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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攀岩作为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项目，近些年已受到愈趋广泛的关注。通过

查阅英文文献，对攀岩运动项目精英级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及运动素质等特点进

行综合归纳与评述。研究表明：1）国际精英级攀岩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表现为身高适

中、体重较轻、体脂较低。速度攀岩运动员体重比抱石与难度攀岩运动员大，难度攀岩运动

员体脂比抱石攀岩运动员低；2）相对无氧能力是影响速度攀岩运动员比赛成绩的关键因

素，抱石与难度攀岩运动员需要更好的前臂肌群的氧化代谢能力与无氧工作能力；3）3个攀

岩单项的国际精英级运动员都具有良好的相对力量，其相对握力比值为0.78～1.50（男子）

和0.5～1.2（女子），抱石攀岩运动员具有更大的握力、指力，难度攀岩运动员在力量耐力上

更好。难度与抱石攀岩对运动员下肢柔韧性要求较高，速度攀岩运动员在速度素质上表现

更佳；4）不同的攀岩单项，对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及运动素质的要求不同，需妥善

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注重协同效应，以促进攀岩运动员在全能项目上竞技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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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ck climbing, as an event of Tokyo 2020 Olympic Games, which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Through review of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body shape, physical function, and sports quality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of elite rock

climbing athletes to make an comprehensive induction and com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1)

The body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elite climbers are moderate height, light weight

and low body fat. The body weight of speed rock climbing athletes is heavier than that of boul‐

derers and lead rock climbers have lower body fat than boulderers; 2) as the relative anaerobic

ability is the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speed rock climbing athletes’performance, boulders and

difficulty rock climbers need better forearm muscle oxidation and anaerobic ability; 3) interna‐

tional elite climbersof three rock climbing eventsall have good relative strength, relative grip

strength ratio range are between 0.78～1.50 (male) and between 0.5～1.2 (female), boulderers

tend to have greater grip strength and finger strength, lead rock climbers have better perfor‐

mance on power endurance.It has higher requirements of lower limbson lead and boulder, speed

rock climbing athletes have better performance in speed quality; 4) different individual climbing

events have different requirements such as body shape, body function and sports quality of the

athletes, it is necessary to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ock climbers’competitive ability in combined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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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岩运动由现代登山运动演变而来，近些年已受到愈趋广泛的关注。1974 年苏联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登山组织率先发起并举办了首届国际攀岩比赛。随着人工岩壁与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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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装备的不断改进加之竞赛规则的逐趋完善，竞技攀岩运

动逐步发展成熟。2016 年 8 月，国际奥委会将男、女全能

攀岩确定为第 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我国攀岩运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攀岩取得

