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对比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 
编号：06-31  组长：潘威奇  组员：赵航，陈稚翰，郭承勲 

目录： 

一 简介 

（一）研究目的 

（二）研究价值 

（三）研究方法 

      1 问卷调查 

      2 文献综述 

 

二 内容 

（一）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简介 

（二）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对比 

1对比历史 

2对比规则 

3对比棋子 

4对比攻防战略 

5结论 

（三）最终成品 

附件： 

组员反思 

参考文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一 简介 

（一）研究目的 
众所周知，中国象棋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百年来一直

是得到推崇的益智棋盘游戏。可是，在新加坡，中国象棋不如国际象

棋受欢迎。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都是属于益智游戏，可两者却有很大

的差异。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和分析，达到以下目的: 

 介绍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异同； 

 彰显中国象棋的特点及其文化内涵。 

（二）研究价值 
本研究价值在于对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特点从新颖、独特的

角度进行了切割与分析。虽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象棋不如以前

流行，可与中国象棋不同，国际象棋可以更多地通过互联网这个平台

来进行。比如 chess.com 网站拥有 5000 万用户，而中国象棋没有对

应的平台。通过研究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差异与相同之处，能够反

映当代中西文化的异同。本文也将针对历史，规则，棋子和攻防战略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讨。网上也有少量研究涉及到对这两种象棋

比较及分析与所反映出的不同文化差异的研究，但其研究不够具体，

也相对比较分散。 

（三）研究方法 
本文将从试卷调查法和内容分析法分析。问卷调查法以一定格

式的试卷，让应答者用最基本的答题形式回答问题的方法，其结果作

为了解研究分析问题的数据资料，并确定问题是否有探讨的价值。内

容分析法是一种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文本内容来传达意图的方法，

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景和思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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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卷调查 
    组员用谷歌表单做了一个问卷，请本校学生们填写，以收集资料。

以下是调查所得到的结果。 

 
图 1-1 

 
图 1-2 

 

综上所述，对于新加坡的学生来说，国际象棋比中国象棋知名

度高，而且他们不了解两种棋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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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研究 
为了解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组员在网上浏览了数篇文章。几

篇文章与结论如下： 

文章 不同点 

《从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的

异同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这篇文章对国际象棋与中国象棋

有做对比，并得出中西方差异 

的结论。可是，对比只有起源和

发展的对比，并不全面。而且文

章利用排列的手法，对比并不明

显。 

 我们的网站有更全面的比较，从

许多不同的来进行比较。畏怯我

们的网站简化这些内容，让年轻

人更轻易地理解。 

 

《中西象棋中的文化语义对

比研究》 

 这篇文章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并

引用了关于中国象棋的古文。 

可文章偏向中国象棋，对于西方

象棋比较简略。 

 我们的研究包含了西方象棋和中

国象棋，提供了读者更多信息 

 

《简析中国象棋的起源与发

展：体现中国传统美德》 

 这篇文章表示了中国象棋的最早

起源存在这诸多争议。有些人为

象棋在春秋时期诞生，并认为想

起在模仿当时兵制而产生的。 

 我们的研究却显示了象棋在战国

时期出现的，提供了不同的证

据，可是对于中国象棋的起源，

还是存在诸多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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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比较

研究——棋子的作用和棋盘

的阵型》 

 这篇文章简单地探讨了国际象棋

和中国象棋的攻防战略和棋子的

行动范围 

 相对而言我们的网站提供了一个

更详细的解释，而且讨论并比较

了一局当中不同时间的最佳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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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内容 

（一）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简介 
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都是一种二人对弈的棋类游戏。 

中国象棋使用方形格状棋盘，圆形棋子共有 32 个，红黑二色各

有 16 个棋子，摆放和活动在交叉点上。双方交替行棋，先把对方的

将（帅）“将死”的一方获胜。 

国际象棋（Chess），又称西洋棋，棋盘为正方形，由 64 个黑白

相间的格子组成；棋子分黑白两方共 32 枚，每方各 16 枚。 

1 对比历史 

 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 

起源地 中国 

在春秋战国时代《楚辞. 

招魂》中就有：“蔽象

棋，有六博兮。”的词句

说明在当时已经有了“象

棋”这个名词。 

古印度 

最早的记录是在萨珊王朝

时期用波斯文写的。 

起源时间 约两千年前战国时期 约公元 2～4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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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比规则 

 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 

行棋规则 棋子摆在棋盘的线的交叉

点上。 

棋子就放在棋盘上的格子

中移动。 

双方对下，每次走一步，双方轮流行棋。 

棋子可以“吃”其他棋子。 

棋盘布局 棋盘由九条平行的竖线和

十条平行的横线相交组

成，共有九十个交叉点。

棋盘中央没有画直线的地

方称为“河界” ，棋盘两

端各画有斜交叉线的地方

称为 “九宫” 。 

棋盘由横纵各 8格、颜色

一深一浅交错排列的 64 个

小方格组成。深色格称黑

格，浅色格称白格，右下

角是白格。 

棋盘左右不对称，分王翼

和后翼，双方很可能会形

成两翼分开对攻的局面。 

棋盘完全对称，可以走出

镜像移动的局面。 

棋子数量 由红白两种棋子组成，采

用平面棋子，上面刻字代

表棋子种类。 

由黑白两种棋子组成，采

用立体棋子。 

棋子共有三十二个，分为两组，每组共十六个 

目的 都是以获得胜利为最终目的，把对方的将将死。 

结论：中国象棋的子力总价值却比国际象棋小，但棋盘比国际象棋大。

而且，中国象棋的特别规定比国际象棋来的多，如 “马别腿” ，

“相塞眼”，“将士不出宫”，“将帅不照面”，“相不过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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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比棋子 

