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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子竞技是信息时代背景下产生的特殊运动项目，它是以网络为基础，以高科技软

硬件为运动器械，按照一定的体育规则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对抗。研究探究了电子竞技的

起源，认为其演变过程为：玩耍→游戏→电子游戏→电视游戏（先驱）→电脑游戏（主流）→
单机版电脑游戏→网络游戏和电子竞技。在梳理电子竞技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其概念和

特征进行了分析。与国内外赛事逐渐增加、电子竞技产业化和运动员职业化进程日益加快

的现状不相适应的是，电子竞技运动员竞技能力的认知水平及损伤预防和康复相对落后。

基于此，从运动训练学视角切入，探究电子竞技运动员的心理、智能、技术、战术、体能以及

能量代谢系统特征，并对电子竞技运动员损伤原因及其康复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电子竞技；运动训练；竞技能力；损伤预防；康复

Abstract: E-sports is a special sport produce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formation age. Based

on the network, and taking high-tech software and hardware as sports equipment, people play‐

ing E-sports confront others according to certain sports rules. Firstly, the origin of E-sports is ex‐

plored, and the evolution process is as follows: play → game → video game → video game (pi‐

oneer) → computer game (mainstream) → single computer game → online game and E-sport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its development hist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

istics of E-sports. However, the awareness of competitive ability and injury prevention of E-

sports athletes is still relatively backward. Based on th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s trai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sychology,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actics, physical

fitness and energy metabolism system of E-sports athletes, and discusses the injury causes and

rehabilitation paths of E-sports athl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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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人类发展史，每一次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革都会促使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体

育项目快速出现。从农耕时代田径的诞生、工业时代赛车的兴起（韩思音，2013），到现

如今信息时代电子竞技运动（electronic sports，E-sports）的出现，无不说明人类对于娱乐

和精神文化的追求是某一项目产生的根本动因。电子竞技运动是体育运动娱乐化的必

然产物，目前围绕电子竞技产业化发展和体育化争论、电子竞技对青少年的危害以及

电子竞技与网络游戏的区别等问题的探讨较多，但鲜有研究关注电子竞技项目的特

征、训练等内容。基于此，本研究对电子竞技起源、概念以及特征进行概述，在认识电

子竞技项目特征的基础上从运动训练学视角出发，探讨其竞技能力特征、损伤原因及

康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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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竞技项目概述

