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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用户对移动健身应用程序（App）使用意愿，基于技术准备度与技术接受模

型（TRAM），引入健康意识对模型进行拓展。通过对639名移动健身App用户及潜在用户

进行调查，采用AMOS 22.0对所构建的模型进行检验。结果：1）技术准备度驱动因素（乐观

主义和创新精神）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抑制因素（不舒适

感）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抑制因素（不安全感）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2）健康意识

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3）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正向显

著影响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度；移动健身App使用态度和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使用意

愿。结论：乐观主义、创新精神、健康意识是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重要

前因变量，进而间接影响使用意愿，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度是移动健身App用户使用意愿

直接影响因素。建议：1）移动健身App开发人员应提高产品的易用性，提高健身指导的科

学性、专业性和针对性，加强健康信息宣传，帮助人们提高健康意识，注重游戏化设计，提升

用户情感体验；2）移动健身App营销人员应加强对潜在用户的技术准备度水平进行深入调

研，细分市场并进行差异化营销，加强产品健身效果宣传，帮助潜在客户进一步认识产品，

增加用户的乐观情绪，提高科技创新意识，降低焦虑情绪，增强对该产品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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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users’ willingness to use mobile fitness App, health consciousness

was introduced to expand the model based on the model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TRAM). Through a survey on 639 mobile fitness App users and potential users,

AMOS 22.0 was used to test the model. Results: 1) The driving factors of technology readiness

(optimism and innovativeness)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the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obile fitness App; inhibitory factors (discomfort) positively signifi‐

cantly influence perceived usefulness; inhibitory factors (insecurity)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in‐

fluence perceived ease of use; 2) health consciousness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per‐

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obile fitness App; 3) perceived ease of use of

mobile fitness App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influence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usage attitude;

the usage attitud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obile fitness App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influ‐

ences the users’ usage willingness. Conclusions: optimism, innovativeness and health conscious‐

ness are important antecedents of perceived ease of use and perceived usefulness of mobile fit‐

ness App, which indirectly influence users’ usage willingness,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usage

attitude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directly influence users’ usage willingness. Suggestions:

1)Mobile fitness App developers should improve the ease of use of products, improving fitness

guidance of scientific, professional and targeted;strengthening health information publicity, and

helping people improve health consciousness;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game design, enhance the

users’ emotional experience; 2) Mobile fitness App marketing personnel should deeply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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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chnology readiness of potential users, marketing segment and marketing differently, en‐

hancing fitness effect publicity in order to help potential customers further understand the prod‐

uct, increasing the users’s optimism, raising awareness of innovativeness and reducing their

anxiety, enhancing their sense of trust for this product.

Keywords: mobile fitness; technology readiness; health consciousness; usage willingnes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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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和

身体健康。人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日益高涨，形式多样

的移动健身应用程序（App）应运而生，呈井喷式增长。截

止到 2018年 6月，我国移动健身类App用户达到 1.42亿人

（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a）。截止 2019年 2月，国内在线运

动健身行业 App 数量达到了 9 944 种（中国产业信息网，

2019b）。比达网（BigData-Research）发布的《2019年第 3季

度中国健身 App 产品市场研究报告》显示，健身平台产品

同质化严重，缺乏独特的核心价值诉求，导致用户留存率

低，盈利模式也不够成熟。可见，移动健身 App 行业市场

竞争异常激烈，深入了解用户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开发

适切于大众需要的移动健身App产品，从而获取目标客户

群体是广大移动健身App从业者共同关切的问题。

Middelweerd 等（2014）发现，移动健身 App 对人们养

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控制体重、保持健康具有积极的干预

作用。虽然移动健身 App 被认为是对个人健康管理干预

的有效工具，但目前人们对促动个体下载和使用移动健

身 App 驱动因素了解有限。以往研究多以技术接受模型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TAM）为基础理论，探讨人

