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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发展：新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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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务院“46 号文”发布已经 5 年，我国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显著变化。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新型消费观，促进数字技术、智能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等，都是国家提出的更高

发展要求，也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新环境新条件。研究概括了 5 年间体育产业发展环境的“八个新变化”，包括发

展理念、发展水平、城市化、老龄化、技术应用、战略投资者、转播主体、教育理念等方面的新变化；剖析了出

现的“四个新挑战”，即新运动项目出现、多元素娱乐项目出现、专业性和专注度下降、消费总时间约束等方面

的挑战；提出了适应变化应对挑战的“三点新思路”，即持续创新、接纳新的体育形态、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

做好这几点，会促进我国体育产业持续快速发展，我们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体育产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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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即业界所称“46 号文”。此后体育

产业发展明显加速。在这 5 年中，体育产业发展的环境和

条件发生了许多重要变化。我国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

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愿望的新型消费观，强调以人

的融入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强调数字技术、智能技

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等。对各类产业来说，这些既是

新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也是更高的发展要求。 

对体育产业来说，与 5 年前相比，出现了“八个新变

化”和“四个新挑战”。这些变化和挑战表明，体育产业发

展有了许多新商业模式，体育活动有了许多新项目，体育

消费有了许多新内容，人们观赏体育活动有了许多新载

体，中国人口规模在数字和智能技术与体育融合方面有了

新优势。与此同时，体育产业发展也会碰到新问题、新挑

战。这些变化还表明，今后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路径与先

行国家之前路径的可重复性有所降低，今后中国体育发展

将呈现出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

鲜明特点。 

本文将分析这些变化和挑战对今后 5～10 年体育产业

发展和体育消费增长的影响。 

 

1.“八个新变化”与发展新机遇 

近些年来，体育产业增长速度一直快于 GDP 的增长速

度，特别自 46 号文发布 5 年来，在 GDP 增速放缓的同

时，体育产业增速加快，两者差距继续扩大。2014－2017

年，体育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6.87%，是同期

GDP 增长速度的 2.4 倍（图 1）。 

 

 
图 1   体育产业增速与 GDP 增速 

Figure 1.   The Growth Rates of Sports Industry and GDP in China 

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家体育总局。 

 

然而从国际比较和国内消费者需求看，我国体育产

业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2017 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

6 475 亿元，产业增加值占同期 GDP 的比重达 0.9%。体育

产业就业人数 440 余万人，占当年城镇就业总数的 1%（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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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7; 国家统计局 等,2018; 人民

网,2018）。与体育产业相对发达国家相比，产业比重和就

业比重都有较大差距（图 2）。 

 

 

图 2   体育产业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的国际比较 

Figure 2.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Value Added and Employment in Sports Industry 

注：1）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多种文献计算；2）由于各国数据公布时间不同，年份不完全一致，以 2015 年为主，个别为 2012 年或 2016

年；3）就业数据缺少全球汇总数据。 

 

最近几年，体育产业发展环境出现了若干有利的变

化，概括起来有“八个新变化”。 

1.1   新发展理念：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新发展理念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强调质量、绿

