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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助跑速度增加时，足球运动员脚内侧踢球支撑腿与踢球腿肌肉力量和

跳跃能力对球速提高的影响。方法：募集大学高水平训练队 12 名足球运动员，分别通过

1 m、3 m、7 m 和自由距离（Free：3～7 m）的助跑进行脚内侧踢球动作，同时采用 Vicon T20

高速运动捕捉系统和三维测力台采集脚内侧踢球过程中身体各环节的运动学和动力学指

标；采用 ISOMED 2000 等速测力系统测取不同角速度下的髋、膝关节屈伸和髋关节外展、

内收峰值力矩，进行支撑腿和踢球腿的单、双足纵跳练习以测得跳跃能力参数。采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对比不同助跑条件下球速、足部速度等运动学指标和地面反作用指标，通过

Person相关分析反映足部速度与踢球腿、支撑腿肌肉力量和跳跃能力间的关系。结果：1）

随着助跑步数的增加，助跑速度增大，支撑腿足部着地到踢球腿足部触球的时间缩短，水平

和垂直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增大，且7 m条件与3 m、Free、1 m条件，3 m、Free条件与1 m条

件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2）各种助跑条件下踢球时足部速度与支撑腿髋关节伸

展和外展肌力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3）3 m、7 m和Free助跑条件下足部速度与支

撑腿单腿反弹跳能力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同时与髋关节内收肌力间存在显著

性正相关（P＜0.05）；4）1～7 m相对足部速度变化率与支撑腿反弹跳能力间存在显著性正

相关（P＜0.05）。结论：随着运动员助跑距离的增加，脚内侧踢球时身体重心速度和足部速

度提高，进而使出球速度获得提高；短距离（1 m）助跑时，踢球腿内收肌力对球速具有主导

影响，而进行中长距离（3 m 和 7 m）助跑时，支撑腿伸展、外展肌力和弹性爆发力则成为影

响出球速度进一步提高的关键因素。同时，结合运动员的个性化肌力水平和生物力学特征

推荐出可以获得最高出球速度的适宜助跑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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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 and jump ability of both kicking

and supporting legs when increasing the speed of a soccer ball during instep kicks at various ap‐

proach speeds. Method: 12 male university soccer players were recruited to perform instep

kicks by using 1 m, 3 m, 7 m, and free lengths (3～7 m) approach. Meanwhile, kinematic and

kinetic data of physical links for the instep kicks were recorded by using the Vicon T20 system

and three-dimensional platform. The peak torque of knee extension/flexion, hip extension/flex‐

ion, and hip abduction/adduction were measured by using multi-joint power measuring appara‐

tus. The parameter of vertical jump was calculated from vertical jump exercise of single and

double feet with the kicking leg and supporting leg. One-way ANOVA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differences of kinematic and ground reaction force data such as velocity of ball and foot among

different approach.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as employed to detect foot speed and

strength and jump ability of both kicking and supporting legs. Results: 1) The approach speed

increased as approach length increased, meanwhile, the time between the moment when the foot

touched the ground and the moment of ball impact became shortened, and the ground reaction

force at all axes increased as the approach speed increased (P＜0.05); 2) foot speed at kicking

under all the approach condition was correlated with hip extension and the abduction streng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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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pporting leg (P＜0.05); 3) foot speed under the 3 m, 7 m, and free-length conditions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rebound jump ability of the supporting leg (P＜0.05), which was also corre‐

lated with hip adduction strength of the supporting leg (P＜0.05); 4) the rate of change in the

relative foot velocity (for an approach of 1m to 7 m) was correlated with the rebound jump abili‐

ty of the supporting leg (P＜0.05). Conclus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run-up distance, the speed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and the speed of the foot increased when the footballer performed instep

kicks the ball, which could make the ball speed increased; when short-distance (m) run-up per‐

formed, the strength of adductor muscle of kicking leg had a dominant effect on ball speed;

when long-distance (3 m and 7 m) run-up performed, the strength of extension, abductor mus‐

cle, and ballistic explosive force of supporting leg had key effect on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ball speed. Meanwhile, by combining the individualized muscle strength level with biomechani‐

cal characteristics of footballer, suitable run-up distance to obtain the highest ball speed could

be recommended.