们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及使用意愿，却少有研究考虑个

体的差异对其使用意愿的影响。Lin 等（2007）认为，TAM

不能充分解释用户的技术使用行为。近年来，为进一步

探究影响用户使用意愿的前因变量，提出了技术准备度

（technology readiness，TR）理论，描述人们对一项新技术

的就绪状态。Parasuraman 等（2001）认为，技术准备度是

用户对待新技术而持有的积极的和消极的信念的结合，

这些信念决定了一个人使用新技术的倾向。 Lin 等

（2005，2007）将基于一般个体特征的维度技术准备度与

基于系统特定维度的 TAM 相结合，组成技术准备度与技

术 接 受 模 型（technology readiness and technology accep‐

tance model，TRAM）来解释技术准备度如何影响用户对

新技术的使用，以增强其对用户使用意愿的预测。

Lovelock 等（2004）发现，在电子技术产品应用过程

中，用户自身的积极参与非常重要，它会影响用户对电子

技术产品的价值感知和使用意愿。因此，一个包含个体

差异变量的模型是识别和鉴定技术价值感知以及认知心

理过程的第一步（Lin et al.，2007）。所以，将技术准备度

理论与TAM进行整合去探究移动健身App的使用意愿是

非常必要的。目前，有学者以TAM为基础理论，引入相关

变量对其进行拓展探讨动健身 App 的使用意愿，如骆意

（2017）发现，感知成本、休闲娱乐动机、健身动机等变量

显著影响大学生移动健身 App 的使用意愿；林瑶瑶等

（2019）发现，感知成就、感知社交性等变量显著影响动健

身 App 的持续使用意愿；崔洪成等（2020）发现，社群影

响、信任等变量显著影响移动健身 App 持续使用意愿。

也有学者基于其他理论构建模型探讨移动健身 App 的使

用意愿，如孙晋海等（2019）基于双因素理论构建模型，研

究发现，感知利益、感知风险等变量显著影响运动健身类

App 的使用意愿；Cho 等（2014b）发现，健康意识（health

consciousness，HC）对大学生健康类 App 的使用行为产生

显著的直接影响。伴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觉醒，健康意

识是人们参与体育锻炼或者借助科技手段辅助参与体育

锻炼和管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然而，以往关于

移动健身 App 的使用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中鲜有引入健康

意识变量，因此，本研究以 TRAM 为基础理论模型，将个

体的健康意识作为影响移动健身 App 使用意愿的重要外

因变量纳入 TRAM 的研究中，对模型进行扩展，深入了解

移动健身App使用意愿影响因素。

1 理论基础

1.1 技术接受模型（TAM）

Davis 等（1989）提出的 TAM 是信息系统研究领域中

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该模型认为用户对技术的感知

有用性（perceived usefulness，PU）和感知易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PEOU）会影响其使用态度，从而影响使用意

愿，进而影响其使用行为。目前，在探究人们对信息技术

的行为意愿时，多以TAM为基础构建研究模型。

1.2 技术准备度（TR）

技术准备度表示人们对新科技使用的趋势，是识别

消费者是否有创新精神和行为的有效工具（刘怡蓉，

2015）。技术准备度包含乐观主义（optimism）、创新精神

（innovativeness）、不舒适感（discomfort）和不安全感（inse‐

curity）4 个维度。乐观主义是个体对技术持有的一种积

极的态度和信念，即人们相信技术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

来更多便利，并能有效控制生活节奏，提高效率；创新精

神是个体成为一个技术先锋和思想领袖的倾向，即个体

相信自己能够引领尝试一种新技术产品或服务的程度；

不舒适感是指个体对技术的缺乏控制感、感知压迫感而

产生精神焦虑和困惑，即个体认为技术过于复杂而非为

普通人所设计；不安全感是指个体对技术的不信任，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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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常工作能力表示怀疑和对其潜在的有害后果的担

忧。乐观主义和创新精神是提升用户技术准备度的驱动

型因素，增强人们使用新技术的意愿。不舒适感和不全

安全感是减低用户技术准备度的抑制因素，即约束人们

体验新技术的意愿（Parasuraman，2000）。Parasuraman 等

（2001）认为，技术准备度是个体接受新技术的总体倾向，

是驱动因素和抑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3 技术准备度与技术接受模型（TRAM）

虽然TAM已被证实能较好地预测新技术使用意愿的

理论模型，但 McFarland 等（2006）认为，TAM 对个体特征

关注不够，应进行扩展，以进一步增强对技术接受行为的

解释和预测。为了对 TAM 进行扩展，Lin 等（2005，2007）

的研究证实将技术准备度与TAM进行整合形成新的模型

TRAM（图 1），既可以提高人们对技术使用意愿的预测能

力，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人们对技术接受行为，并着重

指出技术准备度是TAM预测技术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

性的前提和基础。TRAM 进一步揭示了用户采纳新技术

产品的基本心理过程，即技术准备度→感知易用性→感

知有用性→使用意愿（use intention，UI）（Lin et al.，2007）。

TRAM 有利于进一步深入了解用户个体特征，有利于进

一步细分市场和聚焦目标用户群体。

2 研究假设

Kuo等（2013）发现，持有不同技术准备度水平的护士

会对移动电子病案系统的使用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因

此，关于人们移动健身 App 使用意愿的研究不仅应该考

虑 TAM 的组成部分，还应该考虑个人的技术准备度。所

以，本研究采用 TRAM 作为基础理论模型探究移动健身

App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图 2）。

2.1 技术准备度对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

的影响

Parasuraman 等（2001）发现，乐观主义是人们一种对

技术的积极看法和乐观的态度，新技术可以促进人的发

展与进步，对新技术持乐观态度的人不太可能关注其负

面影响，更容易接受新技术。Walczuch 等（2007）研究证

实，技术乐观主义者比技术悲观主义者更易于接受新技

术。因此，乐观的人更可能认为移动健身 App 容易使用，

认为其对身体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Parasuraman 等（2001）发现，创新精神是指个体成为

