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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厘清科体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模式，助力科体协同创新实施，探讨了科体

协同创新的国际范例和理论框架，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探索科体协同创新

的实践进路。研究认为，现有科体协同创新范例呈现出创新活动参与方数量、类型增多；创

新实践领域趋于多元化，跨界合作成为新常态；运行平台“虚拟化”的发展趋势。从知识整

合（主要包括知识、资源、行动、绩效）和互动（主要包括科体知识分享、资源优化配置、行动

最优同步、系统高度匹配）两个维度构建实现沟通-协调-合作-协同的科体协同创新理论框

架。现阶段，我国科体协同创新基础理论和实践亟需探讨政府相关部门在科体协同创新中

的角色定位及政府行为对科体协同创新与其社会效益的影响、科体协同创新政策的制定、

执行和评估、第三方机构对科体协同创新的影响、创新要素间低信任度对科体协同创新的

影响和科体协同创新成果转化5项发展议题。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和国外科

体协同创新运作经验，提出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明确创新战略目标、搭建灵活多样的协同创

新平台、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引入科学的激励机制及完善绩效评价体系5点推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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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model of collaborative innova‐

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and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 This study in‐

tends to focus on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inno‐

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and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approach of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in combination with China’s situ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era.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xisting examples of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have involved many fields such as the ex‐

isting examples of scientific and sport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how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participants;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practice tends to be diversified,and cross-bor‐

der cooperation becomes comm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virtualization” of operation plat‐

form. Its theory can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dimensions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mainly 

including knowledge, resources, action and performance) and interaction (mainly including 

knowledge sharing,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optimal synchronization of actions and high 

system matching).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collaboration can be 

realized based on the two dimensions,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At this stage, the basic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in China urgently need to explore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i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behavior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and its social benefits, the formul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he impact of third-party institu‐

tions 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the impact of low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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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innovation elements on science and sports innov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transforma‐

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

tion in China and the operation experience of foreig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five implementation suggestions: Focusing on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clarifying the innovation strategic objectives, building a flexible 

and diver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ntroducing scientific incentive mechanism and improving the performance eval‐

uation system.

Keyword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international exam‐

ples; theoretical framework; support of sci-tech; Chinese pract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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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

创新就是谋未来（央广网，2016）。近年来，我国体育科研

研发投入、科技论文和专利的总量增长迅猛，在国际体育

科研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但从事体育科研的高校和

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提高。此外，中国创新系

统中科技型组织（高校/科研院所）和经济型组织（企业）

缺乏创新资源的互动等问题长期存在（何郁冰，2012），体

育领域与非体育领域缺乏长期、有组织、有计划的创新协

作。2018年，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建设，科技

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签署了《科技部 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建

立“科体协同”工作机制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协议》），

为科体协同创新带来了新机遇。同时，科体协同创新需

要多部门、跨领域的交流、共享与合作。现阶段，我国亟

需成熟的范式和完善的理论框架，从系统科学和科学学

视角充实科体协同创新的基础理论。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体育创新实践和协同创新相关

