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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调研，梳理与分析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的训

练策略。研究认为：1）在越野滑雪项目中，地形、速度和骨骼肌质量是运动员技术动作选择

与运用的影响因素，训练策略应重视模拟比赛条件的训练与测试，重视不同地形选择相符

合的精细化技术动作，增加上下肢骨骼肌力量训练，定期监测肌肉输出功率，形成个性化技

术动作风格；有氧能力、上下肢肌肉质量和功率输出影响运动员的能量供应，自主神经系统

平衡是运动能力提升的重要生理因素，训练策略应重视有氧能力的训练，加强心血管系统

指标的无创监控，重视身体机能状态和训练计划的匹配与整合；极端气候考验运动员的抗

寒能力和比赛装备的安装调适，训练策略应重视比赛气候条件，从提前适应、个性化装备适

配等方面将不利影响最小化。2）在射击项目中，姿势稳定性、步枪稳定性、肩部力量和击发

是提高运动员竞技表现的连贯技术动作，是影响射击命中率的重要因素，训练策略应增加

项目转换模拟训练计划的比重，实施局部关键肌肉力量训练方案，重视生物力学分析；大脑

皮质兴奋性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影响运动员射击命中率的稳定性，训练策略应重视阶段

性监测中枢神经系统指标，有针对性地训练呼吸控制方法；极端低温环境影响运动员的击

发速度和射击精度，训练策略为掌握处理低温条件下自身和枪械突发问题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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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based on combing and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iathlon athletes’competitiv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train‐

ing strategie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 In cross country skiing, terrain, speed and skeletal mus‐

cle quality are the factors affecting athletes’technical movement selection and application; the

training strategy is to focus on training and testing that simulate competition conditions, and fo‐

cus on matching refined techniques with different terrains, and increase the strength training of

the skeletal muscles of the upper and lower limbs, and the muscle output power is regularly

monitored to form a personalized technical movement style. Aerobic capacity, upper and lower

limb muscle mass and power output affect the energy supply of athletes during cross country

skiing; the balance of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hysiological factor for ath‐

letes’performance; training strategy is to emphasize aerobic training, and strengthen the non-in‐

vasive monitoring of cardiovascular system indicator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atching and in‐

tegration of physical function status and training plan. Extreme weather tests the athletes’abili‐

ty to withstand cold and the instal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competition equipment; the training

strategy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etition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minimize adverse effects

through early adaptation and personalized equipment adaptation. 2) In shooting events, posture

stability, rifle stability, shoulder strength and firing are technical movements to improve the

complete shooting performance of athletes, and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shooting hit rate;

training strategy is to focus on increasing the proportions of the simulation training of project

conversion, implement the strength training programs for local key muscles, and attach impor‐

tance on biomechanical analysis. Cerebral cortex excitability and parasympathetic nervous sys‐

tem activation affect the stability of the athlete’s shooting hit rate; the training strategy i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eriodic monitoring of central nervous system indicators, and implement target‐

ed training on breathing control. The extreme low temperature environment affects the fi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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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 and shooting accuracy of the athletes; the training strategy is to master the ability of deal‐

ing with sudden problems of selves and firearms under low temperature conditions.

Keywords: biathlon; sports perform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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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两项是由越野滑雪和射击 2 个项目连续交替组

合而成的野外雪上竞技项目，运动员的竞技表现不仅受

到体能、技能、心理和战术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比

赛场地条件、比赛期气候温度和海拔高度等客观因素的

影响。对于在毫厘之间决出胜负的奥运选手而言，通过

主观因素建立绝对优势的空间逐渐变小，每一个客观因

素的细节处理也有可能决定冬季两项运动员的成败（黎

涌明 等，2020；Laaksonen et al.，2018a）。因此，把握冬季

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是提升竞技表现的关

键，也是制定训练和比赛策略的重要依据。但目前国内

文献中鲜见以提升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为目标，同

时涵盖主客观影响因素以及相应训练策略的综述。鉴于

此，本文从对国际冬季两项体育研究热点把握和我国冬

奥会备战现实需要判断出发，以 biathlon*，para biathlon*，

cross-country ski*和 shooting 为检索词，在 PubMed，EBSCO

和 Web of science 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主题检索，2020 年 6

