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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各种轻负荷条件下半蹲起力-时间曲线特征和力增加速率与各种肌肉

收缩运动表现的相关性；分析轻负荷抗阻练习与等长、等动及纵跳动作的下肢发力特征间

的内在生物力学联系。方法：募集日本筑波大学9名男子运动员，在测力台上进行不同负

荷的半蹲起（Half-squat，HS）以获取地面反作用数据（GRF），进而计算出力增加速率

（RFD）。进行最大负荷（＞1RM）的静力收缩以测得最大力量（Fmax），进行各种纵跳练习

（SJ、CMJ、RJ）以测得跳跃能力参数；采用多关节等速测力系统测取不同角速度下的膝伸展

峰力矩（Peak torque，PT）；采用 Pearson 相关系数反映不同负荷半蹲起 RFD 值与最大力量、

跳跃能力和等速膝伸展峰力矩间的相关关系。结果：1）轻负荷半蹲起动作的平均发力时间

在0.2 s以内，RFD值在0～60 ms区间内相近或相等；2）20 kg、40 kg和60 kg半蹲起RFD值

与Fmax之间无相关关系（P＞0.05），60 kg半蹲起RFD值与300°/s条件下的膝伸展PT存在显

著性正相关（P＜0.01）；3）CMJ-JH 和 RJ-JH 显著高于 SJ-JH（P＜0.01），而 RJ 的 RFD 值显著

大于SJ和CMJ（P＜0.01）；4）40 kg半蹲起RFD值与SJ-JH、CMJ-JH之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P＜0.05）；5）RFD 与 Fpeak和 T-Fpeak之间分别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和负相关（P＜0.05），但 Fpeak

和T-Fpeak之间未存在相关关系（P＞0.05）。结论：轻负荷半蹲起可以作为短跑、游泳等项目

运动员起动力量训练手段，以减少起跑和起跳入水的反应时，强化起点技术；在 20～60 kg

负荷范围内，RFD值在短时间内保持相对恒定；轻负荷半蹲起在保持高输出功率的同时，具

有更加高速的发力特征，可作为提高优秀运动员纵跳能力的有效练习手段。

关键词：优秀运动员；力增加速率；肌肉收缩样式；相关性

Abstract: Objective: The paper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ce-time curve in various

light load half-squat,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RFD and various muscle contractile movements,

and analyzed the inherent biomechanical relations between light load resistance exercise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orce production of lower limb extremity of isometric, isokinetic, various

vertical jump movement. Methods: 9 male athletes were recruited from Tsukuba University in

Japan. The vertic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data was collected by force platform, and RFD value

of different light load half-squat was calculated. Maximal force (Fmax) in isometric squat (＞

1RM) was measured, and the parameter of vertical jump was calculated from various vertical

jump exercises (SJ, CMJ, RJ). Moreover, knee extension peak torque (PT) in different angular

velocities was measured by using multi-joint power measuring apparatus.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employed to detect RFD value and maximal force, vertical jump ability, iso‐

kinetic knee extension peak torque. Results: 1) the mean time of force production in light load

half-squat was less than 0.2 s. RFD value was close or equal in 0-60ms interval; 2) there were

no correlation between RFD value in 20 kg, 40 kg, 60 kg half-squat and Fmax(P＞0.05),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RFD value in 60 kg half-squat and PT in 300°/s (P＜

0.05); 3) CMJ-JH and RJ-J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J-JH (P＜0.05), and RFD values

of RJ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SJ and CMJ (P＜0.05); 4) there was significantly pos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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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跑、跳跃等运动项目起动加速、踏跳等关键技术环

节发力时间很短，一般在 0.1～0.3 s（扎齐奥尔斯基 等，

2011），下肢在极短时间内获得最大地面反作用力是能够

达到较高竞技水平的必要条件。因此，提高力增加速率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RFD）尤为重要。Aagaard 等

