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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1年以来，欧洲杯、东京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等世界级传统体育赛事相继成功举办，为全球体育产业的复苏奠

定基础。电竞作为数字体育产业的新兴模式，在蓬勃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新冠疫情的挑战：如TI10和S11总决赛等重要

电竞赛事由于疫情和政策等影响更换赛事举办地。

同时，电竞行业发展迎来新的机遇：一方面，亚运会电竞项目正式公布、虚拟体育运动持续开展，为电竞体育化

夯实基础；另一方面，元宇宙相关产业快速成长、电竞与娱乐行业加速融合，均为电竞行业进一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推动娱乐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实施阳光娱乐行动，开发健康向上、技术先进的新型娱乐方式，创新娱乐业态

和产品。推动娱乐场所标准化建设和连锁化、品牌化发展。规范和支持线上K歌、迷你歌咏厅、音乐派对等新型歌舞娱

乐业态发展。促进电子竞技与游戏游艺行业融合发展。鼓励开发沉浸式娱乐体验产品。

——文化和旅游部《“十四五”文化产业发展规划》

提供全民健身智慧化服务。推动线上和智能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支持开展智能健身、云赛事、虚拟运动等新兴运

动。 ——国务院《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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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概念 同屏PvP 规模化赛事

核心电竞游戏 √ √

泛电竞游戏 √

电竞概念定义

电竞：指利用电子设备作为运动器械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对抗运动。

电竞游戏：指利用电子设备进行多人同步对抗的电子游戏，可分为核心电竞游戏和泛电竞游戏。

电竞用户：指有以下一项或多项行为的用户：1.近一年至少观看过或参与过一次核心电竞游戏
赛事（包括职业和非职业赛事）；2.每月频繁玩核心电竞游戏或观看相关游戏直播内容。

同屏PvP：指玩家通过电竞游戏同时在同一游戏画面内进行多人竞技对抗活动。

规模化赛事：指有以该电竞游戏为比赛项目的大规模竞技赛事，包含各类杯赛和联赛。

核心电竞游戏及其相关产业为本报告主要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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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行业动态：从全球及国内电竞产业的发展现状看，规范化、多元化和开放化是市场发展的重
要关键词。规范化体现在赛事模式、人才培养、未成年人保护等规范的持续落实；多元化体
现在更多游戏品类、更多人群加入到电竞之中；开放化体现在赛事授权、内容合作愈加广泛。

市场发展：2021年中国电竞市场规模达到1673亿元，同比增长13.5%，行业进入平稳增长
阶段；移动电竞游戏仍是电竞市场主要组成部分，市场份额占比为52.8%。2021年中国电竞
用户规模达到5.06亿人，随着未成年人保护政策落实，电竞用户年龄结构将更加健康合理。

发展趋势：元宇宙概念的火热以及VR、AR、NFT等相关技术发展，有望推动电竞产业生态
革新，拓展虚拟数字人、数字藏品等商业模式。此外，电竞与线下场景如城市地标、文旅的
业态融合，及电竞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并助推公益传播等，均是电竞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用户特征：年轻化是电竞用户的重要特征，电竞游戏、游戏直播及电竞赛事在电竞用户中均
有较高的渗透率，并已产生较强的用户粘性。随着奥运会宣布举办虚拟体育赛事、杭州亚运
会电竞项目公布、S11赛事中国战队夺冠等，电竞作为新兴体育项目的正向认知也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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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电竞行业发展趋势
行业发展支撑有力，推动全球电竞高质量发展
从全球范围看，美国、欧洲、韩国及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电竞产业起步较早，在经过较长时间发展后，已形成了比较成熟
的电竞产业体系和商业模式；而巴西、东南亚等国家和区域的电竞产业作为后起之秀也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全球电竞产业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数字体育的新形态，电竞产业在全球迈入蓬勃发展阶段，而电竞的体育化、国际化、移动化和科技
化等趋势，将推动全球电竞产业的进一步高质量发展。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全球电竞市场发展核心趋势

