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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争形态向信息化的转变使世界各国军队越来越多的战斗岗位向女性开放。体能

是女性军人完成军事准备和遂行战斗任务的基础，女性军人体能训练如何开展，在军人体

能训练适应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从而设置针对不同性别的体能训练优化训练适应过程，

缩小性别差异等问题受到关注。依据目前国外研究，综述了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内容与优

化、军人体能训练影响效果的性别差异和女性军人体能训练伤病及预防等，重点介绍了军

事人群的体能训练干预。研究发现，力量耐力组合训练和非线性周期化的训练等能够有效

缩小女性军人和男性军人间的军事体能差距，显著提高女性军人体能水平；在体能训练后，

男、女性军人有氧能力和肌肉力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研究指标从训练前到训练后的相对变

化为女性大于男性；可以通过建立女性军人体能训练伤病预测模型，识别危险因素，达到预

防训练损伤的目的。启示：为女性军人创造军事体能与现代体能相互融合的训练环境；提

高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科学化程度，缩小与男性军人的军事体能差异；优化女性军人体能训

练过程，加强科技支撑；全面预防女性军人体能训练损伤，提升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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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ar’s informatization has enabled more and more combat

positions of military forces around the world to be opened to women. Physical fitness serves as

the basis for female soldiers to complete military preparations and combat missions. How to car‐

ry out fe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and if there is a gender difference in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adaptation, so to set up gender-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to optimize training ad‐

aptation process and narrow the gender difference, it is attracting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cur‐

rent study abroad, and focusing on the physical training intervention of the military group,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tent and optimization of fe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the gender dif‐

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and the injuries and prevention of fe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The study finds that combined strength endurance training and non-

linear periodic training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military fitness gap between female and male

soldiers, and improve the female soldier’s physical fitness level significantly; from the pre-train‐

ing to post-training, the aerobic capacity and muscle strength of male and female soldiers have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relative changes of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ors tend to be greater

among the female;the establishment of fe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injury prediction mod‐

els can identify risk factors to prevent training injuries. Enlightenment to domestic study: Creat‐

ing a training environment for female soldiers to integrate military physical fitness with modern

physical fitness;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evel of fe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and narrow‐

ing the military physical difference with male military personnel; optimizing the fe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process and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preventing fe‐

male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damage comprehensively and improving security level.

Keywords: female soldiers; physical training; gender differences; injury prevention; foreig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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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起繁重的使命任务，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近年，我

