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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修订的《体育法》增设反兴奋剂章充分彰显了我国对于反兴奋剂工作的高度重视

和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的决心。通过对新修订的《体育法》反兴奋剂相

关条款的渊源进行解读，结合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周期我国反兴奋剂

工作的成效加以佐证，重点从继续优化治理工作模式、强化风险防控体系、拓宽国际科研合

作等实践层面提出对我国备战2024年巴黎奥运会周期反兴奋剂工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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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added the

chapter of Anti-doping, which adequately display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nti-doping project

and resolute determination to achieve “zero appearance, zero tolerance” goal of anti-doping vio‐

lation in China. Though interpreting the origin of the anti-doping provisions of th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ports (2022 Revision), and combining the achievements of anti-

doping project during the preparation for Tokyo Olympic Games and Beijing Winter Olympic

Games in China, this research provided the enlightenment for the anti-doping project i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Paris Olympic Games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which focused on con‐

tinuing to optimize the governance mode, to strengthen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to broaden th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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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6月 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由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于 2023年 1月 1日起开始施行。

新修订的《体育法》中专门设立了“反兴奋剂”章，从第五十三条到第六十条共 8条，分别

对反兴奋剂的原则、制度、规范、兴奋剂目录、机构、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和参与国际合作

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充分彰显了我国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的决心。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我国近年来反兴奋剂领域经过实践检验的经验成果固化上升

为法律制度，增设反兴奋剂章，既体现了我国反兴奋剂的决心和态度，也反映了反兴奋

剂工作的重要性，是全面深入总结反兴奋剂工作成效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发挥

法治建设对反兴奋剂工作的引领、规范和保障作用。《体育法》的实施将为我国的反兴

奋剂工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律保障，对于推进反兴奋剂斗争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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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进入备战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以下简称“东

京奥运会”）和 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运

会”）周期，我国积极构建中国特色反兴奋剂治理体系。在

反兴奋剂法律法规建设、风险防控体系建设、兴奋剂检查、

反兴奋剂教育等方面取得良好的工作成效，实现了中国体

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上兴奋剂问题“零出

现”目标。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新修订的《体育法》反兴

奋剂相关条款的渊源进行解读，重点结合东京奥运会和北

京冬奥会周期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成效加以佐证，重点从

继续优化治理工作模式、强化风险防控体系、拓宽国际科

研合作等实践层面详细阐述了对于开展 2024年巴黎奥运

会（以下简称“巴黎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的启示。

1 我国反兴奋剂工作成效

1.1 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健康

文明、公平竞争的体育运动，禁止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

剂。”这是我国对兴奋剂问题一直坚决坚持的立场，即对

兴奋剂采取“零容忍”的态度。1989 年提出实行的“严令

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三严方针”概括了我国对

兴奋剂问题的基本立场。此后，我国签署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Inter‐

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Doping in Sport），并成为《世界

反兴奋剂条例》（World Anti-Doping Code，WADC）的签约

方，我国将履行反兴奋剂国际义务，采取反兴奋剂举措，

致力于反兴奋剂治理，不断提升反兴奋剂工作的法治化

水平。在此背景下，我国颁布了《体育法》，制定了《反兴

奋剂条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制度性文

件，宣告了我国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立场。

在各级各类体育赛事活动中使用兴奋剂，既违背“公平竞

争”的国际准则，也违反中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

进入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我国加快了

构建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的步伐。2019 年 11 月 18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

