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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述了我国体育旅游产品开发的阶段与存在的问题，指出体验化设计是体育旅游产

品深度开发的重要方向之一，并分析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新内涵。进而探讨了体育旅游产

品体验化设计的方法，并提出了“迎亚运”体验型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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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gave an overview of stages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in China, pointed out that experiential product desig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rientations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analyzed new connotations of the design of experiential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then probed into methods for the design of experiential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and put forward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xperiential sports tourism products for welcoming the “Asian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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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经济给不断发展的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作为集体育竞技与旅游观光于一体、以参与体育运动

或观摩体育赛事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旅游要更好、更快

地适应旅游体验化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可以通过

项目产品的体验化设计创新，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和深

度开发。 

 

1  体验经济与旅游体验 
1970 年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

书中预测了体验经济的到来，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

经济、制造经济、服务经济等浪潮后的经济形态，商

家将靠提供体验服务获胜。B·约瑟夫·派恩和詹姆

斯·H·吉尔摩[1]在《哈佛商业评论》中指出了体验经

济时代的来临，提出体验是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

道具，围绕消费者创造出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并

最终实现高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形态。体验的本质是

当一个人达到情绪、体力、智力甚至于精神的某一特

定水平时在意识中产生的美好感觉。按照消费者参与

程度和环境上的关联性，体验可分为 4 个类型——娱

乐、教育、逃避和审美。伯恩德·H·施密特[2]从消费

者认知心理过程出发，将体验分为感官体验、情感体

验、思考体验、行动体验和关联体验，称为战略体验

模块。 

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是体验经济理论与实践应

用、发展的大舞台，而旅游的体验化与旅游产品的体

验设计创新则是旅游发展基本趋势。著名旅游学者科

恩[3]将旅游体验方式划分为 5 种类型：休闲的方式、消

遣的方式、经验的方式、实验的方式和存在的方式。

普恩提斯和瑞特[4]综合多方面的研究指出：旅游体验的

等级分为摆脱紧张、享受自然、学习、价值共享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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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并且认为因旅游者有多种类型，他们寻求体验的

类型也不同；但体验的标准是使旅游者最终达到“畅”

的感受。 

 

2  我国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状况和体验化

设计内涵 

2.1  我国体育旅游产品开发的历程 

第 1 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前。受制于普遍较低的生

活和收入水平，人们一般进行如跑步、打球、踢毽子、

游泳、骑自行车、溜冰等健身活动。该阶段国家尚未

有规模有组织的专项开发体育旅游产品。第 2 阶段是

改革开放后至 20 世纪末。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国民

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人们思想获得极大解放，旅

游业也得到了空前发展，人们对旅游健身活动的要求

也趋向多元化，多种多样的体育旅游项目在我国兴起。

第 3 阶段是 21 世纪初至今。我国成功获得 2008 年奥

运会和 2010 年亚运会举办权，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国

人对体育的热情。而 2003 年的 SARS 爆发也让人们意

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

提高以及休假制度的完善，人们的体育旅游需求不断

被激发出来。国家添置了大批体育旅游设施，很多旅

游企业不断开发系列体育旅游产品。 

2.2  我国体育旅游产品存在的问题 

体育旅游产品结构单一，缺乏特色与创新。体育

旅游产品以“团体、包价、观光、标准”等为主，特

色的项目产品很少，众多旅行社经营千篇一律的产品，

加剧了市场恶性价格竞争；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内涵

与延伸价值未得到深入挖掘。大多数体育旅游产品的

开发仍停留在对原始体育旅游资源的简单加工，不能

满足旅游者情感、精神和个性化等新需求；市场调研

及市场营销环节薄弱。体育旅游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

往往不进行或不注重进行市场调查，主观判断和跟风

现象严重。产品市场营销与产品开发管理体系脱节，

市场营销与产品整体和长远目标、利益相脱节；体育

旅游产品模糊及主题雷同现象严重。主题是旅游产品

的外显身份和内在灵魂，我国相当多的体育旅游产品

或缺乏鲜明且具有吸引力的主题，或跟风模仿、主题

雷同。体育旅游产品的成熟程度落后于消费者的成熟

度，服务质量水平普遍偏低，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不高。 

2.3  体验经济时代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化设计 

体验化设计是体验经济时代体育旅游产品深度开

发的重要方向。丰富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内涵，经济

产出类型的体验设计将成为体育旅游产品的一部分，

吸引顾客参与和消费来获取体验的高经济附加值。 

在体验经济时代，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表

现： 

1)突出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属性，将体验视为产

品新的、高回报的价值源泉。游客投入时间、精力和

费用参与体育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差异化体验中的

精神享受，换取一次难忘的经历。继价格竞争之后，

体验成为体育旅游产品新的价值竞争焦点，这种竞争

的立足点是市场导向、强化特色和以人为本。体验成

为一种全新的、主要的经济产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可以充分满足游客的情感、精神和个性化需求。 

