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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奥运会和全运会（以下简称“奥运全运”
）科技攻关成果和体育产业自身的特点，运用文献资料法、半结构
式访谈、文本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产出现状、产业化路径及特征等进行
探讨，并对其产业化进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影响因素展开分析。据此提出促进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
关成果产业化的策略，如进一步深化细化体育科技管理体制机制、强化体育科技管理的产业化价值导向、完
善技术要素激励等，以提高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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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以及竞技体育竞争的

科技成果如何有效应用于群众体育中，更好地促进体

日趋激烈，运动员竞技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

育产业的发展，则很少顾及。目前，我国竞技体育科

于日常训练科技投入的多少。为此，在每四年一届的

技成果的产业基础相对较弱，转化水平整体较低，转

奥运会和全运会（以下简称“奥运全运”
）期间，国家体

化成功的案例极少［3-5］。

育总局和各省市体育局都投入大量的科研力量和科

体育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或地

研经费，鼓励科研人员和教练员运用高新技术攻克日

区的体育实力和体育事业的发展水平。2008 年北京

常运动训练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难题。伴随奥运全运
科研经费投入的逐年增加，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
出的数量持续增长，质量也不断提高。如今，奥运全
运已成为高新技术的聚集地和竞技场［1］。
近年来，在“体育强国建设”战略背景下，全民健
身运动得以广泛而深入开展，体育产业也已成为朝阳
产业［2］。如何让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在推动体育产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我国体育科技事业留下了一笔
巨大的奥运科技成果财富。这些科技成果的开发应
用可以惠及全民，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和体
育产业的快速发展。上海的体育科学技术发展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到 2025 年建成“全球著名体育城市”是
上海提出的发展目标。深入推进体育科技成果转化

业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是将其束之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

阁，导致资源浪费，这涉及竞技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

化，已成为上海建设“全球著名体育城市”的迫切任务

问题。然而一直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

和内在需求［6］。为此，本文以上海为例，探析我国体育

问题未得到有关部门的足够重视，科研人员的体育科

科技成果概况及其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奥运

技成果转化意识也较为薄弱，主要局限于科学技术如

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的路径、运行机制、主要影

何促进竞技体育（主要是奥运全运）发展，对竞技体育

响因素和促进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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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提供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体育物质产品和体育服务产
品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9］。

研究对象

科技成果是科研主体通过脑力劳动创造的知识

将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产业化作为一

产品的总称，是在与具体科学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中

个系统来考察，对 2009—2017 年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

直接或间接产生的、具有社会实用价值的脑力劳动成

果转化的现状、路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主要影

果［10］。体育科技成果是指在体育科研攻关和体育科

响因素与促进策略等进行全面研究。

技服务等实践中产生的、对体育发展有直接促进作

1.2

用、具有体育特色的应用性技术成果［11］。竞技体育科

1.2.1

研究方法

技成果产业化是指：为提升我国体育产业的发展水

文献资料法
在 中 国 知 网（CNKI）、Web of Science（WOS ）和

EBSCO 等数据库中检索国内外期刊、报纸中近 10 年

平，对竞技体育领域产生的体育科技成果在群众体育
和体育产业等其他领域进行推广应用及转化等方面

来刊载的与本文内容相关的科技成果与报道，收集上

的活动［12］。

海市有关体育科技攻关服务课题的立项和结项公示，

2

以及正式出版的有关体育科技成果收录、登记与转化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现状及
存在的问题