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发布，该文件将兴

奋剂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管辖，对兴奋剂犯罪的定罪量刑

问题作出了规定，强化兴奋剂的源头治理，成功迈出了兴

奋剂入刑的第一步。2020 年 12 月 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了妨害

兴奋剂管理罪，对于组织、强迫、引诱、欺骗运动员使用兴

奋剂等行为予以刑法规制，为依法打击兴奋剂犯罪行为

提供了坚强的刑法保障，完善了反兴奋剂法治体系，为反

兴奋剂斗争提供更为有力的法治保障。2021 年，国家体

育总局修订了《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制定并印发了《国家

体育总局兴奋剂违规责任追究办法》，全面修订了《体育

运动中兴奋剂管制通则》，形成了《反兴奋剂规则》（中国

反兴奋剂中心，2020a），我国在反兴奋剂工作的具体实施

层面得到持续的加强和规范。

上述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完善了我国反兴奋剂

法律法规体系，为体育强国建设和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

争提供了更为有力的法治保障。目前，我国逐渐形成以

《体育法》为统领，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及兴奋剂刑事

案件司法解释等刑事法规为坚实保障，以《反兴奋剂条

例》《反兴奋剂管理办法》《反兴奋剂规则》等行政法规和

部门规章为支撑，以《兴奋剂违规听证实施细则》等一系

列反兴奋剂法律文件为辅助的反兴奋剂法律规则体系，

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

障（马宏俊，2022a）。至此，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的法律法

规趋于完备，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1.2 建立健全兴奋剂综合治理协调机制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

健全反兴奋剂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会

同卫生健康、教育、公安、工信、商务、药品监管、交通运

输、海关、农业、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兴奋剂问题实施综合

治理。”该条规定将在实践中建立的反兴奋剂基本制度，

以及对兴奋剂实施综合治理的协同配合的工作机制固

化，进一步明确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在反兴奋剂工作中

的相关职能，强化了国家的责任和态度（马宏俊，2022b）。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orld Anti-Doping Agency，WADA）前

主席理查德⋅庞德（Richard W. Pound）认为，中国反兴奋剂

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政府参与，反兴奋剂工作是一项庞大

的工程，需要很多部门联合行动（光明日报，2007）。早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公安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卫生部、工商总局、海关总署、国家

体育总局以及北京奥组委联合组成兴奋剂治理工作领导

小组，开展北京奥运会兴奋剂生产经营专项治理工作，为

保障北京奥运会安全举办起到了积极作用（竞报，2008）。

这是各部门联合协作开展反兴奋剂工作的良好范例，为

后续加强联合行动、综合治理提供有益参考。为保障北

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2021 年 12 月 22 日，国家体育总局

反兴奋剂中心与公安部禁毒局正式签署《反兴奋剂情报

共享和执法合作备忘录》，双方加强情报信息共享和执法

合作，严厉打击涉兴奋剂违法犯罪活动，这标志着我国刑

事打击兴奋剂将迈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对中国反兴奋剂

事业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1）。

1.3 反兴奋剂法治化水平引领行业发展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国务院体育行

政部门负责制定反兴奋剂规范。”制定反兴奋剂规范归属

国家体育总局的职责范围，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研究制定

国家反兴奋剂的法规、政策和发展规划，近年来先后制定

颁布了 30 余项文件，特别是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

会期间，加快“兴奋剂入刑”、促进修订《体育法》、修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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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剂管理办法》等举措，目前我国已形成覆盖刑法、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行业规则的反兴奋剂法律法规体系，

为反兴奋剂工作的开展提供法治保障（陈志宇，2021）。

我国反兴奋剂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在体育行业发展中

起到了引领作用。

1.4 多部门联合制定公布目录常态化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六条规定，“国务院体育行

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药品监管、卫生健康、商务、海关等部

门制定、公布兴奋剂目录，并动态调整。”兴奋剂是指 WA‐

DA制定、公布和修订的年度《禁用清单》所列的禁用物质

和禁用方法。这是一份开放的、动态调整的清单，依据清

单所包含的禁用物质和禁用方法来确定兴奋剂的范围。

对我国而言，明确有关部门制定和公布兴奋剂目录的职

责和义务，要求相关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协作来完成是必

要之举，制定明确的兴奋剂目录才能为后续的反兴奋剂

相关执法工作提供依据。

近年来，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

用兴奋剂国际公约》和我国《反兴奋剂条例》的有关规定，

参照WADA公布的《禁用清单》，每年国家体育总局都会联

合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和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 5 部门共同制定、公布“兴奋剂目录”，强调有关部门

