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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板球到冰球、棒球到篮球，体育项目的

数字化转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球会、

球队、联盟、广播公司、场地运营商和

运动员逐渐看到分析技术的价值，并正致力实现。

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先进无线连接和可穿戴

传感器等技术正改变运动员训练、比赛和经营事

业生涯的方式。但是，这种数据爆炸的情况正带

来不同的新问题，包括如何最好地使用数据，以

及如何以合乎道德规范的方式使用。为了着手解

决这些问题，根据我们预测，多个职业体育联盟

将在2021年底前制定有关球员数据的收集、使用

和商业化的新正规政策。

数据彻底革新体育运动

如果对体育项目进行计量是可行的，则很可能已

经有人、有地方在实行。如今，视频分析技术和

可穿戴设备（如系带、袖子、带子、环子和智慧

织物等）可对数以百计的不同指标进行分析。过

去十年，分析技术在体育项目的使用慢慢地改变

了一切行事方式，包括人才的物色和评估、运动

员的训练和管理以及赛事在球场上的进行方式。1

数据和分析技术革命已开始令各类不同的体育领

域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如电竞、虚拟体育、游

戏、播送、梦幻体育、博彩和现场体验。随着数

据和分析技术在体育领域的使用日渐成熟，行业

不单要解决使能技术的问题，还需要解决有关数

据权管理、隐私、监管、变现以及体验体育的新

方式。

世界各地几乎所有大型职业运动队都有聘用最少

一名分析专家，负责找出任何可以提升球队胜算

的优势。在篮球项目中，视频采集和分析所产生

的洞察增加了三分球投篮，并加强了对球员负荷

管理的重视。在棒球项目中，对有效和无效的方

式进行了深入的统计分析，大大改变了投球手管

理，增加了“布阵防守”战术的使用，并以全垒

打墙取代小球战术。如今，类似的 分析帮助美式

橄榄球球队了解如何处理第四次进攻机会，并协

助足球队选择射门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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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同的是，数据收集和分析越发实时，且不仅

在球场或体育馆内进行，而是全天候开展。此外，

现在可以同时计量身体内外的指标；位置、生物特

征和生物力学的新层次数据正创造数以百计的新

衡量指标，以供决策参考。最后，计算能力、云技术、

机器学习演算程序和高速视频能力的发展，使收集

和处理数据的方法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这一超量化运动员的时代，当前迫在眉睫的问

题是如何从数据收集（较容易）产生切实可行的

洞察（较困难），再实现潜在变现（确实困难），

并同时保护运动员权利，确保公平竞赛和竞争能

力，以及满足联盟、球员和所有者的经济需求。

疫情下的“新常态”

新冠疫情期间，体育联盟和球队一直努力定义他们的新常态。各类联盟已调整了他们的赛事时间、地

点和方式，力求保持球员、教练和员工安全和健康。有些球队采取“隔离区”措施（即单一场地比

赛），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继续比赛，或者实施有限出行和严格的行为规则。此外，许多联盟和

球队也在借助新技术进一步提升防护。

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和女子职业篮球联赛（WNBA）都让球员在佛罗里达州的锦标赛期间

佩戴Oura指环，帮助监测他们的体温、呼吸率和心率，从而确定健康风险。2高尔夫球PGA巡回赛也

使用了类似的技术，并获得满意成效。一名球手使用了Whoop健身追踪手带，发现睡眠期间的呼吸

率有重大变化，促使他在无征状的情况下也接受新冠病毒测试。3他的测试结果为阳性，并退出了比

赛，从而保护了其他球手。巡回赛如今已为球手广泛提供Whoop手带。德国足球甲级联赛（德甲）

以及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和NBA也在使用设备来监测社交距离情况和进行接触者追踪。4

这些技术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已经存在，但疫情加速了有关技术的使用，让其有机会向大众证明成效。

运动员已日益接受追踪技术，因为他们开始喜欢对自身健康和表现有更深的了解和掌控。与此同时，

球队和联盟也欢迎额外的数据，以帮助做出健康和安全决策。

展望未来，新冠疫情驱动监测技术涌入体育领域的情况，引发了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除了表现数据

