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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32届夏季奥运会被迫延期1年，这对世界范围

内运动员的奥运备战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体能训练是国家体育总局在东京奥运备

战工作中的重要抓手和核心战略，面对延期1年带来的影响，挑战和机会并存，体能训练的

整体策略应当尽快进行调整。研究从中国国家队在奥运延期后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从与

体能训练相关的周期安排、训练内容、损伤风险和保障机制4个方面做出具体分析，并提出

初步应对策略和安排建议。建议：1）安排“奥运模拟赛”完成备战周期过渡，让体能训练周

期节奏把控与专项训练相拟合；2）加入功能性测试和纠正性练习等板块内容，加强基础体

能的针对性训练，保障运动员的健康水平和能力厚度，同时注重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专项

体能向专项运动表现的转化和实现；3）建立起针对损伤防治的体能-康复联动反馈机制，制

定日常体能训练中的伤病预防策略；4）建立起稳态保持和动态调整的保障机制，注重核心

工作人员和硬件条件保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奥运延期；体能训练；备战策略；周期化

Abstract: The unprecedented global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the corresponding postpone‐

ment of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postponed for one year has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thletes’training preparations for the competition. Specifically,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ing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key component of this preparation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

tion of Sport of China, the postponement of 1 year brings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d

the general strategy of the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ing should be adjusted as soon as pos‐

sible. Starting from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Chinese national teams after the post‐

pone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this study analyzes four specific aspects of strength and condi‐

tioning training strategy: Overall planning and periodization, individual athlete training plans,

injury risk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and the athlete support system, and it also proposes pre‐

liminary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s follows: 1) arrange“Olympic simulated game”to

complete the transition of preparation cycle, let the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ing periodiza‐

tion rhythm match with the specific training; 2) add functional test and corrective exercise to

training sessions, strengthen the individuated training of fundamental physical fitness, ensure

the health level and ability depth of the athletes, and lay empha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

alization of fundamental physical fitness to 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also from specific physical

fitness to athletic sports performance; 3) establish a linkage mechanism between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ing and rehabilitation for injur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formulate injury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 daily physical training; 4) set up a steady state maintain and dynamic ad‐

justment mechanism of the athlete support system, focusing on the st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re workforce and hardware support.

Keywords: COVID-19; postponement of the Olympic Games;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

ing; preparation strategies; perio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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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疫情在全球范围突如其来的巨大影响，国际

