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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备战东京奥运会，以竞技体育政策比较模型（sports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SPLISS）项目的 9 个支柱为框架，研究我国东京奥运会主要竞争对手的竞技体育政策，提出我国竞技体

育的发展路径。研究认为，用 SPLISS 模型比较国际竞技体育政策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美国、俄罗斯、英国和

日本在财政投入、管理体制和科技保障等备战政策方面表现出高度相似的共性特征，其他各支柱也不遗余力地支

持备战，但在操作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政策环境不同，不同国家也表现出各自独

特的优势和不足。我国在奥运周期中应以政策创新整合多方资源，拓展奥运备战的经济基础；创新体育发展方

式，健全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体制；全面提高体育运动参与率，学校、体育俱乐部和业余联赛三位一体共同推动后

备人才培养；扩大选材途径，优化精英人才培养机制；备战“以运动员为中心”，完善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盘活

训练设施的“存量资源”，增加训练设施的“增量资源”；提高教练员团队的决策权，完善教练员职业培训体系；

积极组织、参加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坚持“科体协同”思想，推动奥运备战的科技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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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取得了辉煌成

就，体现了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竞技

体育的发展见证着国家从弱国走向强国，充分展现了国家

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果（杨国庆 等,2018）。党的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重视奥林匹克运动，继续实施奥运争

光计划，要在十三五期间的两届奥运会中继续争取优异成

绩，可见国家对奥运会成绩的高度重视。竞技体育政策作

为影响奥运成绩的重要因素，一直是各国密切关注、考量

和比较的元素之一（袁守龙,2018）。实践证明，我国在竞

技体育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一直有着独到之处，但我国竞

技体育目前也存在诸多问题，诸如竞技体育项目结构、后

备人才培养、运动队管理和训练水平、体制改革与创新等

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奥运表现。 

更值得关注的是为应对奥运赛场的激烈竞争，世界各

国纷纷制定了涵盖财政投入、后备人才、体育科研等方面

的竞技体育政策。在东京奥运赛场上，中国代表团必将与

美国、俄罗斯、英国和日本 4 个强劲的对手展开激烈较

量。面对东京奥运会的挑战，亟待重新审视、定位和改革

我国的竞技体育政策。比利时学者 De Bossher 开发的竞技

体育政策比较模型（sports policy factors leading to international 

sporting success，SPLISS），可以纵向梳理各国的竞技体育

政策演变，横向比较各国的竞技体育政策优劣，是衡量国

际竞技体育政策的有效分析工具。为此，本研究在梳理

SPLISS 项目中影响国际竞技体育成功的 9 个政策因素的基

础上，分析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备战东京奥运会

的竞技体育政策。 

 

1   SPLISS 分析工具概述 

比利时学者 De Bossher 及其研究团队开展了 SPLISS 研

究项目，对 6 个国家的竞技体育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认为

国际竞技体育成功因素可以划分为宏观（社会文化环境）、

中观（竞技体育政策、体制等因素）和微观（个体运动员

的遗传素质及其所处环境）3 个层面。SPLISS 分析比较的

范畴属于中观层面的政策因素。中观层面是指可能长期影

 
收稿日期：2018-09-20；修订日期：2019-08-1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TY088) 

*通信作者简介：吕和武(1982-),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体育教

育训练学, E-mail: lvhewu1982@126.com。 



吕和武，等：国际竞技体育政策分析及中国发展路径研究 

13 

响竞技体育发展的政策、体制等因素，其中，竞技体育政

策是一个能够有效整合资源、创造价值的系统，竞技体育

的竞争主要围绕着该系统展开（图 1）（Bosscher,et al., 

2006）。 

以影响奥运备战效能的竞技体育政策为主线，梳理出

决定奥运备战成功与否的 3 大要素：投入（input）、生产能

力（throughput）和产出（output）。SPLISS 的 3 大要素共包

含 9 个支柱（一级指标），126 个（二级指标）关键成功因

素（critical success factors，CSF），如表 1 和图 2 所示，国

家财政支持为投入部分（支柱 1），奖牌为产出部分。生产

能力为竞技体育政府机构（支柱 2）；体育运动参与（支柱

3）；人才识别和发展体系（支柱 4）；运动员及退役保障

（支柱 5）；训练设施（支柱 6）；教练员保障与发展（支柱

7）；国际国内比赛（支柱 8）；体育科研（支柱 9）（Bosscher, 

et al.,2010; Sotiriadou,et al.,2018）。 

 

 
图 1   个人与国家成功因素的关系模型（Bosscher,et al.,2006） 

Figure 1.   A Model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nd 

National Success Factors 

 