军女性军人规模数量不断加大、岗位范围不断拓展。自

2011 年起，我军先后成立了女子导弹发射连（负责操作战

术弹道导弹）、女兵导弹连（负责操作近程地空导弹）、女

子特种作战连等一系列全女性构成的作战连队；海军陆

战队、海军舰艇部队也都有女兵的身影，中国海军水面舰

艇部队大规模派遣女性官兵上舰；2005年，首批 16名歼击

机女飞行员以全优成绩完成学业正式编入作战部队（刘

婷 等，2015）。

纵观各国军队，女性走向战斗岗位也已是大势所趋。

2013年美军撤销《1994年地面直接作战定义和分配规则》

后，约 1.4万个不对女性开放的军事岗位可供选择（Givens

et al.，2019），女性军人直接介入各军种联合作战演习；以

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必须服役的国家，2015 年以

色列政府和国防军指挥官决定对女性开放几乎所有的战

斗岗位（Schwartz et al.，2018）；德国女兵于 2001 年正式进

入作战部队服役，改写了战后德国女性只能在军队中从

事医疗或文艺工作的历史；英军向女性开放 70% 的岗位，

包括驾驶直升机或喷气机，随军炮弹落点观察员、情报专

员、后勤人员和信号兵；俄军指挥专业有超过 170 种岗位

对女性开放；2001年加拿大宣布所有军种向女性开放（王

宁，2017）。

良好的体能是现代女性军人的必备素质，是支撑女

性军人在一线作战岗位上创造与男性军人同样战绩的基

础（康永升，2013）。鉴于男、女性固有的生理和身体素质

差异，对在军事体能训练的适应过程中是否存在性别差

异，是否应通过针对性训练优化不同性别的训练适应过

程存疑。目前，我国关于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研究多集

中在体能训练后的伤病调查及对策分析上（许雅 等，

2016；张宣东 等，2014；庄颖 等，2015），鲜见对女性军人

体能训练科学的训练方法和内容的研究。本文对国外女

性军人体能训练现状进行综述，分析体能训练的内容与

优化，讨论军人体能训练影响效果的性别差异，归纳体能

训练的伤病及预防措施，提出对我国女性军人体能训练

的启示。

1 国外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现状

由于各国军队的战斗岗位普遍向女性军人开放，女

性军人体能训练的水平已大幅提高，不仅在基础军事体

能训练阶段和军兵种专业体能训练阶段与男性军人进行

相同的体能训练内容，而且在整个军事生涯中都要定期

对体能水平进行评估。美国关于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研

究开展较早，其体能训练是以美国国家体能协会（National

Strength & Conditioning Association，NSCA）作指导，借鉴

了竞技体育最新体能训练的理念和方法，有相对完善的

体能训练体系，科学且全面的制定军事体能训练计划。

在美国西点军校中，男、女学员统一编班，实行同样的体

能训练标准和体能考核标准。在以色列，针对女性军人体

能训练伤病频发的问题，部队高层指挥官建立了伤害预

防和康复中心（Injury Prevention and Rehabilitation Center，

IPARC），把降低男性和女性军人过度训练的伤害率作为

主要目标。由于男、女性军人军事体能的差异，将女性融

入面向战斗的部队中，与男性执行相同的作战任务，一直

存在争议，同时男、女性之间显著的解剖学和生理学差

异，也使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损伤率明显高于男性军人。

1.1 体能训练的内容与优化

1.1.1 体能训练的内容

由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生理差异，特别是力量的差

异，以及以战斗为中心的职业需求的严酷性，使女性在军

事环境中处于明显劣势，这种固有的劣势可以通过为女

性军人实施有效和全面的体能训练计划来改变（Nindl，

2015）（表 1）。

针对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方法以负重训练、力量耐

力组合训练、高强度间歇训练、非线性周期化训练等为

主，这些训练方法已被证明能有效缩小与男性军人间的

军事体能差距，尤其力量训练与耐力训练相结合的个性

化训练方案，能够显著提高女性军人体能水平。

1.1.2 体能训练的优化

在各国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研究中，为了达到优化

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目的，主要通过可穿戴设备对训练

进行量化评价，身体功能测评工具识别军人遭受肌肉骨

骼损伤的风险等方法实现。Sauers 等（2014）较为全面的

展现了分期运动训练计划显著提高女性体能水平的优

势，并提出了优化女性运动员体能训练与表现所必需的

变量（图 1）。

随着军队信息化、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可穿戴设备在

各国军队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除美国陆军在可穿戴设

备监测技术的测试、集成和验证方面投入巨资外，英国陆

军也通过可穿戴设备监测和管理女性军人体能训练过

程。Siddall等（2019）选取 20名英国陆军军官学员（男、女

各 10 名），在其优势腕上佩戴一个研究级加速度计（GE‐

NEActiv），在非优势腕上佩戴一台商用监视器（Fitbit

Surge），并完成体力活动自我报告日志。训练后将 3 种方

法对比发现，GENEActiv 估算自由活动总能量消耗（total

energy expenditure，TEE）的能力最为准确。在军事环境

中，可穿戴式体力活动监测器提供了一种实用且性价比

高的估计自由活动 TEE 的方法。虽然该研究对象较少，

实验周期不长，但 GENEActiv 在评估每日 TEE 方面显示

出了良好的有效性，可能更加适合用于大规模的纵向军

事研究。

近年，在层出不穷的各类身体功能测试工具中，以功

能性动作筛查（Functional Movement Screen，FMS）、Y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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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Y-Balance Test，YBT）等最为常见。Hearn 等（2017）