月 12日）；以冬季两项、残疾人冬季两项、越野滑雪和射击

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主题检索，

2020年 6月 10日），共得到文献 203篇，其中与冬季两项有

关的文献为 111 篇。从越野滑雪和射击两方面对影响冬

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相关因素进行分析，选取技术

动作、能量代谢、生理心理和气候 4 个角度，对近 10 年来

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分析。

1 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

冬季两项运动员的竞技表现由越野滑雪和射击两方

面组成（王润极 等，2020），除与单项直接相关的研究外，

如何在已有关于越野滑雪和射击两个单项研究中找到与

冬季两项研究的契合点，促进我国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

表现，提高我国冬季两项的研究水平，助力我国冬季两项

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对冬季两项竞技特征研究的合理

补充，也是今后冬季两项研究的重要基础。

从分项角度看，越野滑雪属于速度耐力型项目，以有

氧供能为主；射击属于表现准确型项目，射击动作准确性

和稳定性是关键要素。从项目组合角度来看，冬季两项

属于异属多项组合项目，运动员也要考虑两个项目之间

的转换。在此背景下，冬季两项运动员在越野滑雪和射

击过程中竞技表现所受到的影响都有所不同，且由于越

野滑雪和射击两个项目是以交替连续转换的组合形式出

现，这种影响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陈亮，2017）（图 1）。

1.1 越野滑雪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

1.1.1 不同地形、速度的滑雪技术选择与运用

冬季两项越野滑雪过程是运动员合理使用各种技术

在雪上滑行的过程，不同地形和路段中技术选择的探索

是技术运用特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地形看，比赛

场地主要分为上坡、下坡和平坦路段，冬季两项运动员在

3个路段用时比为 50%、15%和 35%（Skattebo et al.，2018），

任何地形路段的持续时间通常为 10～35 s。不同越野滑

雪技术会影响运动员机体内部能量利用，进而影响力量、

速度和耐力等。因此，运动员在越野滑雪过程中的技术

选择呈现多样化特征（表 1）。

上坡滑行时，运动员在坡度 5.5% 和 6.0% 时主要使用

表1 冬季两项中自由式滑雪的常用技术（杨威 等，2020；

Andersson et al.，2010）

Table 1 Common Techniques of Freestyle Skiing in Biathlon

技术简称

V1/G2

V2/G3

V2A/G4

SW/G5

G6

G7

DH

JS

英文全称

Paddle dance/offset

skate/gear 2等

Double dance/1-skate /

gear 3等

Single dance/2-skate /

gear 4等

Skate without pole/

combiskate

Gear 6

Gear 7

Double-push skating

Jump skate

适用地形

上坡

上坡/平坦

平坦

下坡

下坡

下坡

平坦

平坦

中文名称

偏移技术

一步蹬冰＋双撑

两步蹬冰＋双撑

无杖滑雪

高档位技术

高档位技术

双推蹬冰

跳冰技术

图1 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影响因素

Figure 1.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of

Biathlon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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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3 技术，坡度 8.0% 时主要使用 G2 和 G3 技术（Sandbakk