表 1   SPLISS 项目的关键成功因素（Bosscher,et al.,2010） 

Table 1   The List of Key Success Factors in SPLISS Model 

序号 支柱 二级指标 关键成功因素 

1 财政支持 1）国家级财政支持体育； 

2）国家级财政支持竞技体育； 

3）资金支持体育事业； 

4）资金支持竞技体育。 

1）全国体育支出总额及体育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竞技体育支出占全国

体育支出总额的比重； 

2）地方政府、赞助商及媒体对竞技体育的支出总额； 

3）国家管理机构、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发展计划的资金总额及对竞技

体育的资金总额，每个机构对竞技体育资助占体育总财政支持的比重。 

2 竞技体育 

政府机构 

1）有竞技体育机构； 

2）有长期发展规划； 

3）运动员、教练员等参与政策制定； 

4）有国家体育机构； 

5）有沟通、决策的制度和策略； 

6）资源用于优势项目。 

1）国家有竞技体育组织管理和决策机构，管理资金分配和协调全国资源；

2）制定竞技体育财政的 4～8 年长期规划，国家管理机构财政支持周期至少为

4年； 

3）定期与运动员，教练等进行政策绩效评估并参与决策过程； 

4）国家管理机构给予竞技体育多层次支持； 

5）国家管理机构由竞技体育专业人士参与决策，并有专门负责决策的竞

技体育管理委员会； 

6）与媒体有合作和沟通策略，有稳定的国际合作策略； 

7）国家管理机构有目的的资助竞技体育，75%的资金用于竞技体育。 

3 体育运动 

参与 

1）儿童有机会参加体育活动； 

2）高体育参与率； 

3）有俱乐部质量管理的国家政策。 

1）幼儿园、小学、中学每周体育时间不少于 100 分钟，组织至少 2 次/月

课外体育竞赛； 

2）体育俱乐部及注册会员人数多，参加体育活动的比例高； 

3）有提高体育俱乐部人才培养质量的国家政策、资金和评价工具。 

4 人才识别和

发展体系 

1）有鉴定天才运动员的系统； 

2）有人才培养和发展的国家管理机构；

3）给予年轻人才综合支持； 

4）完成训练和学习任务。 

1）有识别精英运动员的资金、国家标准、计划和人才测试系统； 

2）国家管理机构有长期和短期的人才发展规划； 

3）年轻人才在不同层次接受多维度支持服务； 

4）有年轻人才同时接受竞技体育训练和教育的法律条款。 

5 运动员及 

退役保障 

1）完善的生活环境； 

2）设计职业生涯支持计划； 

3）运动员有运动生涯和退役后的保障。

1）国家全权支持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运动员可以获得财政支持； 

2）有精英运动员的支持计划（除财政），有促进运动员晋升的支持计划；

3）政府/国家体育机构提供职业生涯后期的支持计划。 

6 训练设施 1）有体育设施记录； 
2）有国家或地区训练中心； 
3）有体育设施建设和更新资金。 

1）有场地设施以及运动员和教练员训练设施需求的数据库； 
2）有高质量的国家或地区竞技体育中心或场地设施网络，运动员可以全
时或优先使用训练设施； 
3）国家管理机构或俱乐部可以资助改造和建设体育设施。 

7 教练员保障
与发展 

1）有精英教练员； 
2）有教练员发展的机会和空间； 
3）教练员的生活环境优越； 
4）教练员的地位较高。 

1）有每年更新的教练员含学历和执教资格等细节的数据库，国家体育机
构有吸引世界顶级教练员的政策，并有国内教练员进阶的渠道； 
2）有教练员教育和培训的全国机构，教练员配有其他领域的专家； 
3）教练员的待遇良好，工作得到全国认可，职业前景高，有教练员职业
生涯的后期规划。 

体育系统环境
不易被体育政
策影响的因素

易被体育政策
影响的因素

易被体育政策
影响的因素

不易被影体育
政策响的因素

国
家
成
功 

国
家
成
功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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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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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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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支柱 二级指标 关键成功因素 

8 国际国内 
比赛 

1）有增加体育赛事数量的全国规划； 
2）运动员能充分参与国际高水平的比赛；
3）国家级竞赛的水平与国际水平相当。

1）有组织国际赛事的国家长期规划和资金，为初级和中级运动员举办数
量众多的国际赛事； 
2）年轻人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加国际比赛的资金由国家负责，参加足
够多的国际比赛； 
3）每个项目在各年龄段都有国际顶级水平的运动员，形成国家内部的竞
争格局。 

9 体育科研 1）支持科学研究和创新； 
2）科学研究的成果在教练员和国家管
理机构之间分享、融合和传播。 

1）竞技体育科研与创新有充分的财政支持； 
2）有竞技体育科学研究和创新的国家研究中心、国家管理机构及数据
库，有国家管理机构、俱乐部、精英运动员和教练员交流科学信息的网
络，竞技体育训练中运用体育科学信息指导训练工作。 

 

SPLISS 最初只是一个关于竞技体育政策的国际比较项

目，在探究本国竞技体育政策优劣，衡量本国竞技体育投

入与产出效益，比较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Winand,2010）。SPLISS 项目已经于 2013 年和 2015 年

分别在安特卫普和墨尔本举办了 2 次专题国际会议，并已

成为大多数体育管理会议的关键议题之一，SPLSS 逐渐演

变成为具有国际广泛共识的、衡量国际竞技体育政策的分

析工具。现在 SPLISS 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涵盖 15 个国家、

58 名研究者和 33 名决策者的研究竞技体育政策的国际网

络合作体（Bosscher,et al.,2017），成为系统研究国际竞技体

育政策的重要分析工具。 

 

 

图 2   影响国际竞技体育成功的 9 大政策因素（Bosscher,et al.,2008） 

Figure 2.   The Nine Policy Factors Affecting the Success of International Athletic Sports 

 

2   我国主要竞争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共性特征、优势与不足 

美、俄、英、日等都十分重视 SPLISS 模型中的 9 个支

柱因素，且在财政投入、管理体制和科技保障等方面表现

出高度相似的共性特征，即通过国家力量来强化本国竞技

体育发展的经济、制度和科技基础。其他各支柱全力支持

奥运备战的核心思想相同，但在具体的操作方式上存在一

定的差异。同时，根据各国政治制度或政策环境的差异，

不同国家也有自身的优势与不足（表 2）。 

2.1   我国主要竞争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共性特征 

2.1.1   财政投入方面 

美、俄、英、日等国政府和各级组织都在不断加大竞

技体育的投入，以提高奖牌获得者奖金和减免所得税等方式

激励运动员刻苦训练，以取得优异成绩（Vrooman,2010）。

美国奥委会将东京奥运金牌得主的奖金由里约奥运会的 2.5

万提高至 3.75 万美元，银牌奖金由 1.5 万提高至 2.25 万美

元，铜牌奖金由 1 万提高至 1.5 万美元，并颁布“联邦支

持奥运会和残奥会运动员法案”，免除所有运动员所获奖牌

的收入所得税。俄罗斯虽然当前经济状况不佳，但仍加大

了备战的资金投入，加强体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运动员

和教练员待遇、提高运动员的训练水平。英国政府对 2016

年里约奥运周期资金保障的承诺，将延续至 2020 年东京奥

运周期，并将增加中央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资助。英国财政

成果
产  出

提高   程度投入 

投入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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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拨款占 1/3 左右，英国国家彩票公益金占 2/3 左右。日