技术先锋和思想领袖的趋势。Agarwal 等（1998）认为，创

新精神是预测创新技术使用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Agar‐

wal 等（1999，2000）发现，创新精神是人们使用新技术的

一个重要决定因素，影响着人们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

感知有用性。Karahanna 等（1999）表明，创新能力和创新

意识较强的个体乐于接受新技术。Walczuch 等（2007）研

究证实，尽管新技术对个体潜在的价值具有不确定性，效

益也未必立竿见影，但他们对新技术会产生积极的印象

和好感。因此，具有良好创新精神的个体更有可能认为

移动健身 App 容易使用，并认为使用移动健身 App 能给

自己带来益处。Walczuch 等（2007）分析了技术准备度与

技术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乐观主

义和创新精神积极均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

用性。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a）：乐观主义正向

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H1（b）：乐观主义正

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有用性。H2（a）：创新精神

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H2（b）：创新精

神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有用性。

Parasuraman 等（2001）研究发现，不舒适感是个体对

技术缺乏控制的感觉和对技术不知所措。Parasuraman 等

（2000）发现，对新技术感到不舒服的人往往会对新技术

的使用感到焦虑，这些人往往会产生被新技术控制的倾

向，认为一些新技术可能不适合“门外汉”。Hackbarth 等

（2003）、Igbaria 等（1994）研究证实，个体对采用新技术的

焦虑感会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产生负面影

响。Walczuch 等（2007）发现，有过不舒适感体验的人会

认为新技术更复杂、不容易使用。因此，不舒适感会对技

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产生负面影响。

Parasuraman 等（2001）研究发现，不安全感是对技术

的不信任和对其正常工作能力表示怀疑，那些有过技术

不安全体验经历的人会认为使用新技术可能会带来一些

风险。因此，Lu等（2005）研究证实，这些人通常对新技术

图2 HC-TRAM假设结构模型

Figure 2. HC-TRAM Hypothetical Structural Model

图1 技术准备度与技术接受模型（Lin et al.，2007）

Figure 1. Technology Readiness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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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性缺乏信心，进而会对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

有用性产生消极影响。Walczuch 等（2007）指出，出于安

全和隐私考虑，人们有时不信任新技术，拒绝接受。因

此，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从健身 App 中获得巨大的好

处，否则不愿意承担使用这些App带来的风险。Walczuch

等（2007）分析了技术准备度与技术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

用性之间的关系，发现不舒适感和不安全感负向显著影

响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假

设：H3（a）：不舒适感负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

用性。H3（b）：不舒适感负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

有用性。H4（a）：不安全感负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

知易用性。H4（b）：不安全感负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

感知有用性。

2.2 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的

影响，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态度、使用意愿的影响

根 据 Davis 等（1989）、Venkatesh 等（2000）和 Davis

（1993）的研究，新技术的感知易用性对其感知有用性有

直接影响。此外，Davis 等（1989）研究表明，如果人们认

为新技术容易使用并产生好处或带来好处，人们就会对

使用技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此外，当人们对使用新技

术采取更积极的态度时，他们更有可能使用新技术。

Agarwal 等（1999）、Davis 等（1989）发现，感知有用性正向

显著影响使用态度和使用意愿。Cho 等（2015）发现，饮

食、健身应用程序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预测使用意愿。

最终，人们使用移动健身 App 是因为他们认为 App 有用，

能对健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综上，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H5：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有

用性。H6：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用性正向显著影响使用

态度。H7：移动健身 App 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使用

态度。H8：移动健身 App 感知有用性正向显著影响使用

意愿。H9：移动健身 App 使用态度正向显著影响使用

意愿。

2.3 健康意识对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

影响

健康意识是指将健康问题融入一个人日常活动的程

度。健康意识水平高的个体生活中常常以健康导向，通

常采取积极的态度去保护身体健康，如适当参与体育锻

炼和合理饮食（Jayanti et al.，1998）。Basu 等（2008）、Dut‐

ta-Bergman（2003）则认为，健康意识指的是一个人关心自

身健康的程度。Basu 等（2008）、Dutta-Bergman（2003）发

现，那些健康意识水平高的人更有可能拥有健康的习惯，

比如经常从事体育锻炼和健身活动，有更多渠道收集健

康促进信息，提高健康水平。移动健身 App 基本功能是

帮助个人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管理自己的健康。

人们使用移动健身 App 会受到许多认知因素的影响，以

往研究已证实，如感知成本、感知社交性、健身动机、休闲

娱乐动机、社群影响、信任、感知风险、感知利益等是影响

移动健身 App 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重要外部变

量。健康意识与健康行为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健康意识

支配着健康行为（张雪 等，2005）。人们使用移动健身

App从事健身活动可以理解为一种健康行为，健康意识也

是个人关于个体健康状况的重要认知因素，因此，将健康

意识作为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来探究其对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影响尤为必要。

Dutta-Bergman 等（2004）发现，健康意识对人们基于

互联网搜索信息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Cho等（2014b）

应用TAM探究了智能手机健康应用程序使用意愿的影响

因素，发现健康意识及其他因素，如主观规范、健康信息

导向和基于互联网的健康信息效能对感知易用性和感知

有用性产生积极的影响。Cho 等（2014a）研究表明，健康

意识显著影响健康类 App 的使用意愿。Ahadzadeh 等

（2015）将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与

TAM 模型相结合的实证结果表明，女性的健康意识对其

使用与互联网相关健康应用技术产生积极的影响。

Ahadzadeh 等（2015）、Cho 等（2014a，2014b）研究证实个体

的健康意识水平对健康相关信息的有用性、互联网技术

的使用意愿以及个体感知的使用健康相关应用程序的有

效性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健康意识水平较高的人更可能

认为移动健身 App 容易使用，也更有益于健康。根据上

述研究，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H10（a）：健康意识正向

显著影响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用性。H10（b）：健康意识

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App感知有用性。

3 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数据采集

本研究提及的移动健身 App 主要指与运动健身相关

的移动App，如Keep、悦跑圈、酷跑、咕咚、悦动力、每日瑜

伽等。2019 年 10 月—2020 年 1 月，本研究利用问卷星平

台编制问卷，进行数据收集。考虑到样本的可获得性，采

取方便抽样的方法进行调查，主要通过“高校班级群和运

动健身群”发布问卷进行调查，采取线上自愿填答的方式

进行调查。为保证答题效果，每份问卷答题后设置物质

奖励。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共收集问卷 705 份。为保证

信息收集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研究在感知易用性和感

知有用性 2 个变量中设计了 2 道反向计分题，参照正向计

分题与反向计分题答题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矛盾这一标

准，通过对问卷进行仔细排查，排除不合格问卷 66 份，最

终有效问卷为 639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的样本特征详

见表 1。

3.2 测量工具

本研究所有变量的测量工具在以往研究中已得到良

好验证。技术准备度测量应用 Parasuraman等（2015）开发

的技术准备度指数量表 2.0（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

TRI 2.0）用来衡量人们接受和使用新技术的倾向。该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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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包含乐观主义（optimism）、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