（2002）将RFD定义为肌肉在静力性和动力性收缩条件下

力-时间曲线斜率，来表示肌肉短时快速发力能力。Wil‐

son 等（1995）采用单位时间内力值的变化率来计算下肢

多关节向心 RFD 值。动力性 RFD 与最大力量产生的原

因、机制以及持续时间不同，是相互独立关系（Andersen

et al.，2006；Bojise-møller et al.，2005）。RFD 作为最大力

量和快速运动中获得速度的决定因素，对短跑、跳跃等运

动员的运动表现有着重要影响（Aagaard et al.，2002）。因

此，为了恰当诊断和评价运动员的训练状态和竞技水平，

应将RFD与最大力量分开测定，评价其能力。

在抗阻训练中，最大力量（1RM）可以判断和描述训

练强度，是衡量运动员基础力量水平的重要参数（Lotrur‐

co et al.，2016；Mcmaster et al.，2014）。等速肌力测试也

是预测运动成绩最常用的实验室测试指标之一（Koutsio‐

ras et al.，2009），它可以通过对比不同角速度条件下髋、

膝、踝关节屈伸峰力矩的异同，评价下肢肌肉力量和爆发

力水平（Tsiokanos et al.，2002）。下肢爆发性运动项目要

求膝关节伸肌群在伸展过程中产生较高的输出功率（Ja‐

cobs et al.，1996；Kubo et al.，1999）。因此，测定不同角

速度条件下等速膝伸展峰力矩，探讨其特征，可以更加有

针对性地指导专项力量训练。近年来，纵跳测试结合短

距离加速跑测试正在广泛应用于不同项目运动员的速度

和爆发力评价之中（Blazevich et al.，2003；Hennessy et

al.，2001）。随着运动员下肢爆发力水平的提高，短时间

内通过募集更多运动单位参与放电以传递更多能量，可

以使纵跳高度逐渐提高（Alemdaroğlu et al.，2002）。因

此，纵跳能力可以更加客观准确地反映下肢爆发力的变

化情况。

目前，测定RFD的手段较多，测试动作主要以等长和

等动的单关节运动为主，部分需要昂贵的肌力测定装置

（Andersen et al.，2010；Blazevich et al.，2008；Gruber et

al.，2004；Mebes et al.，2008；Molina et al.，2012；Naczk et

al.，2007）。负重蹲起作为典型的多关节运动，也是短跑、

跳跃和球类等项目运动员下肢力量训练的主要手段。重

负荷深蹲起主要用于增加肌肉横断面积和绝对力量，轻

负荷半蹲起则用于提高运动员下肢爆发力（Caiozzo et

al.，1981；Kanehisa et al.，1983）。因此，要提高专项力量

水平，运动员必须以专门的负荷和速度进行练习以产生

最佳的神经肌肉适应，从而在专项比赛中提高运动表现

（Wilson et al.，1995）。然而，对轻负荷半蹲起练习时RFD

测量和评价的研究较少，且很少以高水平运动员为对象，

探讨其向心 RFD 值与等长和等动收缩条件下肌力要素、

纵跳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 RFD 变量间关系特征方

面的研究仍存在不足。

本研究旨在探讨各种轻负荷条件下半蹲起力-时间

曲线特征和 RFD 与各种肌肉收缩运动表现的相关性，分

析轻负荷抗阻练习与等长、等动及纵跳动作发力特征间

内在生物力学联系。本研究假设：1）轻负荷半蹲起 RFD

值在短时间内相类似；2）RFD值与最大力量无相关关系，

而与高角速度条件下等动膝伸展峰力矩、各种纵跳能力

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实验对象

募集日本筑波大学 9名男子大学生运动员为受试者，

其中，跳远、三级跳远和跳高运动员各 2 名，均为日本国

家代表队队员，另有筑波大学足球、网球和羽毛球代表队

队员各 1 名。年龄：23.3±3.8 岁；身高：176.9±5.1 cm；体

重：70.3±6.1 kg。实验前，向受试者充分说明本实验的目

的、方法以及实验中可能存在的危险性等，并向受试者充

分说明有关的实验动作，在实验开始前一周让受试者进

行充分练习。本研究经过筑波大学伦理委员会认证，测

试前所有受试者签订知情同意书。

1.2 测试动作

根据 Prue 等（2008）的研究结果，依据 20～60 kg 负荷

范围为向心半蹲起最大输出功率区间以及轻负荷的选取

小于自身体重的原则。本研究采用 20 kg、40 kg、60 kg 负

correlation between RFD in HS 40 kg and SJ-JH, CMJ-JH (P＜0.05); 5) there were significant

positive and nega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RFD and Fpeak, T-Fpeak, respectively (P＜0.05). How‐

ever, no correlation between Fpeak and T-Fpeak(P＞0.05). Conclusion: The light load half squat can

be used as the training means of starting strength in sprint, swimming and so on, to reduce the

reaction of starting and take-off into water, and then to strengthen the starting point technology;

within the 20～60 kg load range, the RFD value remains relatively constant for a short period;

compared with maximal force exercise, the light load half-squat maintains high output power as

well as higher speed at shorter time, which can be used as a special strength training method to

improve the jumping ability of elite athletes.

