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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为满足国家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出发动作专项训练科学化以及残疾人运动

员力量训练个性化的需求，对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在国家残奥单板滑雪队专项力量素质

训练的应用效果进行探讨。方法：以 8 名国家残奥单板滑雪男性主力运动员为研究对象

（UL级别4名、LL1级别1名、LL2级别3名），基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向心等张模式进

行为期4周的出发动作训练，专项力量素质指标包括“拉门”动作向心阶段峰值/平均功率和

峰值/平均速度。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对训练前后各指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通过无轨迹

数字化训练系统进行为期4周的训练后，8名运动员拉出发门动作的峰值速度和平均功率

较训练前均显著提升（P＜0.05）。其中，6名运动员的动作平均速度较训练前显著增加（P＜

0.05），5名运动员的峰值功率较训练前显著增加（P＜0.05）。结论：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

可以显著提高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出发动作的专项力量素质指标，从而改善其出发阶段运

动表现。同时，二次开发的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可以较大程度满足残疾人运动员不同残

疾级别的个性化训练需求和数字化负荷监控，有效降低训练导致的损伤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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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hina’s para snowboard athletes special

training for starting movements scientifically and the individualized strength training of handi‐

capped athletes,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trackless digital training

system in China’s para snowboard team’s special strength training. Methods: Taking 8 male

China’s para snowboard athlet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4 UL level, 1 LL1 level and 3 LL2 lev‐

el), a 4-week special training based on the centripetal isotonic mode of the trackless digital train‐

ing system for starting movement was designed, and related special strength quality indicators

included peak/average power and peak/average speed in the centripetal phase of the“pulling

door”movement. The paired-sample t-test was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each index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Results: After 4 weeks of training through the trackless digital training sys‐

tem, the peak speed and average power of the eight athletes’start movements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to before training (P＜0.05). Among them, the average speed of 6 athle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training (P＜0.05), and the peak power of 5 ath‐

lete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compared with before training (P＜0.05). Conclusion: The track‐

less digital training syste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pecific strength index of the para

snowboard athletes starting movement, thereby improving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 starting

stage. At the same time, the secondary-developed trackless digital training system can meet the

personalized training needs and digital load monitoring of different disability levels of disabled

athletes to a greater extent, meanwhile, i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risk of injury caused by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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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奥单板滑雪分为坡面回转赛和障碍追逐赛两项，

均以速度取胜（吕程，2020）。选手在出发阶段需要进行

“拉门”动作，以获得更快的初始速度。而在障碍追逐赛

中，优于竞争对手的出发表现可以优先选择最佳滑行路

线，具有一定的战术意义（Haycraft et al.，2016）。单板滑

雪运动员的出发动作需要上肢与核心协同发力，对于残

疾人单板滑雪运动员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该项目

运动员往往需要具备较强的上肢肌肉力量（Vernillo et

al.，2016）。针对出发阶段的体能训练和专项训练是残奥

单板滑雪队运动员训练的两个必要环节。目前，残奥单

板滑雪体能训练仍以杠铃等传统器械为主，然而配重片

由于在运动过程中的惯性参与，使得训练过程中的阻力

极不均衡，速度越大导致惯量越不均衡，瞬间的冲力极易

导致运动损伤风险的增加。对于残疾人运动员而言，其

平衡能力较健全运动员更弱，运用传统器械训练造成运

动损伤的概率更大。

目前，部分专业队伍引进Keiser气阻训练器械用于运

动员训练（陈文佳 等，2020）。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传统配重偏惯量参与，降低运动损伤风险，但气阻训练

器械单一的训练模式无法满足运动员尤其残疾人运动员

个性化训练的需求，无轨迹训练系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应运而生。一方面，该系统采用先进电机控制技术，在使