1.1 起源追溯

电子竞技的产生是人类步入信息时代的必然结果，

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为满足人民群众休闲娱乐的需求。

就电子竞技究竟如何发展而来，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就

其起源而言，归纳有如下观点：1）电子竞技起源于单机版

游戏，最早为“人－机”互动的电子游戏，电视游戏是其先

驱，最早可追溯到 1958年；2）电子竞技运动源于电脑游戏

（庞俊娣，2020），并以电脑的演变发展为依据，虽然电脑

出现较早（1946 年），但第 1 款电脑游戏“Space War”太空

战模拟游戏直到 1961 年才出现；3）电子竞技来自网络游

戏，但又不同于网络游戏，其显著区别是网络游戏不存在

竞技化特征（宋强 等，2007）；4）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玩

耍、游戏是体育运动项目的共同起源，电子竞技作为运动

项目亦起源于游戏，区别是电子竞技是源自以高科技手

段支撑的电子游戏（吕树庭，2020），这一观点同时印证了

电子竞技起源于电子游戏的观点。上述 4种观点中，电子

竞技起源于电子游戏是当下的主流观点。

综合以上 4种观点可以得出：1）电子游戏由游戏发展

而来并以电视游戏作为先驱，这标志着科技手段开始与

原始游戏相结合并产生不同的游戏形式；2）电脑的诞生

和普及促使电子游戏发展进程进一步加快，此后电脑游

戏（单机版）逐渐替代电视游戏成为电子游戏发展的主流

方向；3）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浪潮袭来，以致电脑游戏由单

机版游戏慢慢分化为网络游戏和电子竞技运动，二者区

别之处在于电子竞技具备了竞技体育运动的特征。

1. 2 概念

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开端。要清晰认识电子竞技运动，

须对其概念进行界定。电子竞技运动是以信息技术为核

心的软硬件设备为器械，在信息技术营造的虚拟环境中，

在统一的竞赛规则下进行的对抗性电子游戏运动。它可

以锻炼和提高参与者的思维能力、反应能力、协调能力、

团队精神和毅力，以及对现代信息社会的适应能力，从而

促进参与者的全面发展（何慧娴，2004）。此概念初步定

位并认可了电子竞技是运动项目，并随之引发了“电子竞

技运动体育化”的争论（张丽军，2018）。细致分析概念可

知：1）电子竞技是一项人与人之间的对抗运动，这是其定

位和项目特征；2）电子竞技是网络＋电子＋竞争，网络是

前提，电子是器械和设备，竞争是表现形式；3）虚拟化的

线上竞争模式是有别于现实运动项目的核心。

1.3 基本特征

从概念到特征，是进一步解析事物的常用逻辑。徐

锋（2005）指出，电子与竞技是电子竞技的 2 个基本特征。

程瑾瑜（2009）认为，电子竞技的基本特征为电子、竞技运

动和人（队）与人（队）之间的竞赛。由“二分说”发展到

“三分说”，表明对电子竞技认识深度的增加，但无论是

“二分说”还是“三分说”都不全面，电子竞技的虚拟性是

其有别于其他现实运动项目的根本之处，理当成为其基

本特征之一。因此，电子、网络、竞技和虚拟都是电子竞

技的基本特征，电子是方式和手段，背后是科技产物——

可见的软硬件设备、设施，属于运动项目器械的范畴；网

络是媒介，即隐性的、不可见的数字化信息传输与诸对象

之间的联系；竞技既是显性的、可见的体育特征，也是区

别电子游戏的关键所在；虚拟即指比赛空间和环境的虚

拟化。

2 电子竞技项目竞技能力特征分析与训练方法

自我国认可电子竞技为体育项目至 2017 年国际奥委

会正式宣布电子竞技运动为正式体育项目以来（杨越，

2018），电子竞技项目已在实践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然而

从现阶段电子竞技比赛日益增多、运动员职业化进程逐

渐加快、电子竞技专业训练备受重视的迫切需求来看，运

动训练方面理论对电子竞技项目实践的指导和赋能还远

远不够。存在电子竞技项目竞技能力特征理论分析不足

以及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未能相互配合的情况，这也成

为制约我国电子竞技运动训练的主要“瓶颈”。只有清晰

地认识竞技能力特征才能让训练有的放矢。以下结合运

动训练学的基础理论，依据电子竞技项目竞技能力需求，

从心理、智能、战术、技术、体能和能量代谢几个方面进行

探讨。

2.1 心理特征及其训练方法

竞技运动的激烈性和高强度的对抗性决定了运动员

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电子竞技运动员在激烈的比

赛过程中面对复杂的地图和庞杂的动态信息时易产生焦

虑情绪，加之比赛时心理负荷增加，需要运动员保持良好

的心理状态，既要专心于比赛，保持良好的心理唤醒状

态，又要熟练运用技术，保持时空感、动作感觉以使动作

高度协调，还要保持高度的认知能力以阅读、分析比赛情

形而做出精确的决策。因此，本研究认为，电子竞技运动

员必备的心理能力为高度自信、注意力快速集中以及杰

出的抗压和运动认知能力。对电子竞技运动员心理能力

的训练至关重要，即使是已取得优异成绩的优秀运动员

若想进一步提高自身运动成绩，也必须采用包括心理训

练在内的先进、科学的训练方法。加之电子竞技项目的

训练也会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因此，心理能力的训练也

要配合训练的阶段性，力争使运动员在不同训练时机、采

用不同的训练方法完成相应的训练目标。表 1 为根据电

子竞技运动员训练的阶段性所制定的心理训练方法。

2.2 智能特征及其训练方法

电子竞技是脱离现实以虚拟环境进行的人与人之间

的对抗性运动项目，在整个比赛过程中运动员短暂而快

速的反应和正确的判断是运动员的智能体现。操作技艺

的比拼固然重要，然缺失智谋的较量则会迅速走向失败。

例如，当比赛过程中有多个目标威胁“自身安全”时，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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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判断各目标的威胁性是个体执行操作的基础。加

