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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et age, smart sports which is supported by mobile Internet, PC Internet,
IoT,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virtual realit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ole of smart sports in sports tourism from the three aspects: management, marketing, product and service, and then puts forward some new path of
sports tourism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sports, which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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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以移动互联网、PC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为技术支撑的
“智慧体育”为体育旅游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文章从管理、营销、产品与服务三个方面探讨了智慧体育
对体育旅游的作用，进而提出了智慧体育视角下体育旅游发展新路径，旨在为体育旅游发展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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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2016 年，国家旅游局、国家体育总局共同印发《关于大力发展体育旅游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大
力发展体育旅游对于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拓展旅游消费空间、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推动
体育产业提质增效及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8 年，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冰雪运动、山地户外运动、水上
运动、汽车摩托车运动、航空运动、健身气功养生等体育旅游，将城市大型商场、有条件景区、开发区
闲置空间、体育场馆、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连片美丽乡村打造成体育旅游综合体。根据世界旅游组织 2016
年的统计，全球体育旅游产业正在以每年 14%的速度增长，成为旅游市场中增长最快的旅游业态；而我
国的数据则更为惊人，根据国家旅游局 2015 年的数据，我国体育旅游产业正以 30%~40%左右的年均速
度增长。另据中国产业信息网数据，2015 年，我国体育旅游市场接近 2065 亿元，而中国旅游总收入为
4.13 万亿元。中国体育旅游占旅游行业的 5%，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15%，而发达国家则高达 25%。人们
对于体育旅游需求不断增长，政府政策的合理引导，资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成了一个新风口。但是我国体育旅游仅占旅游业的 5%，总体规模较小，处于一个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
还有很大发展空间。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等信息科技技术的飞速发展，
不断地改变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将这些信息科技技术与传统行业相结合，通过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
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1]，完成传统企业的转型升级。面对新形势，体育旅游产业也应抓住新机遇，转
变发展方式，本文旨在探究“智慧体育”对体育旅游发展的作用以及“智慧体育”视角下体育旅游的发
展新路径。以助力体育旅游的发展。

2. 核心概念
2.1. 体育旅游概念
“体育”和“旅游”是两个独立的概念，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和“旅游”这两个概念的界定
尚没有统一的说法，“体育旅游”的界定更是众说纷纭。本文采用了韩鲁安(1998)对于“体育旅游”的定
义[2]，他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对体育旅游进行了界定。广义的体育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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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体育旅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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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达到促进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
展、丰富社会文化生活的目的的一种社会活动。体育旅游按旅游者参与的目的可以划分为参与、观赏两
大类型[3]。参与型是指在体育旅游过程中，直接参与体验某种体育活动。观赏型是指现场观看体育赛事，
参观体育建筑或者相关的体育文化景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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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智慧体育的概念
自 2008 年 IBM 总裁彭明盛首次提出“智慧地球”的概念以来，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慧化”的
理念影响了各个行业和领域[5]，“智慧地球”的实现要通过到各个行业“智慧化”来实现，“智慧城市”、
“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交通”等等陆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了研究的热点。但是关
于“智慧体育”的研究寥寥无几，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表 1)。
本文结合了已上几种不同的定义，并参照其他行业和领域的智慧化概念，如“智慧医疗”、“智慧
教育”等，将“智慧体育”这一概念界定为：移动互联网、PC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
现实等信息科技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为基本
目标。以科学管理、精准营销、智能化产品与服务为表现形式的一种体育发展新模式。

3. 智慧体育对体育旅游的作用
体育旅游是由政府管理部门、相关企业和机构、消费者这三部分组成的一个有机体。管理影响着政
府运行效率和企业的发展，营销搭建起体育旅游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桥梁。产品和服务是体育旅游产业
中的核心，影响着消费者的体验。因此，智慧体育对体育旅游的作用可以从管理、营销、产品与服务三
个方面探讨。

