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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归纳逻辑、演绎逻辑和文献资料调研、访谈、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在梳理新时

期我国竞技体育成绩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研

究认为：1）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指以能

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竞技体育需要为目标的高量、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式，包括竞技

体育成绩保持世界前列、竞技体育成绩“含金量”高、竞技体育参赛项目不断扩大、竞技体育

高效率发展、竞技体育纯洁参赛等主要方面。2）科技助力是引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科技助力是指在奥林匹克公平竞争原则下运用

科学技术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服务方式的集合，由竞技体

育科技创新和竞技体育科技服务两个方面组成。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包括竞技体育领域的

科学创新和技术创新。竞技体育科技服务主要是把体育科技成果推广、应用至竞技体育领

域，旨在推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对竞技

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呈螺旋状上升。3）竞技体育科技助力要素由竞技体育科技创新

要素和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组成。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由核心要素、主体支持要素、

技术支持要素、行业支持要素和政策支持要素组成，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由直接服务要

素和间接服务要素组成。4）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行为，新需求拉

动和新科技推动双重作用触发科技助力的科技服务和科技创新行为；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

通过提高竞技体育供给要素效率和增加竞技体育供给要素数量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不同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的科技助力方式不同。科技助力通过驱动竞技体育技术、战术、身

体素质、心理、体能、装备和情报等促进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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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ctive logic, deductive logic, literature research, interview, case study methods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athletic sports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thletic sports in the new era.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1)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s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athletic

sports in the new era.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refers to the high quantity,

high quality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mode aiming to better meet the growing demands of the

people on athletic sports, which mainly includes keeping the athletic sports performance in the

top of the world, acquiring the high quality performance, competing in more new sports, devel‐

oping with high efficiency and competing honestly. 2)Support of sci-tech is the main driving

force that lead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

letic sports, support of sci-tech refers to the collection of new knowledge, new technology, new

methods and service modes which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by

u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the principle of Olympics fair play. The support of sci-tech

is made up by sci-tech innovation of athletic sports and sci-tech service of athletic sport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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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innovation of athletic sports includes scientific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ci-tech service of athletic sports means promoting the sci-tech achievements so that it can be

used in the field of athletic sports. It aim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ports sci-tech

achievements and promot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The contribution of

sci-tech innovation and service to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is spiral up‐

ward. 3) The components of sci-tech supporting athletic sports include sci-tech innovation and

sci-tech service. Sci-tech innovation components are made up by core component, major sup‐

porting component, technological supporting component, industry supporting component and

policy supporting component. Sci-tech service components are made up by direct and indirect

service components. 4) It is a complex behavior that the supporting of sci-tech drive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s sports. The double functions of new demand pull and new tech‐

nology push trigger the sci-tech service and sci-tech innovation. The sci-tech innovation and ser‐

vice drive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by improving athletic sports supply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increasing supplying quantity. Different athletic sports supplying

components have different ways of supporting. Support of sci-tech promotes athletic sports by

sport techniques, tactics,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quality,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sci-tech

information and high-tech equipment.

Keywords: world sports power; support of sci-tech; athletic sports; high quality; Olympic

Games; preparation; reform; governance; sci-tech innovation; sci-tech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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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圆了中华民族的百年

奥运梦想（习近平，2014），通过奥运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

发展的新形象。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榜第一、

奖牌榜第二的历史性成就成为中国体育发展史上的华彩

篇章（苟仲文，2019a），开启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时

期。自此，我国竞技体育进入了改革式发展阶段。特别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体育事业发展的价值、功能和方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

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习近平，

2017），这是党和国家给予我国体育事业的时代重任。

竞技体育作为体育事业的核心组成部分，是体育强

国建设的重要内容（钟秉枢 等，2018），承担着到 2020 年

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到 2035 年竞技体育更好、更快、更

高、更强，夏季项目与冬季项目、男子项目与女子项目、职

业体育与专业体育、“三大球”与基础大项等实现均衡发

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到 2050年体育综合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居于世界前列，体育成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标志性事业的战略目标（国务院办公厅，2019）。

