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镇住户家庭体育消费研究：
经验证据、影响因素与政策意涵
Research on Urban Households’Sports
Consumption in China：Empirical Evidenc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张 巍 1，4，邓博夫 2，成波锦 3，胡鞍钢 4 *

ZHANG Wei1，4，DENG Bofu2，CHENG Bojin3，HU Angang4 *

摘 要：基于国家统计局主导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中161个县市超过15万户微观家庭的体

育消费大数据，参照已有文献中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模型，对影响我国城镇家庭体育消费水

平和消费结构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并结合我国家庭体育消费的特点甄别合适的理论分析

框架以及实证分析工具。研究发现：1）家庭体育类消费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属于典型的高

档消费品；2）发现体育消费的时间替代效应在我国同样成立的证据，证明了贝克尔家庭生

产理论的解释能力；3）从模型估计方法角度，Tobit模型和Heckman模型可能是比Hurdle模

型更合适的实证估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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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key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households’sports consump‐

tion in China through reviewing the existing theoretical studies and empirical models, based on

the big data of sports consumption of more than 150 thousands observations of the urban house‐

holds from 161 cities/counties in Urban Household Survey which collected b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ouseholds’ sports con‐

sumption to identify the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ools.

It suggests that: 1) The income elasticity of household sports consumer goods is greater than 1,

which is a typical type of luxury goods; 2) the tim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sports consumption is

valid in China, which also proves the powerful explanatory power of Becker’s theory;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irical methods, the Tobit model and Heckman model may be more

suitable than the Hurdle model for empirical est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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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将全民健身上

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经过持

续努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体育场地已超过 354 万个）（新华社，

2020），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体育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1.1%）（国家统计局，

2020），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020 年，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中央高屋建瓴

地提出了“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为我国各项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方向引领，而消

费作为内循环中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也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

洲论坛 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内需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指

出，应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明确提出要扩大体育消费，同时强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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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发展健康、体育等服务业，加强公益性、基础性服务

业供给。此外，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及杭州第19届

亚运会也是促进我国体育消费实现大跨越、体育产业迈上

新台阶的重要契机。

聚焦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领域，2022 年 6 月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体育法》）不仅新增

“体育产业”一章，还明确规定“国家支持体育产业发展，完

善体育产业体系，规范体育市场秩序，鼓励扩大体育市场

供给，拓宽体育产业投融资渠道，促进体育消费。”《全民健

身计划（2021—2025 年）》也明确指出，到 2025 年，经常参

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

达到 5万亿元等具体目标。根据“十四五”规划，“十四五”