Keywords: instep kicks; kicking leg; supporting leg; the strength of hip abductor muscles; jump

of single f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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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合理运用脚内侧踢球技术不

仅可以增加球速、提高射门成功率，还可以在中长距离过

人和防守解围中占据优势。提高脚内侧踢球的球速，需

提高踢球腿踢球瞬间的足部速度（部义峰 等，2008；李路

等，2018；Lees et al.，2010）。目前，以踢球腿为对象的研

究中，探讨如何提高踢球瞬时足部速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蒋仲君，2010；焦太宽，2019；Kellis et al.，2007；Lees et

al.，2010）。然而，脚内侧踢球由支撑腿蹬踏和踢球腿摆

动踢球两个技术阶段构成，支撑腿蹬踏技术是提高摆动

踢球速度的前提，也是影响足部速度的关键。因此，近年

对足球运动员踢球支撑腿的相关研究备受学者关注（冯

章帅，2016；Inoue et al.，2014；Katis et al.，2010）。

支撑腿蹬踏时缓冲助跑获得的水平速度，将其转化

为身体垂直速度的同时，受到了 2～3 倍自身体质量的地

面反作用力（Katis et al.，2010；Orloff et al.，2008）。这不

仅是下肢三关节的屈伸运动，髋关节内收、外展拮抗肌群

也参与活动，支撑腿肌肉力量的合理发挥也是获得较高

球速的重要因素。从肌肉收缩形式上看，支撑腿蹬踏时

主动肌先进行离心拉长，紧接着进行向心缩短，通过肌肉

的“拉长-缩短周期”运动（stretch-shortening cycle，SSC）短

时快速发力（李志远 等，2019；卢志泉 等，2019；徐飞，

2007）。Chelly 等（2001）和 Zushi（2006）发现，跳跃运动、

加速跑和各种步伐移动等以 SSC 运动为主要肌肉收缩形

式的身体活动与相应的运动表现间存在紧密的内在联

系，暗示支撑腿肌群 SSC 运动能力可能对球速提高产生

重要影响。但目前鲜见探讨球速与支撑腿肌肉力量间关

系方面的研究，且较少涉及与跳跃能力间关联性的研究

（Masuda et al.，2005）。在任意球或点球等没有防守的情

况下，需采用较长距离的助跑以获得较高的球速，支撑腿

在蹬踏时要发挥出较大力量以维持身体所获得的动量。

然而，随着助跑速度的增加，支撑腿力量或跳跃能力发生

的变化尚待详细探讨。因此，研究旨在探讨不同助跑速

度条件下支撑腿肌肉力量和跳跃能力对脚内侧踢球球速

的影响。考虑到踢球瞬时足部速度是球速获得的前提和

测量的便利性，研究采用足部速度，探讨其与下肢肌肉力

量和跳跃能力间的关系。

1 研究方法

1.1 受试者

募集大学高水平运动队男子足球运动员 12 名，年龄

20.3±3.7 岁，身高 173.4±4.3 cm，体质量 66.3±4.3 kg，运

动年限 12.8±1.9 年，运动等级为一级以上。实验开始前

向受试者充分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以及可能出现的安

全性问题，并取得受试者同意。测试前向受试者说明实

验的动作要求，并让其进行充分练习。

1.2 实验动作、测试方法和计算指标

1.2.1 脚内侧踢球动作的测试

1.2.1.1 实验设计

受试者进行 5 min 热身后，采用 4 种条件的助跑距离

进行踢球测试，设定条件分别是离球 1 m、3 m、7 m 和自

由（Free）的助跑距离，Free 距离为在 3～7 m 范围内运动

员自我感觉舒适的距离。助跑路线的延长线上设置一个

球门模型式挡网，以便实施最大努力脚内侧踢球。足球

放置在测力台中央侧方，踢球时支撑腿足部蹬踏到测力

台上。各种助跑条件下受试者踢球动作技术采用 5 级自

评分的方式，取 4 分以上采集成功的实验动作 2 次，将脚

部速度最高 1次动作作为分析对象，各动作测试间让受试

者休息充分以消除疲劳的影响。

1.2.1.2 测试方法

运用 10 台红外线高速运动捕捉系统（250 Hz，Vicon

MX＋，美国）采集受试者脚内侧踢球动作的运动学数据，

同时利用三维测力台（1 000 Hz，Kistler 公司）采集支撑腿

蹬踏时地面反作用力数据，将数据进行 A/D 转换后在笔

记本电脑上进行（Lenovo公司）读取。建立静止三维坐标

系，将沿助跑行进方向水平左右方向定义为 X 分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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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方向定义为Y分量，垂直上下方向定义为Z分量。

