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第41卷）第7期

Vol. 41,No.7,31-42,2021

体 育 科 学

CHINACHINA SPORTSPORT SCIENCESCIENCE

产业导入与空间转型：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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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闲置工业空间的处置问题，是产业结构升级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城市规划考虑的重要因素。如何通过与

体育发展的有效结合，推动工业空间再利用，化解体育发展中的空间资源短缺问题，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运用文献

资料调研、专家访谈、实地调研、案例研究的方法，研究我国体育发展驱动下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实践模式，总结优

势、特征与发展困境，提出未来展望。研究认为，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在我国具有 6 种实践模式：

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业园区模式，滨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工业建筑群转型为全民健身中心模式，大

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合体模式，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场馆模式，特色工业设施中的体育项目开发模式。实践表

明，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具有结构功能匹配、产业前景广阔、社会价值外溢等方面的优势；呈现出

政府整体规划与政策配套作用关键、大型国有企业资源和效率优势明显、土地政策的开放程度存在地方差异、开发与

运营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4个特征；面临着规划引导不足、协同机制缺乏、政策配套不足、产业融合度低、基础研究薄

弱等方面的困境。从 5个方面提出未来发展展望：1）加强规划引导，发掘体育在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中的长期效用；

2）推进协同发展，引导大型工业国企转型发展体育产业；3）优化政策配套，激发社会资本长期投资空间改造和运营；

4）丰富空间利用方式，统筹推进物质更新与文化更新；5）加强体育空间规划研究，探索新型体育空间开发利用方式。

关键词：闲置工业空间；空间资源再利用；空间转型；体育产业；体育空间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转型时期。产业结

构调整和工业转型从中低端向高中端升级带来的一个严

峻问题是产生了体量庞大的闲置工业空间，有单体的工

业建筑，有成片的工业区，也有贯穿城市的大型工业带。

这些闲置工业空间如果得不到合理利用，不仅不能产生

价值，还会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负担。经济发展的前提

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般有两种方

式，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的产品质量和生产

效率，二是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资源配置到附加

值更高的产业，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林毅夫，2019）。对

于已经失去原有功能的工业空间，将其匹配到有相应需

求的新兴产业，无疑是一种推动产业升级和优化资源配

置的重要方式。体育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也是产业

需求弹性高、产业关联性强的新经济领域（黄海燕，

2020），但体育发展普遍存在空间资源存量短缺和增量困

难双重问题（张林，2019）。将闲置工业空间转型利用为

体育空间，在产业发展、建筑设计层面的可行性已经得到

初步论证（冯晓露 等，2017；陆诗亮 等，2018；孙竹韵，

2018；王尧，2019）。通过体育与工业行业要素的重新组

合，将失去功能的工业生产空间转型为适应当下体育发

展需求的新消费空间，不仅能够改变空间价值的创造方

式、社会组织的分工形式，也将对空间资源、产业资源的

优化配置产生积极影响。

1 体育发展驱动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实现基础

在城市发展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盘活的趋势下，通过

新兴产业驱动提升存量空间利用效率，已经成为优化资

源配置和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转型加

速，存量巨大的工业空间亟需更加多样化的再利用方式。

1.1 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发展概述

20 世纪 60 年代，欧美国家开始步入后工业社会，旧工

业建筑、工业地段的再利用成为社会面临的重要问题。

1965 年，美国劳伦斯·哈普林提出建筑再循环理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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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将建筑内部空间重新调整，赋予新的使用功能以实

现空间再利用（Olin，2012）。同年，荷兰建筑师约翰·哈伯

肯提出，住宅建筑可以分为支撑体和可分体，支撑体是稳

定标准的，可分体是可选可变的（Bosma et al.，2000），这

一理念随后逐渐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支撑体理论。1979

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委员会编制了《保护具

有文化意义地点的宪章》，明确提出了对于工业建筑遗产

“改造再利用”的保护理念。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相关理

论逐渐增多，模糊地段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后工业景

观理论等逐渐诞生。

工业空间再利用理论传入我国大约始于 20 世纪 90 年

代，早期主要是介绍国外理论和案例。《建筑学报》1989 年

发表了名为《重新利用旧建筑——世界建筑的趋势》的编

译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法国旧市场改造为文化中心、

军工厂改造为展览中心、废弃厂房改造为公寓、游泳池改

造为剧场等案例（Philippe Robert，1989）。引入国外理论

的同时，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实践也在发展。20 世纪 90 年

代初，鲍家声（1992）在旧厂房改造为住宅的项目中引入

了支撑体理论，在保持原厂房建筑结构的前提下，根据建

筑结构模数进行尺度转换，设计出既符合厂房尺度模数

又满足居住要求的住宅户型。吴良镛在北京菊儿胡同改

造中提出的有机更新理论，也被运用到旧工业空间的再

利用中，即将旧工业空间环境看作有机整体，遵循有机整

体、和谐、小规模、渐进性、新旧共生等基本原则，并且将

工业空间环境更新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更新

相结合（陈诗莺，2010；吴良镛，2001）。在工业转型与城

市发展关系日益紧密的趋势下，从城市更新的视角审视

工业空间再利用和工业遗产的保护也开始受到关注（刘

伯英 等，2009）。随着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工业空间再利

用的方式的日渐丰富，形成了展陈空间（储艳洁 等，2012；

张耀珑 等，2019）、文化创意产业园（何春花 等，2017；张

健 等，2013）、众创空间（彭芸霓，2017）、校园空间（许晓

东，2007）、主题酒店（李曙婷 等，2016；张亚楠 等，2017）、

酒吧（马金娜，2015）等多种类型的空间再利用方式。空间

资源的类型也从单体工业建筑扩展到滨水工业带、铁路沿

线工业带等大型空间（于洋 等，2019；朱晓青 等，2015）。

1.2 工业空间再利用的现实困境

工业空间再利用方式的拓展，使其产生了建筑、经

济、社会、文化等多个维度的关联，也让实践中面临的问

题更为复杂，突出表现在空间利用率、空间运营、工业遗

产保护等方面。对于博物馆、会展等展陈空间而言，受到

改造后空间功能单一、展厅区位和展厅内不协调等因素

影响，造成了改造后的空间利用率不高（张雅东，2012）。

一些经过改造的文创产业园区运营状况差异较大，有些

园区发展势头旺盛，有些园区则经营困难甚至关门停业。

导致这些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转型后的空间没能有效

匹配大众需求，难以成为大众化、高频次的使用场所，难以

形成稳定的空间运营模式（刘叶桂，2013；肖韡，2017）。此

外，在城市工业地段的转型利用中，存在着急功近利、地段

发展边缘化、工业特色消失等问题（刘辉，2014）。急功近

利加上理论缺乏，导致实践中出现两个极端现象：一方面

对于一些没有列为保护对象的工业建筑过度开发而忽略

保护，另一方面对一些被列为保护对象的工业建筑过于保

护而忽略利用（丁莉，2013）。随着工业空间与居住、服务、

交通等其他类型城市空间的关联性逐渐增强，工业空间的

转型利用需要与其他城市空间形成良好的耦合，才能为空

间转型赋予更加丰富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申庆喜 等，

2015）。在城市发展的新阶段，如何将存量资源的合理利

用与城市功能承接、产业经济复兴、空间特色塑造有效结

合，是新时代工业空间再利用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1.3 体育发展带来的工业空间再利用新路径