Keywords: elite athletes; rate of force development; muscle contraction style; correlation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04.63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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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重量的半蹲起来测取RFD，通过最大负荷半蹲起（负荷＞

1RM）以测得最大力量（Fmax），通过在等速肌力测试系统

上进行膝关节等速和等长性伸展运动以测得膝伸展峰力

矩（Peak Torque，PT），通过在测力台上进行各种纵跳练习

（SJ、CMJ、RJ）测得跳跃能力指标。

1.2.1 RFD 测试

在三维测力台（Kistler 公司产）上面固定史密斯深蹲

架进行半蹲起练习，从膝关节角度为 120°的姿势开始，要

求在无反动动作的前提下尽量快速向上蹲起，20 kg、

40 kg、60 kg 重量各自进行 3 次测试。在这个过程中使用

关节角度计（Biometrics）来实时监测和确定测试开始时的

膝关节角度，脚的位置要求受试者在实验前确定好各自

最容易进行动作的姿势，实验过程中要求其保持不变。

地面反作用力数据利用 1 000 Hz 的抽样频率进行

A/D 转换后，在电脑（DELL 公司产）上进行读取。通过半

蹲起算出最大力量和各种轻负荷条件下 RFD 值。计算

RFD 时，利用地面反作用力的数值减去体重和蹲起重量

的总和，以各受试者的体重和蹲起重量的总和值为基准，

比总和值大 5% 的时点作为动作的开始点。本文参考了

前人研究中总结和归纳出的向心 RFD 计算方法，即峰值

力（Peak Force）除以达到峰值力所需要的时间（Aagaard

et al.，2002；Mirkov et al.，2004；Molina et al.，2012）。

1.2.2 最大力量测试

在测力台上对所固定的杠铃（负荷＞1RM）保持与向

心蹲起同样的膝关节角度（120°）的同时，在测取双脚最

大静力收缩反作用力值后，指令其单脚尽量发挥出最大

力，左右脚分别做 2 次。在本研究中判定跳远、跳高等项

目的踏跳脚为优势脚，算出优势脚和左右脚最大力值的

总和。同时，在此期间算出地面反作用力与受试者体重

的差值。

1.2.3 等速膝伸展峰力矩（Peak Torque）测试

利用等动肌力测试系统（Biodex П型，美国产）测定

等长性及等速性收缩产生的肌肉力量。等速性肌力测定

采用在 60/s、180º/s和 300º/s 3种角速度条件下进行的膝关

节伸展峰力矩。在与半蹲起同样的膝关节角度（120°）情

况下，要求尽全力发挥出最大的力，各自尽最大努力实施

5 次。同时，在最大负荷条件下做静力膝伸展，要求尽快

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最大努力实施 3 次。以上肌力的测

定用受试者优势脚实施，并将其最大值作为分析对象。

测试时，肢体在椅座位上，用专门的皮带将其上半身、髋

部及测定脚的大腿部固定在座椅上，调节膝关节的转动

中心使力臂长与测力计的转动轴结合，踝关节上部使用

专用衬垫固定。等速性肌力测定的可动范围为 0°为最大

伸展部位，并可沿屈曲方向转动 90°。

1.2.4 各种纵跳能力测试

纵跳练习采用半蹲跳（squat jump，SJ）、下蹲跳（coun‐

ter movement jump，CMJ）和连续反弹跳（rebound jump

RJ）。SJ 使用关节角度计，确保与半蹲起同一姿势，膝关

节角度为 120°，无反动动作，让其尽量往高处跳。CMJ是

从站位姿势开始，利用下蹲反动动作尽量往高处跳，RJ是

从站立姿势开始，进行连续 5 次的纵跳运动，在此期间要

求踏跳时间尽可能短，并口头指示其尽量往高处跳。从

5次跳跃中选择姿势良好，且受试者个人感觉是比较完美

的动作，同时选取反应力量系数值（Reactive Strength In‐

dex，RSI）最高的一次跳跃作为分析对象。

在所有纵跳动作中，为了限制摆臂，要求其两手叉腰

进行跳跃，每种跳跃练习间需要进行充分的休息以消除

疲劳的影响。以所测的地面反作用力数据为基础，将各

位受试者体重值的 5% 作为离地及触地的判定标准。根

据所有纵跳的跳跃高度，RJ 中通过以下公式来算出 RSI：

跳跃高度（RJ-JH）=1/8·g·Ta2，g=9.81 m/s，Ta 为滞空时间，

RSI=跳跃高度/触地时间（Ebben et al.，2010；Endo et al.，

2007；Zushi et al.，1993）。

1.3 统计处理