时期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 65%，城镇住户作为需

求主体，其消费意愿显然是扩大体育消费和推动体育产业

发展的核心关键。那么，我国城镇住户体育消费的基本特

征是什么？哪些关键因素影响其体育消费需求和决策？

目前，鲜见研究就上述问题给予全面解答。究其原因：首

先，我国体育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依然处于探索阶段，现

有研究以描述性数据分析为主，鲜少有基于实证分析的量

化研究（代刚，2012；王裕雄 等，2020；翟水保 等，2011；张

若，2014）。其次，由于缺乏大型微观数据库支持，国内研

究主要以自行设计问卷进行抽样调查来获取数据（郑和

明 等，2019），但大多数问卷仅涉及部分城市或地区，其研

究结论难以推广到全国层面。最后，由于国情存在差异，

直接参照别国经验的做法往往会在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

践面前折戟碰壁（张宇 等，2011）。

基于此，本研究以国家统计局主导的中国城镇住户调

查（urban household survey，UHS）中 161 个县市超过 15 万

户家庭的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健身活动等微观消费大数

据为研究基础，通过梳理文献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

尝试构建能准确反映全国城镇住户体育消费特征的一般

化计量模型。在实证分析框架基础上，探索并识别影响

我国城镇住户体育消费决策的关键因素，对体育消费经

典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检验，并尝试就 Tobit、Heckman 等处

理归并数据（censored data）的实证方法的本土适用性进行

比较。

1 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1.1 体育消费的概念界定

学界大致从 3个视角界定体育消费内涵和外延：1）按

照是否与体育活动直接相关的视角，把消费品（或服务）

划分为直接和间接体育消费（钟天朗，1990；Késenne et

al.，1987）；2）根据体育消费品非实物形态的特征，可分为

体育辅导和体育医疗形式存在的劳务消费品，以及体育

竞赛、娱乐、旅游形式的劳务消费品（杨小林，1989）；3）按

照运动参与者、志愿者和观众等不同体育受众视角，将体

育消费划分为一系列具体的体育消费项目（Bloom et al.，

2005）。但学界对体育消费的范围仍存在广泛争论，比

如，对“体育”“休闲”和“娱乐”的边界尚未有清晰界定

（Eakins，2016），对支出类别应/不应被视为体育支出也未

达成共识，现有文献所使用的体育消费的概念范围实际

上存在较大的差异（Thibaut et al.，2018），实证研究中用于

测度体育消费概念的变量也各不相同。从微观视角，究

竟应该把研究对象的范围聚焦在个人层面还是家庭层面

也存在争议。虽然早期研究多以个体体育消费为关注对

象，但近年的研究都支持以家庭为单位（Eakins，2016；

Pawlowski et al.，2011；Paár，2013；Thibaut et al.，2014）。

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内部除个人消费品外，

还存在众多公共消费品，占据了家庭消费的主要部分，所

以以个人为主体的消费研究在本质上存在缺陷（朱信凯

等，2011）。

1.2 体育消费的理论解释

Downward等（2010）把解释体育消费的主流理论大致分

成了两派：新古典主义（Neoclassical）和异质性（Heterodox）

流派。新古典主义消费理论的基本框架是“收入-休闲”

模型：消费者在收入与时间的双重约束下，选择工作、消

费与体育等其他休闲活动的最佳组合以最大化个人满足

感。但传统消费理论将价格和收入以外的影响因素归于

外生的消费者偏好而不予研究，因此存在局限性（张若，

2014）。Becker（1965）的家庭生产理论拓展了消费理论，

该研究假设家庭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并使用市场商

品和服务作为中间投入来生产最终消费品。家庭消耗的

商品和服务本身并不具有效用，而是作为产生效用的最

终消费品的中间投入（Gronau，1977）。该理论认为，影响

效用最大化的主要因素包括家庭收入、时间、人力资本

（张若，2014；Thibaut et al.，2014）。收入提高和体育消费

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随着工资率上升，经济主体有更多

的可支配收入能进行体育消费（收入效应），但休闲时间

的机会成本也会随之提高（替代效应），并可能降低体育

活动，最终影响取决于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的相对大小

（Downward et al.，2007）。根据该理论也可得出体育课程

等服务类的消费弹性高于基本的体育用品（运动服等体

育装备）消费的推论（Thibaut et al.，2014）。家庭生产理

论加入了对家庭活动中的非市场行为（如婚姻、生育等）

的分析，对于体育需求与消费的经济学分析更具适用性，

因此在体育消费领域占据理论分析的主流位置，并被广

泛运用（王睿 等，2020；王裕雄 等，2020；张若，2014；

Breuer et al.，2011；Downward et al.，2010；Eakins，2016；

Løyland et al.，2009；Scheerder et al.，2011；Thibaut et al.，

2014，2018；Weagley et al.，2004；Wicker et al.，2010）。

异质性流派借鉴了社会心理学理论，强调用文化、价

值观、社会阶层等因素来解释体育消费行为（代刚，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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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流派理论融合了消费者运动选择的心理基础，强调从实

践和习惯中学习，不仅吸收了后凯恩斯主义的消费者分析

框架，还借鉴了部分休闲研究以及社会学的观点，这些研

究认为个人的喜好和行为是由社会价值决定的（Down‐

ward et al.，2010）。异质性流派理论有 3个主要的观点：1）

基于心理学视角，个体运动参与的选择受到运动体验的影

响；2）基于后凯恩斯主义，个体的运动选择受社会关系、阶

层和价值观的影响；3）基于个体行为受社会身份建构影响

的假说，风俗也会影响到个体的体育参与和消费。

1.3 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已有文献从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家庭所在的城