et al.，2011a）。已有研究证实，相较于跑姿或对角线斜跨

等技术动作，运动员在上坡地形采用双撑技术时最大摄

氧量（V̇V̇ O2max）峰值低 12%（Bilodeau et al.，1996），即在一定

运动强度下，运动员选择 G2、G3 技术所需的V̇V̇ O2max较少，

单位时间内机体能源利用率较高，机体产生乳酸含量越

低，运动经济性越高，可以起到节省体能、有效延长运动

时间的作用。为进一步探索上坡地形中运动员的输出功

率与滑行速度之间的关系，有研究通过对精英滑雪运动

员在上坡地形的机械功率输出进行计算得出输出功率

600～700 W，相当于摄氧量峰值的 100%～120%（Norman

et al.，1987，1989），相较于平坦和下坡地形，上坡地形需

要运动员具备良好的心肺耐力，且上坡路段中最能够与

对手拉开差距（Marsland et at.，2017）。与低水平运动员相

比，高水平运动员普遍采用 G3 技术，通过降低身体重心、

减少对角线斜跨动作时间，同时增加技术动作频率

（Stöggl et al.，2007），以获得更大的滑行速度。

在平坦地形时，运动员主要使用 G2（V1）、G3（V2）和

G4（V2A）技术（Sandbakk et al.，2011a）。高水平运动员在

速度峰值时明显增加 G2 技术的运用，同时加快撑杖技术

频率和效率，并运用与雪面夹角更小的撑杖角度，以增加

滑雪杖与雪面的接触时间（Losnegard et al.，2014）。此外，

运动员在坡度 5.5% 和 6.0% 时也会采用 G4 和 G5 技术，而

在-6% 时主要使用 G3、G6 和 G7 技术（Sandbakk et al.，

2011a）。

下坡地形时，运动员技术动作的选择随坡度变化而

改变，约完成 25 次/km 技术转换。受重力影响，运动员可

以在上肢肌肉不参与的情况下完成滑行，以削减机体在

平坦和上坡地形运用 G2、G3 技术导致的上肢骨骼肌疲

劳。由于上半身持续疲劳积累，导致骨骼肌力量下降，肌

肉收缩特性改变，使运动员必须不断切换滑雪技术，以增

加下肢肌肉利用率来实现上肢肌肉的减负，进而让机体

能够从滑雪技术转换中得到恢复（Marsland et at.，2017）。

已有研究证实，在下坡地形，相比于普通运动员，高水平

运动员的心率下降速度更快，表明体能恢复效率较高

（Sandbakk et al.，2011b）。此外，下坡过程中，运动员的体

能恢复对随后的滑行表现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下坡

路段，运动员应在保持速度的基础上，积极切换技术动

作，减少上肢和躯干肌群参与，以促进机体体能恢复。

运动员在训练时，上坡应注重节省体能、保持速度，

平坦地形应加快频率、提升速度，而下坡应侧重滑雪技术

转换和疲劳恢复。有研究对自由式越野滑雪的坡度和速

度两个因素进行探讨（Losnegard，2019），把越野滑雪中运

动员经常使用的技术动作匹配成汽车的不同档位（图 2），

为运动员滑行过程技术选择提供了较为合理的参考。运

动员在比赛中滑雪技术的选择与运用，由地形、速度和骨

骼肌质量等因素决定，是运动员结合当下实际情况综合

考虑的结果。

1.1.2 上下肢能量供应的比例与分配

能量代谢特征是教练员科学指导训练的另一个重要

依据。相关研究证实，上肢及躯干的去脂体质量、V̇V̇ O2max

和机械功率输出等是越野滑雪竞技表现的重要影响因素

（Alsobrook et al.，2009），而下肢肌肉力量和运用氧气能力

也对耐力型运动有关键性作用。冬季两项运动员的有氧

供能比例超过 96.8%（黎涌明 等，2014），有氧供能比例与

高强度运动的持续时间成指数正相关关系。研究发现，

冬季两项运动员的最大摄氧量峰值与短距离比赛竞技表

现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V̇V̇ O2max峰值每提高 0.2%，运动成

绩相应增加 1%（Tønnessen et al.，2015）。可见，对于冬季

两项运动员，V̇V̇ O2max是评价有氧耐力的“金标准”，高水平

V̇V̇ O2max是高水平有氧运动能力的基础。除了对冬季两项

运动中不同时间或距离越野滑雪能量供应特征的研究以

外，还有学者从运动员滑雪过程中上下肢功率输出比例

的角度展开研究，发现运动员个体V̇V̇ O2max峰值遵循“倒 U

形曲线”，V̇V̇ O2max比值取决于上肢、躯干及下肢的相对贡献

（图 3）。如果运动员上肢功率输出占总功率的 10%～

30%，V̇V̇ O2max 增加，而在占比 30% 以上或低于 10%，V̇V̇ O2max

相应减少（Bergh et al.，1976），即在越野滑雪过程中，运动

员上肢肌群参与运动的比例需维持在 10%～30%，既有利

于增加有氧运动能力，又可以降低上肢以及全身的疲

劳感。

部分冬季两项运动员虽然在比赛前段表现正常，但

无法在比赛后程保持竞技水平，运动员机体有氧供能系

统能量供应不足，导致上下肢肌肉和中枢神经系统疲劳

（Stöggl et al.，2014）。疲劳与去脂体质量之间也存在潜在

关系，瘦体质量绝对值与短距离首轮竞技表现相关，躯干

瘦体重与撑杖速度有关，上肢、躯干及下肢瘦体质量与对

角线步幅速度有关（Stöggl et al.，2010），表明冬季两项高

强度运动期间的V̇V̇ O2max峰值取决于运动骨骼肌质量，而运

图2 冬季两项中自由式滑雪常用技术速度与坡度的对应关系及模

拟档位（Losnegard，2019）

Figure 2.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peed and Slope of Common

Freestyle Skiing Techniques in Biathlon and Simulated G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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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骨骼肌质量提高受神经肌肉系统的动员与激活效率影

