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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训练促进我国新兵
军事体能发展的实证研究
Empirical Study on Functional Train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Physical Fitness of Recruits in China

牛 森 1，2，赵焕彬 1*       

NIU Sen1，2，ZHAO Huanbin1*

摘 要：目的：探究功能性训练（functional training）对促进我国新兵军事体能的实际效果。

方法：以随机抽取的120名入伍新兵为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n＝60）和对照组（n＝60），
实验组实施功能性训练方案，对照组实施原军方制定的一般训练方案，每周进行5次训

练干预，时间为12周。实验前后数据获取采用重复测量，组间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实

验前后各组功能动作筛查项目、军事体能考核课目成绩。结果：12周体能训练后：1）实验

组新兵深蹲、过栏架步、直线弓箭步和主动直膝抬腿测试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
躯干稳定性、转动稳定性（左）和肩部灵活性测试成绩也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2）
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目单杠引体向上、双杠臂屈伸、仰卧起坐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

组（P＜0.01），腹桥+T型跑、背桥+30 m×2折返跑成绩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

功能性训练相对于传统体能训练不仅能改善新兵动作模式和动作障碍，而且对提高专

项体能考核成绩也具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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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effect of functional training on promoting 
military physical fitness of Chiness recruiters. Methods： 120 recruit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n＝60） and control group （n＝60）.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given functional training program，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general training 
program formulated by the former army. Five training interventions were conducted every week 
for the total experimental period of 12 weeks. Data acquisi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were adopted with repeated measurement. Independent sample t was used to test and analyze the 
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 items and military physical examination subjec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Results： After 12 weeks of physical training： 1） The test scores of deep squat， 
hurdle step， in-line lunge and active straight leg raise for recrui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1）， and the scores of left and 
shoulder mobility test of trunk stability， rotation stability were also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0.05）. 2）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cruits'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examination subjects， such as horizontal bar pull-ups， parallel bars arm flexion and extension， 
supine sit-up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 0.01）， and the 
performance of abdominal bridge + T-type running， back bridge and 30 m×2 turn-back running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P＜0.05）. Conclusions：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physical training， functional training can not only improve the movement pattern and 
obstacles of recruits， but also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of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examination.
Keywords：  functional training； recruits； military physical fi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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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树立