市特征等多方面探索了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从个人特

征来看，年龄、教育水平及婚姻状况受到了普遍的关注。

1）个人的健康资本随年龄增长而加速损耗，为弥补快速

降低的健康资本存量，体育消费会随年龄增加而增加（张

若，2014）。但实证研究中关于年龄对于体育消费是正向

促进（Lera-López et al.，2007）还是负向阻碍（Eakins，2016）

并未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因此，现有研究将其作为控

制变量（Pawlowski et al.，2012；Thibaut et al.，2014）。2）

教育水平越高越能理解锻炼的益处，进而增加体育消费

（Thibaut et al.，2014）。无论在个人层面（Lera-López et al.，

2007）还是家庭层面（Dardis et al.，1994；Weagley et al.，

2004），教育均能促进体育消费。3）关于婚姻状况对体育

消费的影响方面，缺乏明显证据（Thrane，2001）。

在家庭层面，收入弹性是研究的焦点。家庭生产理

论认为，不同类型的体育消费间存在收入效应和替代效

应的差异，并反映在收入弹性上；经典经济理论按收入弹

性绝对值大小将商品划分为低档消费品、必需品和高档

消费品。已有研究表明，收入水平对体育消费起正向促

进作用（翟水保 等，2011；张若，2014；Cannon et al.，2002；

Dardis et al.，1994；Eakins，2016；Løyland et al.，2009；Paw‐

lowski et al.，2012；Thibaut et al.，2014，2018；Weagley et

al.，2004）。此外，尽管有研究发现体育消费的收入弹性

大于 1，即属于经济学意义的高档消费品，但对该结论仍

需谨慎。一方面，这可能是选择估计方法差异所致（Paw‐

lowski et al.，2012）；另一方面，也与是否充分控制其他社

会-经济学变量有关（Løyland et al.，2009）。

人口规模和小孩数量也是常见的家庭因素。人口

规模较大的家庭体育消费往往也更多（赵胜国 等，2021；

Pawlowski et al.，2012），但也有相反的研究结论（Scheerder

et al.，2011；Thibaut et al.，2014）。此外，幼童对家庭的体育

消费起降低作用（Downward，2007；Eakins，2016；Pawlowski

et al.，2012）还是促进作用（Bloom et al.，2005；Thibaut et

al.，2018）亦不明确。居住地特征也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

的体育消费。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与居民的体育消

费正相关（Eakins，2016；Pawlowski et al.，2011，2012）。生

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在娱乐活动（Weagley et al.，2004）、体

育和娱乐服务（Pawlowski et al.，2011）方面的花费更少。

但Thibaut等（2014）却发现城镇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1.4 体育消费的实证方法

由于作为研究对象的家庭体育消费数据呈现出归并

数据特征，使用 OLS 等传统估计方法所进行的实证分析

往往得不到一致性的估计结果。从计量方法角度而言，

处理这类数据较为成熟的估计方法有 3 种：Tobit 模型、

Heckman 模型和 Double Hurdle 模型（以下简称“Hurdle 模

型”），这也是已有研究中占据主流的 3种估计方法。上述

方法把家庭的消费决策行为分成了两步，第一步为参与决

策（participation decision）方程，即家庭决定是否要进行体

育消费，第二步是数量决策（amount decision）方程，如果在

第一步选择了要参与体育消费，则在第二步决策需要消

费的具体数量以及为此支付的金额。

这 3 种方法的最大差别是对参与决策方程和数量决

策方程的设定。Tobit模型中的参与决策方程与数量决策

方程完全一致，Heckman 模型和 Hurdle 模型则允许 2 个方

程可以存在差异，而 Hurdle 模型相较 Heckman 模型能对

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的原因做到完全区别对待。因此，

Hurdle模型增加了家庭不花钱而参与（进行体育运动但不

花钱）或花钱但不参与（在体育消费上花钱而不进行体育

运动）的可能性（Thibaut et al.，2014）。针对不同的研究对

象和数据特征，学者普遍使用以上 3 种方法中的 1 种或多

种作为分析工具（表 1）。虽然 Tobit 模型是较为主流的估

计方法，且在体育消费的实证中已被广泛证明具备较好

的稳健性（Thibaut et al.，2017），但更严谨的做法是采取多

种实证方法的交叉验证。Eakins（2016）支持 Pawlowski 等

（2012）同时使用 Tobit、Heckman 和 OLS 进行估计并相互

比较的做法。 Thibaut 等（2017）对 3 种方法均有使用

（Heckman，2014；Hurdle，2018；Tobit，2017）。

由于国内研究仍处在起步和发展阶段（李伟平 等，

2014），使得对我国家庭体育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的基本事

实仍不明确。尽管国外研究运用前沿的工具和方法积累

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指导我国的具体实践仍存在局

限：1）国外研究主要聚焦在一般性影响因素（如年龄等）的

讨论，缺乏对具有中国特色影响因素的研究；2）国外研究

对宏观层面因素的讨论非常有限，比如仅涉及了城镇化率

等极少变量，缺乏对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以及百

姓关注的重大民生问题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另一方面，学界针对我国居民总消费不足的研究成果较

为丰富，除直接使用流动性约束、预防性储蓄等经典消费理

论的研究外，也有基于中国特色的因素研究（陈斌开 等，

2010，2013；程令国 等，2011；杭斌，2009；何兴强 等，2014）。

但对体育消费这一细分领域，以上因素是否仍然产生效

果，以及影响程度和作用机理如何，尚不知晓。研究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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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从实证的角度建立一个可参考的计