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国外科体协同创新实践的典型范例，

构建科体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研判科体协同创新的研

究趋势，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提出我国科

体协同创新未来研究议题和推进建议。

1 科体协同创新的国际范例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下，创新越来越具有开

放性和包容性，科技知识的创造、创新和应用部门之间需

要构建开放式的协同创新机制（陈劲 等，2012）。协同创

新理论源于工业界的合作实践，其实践基础是协同制造。

伴随着体育科研水平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加

之协同制造与开放式创新基本思路的渐入，体育科技创

新领域的跨界合作日益频繁，逐渐形成了初级的创新网

络。早期的创新网络主要由研发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构

成。随着合作的深入，用户、相关企业、中介机构等主体

的参与程度也逐步提高。创新网络的出现与发展，创新

合作的规模与边界扩大（Freeman，1991），产生了部分有

影响力的科体协同创新案例。

关于科体协同创新模式的探索多集中在科体协同创

新平台搭建。现有较为成熟或者新兴的科体协同创新组

织形式，可以基于主导方（政府相关部门和市场）和平台

形式（实体和虚拟）2个维度分为 4种基本类型（图 1）。

1.1　政府主导型实体平台——日本高水平竞技体育中心　

日本高水平竞技体育中心（High Performance Center，

HPC）是日本为备战第 32届夏季奥运会建立的，隶属于日

本体育振兴中心（Japan Sport Council，JSC）的协同创新平

台。在吸纳众多日本高校、企业和研究院所等参与的基

础上，分化为 3 个子中心（孙民康，2021）：1）体育情报中

心。收集全球范围内各国奥运金牌战略、新的运动训练

理论与方法及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等情报，为日本体育

厅、各单项体育协会制定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第 32 届夏

季奥运会备战和比赛策略提供决策依据。2）体育科技发

展中心。开发体育技战术系统，提高训练竞赛装备的科

技含量，为各单项体育协会的训练、比赛提供科技支持。

3）运动员大数据中心。集训练、医疗、营养、比赛视频数

据、顶级运动员技战术数据一体化的大数据中心，促进体

育科学与运动医学研究（スポーツ庁，2018）。

图1　 科体协同创新国际范例分类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 International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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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政府主导型虚拟平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人类健

康与表现中心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人类健康与表现中心（NASA Hu‐

man Health and Performance Center，NHHPC）成立于 2010

年，是在美国“空间生命科学战略”（2007 年）提出推进人

类健康和表现的虚拟创新中心目标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

局开展的“人体研究计划”基础上建立的（NASA，2011）。

其组织运行遵照 NASA 研究与技术计划和项目管理的要

求（Davis et al.， 2015），由专门成立的理事会及卫生与医

疗技术局和 6个分管的常务理事会联合制定研究主题，并

接受科研保障办公室：科研诚信与人的保护［首席健康和

医疗官办公室（Office of the Chief Health and Medical Offi‐

cer，OCHMO）］及实验动物管理和使用委员会管理和监

督。该中心涵盖人体研究计划、商业和信息系统、卓越协

同创新中心、太空医学组织、人体系统工程与一体化、生

物医学研究与环境科学 6 个部分（NASA，2018）。截至

2014 年，NHHPC 成员已经超过 135 个，由政府相关部门、

企业、学术机构和非营利机构组成（Davis et al.，2015），主

要通过全球论坛的形式进行互动，结合主题开展合作研

究与讨论。部分主题包含“智能媒介与健康：有益于空间

和地球生命的应用”（2012 年）、“加速创新：新的组织运

行模式”（2013 年）和“通过共同发展进行创新：吸引合作

伙伴”（2014年）等内容。

为增强成员参与 NHHPC 协同创新的积极性和便利

性，NHHPC 通过互联网处理多个接收点的参与合作研

究，并利用 NASA 现有的勘探医疗能力技术观察过程，自

动将项目机会“点对点”分配给指定的主题专家进行评

估。不同研究成员的新进展都将纳入解决机制指南，并

在此基础上进行项目开发和决策管理，从而使全球各个

端口都汇入 NHHPC，识别所有潜在机会，实现项目状态

即时更新，以便选择项目的最优解决方案。

1.3　市场主导型实体平台——Le Tremplin体育孵化器　

法国 Le Tremplin 体育孵化器成立于 2014 年 11 月，是

致力于体育产品研发和提供解决方案的体育创新孵化

器。孵化项目主要集中在智能硬件、移动应用程序（数据

统计、监测锻炼等）、社交平台等领域。该模式是典型的

网络式协同创新模式，孵化器作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

共同参与合作创新纽带，将市场需求反馈给研发单位（高

校、科研院所）和供应商，起到了很好的催化作用。另外，

Le Tremplin 依托自身资源整合能力为部分体育科技创业

公司提供咨询和融资服务。

1.4　市场主导型虚拟平台——HYPE Sports体育创新平台　

HYPE Sports体育创新平台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科体协

同创新系统（HYPE Sports，2021）。HYPE Sports 创办宗旨

是将世界各地的体育初创公司的创意转化为创新成果和

解决方案，提供联系、学习和互动机会。

HYPE Sports 体育创新平台拥有超过 40 000 个会员，

包括运动品牌、俱乐部、体育联合会、学术机构等，以及

11 000 多家体育科技领域的初创公司。其全球创新加速

器已完成超过 700 次、总金额为 1.81 亿美元的融资，成功

孵化 200多家体育科技初创公司，几乎覆盖了所有体育科

技领域。该公司的商业模式是利用网络虚拟平台，实现

体育创新创意向成果的转化。其重点关注领域涉及俱乐

部与体育协会、电子竞技和游戏、运动表现与健身、冬季

运动、媒体与宣传、赛车运动等方面（HYPE Sports，2021）。

梳理代表性科体协同创新范例的主导方、参与方、研

究领域和运行形式等发现，科体协同创新实践领域主要

呈现出三大趋势：1）创新活动参与方数量、类型增多，创

新过程不再是政府相关部门、科研院所或企业某“一极”