 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 

王 红方为“帅”，黑方为

“将”。将帅必须待在九宫

里。 

没有皇宫，到了残局必须“御

驾亲征”。 

可横直斜行走，每次只能走一格。 

车 无论横竖均可行走，步数不受限制。 

马 如果行走有别的棋子挡住，马

就无法走过去，俗称“蹩马

腿”。 

可以越子。 

行走的方法是一直一斜，即先横着或直着走一格，然后再斜着

走一个对角线。俗称“马走日” 。 

兵 红方为“兵”，黑方为

“卒”。在未过河前，不能横

走。过河以后可左右移动，但

也只能一次一步。 

走第一步时，可以走一格或两

格。直走斜吃，如果兵的斜进

一格内有对方棋子，就可以吃

掉它而占据该格。 

只能向前直走，不能后退，每次只能走一格。 

象 红方为“相”，黑方为

“象”。利用对角线走两格，

俗称“象飞田”。不能过河，

且如果行走有别的棋子挡住，

象就无法走过去，俗称“塞象

眼”。 

只能斜走，步数不受限制。 

后 没有对应的棋子 可横直斜行走，步数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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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红方为“仕”，黑方为

“士”。只能在九宫内走动。

只能走九宫的斜线。一次只能

走一个斜格。 

没有对应的棋子 

炮 走法与车相同，在吃子时，必

须跳过一个棋子。俗称“炮打

隔子” 、 “翻山” 。 

没有对应的棋子 

结论：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的大多数棋子都可以对应。在对应的棋子

中，只有车的走法是完全一样的，其他棋子走法的差别形成了中国象

棋与国际象棋阵形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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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比攻防战略 

 中国象棋 国际象棋 

开局 开局是棋手研究得最多的内容，和开局有关的著作在棋类

书刊中的比例最大。如国际象棋的开局体系大都按照地名

或人名来命名，例如乌菲姆采夫防御，英格兰开局。 

要求先出动重子(车，炮)及

时地控制局面，达到先发制

人的目的。讲究“三步不出

车，必定是死棋”。 

如果过早地出动重子，就可

能把重子暴露在对方的棋子

下，反而陷于被动。先用

兵，马和象来控制中心格，

因为处在中心格的棋子能够

发挥最大的移动力。 

中局 需要获得子力优势，有必要的时候兑子，利用累积优势进

入一个占优的残局。 

双方在中局选择兑车的时候

会尽量谨慎，因为残局中如

果只有马炮是不容易获胜

的。 

对局中即使兑掉了重要的棋

子，依然可以利用兵的升变

机制获取巨大优势。 

残局 往往是车/马/象和兵等棋子

的残局，此时只要优势一方

思路正确，不出重大失误，

合理利用护通路兵升变的技

巧就可以获胜。 

兵无法后退，象、士移动受

限等因素导致残局比较复

杂。 

结论：中国象棋的棋子没有国际象棋的灵活，而且没有 “兵兵升变” 

的特别规定。因此导致一条战略要经过很多步才能实现。所以往往一

个复杂残局要经过上百步才能解完。而国际象棋就没有那么繁琐，优

势一方可以快速扩大优势成胜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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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最终成品 

网站链接：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chess/ 

  

https://sites.google.com/student.hci.edu.sg/ch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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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组员反思 

潘威奇：在书写论文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瓶颈和难题。首先，

在做文献综述时，我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对这些进行客观、细

致、较为全面的分析、比较和综合，明白了“深入浅出”的道理。通

过这次专题作业的经验，我受益匪浅，作为一个国际象棋玩家，我学

到了很多知识，并从中国象棋领悟出很多战略手法，使我的棋艺进步。 

赵航：这半年的学习旅途一转眼就过了，回头一看，发现自己还是

有许多不足的地方，所以希望利用这次报告来总结和检讨一下。首先，

我在这半年中遇到了许多难题,比如疫情对我们造成的影响 。 我从

专题作业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更好的时间管理。因为冠状病毒的

爆发，做专题作业的时间也减少了。所以，如果有好的时间管理，就

不会因为病毒而受到影响。我认为我们的专题作业还有所改进，比如

我们每个组员都应该更团结，成品也应该做的更精致，更详细。下次

如果还有机会做专题作业，一定会吸取教训，做得更好。 

陈稚翰：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我对东西方的文化产生了更深的了

解，并学会赏识东西方悠久又丰富的历史文化。此外，我们组员都会

分担工作量，靠我们的能力与优势完成不同的任务，达到工作效率高

的效果，让我领悟到分工合作以及沟通的必要性。 

郭承勲：我从这个专题作业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更深入的了解到了

国际象棋和中国象棋的相比和它们各自的精彩文化历史，让我对这两

种象棋启发兴趣。我从专题作业也领悟到了分工合作和安排时间的重

要性，不应该临时抱佛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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