科技是核心战斗力的思想，推进重大技术创新、自主创新，

加强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等重

要强军思想，是对中国强军兴军之路的根本引领和科学指

南。因此，特别注重和强调了科技创新和军民融合国家战

略，开展协同创新、注重军民融合和人才培养成为发展方向，

基础研究、共性技术开发和科技创新成为军民融合发展的

主旋律。功能性训练（functional training）作为先进训练理论，

用运动链、结构与功能、系统与动作、整体与协同的理念认

识人体，将前沿的训练学理论知识，以直观和可操作的形

式用于训练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创造并提出新的概念群、

训练手段和方法，使人们重新认识运动链、动作模式、核心

训练、人体结构、动作功能、纠正训练和呼吸的重要性（牛

森 等，2017）。功能性训练在我国竞技体育、运动康复、青

少年体质增强等领域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

体能训练是指依据运动目标或竞技能力发展方向而

进行的有目的、有标准的针对机体运动能力提高或者竞技

表现能力相关因素改善的身体训练活动（裘晟 等，2017）。

1997年，Cook首次提出了功能性训练的概念，功能性体能

作为体能的下位概念，同样是从身体素质、身体机能和运

动素质3个方面进行训练手段的设计，只不过是手段设计

的功能性指向更为明确具体（李赞 等，2019）。Cook（1997）

指出，功能性训练将更加注重身体各部位的整合运动，避

免重复单一的动作或训练某一单一环节的力量，将人体

运动看作是一个完整的运动链，寻找运动链薄弱环节，从

而有针对性地进行训练。Boyle（2016）的研究指出，“功

能”本质上就是目标，功能性训练概念源于运动医学领域，

康复思维通常能从物理治疗室和运动训练场走进体能房，

帮助运动员改善身体运动功能水平。功能性训练是贴近

于“目标运动”的训练，即贴近于专项，是一套整体增强身

体运动系统的工作机能水平，以达到更高竞技水平的训练

体系，核心力量训练是其主要的训练部分，传统训练是功

能性训练的基础，专项性训练是功能训练的根本目标，功

能性训练减少了一般训练向专项训练转化的时间（鲍春雨，

2016）。功能动作筛查（FMS）是功能动作训练的重要构成

部分，掌握功能动作训练必须深刻认识和理解FMS。FMS

是一个预测体系，通过可靠的7步骤观察和3个排除性测试，

对基本动作模式、动作局限、动作不对称进行确认、分级和

排序。FMS能够诊断出人体主要运动环节中各运动链完

成功能性动作的质量，确定人体各运动环节中存在的运动

性障碍或错误的动作模式，为制订身体功能训练计划提供

参考依据（Cook et al.，2006）。

体能训练已经经过体能要素阶段、功能训练和运动表

现训练3个阶段。与传统要素型体能训练单纯重视力量、

耐力等“硬件素质”相比，现代体能训练更重视“软件信息

水平”的提高，即更重视从身体运动功能出发重新审视体能：

由强调肌肉训练到重视动作训练，重视中枢神经系统控制

能力训练，重视动作功率和爆发力训练，重视通过动作模

式不断进阶式训练来提高神经系统动员速度和控制效率，

具体内容包括：FMS、动作准备、动力链训练、核心力量、快

速伸缩复合力量和恢复再生等训练（袁守龙，2018）。

军事体能是军人圆满完成任务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

是部队战斗力的重要基础。随着实战化训练的深入，对军

人的体能要求越来越高。军事体能训练是强健士兵体魄、

增强士兵军事战斗力、完成各种军事战场作业能力的重要

手段。我国军人长期从事军事训练，训练任务重、目标集

中、训练强度大，导致了军事训练伤高发，成为影响部队战

斗力（黄昌林 等，2012）和非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徐莉 等，

2016）。有研究显示，新兵入伍损伤发生率高于非新兵损

伤发生率（朱博 等，2015）。张继雄等（2016）研究了海军

某部新兵入伍训练期间总的训练伤发病率为59.3%，陆军、

空军、海军、武警的训练伤发生率多分布在10％～20％，高

于《军事训练伤健康保护规定》要求的年发生率8％的上

限（吴林波 等，2018），损伤部位分布以脊柱及下肢关节居

多，分别达23.5%和32.8%（杨建新 等，2016）。相关研究表

明，高中毕业生是我国军人的主要来源，其体能素质较差，

呈现新兵体质逐年下降趋势（肖波，2014）。同时，军事体

能训练科学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训练模式经验化，使用

的体能训练方法不够科学，练习方法、手段缺少有效性和

相关性，训练内容系统化不够，不注重训练与恢复的同步性，

训练重“量”轻“质”（张海明 等，2018）。唐云（2014）认为，

训练保障与现实需求还有差距，体能训练存在管理缺失，

体能训练相关器材陈旧落后。军事体能人才培养相对滞后，

不能满足岗位需求，骨干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系统专业培训，

培养机制不健全，建章立制时不我待。由于体能训练简单

化和经验化，科学训练的意识不强，片面强调刻苦训练、超

强度训练，而忽视训练的恢复，导致“训练伤高发，成绩难

突破”，制约新兵训练质量。

目前，我国新兵体能训练虽然有训练计划，但计划制

定的科学性不强，理论与实践脱节，执行中存在随意变动

现象，训练教官主观意识强，训练方法单一，训练手段缺乏

科学性。军事体能是新兵战斗力的基础和取得作战胜利

的重要保证，相关研究证明，功能性体能训练可提高新兵

耐力、速度及柔韧等体能素质，增强整体身体功能动作能

力，并降低军事训练伤发生率（田忠明，2018）。选择性吸

收和借鉴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实践理论和方法，将运动人体

科学、运动训练学、功能性训练等理论科学合理地运用到

新兵体能训练中是世界军事强国的通用做法。功能性训

练在竞技体育领域提高专项竞技能力、增强体能、伤病预

防，增强青少年体质、纠正不良体态以及运动康复等领域

得到应用和发展。国外普遍重视军事体能研究，美、俄、英

等国将功能性体能训练应用于军事训练，训练体系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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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手段先进，同时重视训练人才的培养，进而训练效果

