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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mises the extensiveness, 

professionalism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he sources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intelligence data; 

and the analyzing of the competitive sports intelligence also makes it turn from artificial experience 

analysis to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ional software analysis; the applic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intelligence has made its extension from pre-match early warning and pre-judge to instant support 

on the field. The significance of acquiring competitive sports intelligence to ensure the winning of 

sports competition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param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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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使竞争性体育情

报的来源、分析、运用都在发生极大的变化。

数据的来源更具广泛性、专业性和全面性；

情报分析工作也有人工经验分析向专业软

件分析方向发展；竞争性体育情报的运用也

将从赛前的预警预判向现场即时支持延伸，

对竞赛致胜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关键词：信息化；竞争性体育情报；情报来源；

情报分析；情报运用 

前言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体育情报的首要

特征就是海量情报源和信息量，而这些繁杂

的信息也预示着对数据的分析进入一个新

的智能化得时代。其次，大数据时代竞争性

体育情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情报源和信息

等形式的多样性，其中既有利于统计的结构

化的数据，也包括许多非结构化的数据，例

如文本、音频、视频等很多形式的数据。情

报分析人员所要做的就是要挖掘各种形式

数据中所可能隐含的某些规律，以及各种数

据之间的关联度。大数据时代竞争性体育情

报不仅仅是数据量的巨大，其最主要的特点

还有更新速度快，这就迫使情报分析人员必

须打破以往的靠经验进行人工分析的工作

模式，利于计算机进行智能分析将成为未来

大数据时代竞争性体育情报数据分析的主

流。再者，大数据时代竞争性体育情报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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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也将从赛前的预警预判向现场即时支持

延伸，情报分析人员将会根据现场收集的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提供给教练员及时做出相

