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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球运动中的伤病说“NO”
江苏省体育局 联合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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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三出版)
江苏体科所 李勇

●侧卧在垫子上，
下侧的手臂弯
1曲垫于头下，
上侧腰间搭一条卷起来

网球与台球、保龄球、高尔夫球并称世界
四大绅士体育项目，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底
蕴。长期参与网球运动，参与者各项身体素质
将会得到显著的提高，是一项不论男女老少都
可参加并与之相伴一生的健身活动。正是因
为网球运动具有如此众多的功能和优势，网球
运动才会在群众中得到大力的普及，受到人们
广泛的喜爱。

的毛巾，
用来垫上侧肘部；
●上侧手臂肘部弯曲呈 90 度，
并将肘部倚在毛巾上，
使大臂紧贴身
体，
前臂在腹部前面垂下手心朝下；
●将手（重物）向上运动，
直至最
大位置，不要停顿，缓缓回到起始位
置，重复动作；手向上时肘部要夹住
毛巾，
不要抬大臂。
●每次练习 3~5 组，每组大于 10
次为宜。

不可轻视的网球伤病
随着参与者网球技术水平和参
与时间的增多，所面临的问题也越来
越多，伤病就是其中之一。
“伤病猛于
虎也”，在竞技体育当中流传甚广，在
广大的业余爱好者当中也是一样，伤
病的出现不仅影响参与运动的积极
性，而且对我们的身心也会带来很多
的负面影响。
从图片上，我们看到优秀的运动
员都会受到伤病的侵袭，业余网球
参与者更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根
据相关的研究，业余网球爱好者的

●平躺在垫子上，两腿弯曲，两
2
脚分开，与肩同宽，踩在地面上，两

伤病部位主要集中在腕部、肩部、肘
关节、腰部以及膝关节。在网球运
动中，是比较避讳在大力击球过程
中过多使用腕部的，因为网球拍较
重，再加上击球时的引拍挥拍，如果
用手腕去完成动作，极易造成腕部
的 损 伤 ；在 网 球 运 动 过 程 中 ，肘 关
节、肩关节、腰部、膝关节的使用比
较频繁，对四个关节的运动过程中
的协调发力和“维修与保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如果保障不力，极易出
现疼痛和伤病。

手自然平放在身体两侧，腰部紧贴
地面。
●屁股用力并向上抬起至躯干
和大腿呈一条直线，膝关节呈 90 度，
保持 10-20 秒，
慢慢回到起始位置。
● 重 复 3- 5 次 ，每 次 练 习 3~5
组。
●自然俯卧在地板（瑜伽垫或
3
小毛毯）上，双臂伸向两侧呈“T”形，

哪些因素会造成网球运动的伤病
其一，技术动作不合理。非常多
的业余网球参与者因为网球技术动
作出现问题，而导致出现身体损伤与
病痛。对网球技术动作的掌握，是需
要时间和过程的。现如今很多的业
余爱好者，刚开始接触到网球这个运
动，有了几次挥拍的训练之后，就想
着去打比赛，这样极易出现不规范或
没有定型的技术动作；同时网球运动
是非常注重步伐练习的，很多爱好者
忽视这一点，只注重击球的感觉，忽
视了力的传递（击球过程中力从脚底
由下而上传递到手腕），就会造成动
作技术水平掌握不够到位。且网球
运动对于动作的要求比较准确，如果
没有学习到科学的技术动作，并一直
按照错误的动作进行日常的练习与
比赛，违背人体运动的科学，导致身
体在非正常运动的状态下，形成损伤
是在所难免的了。
其二，准备活动不充分。在众多
的网球伤病因素里，准备活动不充分
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网球运动需
要参与者保持不断地移动、跳动、挥
拍，是不断变换着连续着的运动，现
如今，很多的爱好者，一到球场就比
较“嗨”，直接拿起球拍上场打球，准
备活动的不充分，肌肉粘滞性比较
高，身体内器官还未适应运动状态，
很容易造成韧带、肌肉、关节等方面
的伤病；由于受到场地的限制，参与

者轮换进行双打或单打比赛，在休息
期间，身体变冷（尤其冬日），肌肉粘
滞性增强，身体器官进入到非运动期
状态，若不进行任何的保温和激活，
在一段时间后直接进行网球运动，也
是极其容易造成网球损伤的。
其三，运动负荷过大。很多的爱
好者在参与的网球运动过程中时，往
往容易出现运动的时间过长、强度过
大的现象，而且还会出现一周好几场
甚至一天好几场的局面，这样会给我
们的机体带来不能承受的压力，由于
身体得不到恢复，始终处于透支状
态，某些承受负荷比较大的地方，如
韧带、关节、肌肉等等，就会出现急性
或劳损性伤病。
其四，缺少体能素质训练。网球
运动中，参与者需要积极调动身体各
方面的能力才能表现出较好的运动
状态，对全面的身体素质（力量、速
度、灵敏、柔韧等）要求较高。不同技
术水平下的身体素质要求也是不同
的，水平的逐渐提高，身体素质的要
求也是提升的，力量、反应、灵敏、速
度都需要逐步提升。业余网球运动
参与者往往注重的是常规击球练习
以及球感，对于身体素质的提高不够
重视，因此有较多的业余网球运动参
与者的身体素质欠佳，出现了伤病，
如大腿后侧肌肉力量不足，极其容易
造成膝关节的损伤。

