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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训练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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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训练分析
提升个性化训练水平

东京夏季奥林匹克奥运会，
男 子 5 0 0 0 米 比 赛 领 奖 仪
式：鲍勃•舒尔（中间，来
自美国）胜过比哈拉尔德•
诺普特（左侧，来自德国）
和比尔•德林杰（右侧，来
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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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迈克•麦特森（C. Mikael 
Mattsson）、达伦•蒙哥马利
（Darren Montgomery）、 
菲利普•拉森（Filip Larsen）、 
达里尔•沃格特（Daryl Waggott） 
和尤安•阿什利（Euan Ashley）

瑞典斯德哥尔摩卡罗林斯卡学院/美国
斯坦福大学

“在这个高度专注的时代，无论是否
立志要赢奥运奖牌，都不推荐采用哈
拉尔德式（Harald）的训练方案。”

不同训练方案会带来相同的训练效
果。它的一个经典例子是1964年东京
奥运会男子5000米比赛，当时领奖台
上三位运动员的最终成绩相差不到1秒
（13:48，8）。然而，冠军鲍勃• 
舒尔（Bob Shul）来自美国，专
注于更短距离、强度更大的间歇训

图2 是SVEXA路径的示意图。我们收集运动员的“全面”信息，经过我们明确定义的分析流程
后，生成高准确度的个性化建议。

练；亚军哈拉尔德•诺普特（Harald 
Norpoth）来自西德，主要利用长距
离慢跑进行大量训练；季军比尔• 
德林杰（Bill Dellinger）则采用极化训
练法。

任何一位训练过体育运动队的人都明显看
到，队员对相同类型的训练反应不完全一
致。幸运的是，我们正迈入一个可以真正
实现并充分利用个性化训练的新时代。

虽然人们早在几百年前就意识到个体之间
存在差异，但是现今大多数运动队和俱乐
部的日常训练仍以相同的方式训练所有队
员。这种情况极为普遍，例如，整个足球
队的队员都按照同一种方案接受训练，没
有考虑到一些队员在赛场上可能要比别人
多跑一倍的距离，或是有的人奔跑强度和
距离太高太长了，或加速和减速次数较多
导致生理负荷过大，还有的人根本不上
场，以及有的球员上周感冒了。

对上面的现象，常见的解释是没时间、缺
资源，有时说是缺乏相关知识。但带领精
英队员、优秀且经验丰富的教练每天都会
与队员们密切协作，充分沟通，然后做分
析和个性化调整。不过这种方式不具有可
扩展性，所以自动做个性化调整是主要目
标。这样的系统可以帮助精英运动员将运
动表现推向巅峰，也能让业余运动员实现
每周虽然只训练几小时但达到最佳训练效
果（理想状态下）。

训练方案个性化的第一个层次是要考虑比
赛的具体要求，以及训练和比赛的内容。
第二方面要考虑运动员自身的条件，因为
比赛的要求都一样，但是运动员按照要求
训练后的反应会有差异。通常情况下，训
练方案完成后，教练会认为那些进步快、
进步多的运动员有天赋，进步小的就是没
有天赋。然而，运动员对训练的反应，应
该理解为那是个人对刺激的敏感度，这样
理解才更准确。如果训练方案在某运动员

身上的效果不理想，那可能是给的刺激（
训练方式）有问题，而不是运动员本身有
问题。

我们使用术语“训练分析”而不是“体育
运动分析”，因为后者通常用于统计比赛
表现。体育运动分析是2002年由美国职棒
大联盟（MLB）奥克兰运动家队在实践中
首创，这一点在书籍和电影《点球成金》
中都有提及。自此，几乎每一个专业运动
队都会配备统计人员，他们能为一些问题
迅速提供信息，例如“要想获得更大赢
面，该由谁在什么位置击最后一球，对抗
哪个防守？”。不过本文主旨不是体育运
动分析，我们针对后端分析，基于运动员
每个个体，探讨哪种训练和康复方式最适
宜，以及是否把握了正确的训练时机。上
面两个术语所代表的领域存在一个主要区
别，那就是体育运动分析基于赛场表现统
计数据，这些数据每个人都可以访问和使
用，但训练分析要收集跟运动员相关的所

训练数据量

运动员情况 

康复数据 

专有指标和分析 个性化的训练/恢复建议

最佳备战状态

病假天数减少，受伤风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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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用信息，包括再训练、测试结果、比
赛、主观评级、反应类型等。因此，体育
运动分析任何人都可以做（只要具备正确
的知识），并且可以用来分析所有团队。
而训练分析则需要收集训练和测试数据，
与相应运动员更紧密地交流协作，来了解
和提升他们的训练和恢复情况。

在这方面，遗传学作用很大，通常认为它
约占生理特性的25-50％。话虽如此，千
万别浪费钱购买任何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
因测试产品——这些测试通常会给你大约
10个（或最多50个）基因变异信息，这些
信息对于我们来毫无意义，它们只是每人
21,000多个基因和60亿个碱基（碱基位置
可变）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教练和运动员
真的想要获取有用的结果数据，衡量结果
（生理和运动表现）比溯源（基因）更有
价值。

“ 人人有数据——很少人能洞察”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中，科技取得显著进
步，让人们能收集的数据激增。许多体育
项目已经在几年时间里将全球定位系统或视
频跟踪与心率监测结合，来做运动分析。这
会为每个训练项目积累百万个数据点。

除了这些，还收集一些常见的数据比如：
主观评分、力量和健康测试、医务人员
的记录、血液和尿液和/或唾液中的标志
物。在我们正在合作的一家足球俱乐部，
每个球员有150个数据参数！

