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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行业点评报告模板 
传统健身房将成入口，新兴模式引

领行业方向 

 纺织服装行业 

   

   

在第一篇健身产业报告中，我们已经指出我国健身产业已经开始步入快

速增长状态，但是也面临着市场分散、现有大型健身房用户体验一般等明

显问题。 

在本篇报告中，我们认为传统大型健身房商业模式上仍略显粗放，并且

通过目前市场上新兴连锁健身房以及成熟市场健身房的案例探讨行业发

展的方向。同时由于传统大型健身房固有的规模优势，我们也认为其在未

来依然应该从行业入口角度理解其价值。 

核心观点： 

1、我国传统大型健身房商业由于空间、学员、教练的固定，使得在有

限的空间中经营模式与用户体验之间存在着相悖的关系：健身房为了实

现更高的收入销售更多的年卡，然而有限空间中不断增加的客流将影响

会员的消费体验，从而影响会员的复购率，竞争充分后消费粘性将下降。 

2、复购率的降低使得“节流”成为健身房保持盈利的方式，而这反过

来更加影响了消费者的用户体验。由于健身房的可变成本大部分为包括

教练在内的人工工资，而教练由于驻店其接触的客流极为有限，教练待遇

受限使得其加剧了推销或不负责的现象，进一步影响了用户体验。 

3、以超级猩猩为代表的新型连锁健身平台通过互联网预约的方式彻底

打破了空间、学员、教练原有的束缚，代表了行业未来发展的方向。新兴

的线上连锁健身平台以“不办年卡；按次预约”的收费方式，以及不设驻

点教练的运营模式，通过互联网预约教练，将学员和教练完全打散至线下

各门店，打破了原有健身房以年卡及驻店教练模式对空间、教练、学员的

束缚，充分保障了学员健身的质量和私密性。同时线上平台的开放使得其

能够提供更多样化的健身课程选择，大大提升学员粘性。 

4、由于规模、资金、场地等优势，大型健身房的前景更应从行业入口

角度理解。海外的大型健身房以其服务的多样性及深度获得了极高的客

户粘性，成为我国传统健身房发展的方向。同时，我国传统大型健身房需

要规避之前只关注硬件的服务理念，将服务重心放在客户健身过程及效

果之上，以此找到自身的发展路径，逐步塑造行业入口级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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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体分析 

（一）传统大型健身房商业模式：年卡模式场地空间教练被固

定，客户体验受限 

目前，我国现有大型健身房商业模式基本为通过追求更大的门店面积吸引更多的周边客

流，随后通过大量的客流摊薄各项固定成本，获取盈利。 

然而，这样的经营模式与用户体验之间存在着相悖的关系:由于在一个区域单个健身房场

地有限，而年卡的存在客户均已被单个健身房绑定，因此固定场地面积下，健身房会为了更高

的利益销售更多的年卡；而更多的客流会使每位消费者拥有的独自健身空间减少，相同消费

者的消费体验会迅速下降。而这也将导致消费者在初次办卡后的复购率持续降低。 

而复购率的下降使得大型健身房只能通过节省成本的方式保持盈利，同时由于教练只服

务于单个健身房其接触到的客户群体极为有限这使得在成本控制下其待遇无法提高，这会进

一步导致用户体验的下降。这样商业模型限制使得传统健身房只能以再次在新的区域开设新

门店拉拢新的人流为方式开始自身的增长。 

 目前我国大型健身房的运营模式及敏感性分析 

按照现有大型健身房的理念，其核心的利润来源是：办会员卡的人越多，健身房的收入越

高；而除销售提成外增加新会员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随着会员数量的增多，健身房在每

个会员身上的利润则会不断提升。 

 

由于固定成本占比较大，因此规模效应比较明显，营业利润受收入影响较大。我们假设

1500 人办卡时，每人 2000 元，利润便为 70 万，当假设 1250 人办卡，利润则下降为 39 万，

假设人数为 1000 人，利润则为 9 万元。 

因此为了尽可能的提升规模效益使得固定成本最小化，各大传统健身房纷纷将提升办卡

会员人数当做发展第一要务，这使得在有限的空间下会员体验大打折扣。 

 由于场地和器材有限，随着办卡的人越多，客户体验逐渐下滑 

首先，健身房运营高峰时段相对比较固定且其服务的人群也相对固定，使得人流高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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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相对比较集中，场地有限的情况下使得体验持续较差。健身房的高峰期一般发生在工作日比

