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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A Cycling
通过受物联网支持的即时分析在女子团体追逐
赛中赢得胜利
“在我们今年实施的所有技术项目中，IBM jStart 项目对实现我们的目
标做出的贡献最大。”
—Andy Sparks，场地比赛项目主管，美国自行车队

业务挑战

美国自行车队的使命是在国际自行车比赛

为了在女子团体追逐赛等赛事中战胜资金更雄厚的对手，美国自行车
队需要一种优势。教练认识到，对车手的表现进行智慧分析可能是一
个关键的成功推动因素。

中实现持续成功，推动美国自行车运动的
发展，以及向国内的自行车社区提供卓越
的客户体验。
其运动员在主要国际赛事上的无数个自行
车比赛类别中获得过奖牌；2016 年，女
子团体追逐赛团队在伦敦世锦赛上获得了
第一块金牌。

分析与场地自行车比赛：天造地设的一对
如果您询问一组统计学家，足球、曲棍球或篮球队的成功因素有哪些，
争论可能会持续数小时。甚至在棒球这样相对适合统计分析的运动中，
影响团队表现的复杂因素意味着分析不仅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相比之下，场地自行车比赛是统计人员的梦想运动。比赛在奥林匹克自
行车馆内、平地上、不需要考虑天气条件的平滑赛道上举行；自行车拥
有一个固定齿轮，所以不需要考虑什么最佳的传动比或变速杆。因此，
确定车手或团队获胜还是失败的重要因素很少，而且可使用一组相对简
单的等式来衡量成绩。
美国自行车队的场地比赛项目主管 Andy Sparks 解释道：“赢得比赛
最重要的因素是车手能在踏板上施加的力量。我们在自行车曲柄安装了
一个功率计，用于测量所生成的功率（以瓦特为单位）。功率计的引入
彻底改变了自行车竞赛，因为它让我们能够准确地量化车手如何才能在
女子团体追逐赛等赛事上以一定的时间完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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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追逐赛是一场 4 人自行车比赛，车手的目标是在尽可
能短的时间内骑完 16 圈赛道，每圈长 250 米。每位车手
轮流承担车队的领骑 (pull)，其他 3 位车手在他们自己的
滑流区 (slipstream) 骑行。滑流区的影响非常大，在滑流
区中骑行所需的精力比领骑少约 30%。
车手的领骑任务完成后，他们需要尽可能高效地移到车队
的后面。即使顺利的换道也会让车队用时增加 0.5 秒，而
糟糕的换道可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如果一位出手落后太
远，他需要消耗大量的能量才能跟上车队并回到滑流区。
这类错误称为“比赛力竭 (matches burned)”。
在胜负之间只有几分之一秒的运动中 - 例如，在 2012 年
伦敦奥运会中，美国队在半决赛中领先澳大利亚队不到 0.1
秒 - 规划并完美地执行领骑和换道至关重要。决定谁应在
何时领骑和领骑多长距离，这对于每位车手都发挥最佳和
帮助实现一加一大于二至关重要。
Sparks 解释道：“能够衡量可提升比赛成绩的关键因素，
让我们能够设置想要实现的目标。而实际实现这些目标是
另一回事。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将比赛的总成绩提高 3%，其
中 1% 应该来自运动员的体质增强，1% 来自车队和车手
组成，最后 1% 来自技术创新。”

APEX Coaching & Consulting 的 Neal Henderson 以高
级顾问身份效力于美国自行车队。他评论道：“从技术角
度讲，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分析自行车功率计
在训练课程中所采集的数据。这可帮助我们看到每位车手
在比赛的每个阶段消耗的功率，另外计算 W-主要消耗
(W-prime depletion) - 对每位车手在训练期间消耗的厌氧
肌肉容量和再生这些容量所花的时间进行度量。”
但是，收集和分析这些传感器的数据始终是一大挑战。每
次训练完成后，Neal Henderson 需要将每辆自行车的前
管单元插入他的 PC 中，下载数据，手动划分为半秒间隔
，将这些间隔与训练期间发生的事件相匹配（例如每位车
手领骑时，以及他们换道或追逐时），然后计算各种不同
的关键指标。对于每位车手，这些工作至少要用一小时 甚至在所有 4 位车手的数据都准备好时，仍然需要整理和
比较个人结果，以得到团队成绩的全方位视图。
Andy Sparks 评论道：“在集训营中的每一天，Neal 经常
要工作到午夜。他是一位非常有用的天才教练，我们以及
其他车队都聘用了他 - 所以当他与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希
望他与我们的车手互动，而不是将所有时间用来在计算机
上分析数字。”
Neal Henderson 补充道：“获取数据所花的时间也会影
响分析作为一种执教工具的有效性。如果您与车手交流他
们昨天在赛道上的表现，所获得的效果远没有您在他们的
腿仍由于训练而疼痛时与他们交流那么直接和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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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收益
即时获得的洞察帮助教练在车手完成训
练后立即强化获胜行为

转型
为了帮助其女子团体追逐赛团队超越对手，美国自行车队正与 IBM®
jStart® 合作，通过物联网即时向教练的平板电脑提供发人深省的分析
- 帮助教练和车手完善他们的比赛战术，强化有助于获胜的行为。