等信息与资料。此外，在文献回顾的同时也对体育科
技成果及其转化的相关概念、竞技体育与体育产业的

2.1

必要性

相互关系等进行梳理。
1.2.2

竞技体育科技成果发展历史及实现其产业化的

半结构式访谈法

我国竞技体育起步较早，在“举国体制”的运行机

就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的现状、实施路

制下，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运动员和体育科研人员，

径、管理与运作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影响因素及促

产生了一定数量的体育科技成果。我国体育科技成

进策略等问题，对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国家体育总

果的发展共经历了 4 个阶段：1949—1965 年的起步阶

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大学科技园、同济大学科技

段、1966—1976 年的停滞阶段、1977—2000 年的恢复

园、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单位的管理人员，以

与发展阶段、2001 年取得第 29 届夏季奥运会举办权

及上海体育学院、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等高等院校和

之后的黄金发展阶段。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
“科

科研机构的有关科研人员进行调研，并对部分管理和

技兴体”的战略布局逐步深入人心，体育科研人员数

科研人员进行深度访谈，访谈过程进行录音，并对访

量逐年增加，科技成果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竞技

谈数据进行整理、汇总与分析。

体 育 水 平 也 不 断 提 升 ，促 使 我 国 成 为 世 界 体 育 大

1.2.3

文本分析法

国［13］。随着我国竞技体育实力的不断壮大，国家提出

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本，会同网上收集的数据，

采用质性分析工具 NVivo 软件进行文本分析 ，挖掘
［7］

了“体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旨在实现从体育大国向
体育强国的转变。

文本中隐含的深层信息，如上海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
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改进策略等。
1.2.4

数理统计法

相比竞技体育，我国体育产业起步较晚，市场规
模仍很小［14］。竞技体育的发展能有效促进体育产业
的快速发展，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在“体育强国建设”

对访谈过程中获取的数据，以及来自国家体育总

战略背景下，体育科技成果不能只服务于竞技体育，

局科教司、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市体

也应服务于群众体育，从而有效推动体育产业结构的

育局、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上海大学科技园、上海体

优化升级。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完成竞技体

育学院科研处等机构近 10 年的奥运全运体育科技攻

育科技成果向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领域的转化，实现

关成果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竞技体育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并推广应用［15］。

1.3

2.2

相关概念界定
竞技体育是指在全面发展身体，最大限度挖掘和

发挥个人或群体在体力、心理、智力等方面潜力的基
础上，以攀登运动技术高峰或创造优异运动成绩为主
［8］

要目的的一种运动活动过程 。体育产业是指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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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出现状
成果所属领域
搜集到的 2009—2017 年上海体育科技成果总量

为 530 项。从成果所属研究领域（表 1）看：竞技体育
为主导，占 72.45%；其次是群众体育，占 16.79%；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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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他领域（包括体育教育和学校体育等），占 7.55%；

后是软科学类（6.45%）。

最后是体育产业，占 3.21%。384 项竞技体育科技成
果以奥运全运项目为主，共 341 项（88.80%），其他相

表3
Table 3

关软科学研究成果仅 43 项（11.20%）；奥运全运科技

2009—2017 年上海体育科技成果分类

Classifications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n Shanghai from 2009 to 2017

攻关成果又以全运会项目为主，共 240 项（62.50%），
成果类别

奥运会项目为 101 项（26.30%）。
表1

2009—2017 年上海体育科技成果所属领域

Table 1

Research areas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n Shanghai from 2009 to 2017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

（n = 530）

（n = 341）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基础理论类

149

28.11

87

25.51

应用技术类

307

57.93

232

68.04

74

13.96

22

6.45

软科学类

体育科技成果（n = 530）

研究领域

2.2.2

体育科技成果

探索体育运动自然规律的基础类研究是推动体

数量/项

占比/%

竞技体育

384

72.45

育科技进步与创新的根基。因此，应大力支持基础

奥运会

101

19.06

全运会

240

45.28

理论研究，积极构建基础理论知识平台，夯实理论基

其他

43

8.11

群众体育

89

16.79

体育产业

17

3.21

其他

40

7.55

础，以持续提升体育科技实力和促进创新成果不断
涌现。
2.2.4

成果重点研究方向
竞技体育科技成果的重点研究方向十分广泛，

主要包括运动心理、运动康复、体能训练、技战术分

成果承担主体
如表 2 所示，2009—2017 年上海体育科技成果承

析、运动营养、疲劳恢复、机能评定、器材装备、高原

担主体以体育类高等院校占比（35.66%）最高，其次为

训练、训练方法和理论创新等方面。根据关键词、课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24.72%）和非体育类高等院校

题 名 称 和 研 究 所 属 行 业 ，对 2009—2017 年 上 海 384

（12.83%），体育企业最低（1.51%）。从奥运全运科技

项竞技体育科技成果和 341 项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

攻关成果的承担主体看，体育类高等院校也是主力

果进行识别和整理，并按上述研究方向进行归类，结

军，占 31.67%，体育企业占比同样最低（0.59%）。

果见表 4。

表2
Table 2

2009—2017 年上海体育科技成果承担主体
Undertaking subjects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n Shanghai from 2009 to 2017
承担主体类型

