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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技术扩散视角的世界女子足球成绩提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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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足球技术扩散的视角探讨世界女子足球成绩提升的途径，使用 2003—2020 年的各国/地区数据，结合

OLS估计方法、工具变量法和 Heckman样本选择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存在各国/地区女子足球的成绩向本

国/地区男子足球成绩条件收敛的现象，但是不存在各国/地区之间女足成绩的σ收敛、世界范围内的绝对收敛或者大

洲范围内的俱乐部收敛现象；2）一国/地区的男子足球的成绩越好、性别平等程度越高，女子足球的成绩也越好。研

究表明，足球技术从本国/地区男子足球向女子足球的跨性别扩散是女子足球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但是技术从

国外向国内的跨国扩散不是主要途径，且技术进步空间和技术吸收能力是女子足球成绩的显著影响因素。

关键词：女子足球；运动成绩；技术扩散；收敛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女子足球运动的国家/地区之

一，曾在 1991 年和 2007 年成功举办了第 1 届和第 5 届国际

足联女子世界杯（FIFA Women’s World Cup）（以下简称

“女足世界杯”）；中国女子足球队则在 1996 年奥运会女子

足球比赛和 1999 年女足世界杯上均取得了亚军的佳绩，

赢得“铿锵玫瑰”的美誉。进入 21 世纪，中国女子足球队

的比赛成绩开始下滑，从 2007 年开始，跌出国际足联世界

排名前 10 名，退出了世界强队之列。放眼世界，中国女子

足球队成绩的滑落并非个案。世界女足已经明显呈现出

亚洲地区普遍衰退、欧洲地区强势崛起的竞争格局（图

1）。亚洲地区，中国队和朝鲜队的世界排名明显下降；日

本队的世界排名在 2011—2013 年上升到第 3 名，但随后也

逐渐下降；韩国队在 2009 年之前世界排名逐渐上升，但之

后却提升乏力，在 14～20 名之间徘徊；只有澳大利亚队的

世界排名呈现长期上升态势。欧洲地区，除了意大利队

的世界排名略有下降，英格兰队、法国队、荷兰队、西班牙

队的世界排名都呈现长期上升态势，再加上德国队、瑞典

队和挪威队等传统强队，西欧地区的女子足球的发展如

同男子足球一样，正在确立在世界足坛的优势地位。

如何理解各国/地区足球发展的差异？Krause等（2019）

借助传统上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经济学理论，将成绩产出

视为技术、物质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函数，进而分

析了各国/地区男子足球成绩的差异以及发展趋势，是经

济增长理论与足球运动研究领域的首次结合。受此启发，

本文也将增长理论中的技术扩散概念纳入解释女子足球

成绩提升的理论框架内，尝试描述世界女子足球竞争格局

的发展模式并探讨其背后原因，希望能有助于相关领域人

士理解女足运动的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增进我们对于

世界女子足球竞争格局的理解，对于中国女子足球探索振

兴之路、重返世界一流强队行列提供新的启示。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1.1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实证研究发现，促使一个国家/地区男足运动和女足

运动取得成功的基础因素是相似的，人口和人均收入等

社会经济特征、地理和气候、文化、制度和区域技术溢出

不仅是解释各国/地区男足成绩差异的重要因素（Hoff‐

mann et al.，2002；Leeds et al.，2009；Macmillan et al.，2007；

Yamamura，2009），也是解释各国/地区女足成绩分化的重

要因素，并且影响方向与男足一致（Klein，2004；Torgler，

2008）。此外，一国/地区的性别平等制度环境对于女足的

成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高性别平等国家/地区投资女

性运动项目更加积极，通过训练和比赛机会提升女性运

动员的专业技能：Hoffmann 等（2006）发现，一国/地区的性

别平等程度与其女足成绩正相关；Bredtmann 等（2016）也

发现，性别平等显著促进女足成绩提升，但是对于男足成

绩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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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文献着重从实证角度对引起国际足球成绩差

异的不同因素进行经验性解释，但是缺乏理论基础。近

期，Krause 等（2019）结合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一个解释男足

成绩提升的理论框架，指出跨国技术扩散是推动世界男

足进步的关键原因，最终导致在世界和大洲范围内都出

现足球落后国家/地区追赶发达国家/地区的现象（绝对 β

收敛和俱乐部收敛），同时各国/地区的足球水平差距也越

来越接近（σ收敛）。该研究表明，足球作为一个特殊行

业，使用经济增长理论分析足球成绩的国际差异是可

行的。

受此启发，本文将他们研究的男足发展过程视为女足

技术进步的外生来源。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世界各

国/地区的女足成绩取决于所拥有的技术水平，而技术从

本国/地区男足向女足的跨性别扩散是实现女足技术进步

的主要途径。但由于足球技术天然具有性别专用性特

点，意味着技术扩散的效果不仅受到本国/地区男足技术

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女足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而后者又

取决于女足人力资本水平。本文基于 2003—2020 年的国

别数据实证检验女足成绩向男足成绩的条件收敛现象，

并进一步从男足成绩和性别平等的角度解释女足成绩提

升的国际差异。本文关注本国/地区男足发展的带动作

用，以及性别平等的制度环境对于女足成绩提升的外生

影响，并且基于数据和量化分析方法展开实证研究，在研

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

1.2 理论分析

足球技术水平的高低是决定球队比赛成绩的关键因

素，也是本文解释世界各国女足成绩差异的切入点。传

统上，对于技术进步的关注来自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

进步的来源包括国际技术扩散和自主创新两种形式，其

中前者是技术进步的主要决定因素（Coe et al.，1995）。内

生增长理论研究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长期增长，

其核心是考察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如何通过技术外

溢效应影响国内技术进步，最终作用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率（赖明勇 等，2005）。技术外溢的实际效果与技术模仿