3.1. 科学管理
在体育旅游的管理体系中，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管理系统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的衔接和有效运作
依赖于信息的传递，互联网起到信息传递的桥梁作用。它将各个节点的信息整合在一起，解决信息不流
通和不对称造成的管理低效。而且互联网信息的传递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9]，从而实现信息准确、快
速的流动，提升体育旅游管理体系各个层次和各个环节的交流效率，节省管理过程中时间和经济成本。
通过互联网、物联网和各种智能终端收集了大量信息，基于海量的信息做出决策，减少了仅凭直觉和经
验决策带来的随意性和滞后性问题，促进决策科学化和管理精细化。

3.2. 精准营销
菲利普·科特勒提出了精准营销这一营销理念。他认为：“精准营销，就是公司需要更精准、可衡
量和高投资回报的营销沟通，需要更注重结果和行动的营销传播计划，还有更注重对直接销售沟通的投
资”[10]。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服务业，营销是其重要一环。从通过电视，报纸宣传到现在微博，微信等
Table 1. Concepts of smart sports
表 1. 智慧体育概念一览
作者

概念

叶强(2011) [6]

智慧体育是利用各式传感器实现对各种体育行为的全面感知，利用云计算等智能处理技术对海
量感知信息进行处理和分析，如对竞技体育、全民健身、体育场馆及设施等各种需求做出智能
响应和智能决策支持

蔡慧敏(2013) [7]

智慧体育的本质是指包括现代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在内的智能技术在体育业中的应用，是以提升
体育服务、改善体育体验、创新体育管理、优化体育资源利用为目标、增强体育业竞争力、提
高体育业管理水平、扩大行业规模的现代化工程。智慧体育是智慧地球及智慧城市的一部分。

谢雨航(2016) [8]

“智慧体育”是指充分利用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感
知化、物联化、智能化的手段，形成体育立体感知、管理协同高效、服务内外一体的体育发展
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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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营销，营销的渠道和方式在不断拓宽，传递的内容也愈加丰富。虽然企业宣传推广的渠道增加了，
但是在广告投放的精准度较低。当前消费者的需求呈现差异化、个性化、多样化，而传统大众营销方式
以产品为导向，具备广告费用极高、效率低下等缺点[11]。互联网大数据蕴藏这海量信息，云计算为数据
存储和处理提供可能，二者结合起来，可以揭示大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帮助体育旅游企业分析消费者
的偏好，消费渠道，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制定合理的营销战略。从而精准的向潜在的消费者投放相关
的旅游信息。这样既节省了消费者搜集信息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为减少了企业盲目宣传带来的成本。

3.3. 智能产品与服务
智能产品包括设计的智能化和产品的智能化。首先是设计的智能化，大数据在帮助企业寻找潜在客
户，准确定位市场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企业了解消费者，从而根据消费者的反馈和需求来设计产品。让
产品更好的与使用者相匹配。其次是产品的智能化，通过射频识别、无线通讯同信息传感技术对传统产
品的改进，智能产品具有自身环境感知、自身识别、信息接收和行为决策等智能特征[12]。智能产品可以
记录人们在体育旅游参与过程中的行为数据，从而加深消费者对整个过程的系统认识。通过分析处理好
的信息反馈给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和科学的指导，提升消费者的旅游体验。智能产品将检测到
的数据及时反馈给消费者以及旅游管理者，能起到很好的监控作用，减少体育旅游过程中的风险。
服务是体育旅游的核心业务，直接影响者消费者的体验和感受。决定着企业的效益。“智慧体育”
不仅让消费者能更广泛更便利地获取旅游信息，也让服务的内容更丰富、更具个性化色彩。通过对旅游
资源搜集、整理、分类。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的旅游资讯和信息，消费者可以按照自身情况
和需求选择产品和服务，制定出行计划。一站式服务也减少了消费者旅行过程的时间和经济成本。移动
互联网、智能产品、虚拟现实等让体育旅游服务内容大大扩展。在追求产品本身功能同时，强调社交与
互动以及参与过程中的趣味性。增强消费者体验和满意度。

