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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阐述了体育旅游的概念和类别，研究了世界体育旅游发展现状和原因以及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现

状及其特点，分析了我国体育旅游发展中的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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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tourism in China
TAN Bai-ying，ZOU Rong

（Department of Tourism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The paper expatiate on the concept and regimentation of sports tourism，and give a comparison between its present
developing state in the world and in China. Emphasis is laid on the features of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What’s more，au-
thors discuss the shortage exposed in our sport tourism growing，and put forward some countermeasure 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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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世界体育旅游的发展

1 .1 体育旅游的概念及分类

体育旅游（sport tourism），即以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

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或观摩相关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

的主题旅游。它是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结合的产物，具有集

体育竞技与旅游休闲观光于一体的特性。

根据出游目的的不同，一般将体育旅游者分为以下 4
类，各类体育旅游者分别对应不同的体育旅游类型。

（1）体育赛事的旅游者。此类旅游者出游的主要目的是

前往目的地作为运动员及参加有组织的体育赛事。如参加

奥运会的各国运动员。

（2）观摩体育赛事的旅游者。此类旅游者出游的主要目

的是前往目的地作为观众观摩有组织的体育赛事。如跟随

自己喜爱的球队前往客场比赛的球迷。

（3）自发进行体育活动的旅游者。此类旅游者与参与体

育赛事的旅游者的不同在于后者的活动是自发的，而非有组

织的。如自发前往某滑雪胜地滑雪而非参加有组织的滑雪

比赛的滑雪爱好者。

（4）参观体育胜地的旅游者。此类旅游者出游的主要目

的是前往目的地参观自己心中景仰的体育胜地。如参观美

国 NBA 名人堂的旅游者。

1 .2 世界体育旅游发展现状

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古已有之，古希腊、古罗马

的历史典籍中都有关于人们出游前往某地参加各种运动会

的记载，但是现代意义上的体育旅游的出现是在现代旅游出

现之后，于 20 世纪下半叶才开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世界

体育旅游的大发展主要体现在参与者、体育旅游运动项目和

体育旅游目的地 3 个方面。

（1）体育旅游参与者数量迅速增长。从 1967 年至 1989
年这 12 年间世界体育旅游市场有了 1 300%的增长；1991 年

的《英国旅游者公报》（English Tourist Board）数据表明该国主

要为体育运动目的出游的游客数占总游客数量的 12% 左

右；1995 年体育旅游占英国家庭假日旅游市场的 22%。根

据日本 1993 年的统计数据，34. 2%的日本国内旅游者在旅

游过程中参与了自己喜爱的体育活动。

（2）体育旅游运动项目种类日益丰富。体育旅游已不仅

仅限于登山、滑雪、冲浪等传统运动项目了。以美国为例，该

国 1997 年出版的《Sports Market Place Directory》一书中已收录

了 130 余种适于开展体育旅游的运动项目。

（3）体育旅游目的地也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首先，旅

游地交通状况得到很大改善，可进入性增强；其次，旅游成本

降低，使旅游费用能够控制在大众旅游者可以承受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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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再次，目的地的市场认知度提高，旅游者已经接受体育旅

游目的地这一概念，认可了其作为独立的旅游目的地的市场

地位。

1 .3 体育旅游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的原因

（1）世界旅游业迅猛发展潮流的推动。体育旅游的发展

与近几十年来世界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是分不开的。世界范

围内经济的普遍增长使人们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提高、余暇时

间增多、旅游需求强化，这些都促进了世界旅游业的繁荣。

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呈现总体范围越来

越广泛化，而个体则越来越细分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已成为

推动体育旅游等各种主题旅游迅速发展的一大动因。

（2）各种体育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首先，大型体

育赛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吸引大量的电视观众的同时

也会吸引大量的国际和国内旅游者。奥运会是目前世界上

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超大型体育赛事，每 4 年举办一次。

每到奥运会举办的时候，其举办地都会成为世界的焦点。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在 16 天时间里吸引了大约 150 万名游