奥委会、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于 2020年 3月 24日正式发

表联合声明，从全人类共同命运及运动员的生命健康考

虑，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运会”）被正式

宣布推迟到 2021年举行。奥运延期不但对未来体育赛事

带来未知变数，对于所有从事备战的运动员、教练员及工

作人员也是巨大的冲击。虽然国际奥委会已经确认，东

京奥运会不会取消，已获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运动

员继续保留资格，但对于全力备战的中国奥运军团来说，

当前的备战格局和工作计划都必须重新调整，这既是艰

难的坚守和挑战，也存在未知的机会和变化。对于运动

员专项训练保障的 4 大支柱板块：体能、康复、营养和心

理，也必须跟随备战周期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安排调整。

虽然还有许多未定因素，但对于延期产生的一系列后续

效应，必须做出一定的预判和对策预案。

体能是赛场的入场券，是战斗力的重要基石。针对

中国国家队体能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强化体能、恶补短

板是国家体育总局在东京奥运备战周期的重要抓手和核

心战略，面对延期 1 年的时间变化，各运动项目应根据各

自的具体情况，在体能训练的周期安排、训练内容、损伤

风险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出相应的策略考虑和安排。

1 延期带来训练周期的变化调整

周期安排是运动员整体训练计划制定的基础，体能

训练的计划安排只属于整体周期安排当中的一环。4年 1

次的奥运备战周期是中国竞技体育最大的周期循环模

式，各运动项目在长期的实践摸索和经验积累中，形成了

一套相对比较稳固的系统性训练周期安排方法。东京奥

运的延期给各个运动项目队伍带来的最直接的战略性安

排变化，就是训练周期急需调整。

1.1 周期训练计划制定的理论基础：经典训练分期和“板

块”训练分期

关于运动训练长期计划模式的发展历程，以及从经

典训练分期理论到“板块”训练分期理论对我国竞技体育

的影响，学者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精辟的论述。众所

周知，苏联马特维耶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形成的训练分期

理论对我国的竞技体育影响深远，这也是国内大部分运

动项目训练周期制定的理论依据。训练分期，是指以建

立受训者最佳竞技状态为目标的，具有特定训练内容和

负荷的若干个训练时间序列。马特维耶夫从多年及全年

长期系统训练的视角出发，将以某一重大比赛为目标的

运动训练过程在纵向上划分为准备期、比赛期和过渡期

３个时期，并针对不同时期的特点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

训练目标、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不同训练时期负荷量与

强度的不同比例关系”和“一般身体训练与专项训练在不

同训练阶段的不同安排”两个贯穿整个训练过程的基本

原则。由于当时竞技体育的比赛数量较少，训练分期理

论把运动员全年参加重大比赛的次数限定为 1～2 次，这

也导致后期关于训练分期理论局限性之一的争论就是其

是否能适应现代体育项目多赛制的发展。

在全球竞技体育职业化和市场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

景下，传统分期理论已难以完全解决诸如精英运动员专项

成绩持续提高、赛制大幅度增加和赛前竞技状态快速形成

等一系列新问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苏联学者维尔霍

山斯基和伊苏林提出了“板块”分期训练理论。“板块”分

期训练理论从高水平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可塑空间”逐渐

缩小、专项成绩的提高速度日趋缓慢、训练负荷与运动损

伤的矛盾日益加剧等特点出发，提出了“高度集中专门负

荷训练”的理念，提出对部分靶目标能力进行专门集中训

练，重视“小周期”的功能分类以及将其设计成“微型板

块”参与竞技状态的调控，精准高效地发展运动能力，又

尽可能避免或降低由于增大训练负荷而造成的过度训练

和运动损伤的风险，为全年中需要多次参赛的高水平运动

员训练开辟了新途径。“板块”分期训练理论的核心，是在

不提高甚至降低整体训练负荷的前提下，利用“刺激-疲

劳-适应”的能力提高机制，并充分考虑到不同能力之间

内在的机理联系，建立了以提高专项能力为目标的高度集

中的专门训练负荷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的“高度集中训练

负荷”、不同能力的“依次序列发展”和训练的“痕迹效应”

是“板块”分期训练的 3个重要原则。“板块”分期理论形式

上继承了传统“分期”的框架结构和阶段划分，但内容上

进行了发展和创新（陈小平，2016；胡海旭 等，2013）。

上述经典分期理论和“板块”分期理论，都是当前竞

技体育周期训练安排的重要参考，也是当前各项目国家

队教练员在奥运备战当中制定训练计划的重要依据。面

对延期影响，在实践中依然需要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

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做出尽可能适合的变化调整，而体能

训练作为运动员整体训练计划的一部分，也必须同步做

出周期性改变。现国家田径队苏炳添的教练兰迪·亨廷

顿（Randy Huntington）认为，“板块周期”更多适用于球类

等多赛项目，而对于田径、游泳、体操、跳水、举重等少赛

项目，依然更多要参考训练分期理论，运动员必须通过系

统的计划安排，才能保持一段最顶峰的竞技状态，特别是

针对奥运会这样的重要赛事，仍旧需要周期训练的节奏

把控和专项拟合，从而在奥运赛期发挥出最佳身体状态

和竞技水平。

1.2 延期后的赛事安排建议：举办奥运“模拟赛”来拟合运

动员现有训练周期

2020 年 3 月 30 日晚，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会、日本

政府联合宣布东京奥运会将于 2021年 7月 23日开幕。东

京奥运会推迟 1 年已成定局，而且由于疫情影响，今年绝

大部分的国际赛事也都会取消或者延期。这“额外”的 1

年以及预期赛事的未知变化，对各项目主教练的备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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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和比赛调整安排提出了复杂的挑战。按照训练分期理

