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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 数字化是人类文明演化至信息技术时代的新形态和新成果遥伴随着技术的

不断升级袁数字化体育的形态也日益丰富和多样袁改变着人们认识和践行体育的方
式遥 5G 促进数字化体育发展的价值维度表现在院引导个人成为更加敏捷的体育学习

者袁 推动组织成为更加敏锐的体育促进者袁 助力政府成为更加有效的体育服务者遥
在遵循技术发展趋势的前提下袁5G 时代数字化体育可应用于重大赛事尧公众日常健
身和运动健康促进等场景之中袁未来数字化体育发展将见证视频化体育资讯的立体
化拓展尧数字化体育生态的循序构建和智慧化体育生活的逐步涌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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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ization is a new form and achieve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evolving into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forms of digital sports are increasingly rich and diverse, changing the
way people understand and practice sports with the continuous upgrading of technology. The value dimensions of 5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are shown in guiding individuals to become more agile sports learners, promoting organizations to become more acute sports promote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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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ping the government to become more effective sports service provid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echnology, digital sports in the 5G era can be applied to scenes of
major events, public daily fitness, and sports health promotion scenes.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ports will witness the three-dimensional expansion of video-based sports information, the
sequential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ports ecology and the gradual emergence of intelligent sports life.
5G; sports; digitization; application values; development scenes; trends

数字化是人类文明演化至信息技术时代的新形
态和新趋势遥 1995 年麻省理工学院尼葛洛庞帝教授

与社会变迁和文化的迭代兴盛如影随形遥其中袁与人

[1]

的存在与发展密切相关的身体活动和社会行动也被

就在其叶数字化生存曳一书中宣称以野比特冶为度量单

数字化改变着内在的逻辑与价值遥 数字化体育是现

位的信息时代的来临遥与之前的时代不同袁这个时代
的到来使得一切坚固的物质世界都消散在轻盈的数

字野烟云冶之中遥 无论是文字尧符号尧数据 尧图像和影

代信息技术与各类体育活动相互作用的产物 [2]遥 伴
随着技术的不断升级袁 数字化体育的形态也日益丰

富和多元袁 改变着人们认识和践行体育的方式遥 在

音都可以用野比特冶来度量和承载袁数 字化已成为席

2021 年 第 四 届 数 字 中 国 建 设 峰 会 数 字 体 育 分 论 坛

卷人类生活的一股浪潮袁 它把人们置身其中的真实

上袁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副书记尧副局长王瑞连致辞时

世界与虚拟的数字世界连接起来袁 改变了传统的生

表示袁野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重要思想的指

产和生活方式遥 面向数字化转型的学校尧社区尧城市

引下袁数字中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遥体育信息化和数

正深度重构人们的生活世界遥

字化转型是时代的要求袁 也是实现体育事业高质量

数字化席卷一切的浪潮袁与人类生活相伴相随袁

发展的必然选择遥耶十四五爷时期袁体育总局和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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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网络强国尧数字中国尧智慧
社会重大战略部署袁全面推进体育信息化建设冶 遥
[3]