良好。我国将功能性训练应用于军事体能训练的相关研

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亟待加强。在军民融合国家战略实施

的重要机遇期，研究我国功能性军事体能训练创新理论，

对于创新军事体能训练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新时期我

国军事体能训练内容，对加快国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本研究应用实验法，将功能性体能训练理念和方法应

用于军事训练，从有效解决军事体能训练需求出发，以提

高军事体能训练科学化水平为目的。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随机抽取某军勤务支援旅120名入伍新兵（男性）为

研究对象（表1），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每组60人，实

验组按制定的功能性训练方案实施训练，对照组执行原军

方制定的一般训练方案，实验干预时间为12周。研究对

象排除标准是：1）具有某种先天病史、身体发育异常者；2）

已经出现运动损伤，未康复者；3）其他情况不能正常参加

训练者。

表1    本研究实验组和对照组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实验组（n＝60） 对照组（n＝60）
年龄/岁     19.21±1.312     19.10±1.432
身高/cm 171.36±4.45 172.15±4.89
体重/kg     62.48±10.83   63.43±9.16

1.2 研究方法

1.2.1 实验流程

实验组实施功能性训练方案，对照组实施原军方制定

的一般训练方案，每周进行5次训练干预，时间为下午训练

100 min。共计12周，作为一个训练大周期。实验组在训练

前、训练第6周、10周、12周分别进行FMS和军事体能测试，

查找新兵功能动作中存在的问题，人体运动链中的弱链、

受伤风险、错误动作模式等共性问题，根据“功能性体能训

练金字塔”模型以及新兵体能的实际情况，制定基本运动

功能发展（第1～6周）、基础体能训练（第7～10周）和专项

考核综合训练（第11～12周）3个功能性训练周期（表2），

实验结束后，对实验数据分析统计，科学评价训练效果。

1.2.2 无关因素控制

本研究抽取的研究对象是某军新兵营新兵，保证了除

体能训练外的其他相关训练、活动、饮食、作息制度、政治

思想学习等内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因此，可以

排除其他无关因素的影响，保证实验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具体做法是：1）新兵饮食标准统一、营养丰富、搭配合理，