空间资源是体育活动的重要载体，决定着体育参与人

群的规模，也决定着体育经济市场的规模。在城市建设

用地逐渐被控制增量的情况下，如何满足日益增长的体

育空间使用需求，是体育产业、体育事业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重要问题。空间多样化利用正在成为新的关注点，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利用率较低的竞技性体育场地

（馆）设施等进行结构改造和功能转换，提升全民健身功

能，扩大适用人群（郭乾立，2016；李雨楠，2018；庄惟敏

等，2020）；2）开发利用工业建筑、工业地带、绿地、公园等

非体育用地，通过体育功能导入，使之成为可供使用的体

育空间（陈元欣 等，2020；Marina et al.，2016）。此外，在

大型体育赛事带动下，一些城市工业区规模化地转型为

体育及相关服务空间，不仅实现了空间的有效利用，还对

城市更新产生着积极影响。然而，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工

业空间转型为体育空间进行再利用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

段，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甚至面临着工业用地性质制

约、优惠政策不明确、过渡期满供地方式单一、缺乏改造

操作指南等问题（杨金娥 等，2018）。我国和欧美国家工

业发展的一个不同点在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依靠体

制动力在短时间内发展了大量的工业企业，尤其是建设

了体量庞大的国有工业企业。因此，在进入后工业发展

阶段后，我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工业转型形势。随着我

国体育产业、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空间开发与运营方式

更加多样，工业空间转型与体育的结合不仅是两种空间

形式的转换，还延伸到更为丰富的产业导入和运营。在

新发展格局下，以体育发展驱动更大规模的闲置工业空

间再利用，不仅需要符合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的一般规

律，也要结合时代需求和行业特征，研究实践中的重要模

式和经验，找准制约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提出未来发展

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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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体育发展驱动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实践模式考察

工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产业和资本运作效率，创造

更大价值，工业兴衰则是产业集聚和更替的结果（Harvey，

2011）。工业空间作为一种建成环境，其产生和形态的转

换，都可以理解为对产业发展需求的适应。从工业空间

到体育空间，不仅是所承载产业类型的变化，也蕴含着空

间在社会生产中的角色转换，即以工业生产主导的生产

空间转型为以体育消费主导的消费空间。

2.1 实践模式类型

为了解我国体育发展驱动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实践状

况，于 2017 年 6 月—2020 年 10 月，在北京、上海、浙江、福

建、广东等地进行实地调研，现场考察相关案例，对案例

企业负责人、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面对面访谈。

根据工业空间的不同表现形式，将体育发展驱动下的工

业空间再利用归纳为 6 种模式：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

业园区模式、滨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工业建

筑群转型全民健身中心模式、大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

合体模式、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场馆模式、特色工业设

施中的体育项目开发模式。

2.1.1 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业园区：以首钢工业区的

转型为例

城市旧工业区规模化地转型为体育园区，往往是以大

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为契机。国际上以奥运会举办带动城

市工业区更新的案例已经屡见不鲜，如 1992 年巴塞罗那

奥运会通过奥运村建设带动滨海旧工业区更新，2000 年

悉尼奥运会通过比赛场地设置复兴城郊的工业废弃地，

2012 年伦敦奥运会通过奥运园区建设修复斯特拉特福德

的工业污染地。2022 年北京冬奥会申办与筹办期间正是

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阶段，这让北京拥有了和巴塞罗那、

悉尼、伦敦等城市相似的历史机遇。但是北京的境况又

有别于上述城市，除了社会制度、管理体系、文化背景等

方面的差异，还有两点重要的不同之处：1）相关企业性质

的差异，首钢作为我国大型国有钢铁企业，企业转型与国

家战略关联度大，体系更为复杂；2）首钢工业区的转型不

仅是物质空间的转型，还通过载体建设夯实产业发展基

础、以产业融合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付群 等，2020）。在具

体做法方面，首钢转型的措施可以大致归纳为 3 点：将工

业遗存改造为比赛训练场地，以奥运文化打造特色工业

景观，建设特色性体育产业配套空间。

专业训练场地是一种特殊的体育空间形式，其服务对

象是具有顶级竞技水准的专业运动员，对于场地的工艺

水准要求极高。将工业遗存改造为专业训练场地，不仅

需要大规模的前期资金投入，还需要考虑场地改造后的

长期运营效益。这就需要改造和运营主体能够汇集优质

的行业资源，形成模式清晰、长期持续的产业发展规划。

首钢通过与政府部门合作，利用原有的冷却塔、精煤车间

等工业建筑的高度、跨度优势，开发新的冬季运动项目训

练中心，服务于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比赛训练。在举办

冬奥赛事之后，这些场地还将进一步向社会公众开放，成

为推广冰上运动、发展冰上产业的重要载体。

物质空间重塑是旧工业区更新的基础，奥运文化与工

业风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尝试。首钢将筒仓改造为北京冬

奥组委的办公场所，利用水塔内部的弧形结构设置了冰

雪项目展示墙，将旧厂房改造为冬奥展示中心，都是在原

有的物质空间中融入奥运元素，形成新的景观。以功能

置换的角度看，从工业空间到以奥运元素为特色的体育

空间的开发利用，较好地体现了后工业时代新兴产业、多

元文化对于工业空间复兴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政府

化解了钢铁产业搬迁后老工业区面临的物质功能老化和

产业空心化的难题；首钢集团通过工业空间的再利用，实

现了自身产业转型；体育行业组织则通过这种经济高效

的空间开发利用方式，降低了建设和运营成本，实现了节

能环保的绿色奥运理念。

体育产业配套空间主要是服务于体育活动和体育产

业相关方的空间形式。首钢在工业区中建设相应的体育

产业配套空间，一方面是保障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日常训

练活动的顺利运行，另一方面也是对首钢体育产业板块

发展的战略支撑。如首钢体育大厦作为首钢具有代表性

的体育产业配套空间之一，在空间设计上的亮点之一就

是结合篮球项目运动员的身高特点专门设计了挑高的球

员宿舍、加大间距的影剧院等。为了满足冬奥赛事的服

务需求，将位于首钢园核心区域的电力厂改造为酒店项

目，作为滑雪大跳台的配套项目。这些特色化的体育产

业配套空间不仅能够为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提供更好的空

间服务，还能引导体育组织、企业、人力、品牌等要素集

聚，形成产业发展的竞争优势。

以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为抓手，在原有工业区的基础

上建设体育比赛场地及相关配套设施，并推动基础设施

改善和环境治理，是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为体育产业园区

的重要经验。这种模式前期投入较大，产生的影响显著

而持久。一方面，老旧工业区往往因为城市功能落后、缺

乏活力、景观衰败而成为城市发展的痛点，将具有鲜明文

化标志性和重大影响力的大型体育赛事引入到城市工业

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给工业空间植入新的元素标识，

以有限的物质空间改造投入构筑全新的城市形象。另一

方面，大型体育赛事从申办、筹办、举办到赛后遗产开发，

是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将这一周期与城市工业区的整

体转型和长期规划有效结合，能够以点带面推动工业区

及其所在片区的复兴，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产

生持续性影响。

2.1.2 滨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以黄浦江沿岸的空

间改造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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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一些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喜好傍水而建，近现