及其相关的制度环境等是理解数字化创新过程的必

要内容 [4] 遥 数字化在体育中的运用袁推动着体育科技

企业和体育社会组织更敏锐地把握体育发展 动态遥
我国当下的群众体育和全民健身活动已不仅是娱乐

基于数字化技术发展而构建形成的数字化体育

和休闲袁更是社交和消费袁它是以体育参与为载体的

在重构传统体育活动及相关社会行为的 基础上袁形

现代生活的缩影袁更是商业文化和草根实践的入口袁

成了更开放的发展样态和价值创新潜力袁 也为不同

折射着人们的健康观尧生活观和价值观遥 近年来袁我

关联主体提供了塑造未来的可能遥研究表明袁数字化

国体育新媒体的传播趋势呈现出移动化尧 社交化和

创新是不同主体对数字化资源进行重新组合的活

营销模式多元化的特征袁 由相关企业和机构推出的

动袁能够产生新的产品尧服务尧流程尧商业模式 [4] 遥 在

数字化健身应用极大满足了体育爱好者参与尧 展示

数字化体育发展的过程中袁参与体育活动的个体尧推

和分享健身体验的需求遥 Vargo 等 [6] 指出袁在数字化

动体育发展的组织机构及引领和促进体育事业发展

创新过程中袁 所有的社会和经济参与者都是资源整

的政府袁都是潜在的数字化创新主体袁技术赋能使其

合者袁所有的创新都是资源整合的行为遥在以数字化

形成了新的功能与角色定位遥

为支撑的新媒体时代袁各类传播尧动员平台与传统信
息平台以其精准覆盖和有效推送的能力极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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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创造着一个泛在可及的信息世界袁 塑造
着一个让每个人为了实现自身发展而可以自由获取
知识资源的学习生态遥 在 5G 时代袁任何一个愿意学
习尧 践行和参与体育的社会行动主体都能够运用现
代信息技术袁在任何时间尧地点获取需要的信息和资
讯遥这意味着袁数字化技术能够助力个体成为聪慧的
体育学习者袁 进而成为一个更加有智慧的体育参与
者遥 Whitehead [5] 曾经对身体素养渊physical literacy冤作
出理论化的界定院野为了生活而重视并参与身体活动
所需要的动机尧信念尧身体能力以及知识和理解冶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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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这一概念袁 身体素养的获得需要建立在相应知识
与能力的学习之上遥对个体而言袁都需要就如何获得
体育教育尧 如何开展科学健身和如何增强身体素养
等形成有效的知识储备遥过去袁人们都把这些问题交
给学校和社会袁 今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健康的

野第一责任人冶遥 数字化生态为人们体育素养的提升

信息的到达率袁拉近了与公众和用户的距离遥在这样
的环境中袁 体育企业和相关组织都能基于精准的信
息搜集尧数据挖掘尧交互传播和有效动员袁成为推动
体育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倡导者和促进者袁 培育与
数字化学习和生活相适应的体育文化袁 构建人们参
与体育活动的新场景和新环境遥例如袁由上海体育学
院与上海庞勃特科技有限公司袁 基于乒乓球场景共
同研发尧合作尧推出的乒乓球智能机器人袁体现了技
术赋能下体育与科技的融合遥 依托高校学科优势和
科技企业的研发潜力袁野5G+AI渊Artificial Intelligence冤
技术冶在运动训练尧体育教育尧全民健身等领域的应
用能有效促进智慧体育的可持续发展遥 数字化转型
将推动更多的组织和机构顺应技术发展趋势袁 不断
推出新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内容袁 满足人们日趋多元
化的健身需求袁 更好地引领人们对社会新风尚和品
质化生活的追求遥

创造了一个触手可得的学习界面袁 人们对体育知识
的获取和学习除了常规的文字类和图片类信息袁更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袁 技术文化对人类生活的

有海量的体育视频袁 形态多样的信息资讯将为体育

融入和渗透日益显著袁野人－ 机－ 物冶 的深度融合推

学习者创造最大的便利袁 使他们更加自觉地认识体

动着作为信息化低阶形态的数字化向更高阶形态的

育对生命价值实现的意义袁更科学尧有效地参与体育

智慧化发展袁在此阶段通过分析尧整合尧挖掘信息世

活动袁以更主动的健康行为促进身体机能的完善遥随

界的大量数据加工形成的智慧化数据产品袁 对实体

着个体成为更加敏捷的体育学习者袁人人参与袁人人

世界的发展起到优化尧提升的巨大作用遥作为对数字

喜爱袁人人享有快乐尧积极尧主动的体育才 有现实的

化资源进行开发和应用的最大行动主体袁 政府面对

基础袁野人人爱体育尧人人会体育尧人人懂体育和人人

海量大数据的涌现袁 在利用信息技术实施公共服务

能体育冶的发展格局才有可能形成遥

改造升级尧 推动服务质量和效率有效提升方面拥有
广阔的前景袁 在加强公共体育服务供给和优化体育

数字化创新关注价值创造的主体袁 认为行动者

产业要素配置方面具有巨大潜力遥 2020 年 11 月袁河
北省体育局与中国联通达成野5G+ 智慧体育冶全面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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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业务合作袁 双方积极推动 5G 技术应用与体育 产

业的融合发展袁打造国内 野5G+ 智慧体育冶产业的全
新样板袁 助力河北省新时代冰雪运动强省和体育强

省建设 [7] 遥 2021 年 1 月袁浙江省体育局通过了叶浙江

机和电脑构成的多屏生态中袁 消费数字化的媒介体
育内容已成为体育爱好者的生活常态袁 媒介化体育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对体育的认知和观念遥 随
着 5G 时代的到来袁依托大带宽尧高速率尧低时延尧大

