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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对比分析与文献资料调研法，在探析第32届夏季奥运会日本奖牌分布特征的

基础上，研究其备战的成败经验。研究表明，日本在第32届夏季奥运会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得益于其在优势项目上的充分发挥，在新增大项上的夺牌实力强及在部分项目上取得的历

史性突破。分析日本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上表现出色的原因，除充分发挥了东道主优势

外，还与日本政府的全面支持、对科学化训练的重视、应对新奥运会周期规则变化的能力及

在训练方法上的创新等密切相关。同时，忽视国家队团队建设、对运动员的心理压力疏导

不足、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未能调整到最佳及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等致使部分优势

项目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基于日本备战的成败经验，中国应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训

练方面，勇于探索新方法，关注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在项目与后备梯队建设方面，加强对重

点项目与具有发展潜力项目的支持，注重适龄运动员的培养；在科技助力方面，发挥科研团

队在训练、比赛中的作用，完善运动员数据库建设；在信息情报搜集方面，加强国际体育人

才培养，及时获取主要竞争对手国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信息情报，加强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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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view methods are used to explore the suc‐

cess and failure experiences of Japan’s preparations for the 32nd Summer Olympic Game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medal distribu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Japan’s best-ever perfor‐

mance at the 32nd Summer Olympics was due to its full play in its superior events, its strong 

medal-winning strength in new events, and its historic breakthroughs in some events. In addi‐

tion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host country, Japan’s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in the 32nd Summer Olympic Games was inseparable from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of the Jap‐

anese government, the emphasis on scientific training,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rules of the new Olympic cycle, and the innovation in training methods. At the same time, 

the performance of some superior events was not satisfactory due to the neglect of national team 

construction, the inadequacy of athletes’ psychological pressure relief, the failure to adjust the 

athletes’ competitive state to the best, an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COVID-19. Based on the suc‐

cess and failure experience of Japan’s preparation for the Olympic Games, Chin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nationwide system; in terms of training, China should actively 

explore new training method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mental health of athletes; In terms of 

events and reserve echelon constructio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port for key events and 

events with development potential,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layers of the right 

age; in term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m should play a role 

in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and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thlete database; in terms of in‐

telligence collection,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talents, time‐

ly obtain the intelligence of major competitors and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and strength‐

en the study of c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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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捷，等：日本备战第32届夏季奥运会的成败经验与启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延期举行的第 32 届夏季奥运

会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8 月 8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东道

主日本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全部 33个大项的比赛，获 27金、

14银、17铜共 58枚奖牌，位居奖牌榜第 3位，金牌、奖牌数

均创新高，取得了历史最佳成绩。关于第 32 届夏季奥运

会的研究主要包括对中国重点项目竞技实力的分析与展

望（刘鼎伟 等，2020；张瑛秋 等，2019；赵芸蕾，2019）、对中

国备战东京奥运会形势的分析（田野，2018；杨国庆 等，

2019）、新冠肺炎疫情对奥运备战产生的影响分析（杨国

庆，2020；余福海，2020）、对日本备战措施与备战情势的研

究（何文捷，2021；何文捷 等，2019）、奥运会延期举行对日

本备战产生的影响（何文捷，2021；何文捷 等，2021b；赵倩

颖 等，2020）等，但鲜见对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日本的奖牌

分布及其备战成败经验的相关分析。本研究采用对比分

析与文献资料调研法，通过与第 31届夏季奥运会（2016年

里约奥运会）日本奖牌分布进行比较，探析第 32届夏季奥

运会日本的奖牌分布特征，并通过分析日本国内的相关

报道，研究其备战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1 第32届夏季奥运会日本奖牌分布特征

1.1　获金牌、奖牌的大项增加　

日本在第 32届夏季奥运会柔道、摔跤、体操、游泳、滑

板、棒垒球、空手道、乒乓球、拳击与击剑 10个大项上获得

了金牌；在柔道、摔跤、体操、游泳、滑板、棒垒球、空手道、

攀岩、冲浪、乒乓球、拳击、击剑、田径、射箭、高尔夫球、篮

球、自行车、羽毛球、举重 19 个大项上获得了奖牌。与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的 5 个金牌大项（柔道、摔跤、体操、游