不舒适感（discomfort）、不安全感（insecurity）4个维度共计

16 个题项，其中乐观主义包含 4 个题项，如新技术有助于

提高我的生活质量；创新精神包含 4个题项，如一般来说，

我是我的朋友（圈）中率先使用某项新技术的人；不舒适

感包含 4 个题项，如有时候，我认为技术系统不是为普通

人使用设计的；不安全感包含 4 个题项，如太多的科技产

品（或服务）分散人们的精力，一定程度上对人有害。Juan

等（2010）以美国部分消费者和部分中国消费者为研究对

象，探索技术准备度量表的跨文化适用性，研究表明，技

术准备度量表同样适用于我国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测量

应用Mohan等（2004）开发的健康意识测量量表，包括 5个

题目，如尽我所能的健康生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根据

Davis 等（1989）、Venkatesh 等（2000）和 Davis（1993）相关

研究，对用于测量TAM中相关变量的题项进行适当改编，

测量移动健身 App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使用态度、

使用意愿，其中感知有用性包括 5 个题项，如移动健身

App 可以帮助我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感知易用性包括

4 个题项，如学会使用移动健身 App 很容易；使用态度包

括 4 个题项，如使用移动健身 App 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使

用意愿包含 4个题项，如接下来，我会使用移动健身App。

所有量表均使用李克特 7级量表进行打分，从非常不同意

（1）到非常同意（7）。

此外，在英文量表中文化的过程中，邀请 1 名市场营

销学专业博士和 1 名体育学专业博士对英文原版量表进

行独立翻译，并对翻译的中文版量表进行小组讨论，根据

讨论结果进行适当修改，将修改后的量表交由 2名英语专

业的博士进行反译，并根据反译结果再次对中文版量表

内容进行修改和调整。在研究正式调查之前，分别咨询

1 名企业管理学领域专家和 1 名体育学领域专家评估测

量工具，同时分别邀请体育社会学专业研究生（15 名）和

市场营销学相关专业研究生（15 名）对问卷进行预测，测

量其可读性，并根据专家和测试者的建议对测量工具进

行修改，以保证测量工具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3 测量工具的信度、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

在聚合效度方面，主要是对每个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

因素分析，有学者指出，如果测量模型拟合不好，会导致

错误的结果，因此，在建立结构模型之前一定要对各测量

模型的拟合情况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Segars，1997）。利

用 AMOS 22.0 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在乐观主义测量模型

验证过程中，模型拟合良好，不需要进行修正；在创新精

神、不舒适感和不安全感测量模型的验证过程中，3 个测

量模型均拟合不好，经修正去掉因素负荷量低且卡方值

较高的题项 4 后均符合恰好辨识（just identified），模型拟

合良好。感知易用性测量模型去掉因素负荷量低且卡方

值较高的题项 1符合恰好辨识，模型拟合良好。健康意识

测量模型、感知有用性测量模型、使用态度测量模型、使

用意愿测量模型均拟合良好，不需要进行修正；Hair 等

（2010）指出，聚合效度的评价可以从 3 个方面来进行判

断：1）平均方差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大

于 0.5；2）标准化因子载荷应至少为 0.5；3）构建信度（com‐

posite reliability，CR）大于 0.7。本研究 AVE 在 0.514～

0.735 之间，所有标准化的因子载荷在 0.607～0.903 之间，

CR 在 0.759～0.917 之间，说明本研究测量量表具有良好

的聚合效度（表 2）。在区别效度方面，Hair 等（2010）认

为，区别效度评价准则为各因子 AVE 的算术平方根需大

于该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由表 2可知，

本研究量表各潜变量 AVE 开方后的值在 0.717～0.857，除

感知有用性构面 0.830略小使用态度构面 0.837，感知易用

性构面 0.832 略小使用态度构面 0.872 外，其余各项都大

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因此，认为本研究量表拥有较

好的区别效度（表 3）。此外，本研究各测量量表 Cron‐

bach’sα系数在 0.755～0.917 之间，均大于 0.7，说明各量

表都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4 研究结果

4.1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本研究有效问卷为 639 份，模型中被估计的自由参数

85，样本数量/自由参数 639/85=7.52，达到了 Bentler 等指标

要求。运用 AMOS 22.0 软件对假设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

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表明，AGFI=0.872、GFI=0.851，

略低于 0.9，其余相关拟合指标都达到相关要求（图 3）。

通过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利用本模型去验证相关假设是合

适的。

4.2 假设验证

表1 问卷调查的样本特征

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特征

性别

学历

年龄/岁

移动健身App使用情况

分类

男

女

高中及以下

专科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8

18～35

36～50

＞50

使用

不使用

人数

334

305

63

20

425

131

63

435

134

7

287

352

比例/%

52.2

48.8

10.0

3.0

66.5

20.5

10.0

68.1

20.9

1.0

44.9

55.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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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区别效度分析表