论，运动员竞技能力状态的形成需经过获得、保持和消退

3个阶段，1年当中运动员最佳竞技状态的出现是有限的，

这些有限的最佳竞技状态的形成依然需要较长时间的训

练积累。训练分期理论中提出了大周期、中周期和小周

期的概念，3～6 个小周期构成 1 个中周期，若干中周期构

成 1 个以某一重大比赛而定的持续 1 年或半年的大周期，

这次的奥运延期时间，足以形成 1个全年大周期。

竞赛是竞技体育训练活动的杠杆，对运动训练的节

奏调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预期在今年 7、8月份参

赛的奥运会运动员来说，大多数项目根据前期赛事情况，

正处于当前的一般准备期或专项准备期，即将进入 6、7月

份的赛前准备期或赛前减量期阶段，一些项目运动员已经

为了备战奥运将竞技状态进行了长期的调整。为了不打

乱队伍的现有训练节奏，建议在 6～8月份模拟奥运会的比

赛模式和节奏，进行一次内部测试赛或者国内公开赛，成

为奥运会的模拟赛事。这种赛事模拟的安排好处有以下

几点：1）保障了队员正常的训练节奏，在这场赛事之后，可

以再以 1年的大周期进行新的训练安排；2）缓解运动员从

去年冬训以来积累的紧张度和疲劳感，以及封闭训练当中

因疫情因素带来的心理压力，赛事结束之后，可以正式安

排调整期让运动员进行恢复放松；3）可以检验今年备战的

成效，对运动员的实力状况、训练中存在的效率因素，有一

个得失总结和问题查找的依据；4）因为明年预期在奥运会

之后有国内的全运会赛事，在奥运模拟赛之后，队伍的周

期安排应该与全运会的周期安排有一定的类同和衔接之

处。对于国内队伍而言，明年还有全运会的安排，对此建

议应安排在奥运会结束后不久举行，直接与奥运会进行衔

接，运动员通过短暂准备后，可以发挥“板块”周期的“痕

迹”效应，保持高效的竞技状态，这对于绝大部分运动项目

都是最经济和最高效的选择。

由于各项目的联赛、奥运资格赛、其他国际和国内赛

事的安排不同，当前不同项目的备战节奏和周期划分也

存在较大差异。一部分如传统体能类项目及赛事较少的

项目，如田径、游泳、举重、体操、跳水、花游等，主要以分

期理论的节奏安排进行备赛。而有大量积分赛、资格赛、

大奖赛、洲际赛事和单项协会赛事的球类项目，比如乒乓

球、羽毛球、篮球等项目的赛事较多，考虑到疫情影响，这

一年正式的赛事会大幅减少，反而需要适应少赛的节奏

影响，将传统分期安排和“板块”周期安排相结合，合理利

用竞赛的杠杆作用，进行队内测试赛和其他竞赛安排。

总之，各项目都需要把奥运前所有赛事安排和训练周期

进行统筹安排。

1.3 体能训练年度计划的分期拟合：基础体能、专项体能的

分段与转化

在训练分期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运动训练学专家图

德·邦帕（Tudor Bompa）博士的研究占据重要地位。早在

马特维耶夫的研究发表之前，邦帕首次创建和应用了年

度周期计划，并在同一时期提出了身体运动能力即体能

训练的周期安排概念，尤其是力量和爆发力的周期训练

安排。这种训练方法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并且让名不

见经传的罗马尼亚田径运动员米哈埃拉·佩内什在几年

之内便获得奥运会标枪冠军。邦帕发展了几种主要身体

运动能力的周期安排模型：力量和爆发力周期安排、耐力

和肌肉耐力周期安排和灵敏性周期安排。在邦帕的周期

理论中，年度计划安排和身体运动能力周期安排是指导

运动员全年训练的重要工具，年度训练计划帮助教练把

全年拆分为多个带有具体目标的不同阶段，身体运动能

力周期安排是最大限度促进运动员生理适应的方法性工

具，而运动员最大限度的生理适应是提高其运动表现的

基础（图德·邦帕 等，2019）。

年度计划周期，也就是把年度训练计划拆分成多个

较小的训练阶段，让训练计划的规划更加清晰明确，从而

保证运动员在重要比赛期间达到较高运动表现水平。主

教练或专项教练要带着周期安排的思维进行技术训练、

体能训练、心理训练和营养安排，并将它们纳入年度计

划，以提高运动员的适应和运动表现。年度训练计划主

要分为 3 个阶段：准备期、比赛期和过渡期。准备期根据

任务不同可分为一般准备期和专项准备期。一般准备期

的重点是通过使用多种一般或专项的方法形成基础性的

生理适应，专项准备期是通过使用专项运动方式提升该

专项运动员的能力。比赛期可再细分为比赛前期和比赛

中期。年度计划的每个阶段包含大周期、中周期和小周

期。每个子阶段都有目标，子阶段的目标均指向年度训

练计划的总目标。

在身体运动能力周期安排的框架下，能够让运动员

的速度、力量、爆发力、灵敏性及耐力等综合素质在 1年中

最主要比赛时期达到最高水平。运动表现取决于运动员

对训练的生理适应和心理调整，同时也取决于运动员对

技能和能力的掌握程度。为了在合适时间（即主要比赛

的时间）达到最佳运动表现水平，运动员需要进行为期数

月精心设计的体能训练，依序逐步提升生理适应。在一

般准备期以强化基础身体素质为主，在专项准备期要在