用过程中能精准采集运动信息，控制阻力输出，持续提供

恒定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运动损伤的风险；另一方

面，无轨迹训练系统以满足实际训练需求为目的，能够实

时采集和反馈训练中的各种数据，使训练真正实现数字

化，为定量化训练和个性化训练提供数据支持，从而使训

练更加科学合理（闫琪 等，2018）。

尽管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已普遍应用于网球、拳

击等竞技项目的专项力量训练中，但该系统能否适用于

残疾人冬季项目运动员，尤其是对上肢核心协同发力提

出更高要求的残奥单板滑雪项目运动员尚未明确。基于

此，本研究通过对我国残奥单板滑雪国家队备战 2022 年

北京冬残奥会的 8 名主力运动员基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

系统进行专项训练前后力量素质指标测试和比较研究，

探讨无轨迹数字化训练模式对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专项

力量素质的影响。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8 名备战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国家残奥单板滑雪队

主力男运动员，平均年龄 21.5±3.9 岁，平均身高 170.3±

6.1 cm，平均体质量 68.2±9.9 kg，包括 UL、LL1、LL2 3 个

分级（表 1）。所有运动员健康状况良好，半年内无上肢运

动损伤，优势手臂皆为右侧。8 名运动员其他训练安排

（包括雪上滑行训练、灵敏训练、下肢力量训练等）均保持

一致，教练员每周安排的活动以及休息时间也相同。

1.2 研究方法

1.2.1 训练设备

基于冬残奥运动员训练个性化需求，就数字化控制、

伺服电机、屏显反馈技术等研发新思路，与设备公司合作

二次开发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图 1）。二次开发主要

针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调整。

1）数字化：系统配备感应式面板和互联网数据处理

分析系统，实现实时监测和反馈运动员训练数据和运动

状态，使残疾人运动员在训练过程中的单次运动及单组

运动的数据形成可视化对比，从而反映运动员发力状态

以及疲劳程度。运动员每次训练的数据都会保存于云端

数据库，使教练员可以较大程度地把握运动员的运动状

态和数据需求，为制定运动员的短期、长期训练目标提供

表1 国家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基本情况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National Paralympic Snowboarders

姓名

李××

朱××

纪××

王××

刘××

许××

孙××

刘××

年龄/岁

22

18

18

20

22

31

21

20

身高/cm

160.5

171.8

181.5

168.2

168.5

174.0

173.5

164.0

体质量/kg

67.2

67.0

71.2

72.0

54.7

65.4

90.0

58.3

分级

UL

UL

UL

UL

LL2

LL2

LL2

LL1

注：UL为上肢残疾；LL1为膝关节以上残疾；LL2为膝关节以下残疾。

图1 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

Figure 1. The Trackless Digital Training System

注：A 为训练系统；B 为垂直方向手臂可调节位置；C 为水平方向手

臂可调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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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2）科学化：系统配备七大训练模式（恒力等张、向心