泳、羽毛球）、10个奖牌大项（柔道、摔跤、体操、游泳、羽毛

球、乒乓球、田径、举重、皮划艇、网球）相比，日本的金牌

与奖牌大项均大幅增加。

1.2　里约奥运会获奖牌项目的实力变化　

1.2.1　柔道、摔跤、体操、乒乓球项目成绩提升　

日本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柔道、摔跤、体操、乒乓球

大项上所获金牌或奖牌数超过了第 31 届时其在这 4 个项

目上的奖牌数量（表 1）。柔道与摔跤 2 个项目共获金牌

14枚，超过日本金牌总数的一半，为日本金牌的大幅增加

做出了贡献。新增小项实力强，乒乓球混合双打项目夺

冠，柔道混合团体项目获银牌。

1.2.2　田径、举重的奖牌数保持不变　

日本在第 32届夏季奥运会田径项目上摘取男子 20 km

竞走银、铜牌，首次在该小项上获奖牌，而在第 31 届夏季

奥运会上获铜牌的男子 50 km 竞走、获银牌的男子 4×

100 m 接力均未能继续获得奖牌。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周

期，日本 4名运动员的 100 m跑成绩先后突破 10 s，在男子

4×100 m 接力项目上制定了夺金牌目标。但是，参加第

32届夏季奥运会男子 100 m、200 m跑的日本运动员均止步

预赛，且因交接棒失误，男子 4×100 m接力未能获名次。

日本举重队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上仅获得了 1 枚女

子 59 kg 级铜牌，曾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2016 年里约奥

运会获奖牌的女子举重小级别无缘第 3次获奖牌。

1.2.3　游泳、羽毛球、网球、皮划艇、花样游泳项目成绩下滑

日本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游泳项目上获 2 金、1 银共

3 枚奖牌，与第 31 届夏季奥运会的 7 枚奖牌（其中 2 枚金

牌）相比减少了 4 枚。日本曾在男子项目上表现突出，在

第 31 届夏季奥运会上获得了包括 1 枚金牌在内的 5 枚奖

牌，而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上，日本有望夺金的男子

400 m 个人混合泳、200 m 蛙泳和 200 m 自由泳均止步预

赛，只有首次参加奥运会的 19岁小将本多灯以 113.73 s获

得男子 200 m蝶泳银牌，刷新了 114.88 s的个人最好成绩，

日本也实现了自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以来连续 5 届奥运会

在该项目上获奖牌。女子方面，大桥悠依获 400、200 m个

人混合泳金牌，成为日本首位在同一届夏季奥运会上获

2 枚金牌的女运动员，也是日本在奥运会这 2 个项目上获

得的首枚金牌。

被认为实力雄厚的日本羽毛球队在第 32届夏季奥运

会上仅获得了 1 枚混合双打铜牌。日本曾在第 31 届夏季

奥运会获羽毛球女子双打金牌和女子单打铜牌，实现了

羽毛球项目金牌突破和在单打项目上的奖牌突破。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周期，包括 2017—2019 年羽毛球世锦赛

在内，日本羽毛球队曾多次在重大国际比赛收获奖牌，在

男子单打、女子单打、女子双打项目上都拥有夺金摘银的

世界顶级运动员，但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标。

曾 2 次在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和美国网球公开赛夺

冠的大坂直美止步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女子网球单打第 3

轮，曾在第 31 届夏季奥运会获男子网球单打铜牌的锦织

圭在第 32 届的八强赛中输给对手，被期待的 2 名运动员

均未能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奖牌。同样，在第 31 届夏季

奥运会获奖牌的花样游泳与皮划艇项目也未能在第 32届

夏季奥运会上再次获得奖牌。

1.3　第31届夏季奥运会未获奖牌的项目实现新突破　

1.3.1　击剑、高尔夫球、篮球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　

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男子重剑团体赛中，世界排名

第 8 的日本先后战胜了美国、法国、俄罗斯奥委会等对手

表1　 日本柔道、摔跤、体操、乒乓球项目在第31、32届夏季奥运会

上获奖牌数对比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Medals Won by Japan in 

