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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记者 刘 元

8月 3日，国务院对外发布《全民健
身计划（2021—2025 年）》，《计划》明
确，到 2025年，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更加完善，人民群众体育健身更加便
利，健身热情进一步提高。体育用品
行业“新风口”已然来临。健身器材市
场作为体育用品子市场之一，目前以
器材智能化为大趋势，呈现需求多样
化、产品软实力竞争激烈的特点。

健身器材销售额同比增长超三成

“现在大家都喜欢在健身房锻炼，
但我觉得有点放不开，人多时使用器
械还得等别人用完，不是很方便。”已
经退休的王先生对记者说，“买一对哑
铃放在家里，锻炼身体不排队。”健身
成果初现后，王先生还网购了一台动
感单车放在书房，跟着 APP 每天锻炼
打卡。

新冠疫情反复不定，商业健身房
作为公共场所受影响较大，很多人的
健身场地从健身房转移到了自己家
中。专业教练发起健身直播，各界明
星打卡居家健身，健身博主录制居家
健身攻略……体育行业从业者各显神
通，“云健身”流行于各大互联网平
台，无形中也为健身器材市场的发展
添了把火。

某健身器材网店客服表示，自疫
情开始，健身器材的需求大幅增长。
小到哑铃、腹肌轮，大到多功能龙门
架、动感单车，销量均有不同程度上
涨，2020 年初至今店铺各种器材总销
量已达 16万余个。“目前店里很多畅销
款 已 经 售 罄 了 ，想 要 入 手 需 要 先 预
订。”客服介绍道。

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提供的

《2020 年中国文体用品行业经济运行
简报》显示，2020年健身器材销售收入
达到 395.19 亿元，同比增长 32.76%。
截至 2021年 7月，健身器材、专项体育
器材及配件继续保持经济指标较快增
长。

定制化服务升级

从单一的产品使用介绍，到使用
者相互交流心得，随着消费水平的升
级，消费者的注意力正由产品硬实力
转向软实力，在购买健身器材时，对后
续附加服务也有了更多的要求，健身
器材市场标准化与定制化服务逐渐趋
于融合。标准化生产加个性化定制的
产品解决了企业生产与消费者需求之
间的矛盾，给予消费者足够的弹性。

在竞争激烈的健身器材市场上，
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产品，其背后的
服务更为重要。记者在相关品牌官网
上看到，商家普遍为消费者提供送货
上门、快速安装、个性化调试等服务。
消费者贾先生说：“我买的家用划船机
除去包邮到家，快速安装等基本服务，
还有私教培训、在线答疑、心得分享之
类的附加服务，说是买了器材，倒不如
说是报了健身班。”

笔者了解到，以满足客户个性化
需求为目标，商家们也开始提供多样
的定制化服务，如建立线上健身交流
群，让消费者聚在一起分享健身的心
得与乐趣。此外，针对企业级消费者，
商家还提供专人客服、产品研发收集、
场地测量、图纸规划、健身器材推荐配
置等服务。

智能AI显“神通”

传统健身器材大卖的同时，智能

健身热度同样攀升。笔者注意到，在
传统健身器材基础上加入智能电控中
心，通过互联网、NFC等技术链接智能
手机或其他可穿戴设备，手机 APP 联
动记录数据基本已成智能健身器材标
配。健身器材融入智能生态，健身数
据的可视化与AI实时分析领域成智能
健身新蓝海。

Gymgest旗下的智能力量站使用电
机模拟阻力，无需频繁更换负重，在连
接手机应用后系统不仅可以结合大数
据推荐最佳重量，还能通过内置摄像
头帮助矫正动作，帮助用户适度健身，
科学健身。英派斯智能交互沙袋由一
层柔软性 LED 显示材料包裹，内置 10
英寸触摸屏，可通过触摸屏或击打沙
袋来选择击打模式或游戏模式，及时
反馈用户击打数据，沙袋内置物联网
芯片可连WiFi，随时更新内容、玩法和
全球玩家一起互动，立体声环绕音响，

提升健身体验及训练效果，搭配可拆
卸式电池与支架，可轻松应对各种复
杂环境。华为 HILINK 主打智能健身
联动，通过NFC功能连接手机，实现运
动数据实时交互与可视化。配合其他
智能穿戴设备还可做到心率、血氧等
多项指标实时监测。基于实时数据给
出 AI 分析已成智能化健身器材的标
配，健身应用化身AI健身私教，针对个
人 情 况 提 出 建 议 ，大 幅 提 升 健 身 效
率。健身器材结合AI为消费者提供科
学、健康、智能的健身体验。