为军事体能训练提供充足营养；2）两组新兵军事训练考核

标准和体能训练外的日常训练和活动内容相同；3）新兵作

息制度相同，实行统一管理；4）开展有关体能训练的理论

学习讲座，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1.2.3 功能性训练方案设计

训练方案的设计由FMS和军事体能测试结果所表现

的共性问题、各周期训练目标、训练安排和负荷监控确定。

周一至周五下午训练100 min，每天训练计划的动作准备、

主体训练、整理与恢复从功能性训练方案（表3）分别抽取

对应的4、8、3个训练动作，训练组数逐渐增加，为达到周期

预定运动负荷，组间间隔时间可相应缩短，每日训练方案

可根据新兵训练和恢复状态适当调整，遵从循序渐进原则，

注重恢复与再生以及伤病预防，完成各训练周期的训练目

标。

1.2.4 测试方法

对随机抽取的研究对象进行FMS和军事体能考核课

目现场测试，获取各测试指标数据。

1.2.5 数理统计

对获取的相关数据分类整理，使用SPSS 23.0进行统

计分析，所有数值均以均值±标准差（M±SD）表示，组间

数据参数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从P＜0.05为显著性差

异，P＜0.01为非常显著性差异。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FMS结果与分析

实验前新兵FMS得分较低，实验组和对照组FMS总分

平均值分别是13.62和13.79分，其中，低于14分的新兵有

51名（实验组27人，对照组24人）占42.50%，美国康复专家

表2    功能性训练周期安排

Table 2    Arrangement of Functional Training Cycle

时间/周 周  期 训练目标 训练安排 运动负荷控制/%
1～6 基本运动功能发展周 稳定；灵活；动作模式正确；有氧训练 基本体能训练；损伤风险点控制

与矫正；肌肉力量增长

50～70

7～10 基础体能训练周 四肢力量；核心力量；爆发力；有氧、无氧耐力训练 改善体成分；运动链传递的高效；

基础体能提升；改善供能能力

60～90

11～12 专项考核综合训练周 整合训练；考核课目（专项）训练 肌肉效率训练；身体功能整合训

练；专项体能训练

7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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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esel等（2007）在其研究中指出，FMS总分在14分以下的

人群与总分在14分以上的人群相比，受伤概率显著提高。

由表4可知，新兵对照组深蹲测试分数最低，深蹲动作虽

简单且是日常生活中常用动作，但需要具备良好的力量和

柔韧性，也是其他功能动作的基础，标准的深蹲动作需要

由踝、膝、髋、肩等关节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灵活性及动

态控制能力。因此，深蹲是评判全身运动功能的综合性动

实验后，实验组和对照组FMS成绩表现出显著性差异，

实验组深蹲、过栏架步、直线弓箭步肩部灵活性（右）和主

动直膝抬腿测试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实验组

肩部灵活性（左）、躯干稳定性、转动稳定性（左）测试成绩

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组新兵

FMS各项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实验组成绩提高幅度较

对照组大，功能性训练对新兵FMS成绩的提高具有显著

作用（表4）。

2.2  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目测试结果与分析

2018年1月1日起施行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军事训练条例（试行）》规定，新兵入伍训练考核课目为

单杠引体向上/屈臂悬垂、双杠臂屈伸/支撑前移、仰卧起坐、

3 000 m跑4个通用课目和2个基础体能组合动作（任选一），

组合1为俯桥+T型跑，组合2为背桥+30 m×2折返跑，考核

标准分为4级：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

实验后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实验后成绩－实验前成

作。FMS成绩排在倒数第2位的是转动稳定性动作，该动

作是测试新兵在非对称支撑状态下核心稳定性、身体抗

旋转能力以及同侧或对侧的稳定性。测试结果表明，新兵

“核心区”力量较差，身体平衡能力、抗旋能力差，特别是身

体不对称支撑状态下上、下肢联合运动中，神经对肌肉的

控制和协调能力较差。总的来看，实验组和对照组FMS成

绩没有显著性差异（P＞0.05），符合实验设计要求。

表3    功能性训练方案设计

Table 3    Design of Functional Training Program
训练板块 训练内容 次数×组数 训练时间/min 训练动作

动作准备 热身        10×3 3～4 绳梯、小栏架、六边形跳、各种跑动练习、泡沫轴滚压

核心激活          8×4 2～3 四方向平板支撑（动态）、仰卧顶髋、小臀桥

动力链激活        10×3 2～3 药球正向下劈、水平横劈、斜向下劈、对墙抛接球

神经激活        10×2 3～4 原地快速步伐练习（高抬腿、小碎步、前后开合、左右开合）

动态拉伸        10×3 3～4 鸽式拉伸、犬式拉伸、小虫爬、前弓步转体

间隔休息 2 腹式呼吸（4-2-6）、冥想

主体训练 功能性动作训练 20～25 动作模式训练：推、拉、旋转、步态、弓步、蹲、爬行等

功能性素质训练 30～35 功能性伸缩负荷训练、躯干支柱力量、力量与爆发力、有氧训

练、有氧无氧混合训练

整理与恢复 软组织再生 3～5 泡沫轴滚压、按摩棒滚压、扳机点按压

静态拉伸 3～5 麻花拉伸、相扑式拉伸、局部肌肉拉伸

呼吸调整 2～3 腹式呼吸（4-0-X）

注：4-2-6表示吸气4 s，停留2 s，吸气6 s；4-0-X表示吸气4 s，不停顿，呼气时间尽可能长。

表4    实验前、后新兵FMS成绩比较

Table 4    Test Comparison of FMS for Recrui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xperiment                                              /分

