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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面光滑，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运动

损伤。滑冰时哪些部位容易受伤？受伤后

应该怎么处理？为免于受伤我们应该怎么

保护自己？

黑龙江科技大学体育部研究人员曾对

该校上滑冰课的学生做过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学生在滑冰课中最易出现挫伤、扭伤

和骨折。显而易见，滑冰时由于冰鞋加上

冰刀比较高，脚部离地较远，容易崴脚；膝

关节经常用力，易受伤；人在摔倒时，会习

惯性用手撑地，因此腕部也易骨折。

四川省达州骨科医院副主任医师段勇

将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提到，遭遇运动损

伤要会自救。

若遇到严重摔伤，比如脖子或腰受伤，

伤者要在脊柱不动的情况下保持原有的姿

势，躺在担架上或木板上让他人送自己到

医院检查。其间最好不要动，也不要让别

人搬动，免得已经错位的脊柱进一步伤到

周围神经。

若是身体其他部位骨折，可以找一块

板子或一根棍子将受伤部位固定，再进行

下一步行动。如果出现关节扭伤或肌肉挫

伤，可用冰或雪冷敷，然后再进行包扎，伤

处就不容易出血肿胀。扭伤后千万别揉，

扭伤后血管破了，再一揉容易伤得更重。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发生何种程度的运动

损伤，最好都去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以

发现隐藏性骨折，并及时进行专业治疗。

为防患于未然，专家建议滑冰时要将

保护意识贯穿始终：运动前应充分热身，使

肌肉、神经系统兴奋起来；必要时穿戴护

腕、护膝、宽腰带等护具；剧烈运动后不要

立刻让身体静止，而应减速缓停，让处于应

激状态的身体各器官慢慢恢复原来状态。

与专业运动员追求极致、勇争荣誉不

同，普通滑冰爱好者更注重从滑冰中获得快

乐的体验。运动诚可贵，安全价更高。只有

心中始终绷紧一根自我保护的弦，才能在冰

场上尽情享受冬季运动带来的快乐。

滑冰受伤科学处置很重要

◎实习记者 于紫月

据外媒报道，2021 年世界花样滑冰锦

标赛仍将按计划于 3 月 22 日至 28 日在瑞

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这届在全球抗疫背

景下举行的世锦赛也是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资格赛，直接决定着北京冬奥会的参赛

席位分配。

集竞技与艺术于一身的花样滑冰是备

受关注的比赛项目之一。运动员在赛场上

翩翩起舞，不时上演冰上旋转。

那么，问题来了。普通人穿上冰鞋，能

在冰面上不摔倒就已十分不易，专业运动

员还要做各种高难度动作，那么他们是如

何保持平衡的？为何他们多次旋转却不会

产生晕眩？普通人能做到吗？带着这些问

题，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业人士。

旋转、跳跃，闭着眼……

想成为冰场最靓的仔
你得训练前庭习服能力

滑冰作为冬季的传统户外项目，每年

都能吸引很多人参与其中。但你有没有想

过，为什么冰面会这么滑呢？

冰面自带天然润滑剂

问起冰为什么那么滑，可能有些人会

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冰面足够光滑！”

