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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法，探究1984—2016年不同空间尺度下夏季奥运会奖牌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演

变规律，结果表明：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总量及不同类型奖牌数量的变化差异较大，奖牌总量在整体上展现出由低

缓增长、快速增长到迅速下降的演变过程，不同阶段各类型奖牌数量变化存在非均质性，其内部增长比重的变化差

异也较为显著。不同时期奥运会奖牌分布的绝对差异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而区域间分布的相对差异整体表现出

缩小的态势。奖牌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表现出明显的三个变化阶段，整体呈反“S”型演变趋势。奖牌主要分布在东

中部地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地带差异性明显，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趋势，“东南密、西北疏”的非均衡

发展格局日益显著。奖牌总量的分布重心主要在皖、苏、豫、鲁4省空间范围内移动，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主要受人

力资源水平和体育管理水平的影响，不同地区主要影响因素及作用强度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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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GIS spatial analysis, Exploring spatial-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summer Olympic medals i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from 1984 to 2016.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variation of the total amount of Chinese Olympic medal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medals. The total medals in the whole

show by slow growth, rapid growth to the rapid decline in the evolution process, different stages of various types of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medals heterogeneities exist differences, changes in its internal growth propor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absolute distribution of the medals in the Olympic Games shows the trend of

continuing to expand, while the relative differences of the medals in the Olympic Games in different regions show a

narrowing trend. The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of Olympic medals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ed three distinct stages

of change, and the overall trend of the anti“S”trend. Chinese Olympic medals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regions, East, and west regions of the three zone difference obviously, showing a gradually decreasing trend from

coastal regions to inland, southeast northwest dense, sparse and non- balanced development pattern is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Different types of Olympic medals and medals of the total distribution center are mainly in Anhui, Jiangsu,

Henan, Shandong Province, four mobile space range. The difference of medal distribution in China's summer Olympic

Games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level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level of sports managemen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ummer Olympic medal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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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不同于一般的体育比赛，是集体育、政

治、经济、文化、环境等各种要素于一体的超级国际

盛会，对举办城市和国家有着深刻的影响［1］。从国

家层面讲，奥运会奖牌榜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各

国代表团运动项目和运动员的总体实力和水平，也

是衡量各参赛国对奥林匹克体育项目的贡献标

尺［2］；从省市层面讲，奥运会奖牌即是地区体育软

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区域体育文化、体育经

济和体育产业发展差异的重要表征。

国外有关奥运会奖牌的研究始于 1970年代，

Donald基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奥运会中影响国家

获取奖牌数量的关键因素［3］；Tesch等从体育运动医

学视角研究了皮划艇运动员在划船过程中的最大

心脏速率和摄氧量［4］；Kiviaho等从体育社会学视角

探讨了影响奥运会举办成功的非物质和物质因

素［5］；Hunt从地缘政治视角探究了1978年美国业余

体育法案与田径政策的改革［6］；Jennings等从社会

学视角揭示了奥运会中用贿赂手段购买金牌所产

生的腐败问题［7］。随着奥运会的迅速发展及其在

世界范围内影响力的扩展，国外学者越来越关注奥

运会奖牌数与国家社会福利指标、人口规模、经济

发展水平、政治和环境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8-13］，

同时也重视对奥运会奖牌的预测分析［14］，并有跨学

科研究的趋势［15］。

国内学术界关于奥运会奖牌的研究相对较晚，

其始于 1984年中国首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并在

20世纪末 21世纪初逐步兴起，当前国内学者对奥

运会奖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从研究视

角来看，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奥运会奖牌的

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16-17］，或基于历史

学背景探讨了奥运会奖牌图案设计的历史脉络、表

现主题及文化内涵［18］；还有学者从体育人文社会学

视角探讨了北京奥运会奖牌榜的政治战略与国家

身份建构［19］，以及奥运奖牌指数与国家自豪感之间

的关系［20］；除此之外，也有学者综合社会学和历史

学等多视角分析了中国民众“奥运金牌情结”的历

史成因及其现状［21］。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集中于

预测奥运会奖牌的数量［22-23］，探究奥运会奖牌数量

和项目的分布特征［24-25］，分析影响奥运会奖牌数量

及奖牌榜排名的因素［26-27］等方面；从研究方法来

看，定性与定量结合，其中主要有时间序列预测模

型、GM（1，1）模型、Markov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等［22-23，28-30］定量方法；从研究尺度看，主要