了一定的成绩，但在难度、抱石和全能攀岩方面与国际一

流水平仍有明显差距。以“攀岩”为关键词对近十年

（2008年 1月 1日—2018年 12月 31日）中国知网体育类核

心期刊进行检索，仅检索到以速度攀岩为研究对象的 8篇

研究文献，难度与抱石攀岩未见相关报道，且研究内容集

中在运动技术与损伤等方面，对于身体形态、身体素质和

身体机能的研究较少，更缺乏不同单项之间的对比研究。

以“speed climbing”“bouldering”“lead climbing”“rock

climbing”“sport climbing”为关键词通过 Web of Science、

Ebsco 等对同一时间段的全文数据库进行检索，搜索到

205篇，与本研究相关文献 68篇。通过对检索到的文献的

综合分析后发现：1）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男子攀岩运动员；

2）已有国外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攀岩单项运动员的比较

研究，以发掘不同攀岩单项运动员的竞技能力特征；3）研

究热点主要集中于攀岩运动员身体形态、身体机能、运动

素质、运动训练等方面。

1 国际精英级攀岩运动员界定

国际上主要以运动员自身的攀爬能力或能完成的攀

爬线路的难度等级对攀岩运动员竞技水平进行评定。在

目前流行的诸多线路难度等级标准中，美国、法国等国家

的标准认可度和应用率较高（李致新 等，2000）。Laffaye

等（2014）根据法国的难度标准将攀岩运动员的等级标准

分为新手（＜6a）、熟练（6c～7b）、精英（≥8a）3 个类别。

美国难度标准在我国使用广泛，故本文按美国的难度标准

对国际精英级的难度与抱石攀岩运动员进行界定，即国际精

英级男子运动员攀爬能力≥5.13a（Onsight），国际精英级女

子运动员攀爬能力≥5.12c（Onsight）。由于该难度标准并

不适用于速度攀岩，因此对国际精英级速度攀岩运动员

的界定，本文以具有攀岩世界杯与世锦赛参赛资格作为

划分标准（Krawczyk et al.，2014；Ozimek et al.，2018）。

2 身体形态特征

对攀岩运动员身体形态特征研究主要集中在体型及

身体成分指标上，包括身高、体重、体脂百分比、皮褶厚

度、瘦体重等。基于上述指标计算出的派生指标有，身体

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臂展和猿指数（ape in‐

dex）（Ezzy et al.，2018；Laffaye et al.，2015）等。

2.1 身高及体重

攀岩运动员攀爬过程中的负荷直接来源于自身体重

（包括与体重密切相关的身高），因此保持适当的体重，以

减少攀爬时的阻力非常必要。Watt 等（1993）对世界杯决

赛与半决赛的难度攀岩运动员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决

赛女子运动员的身高与体重均显著低于半决赛女子运动

员，决赛男子运动员的体重略轻于半决赛男子运动员。

说明在同类型的攀岩比赛中，保持较轻的体重（包括与体

重密切相关的身高）会更有助于运动员取得良好的攀岩

竞技表现。综合研究，国际精英级男子攀岩运动员平均

身高在 171.2～180.4 cm，平均体重在 61.3～72.1 kg；女子

平均身高在 160.8～165.4 cm，平均体重在 48.7～54.5 kg

（表 1、2）。郭峰等（2018）研究显示，中国国家男子速度攀

岩运动员平均身高为 171.2±2.1 cm，体重为 65.2±4.8 kg；

女子平均身高为 162.1±3.4 cm，体重为 54.2±4.1 kg，基本

均处于该范围内。在身体质量指数方面，国际精英级男

子攀岩运动员为 20.1～22.1，女子为 19.3～22.4（表 1、2）。

Wilson 等（2011）对中国香港地区优秀攀岩运动员进行了

这一指标的研究，男子运动员身体质量指数为 19.6±0.9，

女子为 19.4±1.0，这与国外精英级攀岩运动员相差无几。

2.2 身体成分特征

优秀的攀岩运动员一般都体脂较低（Watts et al.，

2003），因为过多体脂所引起的体重增加不光有碍身体的

移动，而且会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造成不必要的肌肉工

作消耗。在低体脂的情况下，攀岩运动员需拥有较高的

肌肉含量，来促进相对力量的发展，增强克服自身体重的

能力。同时，攀岩运动员也不需要过大的肌肉围度，以保

证较好的柔韧性。因为过大的肌肉围度在关节活动时，

关节周边的肌肉会产生叠加，从而影响关节活动度，不利

于运动员柔韧性和攀岩技术的发挥。Watts等（1993）根据

攀岩运动员相对力量水平和体脂与攀爬能力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一个计算公式，即攀爬能力=2.441 9＋（SMR×

2.953 6）－%fat×0.082 5，通过此公式可以看出低体脂对

攀爬能力的重要性。综合多项研究成果可知，国际精英

级男子攀岩运动员体脂范围在 4.7%～13.5%，女子攀岩运

动员体脂范围在 10.7%～20%（表 1、2）。Wilson 等（2011）

对中国香港地区优秀攀岩运动员进行了研究，得出男子

运动员体脂为 11.0%±3.2%，女子运动员为 27.3%±3.4%。

可以看出，中国香港地区优秀女子攀岩运动员的平均体脂

含量已明显超出精英级水平，说明较高的体脂可能是影响

我国女子攀岩运动员攀岩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潜在因素。

2.3 专项形态学指标

早期的研究证实，攀岩运动员的臂展和猿指数与攀

爬能力具有密切联系。臂展指两臂侧向最大限度地水平

伸展时 ，两中指指尖点之间的直线距离。 Laffaye 等

（2015）研究指出，精英级男子运动员的平均身高为 175±

0.11 cm，其臂展范围在 181±0.06 cm。Mermier 等（2000）

研究指出，精英级男子运动员的平均身高为177.4±8.8 cm，

其臂展范围在 185.4±9.6 cm。以上可知，精英级攀岩运

动员的臂展通常大于身高。由于拥有较长的臂展，攀爬

的幅度也会更大，有利于解决难度较大、距离较远的岩

点，在比赛中会更有竞争力。猿指数是人体的臂展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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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身高的比值（Mermier et al.，2000）。已有研究成果证