保持一般性身体素质训练的同时，强化专项能力训练，在

不同阶段基础体能与专项能力训练叠加拟合，逐步递进，

从而在赛期最大程度促进形态-功能适应，保持一般和专

项身体能力的训练成效（图 1）。

自东京奥运备战周期以来，国家体育总局以体能训

练为奥运备战的重要抓手，在强化基础、恶补短板方面采

取了重要变革。通过基础体能达标测试、引入专业人员

和先进设备、增加体能训练时间比例、改进训练方法手段

等一系列科技助力措施，取得了阶段性的显著成效，运动

员的基础体能水平得到了明显强化和提升。但基础体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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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弱、专项体能不强的问题，依然制约着我们决胜奥运赛

场的能力提升和实力发挥，我们对于基础体能依然需要

“常抓不懈”。面对 1年的延长期，对于基础体能的准备时

间是较为充足的，同时在体能训练的周期策略安排上，也

要利用时间机会，深入探索从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的转

化途径，在保障基础体能得到强化的基础上，再针对专项

体能的提升形成下一阶段的新方案，解决一部分队员转

化效率低的问题。

总之，在体能训练的整体安排策略上，建议国家体育

总局统一或由各协会设置安排“奥运模拟赛”来顺利完成

备战周期过渡，并提前做好明年分段赛事的可调性预备

方案，让体能训练的周期节奏把控与专项训练更加科学

的拟合。如果不能举行相关正式赛事，也要留出一个集

中的减量调整期，让运动员得以尽快调整适应。同时，对

于延赛 1年体能训练的节奏安排，继续坚持体能达标测试

和以体能促备战的策略，发挥测试的导向作用，在继续强

化和夯实基础体能的基础上，加强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

专项体能向专项运动表现转化的投入和实现途径，继续

保持各种科技助力手段，提升队伍的整体科学化训练水

平，以期运动员在 2021年奥运赛期达到最佳竞技水平。

2 体能训练主体内容板块的调整对策

2.1 最佳竞技能力构成因素的金字塔模型

21 世纪以来，在国外职业体育市场化蓬勃发展和密

集型赛制的大背景下，对职业运动员伤病预防、康复、竞

技状态保持及职业寿命延长的需求日益增加，功能训练

得到迅速的发展。一大批身体功能训练领域的先行者们

通过不断地实践与总结，并经过美国职业体育的实际检

验后取得良好效果，在全世界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与普及。

实践证明，这种训练方式是对传统体能训练方式的一种

有效补充，功能性训练方法不仅丰富了体能训练的内容，

并且重新找回了曾经被忽视的身体训练基石——基础动

作练习，还对竞技能力的构成因素进行了新的定义和认

识（迈克·鲍伊尔，2017）。

如图 2 所示，最佳竞技能力金字塔模型分为 3 个层

次。最底 1 层是根基部分，它代表人体完成动作的能力，

即人体动作功能，主要包括关节运动的灵活性、稳定性以

及神经-肌肉控制能力。当人体关节具备良好的灵活性、

稳定性及神经-肌肉运动控制能力时，才能经济有效地高

质量完成动作，在此基础上才能很好的发展其他各种能

力。反之，当以上任何一个因素出现异常时，人体动作功

能就会出现过度使用、代偿、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等情

况，并容易出现疼痛和损伤。因此，正确的动作模式是整

个身体训练的基础，也是预防运动损伤的前提条件（Cook

et al.，2011）。

图中第 2层代表人体的各项身体素质，如力量、速度、

耐力、柔韧和灵敏等。但并不意味着在这一层级就抛弃

了动作练习。一方面，良好的身体素质是通过各种动作

完成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动作是所有身体运动能力的载

体。传统的体能训练追求通过发展力量和速度以获得更

大的肌肉输出功率，但如果运动员不具备良好的身体功

能和动作模式，而盲目依靠心肺功能增加负荷进行训练，

就像一部发动机很好的跑车却没有良好的操控性能一

样，其结果是十分危险的，这也是没有良好动作功能基础

的运动员，容易出现急性或慢性运动损伤的主要原因。

图中的第 3层代表运动员具备的专项能力水平，基础体能

需要转换成专项能力，最终展现为运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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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每一阶段身体训练效果强化的递进关系（图德·邦帕 等，2019）