1.2.1.3 计算指标

1）关节角度和关节转矩。采用 14 环节全身刚体模

型，身体各部分重心位置、质量、惯性力矩等惯性参数根

据美国 Dempster 人体模型计算。根据所采集的摄像建立

三维身体坐标点，测力台所测取的地面反作用力数据采

用逆动力学根据髋、膝关节屈伸轴以及髋关节外展内收

轴计算出相应的关节转矩和角度，并通过时间微分计算

出关节角速度（金季春，2007）。以上坐标系标定和关节

角度定义与 Kariyama 等（2013）中所设定的相同。地面反

作用力以及全部关节转矩根据体质量计算出相对值。为

了客观、准确地反映人体运动的关节角度和转矩等数值

变量比较，对时间进行标准化处理，取支撑腿足部着地到

踢球腿足部触球时刻的时间为 100%，最小分辨率为 1 Hz。

2）脚部速度、球速和助跑速度。支撑腿足部着地到

踢球腿足部触球时刻的时间选取以地面反作用力数据为

基础，将各受试者体质量的 3% 作为支撑腿足部着地和球

上升起始点的标准。助跑速度为支撑腿足部着地时身体

重心速度，足部速度为踢球腿足部触球时刻的重心速度。

为了排除身体重心速度的影响，将足部速度减去踢球腿

足部触球时刻重心速度计算出相对足部速度。脚内侧踢

球时虽然利用助跑可以提高足部速度，但随着助跑速度

增加足部速度继续保持提高趋势则可能比较困难。因

此，研究中也计算 1 m到 7 m助跑条件足部速度和相对足

部速度的变化率，进一步探讨助跑速度增加时足部速度。

在计算足部速度和身体重心速度时，收集三维数据时去

除踢球后的数据，踢球前 30帧的数据反向插入到踢球后，

将其数据进行时间微分化（Shinkai et al.，2009）。球速通

过在球上粘贴 4点Mark球确定重心，同时，获取足部离开

球后 5 帧期间球重心通过的位移，利用位移/5 帧时间

（0.02 s）计算出球的平均速度。

1.2.2 等速肌力测试

采用德国 ISOMED 2000 等速肌力训练测试系统在

60º/s、180º/s 和 300º/s 角速度条件下测取踢球腿和支撑腿

髋、膝关节屈曲和伸展肌力，以及髋关节外展和内收肌

力。测量髋关节外展和内收肌力时，根据 Masuda 等

（2005）得出的高于 240º/s角速度条件下时，无法精确测量

髋关节外展、内收肌力的结论，本研究仅在 60º/s 和 180º/s

两种角速度条件进行测量。进行等速肌力测试前均进行

充分热身，各种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实施 5 次，取峰值力矩

最大值的一次测试作为分析对象。

1.2.3 跳跃能力测试

充分热身后，受试者分别在测力台上进行双侧足蹬

踏的下蹲跳（counter-movement jump，CMJ）和反弹跳（dou‐

ble-leg rebound jump，DRJ）。此外，还分别进行单侧足蹬

踏的反弹跳（single-leg rebound jump，SRJ），包括踢球腿

（kicking leg single-leg rebound jump，K-SRJ）和 支 撑 腿

（supporting leg single-leg rebound jump，S-SRJ）足部蹬踏的

反弹跳。

通常采用 CMJ 跳跃高度和 RJ-index 来分别表示 CMJ

跳跃能力和 RJ 跳跃能力。CMJ 是从站位姿势开始，利用

下蹲反动动作尽量往高处跳。DRJ、K-SRJ 和 S-SRJ 是从

站立姿势开始，双腿或单腿进行连续 5 次的纵跳运动，在

此期间要求蹬踏时间尽可能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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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J-index最高的一次跳跃作为

分析对象。在所有跳跃动作中，要求其两手叉腰进行跳

跃，每种跳跃练习间需要进行充分休息。以所测的地面

反作用力数据为基础，将各位受试者体质量的 5% 作为离

地及触地的判定标准。根据跳跃高度，DRJ、K-SRJ 和

S-SRJ 中通过以下公式来算出 RJ-index：跳跃高度（RJ-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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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足部着地时间（李志远 等，2019；Endo et al.，2007）。

1.3 统计分析

各测定项目用平均值±标准差表示，各助跑条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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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ferroni 法进行多重比较，为了降低统计检验显著性

水平的临界值，在两两比较时考虑 Bonferroni 的校正。各

测定项目间的相关系数采用 Person 法计算，显著性水平

取 α=0.05，*为P＜0.05，**为P＜0.01。

2 研究结果

2.1 不同助跑条件下脚内侧踢球足部速度、球速和助跑速

度变化特征

随着助跑距离的增加，球速、足部速度和助跑速度提

高，支撑腿脚触地到摆动腿脚触球的时间缩短（表 1）。球

速和足部速度在 Free 和 3 m 条件相当，但显著大于 1 m 条

件、小于 7 m条件（P＜0.05）；相对足部速度在 Free、3 m和

7 m 条件相当，但均显著大于 1 m 条件（P＜0.05）；助跑速

度在各助跑条件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支撑腿

足部着地到踢球腿足部触球的时间在 Free 和 3 m条件相

当，但显著小于1 m条件、大于7 m条件（P＜0.05）。

2.2 不同助跑条件下支撑腿地面反作用力变化特征

随着助跑距离的增加，水平左右、前后方向和垂直上

下方向的地面反作用力增大，7 m 条件显著大于 1 m、3 m

和 Free 条件（P＜0.05），3 m 和 free 条件显著大于 1 m 条件

（P＜0.05）。Free 和 3 m 条件水平和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

力值相当，且未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表 2）。

2.3 不同助跑条件下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与下肢等速

肌力间的关系

1 m、3 m 和 7 m 条件足部速度分别与 180º/s 条件踢球

腿髋关节伸展、内收和外展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

关（P＜0.05）；1 m 和 Free 条件足部速度分别与 60º/s 条件

支撑腿髋关节外展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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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m 条件足部速度与 180º/s 条件支撑腿髋关节屈曲