应按规定做好兴奋剂目录中所列物质的生产、销售、进出

口以及反对使用兴奋剂的监督管理工作。

1.5 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和严密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设立

反兴奋剂机构。反兴奋剂机构及其检查人员依照法定程

序开展检查，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干涉。”该条规定既是对我国已有反兴奋剂机构

和工作的肯定，也是通过法律的形式予以固化，使其工作

职责更加明确（马宏俊，2022a）。我国的国家反兴奋剂机

构是国家体育总局反兴奋剂中心（以下简称“反兴奋剂中

心”），成立于 2007年，反兴奋剂中心以维护运动员身心健

康、维护纯洁体育、维护国家形象为责任和使命开展反兴

奋剂工作。在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反兴奋剂

工作中，反兴奋剂中心通过管理、教育、检查、惩处等综合

手段，构建全过程、全覆盖、系统化、网络化的国家队兴奋

剂风险防控体系，圆满完成了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

奥会反兴奋剂工作，实现了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东京奥运会

和北京冬奥会上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目标。

2022 年 8 月 25 日，反兴奋剂中心 2021 年度年报正式

发布，年报显示，备战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自 2018年

11 月开始，经历 2 年 9 个月，时长是备战里约奥运会的 3.6

倍（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2a）。反兴奋剂中心制定了《备

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兴奋剂问题“零出现”工作方

案》，推动奥运项目国家运动项目管理单位全部成立专门

反兴奋剂部门，制定《国家队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指

南》等 10余份配套管理文件，对国家队兴奋剂风险进行了

严密地防控。通过检查、检测、教育、三品防控等多方面的

共同发力、综合施策，运动员“不想用”“不敢用”“不能用”

的防控效果更加明显。在备战北京冬奥会期间，通过总结

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成功经验，并结合冬季项目备战

的特点，实施了“全过程、全员额、全覆盖、全链条”的备战

检查，实现了比东京奥运会监控周期更长、检查计划更周

密、数量更多、类型更全、监控更精准的兴奋剂防控工作。

通过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我国兴奋剂风险防

控水平显著提高，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更加完善和严密。

1.6 反兴奋剂教育预防体系全面建成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八条明确了“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

提高体育活动参与者和公众的反兴奋剂意识。”反兴奋剂

教育是解决体育运动中兴奋剂问题的基本和根本手段，

该条规定从法律上确认了宣传教育工作在反兴奋剂工作

中的重要地位，也印证了我国对反兴奋剂教育工作的高

度重视。我国坚持以“预防为主、教育为本”为原则在运

动员、教练员及其他辅助人员中开展反兴奋剂宣传教育，

树立“拿干净金牌”的价值观，提高反兴奋剂意识，增强自

觉抵制兴奋剂的能力。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周

期，我国构建以“拿干净金牌”价值观为基础的反兴奋剂

教育预防体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推进反兴奋剂工作。

在“纵横交叉、上下联动”全覆盖的反兴奋剂组织体

系的基础上，按照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的《反兴奋剂工作发

展规划（2018—2022）》实施要求，全面推进以“拿干净金

牌”的反兴奋剂价值观为基础的“全覆盖、全周期、常态

化、制度化”反兴奋剂教育工作（中国反兴奋剂中心，

2019）。在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反兴

奋剂教育资格准入工作采用“线上教育＋积分制”方式进

行，运动员通过登录中国反兴奋剂教育平台（China Anti-

doping Education Platform，CADEP）的东京奥运会专区，进

行线上学习和考试，达到相应的学习积分后才能获得参

赛资格（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0b）。为做好准入工作，

反兴奋剂中心开发了 6 门反兴奋剂知识专项课程和 10 项

有针对性、提示性的课程供运动员和辅助人员随时在线

学习（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0b）。同时，创新性地推出

寓意着“零出现”“零容忍”反兴奋剂目标和任务的教育活

动吉祥物“零零”，开发了一系列反兴奋剂教育互动课程

和视频。反兴奋剂中心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是开展反

兴奋剂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阵地，截至 2021年底，反兴奋

剂中心官方网站浏览量为 440 772 次，微信公众号关注量

达 253 017人次，CADEP注册用户达 282 700人，全面提升

了反兴奋剂工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陈志宇，2021）。

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反兴奋剂教

育讲座、教育拓展、教育资格准入三大教育模式得到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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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并在全国全面推广，反兴奋剂教育活动覆盖人数已达