不幸的是，大多数设备制造商只负责测量
数据，而不关注会影响运动员的其他方
面，却还声称能够完整评估运动员当下的
状态。这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数量繁多
的设备所记录的大量数据以及分析结果让
教练和体育专家应接不暇，有时还要不情
愿地手动做全面综合分析。这庞大的数据
量让手动分析变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后续发展就是，教练要么停止测量，
要么根据对具体运动或情况在主观和经验
判断后，只选择一些关键指标。面对海啸
般的数据，这种反应完全可以理解。但其
实真的不一定要到这般田地。如果将数据
科学知识（包括深度学习知识）与人类

生物学、运动生理学和运动表现结合在一
起，就可以搭建一个视角全面、综合的系
统，让您（教练或团队运动科学家）看得
更深入，并协助您做出决策，来更好地应
对球员个体情况，无需花费额外的时间。

当然，在决定测量哪些参数时还要非常小
心。那些花俏新颖的设备真的可以精确测
量您的电解质平衡吗？ 精神压力问卷调查
是否可以有效应用到精英运动？ 新的阻抗
计是否足够敏感，能够发现身体成分的微
小变化？

训练优化

这种基于数据来下决定的方式早在几年前
就出现了，不过主要侧重于预防损伤的
分析。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损伤预防最
容易被量化，而且也最容易转换成数据语
言，即，人在某一天受伤，或是没有受伤
（0或1）。然而，因为减少损伤最显著的
措施是减少训练或比赛，所以减少损伤不
是一个很好的主要目标。相反，基于数据
来下决定应该把为每个队员优化训练作为
长期侧重点。每个精英运动员都必须在过
度训练的边缘寻求平衡，同时避免损伤和
疾病，这很有挑战性，但又富有价值。我
们希望能够判断出运动员何时需要加大训
练强度或何时要专注于康复，更重要的是
梳理出每个运动员能够承受的训练类型，
可以为他们带来最大提升的训练模块，以
及对运动员最有用的参数。

这或许有点复杂，但计算出任何具体情况
下任何运动员的最佳训练负荷已经越来越
可能实现了。只要您有相关信息，然后做
综合分析即可。

必须囊括一切信息

关键是“只要你提供所有的信息”。另一
个关键点是：领域知识。目前越来越流行
用“人工智能（AI）或机器学习（ML）驱
动的解决方案/平台”这样的标语来推广
产品。然而，如果没有适当的领域知识，
仅“将问题抛给人工智能”，或许可以改

C.迈克•麦特森博士是
数字健康专家，在精准健
康、运动生理学、耐力训
练、锻炼与心脏、运动遗
传学、移动健康和锻炼分
析方面有独到见解。2011
年他在（瑞典）卡罗林斯
卡学院生理学和药理学系
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目前
仍在该学院任职。自2012
年以来，他在斯坦福大
学医学院担任研究职位。
他也在美国硅谷运动分析
(SVExA)任职。 
总之，他在RISE，两所大
学和SVExA的工作研究都
是关于锻炼和体育训练的
优化，实现个性化。

善您的分析，但还算不上是优化。在您具
有完善的领域知识的情况下，一些问题可
以很容易得到解决：

•  AI只使用你提供的内容。所以，你有提
供所有的重要信息吗？你是不是只提供
了GPS负荷和心率参数，却没有提供睡
眠、压力水平或营养数据？为了让AI反
馈给你关键内容，你必须收集所有可能
收集到的信息。

•  你要训练AI应对什么问题？要测量什么
结果？在一些运动中，这两个问题的答
案很简单，如游泳或跑步，因为最终的
评判标准只是时间。但你如何评价团队
运动的表现？对团队来说，最容易量化
的是分数，但显然不足以对单个选手进
行优化分析。

•  数据量不是主要问题——而是数据精
度！与许多数据和统计情况相反，训练
分析中的最大问题不是数据总量，而是
你掌握的某个个体的数据数量及其准确
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当前的体育运动
科学模型通常比较团队平均水平，并阐
明一个团队/面临情况/干预措施是否与
其他团队不同。但是，由于我们的目标
是优化每个人的运动表现，因此其他人
在不同情况下测出的百万个数据点并不
能为最终分析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你
需要这位目标运动员的大量相关数据 
（年数据），以便针对个人情况建立精
确的算法。

最近，我们对今年8月参加韩国世界锦标
赛的游泳运动员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简单
来说，教练已与这些运动员合作多年，经
验丰富，他知道团队里训练方案的多样
性不比1964年东京奥运会5000米领奖台
上的少。我们获得了运动员过去两年的训
练、测试和比赛数据，并开始为个人训练
优化方案建立算法。由于这是我们与游泳
运动员的初次合作，所以没有对他们的训
练进行任何调整。相反，为了测试我们算
法的准确性，我们预测了比赛成绩。令人
兴奋的是，我们的预测值平均只比目标成
绩差了0.30％，即0.35秒！

基于这种精确的算法，您可以为每位运动
员模拟数百种不同的训练计划，并挑选出

成功概率最高的一种来实际执行。

总之，在这个新时代，你不应该满足于思
考、猜测或低质量的分析，还应该意识
到：借助正确的工具和知识就有可能通过
训练分析来真正的个性化定制且优化运动
员的训练方案。

如 需 了 解 更 多 硅 谷 运 动 分 析 公 司
（SVEXA）帮助运动员优化运动表现的相
关信息，请联系info@svex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