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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目的院 探析短道速滑个人项目两届冬奥会及冬奥会与世锦赛体力分配策
略规律差异遥 方法院收集整理索契尧平昌冬奥会袁以及 2014要2017 年世锦赛短道速
滑个人项目相关数据袁分析单圈用时尧肯德尔相关系数遥 结果院渊1冤冬奥会各单项单
圈用时不同程度地少于世锦赛袁平昌不同程度地少于索契曰渊2冤除 2016 世锦赛 500 m袁
其他赛事均全程具有显著相关渊P＜ 0.05冤曰渊3冤除索契冬奥会女子 1 000 m袁其他赛
事均较早出现显著相关 渊P＜ 0.05冤袁 平昌冬奥会男子与女子均在第 7尧8 圈为高相关
渊r逸0.70冤曰渊4冤平昌冬奥会 1 500 m 男子第 12尧13 圈袁女子第 13 圈为高相关渊r逸0.70冤袁
两者均从第 9 圈开始出现显著相关渊P＜ 0.05冤遥 结论院500 m 出发位置尤为重要袁高
速滑行中稳固站位能力需求突出袁冬奥会中对全程维持速度能力的要求逐步提高曰
冬奥会 1 000 m 与 1 500 m 比赛争夺有利位置战术的实施位置较以往更为靠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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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of the physical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between the two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in th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ndividual events. Method: Data on individual events of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n Sochi,

2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and 2014-2017 World Championship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and Kendal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ingle lap time was analyzed.Results: (1) Less time
was used in each single lap in each event of Winter Olympics than in the World Championships;
Less time is used in each single lap in each event of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than in Sochi
Winter Olympics; (2) Except for the 2016 World Championships, all other events ha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5) in all laps; (3) All events presented correlation relatively early except for Sochi
Winter Olympics. High correlation (r<0.70) appeared in the 7th and 8th lap of men's and women's
1 000 m in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s; (4)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P<0.05) appeared from the
9th lap in men's 1500 m and women's 1 500 m in PyeongChang Winter Olympic Games; High correlation (r<0.70) appeared in men's 12th lap and 13th laps and women's 13th lap. Conclusion: The
starting position of 500 m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and the requirement of maintaining stable ability
in high-speed skating is outstanding. The requirement of maintaining speed ability in whole game of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1 000 m and 1 500 m
in the Winter Olympic Games is more backward than before.
individual event; time of use; correlation; starting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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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体力分配策略袁 即如何将能量合理安排在比

赛任务中袁被认为是影响运动员竞技表现的重要因素 遥

表 1 研究各赛事比赛样本的数量渊场次冤

[1]

以往的研究认为袁何时进行加速或减速主要取决于运

动员对自身能量消耗的认知 [2]遥进一步的研究补充袁体
力分配策略还会受到现场环境尧对手行为尧动机尧对机
会的预估尧与队友的合作等的重要影响

遥 而针对短

赛事

500 m

1 000 m

1 500 m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男子

女子

索契冬奥会

53

52

49

35

12

37

平昌冬奥会

36

39

41

50

44

36

道速滑个人项目体力分配策略的研究中袁对多因素所

2014 年世锦赛

81

91

67

63

54

35

形成的体力分配策略规律性结果总结发现袁基于单圈

2015 年世锦赛

83

86

50

46

38

57

排名的数据分析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短道

2016 年世锦赛

24

75

90

62

66

46

2017 年世锦赛

86

34

95

75

73

47

[3,4]

速滑个人项目运动员体力分配策略的规律特征 [5-7]袁以
往的研究仅基于世界杯与世锦赛的数据进行了体力

分配策略的规律性分析袁 但冬奥会中的规律如何并
不明确遥 因此袁纳入冬奥会数据袁以比较的方法探析

应用 SPSS21.0 对比赛单圈用时进行描述性统计袁

两届冬奥会之间袁 以及冬奥会与世锦赛之间的规律

使用肯德尔系数对出发位置以及各圈次的排名与最

差异袁 有助于教练员明晰冬奥会短道速滑个人项目

终排名进行相关性分析袁用以评估体力分配策略遥 相

体力分配策略制定与实施的不同袁 对于奥运新周期

关度为院低相关渊r＜ 0.50冤尧中等相关渊0.50臆r＜ 0.70冤尧

的备战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遥

高相关渊r逸0.70冤遥 P＜ 0.05 定义为显著性差异水平遥
该检验结果的意义在于院第一袁显著性表明相关性结
果稳定曰第二袁相关性越高袁表明获得更优最终排名
的几率越大遥