对 292 名美国陆军新兵完成了一项称为肌肉骨骼准备情

况 筛 查 工 具（Musculoskeletal Readiness Screening Test，

MRST）的损伤筛查测试，由 6 个不同的身体动作组成，通

过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分析阈值，确定使损

伤可能性增加的分数。MRST 显示出了潜在的识别肌肉

骨骼损伤高危军人的潜力，需要研究进一步评估其筛查

方法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反应性。Gottlieb 等（2018）对

167 名以色列女性新兵进行了一项新的改良版游侠测试

（Modified Version of the Ranger Test，MRT），该测试主要以

负重下肢踏步耐力测试为主，前瞻性的筛选方法可以显

著预测以色列女兵服役期间的伤病减员情况。

可穿戴设备能够实现对女性军人体能训练过程的监

测与管理，达到科学施训、严格组训的要求。FMS、MRST

等测评工具能够在体能训练过程中识别军人遭受肌肉骨

骼损伤的风险，确保女性军人以更佳的身体状态参与体能

训练。

1.2 国外军人体能训练影响效果的性别差异

国外关于女性军人体能训练影响效果的研究中，缺

乏以女性视角单独对女性军人进行分析，研究多集中在

同男性军人共同讨论体能训练的影响效果上，通过体能

训练的性别差异来进一步提高女性军人体能水平。男、

女性之间存在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显著差异，必然会导致

军事体能的性别差异。国外关于军事体能性别差异的研

究中主要包括身体组成、有氧能力、肌肉力量与肌肉耐

力、稳定性及灵活性等指标。

1.2.1 身体组成差异

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身体组成方面具有较低的肌肉

质量、较高的脂肪百分比（Schwartz et al.，2018），通过军事

体能训练能够显著缩小身体组成的性别差异。Sharp 等

（2000）在基础军事体能训练前后对男、女性军人身体组

成和体重数据统计发现，女性军人体重在训练前后无明

表1 女性军人不同体能训练计划及效果

Table 1 Different Physical Training Programs and Effects of Female Soldiers

研究文献

Knapik，1997

Harman et al.，1997

Kraemer et al.，2001，2004

Wood et al.，2010

研究对象

美国13名

女性军人

美国46名

女性军人

美国83名

女性军人

南非68名

女性新兵

训练

经验

有

无

无

无

训练

周期

14周，每周

训练5天

24周，每周

训练5天

6个月

12周

训练手段

渐进式抗阻训练，间歇训练

功能性训练计划，包括阶段性阻

力训练、负重训练、超等长练习、

间歇训练、模拟职业任务训练

设置 6 个不同的训练计划，包

括4种不同的阻力/有氧联合训

练方案、单独的有氧运动方案

和以耐力为基础的野外训练方

案，并以非线性分期训练的模

式进行

军事基础体能训练计划，包括

分期训练计划、肌肉耐力训练、

慢跑、间歇训练

训练效果

物资搬运任务能力增加16%～19%（P＜0.001），

脂肪百分比降低了9%（P＝0.036），去脂体重增

加了6%（P＜0.001）

最大举重能力提高了 30%～47%，重复提升能

力提高了 18%～32%，负重能力提高了 24%，有

氧能力提高了14%

1）包含上肢的训练有效改善了女性军人在职业

任务中的表现；2）训练后军事体能的性别差异

显著减弱，尤其是在负重任务中；3）在为期6个

月的计划中，训练适应有效改善，表明更长时间

的训练将会有更大效果。将训练前后的女性军

人与100名未经训练的男性军人进行比较。较

重负荷训练组（3～8 RM训练组）缩小了与未经

训练的男性军人的性别差异（Kraemer et al.，

2012）

全身脂肪组织百分比（10.2%）和局部脂肪百分

比（10.9%）下降，全身瘦体重（8.7%）增加。手

臂（脂肪质量减少 16.2%，瘦体重增加 11.6%）、

躯干（脂肪质量减少17.0%，瘦体重增加10.4%）

和腿部（瘦体重增加10.5%，但脂肪质量没有变

化）组织训练前后也存在差异

图1 优化女性军人体能表现的关键变量（Sauers et al.，2014）

Figure 1. Variables Essential for Optimizing Physical

Performance in Female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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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变化（＋0.8 kg），男性军人体重下降（1.2 kg）。体脂百

