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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体育产业领域最具体育本质特征的核心业态，竞赛表演业是中外学者长期 关

注的重要研究议题。通过对近年来国外赛事领域相关文献的回顾和梳理发现，西方 学者的

研究主要集中于观众人口统计学特征、观赛动机与需求、赛事产品认知与消费、多变量间的

因果路径关系等方面。相关研究呈现如下特点：丰富且立体的研究视角、实 证主义的研究

范式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针对我国竞赛表演产业研究的启示与建议：1）注重研究视域的

本土化和赛事消费相关概念的操作化；2）谨慎借鉴赛事理论模型，结合 国内赛事发展实际

进行必要的模型修正；3）借鉴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通过直觉观察和发 现问题，诉诸科学方法

分析和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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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tator sports is the core product of sport industry which represents the initial char-

acteristic of sport. As such, numerous researchers have highlighted the importance of spectator

sports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rough reviewing foreign literatures in the context of spec‐

tator sports, the paper found out that western scholars mainly focused on spectator demo- graph‐

ic, motivation and market demand, perceptions and consumptions, casu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ulti-variabl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papers were identified: multi-dimen- sional re‐

search perspectives; positivist research paradigm and 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Sev- eral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were proposed: 1) focusing on local fields of spectator sports and opera‐

tional conception; 2) modifying the theoretical models carefully if necessary; 3) drawing on pos‐

itivist paradigm to find and solve problems through intuition a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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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2018 年 12 月 2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8〕121号）。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5年，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总规模达到

2 万亿元，基本形成产品丰富、结构合理、基础扎实、发展均衡的体育竞赛表演产业体

系”，这成为新时代指导我国竞赛表演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体育离不开

竞争，竞争是体育运动的灵魂（Shibury，2012）。作为体育产业的核心业态，竞赛表演业

是体育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是衡量某个国家（地区）体育产业整体发展

质量的关键要素。近年来，我国体育产业呈现较快发展态势。“2008—2016 年，我国体

育产业总规模从 4 628.0 亿元增长至 19 011.3 亿元。无论是体育产业总规模的增速，还

是增加值的增速，均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黄海燕 等，2018）。竞赛表演业具有极强

的产业关联强度，它既能有效带动包括体育用品（服装、鞋帽）、体育场（馆）、体育中介、

体育博彩等相关门类的协同发展，还能与国民经济其他行业（如交通、传媒、旅游、互联

网、健康等）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交叉、互动与融合，“进而催生出体育旅游、体育康

养、体育广告、体育会展等新兴业态”（杨强，2015）。长期以来，以美国、欧洲等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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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地区）高度重视职业体育发展，职业体育业已

成为体育产业乃至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并基本形成

了以竞赛表演业为引领、以健身休闲需求为基础、以体育

用品技术创新和体育中介服务为补充的良性产业发展

格局。

正是由于竞赛表演业在体育产业发展中扮演了无可

替代的核心角色与特殊地位，竞赛表演市场才始终是中

外体育产业研究的热点议题。这些研究涵盖赛事的基础

理论（如赛事概念、赛事类别、赛事产品、赛事利益相关者

等），赛事消费群体分析（如观众人口统计学特征、球迷认

同、消费者认知、情感、态度、意向与行为等），赛事与举办

地的交互影响，赛事的评估与评价，竞赛表演行业的政策

研究等诸多方面。然而，通过文献梳理和回顾可以发现，

中外竞赛表演业研究的视角、方法和范式既存在相同的

特点，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研究方面的异同可能

来自于经济社会环境，也可能来自于根植于本土的哲学

基础与文化差异，或者还可能来自于研究范式与研究工

具的不同选择等。那么，国外学者究竟是如何开展赛事

观众领域的研究？他们的研究视域、研究方法和主要进

展究竟如何？有哪些研究经验值得国内学者学习和借

鉴？为此，本研究以国外竞赛表演业相关文献为研究对

象，通过文献整理、归纳和分析，探讨西方学者在竞赛表

演领域的研究视域和基本特点。

1 文献选择与分析思路

有学者指出，体育赛事是各类体育组织乃至整个体

育产业的核心产品（Jessica et al.，2005；Murray et al，

2002）。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和界定，“竞赛表演业是以

运动竞技和运动表演为主要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型产品

的组织与活动的集合。竞赛表演业的经济活动主要涉及

赛事策划与组织、运动员经纪、赛事无形资产开发与销

售、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等”（骆雷，2017）。其中，赛事策划

与组织是竞赛表演业的核心经济活动，也是竞赛表演业

区别于其他产业的主要标志。竞赛表演业的其他经济活

动均是围绕赛事策划与组织派生而来，也可以称为衍生

的经济活动。专业化的赛事运作企业、赛事经纪公司、体

育广告公司、职业体育俱乐部、专业运动队、体育场（馆）

管理中心、各类体育协会、运动项目管理中心等机构是竞

赛表演业的核心部门。虽然竞赛表演业所涵盖的经济活

动范围相对广泛，但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赛事观众都

是竞赛表演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观众的参与

和投入，也就不会有赛事活动的蓬勃发展。长期以来，

“赛事观众”均是西方学术界开展赛事领域研究的焦点议

题。因此，本研究基于观众视角探讨和分析西方竞赛表

演产业的研究特点。

本研究采用“SPORTDicus”全文信息数据库开展文献

的搜集和整理。作为国际体育学研究领域的领先数据

库，SPORTDiscus包含体育类期刊、书籍、学位论文等各类

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成果，研究内容覆盖体育管理与经

济、运动营养、运动生理和运动训练等。2018 年 9 月－12

月期间，作者以“Sports Fan”“Sport Consumer Behavior”