如周一、周三晚 5 点到 8 点，这些时间段健身房客流量大；而由于年卡的存在用户均已被单个

健身房绑定，其选择的健身房相对较为集中，这使得多数健身房均会持续出现操房里动作很难

舒展、跑步机需排队、器材使用等待时间过长、操课明显供不应求、教练频繁游说会员报名私

教课等问题，使得会员运动体验下降。 

同时，健身房由于盲目扩张带来的承诺服务与真实体验差距过大会导致其口碑急剧下滑。

由于大型健身房在扩张时往往雇佣大量地推人员进行“扫街”式营销，使得其在营销过程中的

承诺往往与真实服务存在差距，导致其在附近用户的口碑下降。 

 客户流失使得成本控制成为健身房首选，这有可能导致客户体验进一步下降 

客户体验下滑将引发客户流失，使得“节流”为主的成本控制成为健身房保持盈利的方

式，这导致客户进一步流失，形成逆向循环。由于客户体验在单店客户人数不断增多的情况下

持续下滑，这使得同一健身房续卡率严重偏低。因此，在大量客户转而选择小而美的私教健身

房的背景下，传统健身房无法获得持续的收入增长，为了保证原有门店继续经营，传统健身房

纷纷选择“节流”途径。 

然而，教练驻店的模式以及节省成本的做法会加速客户体验下降。健身房的器械、装修、

租金等均为固定成本，其可变成本其实大部分为教练待遇以及管理清洁人员支出。同时教练驻

店的形式使得教练能接触到的学员较为有限，这导致教练待遇下滑后，其会更加频繁地游说健

身会员报私教课，严重影响了会员的健身体验；同时，教练待遇下滑也带来教练流失严重，学

员可学习课程变少，选择下降进一步影响力其在健身房的用户体验。 

因此，由于现有模式下固定的场地空间与用户体验概念的相悖，传统健身房的增长需要

依靠其不断在新的社区通过地推式营销打开新的店铺，以新店的新会员来补充现金流的方式

得到维持。 

（二）新兴小型连锁健身房代表市场发展方向：打破固定的空

间、教练、学员，以互联网为工具，打造全新健身模式 

在传统大型健身房盈利模式单一，重销售轻服务等诸多痛点下，以个人工作室为基础的

小型健身房应运而生，填补了用户对优质健身体验的需求。目前全国个人工作室在 1 万-2 万

家。与大型健身房不同，这些以个人工作室为基础的小型健身房力求小而精，为客户提供健身

场地和群体课程的同时也提供个性化私教课服务，单价相对更低，注重提高服务质量和用户体

验。但其因没有成体系的培训体系及管理模式，存在无法大规模扩张、盈利能力不高等痛点。

然而，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的多家连锁小型健身房则开始用标准化的管理及运营，在为客户

提供更优质服务的同时，走上了逐步扩张复制的道路。 

超级猩猩——利用互联网为工具打造健身平台，打破原有健身房对空间、教练、学员的束

缚 

超级猩猩作为新兴的连锁健身平台以“不办年卡；按次预约”的收费方式，通过互联网预

约教练提供线下各门店可选的运营模式，打破了原有健身房以年卡及驻店教练模式对空间、

教练、学员的束缚。截止 2016 年底，超级猩猩门店已经超过 30 家，主要分布在深圳、上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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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的较核心商圈 。其门店面积在 50-300 平方米之间，分为自助健身舱和有教练授课的

