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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    引领棋类软件与棋手和谐发展 

棋类运动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的发展问题研究 
 

胡贵平 

（飞马智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 243000，中国） 

 

摘要：本篇研究论文以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为切入点，给从事棋类运动管理机构和部门提出了

从构建棋类运动基础数据入手，以棋手选拔培养、训练提高到比赛分析、辅助改进、创新发展为主

线 , 以各种棋类软件为辅助工具，阐述了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在棋类运动日常管理训练及比赛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本篇研究论文最后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建设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本篇研

究论文对全球棋类运动管理机构和部门，在信息 2.0时代下的管理思路和方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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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 Big Data Platform for Chess games. 

Leading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chess software 

and chess players.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ess 

games in the Background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 Gui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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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aper i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arge data platform for chess 

games.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basic data of ches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or th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departments engaged in chess games.The main line is to 

improve the selection and training of chess players to match analysis, auxiliary improvement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Using various chess software as assistant tool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the big data platform of chess games in the daily 

management training and competition of chess games. In the end,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guiding opin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 data platform for chess games. This 

research paper has a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management ideas and methods of global 

ches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and departments in the information 2.0 era. It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oper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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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概要 

1.1 引言 

人类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信息技术（IT）及人工智能（AI）技术的飞速发展，互

联网+已经广泛渗透到各行各业，给人们传统的工作生活方式带来了无比深刻的变化。

插上 IT技术、AI技术翅膀的行业在与传统行业竞争中大获全胜，用 IT 技术、AI技术、

互联网+思维改造传统行业是当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热门且永恒不变的主题。 

作为传统的智力运动产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技术、云计算、

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及各种棋类软件的问世，特别是当一些顶尖棋类对弈软

件的水平超过世界上最优秀的专业棋手时，也带来了现实考量。人类究竟能不能战胜强

软？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棋手如何生存？棋类运动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如何

科学和谐发展等诸多疑问摆在了我们面前。 

大数据是信息 2.0 时代一种新的数据体系及架构，最早提出大数据时代到来的是全

球知名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称：“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

域，成为重要的生产因素。人们对于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新一波生产率增长

和消费者盈余浪潮的到来。” 大数据在物理学、生物学、气象学等领域以及军事、金

融、通讯等行业应用已有时日，却因为近些年来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而引起人

们广泛关注。 

构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对于研究棋类运动规律、科学指导棋手训练比赛、创新棋

类运动发展方向、引领棋类软件与棋手在大数据及人工智能时代和谐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现实意义。 

1.2 大数据的概念 

大数据（big data），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

和处理的数据集合，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

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 

在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及肯尼斯·库克耶编写的《大数据时代》中大数据指不

用随机分析法（抽样调查）这样捷径，而采用所有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大数据具有 5V

特点（IBM提出）：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样）、Value（低价

值密度）、Veracity（真实性）。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给出的大数据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在获取、存储、管理、分析

方面大大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具有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

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价值密度低四大特征。 

大数据包括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越来越成为数据的主

要部分。据 IDC的调查报告显示：企业中 80%的数据都是非结构化数据，这些数据每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5%B0%E6%8D%AE/1356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A6%E8%82%AF%E9%94%A1/52805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9A/20639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6%E5%9F%9F/46625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2%86%E5%9F%9F/466253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594737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C%96%E6%8E%98/98451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0%E7%94%A8/104742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5%B0%E6%8D%AE/13569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B%E4%BA%8B/61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9E%8D/8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7%91%E8%9E%8D/8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80%9A%E8%AE%AF/3961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81%94%E7%BD%91/1991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F%A1%E6%81%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8C%E4%B8%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B4%E5%85%8B%E6%89%98%C2%B7%E8%BF%88%E5%B0%94-%E8%88%8D%E6%81%A9%E4%BC%AF%E6%A0%B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6%95%B0%E6%8D%AE%E6%97%B6%E4%BB%A3/154344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A%BD%E6%A0%B7%E8%B0%83%E6%9F%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Volume/17610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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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aike.baidu.com/item/Variety/191328
https://baike.baidu.com/item/Value/22856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Veracity/1936217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BA%A6%E8%82%AF%E9%94%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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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指数增长 60%。
 
大数据就是互联网发展到现今阶段的一种表象或特征而已，没有

必要神话它或对它保持敬畏之心，在以云计算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大幕的衬托下，这些原

本看起来很难收集和使用的数据开始容易被利用起来了，通过各行各业的不断创新，大

数据会逐步为人类创造更多的价值。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科技发达，信息流通，人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

切，生活也越来越方便，大数据就是这个高科技时代的产物。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早年