之虚拟空间中“声、光、色、人物、场景”等处于不断的变化

中，信息量丰富且繁杂，必然要求运动员具备迅捷的脑信

息加工效率，这些都对运动员的智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既快速又准确的判断涉及运动员脑的多元化活动（图 1），

其智能训练途径主要包括：1）增加手中操作器械的认识

并培养细腻的“手感”（包括键盘感觉、鼠标感觉等）；2）知

识教育培养与专项相关战术、技术等知识积累以及经验

升华；3）以加工系统为核心，以动作输出为目的，不断优

化智能训练过程（包括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注意力、

记忆力训练）；4）建立测试和评价制度，以制度检验智能

训练水平，促进运动员运动智能全面发展。

2.3 技术特征及其训练方法

赛场上发挥高难度技术是取胜的主要因素之一。电

子竞技运动的技术与其他运动项目存在较大差异，运动

员只有凭借器械——鼠标和键盘的性能才能淋漓尽致的

表现运动技术。故而，电子竞技运动的技术特征主要表

现在运动员点击鼠标的频率和操作键盘的熟练性方面，

其动作特点是以单一周期性的重复动作居多。虚拟环境

下的运动技术完成则是眼、脑、手的高度协调，以眼睛收

集地图中复杂多变的信息为依托，以大脑快速加工处理

信息为核心，以信息反馈至效应器——手为目标，技术完

成表现为精准、娴熟地敲击键盘按键，轻而快地点击鼠标

以及双手同时操作的灵巧性。所以准、快、灵、巧、轻成为

电子竞技运动项目技术的主要特征。在其训练过程中要

关注信息源、感受器以及动作要素和技术结构之间的关

系（图 2），通过分解、递进、重复、直观示范等方法重视协

调能力、节奏能力和认知能力的提升，以促进运动员的技

术发展。

2.4 战术特征及其训练方法

电子竞技运动项目与其他运动项目在战术方面的共

性是在比赛规则允许的情况下为达到期望的比赛结果而

采取有策略的行动（李宗浩 等，2005）。不同之处在于电

子竞技运动项目是在虚拟环境中以扮演不同角色的“虚

拟人”为形式实施“现实人”制定的战术计划。虚拟人和

现实人相比其自主性不足，意外情况发生的频率相对较

少，所以电子竞技运动的战术实施方面具有一定“理想

化”的特征。基于此，电子竞技运动的战术制定相对于其

他运动项目也较为简单，运动员之间的协调配合比其他

运动项目更易实施，战术执行过程中不会因为“虚拟人”