到 40 万人左右，纯洁体育教育讲师队伍已覆盖我国 31 个

省（区、市）以及军队、残疾人体育系统，国家级和省级讲

师合计超过 1 700 人，以“拿干净金牌”理念为核心的反兴

奋剂宣传教育覆盖面逐步扩大（陈志宇，2021）。综上，我

国反兴奋剂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反兴奋剂教育预防

体系已全面建成。

1.7 科技助力反兴奋剂工作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国家鼓励开展

反兴奋剂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先进的反兴奋剂技术、设备

和方法。”这一规定为开展反兴奋剂科研工作指引了方

向。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我国在科技

助力反兴奋剂方面取得跨越式进展。

反兴奋剂中心年报基于发表论文和会议报告、承担

课题等数据情况向全社会展示了我国反兴奋剂科研工作

成果。综合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的反兴奋

剂科研工作，在社会科学领域重点着眼于对工作实施模

式优化，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探索；在自然科学领域重点

着眼于对禁用物质代谢规律，采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

法提高检测效率的攻关，特别是智慧管理平台、干血点采

样设备及方法引领了全球反兴奋剂工作。

反兴奋剂中心研发中国反兴奋剂智慧管理平台并投

入使用，助力反兴奋剂工作信息化、智能化和智慧化。平

台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服务于反兴奋剂体系建设、兴

奋剂检查、结果管理、情报信息和大型赛事等工作。特别

是在兴奋剂检查方面，实现了兴奋剂检查无纸化，在对海

量检查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助力制定更科学更准确

的检查计划。运用该平台实现了对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

反兴奋剂工作的指挥和运行，并首次实现了十四运会兴

奋剂检查全流程无纸化（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2a）。

2019 年，我国成立了干血点研发团队，与国际奥委会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IOC）、WADA、国际检查

机构（International Testing Agency，ITA）、美国反兴奋剂中

心（United States Anti-Doping Agency，USADA）等共同进行

研发等工作。我国自主研发的干血点检查器材，成功推出

了干血点新型样板采集器材“贝壳”。在北京冬奥会期间，

干血点兴奋剂检查首次作为兴奋剂常规检测手段正式亮

相。与传统血检相比，干血点检查更快速、简单、经济，样

品易于保存与运输，而且对运动员相对友好（新华社，

2022a）。在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我国进行了 400多例干

血点检测，在北京冬奥会备战阶段干血点检查约 300 例

（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2a）。实施干血点兴奋剂检查，不

仅推动我国兴奋剂检查工作向前迈出一大步，更为世界反

兴奋剂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2022年 8月，在北京举行的

第二届国际反兴奋剂研讨会上，我国将反兴奋剂智慧管理

平台和干血点技术分享给了参会的国际体育科研工作者，

得到了各国的赞扬和认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2c）。

1.8 为世界反兴奋剂斗争贡献中国智慧

新修订的《体育法》第六十条规定，“国家根据缔结或

者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开展反兴奋剂国际合作，履行反

兴奋剂国际义务。”当前，反兴奋剂工作已经成为全球性

问题，世界反兴奋剂工作要依靠各国政府和体育组织履

行各自责任，开展国际间的合作，共同治理兴奋剂问题，

创造公平竞争的比赛环境。该条规定在认清当前国际国

内反兴奋剂形势的基础上，肯定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

条约，开展反兴奋剂工作的国际义务，为世界反兴奋剂斗

争贡献力量。

《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国际公约》是第一个

全球性的反对在体育运动中使用兴奋剂的公约，是指导

世界反兴奋剂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它确保各国（地区）政

府都有在法律层面上的义务来执行《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将反兴奋剂与政府行为结合在一起。我国作为亚洲