等张、离心等张、向心等速、无惯性、弹性力、流体力学），

进行了实时力量/功率计算优化和向心等张力增速优化，

与传统训练相比，能够全面满足肌肉在各种收缩形式下

的训练需求。同时，依据残奥单板滑雪项目的专项特点，

进一步结合残疾人运动员自身的实际情况，系统可通过

后台“机器学习”程序模块，自主完成对专项训练综合模

块的升级优化，进而有效协助残疾人运动员完成各项专

项动作的日常训练。

3）个性化：系统通过采集运动员的身体基本参数，从

而完成系统训练附件的个性化设计，实现器件与每一名

运动员的完美契合。此外，基于运动队的训练诉求，二次

开发的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丰富了训练附件，如增加

躯干固定装置用于帮助躯干核心控制能力较弱的运动员

在日常训练过程中稳定躯干，提升训练效果；根据各运动

队日常实际使用情况，进行显示屏等易碎位置的局部

调整。

1.2.2 训练方案

专项力量素质训练是基于项目专项技术特征以及运

动员身体特征展开的专项动作训练（徐囡囡，2008）。本

训练方案目的在于发展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核心力量素

质的同时，依据项目专项技术和残疾人运动员的个体化

特征设计出个性化的项目技术动作。训练方案主要针对

运动员的上肢专项力量素质，采用恒定阻力法模拟运动

员出发阶段“拉门”动作，同时在训练期间教练员对运动

员出发动作进行指导。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残疾级别的

运动员出发动作存在差异，尤其对于上肢残疾运动员

（UL）与下肢残疾运动员（LL）而言。即使同处于UL级别

的运动员其出发动作也存在个性化差异（部分运动员利

用辅助工具实现双臂发力，而部分运动员由于截肢位较

高或残疾手臂缺乏运动能力只能进行单臂发力），因此，

本研究只进行纵向对比。

训练前，每名运动员需要基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

统的向心等张模式进行上肢最大肌力（1 RM）测量，测试

参照美国国家体能协会（National Strength and Condition‐

ing Association，NSCA）制定的测定方法（Baechle et al.，

2008）。训练过程一共为期 4 周，每周安排 2 次，共进行

8 次训练。单次训练包括热身、试拉、练习以及放松 4 个

阶段：热身阶段为 15 min，运动员需在专业热身教练的带

领下完成身体拉伸；试拉阶段要求运动员以 50% 1 RM 阻

力进行 3 次试拉以熟悉设备；练习阶段持续 15 min，运动

员采用恒阻训练模式，以 85% 1 RM 阻力（离心力为 1～

2 kg）连续完成 6 次×4 组专项动作训练，组间休息 90 s；

最后进行 15 min 的拉伸放松。每人次训练总时长不超过

50 min。

1.2.3 专项训练动作

专项训练动作根据残奥单板滑雪出发阶段“拉门”技

术动作的结构特点和发力特征进行设计。

准备阶段：运动员双腿保持侧立，脚尖与膝关节保持

同一方向，双脚距离比肩略宽。躯干正对前方，手臂保持

水平且笔直，双臂之间距离在 100～130 cm 之间（单臂出

发动作训练者除外），头与手臂处于同一高度。

发力阶段：运动员下肢保持稳定，手臂与核心共同发

力，要求以最快速度向其后下方拉动把手，肘关节可微

曲，躯干与头部轻度向下压，拉动拉手端达到其极限距

离，同时保证距离达到与其腰部水平位置相等（运动员可

根据发力习惯进行调整）。

复原阶段：在回绳阶段（离心阶段）运动员仍握住拉

手端但不进行发力，待把手完全回到最初位置再进行下

一次发力，且发力前动作仍与准备阶段动作保持一致。

1.2.4 数据获取与统计

通过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云端数据库记录并下载

8 名运动员优势侧手臂训练数据，选取向心阶段速度（峰

值速度和平均速度）、功率（峰值功率和平均功率）作为主

要观察指标评估运动员专项力量素质。采用 SPSS 23.0统

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数据以平均值±标准差（M±

SD）表示，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对训练前后指标进行统计

学分析，P＜0.05定义为具有显著性差异。

2 研究结果

2.1 速度等相关指标的测试结果

8 名国家残奥单板滑雪男性主力运动员训练前后

1 RM 均呈现增长趋势，增长范围为 1.1～3.5 kg（表 2）。

通过为期 4 周的出发动作训练，8 名运动员拉出发门向心

阶段的峰值速度均显著增加（P＜0.05），增长范围为