体育科技成果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

（n = 530）

成果（n = 341）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189

35.66

108

31.67

非体育类高等院校

68

12.83

26

7.62

其他体育科教单位

41

7.74

24

7.04

体育类高等院校

42

7.92

32

9.39

131

24.72

111

32.55

体育企业

8

1.51

2

0.59

医疗机构

51

9.62

38

11.14

市、区体育局
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

2.2.3

成果类别
科技成果按性质可分为 3 类，即基础理论类、应用

技术类和软科学类。从表 3 可以看出，2009—2017 年

表4

2009—2017 年上海体育科技成果重点研究方向

Table 4

Key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in Shanghai from 2009 to 2017
竞技体育科技成果
重点研究方向

（n = 384）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
成果（n = 341）

数量/项

占比/%

数量/项

占比/%

运动心理

17

4.43

13

3.81

运动康复

48

12.50

39

11.44

体能训练

41

10.68

37

10.85

技战术分析

59

15.36

54

15.84

运动营养

23

5.99

20

5.86

疲劳恢复

13

3.39

10

2.93

机能评定

68

17.70

64

18.77

器材装备

25

6.51

23

6.74

高原训练

5

1.30

5

1.47

85

22.14

76

22.29

训练方法和理论创新

上海体育科技成果：主要是应用技术类，共 307 项，占

由于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服务的重点是提高运动

57.93%；其次是基础理论类，149 项，占 28.11%；最后

员成绩、夺得奖牌，其科技成果涉及的研究重点方向

是软科学类，74 项，占 13.96%。同期 341 项奥运全运

（排名前 5）主要是训练方法和理论创新、机能评定、技

科技攻关成果分类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即以应用技

战术分析、运动康复、体能训练（表 4），共计占奥运全

术类为主（68.04%），其次是基础理论类（25.51%），最

运科技攻关总成果的 7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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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成果数量随奥运年变化

这与奥运科技成果紧紧围绕国家体育总局制定的“奥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形成与奥运全运时间

运争光计划”有关。全运科技攻关成果在奥运科技攻

周期紧密相关。按立项时间对 2009—2017 年上海奥

关成果数量减少时却呈现递增的趋势，这与奥运全运

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进行统计，结果如图 1 所示。奥

的周期不一致相关。

运科技成果立项数量在奥运年及前后一年数量最多，

图1
Figure 1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数量随奥运年变化情况

The variation of the number of Shanghai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with the year of the Olympic Games

2.3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路径及特征

2.3.1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路径
通过整理对国家体育总局、上海市体育局、高等

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有关科研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以
及大学科技园和部分企业负责人的深度访谈数据，与
网上收集的上海体育科技成果的相关数据进行汇总
分析，将目前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的主
要路径总结为如下 3 种。
（1）奥运全运科技成果专业辐射式转化。专业辐
射式转化是指服务于某一运动专项高水平运动员的
体育科技成果在不同地区、同类专项运动队之间的推
广应用，主要表现为借鉴吸收国内外其他同类运动专
项的先进体育科技成果。例如，英国 Wattbike 公司为
英国自行车队备战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而研发的自行
车训练监控测试仪，成功助力英国队在北京奥运会场
地自行车项目上获得好成绩。北京奥运会结束后，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专业运动队向英国自行车队购买了
该仪器，于是该产品逐渐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实
现了产业化。
在国外，Wattbike 早已成为许多商业健身房的必
备训练设施，同时也经常被视为职业体育训练的一种

训练监控和评估。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专业辐射式转化并不
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单一运动项目的成果转化，针
对不同运动项目的运动员日常训练和比赛基础理论
研究（如体能训练）、技战术统计分析系统等，均可实
现不同地区、不同运动项目的推广使用，实现专业辐
射式转化。
（2）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梯队下沉式转化。梯
队下沉式转化是指为国家队高水平运动员提供服务
而产生的体育科技成果向省市队甚至学校推广使用，
从而为不同层级（梯队）的青少年运动员后备人才的
培养提供服务。这种转化的范围和程度因运动项目
的不同而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以隔网对抗项目为
例，目前乒乓球运动项目的科技成果梯队下沉式转化
较为成功。中国乒乓球学院国家队科研服务保障团
队将为乒乓球国家队日常训练及临场指导服务的“乒
乓球技战术统计分析系统”等科技成果成功运用于中
国乒乓球学院少年班的日常训练监控与指导，提高了
该少年班运动员训练监控的科学化水平，助力我国青
少年乒乓球后备人才的培养。该成果的成功转化为
其他运动项目实现类似转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可
借鉴的路径。