Judo， Wrestling， Gymnastics and Table Tennis in the 31st and 32nd 

Summer Olympic Games 

项目

柔道

摔跤

体操

乒乓球

第31届夏季奥运会

金牌

3

4

2

0

奖牌

12

7

3

3

第32届夏季奥运会

金牌

9

5

2

1

奖牌

12

7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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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取金牌，实现在击剑项目上的金牌突破；世界排名第 10

的日本女篮脱颖而出，在八强赛、半决赛先后战胜比利

时、法国等强队晋级决赛，虽然输给美国队摘取银牌，但

实现了日本在篮球项目上的奖牌突破；此外，日本还在此

届奥运会上摘取女子高尔夫球银牌，也实现了在该项目

上的奖牌突破。

1.3.2　拳击、自行车、射箭在小项上实现突破　

日本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拳击项目上获 1 金、2 铜共

3枚奖牌。自 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子拳击成为正式比赛项

目以来，日本在此届奥运会首次获参赛资格，并收获 57 kg

级金牌、51 kg 级铜牌，实现在女子拳击项目上的金牌突

破；在 1960 年罗马奥运会首次获男子拳击 52 kg 级铜牌

后，时隔 61年再次获该项目奖牌。此外，日本摘取此届奥

运会的场地自行车女子全能银牌、男子射箭团体铜牌，实

现在这些项目上的奖牌突破。

1.4　第32届夏季奥运会新增大项夺奖牌实力强　

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新增加的滑板、冲浪、攀岩、棒垒

球和空手道五大项，共产生了 18枚金牌，日本在这新增的

5 个大项上共获得 6 枚金牌、14 枚奖牌，具有较强的夺牌

实力，特别是日本男子棒球队和女子垒球队均在决赛中

战胜美国队夺冠。

在滑板项目上，日本获女子街式、女子碗池、男子街

式 3枚金牌，同样展示了强大的夺金实力。特别是在女子

项目方面人才济济，获女子碗池项目冠军、亚军和第 4名，

以及女子街式项目冠军、季军和第 8名。日本空手道在本

届奥运会男子、女子个人型上发挥出应有水平，分获冠亚

军，但是在男、女共 6 个级别的组手项目上只获得男子

75 kg 以上级铜牌。本届奥运会日本摘取攀岩女子全能

银、铜牌，但被期待获奖牌的男子全能项目最终获第 4名。

日本男子运动员冲浪水平的迅速提升得益于出生在美

国、持有日美两国国籍的职业冲浪运动员五十岚⋅卡诺亚

的加盟，五十岚⋅卡诺亚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表现出色，

获得了男子项目的银牌，都筑有梦路则获得了女子项目

的铜牌。

2 日本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

2.1　成功经验　

2.1.1　以国家为主导的奥运备战显现效果　

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周期，日本加强了以国家为主导

的奥运备战大格局，包括加大了奥运备战财政经费投入，

制定了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适龄运动员培养计划，扩建了

国家体育训练中心等，这些措施为日本在奥运会上取得

佳绩打下良好基础。在 2019 年日本体育厅公布的空手

道、柔道、体操、羽毛球、摔跤、举重、游泳、滑板、攀岩、帆

船、垒球、乒乓球、网球、棒球、田径 15 个重点支持项目中

（スポーツ庁，2019），除帆船外，其他 14 个项目均获得了

奖牌；作为适龄运动员重点培养的柔道运动员阿部一二

三、芳田司，摔跤运动员须崎优衣、向田真优，乒乓球运动

员伊藤美诚、平野美宇、张本智和等在本届奥运会获得了

奖牌；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也为顶级运动员集中、持续地开

展强化训练提供了有力保障。

2.1.2　加强科研在训练、比赛中的应用　

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周期，日本加强了对各国体育信

息情报的收集以及运动员数据的整合管理。2016 年日本