Table 3 Discriminant Validity Analysis Table

创新精神

健康意识

使用意愿

使用态度

感知有用性

感知易用性

不安全感

不舒适感

乐观主义

AVE

0.573

0.538

0.709

0.735

0.689

0.692

0.514

0.517

0.526

创新精神

0.757

0.157

0.307

0.326

0.398

0.296

0.194

0.447

0.365

健康意识

0.856

0.371

0.433

0.518

0.555

0.161

-0.014

0.487

使用意愿

0.842

0.825

0.720

0.695

0.186

0.188

0.445

使用态度

0.857

0.837

0.872

0.213

0.168

0.492

感知有用性

0.830

0.766

0.203

0.217

0.565

感知易用性

0.832

0.240

0.105

0.479

不安全感

0.717

0.593

0.054

不舒适感

0.719

0.145

乐观主义

0.725

注：对角线粗体为AVE开根号值，下三角构面为皮尔森相关。

表2 信度与聚合效度分析表

Table 2 Analysis Table of Reliability and Aggregate Validity

变量

乐观主义

创新精神

不舒适感

不安全感

健康意识

感知易用性

感知有用性

使用态度

使用意愿

题项

OP1

OP2

OP3

OP4

IN1

IN2

IN3

DIS1

DIS2

DIS3

INS1

INS2

INS3

HC1

HC2

HC3

HC4

HC5

PEOU2

PEOU3

PEOU4

PU1

PU2

PU3

PU4

PU5

ATT1

ATT2

ATT3

ATT4

INT1

INT2

INT3

INT4

参数显著性估计

Unstd

1

1.304

1.363

1.049

1

1.485

1.224

1

1.246

1.05

1

1.006

1.236

1

0.989

0.687

0.855

0.665

1

1.023

0.986

1

0.865

1.034

1.052

0.961

1

1.024

1.056

0.988

1

1.019

1.061

0.793

S.E.

0.091

0.093

0.077

0.109

0.085

0.100

0.081

0.075

0.089

0.042

0.044

0.042

0.045

0.046

0.044

0.039

0.039

0.040

0.041

0.037

0.035

0.039

0.033

0.037

0.039

z-value

14.373

14.592

13.650

13.590

14.438

12.454

12.921

13.382

13.818

23.703

15.662

20.239

14.688

22.356

22.518

22.275

26.487

26.095

23.412

27.506

29.748

25.580

31.050

29.006

20.518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题目信度

Std

0.621

0.768

0.796

0.703

0.627

0.903

0.715

0.652

0.830

0.662

0.654

0.695

0.795

0.821

0.871

0.607

0.749

0.574

0.863

0.812

0.820

0.820

0.776

0.877

0.868

0.804

0.859

0.854

0.897

0.817

0.866

0.913

0.872

0.702

SMC

0.386

0.590

0.634

0.494

0.393

0.815

0.511

0.425

0.689

0.438

0.428

0.483

0.632

0.674

0.759

0.368

0.561

0.329

0.745

0.659

0.672

0.672

0.602

0.769

0.753

0.646

0.738

0.729

0.805

0.667

0.750

0.834

0.760

0.493

建构信度

CR

0.815

0.797

0.760

0.759

0.850

0.871

0.917

0.917

0.906

聚合效度

AVE

0.526

0.573

0.517

0.514

0.538

0.692

0.689

0.735

0.709

Cronbach’s α系数

0.813

0.802

0.758

0.755

0.850

0.914

0.916

0.917

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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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AMOS 22.0 软件分析检验本研究假设，除假设

H3a、H3b、H4a、H4b 被拒绝外，其余假设均被接受（图 3、

图 4、表 4）。

5 分析与讨论

乐观主义、创新精神、健康意识是影响移动健身 App

用户感知有用性和感知易用性的前因变量，并对使用意

愿产生间接影响。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对移动健身App

用户使用意愿直接产生显著影响。

图4 HC-TRAM结构方程模型验证结果

Figure 4. HC-TRA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Verification Results

注：*表示P＜0.05 ；**表示P＜0.01；***表示P＜0.001 ，下同。

图3 HC-TRAM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图（标准化解）

Figure 3. HC-TRAM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est Diagram（Standard Solutions）

表4 研究假设检验表（非标准化解）

Table 4 Test of Research Hypothesis（Non-standard Solutions）

假设

H1a

H1b

H2a

H2b

H3a

H3b

H4a

H4b

H5

H6

H7

H8

H9

H10a

H10b

路径关系

感知易用性＜---乐观主义

感知有用性＜---乐观主义

感知易用性＜---创新精神

感知有用性＜---创新精神

感知易用性＜---不舒适感

感知有用性＜---不舒适感

感知易用性＜---不安全感

感知有用性＜---不安全感

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

使用态度＜---感知易用性

使用态度＜---感知有用性

使用意愿＜---感知有用性

使用意愿＜---使用态度

感知易用性＜---健康意识

感知有用性＜---健康意识

P

＜0.001***

＜0.001***

＜0.001***

0.001**

0.067

0.008**

＜0.001***

0.266

＜0.001***

＜0.001***

＜0.001***

＜0.045*

＜0.001***

＜0.001***

0.003**

检验结果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拒绝

拒绝

拒绝

拒绝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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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技术准备度、健康意识对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的