“武器”，并作为职业球员和国际橄榄球联盟比赛的热

（3）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服务大众式转化。服

身工具。在国内，国家自行车队、部分省市自行车队

务大众式转化是指服务于奥运全运的体育科技成果

和少体校（如上海市自行车队、上海市虹口区少体校

向群众体育、体育产业及其他领域的转化，是体育科

等）都购买了该设备。目前，国家自行车集训队正使

技成果由为专业运动队提供服务到面向大众服务的

用 Wattbike 功率自行车进行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日常

转 化 形 式 。 例 如 ，上 海 体 育 科 学 研 究 所 对 俄 罗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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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ATT”射击训练系统进行改进，成功研制出“枪神

年）开展的居民体育消费调查结果显示，体育服务业

。
“ 枪神

占比在逐年提高，2017 年上海体育服务业占比已经达

2000”射击训练系统能实时记录、显示瞄准击发过程

到 81.71%［17］。我国体育产业起步较晚，目前的体育产

中手持枪支的晃动轨迹，准确地显示击发环数、击发

品难以满足我国庞大且多样化的体育市场需求，特别

点，并提供直观、定量的数据反馈。该系统于 2002 年

是高品质、有特色的产品和服务严重缺乏。例如，我

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此后，基于“枪

国各类顶级联赛的赛事质量和国际领先水平尚存在

神 2000”的技术原理而开发出的“多人实感模拟射击”

较大差距，大量的球迷仍主要消费境外赛事产品。民

项目在市场上受到大众的欢迎，并迅速在射击馆、靶

族体育用品和装备品牌与耐克、阿迪达斯等国际品牌

场得以推广使用。

之间的核心技术差距比较明显，民族品牌的价格和利

2000”，并运用到上海运动队和各类靶场中

［16］

将一些为高水平运动员提供服务的专业性体育

润率偏低，品牌影响力有限，在一线市场竞争力相对

科技成果进行适当简化和改进，就能有效服务于大众

较弱，急需通过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创新和转化，

健身市场，指导全民科学健身，实现科技成果向大众

进行供给侧改革，丰富大众体育产品，提升大众体育

健身市场的转化。

服务质量。

2.3.2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特征

2.4

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存在的问题及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产业化尚处于初

始阶段，从科技成果的供给和需求看，主要存在以下
几个特点。

影响因素
2.4.1

成果产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主要是在为高水平

（1）体育科技成果多为“职务成果”。我国目前拥

运动队提供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其

有 3 类科技创新实体，分别是大中小企业、各级各类科

主要目的是帮助提高运动队的比赛成绩，因此转化为

研院所等社会机构和各级各类高等院校。通过对上

奥运全运金牌被视为其首要目标。此外，科研人员和

海奥运全运体育科技攻关成果承担主体的统计分析

运动队也没有任何成果产业化的考核指标和压力，成

（表 2）发现，目前成果的承担主体主要是体育院校和

果的设计与研发也未顾及市场的需求，与体育产业的

体育局下属科研单位（分别占 35.66% 和 24.72%），科

联系并不紧密。而且，部分体育科技攻关成果还涉及

技成果基本上为“职务成果”。

国家机密，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对外公开，从而导致目

（2）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基础较弱。从表 1 可

前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主要还是服务于竞技

知，目前上海体育科技成果主要是为竞技体育服务

体育领域，真正成功转化到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的科

（占 72.45%），这与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项目主要服

技成果凤毛麟角，成果的产业化基础较弱，产业化整

务于国家和省市队“争金夺银”的目标定位密不可分，

体水平较低［3］。本文通过整理对 15 名来自国家体育

项目的设计和考核没有任何成果产业化的指标和要

总局、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大学科技园和上海体育学

求。同时，竞技体育系统相对较为封闭，与其他系统

院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管理和科研人员的

也基本处于分裂状态，加上体育科研人员的成果产业

访谈记录，结合对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出现

化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目前上海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