0.40 ～2.23 m/s。6 名运动员的平均速度显著增加（P＜

0.05），包括 4名UL级别运动员，1名LL1级别运动员，1名

LL2级别运动员，增长范围为 0.01～1.55 m/s。

2.2 功率等相关指标的测试结果

通过为期 4 周的出发动作训练，5 名运动员拉出发门

向心阶段的峰值功率显著增加（P＜0.05），包括 4名UL级

别运动员，1 名 LL1 级别运动员，增长范围为 95.90～

539.50 W。8 名运动员的平均功率显著增加（P＜0.05），

增长范围为 65.4～306.1 W（表 3）。

3 讨论与分析

依据项目特点分类，残奥单板滑雪属于典型的速度

和技巧主导的非周期性个人项目，从能量供应特征来看

其主要以磷酸和糖酵解供能系统为主（蔡旭旦 等，2020；

李海鹏 等，2018）。对于一名优秀的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

而言，出发阶段的关键与其上肢最大力量、速度力量等力

量素质密切相关，出发阶段的运动表现直接影响比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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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因此，模拟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在出发阶段的“拉

门”动作进行专项力量素质训练发展爆发功率是有必要

的，即通过阻力训练提高人体的功率输出（陈小平，

2007）。本研究表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可能有助于

提高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在拉出发门动作过程中的专项

力量素质指标，从而显著提高其出发阶段运动表现。

有研究表明，单板滑雪出发阶段的初始速度与运动

员拉出发门的速度以及自身上肢和核心协同力量等相关

（Platzer et al.，2009）。就速度指标而言，通过无轨迹数字

化训练系统进行为期 4 周的训练，8 名运动员向心阶段的

峰值速度均显著提高（P＜0.05），6 名运动员的平均速度

显著提高（P＜0.05）。功率作为速度和力量的产物，经过

4 周训练后，8 名国家残奥单板滑雪队运动员的平均功率

均显著提升（P＜0.05），其中 5 名运动员的峰值功率显著

提升。运动员向心阶段的峰值功率表现与运动员的残疾

级别存在一定相关性，UL 级别全部队员的峰值功率均得

到显著提升，而 LL2 级别全部队员均未得到显著提升。

由于本研究只选取了 1名LL1级别运动员，故不参与级别

之间的对比。尽管现阶段峰值功率与运动员级别之间的

联系机制尚不清楚，但 LL2 级别运动员的平均功率均得

到显著提升，这也反映出运动员的肌肉耐力水平在训练

过程中得到改善。Jeon 等（2020）发现，运动员在滑行过

程中，其核心与上肢往往起到控制平衡的作用。对于LL1

和 LL2 级别的运动员，由于其均属于下肢残疾，对核心耐

力和上肢耐力有更高的要求。通过训练，LL1和LL2级别

队员的平均功率均得到显著提升，故对其平衡能力改善

可能存在一定积极效应。这些结果均体现无轨迹数字化

训练系统在国家残奥单板滑雪队的应用效果是正向的。

在备战 2022 年北京冬残奥会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残

疾人竞技体育得到了急速发展。在“科技助力残奥”的理

念下，如何将常规的科技服务转化为科学训练助力，并发

挥其能动效能为残疾人运动员科学化训提供方法借鉴和

理论支持，成为现阶段的重要议题（陈小平，2018；孙冬

等，2020）。而专项训练装备个性化适配水平低无疑是制

约残疾人运动员专项素质需求以及训练成效的重要因

素。对于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而言，由于身体不同程度

的缺陷导致其在专项力量训练过程中许多传统训练手段

的不适用（吕程，2020）。相较于健全运动员，残疾人运动

员在专项训练过程中需要消耗更多的体能。因此，专项

力量训练需要结合残疾人运动员自身的特殊性来进行训

练手段和负荷模式的设定。本研究训练追踪发现，二次

开发的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可能是一种符合残疾人运

表3 训练前后向心阶段功率对比

Table 3 The Power Comparison of Centripetal Phas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W

