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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阐述新规则下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技术预备姿势阶段、离壁阶段、

腾空阶段和入水阶段的技术数据，并探寻数据间的相关性。方法：使用水上摄像机同步定

点拍摄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仰泳出发（使用新型仰泳出发器）水上动作，使用瑞士

Dartfish 运动视频技战术解析系统对视频进行二维影像解析，使用 Microsoft Excel、SPSS

18.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数理统计。结果：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预备姿势的重心

高度为0.21±0.06 m，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为 3.62±0.20 m/s，腾空高度为 0.31±0.08 m，

入水角为16.37±3.14°；出发至15 m用时为7.42±0.33 s，预备姿势阶段的重心高度、离壁阶

段的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腾空阶段的腾空高度与入水阶段的入水角与出发至15 m用时

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新规则下，仰泳出发器的使用优化了我国精英女子

仰泳运动员出发阶段主要技术参数：预备姿势身体重心高度上升，肘关节角度和膝关节角

度减小，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加快，出发腾空时间缩短。建议：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

应依据各自的身体条件及身体素质特点采用适于自己的仰泳出发技术，注重对下肢蹬伸的

最大力量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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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paper explained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elite women

backstrokers’starting technique in the stage of starting preparation position, takeoff, airborne,

and water entry techniques, and to explor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data parameters. Methods:

Water camera with synchronous and fixed-point shooting was used to capture the Chinese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backstroke starting water movement (using a new backstroke start‐

ing device), Dartfish sport video technology and tactics analysis system in Switzerland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two-dimensional video of backstroke starting technology, Microsoft Excel

and SPSS 18.0 were used to make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on the data. Results: The average

height of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starting preparation position of Chinese elite women backstro‐

kers was 0.21±0.06 m, the average horizontal speed of the center gravity of body in the takeoff

stage was 3.62±0.20 m/s, the average height in the airborne stage was 0.31±0.08 m, the aver‐

age water entrance angle was 16.37±3.14° , the average time of 15m was 7.42±0.33 s; the

height of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starting preparation position, the horizontal speed of the center

gravity of body in the takeoff stage, the height in the airborne stage and the water entrance angle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time to 15 m (P <0.05). Conclusion: Under the new rules, it

optimizes the main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Chinese elite women backstrokers in the starting

stage by using the backstroke starting device, the height of body center of gravity of starting

preparation position has been rising and the angle of elbow joint and knee joint has been de‐

creasing, the average horizontal speed of the center gravity of body in the takeoff stage is faster

than before, the time of starting in the airborne stage has been shortened. Suggestion: Chinese

elite women backstrokers should adopt suitable backstroke starting technique according to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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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n physical condi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ximum strength training

of lower limb stretching.

Keywords: woman; backstroke; starting technique; technical data;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G861.12 文献标识码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竞技游泳水平不断提升，尤其在仰泳项

目上取得了较大突破，先后涌现出徐嘉余、傅园慧、刘湘

等一批优秀运动员，并相继在奥运会、世界游泳锦标赛等

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仰泳是游泳比赛中唯一采用水中

出发的泳姿，出发技术在仰泳比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高质量的出发动作能够为运动员入水后的水下滑行