有业内人士表示，在全民健身的
社会氛围中，健身器材市场发展以消
费者个性化需求为中心，蓬勃发展的
健身器材市场反映了国民积极参与健
身的热情和良好的精神面貌。尽管受
疫情影响，市场发展还存在很多不确
定，但健康一定是每一位国民不变的
追求。

一直以来，跑步机在健身器材市场
中拥有可观的占有率。目前，我国的跑
步机渗透率仍然较低，每百人保有量在
5%以下，但是市场需求增长非常迅速，
未来有望突破 2000万台大关。随着国
内健身房、酒店、游泳馆等健身休闲场所
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居民对于室内运
动需求的逐渐增加，跑步机在过去的 3
年中逐步成为健身器材市场当中的重要
细分赛道。

据估算，2019年中国跑步机市场突
破50亿元大关，市场上从1500元至上万
元不等的各类跑步机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

华经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1—
2026年中国跑步机市场调查研究及行
业投资潜力预测报告》指出，就目前的消
费情况来看，跑步机的主要消费人群是
以减肥、塑形为主要目的，而性价比是中
国消费者对跑步机最为关注的因素。

相比于独自健身而言，健身房正在
成为年轻人参与健身活动的主要平台。
2020年，中国各类健身房、健身俱乐部
的会员数量达到 7029万人次。相比于
家庭消费，健身房的跑步机需求远远高
于零散的家用端。跑步机作为健身房的
基础设备往往会一次性大量采购，因此

市场增长更加平稳。
自 2018 年起，中国跑步机进口金

额逐年下降，从 2018 年的 6100 万美元
下滑到 2020 年的 3000 万美元，下滑水
平过半。与进口情况相反，中国是当之
无愧的跑步机出口大国，在该产品的出
口贸易上处于绝对优势。2015—2020
年间，中国跑步机出口金额逐年上升。
2020 年虽然因疫情导致进出口受阻，
但中国跑步机的出口订单逆势大增，出
口量增至 1497.4 万台，出口总额达到
14.28 亿美元，同比上升 82.61%。2021
年 1—4 月，中国跑步机出口额为 6.42
亿美元，同比 2020 年 1—4 月增加了
201.41%。

2020年，中国跑步机共出口至 183
个国家或地区。其中，出口至美国和中
国台湾地区的数量排名前二，出口量分
别为 360.3万台、350.3万台。其次是日
本和韩国，出口数量为 93.8万台和 93.4
万台。

《报告》建议：“中国体育健身器材出
口企业需要不断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体育产品消费市场，同时也需要不断
提升体育产品的品牌价值。在未来的国
际贸易竞争中，寻找到新的增长点。”

（中国对外贸易杂志）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内健身器材
行业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
上下游行业有效衔接。具体来看，健身
器材行业产业链上游生产所需的原材料
主要为钢材、电器五金类和橡塑化工等，
下游则为终端客户和经销商，其中终端
客户包括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健身俱
乐部和个人消费者等。

钢材作为生产健身器材所需的原材
料之一，市场需求较好，生产经营保持高
位平稳运行态势。数据显示，2019年全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钢材产量约
为 12.05万吨，同比增长 9.8%。2020年
1—7 月份，全国钢材产量约为 7.24 万
吨，同比增长3.7%。

下游方面，在新零售的大形势下，依
托大数据技术，线上与线下渠道进行深
度融合，建立全渠道销售模式已被众多
健身器材企业所采纳。

尽管健身器材行业发展趋势在向
好，但目前国内的发展仍有“痛点”，这主
要是由于健身器械的销售与使用培训脱
节、健身器材的质量难以保障。除此之
外，传统的锻炼不需要借助健身器材也
能达到类似的效果，消费者在选择的时
候会偏向于成本较低的选项。

从竞争格局来看，国际企业如爱康、
诺德士、力健、必确、泰诺健等品牌占据
全球较高的市场份额，在国内主要争夺
高端市场。国内知名健身器材品牌主要
为舒华、乔山、英派斯、澳瑞特和好家庭