客，给澳大利亚带来至少 37 亿美元的旅游收入。除了奥运

会，目前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大型体育赛事。综合类的如各

大洲的洲际运动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专项类的如世界

杯足球赛、欧洲足球锦标赛、环法自行车赛、F1 方程式汽车

大奖赛等。2000 年欧洲游客人数增长 6.2%，而 1999 年这一

数据仅为 1.7%，世界旅游组织在 2001 年 1 月 30 日发布的

2000 年世界旅游公报中称，这一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在比

利时和荷兰举行的 2000 年欧洲足球锦标赛。2000 年 10 月

在马来西亚举行的 F1 方程式汽车大奖赛极大地带动了外国

旅游者访问该国，1 ～ 10 月份，来马来西亚的国际游客激增

33.8%，达 780 万人次。

其次，国内或地区内的各种竞争性或非竞争性的中小型

体育活动日益频繁，促使个人融入相关集体的社交活动性质

吸引了普通大众的参与。日本的“国家老年体育节”每年吸

引 3 万名老年人前往举办地进行体育旅游。1995 年在美国

南佛罗里达举行的超级橄榄球赛为该地带来了 2 亿余美元

的收入。我国足球甲 A 联赛也吸引很多球迷跟随“自己的”

球队前往各地比赛，进行足球体育旅游。这些球迷形成了一

个亚文化圈层，其成员在对足球的爱好方面具有同一性，每

次前往观看比赛就像这一亚文化圈内的一次社交活动，普通

的球迷都可以在其中通过各种交流方式得到该群体中其他

人的理解和认同，被群体接纳的心理需要成为球迷体育旅游

者出游的主要动机。据统计，1998 年我国足球甲 A 联赛平

均每场观众人数已达 2.13 万。

（3）以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为标志的“积极的生活方式”

（active lifestyle）潮流席卷世界，影响人们的出游选择。体育

运动作为“积极的生活方式”的代表最初只在青年中流行，但

目前的趋势却是在向更广泛得多的年龄段推进，而且也正在

超越性别界限，越来越多的女性享受到了运动的乐趣。人们

不仅在体育运动中寻求身体上的健康，而且在体育运动中追

求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这股潮流推动人

们在出游时也不忘选择体育运动。据统计，每 4 位旅游者中

就有一位在出游时寻求参与体育活动。越来越多的旅游胜

地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开始兴建各种体育设施，如高尔夫球

场、滑雪场、网球场、水上运动场等，开展各种特色体育旅游

项目，以吸引体育旅游者。

2 我国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2 .1 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现状

从世界，尤其是旅游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体育旅游的

大发展是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出现的，

从我国体育旅游的现状来看也符合这一发展规律。

以“五一”、“十一”长假政策的推出为契机，旅游业近年

来在我国的发展势头迅猛。体育产业的发展相对旅游业而

言要迟缓一些，但其快速扩展的趋势却已初见端倪。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体育部门始终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发展

竞技体育方面，而忽视了大众体育的发展。这一点突出表现

在各地体委热衷于推行“金牌战略”，大搞“奥运工程”、“全运

工程”，对于以提高民众身体素质和体育意识为主要目的的

大众性非竞技体育活动则关注较少。这一本末倒置的做法

实际上是违背体育运动强身健体、怡情冶性的宗旨的。相关

政府部门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开始大力推行“全民健身计

划”。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全民健身活动的

推广，我国体育产业明显呈快速扩展之势。1992 年至 1997
年全国居民的文化体育消费指数年平均增长率达 5. 1%；

1997 年全国居民用于体育用品的支出位于日常基本生活消

费之外重要消费支出的第 6 位，居于子女教育、电器、住房、

书报、高档服装之后；仅以桂林市为例，目前全市年均体育消

费额已达 4.7 亿元人民币。

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良性增长推动了我国体育旅游

的发展，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各地因地制宜，开

发了多种体育旅游产品，较著名的有青藏高原登山、黄河漂

流、东北滑雪、湖北赛龙舟、郑州观少林武术、内蒙古看那达

慕大会等等。国家旅游局更将 2001 年定位“中国体育健身

游”年，共推出 60 项具有地方特色的大型体育健身旅游活动

和 11 大类 80 个专项体育健身旅游产品和线路，让国内外游

客在其中充分感受中国体育旅游产品的魅力。

2 .2 我国体育旅游的特点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01 年中国体育健身游活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囊括了我国目前已有的大部分具有典型