“Spectator Experience”等为关键词 ，出版时间跨度为

1970－2018 年，文献呈现类型选择“Academic Journals”

“Books”，搜集和筛选相关文献。

本研究遵照如下思路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讨论和分

析：1）介绍和分析国外文献在竞赛表演业领域的主要研

究视域；2）总结和归纳西方学者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式、

研究方法和工具方面的主要特点；3）就如何融合国外研

究经验，立足本土做好国内竞赛表演业相关研究提出启

示意义和建议。

2 西方学者的研究视域

西方学者对赛事观众的研究视角集中表现在如下方

面：观众人口统计学特征、观众分类、观众需求、观众的赛

事消费水平、观众消费动机、观众消费决策、观众消费意

向、观众对赛事产品（服务）的感知、观众对赛事产品（服

务）的满意度、观众忠诚度、观众对赞助或广告产品的认

知、观众对球队（运动员）的认同等。与其他社会科学研

究方法一样，西方学者对赛事观众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

通常为“个体”，即通过对一定数量观众（样本）特征值的

观察，推断观众总体的某些特征。随着测量理论的发展

以及统计技术的革新，西方学者对赛事观众的研究视域

不断拓展。越来越多的研究变量被纳入到研究范畴中，

包括赛事消费潜在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方向以及影响

程度等。更进一步地，为深入剖析潜在变量之间是如何

产生影响的，中介变量被引入；为了解不同情形下某潜在

变量对其他潜在变量的影响程度有何不同，调节变量（也

称干扰变量）被引入。

2.1 观众人口统计学特征

人口统计学特征是抽样样本对总体代表性水平的直

观描述。从数量上来说，样本的多少取决于统计推断的

要求以及总体规模的大小。从质量上来说，样本的人口

统计学特征应尽量符合总体特征值的分布。观众的人口

统计学特征主要包括如下变量：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种

族、家庭成员规模、教育背景、家庭收入、工作性质等。其

中，多数变量为类别变量（性别、婚姻状况、种族、工作性

质），个别变量为定序变量（教育背景）或定比变量（年龄、

家庭收入）。由于绝大多数被试者在填答问项时更倾向

于简单的选择题目，所以，即便是能够增强统计推断功能

的定比变量，在测量设计上仍多数采用给定固定取值范

围的问项设置，而不是让被试者填答具体数字。人口统

计学特征变量常用于比较不同类型观众对其他潜在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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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观赛动机、观赛行为等）的影响及其变异程度。例如，

