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运营的体育场馆

规划设计策略

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体育建筑设计研究中心

蒋玉辉

2017.10 成都



而且其影响力提升迅猛！

体育活动随时随地的

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综合性及单项赛事-----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综合性赛事

全运会、省运会等国家、地区综合性赛事

世界杯、洲际杯、锦标赛等国际单项赛事

体育活动呈现方式一



职业联赛--------足球、篮球、排球、乒乓、棒球、冰球等

体育活动呈现方式二



训练健身休闲

--------室内健身（有氧运动、健身操、舞蹈、 瑜伽、器械、游泳、羽毛球、乒乓等）

--------室外运动（足球、篮球、排球、广场舞、武术等）

--------户外运动（登山、徒步、攀岩、蹦极、滑雪等）

--------新兴运动（轮滑、跑酷、滑板、小轮车、街舞等）

体育活动呈现方式三



综合性及单项赛事-----区域性强、周期短、可持续性差

三类体育活动的特征

北京奥运会（8月8日~8月24日）

巴西世界杯（6月13日~7月14日）

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时间一览表

周期短：以最受欢迎的世界杯和影响

范围最广的奥运会来说，世界杯比赛周

期为30天，奥运会一般为16天左右;

历届世界杯举办城市

可持续性差：世界杯和奥运

会均为4年一个周期，且举办城

市在短时间内基本无可能再承接

类似规模赛事。

为承办赛事而新建的大量场

馆的出路？

区域性强：除去奥运会和世界级竞标

赛， 通常都以洲级、国家级、地区级

来命名；



三类体育活动的特征

职业赛事-----有一定的区域性、周期性、可持续性较强

巴萨2013~14赛季赛程表（2013.8.18~2014.5.18）

有一定的区域性：联赛基本以国家、地区为主体

周期性：欧洲足球五大联赛（西甲、英超、德

甲、意甲、法甲），通常都是当年8月份~次年的

5、6月份；

NBA季前赛为每年10月，常规赛为每年的11月初

至次年的4月下旬，季后赛从4月下旬到6月中旬；

可持续性较强：联赛全年基本无休，且都有悠久的历史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成立于1928年；

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成立于1888年，1992年更名为英超；

德国足球超级联赛成立于1900年；

意大利足球超级联赛成立于1898年；

法国足球超级联赛成立于1932年；

美国职业篮球联盟（NBA）

——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始于1896年，从1947年开始兴起。



三类体育活动的特征

训练健身休闲-----无区域性、全时段、可持续性强

随时、随地、随心情



综合性及单项赛事 -----高标准赛事中具有荣誉感的观众

（效忠于自己的国家）；

单项赛事中的观众（符合自身兴趣爱好的赛事）

职业联赛 --------具有强烈个人爱好的观众、粉丝

间接参与的配角

训练健身休闲 --------直接参与的主角

人们在这三类体育活动中的角色



三类体育活动对体育场馆设施的基本要求

综合性及单项赛事
—— 规模大、专业性强，有一定多样性

职业赛事
—— 规模较大、专业性强，商业化程度

高 ，具有单一性

训练健身休闲
—— 规模小、专业性，极具多样性



我国体育事业的现状

综合性及单项赛事-----积极性高、但存在盲目性、缺乏可持续发展规划

政府层面积极性

高，发达地区的一二

线城市基本都有华丽

的奥体中心。

但存在很大的盲

目性，甚至一些欠发

达地区也有规模宏大

的奥体中心。在实际

使用中，上座率与预

期相差甚远。



我国体育事业的现状

职业联赛--------职业化水平不高，俱乐部运作不成熟，缺乏沉淀和持续性，场馆设施不专业

联赛时间太短无

底蕴；政府层面没有

充分放权，管得太多；

从俱乐部的名称一直

都在跟随赞助商变换

而变换，不难看出中

国现在的职业联赛的

商业运作水平；

少有专业的单项比

赛场馆，通常都是用

综合比赛场地兼顾。

专业足球场 综合比赛场

专业篮球馆 综合比赛场



我国体育事业的现状

训练健身休闲--------市场需求和潜力巨大，但健身资源匮乏，功能单一，设施条件陈旧、简陋，不尽如

人意

一方面，政府层面已经在

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

设置了大量就近方便群众的健

身器材，但仍存在定位不清晰

和总量匮乏的情况。

另一方面民间投资势头强

劲。



政策背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

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

育消费的若干意见》（46号文）、政协全国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提案工作情况报告均涉及体育。