等，其中乔山和英派斯主要为健身俱乐
部和酒店提供商用产品，国内大部分品
牌主要占据低端健身器材市场。

目前，国内健身器材市场的本土品
牌主要参与环节是产业链下游的制造环
节，在上游的品牌端与海外大品牌之间
差距仍然较大。从全球范围来看，健身
器材市场高度集中，70%的市场掌握在
少数几个品牌的手中。而国内健身器材
市场也是如此，高端领域基本被国外品
牌垄断，中国品牌只能集中在中低端市
场。尽管本土品牌在近几年有了快速的
发展，但在高端市场目前还无法同国际
品牌竞争。

同时，健身器材行业受到行业周期
性和区域性影响较大。由于目前中国用
户很多还没有养成健身习惯，或者大量
使用无器材的健身模式，所以健身器材
并非刚性需求市场。而高端器材市场又
受到宏观经济影响较大，所以经济环境
对健身器材影响比较大。

总体而言，国内健身器材市场仍处
于早期竞争阶段，在自主知识产权研究
以及零售终端品牌打造上还有待突破。
有关专家认为，短时间内涌现新品牌的
机会窗口期还没有形成，但是本土品牌
存在着整合合并以及进一步走向专业化
的机会。尤其是随着下一步私人健身器
材市场的进一步成熟，有望形成新一代
健身器材产品。

（综 合）

前一段时间，“奥运运动员的隔离日
记”引起众人纷纷围观。在运动员们隔
离健身的Vlog中，各类健身器材纷纷出
镜。这些花样健身视频不仅再次点燃了
全民健身的热情，也使得健身器材受到
热捧。

日前，记者在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公布的《2021年度山东省高端品牌新
增培育企业名单》中发现，山东省有 289
家企业被纳入制造业高端品牌新增培育
企业名单，创新型、智慧型体育产品不断
增多，体育产业规模大幅攀升。

天眼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共有超
过 64万家健身器材相关企业。其中，山
东省健身器材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全国之
首，拥有 7.4万家，占全国该类企业总量
的11.6%。

从无到有 打造高品质产品

近年来，山东健身器材企业发展迅
速。“在系统方面，我们采用了电动升降
系统，解决了传统液压系统耗油的缺点；
在篮球架收缩方面，新增加了手机扫码
控制方式，改变了以往使用APP控制收
缩繁琐的情况；在篮板方面，增加了内嵌
式提示灯，篮板框架采用新型材料，减小
了球员与篮板碰撞的力度，美观的同时
更保护运动员安全。”山东吉诺尔体育器

材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增涛说。
今年，吉诺尔体育通过了国际FIBA

的认证，有了通往赛场的通行证。
上世纪 90年代初，英派斯体育在山

东青岛诞生，经过多年积累，目前成为山
东省乃至国内健身产业的领军者。2004
年，英派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专注
健身器材的研发制造及销售；2017年 9
月，公司成功登陆深交所中小板，实现了
资本市场的突破。

据了解，英派斯通过与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等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先后获得“国家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
技术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
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标准创新贡献
奖”等荣誉及奖项。

英派斯还多次参与固定式健身器
材、室外健身器材、体育用品售后服务等
行业标准的制定，是健身器材国家标准
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

由小到大 用小球撬动大市场

在连胜体育,每天都有超过 50批货

物直接发往国内外，一款文体用品已经
连续 20年成为全国销售冠军。“这个冠
军,是不断学习学来的。”据了解，连胜
体育与北京航天航空 101研究所联合研
制出新型改性材料，生产的乒乓球具有
更好的弹性、更快的速度，旋转度落点更
精准，并且不易损坏，更加适合训练和比
赛。“我们要用小球撬动大市场！”手里拿
着经过上百次实验研制成功的连胜三星
乒乓球，山东连胜体育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长宋连胜充满了自信。

连胜体育的雄心，不止于手中的这
个小球。2015年，连胜体育成立蒙山沂
水体育用品发展有限公司，开始建设蒙
山登山步道。蒙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充
分利用山地资源优势，已发展成为集体
育健身、农业旅游、养生养老产业等于一
体的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级体育健身公
园和世界级山地体育运动基地，擦亮了
临沂“蒙山沂水”体育品牌。