色、效益和可持续等目标。这些都是体育产业发展是根本

导向。过去几年，有一些投资者和企业跟随 46 号文发布后

的风口进入体育产业，希冀大干快上，迅速获得高回报。

这类投资者更多的是财务投资者，对体育产业发展规律和

竞争格局缺乏充分理解和认识，并未做好长期耕耘、培育

市场的战略规划，对产业长期发展缺乏持续推动力。 

现在社会各方面对体育产业的理解更加全面和理性，

谋划发展的思路更清晰更务实更有长期目标。许多投资者

和企业认识到，体育需求是综合需求，体育技能培养、体

育习惯养成、体育场所扩大和体育观赏群体的增长，都是

相对的慢变量，投资体育必须有长期战略，着力于产业链

和消费生态的培育。各级政府也更为充分地认识到，体育

有经济和社会双重价值，需要政府多方面的支持。这些认

识形成后，社会各个方面才会共同发力促进发展，体育产

业发展才会呈现出促进增长和就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发扬

拼搏精神、强化社会凝聚力、鼓励为国争光等多重意义。 

1.2   新发展水平：消费升级和多元化 

2020 年或稍后，我国人均 GDP 将达到 1 万美元。同

时，服务型经济的特点更为突出，服务消费在总消费中的

比重继续上升，消费结构从物质消费、必需品消费、发展

消费向舒适消费、健康消费、快乐消费延伸拓展。在这些

快速增长的新型消费中，体育消费是重要内容。 

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大量体育消费从“随意性”转向

“专业性”，重视专业技能、装备配置和竞技水平。特别是

4 亿多 90 后迅速成人走向社会，他们更具社交意识和专业

健身需求，在路边跑跑步，在街头公园做做操满足不了他

们，健身房、户外活动、比赛场所才是他们重要的生活场

所。2018 年双“十一”期间，阿里系 2 135 亿元的大盘数

据中，体育消费总额突破 60 亿元，占总额的 3%，较前几

年有明显上升，3%正是高收入阶段的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

平均比重。特别是中高端项目用品需求量大，尤以垂钓用

品、冰雪、骑行运动、露营、攀岩、马术等运动用品增长

最快。这些运动比传统体育项目更“贵”，参与者更多的是

中产阶层以上人群以及年轻人。 

1.3   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市化 

最近几年，城市化进程更加重视“人的城市化”，而非

以往多年所重视的“GDP 的城市化”，其中的关键因素，

是强调“外来人口”要更多融入城市、归属社区，拥有更

多的市民权益。这个变化对体育产业有强正向影响。国内

外经验表明，这些“新市民”特别需要身份认同和融入场

合，体育活动是重要选项。 

“新市民”人数增长对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

的。我们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有 16 个，500 万以上人口的

城市有 88 个，200 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有 251 个。可以支撑

大量体育项目的发展，特别是职业体育的发展。较大规模

的城市，不仅能容纳多个流行项目发展，而且能安放下许

多非常态项目。今后若干年，社区体育活动和城市间赛事

由于地域特点鲜明，市民归属感明确，又方便商业运作体

系，在体育产业区域布局中的作用将持续提升。 

1.4   长寿+ 巣空 的老龄化 

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期。由于生活方式、社会保

障和卫生服务等方面的有利因素，我国人均寿命较长，已

经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最近几年，计划生育“一

孩政策”开始实行时的那一代人，陆续进入了退休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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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空巣家庭的比例较高并将继续上升，这个过程将延续

二、三十年。老龄化+长寿化+空巣化，对体育消费需求产

生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表明，在 6 种类型家庭中，只有

空巢家庭在利用闲暇时间进行活动的排序，将参加体育活

动排在第 1 位，表明体育所能提供的健康、娱乐、社交和

归属感符合空巣老人的多元需求，吸引大量老年人参与其

中。现在，老年人退休早寿命长，即使从退休开始喜欢一

项运动，也将有一、二十年的时间成为活跃的体育参与者

和观赏者，是体育消费的一支重要力量①。 

1.5   新技术使用和体育新业态 

我国先进的网络应用技术和庞大用户群体支撑多种形

态的互联网+体育、数字+体育、AI+体育等新业态。这些规

模经济极为显著的应用，是我国体育产业巨大的增长点。特

别是我们所拥有的 10 亿级网络用户，提供的市场规模远远

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流行体育项目仅国内收视人数就可

以达到上千万甚至过亿，一些国际赛事中国站或中国赛场收

视率全球 高。甚至一些国外赛事，即使在其本土的关注度

并不高，一旦被中国观众“盯上”，就可能创造新纪录。

2019 年 5 月 18 日，西班牙人主场 2-0 战胜皇家社会，晋级

欧战，中国球员武磊为西班牙人队打进 1 球。赛后球迷冲

入场内将武磊高高举起。这段视频在中国的播放量超过了

1 700 万次，比西班牙人之前的任何视频播放量都要高得多。 

现在，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已经在体育多个领域广泛渗

透。在运动健身服务业中，数字感应技术可以实时感知人

体运动的生物学信息，在大量数据基础上形成更为科学的

人体运动能耗规律和运动辅导建议，消费者可以在家庭小

型健身设备上健身并从线上得到科学指导。互联网体育服

务社区丰富了运动健身服务的种类，现在体育健身服务类

APP 已有 7 大类千余种，其社区功能不断为用户创造出个

性化的专业服务。体育场馆智慧化的实现使得观众不断获

得赛前、赛中和赛后的更佳体验。体育数字传播可以利用

信息与数据挖掘等技术将场外和场内赛况信息汇集到网络

直播平台，调动场内外的互动，提高用户的参与度和娱乐

度。这些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参与和观赏体

育活动，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的参与度和娱乐感。 

1.6   新战略投资者：产业生态及可持续发展 

46 号文刚发布时，部分投资者涌入体育产业，希望凭

借市场风口，通过市场操作将投入短期内增值变现。这类

投资者一旦发现行业不景气、IPO 有难度、退出机制不明

朗，就很可能放弃对产业的持续培育。 近几年，大型战

略投资者如国家开发银行、中金公司、光大公司、华人文

化等大型投资商开始发力，较大规模进入体育行业。大型

平台企业也更多地进入体育领域。这类投资者有长期发展

目标，投资规模大，着眼于产业链和消费生态的持续培

育，多角度开拓市场。在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下，谋求稳定

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投资者增加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体