在演讲中就提到，未来的时代将不是IT时代，而一定是DT时代，DT就是Data Technology

数据科技，显示大数据对于未来、对于阿里巴巴集团举足轻重的地位。   

有人把大数据比喻为蕴藏能量的煤矿，煤炭按照性质有焦煤、无烟煤、肥煤、贫煤

等分类，而露天煤矿、深山煤矿的挖掘成本又不一样。与此类似，大数据并不在“大”，

而在于“有用”。价值含量、挖掘成本比数量更为重要。对于很多行业而言，如何利用

这些大规模数据是赢得竞争的关键。对于竞技棋类运动而言，棋类运动大数据就可以很

方便的分析诸如以下有价值的信息。 

各种布局的先手胜率分析； 

各种布局的后手胜率分析； 

任意一名棋手的先手布局喜好及胜率分析； 

任意一名棋手的后手布局喜好及胜率分析；  

任意一名棋手历史胜局及获胜原因分析； 

任意一名棋手历史负局及失利原因分析； 

任意一名棋手棋谱数据软件吻合度指标分析； 

任意两名棋手之间历史交战数据分析； 

…… 

1.3 棋类运动数据研究现状分析 

作为传统智力竞技运动项目，棋类运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棋类运动发展到现在比较

普及的主要有象棋、围棋、国际象棋和国际跳棋，此外还有五子棋，军旗，飞行棋等大

众游戏项目。 

棋类运动理论上属于纯脑力运动，下棋可以锻炼我们的识记能力、思考能力和计算

能力等，经常进行棋类运动可以对我们的大脑大有裨益，对于培养我们的优秀性格也有

很大的作用。民间有“善弈者长寿”之说，可见下棋对于身心健康也有一定的作用。 

棋类运动对培养人的耐力、养成强大的专注力、培养全局观念、锻炼思维的缜密性、

加强记忆力、养成良好的个性都是十分有帮助的。同时还可以陶冶情操，易于形成积极

乐观豁达的人生品质和处世哲学。 

棋类运动发展到现今，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飞速发展，人

们对棋类运动数据的研究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棋类软件研发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2%E8%81%94%E7%BD%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1%A8%E8%B1%A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5%BE%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91%E8%AE%A1%E7%AE%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8%BF%E9%87%8C%E5%B7%B4%E5%B7%B4/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9%AC%E4%BA%91/62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DT/5032041
https://www.baidu.com/s?wd=%E4%BA%94%E5%AD%90%E6%A3%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9%A3%9E%E8%A1%8C%E6%A3%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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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他们在棋类运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已经悄然走在了前列，表现在他们对现有棋谱

数据的收集度非常至高，目前顶尖棋类对弈软件的棋谱收藏可以说是海量的，几乎涵盖

了所有专业及业余棋手的对局棋谱。拥有了这些数据，使得他们的软件如鱼得水、水涨

船高。 

譬如由谷歌（Google）旗下 DeepMind公司戴密斯·哈萨比斯领衔的团队开发的阿

尔法围棋（AlphaGo）就是世界上首个击败人类顶尖职业围棋选手、第一个战胜围棋世

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2016年 3月，阿尔法围棋与围棋世界冠军、职业九段棋手

李世石进行围棋人机大战，以 4比 1的总比分获胜；2016年末 2017年初，该程序在中

国棋类网站上以“大师”（Master）为注册账号与中日韩数十位围棋高手进行快棋对决，

连续 60局无一败绩；2017年 5月，在中国乌镇围棋峰会上，它与排名世界第一的世界

围棋冠军柯洁对战，以 3比 0的总比分获胜。围棋界公认阿尔法围棋的棋力已经超过人

类职业围棋顶尖水平，在 GoRatings网站公布的世界职业围棋排名中，其等级分曾超过

排名人类第一的棋手柯洁。 

国内第一个象棋全局对弈软件是黄少龙大师 1989年参与编写的 NKW 象棋软件，随

后象棋软件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象棋软件的诞生是广大棋迷的福音，使象棋爱好者找

到了学棋的好助手，通过利用机器帮助人来拆棋，研究布局、中局、残局着法，给人类

提高棋力提供新的方式，经过多年的发展、加上电脑配置的不断提高，象棋软件可以说

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的顶尖大师几乎不能与象棋旋风、象棋名手等顶尖象棋软

件相抗衡，特级大师全国冠军亦是难与之招架。 

不管是哪一种棋类对弈软件，现阶段他们对棋类运动数据的分析研究大多数只是停

留在棋谱数据单一层面，对于棋手个性数据（布局偏好、中局习惯、残局取向）等其他

方面研究尚停留在初级阶段，原因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深挖数据作为支撑，因此软件也

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本篇研究论文试图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以大数据为支撑，多角度探索优化棋

