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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文献资 料法、
比较 分析法, 对 影响短跑运动员成 绩的要素及成因进 行了论证与分析比 较, 结果
表明, 步长与步频对最高速度水平的发挥和各项跑成绩产 生的影响很 大, 训 练中在考虑 外部要素 时必须考虑
内部因素发展的可能; 在发展内在要素时, 外在要素则应达到相 应指标, 并提出了 应用中的 实例和建议, 从而
为短跑教学与训练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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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长与步频是影响跑速的两个决定因素. 由于步长与步频二者对跑速既共同促进, 又相互制约的特
殊关系, 使得二者的变化对短跑的速度具有更复杂、
更特殊的影响. 不同层次, 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在步长
与步频上会表现不同的运动学特征, 但对某一层次、
某一水平的运动员而言, 步长和步频二者则必然会
存在着一种最能充分反映出该水平运动员的速度能力的最合理、
最佳的组合. 这种最佳的组合形式会在
这一群体的优秀者身上集中地表现出来. 这些优秀者所表现出的在步长与步频上的运动学特征, 可作为
该水平运动员的训练模式. 对任何训练个体来说, 步长或步频任何一方的非均衡 (畸形 )发展, 是不可能
获得跑速的最大限度的提高的. 在可塑性极强, 体能、
技术等影响跑速的各方面因素还远未提高到 极
限 程度的业余短跑训练领域, 会更易于通过提高和优化受训者的步长与步频的比例关系而明显地提
高其跑速. 因而在阶段训练中, 尤其是在赛前集训的关键阶段, 能否正确判定运动员当前速度能力中步
长还是步频的弱点, 就成了教练员能否确切把握当前阶段的训练重点和采取有针对性的训练的关键. 本
文结合运动训练的实例, 通过对两个直接要素分析, 恰当地运用步长、步频及成因对不同的个体进行科
学、
合理的比较, 以期对运动员的速度状况作出客观、
准确的判断提供依据.
1 分析与比较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比较分析法, 以国内外各级别水平短跑研究对象进行分析比较.
1. 1 对短跑运动员技术成因的分析
( 1) 对技术外部状态的分析. 短跑速度是由运动员的步频和步幅决定的, 影响步频的因素主要是
每步时间和步时. 步时的长短受到支撑时间和腾空时间的制约, 因此, 加快步频必须要缩短支撑时间, 同
时要缩短腾空时间. 影响步幅的因素很多, 它受到后蹬状态 (包括后蹬的速度、
力量、
角度 ) 、
腾空的状态
( 包括重心腾起的初速度、腾起角、
腾起的高度和空气阻力等 ) 和摆动腿着地的影响. 这些是构成跑速的
技术外部状态的要素. 步频步幅缺一不可, 二者是对立统一的, 是完整的统一体. 在实践中如果加大步
长, 其步频就会减慢; 相反, 加快了步频其步长就会减少. 而跑进速度的提高, 必须要求步长大、
步频高,
并能保持较长的时间, 二者对最大速度水平的发挥和短跑成绩产生的影响很大.
( 2) 技术内在成因的构成. 在目前的短跑训练中, 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外在因素的改变, 缺少对
人体内部成因的考虑, 或考虑不够, 针对性不强. 因为每个运动员在其步长和步频的匹配上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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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 也和运动员本身先天和后天的各种因素密切. 在训练中不能避开相关因素,
有身高、
下肢长、力量、
柔韧素质和遗传. 这些技术内在成因构成跑速的相关因素, 与外部状态要素二者
是相对的, 又是密切相关的, 考虑外部因素时, 必须考虑内部因素发展的可能, 在发展内在因素时, 外在
因素则应达到相应的指标, 否则步长、
步频将无从提起. 从目前已有的数据看, 步频受遗传控制较大, 后
天训练提高幅度较小, 也就是说提高这一神经冲动的速度是相当因难的, 尽管通过系统的训练可以改善
这一潜在能力, 因此, 提高运动员步幅更多地成为短跑训练的首选.
2. 2 步长、步频状况对运动员的速度影响的比较
表 1是一组我国