影响

本研究发现，技术准备度中的驱动因素（乐观主义、

创新精神）都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用性和

感知有用性。其中，乐观主义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

（βH1a=0.27，P＜0.001）和感知有用性（βH1b=0.20，P＜0.001）；

创新精神正向显著影响移动健身 App 感知易用性（βH12a=

0.15，P＜0.001）和感知有用性（βH2b=0.12，P＜0.001）。这

表明，对新技术持乐观态度的个体或具有创新精神的个

体都乐于选择并使用移动健身App，认为移动健身App容

易操作并且对自身健康有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 Lu 等

（2014）、Thakur 等（2014）的研究结果一致，在用户接受和

适应新技术服务和新术特征的意愿和能力影响因素方

面，个人创新意识和能力及性格特征在早期阶段起着至

关重要的推动作用。技术准备度中的抑制因素不舒适感

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H3b=0.13 P＜0.01）。这与以往

Walczuch 等（2007）不舒适感负向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研

究结果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当个体健康意识水

平较高时，人们更愿意忍受或接受新技术带来的焦虑或

不适，更注重使用移动健身 App 对其健康促进的作用及

效果，一定程度上会减弱其不舒适感。不安全感正向显

著影响感知易用性（βH4a=0.22，P＜0.001），与 Walczuch 等

（2007）不安全感负向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结果也不一

致，究其原因，可能是人们认为移动健身 App 越是容易使

用，其危险性越高，暴露个人隐私信息的可能性越大或对

自身产生的负面影响程度越深，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其使

用意愿。

健康意识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易用性（βH10a=0.41，P＜

0.001）和感知有用性（βH10b=0.11，P＜0.01。这与 Cho 等

（2014a）的研究一致，健康意识对健康类 App 的感知易用

性和感知有用性产生积极的影响，这表明健康意识水平

高的个体通常会认为移动健身 App 容易使用，并能够帮

助自己提高健康水平，更愿意选择并使用移动健身App。

5.2 感知易用性对感知有用性、使用态度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移动健身App感知易用性正向显著影响

感知有用性（β5=0.60，P＜0.001），这与 Ardion 等（2018）、

崔洪成等（2020）研究结果一致，移动健身 App 的感知易

用性正向显著影响感知有用性，这表明当人们感知到移

动健身 App 容易使用时，会觉得其有用，对自己有益处。

感知易用性（β6=0.54，P＜0.001）和感知有用性（β7=0.42，

P＜0.001）对使用态度都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从研究结

果可以看出，移动健身 App 感知有用性是影响用户使用

态度的直接决定因素，感知易用性会直接影响使用态度，

也通过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使用态度。此外，从研究结

果看出，具有乐观主义或创新精神的用户会通过感知易

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其使用态度，认为移动健身

App 越容易使用，对运动习惯养成和健康促进有帮助，对

待 App 的态度就越积极。在选择移动健身 App 初期阶段

人们会关注系统的使用功能，也更关注其易操作性，移动

健身App易操作性是用户选择并使用的一个重要前提。

5.3 感知有用性和使用态度对使用意愿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移动健身 App 使用态度（β8=0.71，P＜

0.001）和感知有用性（β9=0.12，P＜0.05）对使用意愿会产

生积极影响。可以看出，使用态度直接影响使用意愿，感

知有用性既直接影响使用意愿，也会通过使用态度间接

影响使用意愿，使用态度是使用意愿的有力预测因子。

这表明，一个人对移动健身 App 的使用态度会影响其使

用意愿。换言之，一个人对移动健身 App 的态度越积极，

使用移动健身 App 的可能性就越大。同时，感知有用性

也会对移动健身 App 的使用意愿产生积极影响，这说明

用户若感知移动健身 App 会帮助其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

习惯，促进身体健康，就有意愿下载并使用移动健身App。

6 结论、启示及未来展望

6.1 结论

技术准备度中的驱动因素，即乐观主义和创新精神

正向显著移动健身 App 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健

康意识正向显著移动健身 App 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

性。这说明，技术准备度的驱动因素（乐观主义和创新精

神）、健康意识是影响移动健身 App 用户使用意愿的重要

外部变量，对移动健身App的使用意愿产生重要影响。

6.2 启示

对移动健身App来讲，开发设计产品时既要考虑用户

个体的特征，也应注重产品创新，切实提高产品的易用性

和有用性。移动健身 App 创新主要包含易用性创新和使

用性创新（功能创新），对移动健身 App 产品而言，无论是

有用性创新还是易用性创新都会受到最初原始设计规则

的限制和束缚，面对不同特征的用户群体，移动健身 App

开发企业应突破固有思维的限制，更加注重产品创新。

1）注重易用性创新，提高系统易用性。移动健身App

开发人员应设计更友好清晰的界面，界面元素应清晰易

分辨；优化系统性能，确保导航精准，文本内容清晰易读；

同时也应提高系统运行速度，确保响应灵敏迅捷等。

2）注重功能创新，提高系统有用性。移动健身 App

开发人员应不断提高移动健身 App 健身指导的科学性、

专业性与针对性。加强体育健身理论方面的探索，实现

理论指导与实践操作的结合，适当增加理论指导模块，优

化健身内容模块，针对不同用户细分市场，切实满足不同

类型用户的需求。同时，移动健身 App 还可以搭配腕带、

手表等具有传感器的可穿戴设备，实时记录生理数据，并

向用户及时反馈相关数据及指标，引导用户采取科学的

方式健身（如跑步适当控制心率，以免影响健康），并定期

反馈数据，努力证明移动健身 App 对个人健康维护的有

效性，提高用户的体验质量，从而提高其感知有用性，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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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高使用意愿。