分比和去脂体重在时间与性别的交互作用上有显著差

异，Margolis 等（2012）发现，在为期 10 周的基本战斗训练

过程中，女性军人（88%）瘦体重的增加明显高于男性军人

（36%），同时军事训练期间血浆总氨基酸升高，女性

（17%）比男性（4%）升高幅度更大（P＜0.05）。这是由于

军事基础训练可能引起女性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

水平的增加比男性普遍较多（Nindl et al.，2011），从而导

致去脂体重的增加更明显。

O’Leary 等（2018）在对参与 14 周英国陆军标准基础

训练的 31 名男性新兵和 28 名女性新兵调查后发现，男性

新兵每日总能量消耗在训练前后均高于女性（P＜0.001）。

Tharion 等（2005）的研究也表明，训练负荷性别差异可能

是导致女性在基础训练中受伤风险较大的原因之一。

男、女性军人每日总能量消耗的差异可以用体重差异来

解释，在训练的最后几周更加强调负重，由于女性的体重

较低，这可能会给女性带来更大的生理压力。

在军事体能训练后，女性相比男性形成了更明显的

合成代谢反应，这可能反映了与军事体能训练和生理刺

激相对强度的性别差异。

1.2.2 有氧能力差异

评价有氧能力通常采用最大摄氧量（V
.

O2max）和乳酸

阈指标，但在军人体能训练中除V
.

O2max外，通常通过不同

距离的跑步时间来间接评价有氧能力（表 2）。

各国军队中男、女性军人体能训练对有氧能力影响

效果的性别差异在经过特定的军事体能训练后相比训练

前有不同程度的缩小，因为在训练前男性军人的有氧能

力水平高于女性军人，所以女性军人从体能训练计划中

获得的收益可能比男性军人要多（Yanovich et al.，2008）。

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还发现，训练结束后男、女性军人

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1.2.3 肌肉力量与肌肉耐力差异

军人体能训练中的肌肉力量与肌肉耐力指标除针对

全身的评估外，还包括结合军事环境中的特定军事任务

来评价（表 3）。

男、女性军人军事体能的性别差异在肌肉力量指标中

最为明显，通过设置以负重训练为主的训练计划能显著缩

小该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女性肌肉力量水平相比男性较低，

女性上半身（手臂和胸部）的力量约为男性的 55%，下半身

（腿部）的力量约为男性的72%，总体而言，女性的力量大约

是男性的 63%（Knapik，1997），在系统的体能训练后，各国

军队中女性军人的肌肉力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1.2.4 稳定性及灵活性差异

稳定性和灵活性是人体功能动作模式的基础，与体能

水平的高低以及军人体能训练损伤的预防直接相关。Sell

等（2018）在生物力学实验室中对 25 名健康女兵（26.4±

表2 军人体能训练对有氧能力影响效果的性别差异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on Aerobic Capacity

研究文献

Bell et al.，2000

Sharp et al.，2000

Evans et al.，2008

Yanovich et al.，

2008

Blacker et al.，2009

Wood et al.，2017

研究对象

美国军队 509 名男

性军人，352 名女性

军人

美国军队 168 名男

性军人，182 名女性

军人

以色列国防军 58 名

男性军人，199 名女

性军人

以色列国防军 47 名

男性军人，129 名女

性军人

英国军队 26 名男性

军人，28名女性军人

南非军队 114 名男

性军人，72 名女性

军人

训练

经验

有

无

无

无

无

无

训练计划及

周期

8 周基础军事

体能训练

4 个月军事基

础训练

4 个月性别一

体化的基础军

事培训

4 个月基础军

事体能训练

12 周共同军事

教学大纲训练

12 周基础军事

体能训练

评价指标

V
.
O2max和2英里跑

V
.
O2max

V
.
O2max，2 km跑

V
.
O2max，2 km跑

2.4 km跑

V
.
O2max，2.4 km跑、折返

跑、4 km步行

性别差异

女性的有氧适能提高了23%，男性提高16%

男性V
.