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1 m、7 m 和

Free条件足部速度与 180º/s条件支撑腿髋关节外展峰值力

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3 m、7 m 和 Free 条件足

部速度与 180º/s 条件支撑腿髋关节内收峰值力矩间存在

显著性正相关（P＜0.05）；1 m、3 m 和 7 m 条件足部速度

与 300º/s 条件支撑腿髋关节伸展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

正相关（P＜0.05，表 3～6）。

3 m 和 7 m 助跑条件相对足部速度与 60º/s 条件下踢

球腿髋关节内收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

0.05），3 m 助跑条件相对足部速度分别与 180º/s条件下支

撑腿髋关节内收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

表4 足部速度与膝关节伸展、屈曲峰值力矩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4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Foot Speed and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Knee Extension and Flexion

1 m

3 m

7 m

Free

膝关节伸展

踢球腿

60º/s

0.210

0.012

-0.382

-0.273

180º/s

0.509

-0.022

-0.090

-0.143

300º/s

0.211

-0.161

-0.140

-0.013

支撑腿

60º/s

0.274

0.393

0.337

0.124

180º/s

0.348

0.103

0.247

0.096

300º/s

0.111

-0.011

0.172

-0.071

膝关节屈曲

踢球腿

60º/s

-0.171

0.187

0.073

-0.473

180º/s

0.057

-0.244

0.054

-0.144

300º/s

0.360

0.156

0.315

0.155

支撑腿

60º/s

0.193

0.254

0.165

0.034

180º/s

0.286

0.102

0.126

0.154

300º/s

0.264

-0.022

0.071

0.215

表3 等速峰值力矩

Table 3 Maximal Isokinetic Strength

关节活动

方式

伸展

屈曲

外展

内收

角速度/º/s

60

180

300

60

180

300

60

180

60

180

膝关节/Nm

踢球腿

163.89±36.62

101.68±22.26

80.09±21.26

88.96±13.26

62.68±13.32

54.58±15.38

—

—

—

—

支撑腿

168.09±29.45

102.03±22.87

76.53±19.28

90.72±13.87

64.18±18.02

55.63±18.97

—

—

—

—

髋关节/Nm

踢球腿

254.63±40.33

222.62±12.24

186.56±44.80

138.24±41.05

110.68±32.10

100.49±21.29

115.91±28.21

92.25±33.23

172.19±28.01

122.27±34.16

支撑腿

247.47±46.53

205.51±35.25

179.35±42.66

140.69±38.75

112.78±31.77

101.56±19.87

112.82±27.31

83.15±23.81

160.52±23.13

115.46±20.31

表2 脚内侧踢球水平左右、水平前后和垂直上下方向的最大地面反作用力值

Table 2 The Maximal Ground Reaction Force of Lateral，Horizontal and Vertical Directions in Various Instep Kicks N·kg-1

水平左右方向

水平前后方向

垂直上下方向

1 m

-8.03±0.89

-8.56±0.45

25.56±3.34

3 m

-14.36±3.76

-13.96±2.74

31.22±4.45

7 m

-19.67±4.25

-17.87±3.01

43.76±4.76

Free

-16.78±3.89

-14.42±3.32

33.90±4.34

差异性

1 m＜3 m=Free＜7 m

1 m＜3 m=Free＜7 m

1 m＜3 m=Free＜7 m

表1 脚内侧踢球足部速度、球速和助跑速度

Table 1 Foot Speed，Ball Speed and Approach Speed in Various Instep Kicks

球速/（m·s-1）

足部速度/（m·s-1）

相对足部速度/（m·s-1）

助跑速度/（m·s-1）

踢球时间/s

1 m

23.48±1.22

17.92±0.97

16.55±0.97

2.24±0.24

0.127±0.013

3 m

26.81±1.10

20.44±0.74

17.41±0.91

4.10±0.14

0.116±0.010

7 m

28.46±0.96

22.08±0.98

17.45±1.10

5.69±0.21

0.103±0.009

Free

27.28±1.03

20.98±0.98

17.64±0.97

4.49±0.32

0.114±0.009

差异性

1 m＜3 m=Free＜7 m

1 m＜3 m=Free＜7 m

1 m＜3 m=Free=7 m

1 m＜3 m＜Free＜7 m

1 m＞3 m=Free＞7 m

注：＜，＞：表示1 m和3 m、3 m和7 m、7 m和Free条件间存在显著性增加或减小，P＜0.05；=：无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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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3 m和7 m条件相对足部速度与180º/s条件下支撑腿髋