类软件，为棋手、软件提供新的思路和设计理念。不论是对于棋手还是电脑软件，只有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当然这只是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一个最简单的数据分析应

用而已。 

现阶段，就棋类运动而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分析公

众平台能为各级棋类运动相关机构、个人提供数据分析服务。现有的各种棋类网站提供

的也仅仅是一些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分析的原汁原味的历史数据。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开

启，特别是以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棋类运动数据的研

究需求也愈来愈迫切，这也从客观上为棋类运动数据研究快速迈入大数据时代提供了可

能。  

1.4 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重要意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B7%E6%AD%8C/1179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DeepMin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B4%E5%AF%86%E6%96%AF%C2%B7%E5%93%88%E8%90%A8%E6%AF%94%E6%96%AF/1630960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4%E6%A3%8B/1112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4%E6%A3%8B%E4%B8%96%E7%95%8C%E5%86%A0%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4%E6%A3%8B%E4%B8%96%E7%95%8C%E5%86%A0%E5%86%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8E%E4%B8%96%E7%9F%B3/298031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4%E6%A3%8B%E4%BA%BA%E6%9C%BA%E5%A4%A7%E6%88%98/194576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4%B9%8C%E9%95%87%E5%9B%B4%E6%A3%8B%E5%B3%B0%E4%BC%9A/2061283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F%AF%E6%B4%81/5037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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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大数据在带来巨大技术挑战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技术创新与商业机遇。

不断积累的大数据包含着很多在小数据量时不具备的深度知识和价值，大数据分析挖掘

将能为行业/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价值，实现各种高附加值的增值服务，进一步提升行

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数据带来巨大的变革的同时，也改变我们的生活、

工作和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商业模式，影响我们的经济、政治、科技和社会等各个层

面。据统计，大数据每年可为美国的医疗服务业节省 3000 亿美元，帮助美国零售业净

利润增长 60％。为欧洲的公共部门管理每年节省 2500亿欧元，为全球个人位置数据服

务提供商贡献 1000亿美元，帮助制造业在产品开发、组装等环节节省 50%的成本。 

现阶段，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1. 4.1 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是当今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 

2016 年 10月 9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进行了第三十六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讲解，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是此次集体学习内容的重点之一。习近平总

书记亲自参加并主持学习会，习总书记对大数据非常重视，在此次集体学习之前他

曾就“大数据”进行过多次重点指示： 

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

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 

    --致信祝贺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开幕(2015 年 05月 23日) 

      我国大数据采集和应用刚刚起步，要加强研究、加大投入，力争走在世界前列。

--在贵州大数据产业园调研时强调(2015 年 06月 18日) 

加快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创新和

应用。 

     --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发言

(2015年 11月 15日，安塔利亚) 

“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拓展网络经济空间，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融

合发展。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互联网发展成果惠及 13亿多中国人民，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2015年 12月 16日，乌镇) 

    要依法加强对大数据的管理。一些涉及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数据，很多掌握在

互联网企业手里，企业要保证这些数据安全。企业要重视数据安全。如果企业在数据

https://www.baidu.com/s?wd=%E5%A4%A7%E6%95%B0%E6%8D%AE%E5%88%86%E6%9E%90&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95%86%E4%B8%9A%E4%BB%B7%E5%80%BC&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9%AB%98%E9%99%84%E5%8A%A0%E5%80%BC&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7%80%E5%88%A9%E6%B6%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7%80%E5%88%A9%E6%B6%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www.100ec.cn/zt/hlwsw/
http://www.100ec.cn/zt/world/
http://www.100ec.cn/zt/world/
http://www.100ec.cn/zt/rcpd/
http://www.100ec.cn/zt/xxh/
http://www.100ec.cn/zt/meeting/
http://www.100ec.cn/zt/hlwsw/
http://www.100ec.cn/zt/hlwsw/
http://www.100ec.cn/zt/meeting/
http://www.100ec.cn/zt/world/
http://www.100ec.cn/zt/world/
http://www.100ec.cn/zt/word/
http://www.100ec.cn/zt/data/
http://www.100ec.cn/zt/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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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安全上出了问题，对自己的信誉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 4月 19日) 

  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技术相互融

合步伐加快，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

不断加快，使社会生产和消费从工业化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变，社会生产力将再次大

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再次大飞跃。 

--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016年 5 月 30日) 

    加强人文领域合作，深入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卫生、考古等领

域合作，建立大数据交流平台，共同打造“一带一路”智库合作网络。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的演讲(2016年 6月 22日) 

     要完善人口健康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 

    --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2016年 8月 19日至 20日) 

过去 40年里，我国在工业化、信息化和网络化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是也

要看到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方面的

挑战，都需要使用大数据这种创新方式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巨大的需求客观上为中国