量模型，该模型既要尽量涵盖现有研究中所发现的基本

影响因素，也要包含符合中国特色的变量。

2 模型设定、数据和变量说明

2.1 模型设定

通过对体育消费领域已有的理论文献与实证文献的

梳理可知，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受到个人因素、家庭因素

和地区因素的影响。由于目前鲜见针对全国性微观大数

据下体育消费的实证研究作为参考，因此本研究将尽可

能多地控制这 3个层面的变量，一方面是减少遗漏变量问

题，另一方面是在确保结论基本可靠的基础上能更全面

探寻潜在的影响因素。相关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Sports i，m，t = β × Head i，m，t + λ × Family i，m，t

+η × Citym，t + μ i，m，t

（1）

式（1）中，Sportsi，m，t表示 m 城市中 i 家庭第 t 年的体育

消费支出，参照朱信凯等（2011）的结论，本研究以家庭为

基本消费单位进行分析。不仅关注家庭体育消费支出的

绝对额（将做对数化处理），还关注体育消费支出在家庭

总消费中的占比。Headi，m，t、Familyi，m，t分别代表一组户主

个体和家庭特征的自变量，在户主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

选取了户主年龄、户主年龄的平方、户主教育水平、户主

性别、户主婚姻状况、户主户籍等 6个变量；在家庭特征变

量方面，选取了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幼儿人口占比、家庭

人口规模、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现住房产权、家庭现住

房估值等 6 个变量。Citym，t 是一组刻画城市特征的自变

量，分别代表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城市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其中，家庭人口规

模、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现住房估值和当地人均GDP均

做了取对数处理。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UHS为研究基础，该数据库不仅提供了我国

居民家庭体育消费的相关数据（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健身

活动），同时还提供了详尽的家庭人口学特征，其主要优势：

1）样本规模大、地域面广。覆盖了全国 9个省份（北京、辽

宁、浙江、安徽、湖北、广东、四川、陕西和甘肃）161个县市

超过 15万户家庭，从抽样规模和地域覆盖上均具有较好的

全国代表性。2）保证抽样过程的随机性。该数据使用分层

随机抽样方法获得并调查样本，相较于传统问卷式抽样法

更能保证数据的随机性和代表性。3）记账式数据更精确。

与传统问卷主要依靠被访者基于回忆填写不同，UHS的最

大特色是被调查住户通过日记账详细记录每一笔收支明

细，因此准确性更高。

考虑到 UHS 为轮换面板数据，但数据中并未提供充

分信息来识别不同年份的同一家庭，因此本研究参照白

重恩等（2014）的处理方法，将该调查数据视为重复截面

数据。此外，本研究的实证分析还涉及诸如人均 GDP 等

城市级别的宏观变量，这些宏观数据来自 EPS 全球统计

数据分析平台中的《中国区域经济数据库》，通过对 2套数

据进行匹配，本研究得到 161 个县市超 15 万户家庭的样

本数据①。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家庭体育消费总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 Tobit 模型针对式（1）的实证估计结果如表 2 所

示②。其中，第 2 和第 5 列只控制了户主个人特征变量

（Headi，m，t）；第 3 和第 6 列是在控制户主个人特征的基础

上再增加了家庭特征变量（Familyi，m，t）；第 4和第 7列是在

控制户主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了城

市特征变量（Citym，t）。

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和所在城市的特征均

对我国城镇居民体育消费支出的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

户主个人和家庭人口学特征的影响：1）与国外研究的结

论一致，我国城镇家庭户主的年龄和性别对家庭体育消

费的影响并不稳健。2）户主的教育水平越高，其家庭体

育消费的规模和占比越大。3）婚姻状况方面③，户主为

“丧偶”或“其他”的家庭，其体育消费规模要比单身未婚

家庭略多，可能是这类户主将更多精力投入到锻炼当中。

4）户籍方面，户主户籍为农村（无论是本地农村户籍还是

外地农村户籍）的家庭，其体育消费支出显著少于作为参

照组的本地城镇户籍家庭，而外地城镇户籍的家庭与参

照组之间不存在差异。这可能与户籍背后的社会资源可

①限于篇幅，并未汇报变量的详细定义、单位、描述性统计等。

②由于家庭体育消费存在归并数据特征，OLS估计很可能存在估计

偏误问题。本研究也使用OLS方法进行了估计，因篇幅限制并未汇

其结果。

③限于篇幅，并未汇报户主婚姻状况（未婚、已婚、离异、丧偶、其他）

的详细结果。

表1 使用3种估计方法的研究文献

Table 1 Relevant Literatures Using the Three Eestimation Methods

实证模型

Tobit

Hurdle

Heckman

研究文献

Dardis et al.，1994；Dawson et al.，2013；Downward et al.，2010；Eakins，2016；Lera-López et al.，2005，2011；Thibaut et al.，2017