省体育数字化改革方案曳袁旨在构建以野114冶体系渊一个

规模连接等特点袁 数字化体育将进一步丰富受众的

体育数据归集共享管理系统尧 一个政务服务和管理

体育文化需求袁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遥基于体育

系统尧四大核心业务应用冤为框架的野数字体育冶整体

资讯视频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袁 重大体育赛事依然是

智治大系统袁 推进浙江省全省体育系统业务和服务

5G 时代极为重要的应用场景遥 奥运会等综合性国际

数字化 遥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提出的全民健身智
[8]

体育赛事具有极高的传播价值和全球吸引力袁 对培

慧化发展任务则体现了政府顶层 设计的总体布局袁

育体育文化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袁 更是展示创新技术

表现为以新兴技术为支撑袁以数据为核心要素袁构建

的最佳舞台遥 以日本移动通信运 营商 NTTDoCoMo

公共体育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生态环境袁 提升全民健

为例袁 早在数年前就制定了面向 2020 年的 5G 中期

身公共服务的智慧化层次袁从而实现资源整合尧数据

战略规划袁明确重点在工业尧教育尧体育尧医疗 保健尧

共享尧互联互通袁推进公共体育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

交通和办公六大领域推进技术应用袁而原定于 2020

改革遥 越来越多的实践案例表明袁政府在 5G 时代将

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无疑是其精心设定的应用场

日益成为更加有效的体育服务者袁 通过对技术资源

景遥 虽然赛事延期袁阻碍了相关进程袁但随着 SA 网

的整合尧应用和系统化构建 袁促 进人 全 面 发展尧将体
育真正融入个体生命的全周期和全过程遥

络标准的不断成熟袁 届时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仍将是
5G 技术得到充分应用的体育盛宴遥 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袁 英国电信体育频道积极利用 5G 技术推动远程
视频的制作向更高水平迈进遥 5G 技术能够在更加广

当前袁 欧美和亚洲等国都在积极应对 5G 时代

泛和综合的维度挖掘重大体育赛事这一场景袁 将技

的到来袁并在各领域展开精心布局遥对这项有着巨大

术与场景融为一体遥 2020 年 10 月袁CBA渊China Bas-

前景的革命性技术袁政府规划尧技术研发和商业应用

ketball Association冤联盟与中国移动咪咕公司正式启

都在拓展其运用的场景遥基于场景发现尧设计和应用

动野5G 联合实验室冶袁该实验室 探索 5G 科技与赛事

的 5G 垂直化发展是该技术应用于人们生产和生 活

内容和观赛场景之间的深度融合袁 通过 AI 智 能剪

的一个显著趋势遥 任海教授 指出袁主动体力活动要
[9]

真正融入生活袁面临着诸多文化挑战袁首先是如今的

辑尧 自由 视 角尧VR 渊Virtual Reality冤/AR渊Augmented

Reality冤/XR渊Extended Reality冤等 技 术 为 广 大 球 迷 带

体育文化要覆盖所有国民并在各类人群的所有生命

来全场景沉浸式体验遥 在推动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

阶段中发挥作用袁 其次是让体育进入广大人民群众

建设的过程中袁5G 还将赋能智慧化场馆建设袁 物联

生活袁且融入生活袁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袁满足自身

网尧云计算等技术将助力大型赛事场馆构建以 Wi-Fi

发展需要遥体育是一种高度场景化的人类活动袁也是

网络和智能传感系统为基础的底层技术设施袁 建立

一个对新技术有着高敏感度的领域遥技术史表明袁对

起体育赛事场馆场内场外沉浸式传播的视频生态体

能够有效提升场景化应用的技术袁 体育历来情有独

系袁 让体育赛事真正成为吸引各类体育受众的数字

钟遥 5G 时代体育的数字化发展需要在遵循技术发展

化内容产品遥

逻辑的前提下袁把握野场景冶这一核心范式袁最大限度
释放和实现其在体育领域的应用价值袁 更好地为人
的全面发展服务遥

在信息化助推的零边际成本社会的总体架构
下袁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愈发便捷袁除了日常生活所需
的传统资讯类信息和通识类技能知识袁 人们对主动

数字化体育对现代生活最早的影响是通过媒介
化体育的方式袁 电视尤其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跨时
空传播的卫星电视在促进现代大众体育发展方面有