以冬奥会及世锦赛为研究对象袁 收集并整理包

括平 昌冬 奥会 尧索契 冬奥 会袁以 及 2014要2017 年共

4 届 世 锦 赛 在 内 的 男 子 与 女 子 500 m 尧 1 000 m 尧
1 500 m 比赛的出发位置尧各圈排名尧最终排名及各

如图1袁世锦赛尧冬奥会比赛的单圈用时曲 线的

圈用时袁比赛场次包含了预赛尧复赛袁以及决赛袁将包

趋势相似袁冬奥会男子 500 m尧1 000 m袁女子 500 m尧

含摔倒尧犯规以及用时异常的比赛场次排除袁最终采

1 000 m尧1 500 m 全程各单圈用时少于世锦赛袁男子

集数据量见表 1遥 基于相关研究对国际滑联官方网

1 500 m 除第 2尧4尧5 圈用时稍多之外袁 其他圈 次单

站数据可信度的论证 [7,8] 袁本研究数据 也均采集于国
际滑联官方网站遥

圈用时均少于世锦赛遥 表明冬奥会运动员表现出的
能力更为集中袁比赛强度高于世锦赛遥

图 1 冬奥会与世锦赛短道速滑男子与女子 500 m尧1 000 m尧1 500 m 比赛单圈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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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袁 平昌冬奥会男子与女子 500 m 全程各
单圈用时少于索契冬奥会袁 表明平昌冬奥会比赛强
度更高袁 事实上该次比赛也多次打破世界纪录与冬
奥会纪录曰 男子 1 000 m 除第 6尧8 圈袁 女 子 除前 3
圈袁其他圈次单圈用时均少于索契冬奥会袁表明平昌

冬 奥 会 比 赛 强 度 有 所 提 升 曰 男 子 1 500 m 除 前 10
圈袁女子除前 4 圈袁其他圈次单圈用时均少于索契冬

奥会袁且相差较大袁体现出平昌冬奥会前期慢 尧后期
快的特点袁 也表明冬奥会 1 500 m 项目体力分配策
略规律已发生改变遥

索契冬奥会 500m

平昌冬奥会 500m

索契冬奥会 500m

平昌冬奥会 500m

索契冬奥会 1000m

平昌冬奥会 1000m

索契冬奥会 1000m

平昌冬奥会 1000m

索契冬奥会 1500m

平昌冬奥会 1500m

索契冬奥会 1500m

平昌冬奥会 1500m

图 2 平昌冬奥会与索契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与女子 500 m尧1 000 m尧1 500 m 比赛单圈用时

4

圈排名与最终排名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的肯德尔相
图 3~5分别显示冬奥会与世锦赛出发位置及单

关系数结果遥

索契冬奥会渊53 场冤

2014 世绵赛渊81 场冤

索契冬奥会渊52 场冤

2014 世绵赛渊91 场冤

2015 世绵赛渊83 场冤

2016 世绵赛渊24 场冤

2015 世绵赛渊86 场冤

2016 世绵赛渊75 场冤

2017 世锦赛渊86 场冤

平昌冬奥会渊36 场冤

2017 世锦赛渊34 场冤

平昌冬奥会渊39 场冤

图 3 冬奥会与世锦赛短道速滑男子与女子 500 m 出发位置与最终排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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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出发位置

索契冬奥会渊53 场冤
2015 世绵赛渊50 场冤
2017 世锦赛渊95 场冤

6

7

8

2014 世绵赛渊67 场冤
2016 世绵赛渊90 场冤
平昌冬奥会渊41 场冤

1

2

3
4
5
出发位置

索契冬奥会渊35 场冤
2015 世绵赛渊46 场冤
2017 世锦赛渊75 场冤

6

7

8

2014 世绵赛渊63 场冤
2016 世绵赛渊62 场冤
平昌冬奥会渊75 场冤

图 4 冬奥会与世锦赛短道速滑男子与女子 1 000 m 最终排名与出发位置及各圈排名关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出发位置
索契冬奥会渊12 场冤
2015 世绵赛渊38 场冤
2017 世锦赛渊73 场冤

2014 世绵赛渊54 场冤
2016 世绵赛渊66 场冤
平昌冬奥会渊44 场冤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出发位置
索契冬奥会渊37 场冤
2015 世绵赛渊57 场冤
2017 世锦赛渊47 场冤