第一个签署该条约的国家，同时承认《世界反兴奋剂条

例》，成为WADA的签约方，履行反兴奋剂国际义务，积极

参与国际反兴奋剂事务，承担国际责任。我国开展的反

兴奋剂工作是世界反兴奋剂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

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坚决推进反兴奋剂斗争，

强化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牌、干净的金牌意识，坚决

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零容忍’。”对兴奋剂问题“零

容忍”，致力于“零出现”的最高目标，这是我国对全世界

做出的反兴奋剂的庄严承诺，在北京冬奥会上，我国不仅

兑现承诺举办了一届“像冰雪一样干净、纯洁的冬奥会”，

还实现了兴奋剂问题“零出现”目标。

我国全程参与了干血点技术和器材研发并成为率先

正式使用的国家，WADA主席维托尔德⋅班卡（Witold Banka）

强调，干血点技术是反兴奋剂工作中振奋人心的技术发

展，是传统检查手段的强有力的补充（新华社，2022a）。

我国首创的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经过实践检验取得

良好的教育效果，得到各国的高度赞誉和效仿。在对外

合作与交往方面，反兴奋剂中心与挪威、朝鲜、韩国、日

本、津巴布韦等国开展双边合作，促进和带动各国反兴奋剂

工作的开展。反兴奋剂中心成功举办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

反兴奋剂工作专业研讨会，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范围内

反兴奋剂工作的创新发展，获得了包括WADA在内的国际

同行的好评和赞赏。2019年，杨扬当选WADA副主席，既

反映了中国在世界反兴奋剂领域话语权的提升，也体现出

WADA对中国反兴奋剂工作的肯定（乔一涓 等，2021）。

2 备战巴黎奥运会反兴奋剂工作的启示

2.1 全面加强国家队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打造“干净

的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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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周期，我国已在国家运

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和国家队初步建

立了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面对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参赛，

应全面、持续加强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打造“干净

的国家队”，确保巴黎奥运会兴奋剂的“零出现”。

目前，全部 38 个国家运动项目管理单位已初步建立

了专门的反兴奋剂部门（中国反兴奋剂中心，2022b），应

按照《国家队兴奋剂风险防控体系建设指南》，持续推进、

健全反兴奋剂部门建设，完善反兴奋剂组织体系；加强反

兴奋剂部门的工作能力提升，配置专职反兴奋剂工作人

员，提升反兴奋剂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不断提升反

兴奋剂工作的专业能力，做好组织管理、制度建设、教育

预防、检查处罚和风险防控等工作，在国家队内部形成系

统专业的反兴奋剂治理体系。

2.2 引导运动员主动学习，提升教育效果

随着反兴奋剂工作的开展，反兴奋剂教育作为从根

本上解决兴奋剂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面对巴黎奥运

会，反兴奋剂教育应凸显运动员的主动性、管理者的强制

性和实施者的服务性，充分发挥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

的作用，使反兴奋剂知识入脑、入心、入行，达到“不想用”

的作用。

反兴奋剂教育应以运动员为中心，引导运动员主动

学习；只有运动员有获取反兴奋剂知识的强烈需求和欲

望，教育效果才会更易取得。这就要求在反兴奋剂教育

中，阐明开展反兴奋剂工作的宗旨是维护运动员身心健

康、维护“纯洁体育”的竞赛环境，反兴奋剂工作关乎运动

员的切身权益，引导和强化运动员的学习主动性。管理

者的强制性尤为重要，有些运动员年龄较小，尚未形成完

整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在管理者的引领下，

更好地约束自己参与反兴奋剂的学习。反兴奋剂教育准

入制度是中国首创的教育模式，要充分发挥准入制度的

把关作用，运动员及辅助人员需要取得合格的考试成绩

并签署承诺书才能参赛，确保“人人过关，无一遗漏”。实

施者的服务性主要体现在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运动员反兴

奋剂教育调研，寻求教育工作症结，在明确影响反兴奋剂

教育效果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开展教育工

作；高效利用 CADEP，充分发挥线上教育的优势；以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强化线下对线上的补充作用和与