2)生产与消费的互动性。实现体验的核心在于提

高体育旅游者的参与度以满足其情感和精神享受需

求，这种体验是消费者与体育旅游经营者、旅游地居

民等相关主客体互动的结果。体验产生的互动性特点，

决定了体育旅游产品的开发一改以往消费者只是被动

接受产品和服务的局面，而将消费者有机地融入到生

产的过程中，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交换，达到

互动的目的。 

3)产品价值的独特性。体验经济时代，体验的结

果独特性特点导致了体育旅游产品是高度个人化的。

每个人通过互动体验后，由于文化背景、认知方式等

的不同，得到的体验也是大相径庭的，是彼此无法理

解仿造的，而留在脑海里的美妙印象也是个性化的。 

 

3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方法 
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化设计可遵循“一个目标、

两大基础、三项原则、四个步骤”的途径。 

3.1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目标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直接目标是在顺应体

验经济趋势、突出旅游资源文化属性、围绕“旅游体

验”主题的基础上，创造体验型产品，满足游客体验

需求，实现体验经济效益。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

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体育旅游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3.2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基础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两大基础：实现体育

旅游资源的体验内涵和特性及把握旅游市场的体验需

求和新趋势。 

体育旅游资源的体验内涵和特性主要有 3 个维

度：资源的外在形式为体育旅游主体提供的体验要素；

资源的内在寓意，包括历史、文化、社会、审美等含

义引发的体验联想；外在形式和内在寓意的关联度，

即两者的结合能使主体形成一脉相承的整体印象，而

不是支离破碎的体验感受。 

体育旅游市场的体验需求和新趋势主要表现在 3

个方面：从体验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了娱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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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避和审美 4 类体验；强调满足消费者情感、精神和

个性化需求；消费者主动参与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以

发挥自我想象力和创造力。 

3.3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原则 

1)把握体育旅游产品的经济属性，顺应经济发展

规律，包括：(1)创新性。产品的体验化设计与时俱进、

顺应和体现体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和新特征，体现时

代气息和特征。(2)市场导向。产品的体验化设计符合

市场经济基本规律，充分满足旅游市场需求并适时创

造、引领新需求。(3)丰富科技含量。体验经济时代也

是科技革命与创新的时代，引入科学技术为产品的体

验化设计提供了多元化空间，也体现了时代特征。 

2)把握和挖掘体育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实现体育

旅游产品文化属性的合理具象化。包括：(1)强调文化

创意。产品的体验化有赖于对游客的个性化情感和精

神需求的关注和满足，需要深入挖掘体育旅游产品的

文化内涵，不断注入新的文化内容，提升文化层次，

塑造新的文化主题。(2)物质现实复原[5]。产品的文化

属性和内涵是相对抽象的概念，需要具体的物质现实

载体，在旅游产品的质量、特征、式样、品牌、包装

及组合方式上为游客创造出深刻的体验经历。(3)强调

对资源的管理和保护。很多旅游资源的价值首先在于

它所具有的内在历史和社会价值，而非它所具有的外

在旅游和商业价值[6]。产品的体验化设计和可持续发

展，必须加强对体育旅游资源的管理及内在价值的保

护，关注和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寻求开发

和保护的平衡点。 

3)突出和增强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属性。包括：

(1)提高参与度。游客体验源于对旅游过程的参与和投

入。游客对旅游过程及产品的参与主要包括精神参与

和身体参与[7]。产品的体验化设计应通过多种途径和项

目的精心设计以提高游客的参与度。(2)注重差异性。

体验经济时代，产品设计要保持体验与众不同的个性，

不断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旅游感受。(3)体现真实性。随

着游客教育水平、知识素养和消费层次的提高，游客

对旅游产品的真实性体验要求越来越高。产品的整体

或某一环节缺乏真实性或粗制滥造都会给游客留下负

面印象，恶化其旅游体验。(4)增强挑战性。在保障安

全性的前提下，产品适度的挑战性能使游客真正忘却

自我，产生深刻难忘的体验经历。 

3.4  体育旅游产品体验化设计的步骤 

主题、情节、项目和氛围是体育旅游产品的体验

化设计主要涉及的 4 个要素。 

一次完整的体验需要一个统领性的主题[8]，明确而

富有特色的主题能有效地吸引游客，激发游客对产品

所传达的信息产生联想和共鸣，做出积极的反映。好

的主题突显个性、特色与新奇，同时具有具体化、现

实化的空间和潜力。体验的主题必须通过情节来实现。

体育旅游各个要素的构成元素之间、服务人员与游客

之间应该具备有机联系，使得情节发展具有内在的逻

辑性，通过动态与静态情节的融合，真实与模拟情节

的辩证结合，从正面强化主题，吸引游客参与投入其

中，让游客获得一次完整的感受和体验。 

项目的设计是体验旅游规划的核心。项目的设计

应该让游客参与产品的设计和策划、参与线路的设计

和组合，提高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参与度，做到游客

与服务人员、经营者及当地居民共同作为“演员”在

“舞台上演出”。同时，应深入展现其所依托的旅游资

源的文化内涵，融娱乐与教育于一体。令人难忘的体

验经历还需要外围环境的和谐衬托。氛围是最直接、

最深刻影响体验的因素之一。搭建体验的场景和舞台，

在视觉设计、活动设计、声音设计、味觉设计、触觉

设计等方面追求旅游产品差异、产生特色，调动旅游

者视觉、味觉、嗅觉、听觉等感官达到全方位的参与

体验[9]，营造令游客难以抗拒的欢乐或疯狂、刺激的氛

围，可以吸引游客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经历深刻而令

人难忘的身心体验。 

 

