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赛马（JRA）设施
训练中心
所有在 JRA 注册的竞赛马匹均必须隶属 于美浦或栗东
训练中心之中的某一处，并在此 接受调教。参加赛事的
马匹从训练中心乘坐运 马车到达赛马场，比赛结束之后
再被送回到训 练中心。赛马场设有临时停留用的马厩。

栗东训练中心（Ritto Training Center）的清晨调教

栗东训练中心（Ritto Training Center）的直线坡路

两个训练中心（Training Center）有参 赛马用的游泳

竞赛马诊疗所
在美浦和栗东两个训练中心均设有具 有世界
最领先水平的竞赛马诊疗 所。每个诊疗所都
约有 30 名左右 的兽医常驻。竞赛马诊疗所
提供以以下活动为 目的的设施和专业技
术 ：(1) 对调教或赛事中 所发生的疾病或运
动功能障碍提供诊断和治 疗、(2) 实施以防
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扩散为目 的的传染病预防
活动、(3) 建立和维护以每一 匹竞赛马为对
象的有关其体能性参赛适合性的 数据、(4)
最新的蹄铁的研究和技术的开发与 促进、及
其广泛范围内的其他相关研究活动。 此外，

通过关节镜视下手术去除骨片

在 JRA 的所有赛马场、育成马场、 马事公苑
及赛马学校均设有有兽医师常驻的马 匹诊疗所。

栗东训练中心（Ritto Training Center）
■所在地：滋贺县
距京都赛马场 40 公里
距阪神赛马场 86 公里
距中京赛马场 146 公里

■跑道：
A 道（障碍）: 1,450m
B 道: 1,600m
C-W 道: 1,800m
D 道: 1,950m
D-W 道: 2,063m
E 道: 2,200m
坡道: 1,085m
■总面积：1,519,000m2
■可收容竞赛马匹数：2,163 匹
栗东训练中心于 1969 年开设，是日本第一个 训练中心，由草道、沙道、木屑道、1,085m 的坡道、 竞赛马
用游泳池等多种调教设施组成。该训练中 心可同时容纳 2,200 匹马，长期居住人口有调教 师、骑师、厩务
员及他们的家属，共计 4,000 余人。

美浦训练中心（Miho Training Center）
■所在地： 茨城县
距中山赛马场 79 公里
距东京赛马场 125 公里

■跑道：
南马场

A 道: 1,370m（沙道）
B 道: 1,600m（木屑）
C 道: 1,800m（草道）
1,858m（新人工材）
D 道: 2,000m（沙泥地）
坡道: 1,200m（木屑）
北马场

A 道（障害）: 1,447m（草道）
1,370m（沙道）
B 道: 1,600m（沙道）
C 道: 1,800m（沙道）
■总面积：：2,234,000m

2

■可收容竞赛马匹数：2,304 匹
美浦训练中心是在 1978 年建成的。该训练中心拥有 各种调教用马场，可容纳大约 2,300 匹马匹。自建成
以来 该训练中心在原有的基础之上还逐渐增加了室内游泳池、 坡道、森林马道等设施。2004 年，该中心
将坡道距离延 长了 400 米，使其全长达到 1,200 米。2007 年，为了达到 调教设施多元化的目的，该中心
还引进了新人工材跑道。

URL:
•

栗东训练中心:

http://jra.jp/rittou/index.html (日语)

•

美浦训练中心:

http://jra.jp/miho/index.html (日语)

马事公苑
Note: JRA's Equestrian Park will be closed from December 31, 2016 until the autumn of
2022 for the facilities improvement. In the summer of 2020, the equestrian events in the
Tokyo 2020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will be held at the park.
JRA 的马事公苑于 1940 年建
于东京都 世田谷区，以普及马
文化、振兴马术、培养未 来的
骑师为主要业务。建成 24 年后
的 1964 年，第 18 届奥林匹克
运动会在东京召开，马 事公苑
非常光荣地成为马术竞技的比
赛场馆。 虽然有一段时期马事
公苑曾经是教育和训练 JRA 未
来骑师的机关，但是现在它已经
成为 日本马术竞技的中心。在
该公苑的马术设施里 有可以在
一年中的任何时候举行马术比
赛用的 室内马场。在这里，1991

在马事公苑举办的安达卢西亚马秀

年 11 月维也纳的 西班牙骑马学
校进行过公演，1998 年 11 月 法 国 国 立 马 术 学 校 (Le Cadre Noir de Saumur) 的公演也
在这里举行。此外，该公苑 一年到头还对外开放，作为城市中心的“马公 园”为广大市民所喜爱，
为社区社会作出着贡 献。在总面积达 18 万平方米的院内，设有公 园设施、厩舍、马术竞技场、
办公楼等设施。

在马事公苑举办的马术比赛

URL:
•

马事公苑:

http://jra.jp/bajikouen/index.html (日语)

赛马学校

JRA 的赛马学校以培养掌握顺应时代 要求的知识与技能的骑师和厩务员为 宗旨，于 1982 年在千
叶县白井市成 立。目前设有学制为 3 年的骑师专业及学制 为 6 个月的厩务员专业。报考者需要
参加所 报考专业的考试，合格方可录取。必修课程结 业后，希望成为骑师的学员可以参加骑师执
照 考试，希望成为厩务员的学员在经得 JRA 的 批准之后可以得到受雇于某位 JRA 调教师的 资
格。此外，为了方便外国马匹前来参加 JRA 所举办的赛事，赛马学校还设有经过农 林水产省指定
的检疫马厩。

URL:
•

赛马学校:

http://jra.jp/school/index.html (日语)

育成牧场
JRA 拥有北海道的日高育成牧场和九州
的宫崎育成牧场 2 处育成马场。JRA 从
各地 的拍卖市场购入的 1 岁马大约
80 匹，在这些 马达到 2 岁之前，也就
是到第二年的春天之前， 对这些马匹进
行育成调教。在育成调教过程中 所取得
的信息、结果以及被改善的方法等，被
广泛地传达给马匹的生产者及育成者，
并被用 于饲养系统及育成方法的改良
之中。育成期间 的研究结束之后，这些
马匹被带到“JRA 育 成拍卖会”等调
教马拍卖会上销售，并对它们 的赛果

日高育成牧场的室内直线跑道日高育成牧场的室内直线跑道

进行跟踪调查。象 JRA 这样作为赛马
主办机构而通过实际马匹进行的全方位
调查系 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北海道的育成牧场

URL:
•

日高育成牧场:

http://jra.jp/hidaka/index.html (日语)

•

宫崎育成牧场:

http://jra.jp/miyazaki/index.html (日语)

竞赛马匹综合研究所
竞赛马总合研究所于 1959 年成
立， 最初的名称为竞赛马保健研
究所， 以确保竞赛马匹资源以及
防止竞赛 马匹的事故以保证赛
马的顺利举行为其主要目 的。随
着马匹的国际间移动的增加，如
何在安 全且公正的条件下举行
赛马变得更加重要。为 此，该研
究所在以繁育优强马匹、防止竞
赛马 事故、预防与治疗疾病、改
善马场设施等为主 题展开研究
的同时，致力于广泛的研究与调
查。 以上述内容为主要目的的该
研究所，可以说是 日本唯一的一
所马匹运动科学的研究设施。

竞赛马总合研究所常磐支所的竞赛马用温泉

URL:
•

竞赛马总合研究所: https://company.jra.jp/equinst/index.html (日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