2014 世绵赛渊35 场冤
2016 世绵赛渊46 场冤
平昌冬奥会渊36 场冤

图 5 冬奥会与世锦赛短道速滑男子与女子 1 500 m 最终排名与出发位置及各圈排名关系

5
如图 3袁 除 2016 年世锦赛之外袁 其他所有赛事
均全程具备显著相关性渊P＜ 0.05冤袁且相关系数总体

世锦赛袁这提示袁冬奥会女子 500 m 比赛对于运动员
全程维持速度能力的要求更高遥

逐步升高袁表明 500 m 比赛强度高袁要求运动员出发

如图 4袁平昌冬奥会男子从第 4 圈开始出现显著

后就要稳固站位袁全速滑行遥 平昌冬奥会男子 500 m

相关性渊P＜ 0.05冤袁且第 7尧8 圈均为高相关渊r逸0.70冤遥

各位 置仅 有 中 尧低 相 关 度 渊r＜ 0.70冤袁2016 年 世 锦 赛

索契冬奥会从第 2 圈开始袁 包括与其他 4 届世锦赛

在前三圈进行了激烈的位置竞争之后袁 第 4 圈即形

相比袁 均显示平昌冬奥会在前 4 圈中的比赛激烈程

成了较为稳定的排名格局袁 其他 3 届世锦赛的位置

度更高遥 平昌冬奥会相关性程度从第 5 圈开始至第

争夺激烈程度相对于冬奥会而言均较低袁 索契冬奥

8 圈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袁 这可能与本届比赛中

会则在前三圈相对于平昌冬奥会 竞争更加激烈袁表

顶尖运动员实力增强关联较大袁 索契冬奥会则是于

明平昌冬奥会运动员的稳固站位能力相对更为突出遥

第 7 圈到第 8 圈发生了相关性的陡增袁 表明索契冬

女子 500 m 第 1尧2 圈达中等相关 渊0.50臆r＜ 0.70冤袁第
3尧4 圈均为高 相 关 渊r逸0.70冤袁表 明女 子 运动 员实 力

奥会竞争相对更为激烈袁但是袁在后 3 圈相关性程度
上袁4 届世锦赛所呈现出的激烈程度均低于冬奥会遥

差距较大袁尤其相对于索契冬奥会运动员袁4 届世锦

女子 1 000 m 在平昌冬奥会中的出发位置与第 1 圈

赛的相关性趋势变化显示袁 运动员均在第 2 与第 3

出现了与最终排名之间显著的相关性渊P＜ 0.05冤袁且

圈之间展开过较为激烈的位置争夺袁 均在第 4 圈形

第 7尧8 圈均为高相关渊r逸0.70冤遥 排位与第 1 圈的争

成了相对于冬奥会更为稳定的整体位置格局袁但是袁

夺较低的激烈程度相关袁随后的第 2尧3 圈中袁这样的

两届冬奥会第 4 圈位置争夺的激烈程度均高于 4 届

显著性就因相互的位置变换而消失袁 直到第 4 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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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才又重新出现显著相关性渊P＜ 0.05冤袁相比索契冬

样的结果是野一过性冶的遥 该项目作为韩国的传统优

奥会尧2014 年世锦赛袁 以及 2017 年世锦赛袁 平昌冬

势项目袁 集团化优势明显袁 加之主场作战等有利因

奥会 的 竞 争激 烈程 度 总体 较低 袁 但是 与 2015 年 及
2016 年 世锦 赛相 比 袁比 赛 的 激 烈 程 度 又 较 高 袁表 明
平昌冬奥会周期袁女子的整体水平动荡较大遥

