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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0 年 体 育 信 息 资 料 征 订 暨  

“中国体育资讯网”会员服务启事 
 

“中国体育资讯网”（http://www.sportinfo.net.cn）是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建立的专业体育

信息研究网站。体育信息中心拥有一支精通英、俄、德、日、朝、法等语种、在体育信息研究领域有相当

造诣的专家队伍，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信息传播量大、辐射面广、不分时间和地域限制等优势，密切关注

国内外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等领域发展的最新动态，并进行系统加工整理和深入研究，及时准

确地为国家体育总局的决策提供具有战略高度的信息服务，为运动训练与竞赛部门、体育科研与教学单位、

体育中介机构、新闻媒体、体育经营企业提供系统的、有针对性的信息。 

网站目前采用会员入网的形式，信息传递快速便捷；网站全年随时接受会员入网，用户可自行选择服

务种类。单位和个人入网后，即成为本网站会员，可随时上网查阅订购的信息。如订阅全套刊物或数据库，

还可享受优惠。 

会员通过用户名和密码或固定 IP地址访问“中国体育资讯网”。 

 

网络会员分类： 

普通会员：只能 1人登录在线，适用于个人或部门。 

高级会员：同时最多 10人登录在线，适用于部门或单位、图书馆等，并可查阅刊物往年资料。 

 

版权保密协议：以上信息资料、网络内容及数据库资料的版权归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所有，

其内容仅供订购者内部使用，不得随意删改、转售、转租、登载它处或为第三者复制。订购即表示遵守上

述版权保密协议。 

 

订阅办法： 

    银行汇款：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北京体育馆路支行 

    帐    号：020 000 810 901 446 324 5 

    （请您在汇款单上“用途”一栏填写上“研究部刊物”，谢谢合作!） 

 

 

注：请务必将第 5 页的内容填写清楚，并通过邮局寄回，或拍照以
EMAIL 的形式发回我部，以方便款到之后及时为您提供信息服务。 

 
    邮    编：100061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体育馆路 11号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信息研究部  王彬  收 

    咨询电话：（010）87183017 

    联 系 人：王  彬 

电子邮箱：xxzxyj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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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信息资料征订目录 

信息刊物：可选择书面或网络形式 

《国（境）外群众体育信息》（双月刊） 

与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合办。主要登载国（境）外大众体育政策、老年人体育、妇女体育、青少

年体育、社区体育、国民体质监测、社会体育指导员、大众体育科学研究、大众体育经费与场地等保障措

施、体育活动等方面的文章，信息量大、资料丰富、数据翔实，配有大量的案例介绍，是群众体育管理与

科研不可多得的信息来源。 

《体育产业信息》（月刊） 

主要登载奥运经济、奥运市场开发、体育无形资产开发、体育市场营销、体育融资、筹资、俱乐部经

营、赛事营销、体育旅游、体育赞助、体育保险、体育场馆经营开发、体育活动与赛事策划、体育经纪服

务等领域的文章。信息搜集范围广、内容翔实完备，有大量的体育产业经营案例，对体育产业管理、经营、

科研、宣传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体育用品信息》（网络版·月刊） 

主要报道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新闻、市场热点、国内外体育用品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政策法规及标

准等方面的文章，其中还包括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应了解的规则和规定、具体案例介绍等，及时为相关中心、

地方体育局产业管理部门、联合会会员、协会组织、相关企业和媒体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 

《竞技体育信息》（月刊） 

与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合办。密切关注国内外竞技体育最新发展动态，深度分析和及时报道国外

主要对手国家重大赛事备战情况，为有关部门提供高质量的备战信息服务；深度分析国内外竞技体育领域

重大事件的背景与趋势、国外竞技体育保障体系、运动训练的先进方法与手段、运动训练科技攻关与服务、

教练员、裁判员与运动员管理、运动器材与设备、国家队建设、训练基地建设、赛制改革等领域的最新发展

动态，及时向各级体育行政机构、各省市自治区体工大队、运动技术学院、新闻媒体、业余体校、科研院校

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同时，本刊物也是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与上述机构上传下达、沟通协调的重要

工具。 

《体操信息》（双月刊） 

与中国体操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合办。内容涵盖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健美操四个项目。以登载

国际体操联合会和中国体操协会官方消息、国内外中大型赛事最新动态、运动训练、规则变化、主要对手

国家动态追踪、实力分析等文章为主，是各级体操管理机构、体操队、体操学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等

重要的信息获取渠道。 

《北京冬奥会信息》（网络版·不定期）  

重点报道主要对手国家和运动员备战的最新情况、各主要强国实力分析及重点项目的训练新动向和新

技术、科研新成果、器材变革、医务监督、兴奋剂检测等。 

《东京奥运会信息》（网络版·不定期）  

重点报道主要对手国家和运动员备战的最新情况、各主要强国实力分析及重点项目的训练动向、新技

术；科研新动向、新成果；器材变革；医务监督；兴奋剂检测等。同时，及时报道组委会消息，包括比赛

项目设置、比赛日程、交通、住宿、气候、场地、电视转播等全方位信息。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                                                                  第    页 3 

数据库检索：可在网上查阅各数据库 

体育产业信息库 

数据库主要收录 1994 年以来我中心收集、整理、翻译的体育用品、体育市场营销、俱乐部经营、体

育融资、体育旅游、体育赞助、体育保险、体育经纪服务、赛事营销策划等领域的资料。2016 年起新增美

国体育和健身产业的统计报告。本数据库定期更新，是体育产业管理、经营、科研、宣传等领域的专业人

士必备的信息资料库。 

群众体育信息库 

本数据库从 1996 年开始建设，是群众体育信息方面权威数据库。包括国内外群众体育管理、社会体

育指导员、学校体育、体质监测、群众体育俱乐部、国外全民健身计划、体育人口、体育场地、体育消费

与体育用品、运动处方、社区体育、群众体育科研等多方面信息。本数据库资料定期更新，是进行群众体

育管理，开展群众体育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信息支持工具。 

竞技体育综合库 

重点报道竞技体育方面的最新国际动态，包括国际奥委会、各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重点国家以及主