外，运动员是否会让其所属的组织进一步追踪他们的卫生与健康数据？他们是否会接受在睡眠、休息

以及球场上都被持续监测？这次疫情过后，监测是否可帮助防止其他传染病通过更衣室途径爆发？上

述问题和类似事项表明了职业体育项目收集和使用运动员数据的做法正有待加以讨论和治理。

2021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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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况

在本文中，我们将集中探讨运动员一般被收集的两

大类数据：

• 位置/追踪数据。位置/追踪指标从三个维度计

量球员（或球或其他物件）在球场上的实际位置。

这类数据可包括位置、加速、侧向运动、速度、

跳跃高度等衡量指标，通过视频分析技术或传

感器配合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地面无线网络收

集数据。

• 生物特征数据。生物特征数据指来自球员的任

何生物信息。衡量指标可包括脉率、血糖或血

氧量水平、排汗率、睡眠节奏等。部分生物特征

数据（如心率）已被使用数十年；现在，通过数

字传感器和普适性的低时延通信网络，可在更

多的物理位置以更快的速度测量更多指标。

注：以上清单并非详尽无遗。

资料来源：德勤分析

Deloitte Insights | deloitte.com/insights

头部
• 头部冲击
• 眼球运动
• 旋转加速度

身体
• 实时位置 
• 动态追踪
• 皮肤温度

• 肌肉压力/疲劳

体内
• 心率
• 呼吸率
• 血氧量和/或血糖水平
• 核心体温
• 睡眠时间和质量
• 荷尔蒙水平

手臂
• 挥臂速度
• 手肘受力

腿部
• 覆盖距离
• 加速率/减速率 
• 步幅
• 最高速度
• 跳跃高度 

脚部
• 接触时长
• 触球次数

图1

技术大大地扩展了追踪和测量运动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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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量化运动员的市场多样化且分散，传感器技术、

计算能力、数据存储和先进分析技术都有广泛的

选择。这些技术的供应商除了有“体育技术”公

司（如Catapult、KINEXON、Stats Perform和

Zebra）、科技巨头（如亚马逊云服务、IBM和

SAP），还有大量的初创企业。近年来，整体体

育技术市场也吸引了大量创投关注，2014年至

2019年末，全球交易和融资轮数共超过3,000
宗。5

全球各地绝大多数大型体育联盟也以不同方式使

用上述技术和方法。在使用过程中，他们的目光

并不局限于技术本身，而也放眼于如何在技术的

使用与球员和教练的需求之间取得平衡。例如：

• 自2014年，NFL开始在球员的护肩、球和球场

内不同区域使用无线射频识别（RFID）标

签。6每个球队也可从该系统获得自己的原始

数据，按自身需求加以分析和使用。

• 美国国家冰球联盟（NHL）多年来一直在进行

冰球和球员追踪试验。在2020年的全明星赛

上，联盟展示了有关技术的最新迭代后，即开

始全面结合采用。7

• 澳大利亚澳式橄榄球联盟过去多年一直在赛事

中使用位置传感器和心率监测器。8他们甚至

利用数据进行赛中调整。

• 2017年，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批准

球员自愿使用Whoop手带来追踪信息，以便

日后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表现。9与其他获批准

的可穿戴设备一样，该手带也可让球员计量臂

部受力等因素。10

这些技术的供应商除了
有“体育技术”公司（如
Catapult、KINEXON、 
Stats Perform和Zebra）、
科技巨头（如亚马逊云服
务、IBM和SAP），还有大
量的初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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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奥林匹克与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的表现提升项目

Scott Riewald是美国奥林匹克与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美国奥委会）高表现项目的高级总监，负