素袁使得项目竞技成绩的突破成为野水到渠成冶之势遥
而就北京冬奥会而言袁我们同样面对着野东道主冶野传
统优势项目冶等有利因素的倒逼袁因此袁从训练 备战

如图 5袁平昌冬奥会男子与女子 1 500 m 均从第

角度考虑袁 结合我国运动员在平昌冬奥会中的竞技

9 圈开始出现显著相关性渊P＜ 0.05冤袁除 2015 年世锦

表现袁 进一步增加 500 m 运动员全程维持速度能力

赛女子比赛之外袁其他赛事均较早出现显著相关性袁

与中长距离运动员后程速度耐力能力是需要重点突

这表明平昌冬奥会的比赛更为激烈袁 且运动员更晚

破的训练所在袁 也是适应新的冬奥会体力分配策略

采取争先战术行为袁前期更多采用交替领滑的策略袁

发展现状与预期的需要遥

这可能为优秀运动员的体能储备和在后程有效发挥
提供了有利的保障袁 但也同时对运动员后程速度耐

力能力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遥 男 子 1 500 m 第 12尧13

500 m 比赛的位置争夺是自始至终的袁 比赛激

圈 达 高 相 关 渊r逸0.70冤袁且 相 对 于 其 他 赛 事 袁 该 结 果

烈程度不言而喻袁 这对运动员起步争先能力与全程

都是最高的袁 表明男子运动员速度耐力能力的差距

维持速度能力的要求都非常高遥 Haug 等的实验研究

较大袁 后程速度耐力强的运动员能够依靠此策略更

结果指出袁 简短的旱地冲刺启动训练能够提升短道

为稳妥地赢得比赛遥在相关性变化趋势中袁其他赛事
的波动变化与平昌冬奥会始终上升的态势相比而

速滑运动员的起步表现 [10] 袁这从侧面提示袁短道速滑
运动员起步表现能力的提升正成为训练突破的重点

言袁越早开始意图明确的争先战术行为袁越容易陷入

之一袁而得以研究重视遥 在滑行的过程中袁Bullock 等

到交替混战局面袁 对于后程体能弱势的运动员是极

指出袁运动员选择超越的位置分布在赛道中的各个区

为不利的袁并且极易造成犯规及其他意外行为遥女子
在 第 13 圈 达 高 相 关 渊r 逸0.70冤袁 表 明 相 对 于 男 子 而
言袁女子运动员的整体速度耐力水平差距并不大遥

域 [11]袁这就要求运动员必须拥有频繁变向后的再加速
能力袁否则缺乏足够爆发力能力的超越战术应用或无

法完成超越袁或造成失误或犯规袁只能平白消耗体能袁
打击信心遥 因此袁高水平运动员在高速滑行的过程中袁
还需要采用合理尧科学的阻挡战术袁时刻保持其有利
站位的稳固性遥 所以袁起步争先能力尧稳固站位和高速

6

短道速滑 500 m 与 1 500 m 比赛的第 1 圈与其
他圈的长度不同袁因此袁第 1 圈的用时与其他圈次明
显不同遥所有个人项目中袁除男尧女 500 m 之外袁均呈
现出随比赛进行袁 单圈用时与标准差均逐渐减少的
趋势袁 体现了 500 m 项目比赛对运动员全程维持速
度能力的要求袁而 1 000 m 与 1 500 m 更加体现了对
后程速度耐力能力储备的要求遥 1 500 m 比赛前期袁
运动员基本处于跟随尧 交替领滑的体力分配策略定

位状态袁跟随滑跑可以减少 23%的空气阻力 [9] 袁从而

降低心率尧减少乳酸产生袁以节省机体能量 消耗袁进
而能将更多的能源用于比赛最后阶段的加速遥 无论

滑行能力等需要作为 500 m 运动员的训练重点遥
1 000 m 与 1 500 m 比赛的体力分配策略发展趋势
逐步明朗为院越早开始意图明确的争先战术行为袁越容易
陷入到交替混战局面袁对于后程体能弱势的运动员是极
为不利的袁并且极易造成犯规及其他意外行为袁而当前
的优秀中长距离运动员具备了更加优异的后程速度耐
力能力优势遥中长距离比赛的出发位置对最终排名没有
影响袁比赛前期各圈次的位置排名与最终排名为低相关
或无相关遥 但是袁随着比赛的进行袁滑行速度加快袁超越
次数减少袁相关性逐渐增强袁位置的重要性逐渐提高袁在
高相关系数的圈次中保持位置优势袁 才可能获得优胜遥
然而在实际比赛中袁随着比赛进行袁为了减少摔倒的危

是冬奥会与世锦赛相比袁 还是平昌冬奥会与索契冬

险袁增加占据位置的成功率袁优秀运动员通常会提前占

奥会相比袁 都反映出前者比后者的比赛用时整体更

据较为靠前的位置袁一方面以控制比赛并封堵其他选手

冬奥会的被重视程度往往是最高的袁 世锦赛多数情

的超越[11]袁另一方面也为防止频繁变速对体能造成不必

况下被用于练兵袁以发掘潜力队员袁储备后备人才遥

要的消耗[7]袁因此袁综合冬奥会的中后程单圈用时小于世
锦赛袁平昌冬奥会中后程单圈用时小于索契冬奥会这一

就两届冬奥会而言袁索契冬奥会受到野安贤 洙事件冶

发展趋势特征袁表明当前的中长距离比赛对运动员在中

的影响袁加之野奥运东道主效应冶的进一步助力袁俄罗

后程的速度耐力能力就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遥 如前所

斯才得以在短道速滑项目上取得不俗成绩袁 但是这

述袁冬奥会与世锦赛的被重视程度袁参赛的主要目的等

少袁比赛强度更高的结果遥 就冬奥会与世锦赛而言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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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尧生理职能尧躯体疼痛尧总体健康尧活力尧情感 职
能和精神健康维度得分中袁 处于巩固保持期行为阶
段的老年人得分最高袁显示出超过 12 个月以上规律
健身行为对城市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命质量提升的
积极作用最为显著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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