当下，体育系统正在全力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推动“三大球”振兴发展，我国竞技

体育面临的备战压力是前所未有的。面对即将到来的东

京奥运会，我们在备战过程中设立了“六个东京”的标准，

提出了“九个每块金牌”的责任，同时，我们存在“七个几

乎没有”的问题（葛会忠，2019；苟仲文，2019b）。在改革

的道路上，体育治理成为我们完成备战任务的重要保证，

由此，我国竞技体育在新时代的发展方式成为重要研究

命题。本研究在梳理新时期我国竞技体育成绩发展特征

的基础上，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并分

析了科技助力驱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1 2008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成绩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世界杯、世

界锦标赛等各类国际大赛中，共获得世界冠军 3 458 个，

奥运冠军 237 个，创超世界纪录 1 332 次①，成为国际体育

舞台上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重要力量（苟仲文，2019a）。

在不断传承与创新的历史进程中，体育人奋力延续

着竞技体育的使命，特别是 2008年以来，我国代表团共获

得奥运会金牌 112 枚，奖牌 255 枚，冬奥会金牌 9 枚，奖牌

29枚，以中国女排为代表的“三大球”努力实现振兴发展②。

1.1 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夏季奥运会的成绩特征

争取金牌、奖牌是竞技体育的最主要任务，是发展以

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的重要抓手，是体育事业融入“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因此，保证我国夏季竞

技体育项目金牌、奖牌数量位于第一集团是我国竞技体

育的基本任务。

中国代表团在近 3届夏季奥运会上均处于金牌、奖牌

榜前列（表 1），这充分反映出我国夏季竞技体育项目在奥

林匹克大家庭中处于一流水平。但是，近 3届夏季奥运会

中国代表团的金牌、奖牌数量呈现下降趋势，同时，“体能

类项目”整体落后的情况仍未改变，这需要引起重视并采

取有力措施保证我国竞技体育基本任务的完成。

其次，我国代表团获得金牌、奖牌的项目类型不断扩

大，在保持整体高水平的同时提高了均衡性，如 2016年里

①截至2018年底。

②成绩数据截至2019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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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项目中由宫金杰和钟

天使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实现了中国自行车队奥运

金牌零的突破。

夏季竞技体育成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成绩的“含

金量”进一步提高。中国代表团在游泳、田径等受关注度

高、竞争激烈的项目中打破了欧美国家垄断，冲破了先天

身体条件限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如中国游泳队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上获得 5 金、2 银、3 铜的奥运参赛最好成

绩；中国 4×100 m接力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获得第 4名，

在 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以 37.82 s的成绩创造新的全国

纪录，中国运动员苏炳添在 100 m 项目上创造的 9.91 s 的

亚洲纪录在人类 100 m 短跑历史上排名 36 位（苏炳添，

2019），谢震业在 2019 年钻石联赛伦敦站男子 200 m 比赛

中以 19.88 s的成绩获得冠军，并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成为

首位在 200 m项目中打破 20 s的黄种人。

1.2 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在冬季奥运会的成绩特征

办好 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党和国家的一

件大事（北京冬奥组委官网，2019）。办赛精彩的同时，参

赛也要出彩是全国人民对体育系统的期待。

由于地理条件、文化传统等原因，我国的冬季竞技体

育项目起步较晚，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上短道速滑运动

员杨扬为我国夺得了第 1枚冬奥会金牌。2008年以来，中

国代表团在近 3届冬季奥运会上的金牌、奖牌成绩处于中

游水平，存在一定的下滑风险（表 2）。面对“参赛出彩”的

2022 冬奥目标，我国冬季竞技体育项目需要有跨越式的

发展。

其次，从金牌分布上看，近 3届获得的 9枚金牌中有 7

枚来自短道速滑项目，77.78% 的金牌比例既显示了我国

短道速滑项目的优势，又提示了我国夺金项目的不平衡。

同时，获得金牌的项目中女子项目占多数，男女项目的均

衡性不足。

值得肯定的是，我国代表团获得奖牌的项目类型不

断取得突破，尤其是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上，获得的 9 块

奖牌分别来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速度滑冰、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单板滑雪 U 型场地 5 个小项，而往届最多在