者的吸收能力有关（Cohen et al.，1989），包括消化吸收外

部知识、使外部知识内部化、调整外部知识和技术使之与

内部特有的流程和规程相适应，并产生新知识的能力

（Narula et al.，2003）。技术模仿者的人力资本水平是吸收

能力的重要影响因素，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才

能更好地接受技术外溢（Borensztein et al.，1998；Narula，

2004）①，最终形成“技术吸收—技术内化为新增人力资本

—吸收能力提高—新技术吸收”的良性循环，从而推动一

国的技术进步。

足球技术是一般意义的技术概念在足球领域的延伸，

不仅是指足球比赛训练、战术、后勤保障的知识，也受足

球资源的配置方式，如运动员选材、俱乐部治理、联赛组

织开展、足协治理等的影响。足球技术可在不同国家/地

区、不同性别之间扩散（图 2）。从本国/地区女足的角度

来看，足球技术可以从本国/地区男足跨性别扩散，也可以

从国外女足跨国扩散。而本国/地区男足和国外女足的技

术从根本上源自 Krause 等（2019）模型所描述的技术形成

过程，即投入技术产品、物质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然后

生产和扩散技术。图 2 标明了本文的研究边界：重点内生

解释足球技术从本国/地区男足跨性别扩散和从国外女足

跨国扩散这两个直接途径（图中实线表示），而将更加深

层次的技术生成过程视为外生（图中虚线表示）。

首先，分析跨国技术扩散途径。男足领域的已有研究

表明，现代科技产品（如卫星转播技术、足球技战术分析

软件）的广泛应用、国际比赛交流、教练员和球员跨国流

动都促进了国际技术扩散。假如技术模仿成本低于技术

发明成本，足球技术落后国/地区可以通过引进、模仿和学

习国外先进技术而实现技术追赶，最终逐渐缩小各国/地

区足球成绩差距（Krause et al.，2019；Yamamura，2009）。

然而在女足领域，较低的职业化程度导致国际比赛的交

流密度、教练员和球员的国际流动频率都不及男足：在国

际比赛交流方面，除欧洲和南美洲，其他大洲都尚未建立

①关于吸收能力的概念以及人力资本对于吸收能力的影响已经得

到国际经济学领域实证研究的支持，详细可见陈钰芬等（2008）的文

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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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亚洲和欧洲部分典型国家/地区女子足球队世界排名变化情况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World Ranking of Women’s Football in Typical Asi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数据来源：国际足联官方网站。

81



《体育科学》2021 年（第 41 卷）第 9 期

成熟的女足俱乐部层面的大型国际赛事竞赛体系；在教

练员国际流动方面，参加 2021 赛季中国女子足球超级联

赛的 10 支球队中只有 1 支球队聘请了外籍主教练，与中

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 16 支男子足球队中有 11 支球队聘

请了外籍主教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球员国际流

动方面，英格兰、法国、德国和西班牙 4 个职业足球最为发

达的国家/地区在 2019 年女足世界杯的参赛球员名单中

只有 12 人效力于国外俱乐部（占球员总人数 13%），但是

在 2018 年男足世界杯上却有多达 38 人效力于国外俱乐部

（占球员总人数 41%）。在国际比赛交流密度、教练员和

球员国际流动频率都比较低的情况下，女足能否通过跨

国技术扩散途径实现技术进步，缩小各国/地区女足成绩

差距，是需要实证检验的命题。

其次，分析跨性别扩散途径。由于男子足球比赛和女

子足球比赛的场地大小、参赛人数、比赛时间、竞赛规则

都完全相同，这就意味着男足和女足的选材、训练和比赛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通用的。从效率角度来看，如果本

国/地区男足已经拥有了一项技术，则女足就没有必要重

复发明相同技术，只要在男足技术的基础上借鉴、模仿和

修改，即可为己所用。这种跨性别技术扩散的具体机制

包括：1）基础设施，如女足共享男足的训练和比赛的设

施、场地；2）教练知识交流，即高水平男性教练员担任女

子足球队的教练职务，或者由男性足球讲师培训女足学

员；3）组织和管理，即参照男足模式组织女足竞赛体系，

参考男足俱乐部经验建立和经营女足俱乐部，或者现有

的男足俱乐部发展女足分支球队等；4）商业推广，女足在

男足球迷群体中开拓商业市场。在跨性别技术扩散途径

下，一国/地区的男足是足球技术的供给者，而女足则可通

过模仿和学习技术追赶男足，因此，从理论上可以预期本

国/地区的女足成绩与男足成绩的差距逐渐减小。

另一方面，由于存在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性别差异、男

足运动和女足运动的行业发展阶段差异等客观原因，足

球技术也具有性别专用性。适合男足的训练和比赛方

法、俱乐部组织治理、联赛制度等不一定完全适合女足，

所以，女足获得本国/地区男足知识外溢的效果受到吸收

能力的制约。为此，需要通过教育、训练等形式逐步积累

女足的球员、教练员和管理人员的人力资本，提高女足消

化吸收男足知识、使知识内部化并且与女足行业特性和

球员身心特点相适应的能力。近年来，西欧地区女子足

球崛起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人力资本积累的特征，例如，英

格兰足球超级联赛、法国足球甲级联赛、西班牙足球甲级

联赛等职业联赛的不少俱乐部都建立了女足队伍（中国

女足球员王霜就曾经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俱乐部的女子

足球队），通过与男足队伍共享训练设施、比赛场地、后勤

医疗保障、球迷消费者市场和俱乐部管理，女足人力资本

增加，吸收能力提高，更加容易吸收先进的男子足球的技

术溢出进而实现技术进步，最终推动本国/地区女子足球

成绩的提升。

在女足运动发展的初期，世界各国/地区都缺乏女足

人力资本，跨性别技术扩散的效率普遍低下。此时，女足

技术的获取主要来自对男足或者其他运动项目的简单模

仿，通过以经验为基础的“试错—纠错”机制积累女足技

术。那些女足运动开展更早的国家/地区由于有更多时间

积累经验，从而在早期的女足国际竞争中取得先发优势。

后来随着各国/地区女足的人力资本水平逐渐形成规模，

技术吸收能力提高，技术提升更多地取决于本国/地区男

足的技术水平。先发优势对于一国/地区女足竞争力的作

用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其男足的技术水平（决定女足

的技术进步空间）以及女足的吸收能力（决定吸收、转化

技术的效率）。按照这种女子足球技术获取方式变迁的

逻辑思路，不仅能够解释世界女子足球比赛的技战术日

本国/地区男足

足球技术生成过程：
技术产品、物质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投入

 