电竞成为2022年杭州亚运会正
式项目、奥运会和英联邦运动会
积极试点电竞比赛、GEF举办
全球电子竞技大赛等，体现电竞
向体育产业持续推进与转型升级

体育化进程持续推进

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
移动化浪潮势不可挡

5G、A I、VR、AR等技术与
电竞产业结合愈加深入，元宇
宙、Web3.0等新形态与电竞
融合有望创新用户电竞体验

科技化助力电竞产业升级

移动游戏的市场影响力越
来越强，王者荣耀、英雄
联盟手游、Free F i re、
PUBG Mobi le等热门手
游带动全球移动电竞浪潮

中外在游戏开发、赛事参
与、内容制作及商业赞助
等领域相互合作愈发紧密
，电竞成为中外文化交流
越来越重要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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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行业发展背景-政策扶持
全国多地推出扶持政策，大力支持电竞产业发展
从电竞行业发展的政策扶持环境看，2021年以来，全国各地仍在持续加码电竞产业扶持力度，包括支持重大电竞赛事落
地举办、电竞场馆建设、电竞人才培养及更多电竞衍生业态扶持等。除了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外，更多的城市也纷纷出
台相关扶持措施，推动电竞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的建设。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1年以来中国电竞行业发展扶持政策（部分）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及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1年1月 广州市天河区
《关于扶持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意见提出支持重大电竞项目落地天河；鼓励
原创电竞内容产品开发；引导企业积极参与
电竞赛事

2021年3月
北京市海淀区

《关于促进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科技创新
片区海淀组团产业发展的若干支持政策》

文件包括游戏和电竞企业创新性和投资金额
补贴、原创游戏软件资助、龙头企业落户措
施、俱乐部参赛奖励、赛事经费补助等

2021年4月 江苏省太仓市
《关于促进太仓市电竞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文件包括举办电竞赛事补助、龙头骨干电竞
企业经济贡献奖励、俱乐部参赛奖励、原创
产品研发奖励、专业人才培育支持等政策

2021年6月 上海市静安区
《静安区关于促进影视、电竞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对电竞企业落户、场馆建设、技术革新、内
容IP、创作运营、重大活动及消费场景打造
进行奖励

2021年9月 福建省发改委
《促进电竞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3年）》

方案提出将强化电竞产品研发制作、完善电
竞赛事生态、促进内容传播和衍生场景及培
养壮大电竞产业集群等相关扶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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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行业发展背景-政策监管
政策监管措施持续出台，规范电竞行业良性发展
从电竞行业发展的政策监管环境看，2021年以来，国家监管部门陆续出台了多个措施，对游戏及电竞产业提出更高的规
范化要求，包括在未成年人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直播内容规范等多方面加强监管，规范中国电竞产业健康化发展。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1年以来中国电竞行业发展监管措施（部分）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及政策名称 主要内容

2021年6月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未成年人私密信息保
护、实名身份认证、游戏时段等做出更完善
的规定

2021年8月
国家新闻出版署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通知要求网络游戏企业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
提供游戏服务的时间，严格落实实名注册和
登录要求，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2021年9月 国务院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

《纲要》明确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实施
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完
善游戏产品分类、内容审核、时长限制等

2021年11月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

对游戏公司收集、处理、使用、存储、删除
个人信息等提出更高要求，切实保障消费者
信息安全

2022年4月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关于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平台游戏直播管理的通知》

通知提及严禁网络视听平台传播违规游戏、
加强游戏直播内容播出管理、加强游戏主播
行为规范、建立并实行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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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行业发展背景-经济环境
疫情对体育产业造成冲击，体育竞赛表演仍有较大成长空间
自国务院2014年10月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以来，中国体育产业增速加快，在国内生
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在2019年占比已接近3%。随着传统体育赛事商业化进程加速，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作为体育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占体育产业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尽管新冠疫情对全球体育产业造成了较大冲击，但随着《体育产业统
计分类（2019）》将电竞运动加入到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之中，未来电竞有望成为后疫情时代下体育产业发展的全新
增长点，并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国家统计局，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15-2020年中国体育产业相关规模情况 2015-2020年中国体育产业相关占比情况

17,107 19,011 21,988 26,579 29,483 27,372 

150 177 231 292 309 273 

11.1% 15.7% 20.9%

10.9%
-7.2%

18.3% 30.9% 26.2%

5.7%
-11.5%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体育产业规模（亿元）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规模（亿元）
体育产业增长率（%）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增长率（%）

2.48% 2.55% 2.64%
2.89% 2.99%

2.69%

0.87% 0.93% 1.05% 1.10% 1.05% 1.00%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体育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体育竞赛表演活动占体育产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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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行业发展背景-社会文化
移动网民覆盖率已超99.5%，玩手游成为全民化娱乐方式
根据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中国移动网民规模达10.29亿人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而使用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电视和平板电脑上网的比例分别为35.0%、33.0%、
28.1%和27.4%，手机已成为中国网民最主要的上网方式。根据艾瑞UserTracker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数据显示，
2020年以来，随着复工复产的有序进行，移动游戏在整体用户中渗透率有所回落，但渗透率始终保持在40%以上，用手
机玩游戏，已成为中国移动网民最普遍的在线娱乐方式之一，各游戏类型中MOBA类和射击类等电竞游戏深受用户欢迎。