育产业是一个有发展前景、值得精耕细作，可以谋求长期

发展的产业②。 

1.7   新转播主体与开拓多层级市场 

职业体育市场收益中，转播权收益居首位，转播收益

也是其他类型赛事如马拉松的重要收入来源。我们虽然有

1 000 多场顶级职业赛事，但多年业形成商业化转播模式的

不过几百场。近几年来，国内大型视频平台纷纷将目光投

向赛事开发，包括增量赛事和存量赛事。特别是有了数据

挖掘和 AI 技术，视频平台企业有了更多创新手段，将更多

观众粘在转播节目上。这些企业有实力打通线上与线下，

跨界使用赛事 IP 和受众资源，为消费者创新多种体验。 

以大学体育为例，我们有数千支高水平学生队伍，关

联的师生家长超过 5 000 万。然而以往多年，为了压缩成

本，这些队伍集中到一个地方打比赛，无论是现场球迷还

是传播受众都受到极大限制，似乎毫无商业价值。现在各

家视频平台都看好这个市场。以今年的 CUBA 赛事为例，

实行了主客场赛制，转播平台采用多种手段营造主场氛

围，大区决赛和总决赛时，整座球场座无虚席，转播也完

全不同以往，例如，为每场比赛分配了各种各样的直播

间，各校学生解说自己学校的比赛。直播数据明显跃升。

以东北大区决赛为例，就有超过 30 万球迷为两队点赞打

Call。总之，有了新的转播主体和转播技术，更多比赛具

有了现实的商业开发价值。 

1.8   新教育理念：培育体育消费技能和消费习惯③①12 

过去多年，我们主要强调学校体育的教育功能和公益

性质。 近几年，人们愈来愈多地认识到，体育教育同时

也对体育消费具有促进作用。首先，学校体育是体育消费

的组成部分，3 亿学生、51 万所学校、65 万个场馆以及学

校竞赛，能推动体育消费的增加；其次，学校体育教育是

多种体育消费的基础条件，参与型体育消费需要掌握一定

程度的体育技能，观赏类消费也需要一定的体育知识。学

校体育教育使青少年具备体育技能，奠定良好的终身锻炼

基础，促进体育消费习惯养成，成为未来的体育从业者和

观赏者；第三，青少年校外体育是体育消费的重要部分，

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和家长教育水平提高，

子女更有可能参与课外体育俱乐部，这也预示着我国青少

年校外体育消费的较大增长空间。 

表 1 是上述变化分析的概括和总结。 

 
①引自杨越、王睿《体育消费背景最新变化及其政策影响研

究》，见江小涓主编《体育消费：发展趋势与政策导向》，中信

出版社即将出版。 

②关于战略投资者进入体育行业的更多分析，可以参见辛洁

《针对体育行业大型战略投资者的政策需求》，见江小涓主编

《体育消费：发展趋势与政策导向》，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③这里部分参考了刘波等《青少年体育消费政策研究》，见

江小涓主编《体育消费：发展趋势与政策导向》，中信出版社即

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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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发展阶段的特点与体育消费增长空间 

Table 1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Growth Space of Sports Consump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发展新阶段 对体育消费的影响 

新发展理念：人民为中心，高质量发展 体育消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望 

新发展水平：消费多元与升级 体育消费提供健康与快乐 

新型城市化：以流动人口的市民化为中心 体育标识身份，增强认同感，产生凝聚力 

新特点老龄化：快速+长寿+空巢 体育提供健身、娱乐、社交和归属感 

新技术使用：数字和智能技术快速发展 新技术在体育领域广泛应用 

新战略投资者：长期耕耘培育产业生态 在体育各个领域中深耕细作培育消费群体 

新转播载体：新的转播载体和转播模式 更多体育活动具有了商业开发价值 

新教育理念：终生技能、健康工作、社会融入 培育体育技能和体育习惯，青少年体育消费 

 

2  “四个新挑战”：赋能与竞争 

体育产业发展面临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本文

重点分析 近几年新出现并将持续下去甚至继续加压的 4

个挑战。它们都主要或部分与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有

关。网络与数字技术并非只为体育而生。在赋能体育产业

的同时，也推动更多娱乐形态产生，并与传统体育产业展

开激烈竞争。 

2.1   新运动项目争夺传统体育项目的消费者 

近十多年，依托网络、数字和智能技术，电子竞技

产业爆发式增长。电子竞技既有与传统体育赛事类似的特

征，如统一的竞赛规则、对抗性比赛、职业化队伍、现场

和转播观众等；也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主要是没有身体的

物理运动；还有很多独特之处，如需借助信息技术为核心

的各种软硬件以及由其营造的环境来进行。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电子竞技项目参与和观看人群基