关节外展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3 m、7 m

和Free条件足部速度与 180º/s条件支撑腿髋关节内收峰值

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表7～9）。

2.4 不同助跑条件下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与跳跃能力

间的关系

各种助跑条件下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与 CMJ-

H、DRJ 的 RJ-index 和 K-SRJ 的 RJ-index 间均无相关关系

（P＜0.05）；3 m、7 m、Free 条件下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

度与 S-SRJ 的 RJ-index 间存在非常显著性（P＜0.01）或显

著性正相关（P＜0.05，表 11）。

60º/s、180º/s和 300º/s条件下支撑腿髋关节伸展峰值力

矩与 S-SRJ的RJ-index间均无相关关系（P＜0.05），而 60º/s

和 180º/s 条件下支撑腿髋关节外展峰值力矩与 S-SRJ 的

RJ-index间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

1～7 m 条件足部速度变化率与 S-SRJ 的 RJ-index、

表6 足部速度与髋关节外展、内收峰值力矩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Foot Speed and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Hip Abduction and Adduction

1 m

3 m

7 m

Free

髋关节外展

踢球腿

60º/s

0.332

0.075

-0.047

0.020

180º/s

0.429

0.376

0.660*

0.240

支撑腿

60º/s

0.627*

0.302

0.234

0.626*

180º/s

0.631*

0.579

0.655*

0.721*

髋关节内收

踢球腿

60º/s

0.263

0.477

0.329

0.226

180º/s

0.083

0.647*

0.468

0.116

支撑腿

60º/s

-0.124

-0.027

-0.270

-0.261

180º/s

0.167

0.652*

0.578*

0.598*

表7 相对足部速度与膝关节伸展、屈曲峰值力矩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7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Relative Foot Speed and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Knee Extension and Flexion

1 m

3 m

7 m

Free

膝关节伸展

踢球腿

60º/s

0.151

-0.074

-0.393

-0.300

180º/s

0.316

-0.086

-0.267

0.007

300º/s

0.075

-0.268

-0.317

-0.206

支撑腿

60º/s

0.125

0.273

0.239

0.146

180º/s

0.220

0.023

0.048

-0.065

300º/s

-0.013

-0.139

-0.070

-0.178

膝关节屈曲

踢球腿

60º/s

-0.072

0.198

0.142

-0.348

180º/s

-0.130

-0.285

0.222

-0.265

300º/s

0.180

0.012

0.073

-0.013

支撑腿

60º/s

0.177

0.144

0.092

-0.102

180º/s

0.232

0.031

0.057

-0.117

300º/s

0.172

-0.099

-0.061

-0.087

表5 足部速度与髋关节伸展、屈曲峰值力矩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Foot Speed and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Hip Extension and Flexion

1 m

3 m

7 m

Free

髋关节伸展

踢球腿

60º/s

0.110

0.292

0.351

0.344

180º/s

0.611*

0.302

0.214

0.355

300º/s

0.233

0.283

0.489

0.284

支撑腿

60º/s

0.194

0.455

0.299

0.394

180º/s

0.304

0.486

0.372

0.185

300º/s

0.601*

0.587*

0.581*

0.335

髋关节屈曲

踢球腿

60º/s

0.186

-0.357

-0.364

0.156

180º/s

0.413

0.068

0.075

0.462

300º/s

0.032

0.302

0.476

0.248

支撑腿

60º/s

0.363

-0.224

-0.375

0.117

180º/s

0.684*

0.335

0.165

0.398

300º/s

0.495

0.326

0.166

0.318

注：*为P＜0.05；下同。

表8 相对足部速度与髋关节伸展、屈曲峰值力矩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8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Relative Foot Speed and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Hip Extension and Flexion

1 m

3 m

7 m

Free

髋关节伸展

踢球腿

60º/s

0.115

0.159

0.321

0.221

180º/s

0.491

0.236

0.186

0.176

300º/s

0.210

0.170

0.353

0.070

支撑腿

60º/s

0.229

0.287

0.251

0.237

180º/s

0.294

0.296

0.182

0.042

300º/s

0.467

0.424

0.214

0.259

髋关节屈曲

踢球腿

60º/s

0.163

-0.302

-0.369

0.132

180º/s

0.359

0.105

0.116

0.227

300º/s

0.056

0.198

0.369

0.175

支撑腿

60º/s

0.243

-0.196

-0.428

-0.087

180º/s

0.614*

0.276

0.093

0.299

300º/s

0.262

0.227

0.068

0.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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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º/s 和 180º/s 条件下支撑腿髋关节外展峰值力矩间均未