分析男性和女性在职业赛事观赛动机中的区别（James et

al.，2002）；不同年龄段人群对赛事产品或服务满意度的

差异；不同收入人群对赛事促销手段的认知差异等。另

外，人口统计学特征也可作为调节变量（干扰变量）分析

不同情形下赛事消费变量之间的影响程度。Williamson

等（2003）认为，为了提升赛事消费水平，人口统计学变量

与赛事消费变量之间的交互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2.2 观众分类

为做好赛事市场细分，便于赛事组织者或品牌赞助

商开展营销活动，有必要开展多元化的观众分类研究。

与人口统计学特征不同，观众分类研究更加具体，且有更

强的针对性。例如，为探究各类观众对赛事促销手段的

认知水平，西方学者把赛事观众划分为“死忠粉丝”（die-

hard fan）与“酒肉粉丝”（fair-weather fan），进而研究它们

的差异性（Wann et al.，1990）。其中，“死忠粉丝”的操作

化定义为：与拥护或喜爱的球队之间具有极强的依附关

系，无论球队比赛成绩或者表现如何，这些粉丝都有着极

强的忠诚度；“酒肉粉丝”的操作化定义为：与拥护或喜爱

的球队之间没有明显的依附关系，随着球队比赛成绩的

下滑或表现欠佳，这些粉丝会对球队表现出不满或“脱

粉”等行为。具体来说，两种粉丝的测量主要包括如下变

量 ：球队认同、球队依附和球迷卷入度（Yoon et al.，

2017）。

也有西方学者把观众划分为“球迷”（fan）和“普通观

众”（spectator），并认为他们在观赛动机与消费特征等方

面存在差异性（Fisher et al.，1998）。划分维度包括：认知

（cognitive）、情感（affective）与行为（behavioral）。普通观

众是指那些观看或参与赛事，但很快就会忘掉的人群；而

球迷则是指那些持续关注球队和赛事，甚至在日常生活

中从事与球队或赛事相关运动的人群。前者将观看比赛

视为一种普通的休闲活动，可以轻易被其他娱乐活动所

替代；后者则把观看比赛视为能够满足自身特殊身体心

理需求的活动，很难或无法被其他娱乐活动所替代。换

言之，普通观众的观赛行为是偶发行为，而球迷观赛行为

则是有目的、习惯性且持续性的行为。观众的分类以及

球队认同、球队依附和球迷卷入度等概念的提出，是多变

量观众消费行为关系探究和验证的重要基础。

2.3 观众的观赛动机

众多西方学者提出，动机是观众观看或参与体育赛

事的内部动力（Kahle et al.，1996；Schofield，1983）。与市

场需求变量相比较，动机是一种内在推动力，而市场需求

则是一种外在拉力，两者共同作用于观众，影响观众的消

费意向和消费行为。早期代表性的观赛动机理论框架主

要来自于 Schwartz（1973）和 Zillmann 等（1993），他们提出

了可以解释观众动机的 5 种理论：身心健康促进理论、积

极压力体验理论、暴力冲突释放理论、娱乐消遣理论和成

就感体验理论。身体健康促进理论认为，观众通过观赛

能够缓解身体疲劳和无聊感，并且能够作为逃离日常工

作和乏味生活的重要选择。积极压力体验理论认为，赛

事本身可以视为压力源，在赛事这种非真实生活情境中，

观众通过观赛能够体验到压力、风险、刺激等一系列积极

体验，这些体验能够有效释放观众的多余能量。暴力冲

突释放理论认为，观众受到运动员激烈对抗冲突的吸引

来观赛，通过观赛能够降低观众的暴力倾向，但也有学者

认为，观赛能够激发观众的暴力倾向。娱乐和消遣理论

认为，观众观赛能够获得娱乐、情感、满足等体验和效用。

成就感体验理论认为，观众与球队或运动员之间形成的

高度认同，可以通过球队或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成功，让观

众体验或分享到同等喜悦与成就。Pease等（2001）构建了

基于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

NBA）赛事的观众动机量表（SMS），该量表包含 4 个潜在

变量：粉丝认同度（fan identification），球队形象（team im‐

age），健康影响（salubrious attraction），娱乐价值（entertain‐

ment value）以及 35 个观察变量。此外，其他学者针对不

同赛事研制了相应的观众动机量表（Trail et al.，2001；

Wann，1995；Funk et al.，2001b）。通过问卷调查、内容效

度检验和验证性因子分析，James 等（2005）构建了新的

“Big-5 factors”观众动机量表，包含自我 尊重（self-es‐

teem）、审美性（aesthetics）、戏剧性（drama）、逃避现实（es‐

cape）和社会交往（social interaction）等 5 个动机因子。近

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竞技运动（eS‐

PORT）迅速成为全球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高参与度的运

动项目（Funk et al.，2018）。与传统体育运动相比，电子竞

技运动是一个全新的体育消费领域，为了深入理解电子

竞技运动的消费特征，学者们不仅单独针对电子竞技运

动的消费特征进行研究（Weiss et al.，2013），还针对电子

竞技运动与传统体育运动在观众消费动机等方面的差异

进行了研究。有研究发现，传统体育运动与电子竞技运

动存在相似性特征，包括消费动机在内的传统体育消费

理论同样适用于电子竞技运动（Pizzo et al.，2018）。

2.4 观众的赛事消费水平

赛事消费水平是对观众现场观赛和媒体转播观赛等

行为的测度，它是赛事管理者做好观众市场细分策略的

基础性议题。其中，观众的现场观赛和直接参与能够直

接反映赛事观众消费水平（Gray，1996）。而且，观众的现

场观赛直接影响到赛事衍生产品的消费水平和规模，如

停车费用、赛事特许商品、赞助费用、球队或运动员商标

价值、媒体转播价值等（Leonard，1997）。另外，随着多媒

体技术的发展，电视转播权已成为职业赛事和其他商业

性赛事的重要收入来源，它与赛事主办方、职业球队、举

办地以及相关组织的关系愈来愈密切。为了迎合电视转

播的需要，很多赛事甚至需要更改规则、赛程和赛事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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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Jhally，1989）。有研究表明，观众现场观赛行为与