表 1 中外男子短跑运动员 100 m 跑步长、步频比较表

健将和一级短跑运动

组别

员与一组国外优秀短

中国 N = 16
国外 N = 16
差值

跑运动员在步长与步
频两方面的比较数

平均身高 /cm 平均成绩 / s 平均速度 /m /s 平均步长 /m
173. 27
178. 44
- 5. 17

10. 824
10. 299

9. 239
9. 710

平均步频 /步 / s

2. 034
2. 147
- 0. 113

4. 548
4. 520
+ 0. 028

据. 从表 1可知, 我国短跑运动员的平均步长比国外优秀选手短 0. 113m, 但平均步频却比国外选手高
0. 028步 / s. 我国选手若要跑出国外选手 9. 710m / s的平均速度, 则必须跑出 4. 774步 / s的平均速度. 而
现在他们的步频才达 4. 548步 / s, 可见, 在身高条件不同的情况下, 凭表 l的简单比较就做出我国运动
员在步频能力上已达到了 不错 的诊断是不够全面的.
2. 3 采用步长指数和步频指数对运动员的速度状况进行比较
为了进一步客观的反
表 2 中外男子短跑运动员 100m 跑步长指数、步频指数比较表

映步长、步频与速度的内
在联系, 研究者们采用了
兼顾到了身高因素的步长
指数 ( 又称步长身高指数

组别

平均身高 /cm 平均成绩 /s平均速度 /m / s 步长 /身高

中国 N = 16
国外 N = 16
差值

173. 27
178. 44
- 5. 17

10. 824
10. 299

9. 239
9. 710

1. 174
1. 204
- 0. 030

步频 !身高
7. 876
8. 059
- 0. 183

步长 /身 高 ) 和 步频 指 数
( 又称步频身高指数 = 步频 !身高 ) 两个指标. 从跑速 = 步长指数 !步频指数也可看出, 步长指数和步
频指数同样反映了跑速的运动学特征. 由于这两个指数考虑到了对步长和步频有密切影响的身高因素,
使得比较的客观程度有较大的提高.
表 2是采用步长指数和步频指数对表 1的相同运动员进行比较的结果. 表 2表明, 我国选手无论在
步长能力还是步频能力两个方面均与国外优秀选手有着一定的差距 (差值分别为 - 0. 030和 - 0. 183),
步频的差值大于步长的差值. 但还应注意由于步长指数和步频指数的基值不同, 因而也不能仅凭差值绝
对值的大小而做出我国运动员与国外优秀运动员相比步频方面差距更大的相反结论.
2. 4 步长指数和步频指数的差值率的比较
将不同水平的运动员在步长指数 ( 或步频指数 ) 上的差值与比较对象的基值相比求出差距的百分
率, 其差距的程度就具有了更为客观的可比性. 表 3是对上述国内外运动员的有关数据进一步求出差
距百分率后的比较结果. 表 3表明, 我国短跑选手与国外优秀选手相比在步长方面差距最大 (相差率
表 3 中外男子短跑运动员 100m 跑步长指数、步频指数的差值率比较表
组别
中国 N = 16
国外 N = 16
差值
差值率 /%