这个解释或许有几分道理，可真正滑

过冰的人一定知道，户外的冰面往往很粗

糙，根本就不光滑。但奇怪的是，只要稍不

留神，走在冰面上就能摔一跤。不必说室

外冰场，就算是冬天路边一摊积水结成的

碎冰碴子，也能瞬间把人放倒。

另外一个例子也能证明，这样的解释

是不合理的。

酒店里洁净的大理石地板要比天然冰

面光滑得多，可人们依旧能在上面健步如

飞，不用像在冰面上那样小心翼翼。

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冰面如此光滑？

其实，想让物体变滑，只需薄薄一层润

滑剂即可，它可以是水、蜡、矿物油，也可以

是细砂粒、石墨粉。润滑剂能大大降低物

体间的摩擦。而水就是冰面自带的天然润

滑剂。当我们站在冰面上时，脚部并不与

冰面直接接触，而是隔着一层具有流动性

的水膜。

冰面上的水从何而来

讲到这里，冰面为什么滑的问题已经

解释完了，但仍有一个问题未被解决——

冰面上的水从何而来？

我们都知道，冰在零摄氏度时才会融

化。上个月北京室外温度可达零下五六

度，甚至还曾低至零下十多度，这个温度显

然不足以让冰表面融化。

其实，“冰在零摄氏度时会融化”并不

准确，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只有

在一个标准大气压下，冰的熔点才为零摄

氏度。

早在 1850 年，科学家就发现增加压强

会使冰的熔点降低。第一个把这个规律和

滑冰联系起来的人是爱尔兰物理学家约

翰·乔利。

他认为，当人站在冰面上时，身体对冰

面产生的压强会使冰的熔点低于零摄氏

度，让冰的表面融化，形成一层具有润滑作

用的水膜，使冰面变滑。人如果穿上有薄

薄冰刀的滑冰鞋，那么施加在冰上的压强

会更大，熔点就会下降得更多。

据约翰·乔利的计算，穿着冰鞋的成

年 人 会 给 冰 表 面 施 加 超 过 标 准 大 气 压

400 多倍的压强，能使冰的熔点降到-3.5

摄氏度。

“冰面上的水从何而来”的问题似乎被

完美地解决了，但总有一些不对劲的地

方。入冬后，我国东北地区的气温能达到

零下几十度，按照约翰·乔利的理论，东北

的冰面应该不会融化，不会让人滑倒，也很

难在上面滑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冰

面上“滑刺溜”是东北日常冬季活动之一。

且不说东北，一般花样滑冰场冰面的

最佳温度约为-5.5 摄氏度，且花样滑冰鞋

上的冰刀很厚，绝大多数情况下运动员也

是身轻如燕，约翰·乔利的理论完全无法对

其进行解释。

更尴尬的是，约翰·乔利在其实验中，

将冰刀与冰面的接触面积设定为 0.02平方

英寸。

但事实上冰刀是很厚的，接触面积要

远大于这个数，这意味着冰面被施加的压

强可能远不足以让熔点下降得如此之多。

曾有人实验测算，一个 70公斤的人站在冰

刀上，只能让冰的熔点降低 0.017摄氏度。

1939 年，弗兰克·鲍登和 T·P·休斯提

出，是鞋底或冰刀与冰面之间摩擦产生的

热量，促使冰面融化，形成了一层水膜。

经反复实验，他们认为相比于压强，摩

擦是使冰表面融化的主要因素。为了验证

这个结论，他们甚至将实验地点设在了海

拔 3346 米的冰冷山洞中，还动用了干冰、

液化气体等制冷技术。

然而，他们二人的解释并未让学界满

意。

此时，一个念头在人们脑中产生：会不

会冰的表面本身就存在着一层水呢？

20 世纪中期，随着固体物理与材料科

学的进步，以及材料探测技术手段的更新，

人们发现在冰的表面天然存在一层介乎于

水与冰之间、具有流动性的表面态物质。

它并非是冰融化后形成的水，即便温

度低于熔点，这层物质也能存在，一些学

者将其称为“准液体层”。它的厚度和温

度有关，温度低于熔点越多，这层准液体

就越薄。

1987 年，科学家利用 X 射线衍射“看”

到了冰表面的微观结构，证实了冰表面确

实存在着一层准液体。

进入 21 世纪，科学家们用非线性光学

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了冰表面准液体的结构

与性质。还有一些研究团队用分子动力学

方法拿计算机模拟了冰表面水分子的排列

方式，甚至模拟出了水分子如何在冰表面

“跑来跑去”。

但这些水分子就是润滑剂吗？生活

中的润滑剂通常是油状的、膏状的，很少

看见像水一样质地的。润滑剂不仅要有

很好的流动性，通常还要有一定的弹性和

黏度。

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

科学家们用一个类似音叉的装置和毫米级

的玻璃珠巧妙地测量了这层准液体的力学

特性。音叉振动带动小玻璃珠在冰面滑

移，加速计则捕捉到这一过程中玻璃珠的

运动状态。

科学家在实验中发现，这层准液体可

以被看作是水和微小碎冰的混合物，它的

黏性比水大得多，如同油一般，同时也具有

接近固态冰的弹性。合适的黏性与弹性使

得冰表面的准液体甚至比水的润滑效果还

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冰面比泼了水的

光滑地板还滑。

就此，“冰为什么滑”这个问题有了较

为完整的解释。

说了这么多，想必很多人已经按捺不

住，想马上去冰场一展风采了。别着急，最

后提醒大家，一定要在正规冰场滑冰，同时

佩戴好必要的护具，注意自身安全。

（来源：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冰为什么这么滑？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

“人体维持平衡有三大法宝：本体感觉

系统、视觉系统和前庭系统。”中华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学会常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友谊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龚树