要国外体育新闻媒体的最新消息；深入研究国外体操、赛艇、帆船、皮划艇、冲浪以及冬季运动项目的最

新动向，帮助教练员及时掌握对手最新情况，提高训练的科学性和针对性；整理国外运动员保障方面的政

策与动向，拓宽运动员保障工作视野。同时收录项目介绍、竞赛规则、重点运动员简介以及其他背景资料。 

运动训练信息库 

数据库收录了 1992 年以来我中心收集、整理、翻译的国外具有代表性的高水平运动训练的情报信息

资料。内容涉及重大赛事备战、高原训练、力量训练、耐力训练、运动训练科技攻关与服务、运动训练方

法与手段、奥运集训的组织和管理、运动训练基地建设、运动训练器材与设备等多个方面。本数据库资料

科技含量高，每年都有大量最新信息入库，可以为高水平竞技体育项目训练提供高质量信息支持。 

国际大赛成绩库 

本数据库是国内最大、最完整的竞技体育成绩数据库。数据量以每年约 2万条新成绩记录入库速度递

增。网上可查阅 2000年-2019 年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洲级锦标赛等国际重大比赛成绩。 

比赛视频资料库 

2014 年开始建设，重点收录我国重点项目的重要国外比赛的视频资料，并对各场次比赛进行剪辑，可

通过比赛名称、项目、运动员姓名进行检索，在线播放，帮助用户分析对手的技战术特点，提高备战训练

的针对性和科学性。 

 

一次性订购全套刊物和全套数据库，除可享受价格优惠外，网站所有栏目及数据库均可

浏览。（详见价格标准表）

 

全套刊物包括： 

《北京冬奥会信息》（网络版） 

《东京奥运会信息》（网络版） 

《国（境）外群众体育信息》（双月刊） 

《体育产业信息》（月刊） 

《体育用品信息》（网络版·月刊） 

《竞技体育信息》（月刊） 

《体操信息》(双月刊） 

 

全套数据库包括： 

体育产业信息库 

群众体育信息库 

运动训练信息库 

国际大赛成绩库 

比赛视频资料库 

竞技体育综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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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刊物价格标准 

刊物名称 年度 
标准(单位:元/年) 

书面 普通网络会员 高级网络会员 

《北京冬奥会信息》 2020年 无 800 1200 

《东京奥运会信息》 2020年 无 1000 1600 

《体育产业信息》 2020年 400 260 
500 

查阅往年部分 

《国（境）外群众体育信息》 2020年 360 220 
400 

查阅往年部分 

《竞技体育信息》 2020年 360 220 
400 

查阅往年部分 

《体操信息》 2020年 360 220 
400 

查阅往年部分 

《体育用品信息》 2020年 无 260 
500 

查阅往年部分 

全套刊物优惠价  1400 2400 3800 

 

 

 

会员数据库检索服务价格标准 

数据库名称 年度 
标准(单位:元/年) 

普通网络会员 高级网络会员 

体育产业信息库 
初次订阅 1200 2000 

年更新费 800 1200 

群众体育信息库 
初次订阅 800 1200 

年更新费 400 800 

国际大赛成绩库 
初次订阅 1800 3200 

年更新费 1200 2000 

运动训练信息库 
初次订阅 400 800 

年更新费 200 400 

比赛视频资料库 
初次订阅 1800 3200 

年更新费 1200 2000 

竞技体育综合库 
初次订阅 1200 2000 

年更新费 600 1000 

全套数据库优惠价 
初次订阅 4200 7000 

年更新费 2800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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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信息产品订购凭证 

 

 

 

会员资料： 

会员类别： 普通 □   高级 □ 汇款方式： 邮局 □   银行 □ 

详细地址：  

单位名称： （发票抬头） 税    号： （如开发票，此项必填） 

收 件 人：  邮    编：  

联系电话：  

用 户 名： (6-12位) 密    码： （8-20位） 

固 定 IP： （高级用户需要固定 IP 登录的请填写完整，最多不能超过 8个 IP段） 

 

信息产品订购： 

刊物名称 年度 

类型 

金额 网络数据库名称 年度 金额 书面 

数量 

网 

络 

《北京冬奥会信息》(网络版) 2020 无 □  体育产业信息库 □初次订 □年更新  

《东京奥运会信息》（网络版） 2020 无 □  群众体育信息库 □初次订 □年更新  

《国（境）外群众体育信息》(双月刊) 2020  □  运动训练信息库 □初次订 □年更新  

《体育产业信息》（月刊） 2020  □  国际大赛成绩库 □初次订 □年更新  

《体操信息》(双月刊) 2020  □  比赛视频资料库 □初次订 □年更新  

《竞技体育信息》（月刊） 2020  □  竞技体育综合库 □初次订 □年更新  

《体育用品信息》（月刊）(网络版) 2020 无 □     

        

全套刊物优惠   □  全套数据库优惠 □初次订 □年更新  

金额合计 万      仟     佰     拾       元整        (￥            .00 ) 

 

注：此页可复印。请将此页通过邮局寄回，或拍照 EMAIL 至国家体育总局体育信息中心信息

研究部。  电子邮箱：xxzxyjb@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