阶段奠定坚实的基础，使运动员更优质的发挥出自己的

技术水平。2014年，在国际游泳竞赛规则的规定下，第一

次在国际比赛中允许仰泳运动员使用仰泳出发器。新仪

器的使用不仅有效改进了仰泳出发技术，更进一步提高

了仰泳运动员的出发效果。因此，本研究从运动学视角

分析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使用新型仰泳出发器时的

出发技术参数及技术特征，为进一步提高仰泳运动员出

发技术效果及运动成绩提供有参考价值的信息。

1 测试对象与方法

1.1 测试对象

我国 11名女子精英仰泳运动员（表 1）。

1.2 测试方法

1.2.1 仪器器材

Sony 摄像机 1 台、水上同步电子信号灯 1 个、仰泳水

中出发器 1只、电子计时秒表 2块、皮尺 1个、三脚架 1个、

1 m长比例尺 1个。

1.2.2 测试流程

测试时间：2017年 10月 30日－11月 3日。

测试地点：北京体育大学新游泳馆。

摄像机放置在泳池侧面距离出发台水平距离 2.5 m

处，主光轴与泳道垂直，机高 120 cm，摄像机距测试泳道

垂直距离 5 m，画面下缘与运动泳道近侧水线平齐，手动

调焦至画面清晰，固定焦距（拍摄频率为 50 Hz，曝光时间

1/250 s），拍摄位置如图 1 所示。参与测试的运动员提前

半小时到达测试场地进行热身，热身完毕后，工作人员对

测试对象进行统一编排，登记测试对象姓名、出生日期、

身高、体重等相关信息后，按编排顺序依次进行测试（刘

鹏，2018）。运动员入水后，发令员发出“各就位”的口令，

随后按下同步信号灯按钮并发出信号声，运动员听到信

号的瞬间出发，头部游至 15 m 处后即为一次完整出发测

试结束。每位运动员进行 3 次测试，由 2 位工作人员使用

秒表分别计时，取 3次平均成绩进行解析。

1.3 视频解析

使用瑞士Dartfish运动视频技战术解析系统进行视频

图像分析（截断频率=6）。对运动员从出发预备姿势到入

水整个过程中的头部、肩部和髋部进行定点，将仰泳出发

技术分为预备姿势、离壁、腾空和入水 4个阶段进行分析。

预备姿势阶段指发令员“各就位”口令发出瞬间与出

发电子信号灯亮之间这一时段，选取参数 6个：重心高度、

肘关节角度、髋关节角度、膝关节角度、躯干倾角和头至

池壁距离。

离壁阶段指运动员听到出发信号至双脚离壁瞬间这

一时段，选取参数 14个：反应时、发令到开始动作时间、出

发动作时间、开始动作到双手离壁时间、双手离壁到双脚

离壁时间、离壁瞬间头至池壁距离、离壁前头部位移距

离、离壁前最小肘角、膝关节角度、髋关节角度、离壁角

度、离壁瞬间膝关节蹬伸角速度、离壁瞬间髋关节蹬伸角

速度和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

腾空阶段指运动员出发双脚离壁瞬间到双手接触水

面瞬间这一时段，选取参数 3个：腾空时间、腾空高度和腾

空背弓角度。

表1 测试运动员基本信息（n=11）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Tested Athletes

运动员

陈X

姜XX

刘X

于XX

柳XX

罗X

彭XX

汪XX

吴XX

徐XX

杨XX

年龄/岁

23

19

22

17

18

21

16

20

18

21

18

身高/cm

177.0

177.9

180.3

180.0

177.8

172.1

177.0

177.7

178.0

173.8

176.0

体重/kg

65.0

62.0

67.5

78.0

70.0

59.0

60.0

67.0

68.0

61.0

56.5

臂展/cm

186.0

194.0

182.0

180.0

188.0

180.0

181.0

180.0

181.0

174.0

185.0

运动等级

国际健将

一级

国际健将

健将

健将

健将

国际健将

健将

健将

健将

一级

图1 现场测试图

Figure 1. Test Sp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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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水阶段指运动员出发后双手手指接触水面瞬间至

双脚完全入水瞬间这一时段，选取参数 3个：入水距离、入

水时刻头至池壁距离和入水角。

1.4 数理统计

运用Microsoft Excel 2016、SPSS 18.0软件对测试所得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均数±标准差”（M±SD）表示；并

将出发技术各阶段数据与出发头部到达 15 m 用时做

Pearson相关分析，P＜0.05表示具有显著性差异。

2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阶段技术参数

2.1 预备姿势阶段技术参数

目前，国内外大赛上仰泳运动员基本采用“L”字型的

仰泳出发预备动作，不团身，头部轻向后仰或与水面垂

直，腿部和身体微微上提，双目平视出发台位置，以手臂

力量拉起身体，两肘向内微收，臀部位置靠近脚跟（赵岚，

2016）。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使用新型仰泳出发器

时，出发预备姿势阶段重心高度均值为0.21±0.06 m（图2），

高于未使用出发器时的预备姿势重心高度（0.18±0.02 m；

殷剑侠，2011）；身体与水平面呈垂直位置，肘关节角度均

值为92.07±15.66°，膝关节角度均值为42.64±7.83°（表2）。

2.2 离壁阶段技术参数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的出发反应时均值为

0.64±0.03 s（表 3），低于未使用出发器时的数据（0.69±

0.07 s；殷剑侠，2011）；出发离壁瞬间头至池壁距离的均

值为 1.82±0.05 m，离壁前头部位移距离均值为 1.42±

0.10 m，经检验，2 个指标与运动员的身高之间无明显相

关；出发离壁瞬间膝角均值为 11.76±8.27°，差值较小（表

4）；重心水平速度均值为 3.62±0.20 m/s（表 5、图 3），快于

未使用出发器时的重心水平速度（3.00±0.23 m/s；殷剑

侠，2011）。

2.3 腾空阶段技术参数

仰泳出发腾空阶段追求的是最大水平位移距离，因

此，运动员在离壁后应注意保持身体的流线型，积极展

图2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预备姿势重心高度

Figure 2. Height of Center of Gravity in the Set Position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表2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预备姿势关节角度（n=11）/°