存在相关关系（P＞0.05），相对足部速度仅与 S-SRJ 的

RJ-index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而与60º/s和180º/s条

件下支撑腿髋关节外展峰值力矩间均未存在相关关系（P＞

0.05，图 2）。

2.5 不同助跑条件下支撑腿髋、膝关节角速度和转矩变化

特征

膝关节伸展力矩从支撑腿足部着地到踢球腿足部触

球瞬间逐渐增加，角速度则呈现在“屈曲—伸展”轴负值

方向先屈曲后伸展的变化趋势，且膝伸展力矩和角速度

均随着助跑距离的增加而增大（图 3）。对髋关节而言，无

论哪种助跑距离，在前半部分时间段均主要为伸展力矩，

后半部分为向外展方向逐渐增加的趋势。同时，随着助

跑距离的增加，髋关节伸展力矩大小相当，而相比于 1 m

条件，3 m、7 m和 Free助跑条件下外展力矩在整个时间阶

段呈现向更高值变化的趋势。在各种助跑条件下髋关节

角速度均在“屈曲-伸展”轴的正值（伸展）方向发生变化，

同时也在“内收-外展”轴的负值（内收）方向发生变化，且

负值方向的角速度在 3 m、7 m 和 Free 条件下相比于 1 m

条件呈现出向更高值变化的趋势。

3 讨论与分析

3.1 不同助跑条件下脚内侧踢球的运动学和地面反作用力

变化特征分析

1～7 m条件下随着助跑距离增加，助跑速度增加，足

部速度和球速也随之增大（表 1～2）。同时，支撑腿足部

着地到踢球腿足部触球的时间随着助跑速度增加而缩

短，垂直方向地面反作用力随着助跑速度增加而增大，在

1 m、3 m 和 7 m 助跑条件下分别约为体质量的 2 倍、3 倍

和 4 倍。因此，随着助跑速度增加，足部速度和球速逐渐

增大，根据动量守恒定律 Ft=mv2-mv1，要增加足部速度和

球速，要求支撑腿具备较强的肌肉力量，以维持在较短触

地时间内的较高总冲量值。

研究中将足部速度减去身体重心速度所得到的实际

足部速度定义为相对足部速度。随着助跑速度的增大，

足部速度随之增加，而相对足部速度则没有发生相对应

的变化，7 m 与 3 m 条件下其相对足部速度的大小相当。

足部速度随着助跑速度增加而增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点：1）从支撑腿足部着地到踢球腿摆动速度增加有效利

用了一系列复杂机制；2）踢球时身体重心速度的增加。7 m

表11 足部速度、相对足部速度与跳跃能力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10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Foot Speed，Relative Foot Speed and Ability of Various Jumps

1 m

3 m

7 m

Free

脚部速度

CMJ-JH

0.176

0.054

0.203

0.124

DRJRJ-index

0.096

0.462

0.159

0.121

K-SRJRJ-index

0.188

0.493

0.091

0.034

S-SRJRJ-index

0.436

0.789**

0.658*

0.634*

相对脚部速度

CMJ-JH

-0.063

-0.093

-0.044

0.068

DRJRJ-index

-0.010

0.377

0.194

0.147

K-SRJRJ-index

0.133

0.458

0.190

0.163

S-SRJRJ-index

0.312

0.750**

0.667*

0.729**

注：**为P＜0.01。

表10 各种跳跃能力

Table 10 Ability of Various Jumps

跳跃高度/m

触地时间/s

RJ-index

CMJ

0.467±0.392

—

—

DRJ

0.315±0.037

0.157±0.019

2.038±0.354

K-SRJ

0.188±0.019

0.228±0.020

0.833±0.129

S-SRJ

0.192±0.026

0.236±0.020

0.818±0.147

表9 相对足部速度与髋关节外展、内收峰值力矩间的相关系数

Table 9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mong Relative Foot Speed and Peak Torque of Isokinetic Hip Extension and Flexion

1 m

3 m

7 m

Free

髋关节外展

踢球腿

60º/s

0.334

0.107

-0.047

0.020

180º/s

0.246

0.336

0.375

0.325

支撑腿

60º/s

0.426

0.277

0.251

0.396

180º/s

0.612*

0.598*

0.635*

0.465

髋关节内收

踢球腿

60º/s

0.396

0.586*

0.619*

0.465

180º/s

0.186

0.652*

0.468

0.177

支撑腿

60º/s

0.032

0.084

-0.062

-0.247

180º/s

0.290

0.627*

0.675*

0.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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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助跑速度以及足部速度虽然大于其他条件，但相对