Figure 1. The Progressive Relationship of Training Effect Enhancement in Each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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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体能训练内容板块不合理的成因

以国内长期以来的训练理念来对标竞技能力金字塔

模型，发现队伍当中存在的情况是相反的。国内队伍大

多最为注重和投入最多训练时间的是塔尖的专项能力，

因为这是与运动员最终竞赛成绩关联最紧密的，也是最

为见效的办法。但这样可能导致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金

字塔基础的支撑，就会大幅增加运动伤病的潜在风险，同

时，专项能力在提升到一定阶段后，就会很快出现技术瓶

颈，而因此停滞不前。

金字塔塔基部分的身体动作模式和中间部分身体素

质相关的基础体能，是长期被大部分队伍教练所忽视的。

在近几届奥运会的备战过程中，包括在 2012 伦敦奥运周

期身体功能训练团队工作的开展，我们队伍的认识有了

很大的改观，也起到了一定的实际效果（王雄 等，2014）。

但整体上来说，这种投入和改善还是不够的，其因素有多

方面：1）很多队员的动作模式习惯、身体能力特点在青少

年时期已经定型，进行重新纠正和改变非常困难；2）由于

缺乏高水平的体能教练指导和体能训练缺乏持续性，训

练成效难以保证；3）因为各种赛事的成绩压力，以及主教

练的训练模式难以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对于需要大量时

间投入的基础训练来说，这并不是最“划算”的选择。最

后导致即便是已经拿了奥运冠军、世界冠军的运动员，在

身体基础能力方面依然有短板，依然有不规范的、不合理

的训练动作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伤病积累，或者

对他们的职业生涯时间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

2.3 延期后的体能备战策略调整建议

即便对于高水平运动员，通过纠正性练习、基础动作

模式练习、神经-反馈刺激练习等方法，依然可以达到重

建动作功能、优化动作模式的效果。因此，在延期 1 年的

情况下，在队伍的体能训练内容板块中，仍需加入一些功

能性测试和纠正性练习等训练内容，并根据运动员个体

情况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公平竞争是奥林匹克精神之一，无论新人老将，在同

一竞技规则下进行实力比拼。而对于处于不同年龄结构

和竞技能力层次的运动员来说，其体能训练的着重点有

所区别。对于青年运动员来说，正处于职业生涯能力的

上升期，1 年的时间可以产生较大的变化，不仅有获得奥

运参赛资格的机会，而且对于明年全运会备战以及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储备也都是其运动生涯的重要节点。青

