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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信息化与运动竞赛管理变革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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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

要：对运动竞赛管理的历史发展作了相应的考察，并提出在信息化社会运动竞赛管理信

息化的必然性发展趋势，认为：在体育信息化与运动竞赛管理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体育信息化可使
运动竞赛管理更加系统化、精确化、简单化、人性化，达到体育信息化推动运动竞赛管理的发展；
另外体育信息化又可使运动竞赛管理内容更加复杂化、范围更加扩大化、过程更加程序化，给运
动竞赛管理提出了新的问题，呼唤体育信息化技术的升级换代迎接新的挑战，最终从客观上带动
体育信息化的发展。
关

键 词：体育信息化；运动竞赛；竞赛管理

中图分类号：G8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8)02-0082-04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ports informatization and
sp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reform
WANG Ruo-guang，SUN Qing-zhu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made corresponding contempl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p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put forward that in an informatization society the informatiz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mnagemen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development, and dre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ports
informatization and sp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sports informatization can make sp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more systematic, precise, simple and human, thus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moreover, as for sp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sports informatization can further complicate its contents, extend
its scope and routinize its process, and raise new problems for sports competition management; the authors called
for the upgrading of sports informatization technology in order to take new challenges, and ultimatel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formatization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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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全面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

1

运动竞赛管理的发展

治、经济、文化体制，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认知方式

“从应用学的角度来看，体育管理自古时期就已

与生活方式。信息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必然促使社会具

经存在了”[2]。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古希腊奥林匹

体行业的信息化变革。体育也不例外，随着社会的信

克赛会的延续，
“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的体育管理”

息化发展，不得不“利用信息技术对体育信息资源进

主要的内容便是运动竞赛了。“帕克斯（Parks）和奥

行广度和深度的开发利用，从而对体育实现有效的管

格夫森（Olafson，1987）认为，考虑到运动员庞大的

[1]

理和监控” 。体育信息化的发展可推动运动竞赛管

规模，当时一定曾有食品和饮料的专门承包商、推销

理水平的提高，而体育管理水平的提高也可带动体育

商、采购商、市场营销人员，以及经营管理的决策人

信息化的升级换代。

员”[2]。可想而知那时运动竞赛管理范围已经从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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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扩展到赛场外，涉及到营销、广告等内容。可惜公

83

元 394 年侵占了希腊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皈依基

2.2 信息化对运动竞赛诸要素的影响
信息化的影响渗透到运动竞赛的各要素之中，无

督将中世纪黑暗的纱幕掩盖了古代奥运，形成了由文

论是对运动员、场馆、裁判员，还是观众都产生了深

[3]

化绝灭造成的文化断层 。待到现代奥运会等一系列
现代赛事兴起时运动竞赛管理才随之发展，并没有将
上古时期运动竞赛管理的成果保留传承。

刻的影响。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可以通过信息技术
设备及时准确地了解自己的技能状况，并做出相应的

就目前来看，现代体育赛事中最古老并延续至今

调整，以便提高运动员或团队的竞赛能力，例如在环

且波及世界的主要有以下 7 项赛事：温布尔顿网球公

法自行车大赛上，运动员就可以通过自行车上安装的

开赛（1877 年）、美国网球公开赛（1881 年）、法国网

信息设备及时了解当前骑行的速度、自己心率水平从

球公开赛（1891 年）、奥林匹克运动会（1896 年）、环

而可对体能做出合理的分配。运动竞赛所要使用的体

法自行车公路赛（1903 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育场馆信息化是信息化建设的重点，如游泳比赛中水