本奥委会将金牌奖金从 300 万日元（约合 2.8 万美元）增

加到 500 万日元（约合 4.7 万美元），东京奥运会上所获得

的奖牌奖金将达 1 亿 4 600 万日元（约合 13.8 万美元）。日

本 2019 年度预算案中，用于 2020 举办年东京奥运会、残

奥会的准备金共计 5 330 亿日元（约合 50.4 亿美元），其中

主要部分用于完善设施。政府财政投入的增加是各国备战

东京奥运的首要特征，而且，政府不仅直接增加财政投

入，更是在政策支持上开通了绿色通道。这就启示我们，

当我国政府投入有了一定强度后，可以在政策红利方面有

进一步的创新和突破。与此同时，其投资主体多元，除了

财政资金外，社会赞助、基金会、国家彩票等在奥运备战

中都要有不同程度的贡献。这提示，我国在备战中需要想

方设法，更好地整合多方资源，以丰富奥运备战的投资主

体，拓展奥运备战的经济基础。 

 

 

表 2   基于 SPLISS 模型的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的奥运备战政策 

Table 2   The List of United States, Russia, UK and Japan Olympic Preparedness Policy in SPLISS Model 

支柱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日本 

财政支持 东京奥运会金牌奖金 3.75
万、银牌奖金 2.25 万、铜牌
奖金 1.5 万美元；出台减免
所得税的“1104 号法案”。 

出台加大政府资金投入的
《俄罗斯联邦 2020 年前体育
发展战略》。在 2019－2024
年间拨款 43 亿卢布（约合
645 万 美 元 ） 用 于 奥 运 备
战。 

“渴望基金”的资助总额为
300 万英磅。2017－2021 年
英国政府将拨款 2.04 亿英镑
（约合 2.93 亿美元）。英国
国家彩票公益金支持英国东
京奥运。 

将国家税金投入到东京奥运
备战中。2018 年的备战预算
达 401 亿日元（约合 3.78 亿
美元），东京奥运会的金牌
奖金提高到 500 万日元（约
合 4.7 万美元）。 

竞技体育
政府机构 

美国奥委会（USOC）、美
国 单 项 体 育 联 合 会
（NSOs）、美国大学生体
育联合会（NCAA）是美国
奥运备战的三大组织。 

奥运备战由三级管理体系组
成：联邦政府委员会、备战
总部、专家委员会。 

英国体育理事会、英国文化
传媒与体育部、英国奥林匹
克 基 金 会 、 英 国 体 育 局
（UK Sport）将全力支持备
战东京奥运会。 

日本奥委会、“日本体育振
兴中心”（ JSC）日本体育
厅、日本文部科学省体育局
等主管奥运会备战和参赛工
作。 

体育运动
参与 

美国国家州立中学协会组织
全美学生体育竞赛。NCAA
中有 0.5%能进入职业联盟，
并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 

俄 罗 斯 奥 委 会 在 《 2016－
2020 年青少年体育发展计
划》中规定，到 2020 年在
专业运动机构中 6～15 岁儿
童数量要增加 40%。 

政府制定了“运动员到场计
划”，由英国体育理事会负
责运作，通过优秀奥运运动
员到学校和社区与青少年进
行体育互动。 

初中和高中体育联盟负责全
国初中和高中的体育竞赛组
织，联盟内设有大约 20 个
单项体育联盟。 

人才识别
和发展体
系 

美国奥委会开办“选拔营”
遴选和招募“下届奥运希望
之星”，并获得经费、训练
和医疗支持。 

青少年体育学校体系负责察
觉、识别、选择和发展具有
天赋的年轻运动员，并将其
置于竞技能力培养的长期发
展规划之中。 

各运动协会引入了“表现总
监”。英国赛艇协会实施了
选拔和培养奥运选手的“起
步计划”。 

制定了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适龄选手的选拔培养计划，
各单项体育协会加大了青少
年的培养力度和重点项目的
建设力度。 

运动员及
退役保障 

大学生运动员可以延期毕业
1 年，给予运动员就业之前
的救济、5 年内的医疗健康
检查和医疗保险等政策。 

《俄联邦体育运动法》提
案，具备“俄罗斯运动健
将”级别且获奥运会奖牌
者，可免试进入大学学习，
成立了体育外交系。 

英国体育理事会有专门人员
指导和帮助运动员的职业生
涯规划。对于退役运动员将
以经济支持、学习支持、提
供工作机会等。 

日本奥委会对运动员的再就
业、社会融入等问题进行专
门的培训。日本政府也在研
讨以经济方式对运动员进行
一定补偿。 

训练设施 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下
设 3 个奥林匹克训练基地。
46 个单项体育协会为备战奥
运提供场地设施。 