数庞大，增长速度很快，已经超过了很多传统体育竞赛项

目，我国电竞产业有巨大发展潜力。据估算，2018 年我国

电竞产业规模达到 84.8 亿，电竞产业用户规模超过 3 亿

人，2020 年电竞产业用户规模可能增长到 3.5 亿人（企鹅

智酷,2018），无论是市场规模还是用户数量都远远超过了

很多传统体育项目。 

这类新型体育项目对传统体育造成了明显冲击。2017

年国内 16～25 岁青年人群平均花费 33%的闲暇时间用于电

竞和其他网络游戏活动，挤压和替代了大量传统体育活动

的时间，两者有明显替代关系。一些专家们认为，20 年

后，传统体育界的粉丝群体将明显老化。现在，美国电视

台的体育节目观众的平均年龄已经在持续增加。 

电竞产业的科技含量高。由于其参与者众、显示度

高，谷歌、微软等国际高科技领军企业都纷纷把人工智能

开发的首选挑战聚焦在电竞项目中，并投入了 优秀的团

队。不仅仅是人工智能技术，其他前沿科学技术，如区块

链技术、大数据技术、量子通信技术、新型可视化技术、

体感技术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电竞产业作为其首要

应用。电子竞技有如此高的参与率和关注度，引起许多传

统体育组织的重视。以 NBA 为代表的美国职业体育联盟直

接投资组建了自己的电竞产业部门，希望跟上时代进展，

吸引观众关注力。 

电竞产业对青少年有一些不利影响：1）青少年健康问

题，玩电竞大大增加青少年的娱乐性屏幕时间，从而强化

其不健康的坐姿生活方式；2）电竞产业游戏与网络游戏一

样，会对青少年带来逃避现实、空虚、甚至暴力倾向等心

理问题；3）电竞职业化中出现的运动员低龄、收入畸形、

开挂作弊等一系列违反体育精神和体育规律的社会问题，

这些都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和有效应对。 

近几年，智能体育开始加快发展，已经成为重要的

新体育类型。智能体育是利用智能装备，突破传统健身受

空间与时间的约束，实现传统体育的智能化和网络游戏的

现实化。参与者可以足不出户，在室内小空间体验山地骑

行、滑雪、高尔夫球等对场地要求较高的运动。例如，智

能骑行通过人、智能骑行台、智能骑行软件的组合，让选

手可以在任何时间、地点与任何骑手一起畅骑世界经典骑

行赛道。智能体育需要虚拟现实、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高新技术植入，将设备器材数据化、网络化、智能

化、娱乐化，并且通过可以量化的数据统计进行排名，开

拓个人的体育社交。 

智能体育在国外已经很成气候了，创建于 2012 年的

Peloton 公司以智能动感单车起家，如今不仅生产健身硬件

设备及配套的平板电脑和软件，还自行制作视频流媒体内

容供用户订阅，还建立了自己的零售体验店网络，实现了

产品服务生产交付的“垂直一体化”。Peloton 有着较高的

用户活跃度，这首先得益于其高质量的流媒体订阅内容，

公司在内容制作上大手笔投入，提高了用户留存率、互动

性和趣味性；其次，得益于平台上的优质教练，美国健身

群体迷恋“明星教练”，通过互联网设备将这些教练连接到

家用场景，帮助家用场景健身渐成潮流，成为市场的增长

主力。现在，Peloton 已就 IPO 事宜与高盛、摩根士丹利等

进行接触，估计上市时其估值有望超 80 亿美元，成为全球

家用健身领域估值 高的公司。 

智能体育在我国也开始发力。首届全国智能体育大赛

于 2018 年 7 月举办，包括智能骑行、智能赛车、智能高尔

夫、智能射击、智能滑雪、智能健身、智能跑步、智能足

球等 18 个项目，先后在全国 100 余座城市展开共 106 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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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吸引了 230 万人报名参赛，完成了 600 万次的预、复

赛，有 1 400 名晋级总决赛。趋势上看，智能体育刚刚开

始发力，方兴未艾，潜力巨大。 

2.2   新型多元素娱乐项目涌现争夺体育消费者 

网络与数字技术应用领域广泛，其中与体育活动相竞

争的娱乐形式比比皆是。各种电视和网络综艺节目、应用

了 新技术的电影、数字音乐、网络游戏等，都会与体育

活动争夺消费者。以网络综艺节目为例，近些年来，网络

综艺节目档数、总期数和总时长都保持较快速度增长。据

统计，2017 年 10 月－2018 年 10 月，腾讯网、优酷网、

芒果 TV 等 21 家网络上线播出的网络综艺节目共 385 档，

10 912 期，总时长约 237 400 分钟。节目档数、总期数和

总时长分别同比上涨了 95%、217%和 121%（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监管中心,2018）。有了这么多新的娱乐选项，消费

者能够为传统体育项目付出的时间难以增长，甚至被分

流。2017 年我国泛娱乐产值约为 5 484 亿元，体育竞赛表

演业全口径产值为 231.4 亿元，《战狼 2》有 56.83 亿元票

房，而中超收入仅为 14.8 亿元。 

现代技术条件下，体育竞赛业与许多娱乐项目有着高

度的相似性，实际上职业体育竞赛就被称为“体育竞赛表

演业”，因此竞争普遍而激烈。表 2 列出了体育比赛与演唱

会的高度相似性。 

 

表 2   体育竞赛表演与演唱会的高度相似性 

Table 2   High Similarity between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and Concert 

体育竞赛表演 演唱会 

空间聚集 

付费观看 

核心要素 

观众特点 

业者诉求 

品牌价值 

转播收入 

场地 

门票 

明星 

粉丝 

收入 

跨界 

流量 

空间聚集 

付费观看 

核心要素 

观众特点 

业者诉求 

品牌价值 

转播收入 

场地 

门票 

明星 

粉丝 

收入 

跨界 

流量 

 

