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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第32届夏季奥运会延期对于办赛、参赛和观赛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运动训练的

角度，应该客观认识我国与国外奥运训练周期、负荷和比赛设置的异同，在其利弊基础上制

定科学的奥运延期训练计划。应将基础体能训练继续作为奥运延期训练的重要内容，通过

基础体能的提升促进增长专项能力和预防运动损伤。科技助力训练是我国竞技体育可持

续发展的驱动力，应在奥运延期训练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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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tponement of the 32th Summer Olympic Games has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organization, attending and watching competi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training,

we should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raining cycles, training loads and compe-

tition setting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bjectively. Besides, it is supposed to make sci-

entific Olympics postponement training plans on the base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a-

sic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should continue to be the principal content of Olympics postponement

training, it could promote the special 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revention of injury. Training w-

i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is the driving forc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it is nece-

ssary to exert the guidance effect in Olympics postponement training const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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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30 日，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日本政府宣布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影响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以下简称“东京奥

运会”）将推迟至 2021 年 7 月 23 日—8 月 8 日举行。面对奥运史上的第一次“延期”，一

时各种看法众说纷纭。奥运会的推迟不仅对主办国的筹备带来诸多变数，而且对各国

运动员的训练产生了巨大影响，需要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本文将从运动训练的角度，以东京奥运会参赛为聚焦点，分析和探讨奥运延期对我

国国家队下阶段备战训练的影响并给出建议。

1 紧扣“负荷”与“比赛”两个关键，科学制定奥运延期训练计划

从训练的角度来看，奥运延期影响最大的是训练规划。因此，首先应清楚了解在奥

运训练周期上世界与我国参赛运动员的主要训练特点及其异同。对于以奥运会比赛为

目标的竞技训练来说，世界上大部分非职业化项目“业余”性质的奥运参赛运动员均以

4 年奥运周期进行准备，这涵盖了大部分奥运项目，如田径、游泳、体操、举重和水上项

目等。国外奥运参赛运动员 4 年的训练，基本按照“调整-启动-兴奋-高峰”的年训练

模式逐年推进。一般在奥运比赛结束后即开始新一轮奥运会的准备，进入调整年的训

练。该年度的训练以身体恢复、伤病康复以及基础体能和新技术学习等内容为主，年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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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负荷量和强度处于中低位水平，比赛数量、密度和水平