代表性的体育旅游产品，可以看作我国体育旅游的一个缩

影。下面，就以该方案为例，分析我国体育旅游的特点。

（1）我国体育旅游产品的地域分布特点

根据《方案》将体育旅游分为专项旅游路线和体育旅游

节庆活动的分类方法，我国体育旅游产品的地域分布特点如

下：就专项旅游路线而言，西部地区显然占有绝对优势，以

43 项占了总计 82 条路线中的 50%强；东、中部以 25. 6%和

22%远远落后西部。在体育旅游节庆活动的开展方面，东部

地区则显然走在了前面，在 2001 年共计有 30 项大型节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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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入围，占全部 64 项活动的 46. 9%；西部地区为 31. 3%；中

部地区以 21.9%位居第 3。就这两类的整体数量而言，我国

西部体育旅游产品分布最广泛，以 63 项产品，占全国总数

43.2%的比例位居第一；其次为东部地区，51 项产品，占全国

总数的 34.9%；中部地区只有 32 项产品入围，仅占全国总数

的 21.9%。总之，我国体育旅游产品在地域分布上已形成了

分布广泛，东、中、西部地区都有分布；东部地区以节庆体育

旅游产品为主，西部地区以专项线路体育旅游产品为主的格

局。这一格局形成的主要原因为：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山

地、高原、丘陵、平原、河流、湖泊、海洋等各种齐全的地貌形

态有规律地分布于东、中、西各个地区。一般而言，山地、高

原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东、中部地区主要为丘陵、平原地

带。河流、湖泊也是在东、中部地区分布较为广泛。海洋则

绝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不同的自然条件适合发展不同

的体育旅游项目，所以，我国的体育旅游分布广泛，各地区均

有所发展。其次，虽然我国东、中、西各地区的地貌形态各有

特色，但西部地区的地貌形态最复杂：有高山可以登，如青藏

高原登山旅游；有绝壁可以攀，如广西桂林阳朔月亮山攀岩

旅游；有沙漠可以探险，如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徒步探险；有

人迹罕至的美景可以徒步观赏，如西藏徒步旅游；有惊险刺

激的急流可以漂流，如黄河源头探险；等等，不一而足。此次

《方案》中列出的 11 种专项旅游线路西部地区每种都有入

围，而且质量都比较高。相较之下，东、中部地区都有若干

“薄弱”项目。再次，西部地区发展体育旅游不仅有良好的自

然资源，而且有很好的人文资源。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

要聚居区，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种类繁多、风

情浓郁的体育项目及活动，如藏族的赛马大会、雪顿节、哈萨

克族的“姑娘追”，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都是非常具有吸

引力的旅游资源，可以开发成高品质的体育旅游产品。可以

说，良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人文资源条件决定了西部地区在

我国体育旅游中的地位。最后，东部地区由于经济较发达，

举办大型的体育旅游节庆活动有资金保障；社会文化与国际

接轨的程度较大，所举办的体育旅游节庆活动一般都以国际

流行的体育项目为主；该地区人民的体育旅游意识较浓厚，

所举办的体育旅游节庆活动有市场保障。另外，东部地区有

我国较为稀缺的海洋资源，在开展海洋体育旅游产品方面有

一定的优势。所以，东部地区能够以开展体育旅游节庆活动

为主发展体育旅游，并在我国位居西部之后，占据体育旅游

业老二的位置。中部地区的资源条件不如西部，经济基础和

社会文化发展水平不如东部，在我国体育旅游的地域分布中

呈现劣势也就不足为怪了。

（2）我国体育旅游产品的季节分布特点

专项旅游路线所涉及的体育旅游项目除极少数（如青藏

高原登山旅游等）外，一般季节性不明显，一年四季都可以进

行。体育旅游节庆活动全年共有 64 项体育旅游节庆活动，

其中有 24 项集中于第三季度，18 项集中于第二季度，说明这

两个季度是我国体育旅游节庆活动最多的季节，二者之和占

总数的 65.6%。第一、四季度则少一些，分别有 13 项和 9 项

举行，占总数的 20.3%和 14. 1%。总的来看，我国体育旅游

产品的季节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主要集中于二、三季度，

即春、夏、秋季。这一特点主要是由于我国适合开发以滑雪

为主的冬季体育旅游产品的自然条件有限，天然优质滑雪场

在我国也属于稀缺性旅游资源。

（3）我国体育旅游产品的民族文化特点

在《方案》中所罗列的体育旅游节庆活动中，以我国特有

的民族体育项目为活动主要内容的有 25 项，占总数 64 项的

三分之一强。这一数据体现了我国体育旅游产品的一大特

点：浓郁的民族文化风情。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多姿多彩

的民族风情是我国最宝贵的人文资源之一，民族文化与体育

旅游相结合，在体育旅游中注入中国特色民族文化的因素，

真正体现了“人无我有”的创新内涵，是我国体育旅游走向世

界的重要保障。西班牙斗牛观赏旅游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

3 我国体育旅游的不足及其开发对策