关注全球、全国、省域等［13，24，27］空间尺度的研究。

总体而言，已有对奥运会奖牌的研究成果丰

硕，但是对奥运会奖牌分布的地域特征研究较为少

见，尤其是区域发展差异对地区体育竞技格局的影

响与空间极化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本文

运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探究多尺度下

第 23~31届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时空分异特征

及影响因素，分析区域发展差异对地域竞技体育格

局的影响，以期为我国体育竞技、体育文化和体育

产业的科学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收集的第 23~31届夏季奥运会中国获得

的奥运会奖牌信息，主要来源于奥运百科（http：//
aoyun.baike.com/）公布的历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奖

牌榜数据，同时为确认数据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查

阅了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国家体育总局等职

能部门的门户网站以核实相关信息和数据。社会

经济和体育事业发展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3年《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体育事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教

育统计年鉴》。本文为了在不同空间尺度上突出和

强化分析结果的表征，遵循科学、合理、可行的原

则，基于数据分析视角对研究数据进行了升维处

理，把奥运会奖牌的一维数据转化成具有空间属性

的二维地理数据，即以奥运会获奖者的出生地作为

奥运奖牌的归属地进行数据整理，具体统计规则

为：双人项目的奖牌，按 0.5枚分别计入所属地级

市；团体项目的奖牌，如参加 1人，则地级市按 0.5
枚计分，如果参加两人或两人以上，则地级市只能

计1枚。此外，中国各地级市不同年份的奥运会奖

牌数据都按照 2013年行政区划进行统计，并且利

用ArcGIS10.1软件对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分布

进行地理空间匹配，以此建立“1984—2016年中国

夏季奥运会奖牌空间数据库”。

1.2 研究方法

11..22..11 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空间分布均衡性分析

空间分布均衡性是反映地理要素空间分布状

态的重要形式，本研究采用地理集中指数（G）来分

析区域奥运会奖牌分布的空间集聚程度，其计算公

式为：

G = 100 × ∑
i = 1

n æ
è
ç

ö
ø
÷

Xi

T

2
（1）

式中：G为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布的地理集

中指数；Xi 表示第 i个研究单元的奥运会奖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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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T 表示奥运会奖牌总量；n为研究单元数。G取

值范围为［0，100］，G值越大，表明奥运会奖牌分布

越集中，反之则反。

11..22..22 区域重心分析方法区域重心分析方法

如果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质地均匀的二维空

间平面，奥运会奖牌分布于这个平面上，这时会出

现一个平面支点，使得奥运会奖牌分布保持一个平

衡状态，这个支点即是奥运会奖牌的分布重心；与

此同时，随着不同地理空间位置上奥运会奖牌的数

量变化，奥运会奖牌的分布状态也会不断演变，从

而推动奥运会奖牌分布重心的位移和变迁。该方

法主要用于测量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奥运会奖牌

及总量的总体分布状况及变迁趋势［31］，计算公

式为：

ì
í
î

ï

ï

-
X =∑i = 1

n wixi ∑i = 1
n wi

-
Y =∑i = 1

n wiyi ∑i = 1
n wi

（2）

式中：
-
X 、

-
Y 表示奥运会奖牌分布重心坐标的经纬

度；xi 、yi 表示第 i个研究单元中心坐标的经纬度；

wi 表示第 i个研究单元属性值的空间权重，即区域

奥运会奖牌分布数量。

11..22..33 地理探测器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主要用于探测地理要素的空间分

异性，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32］，

利用该分析方法来衡量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的主

要因素及作用程度，其计算公式为［33］：

q = 1 - 1
Nσ2∑

h = 1

L

Nhσ
2
h （3）

式中：q表示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的影响因素探测

力指标；Nh 表示次一级区域的样本数；N 表示整个

区域的样本数；L表示次级区域个数；σ2 表示整个

区域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布的方差；σ2
h 表示次一级

区域的方差，假设 σ2
h ≠0 ，则模型成立。q的取值区

间为［0，1］，当 q=0时，说明区域奥运会奖牌空间分

布呈随机分布状态，q值越大，表明分区因素对奥运

会奖牌分布差异的影响越大。

2 区域竞技体育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

2.1 区域竞技体育的总体历时演进特征

22..11..11 奖牌总量及不同类型奖牌数量的变化差异奖牌总量及不同类型奖牌数量的变化差异

显著显著

通过对 1984—2016年共 9届夏季奥运会中国

获得的奖牌数量进行统计可以发现，中国夏季奥运

会奖牌总量变化在整体上有三个明显的时间演变

阶段，不同时期中不同类型奖牌数量变化存在非均

质性特征，其内部增长比重的变化差异也较为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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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4—2016年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总量
及不同类型奖牌数量变化图