责为美国奥委会各技术、创新以及数据和分析团队构建能力和提升他们之间的协作。他一直在加强这

些不同群组的联系，而据他表示，他现在“正努力地拉近大家的距离，以建立统一的数据使用方法，

为奥运和残奥运动员提供支持。”11

五年前，美国奥委会意识到他们在数据和分析技术方面还未达到他们想要和需要的水平，并决定将战

略重点放在扩展有关能力的机会。该会与数千名来自不同体育项目的优秀运动员合作，让组织获得大

量数据，从而有机会发掘“隐藏洞察”。12Riewald和奥委会也与不同奥运和残奥国家管理机构合作，

共同建立最佳实践，提升数据和分析技术的一致性，以及对使用哪些技术提供建议。

美国奥委会运用“运动员360”表现管理平台来收集和分析运动员数据。该系统兼容不同平台的设备，

可容易地收集来自不同体育项目、不同来源和不同技术（如可穿戴传感器）的数据。在未来两、三

年，Riewald和奥委会的目标是能够以侵入性较低的方式收集更多的数据。例如，Riewald指出了由

西北大学麦考密克工程学院罗杰斯研究小组首创的皮肤黏合式电子装置。13运动员配戴有关设备后，

可以非侵入式方式测量排汗率、电解质流失量和血糖水平等对表现有影响的指标。 

随着美国奥委会的能力渐趋成熟，他们不再单单局限于数据收集和整合，并正寻求为所有运动员发

掘有意义和具影响力的洞察。Riewald希望利用数据更好地了解因果关系，即特定结果发生前的表

现指标是怎样，从而更好地确定“成功之道”。14他的团队很努力地让运动员和教练了解数据收集

和分析的重要性。他们希望明确价值主张，传达信息，从而引起好奇心，最终助推积极的行为转

变。Riewald强调说：“从收集数据所得的成果，要能助力思考传达信息的方式，从而实现行为转

变。”

Riewald非常关注这些发展对隐私、安全和道德的影响。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可用来监测运动员

生活的方方面面。训练师和教练可能可以每时每刻追踪运动员的一切。Riewald表示，为平衡效益与

风险，组织需有明确的理由来监测运动员，且必须向被监测者证明有关价值。他警告说：“即便你可

以测量某些东西，不意味着你应该这样做。我们必须拿捏好分寸。我们希望提供相关的数据，为运动

员的健康和表现带来积极影响，而不让运动员和教练面临数据过载的风险。”15

超量化运动员: 技术、测量与体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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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量化带来的竞争优势