改善了 7 个奥林匹克训练基
地、20 个单项训练中心。并
在建设（30 亿卢布，约 0.45
亿美元）、修缮体育场馆（5
亿卢布，约 750 万美元）。 

“2023 黄金框架”为备战提
供训练和比赛设施。英国跳
水协会修建 3 个训练中心，
5 个地区发展中心。 

2008 年 1 月正式建成的“日
本国家训练中心”，只有
“强化指定选手”才有资格
使用，并设置运动员多功能
保障基地。 

教练员保
障与发展 

设有教练员资格认证制度和
国家教练员标准（NSSC），
有培训精英教练员国家培训
委员会。 

制定了提高教练员待遇，保
障教练员基本权益的政策，
并为教练员提供培训和晋升
途径。 

推 出 “ 运 动 员 到 教 练 计
划”。2012 年的“意象教
练”项目，每年提供 2 万英
镑资助。 

“竞技体育支持计划”给日
本教练员创造学习的机会，
并重点培养优秀运动员成为
教练员。 

国际国内
比赛 

有成熟的职业联赛体系。仅
2018 年就举办了 21 个项目
的世锦赛和 7 个世界杯。 

2013 年喀山大运会、2014
年索契冬奥会、2018 年足球
世界杯。 

2010 年以来，已举办奥运
会、英联邦运动会、橄榄球
世界杯等 70 项重大国际赛
事。 

日本排球协会在 1977 年就
买断了排球世界杯的举办
权。通过大量举办国际赛事
培养年轻人才。 

体育科研 科研、医疗和大学等合作紧
密，开发了自行车、铅球、
铁饼等运动轨迹系统。 

联邦体育部、俄罗斯科学
院、联邦科研机构署、联邦
生物医学署，联合开展竞技
体育科研。 

拳击队、场地自行车队、赛
艇和帆船等项目应用数据分
析服务和可视化技术提高成
绩。 

日 本 国 家 体 育 科 研 中 心
（JISS），联合学者、研究
人员、医师等专家，开展竞
技体育科学研究。 

注：资料来源于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奥委会公布的相关信息以及各国出台的竞技体育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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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管理体制方面 

俄罗斯、英国和日本等都开始实施了类似于“举国体

制”的竞技体育政策。美国奥运备战在政府与社会的共同

协作下完成，虽然并非完全实行“举国体制”，但随着奥运

奖牌竞争压力的增大，政府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俄罗

斯延续了大量苏联的“举国体制”政策，并在体育职业化

的过程中得到不断修正而日臻完善。俄罗斯青少年体育学

校体系完整，在政府的大力推进下，其培养竞技体育后备

人才的功能进一步强化。英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主要是

由官方机构全权负责奥运备战工作，将政府公共资源投入

少数有夺牌潜力的项目和运动员（Grix,2009）。英国媒体期

待在的东京奥运会上赶超美国，希望通过东京奥运会重塑

“竞技体育强国”地位。为备战东京奥运会，日本成立了

主抓奥运工作的国家级行政机构“日本体育厅”，代表日本

竞技体育真正进入“举国体制”时代。日本通过制定“竞

技体育支持计划”重点支持项目（夏季）和“奥运锦旗计

划”等计划，力求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得 30 枚金牌，进入

“第一阵营”。世界各个竞技体育强国都制定了类似中国的

竞技体育体制，期望在东京奥运会上取得好成绩。由此可

见，世界竞技体育强国已经在奥运备战的管理体制上进行

了大胆的改革与尝试，一方面积极借鉴中国竞技体育体制

的成功经验，打造奥运备战的“强政府”支持或投入路

径，另一方面，继续发挥各国原本强势的“强社会”优

势，持续保持其奥运备战体制、机制的活力和动力。因

此，我国要继续推进竞技体育发展方式的改革，进一步发

展和完善竞技体育体制的中国特色，以奥运备战体制、机

制的结构性调整与优化为基点，通过改革促进发展，提升

奥运备战的效率，提高奥运备战的效益。 

2.1.3   科技保障方面 

各国都高度重视“科技助力奥运”的作用。美、俄、

英、日等国都融合了国家科研院所、大学、科技公司等多

方科技力量，致力于应用先进技术促进奥运成绩的提升。

美国加强科研、医疗、大学和科技公司等之间的合作，运

用 GPS、人工智能算法、经颅直流电（tDCS）等技术，研

发了运动员实时训练测试、疲惫程度诊断、运动轨迹追踪

等系统，全面提高运动员的竞技能力（Wiggins,2013）。俄

罗斯成立由科研机构领导、相关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联合开展高水平的竞技体育科学研究，以提升科技、信息

保障，加强对手信息收集能力，创新训练手段强化奥运选

手的竞技水平。英国宇航系统公司通过空气动力技术，调

节飞轮对踏板的阻力，帮助教练员分析运动员的动作

（Rees,et al.,2016）。英国帆船队在备战训练中使用了可视

化技术，有助于运动员完善技术动作以及应对大赛压力

（Girginov,2017）。英国 SAS 公司为英国赛艇队提供运动员

成绩和训练方面的数据分析服务。日本富士通公司研发体

操评分辅助系统，利用 3D 激光传感技术协助体操裁判打分，

未来将应用于花样滑冰、击剑等项目（Yamamoto et al.,2012）。

日本欧姆龙公司开发的乒乓球教练机器人“FORPHEUS”2，

通过传感器和人工智能（AI）预测乒乓球飞行轨道并回球

（Cserháti,et al.,2013）。加强科研投入与创新力度已经成为

各竞技体育强国备战奥运的通行做法，“科技+体育”不断

将新科技应用到竞技体育中，提升了各国奥运奖牌的竞争

力。同时，各竞技体育强国又多是科技强国，其科技专家

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水平位居世界前列，国家也高度重视奥

运备战的科技保障工作。因此，我国要把握这一国际发展

趋势，创新我国体育科学研究的体制机制，加强竞技体育

与生理生化、材料学、医疗保健等学科领域之间的合作，

为我国竞技体育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2   我国主要竞争国竞技体育政策的优势与不足 