王裕雄 等，2020；Humphreys et al.，2011，2015；Thibaut et al.，2018；Weagley et al.，2004

张若，2014；Downward et al.，2007；Pawlowskiet al.，2011，2012；Thibaut et al.，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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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性和生活工作环境等因素或者发展理念有关。江小涓

（2019）认为，近年来我国的城市化正由“GDP 的城市化”

向“人的城市化”转型，即强调“外来人口”要更多融入城

市、归属社区，拥有更多的市民权益。对这些需要身份认

同的“新市民”而言，体育活动是重要选项之一。非本地

城镇户籍家庭体育消费偏少可能也反应了本研究数据涵

盖时间（2012 年及以前）尚处于城镇化初期，还停留在

GDP 城市化阶段。5）家庭人口规模对家庭的体育消费支

出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这可能与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主

要的体育消费品具有公共消费品性质有关。6）家庭年龄

结构方面，老年抚养比并不影响家庭体育消费支出，但是

幼儿抚养比显著促进了家庭体育消费支出。

表2 中国城镇家庭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

Table 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nese Urban Households’Sports Consumption

户主年龄

户主年龄 2

户主教育水平

中专和职高

大专及以上

户主性别

户主户口

本地农业

外地非农业

外地农业

老人抚养比

幼儿抚养比

ln_家庭规模

ln_可支配收入

ln_住房估值

住房产权

租赁私房

原有私房

房改私房

商品房

其他

ln_人均GDP

三产占比

二产占比

截距项

-0.123***

（0.008 81）

0.000 825***

（8.45e-05）

0.713***

（0.037 2）

1.617***

（0.038 8）

0.078 8**

（0.033 2）

-0.602***

（0.109）

-0.246**

（0.122）

-0.82***

（0.147）

-0.184

（0.246）

-0.013 3

（0.010 8）

-5.83e-05

（0.000 108）

0.401***

（0.036 8）

0.699***

（0.041 5）

0.036 5

（0.032 5）

-0.568***

（0.107）

-0.149

（0.118）

-0.582***

（0.146）

-0.082 7

（0.092 2）

3.86***

（0.113）

-0.202***

（0.057 8）

1.869***

（0.032 3）

-0.014 9**

（0.006 68）

-0.145

（0.1）

-0.032 7

（0.081 1）

0.217***

（0.06）

0.133**

（0.064 5）

0.009 56

（0.111）

-20.83***

（0.418）

-0.006 39

（0.011 6）

-0.000 121

（0.000 116）

0.397***

（0.039 5）

0.711***

（0.044 5）

0.065 4*

（0.034 8）

-0.455***

（0.125）

-0.088 4

（0.122）

-0.531***

（0.148）

-0.064 2

（0.098）

3.654***

（0.122）

-0.242***

（0.062 2）

1.875***

（0.034 9）

-0.012*

（0.007 1）

-0.188*

（0.107）

-0.108

（0.088 5）

0.222***

（0.062 4）

0.134**

（0.067 5）

0.040 7

（0.121）

-1.234***

（0.17）

2.498*

（1.488）

10.77***

（1.323）

-13.16***

（2.071）

-0.000 665**

（0.000 291）

4.64e-06**

（2.11e-06）

0.003 7***

（0.001 27）

0.008 17***

（0.002 75）

0.000 347

（0.000 225）

-0.002 91***

（0.001 06）

-0.001 39

（0.000 891）

-0.003 61***

（0.001 31）

-0.014 3**

（0.006 04）

-7.20e-05

（8.30e-05）

-1.36e-07

（6.86e-07）

0.002 37***

（0.000 912）

0.004 19***

（0.001 62）

0.000 217

（0.000 226）

-0.002 73***

（0.001 04）

-0.000 893

（0.000 776）

-0.002 61**

（0.001 07）

-0.000 365

（0.000 625）

0.021**

（0.008 27）

-0.001 05***

（0.000 359）

0.008 13***

（0.002 35）

-9.97e-05*

（5.31e-05）

6.06e-05