O2max绝对值和相对值分别增加了 2.3% 和

3.6%，女性增加了7.3%和6.3%，但男性训练前后

的V
.
O2max水平均明显高于女性

训练后V
.

O2max水平男、女均提高，但 2 km 跑的性

别差异缩小

女性在体能测试和实验室有氧测试中得分均有

显著提高，男性仅在体能测试中有显著提高。

V
.

O2max 和跑步时间在男、女性军人中的差异缩小

约4%，但训练结束时差异仍然明显

男、女性军人的有氧能力均明显提高，但在跑步时

间上男、女性体能训练前后的差异并未得到改善

在有氧能力、俯卧撑、腹肌测量方面，男、女差异

缩小了18.5%，但差异仍显著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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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岁）和 25 名健康男兵（26.4±4.9 岁）进行了静态和动态

姿势稳定性测试，发现女兵静态姿势稳定性明显好于男

性，但动态姿势稳定性在性别之间无显著差异。Kennedy-

Armbruster 等（2013）在 40 岁及以上的男性（569 人）、女性

（121 人）军人群体中确定了军人部分体能指标（身体成

分、灵活性和力量）、久坐时间、机能运动能力和疲劳之间

的关系。研究发现，女性军人的灵活性好于男性军人

（P＜0.001）。但以上两项研究仅涉及测试和调查，没有干

预措施。近年关于军人稳定性和灵活性在不同性别之间

的评估并没有出现一致的结果，可能是目前广泛使用和

概述的测试方案不同所致。

由于军事环境中对军人体能极高的要求，军人体能训

练需要有效地发展有氧耐力、肌肉力量、肌肉耐力、无氧能

力、灵活性和稳定性等。以上研究发现，有氧耐力和肌肉

力量与耐力的表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尽管男性军

人在体能测试中的表现通常优于女性军人，但男性和女性

在体能水平上存在重叠，表现最好的女性优于表现最差的

男性。肌肉力量可能是女性最需要关注的体能指标。

目前，针对军人体能训练性别差异的研究存在两点

局限性：1）缺乏对照设计，研究通常采用前后设计的单一

干预措施，没有对照组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2）多数

研究集中在新兵入伍期间，因此研究周期较多约为 3 个

月，无法确定男、女性军人体能训练水平的提升是否会随

着时间的推移而维持，也不能保证较长的训练计划是否

会导致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1.3 国外女性军人体能训练伤病及预防

在越来越多的女性军人同男性军人一样走向战斗岗

位的各国军队格局当中，不仅军事体能的性别差异明显，

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伤病也同样困扰着世界各国军队。

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损伤率明显高于男性军人（Bar-Day‐

an et al.，2005；Holsteen et al.，2018；Knapik et al.，2012；

Kucera et al.，2016；Trone et al.，2007），体能训练伤病导致

的减员、健康状况差（Santtila et al.，2019；Trone et al.，

2007；Wolfe et al.，2005）等问题，严重影响部队中女性军

人的战斗力。国外部队中的女性体能训练伤病以肌肉骨

骼损伤最为常见，主要由于过度训练导致运动性疲劳，从

而造成了肌肉骨骼的损伤。

1.3.1 伤病情况

在对美国女性军人做了大样本量的调查后发现，肌

肉骨骼损伤（以下肢为主）是影响部队军事减员的首要因

素（Knapik et al.，2012；Krauss et al.，2017；Rauh et al.，

2006；Tiesman et al.，2007；Webber et al.，2019）。这种情况

也存在于巴西（Lopes et al.，2017；Neves et al.，2018）和以

色列（Bar-Dayan et al.，2005）部队当中。影响女性军人体

能训练肌肉骨骼损伤的高发病率因素主要有性别（Bill‐

ings，2004；Fallowfield et al.，2020；Knapik et al.，2012；

Kucera et al.，2016；Wolfe et al.，2005）、BMI（Bedno et al.，

表3 军人体能训练对肌肉力量与肌肉耐力影响效果的性别差异

Table 3 Gender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Military Physical Training on Muscle Strength and Endurance

