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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旅游不是体育与旅游的简单移植，而是体育与旅游的特殊组合，具有功能独立

性、异质兼容性和功能延展性等复合特征。体育旅游属于朝阳产业，应划归旅游学科。体育旅游

项目称谓应是由动词与名词组成的动宾结构复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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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people’s in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and classification of sports tourism in pre-

vious researches,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attribution of sports tourism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revealed 

that sports tourism is neither simple tourism nor simple sport, but the special combination of sport and tourism, and 

provided with such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as function independency, heterogeneity compatibility and function ex-

tensibility. The author considered that sports tourism is more like a rising industry, should be attributed as a tourism 

discipline, whose item designation should be a complex phrase in a verb-object structure consisting of a verb and a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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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育旅游”一词出现以来，人们对它的概念

界定、类别划分、特征分析及相关的资源开发、不同

群体体育旅游项目等问题的研究日趋增多。但目前最

核心的问题，即“体育旅游究竟是什么”仍有很多争

议。体育旅游是否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它与一般

意义上的旅游或体育最本质的区别在哪？体育旅游与

体育旅游资源又有何不同？本研究在分析人们对体育

旅游概念的界定以及类别划分的基础上，探讨体育旅

游的归属问题。 

 

1  体育旅游的界定 
体育旅游究竟是什么？对 1991~2008 年体育旅游

相关研究梳理后发现，人们对体育旅游概念的界定虽

有部分类似，但总体看来具有明显的非一致性。例如

刘杰[1]认为：“旅游”是旅行游览的意思，它是一个动

态过程，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空间移动。其

中“旅”是手段，“游”是目的，当“游”主要包含体

育，即以提高自己的健康或提高某一方面的竞技水平

为目的时便成为体育旅游。韩鲁安[2]对体育旅游从广狭

两个方面进行了界定，即体育旅游从广义上讲是指旅

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身体娱乐、身体锻炼、体

育竞赛、体育康复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与旅游地、

体育旅游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

指为了满足和适应旅游者的各种体育需求，借助多种

多样的体育活动，并充分发挥其诸种功能，使旅游者

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从而达到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汪德

根[3]认为：体育旅游是以体育资源和一定的体育设施为

条件，以旅游商品的形式，能为旅游者在旅行游览过

程中提供融健身、娱乐、休闲、交际等各种服务于一

体的经营性项目群。谭白英等[4]认为：体育旅游，即以

非盈利目的离开家庭所在地，以前往某一目的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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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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竞技与旅游休闲于

一体。于素梅[5]认为：体育旅游是旅游者较长时间离开

生活地以旅游和体育为主要目的，以休闲、娱乐、健

身、探险等为主要动机，以欣赏、观看或参与体育运

动为主要形式的旅行游览活动。 

从上述界定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体育旅游的

认识基本上集中于它是一种“旅游活动”（旅游形式、

旅行游览活动）上；有个别研究者认为它是一种经济

活动、社会活动；还有人认为是非商业性旅游，而与

之相反，有人认为是经营性项目群等。从这种非一致

性认识可以看出，体育旅游究竟是什么还未成定论，

但基本可以将它确定为一种旅游活动而非单纯的体育

活动。因此，研究中那些将单纯的体育活动也称作体

育旅游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作为一种旅游活动，一种特殊的旅行游览活动，

体育旅游具备“旅游”的一些本质特征，如审美性、

异地性、流动性等，同时还具有重复性、参与性、专

业性、挑战性、健身性等特征。其中，重复性是指旅

游者对某一体育运动项目的喜爱，能促使他多次到同

一旅游地从事该运动或观看比赛。参与性集中表现在

旅游者需要借助更多的体育手段，通过直接参与和体

验，才能体会体育旅游的内在乐趣。专业性是指体育

旅游参与者需要拥有较强的技术，即使是观赏体育比

赛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挑战性是指一些体育旅游

项目如攀岩、蹦极等需要参与者具有过人的勇气和坚

强的意志。健身性是说体育旅游具有促进健康、增强

体质的功能，能够使旅游者在自娱自乐中得到全身心

的锻炼。 

 