著名自行车教练Dave Brailsford爵士曾表示：“

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小处着想，而不是从大处着眼，

并致力通过聚沙成塔，实现持续改进。”16从人才

物色、培训、赛前准备、比赛过程、赛后分析到

休息和恢复的整个体育生命周期，超量化正帮助

球队、联盟和球员发掘有关效益。其中三个领域

在短期内有望开展进一步创新：

人才物色。如果球队要对一名球员进行重大的财

务投资，将要确保该球员具备成功所需的技术、

原体能、健康状况和心理素质。新冠疫情爆发之

后，这一过程正越趋虚拟化。除了传统的现场评

核，球队在发掘人才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使用自

动化视频分析以及位置和追踪数据。有关发展有

助于扩大职业球员人选范围，包括球探可能因未

能出行而发掘的潜在球员。举例说，一名职业橄

榄球候选球员由于受伤和新冠疫情无法出席传统

的选拔活动，因此他提交了学校赛事的球员追踪

数据，以证明他在现实环境可达到的速度。17在

不久的未来，预计将加入更多生物特征数据，以

扩展健康数据量，从而预测长远表现。有一天，

球队将可从球员中学和大学时参与的青年体育项

目获得其生物特征数据。尽管数据不大可能完全

取代传统的评估方法，但将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

套客观衡量指标。 

赛中决策。如今，大部分生物特征数据的收集和

分析在培训和练习过程中发生，或是用于赛后评

估，在实际赛事中的使用仍未普及，即便已收集

赛中数据，一般也不会让教练用来做出任何即时

决策。事实上，有些联盟禁止赛中收集和使用生

物特征数据，除非已获联盟明确批准。另一方面，

赛中位置和追踪数据已受到广泛使用。诸如

NFL、NHL和墨西哥足球联赛Liga MX等联盟也在

一定程度上使用有关数据，并对赛事战略的成效

有了更好的了解。18随着球队的经验日增，且数

据收集变得更容易，分析速度更快，帮助教练和

经理人指导球队的实时分析技术可能将发挥更大

的作用，从而确定谁有受伤风险、谁已开始筋疲

力尽、谁偏离了预定位置以及谁准备好担当重要

角色。

减少受伤。对许多运动员和球队而言，能够预测

哪些情况可增加受伤风险是梦寐以求的“圣杯”。

对球队来说，这可为他们带来更多胜局和收入；

对运动员而言，则作为帮助他们扩展事业和提升

收入潜力的信息。要更有效地预测受伤，必须计

量适当的恢复时间和睡眠量，以帮助平衡施力和

拉力。相关的潜在效益广泛：一项研究估

计，2019年，NFL因球员受伤而损失超过5亿美

元。19所以无疑NFL最近与亚马逊云服务合作，利

用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技术以及多个不同数据

集，以获得有关头部和其他损伤的洞察。20

从计量到变现

运动员的超量化有助于提供更有效的培训，提升

竞争力，帮助明星运动员保持健康；组织也深知

这些效益可帮助提高入座率，吸引更多赞助商和

提升广播收视率。

2021科技、传媒和电信行业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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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更加困难的是，要确定数字革命可如何为球

队、联盟和球员自己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尽管小

型体育项目正在开展创新，许多大型联盟刚开始

测试如何将球员的生物特征和位置数据变现，有

些联盟甚至已禁止将球员数据作商业用途。要制

定明确的数据所有权政策，提供公平合理的收益

分配，以及确保球员受到保障，当前仍有很多工

作要做。但是，由于将球员表现数据变现的可能

性太大，预计将鼓励各相关方在中、短期内开始

着手解决以上问题。 

我们预计以下领域在未来数年内将进行试验和创新：

球迷参与。联盟和球员协会可与广播公司和场地

运营商合作，利用球员数据提升球迷体验，并为

球迷打造参与体育项目和与运动员互动的新方式。

此举或可产生新的直接收入来源，创造新的市场

和赞助机会，和/或对已有收入来源带来光环效

应。举例说，职业壁球协会（PSA）与Sports 
Data Labs合作，于直播时实时追踪和显示球员

的心率。21目的是让球迷更好地了解该运动的体

能特性，以及使赛事更加刺激；生物特征数据产

生的任何收入由联盟、球员和合作伙伴摊分。22

同样地，手球联盟LIQUI MOLY Handball-
Bundesliga与KINEXON和Content Stadium合作，

在运动场和各社交媒体平台直播实时球员表现信

息。23

授权许可。让球员和联盟赚钱的另一方法，是向

梦幻体育联盟、体育博彩公司、广播公司以及保

健与健身公司等机构组织发出球员数据的授权许

可。2017年，NFL球员协会与Whoop达成协议，

其中包括同意让球员出售其经可穿戴设备收集的

个人健康数据。24许多联盟已与体育博彩公司开展

战略合作关系，如PGA Tour与DraftKings以及

NBA与William Hill，为更多新机会提供基础。25

当前也存在其他类型的机会：美式橄榄球联合会

盟在短暂的运作中与米高梅合作开发一款应用程

序，可在比赛期间下注，赔率根据球员可穿戴设

备所得的数据而调整。26

WNBA清楚地看到这些机会。据该联盟最近与球

员签订生效的劳资协议，他们意识到数据收集和

使用的可能性，表示：“可穿戴设备和其他赛中

技术的使用在增强广播、差异化球迷体验、球员

健康和收入创造方面为WNBA带来独一无二的机

遇。”27

主要考量因素的比较

任何提升运动员表现或增加体育经费的机会显然

备受追捧。然而，任何新兴技术或方法的改变都

会带来后果，有些是意料之内，有些则不是。如

要实现超量化，我们认为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领域：

数量或质量。教练及其员工传统上依赖直觉和经

验。直到现在，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广泛地使用分

析技术，自行在数据与直觉之间取得平衡。凭借

新增的位置和生物特征数据，分析技术变得更复

杂，洞察也难以传达。为了提高数据的效用，必

须做大量工作来确定最关键的指标，即哪些数据

将发挥真正作用，哪些数据只会造成干扰。此外，

对于是否相信数据而非亲眼所见的结果，当前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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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争议。一代球员的魔力是否有方法准确地量