足部速度则与 3 m 条件相当，暗示 3～7 m 条件足部速度

增加原因可能是踢球时身体重心速度增加的影响所致，

由于较高助跑速度条件支撑腿会在短时间内产生较大的

地面反作用力，通过有效利用支撑腿到踢球腿摆动速度

增加的一系列复杂机制而获得足部速度则比较困难。结

合助跑条件特征探讨对获得足部速度提高起关键作用的

支撑腿力量和跳跃能力，而未规定助跑距离的 Free 条件

助跑速度高于 3 m 条件、低于 7 m 条件，同时，Free 条件的

其他变量指标与 3 m 条件相当，而小于 7 m 条件的结果可

以看出，Free条件各变量指标具有 3 m和 7 m条件的中间

特征。

3.2 影响脚内侧踢球足部速度的肌肉力量和跳跃能力要素

分析

3.2.1 踢球腿

各种助跑条件下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与踢球腿

各角速度条件下膝伸展、屈曲和髋关节屈曲峰值力矩间

均未存在相关关系（P＞0.05），仅与踢球腿少数角速度条

件下髋伸展、外展和内收峰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

（P＜0.05，表 3～9）。目前，对于球速和足部速度与踢球

腿肌肉力量间是否存在关系，研究中观点不一（Aagaard

et al.，1996；Mognoni et al.，1994；Saliba et al.，2001），其

主要原因可能是脚内侧踢球时受身体各环节相互作用产

生的力矩影响较大（Nunome et al.，2006），而所产生的力

矩主要通过支撑腿获得，因此，踢球腿肌肉力量之外的要

素可能对足部速度的影响更大。同时，足部速度和相对

足部速度与CMJ跳跃高度、DRJ的RJ-index、踢球腿K-SRJ

的 RJ-index 间均未存在相关关系（P＞0.05），而踢球腿髋

关节内收肌群力量与 3 m 条件的脚部速度，3 m 和 7 m 条

件下的相对脚部速度间均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

表 11）。松尾等（2011）的研究表明，与脚内侧踢球具有同

样较高髋关节屈曲速度的加速跑动作中，髋关节内收肌

群可以稳定髋关节，在髋关节伸展时起到屈曲的作用，进

而影响髋关节的屈伸动作。因此，在脚内侧踢球和加速

跑动作中，髋关节内收肌群均可以通过控制髋关节屈伸

速度来影响足部速度。

3.2.2 支撑腿

支撑腿作为脚内侧踢球动作起始点，在进行踢球动

作中可以维持身体的平衡和稳定，在增加足部速度方面

起到重要作用（Inoue et al.，2014）。由于支撑腿在短时间

内产生较大的地面作用力，其肌肉力量和跳跃能力是获

得较高足部速度的重要前提。1 m、3 m 和 7 m 助跑条件

下足部速度与 300º/s 条件下支撑腿髋关节伸展峰值力矩

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而髋关节外展峰值力矩

与所有助跑条件下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间均存在显

著性正相关（P＜0.05，表 3～9），暗示支撑腿髋关节伸展

图1 支撑腿髋关节伸展、外展峰力矩与RJ-index间的关系

Figure 1. Relationships among Hip Abduction Strength of Supporting Leg and Hip Extension Strength，and RJ-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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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展肌力对脚内侧踢球时获得较高足部速度影响较大。