引领；同时，非体育领域主体将在科体协同创新活动中发

挥重要作用，“单边-双边-多边”的内部关联的改变提升

了合作开放广度和合作复杂度，也对开放与协同的深度

提出了新的要求。2）创新实践领域趋于多元化，跨界合

作成为新常态。有研究表明，早期的科体协同创新多为

体育场建设、竞技体育领域的协同制造科研攻关（陈小

平，2018；李久林 等，2013）。近年来，科体协同创新实践则

涵盖了竞技体育、大健康、运动休闲和体育相关产业等多领

域。3）运行平台趋于“虚拟化”。科体协同创新平台建设与

运营的重心从“重硬件”向“重软件”转变，虚拟平台重点关注

合作体验、创新成果转化及打破空间距离限制等。

2 科体协同创新的理论框架

科体协同创新建立在各参与要素能力优势互补，期

望需求一致的基础之上（何郁冰，2012），其本质是产学研

合作的过程，产学研合作过程不是天然产生的，也不是仅

凭各要素自发行为而进行的。各要素利益诉求和合作动

机往往存在差异，合作的过程也伴随着博弈。科体协同

创新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战略的一部分，需要来自

国家层面的宏观治理，以及宏观视角把握其内涵和本质，

从而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的科体协同

创新理论框架。

科体协同创新作为协同创新的一种新形式，其基本

理论框架源于协同创新理论框架。协同创新相关研究将

各个创新主体要素进行系统优化，概括为合作创新的过

程，从整合和互动 2 个维度进行分析（Dubberly，2008；Du‐

in et al.，2008；Serrano et al.，2007）（图 2）。

沟通过程主要涉及到知识的共享和整合，现代体育

科学研究中移植、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较为普遍

（杨文轩 等，2004）。20 世纪末，体育学实践整合教育学、

心理学和医学等构建了众多新的学科。自 21 世纪 10 年

代开始，体育与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等领域进行知

识共享成为体育科技发展的新方向。体育科技创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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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不限于体育高等院校和各级体育科研院所，更多创

新主体参与其中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知识共享。

协调过程不仅涉及知识的整合，还涉及资源的优化配

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

展。同时，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不平衡的问题长期存在，但

体育事业发展为体育市场培育，体育产业的壮大提供了需求

和可能（刘清早 等，2008）。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2019 年，我国体育产业规模从 1.71 万亿元增加至

2.95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4.6%。尽管 2020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体育产业发展增速放缓，但我国体育产业总

规模约为 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荆文娜，2021）。体育

产业正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中国投资咨询网，

2017）。体育产业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大都依赖于资源流

动。通过科体协同创新进行资源整合与配置优化，从而完

善国家创新体系，是体育产业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

题。整合和运用多领域知识，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如大数

据辅助决策、人工智能降低人力成本、运筹学理论整合人

力、物力、财力资源等（李宝山 等，2003）。

合作过程基于知识、资源以及行动 3 个层面的整合，

主要包括：1）知识的分享和整合。我国体育类院校、综合

性大学体育院系以及体育科研院所通过体育实践，创造

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其他新兴学科的知识产生速度更是

日新月异，知识爆炸使知识的生产难度降低，但知识的筛

选与转化问题凸显。2）资源的优化配置。长期以来，我

国知识成果转化水平有待提高，体育领域的科研成果转

化意识不强，转化能力不足。碎片化的知识容易形成知

识的“孤岛”，有必要打通资源交流的通道，重视知识分享

与整合，实现知识集成、转移和扩散以及资本化。3）行动

同步优化。体育科研机构在创造新知识的过程中应考虑

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前景，实现社会效益增值；体育企业技

术研发应加强对显性知识的吸收力度以及隐性知识的外

化程度；政府相关部门，亟需提高科体协同创新政策的一

致性、导向性和连续性。三管齐下保障高校、企业、政府

相关部门三者之间的行动最优同步。

协同是终极目标，涵盖知识、资源、行动、绩效的全方

位、多角度的整合（Serrano et al.， 2007）。创新系统要素

的默契度与传统的匹配度直接影响科体协同创新的社会

效益。创新系统要素之间，政府相关部门的宏观政策制

定、中观政策具体化及微观政策执行与创新实践之间的

匹配度，体育科研机构的产出成果与企业研发技术路线

之间的匹配度，系统内部知识、资源、行动的匹配度都将

影响科体协同创新的社会效益。能否实现整合取决于不

同要素互动和合作的程度。互动的强度与创新主体行为

改变的程度和频率有关，包括互惠信息的交换，绩效与同

步行动的匹配。创新系统的整合度越高，就需要有更多

高强度的互动合作。

3 科体协同创新的中国进路

3.1　我国体育产学研合作的演进历程——从“科技助力”到

“科体协同”　