平均身高 / cm 平均成绩 / s 平均速度 /m / s 平均步长 /m
173. 27
178. 44
- 5. 17

10. 824
10. 299

9. 239
9. 710

2. 034
2. 147
- 0. 113

平均步频
4. 548
4. 520
+ 0. 028

步长 /身高 步频 !身 高
1. 174
1. 204
- O. 030
2. 49

7. 876
8. 059
- O. 183
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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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49% ) , 步频次之 ( 相差率为 2. 27% ) . 该分析结果符合运动员的实际情况, 即步长能力差距较大,
步频能力虽亦有差距, 但程度相对较小. 因而要进一步提高上述我国运动员的跑速, 应优先发展步长, 其
次才是步频.
3 短跑运动训练中的运用实例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 在短跑运动训练实践中, 教练就可方便地对所带队员进行实际测定, 对测定结
果适当计算后, 便可将其有关数据与高水平的国内、
外优秀选手的 样板 数据进行比较, 其结果即可为
调控当前阶段速度训练的重点提供客观的依据.
测定方法通常是测定待分析运动员的身高、
在训练中 100m 跑的时间 (记录到 1 /100s) 及跑完 100m
全程的步数共 3项数据. 测定如在塑胶跑道上进行. 则应有专人准确记录其跑完全程的步数.
以甲、
乙两名男队员为例, 经测定, 队员甲身高为 1. 76m, 100m 跑成绩 11. 20s, 全程步数 49. 5步; 队
员乙身高 1. 70m, 成绩 11. 40s, 全程 51步.
表 4 是队员 甲、

表 4 人员甲、
乙与国内健将和一级运动员 100米跑比较数据

乙与表 3中健将和一
级水平的国内运动员
的比较结 果. 有 关计
算结果表 明, 队 员甲
与国内健将和一级选
手相比, 其步长 方面
的差距程 度较大, 差

身高 /m
队员甲
队员乙
比较队员
甲差值
乙差值
甲差值率 /%
乙差值率 /%

1. 76
1. 70
1. 73

成绩 /s平均速度 /m / s步长 /m 步频
11. 20
11. 40
10. 82

8. 929
8. 772
9. 239

2. 020
1. 961
2. 034

4. 420
4. 474
4. 548

步长 /身高 步频 !身高
1. 148
1. 154
1. 174
- 0. 026
- 0. 020
2. 21
1. 70

7. 779
7. 606
7. 876
- 0. 097
- 0. 270
1. 23
3. 43

值率为 2. 21% ; 步频方面差距的程度较小, 差值率为 1. 23% . 要提高队员甲的速度水平, 优先提高其步
长能力, 同时发展步频能力. 队员乙则相反, 步长与步频的差值率分别为 1. 70% 和 3. 43% , 优先发展步
频, 则应是队员乙现阶段速度训练的方向. 在阶段训练结束后, 或在队员的成绩取得提高后, 应测定其新
的数据, 据新的情况确立新的目标、
新的训练侧重点.
4 几点建议
( 1) 不同训练水平的运动员, 100m 跑成绩与步频步幅相关程度不同. 据有关资料表明, 一般从初级
运动员提高到中级运动员水平, 100m 跑成绩与步频因素相关程度约为 44. 3% , 与步幅因素相关程度为
55. 7% . 如果从中级水平发展到高级水平, 其成绩与步频因素相关程度增大到 76% , 与步幅因素相关程
度下降到 24% 左右; 但若从较高水平继续发展向世界大赛前八名靠拢的话, 据研究成果显示步频的提
高率仅为 3. 5% 左右, 而步长则成为展示成绩的重要可能. 所以在运用中要注意随着运动员训练水平的
提高, 比较的对象的成绩水平也应不断提高.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国内、国外更高水平的运动员作为比较
对象, 才能使比较具有导向性的实际意义. 但也应注意与比较对象成绩的差距不宜过分悬殊而使比较成
了不切实际的攀比.
( 2) 不同身材条件的运动员, 潜在着发展步频与步幅的不同趋势, 由于构成跑速的步长与步频相互
间特殊的制约关系. 因此, 在技术训练和身体素质训练时, 优先发展二者之中的任何一方, 均应注意不能
以损失另一方为代价. 除了发展各自有利的因素之外, 还应着重改善其发展的不利因素, 使步频与步幅
都能得到相应提高.
( 3) 每一短跑运动员的步频与步幅都与自己的身高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 根据对国内外短跑运
动员的技术资料统计, 认为短跑运动员的步频与步幅状态控制在最佳的指数范围内是取得更优成绩的
关键条件.
( 4) 在实际应用时, 当所要比较的运动员的身高条件与比较的优秀运动员的身高条件近似时,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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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用步长、
步频指标进行比较, 而不必进一步计算其指数. 比较的结果是一致的. 如采用与步长、
步频
更密切的的腿长指标代替身高指标, 会取得更为客观的比较结果, 但腿长的测量方法要统一、准确和简
便, 并要与用同样方法测定的数据才能相互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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