响，同时，在上下肢协同参与的大肌肉群工作中，肌肉运

用氧气的能力亦受心血管、呼吸系统对氧气摄入和利用

的影响，这也是决定最大有氧能力上限的重要因素。近

年，不同恢复模式对冬季两项重复高强度运动后的影响

研究备受关注，同时也聚焦于影响运动员在滑行时中枢

神经、心血管和呼吸系统的恢复问题（Ortega et al.，

2018）。因此，有氧能力是冬季两项运动员上下肢在滑雪

过程中机械功率输出的影响因素，而上肢肌群参与运动

的比例过多或过少都不利于滑行速度的保持。但关于运

动员上下肢机械功率输出比例及肌肉运用氧气能力与滑

行速度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影响冬季

两项运动员越野滑雪竞技表现的能量代谢因素关键是有

氧能力，有氧能力与上下肢去脂肌肉质量、机械功率输出

和疲劳恢复速率密切相关。

1.1.3 交感、副交感神经的激活与调节

同样的训练计划，不同个体间生理和心理反应也不

尽相同。生理心理反应体现了中枢神经活动的平衡性

（Aubert et al.，2003），而自主神经活动对运动员竞技表现

的影响也是教练员和科研人员评价运动员机能状态和训

练效果的重要依据。有研究对 9 名男性滑雪运动员进行

4 周心率变异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引导训练，与

对照组相比，HRV引导组最大滑雪速度明显提高（Kivinie‐

mi et al.，2007）。在该研究基础上，融入高原低氧环境变

量，受试者完成为期 15天的“高住低训”，将运动员随机分

为 HRV 指导低氧训练组（H-HRV）、低氧训练组（H）和常

氧训练组（T），发现 H-HRV 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能力、副

交感神经系统激活效应明显提升，H-HRV 组和 H 组的

V̇V̇ O2max均有所改善，但 T 组无明显变化。值得注意的是，

H-HRV 组在随后滚轴滑雪中的成绩显著提升（Schmitt et

al.，2017）。由此可见，HRV 指导与低氧训练结合不仅能

调节中枢神经系统功能，也能提升滑雪表现。因此，运动

员自主神经活动对训练、比赛计划的反应具有可变性、个

体化特征，调节副交感神经和交感神经活动之间的平衡

与运动员滑雪表现密切关联。

1.1.4 气候温度条件的适应与个性化

了解比赛场地气候条件，能够为教练员科学指导训

练提供帮助。近 10 年，有 5 篇文献报道了气候因素对冬

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其中有 2篇针对越野滑雪

过程，1篇针对运动员（Renberg et al.，2014），1篇针对滑雪

装备（Buhl et al.，2001），包括滑雪板、雪蜡。冬季两项无

法避免在低温野外环境中进行比赛，机体为应对低温环

境会增加能量消耗，极端情况会导致滑雪者肌肉僵硬，甚

至发生冻伤；气温高于 0 ℃时，滑雪场积雪相对松软，不

利于运动员正常发挥。研究发现，随着雪温升高，雪面与

滑雪板（聚乙烯）之间摩擦力减小，不利于运动员控制滑

雪板。因此，气候温度条件对运动员和比赛装备均会产

生不利影响，运动员不仅要适应不同气候温度条件下的

比赛，而且应完善运动员个性化器材定制。

1.2 射击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

1.2.1 动作稳定性有利于提高运动员的射击表现

冬季两项中，射击分为立射和卧射两种方式，如何提

高两种姿势的射击命中率和动作稳定性是研究射击表现

的核心课题（元文学 等，2008）。越野滑雪对运动员心血

管系统、能量代谢、体温调节、中枢神经和认知功能提出

了极大挑战，易导致心输出量、脑部和肌肉血流量下降，

核心温度降低，能量底物耗竭等问题，使机体在射击过程

中难以保持稳定性，从而导致射击表现下降。然而，射击

是连续控制稳定性的过程，连贯的动作模式是射击表现

稳定的基础（图 4）。

立射姿势重心高、支撑面小，姿势的固定和保持主要

靠骨骼支撑与肌肉收缩来完成（元文学 等，2008），因此从

形态特征保持上，站姿的稳定性较差。卧射包括高（40°）、

低（30°）两种射击姿势（图 5），区别在于肘关节与地面形

成的角度。根据物理学原理，物体的中心位置越低，物体

稳定程度越高，因此，肘关节与地面角度呈 30°时的卧姿

似乎比 40°更为稳定。然而，国内外文献中鲜见关于不同

图4 射击竞技表现连续控制稳定性过程

Figure 4. Continuous Control Stability Process in Shooting

Competitive Performance

图3 上肢功率输出与最大摄氧量的对应关系（Bergh et al.，1976）

Figure 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Upper Limb Power Output