3）增设健康信息推送模块，提高用户的健康意识。

移动健身 App 应定期推送关于促进身体健康的相关知

识，注重强化对用户健康意识的影响，帮助人们提高健康

意识，进而提高用户的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激发其

使用意愿。

4）注重游戏化设计，提升用户情感体验。移动健身

App 游戏化设计的本质是在不影响满足用户核心需求的

情况下，增强产品的娱乐性，创造令人愉悦的用户体验，

实现人性与设计的融合，强化用户的情感体验和产品的

附加价值，培养用户积极乐观的态度，强化对产品的认同

感，进而提高使用意愿。

对移动健身App营销人员来讲，用户的技术准备度是

影响其使用新技术的重要前因，技术准备度驱动因素（乐

观主义和创新精神）和抑制因素（不舒适感和不安全感）

都不应该被忽视。一个人越乐观、越有创新精神，人们就

越有可能认移动健身 App 更容易使用。对于潜在用户来

说，在面对现代科技时越不舒适，就越有可能认为移动健

身App使用复杂。

1）加强对潜在用户的技术准备度水平市场调研，对

用户进行分类，进行差异化营销。一般而言，年轻人普遍

易于接受新事物，创新意识较强，此时营销的策略是要注

重降低其抑制因素（不舒适感和不安全感）的影响，加强

对产品功能及安全性的宣传，降低用户对移动健身 App

的焦虑情绪，增强其对该产品的信任感，驱动其使用移动

健身 App。同时，中老年人一般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偏

弱，此时营销的策略除了降低其抑制因素（不舒适感和不

安全感）的影响，还应积极探索新的营销方式，如开展技

术体验式活动，让潜在消费者在熟悉移动健身 App 方面

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从而强化使用价值感知，以增加用户

的乐观情绪，提高科技创新意识，驱动其使用意愿。

2）加强产品性能宣传，吸引用户。移动健身 App 营

销人员应加强移动健身 App 产品性能的宣传，通过具体

案例或相关视频展示使用移动健身 App 对人体健康促进

的益处，让用户直观地看到使用移动健身 App 的效果，进

而感受到科技创新对人的健康促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吸引其使用移动健身App。

6.3 本研究局限

1）用户使用移动健身 App 的意愿与实际使用行为之

间可能存在差异；2）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扩展的研究框架，

通过移动健身 App 易用性和有用性的主观感知，来确定

个人对其使用态度，但不同群体、不同类型移动健身 App

之间可能存在客观差异。未来研究应针对不同群体和具

体移动健身App产品进行实证研究。

参考文献：

崔洪成，陈庆果，2020.移动健身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研究［J］.首

都体育学院学报，32（1）：75-96.

林瑶瑶，魏雪蕊，2019.运动健身类APP用户持续使用意愿影响因素

的研究［J］.数学的实践与认知，49（4）：62-67.

刘怡蓉，2015.技术准备度在消费者感知和使用移动应用程序中的

作用［D］.成都：西南交通大学 .

骆意，2017.基于TAM的大学生移动健身App使用影响因素的实证

研究［J］.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9（1）：72-77.

孙晋海，蔡捷，李拓键，2019.基于双因素理论的运动健身APP用户

持续使用意愿研究［J］.体育学刊，26（5）：71-77.

张雪，任锐，李莉，2005.公共卫生与全民的健康意识［J］.医学与哲

学，8（26）2-6.

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a. 2019—2025年中国健身运动App行业市场

发展模式调研及投资趋势分析研究报告［EB/OL］.［2020-03-16］.

https：//www.chyxx.com/research/201902/717123.html.

中国产业信息网，2019b.国内在线运动健身的兴起，在线运动健身

客户数量迅猛增长，行业进入快速发展轨道［EB/OL］.［2020-03-

16］. http：//www.chyxx.com/industry/201904/727501.html.

AHADZADEH A S，SHARIF S P，ONG F S，et al.，2015. Integrat‐

ing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An in‐

vestigation of health-related internet use［J］. J Med Int Res，

17（2）：45.

AGARWAL R，KARAHANNA E，2000. Time flies when you’re hav‐

ing fun：Cognitive absorption and beliefs about information technol‐

ogy usage［J］. MIS Quart，24（4）：665-694.

AGARWAL R，PRASAD J，1998. A conceptual and operational defi‐

nition of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in the domain of information tech‐

nology［J］. Inform Syst Res，95（2）：204-215.

AGARWAL R，PRASAD J，1999. Ar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germane

to the acceptance of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J］. Decision

Sci，30（2）：361-391.

ARDION D B，HEGENER S M，2018. Expanding the technology ac‐

ceptance model with the inclusion of trust，social influence，and

health valuation to determine the predictors of German Users’will‐

ingness to continue using a fitness App：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

eling approach［J］. Int J Hum-Comput Int，34（9）：882-893.

BASU A，DUTTA M J，200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informa‐

tion seeking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The roles of health infor‐

mation orientation and efficacy［J］. Health Commun，23（1）：70-79.

BENTLER P M，CHOU C，1987. Practical issues in structural model‐

ing［J］. Sociol Method Res，16（1）：78.

BETTMAN J R，1979. 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of consumer

choice［M］. Boston：Addison-Wesley：1-10.