各测定项目用 M±SD 表示，对比不同负荷间 RFD 变

量特征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F值有显著差异的项目根据

LSD进行多重比较。各测定项目间的相关系数采用 Pear‐

son法计算，*P＜0.05，**P＜0.01。

2 研究结果

2.1 半蹲起相对地面反作用力时间序列曲线特征

如图 1 所示，半蹲起动作的平均总发力时间在 0.2 s

以内。同时，从不同重量间的平均上升曲线可以发现，3

种重量曲线在 0～60 ms 的区间几乎重合。可以看出，在

20～60 kg 负重范围内的快速半蹲起练习中，即使重量增

加，其相对RFD值在约 60 ms时间以内几乎相等。

2.2 半蹲起 RFD值与最大力量、等动性收缩力量间的关系

从表 1 可知，3 种负荷半蹲起时 RFD 值与双腿和优

图1 相对地面反作用力的时间序列曲线（n=9）

Figure 1. Time-series Data of Relative Ground Reaction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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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腿最大力量间无相关关系（P＞0.05），60 kg 负荷条件

下 RFD 值与 300º/s 膝伸展峰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P＜0.01）。

2.3 半蹲起 RFD 值与各种纵跳能力间的关系

从图 2 可知，在 3 种纵跳测试中，CMJ 和 RJ 的跳跃高

度显著高于 SJ（P＜0.01），而 RJ 的 RFD 值显著大于 SJ 和

CMJ（P＜0.01）。

由表 2 可知，40 kg 负荷条件下半蹲起 RFD 值与 SJ、

CMJ跳跃高度间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

2.4 RFD 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

表 3 中结果显示，3 种负荷半蹲起 RFD 值与峰值力间

存在显著正相关（P＜0.05），与到达峰值的时间之间则存

在显著负相关（P＜0.05）。峰值力越高，达到峰值时间越

短，其RFD值就越大。

表 4 中结果显示，3 种负荷半蹲起时峰值力和到达峰

值时间之间无相关关系（P＞0.05）。

3 分析与讨论

3.1 各种轻负荷条件下半蹲起力-时间曲线特征

从受试者半蹲起时地面反作用力的时间序列曲线中

可以看出，在不同负荷条件下的相对反作用力曲线在 0～

60 ms 的区间内几乎重合（图 1）；即使半蹲起时的重量不

同，在约 60 ms时间区间以内时，RFD值大小相当。

综合以上结果，不同重量间相对地面反作用力曲线

在 60 ms 以内的上升方式相似，因此，在一定负重范围内

半蹲起所产生的短时间发力效果相同。3 种负荷半蹲起

的发力时间在 0.2 s 以内，且在 0～60 ms 初期时段的 RFD

值相同或相似。因此，从肌肉收缩形式和发力时间特征

上与短跑起跑、游泳起跳登台入水相似性很高。West 等

（2011）研究发现，0～30 ms、0～50 ms 初期时段向心 RFD

值与 100 m 跑起跑反应时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而

Tillin 等（2012）得出，0～100 ms 初期时段向心 RFD 值与

5 m 和 20 m 冲刺跑用时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还

有研究表明，0～60 ms 初期时段向心 RFD 值与游泳起跳

蹬台入水反应时存在中等程度的负相关（r=-0.56）（West

et al.，2011）。因此，综合本研究结果可知，采用轻负荷半

蹲起进行下肢爆发力练习可以缩短短跑、游泳起跳蹬台

入水的反应时，同时，还可以提高 5 m、20 m 短距离冲刺

跑的运动表现。

3.2 RFD 值与各种肌肉收缩运动表现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表明，3种轻负荷半蹲起RFD值与双腿和

优势腿的最大力量、优势腿等长性膝伸展峰力矩间未存

表1 RFD值与最大力量、等动性膝伸展峰力矩的关系

Table 1 Relations between RFD Value and Maximum Strength，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Knee Extension