（1905 年）
、世界杯足球赛（1930 年）
。这 7 项世界性

下安装的摄影系统可清晰地判定比赛选手的犯规情

体育赛事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运动竞赛管理思想、

况，出发台与池壁上安装的计时感应装置能更加准确

体制、方法与手段，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影响、冲突

地记录运动员比赛成绩并可迅速地传输到馆内大屏

与融合。但对于这些赛事发展壮大的一个不可忽视的

幕上，可使观众和运动员即刻知道比赛成绩、名次与

因素便是合理的运用、发展信息技术，因为在竞赛管

破记录情况，使比赛结果更加真实与公正。

理中合理运用并发展信息技术，才使得这些体育赛事

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裁判的工作不再像以

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迈进。现代体育赛事中运

前那么复杂，信息技术的发展确实解决了不少以前具

动竞赛管理的发展可以说是信息技术、手段与思想的

有争议的比赛问题，减少了裁判工作中不必要的麻

历史发展。

烦。但是，在目前的比赛中裁判仍需高深的业务水平，
并具有决定比赛胜负的权力，信息技术是一种辅助性

2

运动竞赛信息化

手段，也是一个对裁判具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在很

2.1 运动竞赛信息化的来临
体育信息化的萌芽始于运动竞赛，运动竞赛信息

大程度上影响裁判员的执法行为，可以减少执法过程
中的不公正现象和违规行为。

化的前期始于 1912 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在这届奥运

运动竞赛信息化的直接受益者应当是观众，奥运

会上首次使用了田径电子计时器和重点摄影装置[4]，

会通过卫星转播使数十亿人及时观看到比赛，互连网

这些技术的应用目的在于减少运动竞赛中的不确定

的广泛应用增加了观众对体育赛事信息获取的渠道，

性，提高比赛过程中的公平性，因为信息可以定义为

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使观众与体育赛事产生互动影

[5]

减少不确定性的值，即熵值的减少 。

响，如足球先生、十佳运动员等各奖项荣誉称号的产

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是以电子计算机网络和现代

生都是观众借助信息技术与体育比赛互动而产生的。

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标志的。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
代，运动竞赛信息化也悄然而至，
“1964 年在东京举

2.3 运动竞赛管理的信息化
运动竞赛管理信息化是以先进的管理理念为指

行的第 18 届奥运会，美国发射了‘辛科姆’通讯卫

导，在管理过程中普遍广泛运用信息化技术，使管理

星，首次实现了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从此世界体育

过程更加的科学、合理、有效地支配人、财、物、信

与奥林匹克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东京奥运会可以说

息等资源，以便更好达到运动竞赛的目标。

是一届高科技的盛会。这次转播实际上已种下信息技
[6]

术在体育中应用的种子” 。
1964 年东京奥运会信息技术的成功应用使运动

首先，信息技术广泛渗透到运动竞赛的管理当
中，提高了整个比赛的效率。以计算机网络为主体的
信息、通讯、系统工程技术在体育竞赛活动中, 如在

竞赛的组织、管理、裁判、宣传等更加重视信息技术

竞赛的组织编排、运动员资格注册、视觉或指纹检测、

的发展，如竞赛办公自动化、竞赛资料整理的计算机

登记、刷卡，电子计时，成绩处理和公布，文档查询，

技术、多媒体图像指挥视频系统中的宽带数字化通信

通信联络，安全检查，兴奋剂检测等方面的大量应用,

技术、无线局域网技术、电子身份鉴别技术等逐步运

极大地提高了体育竞赛的效率和效果，为成功举办各

用到各大体育运动竞赛中，无论是运动竞赛管理、竞

级各类体育竞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随着我国体

赛裁判水平、体育电子商务发展，还是更加准确的运

育走向世界，国内举办的全国性体育竞赛广泛地采用

动技术统计等都需要有高科技的信息化技术。

了先进的自动控制、电子计时计分、信息传播和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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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光电计时测距技术，并已经发展成为由计算机联