2001年，伴随着北京 2008年奥运会的申办成功，我国

体育科技进入快速发展期（冯连世，2019）。中共中央、国

务院等国家级层面，财政部、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等省部级

层面给与高度重视和政策支持（苟仲文，2020；张雷 等，

2020）。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财政部、

科技部和中国科协等有关部门印发了大量支持科技创新

的政策法规，并提供科技创新资源（苟仲文，2019；吕和武 

等，2019）。在此基础上，国家体育总局和科技部联合 13个

成员单位共同组织实施“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该

计划为奥运备战提供了全面、强有力的科技支撑，也构建

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可以动员各方面科技资源的平台（段

世杰，2009；蒋志学，2009；刘鹏，2009），开创了我国高级

别、多部门和大规模科体协同创新之先河。据统计，备战

北京 2008 年奥运会期间，国家体育总局共组织开展奥运

科研攻关与科技服务课题 305项，其中，国家科技攻关计划

“奥运科技专项”课题 9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项，科

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1 项（段世杰，2009；蒋志学，2012），逐

步实现了体育科技在知识、人才上的纵向和横向渐进

合作。

近年来，我国开展的科体协同创新以体育相关部门

参与统筹协调、体育院校引领合作研发为主。体育领域

广泛联合其他领域开展创新合作，科体协同创新的内涵

不断丰富，惠及的领域逐渐拓展（不局限于竞技体育领

域），既有联合其他领域助力竞技体育，也有体育科技创

新服务大众健康。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育

在社会创新活动中的使命感和参与感不断增强。2018

图2　 科体协同创新理论框架（陈劲 等，2012）

Figure 2.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ports（陈劲 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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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科技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签署《协议》，提出了“科体协

同”目标、计划和工作机制，主要包括 6 方面：1）加强科技

部和国家体育总局统筹协调，协同推进体育科技创新体系

建设；2）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大科研投入，支持在体

育科技领域研发一批先进技术；3）推进体育科研创新平台

建设和国际体育科技合作，持续提升体育科技创新能力；

4）加快体育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促进体育产业创新发展；

5）加强科技政策研究和人才培养，营造有利于体育科技创

新的良好氛围；6）共同实施“科技冬奥（2022）行动计划”。

体育科技创新联合其他领域助力竞技体育发展方

面，科技部于 2018年推出“科技冬奥”专项，2018—2019年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共立项 33 个项目，涵盖训练（7 项）、

医疗（3项）、气象（1项）、场馆场地（6项）、器材装备（4项）、通

信物联网（2项）、赛事传播（3项）、安保指挥（2项）和综合

服务（5项）9个领域；立项牵头单位 28家，其中，国家体育

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和阿里巴巴云计算（北京）有限公司均承担了 2项，清华大

学承担了 3 项，其他单位均承担 1 项；科研经费累计突破

6.5 亿元，项目周期为 1.5～4.0 年，平均周期为 3.2 年。“科

技冬奥”重点专项作为我国科体协同创新的重大工程，其

特点与优势突出：1）覆盖领域广，全方位多角度助力“科

技冬奥（2022）行动计划”；2）社会参与度高，牵头单位包

括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但体育领域企事业单位牵

头项目占比低（7 项），其他领域企事业单位参与度高；

3）经费充足、周期较长，部分项目周期达到 4年，有较好的

连续性。“科技冬奥”重点专项覆盖领域广及参与单位多

的特点有利于实施跨领域、跨行业合作，是体育科研单位

与其他科研单位谋求合作创新的一次大胆尝试（陈小平，

2018；孙民康 等，2019，2022；谢军 等，2020）。

体育科技创新服务大众健康方面，体医融合是体育推

进健康中国建设，体育参与多领域合作与协同创新，在其

他社会创新活动中发挥起重要作用的代表性模式。为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康中国”战略，落实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和全国科技创新工作会议相关要求，以及《“健