年运动员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支柱，在体能训练当中，

一方面要强调其动作质量，保持高质量的动作模式，增强

金字塔塔基的厚度，均衡发展各项运动能力，消除短板，

继续夯实其基础体能水平，同时可以安排合适负荷加强

转化，快速提升竞技水平。而对于已具备丰富训练经验

的老将来说，一方面要通过功能性训练和基础体能训练

保障其身体的健康水平和能力厚度，重点是查缺补差，同

时注重基础体能向专项体能的转化。

“没有测试就没有评价，没有数据就没有计划”“如果

不能测量，就无法控制”，已是全球运动训练领域科学化发

展的共识（Haff et al.，2017）。当前在国家队进行的基础体

能测试，让很多教练员对运动员的身体能力不足有了客观

的新认识，提升了长期忽视的一些身体素质，一部分队员

也因此在专项训练方面取得了实际的进步和成效。测试

不是目的，而是引导运动员科学训练的重要手段，对于增

加 1年的准备期，既要发挥出原有的作用，也需要对测试内

容进行一定程度的升级，使其更好的为实现目标而服务。

因此，建议在当前的体能备战方案中，在运动员基础体能

测试达标以及短板问题得到较好解决后，可以将每月一次

的测试周期延长，而同时注重专项能力的提升。或者可以

在训练周期的专项发展阶段，让各运动项目安排针对各自

项目特点的专项体能测试，发挥体能测试的训练指挥棒导

向作用，从而最大程度拟合体能与运动员的专项运动能力

的高效一致性，继续发挥体能在奥运备战中的重要抓手

作用。

3 训练伤病风险因素的预防策略

3.1 延期对训练伤病风险的主要挑战

对所有备战奥运的运动员来说，高强度训练时间的延

长，运动员由于身体疲劳积累和情绪倦怠，训练当中产生损

伤的风险大大增加。特别是国内一部分运动员，在大赛之

前，已处于长期带伤作战状态，目标就是坚持到奥运赛场进

行最重要的较量，而备战时间的延长也给伤情加剧带来了

更高的风险，一旦训练中把控不好，急性伤病突发，不但牺

牲了个人健康，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

因奥运延期而面临最大挑战的是一部分大龄老将，如

今年 36岁的举重运动员吕小军、33岁的竞走运动员刘虹、

33岁的女排运动员颜妮、31岁的铅球运动员巩立姣和标枪

运动员吕会会、29岁的跳水运动员施廷懋和王涵、女排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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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最佳竞技能力构成因素的金字塔模型（Cook et al., 2011）

Figure 2. Pyramid Model of the Component Factors of the

Best Competi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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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曾春蕾等，他们依然是中国奥运军团中的核心力量。

备战中这些老将除了面临世界范围内新人的挑战，面临意

志和体能的双重考验，现在还将面临延长 1年的训练伤病

风险。体能训练的重要功能不仅是要提升运动表现的竞

技体能，同时要提升可有效预防伤病的健康体能，在团队

中与康复人员进行紧密配合，发挥健康保障的最大效能作

用。在延期备战过程中，应利用体能训练预防损伤的功

能，尽可能缓解或消除伤病，避免意外发生，建立起针对损

伤防治的体能-康复联动反馈机制，发挥体能、康复双重保

障的组合效应，保护好前期的备战果实。

3.2 日常体能训练中的伤病预防策略

在预防伤病的体能训练策略上，重点应该进行以下

几点安排：1）应该在今年的测试赛或周期结束后，尽快

安排时间对当前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健康情况进行再一

轮全面的体检、测试和筛查，了解运动员个体伤病情况

和风险因素的变化趋势，特别加强体能教练和队医或物

理治疗师的深入沟通和配合机制；2）利用这一年时间，

重点安排一个较长时间的基础体能阶段，特别是结合身

体功能训练的方法优势，重建或恢复运动员机体关节的

灵活性与稳定性，在既定的训练计划当中加入纠正性练

习环节，并进行定期的功能性筛查评估，利用 FMS、SF‐

MA、Y-Balance、星型平衡测试等功能性测试、筛查方法，

进行针对性改善；3）重视每一次训练课的热身或准备活

动，做好每一堂课、每一个训练日的身体恢复放松，及时

消除疲劳，避免训练中出现意外和慢性损伤积累；4）每

堂重点体能课训练前，应做好运动员主、客观疲劳监控，

用相关测试量表、心率表、Omegawave 竞技状态综合诊

断系统等科技手段了解运动员前一天的睡眠、休息和恢

复情况，训练课后做好训练课强度负荷的主观评价，动

态掌握运动员的身体疲劳状况和心理情绪因素，并根据

实时反馈情况，在合理范围内动态调整训练课的负荷安

排（表 1）。

4 体能训练保障机制的稳态保持和动态调整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当中，我国政府展现出

了巨大的体制优势。而长期以来，中国竞技体育成功背

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举国体制，中国竞技体育成绩与我

们长期封闭集训的管理体制有着直接关系。在新时代，

面对改革新形势，既要对原有体制中不灵活、低效率的部

分进行优化整改，也要继承发扬我们集体协作的固有优

势，强化训练保障。

4.1 经费保障的预期下降因素

延期 1年在训练保障方面带来的影响当中，首先面临

的巨大挑战是备战经费的不足。疫情让全球经济处于一

个前所未有的超级紧张期，人民的生命财产保障处于第 1

位，各行业保障经费包括奥运保障经费的下行是必然预

期。经费减少会给备战带来新的压力，对我们的后勤保

障机制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4.2 人员保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在体能训练工作的保障当中，首先涉及的一个问题是