实，较高的猿指数有利于攀岩表现。Laffaye等（2015）研究

指出，精英级男子攀岩运动员的猿指数范围在 1.03±0.03。

Mermier 等（2000）研究表明，精英级男子攀岩运动员的猿

指数范围为 1.00±0.02，精英级女子攀岩运动员猿指数范

围在 1.00±0.03。Wilson等（2011）对中国香港地区优秀攀

岩运动员的猿指数进行了测试与评价，男子运动员猿指

数是 1.05±0.03，女子运动员为 1.05±0.06，与国外运动员

同一指标数值比较接近。

2.4 不同单项运动员身体形态差异

有研究发现，速度攀岩运动员的体重略高于抱石与难

度攀岩运动员。有关分析论证认为，速度攀岩是典型的短

时间竞速项目，运动员的能量代谢以磷酸原供能为主，对

于运动员的爆发力要求较高，所以速度攀岩运动员往往具

有更高的肌肉含量以适应比赛需求，体重也会偏高。

Ozimek 等（2018）认为，速度攀岩运动员体重之所以高于

其他单项运动员，与其身体组织的活跃水平较高有关，进

而导致骨骼肌质量更高，一般可占到正常成年男性体重的

43%。在体脂方面，3 个单项的攀岩运动员并未发现明显

区别（表 1、2）。Michailov 等（2009）通过对世界杯攀岩运

动员的研究发现，难度攀岩运动员比抱石攀岩运动员体脂

更低。这是因为难度攀岩比赛时间大多在 3～10 min（Mi‐

chailov et al.，2009），长于抱石攀岩比赛，所以拥有较低的

体脂率更有利于减少其移动的负担，以适应较长比赛时

间的要求。

3 身体机能特征

3.1 有氧能力

关于攀岩运动员有氧能力对于比赛成绩的影响，是

表2 世界精英级女子攀岩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

Table 2 Body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Elite Female Rock Climbing Athletes

文献

Watts et al.，1993

Mermier et al.，1997

Michailov et al.，2009

Torre et al.，2009

Espańa et al.，2009

Schöffl et al.，2011

Wilson et al.，2011

Medernach et al.，2016

郭峰 等，2018

攀爬水平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意大利国家队

精英级

德国青年国家队

精英级

精英级

中国国家队

比赛项目（n）

难度（18）

难度（5）

抱石（7）

抱石（5）

难度（8）

未区分（7）

未区分（10）

抱石（20）

速度（6）

身高/cm

165.4±4.0

164.7±5.6

162.6±11.6

160.8±4.1

163.6±8.9

161.6±4.3

158.6±4.6

160.6±5.1

162.1±3.4

体重/kg

51.5±5.1

54.5±3.9

54.0±6.8

51.8±4.5

54.6±6.6

50.3±4.4

48.7±3.5

52.7±4.8

54.2±4.1

体脂/%

10.70±1.70

14.60±2.30

16.60±3.60

20.00±1.80

10.60±3.12

13.40±5.20

BMI

22.4±1.1

19.3±1.8

表1 世界精英级男子攀岩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

Table 1 Body Shap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Elite Male Rock Climbing Athletes

文献

Watts et al.，1993

Billat et al.，1995

Watts et al.，2000

Michailov et al.，2009

Torre et al.，2009

Espańa et al.，2009

Schöffl et al.，2011

Macdonald et al.，2011

Wilson et al.，2011

Fanchini et al.，2013

Fanchini et al.，2013

Krawczyk et al.，2014

Michailov et al.，2015

Laffaye et al.，2015

Ozimek et al.，2018

郭峰 等，2018

攀爬水平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意大利国家队

精英级

德国青年国家队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中国国家队

比赛项目（n）

难度（21）

难度（4）

难度（8）

抱石（18）

抱石（6）

难度（8）

未区分（9）

抱石（12）

未区分（11）

抱石（10）

难度（10）

速度（6）

未区分（11）

未区分（10）

速度（6）

速度（6）

身高/cm

177.80±6.50

180.00±9.90

176.80±7.30

174.60±5.60

176.00±6.00

172.70±3.73

174.90±9.00

177.70±4.90

172.70±6.20

180.40±8.10

179.10±5.50

174.00±6.00

175.60±7.00

175.00±0.11

179.33±9.52

171.20±2.10

体重/kg

66.60±5.50

71.00±9.00

68.60±6.90

67.30±6.00

63.00±3.00

66.10±3.99

61.30±7.10

70.20±6.20

58.40±5.60

69.70±9.20

69.30±7.40

67.18±3.40

67.60±8.40

67.20±13.60

72.17±7.31

65.20±4.80

体脂/%

4.70±1.30

5.10±0.80

5.80±1.80

13.50±3.66

7.00±3.90

12.10±4.30

13.40±1.64

9.80±2.10

12.10±6.80

BMI

22.00±1.40

22.20±1.14

20.10±1.90

22.30±2.00

22.11±1.12

21.70±1.50

22.4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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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争论较大的一个问题。一般将相对最大摄氧量

（V
.

O2max）作为攀岩运动员有氧能力的评价指标。综合多项研

究可知，精英级男子攀岩运动员相对 V
.

O2max 为 44.5～

58.3 ml/kg/min，女子运动员相对V
.
O2max为39.7～49.2 ml/kg/min

（表 3），与典型的耐力项目运动员相比，其摄氧水平不高。

Billat 等（1995）通过对世界杯攀岩运动员的研究发现，运

动员攀爬过程中所达到的摄氧水平仅占其V
.