（0.000 606）

0.000 302

（0.000 493）

0.002 16***

（0.000 774）

0.001 36**

（0.000 543）

0.000 412

（0.000 663）

-0.108***

（0.034 6）

-4.55e-05

（8.58e-05）

-3.74e-07

（7.44e-07）

0.002 47**

（0.000 965）

0.004 45**

（0.001 79）

0.000 396*

（0.000 232）

-0.001 83**

（0.000 873）

-0.000 415

（0.000 753）

-0.002 26**

（0.001 01）

-0.000 356

（0.000 693）

0.020 7**

（0.008 35）

-0.001 36***

（0.000 418）

0.008 23***

（0.002 36）

-6.49e-05

（4.99e-05）

-8.68e-05

（0.000 683）

3.37e-05

（0.000 575）

0.002 33***

（0.000 838）

0.001 6**

（0.000 62）

0.000 705

（0.000 759）

-0.004 97*

（0.002 69）

0.001 16

（0.009 79）

0.063**

（0.029 1）

-0.078 3***

（0.023 5）

变量 ln_体育消费绝对额 体育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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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经济因素是重要的决定性变量：1）家庭可支配

收入显著影响家庭体育消费水平，可支配收入每增加

1%，体育消费规模约增加 1.87%（体育消费占总消费的比

重则平均提高约 0.80%），这意味着对我国城镇居民而言，

体育消费属于经济学意义上的高档消费品。该结论还需

要后续的稳健性检验。2）本研究使用家庭住房估值和产

权性质来代表家庭的财富存量。家庭居住房屋估值的影

响并不稳健，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其系数的统计显著逐

步降低（尤其是体育消费占比方面）。住房产权方面，产

权为房改私房和商品房的家庭，其体育消费显著高于其

他类型的家庭，可能意味着财富效应对体育消费的促进

作用：一方面能购买商品房的家庭实属经济状况较优的

家庭，且商品房价值会随着房价上涨而增长，推动家庭财

富（及其预期）的增值；另一方面，房改私房按照UHS的定

义是指在房改中以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的带产权的住

房，因此这类家庭不仅享受房价上升带来的财富（和预

期）增值，而且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获得了当前住房，意

味着家庭财富的双重增加。

地区经济水平和结构同样会对家庭体育消费产生影

响：1）当地人均 GDP 水平与居民家庭的体育消费存在负

相关关系，这可能是替代效应占据了主导，经济水平越发

达意味着体育运动的机会成本越高。该机会成本至少存

在 3 个方面：第一，潜在的经济收入损失。当地经济越发

达，每小时工作的经济回报越高，体育运动会挤占工作时

间，从而导致潜在的收入损失。第二，因可支配时间降低

导致的单位时间价值更高。经济状况较好的地区往往意

味着快节奏的生活，人们不仅在工作和通勤上消耗更多

时间，也对休息和睡眠有更高的需求，可供自由支配的时

间更加珍贵，就更难用在体育锻炼上。马天平等（2022）

研究发现，快节奏的现代生活挤占人们的闲暇时间，抑制

了体育消费。第三，来自其他竞争性消费的竞争。当地

经济状况较优，可供居民娱乐的选项越多。江小涓

（2018a）认为，人均收入高的城市观看体育比赛的人口比

重反而下降，很可能是被其他消费选择占用了时间。这

也证明了贝克尔经典分析框架的强大解释能力。2）经济

结构显著影响家庭的体育消费，虽然第三产业占比对家

庭体育消费的影响并不稳健，但第二产业越发达的城市，

其住户家庭的体育消费越多。这可能与当地在体育消费

品的生产和运输方面具有的成本优势有关。

3.2 家庭各分项体育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

已有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体育消费之间存在较明

显的差异（Eakins，2016；Pawlowski et al.，2012），因此本研

究参照Thibaut等（2018）的建议对各分项体育的消费进行

单独实证分析（表 3）①。

影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分项体育消费的因素与家庭

体育总消费的因素基本一致，但存在若干细节差异：1）收

入弹性上看，3 个单项体育消费均为高档消费品，其中需

要时间投入的健身活动弹性最大（2.068），再次验证了替

代效应的存在，而单价更贵的健身器材的弹性（1.547）大

于体育用品（弹性为 1.343），也符合经济学直觉。2）住房

估值对健身器材和体育用品影响的方向相反，这可能是

导致家庭居住房屋估值（表 2）对体育总消费的影响并不

稳健的原因。此外，家庭住房估值与健身器材消费正相

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高档跑步机等设备不仅能展

示家庭的经济状况，也能间接传递出户主“健康”“自律”