来源：UserTracker多平台网民行为监测数据库（桌面及智能终端）。

2015-2021年中国移动网民规模及占网民比例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除2019年所用数据为2020年3月规模数据外，其他均为当年12月规模数据。

84,500 

67,503 
62,112 58,367 64,387 

55,753 
65,010 66,956 

61.8%
49.3% 45.3% 42.4% 46.8% 40.4% 47.0% 48.3%

2020Q1 2020Q2 2020Q3 2020Q4 2021Q1 2021Q2 2021Q3 2021Q4
移动游戏月独立设备数（万台）
移动游戏月独立设备占整体移动设备比重（%）

mUserTracker-2020-2021年中国移动游戏
月独立设备数及占整体设备比例情况

61,981 
69,531 

75,265 
81,698 

89,690 
98,576 102,874 

90.1%
95.1% 97.5% 98.6% 99.3% 99.7% 99.7%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中国移动网民规模（万人）
移动网民占整体网民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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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 

1,123 

1,605 

1,920 
2,130 

92.0%

42.9%
19.6% 10.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全球VR/AR头显出货量（万台） 增长率（%）

中国电竞行业发展背景-科技发展
VR/AR技术快速发展，有望推动电竞产业革新
2021年以来，元宇宙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国内外互联网巨头纷纷加大元宇宙领域投入力度，其中VR和AR是元宇
宙的重要前端设备。VR和AR与众多领域均可结合，而游戏及电竞是其重要的应用场景，依托5G、VR和AR技术的融合，
空间和时间、线上和线下的界限被打破，打造出现实与虚拟交融的场景：游戏可以利用VR为用户提供更加身临其境的游
戏体验；电竞赛事可以利用AR以现实环境多样性来提升电竞观赛的趣味性等。正如《头号玩家》和《阿尔罕布拉宫的回
忆》等影视作品中展现的游戏形态，VR和AR的技术创新，有望在电竞场景中得到率先落地，最终加速元宇宙的到来。

来源：IDC，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VR（虚拟现实） AR（增强现实）

技术定义

利用计算机创建三维虚拟
空间，并模拟视觉、听觉、
触觉等感官，用户身临其
境地与三维空间事物交互

集成真实世界信息与虚拟
世界信息，在屏幕上将虚
拟世界信息投射到现实世
界中，与使用者进行互动

体验特点 沉浸感、交互性、
自主性

虚实结合、实时交互、
3D定位

关键技术
动态环境建模、实时三维
图形生成、立体显示和传
感器等技术

系统显示、三维注册、人
机交互、深度学习等技术

技术痛点
优质内容稀缺、系统设备
价格、传输速度与本地计
算等

人机交互效率低、舒适度
不高、虚实结合能力弱等

电竞应用 VR游戏、游戏直播、
电竞观赛等

AR游戏、虚拟角色、
虚拟演出等

VR和AR的技术特征及在电竞产业中的应用2020-2024年全球VR/AR市场出货量规模
CAG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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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行业发展历程
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正式公布，电竞体育化更进一程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各个发展阶段上方展现内容为该时期内典型的电竞相关内容，与其市场表现无关。

中国电竞行业发展历程

时间

市
场
影
响
力

探索期 发展期 增长期 爆发期

1998 2008 2014 2018

电竞游戏引入

三方赛事萌芽
电竞网游化

厂商主导赛事

职业联赛发展

移动电竞崛起

中国战队连夺金牌电竞体育化发展加速

2018年：电竞作为表演赛进入雅加达亚运会，中国队夺金

2019年：电子竞技员和电子竞技运营师成官方发布的新职业

2020年：亚奥理事会宣布电竞成为杭州亚运会正式项目

2021年：中国战队EDG夺得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冠军

2022年：国际奥委会宣布寻求举办首届奥林匹克虚拟体育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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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759 883 981 1,075 1,145 
331 

352 
365 373 380 385 

250 

363 
425 

495 
575 

656 

29.8%
13.5% 10.5% 9.8% 7.7%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移动电竞游戏市场规模（亿元） 端游电竞游戏市场规模（亿元） 电竞生态市场规模（亿元） 整体电竞市场增长率（%）