O2max的一小

部分，由此认为有氧能力在攀岩竞赛中只充当辅助角色。

Espańa等（2009）设计了电动攀岩墙递增测试（图 1），并对

精英级难度攀岩运动员进行了测试。在测试过程中陆续

调节攀爬速度来递增负荷，直至运动员力竭。结果显示，

有氧能力与攀岩运动员攀爬能力无显著相关性。

有研究认为，鉴于有氧能力不仅取决于心血管系统，

还与骨骼肌氧化代谢能力有关，甚至后者对攀岩运动员

的成绩影响更大，所以不能单独以常规的V
.

O2max 指标来反

映攀岩运动员的有氧能力。Pires 等（2011）利用上肢手摇

测功仪对攀岩运动员进行测试发现，水平较高的攀岩者

比水平较低者持续工作的时间更长，但V
.

O2max 并没有较大

变化。Michailov等（2015）认为，有氧能力的测试应更贴

近攀岩项目的负荷特点和运动员上肢的疲劳特点，这样

测试的结果对攀岩运动员有氧能力的评估将更有意义。

因此，Michailov 等（2015）采用了一种新的评价方法，即上

肢最大递增测试（图 2），将运动负荷集中在上肢，对上肢

肌群的氧化代谢能力将会有更精确的反映。Michailov 等

（2015）还将测试结果与运动员的攀岩成绩做了回归分

析，发现受试者的相对V
.

O2max 和相对峰值功率输出与攀岩

成绩有明显的相关性，得出有氧能力是影响精英级攀岩

运动员攀岩成绩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比较和分析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攀岩运动员上

肢肌群的氧化代谢能力对攀爬能力确实具有一定影响，

但不同单项其影响程度存在差异。与速度攀岩相比，难

度、抱石攀岩对上肢骨骼肌的氧化代谢能力要求更高。

这是因为难度与抱石攀岩比赛时间相对更长，尤其是难

度攀岩，比赛时间持续 3～10 min（Michail et al.，2009），其

运动员的肌肉等长收缩的状态比速度攀岩运动员明显更

多（尤其是攀爬过程中遇到难度较大的岩点时），而等长

收缩会阻碍局部血液的流动（Luisa et al.，2006；Schöffl et

al.，2006），乳酸的堆积速度与其动态的肌肉收缩相比会

更快，肌肉疲劳程度更深，所以拥有较好的骨骼肌氧化代

谢能力可以更快的加速乳酸分解，减缓肌肉疲劳，有利于

肌力的恢复，提高运动表现。这一点与 Fryer 等（2016）关

于前臂屈肌氧化代谢能力对难度攀岩运动员的攀爬能力

表3 国际精英级攀岩运动员最大摄氧量测试结果

Table 3 V
.

O2max Uptake Test of International Elite Rock Climbing Athletes

文献

Booth et al.，1999

Watts et al.，2000

Sheel et al.，2003

Espańa et al.，2009

Michailov et al.，2015

Michailov et al.，2015

Espańa et al.，2009

Sheel et al.，2003

性别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级别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比赛项目（n）

难度（6）

难度（8）

未区分（6）

难度（8）

未区分（11）

未区分（11）

难度（8）

未区分（3）

测量方式

功率自行车

攀爬难度系数5.12a路径

功率自行车

电动攀岩墙递增测试

上肢最大递增测试（划船机）

功率自行车

电动攀岩墙递增测试

功率自行车

V
.

O2max

/（L·min-1）

1.660±3.420

3.107±0.406

2.161±0.525

V
.

O2max

（标准化）

/（ml·min-1·kg-1）

44.50±5.90

31.90±5.30

48.40±5.60

53.60±3.68

34.10±4.10

58.30±2.60

49.20±3.50

39.70±4.70

峰值输出

功率/W

282.5±39.9

135.0±26.7

212.0±35.0

通气量峰值

/（L·min-1）

71.85±10.54

100.53±17.58

图2 上肢最大递增测试（Michailov et al.，2015）

Figure 2. Maximal Incremental Test of Upper Limbs

图1 电动攀岩墙递增测试（Espańa et al.，2009）

Figure 1. Incremental Test of Electric Rock Climbing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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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具有直接影响的研究结论一致。