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本体感觉系统是指肌肉、关节等运动

器官本身在运动或静止时产生的感觉。

也许很多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天黑走

夜路时总感觉走不稳，单腿站立闭上眼睛

时会不由自主地左右摇晃。可若换成白天

或者睁开眼睛则会感觉更稳一点，这其实

就是视觉系统在帮助人体维持平衡。

前庭系统位于人体内耳，由耳蜗外的 3

个半规管和球囊以及椭圆囊组成，是人体

对自身运动状态和头在空间位置的感受

器，在人体维持平衡的三大系统中发挥着

最重要的作用。前庭系统的 3 个半规管中

充满了液体，其会随着点头、摇头、转头等

动作而晃动，从而感知运动信息，进而纠正

身体的失衡状态。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普通人在急速转圈

时，会有眩晕感。人在旋转时半规管中的

液体也会随之晃动，人停下后这些液体出

于惯性仍未停止晃动，这就给了大脑一个

错误信号：身体还处在运动状态中。大脑

误以为真，为了防止摔倒，促使身体向一边

倾斜、甚至东倒西歪。旋转使前庭受到了

刺激，从而让人感到眩晕、恶心。

“至于花样滑冰运动员为何转不晕，这

与前庭习服有关，在大量科学规范性训练

的基础上，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身体已习惯

处于旋转的状态，使原本受旋转刺激产生

的反应不断减轻，甚至消失。”龚树生说。

记者查阅相关公开资料发现，针对花

样滑冰运动员前庭器官训练的方式有很

多，既有不受限于场地、器械的训练方式，

也有需要器械辅助的训练方式。例如，陆

地空转训练只需在训练场地划一条线，运

动员保持双手侧平举姿势，在不偏离线痕

的情况下进行平转，并反复练习。也有运

动员借助类似转椅的器械，站在上面受训。

同样需要前庭习服训练的，还有飞行

员、航天员等从事特殊职业的人群，他们的

训练器械包括旋转椅、秋千等。

前庭习服训练让人适应天旋地转

相信每一位滑冰爱好者看到专业运动

员在冰面上飞舞旋转的场景，都会心生羡

慕，那么普通人能否做到这一点呢？

“几乎每个人都具有前庭习服的能力，

但是必须经过大量科学的训练，习服能力

才会越来越好。”龚树生表示。

一项曾发表于《中华航空航天医学杂

志》上的研究显示，经常性、有针对性的旋

转练习可提升个体的前庭习服能力，增强

前庭功能的稳定性。研究人员对 4000余名

学生的前庭习服能力进行检测，检测前将

之分为体训组和未体训组。其中，体训组

在 3年间会进行一些有针对性的训练，如打

地转、坐转椅等；未体训组不进行相关训

练。结果显示，体训组学生测试未通过率

为 2.4%，未体训组学生测试未通过率为

4.2%，体训组学生前庭功能的稳定性明显

好于未体训组学生。

研究还显示，前庭习服能力具有时效

性，前庭习服产生后可存在数周至数月，

如果之后继续训练、不断刺激，可使之保

持很久。

“虽然人人都有前庭习服的能力，但

是个体差异 很 大 。”龚 树 生 坦 言 ，“ 有 些

个体间前庭习服能力差异很大

人就是老天爷赏饭吃，有些人则可能要

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还

有些人即便后天再努力，终其一生也无

法达到比赛的要求。这也是优秀的专业

运动员、飞行员和航天员都是万里挑一

的原因之一。”

当然，还有一些人本身保持平衡的能

力低下，不适合滑冰等高难度运动，甚至在

驾驶、高空作业等场景中也饱受折磨。

龚树生指出，这些人群包括耳石症、梅

尼埃病等耳部疾病患者，还包括中枢神经

系统疾病患者等。同时，随着年龄增加，包

括平衡力在内的身体各方面机能也会逐渐

下降，所以老年人也不适合做这类高难度

动作。此外，患有全身性疾病，如高血压、

糖尿病、肾功能损伤等的人，也不建议进行

具有高难动作的运动。

宝剑锋从磨砺出。那些冰场上翩然舞

动的运动员，他们赢得了无数掌声，但那是

夜以继日训练的结果。作为滑冰爱好者，

在没有专业指导的情况下，还需根据自己

身体条件量力而行。

花样滑冰运动员为何转不晕，这与前庭习服有关，在

大量科学规范性训练的基础上，花样滑冰运动员的身体已

习惯处于旋转的状态，使原本受旋转刺激产生的反应不断

减轻，甚至消失。

龚树生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会常委、首都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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