代工业发展更是对水路航运有较强的依赖性，形成了沿

江沿河分布的滨水工业带。贯穿城市的滨水工业带比一

般的城市工业区开放度更大，对城市的辐射范围也更大。

上海是我国近代重要的工业城市，很多重要的近代工业

企业分布在黄浦江沿岸。在传统工业外迁或衰败之后，

黄浦江沿岸形成了由废弃工业建筑和设施构成的体量庞

大的滨江工业带。上海滨江工业带的更新有两个显著的

特征：1）覆盖面广，以黄浦江为纽带连接了上海主要的城

区；2）功能分区明确，针对各个区段形成了清晰的功能

定位。

体育空间的营造是以两种不同的属性参与其中，

1）通过公共体育空间的设置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体育

服务；2）通过体育产业空间设置引入经营项目实现产业

植入。公共体育空间的设置主要是满足附近社区居民的

日常运动健身需求，临江而建的球场、慢行通道、花园广

场、沿江步道和跑道等都是这种空间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黄浦江沿岸的空间设置中，尚无专门的体育产业功

能区，也没有在工业空间基础上进行较大规模的体育产

业空间布局，只是根据沿江工业建筑和工业景观特点，形

成了一些零散分布的经营性体育空间。例如，在跑步爱

好者众多的杨浦滨江地段，沿江跑道边设置了由耐克公

司提供相应服务的跑者驿站。通过对上海船舶修造厂旧

址进行再利用，将旧厂房改造为电子竞技的体验和展示

场所，以新式的电子竞技元素为旧工业空间赋予了新的

特色和生命力。在虹口滨江段，江边公共空间中建设了

智能球场，可以通过按键启动进行反应、协调、敏捷、力

量、技巧等运动练习，还可以设置多人模式进行家庭竞技

游乐。

总体而言，在黄浦江沿岸的工业空间转型中，体育更

多的是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嵌入公共游憩空间。经营性的

体育产业项目较为分散，规模有限。城市滨水工业带的

开发利用，是一个牵涉面广、影响范围大的综合性工程，

除了会涉及相关企业的转型发展，还需要兼顾对重要工

业遗产、工业景观的保护，往往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整体

规划和统筹实施。这也决定了在城市滨水工业带的更新

改造过程中，政府对于体育产业的发展定位深刻影响着

其融入方式和融入程度。

2.1.3 工业建筑群转型为全民健身中心：以衢州旧粮仓改

造为例

需要改造或转型的工业建筑主要是旧工业建筑，由于

时代更迭和技术发展他们已经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但建

筑本身仍然具有实用价值，如一些旧码头、旧仓库、旧厂

房等。目前，将成片的工业建筑群整体改造成为全民健

身中心的案例，在我国尚属少见，浙江省衢州市全民健身

中心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通过政府与社会资本形成多

级开发，将旧仓库整体转型为全民健身场所。

衢州全民健身中心改造项目的诞生主要源于两方面

动力：1）由于之前城市规划的时代局限性，在当时的经济

社会发展条件下，并没有重点考虑城市体育发展的空间

规划，造成衢州市城区体育空间资源布局偏少；2）随着衢

州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民健身需求日渐

提升，迫切需要在空间资源的配置上予以新的响应。之

所以选择将旧粮仓改造为全民健身中心，而非新建体育

场馆，主要是基于旧工业建筑在改造全民健身中心方面

具有两大核心优势：1）旧粮仓的建筑跨度大，在改造体育

空间方面具有较强的可塑性，能够改造成击剑馆、室内五

人制足球馆、健美操馆、健身房、游泳馆等多种类型的体

育空间；2）对旧粮仓的改造转型为体育空间，不需要大拆

大建，能够有效节约公共资金投入。

衢州全民健身中心在改造过程中，采取了政府投入建

设完善周边设施、引入社会资本共建运营的方式。基本

形式是政府和社会机构签订长期协议，由社会机构承包

整个片区旧粮仓的改造项目，进行整体规划和投资。该

项目采取的是土地性质不变，和总承包商签订 20 年开发

运营权的长期合同，总承包商对项目进行基础改造投资。

在完成项目的基础设施改造之后，总承包商再将单个的

项目承包给二级开发商，二级开发商即具体项目的运营

方。从旧粮仓到全民健身中心，场地的功能发生了变化，

涉及到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协作问题。

在项目运营的前期阶段，政府首先通过让利的方式引入

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建设完善

周边的基础设施，如设立新的公交路线、协调地下管线建

设等；2）作为产权所有方，在项目前期阶段为运营方免去

租金，以此引导社会资本进入。政府在整个项目中具有

遴选和监督的职能，对总承包商制定了明确的筛选标准，

同时为了有效发挥全民健身中心在满足当地群众健身需

求、推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还对整个项目的经营业

务构成设立了约束条款，确保全民健身中心不少于 70%

的空间用于全民健身相关的经营项目。

衢州旧粮仓的改造实践表明，工业建筑群转型为全民

健身中心的模式具有 3 个显著特征。1）建筑物改造的规

模相对较大，将片区内的建筑群整体转型为全民健身中

心需要政府层面的着力推动，并完善相应的基础设施；

2）从改造项目的实施看，需要有相对丰厚资本和较强规

划能力的市场主体参与投资、规划和项目实施；3）从改造

后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来看，需要有足以支撑项目运

营的体育消费人群，如此才能让改造后的空间服务匹配

于市场需求，有效实现旧工业空间的再利用。

2.1.4 大型工业建筑改造为体育综合体

体育综合体是近些年在我国逐渐兴起的一种空间经

营形态，是在城市综合体、商业综合体等基础上发展的一

34



冯晓露，等：产业导入与空间转型：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

种延展形式。体育综合体和传统体育场馆的区别在于：

体育场馆的业务模式更加单一，主要是以体育赛事或体

育活动为主要业务，虽然可能也会配有相应的商业服务

设施，但尚未形成业态；体育综合体更加偏重将体育作为

业务主线，串联其他各种形式的商业服务形态。体育综

合体除了新建，还可以通过空间改造的方式实现，一般有

两种改造的途径：1）在传统的大型体育场馆基础上改造

升级；2）对具有一定体量和跨度的非体育建筑进行改造。

旧工业建筑改造为体育综合体，除了在结构基础上进行

功能置换，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在工业用地基础上构建新

的体育产业复合用地形式，利用工业建筑的空间、区位优

势，发展以体育为主线的多样化商业服务，实现原有工业

空间的再利用。时至今日，我国北京、上海、厦门等城市

已经进行了将工业建筑改造为体育综合体的初步探索，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方案（表 1）。