3.2 无氧能力

3.2.1 无氧能力的生理学检测

有研究认为，攀岩的供能特点是以无氧为主、有氧为

辅的混合供能，具体的供能比例由攀爬角度和岩壁路径

难度决定。从竞技攀岩领域看，不同单项对无氧工作能

力的要求是不同的。速度攀岩赛道难度低、用时短，对运

动员速度素质要求高，比赛强度大，主要以磷酸原供能为

主，糖酵解为辅。抱石与难度攀岩为无氧与有氧混合供

能。Mermier 等（1997）已证实，当攀岩岩壁＜90°时，以有

氧供能为主；＞90°时，逐步由有氧为主转变为无氧为主。

目前针对所有攀岩单项运动员的无氧能力研究所采

用的生理学评价指标主要以血乳酸值为主（表 4）。针对

不同攀岩单项运动员的赛后最大血乳酸已有相关的测试

与研究结果。刘传勤等（2011）在亚洲室内运动会赛后对

速度攀岩国家队运动员的血乳酸进行了测量与分析，发

现我国国际级速度攀岩运动员钟齐鑫的赛后最大血乳酸

值为 8.3 mmol/L，与传统的短距离速度项目运动员相比明

显较低。速度攀岩主要以 ATP-CP 供能，属于非乳酸供

能，赛后的最大乳酸值并不能准确反映速度攀岩运动员

的无氧能力，采用血氨指标会更好，暂未发现国外对于速

度攀岩运动员血氨方面的检测。难度与抱石攀岩不是全

力的连续运动，比赛节奏有张有弛，有氧供能也有参与，

所以运动员赛后的最大乳酸值也较低。血乳酸水平的高

低与参与的肌肉群数量具有一定关系，从攀岩运动员在

比赛中肌肉参与的特点看，有大量的小肌肉群参与。有

研究曾对自行车、跑步、攀岩 3 个项目运动员的最大血乳

酸值进行对比，发现攀岩要低于前两者，究其原因在于动

用了更多小肌群（Schöffl，2006；Sheel et al.，2003；Watts，

2004）。Watts 等（2004）在对难度攀岩运动员的研究中也

指出，运动员赛后最大血乳酸值较低与其上半身肌群较

为活跃，下半身肌群活跃度较低有一定的联系。以上说

明，攀岩运动员的赛后最大血乳酸值并不是评价攀岩运

动员无氧能力的敏感指标。

有研究发现，比赛过程中血乳酸积累水平与前臂肌

肉耐力和比赛成绩有密切联系。Watts（2004）发现，在攀

岩运动的攀爬过程中，血乳酸值的升高对运动员手部抓

握耐力与力量的降低有直接影响。这是因为当乳酸产生

堆积时，对肌肉内环境会产生影响，肌肉的疲劳程度会加

深。有国外学者于 2000 年公布了在世锦赛后 1 min 测定

收集的 46 名难度攀岩运动员（28 名男性、18 名女性）的血

乳酸值，其均值在 6.7±1.1 mmol/L，相对应的攀岩高度在

13.2±4.9 m（Watts，2004）。分析发现，血乳酸水平与运动

员攀爬过程所达到的高度具有显著相关性。进一步说

明，在无氧条件下攀岩运动员前臂肌群的工作耐力尤为

重要，特别对于抱石与难度攀岩比赛时间较长的单项。

Schöffl 等（2006）也指出，无氧工作下前臂屈肌的力量耐

力是限制运动员运动表现的主要因素。

3.2.2 无氧能力的动力学检测

目前针对运动员无氧工作能力的动力学检测主要采

用 Wingate 无氧功测试，但是却未检索到对精英级攀岩运

动员运用 Wingate 无氧功测试结果的文献报道。已有研

究多以间接方法进行测量，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速度攀

岩运动员。难度与抱石攀岩运动员因为在比赛中可以保

持一定时间的静态进行短暂的恢复，无氧工作并不连续，

所以对其无氧动力学测量意义不大，研究也较少。Ozimek

等（2018）通过录像并利用玛加利亚-卡拉门实验公式间

接检测了 2016年世界杯中国站男子速度攀岩运动员无氧

能力的动力学参数（表 5）。通过回归模型分析指出，PT‐

min-RT/W 与 PavgT-RT/W 显示了与 Tmin/s 较为缓和的相

关性，其相对表达式与 Tmin/s 的相关性更高。说明相对

无氧能力是影响速度攀岩运动员比赛成绩的关键因素。

Ozimek 等（2018）也明确指出，良好的相对无氧能力应为

速度攀岩运动员日常训练优先发展的目标。

表4 国际精英级攀岩运动员乳酸值结果

Table 4 Lactate Value of International Elite Rock Climbing Athletes

文献

Billat et al.，1995

Watts et al.，2000

Mermier et al.，1997

Werner et al.，2000

Michailov et al.，2015

Schöffl et al.，2006

La Torre et al.，2009

La Torre et al.，2009

Espańa et al.，2009

Espańa et al.，2009

性别

男

男

未区分

未区分

男

男

未区分

未区分

男

女

级别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精英级

意大利国家队

意大利国家队

精英级

精英级

比赛项目（n）

难度（4）

难度（8）

难度（5）

难度（46）

未区分（11）

未区分（28）

抱石（9）

抱石（9）

难度（8）

难度（8）

测量方式

攀爬难度系数5.12a路径，提取3 min后的指尖血

攀爬难度系数5.12a路径，提取即刻指尖血

攀爬难度系数7a的难度赛道，提取1～2 min后的指尖血

UIAA世界锦标赛后1 min后指尖血

上肢有氧功率测试结束后即刻指尖血

电动攀岩墙测试力竭后1 min后指尖血

意大利世界杯赛后3 min耳垂血

意大利世锦赛后3 min耳垂血

电动攀岩墙递增测试力竭即刻耳垂血

电动攀岩墙递增测试力竭即刻耳垂血