“互联网+”战略的实施，让宋连胜再
次看到了无限商机。连胜体育专门聘请
高学历人才成立了电子商务运营团队，
率先进军体育用品垂直电商领域。他们

大胆尝试，积极探索适合
体育产业的电商平台，整
合公司所有产品和客户
资源，开启了临沂体育用
品产业“电商模式”，进军
抖音、快手、淘宝直播等
新媒体电商平台。

连胜体育还成立研
发中心，加大科技研发投
入，致力于研发更加人性
化、更耐用、手感眼观都
很好的体育产品。最近创新推出的室外
多功能运动场，可满足学生足篮排球、羽
毛球等多球类的锻炼需求，更易于普及
与推广。

由少到多 让户外健身更智能更有趣

通过手机蓝牙连接健身驿站内的音
箱，播放手机内的音乐，极大地便利了广
场舞爱好者和音乐发烧友。这款由山东
瑞健特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研发的“瑞健
特健身驿站”智能化器材，一经亮相，便
赢得客户好评。

近年来，该公司紧盯体育健身智能

化产业发展，从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引
来专家型高端人才 20余人次，参与到产
品的创新中来。其研发的多款智能化器
材，让户外健身运动爱好者进一步体验
到了互联网迅捷方便和科技智能带来的
健身乐趣。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年轻人的身材
管理意识和健身需求增强，居家健身的
形式一定会越来越多元化，而依托于居
家健身场景下的健身器材领域，在未来
也将迎来更大的爆发。

据了解，英派斯、连胜体育等多家公
司正在探索“健身器材+互联网+物联网”

模式，将运动健身智能化，在满足人体工
学设计、人性化细节设计和舒适使用体
验这些基础条件的基础上，实现“沉浸
式”健身，不断提高健身者运动时的交互
感和成就感。

（工人日报）

依据“健身体育强国”规划
的蓝图，我国不仅将在2035年拥
有占比45%的经常参与体育锻炼
的人口，整个体育产业的产值也
将达到 4%的GDP占比。随着政
策红利迎来变化，以智能健身镜
为代表的智能健身硬件吸引了
一大批厂商布局，其中不乏咕
咚、乐刻、亿健这些老牌的健身
行业公司，甚至还有华为、小米
等科技巨头正在跃跃欲试。

这些售价在 2500 元至 7800
元不等的健身镜搭配了种类丰
富的健身课程，“镜子+平板”的

功能，让健身爱好者可以在跟
随显示屏训练的同时，观察自
己动作的完成度，配置了 AI 摄
像头的健身镜还能精准识别用
户的动作标准度，并进行实时
指正。

有专业人士认为，健身设备
的智能化将是未来的一大趋势，
从融入AIoT技术，到走硬件+内
容+服务的路线打造生态闭环，
智能健身的崛起无疑已成为了
行业的新风口，纯粹卖器械的时
代已过去。

（本报记者 王薛淄 文/摄）

AI助力 健身器材市场服务再升级

智能技术助推全民健身

9月5日，观众在2021年服贸会现场体验智能健身镜。

山东健身器材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山东健身器材相关企业数量位居全国之首

跑步机出口订单逆势猛增

国内健身器材产业链基本完善
自主知识产权研究、零售终端品牌打造还有待突破

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丰台市场监管局之窗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三措施”共筑校园食品安全

金秋时节开学季，学校的食品安全
最为牵动家长的心。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东高地街道所执法人员深入学校开展校
园食品安全检查，确保师生吃上“放心
餐”。一是全面督导，狠抓责任落实。执
法人员要求各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校
长负责制，并且按照有关规定对食堂食
品安全进行全面自查自改，及时发现并
消除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二是重点检
查，细化流程要求。执法人员对学校食
堂食品从购入到供餐全流程进行了细
查。同时深入食堂后厨，对食堂的设施
设备、加工坏境等关键环节进行全面检
查，指导工作人员对就餐、加工、储存等
场所进行清理、消毒。三是随机问答，考
核业务知识。执法人员对餐厅的厨师、
服务员等进行随机问答，确保每一位工
作人员知识清楚、操作规范。目前，东高
地所已完成对辖区全部中小学校、幼儿
园食堂的检查，下一步，将继续高频次的
跟踪监督检查校园食堂、校园周边食品
经营户，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依法进行
查处，督促整改到位，切实为广大师生饮
食安全保驾护航。 （张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