通过对以上工业建筑改造的体育综合体考察发现，虽

然各类综合体的改造基础和经营内容各有不同，但是也

存在一些共同特征。首先，改造成体育综合体的工业建

筑一般具有面积大、跨度大、空间开阔的特征。其次，改

造后的体育综合体都具有较为明确的主题，如运动项目

培训、休闲娱乐、体育旅游、公共体育服务等，以较为明确

的体育服务内容形成特色鲜明的功能定位。再次，体育

综合体都是以体育运动项目经营或体育服务为核心，融

合了商业零售、休闲娱乐、旅游度假、餐饮等多种商业服

务形态。此外，体育综合体对区位有特定的要求，一般情

况下，体育综合体位于城市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

2.1.5 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为体育场馆

小型工业建筑主要是一些跨度较小、层高较低的小体

量工业厂房、仓库等，经过简易的改造就可以满足日常体

育运动项目的场地使用需求。由于改造规模相对较小，

投入成本相对较低，这类改造通常由社会资本推动。民

营企业通过对租用的工业厂房、仓库等进行空间改造，使

之转型为体育活动场所。这种现象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

全民健身热潮下体育空间消费的需求提升，另一方面也

得益于政府体育产业政策的推动。一个显著的现象是，

在 2014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体育产业“46 号文件”后，更多

的社会资本开始关注并投资体育产业。体育产业成为继

文创产业之后，又一个在带动社会资本进入旧厂房改造

方面发挥显著作用的产业领域。

由于小型工业建筑通常分布零散，其改造和转型不同

于整片的工业区可以在统一的规划管理下整体实施，因

此现实中存在不少长期处于闲置状态的小型工业建筑。

从全国范围看，以小型工业建筑为基础的体育场馆改造

在 2015 年之后逐渐增多，大部分的投资者是以民营企业

为主体的社会资本，资金投入主要用于场地的改造、维

护、租金支付等，改造后的场馆主要用于提供体育场地租

赁、体育培训等服务。

社会资本投资将旧工业建筑改造为体育场馆，对于盘

活城市存量工业空间资源、缓解市民体育健身需求具有

重要价值，但是由于这种投资和改造一般规模较小，投资

主体和场所都较为分散，没有政府层面的统一规划，在实

践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也更加突出。首先，由于土地性质

等原因，相应的体育产业税费优惠、政策扶持难以落实，

企业经营成本过高，社会资本持续投资的动力不足。其

次，对闲置旧工业建筑再利用缺乏长期规划，导致企业经

营场所不稳定。由于小型工业建筑一般分布于城市的零

星工业用地，再利用方式没有在管理层面形成统一的规

划，因此不确定性的拆迁、动迁现象时有发生，使得企业

经营稳定性不强，相关利益得不到保障。

2.1.6 特色工业设施中的体育项目开发

工业生产所涉及的工业设施种类繁多，具有多样化的

形态特征和功能特征。体育运动项目的表现形式十分丰

富，各种运动项目的场地设施标准和要求也各不相同，这

为在工业设施基础上进行体育项目的开发提供了更多可

能。德国景观设计师彼得·拉茨的作品杜伊斯堡景观公

园是由废弃的煤矿厂和钢铁厂改造而成，通过对煤气储

罐内部空间开发实现体育休闲活动模式，以及对料仓花

园外部设施开发实现体育休闲活动、儿童娱乐、展览模

式。我国也有在工业设施内部进行的潜水中心改造案例，

表1 4类工业建筑改造的体育综合体项目概况

Table 1 Brief Introduction of Four Types of Sports Complex Transformed from Industrial Buildings

项目名称

上海翔立方体育综合体

北京博锐体育综合体

北京道境体育中心

厦门文化艺术中心

原有建筑类型

机床厂、永红煤矿机械厂

陶瓷厂

钢构厂

工程机械厂

场地面积/

万平方米

2（一期）

3

不详

13

主营运动项目

篮球、足球、乒乓球、台球、壁球、瑜伽、跆拳道、

儿童游戏等

篮球、羽毛球、足球、网球、室内滑雪、攀岩、少儿

体适能等

篮球、蹦床、自由搏击、攀岩、室内滑雪等

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网球、篮球等

运营特色

体育＋文化＋教育＋旅游

以社区服务为基础，探索多

样化业务

智能化改造与经营

公共服务＋市场化经营

注：资料来源于作者调研以及人民网、华奥星空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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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塞隆国际文化创意园是由原来的

建材仓储库改建而成，利用水泥筒仓的高度优势，在罐体

建筑内部打造了深度近 6 m 的潜水池，并且围绕潜水池设

立了两层的办公与服务空间。

与水泥筒仓内部空间的开发不同，水塔的改造更多的

是以其外部结构特征为基础进行新的功能开发。在衢州

全民健身中心的改造项目中，对于水塔外部形态的再利

用是其中的一个特色项目。充分利用水塔的高度优势，

在表面添加攀登设施以及绳索等保护装备，形成独具特

色的栈道攀岩项目，并且设置了 3 种不同难度等级的路

线，不同年龄段、不同体能的人都可以参与体验。还在水

塔旁边建设了人工岩壁，为专业的攀岩爱好者提供仿真

的攀岩体验。此外，还利用水塔的高度优势设置了 30 m

的速降轨道，形成了一种模拟蹦极运动的项目。

体育项目的开发为原有工业设施带来了两个方面的

改变。一是功能的拓展。通过对原有设施的结构改造，

使之成为承载相应运动项目的体育设施，转型成为能够

让更多人参与的新型场所，让原本已经失去使用功能的

工业设施产生了新的价值。二是景观的再造。工业设施

的改造在保留整体特征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植入新功能

的同时也融入了新的元素，形成了新的空间特色，让原有

的工业设施成为新型空间生态的重要组成。

2.2 实践模式比较

通过对 6 种模式的考察发现，各类模式虽然都是以体

育产业或体育元素的导入促进工业空间的转型，但是不

同的工业空间形式与体育的融合方式不同，空间转型的

依存资源、运营方式、发展路径、实践成效、发展难点等也

各不相同（表 2）。

2.2.1 依存资源

工业空间类型的不同，决定了各类模式依存资源的差

异。在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业园区模式和滨水工业

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中，都对城市中具有区位优势

和一定规模的工业空间具有较强的依存性，比如以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依靠首钢工业区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战