的“体能不足”或“运动损伤”而终止，也就是说战术的执

行率和成功率相对较高。综上，电子竞技运动的战术特

征主要是理想化、简易化和高成功率，其训练方法主要是

利用分解、完整、减难、加难、模拟及实战等方法培养运动

员的战术意识、战术形式以及战术执行力。

2.5 体能特征及其训练方法

把握电子竞技体能和专项技术之间的关系，是定位

表1 电子竞技运动员的心理训练方法

Table 1 Psychological Training Methods of E-sports Athletes

阶段

训练/比赛前

训练/比赛间歇

（每一局比赛清算时）

训练/比赛后

目标

唤醒大脑，提高兴奋性，

集中注意力

消除紧迫感，缓解心理压力，

保持状态

消除生理和心理紧张，

促进身体状态恢复

具体方法

表象训练

自我暗示＋

呼吸训练

放松训练

训练内容

技术动作、战术

实施情境表象

自信主动语言、

腹式呼吸等

肌肉放松法

实施步骤（简述）

1.深度放松，唤起系列表象（与实际比赛相似的观

众、环境甚至自己的情绪等细节）

2.唤醒编排和组合好的技术或战术训练情境

3.实际场景转换到大脑中，预演比赛情境

1.闭眼调节，集中精力至呼吸节奏

2.呼、吸气要漫、长、细、匀，控制式深呼吸

3.默默使用自信积极的语言暗示

1.安静环境，舒适姿势，减少无关刺激

2.集中注意，按照放松顺序进行：头部-躯干-四肢

3.解除紧张让肌肉松弛

图1 电子竞技运动中脑的信息加工处理过程

Figure 1. Bra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ap of E-sports

图2 信息与技术的学习关系（俞继英，1988）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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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能在电子竞技运动中角色与位置的关键要素。体能由