等特质。这也从户主教育水平得到一定佐证，教育水平

为大专及以上的户主才会显著增加高档跑步机等健身器

材的消费。3）人均 GDP 对 3 个单项体育消费的阻碍影响

始终显著存在，意味着时间机会成本和替代效应对 3个单

项体育消费均成立。地区经济结构方面，当地第三产业

越发达，家庭健身活动的规模和比重越大；当地第二产业

只影响家庭的体育用品和健身活动消费。

3.3 稳健性检验

参照 Pawlowski 等（2012）和 Thibaut 等（2014）的做法，

本研究将使用多种计量估计方法对式（1）和表 2的实证结

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这里主要阐述基于 Heckman 模型和

Hurdle 模型的第二阶段（数量决策）估计结果（表 4），因变

量为对数化处理的体育消费额②。分析可知：1）从收入弹

性角度出发，Heckman 模型估计结果交叉验证了 Tobit 模

型的结论，即 3类体育消费无论是单项还是加总都属于高

档消费品，但是Hurdle模型的结果却与其他 2个模型的估

计结果相反。本研究更倾向于 Tobit和Heckman模型的结

论，理由如下：第一，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相当长时间

内占据居民消费的较大比重且优先级位更高（郑永年，

2019）。第二，体育消费增长高度依赖经济发展水平。江

小涓（2018b）认为，经济发展要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即超

①因篇幅限制，表3只展示了与表2有差异的内容。

②与表3类似，表4也只展示了与后文展开讨论有关的实证结果。

户主婚姻状况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样本量

YES

YES

YES

153 454

YES

YES

YES

153 408

YES

YES

YES

122 390

YES

YES

YES

153 454

YES

YES

YES

153 408

YES

YES

YES

122 390

续表2

变量 ln_体育消费绝对额 体育消费占比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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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6 500 美元后①，对体育消费较大规模的有效需求才开

始形成。即便是体育产业中需求最为广泛的健身，消费

者也普遍有健身需求，但为之付费的意愿较弱，因此还不

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第三，如果出现消费降级

（人民网，2018；石明明等，2019；王一鸣，2020；央视网，

2018）的情况，任何非生存必需品的收入弹性都会变大，

甚至成为高档消费品。2）Hurdle 模型可能不是在最一般

化条件下研究体育消费的优选工具：一方面，体育总消费

的收入弹性完全大于 3 个单项消费的弹性；另一方面，针

对大数据的运算效率有明显劣势②。3）不应忽略 Hurdle

模型在设定方面具备高自由度的优势，可以在影响参与

决策和数量决策的变量存在差异化的实证研究方面提供

有力支持。当然，其前提是需要在理论领域有较深入的

突破，充分论证出某些影响因素只影响体育消费的某一

个决策阶段。

4 结论

1）对中国城镇住户而言，家庭体育类消费品属于典

型的高档消费品。一个合理的推测是，家庭体育消费的

优先级和支出占比均弱于家庭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

刚需支出，这也为促进体育消费提供了经济视角的对策：

第一，实现居民体育消费长期大幅增长，持续提高居民收

入是关键，即全面贯彻中央“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

裕”的要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

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第二，补

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有助于减少居民体

①本研究数据截止时间 2012 年的人均 GDP 为 6 316.92 美元，低于

6 500美元。到2019年，尽管我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10 216.63

美元），但仍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4 612.49美元），甚至仍低于

世界平均水平（11 433.216美元）。

②Hurdle模型的计算极为耗时，本研究使用的Hurdle模型中仅单个

模型运算时长经常达到数天之久。

表3 影响中国城镇家庭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健身活动消费的因素分析

Table 3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of Fitness Equipments，Sporting Goods and Fitness Activiti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变量

