0.01）均呈显著正

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已有研究类似，周志雄等（2016）

通过对 33 名青少年击剑运动员进行测试，发现 FMS 测试

得分与蹲跳和下蹲跳成绩呈显著性相关。髋、膝、踝关节

的灵活性及稳定性也是影响运动员直线弓步蹲测试结果

的重要因素。王立端等（2018）发现，羽毛球运动员疲劳

后，在完成蹬跨步时的着地阶段，髋关节和膝关节屈曲角

度以及膝关节外旋角度均会减小，认为膝关节和髋关节

在额状面的运动与股四头肌、股二头肌、腓肠肌的激活有

关。此外，Hibbs 等（2008）认为，躯干核心肌群力量可以

保持脊柱和髋关节的稳定性，并使能量更有效地在人体

躯干和四肢间传递，通过提高跳跃过程中摆臂及其他环

节动作的效益，进而增加跳跃的远度和高度。因此，本研

究中运动员直线弓步蹲测试与Keiser坐姿上推、无反向纵

跳、有反向纵跳和 40 cm跳深跳高呈显著正相关的可能原

因，是人体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稳定性和灵活性能显

著影响下肢爆发力水平（Anderson et al.，2005；Lokie et

al.，2015；Okada et al.，2011；Parchmann et al.，2011）。

本研究花样游泳运动员肩部灵活性测试得分与

Keiser 下蹲上推（偏相关系数=0.575，P＜0.05）、45°股内收

肌群横向收缩力量（偏相关系数=0.585，P＜0.05）以及 90°

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r=0.867，P＜0.01）均呈显著正

相关。与 Keiser 坐姿上推测试相比，Keiser 下蹲上推测试

是一个复合的、全身性的练习动作，除了反映花样游泳运

动员肩部、上肢、上背部肌群力量外，还能反映出股四头

肌、股二头肌、臀大肌、下背部肌群协同工作能力水平的

高低。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完成托举、冲起等技术动

作时，需要腿部、臀部、腰腹、上肢等不同关节肌群力量整

合起来，以发挥完整动力链的作用效果。因此，肩关节灵

活性测试得分与 Keiser 下蹲上推测试得分之间有显著的

正相关可能与 2种测试均涉及肩部、后背部等肌群的协同

工作有关。牛永刚（2016）和朱军凯（2011）认为，人体在

表达力量与爆发力时，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在发挥作用，

全身运动链可以划分为上肢链、核心链和下肢链 3 个子

链，将肩关节与髋关节划分到连接处，连接处是人体肌肉

链和肌筋膜链上力量的保持与传递这个过程中的重要通

道。运动员在完成 45°和 90°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测

试时，需要肩关节、肘关节、上臂关节撑地辅助维持身体

平衡与稳定，对抗肌和协同肌相互协调共同完成卷腹支

撑动作。有研究显示，左、右腿内收肌群的力量的强化可

以提高花样游泳运动员踩水、跃起、腿部动作的控制力，

从而满足比赛中连续的高难度动作快速用力的要求（张

军 等，2016）。此外，股内收肌的力量和腰腹核心肌群力

量会直接影响到下肢、骨盆核心区域的稳定性和整个动

力链的传递效果。本研究认为，花样游泳运动员肩关节

灵活性测试得分与 90°股内收肌群横向收缩力量呈正相

关，可能与肩关节的灵活性以及力量传导效率会直接影

响到动力链的力量传递效果有关。

本研究还发现，肩部灵活性测试得分与仰桥耐力测

试成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偏相关系数=0.701，P＜0.05）。

多项研究表明（王九莉，2010；张军 等，2016；张莉清 等，

2013），躯干核心力量的稳定、平衡、协调以及控制力，有

助于花样游泳运动员在水中保持良好的身体姿势、减少

阻力，高质量地完成技术动作。仰桥耐力测试是以肩关

节和双脚脚后跟作为支点，评价运动员躯干核心肌群核

心区伸肌肌群耐力和稳定性的重要指标，而肩关节灵活

性测试可以评价肩关节区域、胸椎、胸廓在上肢交互的肩

部运动中是否保持自然对称性，这 2种测试均涉及肩部和

上背部肌群的协同工作，可能是二者存在显著性相关的