略地位，围绕冬奥这一核心主体，对原有的工业空间资源

以及相关工业遗产进行再利用，服务于国家战略并促进

企业的产业转型。工业建筑改造为全民健身中心、体育

综合体的模式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营行为，经营业务

内容较为丰富，对空间规模、基础设施、地段优势有较强

的依存性，这种资源基础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

经营成本，并且容易通过整体性的规划运营实现产业集

聚效应。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为体育场馆、特色工业设施

中的体育项目开发模式的主体主要是小微民营企业，对

工业建筑和设施的地段和改造成本依存性较强，同时后

者还依赖于工业设施的结构特征。

2.2.2 运营方式

从运营方式看，政府和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企业在

不同的模式中形成了不同的职能。在城市旧工业区转型

体育产业园区模式、滨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

中，政府发挥了重要的战略选择作用，民营企业介入的空

间较小。在工业建筑群转型为全民健身中心模式、大型

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合体模式中，市场介入的程度相对

提高，形成了“政府＋市场”双核驱动，政府规划引导并给

予一定政策和资源配套，民营企业进行分级开发和运营。

在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场馆模式、特色工业设施中的

体育项目开发模式中，民营企业主要在既定的规则下参

与开发与运营，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同时由于后者对

工业设施结构特征的依赖性较高，而此类工业设施往往

存在于一些大型工业建筑或工业区中，决定了此类模式

往往是嵌入综合性项目的开发与运营中。

表2 体育发展驱动下工业空间再利用的模式比较

Table 2 The Comparison of Reuse Patterns of the Wasted Industrial Space Driven by Sports Development

模式类型

城市旧工业区转型

体育产业园区模式

滨水工业带中的体

育空间营造模式

工业建筑群转型为

全民健身中心模式

大型工业建筑改造

体育综合体模式

小型工业建筑改造

体育场馆模式

特色工业设施中的

体育项目开发模式

依存资源

城市工业区战略地

位，工业遗产特色

滨水工业带战略地

位，工业遗产特色

空 间 规 模 ，基 础 设

施，地段优势

空 间 规 模 ，基 础 设

施，地段优势

地段优势，改造成本

工业设施结构特征，

地段优势，改造成本

运营方式

国家战略引导，政府规

划，国有企业主导运营

政府规划，民营企业少

量介入

政府规划，民营企业分

级开发与运营

政府规划，民营企业分

级开发与运营

民营企业开发与运营

民营企业开发运营，嵌

入综合性开发项目

发展路径

自上而下，政府推动，

注重国家战略响应

自上而下，政府推动，

注重公共服务提升

政府市场协同驱动，

兼顾经济与社会效益

民营资本投资拉动，

注重融合多种业态

市场推动，注重经济

效益

项目推动，注重经济

效益

实践成效

战略地位突出，价

值溢出显著

丰 富 公 共 空 间 形

式，提升城市功能

协作机制建立，社

会参与度提升

项目内容扩展，消

费群体扩大

进入门槛降低，社

会参与提升

工业设施特色化利

用，工业景观再造

发展难点

前期投入大，市场参

与度较低

以公共体育空间为

主，产业规模小

产业融合度低，实践

案例较少

产业形式单一，政策

优惠难落地

租金、土地稳定性差，

长期经营难以保障

资源禀赋依赖性强，

复制推广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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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发展路径

从发展路径看，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业园区模式

和滨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主要是一种自上而

下的政府推动行为，前者往往以大型赛事举办为抓手形

成对国家战略的响应，后者注重利用滨水工业带辐射范

围大的特点以空间的转型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此

外，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对于一些规模大、历史久的旧

工业建筑和设施，还会强调工业遗产保护。工业建筑群

转型为全民健身中心模式、大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合

体模式中，对于配套设施和资金投入都有较高要求，因此

需要政府和企业发挥较好的协同作用。全民健身中心更

加强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兼顾，体育综合体则更加

注重多种业态的融合。相比之下，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体

育场馆模式、特色工业设施中的体育项目开发模式中，主

要改造对象是相对分散的工业空间资源，更适合小微民

营企业的介入，是较为典型的市场推动型产物，在实践发

展中也会更加注重经济效益。

2.2.4 实践成效

从实践成效看，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业园区模式

不仅为体育发展拓展了空间资源，还通过新的产业导入

和大型赛事引入为工业区赋予新的城市功能，提升周边

地区基础设施水准，改变城市工业景象，激活区域发展活

力。滨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中，体育空间作

为一种公共空间形式被运用到滨水工业带的保护与开发

中，与文化艺术、休闲旅游等空间相互融合，丰富了滨水

工业带的公共空间形式，提升了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工

业建筑群转型为全民健身中心模式建立了政府、市场协

作机制，通过一系列促进措施最终转化为全民健身参与

者获益。大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合体模式通过多种运

动项目的引入，丰富了体育综合体的项目形式，扩大了体

育消费群体规模。小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场馆模式中，

降低了经营主体的获客成本和进入门槛，提升了社会参

与。特色工业设施中的体育项目开发模式中，将工业设

施的结构特征和体育运动项目的特征有效结合，实现了

工业设施的特色化利用和新的景观再造。

2.2.5 发展难点

从发展难点看，城市旧工业区转型体育产业园区模式

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中小型市场主体难以介入。滨

水工业带中的体育空间营造模式中，体育更多的是作为

一种公共产品，并没有在工业带的更新中发挥一定的产

业效应，当然这和整个城市或区域的转型定位有关，所以

对于这种模式比较值得期待的是，在城市发展战略层面

进一步提升体育产业的战略地位，在城市滨水工业带的

空间转型中形成相应的体育产业功能区。工业建筑群转

型为全民健身中心模式、大型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合体

模式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业形式单一问题，没能有效

发挥综合体在推动产业融合方面的空间载体作用。小型

工业建筑改造体育场馆模式中，由于规模较小，制度保障

缺失，导致土地稳定性差，经营主体的长期运营难以得到

保障。特色工业设施中的体育项目开发模式中，较为依

赖工业实施的资源禀赋，并且对项目开发中的技术标准

要求较高，复制推广存在一定的难度。

3 体育发展驱动下工业空间再利用的优势、特征与困境

相较于以往的工业空间再利用方式，体育的特有属性

让体育发展与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的结合形成较为鲜明

的优势和特征。同时，由于发展时间较短，实践基础较为

薄弱，这一方式也面临着相应的发展困境。

3.1 优势分析

3.1.1 结构功能匹配

工业建筑一般拥有空间宽敞、平面规整、立面简洁、

空间灵活度大等空间特征，能够满足体育空间的功能需

求；在构造上往往拥有坚固耐久的结构体系，承载能力比

普通的民用建筑更高；在场馆给排水、消防安全等配套设

施上，只需在原有建筑基础上稍加改造即可转型为相应

的体育空间。此外，我国一般工业建筑的设计、施工主要

依照国家二类建筑标准，耐久年限为 50～100 年，很多闲

置的旧工业建筑远没有达到耐久年限。城市大型工业

区、滨水工业带、铁路沿线工业空间等，具有独特的景观

特色，更容易和一些开放性的户外运动项目场地开发相

结合。对于多数的工业区或工业建筑，并不需要封存式

的保护，更适合通过合理利用实现主动式保护，赋予新的

功能。

3.1.2 产业前景广阔

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工业生产进入智能化、数字化

阶段，传统工业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的地位日渐式微，取而

代之的是逐渐兴起的新兴工业和第三产业，这种趋势直

观地体现在企业数量和行业增加值的变化上。在我国的

统计年鉴①中，第二产业领域中的工业包含了传统工业的

主要领域，即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体育产业直接相关的文化、体育和娱乐业被划分

到第三产业。数据显示，在 2006—2017 年，我国文化、体

育和娱乐业的企业法人数增幅②总体呈上升趋势。工业

企业法人数则无显著增幅，一些领域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现象。从行业增加值年度增幅③情况看，文化、体育和娱

