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卷第 11期 

2008 年 11 月 

体  育  学  刊 

Journal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5 No.11

N o v . 2 0 0 8 

 

 

·竞赛与训练· 
 

关于竞技体育学与运动训练学理论认识问题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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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竞技体育学理论和运动训练学理论不是一个层次的理论问题，传统竞技体育学理论

涵盖了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竞赛学以及竞技体育管理学等 4 个子学科；从竞技体育

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和运动选材学科发展的需要，有必要把“运动员选材学”发展成为“运

动选材学”；并提出了新的竞技体育理论体系构成的有序结构，使竞技体育专项系统层的目标、任

务更加明确，为运动训练各个阶段训练工作的具体操作确定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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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eory of the science of competitive sport and the theory of the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are not 

theoretical issues at the same level. Traditional theory of the science of competitive sport covers such 4 disciplines 

as the science of potential athlete selection, science of sports training, science of sports competition, and science of 

competitive sports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leteness of the systematic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the science of competitive sport and the ne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of potential athlete sele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science of potential athlete selection” into the “science of sports selection”; the author 

put forward an orderly structure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a new system of sports theories, which makes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dedicated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s clearer, and specifies clear directions for specific operations of 

sports training jobs at various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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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竞技体育学理论学科发展回顾 
1.1  运动员选材理论 

在运动选材学方面，我国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些相

关的专著。如国家体委科教司于 1983 年出版了《优秀

青少年运动员科学选材论文汇编》、1990 年四川教育

出版社出版的谢燕群《运动选材学》、1987 年广东高

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献武《运动才能遗传学概论》、

1991 年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国治等《运动员

科学选材指南》、1992 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曾凡

辉等《运动员科学选材》、1991 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

版的刘献武等《运动选材学》、1992 年辽宁大学出版

社出版的董国珍《运动训练与选材》、1994 年人民体

育出版社出版的钟添发等《运动员竞技能力模型与选

材标准》等有关运动员选材的专著。 

1.2  运动训练理论 

1981 年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训练学分会和北京

体育学院等单位支持下，过家兴教授牵头组织编写，

1983 年完成我国首部《运动训练学》著作，标志着中

国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初步形成，随后陆续出版一

些具有重要影响的运动训练学著作。如：过家兴等的

《运动训练学》(1984、1986、1990 年)、田麦久等的

《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1988 年)、李诚志等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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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员训练指南》(1993 年)、茅鹏的《运动训练新思路》、

徐本力等的《运动训练学》(1999 年)、体育院校函授

教材运动训练学编写组的《运动训练学》(1999 年)和

田麦久等的《运动训练学》(2000 年)等。 

我国运动训练学研究虽然起步稍晚，但在以过家

兴、田麦久、徐本力等为代表的学者们的努力下，不

仅通过吸收与借鉴，迅速构建了较为完整的运动训练

学理论体系，而且通过拓展和创新使中国运动训练学

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做出了一批世界领先的

高质量研究成果。在理论体系上，“九五”全国体育院

校重点教材《运动训练学》教材的建设，首次将我国

学者田麦久教授的项群训练理论纳入教材，使我国运

动训练理论，从一般训练理论和专项训练理论的二层

次理论，发展成为一般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和专

项训练理论的三层次理论[2]。 

1.3  运动竞赛理论 

在运动竞赛学方面，刘建和《运动竞赛学》(1990

年)、王岳云《体育运动竞赛方法学》(1990 年)、肖华

富《运动竞赛方法学》(1990 年)和《运动竞赛》(1992

年)、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运动竞赛学》

(1994 年)、朱章玲等《运动竞赛学》(1995 年)和王蒲

《运动竞赛方法研究》(2001 年)等[3]先后出版。 

1.4  竞技体育管理理论 

竞技体育管理学领域有关的理论专著有：周爱光

《竞技运动异化论》(1999 年)、宋继新《竞技教育学》

(1999 年)、吴寿章《实施奥运战略的历史痕迹》(2001

年)、颜天民《竞技体育的意义》(2003 年)等。 

 