 

国外男足 

国外女足 

跨国技术扩散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跨性别技术扩散 

跨性别技术扩散 

跨国技术扩散 

本国/地区女足

注：图中实线表示本文内生解释的本国女足技术积累途径，虚线表示外生的技术生成过程。

图2 足球技术扩散途径

Figure 2. Mechanisms of Football Technology Diffusion

82



王铭欣：基于技术扩散视角的世界女子足球成绩提升研究

益“男子化”（何思淼 等，2011），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像中国

和朝鲜这样的女足先发国家后来逐渐衰落（男足供给的

技术不足），以及为什么像英格兰、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

地区的女足在近年来取得了明显进步（男足良好的技术

水平、丰富的女足人力资本）。跨性别技术扩散的结果

是，各国/地区的女足成绩逐渐向男足成绩收敛，那些男足

成绩良好的国家/地区也更容易在女足领域取得成功。

按照以上分析，可以提出可实证检验的理论预期：

1）如果跨国技术扩散是女足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那么

应该可以观察到女足落后国家/地区的成绩逐渐收敛于先

进国家/地区的现象，即存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对收敛和同

一大洲内的俱乐部收敛；2）如果跨性别技术扩散是女足

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那么应该可以观察到一国/地区的

女足成绩向男足成绩的条件收敛现象，且女足的技术吸

收效果从而使其成绩受到本国男足成绩和女足人力资本

的显著影响。本文将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上述理论预期。

2 样本选择与数据说明

本文构造了一个包含男女足成绩和各国/地区特征变

量的数据集作为实证分析样本，主要变量的说明如下。

2.1 女足成绩与男足成绩

国际足联官方网站提供的女足世界排名系统是目前

衡量各国/地区女足成绩的最权威指标，其积分计算方法

充分考虑了比赛结果、比赛主客场地点、进球数和净胜

球、比赛重要性、对赛双方实力等因素，能够比较客观地衡

量一国/地区的女足成绩。由于该数据可追溯到 2003 年，

因此本文的样本考察期为 2003—2020 年。为了消除数据

的短期波动，将样本考察期划分为 5 个大赛周期（2003—

2004、2005—2008、2009—2012、2013—2016和 2017—2020），

使得每个大赛周期均包含奥运会和女足世界杯两项大型

赛事①。由于国际足联在统计各国女足排名时排除近

48 个月与其他球队比赛不足 5 次或者不活跃的球队，因此

本文以年末女足积分的平均值衡量各国/地区在每个大赛

周期的女足成绩，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那些在 5 个大赛周

期均有统计的国家/地区作为样本。由此构造了一个涵盖

110 个国家/地区、5 个大赛周期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

男足成绩方面，由于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排名系统在

2018 年大幅修改了算法规则，因此，本文使用规则稳定性

更强的埃洛（ELO）排名积分衡量各国男足成绩，数据来

自“世界足球 ELO 积分”网站（http：//www.eloratings.net）。

本文以各年数据的平均值作为样本国家/地区在每个大赛

周期的男足成绩变量。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女足积分和

男足积分的计算规则不同，不能对两者进行直接比较，需

要分别对两者先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后再进行比较。

2.2 性别平等变量

性别平等变量是衡量女性在社会观念、教育和工作等

方面与男性的差距的变量。本文认为，一国/地区的性别

平等程度越高，女足人力资本积累越有效率，吸收能力也

越强，有利于足球技术从男足向女足扩散。本文以世界

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https：//www.weforum.org）

中的“性别差距指数”（gender gap index，GGI）来衡量各国/

地区的性别平等程度。该指标考虑了经济参与和机会、

教育获得、政治权利、健康和生存 4 个方面的性别差距，数

值越大表示性别平等程度越高。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

本文采用 2007 年和 2019 年数据的平均值构造各国/地区

性别平等变量。

2.3 国家/地区特征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各国的人口、人均收入、气候、

制度、文化以及人种差异。一国/地区的总人口衡量潜在

的足球人才数量，人均收入（2010 年不变价计算的实际人

均 GDP）衡量一国/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数量越多、

经济越发达，对足球运动的要素投入也越充裕，有利于足

球成绩的提升。两个变量的数据都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

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采用各个大赛周期的首

年数据（2003 年、2005 年、2009 年、2013 年和 2017 年）。气

候变量以各国/地区主要城市的纬度衡量，并且为了捕捉

气候因素可能的非线性影响，把该变量的一次项和平方

项都纳入计量模型。制度和文化特征通过两个虚拟变量

表示：1）是否是（曾是）殖民地，如果曾经作为英国、法国、

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

为 0；2）是否为 2002 年及以前的男足世界杯举办国，如果

是举办国则该变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主要城市纬度和

殖民地数据来自国际展望与信息研究中心（CEPII）的地

理数据库（http：//www.cepii.fr）。

此外，体能是技术以外影响足球运动成绩的一个无法

忽略的重要因素，既来自后天的训练与保障技术，也取决

于个体天然的人种特征，所以在探讨足球技术时需要控

制人种因素的影响。现有文献指出，影响体育比赛成绩

的人种因素不仅相当复杂，涵盖形态、体成分、机能等多

个方面（席焕久 等，2010），而且世界各国在体质测试的评

价指标、测试方法和评价标准上并不统一（范洪彬 等，

2015），从而难以量化这一因素。本文考虑到人种特征具

有遗传稳定性，在相对较短的样本考察期内可视为不随

时间变化，所以在面板数据当中可以通过国家/地区固定

效应进行控制。但是对于高移民开放度的国家/地区，总

人口当中不同人种的构成比例可能随时间变化明显，而

固定效应对此无法实现有效控制。为此，本文也采用数

据可获得的各个时期的体态指标衡量人种差异，包括各

国 18 岁以上女性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 BMI（以一次项和

平方项形式进入模型）以及 19 岁女性的平均身高两项指

①2020年东京奥运会因新冠肺炎疫情延期举办，因此，2017—2020年

大赛周期不包含该届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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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前者数据来自世界卫生组织官方网站，后者数据来