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运动素质）组成。电子

竞技运动对运动员身体形态方面无太高要求，因其运动

姿势单一（坐姿）且缺乏大肌肉群运动。但若想成为职业

运动员，则需要匀称的身形和细长的手指，这和技术以及

能量消耗有较大关系。在身体机能方面，运动员几乎是

在静息状态下完成比赛，以脑部和肢体末端手指活动为

主，主要对其心血管系统有一定要求。在运动能力面，电

子竞技运动技术特征背后的生理机制是神经系统对小肌

群的控制能力。换言之，精细动作的完成是运动员身体

远端关节的灵活性以及神经系统控制下的小肌群收缩活

动。电子竞技运动员双手需要同时操作键盘和鼠标，动

作速度较快，既要求神经对肢体末梢小肌群的控制能力

和关节的灵活度，也需要神经系统兴奋与抑制的快速转

换能力以求五指灵活并精准的按键。因此，运动能力方

面主要表现为手、眼、脑的协调能力，点击鼠标的动作速

度，手指灵活性以及深层小肌群的抗疲劳能力。训练主

要选取以信号刺激、运动感觉、移动目标练习以及选择性

练习等方法为主，以复杂多变的外界刺激信息让运动员

集中注意力做出相应的动作反应等。在深层小肌群抗疲

劳能力训练方面主要是以递进原则为基础，充分考虑专

项需求同时以分离和整合训练方式开展（表 2）。

2.6 能量代谢系统特征及其训练方法

任何人体运动都离不开能量供应，供应方式主要为

无氧（磷酸原和糖酵解）和有氧 2 种形式。人体运动则是

生物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过程，在运动的任何时刻，无氧和

有氧代谢均同时存在，只是二者对能量供应的贡献比例

不同（黎涌明，2015）。由比赛时间可知，电子竞技是一个

长时间的耐力性项目。电子竞技需要在虚拟环境下实现

比赛胜利的目的，整个过程以坐姿为基础，在大脑控制下

肢体末端肌肉、关节、神经系统的协调工作以完成对精细

动作的控制。这就决定了该项目不会出现大肌肉群参与

且运动范围较大的全身性动作。虽然人体几乎处于静息

状态，但大脑处于积极活跃状态致使能量消耗仍然维持

在较高水平。尽管成人脑重仅占身体总体重的 2%，但却

消耗了人体大约 20% 的氧气和 25% 的葡萄糖（李静静，

2018）。看似只需基础代谢就能提供运动员所需的能量

消耗，但比赛过程中压力、焦虑以及紧张情绪等心理状态

变化引起的肌肉不自觉紧张收缩活动、血压变化、血流速

度改变、耗氧量增加等都会促使能量消耗增加。此外，对

方运动员的竞技能力、比赛激烈程度等都是影响能量消

耗的因素。综上，电子竞技运动员供能方式主要是以有

氧代谢系统供能为主，其训练主要采用低强度的耐力训

练，具体方法详见表 3。

3 电子竞技运动员损伤原因分析及其康复路径探讨

对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来说，训练和损伤都是相伴相

生的。缺乏科学化的训练或过度训练易造成运动损伤，

电子竞技运动员所从事的运动项目较为特殊，因常年压

力大、久坐体力活动不足以及过多依靠特定身体部位和

关节而导致的一系列损伤威胁着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因

此，我们在关注竞技能力需求进行科学化训练的同时，更

应对电子竞技运动员的损伤问题予以重视。

3.1 损伤原因分析

电子竞技主要以静态坐姿为主，相较于其他运动项

目缺乏动态姿势之间转换，耗竭性的急性运动损伤少见

于此项目。电子竞技运动员面临的运动损伤主要是慢性

肌肉劳损，多发于手腕、肩颈和腰背（张恩铭，2008）。总

体来看，主要集中于躯干和上肢。其原因为长期坐姿、重

复性和周期性的动作致使机体局部承受大强度的静力性

负荷，表现为慢性肌肉、关节疼痛。分析可知，长期单一

姿势以及静态负荷必然导致肌肉、肌腱、韧带等发生机械

性形变，引发血管内血液动力学改变，结构改变必然影响

功能。生理学认为，肌肉长期处于静态收缩状态可致使

肌纤维代谢、线粒体损伤以及微循环受阻等导致肌肉在

表2 深层小肌群训练

Table 2 Deep Small Muscle Group Training

递进方式

静态→动态→静态

关节：少→多

支撑面：稳定→不稳定

维度：单维→多维

器械：无器械

身体姿势

卧姿→分腿姿→坐姿→站姿

方向

上下

前后

左右

负荷性质

自身体重

抗不同

外界阻力

表3 培养低强度运动耐力的方法（Bompa et al.，2012）

Table 3 Methods of Low Intensity Exercise Endurance Training

训练方法

持续训练

动态恢复

长距离慢

速跑（LSD）

持续配速

或节奏训练

间歇训练

有氧间歇

无氧间歇

法特莱克跑

建议频率

（次/周）

1或2

1或2

1或2

1或2

1或2

1

训练时间

/min

30～60

≥30

20～30

总 时 间 30～

40（依计划架

构而定）

每次＜2（运

动休息比1：1

～1：1.5）

＞30

运动强度

HRmax

＜60%

60%～70%

乳酸阈值心跳率

以及摄氧量

80%～85%

或最大量

最大

可变动

V̇V̇ O2max

＜55%

55%～65%

100% Pmax

超最大

可变动

注：另外的训练日纳入其他训练法或休息及恢复。Pmax=最大摄氧量

的峰值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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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方面出现紊乱现象。长期来看，肌肉解剖和生理变