主要内容：政府简政放权，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机制，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参与性；树立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形成投资健康的消费理念和充满活力的体育消费市场；全民

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产业作为绿色、朝阳产

业培育扶持，破除行业壁垒、扫清政策障碍，形成

有利于体育产业快速发展的政策体系；促进体育产业

与其他产业相互融合，实现体育产业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发展目标：到2025年，基本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

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体育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

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消费需求愈加旺盛，对其他产业带动作用

明显提升，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5万亿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持

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新常态下体育发展趋势——国家层面



1. 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为体育事业的

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GDP、

居民消费水平提高）

2. 科技发展对竞技体育发展起到了促进作

用；（体育装备、训练模式的优化）

3. 文化教育事业与竞技体育相辅相成；

（人口素质，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升）

4. 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化的进程，非

农业人口的增加，人口年龄结构）

5. 全民体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们更

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及锻炼身体的方式

和方法）

新常态下体育发展趋势——社会层面



1.多元化：除传统的国家投入外，越来越多的

民营资本投入到体育产业中来；

2.社会化：现代体育的社会功能已大大超出增

强人民体质的范围，成为改善生活方式和提高

生活质量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体育活动在现代

社会已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所必需；

3. 娱乐化：让更多的人喜爱并参与体育运动

项目；

4.科学化：现代体育在一切领域广泛采用现代

科学技术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体育的决策、

管理、教学、训练和科研；

5.常态化：面向全民健身计划，推进全民健身

的有效实施；面向终身体育，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

新常态下体育发展趋势——行业层面



——体育运动类型的延展泛体育概念

独轮车

滑板车

滑翔伞

电子竞技

跑酷

传统体育项目

弹跃龙 小轮车



——体育产业范围的扩展泛体育概念

虚拟体育

体育广告

体育旅游

体育娱乐

体育地产

传统体育产业

体育医疗 体育教育



综合性赛事-----高标准赛事场馆

规划设计策略

策略一：专业性、可变性

“鸟巢”——用树枝般的钢网把一

个9万人的体育场编织成的一个温馨鸟

巢；整个建筑通过巨型网状结构联系，

内部没有一根立柱，看台是一个完整的

没有任何遮挡的碗状造型，如同一个巨

大的容器，赋予体育场以不可思议的戏

剧性和无与伦比的震撼力。

这种均匀而连续的环形也将使观众获得最佳的视野，带动他们的兴奋

情绪，并激励运动员向更快、更高、更强冲刺。在这里，人，真正被赋予

中心的地位。

总造价22.67亿元，总用钢量4.2万吨（Q460钢材）,顶部采用PTFE膜覆盖



——悉尼澳大利亚体育场

如何在赛时和赛后中找平衡？

可拆卸看台的初步尝试

耗资6亿9千万澳元兴建，用作举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体育场原本可容纳11万名观众，是澳大利亚最大

型的奥运会体育场馆。在2003年完成改建后，场馆的座位数量有所减少，使之能够根据需要配置83500或81500席座位，

目前是澳大利亚第二大的体育场，仅次于墨尔本板球场。



“伦敦碗”

——史上最轻、活动性最强、最具可持续性的一座奥林匹克主运动场

场馆的顶棚、外层包围圈、内层包围圈和附

加设施（洗手间、票务中心等）都是完全彼此独

立的，就像我们平时玩的乐高积木一样。“乐高式”的建造方法

可拆卸、可持续、低成本

“从某种角度看，北京奥运会为大型运动场树立了一个非常高的

标准，而伦敦奥运会则改变了这种导向，找到了一种对未来更负

责的场馆设计方法。”