3 m、7 m、Free 条件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与支撑腿 S-

SRJ 的 RJ-index 间均存在非常显著（P＜0.01）和显著性正

相关（P＜0.05），而与双脚蹬踏的 DRJ 的 RJ-index 间均未

存在相关关系（P＞0.05，表 11）。Kariyama 等（2013）对比

了 SRJ和DRJ蹬踏腿发力特征间的差异，发现两者虽然均

为踝关节背屈肌群动员较大的跳跃运动，但 SRJ 相比于

DRJ 而言，其髋关节伸展肌群，特别是髋关节外展肌群动

员较大，伸展和外展肌群所产生的关节转矩对 SRJ的完成

能力影响较大。SRJ 时髋关节伸展和外展肌群先进行离

心拉长后进行向心缩短，通过肌肉的 SSC运动产生较大力

量，结合本研究中支撑腿 SRJ 的 RJ-index 与髋关节外展峰

值力矩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的结果，表明支撑腿单足反弹

跳能力是 3～7 m 助跑踢球获得较高速度的重要影响因

素。内侧踢球时获得较高足部速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可

能受到伴随SSC运动的髋关节外展肌群力量发挥的影响。

髋关节外展肌力与足部速度和相对足部速度变化率

间未存在相关关系（P＞0.05），仅 S-SRJ的RJ-index与相对

足部速度变化率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0.05，图 1～

2），暗示提高支撑腿反弹纵跳能力可以有效利用较高助

跑速度获得较高的相对足部速度。因此，髋关节伸展或

外展肌力和支撑腿单足反弹纵跳能力是获得较高足部速

度和球速的关键因素。同时，运动员支撑腿单足反弹纵

跳能力是有效利用助跑速度获得足部速度的前提，伴随

SSC 运动的髋关节外展肌力大小可能影响其单腿纵跳能

力。通过以上关联性分析，发现脚内侧踢球时支撑腿与

SRJ蹬踏的发力特征相类似，足部速度的获得与助跑速度

差异的关系较小，主要受到髋关节伸展或外展肌群发力

特征影响，暗示较高助跑速度条件下支撑腿髋关节外展

肌群通过 SSC 运动快速发力。但是，支撑腿各关节的发

力特征随着助跑速度增加发生的变化目前鲜见详细探

讨。因此，计算出支撑腿髋、膝关节的角速度和转矩，以

进一步探讨产生以上关联性的原因。

各种助跑条件下髋关节在支撑腿足部着地到踢球腿

足部触球瞬间过程中，前半部分时段主要以伸展力矩、后

半部分以外展力矩为主逐渐增加，髋关节伸展和外展肌

力通过力矩的作用间接影响足部速度（图 3）。各种助跑

条件髋关节伸展力矩大小相当，而 3 m、7 m和 Free条件相

比于 1 m 条件髋关节外展力矩在整个时段呈现出向更高

值增加的趋势。各种助跑条件下角速度在环绕髋关节

图2 支撑腿髋关节外展峰力矩、RJ-index与足部和相对足部速度变化率（7 m/1 m%）间的关系

Figure 2. Relationships among Hip Abduction Strength of Supporting Leg，RJ-index and Foot Velocity and Rate of Change of Foot

Velocity（7 m/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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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屈曲”轴进行伸展动作的同时，环绕“内收-外展”

轴进行内收动作。因此，髋关节外展肌群进行离心式拉

长收缩，且 3 m、7 m 和 Free 条件的拉长速度高于 1 m 条

件。SSC 运动的离心式拉长过程可以进行肌肉的预备紧

张或弹性势能的贮藏，进而对接下来向心式缩短所增加

的爆发力产生重要影响（李志远 等，2019；罗炯，2005）。

基于此，在较高助跑条件下，支撑腿髋关节外展肌群与

SRJ 时蹬踏腿相类似，均通过肌肉“拉长-缩短”周期运动

发挥出较大的力量。3 m、7 m 和 Free 条件下足部速度与

180º/s 条件髋关节内收肌力间存在显著性正相关（P＜

0.05，表 3～9），虽然髋关节内收肌力发挥作用，但在支撑

腿足部着地后呈现出先增加后减小的模式。藤井範久等

（1997）发现，外展力矩的下降并非是髋关节外展肌力降

低，而是内收肌群作为拮抗肌同时收缩，以中和向“内收-

外展”方向的外力所获得的合力矩，提示在 3 m 以上较高

助跑速度条件下，髋关节内收肌群和外展肌群同时在前

额状面发挥作用以维持身体的稳定性，可能更加有利于

在踢球时获得较高的足部速度。

3.3 训练学启示

研究发现，脚内侧踢球时除了踢球腿以外，提高支撑

腿肌肉力量和跳跃能力的也是获得较高足部速度和球速

的关键。然而，目前鲜见有关足球运动员支撑腿髋关节

外展肌群重要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大腿前后肌群屈伸比

和损伤预防的方面（Thorborg et al.，2011），以及蹬踏时快

速变向方面（Masuda et al.，2005）。本研究从较高助跑速

度的合理利用视角出发，指出支撑腿髋关节内收和外展

肌群力量的重要性。据此通过增强支撑腿力量来增加踢

球时的足部速度。在相应的力量训练手段中，“内收-外

展”肌群动员较大的传统单腿蹲起或坐式蹬腿等高负荷

抗阻练习可能会产生良好效果。采用与脚内侧踢球支撑

腿发力特征相类似的 SRJ 和单足跳或跨步跳也可能产生

良好效果。但是，由于进行 SRJ练习要求在极短时间内产

生较大地面反作用力，无跳跃训练经验的运动员完成起

来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应先导入 DRJ 练习或增强髋

关节外展肌群力量训练手段，进而循序渐进地选择单足

垂直和水平跳跃的训练手段。

4 结论与建议

随着运动员助跑距离的增加，脚内侧踢球时身体重

心速度和足部速度提高，进而使出球速度获得提高；短距

离（1 m）助跑时，踢球腿内收肌力对球速具有主导影响，

而进行中长距离（3 m 和 7 m）助跑时，支撑腿伸展、外展

肌力和弹振式爆发力则成为影响出球速度进一步提高的

关键因素。建议在长距离过人和防守中采用 1 m 或 3 m

的中短距离助跑，在可控球范围内提高出球速度和传球

的准确性；而在点球和任意球中，同等条件下应安排下肢

爆发力较强的球员，通过采用 7 m以上的长距离助跑获得

最高的出球速度来争取破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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