①《中国统计年鉴》中对于三次产业的划分是，第一产业包括农、林、

牧、渔业；第二产业包括工业、建筑业两大类，其中工业包括采矿业、

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第三产业则是除了第一、

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②企业法人数年度增幅=（当年企业法人数-上年企业法人数）/上年

企业法人数。

③行业增加值年度增幅=（当年行业增加值-上年行业增加值）/上年

行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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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业的行业增加值的年度增幅多年保持在 20% 左右水

平。工业领域增加值增幅变化不大，一些领域同样存在

负增长现象。我国工业领域整体进入结构调整阶段，一

方面新兴制造业的崛起正在成为新时期工业发展的重要

支撑，另一方面以原材料工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正在面

临巨大的产业转型升级压力。相比之下，近些年来，文

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市场主体规模不断扩大，增加值增长

速度明显快于工业相关领域，表现出旺盛的市场活力，正

在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新兴支柱产业。在“退二进三”的

产业升级背景下，以体育产业导入推动闲置工业空间资

源再利用，符合我国现阶段产业转型趋势，也呈现出广阔

的市场前景。

3.1.3 社会价值外溢

社会价值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从社会运行的角

度可以理解为对社会运行产生的积极作用。对社会运行

产生重要作用的不仅包括经济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

文化资本（皮埃尔·布尔迪厄，1997）。与其他社会实践形

式相比，体育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兼具公共产品、私人产

品和准公共产品的多重属性，这使得体育发展驱动下的

闲置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不仅能够在产业转型发展方

面产生直接价值，还能通过对经济、社会和文化 3 个层面

的作用，产生相应的价值外溢。在经济资本层面，以引入

和发展体育服务业为抓手，带动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能够

有效缓解传统工业退出带来的失业压力。在社会资本层

面，体育空间具有更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其服务对象主

要是社会公众，能够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周边居民拥有更

多参与空间互动的机会，获得更好的情感慰藉和场所认

同。在文化资本层面，体育运动能够为原有的工业空间

增添新的文化内涵，推进城市文化更新。体育运动为工

业空间带来新的文化元素，不仅形成了一批具有新形象、

新功能的改造项目，也将工业文化传承和体育价值传播

有效融入工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更新。

3.2 特征分析

3.2.1 政府整体规划与政策配套作用关键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工业空间资源的再利用是城市在

新发展阶段的消费、文化、品牌、服务提升的空间需求，是

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在空间层面的表现形式。城市

化的加速为城市带来了繁荣的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也

带来了巨大的空间转型压力。由于体育空间具有私人产

品、公共产品等多重属性，并且在从工业空间转型体育空

间的过程中涉及一系列的体制机制问题，决定了这种空

间转型很难完全通过自由市场来实现。尤其是对于一些

体量巨大、涉及面广的城市工业区、工业建筑群的开发和

利用，更加需要政府层面的整体规划和推动实施。政府

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工业用地产权的支配能力，工业用地

转让、性质进行变更都需要政府在城市整体规划层面的

统筹。这不仅决定着原有工业建筑设施的拆除、保护或

改造方式，也决定着转型后的空间运营方式。明确的功

能定位和规划设计，不仅能有效解决生产效率、用地效率

低问题，还能够激发市场积极性，带动片区产业的协同发

展。反之，如果定位模糊、配套政策缺失，即便获得了社

会资本的投资，也会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制

度约束，难以形成良性发展。

3.2.2 大型国有企业资源和效率优势明显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很多大型国有工业企业通过指派

方式获得了城市中心的土地，推动了一大批国有工业企

业赶超式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传统工业对于城

市发展的战略地位日益下降，其所带来的高能耗、高污染

等甚至还成为城市更新面临的棘手问题。传统工业企业

不得不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将原有产业迁出城市优

势区域，工业迁出后传统工业空间的再利用成为城市空

间功能演进的必然趋势。这也使得在我国工业空间的再

利用过程中，大型国有企业在物质基础和政策支持上都

具有显著的优势。在物质基础方面，大型国有企业一般

拥有较大的工业空间体量、良好的工业景观设施和优越

的地理位置。在政策支持方面，大型国有企业在土地转

换、空间规划、资金投入和行政对接等方面，具有更高的

便利性和执行效率。

3.2.3 土地政策的开放程度存在地方差异

土地政策是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中的关键问题。根

据我国用地标准，工业用地和体育用地性质不同，工业空

间的功能置换对应着用地性质变化，否则即使在形式上

进行了转换，也会在后续运营中产生一系列问题。从发

展现状看，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中的土地政策大致可以

分为 3 类：1）不允许改造为体育场所；2）允许改造，但是对

土地转性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规定；3）对于空间改造和

土地转性形成了明确的政策规定。一些地方不允许改造

的主要理由是“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审批相关要求，工

业用地不可用于建设体育场馆建筑”（人民网，2019）。虽

然目前无法准确给出此种类型在全国所占的比例，但是

从调研情况看，更多的属于第二类，即允许将工业空间转

型为体育空间，但是针对土地问题没有形成明确的政策

支持。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已经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处理

办法。厦门较早在政策层面引导城市的土地利用方式转

变，在 2012 年推出的《关于推进工业仓储国有建设用地自

行改造的实施意见》中允许原有的工业、仓储国有建设用

地业主在符合规划和环保的条件下，直接凭借产权资料

和改造方案向政府规划部门提出申请，经政府部门按照

管理流程进行审核后，将原有的工业用地变更为相应的

产业用地。上海 2017 年出台的《上海市城市更新规划土

地实施细则》，对于城市更新中涉及用地性质改变的部分

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定 5 种情况下可以进行用地性质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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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兼容和转换。土地政策的开放程度，在推动城市工业

用地再利用中作用关键，是能否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有效促进城市产业转型的关键环节。

3.2.4 开发与运营方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工业空间资源的再利用和各地方的城市规划、资源禀

赋、体育发展存在重要关系，也因此形成了多样化的开发

与运营方式。按照对于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工业空

间的开发与运营方式大致可以分为 3 种：1）自主产权土地

的开发与运营；2）租赁土地的开发与运营；3）政府、市场

合作的多级开发与运营。以首钢为代表的大型国有企业

在土地使用权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对于工业区的开发

与运营可以理解为企业组织内部的空间再生产活动。相

比之下，一些由社会资本主导开发和运营的项目，由于在

土地使用权方面缺乏保障，直接影响到企业空间改造的

前期开发投入和后期运营策略。通过政府、市场合作的

多级开发与运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土地使用的

稳定性，政府前期投入建设完善周边设施，再引入社会资

本开发运营，虽然土地性质不变，但是通过政府和社会资

本之间签订的长期运营协议保证了项目的稳定。在明确

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关系后，再形成社会资本层面的分级

开发。不同的开发和运营方式都是在特定的资源基础和

政策框架内形成的，呈现出不同的优势和局限。

3.3 困境分析

3.3.1 规划引导不足，产业导入与空间转型缺乏实施依据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规划体系对于体育空间资源的布