观看电视转播行为之间存在交互作用（Zhang et al.，

1998）。赛事的电视转播能够有效吸引观众到现场观赛，

观众能够通过观看赛事转播获得更多的信息，有助于观

众建立起与球队和运动员的认同和依附关系（Lever et

al.，1984）。以职业篮球赛事为例，当前西方学者对观众

消费水平的测量主要涵盖如下变量：现场观赛的次数、所

购门票类型（赛事套票、赛事半套票、赛季迷你套票、单场

门票等）、通过电视观看主场比赛次数、通过电视观看客

场比赛次数、通过广播收听主场比赛次数等。

2.5 观众需求的影响因素

按照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相当规模的人口基础、观

赛欲望、相当程度的支付能力和闲暇时间，这些都是孕育

和繁荣某地区竞赛表演市场的必备条件。因此，赛事观

众需求是国外赛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早期西方学者

通常聚焦于如下问题：观众是哪些群体；他们的规模是多

少；他们主要来自哪里。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学者开始

关注为什么观众会参与体育消费；哪些因素会影响观众

的体育消费需求。有学者指出，市场需求与顾客对核心

产品能够带来的期望效用相关（Zhang et al.，2003），观众

需求是指与赛事运作相联系的一系列驱动因素（Braun‐

stein et al.，2005）。为测量影响观众赛事需求的影响因

素，不同学者针对不用赛事研制了差异化量表。Cian‐

frone 等（2015）以美国高中篮球联赛为例，构建了赛事需

求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图 1）。常见的赛事需求量表通

常包含如下需求因子：赛事吸引力、经济因素、举办地吸

引力、场地的可达性和赛事日程等。其中，赛事吸引力的

观测变量包括球队成绩、运动员表现、球星数量、对抗平

衡水平。经济因素的观测变量包括门票价格、门票折扣、

赛事衍生品价格、赛事衍生品种类、可替代的休闲娱乐活

动、其他体育赛事的竞争。举办地吸引力的观测变量包

括举办地的其他赛事活动、举办地及周边的非赛事活动。

场地可达性的观测变量包括到达便利性、停车便利性、场

馆设施便利性、服务人员专业性、拥堵情况。赛事日程的

观测变量包括比赛具体日程安排、比赛安排在工作日或

周末、比赛的开始与结束时间、天气状况等。

2.6 观众对赛事产品或服务质量的感知

顾客对产品或服务的感知价值是服务质量评价的重

要指标。顾客感知价值被学者定义为：顾客基于消费某

产品或服务所感知到的整体效用水平所做的评价

（Zeithaml，1988）。西方学者通常将赛事产品或服务划分

为赛事核心产品（core service）和外围产品（peripheral ser‐

vice）。运动员、教练员团队、裁判等是赛事核心产品的主

要生产者。其中，核心产品即是指比赛本身，即由赛事结

果的不确定性为观众带来的各种情绪和观赛体验。这些

情绪会对观众赛事消费满意度的感知及行为产生各种直

接或间接的影响（Harrolle et al.，2010）。核心产品质量是

指观众对与比赛直接相关产品整体质量的评判（Yoshida

et al.，2011）。对观赏型赛事而言，核心产品质量通常包

括 3个方面：与球队特征相关的因素（如球队排名、胜负记

录、明星运动员、球队历史等）、运动员表现（如运动员技

战术、侵略性打法等）和比赛结果（Theodorakis et al.，

2013）。在赛事运行期间，赛事管理团队往往很少参与核

心产品的生产。相反地，赛事管理团队主要负责赛事外

围产品或服务的供给，如票务服务和场馆设施服务等。

为测量观众满意度，基于 Parasuraman等（1988）研制的“服

务质量量表”（SERVQUAL），McDonald 等（1995）构建了

“TEAMQUAL”量表。Zhang 等（2004）则构建了观众满意

度量表（spectator satisfaction scale，SSS），初始量表利用

NBA 观众进行了随机调查，运用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

析等方法，对结构效度、预测效度和内部一致性信度进行

了验证。最终的 SSS量表包含 4个潜在变量（票务服务满

意度、衍生产品和服务满意度、试听服务满意度、场地设

施服务满意度）和 18 个观察变量。随后，Zhang 等（2005）

以职业曲棍球观众为对象，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再次验

证了该量表的结构效度。

2.7 观众对赛事赞助效果的评估

赛事赞助是当前竞赛表演业的重要收入来源，也是

赛事运营管理者与赞助企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国际

赛事集团（IEG）的数据显示：北美地区 2011年的赞助收入

共计约 182 亿美元，其中体育赞助占总收入的 2/3。与此

同时，欧洲和亚太地区赞助收入分别达到了 136亿美元和

111 亿美元，其中体育赞助也占总收入的 2/3 左右（Levin

et al.，2013）。观众对赛事赞助效果的评估是西方学者长

期关注的热点研究领域。赛事赞助的目的正是为了引起

赛事观众的注意，让观众对赞助品牌形成良好的品牌认

知和态度，进而形成品牌购买意向和行为。赛事赞助建

立起了品牌与赛事、球队或场馆的内在联系与品牌联想

（Bergkvist，2012）。Meenaghan（2001）指出，赞助营销与

图 1 赛事市场需求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Cianfrone et al.,2015）

Figure 1. The Model of Market Demand Variables Associated

with Spectator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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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营销相比如下优势更加显著：1）赞助营销手段的间