团体课工作室两种模式。 

 线上搭建服务教练与学员的平台，打破原有传统健身房商业模式 

超级猩猩将有私教需求的用户及可以进行自助训练的客户进行分割，充分保障用户私密

性的同时提升各种用户的体验。将运动空间分为团体课工作室和自主健身舱，前者提供按次付

费的精品团体课程，后者提供按人按小时付费的自助健身服务。这样有自主训练需求的用户在

无工作人员的健身舱训练不会受到教练营销的打扰，而需要教练带领的客户则可以获得更加

私密的健身空间。 

超级猩猩并没有驻店教练，而是通过互联网搭建了连接教练与用户的平台。用户可利用线

上平台在线预约自己喜爱的教练或购买健身课程等、付款（每小时相应的器材使用费），而超

级猩猩则根据教练被预约次数相应增减其的课程量。 

同时，超级猩猩根据客户线上预约数量、时间、空间等数据分析，可以高效规划线下运动

空间的运营，提高线下空间利用率，合理地将教练与课时安排到合理的教室，达到低成本高效

率的运营效果。此外，超级猩猩的教练还可通过与用户沟通获取健康信息，并给予用户适当的

健康建议，充分保证健身质量和私密性。 

超级猩猩的运作模式打破了传统健身房对场地、教练、学员的束缚。教练不再只面对单个

区域固定学员而需要进行频繁推销，其面对整个互联网人群在超级猩猩平台上得到预约订单；

学员则可以在自助选择更多教练课程的基础上获得和私教课一样的私密空间和用户体验；且

场地空间将会从单一的一家门店变为超级猩猩所有的线下门店，充分提高了空间的使用效率；

同时自助训练和团课的分割也提升了用户的健身体验。 

 通过不同课程组合完成对大部分客户的覆盖 

超级猩猩因其非驻店教练而是搭建教练平台的优势，可以充分满足客户需求，通过大量

不同种类教练完成对用户的大范围覆盖。传统的健身房体系，是围绕自身教练开发不同的课程

体系，覆盖课程体系有限，因此用户在一个传统健身房活跃期基本为 3 个月到半年。 

而通过超级猩猩没在开放教练平台的方式，将所有的体系提供给客户。在目前提供的团体

课程有 40 多种，涵盖了市面上大多数的动态课程和静态课程。在其微信公众号中，根据客户

不同的健身目的和需求提供了差异化的课程组合和详细说明，如减脂、增肌、灵活、体能等，

分别对应相应的团课，基本达成对客户健身需求的全覆盖。而教练在这些课程的角色，并不是

一个“单向技能的传授”，而是一个群体共同体验的派对式。强调针对性和团课的派对形式，

大大提高了客户的参与度与积极性。 

 充满设计感的装修风格以及标准的流程管理 

在超级猩猩 30 人左右的团队中，开发和运营占绝大多数。其自主研发 Sream 系统（自助

服务预约及设备自动化管理系统），实现了极为先进的门禁、电力、设备及新风系统的自动管

理，极大减少人力成本的同时完美提高了用户的体验。同时其装修风格也极有特色，在突出自

身品牌的基础上合理规划空间和器材摆放，营造出极强的现代健身氛围。 

同时超级猩猩充分运用“互联网+健身”模式，在线下健身舱基础上，引入线上平台为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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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提供服务。超级猩猩店面没有交易功能，其微信公众号是唯一渠道，取消了线下门店的交易

功能。 

（三）重视服务从多元化和深度入手，大型健身房未来有望成行

业入口 

虽然目前我国的传统健身房在经营理念上仍较为粗放，但是由于其在规模资金以及场地

上的优势，其前景应该从未来健身产业入口来理解。 

 大型健身房规模上的优势使其能够在一下服务多样性及家庭深度上占据天然优势 

虽然我国大型健身房存在经营模式上仍粗放，但是大型健身房由于其规模资金及场地上

的优势，依旧拥有极强的生存空间。以海外发达国家为例，美国大型健身房龙头之一 Life Time 

Fitness（LTM）诞生于 1992 年，于 2004 年成功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其战略主要在于通过为

会员提供一站式健身健康管理服务来实现增长 。自成立以来，公司不断扩张，连锁健身会所

由 04 年的 44 家增长为 15 年的 114 家，拥有超过 140 万会员。即使在 2008 年之后经济衰退，

美国健身消费支出缩减的背景下，其近年收入依然保持稳健增长，毛利率也维持在 40%的高

位。 

 

美国大型健身房通过丰富的服务为用户提供远多于小型健身房的服务种类。比如 Life 

Time Fitness 为用户提供的服务除了传统的大型健身器械外，还会包括游泳池、攀岩、壁球、

SPA、瑜伽营养护理、以及包括篮球乒乓球在内的球类运动等各种各样的服务项目。同时其还

为会员提供全面的健康检查，并且根据检测数据提供个性化的全面健康计划。Life Time Fitness

现有健身中心平均面积在 10,000 ㎡，能够容纳 6,500-10,500 名会员同时活动，这种多样性的

服务使其拥有了与小型私教截然不同的竞争优势。 

同时，海外大型健身房通过深挖顾客家庭需求方式挖掘新客户。由于我国传统大型健身房

没有类似超级猩猩的平台性优势，因此其需要在一个社区挖掘尽可能多的客户以尽可能发挥

规模效应。根据海外经验，类似 Life Time Fitness 这样的大型企业往往通过提供儿童活动中心

的方式将全家带入健身房，以此提升客单价。Life Time Fitness 设立的儿童活动中心会在父母

运动期间对儿童进行看护并为其提供包括运动、音乐等在内的多种活动，也会根据儿童年龄不

同安排不同的运动健康相关课程。这种儿童服务的提供使得美国大型健身房对客户有着极强

的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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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国大型健身房的前景更应从利用其资金、规模及场地的优势提供不同于小型连锁

私教健身房的差异化服务，积极拥抱新模式，打造行业入口等方面来理解。 

 中国大型健身房需在服务观念上进行转变 

中国传统大型健身房的服务理念依旧停留在对场地设施的维护以及装修的更新上，并没

有从根本上从用户健身效果及健身获得乐趣角度出发，加强其服务质量。我国传统健身房的服

务理念依旧停留在平时对运动器械的维护整理、各类器械的改良以及场地环境的清洁等最基

础的服务环节上，而忽视了客户最根本的需求——通过健身增强自身的身体素质。我国大型健

身房普遍没有对客户从健身效果及健身过程中进行服务，因此带来的是服务同质化以及客户

体验感差。与此同时，与海外已经成熟的健身市场不同，我国市场初级健身用户较多，大量客

户需要教练指导，但是我国大型连锁健身房并没有将自身的服务重心落脚在此，使得其整体服

务理念明显落后。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型健身房想要获取我国健身市场增长的红利以及获得像海外大型健

身房一样稳固的市场规模，其不仅需要从服务内容上进行多样化和深度化的转变，更需要从服

务理念上以用户健身需求及效果会出发点，围绕健身效果及训练过程进行如各类不同项目指

导、用户健康数据维护以及理疗康复训练提供等多种类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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