化？最后，有些人担心过度分析将减低项目带给

球迷的娱乐性，实质上“破坏”了体育项目。举

例来说，MLB广泛使用分析技术，使赛时更长，

动作更少（多了三振球和全垒打）。28

表现或隐私。关于谁最终拥有球员数据（包括球

队可收集的任何敏感健康信息）存在很多问题。

美国很多职业体育联盟在与球员协会签订的劳资

协议中制定了有关这一问题的指引和规则。有关

规则订明球员数据的收集方式、数据的收集和使

用是否属自愿性、数据的保护方式以及使用范

围。有些联盟也设立了传感器和可穿载设备委员

会，负责批准设备和数据的使用。举例来说， 
NFL表明“每位球员拥有传感器所收集的个人数

据”，29 NBA的劳资协议则表示“球员可完整地

获取经获批准的可穿戴设备对其收集的所有数

据” 。30 但是，尽管这些协议有提供某程度上的

保障和利益，但由于劳资协议属长期性质，可长

达数年，因此不一定能配合技术发展的速度和潜

在商业机会的快速发展。 

这场争议的焦点在于什么对球员最好。许多运动

员对利用可穿戴设备收集他们的数据（尤其是生

物特征数据）感到不自在。有些运动员觉得自己

是实验的一部分，有些则担心即使禁止生物特征

数据的使用，但有关数据的收集可对合同谈判带来

偏差。此外，也有运动员忧虑所需进行的数据收集

将逐步干涉到工作以外的活动（如睡眠）。“红牌项

目”是这种冲突情况的示例之一：英国数百名退役

和现役足球球员起诉体育博彩公司和数据处理公司，

指称他们非法从球员统计数字获利。31该诉讼的细

节仍在逐步流出，但结果将可能决定有多少类型的

球员数据可作商业使用以及谁可最终获利。

博彩或禁止。据估计，到2024年，全球体育博彩

市场规模预计将高达1,500亿美元。32 随着2018
年美国《职业及业余体育运动保护法》的废除，

以及体育博彩在多个美国州份的合法化，美国联

盟尤其渴求挖掘新的收入来源。33 这一潜在市场

带来的一个新问题是，人们有可能利用个别运动

员的数据来进行博彩，例如通过生物特征和位置

数据来设定赔率，或对脉搏、最高速度和加速等

特定指标投注。34 这样的使用可能会引起球员强

烈反对，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对隐私的严重侵犯，

但是，如果他们可大大地从中获利，则可能另作

别论。美国伊利诺伊州已率先禁止在体育博彩中

使用生物特征数据，除非相关球员协会允许。35

尽管人们对这类博彩有所渴望，但细节决定成败，

球员、联盟、工会、立法者和商业企业必须共同

商讨决定最佳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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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在不久的未来，球迷坐在体育馆或球场抬头看记分板，查看实时球员最高速度或各球员在赛中的体力消

耗水平排名，可能将会成为过时之事。同样的信息也可以向在家的观众或在社交媒体上直播。在家和在

现场的球迷都可通过移动设备以真实或虚拟货币对下场赛果投注，赔率则受位置和生物特征数据影响。

在理想情况下，这一切都应得到各相关方之间的妥善协定，包括保证数据收集属自愿性、保护球员权

利、确保适当保持数据安全和隐私，以及制定详细的授权许可和报酬规则。

由于新兴的超量化市场格局在短期内可能会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处理以上问题时必须十分谨慎。Yoji 
Berra有一名言道：“如果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你可能无法达到要去的地方。”以下是一些有待明确的

关键问题：

• 自动化视频分析、传感器技术和机器学习等计算机视觉的进步将如何加速先进技术的发展？

• 球员通过分享个人和表现数据所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否足以吸引他们分享数据？

• 各类体育项目的球员与联盟之间是否能针对私人和敏感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变现达成一份标准协议？

• 表现数据最终可如何用于提升现场和远程球迷的体验？

要实现体育项目超量化的目标，运动员必须成为每个决策和每次对话的中心。运动员、训练师、教练、

球员代理人和代表以及企业高管必须了解使能技术和负责任的使用。数据收集者和使用者将要令人信服

地展示数据的价值并加以有效传达。运动员将要确保数据的分享与周全应用是符合自己的最大利益。最

重要的是，各方之间必须建立与维持信任。互信是充分实现潜在效益不可或缺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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