and Maximum Oxygen Uptake

30



王润极，等：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及训练策略

俯卧射击姿势对射击表现影响的直接证据，有待进一步

研究。除物理学范畴外，运动生理学认为，俯卧射击虽然

也受到运动引起呼吸、心率加快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比立

射小。究其原因，这种影响与体位有关。在卧姿状态下，

由于运动员脑部及上肢肌肉的血液和氧气供应显著改

善，心率下降速度加快，心脏副交感神经重新激活，进而

促进心率降低，调节处于压力下身体机能的平衡与稳定

（Coote et al.，2010；Tharion et al.，1997）。因此，副交感神

经系统占主导地位时，对运动员保持射击姿势的稳定有

明显帮助，即运动员在进入射击位置后，必须迅速找到适

合自己的射击姿势，为发挥射击表现奠定良好的生物力

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

步枪稳定性与射击姿势的稳定程度、摇晃方向和调

整时间相关。立射中，运动员须在一定强度的运动负荷

下控制步枪沿水平方向跟随目标，因此，步枪水平方向的

稳定性是竞技表现的主要因素。对于卧射，运动负荷强

度对步枪稳定性影响较小，步枪垂直晃动是影响卧射的

主要因素（Sattlecker et al.，2014，2017）。已有研究证实，

低水平运动员视射击姿势控制和步枪稳定为独立的两个

子系统，动作控制缺乏统一性和连贯性，而高水平运动员

射击高效且迅速（Konttinen et al.，2010）。同时，高水平运

动员在射击前 0.5 s的步枪稳定性保持能力是影响射击成

绩的关键，与姿势平衡的控制有关。正是由于步枪稳定

性和姿势稳定性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依赖关系，身体与

步枪之间的刚性连接导致步枪牢固稳定地贴在肩部，所

以肩部与步枪枪托作用力是维持步枪稳定的关键，枪托

长度和实质性接触面积是步枪稳定的重要因素（Kemnitz

et al.，2001）。有研究发现，高水平运动员的肩部力量比

低水平运动员高 69.8%（Grebot et al.，2007a），表明肩部力

量是影响冬季两项射击竞技表现的因素之一。理论上认

为，将步枪枪托紧紧贴在肩部可以使步枪在水平方向上

保持更好的稳定性，但冬季两项射击前高强度越野滑雪

会导致肘部屈肌力量下降，尤其在卧射时会明显削弱步

枪稳定性。因此，肘部屈肌的疲劳会造成肩部力量下降，

从而影响控制步枪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关于冬季两项射

击竞技表现的研究，逐渐转向精细动作控制和神经肌肉

科学。射击击发是一种精细动作控制，击发行为是射击

成绩的主要预测因素，但目前鲜见相关研究。射击前，运

动负荷会导致手指关节肌肉产生疲劳，进而降低运动员

扣扳机的力量。卧射中，击发行为和步枪稳定性之间呈

中度相关（Grebot et al.，2007a）。相比于低水平运动员，高

水平运动员在安静状态和运动负荷下的射击击发力量更

大（Sattlecker et al.，2013），射击命中率更高。因此，射击

竞技表现既与运动水平有关，又与射击击发的精细动作

控制有关。一方面，射击命中率与击发力量相关；另一方

面，击发清洁性（即射击前瞄准点 0～0.5 s的运动）是安静

或运动负荷条件下射击表现的重要决定因素（Ihalainen et

al.，2018）。综上，由于疲劳状态不同，姿势稳定性、步枪

稳定性、肩部力量和射击击发等均能有效评估运动员射

击竞技表现和科学预测射击成绩，是影响射击表现的重

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击发并不是冬季两项射击的最后一

部分，冬季两项运动 1 次射击需要连续击发 5 次，过度专

注于击发或过度依赖姿势稳定、步枪稳定和肩部力量等

某一项因素，可能会削弱射击技术动作的完整性和射击

命中率的提高。同时，冬季两项运动员在上肢末端发生

疲劳时完成射击，会在后续轮次的射击精度上出现较大

波动，需要采取对多关节运动协调性有益的运动策略，以

提高神经系统对肢体远端手指关节的精确控制能力，并

保持姿势、步枪、肩部以及击发行为稳定的连续性。因

此，在制定射击竞技表现训练方案时，需充分考虑比赛阶

段和机体状态。

1.2.2 生理心理协同有助于提高射击命中率的稳定性

运动员在保证每次击发命中率的基础上，在高强度、

长时间比赛中保持射击命中率的稳定性同样是研究冬季

两项射击的重要问题。能否在越野滑雪和射击转换的情

况下，每个射击轮次保持较高命中率，同时在比赛后程克

服生理心理的疲劳累积，维持射击命中率的稳定性，是教

练员评价运动员射击竞技表现的重要依据。疲劳状态下

生理心理协同互动研究，是当前冬季两项研究的热点，主

要通过大脑诱发电位和心血管反应等大脑皮层和心脏活

动指标的动态变化解释运动员精神状态的改变。研究已

证实，强烈的情绪会影响认知和对自身状态的控制，出现

感知、动作、协调和策略上的失误（Mccraty et al.，2009）。生

理心理协同效应过程，对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神经活动

平衡和注意力集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低水平运动员在最差轮次射击前，视觉注意力受自