指标 左/右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组（n＝60） 对照组（n＝60） P 实验组（n＝60） 对照组（n＝60）
深蹲 － 1.76±0.51 1.71±0.53 0.545   2.81±0.39**   2.13±0.75

过栏架步 左 2.45±0.65 2.63±0.51 0.491   2.74±0.47**   2.49±0.60
右 1.80±0.83 1.73±0.50 0.151   2.93±0.27**   1.71±0.58

直线弓箭步 左 1.90±0.81 1.75±0.46 0.147   2.93±0.27**   1.79±0.52
右 2.11±0.76 1.96±0.51 0.381   2.84±0.37**   2.24±0.48

肩部灵活性 左 2.06±0.75 1.98±0.48 0.411 2.86±0.35*   2.24±0.51
右 2.24±0.55 2.32±0.40 0.061   2.53±0.67**   2.28±0.68

主动直膝抬腿 左 2.19±0.77 2.08±0.51 0.272   2.84±0.46**   1.96±0.72
右 2.30±0.83 2.14±0.52 0.141   2.85±0.45**   2.04±0.63

躯干稳定性 － 2.03±0.89 1.90±0.61 0.300 2.93±0.27*   2.79±0.41

转动稳定性 左 2.03±0.50 1.95±0.39 0.292 2.20±0.40*   2.06±0.29
右 1.88±0.68 1.79±0.59 0.386   2.29±0.46**   2.04±0.3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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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得到增量数据，再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目单杠引体向上、双杠臂

屈伸、仰卧起坐考核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实

验组腹桥+T型跑、背桥+30 m×2折返跑成绩明显高于对

照组（P＜0.05），3 000 m成绩虽没有表现出差异性，但实

验组考核成绩也好于对照组（表5）。这说明，实验组各项

考核课目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组，功能性训练对考核课目

成绩的提高具有显著作用。

表5    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目成绩

Table 5    Performance of Special Physical Fitness Examination 

Subjects for Recruits       （实验后－实验前）  

课  目 实验组（n＝60）    对照组（n＝60）
单杠引体向上/个            8.94±4.13**       7.30±3.12
双杠臂屈伸/个          11.14±5.19**       6.10±3.53
仰卧起坐/个            27.71±10.72**      21.23±7.59
腹桥+T型跑/s     －1.14±0.99*     －0.80±1.032

背桥+30 m×2折返跑/s     －1.13±0.85*   －0.80±1.13
3 000 m/s －124.70±83.29 －118.71±48.82