大数据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实践机会。 

  中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决定了中国大数据的规模为全球最大，可为大数据研究提供

许多创新角度，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大数据分析的解决方案将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这将

为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提供难得的机遇。 

大数据在推动中国经济转型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其一，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

帮助解决中国城镇化发展中面临的住房、教育、交通等难题。例如，通过对交通流量数

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可以指导驾驶者选择最佳路线，改善城市交通状况。其二，通过

大数据的研究有助于推动钢铁、零售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向价值链高端发展迈进。其

三，大数据的应用可以帮助中国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迅速站稳脚跟，巩固并提升

竞争优势。 

1.4.2  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是研究棋类运动发展规律的需要。 

棋类运动既属于智力运动，也是一种体育运动。因为它是一种比智力，比体力的综

合竞技项目。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建立对于分析棋类运动数据、研究棋手的个性特点、

探索各种棋类运动项目内在规律、拓展棋类运动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也是全国一体化的大数据平台的组成部分，当我国各行各业的

http://www.100ec.cn/zt/xxh/
http://www.100ec.cn/zt/meeting/
http://www.100ec.cn/zt/meeting/
http://www.100ec.cn/zt/rcpd/
http://www.100ec.cn/zt/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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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中心相继建成并建立共享机制之后，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就有了坚实的

基础。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海量数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棋类项

目的创新发展离不开棋类大数据平台的支撑，棋类运动的研究离不开大数据平台的支

撑，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建设离不开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建设，从这个意义上

说，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已经迫在眉睫、跃然纸上。 

1.4.3 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是人工智能与棋手和谐发展的需要。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也是人工智能与棋手和谐发展的需要。我们都知 

道，人类社会即将迈入或已经迈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催生了很多智能化的产

物，棋类对弈分析软件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当前国际上成熟先进的棋类对弈软件战胜

顶尖专业棋手已经是家常便饭不再是新闻，棋手在与人工智能的 PK中完全处于逆势，

人工智能的优势地位与人类棋手相比有多个方面，最明显的是人工智能有大的棋谱数据

做支撑，而人类的大脑记忆力是有限的，单凭这一点，再加上人工智能棋类软件深层的

分析计算能力，人类几乎没法与之抗衡。 

建立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可以很好地帮助棋手分析和训练，利用棋类大数据平台再

借助棋类辅助软件，很容易从海量的数据中分析找到最佳应手，从而提高棋手的实战水

平。当棋手在任一复杂局面下都能找到近似于软件或更优于软件的招法，那么人类棋手

的竞技水平将会大大提高，人工智能与棋手和谐发展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1.5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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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国家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 标准管理制度体系 

 

图 2：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系统架构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系统遵循国家大数据标准规范体系建设/标准管理制度体系标

准来建设，系统采用四层架构。第一层（最底层）为基础软硬件层，这一层主要是指棋

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软硬件环境，具体包括基础软硬件环境和大数据平台的相关软件支

撑环境。第二层为信息资源库（基础数据层），该层主要存储棋类运动大数据有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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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数据、应用数据及共享数据。第三层为棋类运动大数据系统的支撑平台，该层主要完

成基础数据后台的加工处理、挖掘分析计算及共享数据准备等工作，是棋类运动大数据

平台的核心关键层，系统所有的基础数据都要经过本层加工产生目标数据提供给应用分

析层使用。第四层即为智能服务区（大数据应用分析层），该层主要提供了一些分析工

具和软件，为各类用户方便使用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应用数据提供接口。 

1.6 如何构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 

构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面力量，借助成熟先进的

大数据技术来实现，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以棋类数据资源整合为重点，以棋类运动大数

据应用为建设核心，应当遵循“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协同共享，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深化应用、创新驱动”的建设原则，全面提升棋类运动信息化水平，引领棋

类运动在人工智能时代科学健康和谐发展。 

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结合棋类运动发展与人工智能应用现状，明确总体目标和阶

段性任务，科学规划项目建设。先期完成大数据平台的底层架构建设，后期分步完成信

息资源库、大数据支撑平台及智能服务区建设。 

整合资源、协同共享。对棋类数据资源统一梳理，建立棋类运动标准资源库和数据

规范，加快推进棋类数据资源整合，建设共享共用的棋类运动大数据中心，实现业务协

同。 

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目的，突出重点，

注重实效，加强平台可用性和易用性。 

深化应用、创新驱动。深入了解各类用户需求，紧密跟踪信息技术发展趋势，不断

深化应用、拓展新技术在应用中的广度和深度，促进跨界融合，丰富管理和服务手段。 

 