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科技创新

专项规划》《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等战略部署，科技部于 2018年推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主

动健康和老龄化科技应对”重点专项。2018年，该专项共

立项 26 项，每年均有由部分综合性大学和科技企业牵头

的体育相关联项目。现阶段，依托重大科技项目促进体育

与其他领域跨界合作，是科体协同创新的重要形式（董传

升，2021）。

3.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体协同创新的发展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创新引领发展第一动力

作用，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加快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全面提升经济发展科技含量（人民日报，2021），提高劳动

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要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结

合和技术成果转化，强化对创新的激励和创新成果应用，

加大对新动力的扶持，培育良好创新环境（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2016）。创新将成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

擎，同时，体育产业已逐渐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

点，科体协同创新的前景更加广阔。为扩展科体协同创

新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丰富我国协同创新理论体系，

提升在国际学术对话中的影响力，需要以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特点为未来研究的切入点，构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科体协同创新理论范式和实践模式。

基于此，本研究归纳出科体协同创新的5项发展议题。

3.2.1　政府相关部门在科体协同创新中的角色定位及政府

行为对科体协同创新及其社会效益的影响　

政府相关部门在科体协同创新中扮演重要角色。举

国体制是我国体育发展的重要机制，“强政府”是举国体

育的基本特征（杨桦，2019）。当前，政府的“强”体现在社

会资源再整合能力的强。政府相关部门通过“放管服”充

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科体协同创新的政府相关部门和

牵头单位，如何结合科体协同创新实际把该管的事管到

位，该放的权放到位，该提供的服务提供到位（鲍明晓，

2018）；如何充分发挥国家战略调整对产业中的企业技术

创新的推动作用（张赤东，2013），同时发挥市场（社会需

求）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如何把握政府相关部门

既是创新活动引导者，也是参与者的多重角色，以及政府

行为对科体协同创新及其社会效益的影响机制等问题仍

需重点考虑。

3.2.2　科体协同创新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　

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政策并在相关领域给予的政策

支持是科体协同创新活动的重要制度保障。政策制定层

面，如何保证民主性、全面性、科学性和明确性。政策执

行层面：1）科体协同创新政策的多层级治理，涵盖宏观层

面（中央）、中观层面（地方）、微观层面（基层）3 个层级。

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地方各级政府可能会根据本区域特点

运用自由量裁权对中央政策中指导性和宏观性的表述采

取具体化处理，从而形成不同的政策解读和具体措施（贺

东航 等，2011），需要避免因此产生的政策真实性和失真

性协调问题。2）科体协同创新政策的多属性治理，科体

协同创新作为多要素、多部门合作的社会活动，参与的政

府相关部门多，需要规避与消除多属性治理的“孤岛效

应”。科体协同创新政策评估层面，如何形成政策“评估-

反馈-完善”良性循环也需要积极思考。

3.2.3　第三方机构对科体协同创新的影响　

第三方机构如中介机构、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组织

等参与科体协同创新过程。建立以从事体育研发的企

业、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核心，联合政府相关部门、金融机

构、第三方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协同创新委员会。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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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见我国创新活动中第三方机构的设置和运行的研究，缺少

可直接借鉴的范式。同时，科体协同创新作为协同创新的

一部分，需要探讨如何充分发挥第三方机构非营利非政府

组织的特点，探索其在科体协同创新中的“桥梁”作用。

3.2.4　创新要素间低信任度对科体协同创新的影响　

创新要素间的信任关系是影响创新活动创造社会效

益的重要因素。国外相关研究发现，在成熟的协同创新

系统中各要素间建立了高度的信任关系，因此其间的知

识流动和信息传递的效率较高，可以快速提升创新活动

社会效益（Scott，2003；Wallin et al.，2010）。然而，我国科

体协同创新处于探索阶段，信息化程度较低，各要素间获

取其他创新要素的信息不充分，从而影响协同创新要素间

知识分享的流量和创新合作的深度。此外，我国体育产业

市场化程度不高（许嘉禾，2020），应健全行业规范以及商

业机制。因此，我国科体协同创新模式如何有效应对上述

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3.2.5　科体协同创新成果转化　

协同创新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效益增值，创新成果

转化是其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早期体育产学研协作的“痛

点”。知识协同是实现协同创新社会效益增值的基础，包

含知识在合作组织间的转移、吸收、消化、共享、集成、利

用与再创造（Koschatzky，2002），其实质是参与体育科研

的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各自拥有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