Table 2 Joint Angle in the Set Position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关节角度

肘关节角度

膝关节角度

髋关节角度

躯干倾角

M±SD

92.07±15.66

42.64±7.83

31.05±6.49

92.12±10.47

表3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离壁阶段用时（n=11）/s

Table 3 Time in the Take-off Stage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时间参数

反应时

发令到开始动作时间

出发动作时间

开始动作到双手离壁时间

双手离壁到双脚离壁时间

M±SD

0.64±0.03

0.16±0.02

0.49±0.02

0.23±0.03

0.26±0.02

表4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离壁阶段关节角度（n=11）/°

Table 4 Joint Angle in the Take-off Stage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关节角度

离壁前最小肘关节角度

膝关节角度

髋关节角度

躯干倾角（离壁角度）

M±SD

91.6±15.16

188.80±3.48

191.97±6.69

11.76±8.27

表5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离壁阶段瞬时速度（n=11）

Table 5 Instantaneous Velocity in the Take-off Stage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速度指标

离壁瞬间膝关节蹬伸角速度/（°·s-1）

离壁瞬间髋关节蹬伸角速度/（°·s-1）

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m·s-1）

M±SD

227.94±16.58

253.69±19.19

3.62±0.20

图3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

Figure 3. Horizontal Speed of the Center Gravity of Body in the

Take-off Stage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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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两腿并拢夹紧，两臂迅速摆至前方伸直并拢，仰头挺

胸，身体成反弓形沿一条低平的抛物线向前运动，为之后

入水阶段的身体姿势奠定基础。运动员在此阶段中不受

外力作用，只依靠自身力量以调整身体姿势，从而达到最

适宜的入水距离与入水角度。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腾空阶段腾空时间均

值为 0.06±0.04 s，相比未使用出发器时的腾空时间有所

缩短（0.11±0.04 s；殷剑侠，2011），腾空高度均值为 0.31±

0.08 m（图 4），腾空阶段背弓角均值为 140.98±5.67°。

2.4 入水阶段技术参数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入水阶段的入水距离

均值为 2.45±0.14 m；入水时刻头至池壁距离均值为

2.06±0.14 m。把重心与入水点连线的水平夹角作为衡量

运动员仰泳出发入水效果的参数，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

动员出发入水阶段的入水角均值为 16.37±3.14°（图 5）。

相比未使用出发器时的入水角有所增大（12.75±0.07 °；

殷剑侠，2011）。

3 出发阶段技术参数与头部到达 15 m 阶段用时相关性

分析

3.1 运动员头部到达15 m阶段数据特征

仰泳出发技术效果需要参考运动员从离壁前预备状

态到头部游至 15 m这一完整过程。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

动员出发至15 m用时均值为7.42±0.33 s，其中，罗*和于**

仰泳出发至 15 m用时差值达 1.02 s，差距较大（图 6）。

3.2 预备姿势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分析

在仰泳出发的预备姿势中保持较高的身体重心不仅

可以减少水对身体的阻力，还能增大离壁角度（殷剑侠

等，2010）。如表 6 所示，预备姿势阶段各技术参数中，只

有重心高度与出发至 15 m 用时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运

动员出发至 15 m 用时随预备姿势重心高度的降低而增

加（图 7）。

图4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腾空阶段腾空高度

Figure 4. Flight Height in the Airborne Stage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图5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入水阶段入水角

Figure 5. Water Entrance Angle of 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图6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至15 m用时

Figure 6. Time of 15m ofChina's Elite Women Backstroke

Athletes Start

表6 预备姿势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统计（n=11）

Table 6 Correlation Statistics between the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the Set Stage and the Time of 15 m