自非传染性疾病风险控制协作组织（NCD-RisC）官方网站

（https：//www.ncdrisc.org/），采用各个大赛周期的首年数据①。

图 3 展示了 2003—2004 大赛周期（图 3a）和 2017—

2020 大赛周期（图 3b）的样本国家/地区女足成绩和男足

成绩的关系。可以看到，这两个时期的女足成绩和男足

成绩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60 和 0.64。

也就是说，一国/地区的男足成绩越好，其女足成绩往往也

越好，初步印证了本文关于足球技术从本国/地区男足向

女足扩散的理论观点。

3 女足成绩的收敛性分析

研究经济收敛性的文献一般分析 4 种收敛类型：σ收

敛、绝对 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条件 β收敛（彭国华，2005，

2008）。本文借鉴这些概念以及实证检验方法分析世界

各国女足发展的收敛性趋势，以考察女足技术的扩散

途径。

3.1 σ收敛

σ收敛分析经济体收入水平的分布情况，如果各国/地

区人均收入的变异系数（或标准差）随时间下降，即收入

差距逐渐减小，则认为存在 σ收敛。在本研究中，σ收敛

是指各国/地区女足成绩的变异系数（或标准差）随时间下

降。通过女足积分的变异系数和标准差检验样本国家/地

区是否存在 σ收敛，如图 4 所示，变异系数和标准差的时

间变化曲线都未出现明显下降趋势，说明各国/地区女足

成绩差距没有随时间推移而逐渐缩小，即不存在 σ收敛

现象。

3.2 绝对收敛

绝对收敛（即绝对 β收敛）是指每一个经济体的人均

收入水平无条件地趋于一致，在收敛的过程中穷国/地区

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富国/地区。检验绝对收敛的计量模

型是把收入增长率对初始收入水平进行回归。如果估计

系数显著为负，则表明存在绝对收敛现象，即一国/地区的

初始收入水平越高其增长率越低，初始收入水平越低其

增长率越高。在本研究中，绝对收敛是指各国/地区的女

足成绩无条件地趋于一致。如果世界范围的跨国技术扩

散是女足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技

术落后国/地区可以通过引进、模仿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

而追赶技术领先国/地区，最终逐渐缩小各国/地区女足成

绩差距。使用 OLS 估计方法检验绝对收敛的计量模型

如下：

( lnyiT - lnyit)/τ = α + βlnyit + ε it （1）

式中，左边表示 i 国/地区在样本考察期的女足成绩增

长率，其中 lnyiT和 lnyit表示在考察期后期 T 和前期 t 的女足

积分对数，τ表示考察期时间跨度，在使用横截面数据时

取 τ=4（2003—2004 大赛周期为考察期前期，2017—2020

大赛周期为考察期后期，之间相隔了 4 个大赛周期），使用

面板数据时取 τ=1。如果估计的收敛系数 β显著为负，则

表明前期的女足成绩水平越高其增长率越低，前期成绩

水平越低其增长率越高，存在绝对收敛现象。

根据系数 β还可以计算各国/地区女足成绩趋近稳态

水平的收敛速度 λ，计算公式为：

β = -
1 - ( )1 - λ

τ

τ
（2）

收敛速度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例如，收敛速度为 5%，

①由于各国BMI数据更新至2016年，因此使用2016年数据与2017—

2020年大赛周期匹配。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女
足

积
分

女
足

积
分

男足积分

a b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500 1 000 1 500 2 000 2 500
男足积分

图3 样本国家/地区的女足成绩和男足成绩关系

Figure 3.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and Men’s Football Performance in Sample Countries（Regions）

数据来源：国际足联官方网站（女足积分）和“世界足球ELO积分”网站（男足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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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在每个大赛周期，各国/地区女足的实际成绩与稳态

