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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浪式蛙泳技术对10-11岁女子游泳运动员 

运动成绩提高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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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资料法、实验法和测量与观察法等方法，对上海市长宁区游泳学校中 

选取10名10-11岁蛙泳成绩较好的青少年女子运动员，进行蛙泳技术练习进行分析与 

研究。通过实验分析得出该10名运动员在经过两个月的技术训练后，100米蛙泳成绩 

有显著提高，认为对蛙泳的技术与技术意识的训练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关键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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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提高青少年运动技术水平及运动成绩为 

目的，通眇寸青少年游泳初期发展阶段对青少年女子运 

动员蛙泳的技术教学中，选择在这时期进行在蛙泳的技 

术改进与技术意识的培养，在低年龄时期培养好运动技 

术的基础和技术意识。波浪式蛙泳技术是最近国际赛事 

中是运动员采用最多的一种竞技比赛技术动作，在本次 

实验中通豚  取波浪式蛙泳技术教学对运动员进行技术 

意识的培养与技术改进。通过实验结果可以了解青少年 

女子运动员在生理发育初期对技术意识的形成、培养与 

技术动作的鮭是否会对成绩提高有效果。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上海市长宁区游泳学校游泳队四年级组10名 

10-11岁女子运动员。

1.2研究方法

采用波浪式蛙泳技术进行技术改进与技术意识的 

培养，通过文献综述法和观察法对“技术训练” “波 

浪式蛙泳” “青少年” “训练方法”等关键词进行充 

分检索、分析和利用，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理论依据。 

实验法、数理统计法对实验前后所获得的实验数据录 

入计算机，利用SPSS和EXEAL软件，对研究所得数 

据进行数理统计分析，将获得相关数据再进行比较， 

最后再把结果进行分析、整理，得出有效和科学的结论。 

1.3实验设计

本次实验对象在相同的训练条件下进行了四年的 

训练队训练，并且还未对其进行技术教学与技术动作 

纠正。在实验初期准备相关资料对波浪式蛙泳进行调 

查研究，通过调查文献综述、观看比赛视频及训练队 

跟队学习了解波浪式蛙泳的技术与指导方法。通过跟 

队训练的方式了解受试运动员的训练教学阶段与技术 

水平，为后期对技术纠正找到有效的技术讲解与改进 

提供帮助。实验期间处在正常训练周期中，受试运动 

员每周进行6次水上训练每次训练时间两小时。在10 
名队员进行波浪式蛙泳技术训练前，对所有运动员进 

行初次的测试收集原始成绩。在实验期间运动员保持 

与平时相同的训练强度与训练量。实验开始后对参与 

实验的运动员进行波浪式技术的讲解与动作示范，使 

运动员掌握基本波浪式蛙泳技术与概念，并不断在技 

术训练中对运动员强调，提高运动员技术动作的意识。

1.3.1实验时间

实验队员每周会进行波浪式蛙泳技术训练三次， 

每次训练时长为一小时，另一小时由主教练执行常规 

训练计划，实验训练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实验遵循循 

序渐进、由易到难的原则，在第一个月以改进手和腿 

的技术动作,使运动员掌握波浪式蛙泳基本手、腿技术, 

并提出技术意识在练习中的重要性。

1.3.2实验计划设计

根据应静莉《对少年游泳运动员“波浪式”蛙泳 

教法的探讨》中采用的对臂、腿和配合分段的训练方 

法进行训练。腿部练习可以减少运动员在游进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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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腿时的阻力增强蹬腿推进力，使运动员感受在改进 