运动员的互动优势；开发针对不同项目、不同级别运动员

的教育课件；着重讲解兴奋剂违法行为“入刑”问题，建立

运动员的规则意识和守法意识；提升教育讲师的授课能

力和水平等，多措并举、同向发力，提升反兴奋剂教育的

效果。

2.3 以情报结合用药规律为导向，实施精准检查

目前，在备战奥运会等重大比赛前，我国开展兴奋剂

检查主要采取全员全覆盖的方式，但在精准度上有所欠

缺。提高兴奋剂检查的数量是为了有效遏制和惩处故意

使用兴奋剂的行为，2021 年我国兴奋剂检查达到了前所

未有的 26 320 例，如此高数量的兴奋剂检查真正发挥了

监督和震慑作用。未来，在反兴奋剂工作中需要进一步

提高兴奋剂检查的精准性，尤其是在赛外检查计划的制

定方面（新华社，2022b）。应当以情报结合用药规律为导

向，探索运动员故意使用兴奋剂的规律，如根据不同药物

的作用时间、洗脱期，不同项目使用兴奋剂的规律，综合

运动员的申报行踪、训练地点变更、运动员生物护照的异

常波动、重大赛事前异常等信息，通过大数据筛选确定出

重点检查对象，精准确定何时检查、何地检查，达到最优

检查效果，提升“不敢用”的震慑作用。

2.4 严格管控，强化兴奋剂风险防控能力

定期、全面进行风险点排查，紧紧围绕体系建设、制

度规范、教育和检查、行踪管理、背景审查、三品防控和内

部建设等方面，根据运动项目和人员特点，准确辨别兴奋

剂风险点；分析风险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做

好风险应急预案；加大对食品、药品、营养品安全的管控

力度，防控“食源性”“药源性”兴奋剂风险的发生；以运动

员为中心，细分责任人，细化从赛前出发-到达-赛中-返

程的每一个环节的管控工作，开展全方位、全天候的风险

防控；建立联防联控合作机制，与国家各部门加强反兴奋

剂执法合作，强化兴奋剂源头治理，为广大运动员营造

“不能用”兴奋剂的环境。

2.5 加强科研攻关，加强对不明原因阳性检测结果的调查

和研究

进一步加强我国反兴奋剂工作科研攻关力度，拓宽

科研覆盖面，在自然科学领域加大对中草药中违禁成分、

食源性兴奋剂检测技术和阳性检测结果判定的标准化研

究，建立我国运动员人群的运动员生物护照数据库，以及

攻关“热点”“难点”违禁物质的检测技术，使之成为国际

通用的体系和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禁用物品和禁用方法

的深入探究，研究部分阳性检测结果发生的原因。近年

来，我国每年都存在兴奋剂检测结果呈阳性但却无法确

定原因的情况。反兴奋剂中心年报显示，2017—2021 年

导致运动员兴奋剂阳性检测结果的原因中，“不明或待

查”的情况平均每年有 5例以上。破解由于“不明或待查”

原因导致的兴奋剂检测阳性，将填补兴奋剂防控工作的

空白，对我国备战巴黎奥运会有极大助益。

3 结语

2022 年《体育法》的修订是新时代国家法治智慧的重

要体现，对引领、指导和规范我国体育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意义重大。新修订的《体育法》设专章规定反兴奋剂工

作，充分体现了反兴奋剂工作在我国体育强国建设征程

中的重要性，深刻彰显了我国坚决做到兴奋剂问题“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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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零容忍”的决心，将为我国长期持续深入高效地开展

反兴奋剂斗争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目前，我国已经

开始了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工作，反兴奋剂工作成为备战

工程的重要组成内容，在新修订的《体育法》的引领和保

障下，我国进一步夯实备战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的

反兴奋剂工作成果，持续改进和完善反兴奋剂工作各项

举措，坚持对兴奋剂“零容忍”，确保干干净净参赛（新华

社，2022c），助力实现巴黎奥运会兴奋剂问题“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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