水平之间的差距能够缩小 5%。把收敛速度换算为半程

收敛时间，可以直观呈现为缩小实际水平与稳态水平之

间差距的一半所需要的时间，例如，按 5% 的收敛速度意

味着半程收敛时间为 ln（0.5）/ln（1-0.05）=13.5 个大赛

周期。

检验绝对收敛的回归结果如表 1 所示。第（1）列是对

横截面数据的回归估计，取 2003—2004 大赛周期为考察期

前期，2017—2020 大赛周期为考察期后期。结果发现，前

期女足成绩解释变量的系数（收敛系数）为负，但是在 10%

水平下高度不显著。根据公式（2），由收敛系数-0.011 9

估算的收敛速度仅为 1.2%，也显示收敛现象并不明显。

第（2）列是面板数据回归估计，也显示收敛系数高度不显

著。结果表明，整体上不存在绝对收敛现象，不支持世界

范围的跨国技术扩散是女足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这一理

论观点。

3.3 俱乐部收敛

俱乐部收敛是指在经济集团内部，各个经济体的增长

速度和发展水平趋于收敛，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

缩小的现象，如中国按东中西划分的区域内出现各省

（市）人均收入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沈坤荣 等，2002）。在

足球领域，同一大洲赛区内各国/地区之间会在国家队和

俱乐部层面上频繁开展比赛交流活动，比赛频率明显高

于不同大洲赛区的国家/地区之间，由此足球技术可能在

大洲赛区内扩散，出现大洲内的俱乐部收敛现象。检验

俱乐部收敛的计量模型是在绝对收敛模型公式（1）的基

础上进一步控制大洲赛区固定效应 δ i，即：

( lnyiT - lnyit)/τ = α + βlnyit + δ i + ε it （3）

检验俱乐部收敛的回归结果如表 2 所示。第（1）列横

截面数据和第（2）列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都显示，收敛系

数在统计上不显著。进一步检验女足整体水平较高的亚

洲和欧洲的俱乐部收敛现象（第 3 和第 4 列），也均未发现

显著为负的收敛系数，甚至对于亚洲地区样本，收敛系数

在 10% 水平下边缘显著为正（P=0.098），即存在轻微的女

足成绩发散现象①。因此结果表明，不存在大洲内的俱乐

部收敛现象。

3.4 条件收敛

条件收敛（即条件 β收敛）是指每个经济体都向各自

的稳态收入水平趋同的现象。与绝对收敛时各个经济体

具有相同稳态水平的情况不同，条件收敛时各个经济体

的稳态水平有所差异，取决于每个经济体的自身特征。

在足球领域，如果技术在国内从男足向女足扩散，那么应

该可以观察到女足成绩向男足成绩条件收敛。使用 OLS

估计方法检验条件收敛的模型如下：

( lnziT - lnzit)/τ = α + βlnzit + Xit + ε it （4）

式中，z 为女足与男足的成绩差距，模型左边表示成

绩差距的增长率。女足成绩与男足成绩作差前需要分别

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②，然后加上 1 再取对数（以避免两者

作差出现负值）。Xit为控制变量，包括各国/地区的社会经

济、国民体态、地理、文化、制度等特征。因此，公式（4）表

示在控制了上述变量的情况下，一国/地区当前的女足与

男足成绩差距的增长率与前期差距的关系：如果估计的

收敛系数 β显著为负，则表明前期差距越大，当期差距的

增长率越低，即女足成绩相对于男足成绩增长更快，两者

呈现条件收敛趋势。

检验条件收敛的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前 3 列是逐步

加入控制变量的横截面数据估计结果。在不加入控制变

量的第（1）列，前期男、女足成绩差距变量的估计系数（收

敛系数）为-0.045 0，在 1% 水平下高度显著，由此估算的

收敛速度为 4.8%，即半程收敛时间约为 14.1 个大赛周期。

①对于样本量较少的非洲（收敛系数-0.038 8，P=0.314）、南美洲（收

敛系数-0.039 8，P=0.166）和北美洲（收敛系数 0.017 4，P=0.241），同

样没有发现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

②即对各国在每个大赛周期的男足（女足）积分 yit计算：标准化积分

=（yit-min）/（max-min），其中 max 和 min 分别表示最大值和最小值。

标准化积分取值范围0～1，数值越大表示成绩越好。

表2 俱乐部收敛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Club Convergence

解释变量

前期女足成绩

常数项

大赛周期固定效应

大洲赛区固定效应

R2

n

被解释变量：女足成绩增长率

（1）

横截面数据

全世界

-0.014 9

（-1.28）

0.112

（1.31）

不包括

包括

0.047

110

（2）

面板数据

全世界

-0.004 6

（-0.46）

0.033 6

（0.46）

包括

包括

0.016

440

（3）

面板数据

亚洲地区

0.037 5*

（1.68）

-0.283*

（-1.71）

包括

不包括

0.086

76

（4）

面板数据

欧洲地区

-0.021 2

（-1.59）

0.155

（1.56）

包括

不包括

0.015

164

注：***、**、*分别表示1%、5%、10%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1 绝对收敛回归结果

Table 1 Regression Results of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解释变量

前期女足成绩

常数项

大赛周期固定效应

R2

n

被解释变量：女足成绩增长率

（1）

横截面数据

-0.011 9（-1.06）

0.084 2（1.02）

不包括

0.013

110

（2）

面板数据

-0.004 1（-0.40）

0.026 1（0.34）

包括

0.004

440

注：回归结果由计量软件STATA 15.1输出；括号内报告稳健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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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列加入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地区特征控制变量，包括

各国/地区的人口、人均 GDP、国民 BMI 和身高。在上述

国家/地区特征既定的情况下，回归结果发现收敛系数（绝

对值）提高到-0.081 6，并且依然高度显著，所估算的收敛

速度提高到 9.4%，半程收敛时间约为 7.0 个大赛周期。第

（3）列进一步加入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是

（曾是）殖民地、是否为男足世界杯举办国/地区以及国内

主要城市纬度，结果发现收敛系数的估计值和显著程度

与第（2）列相比变化不明显。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存在显

著的条件收敛现象。

由于无法将所有影响男、女足成绩差距的因素都一一

纳入回归方程，所以横截面数据的回归结果容易引起遗

漏变量偏误问题。为此，使用面板数据进行国家/地区和

大赛周期的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回归，以

同时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地区特征以及时间趋势。

表 3 第（4）列报告了仅控制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第（5）列

进一步加入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各国/地区人口、人均

GDP、国民 BMI 和身高）。可以看到，面板数据回归的收

敛系数都依然显著为负，同样表明存在条件收敛现象。

上述 OLS 估计结果即使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以及人

口、人均收入和国民体态等控制变量，但仍然可能遗漏其

他随时间变化的国家/地区特征。为此，本文使用工具变

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IV）解决潜在的遗漏变量内生

性问题①。以 2017—2020 大赛周期构造样本国家/地区的

横截面数据，选取内生解释变量 zit的尽可能远的滞后期作

为工具变量（2003—2004 和 2005—2008 两个大赛周期的

z）。其逻辑在于：一方面，内生解释变量与其滞后期是相

关的，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工具

变量的滞后期超过 10 年之久，从而与潜在的遗漏变量不

相关，满足外生性条件。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IV-2SLS）估计结果报告在表 3 第（6）列，可以看到，收敛