健康尧 科学健身的知识和技能需求也呈井喷趋势遥
叶野健康 中 国 2030冶规 划 纲 要 曳将 国 民 健 康 上 升 至 国

家战略的高度袁人们体育锻炼的意识日益增强袁体育

深远的影响袁 特别是数字化电视技术成功塑造了体

成为了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遥 基于移动

育的全球化受众袁 日益细分多样的数字化体育内容

互联的信息数字化建设已从基础建设阶段发展至内

已成为传媒业的野显贵冶 [10] 遥 时至今日袁在由电视尧手

容建设阶段袁 越来越多的组织机构投身于场景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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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生产与服务领域遥 基于数字化时代互联互通的

其本质是更高层次的融合袁它将体育领域分散的尧各

特点袁 聚焦日常应用场景的信息技术会起到锚定的

自为政的信息化系统整合起来袁 使其更加具有感知

功效袁 将其技术功能效果延伸 至广泛的服务领域遥

化尧物联化尧共享化的特征袁从而使 各层级和各类型

2021 中 国 国 际 体 育 用 品 博 览 会 被 业 内 外 视 为 洞 察

的服务方能更加便捷有效地协作袁 在构建智慧化运

体育产业未来格局与发展趋势的最佳窗口袁 各大展

动场景中服务于人们的体育参与遥

商推出的室外健身器材套组不仅将身体全功能训练
与国民体质监测相结合袁还能为不同年龄尧需求的用
户提供个性化的健身方案与指导袁 这意味着全民健

身行业已迎来全新的智能化尧数字化时代 [11] 遥 在日常

项革命性技术袁 具有重构信息与通信技术规则体系

生活实践中袁 个人的健身需要将成为一项最广泛的

和运营生态的巨大潜力遥 如果说 3G 向 4G 升级带来

需求袁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袁更

的是量的累积袁那么从 4G 向 5G 的进发则是质的跃

加便捷且有效的健身指导将依赖于互联网的便捷

升袁体现在网络连接的层次尧量级及其应用的方式和

性尧 视频教学的生动性和生活场景的多元性袁 助推

价值等方面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遥在连接层次方面袁

5G 的定制式应用成为推动全民健身的一种新手段袁
特别是对那些期望通过项目练习不断提升体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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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是进 入互 联网 时 代以 来最 为 令人 期待 的一

的学习者而言袁定制式资讯和服务将以其针对性尧交

野万物互联冶进一步拉平了技术作用的对象袁人尧自然
之物以及人造物等各种有形和无形的存在都可以被

5G 技术贯通与覆盖袁真正造就一个平行于甚至超越

互性尧代入性等技术优势 袁形 成野线上 针 对性 学习 +

现实空间的虚拟空间遥 在连接的量级方面袁5G 技术

态尧全方位尧全过程地学习和参与体育袁促进个人的

所得数据 袁5G 网络 的连 接 能力 可以 达到 10 亿 个场

线下系统化训练冶 的自我发展模式袁 真正做到全时
身心健康发展遥

极大拓展了信号覆盖的连接节点遥 根据 2019 年预测
所尧50 亿个人尧500 亿个物 [14] 袁而且通过与大数据尧人
工智能等技术结合袁5G 技术还使各连接节点间关系

数据的追踪和计算能力实现几何级倍增遥 基于高速
以通信为代表的下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兴战

率尧高容量尧低时延尧低能耗的技术特点袁5G 能 在真

略产业的革新尧 应用和发展将与人们在城市中的各

正意义上驾驭时间和空间 2 个维度袁 实现对各类信

种生产和生活实践相结合遥 数字化对城市居民的影

息及其深层数据的捕捉和运用袁 形成一个永久在线

响将呈现出融合式的形态袁 不再局限于单一应用领

的移动网络和数字世界袁 对包括体育在内的人类生

域遥智能手机对人的感知功能的延伸袁社群传播裂变

活和生产行为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遥 可以说袁5G 时代

式的扩散能力和数据蜂窝式的自我复制必将逐步整

的数字化体育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尧计算机技术尧通信

合和重构人们生活的所有维度遥正如库兹韦尔所说院

技术袁将实现各类体育信息的即时性尧规模化和智能化

野人工智能和科技的发展让新的场景造物不断涌现袁
而每一次新场景的质量积累都将预示着一次生活和

情感的重塑与新生遥 冶 这种重塑与新生将体现在智

采集尧处理尧传输尧集成和共享袁为不同场景中的体育参
与者和行动者提供更安全尧便捷尧开放的信息环境遥

[12]