姓名

李××

朱××

纪××

王××

刘××

许××

孙××

刘××

峰值功率

训练前

314.30±36.80

1 227.50±302.30

1 418.10±371.00

1 099.00±201.60

1 459.00±382.30

2 562.00±453.40

1 452.70±296.90

2 441.60±321.10

训练后

810.90±292.40*

1 767.00±432.60*

1 606.30±247.50*

1 296.00±140.90*

1 554.90±111.00

2 828.70±274.90

1 655.20±197.70

2 715.90±469.30*

平均功率

训练前

198.80±20.70

336.50±50.70

488.60±102.60

376.80±41.60

505.20±65.30

1 043.40±138.40

590.10±61.00

1 050.50±107.50

训练后

440.80±66.60*

499.20±106.30*

609.90±62.40*

682.90±79.90*

592.40±54.20*

1 108.80±273.70*

874.70±114.80*

1 216.50±145.10*

表2 训练前后向心阶段速度对比

Table 2 The Speed Comparison of Centripetal Phase before and after Training

姓名

李××

朱××

纪××

王××

刘××

许××

孙××

刘××

1 RM/kg

训练前

16.50

15.90

12.90

12.60

10.60

16.20

14.10

12.90

训练后

19.20

17.60

16.20

15.60

13.80

17.30

17.60

16.10

峰值速度/（m·s-1）

训练前

1.97±0.15

6.61±0.46

5.26±0.72

4.66±0.39

4.81±0.42

6.75±0.39

5.31±0.63

7.24±0.28

训练后

4.20±0.90*

7.01±0.99*

6.78±0.51*

6.27±0.36*

5.95±0.80*

8.10±0.42*

7.02±0.61*

8.87±0.72*

平均速度/（m·s-1）

训练前

1.39±0.12

2.16±0.23

3.29±0.41

2.86±0.23

3.65±0.33

4.31±0.28

3.95±0.23

5.12±0.27

训练后

2.78±0.30*

3.00±0.52*

4.02±0.25*

4.62±0.34*

3.66±0.32

4.95±1.04

5.26±0.43*

6.67±0.49*

注：*为与训练前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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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专项力量训练要求的有效手段，可以最大程度模拟

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出发阶段的专项动作，满足运动员

不同残疾级别的个性化训练需求和数字化负荷监控。

Aschauer等（2007）指出，单板运动员上肢受伤率明显

高于下肢，其中手腕受伤约占 25%，其次是上肢近端和头

颈部。此外，在训练和比赛的过程中，单板滑雪运动员骨

折的风险是高山滑雪运动员的 4倍，其中骨折损伤约占总

体损伤的 1/3。而残疾人运动员由于个体的残疾情况和

身体形态特殊性，基于项目特征的训练损伤风险可能会

进一步升高。如对于两种 LL 级别的残奥单板滑雪运动

员而言，由于下肢不同程度的残疾，必须佩戴专业运动假

肢配合完成专项动作，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专项力

量训练过程中稳定性控制难度。然而，在本研究为期 4周

的专项力量训练过程中均未报道运动员产生训练导致的

运动损伤，这可能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恒阻输出与

弱离心力模式有关。训练过程中避免了传统器械惯性造

成的力量损失，同时系统配备紧急制动按钮，在较大程度

上保护残疾人运动员的训练安全。

4 小结

基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统进行为期 4 周的专项力

量训练，对提高国家残奥单板滑雪队男子运动员出发动

作过程中的专项力量素质指标具有促进作用。尤其对于

UL级的运动员，针对“拉门”动作向心阶段的峰值/平均功

率、峰值/平均速度等指标均显著提高，运动员完成动作的

负荷明显高于专项力量训练前，提示这些训练有利于提

高运动员上肢最大力量、速度力量等力量素质，这恰恰是

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所需要的。二次开发的无轨迹数字

化训练系统可以较大程度上满足残疾人运动员不同残疾

级别的个性化训练需求和数字化负荷监控，有效降低训

练导致的损伤风险。然而，本研究由于受试者样本量性

别单一、训练周期较短等限制，对于无轨迹数字化训练系

统是否能够取代传统配重器械而应用于冬季残疾人运动

项目运动员专项训练，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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