化，致使关节、角度、力矩以及相关肌肉的肌力方面都会

受其影响，静态负荷也必然改变肌力以及肌拉力线方向、

关节角度、力矩等运动学和动力学特征，致使身体能量传

递出现阻碍，无法实现顺畅的身体循环，进而导致微循环

受阻，血液通行不畅，得不到营养的肌组织在恢复能力方

面有所下降，由此产生慢性损伤。此外，非训练学因素

（年龄、性别、身高、体重、吸烟史等）以及个人因素（操作

习惯、键盘位置、座椅高度、视线与屏幕的角度等）均可导

致损伤发生。长此以往，还会引发其他慢性疾病，如糖尿

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等，这不仅会影响运动员的竞技状

态和运动成绩，严重者还可能危及其生活和生命健康。

3.2 损伤康复路径探讨

3.2.1 损伤预防教育，提高防范意识

认知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人体硬件系统（人体

基础结构：肌肉、韧带、骨骼和关节等）是比赛的基本“装

备”，运动员对其认知水平决定对其保护程度。若想实现

硬件系统的保护则必须提升认知和行为水平。所以，损

伤预防的健康教育至关重要，它可以让运动员了解所从

事项目的损伤知识，进而普及预防方法和手段；此外，也

可在心理方面进行疏导，让运动员知晓损伤预防及康复

效益（杜承润，2019）。例如，在训练时运动员有意识的保

持正确坐姿，可减少腰部承受的负荷。在训练结束后提

高拉伸、按摩等意识，以便及时消除疲劳。运动员还需定

期进行体格检查以预防慢性病。只有使运动员了解所从

事项目的保护注意事项，才能以正确的方式保护自己。

3.2.2 筛查评估，掌握实时状态

不同的运动项目在不同的阶段，实时了解运动员状

态既是对此前训练效果的检验，也是此后训练计划制定

的依据。在损伤预防与康复方面同样如此。对运动员损

伤类型、程度、时间等进行筛查和评估是掌握运动员损伤

实时情况的重要方法。以往对运动员竞技能力训练及测

试评估方法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而在损伤预防

和康复方面还存在明显不足，对运动员损伤实时状态的

测试与评估办法较为匮乏，甚至忽略了测评问题。目前，

运动训练领域在损伤筛查以及预防、康复方面形成了较

为完备的体系，为保障运动员处于正常状态进而通过训

练达到超常状态以获得优异运动成绩，需要对运动员的

异常状态进行预防和康复，即可保证运动员训练质量，又

能提高其技术水平，还能促进运动员身体健康和可持续

发展以延长运动寿命。以运动员面临的现实问题以及训

练需求为基础，对测试评估进行修改与迁移，以适应电子

竞技（图 3）。定期实施测试评估以发现实际问题为导向

才能制定合理的减损和功能性力量训练策略。

3.2.3 恢复与再生增加减损效益

运动员达到极限状态后如何实现快速、有效的恢复，

是降低伤病风险并延长运动寿命的关键。以专项特征为

基础的“减损大于增效”以及“恢复与训练同等重要”理念

为运动员恢复再生训练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Verstegen et al.，2007）。训练或竞赛后运动员及教练员

需采用诸多疗法及其相互配合以加速机体恢复。这些疗

法分为 2大类：被动恢复和主动恢复。睡眠是被动恢复的

主要方式；主动恢复则包括物理、化学、医疗以及运动等

手段（仇乃民，2018；Kemi et al.，2019）。例如，冷热交替

疗法（冷水：4 ℃～10 ℃；热水∶24 ℃～26 ℃；时间比为 3∶1

或 4∶1；交替进行 2～3 次）可增加血管弹性，改善微循环，

进而加快局部血液循环，对代谢产物的排泄和肌肉放松，

对运动员手指损伤的修复都有积极作用（冯晓东 等，

2016；Cochrane，2003）。而拉伸、泡沫轴、按摩棒等训练

学手段相较医学或营养学而言可以恢复专项训练后肌肉

活性下降、关节肌群张力失衡等运动员面临的现实问题，

方法简便易行，操作时程短且不受场地、环境等因素限

制。单一身体姿势、重复性的技能操作导致的肌力下降

及其关节周围肌力分布不均而诱发的炎症、疼痛、姿势异

常等局部功能性病变等问题严重影响着运动员的训练和

生活体验，研究表明，以整体性思路为基础的功能性力量

训练在肌力增长、控制疼痛等方面具有良好效果（马金宁

等，2019）。同时，在力量训练过程中以肌肉收缩活动促

进血液流动，以运输营养物质促进远端关节周围肌肉等

组织的物质再生，还可恢复或改善被刺激肌肉或肌群的

神经-肌肉协同功能。所以，拉伸、泡沫轴滚动以及功能

性力量训练等运动策略是确保运动能力的重要方法，适

用于电子竞技运动员在训练或竞赛后实现炎症－修复－

再造（Baechle et al.，2011）的恢复与再生训练，进而达到

增加减损效益的目的。

4 结语

对竞技能力特征的分析是电子竞技运动员提高成绩

的关键要素，也是训练方法选择的重要依据。以心理、智

能为核心，以技战术训练为基础，以体能训练为保障的竞

图3 测试与评估示意图

Figure 3. Test and Evaluation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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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力模型是运动员实现训练目标、取得优异运动成绩

的根本。以健康教育为逻辑起点，提高防范意识；以测试

评估为基础，掌握运动员实时状态；以恢复与再生为保

障，提高运动员减损效益，是电子竞技运动员针对损伤在

防与治方面的可行路径。

从不同学科视角（如训练学、康复医学、心理学等）切

入，探究电子竞技运动员损伤的解决方案和措施将是一

个新思路，建议未来研究可围绕电子竞技运动员职业化

发展的训练、康复、营养、心理等领域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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