3  讨论

3.1  功能性训练对新兵军事体能发展的理论分析

本研究依据“功能性体能训练金字塔”模型理论以及

体能训练“木桶”理论，基于新兵体能基础和FMS结果，将

新兵训练12周时间划分为3个中周期，其中，基本运动功

能发展中周期持续训练6周，占整个大周期时间的1/2，以

帮助新兵奠定坚实的体能基础。在本周期中，实验组分成

3个训练小组，分别负责核心与上下肢力量与稳定、移动

技术和基本动作模式训练3个模块，每组采用轮换训练法，

3个模块训练内容依次进行训练。基础体能训练中周期

训练4周，目的是帮助新兵获得良好的身体素质，提高新

兵基础体能全面发展。专项运动功能发展中周期持续2周，

主要目的是在临近考核阶段帮助新兵熟悉军事体能考核

课目，建立稳定的本体感觉，最大可能的募集各组织器官

功能，提升自身动作效率，优化考核课目（专项）表现能力，

为新兵参加考核获得更优秀的运动表现做好准备。实验

结果表明，功能性训练能大幅度提高和增强新兵核心与四

肢的肌肉力量、关节稳定性与灵活性、有氧能力、核心稳定

性、力量传递效率，有效预防新兵运动损伤。

3.2  新兵FMS成绩变化

FMS通过深蹲、过栏架步、直线弓箭步、主动直膝抬腿、

肩部灵活性、躯干稳定性俯撑和旋转稳定性7个基本动作

模式与3个排除性测试，用原始分级系统捕获运动模式质

量（李雪宁 等，2017）。从测试、诊断、纠正和优化动作模

式的视角出发，通过一个标准的操作程序，意在发现身体

功能潜在的限制，最大限度地规避运动损伤风险（Cook，

2011）。在FMS测试中若出现疼痛，则该动作记为0分。

经过12周功能性训练，实验组新兵FMS得分大幅度提

高，平均增长3.61分，低于14分的新兵仅有3名。在7个动

作中，深蹲、过栏架步、直线弓箭步和主动直膝抬腿4个测

试动作成绩提高最为明显。证明在基本运动功能中周期

训练中，实施以提高新兵身体稳定性、灵活性和基本动作

模式训练为主的训练方案切实可行。训练结束后，新兵无

论是核心与支柱力量，还是肩关节、髋关节的灵活性与稳

定性都有显著提高，上、下肢动作也更加协调，身体各环节

力量传递效率和经济性得到提高。解决了新兵不良体姿

体态、动作模式障碍等问题，降低了新兵受伤风险，为提高

新兵军事体能奠定了基础。

3.3  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目成绩变化

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目能反映新兵的基础体能情况。

单杠引体向上是每年新兵训练的重点，该项目要求新兵有

较强的握力、上肢力量和肌肉耐力，对发展肩袖周围肌肉

群力量有重要作用，上升时，特别是肱二头肌、胸大肌做远

固定向心收缩，而背阔肌、三角肌后束做近固定的向心收

缩，该课目以完成标准动作次数计算成绩，需要多次克服

自身体重，是一种力量耐力项目。双杠臂屈伸以练习胸肌、

肱三头肌和三角肌（前束）为主，兼练背阔肌、斜方肌等，是

新兵体能考核课目中的难点和重点。仰卧起坐主要发展

腹肌力量，尤其是上腹部，是增强腹部肌肉力量的重要手段，

既可增进腹部肌肉的弹性，同时亦有保护背部和改善体态

的效果。经过12周的功能性训练，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

上述3个课目考核成绩均明显好于对照组（P＜0.01）。

腹桥+T型跑是在完成俯桥90 s后，由俯撑姿势迅速转

变为T型跑，该课目考核新兵腹肌力量、反应速度和灵敏性。

俯桥测试人体核心区稳定性，特别是腹直肌、腹横肌的力量，

腹横肌与其它肌肉不同，它的收缩并不能产生运动，而是

增加腹压，以恒定的腹压维持躯干的稳定性，支撑人体脊柱。

背桥+30 m×2折返跑课目中，背桥动作对于臀部力量的提

高非常有效，同时对大腿后侧的腘绳肌和臀大肌也有着很

好的训练效果。折返跑可以反映速度和灵敏素质，体现出

启动速度和制动效率，需要很强的爆发力和对应的拮抗肌

力量。在研究中3 000 m成绩实验组虽优于对照组，但不

具有显著性差异，这与项目特点和军队开展情况有一定关

系，因为跑是部队的传统训练项目，也是主要训练项目之一。

3 000 m考察新兵有氧耐力、有氧和无氧混合供能能力，在

训练中一般采用长距离有氧耐力跑和高强度间歇训练法，

并重视呼吸的重要性。

4  结论

新兵实验前FMS得分较低，运动损伤风险较高。实验

后，实验组FMS得分明显高于对照组，实验组各专项体能

考核课目成绩提高幅度均高于对照组。说明，功能性训练

相对于传统体能训练来说不仅能提高FMS成绩，而且能改

善新兵动作模式和动作障碍，对提高新兵专项体能考核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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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成绩也具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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