2  体育旅游的归属 

2.1  体育旅游的产业归属 

关于体育旅游的产业归属问题，不同研究者有着

不同的认识。付业勤、闻扬[7]认为，体育旅游是旅游与

体育产业结合而成的新兴旅游产品，是把体育作为主

要内容的旅游方式。杨红伟[8]认为，体育旅游业是在改

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我

国它还是一个既年轻又有广阔发展潜力的新兴旅游产

业。闵健[9]认为，从产业的角度认为体育旅游是一项融

体育、娱乐、探险、观光为一体的专业性旅游服务产

业。大多数研究者不但将体育旅游归属为一种产业，

而且更多的是归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产业，但也有研究

者持反对意见。体育旅游在我国兴起较晚，具有强大

的市场开发潜力，因此，如果把它看作是第三产业的

一部分的话(因为体育旅游属于特殊的旅游)，那么笔

者认同将其定位为“朝阳产业”的观点。 

2.2  体育旅游的学科归属 

目前，体育旅游作为一个专业已经在天津体育学

院、成都体育学院、郑州大学体育学院等体育院校设

立。但从学科角度上看，这一专业究竟属于体育学还

是旅游学？从对体育旅游研究者的分析可以看出，大

多数研究者都是体育学界的，很少有旅游学的学者探

讨此类问题。事实上，无论从学科发展还是学术研究

来讲，这都是一种奇异的现象，而且一定意义上给体

育旅游系统理论的建立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因此，本

研究认为，一方面期待旅游学界加强对体育旅游的研

究；另一方面，体育学界与旅游学界若能联合研究将

会带来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性进展。 

此外，笔者还认为，体育旅游首先应该在旅游学

中被广泛关注，并逐渐从旅游中脱离出来走向成熟，

再进一步体育学科化，也就是说体育旅游应该经历一

个从旅游学中逐渐脱离的过程，是一种自然的脱离而

非强制性归属。因为体育旅游研究的发展首先需要旅

游学系统理论强有力的支撑，尤其在发展的初期更是

如此。 

2.3  体育旅游的项目归属 

在对体育旅游的研究中，人们或多或少的都会论

及体育旅游的项目问题。然而，对于项目的确定存在

很大分歧，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很多研究把部分

旅游项目和部分体育项目轻易地划到体育旅游项目

中，很多人对此产生质疑。那么，究竟哪些项目是体

育旅游？哪些项目不能算是体育旅游？应该如何归类

呢？一旦被确立为体育旅游的项目应该无可非议，但

从已有研究来看并非如此，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部分

分类形式中错将体育旅游资源等同于体育旅游。例如，

刘杰[1]将体育旅游首先分为运动型、观赏型和兼备型。

又将运动型划分为健康旅游、趣味旅游、学习旅游和

疗养旅游。在进一步细分的时候他把海滨、温泉等归

到疗养旅游之中，但事实上海滨与温泉只能算是体育

旅游资源而非体育旅游。郑少苹[6]将体育旅游划分为休

闲体育旅游、健身体育旅游、竞技体育旅游、大型赛

事旅游和刺激体育旅游，并作进一步细分，但其中明

显存在资源当项目(产品)的现象，如将探险、海底、

沙漠、狩猎、激流、攀岩、高山或森林探险、秘境旅

游等都划归刺激体育旅游之中，而海底、沙漠等同样

属体育旅游资源而非体育旅游项目。这种现象在其他

学者的研究中也时有出现。 

属于体育旅游的项目应该满足什么条件？从旅游

市场营销角度看，体育旅游产品是指在旅游过程中，

能够为旅游者带来体育效用、旅游效用和满足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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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和服务的总和。因此，体育旅游产品与一般旅游

产品从旅游学角度来看，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具有使

用价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但体育旅游又是一种独特的旅游产品，只有同时满足

体育与旅游两个前提条件的旅游产品，才能称为体育

旅游产品。通过概念分析进一步确定了体育旅游产品

区别于一般旅游产品的独特性。这些独特性主要表现

在 3 个方面，即功能独立性、异质兼容性和功能延展

性。功能独立性是指，几乎所有的体育旅游产品都可

独立地为旅游者提供具有某种体育功能的使用价值，

以满足旅游主体在旅游活动中强身健体的需要。异质

兼容性表现为几乎所有的体育旅游产品都能与一般旅

游产品整合起来而不会影响其使用价值，两者互为对

方扩大产品需求。功能适应性是指对于旅游产品而言，

体育旅游产品的使用价值可以发生转换和进行拓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符合以上特性的旅游产品

才能称得上是体育旅游产品，而非体育旅游资源。而

体育旅游是对体育旅游诸产品的一种消费形式，并且

具有明确的目的性。由此，体育旅游项目(产品、活动)，

若单独从构词上来说，应该是“动词+名词”，如登山、

滑雪等。否则便成了单由名词构成的需要开发的体育

旅游资源，如海滨、高尔夫球等。 

 

体育旅游近些年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

对此有所认识，但大部分人尚未建立清晰的概念，本

研究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认

同体育旅游是一种特殊旅游形式，而且从体育旅游项

目(产品、活动)的分类体系中，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加

清晰的认识，即并非所有在旅游的基础上参与体育活

动和在体育活动中具有旅游之意的都是体育旅游。是

否是体育旅游，需要从对它的归属问题的分析中寻找

答案，从而确立体育旅游属于朝阳产业，我们更倾向

于将体育旅游划为旅游学科的专业分支。另外，体育

旅游项目名称应是由动词与名词共同组成的动宾结构

复合词，那些纯是名词称谓的体育项目或自然风光、

娱乐场所等都只能归到体育旅游资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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