局有限，现有的体育用地供给偏重服务于竞技赛事的大

型体育场馆。这和很多城市对于体育的发展定位密切相

关，体育在城市发展中更多的是被视为城市品牌建设的

一种方式，通过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

度，却少有城市将体育发展真正融入城市更新、城市产业

转型升级和国土空间规划等层面。随着社会发展，这种

城市规划思路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体育空间资源

配置需求。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体育发展规划和产业政

策中已经明确提出，鼓励将旧厂房、仓库、设施等存量空

间资源改造用于体育健身，但是在多数地方政府的规划

体系中还没有得到相应落实。这就造成通过体育产业导

入促进工业空间转型缺乏实施依据。此外，我国幅员辽

阔，不同地区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体育发展状况、工业

空间资源的存量结构等都有其独特之处，工业空间资源

再利用中的遗产保护、开发边界、功能定位等都需要针对

性更强的地方规划引导。

3.3.2 协同机制缺乏，体育发展驱动下的工业空间再利用

规模有限

体育发展驱动下的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虽然已经初

步形成不同的实践模式，但是模式的实践成效都有赖于

较强的协同机制，不仅包括政府部门之间的协同，也包括

相关的投资、建设、运营等主体之间的协同。尤其是在大

型工业区更新、大型工业建筑群改造项目中，政府的统筹

规划和各类主体的有效协同更显重要。但是目前，这种

协同机制尚没有形成常态，相关案例较为少见。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对于工业企业转型发展体育产业没有形成足

够的共识。一方面，以往的工业空间转型都是与文化产

业、科技产业、旅游产业等协同发展，形成了一定实践基

础和思维惯性；另一方面，体育产业在我国起步较晚，基

础设施和消费理念都处于发展阶段，且核心资源开放程

度不高，企业大规模投资或转型发展体育产业的动力

不足。

3.3.3 政策配套不足，社会资本缺乏长期投资的动力

工业建筑改造体育综合体和体育场馆中存在的业态

融合问题、政策许可问题以及税费优惠问题，都和土地政

策密切相关。在《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和国务院关于体育

产业发展的 46 号文、43 号文件中都明确提出了对体育产

业用地供给的支持政策，但是各地政府对于政策的落实

与配套支持却各不相同。首先较为突出的表现是，一些

地方政府部门并未了解国家在体育产业用地方面的最新

政策，按照旧有的规划许可审批要求，不允许在工业用地

基础上进行体育场馆改造。其次，即便是允许土地使用

性质的变更，但是在现实执行中由于部门协同机制的缺

失，使得跨部门审批手续繁杂、周期长、障碍多，实践成效

较差。此外，一些地方虽然在空间转型方面执行了“在五

年内继续按原用途和土地权利类型使用土地”的过渡期

政策，但是对于过渡期之后的土地使用没有明确的规划。

用地问题的连带效应，使得体育产业的相关税费政策也

难以得到落实。

3.3.4 产业融合度低，文化传承与创新不足

产业融合度低主要表现在 2 个方面：1）整体规模较

小，类型单一。除了极少数的大型工业区转型案例，多数

体育发展驱动下的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项目规模较小，

场地面积大多处于 3 万平方米以内，改造资金投入在千万

级别以内，改造后的功能主要是服务于周边的全民健身

人群，尚未介入城市一些重要地带的大型工业区或工业

建筑的转型和改造。2）业态融合层次不深。目前多数的

工业空间在转型体育空间后主要是按照常见的运动项目

进行分区设置，经营项目以场地租赁和运动项目培训为

主。虽然一些改造项目引入了休闲娱乐、文化交流、商业

服务乃至旅游等业态，但是这些业态只是作为一种主营

业务的点缀，并没有在综合体的业务模式中与体育产业

形成有效融合。此外，工业建筑设施改造中的文化传承

创新不足。闲置的旧工业建筑和设施承载了城市发展的

时空记忆，物质层面的再利用实际也是一种工业文化和

城市文化的传承创新。但是目前多数的改造项目只是在

形态上进行了转型，而忽视了发掘工业建筑设施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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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没能有效利用工业建筑和设施的无形价值。

3.3.5 基础研究薄弱，理论输出滞后于实践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速

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存量空间资源规模远远超过以往，闲

置工业空间资源的再利用已经不仅是一个技术性问题，

更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社会性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

以往的理论研究基础在回应现实问题方面已经捉襟见

肘，突出表现在 3 个方面。1）缺乏对各类闲置工业空间资

源现状的普查和研究，如各类工业空间资源的形态特征、

分布状况、保护级别、可利用方式等。2）缺乏对当前体育

空间供需状况的深入研究，现有的体育场地普查给出了

静态的场地分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体育空间资源

的供给情况，但是由于缺乏对体育人口分布、体育行为特

征、运动项目参与结构等情况的细致研究，很难判断准确

的体育空间供给缺口，难以在空间规划层面给出清晰的

指导思路。3）缺乏对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与体育发展相

结合中面临的土地使用、产业政策、管理模式、运营模式

等具体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基础研究的薄弱造成实践

问题难以得到理论回应，实践探索缺乏理论指导，多数情

况下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仅会增加试错成本，也不

利于提高闲置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的实践成效，甚至造

成社会资源浪费。

4 体育发展驱动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的未来展望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需要从规划引导、协同发展、政