慧家居尧智慧社区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各层面袁并贯穿
于智慧生活的各领域遥 面向体育发展的 未来趋势袁

自大众传播兴起以来袁 体育资讯成为了现代人

叶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曳提出袁要运用物联网尧云计算等

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袁 尤其是高水

新信息技术促进体育场馆活动预订尧赛事信息发布尧

平竞技体育赛事成为传媒业争夺受众注意力稀缺资

经营服务统计等整合应用袁推进智慧健身路径尧智慧

源的高价值内容遥 电视技术的发展推动体育影像的

健身步道尧智慧体育公园建设袁鼓励社会力量建设分

社会化传播袁使电视体育成为传媒产业的重要构成遥

布于城乡社区尧商圈尧工业园区的智慧健身中心尧智

移动网络的广泛应用降低了视频资讯传播的门槛袁

西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正式竣工遥 场馆内建立了集

nerated Content) 内容共同构成了移动互联时代的大

慧健身馆 [13]遥 2020 年 7 月袁国内首座野智慧冶场馆要要
要

PGC渊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冤和 UGC 渊User Ge-

体育竞技尧观赛体验尧媒体转播尧全程服务尧智慧安保

视频生态遥除了基于高价值版权的体育赛事内容袁反

多位一体的综合智慧控制平台袁打造真正的野智慧奥

映了群众体育参与的视频资讯已成为公众展示日常

体冶袁满足社会大众的多方需求遥 对国家体育事业的

生活状态尧 促进人际交往和传播体育文化的信息载

发展而言袁当 5G 推动的数字化向智慧化方向升级袁

体遥 有学者 [15] 指出袁5G 推动的视频崛起将使社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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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中的核心表达和关键性交流被视频语言 所取代遥
随着视频制作尧 流通和消费的成本与技术门槛不断
降低袁 视频生产的主体和内容品类将呈现日益多元

特征是信息技术从早期 野人-机冶 二维结合向如今

野人-机-物冶三维融合而发展出的技术形态袁基于这
一形态激发的智慧化生活将对人的存在和发展产生

化的趋势袁长视频也将在人们的学习尧生活和娱乐中

深远影响遥就人们参与体育活动而言袁无论是接受体

发挥更大作用遥在体育领域袁除了专业机构生产的赛

育教育袁还是参与体育活动袁或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

事视频将继续成为数字化体育产品的重要内容之

身体活动都将会在一个以智慧化为特征的外部环境

外袁由草根体育爱好者制作的趣味性和分享型 UGC

中展开袁它将使得愿意学习尧践行和参与体育的社会

内容也将成为今后网络短视频和长视频的重要来

行动主体获得一个泛在可及的智慧体育环境袁 促进

源袁 海量体育视频的生成将成为推动全民健身和培

体育为个体的身心全面发展服务遥 2020 年 12 月袁上

育体育文化的重要资源袁为人们提供更丰富尧便捷和

海市委尧市政府公布了叶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

个性化的娱乐和健身资讯遥

化转型的意见曳袁提出野推动生活数字化转型袁提高城
市生活品质冶袁 明确指出要发挥社会和市场活力袁推
进商业尧文娱尧体育尧出行尧旅游等质量民生服务数字

5G 在 推动 体育 信 息内 容数 字化 发 展方 面显 示
出不断增强与拓展的技术势能遥 在 5G 之前的网络
时代袁人们只是将网络当作一种信息技术工具袁从而

产生 出野互联 网 +冶还 是 野+ 互 联 网 冶这 样 的 争 论 袁但
是袁 这种思维在 5G 时代则显得捉襟见肘遥 因为从
4G 到 5G袁 虽然人们仍然在沿用互联网范式进行探

化新模式尧新业态健康发展 [19] 遥 上海体育数字化转型
工作正在深入开展袁 并成为城市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包括智慧化野一站式冶运动康养服务袁社区
智慧健康运动方案以及体育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
等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真实图景 [20] 遥

讨袁但 5G 由于上述技术层面的质变袁必将演绎出一
套新的技术应用逻辑袁 那就是将一切可连接之物连
接起来袁 并将其转化成为人与外部对象相互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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