我国体育旅游尽管在近年来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仍

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改进。下面仅就产品开发、政府管理

和市场开拓方面谈一下看法。

3 .1 存在的主要问题

（1）体育旅游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开发有待系统化

虽然《方案》中罗列了 146 项体育旅游产品，数量可观。

但其中某些产品，尤其是 64 项节庆体育旅游产品中的一部

分，是“体育健身旅游年”这一主题的产物，这种性质决定了

其生命周期的短暂性。在“体育健身旅游年”结束之后，这些

体育旅游产品的市场生命还有多久，就值得怀疑了。而且，

就全国范围而言，目前我国体育旅游的开发仍显得较为零

散，尚未形成气候，高质量的体育旅游产品不多。

（2）体育旅游的政府管理有待理清

由于历史的原因，体育产业是我国最迟进行体制改革的

产业部门之一，目前尚处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阶

段，体制尚未完全理清，仍然存在很多非市场经济的思想和

做法。加之旅游业又是一种综合性非常强的产业，其发展需

要各管理部门的协作。因此在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管理

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令出多门、管理混乱的局面。

（3）体育旅游的市场开拓有待加强

我国体育旅游的市场基础尚欠雄厚。国民的大众体育

意识近年来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说尚有待加强，这

是我国长期推行竞技体育政策、忽视大众体育发展的后遗症

之一。人们积极主动地寻求参加体育活动的意识被抑制了，

这就导致了我国体育旅游的群众基础较为薄弱。要使体育

旅游产品顺利被我国大众旅游市场接受，需要进行较大力度

的前期市场开发，改变我国国民大众体育意识薄弱的观念现

状，逐步积淀深厚的体育旅游市场观念基础。

3 .2 相应的开发对策

（1）对于主要应“体育健身旅游年”这一主题而生的生命

周期短暂的体育旅游产品，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进行产品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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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延长其生命周期。如浓缩原产品中具有持续市场生命力

的组成部分，组成新的体育旅游产品；深度挖掘原产品的精

髓，寻找新的市场卖点，根据这一卖点对产品进行重新整合；

与生态旅游、文化旅游等其他旅游形式相结合，形成新型体

育旅游产品。延长产品生命周期的关键在于因地、因事、因

市场而异，挖掘原产品中的精华，摈弃不合理部分，加入新的

市场卖点，然后再加工出具有较长生命周期的新旅游产品。

（2）我国目前体育旅游产品的非系统化现状，其原因并

不在于资源欠缺，而在于对体育旅游的发展潜力认识不够，

重视不足。如前所述，体育旅游作为一种同时满足人们休

闲、康娱、社交等精神和物质需求的新兴旅游产品，在 21 世

纪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我国不仅地貌、气候形态多样，适合

多种体育旅游项目的开展，而且民族特色体育资源丰富，开

发大批高质量体育旅游产品的先天条件是具备的。可是，这

些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优秀的体育旅游资源未得

到有效的开发利用。体育旅游要在开发方面系统化、规模

化，首先政府部门应该重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有所侧重。

其次，企业界也应充分意识到体育旅游的市场潜力，在制定

投资决策时优先考虑。

（3）体育旅游的政府宏观管理秩序较混乱，是我国由计

划体制向市场机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现象，属于先天不

足。针对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很多地方发展一般旅游业的对

策，由政府主导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管理，这样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提高效率，避免混乱。这一对策的前提是政府要看

到体育旅游的发展潜力，给予体育旅游充分的重视。缺点在

于政府介入的尺度较难把握，过多的政府行为反而会导致体

育旅游这一新事物在实践中的僵化变形，不能体现其应有的

活力。

（4）以大力推广“全民健身计划”为开端，国家相关部门

已经开始纠正重竞技体育轻大众体育这一错误，这对于我国

体育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是毋庸质疑的。对于体育旅游企

业来说，针对目前我国大众体育意识有待加强的现状，就应

在产品市场的开拓方面加大投入，通过适宜的市场开发，将

体育旅游概念深入人心，取得好的经营效果，从而形成体育

旅游开发、经营管理、盈利、再开发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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