技术指标

重心高度

肘关节角

髋关节角度

膝关节角度

躯干倾角

头至池壁距离

r

-0.686

0.344

-0.483

-0.479

-0.465

0.259

P

0.02*

0.30

0.13

0.14

0.15

0.44

注：*表示P＜0.05，具有显著性差异，下同。

图7 出发至15 m用时与预备姿势重心高度之间的关系

Figure 7.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of 15 m and Height of

Center of Gravity of Set Po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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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离壁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分析

离壁阶段各技术指标中，只有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

与出发至 15 m用时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表 7），运动员出

发至 15 m 用时随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的减小而增

加（图8）。

3.4 腾空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分析

腾空阶段各技术指标中，只有腾空高度与出发至 15 m

用时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表 8），运动员出发至 15 m 用

时随腾空高度的降低而增加（图 9）。

3.5 入水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分析

仰泳出发时入水角的大小会直接影响入水距离和入

水深度，进而影响整个入水效果，最后影响游泳出发后水

下的滑行距离、滑行速度和滑行后游泳技术动作的衔接

和发挥。如表 9所示，入水阶段各技术指标中入水角与出

发至15 m用时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运动员出发至15 m 用

时随入水角的减小而增加（图 10）。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新规则下，使用仰泳出发器时，我国精英女子仰泳

表7 离壁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统计（n=11）

Table 7 Correlation Statistics between the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the Take-off Stage and the Time of 15 m

技术指标

反应时

发令到开始动作时间

出发动作时间

开始动作到双手离壁时间

双手离壁到双脚离壁时间

离壁瞬间头至池壁距离

离壁前头部位移距离

最小肘关节角

膝关节角度

髋关节角度

躯干倾角

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

离壁瞬间膝关节蹬伸角速度

离壁瞬间髋关节蹬伸角速度

r

0.109

-0.015

0.166

-0.059

0.096

-0.350

-0.461

0.377

-0.078

-0.377

0.328

-0.643

0.261

-0.072

P

0.75

0.964

0.625

0.863

0.779

0.292

0.153

0.254

0.819

0.253

0.325

0.033*

0.438

0.834
表9 入水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统计（n=11）

Table 9 Correlation Statistics between the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the Water Entrance Stage and the Time of 15 m

技术指标

入水距离

入水时刻头至池壁距离

入水角

r

0.379

0.185

-0.626

P

0.251

0.586

0.039*

表8 腾空阶段技术指标与出发至15 m用时相关性统计（n=11）

Table 8 Correlation Statistics between the Technical Indicators

of the Airborne Stage and the Time of 15 m

技术指标

腾空时间

腾空高度

腾空背弓角

r

0.229

-0.613

0.346

P

0.499

0.045*

0.297

图8 出发至15 m用时与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之间的关系

Figure 8.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of 15 m and the

Horizontal Velocity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in Take-off Stage

图10 出发至15 m用时与入水角之间的关系

Figure 10.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of 15 m and Water

Entrance Angle

图9 出发至15 m用时与腾空高度之间的关系

Figure 9. Relationship between Time of 15 m and Flight H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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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出发技术预备姿势的重心高度为 0.21±0.06 m，离

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为 3.62±0.20 m/s，腾空阶段腾空高

度为 0.31±0.08 m，入水阶段入水角为 16.37±3.14°。

2）仰泳出发器的使用优化了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

员出发阶段主要技术参数：预备姿势身体重心高度上升，

肘关节角度和膝关节角度减小，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度

加快，出发腾空时间缩短。

3）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出发至 15 m 用时为

7.42±0.33 s，与预备姿势重心高度、离壁瞬间重心水平速

度、腾空高度和入水角度均存在显著负相关。

4.2 建议

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员的出发技术具有个性化特

征，应依据运动员各自的身体条件及身体素质特点采用适

宜的仰泳出发技术，尤其应注意使用仰泳出发器时的双脚

间距与高度。此外，应特别注重对我国精英女子仰泳运动

员下肢蹬伸最大力量的训练，以此提高运动员仰泳出发的

蹬壁效果。在改进技术的基础上强化体能，不断革新训练

理念与模式，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再取佳绩奠定坚实基础。

由于场地拍摄与设备器材等因素限制，本文对入水

后阶段没有进行专门细致的研究，在已有研究中对仰泳

水下滑行时间和起游时间这 2 个参数的测试与评价也较

少，希望研究人员在后续的研究中能将这些指标作为重

点对象进行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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