每天能节省 8 小时分析时间，让教练能
花更多的时间与车手在一起
1/3团队成员的 3% 年改进目标预计将
通过技术实现

通过物联网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
与 IBM jStart 合作后，女子团体追逐赛团队现在正利用新兴技术解决它
的分析挑战。无需在每次训练后手动从功率计和传感器提取数据，车手
口袋里的 Android 手机会自动收集数据并将其传输到云，训练完成后，
数据就会存储到云中并进行分析。只需几秒，就会将结果从云发送回教
练的平板电脑，在一个摘要仪表板中以直观的图形格式显示各种指标，
比如 W-主要消耗和比赛力竭。
从技术角度讲，IBM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充当一个云
集成中心，负责接收数据并将数据传递给解决方案的其他组件。例如，
来自传感器的原始数据通过一个 Node-RED 存储流传递到 IBM Cloudant® 数据库中，该数据库用于提供摘要仪表板，并提供 Jupyter
Notebook 供团队的数据科学家执行更复杂的分析。
其他组件（很快将上线）包括可使用 IBM Analytics for Apache Spark
实时计算各种指标。这将使团队的教练不仅能在训练后监视成绩，还能
在训练过程中监视成绩 - 例如，在每次换道期间，教练能够看到一次比
赛是否出现了力竭。团队甚至计划引入智能眼镜，提供个性化的抬头显
示器，显示每位车手实际骑行时哪些关键指标对他们最有用。
Andy Sparks 评论道：“我们始终希望实现此目标，IBM jStart 帮助我
们将它变成了现实。我们对 jStart 团队编排所有这些新兴技术来构建解
决方案的能力印象深刻，该解决方案在几秒内即可提供我们需要的准确
信息。”
Neal Henderson 评论道：“在训练完成后立即获得数据的能力，完全改
变了我与团队的关系。我在车手和其他教练身上花的时间更多，而且因
为我们可以立即看到数据，所以识别问题、执行调整和强化可在下次训
练中运用的获胜行为就变得更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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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IBM® Analytics for Apache Spark®
IBM Bluemix®
IBM Cloudant®
IBM jStart® Team
IBM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Node-RED

通过正确的途径取得胜利
该团队在 2016 年伦敦世锦赛上获胜之前不久才开始使用该解决方案，
而且将继续在训练营中使用它，直到 2016 年里约奥林匹克运动会。
“今年是我们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年 - 在世锦赛上，我们以 4 秒的优势赢
得资格赛，以 6 秒的差距打破了美国记录，而且最终赢得了金牌，
”Andy Sparks 说。“尽管我们仅在比赛前几周才开始使用 IBM 解决
方案，但我们立即看到它有潜力帮助我们识别并快速跟踪各种战术和技
术改进。它是我们今年实施的最重要的技术项目，我们将它视为备战里
约奥运会的关键工具。”
Neal Henderson 补充道：“我们始终致力于尽可能努力地进行训练，
让比赛变得尽可能轻松。该解决方案帮助我们准确显示车手的运动效率
，让他们能看到我们要求他们在比赛中达到的目标不是不可能 - 这是他
们接受训练的目标，是他们在之前的训练中达到过 100 次的目标。
“由于能够即时量化和强化在每次训练中取得的积极进步，真正帮助车
手降低了大型比赛中的竞争压力，而且帮助他们专注于实现他们已知能
够实现的成绩。”
尽管解决方案的某些元素无法用在竞赛中，但美国自行车队相信在竞赛
的巨大压力下，仪表板可能变得更加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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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件
IBM® Analytics for Apache Spark®
IBM Bluemix®
IBM Cloudant®
IBM jStart® Team
IBM Watson™ Internet of Things
Platform
Node-RED

Neal Henderson 表明：“参加比赛时，各次比赛之间只有非常短的时
间窗 - 没有时间花四五个小时收集数据，而且即使有数据，车手也需要
一定的休息时间，而不是担忧上场比赛中发生了什么事。即时分析的巨
大优势在于，我们能在第一场比赛后向车手简单汇报，为他们提供下场
比赛的战术建议，然后让他们放松和恢复体力。”
Andy Sparks 总结道：“与 IBM jStart 的整个合作过程与美国自行车
队的卓越文化相呼应。jStart 团队拥有相同的原则 - 他们执行的所有操
作都提供了最高的标准，我们很自豪能与他们合作，发掘骑行技术中的
更多可能性。
“与其他自行车比赛强国相比，我们的预算非常紧张 - 我们完全依赖于
赞助，而许多团队会获得大量的政府资金。我们已证明，我们能在国际
级赛场上取得胜利。感谢 IBM 帮助我们更智慧地训练，解放我们的车
手，让他们能在重大赛事中取得成功。在我们今年实施的所有技术项目
中，IBM jStart 项目对实现我们的目标做出的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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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行动
要进一步了解 jStart 和 IBM Emerging Technologies 团
队的工作，请访问 ibm.com/jstart。
IBM Analytics 提供的方案跻身于世界上最深刻、最广泛
的分析平台、领域和行业解决方案之列，为企业、政府
和个人发掘出更多新的价值。有关 IBM Analytics 如何利
用数据帮助各个行业实现转型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 ibm.com/analytics。
请关注我们的 Twitter @IBMAnalytics 和博客 ibmbigdatahub.com，并参与对话 (#IBM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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