二、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数据组成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数据是由基础源数据、主题应用数据和计算挖掘数据三部分组 

成。期中基础源数据由以下六大块构成，分别是比赛大数据、棋手大数据、裁判（含教

练）大数据、棋谱大数据、机构大数据和赞助商大数据。主题应用数据有等级分数据、

技术等级数据等组成。计算挖掘数据是在基础源数据、主题应用数据基础上通过分析建

模计算挖掘所产生的数据。 

    这三部分数据的关系如下，基础源数据是原汁原味的数据，比如棋谱大数据。主题

应用数据是来源于基础源数据，是在此数据基础上根据给定的计算规则产生的数据，比

如棋手等级分数据，它是根据棋手一定时间内比赛成绩计算得出的积分数据。计算挖掘

数据是在基础源数据、主题应用数据基础上通过分析建模计算挖掘所产生的数据。比如

棋手即时等级分数据，平台可以实时计算出一名棋手即时等级分，计算依据是根据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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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积分周期积分加上计算日前比赛变动分值，这个计算过程平台是自动完成的。 

 

2.1 基础源数据 

2.1.1  比赛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记录棋类项目比赛信息，主要的源数据库记

录表有比赛信息记录表、比赛成绩记录表。 

2.1.2  棋手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按照棋别记录棋手个人档案及成长经历，主

要的源数据库记录表有棋手档案表、成长经历表、取得成绩表。 

2.1.3  棋谱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按照棋别记录棋类项目棋谱信息，主要的源

数据库记录表为棋谱信息记录表。 

2.1.4  裁判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按照棋别记录棋类运动裁判员及教练员信

息，主要的源数据库记录表有裁判员信息表、执裁经历及评价表、教练员信息表、执教

经历及评价记录表构成。 

2.1.5  机构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按照棋别记录与棋类运动有关的机构信息，

主要的源数据库记录表有棋类协会表、棋院表、棋类项目培训中心或机构表。 

2.1.6  赞助商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按照棋别记录棋类比赛项目的赞助单位信

息，主要的源数据记录表有赞助商信息表、历史赞助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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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主题应用数据 

2.2.1  等级分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记录专业及业余棋手等级分信息，主要的

源数据库记录表有棋手周期等级分表。 

2.2.2  技术等级数据。该部分数据主要记录专业或业余棋手技术等级历史信息，

主要的源数据库记录表有棋手技术等级表、棋手技术等级成长表。 

 

2.3 计算挖掘数据  

挖掘数据或数据挖掘（Data mining）又译为资料探勘、数据采矿。它是数据库知

识发现（英语：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简称：KDD)中的一个步骤。数据

挖掘一般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通过算法搜索隐藏于其中信息的过程。数据挖掘通常与计

算机科学有关，并通过统计、在线分析处理、情报检索、机器学习、专家系统和模式识

别等诸多方法来实现上述目标。 

计算挖掘数据是在棋类运动基础源数据、主题应用数据基础上通过建模分析计算挖

掘所产生的数据。棋类运动基础源数据和主题应用数据，是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基础，

基础源数据是海量的原汁原味的未经加工的数据，如何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挖掘分析整

理计算，变成各种棋类运动从业人员共享利用的信息，这部分工作正是棋类运动大数据

平台数据整合处理子平台及数据挖掘子平台来完成的，他们从这些枯燥无味的信息中分

析、建模、提取、加工、计算后存贮有用的信息，提供给平台各类人员使用。 

譬如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通过计算存储棋谱数据与软件吻合度指标，可以方便查出

围棋第一人柯洁、象棋第一人王天一最近 10 盘比赛棋谱与软件的吻合度平均数据，这

个指标是判断一名棋手近期棋路是否“很专业”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我们平时选拔棋

手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指标。 

再比如，一个企业要组队参加象棋甲级联赛，临时选调 4名业余高手组队，我们可

以方便地通过大数据平台找到业余棋手中近期与专业棋手对局胜率最高的几名棋手，再

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优选其中 4名，而不是一拍脑袋就直接聘请业余象棋界的四驾马车来

征战。 

计算挖掘数据是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精华，它们遵循一定的数学模型和算法分析

计算后产生，提供给平台相关机构和人员使用，计算挖掘数据是棋类运动管理机构、棋

手日常做决策的重要依据。 

三、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管理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面向全球棋类运动所有相关人员设计，服务各级别棋类运动管 

理机构、棋类运动教育培训机构、棋手、裁判员、教练员、媒体人员等。棋类运动大数

据平台的用户身份的不同，决定了其能够访问利用平台资源的广度和深度，本篇概要地

阐述了棋类运动大数据的平台管理方案和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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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用户管理 