血乳酸值

/（mmol·L-1）

5.75±0.95

6.80±1.90

3.20±0.90

6.70±1.10

11.90±1.70

4.90±1.00

6.20±0.90

6.90±1.20

11.30±4.37

10.6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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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动素质特征

4.1 力量素质

攀岩运动员上肢力量水平与运动员的攀爬表现具有

密切联系，高水平的攀岩运动员比较低水平的运动员展

现出了更出色的上肢力量（Grant et al.，1996；Hasler et

al.，2001；Magiera et al.，2013）。这种力量上的优势更多

体现为相对力量上的差距，因为攀岩运动员比赛中的负

荷往往来自于自身体重，因此运动员在拥有良好上肢力

量的同时，必须保持较轻的体重，而这对相对力量水平要

求较高。关于力量测试的研究成果显示，专业攀岩运动

员与业余攀岩者相比，上肢的绝对力量相差不大，但相对

力量较高。Krawczyk 等（2014）在对不同攀岩单项运动员

的力量比较中指出，高水平的攀岩运动员最明显的特点

就是拥有良好的相对力量。综合多项研究可知，国际精

英级攀岩运动员相对握力比值，男子运动员为 0.78～

1.50，女子运动员为 0.50～1.20（表 6）。

虽然良好的上肢相对力量水平是优秀攀岩运动员的

共性，但不同单项的攀岩运动员，在力量素质上也存在着

差异。Fanchini 等（2013）研究指出，抱石攀岩运动员的最

大收缩力量与爆发力比难度攀岩运动员更好。Macdonald

等（2011）也指出，抱石攀岩运动员比难度攀岩运动员在

攀岩时展现出了更好的握力与指力。由于抱石攀岩比赛

赛道短、难度大，高难度的岩点对运动员的抓握力量要求

较高，所以需要保持较高的最大力量水平。难度攀岩与

抱石、速度攀岩相比，对力量耐力要求更高。由于其赛道

长度明显更长、耗时较多，肌肉长时间处在静态与动态交

替的运动过程，会使运动员上肢肌群疲劳较快而无法完

赛，所以需要发展肌肉力量耐力（Fanchini et al.，2013；

Philippe et al.，2011），即提高肌肉长时间工作的能力。同

时，难度攀岩运动员肌肉力量耐力水平的另一方面还体

表5 2016年世界杯中国站速度攀岩选手比赛的时间参数与无氧功率输出的统计值（Ozimek et al.，2018）

Table 5 Time Parameters and Anaerobic Power Output Statistics of Speed Rock Climbing Athletes at China World Cup 2016

测试指标

avgRT/s

avgT/s

avgT-RT/s

RT Tmin/s

Tmin/s

Tmin-RT/s

PTmin-RT/W

PTmin-RT/（W·kg-1）

PavgT-RT/W

PavgT-avgRT/（W·kg-1）

统计分析结果

x

0.410

6.242

5.833

0.420

6.054

5.626

1 890.030

26.180

1 826.880

25.270

sd

0.023

0.274

0.268

0.050

0.220

0.201

207.170

0.910

232.850

1.090

V/%

5.687

4.393

4.596

11.660

3.630

3.574

10.960

3.460

12.750

4.310

min

0.380

6.055

5.642

0.360

5.858

5.458

1 621.620

24.570

1 524.990

23.110

25

0.388

6.115

5.706

0.400

5.922

5.481

1 741.900

25.950

1 664.110

25.410

75

0.428

6.210

5.792

0.460

6.070

5.670

2 017.700

26.850

1 994.690

25.790

max

0.430

6.789

6.369

0.480

6.469

5.989

2 166.720

26.960

2 112.700

26.080

注：Tmin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表现出最好成绩的平均用时；avgT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全部比赛的平均用时；RT Tmin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表

现出最好成绩的平均反应时；avgRT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全部比赛的平均反应时；Tmin-RT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表现出最好成绩的比赛用时

减去反应时的平均值；avgT-RT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全部比赛的用时减去反应时的平均值；PTmin-RT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表现出最好成绩的