研究文献

Harwood et al.，

1999

Sharp et al.，2000

Bell et al.，2000

Patterson et al.，

2005

Yanovich et al.，

2008

Drain et al.，2015

研究对象

英国军队 68 名男性

军官，38名女性军官

美国军队168名男性

军人，182名女性军人

美国军队509名男性

军人，352名女性军人

澳大利亚军队 35 名

男性军人，28名女性

军人

以色列国防军 47 名

男性军人，109 名女

性军人

澳大利亚军队154名

男性军人，20名女性

军人

训练

经验

有

无

有

有

无

无

训练计划及

周期

40周，93次体

能训练

4个月军事基

础体能训练

8周军事基础

体能训练

12周体能训练

课程

4个月基础军

事体能训练

7～8周，40次

体能训练

评价指标

腰背部肌肉力量，上

肢肌肉耐力，腹部肌

肉耐力

上下肢、腰背部肌肉

力量，下肢爆发力

腹部肌肉耐力，上肢

肌肉耐力

上、下肢肌肉力量

腹部肌肉耐力，上肢

肌肉耐力

上肢肌肉力量

性别差异

训练后男性上肢肌肉耐力，腹部肌肉耐力提高了

28%，女性提高了86%（P＜0.01）

男、女性军人之间下肢力量和利用增量式动力升降

装置测得的提升力量的差异缩小（P＜0.01）

军事训练后男、女性军人之间的仰卧起坐成绩差异

缩小，女性提高98%，男性提高44%；俯卧撑成绩女

性提高156%，男性提高54%

所有男性均完成负重躲闪-跳跃活动，而 57% 的女

性未能完成。训练后女性军人肌肉力量提升，但得

分仍然低于男性

男性和女性俯卧撑成绩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然而

女性的升幅较小（女性和男性分别为28%和54%）。

训练前后仰卧起坐成绩无显著性别差异

训练前男、女新兵在箱式搬运和放置能力表现中的

差异约为 50%（P≤0.05）。第 8 周时女性新兵的相

对进步比男性更大［（6.5±2.3）%，（14.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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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Billings，2004；Cowan et al.，2012；Finestone et al.，