伦敦水上运动中心

——活动的“两翼”

奥运
之后

奥运
期间



水上运动中心的设计既能在2012年伦敦奥运

会中以“奥林匹克”模式容纳17500位观众，又能

在奥运会后启用“传统”模式为2000名观众提供

最佳观感。

伦敦水上运动中心

——活动的“两翼”

红色部分为赛后取消部分



伦敦奥林匹克篮球馆、水球馆、射击馆

——“临时建筑”可回收

水球馆

篮球馆
射击馆

篮球馆（12000座）成为规模

最大的临时场馆之一。比赛结

束后三分之二的材料和元件将

被重复利用或回收使用。

射击馆和水球馆在奥运会后

都将被拆除。



郑州奥体中心体育场

——弹性规模（5+1）

体育场设计规模60000座。南

北高区看台设计为临时看台约

10000座，固定看台50000座。



一般赛事场馆：

策略二：量身定制

——根据赛事的级别或所处地域，因地制宜控制规模，

节约前期投入度；

规划设计策略



——典型的“大馆小场”

星耀体育馆和星耀体育场

改变了传统的万人体育场与体

育馆分开建设的结构布局，把

体育场与室内场馆连接成一个

整体。体育馆10000座，体育

场3000座。

关键词：

量身定制、“场馆合一”

——昆明星耀体育城

第七届全国残运会主场馆



关键词：

量身定制

——顾拜旦现代五项赛事中心

现代五项运动由5个比赛项

目组成，即射击、击剑、游泳、

马术和越野跑。

赛事中心第一次解决了将

所有比赛项目集中在一个

场馆进行比赛的难题，同时还

附加了诸多环保理念，以及新

材料、新技术的应用。是目前

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善的

现代五项赛事基地，也是目前

世界上级别最高、设施条件最

好的现代五项比赛场馆之一。



策略三: 高使用率

——充分挖掘场馆自身潜力，实现赛时与赛后及时

转换的体育产业综合体；

高使用率的典型是斯台普斯中心（Staples Center），一年260场，几乎天天都有活动。

按照国际标准，60%的使用率属于高的使用率。目前国内五棵松体育馆使用率为70%，

但由于北京的城市资源垄断性，使其成功经验无法照搬和复制。

规划设计策略



关键词：

高使用率、高性价比

——巴中市体育场

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我国体

育事业进入后奥运时代，大量兴建体

育建筑设施。但目前国内体育运动赛

事较少，大量场馆在非赛事期间处于

荒废闲置的状态，给国家造成巨大的

经济损失。



设计中充分利用体育场看台下部空间，设置

多种日常训练及多种经营房间。创建高复合

型场馆合一模式，布局紧凑，节约用地，资

源共享，使用高效。

球类训练馆：网球及
羽毛球场

27片乒乓球训练场

约1000平方米棋牌娱乐室

室内器械健身中心

会议室中心



策略四：高复合性

——多功能与多业态的复合，提高赛后

造血功能

在电商的重压下，传统商业模式受到巨大冲击。各种创新型运动

业态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纷纷引入运动娱乐品牌，创造个

性化的服务。运动越来越娱乐化，娱乐也越来越运动化。

然而，传统的体育场馆设计建造模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

瓶颈，打破原有格局势在必行。

规划设计策略



常规体育建筑 复合型体育建筑 体育综合体

常规体育建筑的使用效率

低，功能单一且规模小，难以

形成产业链聚集人气。

复合型体育建筑在功能上较

之常规体育建筑有了较丰富的业态，

初步形成产业链，但规模有限，使

用时间相对延长，使用效率提高。

以体育为主题的体育城市综合体，

丰富的业态和足够的规模效应，

迎合城市需求，打造更具活力的

“24小时体育城”。

宾馆公寓 体育购物 运动休闲 办公会议 娱乐餐饮

体育产业的转型升级

规划设计策略——体育综合体的概念



24小时活动分布图

“24小时体育城”——“以体促商，以商养体”