负责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用户管理，具体包括各类用户账户的设立管 

理、用户信息的维护及变更管理、用户账户密码的管理，用户帐号的锁定或删除管

理等。 

3.2 权限管理 

负责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权限管理，具体包括授予各类用户账户平台数据访

问的内容和范围，用户权限的变更管理等。 

3.3 角色管理 

负责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角色管理，具体包括授予各类用户账户平台 

的各种预定义角色身份（角色即一定权限范围的用户的统称），及用户角色的变更

管理等。 

3.4 数据管理 

负责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基础数据维护管理，具体包括授权各类用户 

维护大数据平台基础数据的范围，基础数据的增加、修改、删除权限管理，基础数

据维护的期限管理等。 

3.5 安全管理 

负责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基础数据安全管理，主要是指采用现代密码算法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F%86%E7%A0%81%E7%AE%97%E6%B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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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主动保护，如数据保密、数据完整性、双向身份认证等，二是采用现代信

息存储手段对数据进行主动防护确保数据安全。 

3.6 系统管理 

负责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系统管理，具体包括大数据平台的各类基础 

数据读写保护管理、基础数据字典管理、基础数据备份管理等。 

四、基于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棋手选拔 

在棋类运动中，如何科学地选拔棋手是决定日后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如何科学选

拔棋手这个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来临前，几乎所有的选拔方式都如出一辙。要么单独搞个

比赛，按比赛成绩选拔棋手，没有时间搞比赛的，就直接拍脑袋，从历史成绩好的棋手

中选拔。这已经成为棋界的定律，一种通行的做法。确实在没有更好的方法出现前，这

也许是最公平合理的做法，在大数据时代，我们讲做任何决策都不能凭经验凭感情用事，

在大数据时代最讲究的是决策的科学性，你的决策是否有数据做支持，这点至关重要。

对于棋类运动而言，使用大数据做支撑选拔棋手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首先它可以防止感情用事、人情选人。就业余棋界来说，不可否认的是全国一些地

方棋协在选拔棋手时，大多存在考虑人情要超过对棋手状态的考量，往往与棋协主要领

导关系走的比较近的实力派棋手获得比赛的机会要更多。 

其次它可以让决策更科学更合理。用大数据平台做支撑选出的棋手是最科学合理

的，这是因为，大数据环境下选拔棋手是从多维度的数据做分析，用多维度多视角分析

选择棋手，这样选拔出的棋手通常是经得起比赛检验的。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选拔棋手的主要指标有棋手年龄、历史战绩、最近身体状态、

最近竞技状态、选拔赛成绩、最近棋谱软件吻合度等多项指标组成，综合考量后按每项

K值（关键值）计算总得分按高低排名选择棋手。这样综合选出的棋手比从一个维度选

择的要科学的多。 

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某个专业棋院要选拔一批小队员进入棋院梯队。对于小棋手年

龄这个指标来说，同等棋力年龄越大 K值越小。从比赛成绩这个指标来看，同等名次全

国少年赛的比赛成绩就要比其他比赛的成绩 K 值要高。从小棋手的教练（指导老师）来

说，专业棋手做为他教练的就要比业余棋手做教练的 K值要高。  

最终平台是将各种指标转化成根据给定的数学模型并计算筛选出棋手的总得分排

名，也就是说将这个选拔过程转化为一个数学问题，用量化的指标综合评价一名棋手，

无疑这种选拔方式是最科学合理的。 

五、基于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棋手训练 

在棋类运动中，棋手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日常训练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棋手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5%B0%E6%8D%AE%E5%AE%8C%E6%95%B4%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A%AB%E4%BB%BD%E8%AE%A4%E8%AF%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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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比赛，如何科学地指导棋手训练，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体系，历来都是各家有各

家的方法。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开启，棋手在平时训练中更多地喜欢用软件作为工具辅

助训练，比如象棋第一人王天一，在成名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在用软件作为假想对

手训练，这使他受益匪浅，23 岁便获得了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冠军。在基于棋类运动

大数据平台下，棋手可选的训练方法有很多，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5.1 人机实战训练法 

人机实战训练法也称人机大战训练法，就是棋手与平台各类对弈软件直接 PK对弈,

棋手从低级别的软件到人工智能软件，逐级提升自己的水平，比如台湾软体公司早期开

发的一款象棋人机对弈软件-“将族”游戏，这种训练方法大都棋手都曾采用过。 

5.2 软件模拟训练法 

软件模拟训练法也称大数据训练法，这种方法以大数据平台为依托，训练中完全以

大数据的棋谱作拆棋数据研究基础，辅以模拟训练软件做工具，训练中能将历史棋谱中

的优劣招拆解的非常透彻，为棋手针对性地研究目标对手提供了非常好的训练方法。 

5.3 混合训练法 

混合训练法为上述两种方法的有机结合，这种方法最适合创新招法的研究，它结合

现有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软件的超强分析计算能力，研究探索棋局中可能的，先前棋手在