策配套、统筹推进、科学研究等方面共同推进，才能更加

有效地以体育发展驱动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

4.1 加强规划引导，发掘体育在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中的

长期效用

随着体育在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中的多重价值显现，

体育发展更加深入地融入城市更新、产业转型和民生发

展之中。城市规划需要重新认识体育在城市建设中的功

能和地位，发掘体育在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中的作用与

功效，将体育产业发展、体育空间资源开发利用融入国民

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主要规划体系，形成统一衔接的规划

引导。在规划制定和实行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突出区

域性、层次性、阶段性和功能导向性。在区域性上，要根

据各个区域工业空间资源特色和体育资源特色，形成针

对区域性发展需求的体育发展与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模

式；在层次性上，需要将旧空间更新和新空间建设相结

合，将工业建筑的单体改造和工业区的整体更新相结合，

将工业空间转型和体育产业发展相结合；阶段性上，可以

优先鼓励城市大型工业区、工业带转型发展体育产业，形

成一定的产业效应和示范效应，逐渐带动城市零散工业

空间资源的再利用；功能导向方面，针对不同的体育产品

供给，确定不同功能导向的规划方案。对于公共体育服

务或准公共体育服务方向的改造，可以探索政府统一规

划、社会参与运营的公建民营模式，对于私人物品属性的

体育产业项目改造，可以因地制宜地探索形式多样的政

府与社会协同方式。

4.2 推进协同发展，引导大型工业国企转型发展体育产业

引导转型期的大型工业国企发展体育产业，具有积极

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一方面，体育产业作为快速崛起的

新兴产业，是有效助力产业转型的新经济领域；另一方

面，体育产业的发展同时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和

城市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有效推动社会建设。作为国

家经济建设和国计民生服务的重要主体，国有企业对于

体育产业的投入具有经济层面与民生层面的双重合理

性。更重要的是，当前我国急需转型发展的国有工业企

业作为土地权利人，在土地转性与开发方面拥有较大的

自主权，更容易在关键问题的处理上达成部门协同推动

高效实施。在当前的国企改革背景下，可以通过新的资

源配置方式让优质国有资产发挥更大价值，更好实现跨

部门、跨领域的协同发展。例如，将优质资产的兼并划转

与大型企业转型相结合，一些难以在体育系统自身经营

实践中形成资源放大效应的企业资产和无形资产，可以

考虑通过国资流转的形式，划转到发展体育产业的大型

国有工业企业。不仅能够对工业企业转型发展体育产业

形成更好的激励，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国有资产保

值增值；还能够引导更多的空间资源、产业资源配置到体

育领域，壮大国家体育产业实体和实力。

4.3 优化政策配套，激发社会资本长期投资空间改造和

运营

以改造体育空间带动存量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关键

在于激发社会的参与和投资动力，形成市场活力。一方

面，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土空间规划层面，加强体育空间

配置，并且根据公共体育服务用地、体育产业用地的不同

功能和需求予以不同的配置方案。以城市社区周边的零

散工业空间资源为基础改造服务于全民健身的体育空

间，弥补城市公共体育服务空间的不足；结合地方产业转

型的实际情况配置相应的体育产业空间，促进空间体量

大、产业区位好的工业建筑、工业区等转型成为要素齐全

的城市体育综合体和体育产业集聚区。另一方面，建立

工业空间转型发展的部门协同机制，针对国土空间规划、

土地使用管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持政策等关键环

节，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形成明确的政策共识

和实施方案，激发社会对于工业空间改造为体育空间的

长期投资动力，为实践主体提供切实的支持和保障。

4.4 丰富空间利用方式，统筹推进物质更新与文化更新

现代城市发展对环境、形象、土地集约利用的要求越

来越高，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丰富空间利用方式、提升空

40



冯晓露，等：产业导入与空间转型：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

间利用效率，已经成为新时代工业空间再利用的发展诉

求。在传统的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中，空间利用效率主

要受制于空间资源的区位和自身的结构特点。无论是单

体工业建筑，还是整片工业区，所在区位和获客成本都影

响着空间改造后的利用效率。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带来

了信息传播渠道、用户数据分析、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

也让在同一空间内实现不同类型运动场地的转换成为可

能，这些都可以有效提升空间利用效率，改变传统的空间

运营方式。工业空间具有较强的可塑性，在转型体育空

间的过程中加快推进数字化改造，必将带来更加多样的

再利用方式，衍生出更加丰富的经济和社会服务场景。

同时，在空间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加强对工业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除了已经经过认定的工业遗产，一些具有标志

性时代记忆的工业建筑设施和工业区，也是记载工业社

会城市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需要在开发利用的过程中

注重工业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具有较强工业文化价值的

建筑和设施，应该尽量维持外部风貌，通过体育功能置换

实现内部空间的更新。外部结构特征明显且能够进行体

育项目开发的工业建筑或设施，需要在保护工业特征的

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开发。总而言之，工业空间资源的再

利用不仅包含物质的更新，也包含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创

新，统筹推进物质更新和文化更新，才能为体育发展驱动

下的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赋予更加丰富的时代意蕴。

4.5 加强体育空间规划研究，探索新型体育空间开发利用

方式

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是一个

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当今体育发展

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以往的体育场馆

（地）建设思路在解决城市人群的体育空间需求问题中已

经难以畅通，现实中的体育活动空间也已经超出了传统

体育场馆（地）范畴。面对这种实际情况，需要从更加多

样的学科视角思考体育空间的配置问题。这不仅需要在

体育科学层面研究体育项目发展规律、参与需求、场地特

征、人群特征等，还要在规划层面探索体育在城市发展中

的目标定位、体育空间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法路径、体育基

础设施与资源要素的配置方式、体育与城市融合发展的

实现机制和政策保障等。以实践问题为导向，加强体育

空间规划研究，逐步形成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理论体系，

是体育发展驱动下闲置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的实践诉

求，也是进一步探索新型体育空间开发利用方式、促进国

土空间资源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的趋势所在。

5 结语

体育发展驱动下的闲置工业空间资源再利用实践表

明，将已经失去原有功能的工业空间资源配置到空间资

源短缺的体育领域，有效促进了闲置工业空间资源的再

利用，对于城市产业转型、公共服务提升和资源优化配置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以此形成的各具特色的 6 种实践模

式，对于拓展闲置工业空间再利用思路、探索新型体育空

间开发利用方式具有重要的示范价值。些先行先试积累

了宝贵经验，探出了发展道路，也趟出了困境所在。如何

进一步推广经验、巩固成效、化解困境、探索新路，需要政

府继续发挥好规划引导作用、破除体制机制束缚，也需要

形成良好的市场和社会参与机制，以更加完善的要素供

给、更为广泛的社会共识推动体育发展与工业空间资源

再利用更好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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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ing Space Transformation by Introducing New Industry：The Reuse of

Wasted Industrial Space Driven by Sports Development

FENG Xiaolu1，QIU Jun2*

1. Division of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2. Institute of Sports and Health,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313000, China

Abstract: The reuse of industrial spa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urban planning.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promote the reuse of wasted industrial space by combining it with sports
development.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case stud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practical modes of reuse of wasted industrial space driven by sports development and their advantages,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iculties in China,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the reuse patterns of wasted industrial space
driven by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are reflected in six modes: the mode of transforming old industrial areas into sports industrial
parks, the mode of constructing sports space in waterfront industrial zone, the mode of transforming industrial building group into a
fitness center, the mode of transforming large-scale industrial buildings into urban sports complex, the mode of transforming small
industrial buildings into sports venues and the mode of developing sports activitie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facilities. The
practices of the modes present three advantages as appropriat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atching, large space for industrial growth,
and diversified social value. They also present four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Government’s overall planning and policy supporting
are crucial, the resources of large-scal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re dominant, local land policies show different inclin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modes are diversified. In addition, it is faced with the difficulties of insufficient planning guidance, lack
of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sufficient policy support, low degree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weak theoretical research.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rom five aspects.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planning and explore the long-term
function of sports in urban renewal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second i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guide large
industri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o develop sports industry; the third is to optimize policy support and stimulate long-term
investment of social capital; the fourth is to enrich space utilization mode and promote material and cultural renewal as a whole; the
fifth is to strengthen research on sports spatial planning, and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new sports space.
Keywords: wasted industrial space; space reuse; space transformation; sports industry; sports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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