新的竞争性商业模式还在不断涌现。例如，2018 年 5

月 9 日，一款“电影+互联网”模式的移动应用 APP 上

线：移动电影院 V1.0，其商业模式是通过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终端或其可控制的其他设备搭载的移动电影院软件

系统作为放映设备，让观众随时随地看电影，移动电影采

用单次收费单次放映的商业模式。上线一年后，移动电影

院的总观影人次达到 200 万，票房达 5 000 万。企业已经

做出规划，要在数年内实现移动用户的全覆盖。还有，前

面所述的家庭健身成套设施配以网络获得专业指导的商业

模式，或许对健身俱乐部形成潜在挑战。 

2.3   专业性和专注度下降：跨界转播平台的影响 

由于网络空间信息超载，争夺关注力成为数字时代的

竞争焦点。为了吸引用户，出现了许多跨界娱乐模式，目

的是吸引更多消费者进入平台。聚集到海量的用户，平台

就能开发诸多的商业功能，构建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应

用大数据，粉丝还具有了巨大的衍生商业价值，通过挖掘

分析，为这些潜在消费者推送应有尽有的全方位消费信

息，从而演变出无尽可能的新业务体系和新商业模式。 

在这些商业模式中，为了“引流”“吸粉”，多种娱乐

因素并存的跨界融合成为流行选项，导致体育娱乐化倾向

普遍。平台竭力增加趣味性、故事性、消遣性，借此抓住

非核心体育粉丝甚至非体育爱好者注意力，体育活动本身

所具有的竞争性、专业性和由此而生的敬畏感等都随之下

降。网络平台即使在转播职业体育比赛时，也会加入许多

非体育因素，包括看点丰富的啦啦队、明星运动员的前世

今生、非专业化但极有个性的主播、资深球迷的故事以及

球场内外的趣事等等。 

网络平台的多样化和竞争性还体现在其长尾效应上。

当消费者只能在现场观看比赛时，每个区域内能够举办的

赛事有限，即使是电视转播，能被转播的赛事也很有限。

那些喜欢“小众”“冷门”赛事的消费者无处观看。但在互

联网空间，能够点播的视频数量几近无限，而且成本很

低，因而个性化需求能得到满足。例如，中国希望观看印

度足球超级杯的人数仅有区区数千人，现场观看或电视转

播都没有可能，而网络平台却能够提供点播服务。对平台

企业来说，这些“小众”的需求虽然每项消费量很小，但

种类极多，汇聚而成的市场份额可以和那些少数热播产品

相匹敌甚至更大，就好似少数热播产品构成的躯干之后拖

了一条细长的尾巴。毫无疑问，这些平台为消费者更符合

意愿地观看体育比赛提供了方便。不过，当消费者为体育

赛事付出的总观赏时间有限时，多样化的选择就会分流观

众，减少原本占据主要份额市场的主流赛事的观众数量。 

近几年来，国内体育元素为主的综艺节目异军突起，

吸引了大量的非核心体育迷，人气超过绝大多数高水平职

业体育比赛。例如，《来吧冠军》是浙江卫视借巴西奥运会

风口推出的一档大型励志竞技体育综艺节目，由姚明担任

体育顾问，李娜、贝克汉姆、乔丹、巴乔等担任嘉宾，贾

乃亮、Ella 担任固定明星队队长，率领明星队展开颠覆性

真实对抗。全新模式加超强阵容，人气极旺。此外，还有

更多为全国人民所熟悉的体育健儿（如田亮、杨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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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李娜、孙杨、苏炳添、张继科等）都多次参加综艺节

目，并成了人气 旺的体育明星。表 3 是近些年来若干以

体育元素为主的综艺节目。 

 

表 3   以体育为主的综艺节目 

Table 3   Sports-based Variety Shows 

年份 体育赛事 体育元素为主的综艺节目 代表作品（部分） 

2013  体育综艺真人秀 

中国体育综艺节目元年 

《中国星跳跃》 

《星跳水立方》 

2016 巴西里约奥运会 

欧洲杯足球锦标赛 

体育娱乐化 

20 档体育综艺节目 

《来吧！冠军》 

《绿茵继承者》 

《星球者联盟》 

《非凡搭档》 

《极速前进 3》 

2018 俄罗斯足球世界杯 赛事版权衍生 

互联网巨头体育发力 

《足球解说大会》 

《这就是世界波》 

《奇潭是一人》 

《AI 彩》 

《新三味聊斋》 

《火星世界杯》 

注：数据来源：http://sports.ifeng.com/a/20180830/59997262_0.shtml。 

 

这些综艺节目特别有利于体育明星“吸粉”，一旦这些

运动员有了众多粉丝，自带流量，就可以直接转化为商业

价值，在商业合作中的谈判力量就更强。由此，这些明星

运动员开始要求更大的利益分配。这将与我们传统的运动

员管理体制发生冲突，与社会公众对顶级运动员的形象定

位产生冲突，并将长期影响和重塑体育产业中的诸多商业

关系。 

新商业模式还有可能带来“赢者通吃”现象与收入差

距问题。在体育产业中，创造力和天赋 为稀缺，又有网

络将创造力和天赋带来的“供给”低成本送达世界各地，

获得极大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观赏成本很低甚至免

费，使得消费者无论穷富都能随心观看 高水平的比赛。

因此，具备特殊天赋的体育明星能够市场通吃，获得巨额

收入，成为全社会收入的塔尖，这种状况会产生多方面的

经济和社会影响。 

图 3 是 2019 年 6 月 10 日某网站公布的体育明星人气

指数排行榜，可以看出，体育明星的人气受到其运动水平

和出境率的双重影响。 

 