成立精英体育中心后，政府投入财政经费，加强基础性建

设，设立了体育情报中心、运动员数据中心和体育技术开

发中心，收集各国的奖牌战略、运动员强化训练方法等，

助力本国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发挥最高水平。同时，对

训练、比赛视频、医学、营养等各种信息实行一体化管理，

满足高水平运动员迅速提取信息的需求。

进一步加大了对比赛数据的分析与应用。2016 年里

约奥运会后，日本柔道队的所有重大国际赛事几乎都有

科研人员同行，他们对 4 000 多名外国运动员的比赛进行

了视频拍摄和分析，并将分析结果提供给教练员作为训

练参考。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上，日本也及时对比赛结果

进行了分析与反馈，让上场运动员了解对手的特点，为运

动员完成技战术提供依据（日本経済新聞，2021）。同样，

日本乒乓球队重视信息数据库建设，自 2017年开始，信息

情报组员增加到 4 人，拍摄并编辑了近 3 万次国际大赛视

频，将比赛视频上传到数据库，供运动员、教练员在各自

的电子设备终端观看。乒乓球女队主教练马场美香在本

届奥运会有效地利用该系统进行了对手分析，助力日本

获得女子团体银牌（倉世古洋平，2021）。

应对暑热天气是日本备战本届奥运会的关注点之

一，竞走科研团队深入探讨了暑热对策，通过测量运动员

训练前后的体质量、体温变化，分析汗量和成分，确定了

有利于降低体温的冷却部位等。在有效暑热研究与对策

下，日本在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获男子 50 km 竞走金牌，

在 2019 年多哈田径世锦赛获男子 20、50 km 竞走金牌，在

本届奥运会获男子 20 km竞走银、铜牌。

2.1.3　重视新奥运会周期的规则变化　

新奥运会周期，部分项目的竞赛规则、评分标准等将

会发生变化。日本重视新奥运会周期的规则变化，研究

适应新规则的办法。例如，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周期，日本

柔道队在集训期间及时确认了应对规则变化的技术动作，

还在每年举行的日本全国柔道锦标赛上采用了部分新规

则。柔道女队主教练增地克之注意到“寝技”是应对新规

则变化的有效办法，集训期间聘请柔术专家对运动员进

行指导，助力女队取得了佳绩（阿部令，2021）。此外，日本

摔跤协会也提前针对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周期的新比赛级

别和竞赛规则做了充分准备，在国际比赛采用新规则前

率先在国内比赛中实施了本届奥运会的新级别和规则。

2.1.4　进行各种新尝试　

日本柔道、乒乓球、击剑、拳击等多支队伍利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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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保持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的沟通，共享训练信息，开展

心理建设，确认了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和练习情况，维持了

运动员的训练动力；日本体操运动员提高了动作难度，步

入顶级运动员行列；柔道运动员掌握了国外运动员未曾

见过的技术动作，使原有技术的运用变得更加灵活；摔跤

运动员对技术、体能和心理等基础训练进行了强化，改变

以往的减轻体质量方法，保持了充沛体力。各种新尝试

促进了部分项目水平的提升。

2.1.5　充分发挥东道主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虽然大部分比赛空场举行，缺

少现场观众的呐喊助威，东道主优势受到一定影响，但是

在以下方面的东道主优势明显：1）项目设置方面。日本

在新增加的滑板、冲浪、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五大项上

获 6 枚金牌、14 枚奖牌，获得奖牌的乒乓球混合双打、柔

道混合团体项目也是本届奥运会的新增小项，日本在新

增项目上的优势明显。 2）参赛保障营建设方面。自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开始，每届奥运会日本都在当地设置