接性；2）让消费者觉得对自身有益；3）消费者的抵触倾向

较小。为了验证赛事观众对不同营销方式的认知差异

性，西方学者通常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对不同实验组别受

试者使用不同的营销手段，通过多变量协方差分析，获得

不同实验组别之间的差异。例如，Cianfrone 等（2006）以

美国东南部某大学学生为样本，以极限赛事为例，采用

“2×4”的因子独立组别设计，研究不同组别的品牌意识是

否有差异。该设计包括 2个实验组别（实验组和控制组）、

4个营销手段（电视广告、运动员代言、赛场广告牌和组合

式广告）。另外，为了探讨不同形式广告（情绪型广告、理

智型广告、混合型广告）对观众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Lee

等（2018）以美国大学生为样本，采用实验研究方法分析

了不同类型广告对观众的广告认知、品牌态度、购买意向

和消费行为等 4个因变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理智

型和混合型广告，情绪型广告对观众认知、态度和行为意

向的影响效果最好。

2.8 观众赛事消费相关变量间的关系

赛事核心产品或服务、外围产品或服务（辅助性产品

或服务）、观众消费体验（认知、情感、社会、身体）、观众消

费决策（重购意愿、推荐意愿及行为）等赛事消费相关变

量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关注的重要领域。限于

篇幅，本研究介绍几种典型的赛事观众消费领域的理论

模型。

2.8.1 极限赛事观众满意度理论模型

极限赛事观众满意度理论模型以极限赛事为例，包

含核心服务质量、外围（赛事支持）服务质量、满意度、行

为意愿等潜在变量（图 2）（Tsuji et al.，2007）。其中，核心

服务质量包含滑板运动、越野摩托车、水上滑板、直排轮

滑和自行车 5 个观察变量；外围服务质量包含票务服务、

员工态度、信息发布、入场便利性、赛事互动、观众席位

置、视频及回放、极限运动商品、清洁、音乐、安全、座位可

用性等 12个观察变量。满意度和行为意愿均采用单一观

察变量（single-item）进行测量。前者的观察变量为总体

观赛体验满意度，后者的观察变量为明年继续观看赛事

的意愿程度。该模型认为，赛事核心服务质量和外围服

务质量均对观众满意度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而赛事

核心服务质量、外围服务质量和观众满意度均对观众未

来消费意愿具有直接显著正向影响。

2.8.2 职业赛事观众满意度模型

职业赛事观众满意度模型以“感知价值”作为中介变

量，且在观众样本选择上并不局限于单一职业赛事，观众

样 本 覆 盖 美 国 职 业 橄 榄 球 大 联 盟（National Football

League，NFL）、NBA、美国职棒大联 盟（Major League

Baseball，MLB）、国家冰球联盟（National Hockey League，

NHL）和室内橄榄球联盟（Arena Football League，AFL）等

职业赛事（图 3）（Byon et al.，2013）。与极限赛事观众满

意度模型类似，该模型包含核心服务质量、外围（赛事支

持）服务质量、感知价值、行为意愿等潜在变量。但在核

心服务质量和外围服务质量的测量上，两个模型差异较

大。该模型的核心服务质量通过 5个潜在变量进行测量：

主场球队、客场球队、经济因素、赛事促销、赛程设置。外

围服务质量则包括 3 个潜在变量：衍生产品或服务、票务

服务、场地质量。以上潜在变量又各自通过若干观察变

量进行测量，如主场球队的观察变量包括：主场球队的获

胜与失败记录、主场球队的声誉、主场球队在联赛的排

名。另外，感知价值包含 3个直接观察变量。行为意愿则

包括 5 个直接观察变量（本赛季及下赛季观赛意愿、向其

他人或朋友推荐意愿等）。可以看出，与极限赛事观众满

意度模型相比，该模型中感知价值和行为意愿的观察变

项更为多元。

2.8.3 消费动机、承诺与行为意愿模型

在赛事领域，观众对所支持球队的“承诺”可以界定

为观众想要保持与所喜爱球队间的纽带关系的意愿。基

于文献分析，该模型假设动机、承诺与行为意愿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图 4）（Kim et al.，2013）。这种关系可以表述为