3个单项上取得奖牌，这说明冬季项目的厚度在不断加大

（高志丹，2018）。冰上项目、雪上项目的共同进步为实现

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项目参赛”的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1.3 2008年以来中国“三大球”主要成绩

篮球、排球、足球“三大球”在世界及我国都有着非常

高的群众关注度和参与度。在我国，“三大球”振兴发展

是竞技体育的重要任务，是体育事业改革发展的先锋（杨

桦，2019），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整体上看，2008

年以来我国“三大球”中，仅有女排获得过奥运会金牌，竞

技水平处于世界领先，部分项目处于亚洲领先水平，还有

部分项目处于亚洲中上游水平。同时，女子项目成绩优

于男子项目。

我国篮球基本保持在“亚洲领先 参与世界”的竞技水

平（表 3），中国女篮成绩相对稳定，并且具备取得奥运会

前 6 名的实力；中国男篮成绩下降，在 2019 年国际篮联篮

球世界杯中，中国男篮仅获得第 24名。

中国女排在 2016 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获得金牌（表

4），对我国“三大球”的发展具有鼓舞作用。中国女排以

优异的历史战绩成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标杆，以过硬的作

风成为诠释奥林匹克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的代表，“祖国

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更成为

坚定文化自信的有力体现。中国男排需要借鉴女排成功

经验以争取进入亚洲一流行列。

从世界排名和亚洲排名看，2008 年以来我国足球成

绩基本保持稳定并有小幅提升（表 5）。作为“三大球”振

兴发展的重点项目，《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的实

施和备战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任务目标的提出，

充分体现了提高足球运动成绩的决心，从前期改革措施

及项目发展规律看，需要给予足球从业者时间与信心。

表2 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获得冬奥会金牌、奖牌情况

Table 2 Gold and Medals of China in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since 2008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2014年索契冬奥会

2018年平昌冬奥会

金牌/枚

5

3

1

名次/名

7

12

15

奖牌/枚

11

9

9

名次/名

8

11

13

表3 2008年以来中国篮球奥运会、亚运会名次

Table 3 Ranking of Chinese Basketball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Asian Games since 2008 /名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

2014年仁川亚运会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男篮

8

12

12

1

5

1

女篮

4

6

10

1

2

1

表1 2008年以来中国代表团获得奥运会金牌、奖牌情况

Table 1 Gold and Medals of China in the Olympic Games

since 2008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金牌/枚

48

38

26

名次/名

1

2

3

奖牌/枚

97

88

70

名次/名

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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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我国竞技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经历了从奥运

零金牌到体育大国的辉煌巨变，在这一阶段，迅速提高竞

技体育水平，集中力量夺得一定数量的奥运会等世界大

赛金牌是主要任务。

进入新时代，我国体育事业是融入在“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发展的（苟仲文，

2019a）。我国正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发展思想是党和国家赋予我国体育事

业的新要求，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要成为新

时代我国体育事业的主要任务。

新时代，人民对竞技体育的需要，由对竞技体育成绩

数量的需要转变为对竞技体育成绩质量的需要，其主要

体现为：1）竞技体育成绩数量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中国

代表团在奥运会、世界杯、世锦赛等世界大赛获得的金

牌、奖牌数量继续保持前列。2）竞技体育成绩“含金量”