重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存在负相关的可能原因

是受样本量的影响，有 3名运动员在排除性测试中疼痛得

分为 0，3 名运动员测试得 2 分，这 6 名运动员在仰桥耐力

测试中的表现却优于得 3分的运动员，也进一步验证了已

有研究中功能动作筛查测试得分高低与运动表现相关性

不高的研究结论。

旋转稳定性测试得分与 40 cm 跳深跳高反跳高度呈

显著正相关（偏相关系数=0.575，P＜0.05）。跳深跳高是

评价人体下肢反映力量的重要指标，最直观的运动表现

就是落地后的反跳高度，而人体不同部位和环节力量的

衔接、传递和整合又是提高跳深跳高反跳高度的基础。

有研究显示，躯干旋转稳定性测试不仅能体现人体躯干

核心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还能反映上下肢同时工作时躯

干能量传递和神经-肌肉控制能力的高低。黎涌明等

（2008）认为，核心力量训练的重要任务就是为有效地将

下肢和躯干肌的力量快速准确地传递到上肢创造条件和

搭建平台。有研究显示，核心区力量素质的提升能有效

提高下肢纵跳的高度。Granacher 等（2014）发现，以髋关

节为主的核心区力量的提升有助于提高垂直跳的能力。

也有研究显示，运动疲劳后，人体的髋、膝、踝关节最小角

度出现的时刻会有不同程度的延迟，会引起下肢缓冲时

间的增加，向心收缩时可利用的弹性能减少，最终影响后

续的跳跃高度（孙晓乐 等，2018）。因此，旋转稳定测试得

分与 40 cm跳深跳高反跳高度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花样

游泳运动员旋转稳定性测试得分越高，40 cm 跳深跳高反

跳高度越高。本研究认为，以髋关节为主的核心肌群力

量的提升有助于下肢、躯干、上肢不同部位力量的衔接、

传递和整合，可以减少能量传递的泄露和提高技术动作

的高效性，这可能是二者存在正向相关的主要原因。

2.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的力量素质指标选择具有局限性。受国家花

样游泳运动队备战里约奥运会的训练安排和测试条件限

制，本研究选择的测试指标可能不能全面反映出我国优

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测试得分与力量素质表现之间的

关系。建议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扩增花样游泳运动员的陆

上和水中力量素质测试指标，可利用三维测力台测试、等

速肌力测试、红外运动捕捉系统以及表面肌电分析等运

动生物力学测试手段，进一步探讨我国高水平花样游泳

运动员功能性动作能力与力量素质的相关性，提高研究

的科学性和系统性。

3 结论与建议

1）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髋关节主动灵活性和臀

大肌-髂胫束联合等肌群的主动柔韧性较好，但存在膝关

节、髋关节稳定性差、躯干核心区肌群控制力不足等问

题，受右侧臂和右腿为主导肢体影响，运动员身体两侧不

平衡明显。

2）我国优秀花样游泳运动员 FMS 测试得分与股内肌

群内收力量和三角肌中束、肱三头肌、斜方肌上部、背阔

肌等肌群协同工作产生肩上推力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

而与腰伸肌群耐力有显著的负向相关性的原因与运动员

在肩部排除性测试中呈现阳性结果有关。

3）FMS 测试得分并不能全面反映花样游泳运动员力

量素质的高低。FMS 测试与部分力量素质之间有显著的

相关性，可能与两种测试均涉及某一动力链结构系统肌

群的协同工作和动作存在做功类型的相似性有关。

4）建议加强花样游泳运动员的双侧髋关节肌群力量

和下肢爆发力素质的训练，提高膝关节的稳定性，重视左

右肢体动作模式的对称性、均衡性力量的训练和发展，密

切关注花样游泳运动员肩关节外旋肌力的评估，避免肩

关节骨骼-肌肉功能障碍的发生，降低花样游泳运动员发

生运动损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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