Fig.1 The total number and different types of medals in
Chinese summer Olympic during 1984-2016

由图1可知，第一阶段（1984—1996年）为波动

的低缓增长期，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总量由 32枚

奖牌上涨至 50枚，总体呈现出波动的递增趋势。

其中，金牌数量增加不明显，仅为 16枚，但其所占

总数的比重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涨幅 32%；银牌

数量及其占比保持了快速增长趋势，上涨至 22枚

（涨幅44%）；铜牌数量及其占比呈现波动下降的趋

势，降低至 12枚（跌幅 24%）。第二阶段（1996—
2008年）为持续的快速增长期，中国夏季奥运会奖

牌总量由 28枚剧增至 100枚，总体呈现 45度角直

线递增态势。金牌数量及其占比均上涨迅猛，增至

51枚（涨幅51%）；银牌数量在波动下降中呈递增趋

势，增加至 21枚，但其占比表现出持续缩减态势，

下跌至21%；铜牌数量及其占比均在微小波动中呈

现上升趋势，上涨为 28枚（涨幅 28%）。第三阶段

（2008—2016年）为持续的迅速下降期，中国夏季奥

运会奖牌总量减少 30%。其中金牌数量及其占比

均呈现递减趋势，降至 26枚（跌幅 37%）；银牌数量

及其占比都表现出先增加后缩减的状态，减至 18
枚（跌幅 26%）；铜牌数量整体呈下降趋势，降低至

26枚，但其占比呈先降后升的态势，增幅达到37%。

22..11..22 不同时期奖牌分布的绝对差异呈现出继续不同时期奖牌分布的绝对差异呈现出继续

扩大趋势扩大趋势

通过计算得到 1984—2016年不同类型奥运会

奖牌数量及总量的标准差，如图 2。从标准差指数

变化的趋势看，奥运会金牌、铜牌及总量的标准差

指数均呈现出显著的“单峰状”分布，表明 2008年

54 经 济 地 理 第38卷

wjf
高亮



第1期 马丽娜，李细归，吴 黎，等：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55

前后的奖牌数量变化差异明显，离散程度较大，总

体上表现出先逐步递增后迅速下降再波动上升的

趋势。奥运会银牌的标准差指数呈现明显的“双峰

状”分布，进一步印证了不同年份奥运会银牌变化

的不稳定性较为显著、不均衡程度较大。从绝对差

异变化的速率看，其排序依次为奥运会奖牌总量＞

铜牌数＞金牌数＞银牌数；奥运会奖牌总量的绝对

差异变化最大，由 1984年的 1.5上升至 2016年的

2.58；奥运会银牌的绝对差异变化最小，由 1984年

的0.32缓增至2016年的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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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4—2016年不同类型奥运会奖牌
及总量的标准差变化图

Fig.2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total number of Olympic
medals of standard deviation varies during 1984-2016

22..11..33 区域间奖牌分布的相对差异整体表现出缩区域间奖牌分布的相对差异整体表现出缩

小态势小态势

通过测算可以得到不同时期奥运会奖牌的变

异系数（图 3）：①奥运会金牌变异系数的最大值出

现在 1988年，其峰值达到 2.32，表明省际之间奥运

会金牌的数量差距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为显著；

1988—2012年奥运会金牌的相对差异逐步缩小，其

最低值为0.8；在2012年之后开始增大，整体呈现出

“S”型演进模式。②奥运会银牌的相对差异呈现逐

步缩小的趋势；在1988年和2000年出现两个峰值，

其中最大值为 1.63，总体表现出“M”型演进模式。

③奥运会铜牌的相对差异表现出不规则的波动变

化态势，其中奥运会铜牌的变异系数在 1992 和

2004年出现了两个峰值，其最大值为 1.83，总体呈

现“W”型演进模式。④不同年份奥运会奖牌总量

的变异系数变化较大，以2012年为拐点，其最低值

降至0.7，整体上表现出波动不稳定的演变态势。

22..11..44 不同时期奖牌分布的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不同时期奖牌分布的地理集聚程度较高

利用公式（1）计算得到 1984—2016年中国夏

季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其值都高

于均匀分布状态下的地理集中指数，这说明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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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984—2016年不同类型奥运会奖牌
及总量的变异系数变化图