蛙泳腿技术后减少骯关节上下浮动的影响。臂部练习 

可以提高运动员划水效果，更好地保持核心位置与身 

体流线型，感受运用划水技术时，拉高身体与伸手前 

冲使上半身肌肉的发力时机。在第一个月的基础技术 

练习后，通过配合练习协调配合手与腿的技术动作， 

使运动员在游进时保持良好的流线型身体姿态，提高 

动作间的滑行效果，使运动员形成完整的波浪式蛙泳 

动作的技术意识。

2 结果与分析

2.1实验前后运动员对技术意识的变化

通过对运动员谈话了解在实验前期运动员对技术 

意识的认知阶段处在教练有意识地进行教学而运动员 

处于没有自主意识的进行训练。在实验中对运动员强 

调技术的讲解以及通过对波浪式蛙泳的技术模仿练习， 

在运动员脑海中建立正确的技术动作。逐渐将实验前 

教练有意识的教学运动员无意识学习的方式，转变为 

教练与运动员有意识的对技术进行掌握与练习，大大 

的提高了运动员对于技术学习的学习速度与学习技术 

的准确性。在实验第二个月中，通过配合的练习对技 

术意识整合与巩固，使运动员形成完整的波浪式蛙泳 

技术意识，实现对运动成绩的提高。

2.2平均成绩变动分析

在对表1对运动员实验前、中、后期的平均成绩 

数据对比发现，实验初期到中期的100米蛙泳平均成 

绩提高大于中期到实验末期100米蛙泳平均成绩的提 

高。根据实验的设计在实验初期到中期测试间，对运 

动员进行了针对划手与收蹬腿的基础技术教学与技术 

意识的培养。通过分析认为，进行基础划手与蹬腿技 

术训练与技术意识的培养，对技术基础较弱且暂无技 

术意识的青少年运动员，提高基础动作技术和初步的 

形成技术意识的概念，起到成绩提高的效果大于进行 

完整技术的训练。因此在学习新的技术动作前打好基 

础与对技术意识的培养是十分关键且有效的。

2.3 P值变动分析

根据表1中P值的数据进行分析，分析出在进行 

一月的划手与蹬腿的基础练习后，原始成绩与中期成 

绩通过t检验得出（P > 0.05）并无显著差异。而在第 

二个月的完整配合训练后，通过最终成绩再与原始成 

绩进行t检验发现（P < 0.01）有极显著差异。在实验 

结束后对运动员的采访，了解到运动员经过技术训练 

后，能够清楚的理解波浪式蛙泳的技术重点，熟练掌 

握波浪式蛙泳手与腿技术动作相结合的运用，也能够 

清楚地形成波浪式蛙泳的技术意识。在通过中期成绩 

与原始成绩这两项反映出，在初期进行一个月的技术 

训练后，针对蹬腿与划手的技术进行改进，对运动成 

绩的提高并无显著的效果。但加上第二个月对波浪式 

蛙泳技术完整配合训练后，通过最终成绩与原始成绩 

进行的t检验发现，实验前后有着极显著的差异。这表

明在前期通过对运动员进行手与腿的基础技术训练后, 

需要再通过配合的练习方式相结合，使运动员在游进 

时掌握正确的动作节奏和对技术动作的保持，在练习 

中形成正确的技术意识，对运动成绩的提高效果有效。

表1实验前后成绩平均值变化与t检验

平均成绩（秒） 差值（秒） P值

原始成绩 1： 38.26
中期成绩 1： 36.39 -1.87 0.062
最终成绩 1： 35.13 -3.13 0.007

3 结论与建议

3.1技术意识的形成对成绩提高的重要性

经过实验后通过数值变化与对运动员的采访后， 

了解到在经过技术训练后形成正确的波浪式蛙泳的技 

术意识，能够使运动员在训练中，由教练的不断地叮 

嘱转变为主动注意技术动作的细节，逐渐对成绩起到 

提高。建议注重青少年训练中对游泳技术意识的培养， 

只有在平时的训练中运用正确的训练方法与教学手段 

形成规范的技术动作，才能使运动员在日后的训练与 

比赛中受益。

3.2技术基础训练对运动成绩的提高

在对实验前后期平均成绩的对比分析，在得到基 

础的手腿技术提升对成绩的影响和后期配合技术的训 

练都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因此建议在进行技术教学前， 

注重对基础技术的教学，只有打好技术基础形成正确 

的技术动作，才能使在之后的技术学习中更快的掌握 

技术要领。

3.3波浪式蛙泳技术对提高青少年运动成绩的提高具有 

帮助

通过实验结果得出通过对青少年运动员进行波浪 

式蛙泳的技术教学，对提高运动成绩是有效的。在青 

少年女子运动员发育前期进行技术训练改进，提升对 

波浪式蛙泳技术的运用，掌握正确的技术节奏与保持 

良好的流线型身体姿态，能够提高运动成绩，减少进 

行大力量训练对正在生长发育的青少年产生的负面影 

响，提升青少年运动员的技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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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改变运动员速度的训练模式，提高速度训练质量

根据目前辽宁省马拉松运动员速度训练情况来分 

析，存在的不足为大多数教练员没有明确的速度训练 

计划，没有专门的速度训练课，教练员往往把有氧耐 

力训练和速度耐力训练放在主要位置，容易忽视纯粹 

的速度训练。所以，教练员应该加强运动员绝对速度 

训练的比重，并且在速度训练课中，注重高质量的完成, 

从而提高运动员速度能力，这为运动员在比赛最后冲 

刺阶段获取优异成绩或名次提供有利保证。

2.8重点加大基层体校中长跑运动员的培养

良好的基层运动员基础可以为省队选材提供更大 

的选材范围，增加基层体校参加全省比赛和轮训机会， 

激发我省青少年中长跑运动员的训练激情，加大对基 

层体校教练员的培训次数，能够用科学的选材及训练 

方法为优秀的中长跑后备人才打下夯实的身体素质基 

础，增多与省队教练员的沟通更便于省队教练员发现 

优秀的马拉松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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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Breakthrough of 
Marathon Project In Liaoning Provinee

Chu Zhijun1 Qi Xin2
(1. Beipiao third senior high school, Liaoning Beipiao 122100, China;

2. Beipiao youth amateur sports school, Liaoning Beipiao 122100, China )
Abstract: The sport of Marathon in Liaoning Province has a brilliant history in China, the athletes of Liaoning Province had achieved 
many outstanding results in both the National Gam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athon. It is obviously seen that the competitive level 
of Liaoning Province about marathon has been declining , and it should b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by the government—leaders. 
Therefore, it is believed that finding the unfavorable factors against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aoning Marathon is extremely 
urgen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expert interview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and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athon training in Liaoning Province, explor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imtermeasures,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Liaoning Province Marathon sport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Keywords: Liaoning province marathon development bottleneck, and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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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Wave Breaststroke Techniqu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ee of 10-11 Year Old Female Swimmers 

Chen Xikai GuoYezhou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Shanghai 200082,China )

Abstract: Throug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experiment, measurement and observ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studies 10 young 
female swimmers aged 10—11 who have better results in breaststroke in Shanghai Changning District Swimming School.After two 
months of technical training, the 100 meter breaststroke performance of the 10 athletes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training of breaststroke technology and technical awareness is one of the key 位ctors to achieve excellent results.
Keywords: breaststroke teenagers female athletes technic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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