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在人民关注度高及参与度高的项目

上获得金牌、奖牌或取得成绩的突破，如“三大球”、田径、

游泳、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3）竞技体育参赛项目全覆

盖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项目

全项目参赛（李海鹏 等，2019）为目标的参赛项目的不断

扩大。4）竞技体育高效率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项目

发展、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资源消耗率的降低等方面，即

以尽可能少的资源获得尽可能好的成绩。5）竞技体育纯

洁参赛的需要。人民对兴奋剂等违反奥林匹克精神的问

题是“零容忍”的，我们的竞技体育参赛必须做到兴奋剂

“零出现”。

上述 5 点构成了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人民对竞技体

育的需要，基于此，在运动员本位是实现竞技体育健康发

展的核心思想指引下，本研究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定

义为：以能够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竞技体育需要为

目标的高量、高质、高效的发展方式（金碚，2018；张军扩

等，2019），由竞技体育成绩保持世界前列、竞技体育成绩

“含金量”高、竞技体育参赛项目不断扩大、竞技体育高效

率发展和竞技体育纯洁参赛 5个方面组成。

3 科技助力驱动我国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

3.1 我国体育科技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科

技事业主要经历了 3 个重要发展阶段（表 6），时至今日，

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已经由经验驱动转变为科技驱动，体

育科技成为引领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动力。

表4 2008年以来中国排球奥运会、亚运会名次

Table 4 Ranking of Chinese Volleyball in the Olympic Games

and the Asian Games since 2008 /名

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12年伦敦奥运会

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

2010年广州亚运会

2014年仁川亚运会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

男排

5

-

-

5

4

9

女排

3

5

1

1

2

1

表5 2008年以来中国足球世界、亚洲排名

Table 5 Ranking of Chinese Football in the World and

Asia since 2008 /名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男足

世界排名

100

93

87

71

88

92

97

84

82

71

76

76

亚洲排名

11

13

6

5

6

10

9

8

8

6

7

9

女足

世界排名

13

13

13

18

17

18

13

17

13

16

15

15

亚洲排名

3

3

4

5

5

5

4

4

4

5

5

4

表6 我国体育科技事业发展的3个重要阶段

Table 6 Three Important Phas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时间

1978年以后

2001年以后

2012年以来

标志事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全国科学大会①

北京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党的十八大

北京获得2022年冬季奥运会主办权

背景及意义

重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体育科技的作用和意义得到认识，

体育科技事业得到启动与发展。

体育科技事业获得大量资源投入，产出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为北京奥运会成绩的取

得提供了坚实保障，并为体育大国建设贡献了卓越力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及建设体育强国的需要，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入

深化改革阶段，体育科技事业得到全面重视及发展，对体育事业发展的贡献率大幅提升。

①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GB/historic/0318/8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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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技成果方面，新中国成立 70年来，我国体育科

技组织机构不断健全，体育系统专职科研机构已达 60个，

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均建立了体育科学研究所；高水平

课题立项数量明显增加，近 10年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类的立项数量分别为 724

项和 1 118 项；科技助力体育发展成效明显，体育科技解

决竞技备战关键问题的能力逐步提升（苟仲文，2019a）。

在竞技体育的科技助力方面，以奥运会和世界大赛

的参赛为目标，以青少年后备人才的培养为重点，以教练

员培养和科学化训练为抓手，坚持科技引领训练，深化对

项目特征和训练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不断引进和创

新运动训练的理论与方法，高度重视运动训练生物和教

育学基础理论的研究，高度重视体能和康复等新兴理论

与方法的引进和二次创新，支持各类运动队的训练，取得

了显著效果（冯连世，2019）。

近年，在强化体能储备，坚持科技引领（钟言，2019）

方面进行了诸多科学严谨的实践探索，例如，在运动员选

拔方面探索了跨界跨项选材；在训练理念上研究了雪上

项目分段训练模型；在训练方法上应用了加压训练；在训

练实验测试上引入了风洞测试等。

科技助力竞技体育的发展存在如下不足：1）科技助

力整体供给水平无法完全满足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2）科技创新成果与运动员、教练员比赛训练实践需求