状调查结果的数据分析，将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

的基础相对较弱，成果转化率很低。

果产业化存在的问题总结如下。

（3）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潜在市场广阔。我国

（1）成果产业化动力不足，激励机制缺乏。2016

人口有 13 亿，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结构还非常多元。

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国家体育总局购买体育科技

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健康意识的逐

服务管理办法》，将原来的体育科技攻关服务项目申

步增强，对体育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增长迅速。我国

报改为体育科技服务购买的形式，同时取消了课题

《体育产业统计公告》显示，2012—2016 年体育行业产

的奖励制度。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科技处相关负责

值和增加值都在不断增长，5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

人认为，该管理办法大大降低了在科研考核、职称评

为 18.94% 和 19.87%，增长十分迅速。在体育产业整

价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对科技攻关课题参与人员的吸

体快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发展升级，对

引力。大学科技园相关负责人和体育院校的科研人

高质量体育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例逐年增加。上海

员同样认为，目前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承担的主

市 体 育 局 联 合 上 海 市 统 计 局 连 续 3 年（2015—2017

体（高校）对教师职务成果转化所得收益的分配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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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不明确、分配比例不合理，打击了高校教师参与

成果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对称，阻碍了上海奥运全运科

科技攻关课题及将其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积极性和

技攻关成果的成功产业化。

主动性。
（2）成 果 定 位 与 市 场 脱 节 ，产 业 化 成 功 率 低 。

2.4.2

成果产业化的影响因素
体育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过程会受到政策、管理、

2002 年制定的《奥运争光科技行动计划》指出了开展

经费、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结合上述上

体育科技攻关研究的几个重点领域，即运动员的科学

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选材及评价、机能评定、运动营养、运动心理、伤病防

将影响体育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的因素总结为 3 个方

治及康复、技战术分析等。表 4 的统计结果也显示，上

面，即体育管理部门的推动力、体育科研人员的创新

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主要是围绕训练方法和理

动力和市场运作的活力。

论创新、技战术分析等方面展开（占比分别为 22.14%

（1）体育管理部门的推动力。体育管理部门的推

和 15.36%），其目的主要是为运动队夺取奖牌服务，对

动力是实现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上层保障，主要表

于成果的产业化并没有太多顾及，从而造成科技攻关

现为政策鼓励、条件保障和经费投入等方面的支持。

成果与产业化市场需求严重脱节，产业化成功率低。

2017 年出台的《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

另外，体育院校科研人员普遍认为，在课题的申报之

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到“离岗创业、自主转

初，申报人员过多关注课题能否成功申报，而忽视了

化成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致力于

研究课题是否应具有实际市场推广应用价值，当课题

科技成果产业化提供了政策机遇。据上海市体育科

结项时也就面临研究成果无法成功产业化的难题。

学研究所负责人透露，上海市下属各级单位并没有与

（3）成果评价体制不完善，产业化应用不受重视。

时俱进地引导和鼓励科研人员自主进行科技成果产

首先，对竞技体育科技攻关项目的绩效评价目标存在

业化，许多体育事业单位仍然强调为体制内服务，并

严重的金牌化导向，对项目最终成果的评价以竞技项

没有制定与国家同步的关于“留岗创业”的相关鼓励

目的金牌数量作为衡量的主要或唯一标准。其次，许

政策和职责规定，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在收入分配方

多高校和体育科研院所对体育科技成果的评价以理

面的相关制度也尚未健全。

论、知识为导向，而不是以产品、市场为导向，以论文

例如，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在帆板帆船领域曾拥

数、获奖数和专利数为依据，不是以最终成果转化到

有一些创新科技成果，但并没有按照市场化的道路进

实际市场中的应用效果为依据。体育院校科研人员

行推广，也没有进行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如果没

认为，课题绩效评价时，评审专家并不注重成果的产

有体育管理部门的推动，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就

业化应用情况，而是考察项目申报时既定的绩效指标

会断层停滞，只有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力逐步贯彻落

是否完成。

实，才能形成高效的有利于体育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

（4）成果面临解密问题限制。部分奥运全运科技
攻关成果涉及国家和省市队技战术训练方面的机密，

环境。
（2）体育科研人员的创新动力。教练员、科研人

在一定时间内不能对外公开，使其传播范围受到限

员和管理人员作为体育不同领域的工作人员，是科技

制，导致市场不能及时获取最新的体育科技成果相关

成果产业化工作实现的主体，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各

信息，造成科技成果输出与接受主体的对接需要耗费

主体存在不同的需要：管理人员在体育市场发展的新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形中加大了体育科技成果产业