Fig.3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total number of Olympic
medals of variation coefficient during 1984-2016

期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均表现出高度集聚的

空间分布状态，地域分布的非均衡性较为显著。由

表1可知，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布的地理集

中指数在整体上呈反“S”型的演变模式，其变化趋

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是地理集中指

数不断上升期，G值由 1984年的 27.93递增到 2000
年的 29.73，其中 1984年的奥运会奖牌主要分布在

广西、广东、浙江、辽宁、江苏、北京等 6省市，占总

量的 60.78%；2000年的奥运会奖牌集中分布于湖

南、江苏、辽宁、湖北等 4 省，占总量比重达

53.44%。第二阶段是地理集中指数直线下降期，G

值以 2000年为拐点，迅速递减至 2012年的 23.04，
该阶段奥运会奖牌主要分布在上海、山东、四川、江

苏、浙江、福建、湖南、黑龙江、辽宁等 9省市，占比

为 59.9%。第三阶段是地理集中指数反弹上涨期，

G值由 2012年的 23.04提升到 2016年的 27.17。总

体而言，地理集中指数能较好地体现出中国夏季奥

运会奖牌分布的空间集聚演变状态，也表明我国体

育竞技人才的空间集聚，凸显了竞技体育竞争格局

的地域差异性，同时也说明区域间体育事业发展水

平的差距在逐步扩大。

2.2 区域竞技体育格局的空间极化特征

22..22..11 奖牌分布由西向东奖牌分布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递增的趋势较由南向北递增的趋势较

为明显为明显

借助ArcGIS10.1软件中的趋势分析工具，结合

上文分析结果，选取 1984、1996、2008、2016四个典

型年份的数据进行分析，以揭示中国夏季奥运会奖

牌分布的总体空间特征及变化趋势。如图4所示，

在 1984年，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在东西方向

上表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倒“U”型分布状态，在南

北方向上则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递增的趋势；到

1996年，其在东西方向上表现出中部剧增、“U”型



分布更为显著的状态，在南北方向上则呈现出由南

向北递增再下降的倒“U”型分布特征；到 2008年，

其在东西方向上呈现出由西向东递增的分布状态，

在南北方向上整体表现出由南向北逐步增多的分

布趋势；到2016年，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在整

体上表现出由西南向东北递增、由东南向西北递减

的趋势。综合而言，1984—2016年中国夏季奥运会

奖牌分布在整体上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

递增的演变趋势，也说明中国体育竞技运动表现出

东北省市强于西南省市，东南省市强于西北省市的

地域竞争格局。

22..22..22 奖牌分布与地区综合发展实力具有较强的奖牌分布与地区综合发展实力具有较强的

联动性联动性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的统计规则，整理得到不同

年份各地级市的奥运会奖牌分布数量，借助Arc⁃
GIS10.1软件中的 Jenks最佳自然断裂法将奥运会

奖牌分布数量由低到高划分成5类，实现对不同时

期市域尺度下奥运会奖牌分布的可视化（图5）。
如图 5所示，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主要集中分

布在东中部地区，东、中、西三大地区的地带分布差

异性明显，整体呈现出由沿海向内陆逐步递减的分

布趋势，“东南密、西北疏”的非均衡发展格局日益

显著。1984年奥运会奖牌的空间分布较为分散，呈

零星点状分布模式，主要集聚在大城市，其中省会

城市的奥运会奖牌分布数量占总量的50%；1996年
奥运会奖牌的空间分布趋于集聚，总体呈现出“多

核心、条带式”的集中分布模式，主要分布在京哈

铁路沿线、东部沿海和黄河长江中下游等地区；

2008年奥运会奖牌的空间集聚状态最为显著，呈现

出板块状的集群分布模式，主要分布于辽中南城市

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

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

地区，其中7个城市群的奥运会奖牌分布数量占总

量比重达71.6%；2016年西北地区奥运会奖牌的空

间分布极少，日益边缘化的趋势较为明显，而东中

部地区奥运会奖牌在空间上整体呈现出多核心、多

样带、网状化的离散分布趋势，其中分布在省会城

市的奥运会奖牌数量仅占总量的 31.37%。总体而

言，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时空分布特征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不同时期地区体育事业发展水平与该

表1 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Tab.1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index of medal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Summer Olympic Games