会系统工程的理论和方法可以提高组织管理的效率。

结在一起的先进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可满足一切项目

比如在巴赛罗那奥运会、亚特兰大奥运会、悉尼奥运

的计时测速和计分需要。

会的筹备和举办期间，社会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得

其次，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使运动竞赛管理

到了广泛应用，显示出了强大的作用，产生了巨大的

更加便捷，减少了人们繁重重复的劳动。对于大型赛

效果，其中系统管理主要包括：程序指挥、计划网络

事的举行，人们开发了各种各样的管理系统，包括人

技术、层次管理、目标管理、矩阵结构、流程图、热

员信息统计管理、成绩分析管理、比赛日程管理等。

运行、倒计时统一步调和 C3Ι等方面内容。随着体育信

在雅典奥运会上，专门为雅典奥运会设计了许多 IT 系

息化的深入，计算机系统软件的不断发展，网络通讯

统。IDS(Information Diffusion Systems)信息传播系统和

技术的升级促使 C3Ι系统发展升级为 C4Ι，计划网络图

GMS(Games Management Systems)赛会管理系统是该次

也从人工绘制实现了自动化制作，
“劳民伤财”的“热

奥运会网络上运行的两个重要软件，也是雅典奥运会

运行”也被现代系统仿真和虚拟现实技术代替。可以

IT 系统的支撑。IDS 系统主要用于管理比分和其他信

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系统工程方法的升级，提高了

息的实时传输过程，并将这些信息以最快的速度提供

大型运动竞赛管理的系统性。

给官员、赞助商以及 21 500 名媒体工作人员，当然还

其次，体育信息化可以使运动竞赛管理更加精确

有多达 10 500 名的运动员。若想在观众听到现场欢呼

化。目前大型比赛的运动场馆都有一套计算机控制系

声之前了解到比赛信息,所有的 36 个大项目中的每一

统，分别对水温（游泳项目）、室内温度、风速、空

项都必须配备一套与之关联的 IDS 应用。GMS 系统则

气湿度、气压值、冰面硬度（滑冰等项目）等比赛场

包括了诸如资格鉴定、赛事注册、食宿、运输、保健

馆环境实施监控，为场馆管理提供了精确的数据。另

甚至 VIP 礼宾事宜等诸多子系统。

外，在比赛组织安排上可以通过计算机控制组织管理

可见，信息化已经是当今运动竞赛管理过程中的

系统，建立功能强大的信息网络系统，为运动竞赛相

一个重要特征，也是运动竞赛管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

关人员提供诸如比赛结果、时间表、统计数据、运动

部分，说明体育信息化对运动竞赛管理产生了深刻的

简介、天气信息、交通状况等广泛信息，并可实现对

影响，而这种影响产生于管理应用层面，并解决了不

比赛空间的计算机控制，如运动竞赛所需要的器材、

少管理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但对于运动竞赛管理的真

饮食点直至床位和盥洗室的安排等。还有利用信息技

正变革与发展主要还是从管理思想、管理体制上发生

术建立的安全保障系统可以精确地发现安全问题发

变革，信息技术在运动竞赛管理中的运用不只是解决

生的位置，并可及时提出解决方案。

具体操作问题，还在于解放思想，转变管理体制从而

再次，体育信息化可以使运动竞赛管理简单化，

更好地促进体育信息化的发展。体育信息化与运动竞

这种影响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小型运动竞赛的组织管

赛管理变革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研究两者之间的互

理上，如学校、社区、企业等单位组织的小型运动竞

动关系有利于我国体育信息化的发展及运动竞赛管

赛，由于系统简单，运用计算机运动竞赛管理系统即

理水平的整体飞跃。

可合理准确地安排比赛，按照竞赛管理系统软件编排
组织小型运动竞赛，可减少人力、物力、财力，还可

3

体育信息化与运动竞赛管理变革的互动

以避免一些因人为因素造成的失误。
最后，通过信息化技术可以使体育竞赛组织管理

3.1 体育信息化推动运动竞赛管理发展
体育信息化对运动竞赛管理的发展具有推动作

过程更加人性化，比如奥运会举办期间来自不同国家

用，具体表现在于可使运动竞赛管理更加系统化、精

地区的运动员、裁判员、官员、游客必然会集中在主

确化、简单化。

办城市。在这种情况下语言障碍是最关键的问题，通

首先，体育信息化可使运动竞赛管理更加系统

常我们可以为参与比赛的外国运动员、官员等直接提

化。运动竞赛的组织管理实际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供翻译人员，但由于翻译人员的缺乏等原因不可能始