4. 智慧体育视角下体育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4.1. 建立互联网模式下的管理和决策机制
在国家层面，互联网模式下的管理和决策机制包括组建跨部门协调管理平台、建立动态数据库、创
建体育旅游官网等。首先，体育旅游不仅涉及体育和旅游两个部门，而且涉及国土、工商、环保、金融、
交通等多个部门，这些部门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建立一个协调管理机制。将各个模块的信息整合在一起，
解决各部门之间，部门各管理层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不流通造成的低效。搜集体育旅游各个方面的信息，
其次，建立一个动态的大数据库，深度剖析数据背后的规律，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再有，建立体育旅
游官网，及时发布体育旅游相关政策和动态。有利于相关从业人员把握市场动态。搭建沟通政府部门、
企业机构以及消费者之间的桥梁。这促进了信息的公开化，不仅有利于相关从业人员把握行业发展动态
和消费者需求，还方便消费者过滤虚假信息，减少欺诈、乱收费等不良现象，维护行业秩序，从而促进
体育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在企业管理层面，同样存在着信息不流通不对称导致的低效问题。通过互联
网建立扁平化的管理机制，可以提高各部门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的交流效率，减少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

4.2. 通过新媒体拓宽营销渠道，依托大数据实现精准营销
发挥新媒体的优势，积极拓宽营销渠道。通过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直播平台等新媒介实现信
息迅速传播。种类繁多的体育活动使得体育旅游消费者偏好的趋向多样化。因而了解消费者偏好，精准
地向潜在客户推送旅游广告尤为重要。发挥互联网平台的优势，通过与各大门户网站、电子商务交易平
台、社交平台等互联网平台合作，采集用户基本信息和行为数据，通过对数据的挖掘、整理、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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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潜在客户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渠道。供应商在充分了解消费者信息的基础上，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进
行产品设计。从而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综合消费者的兴趣、消费意向、获取信息的途径、
消费的渠道。采取相应的营销方式和营销渠道，有针对性地向消费者推送广告，实现一对一的精准营销。

4.3. 通过体育旅游 APP，智能产品、虚拟现实技术提高服务质量
针对体育旅游设计专门的 APP，对各个环节的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消费者可以通过 APP 获取路线，
天气，交通，食宿，购物场所等信息。这实现了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为整个旅游过程提供一站式服务。
另外，可以在 APP 中添加社交功能的板块，为相同兴趣体育旅游爱好者提供交流分享的平台。体验感增
强的同时，也增加了用户粘性。
不管是观赏性体育旅游还是参与性体育旅游，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直接影响者旅游体
验。将运动器材、可穿戴物品、场地环境与传感器技术、定位技术的结合，使产品智能化，如智能手环、
智能眼镜、智能跑鞋、智能服装等。智能产品采集的数据通过配套软件的分析，以视频，图片，文字等
形式反馈给消费者，并提供基本教学与科学指导，以便游客快速掌握相关知识与技术并参与其中。某些
体育旅游项目，比如户外探险，极限挑战，滑翔等，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智能产品可以对参与者身体状
态以及位置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及时预警，避免危险的发生。
利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在原有的旅游环境中增加一些场景，并适当的添加一些游戏元
素，可以让游客的感受更加立体和丰富，也提升参与过程中的趣味性。

5. 结论与建议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等信息科技技术正深刻地影响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重塑了各行
各业的发展模式。将智慧体育的理念植入体育旅游产业中，有助于政府和企业科学管理、精准营销、智
能的产品与服务的实现，从而为体育旅游的发展赋能，推动体育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在此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1) 相关专业人才是推动智慧体育发展的关键。现如今智慧体育相关技术人才缺乏，需要加大智慧体
育人才的培养力度，“智慧体育”人才需要体育和计算机跨学科联合培养。
2) 大数据库的构建依赖大量数据的支持。一方面，需要拓宽数据收集的方式和渠道；另一方面在保
护用户隐私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提升数据的开放与共享力度。
3) 体育旅游产品智能化水平较低，因此需要加大智能化产品的引进和研发。根据体育旅游类型，合
理引入智能化产品和虚拟现实技术以改善消费者体验。
4) 政府和企业应重视互联网、大数据等在管理，决策上的应用。以构建协同合作，运转协调，办事
高效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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