人员的变动因素。体能教练的选择和稳定是体能备战工

作成功的重要保障，稳定的保障团队结构，对于运动员训

练的适应性和持续性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本轮备战中，国

表1 日常体能训练中的伤病预防策略

Table 1 Injury Prevention Strategies in Daily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Training

时间阶段

一个中周期开始前

日常训练前

日常训练中

日常训练后

建议性方法、手段

全面健康体检和伤病诊断筛查；

FMS、SFMA Y-Balance等功能性测试

补水补剂，检查训练设备安全；

轻便型睡眠质量监测（如手环、心率表等）、主观疲劳量表、

Omegawave 竞技状态综合诊断系统等进行测试；

与队医沟通相关运动禁忌症变化

做好准备活动或热身；

根据情况加入软组织放松或拉伸环节；

根据情况加入纠正性训练环节；

根据情况加入单、双边肌力平衡练习，改善机体两侧均衡性、

对称性；

提升运动员的训练专注度；

预防及消除其他因素的意外影响

做好整理活动的拉伸放松环节；

确保运动员采用水疗放松、气压放松、按摩、针灸等手段进行

恢复；

监督运动员的按时睡眠

实施目的

全方位掌握运动员伤病情况、损伤风险和运

动禁忌症

了解运动员的疲劳恢复状况和运动禁忌症变

化，动态调整训练安排，保障体能训练质量

预防训练受伤，提升训练效率，加速康复进程

加强主动和被动训练恢复，消除疲劳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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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体育总局在体能训练、康复国外专业人员的聘请上投入

了大量经费，这些经费预算均以今年的奥运会结束为时间

节点，而经费缩减可能会导致部分人员的离岗，而国内体

能教练的待遇对优秀人才的吸引也不足。如果由于经费

缩减发生人员变化，应予以慎重考虑，并采取一定的国家

队与省市队伍的联动应对策略。比如某些队伍外教水平

不错，特别是通过近两年备战过程与队伍的反复磨合，得

到了队伍的信任，当人员费用不足时，可以建立国家队与

地方全运会保障的联动机制，让地方省市财政负责部分经

费，将履约合同的时间放在奥运会和全运会都结束后。体

能教练的个人业务能力、跟队经验、风格类型和队伍、运动

员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性和选择性，若前一阶段发现体能

教练并非非常适合，或者对前期工作完成情况不满意，应

在新周期开始前尽快调整，选择最合适的体能工作人员。

4.3 训练基地的场地和器材设备保障

训练基地的场地和器材设备保障是体能训练重要的

硬件辅助因素。全国各级训练基地的经费投入不一，训

练器材的配备不同，在运动员转训过程中，由于器材设备

的差异和缺失，也会对训练和测试的持续性产生一定的

影响。虽然体能训练的方法种类是多种多样的，达到一

个目标可以根据现有器材设备，甚至进行徒手训练，但在

效果上，一些特定负荷、特殊针对性的训练器材还存在较

大的辅助优势。建议各队伍可配备一些费用不高的便携

式训练器材，比如弹力带、TRX、训练滑垫、泡沫轴、筋膜

球等。另外可以由国家体育总局下发一个全国训练基地

体能房功能设置的指导性标准，指导各基地体能房配备

基础性的综合力量训练架、哑铃、壶铃、有氧训练器械等

通用设备，保障国家队在各驻训基地的基本硬件条件。

此外，在保障机制方面，加强队伍内体能教练之间的

业务交流，定期组织体能教练召开专题业务研讨会，让业

务研讨成为常态化形式，让专项教练和相关保障人员都参

与其中，集思广益，提出、研讨和解决训练中的具体问题。

5 结语

在新冠肺炎疫情和奥运延期的双重冲击面前，全球

奥运备赛运动员尤其是其中的大龄运动员，都面临着“艰

难的坚守”。奥林匹克运动本身就是对人类意志和体能

的考验，是不断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运动魅力和体育精

神。1年延期带来的各方面影响虽然复杂，但对于所有备

战运动员来说，主动迎接挑战才会赢得更好的提升机会。

在体能训练工作方面，需要做好训练周期调整后的训练

计划拟合、根据实际需求调整内容方案、最大程度规避损

伤风险、加强训练保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工作，使得中

国奥运军团能够继续夯实体能基础，在 1年后的东京奥运

会中达到最佳竞技状态，重塑世界竞技体育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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