身状态、对手表现、未命中击发和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

瞄准过程的不稳定与认知参与过多有关，不仅造成了视

觉注意力分散、神经集中程度下降，也增加了心理压力

（Vickers et al.，2007）。生理心理压力增加，导致运动员的

图5 冬季两项立射侧、前视图及卧射高、低射击姿势

Figure 5. Side，Front View of Standing Shooting，and High and

Low Positions of Prone Shooting

注：a、b为立射姿势，c为卧射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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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眼”时间延长，进一步延长了运动员的射击时间和射

击场停留时间。值得注意的是，在冬季两项运动中，疲劳

可能导致“静眼”时间增加，但不代表出现疲劳或压力产

生（Vine et al.，2014）。因此，生理心理疲劳对射击命中率

稳定性保持存在潜在影响。生理心理疲劳会造成运动员

大脑安静电位降低，大脑皮质前额叶兴奋性下降。大脑

皮层是调节和控制躯体运动的高级中枢，其兴奋和抑制

过程的协调支配人体的活动，大脑皮质神经元可以选择

性地诱发迷走神经性心率降低（Konttinen et al.，1992，

1995）。在此背景下，运动员经过长期专项模拟训练后，

前额叶 θ波活动会在疲劳状态下保持更高水平的兴奋性，

进而更加专注于射击任务（Harri et al.，2016）。也有研究

表明，运动员向外定向的注意力集中会导致心率下降，但

是下降程度与射击命中率无关（Kerick et al.，2001）。除此

之外，比赛经验也有利于在比赛后程的射击轮次中帮助

运动员克服生理心理疲劳。研究表明，经验丰富的运动

员对射击目标的专注度更高，射击命中率的稳定性更佳

（Haufler et al.，2000），并发现个体因素（情绪、人格特质、

焦虑水平和个人经验等）、多种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或多

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对射击前的心率控制都有重要影

响。虽然心率下降对于瞄准过程有一定帮助，但不一定

是提高运动员负荷下射击表现的有效途径。总之，随着

比赛时间的延长，机体疲劳感逐渐增加，运动员中枢神经

系统平衡性越好，越能够集中注意力、保持思路清晰、重

视教练员的建议，进而保持技战术策略得当。

目前，运动员中枢神经优化提升射击竞技表现的机

制尚不明确。中枢神经系统角度的研究，虽然可以从理

论上解释运动员的射击表现，但从训练实践角度，教练员

和科研人员更擅于通过心血管系统指标监控和评价运动

员的竞技表现。已有研究证实，大脑皮层的活动与心脏

反应同步，二者之间存在交互作用（李量，2012）。运动员

需要完成高强度越野滑雪与射击的交替，每轮滑雪后生

理机能的快速恢复对射击表现作用重大，尤其是在越野

滑雪与射击短暂的转换期间，需要运动员副交感神经快

速激活，以调节心血管系统的心率快速且稳定的下降，有

利于提高射击的稳定性。此外，冬季两项射击是在高强

度运动后完成较小肌肉群的运动，机体酶活性和局部肌

肉血流量等因素可能更重要（Ortega et al.，2018）。未来可

通过观察上肢末端血流灌注指数、心率变异性与负荷下

射击表现的关系进行验证。

1.2.3 步枪结构和瞄准受限于低温气候环境

冬季两项比赛一般在 0 ℃、低于 0 ℃或极端环境（低

于-20 ℃）的野外进行，对运动员机能和比赛装备性能提

出了较高要求（Groslambert et al.，1999）。尤其在射击过

程中，运动员会由于极端低温环境引发神经反应失调、肌

肉僵硬等问题（Wilber et al.，1999）。运动员携带的步枪

中，子弹、枪管和扳机等结构容易受到低温影响产生不可

抗力的形变。因此，对各种低温气候环境的认识和提前

适应是教练员在赛前制定比赛技战术策略的重要依据。

研究已证实，随着环境温度的降低，冬季两项运动员

射击弹着点散布直径越大，射击命中率越低（Grebot et

al.，2007b）。不佳射击竞技表现与低温造成人体神经肌

肉失调、血液流速减慢等可能有潜在关联。环境温度降

低可能会导致步枪枪管出现结霜、材料线膨胀系数发生

改变等问题，使运动员在射击击发时需要更大的力量扣