参赛保障营。本届奥运会日本进一步发挥地利优势，在

东京海湾地区设置 2处参赛保障营，加上东京北区的国家

体育训练中心，共有 3处保障营可在奥运会期间为运动员

提供训练、理疗、心理和营养配餐等服务（ディリー，

2021）。比赛期间，各国运动员只能在规定时间内训练，

这对需要减轻体质量的格斗对抗类项目的影响很大，而

日本柔道、摔跤等队伍则可以在国家体育训练中心等熟悉

的环境中训练。3）赛前训练营利用方面。往届奥运会各

国运动员可以提前到达奥运会举办地，进入事先确定的赛

前训练营进行时差调整等。受疫情影响，本届奥运会多个

国家被迫取消赛前训练营，根据疫情防控措施规定，运动

员只能在比赛开始 5 天前入住运动员村，且柔道、摔跤等

项目的陪练员难以随队前往日本。日本运动员则不需要

调整时差、改变训练环境，赛前调整没有受到影响。4）赛

场环境熟悉方面。对于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的冲浪项

目，如何利用好风浪是取胜的关键。为掌握好波浪时机，

需要熟知风向、潮位、海面地形等多种因素。本届奥运会

获男子冲浪银牌的日本运动员五十岚⋅卡诺亚虽然出生在

美国加州，但从小就对奥运会赛场千叶县钓之崎海岸的

环境非常熟悉，这为他在比赛中的良好发挥打下基础。

2.2　失败教训　

2.2.1　忽视了国家队的团队建设　

良好的国家队团队建设可提升运动员的团队意识，

促进运动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学习、合作和激励，提升团

队整体水平。参加过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和 1988 年汉

城奥运会的现任日本中京大学教授、游泳部主教练高桥

繁浩分析认为，缺乏国家队团队建设是日本游泳队在本

届奥运会失利的主要原因。自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后，日

本游泳队开始重视国家队建设，成绩逐步提升（日刊スポ

ーツ ，2021a）。但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备战期间，受疫

情影响，日本游泳队未能如愿开展国家队集训，大多数时

间国家队运动员在所属俱乐部训练，未能形成良好的团

队凝聚力，直至奥运会前运动员仍然没有参赛的紧迫感。

33 名参赛运动员中首次参加奥运会的有 22 人，其中部分

运动员甚至是首次入选国家一队，年轻运动员失去通过

集训向老队员学习奥运会作战方法的机会。有望获奖牌

的年轻运动员原本有可能借助团队力量取得更好的成

绩，但是未能发挥出应有水平（日刊スポーツ，2021a）。

此外，在对本届奥运会成绩的反省中，日本游泳队主教练

平井伯昌也认为，因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等原因，没有召

集参赛运动员一起集训，应采取更加强制的措施开展国

家队集训（日刊スポーツ，2021b），并指出了今后教练员、

运动员共享信息，推进强化训练的重要性。

2.2.2　运动员的竞技状态未能调整到最佳　

日本自 2000 年悉尼奥运会起，连续 5 届奥运会进入

了男子 4×100 m 接力项目前 8 名。为缩小与世界强国在

合计个人最好成绩上的差距，日本接力队着重练习了在

不出现失误情况下提高成绩的交接棒技术，且参加本届

奥运会接力决赛的 4名运动员（多田修平、山县亮太、桐生

祥秀、小池祐贵）中 3 人的 100 m 跑个人最好成绩突破

10 s。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前，他们的 100 m 跑赛季个人最

好成绩合计用时打破了日本历史纪录，却在奥运会正式

比赛中出现了交接棒失误，被取消成绩。

在过去 5年中，虽然日本运动员在不同时机表现出了

潜力，但由于突破 10 s 大关运动员的增加，国内竞争更加

激烈。为确保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参赛资格，运动员首先

需要在国内选拔赛时将竞技状态调整到最佳。由于日本

国内选拔赛与东京奥运会的举行时间非常接近，从而使

运动员未能将竞技状态调整到最佳（RakutenInfoseek，

2021）。同时，东京奥运会参赛标准的提高使得山县亮

太、多田修平等从 2月开始频繁参赛，在 6月 6日的日本国

内比赛中，山县亮太以 9.95 s的 100 m跑日本全国纪录通过

了参赛标准，竞技状态达到了高峰；同年 6月，多田修平以

10.01 s的个人最好成绩获得了奥运会参赛资格。但在本届

奥运会男子 100 m跑比赛中，山县亮太以 10.15 s、多田修平

以 10.22 s、小池祐贵以 10.22 s的成绩均止步预赛。正如田

径教练细野史晃在赛后分析日本男子4×100 m接力交接棒

失利原因时认为，交接棒失误背后反映出的是日本男子短跑

阵营的竞技状态不佳状况（RakutenInfoseek，2021）。

2.2.3　东道主运动员的心理压力过大　

在运动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高水平运动员在

技术水平和身体素质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比赛的胜负不

仅与技术和身体素质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运动

员的心理素质。日本运动员在享有东道主优势的同时，

也承受了巨大心理压力。2020 年 8 月日本奥林匹克委员