4  “迎亚运”体验型体育旅游产品设计 
广州申办 2010 年亚运会的成功，为广东省体育旅

游业在资源整合、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等方面向高层

次发展提供了机遇，体验型体育旅游产品必将给体育

旅游经营企业开拓新的赢利空间。广东可以尝试开发

以下类型的体验型体育旅游产品： 

“亚运新貌”观赏体验游——以广州亚运体育场

馆资源为基础，结合滨江城市景观、岭南传统文化与

生活方式、商业文化与现代化开放特色观光资源，开

发侧重旅游目的地形象宣传的体验型产品。2001 年 9

月广州“广之旅”乘第 9 届全运会在广州举行之机，

组织了“九运场馆，先睹为快一日游”，2004 年 4 月

又推出了展现广州传统与现代魅力的“广州申亚一日

游”，反映良好。今年北京奥运会场馆“水立方”跟“鸟

巢”公开亮相，吸引了不少国家的游客前来参观。广

州亚运城着重塑造岭南水乡的形象，广州亚运会的武

术及舞蹈比赛馆鸟瞰似“太极”，各个场馆的设计各具

特色，都会吸引很多人的眼球。2009 年 12 月至 2010

年 3 月，除亚运城外，亚运会其余场馆和配套设施完

成调试、竣工验收和移交，投入试运行。2010 年 5~9

月，部分场馆举行亚运会测试赛。旅游者参与该项目

产品将通过视听感官对体育活动、体育建筑场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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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艺术景点、特色体育文化、城市风情进行欣赏体验，

从中获得新奇和愉悦的感受。在设计陆路线产品的同

时，可尝试开发部分空中旅游线路产品。 

“我与亚运携手共进”健身体验游——休闲娱乐

型、竞技型、拓展型健身体验产品。休闲娱乐型健身

体验产品主要以登山、冲浪、骑马、高尔夫、游泳、

钓鱼、保龄球、网球、羽毛球、健美操、溜冰、潜水、

武术、温泉等项目为依托；竞技型健身体验产品主要

以滑雪、帆船、滑翔伞、射箭等项目为依托；拓展型

健身体验产品主要以各类探险、攀岩、漂流、海上摩

托等刺激项目为依托，同时穿插设计新颖的娱乐性活

动，具有很好的市场前景。以利用海岛型体育旅游资

源为例，广东是全国海岸线最长的省份，沿海有 651

个岛屿，针对适合年青人好奇特点开发新型猎奇的如

海岛探险、观光潜艇等体验型产品，游客可以获得游

猎和健身结合的欢乐体验。 

“经典亚运、魅力广东”观赛文化体验游——组

织观众观摩各项体育赛事之余参加各种节庆和文化活

动的体验产品。这类体育旅游产品具有独特的体育文

化内涵，呈现出民族性、历史性、地域性、文化性融

于一体的特点。亚运会举办期间，体育比赛活动场面

激动人心、吸引力强，因为对自己喜爱的运动项目的

共同兴趣而形成一种体育文化精神，大量的观赛者会

前往比赛场地进行观摩并参加各种相关活动。由于参

赛者和观战者都发生了空间位移，多数人会连带选择

观光、休闲、购物，旅游成为最容易衍生的大众化活

动之一。观战各类赛事，辅以黄飞鸿故居观光、广府

饮食文化体验游，或岭南风情游、休闲购物游、都市

观光娱乐、史迹文化游及各种娱乐参与性项目，可以

缓解旅游者的紧张心情之余使之领略异地风土人情。

为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在亚运会举办前应推出一些商

业性文化主题节庆体育活动，不断强化消费者对亚运

会的期望程度。如秦皇岛 2002 年 8 月举办健身展示大

会，有 3 000 余名中外运动员、教练员参加包括舞狮、

舞龙、体育舞蹈、沙滩拔河、健身小姐、花样轮滑、

门球、秧歌、风筝等 10 项比赛[10]。广东省拥有粤府文

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侨乡文化、雷州文化、少

数民族文化，能够挖掘出很多文化体验素材。 

体育旅游企业具体进行经营设计时，应充分利用

广东地区的丰富体育旅游资源，及时把握消费者消费

观念和消费方式的变动趋向，精细构思，方可做到有

的放矢、适销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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