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结论与 OLS 的估计结果一致。对工

具变量进行相关检验，识别不足检验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28.62（P=0.000），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Kleiber‐

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80.96）远大于 Stock-Yogo 弱识

别检验在 10% 水平的临界值（19.93），说明工具变量不是

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的 Hansen J 统计量为 2.139（P=

0.144），不拒绝“工具变量有效”的原假设，表明工具变量

是外生的。因此，工具变量的使用是合理的。

综上所述，收敛性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无论是在

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大洲范围内，跨国技术扩散都不是女

足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这与男足领域的研究结论不一

致（Krause et al.，2019；Yamamura，2009），可能的解释是女

足领域的国际比赛交流和球员、教练员跨国流动还比较

薄弱，限制了女足技术的跨国扩散；另一方面，存在足球

技术从本国/地区男足向女足跨性别扩散的途径，这是目

前世界各国/地区女足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

①面板数据解决遗漏变量问题的另一个常见方法是动态 GMM，但

是由于本文面板数据的时间维度过短（只有5期），无法应用该方法。

表3 条件收敛回归结果

Table 3 Regression Results of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解释变量

前期男女足成绩差距

人口对数

人均GDP对数

BMI

BMI平方项

身高

是否是（曾是）殖民地

是否为男足世界杯举办国

主要城市纬度

纬度平方项

常数项

大赛周期固定效应

国家（地区）固定效应

R2

n

被解释变量：男女足成绩差距的增长率

（1）

横截面数据

OLS

-0.045 0***（-3.89）

-0.009 6***（-3.71）

不包括

不包括

0.112

110

（2）

横截面数据

OLS

-0.081 6***（-5.04）

0.002 5**（2.08）

0.008 1***（3.65）

-0.070 9***（-5.26）

0.001 4***（5.36）

0.000 3（0.50）

0.733***（4.58）

不包括

不包括

0.296

99

（3）

横截面数据

OLS

-0.082 2***（-4.73）

0.004 2**（2.61）

0.010 3***（3.59）

-0.074 6***（-4.70）

0.001 4***（4.73）

0.001 1（1.16）

0.006 8（1.03）

-0.011 0（-1.56）

-0.000 2（-0.25）

0.000 0（0.02）

0.604**（2.52）

不包括

不包括

0.328

99

（4）

面板数据

OLS

-0.618***（-10.11）

-0.088 0***（-9.59）

包括

包括

0.342

440

（5）

面板数据

OLS

-0.637***（-10.71）

0.065 6（0.71）

0.035 8（0.91）

-0.017 3（-0.17）

0.000 2（0.12）

-0.013 5（-1.11）

0.997（0.46）

包括

包括

0.373

396

（6）

横截面数据

IV-2SLS

-0.103**（-2.31）

-0.000 1（-0.03）

0.009 2（1.45）

-0.060 0（-1.64）

0.001 2*（1.72）

0.000 4（0.14）

0.001 5（0.09）

-0.005 9（-0.37）

0.000 4（0.38）

-0.000 0（-0.50）

0.615（1.13）

不包括

不包括

0.115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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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男足成绩和性别平等的影响

4.1 计量模型

前文考察了一国/地区的女足成绩相对于本国/地区

男足成绩的收敛趋势，为了进一步丰富本文研究结论，接

下来从绝对值意义上考察女足成绩的影响因素。根据跨

性别技术扩散的理论观点，女足成绩受到两个重要因素

的影响：一是取决于男足成绩的技术进步空间，二是取决

于女足人力资本水平的技术吸收能力。对于后者，已有

研究（Bredtmann et al.，2016；Hoffmann et al.，2006；Lowen

et al.，2016）以及欧美足球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性

别平等是促进女性运动员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高

性别平等的国家/地区更容易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上实

现跨性别共享，有利于提高女足的技术吸收能力。

实证分析男足成绩和性别平等对于女足成绩影响的

计量模型如下：

yit = α + β1 male it + β2GGI i + Xit + ε it （5）

式中，被解释变量 yit 表示 i 国/地区在大赛周期 t 的标

准化女足积分，衡量女足成绩。核心解释变量 maleit 表示

标准化男足积分；GGIi 表示性别平等程度。从新制度经

济学的角度来看，性别平等属于非正式制度，具有长期稳

定性，因此，不能对面板数据控制国家/地区固定效应。为

了缓解遗漏变量偏误问题，在模型中加入一系列随时间

变化的和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 Xit。

4.2 回归结果与分析

计量模型公式（5）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前 3 列通过逐步增加控制变量的方法考察男足成绩和性

别平等变量的影响。第（1）列不包含任何控制变量，第

（2）列加入人口、人均 GDP、国民 BMI 和身高、大赛周期固

定效应等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第（3）列进一步加入是

否是（曾是）殖民地、是否为男足世界杯举办国、主要城市

纬度和大洲赛区固定效应等不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①。

结果显示，男足成绩和性别平等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男足成绩越好、性别平等程度越高，