集购物消费、健康休闲、体育竞技、会展演艺于一体

规划设计策略——“24小时体育城”

宾馆公寓 体育购物 运动休闲 办公会议 娱乐餐饮



关键词：

体育+

——郑州市奥体中心

郑州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建设的目
标是达到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要求，具
备承办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及国际A级单
项比赛的条件，同时兼具全民健身、演
艺、娱乐、购物功能，集体育竞技、体
育健身、体育产业为一体的多功能体育
综合体。

根据项目的功能定位，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以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三大
建筑为主，辅以建设体育产业及配套车
库等。全民健身活动场地充分利用场馆
闲置空间布置。

体育场：大型甲级体育场，6万座坐席，
其中5万座国定座席，1万座活动座席；
体育馆：大型甲级馆（可举办体操、冰
上、球类等比赛），1.6万座座席，其
中1.5万座固定座席，1000座活动座席；
游泳馆：大型甲级馆，3000座固定座
位；
体育产业：包括商店、酒店、电影院、
餐饮等；
另有综合训练馆一处，全民健身游泳馆
一处；
配套车位：车辆全部地下存放。







关键词：

体育产业三圈层：赛事 〉 培训 〉 配套







职业联赛：专业性、商业化、前瞻性

规划设计策略

策略一：专业性 作为联赛俱乐部的主场，

球队的象征，专业性是第一要素；

场馆就应该只为这一项运动而建设，所有的

设计都应该围绕着这个比赛项目而进行。

安联体育场——拜仁慕尼黑的主场

丰田中心——休斯顿火箭队的主场



长沙国际体育中心

长沙国际体育中心由一个18000座的体育馆和一个竞技训练管理中心组成。

其中体育馆是继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五棵松）、上海奔驰中心、广州国际演艺中心之后的又一座专业性强，参照NBA商业运