 

图 3   2019 年某网站公布的体育明星人气指数排行榜 

Figure 3.   Sports Star Popularity Index Ranking Published on a Website in 2019 

注：数据来源：https://123fans.cn/rank.php?c=7。 

 

2.4   消费总时间约束和娱乐消费总量停滞 

对包括体育参与和观赏这类体验性消费来说，消费总

时间是一个硬约束。 

从供给方来看，网络空间能够存放和提供的娱乐服务

内容数量巨大，时时还在增加，消费者的多元消费需求也

在不断扩张，看上去增长没有边界。然而，这类产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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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受到了一个极为硬性的约束因素：时间。时间不可储

存、不能创造、不可预支、不可复制，时间的稀缺性是其

他任何资源不能与之相比的。实物产品市场扩张受到的主

要约束是购买能力，财力够的消费者可以购买大量产品而

无需花时间消费，拥有本身就是享受。富豪们可以同时拥

有几十辆豪华车辆，可以拥有世界各地的多套别墅。但网

络空间的服务消费是体验式的，消费者必须花费时间亲自

参与。无论何人，同一时间内不可能参与两场比赛或观看

两部电影，因而这类服务之间竞争的不是财富而是时间，

不仅激烈残酷，而且注定有我无你。这类竞争并不限于同

类型的消费，所有需要花费时间的消费都是对手，人们花

时间看电影还是看比赛或是玩游戏不可兼得。例如，游戏

行业曾经的名言是：“我们之间互抢生意没意思，要去抢体

育业和娱乐业的生意”（江小涓,2018）。 

经过多年的人均上网时长快速增长后，目前增长趋于

平缓并相对稳定。可以算一笔账，我国 10 亿网民，既使每

人每天上网 5 个小时，互联网每年可以利用的国民总时间

大概为 18 250 亿小时。然而服务的提供有增无减，竞争激

烈可想而知，笔者以前对中超现场观众人数的计量分析有

一个令人略感意外的结果：人均收入高的城市，观看体育

比赛的人口比重反而下降。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这些城市

有更为多样化的消费选择，抢去了体育消费的时间。总

之，体验消费时代，时间成了 为稀缺的资源，财富可以

逐年增长和积累，时间永远是个常数，时间约束是一个真

正的硬约束。 

 