半蹲起负荷

20 kg

40 kg

60 kg

Fmax/N

优势腿

0.099

0.202

0.204

双腿

0.120

0.218

0.220

PT/Nm

60˚/s
0.102

0.247

0.301

180˚/s
0.273

0.450

0.247

300˚/s
0.647

0.662

0.809**

等长

0.220

0.094

0.218

注：RFD=力增加速率，Fmax=最大力量，PT=峰力矩，**P＜0.01。

表2 RFD值与各种纵跳能力间的关系

Table 2 Relations between RFD Value and Performances

of Various Vertical Jumps

半蹲起负荷

20 kg

40 kg

60 kg

SJ-JH/m

0.454

0.675*

0.492

CMJ-JH/m

0.529

0.675*

0.626

RJ-RSI

0.448

0.526

0.613

RJ-JH/m

0.418

0.584

0.583

RJ-CT/s

-0.365

-0.201

-0.494

注：RFD=力增加速率；跳跃高度=1/8*g*T²，T=滞空时间，g=9.8，

RJ-RSI=跳跃高度/触地时间；SJ-JH=半蹲跳跳跃高，CMJ-JH=下蹲

跳跳跃高，RJ-JH=反弹跳跳跃高，RJ-CT=反弹跳触地时间，RJ-RSI=

反应力量能力系数；*P＜0.05。

表3 半蹲起时RFD值与峰值力和达到峰值时间之间的关系

Table 3 Relations between RFD and Peak Force，Time to Peak Force in Half-squat

半蹲起负荷

20 kg

40 kg

60 kg

Fpeak/N

20 kg

0.863**

0.748*

0.752*

40 kg

0.814**

0.768*

0.858**

60 kg

0.696*

0.730*

0.887**

T-Fpeak/s

20 kg

-0.801**

-0.799**

-0.726 *

40 kg

-0.899**

-0.846**

-0.900**

60 kg

-0.863**

-0.748*

-0.752*

注：RFD=力增加速率；Fpeak=峰值力；T-Fpeak=到达峰值时间；**P＜0.01，*P＜0.05；下同。

表 4 半蹲起时峰值力和达到峰值时间之间的关系

Table 4 Relations between Peak Force in Squat and Time to Peak

Force in Half-squat

半蹲起负荷

20 kg

40 kg

60 kg

T-Fpeak/s

20 kg

-0.309

-0.257

-0.181

40 kg

-0.451

-0.458

-0.393

60 kg

-0.617

-0.631

-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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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关关系。Murphy 等（1996）研究表明，肌肉的静力性