扳机，导致击发清洁度下降（Simo et al.，2016），进而影响

击发速度和精度。

2 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影响因素的训练策略

从上述分析可知，技术动作、能量代谢、生理心理和

气候因素是影响冬季两项竞技表现的重要因素，基于以

上 4个影响因素，对冬季两项运动员越野滑雪和射击的竞

技表现提出相应的训练策略。

2.1 越野滑雪竞技表现训练策略

2.1.1 耐力训练策略

提高耐力水平可以从有氧、无氧能力两方面着手。

根据项目特征，首要提升运动员的有氧能力（Laaksonen

et al.，2018；Undebakke et al.，2019）。1）在实验室和现场

测试条件下，根据运动员的性别、年龄和训练年限，定期

监控运动员V̇V̇ O2max水平，以有效评估运动员心肺耐力及训

练效果。在训练中以血乳酸值作为评定运动员疲劳程度

的科学标准（Vergès et al.，2003），并对应心率控制训练强

度，进而评价肌肉的有氧代谢能力。同时，密切监控无氧

阈变化。个体乳酸阈与运动强度、持续时间、训练水平、

糖原含量和缺氧等因素密切关系（冯连世 等，2002），将其

作为制订和修正训练计划的依据，通过在日常训练中增

加无氧阈强度训练以达到提高乳酸阈的目的。2）耐力运

动需要运动员有较高的血红蛋白水平，高原训练或低氧

训练能够显著提高耐力运动员的血红蛋白水平，持续 4周

的高住高练低练（HiHiLo）可以明显持续促进运动员血红

蛋白水平和红细胞压积（高炳宏 等，2005）。因此，采用有

针对性的高原训练或低氧训练，可以提升有氧能力。同

时，调节生理心理因素应从运动员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

经的平衡性着手，在小、中、长周期训练中，基于 HRV 变

化，以某一天或一周运动员能够承受负荷的个性化可训

练性窗口为目标，在运动员生理心理层面考虑训练刺激

的时机应优先于训练负荷或训练量。如果能结合低氧训

练对运动员加以生理心理协同效应的有效指导，根据个

体差异安排训练计划，对提升运动员滑雪速度、中枢神经

系统调节能力、副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和V̇V̇ O2max具有重要意

义。此外，建议采用血流灌注量、血氧饱和度和心输出量

等有针对性的无创机能状态指标，诊断、评价运动员的身

体机能状态动态变化（朱欢 等，2019）。

32



王润极，等：冬季两项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及训练策略

2.1.2 技术训练策略

完善技术动作可以从地形、骨骼肌质量和速度等方

面加强训练。1）考虑到冬季两项各比赛场地不一致，教

练员应提前规划，在比赛前，运动员应进行至少 1 次模拟

比赛条件（路线、地形及气候）的测试，评估对参赛场地条

件的适应能力，并以此作为赛前训练方案的参考（Anders‐

son et al.，2010），要求运动员根据不同地形和速度选择相

符合的精细化技术动作。2）运动员应掌握撑杖频率和周

期的速度时机。撑杖频率下降和周期缩短是滑雪速度降

低的根本原因（Leirdal et al.，2013），建议运动员在出现肌

肉疲劳时，通过技术转换合理调适撑杖的频率和周期，形

成个性化技术动作风格特征。3）如果在训练和比赛前出

现气候突变，导致雪温骤降，滑雪板与雪面摩擦力增大，

造成运动员滑行速度减慢，运动员会产生不良肌肉代偿

动作，增加受伤风险，因此需要运动员提前充分适应比赛

场地的气候和雪面情况。教练员和打蜡师也要考虑不同

气温与雪温等因素的影响，完善运动员个性化装备适配，

优化滑雪板蜡块选择和调整打蜡策略。

2.1.3 力量训练策略

越野滑雪是全身运动，但局部肌肉疲劳问题不容忽

视。上下肢骨骼肌力量随着滑行过程周期性循环运动产

生疲劳积累，使肌肉功能下降，机械功率输出减少（Ger‐

old et al.，2013）。因此，在不同训练阶段，上下肢骨骼肌

力量及无氧运动能力训练应成为训练计划的重要组成部

分。1）根据训练阶段和个人目标制定力量标准，进而监

控运动员上下肢骨骼肌质量；定期采用上肢或下肢的温

盖特试验（Wingate test），测试评估运动员局部肌肉的无

氧运动能力和抗疲劳能力（刘伟，2015）。2）不同滑行速

度，运动员上下肢骨骼肌参与比例不同（Ohtonen et al.，

2020），因此，在训练中应注重不同速度滑行推进力和撑

杖力量的科学诊断与评价，并以滑行效率为前提开展越

野滑雪的力量训练。

2.2 射击竞技表现训练策略