3   坚守与应变：体育为本与适应新时代 

3.1   传统体育项目的坚守：创新与产业化发展是有效手段 

上一节所描述的问题与挑战，都是在体育商业化运作

和产业化发展中出现的。长期以来有不少质疑声音，认为

商业运作会腐蚀体育的专业性、公益性和文化价值，取而

代之的上座率和经济效益等，将体育推向市场会使体育变

味。 

然而事实表明，商业化运作和产业化发展极大地促进

了体育发展。近半个世纪以来，教育广泛普及，中产阶级

成为许多国家人口构成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知识结构、生

活方式和价值观等已有很大改变，对体育消费既有强身健

体、休闲找乐的诉求，也有减缓压力、心理满足、社会交

往的愿望。形式丰富的多种体育产品和服务，从跑步跳操

的大众化运动到花样滑冰、高尔夫等各类“高雅”和“高

消费”的项目，都有众多消费者关注。尤其是平台投资者

纷纷进入体育产业，大大降低了许多体育服务的价格，减

弱了体育消费中的收入约束，更多的人得以参与体育。如

此普遍、多元、多层次和多变的需求，只有商业化运作才

能不断开拓创新，促进市场的扩张和繁荣。 

2016 美国 Fast Company 杂志评选的全球 50 家 具创

新力的公司中，NFL 名列第 15 位，要知道这份榜单前 3 名

分别是 Apple、Facebook 和 Google。评选者认为，在如此多

的新型娱乐方式下，NFL 仍然保持吸引力，实属不易。

2018 年的评选中，NBA 位第 10 名，NBA 是诸多职业体育

联盟中， 早建立起电子竞争体系的联盟。2019 年的评选

中，健身界超级体 Peloton 位列第 27 位，Peloton 借鉴许多

娱乐 APP 的商业模式，着眼于争夺消费者的碎片时间，推

出众多明星教练的片断教学，以短视频或直播形式，供消

费者随时短时健身甚至仅为了休闲娱乐，并通过大数据、

AI 分析，主动识别消费者感兴趣的项目或教练，或者其中

的娱乐因素，主动推送相关内容，粘住消费者。总之，在

技术如此多变、需求如此多元、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传

统体育产业仍然具有较强吸引力和竞争力，但想历久弥新

地站稳脚跟并有所发展，必须不断创新再创新，这个任务

只有市场主体能够完成。 

传统体育项目的坚守和发展需要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

断创新。一些平台推出线上“全民健身公共积分”账户，

消费者在定点场所消费，按每次消费金额的一定比例返还

积分至健身群众的“全民健身公共积分”账户中。例如，

阿里体育利用阿里巴巴云平台构建运动银行，将运动数据

转化为“卡路里币”，作为用户运动锻炼方式积攒的权益，

用户获得的卡币可在运动商城里兑换商品（实物、优惠

券、体育赛事门票等）。2017 年 8 月 8 日－2018 年 8 月 8

日，阿里体育运动银行的用户达到了 5 000 万，每天有近

600 万的用户在使用“运动银行”记录自己的运动数据，

管理自己的运动行为，大大调动了用户的健身积极性。 

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几乎应用在所有传统体育项目

上。健身房+智能通过门店+APP 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消费

者通过人脸识别技术进入健身房，用智能手环打开储物

柜，在智能机器上检测身体数据并上传云端，在 APP 上购

买健身课程，发布社交动态。为传统的健身活动创造了更

多具有互动性、分享性、自主性的消费场景与平台。还有

职业比赛的智慧场馆建设，使得现场观众的体验感大大上

升，既包括场馆网络覆盖与高清回放等“硬服务”，也包括

为观众提供个性化餐饮与特许商品销售的“软服务”。短视

频也成为体育观赛新风口，除少数忠诚的体育迷外，多数

消费者并不会全程观看，而是用碎片化的时间扫一眼或者

赛后看看集锦。再如马拉松比赛直播、钓鱼比赛直播等，

通过智能系统为每位参赛者提供定制内容，其亲属和朋友

可以在线观看，参赛者本人也可以在赛后观看视频，大大

提高了参与活动的乐趣。网络体育社区也是传统体育项目

中普遍采用的交往形态。尤其在健康、攀岩、滑雪、穿越

等户外活动中，体育企业与爱好者组成网络社区，通过推

送信息和帖子邀集网友，交流和传播各自社团的体育资源

和活动信息。 

和其他产业相似，体育的产业化商业化确实也带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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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负面现象，体育市场不乏粗制滥造的产品和服务，时常

出现一些价值观不当的言行，职业体育中的“假赌黑”屡

治屡犯。但总体上看，产业化市场化并未导致体育走入歧

途，也并未导致体育竞技水平下降，向上、拼搏、奋斗、

团队精神等依然是主流的精神状态，体育的社会形象仍然

是正能量、硬功夫。 

总之，市场经济在其它领域展现的活力，同样构建着

体育产业的创造性、异质性和多样性。市场主体努力开拓

创新，传统体育和新型体育项目精彩纷呈，体育产业获得

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 

3.2   接纳与主流社会形态相匹配的体育形态 

前面部分，我们分析了诸多依托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

型体育形态，以及含有体育元素的综艺节目。无论我们是

否认可和喜欢，它们都将继续存在并发展，并且很可能更

多占有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休闲娱乐时间。这些改

变还将延续下去。它们与当下和未来技术及社会主流场景

相匹配。尤其是线上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互联网空间早

已是他们工作生活娱乐社交的主要场所，他们自然希望能

够从线上获得智力展现机会和精神娱悦，希望一键就能获

得合乎需求的服务。他们更喜欢体验式、挑战性的智力活

动，因此，电子竞技、智能体育等与他们的消费诉求高度

匹配，必然迅速成长为重要的体育行业。综艺节目含有多

种娱乐因素，不那么专业，却足够多元，而且参与感强，

能满足不同类型受众的好奇心和好强心，可以接纳多种类

型的情感投入，因此能够在青年群体中赢得大批忠实粉

丝。我们既要尽可能地将传统体育渗透和融入新的载体之

中，例如以各种类型的体育明星秀带动更多的线下运动，

以线下运动的积分换取参与体育类综艺节目资格等，也要

对各种新型体育运动和明星综艺秀持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通过持续的商业模式创新，带动传统和新型体育活动共同