应的调整。 

信息化背景下要求竞争性体育情报工

作者在具备本专业能力的同时，必须兼备多

个学科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并具有敏锐的观

察力和卓越的逻辑分析能力。现代竞技体育

已经进入了一个技术和体能几乎达到极限

的阶段，竞争致胜的因素也许就在毫厘之

间，大数据时代竞争性体育情报工作将会步

入一个战略博弈时代。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1.1.1 竞争性体育情报 

竞争性体育情报是“竞争情报”这一概

念的延伸，其概念来源与“competitive 

intelligence”一词，一般指竞争主体为保

持竞争优势所需要的一切有关竞争对手和

竞争环境的情报，广义上也包含相关的情报

活动。竞争性体育情报就是为达到预期比赛

结果而需要掌握的对手的相关信息，它是制

定比赛策略、布置战术，获得胜利的必要条

件。 

1.1.2 信息化 

信息化是指培育、发展以智能化工具为

代表的新的生产力并使之造福于社会的历

史过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普及与飞速

发展，社会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发生深刻的变

革，而信息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水平的不断加

强，使各种社会活动的功能和效率的都得到

大幅地提高。信息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给

竞争性体育情报的运用和发展带来的变化

无疑是一场深刻的变革。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等专业数据库检索了近

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对比与本研究所近似的

观点，发现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1.1.2 逻辑分析法 

将本研究所涉及的问题运用情报学研

究所遵循的一般规律和方法，以及竞技体育

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关联性分析，寻找其

中的逻辑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竞争性体育情报的特征 

情报研究是随着人类社会竞争性发展

而衍生出来的一门实用性的科学。情报研究

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科学、体育等社会

发展的各个领域，情报工作往往决定大到一

次战役，小到一次战斗的胜败；大到一个行

业的发展小到一次商业营销活动的开展；大

到一个奥运周期的整体布局，小到一次比赛

的成绩。从情报学分类标准来看，体育情报

应该分为体育战略情报和竞争性体育情报

两大类。体育战略情报主要收集和研究宏观

层面的问题，情报收集面广，信息量大，主

要运用于决策层制定周期性战略发展目标；

而竞争情报主要收集单项运动项目和特定

竞争对手的信息，属于微观层次的研究，其

重点是分析特定竞争对手的竞争力，情报收

集的范围更加集中，分析的核心更加具有针

对性。 

2.1.1 竞争性体育情报的运用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不打无准备之

仗，是一个军事常理，它运用于竞技体育领

域也是非常贴切。竞争性体育情报主要运用

于对竞争对手的分析、赛前预警。在赛前对

竞争对手评估主要是要了解他们的能力和

意图，关注他们赛前准备状况和比赛中的表

现，并对他们的行动进行全方位的连续监

控。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一般都会被作为竞

争情报收集工作的重点。如我国跨栏运动员

刘翔的成功的背后情报工作就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从2002年开始，有科研人员组成的

情报工作人员便跟踪刘翔征战国内外各个

赛场，并把刘翔本人的发挥状况和竞争对手

的信息及时进行整理分析反馈给教练员。在

雅典奥运会上刘翔的主要对手法国运动员

杜库雷复赛中跑出了13秒06的成绩，科研人

员根据其以往的比赛，以及本次比赛中预

赛、次赛和复赛的视频进行了全面的技术分

析，认为杜库雷的肌肉已经呈现疲劳状态，

决赛难以超越这个成绩。这一信息极大的鼓

励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信心，从而决定在决

赛中按刘翔自己正常的节奏进行比赛。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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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期的跟踪监控和科学的分析，才使运动