2.2.1   美国 

美国以奥委会为主要机构的竞技体育国家管理机构体

系和社会支持体系完整且高效（Fletcher,et al., 2011）。职业

体育、大学体育和社区俱乐部三位一体形成了无缝衔接支

撑着美国竞技体育的强力发展。如以 NBA 职业运动员为班

底的“美国篮球梦之队”在奥运会所向披靡。美国参加里

约奥运会的 555 名运动员中有 77%为大学生运动员，超过

50%的夺金运动员是大学生。美国社区体育俱乐部的制

度、管理都比较成熟，多以上千人的注册会员人数超大型

俱乐部的形式存在，是美国竞技体育持续强盛的重要保障

（Liston,et al.,2013）。以上几点优势是美国保持奥运成绩领

先的重要因素。但警察暴力、种族不公、性别歧视等现象

在竞技体育中频发（2018 美国费城老鹰橄榄球队拒绝到访

白宫），权力斗争在竞技体育领域中仍旧不断，另外，频繁

的贸易摩擦等外在环境的变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美国

的东京奥运备战。 

2.2.2   俄罗斯 

俄罗斯正在进行体育体制改革，将政府主导与市场化

有机结合，并将权利与义务重新划分并下放，形成良好的

体育参与环境（Yusup,2013）。近年来，俄罗斯的经济逐渐

自主恢复，再次将奥运会作为体现大国风采及影响力的舞

台（Muller,et al.,2012）。并且，俄罗斯的奥运备战管理体系

完备，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家队备战奥运中的各方面问

题（Smolianov,et al.,2014）。优势依然的同时，俄罗斯的不

足也十分明显。俄罗斯当前经济状况不佳，国内的社会民

生、腐败、营商环境等问题比较严重，很多地方政府减少

了体育拨款，包括少儿体育、青少年体育和地方队参赛的

相关经费。俄罗斯依然饱受来自兴奋剂与禁赛风波的影响，

“企图孤立俄罗斯的新尝试”“对俄罗斯体育的谋杀”等对

国际奥委会的强烈抗议仍不绝于耳，竞技体育环境的内忧

外患使得俄罗斯的奥运备战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2.2.3   英国 

英国政府对竞技体育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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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英国备战东京奥运会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和国家意

志。英国是诸多现代体育项目的发源地，同时，英国人有

着强烈的体育参与意识和非常庞大的大众体育基础。在此

基础上，受到国家财政投入持续加强、政策红利不断释放

及科技攻关大力保障等刺激，英国已经出现连续 5 届奥运

奖牌总数增长的情况，里约奥运会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

第二，里约奥运会的成功对英国的民生、社会和经济产生

积极的影响，国际国内比赛的胜利能激励英国民众以不同

的方式参与体育运动（黎涌明 等,2017）。但与此同时，英

国面对难民危机、恐怖主义威胁、脱欧等问题，英国脱离

欧盟会带来政治和经济动荡，将是英国备战东京奥运会的

巨大威胁。来自工党的前奥运事务国务大臣特莎·乔韦尔

说：“如果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英国代表团没有达到里约

或伦敦奥运会的水平，脱离欧盟肯定是原因之一。” 

2.2.4   日本 

日本汲取了中国和英国等在本土举办奥运会的成功经

验，制定了与我国“奥运争光计划”十分相似的“奥运锦

旗计划”。日本的优势项目与我国有着极强的同质性，本土

作战的东京奥运会必将与中国有大量的正面交锋。而且东

京奥运会增加了攀岩、空手道、冲浪、滑板和棒垒球 5 个

新项目，其中空手道、棒垒球等都是日本传统强项，日本

在东京奥运会上有着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日本在备战

东京奥运会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如东京新国立竞

技场的争议，奥运会徽的再征集、日本奥委会贿赂国际田

联等问题，都对日本的奥运备战产生了不良的影响。更为

严重的是，日本的 GDP 停滞不前甚至实质衰退，安倍政

府“用经济成果交出答卷”并未实现，打击了民众对国家

及社会发展的积极性。此外，少子化、老龄化等“常态

化”社会问题依旧，交通、食品、建筑、人身等多个领域

的问题不断。这一系列问题都将会影响日本备战东京奥运

的进程。 

 

3   我国竞技体育发展路径的优化 

SPLISS 项目为审视我国竞技体育政策的全面性、系统

性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通过对美国、俄罗斯、英国和

日本竞技体育政策的分析，发现我国主要竞争国的竞技体

育政策红利正在释放，重金刺激和科研攻关齐头并进，备

战起点高、步伐大、针对性强。尽管我国竞技体育政策曾

有过突出的表现，但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来竞技体育事业的

经验和成就，以及东京奥运会所面临的困境，我国竞技体

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就竞技体

育发展方式来看，我国仍然依靠政策投入和国家保障等要

素驱动，市场经济、社会和职业体育等参与竞技体育改革

的驱动力不足，体制改革与创新仍需不断强化。就竞技体

育项目结构来看，我国田径、游泳等基础项目，“三大球”