平均无氧功率输出值；PTmin-RT为相对表达式；PavgT-RT指所有被测试运动员全部比赛的平均无氧功率输出值；PavgT-avgRT为相对表达式。

表6 国际精英级攀岩运动员握力数据

Table 6 Hand Grip Strength Data of International Elite Rock Climbing Athletes

文献

Watts et al.，1993

Watts et al.，1996

Watts et al.，1993

Ferguson et al.，1997

Watts et al.，2000

Espańa et al.，2009

Espańa et al.，2009

Michailov et al.，2009

Michailov et al.，2009

Krawczyk et al.，2014

BALÁŠ et al.，2016

性别（n）

男（21）

男（11）

女（18）

男（5）

男（7）

男（8）

女（8）

男（14）

女（7）

男（5）

男（6）

项目类别

难度

未区分

难度

未区分

难度

难度

难度

抱石

抱石

速度

抱石

力值/kg

51.00±6.40

59.30±7.10

34.20±6.10

72.80±3.50

51.70±7.50

100.70±9.22

65.40±11.29

58.60±11.40

28.00±8.70

56.55±9.31

67.20±11.50

相对力值比

0.78±0.06

0.65±0.06

0.79±0.08

1.50±0.12

1.20±0.19

0.90±0.20

0.50±0.10

0.84±0.15

0.94±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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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肌肉力量的恢复速度上。Watts等（2000）对优秀的难