背景下，需要把握市场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方

化的成本。

向；教练员在运动训练过程中需要发现运动员技术动

（5）成果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上海文化产权交

作存在的局限；体育科研人员自身也需要提升数字化

易所于 2014 年挂牌成立了中国首家体育产权交易中

能力。其中，体育科研人员处于中枢地位，起着联系、

心，其核心功能就是促成交易。据上海体育国家大学

中介和能动转化作用，需要主动发现并利用科学规律

科技园相关管理人员介绍，目前体育产权在线交易平

促进体育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体育科技成果的成功

台成功交易的体育科技成果寥寥无几，其原因是体育

产业化，需要体育科研人员具有发现新需要的意识和

产权交易平台目前主要还是由政府主导的，运行机制

创新动力。产业化主体只有具备了这种主观能动性，

和体制不够完善，成果转化的信息渠道较为单一，无

才能把工作需要与工作目标相结合，把科研人员的价

法做到多渠道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从而导致体育科技

值诉求付诸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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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市场运作的活力。目前体育科技成果的产业

上海体育科技管理部门应结合行业自身特点，在

化主要由政府主导，产业化人员大多来自科研管理部

进一步了解体育科研人员核心诉求的基础上，制订更

门和高校，不熟悉市场规律，缺乏市场运作的经验和

加细化、深入的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政策实施方案，激

［18］

能力

。为激发市场运作的活力，构建企业运作的产

发科研人员转化其研究成果的积极性，为体育科技成

业化机制成为必然。要坚持以体育市场为主导，进一

果产业化打造坚实的基础。

步激发企业与市场活力，鼓励体育企业合理利用自身

3.2

优势与市场资源，积极投入体育科技的研发与转化工

科技产业化实践

作。2009 年创立的全国首家体育产业科技园——上
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是我国走企业运作模式道路
的初步尝试，初见成效。目前，入住体育产业科技园
的企业数量呈现逐年增加态势。园区现有企业 500 余
家，80% 为体育类服务企业。园区企业在体育健康管
理、体育科技产品研发与销售、体育赛事策划与运营
等方面已形成一定的集群效应，起到较好的行业引领
作 用 。 园 区 的 地 方 税 收 年 增 长 速 度 保 持 在 30% 以
上［19］。上海体育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平台和桥梁作用
正逐渐显现，加速了体育领域内的产、学、研一体化
进程［20］。

3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促进
策略
科技成果必须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和竞争力，才能
［21］

有效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

关成果产业化的实施情况不容乐观，上海奥运全运科

强化体育科技管理的产业化价值导向，推动体育
体育科技成果的评价体系是科技成果产出形式

和内容的指挥棒，评价体系的合理与否是影响体育科
技成果产业化和体育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的
评价体系不能有效地引导体育科技攻关服务人员进
行体育科技成果的产业化。上海各级体育科技主管
部门应将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作为重要的政策价值
取向之一，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应坚持体
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宏观管理与统筹协调，积极引导
和塑造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文化氛围，将体育科技
成果产业化意识付诸于科技管理实践。
3.3

完善技术要素激励，增强体育科研人员科技成果
产业化的内生动力
虽然国务院明确要求科研单位对科技人员进行

分配激励，但现阶段，大部分体育科技机构尚缺乏可
操作的具体措施，体育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产业化
的收益分配激励机制不健全。
（1）确立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地位。根

技攻关成果的产业化率和对体育产业发展的贡献率，
。我国体育科研在体育产业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我国现阶

发展中的作用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奥运全运科技攻关

段科技人员职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单位所有，这就意

成果产业化率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味着体育科技人员尚不具备转化其职务研究成果的

［22］

与其他行业相比较低

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本身就是一个新鲜事物，有

主体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导致科研人员的成

必要在充分借鉴和吸纳其他领域科技成果产业化经

果产业化权益难以得到保障，不利于激发科研人员产

验的基础上，针对体育科技和体育产业自身特点、存

业化其成果的积极性。

在的问题进行设计和创新，为上海奥运全运体育科技

（2）建立科学合理的科技产业化收益分配激励机

攻关成果产业化提供解决思路和建议对策，促进上海

制。科研人员参与科技成果的收益分配已经是一种

体育产业的发展。

共识和全球普遍的做法［23］。完善体育科研人员利益

3.1

深化、细化体育科技体制、机制，为体育科技成果

分配制度、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是促进体育科技成果

产业化夯实基础

产业化的原动力。上海各类体育科研管理机构应尽

体制、机制性问题是影响我国体育科技成果产业
化的根本性问题。因此，首先就要从制度创新入手化
解体制、机制性难题。2016 年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实现了我国科技成果产业化
在机制层面的重大突破。现阶段尚缺乏针对体育科
技成果产业化的具体细则，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构建深
化、细化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体制、机制。