以及冬季项目等水平普遍偏低，明显存在个体项目（乒乓

球）强于集体项目（足球），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失衡

的现象。就奥运会比赛成绩来看，出现了连续震荡式下滑

的现象，羽毛球、体操、射击等优势项目明显衰落，潜优

势项目缺乏潜力，新进奥运项目如攀岩、空手道、冲浪、

滑板等竞技能力亟待加强。因此，我国竞技体育政策在资

金投入（input）和生产能力（throughput）上仍需锐意进

取、大胆改革，如此才能促进奥运奖牌的产出（output）。 

3.1   以政策创新整合多方资源，拓展奥运备战的经济基础 

在东京奥运会周期中，我国应该在原有政府投入的基

础上，保证或加大政府的财政投入力度，同时还要改革创

新财政政策，利用政策红利整合多方资源成为东京奥运会

的投入主体，给予奥运备战工作更好地支持。整合国家、

地方、社会、市场等多方资源，建立财政收入、国家彩

票、社会赞助等多重力量投资奥运的备战筹资机制，形成

具有社会活力的多元化资本注入、多利益主体参与的资金

来源维度是发展目标。首先，依据不同项目的特点，通过

税收优惠政策或给予场馆建设投资等方式，让资质优厚、

设施完善的社会主体承担部分项目的备战任务。其次，制

定科学、合理、详细的资金使用及分配制度，让民间资本

能够清楚地知道其投资资金的去向和使用情况，以增强向

社会筹集奥运备战资金的信任度，更好地从外部获取相关

资金、技术支持以及互补资产，以丰富奥运备战的资金来

源渠道，弥补资源不足。 

从当下来看，我国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高质量发

展，对于备战东京奥运会的场馆设施、人才选拔、后勤补

给、退役保障、赛事参与、体育科研等方面的良性运转大

有裨益，加之国家高度重视竞技体育发展，加大财政投入

无疑是我国短期内保障东京奥运会成功的必要条件。另

外，要用好、用足体育彩票公益金，大力资助奥运备战，

2018 年，体育彩票公益金中的 87 751.61 万元用于支持国

家队备战和参加国际综合性运动会，45 850.66 万元用于奥

运争光计划纲要保障，4 558.95 万元用于国家队训练津贴

安排预算，600 万元用于运动队文化教育与科研，36 742

万元用于国家队转训基地改善条件（王世让,2019）。体育

彩票公益金将在补助国家队训练、改善国家队转训基地条

件、修建冬奥训练比赛场馆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东

京奥运会、杭州亚运会以及北京冬奥会等备战均需要得到

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3.2   创新体育发展方式，健全中国特色竞技体育体制 

进一步推进管办分离，逐步做实项目协会。调整体制

的结构，改变以往垂直式管理的备战奥运模式，全面推进

扁平化管理模式，减少行政管理层次，建立紧凑、干练的

扁平化组织结构（钟秉枢,2018）。逐步弱化政府的微观管

理职能，让相关管理部门有序退出并放权于竞技体育行业

协会，同时，还要有效介入奥运备战的制度设计和体制运

行的过程中（鲍明晓,2019）。中国击剑协会进行了协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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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改革，构建了 7 个部门，一切以奥运备战为重点，降