收缩力量与动力性运动表现间存在很低程度的相关关

系。而 Andersen 等（2010）认为，高负荷深蹲起或等长性

膝伸展时，肌肉等长收缩产生的力从动作开始到发挥出

最大值需要较长时间，这与短时间发挥出的力量间由于

解剖学和神经生理学的控制机理不同而使两者间呈现出

相互独立的关系，本研究中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一观点。

另外，Zushi等（1997）和Young等（1999）研究表明，高水平

跳跃运动员进行深蹲时的最大力量与各种短距离冲刺跑

和水平、垂直方向的跳跃能力间无相关关系。Häkkinen

等（1989）也认为，高强度负重深蹲不能改善最大RFD值，

反而会导致肌肉的快速发力能力下降，而有意识地进行

快速发力动作如负轻重量的快速半蹲起或跳跃训练等可

以提高肌肉的快速发力能力。因此，本实验以 Prue 等

（2008）研究为依据，在最大输出功率范围内选取 20 kg、

40 kg 和 60 kg 较轻负荷的半蹲起来测取 RFD 值，并讨论

其与 SJ、CMJ和RJ等纵跳能力间的相关性。

本研究发现，仅 60 kg 负荷半蹲起 RFD 值与 300º/s 高

速度条件下的膝伸展峰力矩存在显著性正相关。Iossifi‐

dou 等（2005）发现，相比低角速度，高角速度条件下等动

膝伸展练习可以用来预测负重半蹲起输出功率和半蹲跳

的跳跃高度。所以，等速性膝伸展练习应在高角速度条

件下进行，这样才能提高膝关节伸肌群的快速发力能力。

另外，40 kg 条件下半蹲起 RFD 值与 SJ、CMJ 跳跃高度之

间存在显著正相关，而 3 种负荷条件半蹲起的 RFD 值与

RJ 跳跃高度和 RSI 之间未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P＞

0.05）。Zushi 等（1995）认为，CMJ 或 RJ 由于发力时间（RJ

约 0.2 s，CMJ 约 1.0 s）和限制两者的生理因素不同，两者

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关系。同时，从图 2 可知，虽然 RJ 和

CMJ 的跳跃高度间无显著性差异，但由于 RJ 的触地时间

极短，使得RJ的RFD值显著高于CMJ。本研究中，3种负

荷的半蹲起总发力时间（0.2 s 以内）与 RJ 相似，但由于肌

肉收缩形式的差异，使半蹲起 RFD 值与 RJ 能力间不存在

相关关系。因此，本研究所采用的轻负重半蹲起 RFD 值

不能够恰当地诊断和预测 RJ 这种以短时程“拉长-缩短

周期”运动（stretching-shorten cycle，SSC）为主要肌肉收

缩形式的纵跳动作运动表现，CMJ 和 RJ 两种纵跳能力训

练要应用于各自发力时间和肌肉收缩形式类似的运动项

目中才会提高相应竞技能力。从本研究结果可知，40 kg

负重条件下的 RFD 值与 SJ 和 CMJ 能力有着相似的内在

发力特征，可以同时反映和预测 SJ 和 CMJ 的运动表现。

Young 等（1999）研究表明，20 kg 负荷半蹲起地面反作用

相对力值（极大值/体重）与 SJ 和助跑跳跃运动表现间都

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P＜0.01）。因此，20 kg 或 40 kg 轻

负荷半蹲起可以作为提高运动员跳跃能力的专项力量手

段导入系统训练计划之中。

最大力量对快速力量的影响是有条件的，在训练初

期或青少年阶段，快速力量会随着最大力量的增加而提

高。但本研究中的受试者是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其快

速力量可以在最大力量不增长的情况下单独得到改善。

高水平运动员快速力量的提高可以通过改善神经系统的

支配能力，如运动单位的募集能力、工作肌群间的协调配

合等得以实现。所以，在高水平快速力量型运动员的训

练中，应强调“低负重、少次数和快速度”，加大克服自身

体重的力量练习比例（如各种水平和垂直方向的跳跃练

习），要求运动员注意大肌群和小肌群、主动和拮抗肌群

以及异侧同名肌群的协调工作，以增强神经对肌肉的快

速调动能力。

3.3 RFD 变量特征

RFD 是根据峰值力和到达峰值时间所计算出的指

标，从表 3 可知，RFD 与峰值力和到达峰值时间之间分别

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和负相关。然而，Andersen 等（2006）

认为，肌肉自主收缩时 RFD 与峰值力和达到峰值时间无

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肌肉的收缩形式不同，造成其

RFD与其构成要素间相关性的差异。

另外，本研究发现，峰值力与到达峰值时间两者之间

图2 各种纵跳高度和RFD值

Figure 2. The Height of Jump and RFD Value of Various Vertical

Jumps

注：SJ=半蹲跳，CMJ=下蹲跳，RJ=连续反弹跳；**P＜0.01。

5



中国体育科技XXXX年（第XX卷）第XX期

不存在相关关系。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峰值力和

到达峰值时间的决定因素不同，峰值力主要由肌肉最大

自主收缩值所决定（Bemben et al.，1990），而到达峰值时

间则主要受肌纤维类型比例的影响（Birch et al.，1994）。

Harridge等（1996）认为，肌肉动作单位产生期间力量产生

速率与肌纤维组成有关。Bottinelli 等（1996）发现，快肌

纤维横桥摆动速率是慢肌纤维的 4～9 倍，而肌肉收缩初

期放电率主要受横桥摆动速率的影响。

Ca2+动力学特征也是影响肌肉快速收缩的主要因素

（Thorstensson et al.，1976）。因此，除了最大力量和内源

性肌肉特性外，生理因素也可以影响肌肉收缩初期的

RFD。EMG测量可以反映神经驱动等生理因素在肌肉收

缩过程所产生的影响，但本研究未进行 EMG 测试，其生

理因素在RFD变量中的作用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3.4 本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着重讨论了轻负荷半蹲起地面反作用力增加

速率与肌肉各种收缩形式下运动表现间的关联性，提出

发展各种肌肉收缩能力的适宜负荷，但未探讨和分析不

同专项运动员下肢RFD总体特征。今后有必要增加各专

项受试者的样本量，探讨不同专项运动员下肢力增加速

率的特征以及与各专项运动能力间的关联性，从而更加

有针对性地指导各专项训练实践。

4 结论

轻负荷半蹲起可以作为短跑、游泳等项目起动力量

的训练手段，来减少起跑和起跳入水的反应时，进而强化

起点技术；在 20～60 kg 负荷范围内，RFD 值在短时间内

保持相对恒定；采用 40 kg 或 60 kg 负荷快速半蹲起相比

最大力量练习而言，能在保持高输出功率的同时，具有更

加高速的发力特征，可作为提高高水平运动员跳跃能力

的专项力量练习手段导入训练计划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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