程，“奥运会组织管理工作从任务上讲涉及接待、交

终都会有翻译跟随在外国人的身边，而现代的通讯技

通、食宿、安全、仲裁、比赛安排、信息处理、场馆

术就可以为外国人提供一个在线翻译平台，解决了运

建设、市场开发、宣传、颁奖、开幕式、闭幕式等；

动竞赛管理过程中的语言障碍问题。如前不久，由于

从部门上讲涉及交通、环保、安全、财政、人事、建

考虑到北京奥运会期间外国人员在乘坐出租车时的

筑、海关等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奥运会组织管理

交流问题，北京市开始在 40 部试点出租车上安装一

[7]

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 因此借助社

种翻译系统，出租车翻译系统通过普通的手机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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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通(出租车翻译在线)号码打到呼叫中心而实现在线

在大型运动竞赛中，特别是奥运会、世界杯这样

翻译，语言不通的难题迎刃而解，除了英语，在线翻

的世界顶级比赛中安全问题非常的突出，而传统意义

译还可以提供日语、韩语等翻译。

上的安全问题主要是球场暴力、恐怖组织活动、环境

3.2 运动竞赛管理的发展带动体育信息化的升级
通过对体育信息化推动运动竞赛管理的研究，我

污染、自然灾害等，但目前信息化社会中还存在着另

们发现体育信息化的发展促使运动竞赛管理越来越

编制病毒程序来攻击运动竞赛管理的信息系统。由于

趋向系统化、精确化、简单化、人性化方向发展，是

目前的大型运动竞赛管理在体育信息化的影响下逐

有利于运动竞赛管理变革的。然而，随着竞赛管理向

渐体现出竞赛管理程序化，任何管理工作都必须通过

积极方向的发展也会相应的出现更为难解的问题。比

各个信息系统完成，如果这些信息系统遭到黑客的攻

如，由于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使运动竞赛管理变得更

击或病毒的感染就会导致整个运动竞赛管理系统瘫

加复杂、管理的范围更加扩大化、管理的过程更加程

痪，影响整个比赛的正常运行。基于运动竞赛管理程

序化。我们无法清晰地判断这 3 种发展特征能否有利

序化问题，保证信息系统的安全性，我们还应提高信

于运动竞赛管理的发展，但很明显，为了在运动竞赛

息系统的应变能力、安全性与保密性，使体育信息化

管理中应对这些发展趋势，我们必须呼唤信息技术的

建设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功能。

一种形式的安全问题，就是黑客通过制作非法软件，

升级换代，更加深化到竞赛管理的各个环节、领域之

总之，体育信息化推动运动竞赛管理变革的同时

中。比如在 1952 年环法自行车大赛首次实现了电视转

又会使运动竞赛管理向体育信息化提出新的要求，这

播，这也是信息技术在环法大赛中的最初应用[8]。环

样就使得体育信息化推动运动竞赛管理发展的关系

法大赛的比赛过程要比一般的场馆内比赛复杂得多，

转变为运动竞赛管理带动体育信息化升级、更新、换

当增加了电视转播后，在比赛骑行的队伍中又增加了

代的一种关系，这两种关系在某些条件下相互转换，

拍摄人员，无疑增加了管理的复杂性。拍摄人员既要

即形成了体育信息化与运动竞赛管理变革的良性互

平稳地捕捉骑行选手的每个精彩镜头，还要紧紧跟随

动。

骑行选手不停地“流动”，后来随着直升飞机及空中
拍摄技术的发展，整个比赛过程中又增加了直升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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