赛事观众的观赛动机会影响观众的承诺意愿，而承诺意

愿进而会影响观众的赛事消费行为。其中，观赛动机包

图 2 极限赛事观众满意度模型（Tsuji et al.,2007）

Figure 2. The Model of Spectator Satisfaction Associated with

an Action Sports Event

图 3 职业赛事观众满意度模型（Byon et al.,2013）

Figure 3. The Model of Spectator Satisfaction Associated with

Professional Games

45



中国体育科技 2019年（第55卷）

括娱乐动机、心理动机和社会影响动机。承诺意愿包括

情感承诺、持续承诺和规范性承诺。研究表明，不同的观

赛动机往往导致不同的消费行为。例如，如果观众的观

赛动机来自于朋友和家庭的影响，那么该动机就不会对

观众购买赛事衍生产品产生影响；如果观赛动机来自于

对运动明星的喜爱和追逐，那么该动机就会对购买明星

代言的系列产品产生影响（Funk et al.，2002）。另有研究

指出，球迷和普通观众在观赛动机上存在差异。球迷对

比赛结果具有倾向性且与球队之间存在心理上的依附关

系（Trail et al.，2003），而普通观众则倾向于社会交往动机

和娱乐动机（Funk et al.，2001a）。例如，球迷可能更多地

关注所支持球队的比赛成绩，而普通观众更多地考虑到

能够与朋友或家人共处休闲时光。该模型同时认为，娱

乐动机会推动形成情感承诺（即观众喜欢去做某事），进

而形成观众与赛事或球队之间积极的情感关系。心理动

机会推动形成持续承诺（即观众想去做某事），让观众持

续地与赛事或球队绑定在一起，进而形成一种自我利益

关系。而社会影响动机则会推动形成规范承诺（即观众

应该做某事），让观众通过与朋友或家人的交往，获得一

种与赛事或球队的社会影响关系。最终，每种承诺类型

均会促进赛事消费行为意向（即重购意愿、口碑宣传和参

与赛事等）的产生。由于观众可能同时持有多种观赛动

机，因此，单独研究某种观赛动机对承诺、行为意向的影

响路径是不够的，多种观赛动机与承诺及行为意向间的

交互关系仍有待深入研究。该模型还提出了对赛事管理

实践的若干启示。例如，为改善观众的观赛体验，赛事机

构可以通过新建或改建场馆、完善赛场多媒体设施、丰富

互动体验项目等进一步增强观众的情感承诺。为持续绑

定观众，赛事机构可以通过购票返利和折扣、发挥社交媒

体的纽带作用等增强观众的持续承诺。最后，赛事机构

可以利用“社会群组关系营销”，通过家庭、朋友、工作单

位、宗教等组织或团体的“意见领袖”，影响观众的赛事消

费意愿，增强观众的规范性承诺。

2.8.4 潜在球队认同、心流体验与行为意愿模型

潜在球队认同、心流体验与行为意愿模型分别将情

绪（emotions）和心流体验（flow）作为调节变量和中介变

量引入球迷认同和行为意向关系的理论模型中（图 5）。

心流是用来描述一个人完全沉浸在某个正在进行的活动

中，并暂时丧失自我意识的状态。当赛事观众因为比赛

场景所吸引，不自觉地脱离周边环境和达到忘我境界时，

也可称为一种心流体验（Chang et al.，2018）。球队认同是

赛事领域的重要概念，受到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Jang et

al.，2017；Lock et al.，2014）。研究发现，具有强烈球队认

同的观众会因为球队的胜利而体验到更为强烈的幸福

感，而且会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更加满意（Inoue et al.，

2017）。该模型认为，潜在球队认同（Implicit Team Identifi

cation）是指观众无意识地或潜在地与所支持球队之间形

成并长期保持的自我一致性与同一性。而具有更高程度

潜在球队认同的观众，会在观看比赛时更容易形成心流

体验，进而影响赛事消费行为。在这一变量间的影响路

径中，该模型假设观众的情绪会对潜在球队认同和心流

体验的影响产生调节作用，因此将“情绪”设置为调节变

量。其中，情绪变量包含积极情绪（幸福感）、消极情绪

（愤怒、厌恶、害怕、悲伤）和中立情绪。由于球队连续的

进球和获胜往往使观众感到乏味和无聊，而适当的紧张

等负面情绪能够给观众带来良性的压力，从而激发出更

强的心流体验，故该模型假设：即便是存在负面情绪的比

赛中，潜在的球队认同仍然对心流体验具有正向影响。

图 4 消费动机、观众承诺与行为意愿

关系模型（Kim et al.,2013）

Figure 4. The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otives，，

Commitment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图 5 潜在球迷认同、心流体验与行为意愿

关系模型（Chang et al.,2018）

Figure 5. The Model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mplicit Team

Identification，，Flow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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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与讨论

基于对上述文献的回顾和梳理，本研究认为，当前西

方赛事观众领域研究在研究对象、范式、方法和工具等方

面存在如下特点：立体而丰富的研究视角；实证主义的研

究范式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3.1 立体而丰富的研究视角

竞赛表演产业是具有较高的消费者参与度和消费者

卷入度（high-involvement industry）的产业门类。根据 Auh

等（2007）的研究，高卷入度产业往往能够为消费者提供

创造共同价值的条件。与传统经济产品或服务不同的

是，赛事产品的表现形式多为权益型产品，其经济特征包

括无形性、易逝性、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现场观众往

往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运动表演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来，

从而成为赛事核心产品的共同生产者（McDonald et al.，

2014）。例如，赛场球迷的仪式化行为与呐喊，球迷对明

星和球队的追捧以及社交平台上的互动和交流等，这些

都会直接影响赛事观众的观赛体验和消费行为。因此，

围绕赛事产品、观众消费心理、态度、行为意向等主题，借

鉴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

理论和方法，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西方学者共同为竞赛

表演产业勾勒和描绘了一幅“赛事消费者”的生动肖像，

赛事消费者的多维形象在西方学者的笔下逐渐变得清

晰、立体而生动。总体来看，这幅观众肖像已经足够细腻

且逼真。它既包括观众生理特征的描述（如性别、年龄），

观众社会层面的特征分析（如种族、职业、家庭成员、教育

背景、收入状况、婚姻状况、社会规范），也包含对观众心

理状况的刻画（如观赛动机、情绪、心流体验、品牌认知、

感知价值、满意度、球队认同等），还间接反映了观众的赛

事行为意向（重购意向与行为、口碑宣传意向与行为等）。

西方学者研究对象与研究视域的拓展主要基于 3 方

面原因：1）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不断创新与发展；2）体

育实践领域的新兴事物不断涌现；3）基础理论与跨学科

理论的不断发展。例如，测量理论和统计方法的不断进

步能够有效拓展赛事观众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特别是近

年来，随着 CB-SEM 和 PLS-SEM 等多元统计方法的推广

和使用，赛事观众研究对象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变量，而是

逐步拓展为对观众消费多变量关系（含多个自变量和多

个因变量关系）的复杂模型研究。与此同时，新技术的发

明与应用使观众的观赛体验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智

能手机、电子竞技运动和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断催

生着新的赛事消费媒介与消费体验，从而驱动西方学者

们不断冲破传统的研究视域，回答新技术带来的新问题。

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和平台的革命性发展，各类社交软

件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沟通媒介，在体育领域，这些

社交软件同样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越来越多的西方

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社交媒体与观众消费行为的关系问

题（Achen，2016；Larkin et al.，2016；Wakefield，2016）。

由于体育消费的独特性（如比赛结果的不可预知、赛

场情绪体验的多元与变化），使得赛事观众的消费体验区

别于餐饮、住宿以及实体店消费等传统产业门类。为了

更好地开展体育消费行为领域的研究，西方学者提出了

一个概念性框架（图 6）。

该框架认为，体育消费者行为研究围绕 3个主体概念

展开，即消费者、体育组织与消费环境。A、B、C、D 4个区

域分别代表 3 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自行车运动为例，A

区域表示某个自行车爱好者周末与朋友骑行，但并未发

生商业行为；B区域表示自行车爱好者周末与朋友在一个

特定的安全自行车道骑行，同时需要携带食物并在外就

餐；C 区域表示某体育公司设计了 30 km、60 km 和 100

km 的自行车赛道；D 区域表示某体育公司专门针对自行

车爱好者的需求策划和组织了一场周末骑行比赛。基于

该框架，未来赛事观众领域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包含商业

元素、赛事观众和参与者、赛事消费环境与渠道的 D

区域。

3.2 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

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是当前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

主要范式，旨在强调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主义认为，

科学或知识创造应该严格控制在人类可观察或可测量的

范围内，且依赖于可直接检验的理论。也就是说，科学或

知识创造的对象不能超出人类经验世界的存在。而超越

经验世界的事物（如宗教），因其难以客观测量和观察，从

而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后实证主义修正和发展了

实证主义，认为科学发现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定性和

定量方法都是实现科学认知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可

证伪性”也被认为是科学与非科学的重要标准，即某一主

张或判断，至少在理论上存在一种观测方法来表明这个

图 6 基于体育消费行为研究的概念框架（Funk,2017）

Figure 6. Sport Experience Design Framework for Sport

Consumer Behavio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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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并不总是真的。否则，该主张或判断就成为恒真式

