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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者群体的调查分析

王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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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对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者群体进行调查分析，结果表明男性消

费人数多于女性消费人数，年龄在18—55岁为主要消费群体，工人、个体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是当前黄山

市购买体育彩票的主力军，黄山市购买体育彩票的消费者学历层次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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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体育彩票是为筹集体育事业发展资金发行的，

印有号码、图形及文字，供人们自愿购买并能够证

明购买人拥有按照特定规则获取奖励权利的书面

凭证。Ⅲ黄山市自2000年10月26日成立“中国电

脑体育彩票黄山分支站”以来，消费者日益增多，收

益金逐年增加。截止到2005年，黄山市体彩中心完

成3115万元销售任务，获收益金233．625万元。闭

为推动黄山市体育彩票又好又快地发展，有必

要对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者群体进行调研分析。另

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到目前针对黄山市体育彩票的

调查研究未见有关报道。本文对黄山市体育彩票消

费者群体进行调查分析，力求了解消费者现状，从

而促进黄山市体育彩票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2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本文以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者为研究对象，对

消费者群体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2．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关于体育彩票、彩票消费者等方面的

资料，再通过中国期刊网、维普科技网以及万方数

据网等网络途径。以体育彩票、体育彩票消费者为

关键词检索，了解相关信息。

2．2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目的。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

上，设计成问卷初稿。问卷设计好以后，征求了黄山

学院体育系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统计学、

体育教育学等专家和彩票点销售员的意见，根据专

家意见进行修改后定稿。以确保问卷的有效性。

本次调查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对黄山市三区

四县共发放1400份问卷，回收1338份，回收率为

95．6％，有效问卷1258份，有效回收率为94％。

2．3访谈法

在体育彩票销售点对销售员和部分消费者进

行访谈并作记录，以进一步了解消费者信息。

2．4统计分析法

利用SPSSI 1．5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和资料统

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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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果与分析

3．1体育彩票消费者的性别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男性消费者有1019

人．占所有被调查人数的81％，女性消费者有239

人，仅占19％(见表1)，男性消费者明显多于女性消

费者。根据男女性别差异，男性天生爱冒险，决定了

其更倾向于接受挑战，追求刺激，所以男性更加喜

欢购买彩票，购买彩票的风险意识强于女性。女性

消费者所占调查比例较小，由于女性性格上趋向于

稳定，对体育彩票购买兴趣不大，但是不能认为女

性消费者购买体育彩票的资金投入小。所以在以后

开拓体育彩票市场过程中。注重采取适当的措施和

途径开拓女性市场．毕竟女性市场也存在着较大的

潜力。

襄1消费者的性别

3．2体育彩票消费者的年龄

通过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体育彩票消费者年龄

在26—45岁人士最多，比例为58．9％，其中26—35岁

的消费者占32．6％：其次18—25岁和46—55岁年龄

段的消费者分别占1．5．8％和13．3％；18岁以下的占

4．3％；55岁以上的占7．7％(见表2)。

表2消费者的年龄

由此可见中青年占所有体育彩票消费者的绝

大多数，究其原因与中青年的心理、性格特定有关，

该年龄段的消费人群接受新知识、新信息较快，很

多入处在刚步入社会不久，经济基础相对较弱，存

在一定的博彩心理，在购买经验较少，冲动性消费

较多的影响下，为快速改善自身的经济环境而积极

购买彩票。18—25岁年龄段的消费者涉及部分学生，

购买体育彩票一是对体育活动比较感兴趣，另外一

个原因是好玩，并不会倾注太多人力、财力。kD'l,。

学生的主要任务还是学习，并不会有闲暇时间和资

金来购买体育彩票。46—55岁的消费者已经达到自

己人生事业的顶峰，比青年入老练和成熟，在消费

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理智性，不会寄希望于体育彩

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因此购买体育彩

票的人数相对不多。55岁以上消费者仅有97入，该

年龄段消费者属于老年消费人群，由于生理和心理

的特点．老年人的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更趋向于稳

定，对新鲜事物关注不会太多，博彩意识不强。

3-3体育彩票消费者的职业

调查结果表明工人、个体从业者、自由职业者

等是当前黄山市购买体育彩票的主力军。其中购买

体育彩票的消费者中以工人职业比例最高，占总调

查人数的26．3％，其次为自由职业者，占16．2％，个

体从业人员占11．7％，学生占7．6％，公务员占

6．4％，军人占3．7％，待业人员占3．8％，离退休人员

占3．6％，农民占3．6％，外来务工人员占6．2％，其他

占2．7％(见表3)。由此可见购买体育彩票的消费者

绝大多数属于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人群。该群体收

入不高，基本达到解决温饱问题，想通过购买体育

彩票改善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愿望迫切，此外，

该群体对体育竞赛具备相当的关注度，因此购买体

育彩票的人数较多。而军人、公务员、教师、医务人

员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被调查消费群体的比例

不大，该群体有着较稳定的工作收人。较好的工作

环境和社会地位。不需要通过购买彩票获得彩金的

途径提高社会地位，投机心理相对较弱，购买彩票

绝大部分出于对体育比赛的兴趣。关于农民的消费

群体比例也很小．但是农民也属于社会低保障群

体，那为什么农民消费群体人数较少呢?通过在问

卷发放过程中，与消费者的交谈了解到，一方面农

民对体育赛事兴趣不大，很多农民选择福利彩票。

另一方面与体彩在农村的销售点较少有关系。农民

购买彩票途径不方便，也制约了农民这一消费群体

的购买力。在开拓黄山市体育彩票市场的过程中，

可考虑适当增加农村体彩销售点的数量，并加大对

体育彩票的宣传，使更广大的农民群众了解体育彩

票。自由职业者消费群体人数较多，与黄山市属于

旅游城市有关。据了解，目前黄山市具有3000多名

导游，由于导游工作的性质。收入不稳定，绝大部分

导游属于自由职业者，不会固定在某一旅行社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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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这就使得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群体中，自由职

业者比例较大。

表3调查对象的职业

3．4体育彩票消费者的学历

调查结果表明，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者中，小

学文化程度的占7．2％，初中文化程度的占21．6％，

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48．7％，大学学历的占20．7％，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占1．8％(见表4)。

表4调查对象的学历

由此可见，黄山市购买体育彩票的消费者学历

层次中等，高中或中专占据巨大部分，其次为初中

或大学。低学历和高学历消费群体人数很少。在实

际发放问卷过程中了解到，购买体育彩票的研究生

学历的消费群体大部分来自黄山学院。

4结论与建议

1．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群体的男女性别表现

出较明显的差异。其中购买体育彩票的男性人数要

远远多于女性人数。为促进黄山市体育彩票进一步

的发展，要注重女性消费市场的开拓。

2．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者的年龄特征表现为

18—55岁为主要消费群体，其中26—45岁消费人数

最多，随着年龄的增长，消费人数逐渐下降。

3．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群体职业的调查现状

是工人、个体从业者、自由职业者等是当前黄山市

购买体育彩票的主力军．其中购买体育彩票的消费

者中以工人职业比例最高。在制定黄山市体育彩票

营销方案时，注重对该群体的引导，同时要加大在

农村的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农民购买体育彩票。

4．黄山市体育彩票消费群体学历特征是初中

文化程度的占21．6％，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占48．7％，

大学学历的占20．7％。由此可见，黄山市购买体育彩

票的消费者学历层次中等。在开拓体育彩票市场，

制定营销方案时，要考虑初中、高中或中专以及大

学3个学历层次的消费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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