CHO J，LEE H E，KIM S J，et al.，2015. Effects of body image on

college students’attitudes toward diet/fitness apps on smartphones

［J］. Cyber Psychol Behav Soc N，18（1）：41-45.

CHO J，PARK D，LEE H E，2014a. Cognitive factors of using health

apps：Systematic analysis of relationships among health conscious‐

ness，health information orientation，eHealth literacy，and health

app use efficacy［J］. J Med Int Res，16（5）：e125.

CHO J，QUINlAN M M，PARK D，2014b. Determinants of adoption

of smartphone health ap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J］. Am J Health

Behav，38（6）：860-870.

DAVIS F D，1993. User acceptanc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Sys‐

tem characteristics，user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al impacts［J］. Int

9



中国体育科技 2021年（第57卷）第XX期

J Man-Mach Studies，38（3）：475-487.

DAVIS F P，RAGOZZI R P，WARSHAW P R，1989. User accep‐

tance of com-peter technology：A comparison of two theoretical

models［J］. Manage Sci，35（8）：982-984

DUTTA-BERGMAN M J，2003. A descriptive narrative of healthy

eating：A social marketing approach using psychographics in con‐

junction with interpersonal，community，mass media and new me‐

dia activities［J］. Health Mark Q，20（3）：81-101

DUTTA-BERGMAN M J，2004. Primary sources of health informa‐

tion：Comparisons in the domain of health attitudes，health cogni‐

tions and health behaviors［J］. Health Commun，16（3）：273-288.

HACKBARTH G，GROVER V，YI M Y，2003. Computer playful‐

ness and anxiety：Positive and negative mediators of the system ex‐

perience effect on perceived ease of use［J］. Inform Manage，40

（3）：221-232.

HAIR J F J，BLACK W C，BABIN B J，et al.，2010.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a Global Perspective［M］. NJ：Pearson Prentice Hall.

IGBARIA M，SCHIFFMAN S J，WIECKOWSKI T，et al.，1994.

The respective roles of perceived usefulness and perceived fun in

the acceptance of microcomputer technology［J］. Behav Inform

Technol，13（6）：349-361.

JAYANTI R K，BURNS A C，1998. The antecedents of preventive

healthcare behavior：An empirical study［J］. Acad Mark Sci J，26

（1）：6-15.

JIN C H，2013. The perspective of a revised TRAM on social capital

building：the case of Facebook usage［J］. Inform Manage，50（4）：

162-168.

KARAHANNA E，STRAUB D W，CHERVANY N L，1999. Infor‐

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cross time：A cross-sectional compari‐

son of pre-adoption and post-adoption beliefs［J］. MIS Quart，23

（2）：183-213.

KUO K M，LIU C F，MA C C，2013.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 of

nurses’technology readiness on the acceptance of mobile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 systems［J］. BMC Med Inform Decis Mak，13（1）：88.

LIN C，SHIH H，SHER P J，2005. Consumer adoption of e-service：In‐

tegrating technology readiness with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

el［C］// Technology Management：A Unifying Discipline for Melt‐

ing the Boundaries. Piscataway，N. J.：IEEE Xplore.

LIN C，SHIH H，SHER P J，2007. Integrating technology readiness

into technology acceptance：The TRAM model［J］. Psychol Mark，

24（7）：641-657.

LU H，HSU C，HSU H，20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per‐

ceived risk upon intention to use online applications［J］. Inform

Manage Comput Secur，13（2）：106-120.

LU J，2014. Are personal innovativeness and social influence critical

to continue with mobile commerce？［J］. Int Res，24（2）：134-159.

MIDDELWEERD A，MOLLEE J S，VAN DER WAL C N. et al，

2014.Apps to promote physical activity among adults：A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J］. Int J Behav Nutr Phys Act ，doi：10.1186/

s12966-014-0097-9

MCFARLAND D J，HAMILTON D，2006. Adding contextual speci‐

ficity to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J］. Comput Human Be‐

hav，22（3）：427-447.

PARASURAMAN A，2000. 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TRI）a mul‐

tiple-item scale to measure readiness to embrace new technologies

［J］. J Serv Res，2（4）：307-320

PARASURAMAN A，COLBY C L，2001. Techno-Ready Marketing：

How and Why Your Customers Adopt Technology［M］. New York：

Free Press.

PARASURAMAN A，COLBY C L.，2015. An updated and streamlined

technology readiness index TRI 2.0［J］. J Serv Res，18（1）：59-74.

RAO A R，MONROE K B，1988.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prior

knowledge on cue utilization in product evaluations［J］. J Consum

Res，15（2）：253-264.

SEGARS A H，1997. Assessing the unidimensionality of measure‐

ment：a paradigm and illustration with the contex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J］. OMEGA，25（1）：107-121.

THAKUR R，SRIVASTAVA M，2014. Adoption readiness，personal

innovativeness，perceived risk and usage intention across customer

groups for mobile payment services in India［J］. Internet Res，24

（3）：369-392.

VENKATESH V，DAVIS F D.，2000. A theoretical extension of the

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Four longitudinal field studies［J］.

Manag Sci，46（2）：186-204.

WALCZUCH R，LEMMINK J，STREUKENS S，2007. The effect of

service employees’technology readiness on technology acceptance

［J］. Inform Manage，44（2）：206-215.

（收稿日期：2020-04-27； 修订日期：2021-04-20； 编辑：丁合）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