比赛中从未使用过的，新的变化或变招。 

六、基于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比赛分析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为棋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训练比赛辅助系统，使用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集成的各种辅助软件，棋手除了可以赛前针对性的训练，还可以在

比赛后利用平台对比赛棋谱进行系统的分析总结，比赛分析主要分为棋谱分析、辅助拆

棋、创新招法研究等。 

6.1 比赛棋谱分析 

使用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棋手可以很方便将比赛棋谱导入各种智能分析软件，由

软件输出详细的棋谱分析报告，该报告除了会详细为每步行棋质量打分，每步行棋后双

方优劣势评分，还可以给出全盘棋谱综合评分数据、双方行棋软件吻合度指标等数据，

报告的最后列出全盘关键步骤或招法。此外分析软件还可以搜索棋谱大数据将历史同谱

资料一一列出，为棋手赛后综合复盘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6.2 软件辅助拆棋 

使用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棋手将比赛棋谱导入各种智能分析软件，使用平台提供

的拆棋功能，系统就会将本局棋谱中关键招法一一列出，并列出每一步关键招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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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及该变化的优劣评分，使用此功能可以大大地缩短棋手赛后拆棋复盘时间，提高棋

手赛后复盘的效率。 

6.3 创新招法研究 

使用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棋手将比赛棋谱导入各种智能分析软件，使用平台提供

的创新招法研究功能，系统就会将本局棋谱中可以使用创新招法的关键步骤列出，并列

出每一步关键步骤的创新招法及后续招法的优劣评分，此功能利用现有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软件的超强分析计算能力，研究探索棋局中可能的，先前棋手在比赛中从未使用过的，

新的变化或变招。 

七、基于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综合信息服务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建立，不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拔、训练、比赛、分析和

研究环境，同时它也可以通过接口面向公众，提供综合信息查询服务。这里的公众不仅

指棋类运动管理培训机构、棋手、裁判员、教练员、媒体人员，所有想获取棋类运动数

据及信息的自然人都可以成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用户，平台在他们的用户角色权限

范围内提供相关信息服务。 

7.1 信息检索服务 

信息检索服务也称信息查询服务，用户通过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应用层信息检索模

块，查询获取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有关的信息。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棋手一栏里，用户输入姓名“柯洁”，平台会自动生成柯杰

的个人档案、成长经历、取得成绩、所有比赛棋谱等所有与之相关的维度信息表，你可

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裁判一栏里，用户输入姓名“栾晓峰”，平台会自动生成栾

晓峰的个人档案、成长经历、执裁经历、执裁评价等所有与之相关的维度信息表，你可

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比赛一栏里输入“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平台会自动生成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历届举办时间地点、历届成绩排名、历届男女冠军、历届赞助单位、

历届裁判员名单等与之相关的所有维度表，你可以从中选择需要的信息维度输出结果。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布局一栏里输入“西西里防御 ”，平台会自动生成国际象棋

西西里防御基本概况、发展情况、开局介绍、主要变例等多维度信息，你可以从中选择

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机构一栏里输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平台会自动生成中

国棋院杭州分院基本概况、现任领导、组织机构、工商信息等多维度信息，你可以从中

选择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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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智能检索服务 

智能检索服务也称组合查询服务，它是根据指定的输入组合关键信息，在棋类运动

大数据平台中匹配有用的信息输出，也可简称多维信息检索。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棋手一栏里输入“许银川”，同时在通用信息检索比赛一栏

里输入“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那么平台就会自动生成许银川的个人档案、成长经历、

参加历届全国象棋个人赛的情况、取得冠军的届数与胜率、全国象棋个人赛棋谱等维度

信息，你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棋别一栏里输入“围棋”，同时在通用信息检索赞助商一栏

里输入“阿里巴巴”，那么平台就会自动生成阿里巴巴的工商注册信息、赞助围棋比赛

的情况、赞助围棋比赛的总奖金、赞助围棋比赛的名称等多维度系信息，你可以从中选

择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譬如，在通用信息检索棋手一栏里输入“胡荣华”，同时在通用信息检索“布局”

一栏里输入反宫马，那么平台就会自动生成胡荣华的个人档案、成长经历、取得成绩、

反攻马的布局简介、发展变化、胡荣华使用反宫马布局的所有先后手对局胜率、胡荣华

使用反攻马的所有对局棋谱等多维度信息，你可以从中选择感兴趣的维度输出结果。 

八、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实施建议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项目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才能