2  我国竞技体育学理论发展中存在的认识问题 

2.1  竞技体育学与运动训练学的逻辑关系问题 

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和运动训练学的概念与关系

问题，在我国体育院校通用教材《运动训练学》(2000

年版)有详细的定义和阐述。教材把竞技体育划分为

“运动员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竞技体育管理

4 个部分”，从竞技体育 4 个部分的逻辑关系可以看到，

运动训练不仅是竞技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实

现竞技体育目标任务的重要途径，而研究运动训练过

程规律的科学被称之为《运动训练学》[1]。所以，逻辑

关系上的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和运动训练学的关系十

分清楚。 

田麦久在《我国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的新发展》

的论文中，根据竞技体育的组成建构了竞技体育学理

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论证了竞技体育学是由运动员选

材学、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以及竞技体育管理学

等 4 个子学科组成[4]。因此，研究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

应该把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作为母体，从运动员选材

学、运动训练学和运动竞赛学以及竞技体育管理学等

4 个子学科进行分类研究。 

而事实上，很多关于竞技体育学理论研究的成果

被概称为运动训练学理论的研究。但从目前我国体育

学科关于竞技体育、运动训练和运动训练学关系问题

的学科共识看，竞技体育学理论和运动训练学理论显

然不是同一层次的理论问题，竞技体育学理论是含盖

了运动员选材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竞赛学以及竞技

体育管理学等 4 个子学科的学科母体。 

2.2  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研究中存在的认识问题 

1)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中“运动员选材学”与“运

动选材学”的关系。 

竞技体育的主体活动是运动训练，而运动训练的

主体活动对象是运动员和教练员。根据竞技体育和竞

技体育学理论体系构成因素，“选材”问题无疑是竞技

体育的起始问题。由于运动训练的主体活动对象是运

动员和教练员，因此，竞技体育的选材对象应该是以

运动员和教练员为主体的复合对象，而不能简单以运

动员或是教练员的单一对象进行学科的命名。 

从我国目前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选材学研究成

果看，无论是竞技体育的构成，还是学科研究均是以

“运动员选材”或是“运动员选材学”的单一对象进

行学科命名。显然，这种学科命名是与运动训练的主

体活动对象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复合性质矛盾的。 

在竞技体育高度职业化发展的今天，对于选材，

已不仅仅是对运动员的选择，运动队、俱乐部频现“换

帅”的(教练员)现象，甚至连俱乐部老总(运动队管理

者)也经常出现更换。这就是以说明当今竞技体育的选

材已经从运动员选材，逐步发展成为对运动员、教练

员、运动队管理者、科研服务人员等竞技体育所需要

人才的综合选拔。而“运动员选材学”无论是学科名

称，还是学科内容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因此，从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结构的完整性和运

动选材学科发展的需要来看，有必要把“运动员选材

学”发展成为“运动选材学”，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

上竞技体育的科学化、全面化的选材需要，才能进一

步完善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建设。 

2)运动训练学理论发展与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完

善的关系。 

完整的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是由运动选材学、运

动训练学、运动竞赛学和竞技运动管理学等 4 个子学

科群构成。4 个子学科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但又相互关联。无论哪一个子学科的发展，其作用都

是促进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随着 4 个子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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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发展，我国较为完整的竞技体育学的理论体系

正在形成。其中，以我国运动训练理论为代表的运动

训练学发展尤为突出，运动训练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促

进了竞技体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竞技体育学

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依赖于诸多相关子学科的共

同发展。 

田麦久等提出了项群训练理论，项群训练理论是

根据运动项目的类属聚合性原理提出的。由于竞技运

动项目的多样性，就导致了不同项目具有不同的本质

属性。比如根据项群理论，所有中长距离的走跑项目

的训练均与中长距离的游泳、速度滑冰、自行车、划

船等周期性耐力项目的训练遵循同一规律，项群训练

理论概括了同一项群不同项目的共同规律，加强了运

动训练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联系[11]。项群训练理论的提

出，完善了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使运动训练学的

结构更加有序。同时，项群训练理论也从内容上丰富

了竞技体育学的理论结构。 

 