员在比赛中有足够的自信和良好的心态面

对竞争激烈的比赛，也为制定比赛策略发挥

的决定性的作用。 

2.1.2 竞争性体育情报获取的途径 

竞争性体育情报收集分为直接收集和

间接收集两种途径。直接收集主要包括与竞

争对手交流比赛、现场观摩竞争对手比赛等

近距离观察与分析对手的方法；而间接收集

主要是通过网络、报纸等各种媒介整合各种

信息。间接途径经收集情报的信息量大，但

十分繁杂，需要专业的分析与直接情报的验

证。 

2.1.3 竞争性体育情报分析 

竞争性体育情报能否发挥作用，非常重

要的一环就是情报分析，任何对手都会刻意

隐瞒自身情报的防止泄漏，甚至为了迷惑对

手还可能散布一些被情报学家称之为“灰色

情报”的虚假信息，这就是竞争性情报所具

有的灰色特性。如许多志存高远的团队会在

大赛来临之前的热身等不太重要的比赛中

故意雪藏一些主力选手，刻意保留一些战术

打法，甚至在比赛中故意输给对手等，目的

就是为了迷惑潜在的竞争对手。如何在纷杂

的信息中区分灰色情报，避免落入情报陷

阱，这就要求情报分析人员必须具有扎实的

专业知识和敏锐的观察力。如2014年我国奥

运代表团在雅典奥运会女子举重48ｋｇ级

比赛中“意外”失金的主要原因是被情报工

作出现了重大失误，由于国选手泰兰在赛前

的多次比赛中采用故意升到53公斤组等障

眼法，成功的欺骗了我方的赛前布局，当正

式比赛是通过降体重降到48公斤级，咄咄逼

人的重量变化打乱了中国队开把计划,最终

她以210ｋｇ的总成绩夺取48ｋｇ级的奥运

会金牌，使中国队措手不及，遗憾的未能实

现包揽4金的愿望。这个经典的案例时刻提

醒我们只有重视收集竞争性情报和做好信

息分析工作，才能更好地为比赛做好准备工

作，确保比赛的取得预期的效果。 

2.2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体育情报来源的

变化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情报的来源无疑

将更多的来源与网络，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

发展的今天，网络把我们这是世界联系的更

加紧密，世界的尽头就在眼前，强大的各种

收索隐性可以把我们关注的对象的所有信

息在数秒钟之内尽收囊中，而各种专业数据

平台也为针对性的情报收集提供的最大的

便利。如NBA联盟专业数据平台可以将一个

球队、一个运动员的运动经历和所有参加的

比赛的数据进行即时的统计，使对手不用观

看比赛也可以方便的了解竞争对手的状况，

以及对方主力队员的竞技状态，足不出户就

可以将所需情报收集到手。而无孔不入的网

络媒体消息源往往使竞争对手无处可藏，优

秀运动员往往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

是娱乐媒体关注的对象，明星在娱乐等网络

媒体的信息也是竞争对手情报收集的一个

重要来源。与传统竞争性情报来源相比，大

数据时代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情报收集更

加快速、专业、全面。 

竞争性体育情报来源的另一个变化就

是数据种类的更加多样，既有传统的文字，

也有图片、视频等不同数据，对提高情报的

准确性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情报收

集和分析带来了较大的难度。 

2.3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体育情报分析技

术变化 

由于信息化技术发展运用日趋广泛，其

所带来的信息量也更加庞杂繁复，真伪难

辨，依靠人工专业经验进行分析已经变得几

无可能，而随之开发出来的是具有专家模型

评估评判功能的分析软件，如意大利开发的

排球现场统计分析软件，可以将重点运动员

的进攻路线和落点进行统计分析，并做出判

断，为教练员调整防守布局提供依据，该软

件已经在国际排球界得到广泛的运用，并逐

渐成为高水平排球竞赛必不可少技术支持

手段。美国NBA篮球职业联盟劲旅亚特兰大

老鹰队则通过视频剪辑将每个运动员在比

赛的表现进行分析整理，在中场休息时提供

给运动员观看，使运动员不再重复同样的错

误，而亚特兰大老鹰队也因此成为NBA全联

盟28支球队中下半场改进错误最成功的球

队。由于非结构化的数据的大量引入，体育

竞争性情报不可避免的将面对一场技术上

的革命，而传统的人工分析不仅浪费人力资

源，也根本无法适应高速产生的数据群，开

发计算机智能分析技术势在必行。由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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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大数据时代竞争性体育情报的分析技术

更多将依靠专业软件和设备，情报的分析也

会更加快捷准确。 

2.4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体育情报运用的

变化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体育情报已由主

要运用于对竞争对手的分析、赛前预警等延

伸为竞赛当中的即时运用，如专业的软件可

以将篮球比赛中对方的主要进攻队员的投

篮点和进攻效率进行即时的统计和分析，教

练员就可以及时调整防守策略。足球比赛中

可以根据跑动距离长短和速度变化来判断

运动员体能状况，从而选择进攻的路线和主

攻的点及区域。 

2.5 信息化背景下竞争性体育情报的发展 

信息化背景下的竞技体育比赛可以说

是以情报战作为开始，竞争双方在情报收集

和保密反制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没有

对竞争对手有长期系统的监控而只是在赛

前临时关注，往往就会被对方释放的烟雾所

迷惑，陷入“灰色情报”的陷阱，所以信息

化的发展既给情报收集提供了便利，也使信

息源更加复杂，与其说是情报战，还不如说

它更像是一种战略博弈。 

3. 结论与建议 

3.1 体育竞争性情报工作将会从原来的单

一体育学科的研究和运用转变为多学科交

叉复合研究和运用，因此培养具有较高信息

化技术和专业知识的复合人才就显得尤为

重要； 

3.2 体育竞争性情报学研究中数据的采集

和获取范围将会从单一的结构化数据转变

为加入更多的非结构化数据，内容也更加广

泛； 

3.3 体育竞争性情报的分析方法将会从原

来的人工分析为主体转变为计算机智能化

为主体的智能分析； 

3.4 未来竞技体育发展将受制于团队竞争

性情报工作的能力，竞争性体育情报工作将

会提高到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高度。 

 

4. 结束语 

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使竞争

性体育情报工作迎来一次绝佳的发展机遇，

竞争性体育情报工作的分析和运用将不仅

仅局限与一场比赛、一次运动会，而可能影

响到一个运动项目的布局和发展，竞争体育

的“战场”将会围绕情报工作展开一场战略

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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