够完成，项目建设涉及技术、经费、人员、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而且项目建设周期

一般较长，短则 1-2年，长则 3-5年，如何统筹规划建设好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

是棋类运动项目管理者首先要面临的一个问题。笔者以自身长期信息化项目实施经验给

出如下建议，以供参考。 

8.1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实施原则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项目应坚持“统筹规划、分布实施、有序推进、注重实效”

的项目建设原则。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通过，

在平台需求及功能调研完成后，编制项目建设计划时，一定要坚持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

原则，任何在短期内建成项目的思想都是不切实际的，项目建设要分阶段实施及分步骤

验收，尤其注重项目实施的效果，在明确达到预期效果的基础上再稳步推进。 

8.2 实施企业资质及经验要求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项目实施企业的资质及经验要求如下： 

实施企业必须具有优良的信誉及诚信的商业道德； 

实施企业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且具有软件企业的

认定证书及全面的质量保证与控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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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企业必须投标产品原厂商认可的代理资质，并提供代理资质证明材料，同时拥

有原厂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文件； 

实施企业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实施企业必须在大数据行业内实施项目成功案例不少于三家，并提供成功案例实施

证明材料； 

实施企业必须保证在近三年内没有实施验收未通过的项目或由实施企业承担责任

的重大用户投诉； 

实施企业必须符合招标文件中关于投标人的其他规定； 

8.3 实施采用招标采购法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项目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招标采购法选择实施企业。在棋类

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项目需求调研及功能说明书编制完成后，可在国内招投标网上发布招

标信息，同时聘请各方面技术专家组成评标小组，从优选的 3-5家投标企业中综合评分，

最后择优选择 1家实施企业签订项目建设合同。 

8.4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经费来源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项目建设经费来源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采用国家行政拨款,

也就是国营资本独资的运作模式，第二种是引入社会民间资本参股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两种方案各有优缺点，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原因是市场化的运作体制更具有活力，也符

合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总体大方向。不论是采用国有独资还是引入社会民间资本参股的运

作模式，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行业指导和管理单位（或控股单位）还是国家体育总局

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或中国棋院杭州分院）。 

九、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与增值服务 

9.1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应采用公司化独立法人的运作模式。我们都知道，公司

化运作是多元股权结构企业、中小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的必由之路，也是盈利

性事业单位体制转型的方向。事业单位体制转型终极目标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从而摆

脱长期对政府财政资金补贴的依赖。 

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作为中国棋院的下属机构，自 2004 年 1 月 4 日经国家体育总局

正式批准成立以来，在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和中国棋院的领导下，在浙江省和杭

州市体育局的支持下，以普及围棋和其他棋牌运动项目为主业，立足国内、面向国际、

努力打造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比赛、培训、国际交流“三个中心”。 

笔者认为，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运作模式就是中国棋类运动产业化发展最好的实践

形式，它行业上隶属中国棋院管理，承担部分政府的公共体育事业管理职能，近些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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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棋类事业市场化经营方面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在棋类运动体制机制转换、

棋类运动队伍建设、棋手选拔培养、棋类教学培训、棋类运动网络推广上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交由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来牵头建设运营无疑是最合适

的。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在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项目建设运营中可适当引入社会民间资本

参与进来，让有志于开拓棋类事业的文化公司、科技公司、投资公司参股进来，组成股

份制联合企业，终极目标是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将它推入资本市场，通过证券市场的再

融资再扩大将棋类运动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9.2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增值服务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上线运营必将引领棋类事业快速、健康、科学和谐地发展。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运营需要一个独立的专业的管理技术团队支持，棋类大数据平台

在运营过程中会根据用户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应用。同时这种服务也是双向的，棋类运

动大数据平台在给全球棋类运动相关机构和个人带来高效便捷服务的同时，也会酌情向

用户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这就是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产生的增值服务费用。 

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增值服务费用不单单是指向用户收取固定标准的服务费用，

一切因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应用带来的新的商机，比如基于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衍生的

软件产品销售费用、基于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棋类项目教学培训费用等都可以纳入增

值服务费用范畴，具体来说增值服务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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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年服务: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包年服务，按不同用户角色标准收费。 

信息检索: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的综合信息检索服务，按次或包月包年收费。 

软件销售: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衍生的软件产品销售费用, 按软件产品价格销售。 

教学视频: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内的各种棋类教学视频，按次或包月包年收费。 

在线课堂：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内的各种在线课堂，按棋别按讲师层级按时间收费。 

电子期刊: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内的各种棋类电子期刊，按次或包月包年收费。 

VIP服务: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一对一专享服务，按棋别按老师层级按时间收费。 

网络赛场:棋类运动大数据平台网络比赛室，按棋别按次或包月包年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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