度攀岩运动员在攀爬测试前与测试结束 1 min 后分别进

行了握力测试，测试前握力为 51.7±7.5 kg，测试结束 1 min

后的握力为 48.4±8.4 kg，二者差距不大，由此说明难度攀

岩运动员肌肉力量恢复速度较快。基于攀岩运动员肌肉

力量耐力的训练，有相关学者提出可以进行以持续时间

为 30～40 s、极短间歇的抓握练习，且组数要多。通过高

强度的练习提升运动员比赛中前臂肌群的抗疲劳能力

（Medernach et al.，2016）。

4.2 速度素质

不同的攀岩比赛单项，对速度素质的要求明显不同。

依决定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分类，仅有速度攀岩属于体能

主导类速度性项群，所以关于速度素质特征研究较主要围

绕速度攀岩展开。速度攀岩赛道一般采用 15 m国际标准

道，难度较小，需要运动员具有较好的移动速度，顶尖的男

子运动员比赛用时在 6 s 左右，顶尖的女子运动员比赛用

时在 8 s 左右（表 7）。另一方面，“起攀”阶段需要有较好

的反应速度。例如，在 Ozimek 等（2018）对世界杯男子速

度攀岩运动员时间参数的分析中发现，男子速度攀岩运动

员起攀反应时均值在 0.41 s，占该阶段平均最好成绩用时

的 6.77%。有相关资料显示，优秀男子短跑运动员起跑反

应时对运动成绩的影响占 2%（朱旭红，2005），比率远低于

速度攀岩。说明在速度攀岩领域其反应时对比赛成绩的

影响比短跑还大，需要在训练中予以高度关注。为此，应

该重点把握两方面的练习：1）提高大脑皮质神经过程的灵

活性，提升反应速度，这方面可以借鉴短跑项目的同类练

习，但有较大难度；2）发展磷酸原系统供能能力（Krawc‐

zyk et al.，2014）。由于速度攀岩项目与短跑的供能特点

相似，所以可以适当考虑跨项选材。至于难度与抱石攀

岩，由于其赛道难度大，且对移动速度要求不高，所以主要

还以训练运动员拥有较好的动作速度，以快速、干净利落

的技术动作完成攀爬过程中各种高难度的岩点。后期应

提升动作速度，并将动作速度寓于某一技术动作中，进行

重复练习，以不断完善并提升动作技术水平。

4.3 柔韧素质

攀岩对运动员身体柔韧性的高要求，主要体现在下

肢髋关节外展与屈曲的活动幅度上。例如，高位的脚跟

挂点与脚尖勾点需要运动员良好的髋关节屈曲度，否则

技术动作质量就会大幅下降。常用的“腿桥”与“高踏”都

对下肢柔韧要求很高，所以增强与攀岩技术相关的柔韧

性有益于攀岩成绩的提高（Luisa et al.，2006）。目前国外

常用的评价下肢柔韧性的指标有坐位体前屈、格兰特抬

足（grant foot-raise ）和腿展（leg span）。

柔韧性评价指标主要评价运动员的下背部、髋关节、

膝关节和踝关节部位的柔韧能力。坐位体前屈：测试者

为坐姿，脚掌抵住固定板，在背部保持平直的情况下，使

骨盆前旋，手向前所能延伸的最远距离，其主要反映髋关

节与背部的柔韧性；格兰特抬足：测试者面向墙面正直站

立，脚尖沿着距墙 23 cm的标记线，通过尽量屈髋、屈膝和

伸踝，脚尖所能达到的最高点（Ezzy et al.，2018；Draper et

al.，2009），其主要反映了下肢关节的整体的屈伸活动度

（图 3）。腿展主要是根据攀岩中“腿桥”动作而设立的，其

主要测量受试者两脚之间最长的跨距以反映髋关节外展

的活动度。据研究，国际精英级男子攀岩运动员体前屈

为 37.9±7.8 cm，格兰特抬足高度为 99.9±11.7 cm。优秀

男运动员腿展范围为 139±4 cm，优秀女运动员腿展范围

为 134±3 cm（Grant et al.，1996；Hasler et al.，2001），尚未

见对中国优秀攀岩运动员下肢柔韧素质的测评资料。

不同的攀岩单项与不同性别的运动员在柔韧素质方

表7 2018年世界杯各站与世锦赛速度攀岩运动员成绩情况

Table 7 Results of Speed Rock Climbing Athletesat the 2018 World Cup Sub-stationsand World Championships

性别

男

女

世界杯速度攀岩全站

厦门

6.18±0.70

7.98±0.56

吴江

6.07±0.21

8.28±0.49

阿尔科

5.96±0.30

7.95±0.30

霞慕尼

5.99±0.25

8.01±0.26

维纳斯

6.09±0.16

8.28±0.21

泰安

5.94±0.24

7.98±0.33

重庆

5.98±0.19

8.09±0.34

莫斯科

6.12±0.27

7.69±0.22

世锦赛

5.93±0.24

8.04±0.23

图3 格兰特抬足示例（Ezzy et al.，2018）

Figure3. Demonstration of Grant Foot Rais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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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会体现出一定差异。抱石与难度攀岩因为赛道难度

大，会较多使用对下肢柔韧性要求较高的攀岩技术，所以

对下肢柔韧性的要求比速度攀岩更高。例如，在抱石攀

岩比赛中，其比赛线路短，可利用的岩点少、跨距大，在这

种情况下，运动员往往会采用“脚跟挂点”或“脚尖勾点”

技术去接触距离较远的岩点。从性别差异看，女子攀岩

运动员的柔韧性比男子运动员更好，在比赛中充分表现

出良好髋关节柔韧性的优势，而男子运动员的优势则更

多地表现在抓握力量等方面，由此导致女子与男子运动

员在运动技术的适用上具有较大差别。定线员在比赛攀

爬路线的设定上，会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设定符合不同

性别特点的赛道。从实战角度看，在日常训练中应充分

考虑到性别特点，设计相应的训练线路。Medernach 等

（2016）也指出，根据不同性别制订特异性的训练计划，有

利于攀岩成绩的提升。

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精英级攀岩运动员的身体形态特征表现为身高适

中、体重较轻、体脂百分比较低。速度攀岩运动员体重高

于抱石与难度攀岩运动员，难度攀岩运动员的体脂比抱

石运动员低，总体上 3个单项的运动员各项指标的差异很

小，不同单项之间在身体形态上存在跨项或转项的条件。

不同单项攀岩运动员的身体机能特征具有差异。速

度攀岩对运动员的相对无氧能力要求较高，其相对无氧

能力水平对比赛成绩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抱石与难度攀

岩运动员需要更好的前臂肌群的氧化代谢能力与无氧状

态下的工作能力。

良好的相对力量是 3 个攀岩单项精英级运动员的共

性。国际精英级抱石攀岩运动员的最大收缩力量与爆发

力比难度攀岩运动员好，具有更大的握力和指力，难度攀

岩运动员在力量耐力上会更好，速度攀岩运动员对速度

素质要求更高，抱石与难度攀岩运动员对柔韧素质的要

求较高。

5.2 启示

不同的攀岩单项，对运动员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及

运动素质的要求不同，需妥善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注

重协同效应，以促进攀岩运动员在全能项目上竞技能力

的提升。鉴于目前第 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期一年

举行，国家攀岩队可充分利用这段时间，统筹谋划、打破

传统备战模式，通过全封闭管理方式，在复杂多变的困难

环境下进一步补足体能短板，精准训练。1）要以运动员

专项体能为突破口，打牢体能基础，重点提升运动员在速

度单项上的相对无氧能力与难度、抱石单项上的肌肉耐

力水平，以全面提升运动员在全能项目上比赛表现能力；

2）要注重发挥长板优势，加大个性化训练力度，提高速度

素质训练的针对性，继续巩固我国在速度攀岩上的优势；

3）要从实战出发，通过组织队内各种模拟赛，解决在高速

对抗中体能下降导致技能稳定性不足的问题。在此基础

上，要采用各种先进技术与手段，帮助运动员快速消除疲

劳，促进体能恢复，有效预防和降低运动伤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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