2008）、吸烟（Bedno et al.，2019；Cowan et al.，2012）、久坐

（Cowan et al.，2012）、体能训练期间过高的阻力训练频率

（Rappole et al.，2018）、入伍前的伤病史（Kucera et al.，

2016）、自身身体状况及生活活动水平（Cowan et al.，

2012；Fallowfield et al.，2020）等。Schwartz 等（2018）报告

了以色列国防军女性军人伤病情况，指出在全身所有损

伤中，下背部和肢体部位占 92%，最常见的 3 个身体部位

是小腿与踝关节（41%）、下背部（23%）和膝关节（22%）

（图 2）。

缺铁和缺铁性贫血也是在女性军人群体中常见的损

伤（Martin et al.，2019；McClung et al.，2006，2009a，2009b；

Merkel et al.，2008；Yanovich et al.，2011），会间接造成肌肉

骨骼损伤、免疫功能受损以及诸如认知能力下降和情绪

低落等心理后遗症（Myhre et al.，2016）。应通过早期识别

和治疗，采取与贫血和缺铁相关的预防措施，从而降低伤

病率。

1.3.2 预防措施

为了应对肌肉骨骼损伤风险，各国军队开展了诸多

研究。Shaffer 等（2006）观察 2 900 名女性军人应力性骨

折的易感因素并确定训练损伤危险因素模型。模型显

示，低有氧体能和月经状况与新兵训练期间任何应力性

骨折的发生显著相关，可通过积极参与有氧体能预训练

活动减少应力性骨折的发生。Moran 等（2008）通过建立

女性新兵基础体能训练的应力性骨折预测模型，识别危

险因素，预防骨科损伤。预测结果显示，参加综合轻型作

战部队的年轻女性新兵，如果身材高瘦、时常感到“倦

怠”、缺铁，并且处于正常铁蛋白范围的高位，就有发生应

力性骨折的风险。但还需要在不同的样本、条件和训练

计划中进一步的评估。Garnock 等（2018）开发了一个针

对胫骨内侧应激综合征风险个体的预测模型。采用前瞻

性队列设计，在基础训练开始时，通过评估性别、胫骨内

侧应激综合征病史、跑步年限、矫形器使用、体重指数、舟

骨下垂、踝关节屈曲和髋外旋度等因素对新兵进行筛选。

该预测模型为军队机构、临床医生和教员提供了一个强

大而准确的，用于预测单个新兵患胫骨内侧应激综合征

风险的方法。

Kodesh 等（2015）对参与以色列国防军战斗体能教官

课程的 158 名女兵进行了人体测量、FMS、力量与爆发力

表现和 2 km 跑等一系列测试。研究表明，FMS 总分不能

作为该部队女兵受伤的预测因子。体脂百分比、2 km 跑

和单腿三级跳远分别被发现是损伤的独立预测因子，但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确定预测伤害的阈值分数。

军事环境中训练装备的变化也能有效改善体能训练

的伤病问题。Palmanovich 等（2017）测试了一种专门为女

性新兵设计和制造的背心，对 240名边防女新兵进行跟踪

调查。结果显示，穿着新式背心的实验组应力性骨折的

发生率较低，这可能是由于优越的背心设计所致。可以

考虑进一步减轻女兵战斗装备的重量，同时努力提高穿

着舒适性。

体能训练前的热身活动在军事训练环境中常被忽

略。DiStefano 等（2016）将 1 104 名新入学的军事学员（男

928 人，女 176 人）随机分组，参加动态综合运动增强（dy‐

namic integrated movement enhancement，DIME）伤害预防

计划组和标准热身组。与标准热身计划相比，旨在改善

下肢运动模式的 DIME 计划可以减少垂直地面的反作用

力，预防损伤。在大规模军事环境中实施 10～12 min 的

DIME计划不会对一般体能产生负面影响，但为了持续受

益，可能需要持续不间断地实施伤害预防计划（Peck et

al.，2017）。

在国外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研究当中，涉及的方面

包括体能训练的内容与优化、体能训练影响效果的性别

差异、体能训练的伤病及预防等，且开始研究时间早，发

展较为成熟，而我国关于女性军人的体能训练情况目前

鲜有研究，值得深入摸索与讨论。

2 国外女性军人体能训练对我国的启示

2.1 为女性军人创造军事体能与现代体能相互融合的训练

环境

将现代体能训练的理念、手段、方法应用于军人群体

是西方发达国家长久以来的普遍做法。军事体能训练

（tactic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TSAC）是 NSCA 重要的

项目之一，以其指导想要训练、准备作战的战士，以满足职

业体能需求（杜宝宇 等，2019），既丰富了不同性别、不同军

种、不同作战任务军人群体的训练内容，又提供了训练方

法效果的反馈，使军人在提高战斗力的同时开展科学化的

体能训练，确保军人健康、高效地完成各级各类军事任务。

图2 女性军人身体部位损伤分布情况（Schwartz et al.，2018）

Figure 2. The Distribution of Body Part Injuries

in Female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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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能训练和军人体能训练存在差异，比如训练