或双臂伸向头的斜上方呈“V”字形，
双臂自然放松；
●双臂保持“T”或“V”字形，将
伸展的手臂抬离地面 5 厘米左右；
●保持抬起姿势 15—30 秒钟，
然后恢复到起始位置；
●重复6-10次，
每次练习3~5组。

●手持哑铃或其他重物站立， 5 ●弓步蹲起：双脚分开大约两脚掌
4两脚分开与肩同宽，
距离，上身始终保持直立平稳，双手叉腰
脚尖向前，屁股
后坐，躯干向前倾斜 60°左右（背部
呈一条线），
保持这个姿势。
●手自然下垂，肘部略微弯曲，
手臂向背部伸展，伸展到最大限度
时保持 1 秒，
恢复原状。
●这个练习可以提高肩后面和
手臂后面的力量。
●建议每次练习 2~4 组，每组
10~15 次为宜。

●平躺，自然放松，大小腿呈 90°左
6
右；

●将手放于大腿上面，缓慢抬上身，
手掌触碰到膝关节时，保持 3 秒左右，然
后恢复原状；
●这个练习可以提高上腹部的力
量。建议每组练习大于 10 次为宜，2-4
组/天，
每周 3-5 次。

如何避免或减少网球运动中的伤病
其实看到标题，大家应该知道该
怎么做了，因为已经知道了造成损伤
的几方面的原因，见招拆招，便会得
到我们想要的答案。
首先，熟练掌握科学合理的技术
动作对于预防网球损伤来说非常重
要，业余网球运动参与者在练习中应
当在观看动作视频或者在专业教练
的指导下，学习正确的动作，并且在
这之上进行训练，当达到一定熟练程
度之后再去比赛，这样乐趣、成就感、
身心才会达到更高的境界。
其次，积极进行准备活动、放松
整理活动，同时运动要适可而止。在
网球运动之前要进行一定的准备活

动，可以采用慢跑、做操、拉伸等，身
体发热，韧带与关节活动开即可；运
动结束后，要进行整理活动或拉伸活
动，让身体的温度慢慢降下来；同时
遵循“物极必反”的原则，运动不能贪
多，达到锻炼的效果即可。
最后，要加强身体素质的锻炼，
尤其是力量素质的训练，可以从手臂
力量、腰腹力量、腿部力量、臀部以及
肩部力量为主，加入一些网球运动常
见损伤（网球肘、肩部撞击症、髌腱炎
等等）的针对性练习，这样就可以在
预防伤病的基础上，同时还能提高自
己的球技，一举两得！以下介绍几种
常见的力量训练方法，
仅作为参考。

或自然下垂；
●吸气然后下蹲成弓步姿势，直到
前腿大腿大致与地面平行。然后呼气回
到起始位置；
●然后换左腿重复动作，收腿时尽
量保持身体稳定；
●该练习可以锻炼屁股和大腿前面
的肌肉，从而保护膝关节，尤其适合于膝
关节已有不适的朋友；
●建议 10~15 次/组，
2-4 组/天。

“南京银行”2019 亚洲户外运动节 18 日浦口开幕
扬子晚报讯（陆取）由南京市浦口
区人民政府、江苏省户外和登山运动
协会共同主办的“南京银行·2019 亚洲
户外运动节”5 月 18 日-19 日将在南
京浦口水墨大埝美丽乡村休闲旅游区
开幕。
作为第三届浦口“律动之春”体育
休闲季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户外运动
节”提倡人们迈开步子走向自然，体验
户外运动的魅力享受健康生活。

江苏省亲子户外体育运动嘉年华、
4.5KM 亲子家庭越野赛、省极限扁带交
流活动、省多旋翼飞行器对地侦察挑战
赛、省车辆模型公开赛、特技风筝展演、
越野滑步车大赛、多项户外赛事汇聚于
此，还有刺激的动力伞特技表演、攻防
箭对抗、帐篷大会、真人吃鸡挑战、野外
生存课程、没有什么能比来南京银行
2019 亚洲户外运动节更能唤醒春困，
元气满满，一起嗨爆这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