识的相互转换和提升过程（段艳玲 等，2019；Perkmann et al.， 

2007）。通过知识流动、共享与再生产，最终实现知识增

值与成果转化。现阶段，我国科体协同创新需要处理好

知识流动、共享和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的保护之间的矛

盾，体育科研成果再生产过程中的普及与推广以及科体

协同创新成果交流融合等问题。

3.3　我国科体协同创新的推进建议　

通过对科体协同创新国际范例的梳理与比较，结合

我国科体协同创新实践状况和经验总结，本研究提出 5点

推进建议。

3.3.1　聚焦国家战略需求，把握创新发展趋势，明确科体协

同创新战略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夯实科技基础，强化战略导向，

加强科技供给，深化改革创新，弘扬创新精神。”科体协同

创新应强化战略导向，聚焦我国战略需求，把握中国体育

事业即将战略机遇期（李颖川，2021）。近年来，体育强国

建设战略和健康中国行动对我国体育创新提出了新的要

求（冯连世，2021）。2021年，国家发改委等 28部门印发的

《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

医疗健康”和大力发展智能体育，为我国现阶段的科体协

同创新指明了方向。我国尚处于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时代特点的科体协同创新模式阶段，更应基于创

新发展大势和国家战略需求，明确科体协同创新战略目

标。具体而言，1）契合当前国家最新政策，基于需求，确

定方向，如聚焦现阶段有较大需求的康养、老年体育、青

少年体质健康、冰雪运动和电子竞技等领域，制定研究主

题；2）政府相关部门进行宏观调控，紧跟世界体育创新发

展趋势，对研究目标和重点进行论证、评估和适时调整，

对重点项目把关，避免出现重大战略失误，降低风险。

3.3.2　梳理模式演进规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搭建灵活多

样的协同创新平台　

当前，“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科体协同创

新平台虚拟化成为一种新趋势，而我国现有的科体协同

创新平台还多为实体平台。在体育产业领域可以借鉴

HYPE Sports 的成功经验，尝试建立更为灵活的虚拟创新

平台。既可以降低实体建设的成本投入，也可以提高我

国科体协同创新平台多样性。

3.3.3　释放创新要素活力，鼓励跨界合作与融合，促进创新

成果转化　

科体协同创新最终目的是实现体育科技成果转化，

应激发各创新要素活力。我国的科体协同创新成果转化

可以沿着 3 个基本方向进行：1）“纯体育”类研发成果“走

出去”，竞技体育科研成果向非竞技体育领域转化，例如，

运动训练中广泛应用的负荷监控技术应用于生活中的体

力活动监控与记录，竞技体能评估与训练方法服务于大

众体质健康训练、运动与体质量控制（抗阻训练、高强度

间歇训练及低氧减肥）等。2）其他领域尖端技术“引进

来”，即在科体协同创新过程中把握核心科技方向，联合

新兴尖端技术，产出一系列助力体育发展的新成果。比

如，虚拟现实技术辅助团队项目战术训练、大数据辅助参

赛策略制定。3）打破产业界限，多边融合，聚焦体育产业

发展。比如，体育产业产融结合、体育文化产业（体育旅

游、体育特色小镇）等。坚持需求导向，产出与我国现阶

段体育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创新成果。

3.3.4　协调各参与方利益，引入科学的激励机制，提升平台

自净能力　

科体协同创新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要求高度集成

化、协同化，因而需要具体分析各参与方的利益要求，本

着“收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张旭梅 等，2008），引入科

学的激励机制，同时通过合同建立一定的约束机制，完善

奖励和淘汰制度。我国科体协同创新平台运作时也要激励

贡献突出的参与方，例如，适当的政策倾斜、减免税收等。

3.3.5　完善绩效评价体系，健全成果分配机制，增进互信互

利共赢　

科体协同创新涉及多个参与方，合理分配成果是科

体协同创新健康发展的保障。合理分配成果有赖于科学

的绩效评价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科体协同创新主要依

托体育相关部门牵头的创新平台或者大型体育攻关课题

项目。这两种模式中，体育相关部门和体育院校（研究院

所）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同时扮演管理者和参与者的双重

角色。因此，需要完善绩效评价规则，必要时应引入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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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机构参与绩效评价，健全成果分配机制，提升创新要素

间的信任度，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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