环境、训练条件、受训者数量、受训者基础能力、保障条

件、训练周期化等差异，需要军体双方共同协调解决（冯

连世，2019）。目前，我国男、女性军人军事体能训练，通

常以连为单位组织实施，训练手段单一，训练方法陈旧，

迫切需要有计划、有目的、有调整地引进适合军队的现代

体能训练方法，既要保证军事体能训练“练为战”的训练

理念，更要让训练过程科学化合理化，以更好地促进军人

体能训练，提高军体融合水平。

2.2 优化女性军人体能训练过程，加强科技支撑

可穿戴设备的普及提升了体能训练的专业性和准确

性。在信息化战场条件下，世界各国军队研发了诸多符合

军人体能特点的可穿戴设备，用于对女性军人体能训练过

程的科学监测和管理。FMS、MRST等身体测评工具能够

在军事环境中常见的负重条件下预测女性军人动态平衡

能力（Scudamore et al.，2020），同时全面提高女性军人的军

事体能水平，确保其以更佳的身体状态参与体能训练。

在军体协同创新加速推进的关键机遇期，要持续转

化体育科技的研究成果，将新产品、新材料应用、推广至

部队，为女性军人提供兼具便携性和高效性的可穿戴设

备，用科技创新助力军队战斗力提升。各类功能性测试

工具在我军的推广程度不高，仅以 FMS 与其针对伤病预

防的效果为主（唐桥 等，2019；张军 等，2018），缺乏女性

军人的针对性研究。功能性测试工具和损伤筛选工具可

用于识别军人遭受肌肉骨骼损伤的较高风险，也应通过

进一步的研究来评估各类筛查工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2.3 提高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科学化程度，缩小与男性军人

的军事体能差异

相比男性军人军事体能的天然优势，女性军人在各类

军事环境和体能训练中处于明显劣势，国外主要通过各种

体能训练方法的有机组合和丰富的训练手段，缩小男、女

性军人的军事体能差距。美国对女性军人体能训练的重

视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针对女性军人的包括负重训

练、力量耐力组合训练、高强度间歇训练、非线性周期化训

练等在内的训练方法（Nindl，2015），被证明能够有效缩小

同男性军人间的军事体能差距。通过美军长期的科学研

究与实践，总结出以下关于女性军人体能训练内容的建

议：1）对新入伍女性军人进行至少 6个月的周期化力量和

耐力组合训练；2）重视女性军人的负重能力，全面的体能

训练计划中应包含和强调循序渐进的负重能力训练；3）女

性军人需要更多地强调上肢力量和爆发力训练；4）高负荷

强度的抗阻训练应纳入训练计划；5）高强度间歇训练可提

高女兵有氧能力，同时防止下肢肌肉骨骼损伤。

我军入伍时已采用男、女性分测的心理测试和体能

测试，除共同军事科目训练外，分性别、年龄段进行体能

达标测试（李卓琼，2012）。但日常训练中，女性军人通常

与男性军人执行相同的体能训练计划，女性军人缺乏针

对性的个性化体能训练内容。

2.4 全面预防女性军人体能训练损伤，提升保障水平

体能训练伤病是造成各国部队非战斗性减员的主要

原因。以色列 IPARC 包括筛查部门、教育部门、研究和

监测部门、康复部门 4 个分支机构，其主要目标是降低男

性和女性军人过度训练的伤害率（着重于女性）。为了

有效减少肌肉骨骼损伤的发生率，降低军事医疗成本，

提高军事战备水平，美国陆军环境医学研究所（The U.S.

Army Research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Medicine，ARIEM）

发起了一项称为“减少肌肉骨骼损伤”的大规模研究工

作，全面确定对肌肉骨骼损伤影响最大的危险因素，以

便实施有针对性的缓解策略。研究招募了正在接受基

础体能训练的美国陆军实习生（约男、女性各 2 000 名）

进行评估（Hughes et al.，2019）。美军还积极实施了DIME

计划取代训练前的传统热身活动，旨在改善下肢运动模

式，是一种在不影响体能训练结果的情况下帮助军人预

防训练伤的高效办法。

目前，针对女性军人体能训练伤病的研究仅以训练

期间患病情况和月经失调情况的调查为主（黎建华 等，

2014；苏红梅，2015；王晓莉 等，2014），缺乏系统全面的研

究。可以效仿美军建立官兵的体能和伤病情况档案，推

进部队的体能管理工作。同时，建立损伤危险因素数据

库（包括性别、年龄、体重、身体状况、既往损伤、吸烟史、

自评体育活动等数据）连接到医疗数据，在全军范围内推

广和研究，筛选军人伤病，帮助有体能训练伤病的军人尽

快康复，重新加入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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