快制订本单位的、可操作的具体政策和实施细则，出
台并公示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收益分配方案，明确科
技人员在其中的利益分配模式，这是决定体育科技成
果能否成功产业化的重要因素。
3.4

构建全周期产、学、研分工合作机制，实现奥运
全运科技与产业无缝对接
目前，上海体育企业承担的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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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数量较少，仅占总体的 0.59%。因此，需要在科技成

的产业化价值导向，推动体育科技产业化实践；完善

果的立项、研发、市场化和反馈等各个环节充分进行

技术要素激励机制，增强体育科研人员科技成果产业

产、学、研合作机制的设计，鼓励并引导社会各方力量

化的内生动力；构建全周期产、学、研分工合作机制，

积极参与体育科研项目的研发和推广。建立由科研

实现奥运全运科技成果与产业无缝对接；强化体育科

机构和企业共同参加的联席工作会议制度，定期举办

技信息网络建设，保障科技成果产业化供需双方信息

各类体育科技讲座、体育人才培训、体育交流参观等

对称；等等。

活动，构建覆盖科研成果产出全生命周期的产、学、研
分工合作机制，实现奥运全运科技与产业无缝对接，
预防陷入政府盲目性投入科研资金、科研单位盲目承

作者贡献声明：

接项目而科技产出不具现实意义的窘境。

肖

3.5

论文；

强 化 体 育 科 技 信 息 网 络 建 设 ，保 障 科 技 成 果
产业化供需双方信息对称
体育科技成果供需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是制约上

海奥运全运科技成果成功产业化的重要障碍之一。
信息的不对称将导致研发出的成果不具备市场推广
价值，或者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无人问津，从而造

毅：设 计 论 文 框 架 ，搜 集 统 计 数 据 ，撰 写 、修 改

吴

殷：调 研 文 献 ，搜 集 统 计 数 据 ，核 实 数 据 ，修 改
论文；

徐

琳：调 研 文 献 ，搜 集 统 计 数 据 ，核 实 数 据 ，修 改
论文；

李

海：提出论文选题，审核、指导修改论文。

成巨大的社会资源闲置和浪费。
应尽快建立可以对接体育科技成果资源和企业
需求的信息网络沟通平台，让更多有实用价值的体育
科技成果找到对其感兴趣的企业，也让体育科研人员
基于企业的社会诉求，使体育科研工作成果更贴近实
际需求。

4

结论
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尚处于初始

阶段，从体育科技成果供给和需求的角度看，产业化
的潜在市场广阔。
（1）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大多为竞技体育
领域服务，其产业化基础相对较弱，产业化过程难度
较大，成功产业化的成果数量极少。
（2）目前，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的
主要路径有 3 种，即体育科技成果专业辐射式转化、体
育科技成果梯队下沉式转化和体育科技成果服务大
众式转化。
（3）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评价体系与市
场脱节，制约了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的产业化
进程。
（4）体育科技规范管理与利益分配实施细则不明
确，激励机制不完善，导致体育科研人员科技成果产
业化动力不足。
（5）促进上海奥运全运科技攻关成果产业化的策
略主要包括：进一步深化、细化体育科技体制、机制，
为体育科技成果产业化夯实基础；强化体育科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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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Promotion Strateg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of Olympic and National Games
XIAO Yi1 ，WU Yin2 ，XU Lin2 ，LI Hai2
Abstract：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of Olympic and National Games
as well as the sports industry，the outcome，the industrialization path and the features of the achievements in
Olympic and National Games in Shanghai was explored by literature review，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text
analysis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major problems and impact factors，the strategies to
facilitate its industrialization are proposed：refin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strengthening the awareness of industrialized-orientation，improving the technical-incentive
environment，and so on，thus to enhan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of
Olympic and Nationa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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