均不高，主要目的是让运动员机体从奥运比赛年的疲劳

积累中得到恢复，相当部分国外运动员也利用这个时间

进行学习或工作，以弥补奥运会比赛年耽误的学业或工

作；第 2 年国外运动员一般才开始进入奥运的训练，训练

负荷和比赛数量、质量稳步提升；第 3 年很多项目已开始

奥运会资格的争夺，训练进入“白热化”阶段，相当数量的

奥运运动员开始暂露头角，显露出其“气势”；然后进入奥

运比赛年度的训练，训练负荷和比赛质量进一步提升，最

后经过赛前训练调整参加奥运角逐。目前，世界大部分

奥运参赛运动员正处于奥运会年的“兴奋”中期，如果没

有此次疫情，这一阶段应该是训练负荷的积累期，到 6、7

月则开始进入赛前训练，然后是奥运会的比赛。

我国奥运训练周期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存在差别。

尽管在时间上都是 4 年，但在年训练负荷走势上存在明

显不同。由于全运会的存在，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结束

后须立即投入来年全运会的训练，即要连续进行 2 次“高

峰”年的训练。“全运会”是我国特有的以各省市和行业协

会为单位的全国性比赛，我们对 2017 年天津全运会游泳

项目成绩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成绩的比较结果表明，天

津全运会共有 27 个项目的成绩可以进入 2016 年奥运会

前 8 名，其中 7 个项目可进入前 3 名，有 36 人（组）的成绩

可进入 2016年奥运会前 8名，其中 7人可获得 1～3名（陈

小平，2017）。这说明，我国全运会的比赛水平和竞争程

度很高，参赛运动员都做了充分的训练准备。在全运会

竞赛杠杆的拉动下，我国奥运参赛运动员多年来在 4 年

奥运周期中需要进行 2 次连续的“高峰”年训练，与国外

运动员相比缺少了奥运会比赛后的“调整”期训练。这种

连续高负荷的训练，加之我国与国外奥运参赛运动员还

存在专业与业余训练的差别，造成我国运动员奥运训练

周期的训练负荷总体上高于国外，这不仅成为一个影响

我国奥运参赛的因素，也是造成我国运动员运动损伤风

险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述国内外奥运准备期的“差别”无疑是影响奥运延

期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因素。从 4 年的节奏上看，2021 年

国外运动员正逢奥运正常举办后的“调整”年，参赛运动

员不仅需要改变多年来已形成的训练节奏，而且还要随

之变换已制定的职业规划，这些都将对他们的训练产生

不利影响。从 4 年的整体上看，奥运会的延期会造成

2021 年奥运会与全运会比赛的冲突，我国优秀运动员将

面对 1年 2次重大比赛的抉择，对竞技能力的长期安排和

比赛状态的调整提出了更高要求，参赛运动员训练负荷

很可能进一步加大，进而引发更大的机体疲劳和运动损

伤风险。

比赛是影响奥运延期训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现

在到 2021 年奥运会的开幕还有 1 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

各项目会设立一系列的比赛，运动员参赛的数量、时机和

目标都将影响到这个期间的训练。据报道，东京奥运会

参赛资格仍有 43%未定（厉苒苒，2020），如果这些未定的

参赛资格仍需要由比赛决出，那么这部分比赛就应成为

优先考虑的参赛赛事。对于我国奥运会参赛来说，一个

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我国国内奥运参赛运动员的选拔

问题。在 43%的未决奥运席位和部分已获得奥运资格但

可以更换参赛运动员的项目上，由于奥运会延期，就仍存

在国内参赛运动员，尤其是一些年轻新秀的重新选拔问

题。在这个问题上，需制订出明确和科学的选拔办法，激

励和促进运动员的竞争。

从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宣布的时间上看，几乎所有

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基本都处于冬训刚刚结束开始进入比

赛期的时段，尚未进入赛前训练阶段，表面上没有对参赛

运动员的训练安排造成明显的干扰。但我们要认识到，

在负荷的整体安排上奥运会年最后一个冬训期的训练还

是不同于以往，运动员的生理和心理压力均高于非奥运

年。因此，在设计奥运会延期计划时，需要将以今年东京

奥运为目标的已经发生的训练负荷与下一阶段的训练统

筹计划有序衔接，需要迅速改变和调整训练负荷的走向，

甚至不排除拿出一定时间进行调整和恢复，这一点对于

体能类项目尤为重要。

2 利用延期契机力补“短板”

运动能力的提升需要时间的铺垫。从某种意义上

说，奥运会延期给予了我们补“短板”的时间，这对于那些

近期已发现“短板”的项目和运动员尤其应引起高度重

视。从整体上看，基础体能不足是我国奥运会备战训练

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长期的重视不足和当下训练理念

和方法的缺失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顾宁，2020）。

然而，能力，尤其是基础能力的训练需要一定时间，力量、

耐力等重要素质要通过一定时间的系统训练才能出现显

著变化。因此，应将基础体能纳入即将开始的“延期”训练

计划，争取在还有1年多的奥运准备时间内得到较大幅度地

提升，把基础夯实做牢，减小基础体能与专项体能之间的

“剪刀差”，促进专项成绩的提升和运动损伤风险的降低。

在基础体能的训练上，应重视建立两个“关系”。一

是基础体能与专项能力之间的关系。从训练的角度看，

基础体能与专项能力应该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基础体

能决定了运动员的“动力”，而专项能力则是在这一基础

上，参与运动的各器官、系统在神经系统支配下的运动综

合表现，二者间应该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由于这种关系

的建立不仅涉及多方面因素和运动员不同的个体条件，

而且需要一定时间的训练，所以在奥运会延期的基础体

能训练过程中，应将基础体能与专项能力放在一个层面

上统筹考虑。建立运动员，尤其是奥运参赛运动员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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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激励运动员和教练员更加