（tautology），或者称为“套套逻辑”。从既有文献来看，实

证主义范式和“可证伪性”标准深刻影响了西方赛事观众

领域的研究。他们往往从赛事领域的经验性问题出发，

通过文献回顾和借鉴相关理论，明确研究议题和假设，然

后进行研究设计（包括明确研究方法、样本选择、抽样方

法、数据和资料搜集程序、数据和资料分析方法等）、研究

执行（实施实验或调查、数据和资料的搜集与分析）和研

究报告。赛事观众领域研究的范式充分体现了经验问题

与理性推演的结合，其研究设计与研究执行的基本步骤

具有开展重复性研究的可能性。

西方赛事观众研究的报告体例一般包括 5个部分：导

言、理论背景（文献回顾）、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分析讨

论。其中，导言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明确研究议题的产

生依据，即介绍议题产生的现实背景、赛事领域存在的经

验问题及当前研究的缺失与不足，进而阐明研究目的；理

论背景部分基于文献梳理和回顾，明确研究议题涉及的

各种概念，每个概念的操作化定义与概念的测量方法，提

出研究的理论模型和基本假设；研究方法部分包括样本

选择与抽样方法、量表研制（或实验设计）、测量（或实验）

的基本步骤、以及数据或资料的分析方法；研究结果部分

包括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模型验证；分析讨论部分包括对

研究结果的分析、阐明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的局

限性以及未来研究建议。

3.3 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西方赛事观众领域研究主要涉及两类方法与技术：

变量测量技术与方法、数据统计与资料分析方法。这两

类方法的运用与抽样技术、统计计量工具等一起，为西方

学者开展赛事观众研究创造了条件。

3.3.1 变量测量技术与方法

变量的测量是进行模型验证（假设验证）的基本前

提。常见的变量分类方法包括 3种：1）变量可以大致划分

为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观察变量是可以直接观察或测

量的变数，也被称为显变量。观察变量（observed vari‐

able；manifest variable）通常运用语义差异量表中的语句

进行测量，即被测试对象基于对陈述语句的理解，把相应

的感受和理解以自我报告的形式在量表上选定相应位

置。而潜在变量（latent variable；unobserved variable）往往

难以直接观察和测量，需要借助于若干观察变量进行间

接测量，潜在变量也被称为不可观察变量或因子。2）观

察变量又可以划分为类别变量和连续变量。其中，类别

变量是指变量分成若干类别，这些类别之间是互斥的，如

性别、职业等。连续变量是指变量的取值可以是连续的，

对观察值取平均值具有实际意义。3）变量还可划分为外

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和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

able）。外生变量也被称为自变量或预测变量，可以是潜

在变量，也可以是观察变量。而内生变量通常称为因变

量 ，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以作为自变量（Hair et al.，

2017）。

在当前赛事观众领域的研究中，单个理论模型往往

涉及多种变量。而模型中潜在变量的测量通常需要运用

更为精细且复杂的量表。于是，各类量表的研制、完善和

发展成为西方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这些量表包括但不

限于观赛动机量表、赛事服务质量量表和观众满意度量

表等。

3.3.2 数据统计与资料分析方法

国外赛事观众领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样本构成差

异、变量特征值差异及变量间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等方

面。其中，赛事观众样本的构成分析主要运用描述性统

计方法（频数、频率、众数、中位数、平均数、标准差等指

标），旨在反映赛事观众样本观察值的集中趋势和离散趋

势。单个观察变量在单个不同组别观众样本间的特征值

差异（如不同性别观众或不同收入水平观众在赛事服务

感知价值上的差异）主要运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

差分析（单因素 ANOVA）；单个观察变量在相同观众样本

间的特征值差异（如实验干预前后同一批赛事观众在赞

助品牌认知上的差异）主要运用配对样本 t 检验；单个观

察变量在多个不同组别观众样本间的特征值差异（如不

同性别和不同收入水平的观众在赛事服务感知价值上的

差异）主要运用多因素方差分析（多因素 ANOVA）；潜在

变量在不同组别观众样本的特征值差异（如不同球队球

迷对赞助品牌资产的感知差异）主要运用多元方差分析

（MANOVA）；潜在变量在相同观众样本间的特征值差异

（如实验干预前后同一批赛事观众对赞助品牌资产的感

知差异）主要运用重复测量多元方差分析（Repeated Mea‐

sure MANOVA）。变量间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主要运用

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等。

在工具选择上，SPSS（ 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等统计软件被广泛应用于描述性统计分析、t检

验、ANOVA、MANOVA、回归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等，

但该软件无法有效分析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结构

方程模型则可以处理包含潜在变量在内的多变量复杂因

果关系。

4 启示与建议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赛事领域的研究是基于赛

事活动的制度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而展

开的。中西方不同的制度、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决定了

中外学者在研究目的、视角、范式与方法等方面难以趋

同。我们应该理性甄别中外差异，充分考虑国内赛事活

动及消费者特征，有选择性地吸收和借鉴西方赛事研究

领域的经验和做法，实现中外赛事研究的共进与融合。

4.1 研究视域本土化和相关概念操作化

解决本土竞赛表演产业的发展问题是中国学者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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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使命。多年来，在赛事观众消费领域，由于发达国家体