年份

地理集中指数

1984
27.93

1988
29.01

1992
29.14

1996
27.17

2000
29.73

2004
27.02

2008
26.35

2012
23.04

2016
27.17

图4 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的全局趋势图
Fig.4 The global trend of medal distribution in Chinese Summer Olympic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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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的综合发展实力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和趋同性，

此分析结果与段文彬等［34］研究相一致。

22..22..33 奖牌分布重心及变迁在短期内的有序性较奖牌分布重心及变迁在短期内的有序性较

为突出为突出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在空

间上的演变态势，运用公式（2）计算得到 1984—
2016年不同类型奥运会奖牌及奖牌总量的分布重

心，并利用ArcGIS10.1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表达，

生成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重心及其变迁趋势

示意图（图6）。
从奖牌重心移动的范围看，中国幅员辽阔，受

诸多因素影响，区域间的体育事业发展差异显著，

但不同时期奥运会奖牌的空间分布却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如图6所示，不同类型奥

运会奖牌与奖牌总量的分布重心主要在皖苏豫鲁

四省空间范围内移动；与此同时，其均偏离于中国

几何中心（103°50′E，36°N），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中

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从奖牌

重心移动轨迹及距离看，金牌、银牌及奖牌总量的

分布重心在不同年份的变化方向及变迁轨迹存在

“宏观的一致性和微观的差异性”特征：在宏观层

面，三者的分布重心整体上具有往北移动的相同

性；微观层面上，在 1984—2016年间，金牌的分布

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了 509.85km，总体呈现出“S”
型的变迁趋势，并且有继续向东北方向移动的趋

向；银牌的分布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了477.623km，

表现出倒“U”型的演变状态，并且有向西南方向扩

展的可能性；奖牌总量的分布重心向东北方向迁移

了232.928km，整体呈逆时针的变迁态势，并且有向

东南方向移动的趋势。此外，1984—2016年铜牌的

分布重心向南移动了84.749km，总体表现出不规则

的演变状态。

基于上述研究，如果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空间

整体来看待，结合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分析可知，中

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空间分布主要受四个方向的

“作用力”影响，其大小顺序依次为：东北方向＞东

南方向＞西南方向＞西北方向，而不同方向的“作

用力”大小主要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域文化、地

图5 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时空分布图
Fig.5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medals at the Summer Olympics in China



理环境、人体体质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34］。

3 区域竞技体育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

鉴于奥运会举办的时间跨度及数据的可获得

性，本文以 2012年 31个省市所获得的夏季奥运会

奖牌数量作为统计结果，选取①经济发展水平 f1（选

择人均GDP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②财政支

持力度 f2（选择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重来反映区域财政支持力度），③体育发展活力 f3

（选择体育事业经费来反映区域体育发展活力），④
体育教育水平 f4（选择高等体育院校本科及专科在

校学生数来反映区域体育教育水平），⑤群众体育

水平 f5（选取各地区公益性社会体育指导员人数来

反映区域群众体育水平），⑥人力资源水平 f6（选择

各地区优秀教练员人数来反映区域人力资源状

况），⑦体育管理水平 f7（选择体育系统从业人数来

反映区域体育管理水平），⑧体育设施服务水平 f8

（选择各地区政府援建体育场地面积来反映区域体

育设施服务水平）等8个指标作为影响各省市间夏

季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异的地理探测要素变量，并利

用SPSS19.0对每一指标变量进行分级聚类，结合公

式（3）分别计算得到各因素对全国及不同区域夏季

奥运会奖牌数量分异的决定力q值。

由表 2 可知，从全国范围看，人力资源水平

（0.69）和体育管理水平（0.57）对夏季奥运会奖牌空

间分异的影响作用力较大。体育人力资源是体育

事业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一个地区的体

育人力资源是否丰富直接关系着该地区体育事业

的发展速度及前景。体育系统是我国体育事业管

理的具体实施单位，一个地区体育系统人力资源的

投入与管理对该地区体育事业发展成效具有重要

的影响。

从三大地区的主要影响因子（q＞0.5）看，①东

部地区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主要受经济发展

水平（0.72）、体育发展活力（0.75）、群众体育水平

（0.63）的影响。经济发展基础是一个地区体育事

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地区经济越发达就越能够为体

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供应，尤其是体育竞

图6 不同类型奥运会奖牌及总量的分布重心变迁趋势图
Fig.6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total number of Olympic medals of distribution trend of gravity center during 1984-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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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水平的提升对于体育事业经费的增加具有高度