则女足成绩也越好。这个结论与跨性别足球技术扩散的

观点是一致的。

此外，控制变量对于女足成绩的影响方向也与预期一

致。以第（3）列为例，首先，人口和人均 GDP 变量的系数

都显著为正，表明一个国家/地区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发展

水平对于女足成绩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国民体

态特征方面，BMI 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但是身高变

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民体重越低（相对于身高）、身

高越高的国家/地区女足成绩也越好。再次，是否是（曾

是）殖民地国家/地区和是否为男足世界杯举办国两个虚

拟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与欧洲宗主国的文化和

制度相近，以及良好的足球传统都有助于女足成绩的提

高。最后，主要城市纬度的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而平方

项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随着国家/

地区所处纬度提高，女足成绩出现先下降后上升的 U 型

变化，成绩的“最低点”出现在南北纬 26°附近［-（-0.005 1）/

（2*0.000 1）］。

4.3 内生性问题的解决

接下来解决两个潜在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是测量误

差问题。性别平等作为一个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教育

的多维度复杂变量，操作化过程容易在子指标选择和权

重分配中引入意识形态、观念和偏见等主观因素，引起测

量误差。伍德里奇（2018）指出，如果一个变量具有两个

度量，且都存在测量误差问题，但只要两者的测量误差不

相关，则将第 2 个度量作为第 1 个度量的工具变量可以解

决测量误差问题。例如，个体的“IQ”和“工作领域内知

识”是“能力”变量的两个度量，因此，可以将“工作领域内

知识”作为“IQ”的工具变量从而无偏差地估计“能力”的

影响。本文参考 Bredtmann 等（2016）的做法，以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的“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以及“预

期寿命”两个指标作为性别平等变量的第 2 组度量，并作

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性别差距指数”

的工具变量。IV-2SLS 估计结果如表 4 第（4）列所示，可以

看到，性别平等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而其他解释变

量系数的符号和显著程度没有重要变化。在相关检验方

面，识别不足检验的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59.07

（P=0.000），表明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相关；Kleiber‐

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51.95）远大于 Stock-Yogo 弱识

别检验在 10% 水平的临界值（19.93），说明工具变量不是

弱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的 Hansen J 统计量为 0.008（P=

0.930），表明工具变量是外生的。所以，基于工具变量法

解决测量误差问题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其次，是样本选择问题。因为女足运动的普及程度远

远不及男足，导致一些女足运动开展不积极的国家/地区

未被国际足联统计在内。例如，国际足联在 2020 年 12 月

只统计了 142 个国家/地区的女足排名，而同期统计了

210 个国家/地区的男足排名。对于可能由此引起的样本

选择偏误问题，本文使用 Heckman（1979）提出的赫克曼方

法（Heckit method）予以解决。该方法第 1 步是估计一国/

地区是否积极开展女足运动从而进入国际足联排名系统

的选择方程；第 2 步是分析各种因素如何影响女足成绩的

行为方程。为了尽可能减少解释变量缺失值的情况，选

取“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反向指标度量“性别

平等”变量。该方法要求寻找一个可影响选择方程但不

影响行为方程的变量。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中学入学

率之比的性别平等指数”指标：一方面，该指标衡量了一

①本文尝试对 BMI变量一次项和平方项形式的回归方程进行估计，

结果发现，一次项形式的模型中该变量系数显著，平方项形式的模

型中不显著，所以重点报告基于BMI变量一次项形式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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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地区的性别平等程度从而与女足运动开展的概率正相

关；另一方面，指标的统计对象是青少年，与成年组足球

队的成绩并不直接相关①。Heckit 两步法的行为方程估计

结果如表 4 第（5）列（选择方程结果未展示）所示，可以看

到 ，逆 米 尔 斯 比（Mills lamda）在 5% 水 平 下 显 著（P=

0.044），说明有必要考虑样本选择偏误。性别平等变量的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一国/地区的男性与女性的劳动参与

率差距越小（性别平等程度高），女足成绩越好，符合预

期。总体来看，在考虑了样本选择问题后，实证结果依然

表明性别平等对于提高女足成绩具有促进作用。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提出一个技术扩散的理论框架解释世界各国/地

区女足成绩提升的来源。理论上，一国/地区女足可通过

学习国外女足先进技术的跨国技术扩散途径，以及学习

本国/地区男足技术的跨性别技术扩散途径实现技术进

步 。 为 检 验 这 两 个 技 术 进 步 途 径 ，本 文 使 用 2003—

2020 年各国/地区的数据进行收敛性分析，发现总体上各

国/地区的女足成绩存在向本国/地区男足成绩条件收敛

的现象。在控制了社会经济、国民体态、地理、文化和制

度等特征后，条件收敛的速度为每个大赛周期 9.4%，即一

国/地区的女足将以每个大赛周期 9.4% 的速度缩小与男

足之间的成绩差距，因此，在大约 7 个大赛周期后女足与

男足的成绩差距将缩小一半。但是，不存在各国/地区女

足成绩的 σ收敛、世界范围的绝对收敛和大洲范围的俱乐

部收敛。结果表明，总体上世界各国/地区女足是通过跨

性别技术扩散途径、而非跨国技术扩散途径实现技术进

步，进而引起成绩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国/地区的男

足成绩越好、性别平等程度越高，女足成绩也越好，表明

技术进步空间和吸收能力是促进女足成绩提升的重要因

素，也印证了跨性别技术扩散的理论观点。在解决了测

量误差和样本选择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依然是稳

健的。本文的理论观点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曾经强大

的中国女足为何在后来逐渐退步，以及近年来西欧后发

地区的女足迅速崛起现象。

本文为中国女足的发展提供启示。第一，跨性别技术

扩散途径意味着女足的发展需要更加关注足球技术的国

内供给，不仅是女足自身的专业人才培养、专项资金投

入、培训和竞赛体系建设等要素，而且还要将本国男足发

展与女足发展有机联系起来。一方面，中国男足应加大

创新、吸收和钻研世界先进足球技术的力度，丰富技术存

量，以更加积极地对女足发挥技术输出引擎的作用；另一

方面，也需要通过制度创新为跨性别技术扩散提供良好

通道。例如，中超联赛从 2020 赛季开始把拥有女足队伍

作为职业俱乐部的联赛准入条件之一，就是男足带动女

足发展的良好尝试。除此以外，还应该研究如何通过国

家、地方政府、企业和职业俱乐部多方共建形式，从国家

队发展、竞赛体系建设、专业人才培养、职业俱乐部建设

和运营、社会推广普及、校园足球等方面深化女足与男足

的全场景融合。第二，在足球发展的绩效评价方面，传统

①“中学入学率之比的性别平等指数”是指女性的中学入学率与男

性的中学入学率之比，指数越小表示女性相对于男性在获得教育机

会方面的劣势越大。

表4 男子足球成绩和性别平等影响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 Results of the Impact of Men’s Football Performance and Gender Equality on Women’s Football Performance