冬季两项运动中的射击项目，对运动员的射击精度、

射击时间和射击区域停留时间提出了极大挑战（Laak‐

sonen et al.，2018b），这 3方面也是评价冬季两项运动员越

野滑雪和射击项目转换竞技表现的重要依据。射击精度

可遵循“冬季两项射击金字塔”原则，首先以独立的模块

训练射击姿势、瞄准和呼吸、击发 3部分，当熟练掌握所需

技能后，将射击技术的组成部分有效结合进行训练（Žák

et al.，2019）。尽管冬季两项运动没有限制射击和射击区

域停留时间，目前也尚未见到射击时间和射击区域停留

时间影响比赛成绩的研究证据，但通常认为射击时间和

射击区域停留时间越短，射击精度越高，竞技表现越好。

因此，针对射击竞技表现的训练应以上述 3 方面为目标

开展。

1）首先，对竞技能力较强且稳定的运动员，增加越野

滑雪和射击项目转换模拟训练（运动负荷状态下）的比

重，适当减少安静状态下的射击训练；对竞技能力较低且

不稳定的运动员则相反（Alan，2020）。其次，通过调整个

人射击姿态习惯，加强腰部肌肉韧带强度训练，加强肘部

屈肌、肩部三角肌的力量耐力，进一步减少腰部损伤发生

概率，提高运动员的姿势稳定性（元文学 等，2008；Viitasa‐

lo et al.，1999）。增加运动员 I 型肌纤维的训练，以提升红

肌纤维比例，进一步改善肌肉抗疲劳能力。再次，强化以

功能为目标的专项平衡训练，增加运动员协调性、力量、

运动范围和对本体感受需求作出反应的能力，进而提升

整体竞技表现。最后，建议科研人员通过生物力学从侧、

前、后 3 个角度帮助运动员加强步枪稳定性，使教练员和

指导运动员找到适合个人习惯的最佳射击姿势，同时以

肩部力量为切入点进行深入研究，以助力运动员找到最

佳步枪枪托长度和形状，进一步提升运动员射击竞技

表现。

2）在射击训练中，科研人员应密切监控运动员安静

脑电位、心率变异性等指标的周期性变化，加强以目标策

略为基础的注意力训练，建议运动员在射击时减少瞄准

过程中的认知参与，专注于与射击任务有关的关键生理

心理及感知觉信息（Luchsinger et al.，2016）。射击前运动

员心血管负荷的增加，会影响视觉控制和心理调节，建议

增加呼吸控制练习以调整由于心肌收缩而引起的身体晃

动，从而找到运动负荷下射击的最佳时机（Mets et al.，

2007），同时辅之生物反馈训练、呼吸训练等方法（黄滨

等，2010；刘丰彬 等，2008），以提升运动员副交感神经激

活效率。

3）气候环境不佳，在一定程度会增加运动员射击区

域停留时间和射击时间，进而影响射击精度。建议在训

练中，教练员根据不同气候条件提前规划，以提高由于低

温造成的枪械、机体神经肌肉等突发问题的迅速应对能

力，进一步适应不同气候条件下的射击（Spencer et al.，

2014），尽可能降低气候条件对射击竞技表现的影响。

3 总结与建议

在冬季两项越野滑雪中，地形、速度和骨骼肌质量是

运动员技术动作选择与运用的影响因素；有氧能力、上下

肢肌肉质量和功率输出影响运动员的能量供应；自主神

经系统平衡是运动员能力提升的重要生理因素；极端气

候考验运动员的抗寒能力和比赛装备的安装调适。在射

击项目中，姿势稳定性、步枪稳定性、肩部力量和击发是

提高运动员竞技表现完整的技术动作，是影响射击命中

率的重要因素；大脑皮质的兴奋性和副交感神经系统激

活，影响运动员射击命中率的稳定性；极端低温环境影响

运动员的击发速度和射击精度。

根据运动员竞技表现的影响因素，我国冬季两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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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的越野滑雪训练中需要重视模拟比赛条件的训练

与测试；重视不同地形条件选择相符合的精细化技术动

作，增加上下肢骨骼肌力量训练，定期监测肌肉输出功

率，形成个性化技术动作风格；重视有氧能力的训练，加

强心血管系统指标的无创监控；重视身体机能状态和训

练计划的匹配与整合；重视比赛气候条件，从提前适应、

个性化装备适配等方面将不利影响最小化。在射击训练

中，重视项目转换模拟训练以及生物力学分析，实施局部

关键肌肉力量训练方案；重视阶段性监测中枢神经系统

指标，有针对性地训练呼吸控制方法，掌握处理低温条件

下自身和枪械突发问题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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