敏感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东部地区不仅

增加对体育事业经费的投入，提升公众体育参与意

识，提高体育社会化程度，营造良好的体育运动外

部环境，而且通过优厚的条件引进外来人力资源，

以此增强地区体育竞技实力，推动了该地区体育事

业的快速发展。②中部地区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

差异主要受体育发展活力（0.72）、人力资源水平

（0.81）和体育管理水平（0.9）的影响。自“中部崛

起”战略计划实施以来，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全面

发展，体育经费支出逐步增多，体育人才培养力度

加大，体育管理机制日趋完善，体育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助推了该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③西部地区

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

（0.81）、财政支持力度（0.83）、体育教育水平

（0.96）、群众体育水平（0.83）、人力资源水平（0.95）
和体育管理水平（0.95）的影响。西部地区社会经

济发展整体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其体育事业正处于

初级发展阶段，体育基础设施较差，体育社会化程

度低，体育人才和体育事业经费匮乏，社会投资较

少，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支持，严重制约了西部地区

体育事业的发展，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及人才的

区际流动，进一步扩大了区域间体育事业发展的

差距。

表2 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的
影响因素地理探测分析

Tab.2 Geographical detec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lympic med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and its

subordinate areas

探测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f1

财政支持力度 f2

体育发展活力 f3

体育教育水平 f4

群众体育水平 f5

人力资源水平 f6

体育管理水平 f7

体育设施服务水平 f8

全国

0.38
0.14
0.49
0.27
0.32
0.69
0.57
0.33

东部地区

0.72
0.37
0.75
0.29
0.63
0.49
0.42
0.41

中部地区

0.39
0.29
0.72
0.21
0.19
0.81
0.9
0.18

西部地区

0.81
0.83
0.09
0.96
0.83
0.95
0.95
0.55

4 结论与讨论

①1984—2016年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总量及

不同类型奖牌数量的变化差异较大。其中奥运会

奖牌总量在整体上有三个明显的时间演变阶段，第

一阶段是 1984—1996年的低缓增长期，第二阶段

是 1996—2008 年的快速增长期，第三阶段是

2008—2016年的迅速下降期。不同阶段的各类型

奖牌数量变化存在非均质性，其内部增长比重的变

化差异也较为显著。

②不同时期奥运会奖牌分布的绝对差异呈现

继续扩大的趋势，从绝对差异变化的速率看，其排

序依次为奥运会奖牌总量＞铜牌数＞金牌数＞银

牌数。与此同时，区域间奥运会奖牌分布的相对差

异整体表现出缩小的趋势。

③不同时期奥运会奖牌分布的地理集中指数

表现出明显的三个变化特征，整体上呈反“S”型的

演进趋势。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在总体上表

现出由西向东、由南向北逐步递增的演变趋势。奥

运会奖牌主要集中于东中部地区，东中西三大地区

的地带分布差异性明显，“东南密、西北疏”的非均

衡发展格局日益显著。

④不同类型奥运会奖牌与奖牌总量的分布重

心主要在皖、苏、豫、鲁四省空间范围内移动，其中

金牌、银牌及奖牌总量的分布重心在不同年份的变

化方向及变迁轨迹存在“宏观的一致性和微观的差

异性”的特征，而铜牌的分布重心则表现出不规则

的演变状态。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空间分布主

要受四个方向的“作用力”影响，而不同方向的“作

用力”大小有赖于不同地区体育事业的综合发展

水平。

⑤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分布差异受人力资源

水平和体育管理水平的影响作用力较大，不同地区

奥运会奖牌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子及作用强度

存在较大差异。

纵观全球性的大型群体活动，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目前世界上受众面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项体育盛

会，它为各国提供了一个文化交流和体育竞技的多

元化平台。研究启示：一是通过加强对我国体育竞

技人才的培养，加大对体育竞技活动的投入，对于

弥补我国体育竞技弱势项目，发挥体育竞技优势项

目，向世界展示我国鲜明的民族和文化特征，树立

正面的体育形象皆具有重要的意义；二是在现有

“举国体制”下，深入挖掘中国体育文化内涵，创新

体育经济发展模式，满足体育产业发展多元化需

求，充分发挥体育名人效应，提升地区的体育文化

效益、体育经济效益和体育社会效益。本文从体育

地理学视角切入，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尝试探究

中国夏季奥运会奖牌的时空分布特征，挖掘奥运会

奖牌分布在空间上的变迁规律，但是仍存在不足，

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究历届奥运会奖牌时空变化的

过程机理，深入研究体育发展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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