匹配度不高；3）训练、科研要素分离，融合不足；4）以国际

引进、行业跟随策略为主，自主创新能力不强；5）科技助

力政策供给不足；6）科技助力人才存在数量不足、专业结

构不合理、顶尖专家缺失、激励机制不健全等问题；7）体

育系统外部资源及国际资源整合不足；8）高水平体育科

技实验室缺失；9）大数据分析、应用水平不高；10）基础研

究能力较弱。

3.2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解析

3.2.1 竞技体育科技助力的概念

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科技助力是指在奥

林匹克公平竞争原则下运用科学技术促进竞技体育高质

量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和服务方式的集合，包

含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和竞技体育科技服务两个方面。

竞技体育科技创新包括竞技体育领域的科学创新和

技术创新，科学创新是创造竞技体育新知识的行为，技术

创新是创造竞技体育新技术的行为（李琳，2013；奚洁人，

2007）。竞技体育科技服务则是指把体育科技成果推广、

应用至竞技体育领域，旨在推动体育科技成果转化，促进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及经验判断，本研究探索性提出

了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助力的 3 个理论假设②：1）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助力需求呈正相关关系，即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程度越高，对科技助力的需求就越

大；2）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是科技助力竞技体育发展的

两大内容，共同促进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3）科技创新和

科技服务对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呈螺旋状上

升，即在科技助力的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对竞

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度不同，普遍意义上，在一个科

技助力周期的开始阶段和结束阶段，科技创新的贡献度

较高，而在一个科技助力周期的中间阶段，科技服务的贡

献度较高（图 1）。

3.2.2 竞技体育科技助力要素

根据科技助力的内涵，本研究将竞技体育科技助力

要素分为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和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

素两类。

3.2.2.1 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

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由核心要素、主体支持要素、

技术支持要素、行业支持要素和政策支持要素组成（图

2），其中，核心要素位于竞技体育科技创新的中心位置，

其他 4类支持要素辅助核心要素进行科技创新。

核心要素包括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育大专院校和体

育科技企业等。目前，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

为代表的体育科学研究所系列是最主要的核心要素，体

育大专院校以人才、资源等综合优势在科技创新中的地

位逐渐加强，体育科技企业是新兴的科技创新力量，凭借

灵活的市场机制独特运行于科技创新体系中。可以预

见，3种核心要素将共同服务于竞技体育科技助力。

主体支持要素包括运动员、教练员等。主体要素是

竞技体育参与的主体，在科技创新过程中，既是科技创新

需求的提供者，又是科技创新成果的应用者，与核心要素

关系最为密切。

①引用报纸文章的发行日期为2019年9月24日，因此，基本认为近

10年指2009—2019年。

②限于研究目的，本研究仅提出相关假设，后续将进行深入研究。

图1 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与科技助力关系假设示意图

Figure 1. Hypothesis of Relations Betwee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and

Support of Sci-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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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要素包括国内、国际相关科研机构、相关大

专院校和相关科技企业等。技术支持要素多为非体育科

研单位，但依靠其在自身行业的科研能力协助核心要素

解决科技创新过程中的技术难关，同时，随着国际化程度

的提高，更多的引入了国际行业高水平技术支持要素。

行业支持要素包括国家体育总局、运动项目中心、运

动项目协会和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行业支持要素对竞

技体育科技创新的支持是全方面的，涉及人、财、物各个

方面，同样，竞技体育科技创新的成功离不开体育系统的

协同合作，从体育总局的系统调度到运动项目中心和运

动项目协会的配合，再到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等学术团体

的支持，都是促进科技创新的行业支持要素。

政策支持要素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国家级层面

和财政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等省部级层面两大部分。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财政部、科技部和