35



中国体育科技 2022年 （第58卷）第11期

会针对各项目的强化指定选手进行的有关疫情影响的问

卷调查（スポーツ報知，2021）以及 2021 年 1 月日本媒体

对本届奥运会参赛运动员进行的备战现状问卷调查（日

本放送協会，2021b）均显示，疫情、奥运会延期及对举办

奥运会持有怀疑态度的社会舆论等对运动员的心理造成

了很大影响。位于东京北区的国立体育科学中心自

2002 年开始针对奥运会强化指定选手开展心理咨询，据

统计，2020 年度的咨询件数达到 1 152 件，是 2019 年度的

1.4 倍，其中诸多咨询主诉是受到疫情影响感到心理不安

（日本放送協会，2021c）。

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上，日本运动员这种特有的心理

压力也表现在了赛场上。对于被寄予厚望的网球运动员

大坂直美止步第 3轮，原日本职业网球运动员森上亚希子

分析认为，除了赛场环境的变化外，心理压力过大可能对

大坂直美造成了不利影响。森上亚希子认为，大坂直美担

任本届奥运会开幕式的最后一名火炬手，她不仅代表日本

参加比赛，而且也是奥运史上首位点燃奥运会圣火的网球

运动员，其所肩负的压力是无法估量的（内田暁，2021）。

大坂直美曾在 2021 年 6 月初坦白，自 2018 年美网公开赛

以来自己长期被抑郁症困扰。

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仅获得 1 枚混合双打铜牌的日

本羽毛球队主教练朴柱奉在记者会上分析日本队萎靡不

振的原因时表示，运动员在本国、空场举行的奥运会比赛

中反而承受了很大压力，例如主力运动员桃田贤斗在比场

中连续丢掉 10分不是其应有水平，针对运动员的压力疏导

等心理训练不足（日本放送協会，2021a）。同样，2016年里

约奥运会女子羽毛球单打铜牌获得者奥原希望也在首场

比赛获胜后透露，对本国举行奥运会和部分国民反对举办

奥运会怀有复杂的心理（時事ドットコム，2021）。

2.2.4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延期举行，改

变了运动员以 4 年为周期的奥运会备战节奏。著名游泳

运动员濑户大也以最佳状态进入 2020 年，但奥运会决定

延期举行后，他难以维持训练动力，更换了合作多年的教

练，受到日本游泳协会的停训、停赛等处罚，在没有充分

训练的情况下进行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的比赛，在有望夺

金的男子 400 m个人混合泳比赛中止步预赛。

疫情期间，国际赛事取消或延期举行也对运动员造

成不利影响。日本羽毛球队主教练朴柱奉认为，以往日

本运动员是在不断的参赛过程中逐步提高自信心的，但

此次因疫情赛事中断，运动员缺少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

训练对手是熟知的面孔，训练内容千篇一律，运动员便难

以维持训练动力（大和弘明，2021）。在 2021 年 3 月的全

英羽毛球公开赛上，在中国、印尼等竞争对手未参赛的情

况下，日本队获得了除男子单打外 4 个项目的冠军，日本

队或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日本选手在柔道、摔跤等优势项目上充分发挥了实

力，在棒垒球、滑板等新增大项上具有较强的夺牌实力，

在乒乓球、击剑等项目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等，这些为日

本在第 32 届夏季奥运会上取得历史最好成绩打下基础。

究其原因，一方面，日本不仅充分发挥了东道主优势，还

强化了政府的全面支持，并且在科学化训练、竞赛规则变

化应对、训练方法创新等方面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在国

家队团队建设、运动员的心理压力疏导及运动员的竞技

状态调整等方面存在不足，导致日本在部分优势项目上

未能发挥出应有水平。

3.2　启示　

中国应充分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在训练方面，不断努力

探索新方法，进一步关注运动员的心理健康；在后备人才培

养方面，加强对重点项目与具有发展潜力项目的支持，注重

适龄运动员的培养；在科技助力方面，进一步发挥科研团队

的作用，逐步完善运动员数据库建设；在信息情报搜集方

面，加强国际体育人才培养的同时，及时获取主要竞争对手

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信息，加强应对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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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拉弓臂肘关节姿态角缩小，肩关节姿态角变大，拉弓臂

前臂与箭的延伸线形成直线；4）撒放环节唯有拉弓臂肘

关节在垂直方向上出现微小变化；5）固势环节后，躯干姿

态角变化极小。建议在后续研究中通过柔性传感器、运

动捕捉等技术实时监控运动员的身体姿态，改善运动员

身体姿态一致性，提高运动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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