重视基础体能和不断调整、修订训练负荷的客观依据。

二是建立国家队基础体能测试标准与体能训练之间的关

系。体能测试是引导和激励运动员训练的手段，该标准

应该随着训练深入和运动员体能的变化而进行动态修

正，奥运会延期显然为基础体能测试标准的与时俱进提

供了可能。各运动项目应认真统计和分析体能测试成绩

与训练之间的关系，从训练负荷的投入和训练方法的运

用等方面分析体能测试成绩的变化，建立项目总体和运

动员个体的测试与训练之间的关系，用数据指导训练。

各项目还存在各自不同的“短板”，尤其对于一些已

经发现，但在奥运会正常召开的情况下已没有时间解决

的问题，应抓住这次延期时机进行有针对性的解决。短

板的弥补需要抱以科学的态度，应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

筛选出对奥运比赛成绩具有重大影响的短板，从理论和

实践两个层面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在这一过程中科研

人员要和教练员、运动员紧密配合协作，形成既具有研究

共性又解决具体问题的研究课题并配以相应的研究团

队。这种以解决奥运参赛重大问题为导向，既有理论基

础研究又有实践具体应用，并将其紧密结合的研究，应成

为延期训练补短板的重要模式。

3 继续加强和推进科技助力训练

“科技助力”是我国这一届奥运备战训练的重要抓

手，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增进奥运训练质量，进而提升

参赛成绩已成为中国竞技运动训练界的共识（陈小平，

2018a）。因此，在奥运延期的训练中，仍应将“科技助力”

继续作为备战训练的指导思想，将自本奥运周期开始就

推动的一系列科技助力项目，“训练-科研-保障”一体化

的训练模式、“精准营养平台”的构建、训练负荷的剂量投

入和精准控制以及若干专项科学化训练的研究，继续作

为下阶段奥运备战训练的重点。

要认识到，奥运延期对于全世界奥运参赛国和运动

员是公平的，在有限的延期训练时间内，运动员训练效率

的高低和运动能力提升的幅度取决于训练的质量，取决

于训练科学化的水平。从多年竞技运动训练的发展看，

科技是我国竞技体育与世界体育强国之间的明显短板，

这不仅表现在那些落后和潜优势项目上，而且也存在于

我们长期引以为傲的优势项目中。近年来，我国三大球

的持续低迷，游泳、田径等部分潜优势项目的整体实力单

薄，射击、体操、蹦床、羽毛球等优势项目国际竞争力的下

滑，都可以追溯到科学化训练的问题，缺乏科技支撑，单

纯依靠陈旧的经验式的训练显然难以为继（陈小平，

2018b）。人体运动能力的提升，尤其是以冲击人类极限

为目标的运动员的训练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他们不仅

需要各种运动训练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还需要有生物学

基础方面的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支撑。当代运动训练已

不是一个教练员就能完全胜任的工作，而是一项多学科

专业人员的团队工作。

因此，科技助力训练不应该是一个短期的应急措施，

而应该成为我国竞技体育长期发展的战略思想，当然也

要成为奥运会延期训练紧抓不放的主线。

4 结语

奥运史上的首次延期是一个不以人意志而改变的现

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举，这无疑给东京奥运会的办

赛、参赛和观赛造成了诸多困扰。此刻，肩负参赛重任的

我国竞技体育界应以积极的态度，坚持科学的思想和方

法，充分发挥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优势，沉着、稳健、主动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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