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支持科技创新的政策法

规，并提供科技创新资源（吕和武 等，2019）。

3.2.2.2 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

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分为直接服务要素和间接服

务要素两类（图 3）。直接服务要素包括体育科学研究所、

体育大专院校和体育科技企业等，这些也是科技创新的

核心要素，它们的科技创新成果由科研人员直接服务于

运动员、教练员。间接服务要素包括中国体育科学学会

和中介服务机构等，这些要素依托与之紧密联系的科技

创新资源承接或完成由服务对象发布或委托的科技创新

需求，进而服务运动员、教练员。

3.3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创新作为第一动力已经成为世界性趋势，从世界范

围来看，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科学技术已经成为

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进入新时代从要素驱

动转向创新驱动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保平，

2018）。

竞技体育的主体是运动员和教练员，运动员的竞技

能力巅峰时间有限，科技助力固然可以服务运动员优异

成绩的取得，但科技创新存在不确定性，失败或无效的创

新可能会给运动员和教练员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由

此，对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机理的研究可

以进一步提高驱动能力。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复杂行

为，结合图 4 可知：1）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是体育治理和

体育改革的组成部分；2）新需求拉动和新科技推动双重

作用触发科技助力的科技服务和科技创新行为；3）科技

创新和科技服务通过增加竞技体育供给要素数量和提高

竞技体育供给要素效率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4）不

同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的科技助力方式不同。

3.4 不同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的科技助力驱动

竞技体育供给要素由技术、战术、身体素质、心理、体

能、装备和情报等组成。

图2 竞技体育科技创新要素构架示意图

Figure 2. Elements of Sci-tech Innovation of Athletic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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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技助力驱动技术进步。对于竞技体育项目，科

技创新和科技服务能够有效改进运动员的技术动作（邓

万金，2018），进而带来运动成绩的突破，动作成功率的提

高，或者运动损伤风险的降低。在此过程中，运动员、教

练员和科研人员的密切合作非常重要。例如，近年我国

100 m 短跑成绩的提高与科技助力驱动运动技术进步密

切相关，起跑技术、途中跑技术的改变有效提高了运动成

绩。又如，跳高运动的技术发展经历了跨越式、剪式、滚

式、俯卧式和背越式的演变，跳高成绩不断被提高。

2）科技助力驱动战术改革。对于团队项目或计时时

间较长的项目来说，战术水平在成绩的取得过程中较为

重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视频分析、计算机仿真

等技术能够有效驱动运动项目的战术改革。在这一过程

中，教练员、科研人员和专业分析人员的作用非常重要。

例如，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通过数据分析合理安

排战术帮助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又如，篮球竞赛中应

用视频分析和数据分析技术为教练员制订战术提供

参考。

3）科技助力驱动身体素质提高及保持。运用科技手

段监测运动员的生理生化指标，帮助运动员进行科学化

训练已经成为目前竞技体育训练的日常工作。近年，科

技助力在康复、营养领域的作用也在加强。在这一过程

中，运动员、教练员、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共同合作。例

如，加压训练可有效提高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和耐力。又

如，已经有学者关注到肠道菌群与运动的关系。

4）科技助力驱动心理状态调整。运动员、教练员心

理状态越来越多的影响到竞技体育的成绩，特别是对动

作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项目。目前，科技助力依托心理量

表和有关监测设备，运用科技手段从运动员赛前心理状

态的监测到睡眠分析，全方位掌握并调整运动员和教练

员的心理状态，以提高运动成绩。在这一过程中，运动

员、教练员对科研人员的信任非常重要。例如，对在竞赛

中经常出现发挥失常（Choking）运动员的心理干预。又

如，诸多运动员开始使用高压氧仓以促进睡眠质量。

5）科技助力驱动体能提升。体能是赛场的入场券，

依靠科技助力驱动基础体能和专项体能的提高已经成为

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共识。我们的运动员、

教练员和科研人员对此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例如，通

过对国际先进体能训练技术的引进转化及应用能够有效

提升我国运动员的体能水平。又如，运用可穿戴设备、大

数据技术构建运动员体能数据库是监测运动员体能状态

的重要手段。

6）科技助力驱动竞赛装备改进。可穿戴、数字化、智

能化和快速反馈是对训练装备的基本要求（陈小平，

图3 竞技体育科技服务要素构架示意图

Figure 3. Elements of Sci-tech Service of Athletic Sports

图4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机理

Figure 4. The Mechanism of Support of Sci-tech Driv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Athletic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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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运动员参与竞技体育离不开运动装备的支撑，尤