营模式规划设计的集高端赛事和大型演艺活动的综合性场馆。

策略二：商业化

设计理念：

她不再是传统观看赛事和演艺的体育场馆，而是提供人们在此

近距明星、休闲聚会、商务社交、虚拟体验···的场所。



长沙国际体育中心

专业的活动运动地板、冰场、

斗屏、环屏，舒适而适应多变场

景的观众座席，乃至于用于大型

赛事演艺活动货运、转场、仓储

等都是必须具备的基本硬件设施。



长沙国际体育中心

更重要的是为不同使用人群

提供更加周到丰富且愉悦的体验

经历。

会员酒吧

商务包厢

VIP餐厅



长沙国际体育中心

能够运营成功的场馆离不开

规划设计前期的调研与测算。长

沙国际体育中心在规模选择、功

能配置上不仅参考了大量北美

NBA商业化运作十分成功的场馆

模式和全新设计理念。并且调研

了如北京凯迪拉克中心、上海奔

驰中心、东莞东风日产文体中心

等国内运营成功的同级别场馆。

将大量的调研成果运用到设计中。

最佳
观演
范围

最佳
观演
范围

次一
级观
演范
围

无效
观演
范围



——圣西罗球场 San Siro 的前世今生

1926年，圣西罗球场建设完成。球

场分为四个主看台，共容纳10000人观看

比赛。

可以看到，紧

挨着东面的一个赛马

场而建。当时不会想

到，几十年之后会使

球场东面的扩建无法

进行。

策略三：前瞻性——根据联赛影

响力以及俱乐部的发展，合理判断、

预留，以便于场馆的后期扩张。



1954年，圣西罗进行了第一次扩建，开始搭建

第二层看台。

60-80年代的圣西罗露天球场两层看台，60000座

——圣西罗球场 San Siro 的前世今生



为迎接1990年世界杯，米兰市政府在80年代末开始对

圣西罗进行第二次扩建。

不过遗憾的是，因为东面紧挨着赛马场，没有空间进

行扩建。因此东面仍然是两层看台，这也使得圣西罗球场

显得“不对称”。

观众席：85000座

圣西罗的扩展过

程可以带给我们对于

场馆建设前瞻性上的

思考：

规划选址的重要性；

联赛职业化程度与场

馆规模的关系；体育

场馆的扩建形式与方

式？

——圣西罗球场 San Siro 的前世今生



训练健身休闲：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多样性：健身休闲运动的特点决定了全民健身运动在场地、空间和形式上可以更生动有趣，拒绝单一。

我们可以在公园、广场、水边、办公场所周边……随时随地的进行健身休闲活动，

更多的都不是单纯的为了 健身而健身；所以在场地设计的时候，可以和多种空间形式相结合，

没有固定的形式，无处不健身；

娱乐性：并不是以健身为唯一目的的场所，而是多种功能的结合。使之成为一个以健身为主题的社交场所，

吸引的是人气；

参与性：全民健身场馆不能太高大上的，太专业意味着出局，应符合各年龄阶段的行为模式，如何和谐共生是个难题；

大众化：贴近生活，易达易参与，接地气的项目才是真正的大众化；

专业化：无论专业运动员训练或是普通市民健身的体育设施都必须体现其专业性，避免不必要的运动创伤。

规划设计策略



——成都高新区体育中心
项目概况：
包括多功能体育馆，全民健身馆、服务中心，体育场，垒球场，
风雨球场，室外健身场地，地下车库，设备用房及相关辅助用房
等。

建设内容与规模：

 多功能体育馆：
为大型甲级馆，规模为13000座，其中固定看台10000座，活动

看台3000座， 可举办全国性及单项国际比赛。单项国际比赛包
括篮球、手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搭台体操 。

 全民健身馆、服务中心：
四部分组成，全民健身馆、服务中心、裙房、产业用房。全民

健身馆主体3层，二类高层建筑，服务中心地上5层，二类高层建
筑，裙房地上1层， 产业用房地上1层。本子项地下室一层, 局部
二层。

 体育场：
等级为小型丙级场，规模为2033座，可举办地方性、群众性运

动会。

 垒球场：
垒球场为乙级场，规模为1569座，可举办地区性和全国单向比

赛。

 风雨球场：
由室内网球场地和屋顶室外场地两部分组成，包括 8片室内网

球场地、2片室外网球场地、2片室外篮球场地以及4片室外五人制
足球场地。

 室外健身场地（包括风雨球场子项室内外场地）：
五人制足球场 10片、七人制足球场2片、笼式足球场2片、篮球

场10片
网球场10片、垒球场1片、门球场4片、健身广场、极限运动场

地 自行车绿道环线

关键词：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策略一：疏密相间

建筑体量尽量集中布局，保证园区有充足的室外生态景观空间。

策略二：显隐结合

建筑沿用地南侧一线布局，形成醒目的建筑群展示面

建筑与周边环境自然衔接，融为一体，形成公园内一景。



策略三：引入商业岛概念

策略四：场馆与商业的互动



——重庆市高科体育中心



——重庆市高科体育中心

悦跑

网球、篮球

足球

关键词：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重庆市高科体育中心

关键词：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四川双流羽毛球训练基地

关键词：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作为专业训练和群众健身相结合的项目，需要分层级的采取措施实现专业化的目标。



——四川双流羽毛球训练基地

关键词：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在层高、光环境、风环境、运动地板等方面有针对性的确定标准，有效控制前期投入，

更有利于控制后期的运营成本。

群众健身馆 专业训练馆



——四川双流羽毛球训练基地

关键词：多样性、娱乐性、参与性、大众化、专业化

外立面设计及室内设计简洁大方，更考虑其实用性和耐久性，

有效的控制投资和后期维护费用。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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