低内耗，保障国家队备战、竞赛、联赛、大众、市场等全

面运转，最大限度的满足国家队需求。真正实现奥运备战

模式从垂直式管理向扁平化管理迈进，并在雅加达亚运会

收获 3 金 6 银 2 铜的成绩，表明实体化改革初显成效。 

“举国体制”做减法，根据项目发展效益和基础进行

删减或选择。给竞技体育体制减负，按项目的社会化、市

场化发展程度，结合成本与成效等因素逐步减少支持项

目，适度综合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发展具有一定社会基础

的重点夺金项目。分析与研判世界竞技体育格局，拟定东

京奥运会参赛目标和奥运名次的顶层设计，量化夺金、优

势、潜优势项目、人才培养等具体的参赛计划，提高备战

效率（鲍明晓 等,2018）。同时，建立实时反馈机制，加强

奥运备战工作的监控与动态评估，按照项目任务、阶段任

务、执行情况等模块对备战工作实施监控与动态评估，适

时总结与订正奥运会备战的相关制度，从而为奥运备战工

作的质量提供保障（辜德宏 等,2018）。 

形成“举国体制”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投入与产出

情况实施支持项目的动态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只要能拿

金牌或奖牌，都长期是各级财政无偿投入，因此投入成本

和产出效益概念模糊。未来投入与效益比无疑将是奥运备

战关注的重点问题。以全社会参与备战为依托，锻造全民

参与竞技的群众基础，增加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的国民健

康效益。同时，继续坚持奥运备战的“举国体制”，围绕我

国奥运项目的优劣程度及比赛规律，有针对性地设置不同项

目的投入成本，做到精准投入，增加备战的投入与效益比。 

3.3  全面提高体育运动参与率，三位一体推动后备人才培养 

要在体育课、课外活动中，增加儿童参加体育活动的

机会，在幼儿园、小学、中学设有法定最低体育时间的基

础上，推动教育、体育和社会等多系统参与的体教融合体

制，利用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优化三级训练体系，将校园

师资、科研、场地等力量与体育系统的优秀教练员相结

合，探索以学校竞技体育为主体的运动员选拔、培养及竞

赛制度，以此增加后备人才培养的厚度。2018 年，中国篮

球协会与教育部学生体育协会联合推出的小篮球联赛，覆

盖了全国 25 个省份和 5 个计划单列市，共计 15 365 支球

队的 100 443 名小球员、9 674 名教练员和 3 542 名领队参

与其中，完美体现了单项协会与学校之间的通力合作，全

面提高了青少年的体育运动参与率（王向娜 等,2019）。 

大力发展社会中体育俱乐部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体育

俱乐部的注册会员人数，定期组织高质量的体育竞赛，政

府制定提高体育俱乐部质量的优惠政策，并给予资金支

持。打造以校园和体育俱乐部为主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

养体系，依托学校和体育俱乐部推动运动项目社会化建

设，培育竞赛组织人才队伍和管理团队，奠定雄厚的基础

体能项目、集体球类项目的后备人才，以此改善我国项目

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大力推动城市业余联赛体系建设。通过深化“放、

管、服”改革，引导社会力量搭建联赛平台，安全办赛、

规范办赛。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号召市民“一起上赛场”，

2018 赛季共动员了 809 476 名市民、250 万人次参与城市

业余联赛，堪称全面提高体育运动参与率的典范（林

剑,2018）。城市业余联赛能够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全民健

身赛事资源方面的作用，整合社会体育资源，发动全民参

与竞技体育运动。通过对业余联赛的改革，让健身运动与

竞技运动产生衔接与互动，尤其是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

竞技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培养和挖掘有潜力的竞技人才，

为他们从竞技参与向竞技发展转变打下基础（辜德宏 等, 

2016）。“学校、体育俱乐部和业余联赛”三位一体推动后

备人才培养的厚度和高度，全面提高体育运动参与率，使

之成为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塔基。 

3.4   扩大选材途径，优化精英人才培养机制 

鼓励儿童青少年运动员参与多个运动项目的训练，因

为这是实行“跨项选材”，扩大选材途径的重要先决条件。

参与多个运动项目对全面发展身体素质基础至关重要。鼓励

青少年选手从小参与多种体育活动，使之有机会根据自己的

兴趣和技能水平选择运动项目。参与多个运动项目为运动员

提供大量的交叉训练，其最大的优势就是降低受伤风险，美

国有研究发现，具备“强专业化”特性的高中运动员发生下

肢损伤的概率比“弱专业化”特性的高中运动员高出 85％，

因此，鼓励多个项目训练是具有长远效益的选材方式。 

建立各单项协会与职业俱乐部合作发展人才的机制，

旨在培养下一代精英运动员。与俱乐部的合作伙伴关系以

储备奥运后备人才为重点，发挥单项协会的制度与财政优

势，结合俱乐部的人才资源优势。为青年运动员建立人才

识别、评价、培养的发展通道，支持优秀的年轻运动员发

挥潜力，直接为奥运备战提供人才。 

围绕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项目设置，制定备战东

京奥运会冠军模型，优化精英人才培养机制。人才选拔是

一项艰苦和耗费精力的持续性工作，而精英人才的培养则

是通过高水平比赛进行“筛选”和“淘汰”的过程。明确

我国选手奥运夺冠形势、主要对手、优势，拟定各个小项

的冠军模型，用以指导奥运会备战训练，并在备战中不断

优化，提高冠军模型的可变性和精准性。同时，继续坚持

“抓重点补短板”方针，在精英人才培养机制的作用下，

着重培养我国奥运重点夺金项目的后备力量。  

3.5   备战“以运动员为中心”，完善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 

完善运动员职业生涯规划。健全青年人才必须接受训

练和学习支持的法律条款，给予必要财政支持，以保障年

轻运动员接收信息、知识和支持服务的权益。年轻人才接

受竞技体育训练和教育的过程贯穿其整个成长时期，覆盖

小学、中学、大学各个阶段。满足运动员生活需求、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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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职业生涯需求，促进运动员的全面发展，将运动员

的职前和职后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以运动员为中心”的备战理念，做好各项服务

以激发运动员潜能。中国乒乓球队建立了教练和运动员双

向选择机制，并成立了运动员委员会。一方面有利于保障

运动员的主体权利和备战的主动性，从而更好地激发运动

员的潜能，以更好地实现奥运夺金任务；另一方面，可以

依据教练员和运动员的风格、特点，进行更合理、更人性化

地优化组合，激发球队训练工作的活力。成立“运动员委员

会”，在训练和比赛过程中更多地倾听运动员的需求，让运

动员获得应有的话语权，使备战训练过程更加人性化。 

合理地安排运动负荷，建立优秀运动员的电子健康记

录系统，收集运动员的损伤和疾病等数据，通过医疗、体

能、康复等手段的介入，减少运动员伤病风险，保障运动

员的健康权益。 

3.6   盘活训练设施“存量资源”，增加训练设施“增量资源” 

截至 2017 年底，我国体育场地已超过 195.7 万个，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66 m2，其中，共有 12 个总局直属

训练基地，15 个国家综合体育训练基地和 74 个国家单项

体育训练基地（国家体育总局,2017）。相比于美国、英

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在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兴建了大量