3  对竞技体育学理论构成体系的有序结构

的再认识 
关于竞技体育的结构问题，目前在国内外运动训

练界传统的认识比较一致，竞技体育的结构主要包含

有：动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和竞技体育管理 4

个有机组成部分。从 4 个组成部分内容的本质看，划

分依据是从单纯竞技角度进行的。而北京体育大学任

海教授在《关于体育划分为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大

众体育的质疑》(体育论坛，1989 年)中认为，“竞技体

育实际上是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起

着教育人、培养人、促进健康的重要作用。”宋继新[10]

在《竞技教育学》(人民体育出版社，2003 年)中从教

育、体育和竞技的三维复合角度对竞技体育进行了描

述：“由于竞技是由一个集人的生物、心理、社会三种

属性于一体的操作过程，那么作为一名运动员即使运

动天赋再好，但若缺少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文素养，

也不可能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优秀运动人才”。宋继新提

出构建以运动的选材、教学、训练、竞赛、恢复、评

价为主体，并将育人理念和措施寓于其中的“六合一”

的竞技教育过程理论体系。颜天民[19]在《竞技体育的

意义——价值理论研究探微》中指出，“传统竞技体育

的 4 个组成部分是以竞技体育外在表现形式为前提

的，没有突出作为主体的人。”因此，从竞技体育的主

体——人的角度，对竞技体育的结构组成进行了新的

划分(见图 1)。 

 

 

图 1   竞技体育构成因素 

 

我们知道，竞技体育的主体是人，人在从事竞技

体育过程中，绝不仅仅是为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和集

体的运动能力，争取优异成绩而进行的运动训练和竞

赛。因为，竞技体育是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育

又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竞技体育具有重要

的教育作用，竞技体育的结构应该是一种包含人的教

育在内的复合竞技结构。从专家的研究结果和研究思

路来看，单纯竞技角度的传统竞技体育的构成部分缺

少人本为主体的人文要素。宋继新虽然提出构建运动

的选材、教学、训练、竞赛、恢复、评价为主体，并

将育人理念和措施寓于其中的“六合一”的竞技教育

过程理论体系，但没有表现出事物发展的超循环过程

的有序结构状态。而颜天民虽然从人的主体角度，对

竞技体育的构成因素进行了新的分类，但在图 1 中并

未真正反映出人在竞技体育构成因素中的主体性，同

时缺少了超循环发展的有序结构状态。 

无源之水不能长流，无本之木不能长青。如果按

传统竞技体育的运动选材、运动训练、运动竞赛和竞

技运动管理的结构看，此种结构的竞技体育显然就是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符合超循环发展理论原理。 

竞技体育组成因素 

竞技体育主体 
训练主体

竞赛主体

竞技体育客体 

竞技体育活动 

活动内容 

构成形式 

训练活动

竞赛活动

各种项目

竞技体育物质条件 
场地器材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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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根据超循环发展原理，提出了如图 2

所示的竞技体育构成的有序结构，它是在传统竞技体

育组成的基础上，从系统的角度对传统竞技体育的构

成进行了完善。在原有“二层次”结构的基础上，增

加了基础系统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三层次”有序

结构。其中，作为基础系统层的竞技运动教育，是竞

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好比“水之源，木之本”

最重要的是由于竞技体育结构的有序与完整，使竞技

体育专项系统层的目标、任务更加明确，为各个阶段

训练工作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 

图 2  竞技体育构成的有序结构 

 

从我国竞技体育方面大量文献资料的研究结果可

以看到，有关竞技体育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都被称

为运动训练学理论体系问题的研究，而实际中竞技体

育理论体系和运动训练学的理论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两

个层次。随着我国竞技体育水平和运动训练学理论研

究水平的不断提高，从学科发展和竞技体育发展的需

要出发，正确认识竞技体育学理论和运动训练学理论

研究的逻辑问题，是解决我国竞技体育学理论和运动

训练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层次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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