发展，良性互动，为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提供更为丰富的

健身休闲娱乐场景。 

3.3   适应新场景：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 

既然提出产业化发展和市场化运作，政府还有必要给

予体育产业特殊支持吗？ 

支持有其合理性。体育产业除了创造经济价值外，还

带来多方面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这是体育产业与其他

产业 大的不同。体育能够促进公民身心健康，体育锻炼

和观赏体育比赛，不仅能够强身健体，而且能够舒缓压

力，带来愉悦、休闲、刺激、期待、满足等精神感受。身

心健康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减少医药费用支出，还能提

高生活质量。职业体育俱乐部能够增强当地居民的荣誉感

归属感，能够激励更多的年轻人从事体育活动。青少年参

加体育活动，能强壮体格锻炼意志，增强团队精神。竞技

体育取得好成绩，能够激励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拼搏精神。

由于这种种社会功能，体育消费创造 GDP，创造健康生

活，创造社会凝聚力，创造向上拼搏精神。因此，政府对

其中公益性突出的部分如公共体育设施建设、全民健身运

动开展、人才培养等给予支持，具有充分的合理性。 

过去 5 年，中央和各地政府制定了较多的支持鼓励体

育产业发展的政策，落实和完善这些政策是首要。在这个

基础上，要根据形势发展变化提出的新需求，有针对性地

制定政策，这里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与城市发展新战略

相关的政策，主要是通过普惠性措施，引导新市民更多加

入到体育活动和体育观赏之中，如在新市民居住集中的地

区建公益性运动场所，各类体育活动和职业体育俱乐部球

迷组织为新市民留出适当的位置等；2）与空巢老龄化相关

的政策，主要是多在社区为老年人组建健身组织，组织体

育活动，如广场舞、健身操以及小型体育比赛等；3）与大

型战略投资者进入体育产业相关的政策，如与此相适应的

新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精简规范程序，创新审批模式、完

善法律法规等；4）与青少年体育相关的政策，包括丰富大

中小学体育教育培养大纲，引入“+X”机制。在必考达标

项目之外，结合青少年自选 X 项目方式考核，发挥个体的

体育兴趣和特长，提高学生体育技能，增强体育爱好和体

育意识，培养新一代体育消费的参与者和观赏者。要全面

推行青少年运动技术等级制度，在各单项运动协会加快工

作进度的同时，鼓励地方体育主管部门先行先试并适时推

广，激励更多青少年提高体育技能。例如，中国篮球协会

以《小篮球规则》和《中国小篮球运动员等级制度》为驱

动，举办的小篮球联赛，吸引了大量的小球员参加。此

外，要通过购买社会服务方式，在社区引入市场化青少年

体育运动俱乐部，提供多种运动技能的教学培训机会①。 

政府还要加强宏观引导和市场监管。以往计划体制有

较强的约束机制，体育领域中各个方面的规范总体可控。

在改革过程中，原有体制的约束弱化，市场的约束力未到

位，相关法律法规又不健全，市场主体的法治观念、契约

精神、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存在不少问题。因此体育产业

发展中，违反职业道德甚至违法违纪的现象时常发生。政

府放权不能“一放了之”，产业化发展不可能“一化了

之”，需要多种举措推进职业道德和体育文化建设。政府还

要推动行业协会发挥更大作用。放权具体事务并将其转给

行业协会后，要督促其承担起行业自治组织的作用。体育

产业特别是竞赛、健身、培训和运动等领域，对规则、标

准、等级、认证等行业“公共产品”的要求 为普遍。政

府转变职能放手后，需要行业组织有效发挥作用。加强全

行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也是行业组织的职责。2011 年以来，

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数次发布欧洲足球社会责任报告，评价

 
①还有更多的政策建议，可以参见王雪莉等《与体育消费相

关的体育产业政策研究》，郑芳等《我国促进体育消费政策的实

施现状与对策研究》，见江小涓主编《体育消费：发展趋势与政

策导向》，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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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国家足球协会和足球俱乐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状

况，对俱乐部有明显引领作用，得到社会普遍好评，值得

我们借鉴。 

当前，还要针对新型体育项目，加强行业服务和管

理。这里强调两个新的全国性体育运动协会：电竞行业协

会和智能体育行业协会。电子竞技和智能体育作为体育项

目已经获得广泛认可，应该建立统一的国家级协会，指导

和加强行业管理，协调业内各部分各环节的行为。尽快设

立并发挥领导协调作用，促进全行业良性发展。其基本职

能应该包括：建立赛事联盟，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建立合

作共赢生态；规范运动员培养和管理，与传统项目运动员

管理办法接轨，遵守相同纪律，享有相同权益；多措并举

防治青少年沉迷问题，要从未成年人触网管理、企业技术

措施、大众观念培养和全社会共同行动等多方面做出更积

极有效的努力；为全行业提供公共服务，培训相关人员，

设立考试考核制度，明确从业资质要求，制定赛事 IP 管理

办法等。 

 

4   结论 

体育产业的发展既有规律性趋势，也高度依赖于我们

的努力。“八个新变化”预示着体育产业供给方和体育消费

需求方的巨大潜力和有利条件，“四个新挑战”预示着体育 

产业面对的竞争与挑战，我们努力的结构决定着两类因素

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要全面深刻认识当前体育产业发展

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断进行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政府

要加大支持力度，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些有利因素叠

加，会促进我国体育产业持续快速发展，并有望在不久的

将来成为世界体育产业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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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which has also created new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he paper summarizes “eight new changes” which have happened on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of Chinese sports industry over 
the last five years, including development concept, development level, urbanization, ag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strategic investors, 
media broadcasters and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four new challenges”, namely, the emergence of new sports 
events, multicomponent entertainment programs, the decline of profession and concentration, and the constraints of total 
consumption time.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upposes “three new ideas” to react to the changes and challenges, namely, 
continuous innovation, acceptance of new sports forms, and better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f we do these things well, Chinese sports 
industry will realize sustainable and fast development, and China becoming a strong sports industry power is expected in the nea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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