的世界级奥林匹克训练中心，我国需要有足够数量的高质

量的专门用于奥运备战的高品质训练中心和基地。 

综合利用现有体育系统的存量场地设施资源，开发学

校、俱乐部、社区等新的增量体育资源，这样能够大幅提

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奥运备战成本。既要有体育设施建设

和更新的专项资金，更要合理规划和重新利用现有体育基

础设施，提升现有场地设施的专业化水平、智能化水平和

多元化功能。 

建设大型的奥林匹克综合训练中心、转训基地和世界

级的单项专业训练中心，将体育场地设施、体育科学测

试、高温/高湿/高原实验室、多功能保障基地、行政管理、

运动员教育机构等元素有机融为一体，推进建设训练、医

疗、科研、康复等多元融合的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为奥运

备战提升运动效率、降低运动损伤风险、提高运动成绩奠

定物质基础。 

3.7   提高教练员决策权，完善教练员职业培训体系 

备战东京奥运会要提高复合型教练员团队的建设力

度，提高复合型教练员团队的决策权。明确复合型教练员

团队的构成、分工、职责等，辅以医务、管理、科技团队

以及国际人才团队，充分利用各个团队的专业优势，形成

教练员团队特有的科学训练理念和方法。把训练和比赛的

决定权交给一线，让训练与备战管理团队去主导训练和管

理工作，而复合型教练员团队的其他成员负责提供准确、

实时、可靠的情报和后勤服务，训练与备战管理团队依靠

“信息”去制定训练计划和比赛目标。 

进一步完善教练员职业培训体系建设，继续实施精英

教练资助计划，支持和鼓励医学、心理、管理等不同学科

背景的社会力量对教练员进行培训，提升教练员执教水

平。同时，兼顾个体的差异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需要，保障

给予教练员充足的训练时间和社会资源，支持教练员的训

练工作。击剑协会利用自有资金和备战资金，调整了教练

员的津贴和奖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教练员的利益。

同时给予教练员团队各项激励和奖励政策，围绕责、权、

利 3 个层面对教练员团队进行考评，支持复合型教练员团

队的建设与发展。 

3.8   积极组织、参加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 

国内高层次的职业联赛是保持该项目在世界领先的基

础，因此，要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育的竞争力，就要大力

发展我国的职业联赛体系，同时尽可能多的举办和参加高

水平、高规格的国内、国际比赛。一方面，职业联赛能够

提高我国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和实战经验，另一方面，为运

动员的职业发展创造机会，鼓励初级和中级运动员参加国

际高水平的比赛，为其成为世界顶级运动员提供更多的比

赛机会，形成年轻运动员之间的竞争格局。同时能够了解

潜在对手的整体实力，提升运动员的国际知名度，为参加

奥运会做足大赛经验的准备。 

国家和各地方政府要积极为申办和举办一些基础性体

育赛事及全国性、国际性体育赛事提供资金。通过举办或

参加大量的初高中或业余俱乐部比赛，帮助年轻运动员走

上高水平的竞技舞台。通过省际、国内甚至是国际比赛，

培养能在 4～8 年内参加奥运会的适龄运动员，确保各年龄

段的运动员有参与国际顶级水平比赛的机会。通过单项世

锦赛或世界杯等比赛，对有较大可能在 4 年内参加奥运会

的精英运动员，培养大赛经验、提高竞技水平、了解其他

对手。参加国际、国内比赛不仅要关注运动员短期内的表

现，更要关注运动员的整个成长过程，要辐射更多的运动

员，让年轻运动员有更多机会参加国际大型赛事，让奥运

备战从中受益。  

3.9   坚持“科体协同”的思想，推动奥运备战的科技革命  

大力推进“科技助力奥运”工作，引领奥运备战训练

的科学化发展。我国需要加强在人才识别、医学、营养

学、心理学、生理学、生物力学和运动训练学等领域科学

信息的研究与创新。融合体育科学、医学、工程学等学

科，共建“产、学、研、医、用”一体化创新平台，整合

世界前沿科技，在提高运动成绩和防止运动损伤两个方面

共同进步，将科学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为运动员的竞争

力。同时，紧跟国际运动训练、比赛的最新发展前沿和动

向，主动探索和发现适合于我国训练、比赛的方式方法，

深化对奥运备战发展规律的研究，提升奥运备战训练的科

学化、智能化水平，提高奥运金牌的科技含量。如在中国

赛艇协会主办的“赛艇、皮划艇国际大数据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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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了来自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共同商讨

“大数据助力赛艇、皮划艇备战奥运”的问题。陈小平认

为，我国赛艇国家队存在运动寿命短、伤病率高等短板，

利用移动互联网的量化赛艇训练管理和统计的方法，细分

化训练内容、精细化训练数据和在线化训练分析，以此来

达到训练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坚持“科体协同”的思想，推动奥运备战的科技革

命。科技部、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大力推行“科体协同”，加

强二者之间的统筹协调，加大科研投入，推进体育科研创

新平台建设和国际体育科技合作。加强科学训练和技战术

训练的大数据研究，提高专项体能训练和科学恢复再生水

平，加快生物技术、体育装备、训练器材和科研仪器等更

新迭代，提高训练过程和状态调控的科学化、信息化水

平，达成运动员“一人一计划”的个性化训练水平（陈小

平,2018）。备战过程中重点收集潜在对手的信息，并有的放

矢地分析、整理和研究世界强手的备战信息，及时向教练

员、运动员反馈，以提高备战的针对性、准确性和科学性。 

 

4   结语 

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

同体”等发展战略影响着世界众多国家的发展，在奥运备

战的体制机制层面，国家予以东京奥运备战工作全方位的

支持。加上我国积累了大量适合于中国运动员科学训练的

成功经验，我们应对取得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成功拥有高度

的理论自信（田麦久,2019）。与此同时，研究 SPLISS 项目

中影响竞技体育成功的 9 个支柱因素，对比美国、俄罗斯、

英国、日本的奥运备战政策，可以更好地把握国际竞技体育

成功的影响因素，洞察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我国潜在对手的

备战战略，结合我国当下的国情及竞技体育现状，探寻我

国奥运备战的发展路径，对于我国奥运备战政策、竞技体

育体制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未来

可以依据 SPLISS 项目的 9 个支柱因素，对可能影响我国竞

技体育成功的潜在关键因素进行筛选与整合，构建我国竞

技体育成功因素的指标体系，摸索出符合中国特色的竞技

体育成功影响因素。为我国实现 2020 年东京奥运会新的突

破，提升竞技体育成绩的质量和效益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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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ode with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this article takes 9 pillars of SPLISS model as a framework to study the 
sports policies of the main competitors in Tokyo Olympic Games and puts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SPLISS model has high reference value in compari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 sports policies.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UK and Japan show highly simila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financial input, management system 
and science guarantee; the other pillars spare no effort to support preparation for Olympic,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operational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systems and policy environm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different 
countries also show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Tokyo Olympic Cycle, China should integrate multi-resources 
through policy innovation and expand the economic base of Olympic preparations; should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sports 
and improve the “nation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rate of sports and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reserve talents; should expand the way of selecting talents, optimize the mechanism of elite talent training;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athletes as the center”, should improve the athletes’ career planning; should increase the “stock resources” 
and “incremental resources” of competitive training facility; should improve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of coaches team, improve 
the coaches’ vocational training system; actively organiz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high-level competitions; 
should adhere to the idea of “synergy between science and sports”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n 
preparation for the Olympic Games, laying a solid policy foundation for China’s preparation for the Tokyo Olympic Games. 
Keywords: competitive sports; Tokyo Olympic Games; Olympic preparation; national system; cross-item sele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