户主教育水平

中专和职高

大专及以上

ln_可支配收入

ln_住房估值

ln_人均GDP

三产占比

二产占比

其他控制变量

样本量

健身器材

绝对额

0.098 1

（0.119）

0.537***

（0.127）

1.547***

（0.101）

0.199***

（0.046 1）

-4.545***

（0.594）

9.314

（6.854）

11.28*

（6.254）

YES

122 390

占比

0.000 104

（0.000 574）

0.002 02***

（0.000 725）

0.006 43***

（0.000 652）

0.000 927***

（0.000 255）

-0.020 3***

（0.003 47）

0.028 7

（0.033 3）

0.037 7

（0.030 3）

YES

122 390

体育用品

绝对额

0.274***

（0.039 2）

0.444***

（0.043 5）

1.343***

（0.032 5）

-0.02***

（0.007 3）

-1.541***

（0.168）

1.381

（1.526）

7.332***

（1.353）

YES

122 390

占比

0.000 322***

（5.64e-05）

0.000 499***

（5.97e-05）

0.001 26***

（6.34e-05）

-2.92e-05***

（9.41e-06）

-0.001 42***

（0.000 237）

-0.002 19

（0.002 1）

0.005 93***

（0.001 85）

YES

122 390

健身活动

绝对额

0.461***

（0.051 4）

0.905***

（0.057 6）

2.068***

（0.045 9）

0.006 44

（0.009 8）

-2.23***

（0.218）

8.724***

（1.985）

18.01***

（1.763）

YES

122 390

占比

0.001 24***

（0.000 144）

0.002 13***

（0.000 161）

0.004 52***

（0.000 160）

1.57e-05

（2.74e-05）

-0.003 44***

（0.000 597）

0.015 8***

（0.005 01）

0.037 6***

（0.004 47）

YES

122 390

表4 中国城镇家庭体育消费的Heckman模型估计和Hurdle模型估计

Table 4 Heckman Model Estimation and Hurdle Model Estimation of Urban Households’Sports Consumption in China

变量

ln_可支配收入

其他控制变量

样本量

Heckman模型

体育消费

1.161***

（0.026 5）

YES

122 390

健身器材

1.278***

（0.071 6）

YES

122 390

体育用品

1.053***

（0.025 6）

YES

122 390

健身活动

1.330***

（0.032 7）

YES

122 390

Hurdle模型

体育消费

0.978***

（0.019 0）

YES

12 390

健身器材

0.833***

（0.088 1）

YES

122 390

体育用品

0.817***

（0.026 1）

YES

122 390

健身活动

0.946***

（0.023 3）

YES

122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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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消费的后顾之忧。应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幼有所育、学

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所扶，对体育事业而言则是“体有所健”。第三，进一步落

实《体育法》要求，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构建全民健身公共

服务体系，鼓励和支持公民参加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

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逐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

乡一体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并提高体育行业发展

水平和支撑保障公共体育服务的水平。第四，扩大体育

产业有效供给，推动体育产业持续升级，更好地匹配和满

足我国居民的体育需求。体育消费偏弱在某种程度上也

意味着体育产业的有效供给不足，通过各类优惠政策鼓

励体育产业与健康、文化、旅游、养老、科技等领域深度融

合，提高体育产业科技水平，增强体育产业活力，促进体

育产业针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2）贝克尔的家庭生产理论为解释我国居民家庭的体

育消费行为提供了分析框架，能为理论的本土化改造提

供重要参照。本研究发现存在时间机会成本的实证证

据，证明了该理论的良好普适性。我国已经进入服务经

济时代（江小涓，2018c），时间成为稀缺资源，包括体育在

内的服务业都面临消费者时间的刚性约束（江小涓，

2018a）。如何在新时代对贝克尔的理论进行完善创新，

赋予其更贴近新时代发展的表达，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此外，时间机会成本的客观存在意味着要提升居民的体

育消费意愿，需要在赋予体育锻炼更多功能和降低其机

会成本等方面持续努力。对体育产业而言，应针对居民

时间碎片化和机会成本不断提高、日常生活深度数字化

等特点，主动开发和供给相关体育产品，提升有效供给的

规模和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运动需求。

3）在微观实证工具选择方面，在假设某一影响因素

既影响参与决策也影响数量决策的最一般化假设前提

下，Tobit 模型和 Heckman 模型可能是比 Hurdle 模型更合

适的实证估计工具。但 Hurdle 模型因具备设定方面的高

度自由，可在参与决策和数量决策的影响变量存在差异

时提供强有力的方法论支撑。不同类别体育消费的决策

机制和行为逻辑各不相同，应根据具体研究对象的数据

特征和国情实际，在理论指导下选择最适宜的实证工具。

全体微观家庭体育消费的总和就是我国居民整体的

体育消费。针对家庭体育消费微观大数据的定量研究不

仅能识别影响家庭体育消费的一系列具体因素，还能在

理论上厘清体育消费在我国城镇家庭中的消费属性。本

研究因篇幅有限，无法就影响体育消费的各种因素进行

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这既是本研究不足之处也是后续努

力方向。此外，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共享经济、移动支

付等新的消费模式和虚拟现实技术与体育的交叉融合等

新业态不断涌现，这会对体育消费和体育产业产生哪些

影响？已有数据尚不足以支撑全面深入分析所需，亟需

补充更多和更新的微观数据以充实研究基础。最后，应

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的因素对我国家庭体育消费影响的

探索，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

助力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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