育运动的生活化和商业化，西方学者始终聚焦于消费动

机、消费体验、产品或服务感知、服务满意和行为意愿等

议题，试图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为赛事产业发展实践提供

参考。当前，中国竞赛表演市场的资源配置方式正在发

生改变，市场在赛事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步显现。然而，

居民运动习惯的养成和赛事消费文化的培育难以一蹴而

就，国内赛事的“观众”与西方发达国家赛事的“观众”可

能存在一些差异。从经济学角度而言，赛事活动的观众

必须既有消费意愿，同时具备支付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因此，国内学者不宜全盘接受西方学者对赛事观众及赛

事消费相关概念的界定，应结合国内赛事观众特点做好

相关概念的操作化。建议从运动习惯养成和消费意识培

育的角度，将研究视域重点放在影响观众的赛事消费意

愿和支付能力方面，探讨国内观众的观赛动机和影响因

素等。与此同时，国有资本在我国竞赛表演产业中的地

位仍然突出（如一些大中型赛事主办机构或职业体育俱

乐部投资人均为国有企事业单位），相较于西方国家，赛

事的商业化运作程度可能并不成熟，一些常见的赛事营

销策略（如赛事媒体转播）和品牌赞助策略（如品牌赞助

等）可能并非完全的市场行为，在研究过程中也应仔细

甄别。

4.2 谨慎借鉴赛事理论模型并重视模型修正

西方学者业已发展了许多基于观众视角的赛事消费

领域的理论模型。这些模型的构建均基于西方体育产业

的发展环境和赛事领域的现实问题。模型大多借鉴了心

理学、社会学等人类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基础理论，具有一

定的普适性，为中国学者发展相关理论模型奠定了重要

基础。然而，在这些理论模型中，许多潜在变量的测量量

表却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本土的赛事实践，理论模型的

修正非常必要。首先，量表中相关变量概念和测量问项

的语言转换需遵循科学的方法（如翻译及回译方法：

back-translation），在语言上和量表内涵上保持一致性。其

次，要注意删除、增加和修改相关变量或变量表述，让量

表与国内赛事实际情况相吻合。再次，一些西方学者的

赛事测量量表来自于对具体赛事或具体球队的考察，量

表的推广和运用需要格外谨慎。例如，Zhang 等（1995）发

展的 SDMI（Spectator Decision Making Inventory）模型用于

测量职业篮球赛事；Yim 等（2018）发展的“Emotion-Satis‐

faction-Behavior”模型则是以观众对职业球队的认知为基

础。因此，国内学者在借鉴和修正时，应充分考虑运动项

目、赛事及赛事受众等差异。

4.3 借鉴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源自直觉且诉诸理性

在赛事观众研究领域，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是当前西

方学界的主流研究范式。Funk（2017）通过调查和研究认

为，《体育管理评论》（Sport Management Review）自创刊 20

年来，用于模型验证的主要方法大多数为定量研究方法

（74%），定性研究方法约占 11%，综合性研究方法约占

4%，其余 11%为概念性研究。在数据搜集上，多数使用问

卷调查方法（48%），使用网络在线调查的研究约占 20%。

在研究议题方面，超过 65% 的研究聚焦于观赏性赛事，

31% 的研究聚焦于参与性赛事。该研究同时指出，基于

实验设计和时间序列数据的研究和分析仍需加强。因

此，国内学者应全面了解和认识西方学者在赛事研究领

域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通过学者的细致观察与灵敏直

觉，找到当前我国赛事产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此基

础上，同时诉诸理性地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

和讨论现实问题。

4.4 结合中国实际，接轨国际赛事研究

为做好我国赛事领域研究，建议以西方赛事研究为

借鉴，重点开展如下领域研究：

1）研制适合我国国情的竞赛表演业观众需求量表。

量表的研制和修正是开展赛事多变量复杂关系研究的前

提和基础。在量表研制过程中，要通过选取本土观众为

样本，充分结合中国竞赛表演业的发展环境（经济、文化

和社会），赛事特点（赛事管理、运行、产品和服务）和观众

特点（消费习惯、消费能力），分阶段进行量表研制。量表

的研制应注意区分不同赛事观众需求的差异，例如，观赏

型赛事（职业联赛）与参与型赛事（马拉松赛事）的观众需

求量表差异；大型综合性赛事（奥运会、亚运会）与标志性

赛事（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F1）的量表差异等。在此

基础上，再进行适用于所有类型赛事的一般量表的研制。

2）开展观众消费行为领域的实验研究。实验研究是

分析赛事观众特征的重要方法和手段。通过实验研究，

能够深入辨析不同人口统计学特征和不同情境下，观众

在赛事消费动机、赛事消费行为意向、赛事赞助效果等诸

多方面的差异，从而对赛事营销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与国外重视赛事观众的实验研究不同，当前

国内学者罕见运用实验方法开展赛事观众领域的研究。

为此，建议国内学者立足于赛事消费的微观领域，尝试通

过实验研究方法破解中国赛事观众在赛事消费中的差

异性。

3）进行赛事消费多变量因果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

来，随着国内赛事观众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的升级，包括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对体育领域的消费影响愈来

愈深远。国内观众通过各类新媒体与俱乐部、球星以及

其他球迷的互动交流已成常态。因此，借鉴西方实证研

究模型，以中国观众为样本，探讨社交媒体使用、体育消

费动机、体育消费意愿和消费行为等潜在变量之间的因

果关系，对赛事相关利益群体（职业俱乐部、赛事主办方、

赛事赞助商）的营销策略选择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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