其是冬季运动项目，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装备水平的改

进能够促进运动员成绩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运动员、

教练员、技术创新核心要素和技术支持要素充分参与其

中。例如，基于风洞研发的高性能服装在冬季项目的应

用（王开元 等，2019）和克莱普冰刀的发明提高了速滑运

动员的成绩。又如，复合材料的应用促进了撑杆跳运动

员成绩的提升。

7）科技助力驱动竞赛情报获取。对竞赛对手信息和

参赛地信息的获取有助于运动成绩的提高，特别是对抗

类竞技项目。大数据收集、分析可以协助运动员、教练员

较好了解竞赛对手状况，掌握比赛地海拔、温度、湿度、公

共环境等信息，并进行模拟分析，制订参赛策略。科研人

员的前期信息搜集工作成为情报获取的前提。例如，乒

乓球（张晓栋 等，2019）、羽毛球（刘萍萍 等，2019）等对抗

项目对重点对手技战术特点的分析有助于运动员进行针

对性训练。又如，对日本东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信息的

收集，可帮助运动员、教练员开展适应性训练（王琪，

2019）。

4 科技助力驱动竞技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原则和策略

围绕强化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推动“三大

球”振兴发展，提高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苟仲文，2019b），我们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及

指示批示精神为指导，遵照《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不断提

升科技助力能力，严格对标“六个东京”标准，严格落实

“九个每块金牌”责任，严格查找整改备战中存在的“七个

几乎没有”问题（苟仲文，2019b），严格执行科技助力奥运

工程，以更好驱动竞技体育向着专业化、精细化、精准化

和科学化方向高质量发展。

顶层设计方面，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运动员为中

心的竞技体育发展理念，把科技助力深刻融入竞技体育

高质量发展；以国家体育总局为科技助力制度创新和制

度供给主体；坚持举国体制为主，市场供给逐步加强的科

技助力供给模式（杨国庆 等，2018；赵吉峰 等，2019）；同

时，坚守底线原则，坚决抵制兴奋剂等违反奥林匹克精神

的行为。

服务竞技体育实践方面，深入竞技体育训练实践一

线，增强科技助力的服务意识，推动训练、科研和保障“三

位一体”训练模式（陈小平，2018），以智能训练场馆为主

要抓手，加强对训练场馆的科研、医疗、保障等方面的支

持；推动运动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训练理念更新（田麦

久，2019），使其认识到科技助力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科技

助力。

科技助力能力提升方面，注重开源、开放式发展，引

入国内外、行业内外的科技助力要素，建立国际化、跨行

业的科技助力平台；打造多项教练员（体能、康复和技术）

与多学科科研人员（生物力学、生理学、心理学和营养学）

的复合型科技助力团队，形成跨学科、跨国界的科技助力

人才队伍（陈小平，2018），在体能训练、机能监控、伤病防

治、运动营养、技战术分析、数据管理与分析、信息情报收

集与处理等方面提供及时、有效的科研医疗保障（国务院

办公厅，2019）；重视训练比赛的数据积累，建设国家队训

练大数据管理系统，加强对运动员数据的规范和管理（国

务厅办公厅，2019），创建线上线下整合发展的高科技现

代化实验室体系，打造以实验室为主的科技创新引领力

量；加强训练参赛的关键技术攻关和基础研究，鼓励自主

创新；创新人才使用机制，尤其是高水平、高层次的专业

人才培养、使用（李颖川，2019），不断壮大科技创新人才

队伍，强化科研诚信和作风建设。

5 结束语

面对党和国家对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总方针，面对

体育强国建设的总纲要，面对三大备战任务的总目标，只

争朝夕，是我们体育科技工作者科技助力的历史使命，不

负韶华，是我们体育科技工作者服务竞体的时代初心。

在人民关注与期待的目光下，在逐梦北京冬奥，续写北京

辉煌的美好愿景下，新时代的竞技体育唯有科技助力，才

能高质量发展；新时代的体育事业唯有科技引领，才能行

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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