解释变量

男足成绩

性别平等

人口对数

人均GDP对数

BMI

身高

是否是（曾是）殖民地

是否为男足世界杯举办国

主要城市纬度

纬度平方项

常数项

大赛周期固定效应

大洲赛区固定效应

R2

Mills lamda

n

被解释变量：女足成绩

（1）OLS

0.743***（16.14）

1.093***（8.73）

-0.738***（-8.33）

不包括

不包括

0.494

465

（2）OLS

0.314***（7.79）

0.730***（5.39）

0.060 7***（15.77）

0.068 4***（11.68）

-0.006 1*（-1.68）

0.004 3***（3.41）

-2.375***（-8.71）

包括

不包括

0.747

465

（3）OLS

0.582***（12.93）

0.400***（3.81）

0.049 3***（13.58）

0.034 2***（5.49）

-0.017 4***（-5.33）

0.005 4***（3.15）

0.034 8**（2.55）

0.029 9**（2.53）

-0.005 1***（-4.40）

0.000 1***（6.79）

-1.466***（-4.62）

包括

包括

0.845

465

（4）IV-2SLS

0.592***（12.97）

1.283***（4.26）

0.051 7***（12.95）

0.025 4***（3.63）

-0.014 9***（-4.87）

0.005 5***（2.91）

0.029 9**（2.11）

0.028 6**（2.32）

-0.003 3**（-2.50）

0.000 1***（3.25）

-2.423***（-5.98）

包括

包括

0.822

450

（5）Heckit两步法

0.470***（9.50）

-0.002 0***（-3.95）

0.055 7***（9.51）

0.044 7***（5.98）

-0.006 6*（-1.76）

0.007 6***（3.42）

0.024 3*（1.82）

0.058 4***（3.72）

-0.008 3***（-6.28）

0.000 2***（7.86）

-2.164***（-5.39）

包括

包括

—

0.044 2（P=0.044）

574

注：各列回归均使用面板数据；第（5）列报告的是 Heckit两步法的行为方程估计结果，其中“性别平等”变量使用反向指标“男性与女性的劳动

参与率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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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往往更加重视男足而忽略女足。但本文研究发现，男

足技术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特征，所以从社会（国家）宏

观角度来看，在进行足球投入—产出评价时还应该充分

考虑男足投入对于女足的外部性影响。第三，本文发现，

性别平等是外生影响女足成绩的深层次社会制度环境因

素。所以，加强社会、学校和家庭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努

力为女性创造更加友好的体育运动参与条件和消除性别

歧视，既是促进女足以及其他女性运动项目发展的制度

环境保障，也为建设性别平等的文明社会贡献体育的

力量。

最后，还需要指出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一是，实证研

究使用了国民的 BMI 和身高等体态特征作为控制变量，

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种体能”与“技术”区分开来。但是囿

于数据可获得性，对于力量、耐力、柔韧性等其他方面的

人种差异还不能够完全控制。二是，本文基于前期的世

界女足运动开展情况，认为球员、教练员跨国/地区流动以

及国际比赛交流的薄弱是限制女足技术跨国扩散的原

因。不过，近年来世界女足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一方面，

技术丰裕的欧洲主要女足联赛正在加大国际引援力度；

另一方面，2023 年的女足世界杯扩军和女足亚冠联赛的

举办都将大大提高国际比赛交流密度。所以在未来，世

界女足技术进步的途径可能超越本文研究结论，实现跨

国/地区技术扩散，这也是值得关注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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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ympic Games Broadcast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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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eb-documentary named“LIVE! Broadcasting the Olympic Games (LBTOG)”launched by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s official website introduces the media technology and some other relevant events and objects of every
sphere of the Olympic Games. Using the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alysis from Hayden White and investigating five aspects
of LBTOG including narrative topic, main theme, mode of emplotment, mode of argument and mode of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the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how IOC uses narrative strategies in constructing its identity and LBTOG’s relation with the
Olympic Charter. There are two topics in LBTOG, which are media technology and humanism, and they transform into the theme of
progress altogether. The media technology’s mode of emplotment is romance; its mode of argument is mechanistic and its mode of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is anarchism. While the humanism’s mode of emplotment is romance; its mode of argument is contextualism
and its mode of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is liberalism. It conclud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is through
subtraction and indistinction; the identity of IOC is the advocate of the advanced media technology and the reflector of previous
misconduct. Moreover, the aim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s continuing its tradition and reforming its inappropriate
issue, which works as the supplement of the Olympic Charter. The findings also give advice to Chinese sports organizations as to
constructing and promoting their image.
Keywords: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Olympic Ch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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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Football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y Diffusion

WANG Mi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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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footbal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ootball
technology diffusion. A convergence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by using a country-level data from 2003 to 2020 combined with OLS
metho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Heckman sample selection method. The empirical study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performance of women’s football and that of men’s within a country. However, there is no
evidence of international σ convergence, worldwide unconditional convergence or club convergence within a continental
confederation. Furthermore, in one country,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en’s football is, the higher gender equality the
country has, the better the performance of women’s football is. Therefore, the technology progress of women’s football mainly
depends on a mechanism of cross gender diffusion in which women’s football technology transfers from domestic men’s football,
rather than a mechanism of international diffusion in which women’s football technology comes from abroad. Technology progress
space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 women’s football performance. The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provide enlightenment for explaining the current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football competition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omen’s football.
Keywords: women’s football; sports performance; technology diffusion; convergence an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