中国电竞市场规模
2021年电竞市场规模超1650亿元，市场进入平稳增长阶段

来源：根据企业公开财报、行业访谈及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
注释：中国电竞市场规模包括：1.端游电竞游戏市场规模， 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用户为端游电竞游戏消费总金额 。2.移动电竞游戏市场规模， 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用户为移动电竞游戏消
费总金额。3.电竞生态市场规模，包括赛事门票、周边、众筹等用户付费以及赞助、广告、版权等企业围绕赛事产生的收入及电竞俱乐部及选手产生的收入；以及游戏直播内容及游
戏主播等赛事之外的产业链核心环节产生的收入；不包括电竞教育与电竞地产规模。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
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2021年中国电竞市场规模约1673亿元，同比增长13.5%，行业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在游戏行业监管趋严、直播行业规范
化持续加强的背景下，电竞游戏及电竞直播收入增速有所放缓。而随着电竞赛事和电竞内容影响力的快速提升，电竞版权、
赛事赞助、内容制作等电竞赛事商业化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速。电竞市场未来的增长驱动因素，来源于电竞入亚带来的体育
化和商业化机会，以及元宇宙、Web3.0等新兴业态和电竞结合带来的发展空间。

1,136

1,474
1,673

1,849
2,030

2,186

2019-2024年中国电竞整体市场规模
CAGR=21% CAGR=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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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9% 51.5% 52.8% 53.0% 53.0% 52.4%

29.1% 23.9% 21.8% 20.2% 18.7% 17.6%

22.0% 24.6% 25.4% 26.8% 28.3% 30.0%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移动电竞游戏占比（%） 端游电竞游戏占比（%） 电竞生态占比（%）

中国电竞细分市场规模
移动电竞游戏规模占比超50%，电竞生态市场占比稳步提升
从中国电竞行业细分市场的占比变化可以看到：一方面，移动电竞游戏收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将占据着电竞市场收入
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自2020年以来，电竞生态市场占比已超过端游电竞游戏市场占比，成为驱动电竞市场发展的新
兴力量，电竞赛事、电竞直播和电竞衍生内容作为电竞生态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规模均已超过百亿元。

来源：根据企业公开财报、行业访谈及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
注释：中国电竞市场规模包括：1.端游电竞游戏市场规模， 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用户为端
游电竞游戏消费总金额 。2.移动电竞游戏市场规模， 包括中国大陆地区用户为移动电竞
游戏消费总金额。3.电竞生态市场规模，包括赛事门票、周边、众筹等用户付费以及赞助、
广告、版权等企业围绕赛事产生的收入及电竞俱乐部及选手产生的收入；以及游戏直播
内容及游戏主播等赛事之外的产业链核心环节产生的收入；不包括电竞教育与电竞地产
规模。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
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111亿
电竞赛事及相关市场规模

185亿
电竞直播市场规模

129亿
电竞衍生及相关市场规模

2021年中国电竞生态市场细分规模

来源：根据企业公开财报、行业访谈及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
注释：中国电竞生态规模包括：1.电竞赛事及相关市场规模，包括赛事门票、周边、众
筹等用户付费以及赞助、广告、版权等企业围绕赛事产生的收入及电竞俱乐部及选手产
生的收入；2.电竞直播市场规模，包括游戏直播内容及游戏主播等产生的收入；3.电竞
衍生及相关市场规模，包括电竞陪练、电竞衍生节目、电竞周边产品等衍生产业链环节
产生的收入；不包括电竞教育与电竞地产规模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
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
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2019-2024年中国电竞市场细分规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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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用户规模
电竞用户规模增速逐步放缓
2021年，中国电竞用户整体规模约为5.06亿人，同比增长1.2%，尽管电竞用户增速有所放缓，但在英雄联盟S11总决赛中
国战队EDG夺冠、杭州亚运会电竞项目公布的背景下，电竞用户规模有望在2022年得到进一步的增长。同时，随着游戏行
业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落实，电竞用户年龄结构也将更加规范有序。

474 500 506 520 524 530 

5.5% 1.2% 2.8% 0.8% 1.1%

2019 2020 2021 2022e 2023e 2024e

2019-2024年中国电竞用户规模

中国电竞用户规模（百万人） 增长率（%）

来源：根据企业公开财报、行业访谈及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
注释：本报告中的电竞用户指有以下一项或多项行为的用户：1.近一年至少观看过或参与过一次核心电竞游戏赛事（包括职业和非职业赛事）；2.每月频繁玩核心电竞游戏或观看相
关游戏直播内容。报告所列规模历史数据和预测数据均取整数位（特殊情况：差值小于1时精确至小数点后一位），已包含四舍五入的情况；增长率的计算均基于精确的数值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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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产业链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2年中国电竞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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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产业图谱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图谱未包含行业各环节所有企业，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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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相关行业投融资分析
游戏投资回暖、元宇宙投资爆发，将推动电竞行业进一步发展
从电竞相关行业的投融资数据来看，电竞行业投融资在2017年至2018年间达到高峰，2019年以来，电竞市场投资愈发趋
于冷静，在投融资金额和投融资事件数量上都保持相对平稳。作为电竞行业的上游，游戏行业自2019年以来投融资整体
活跃度持续回暖，有利于更多新品电竞游戏的开发和上线；而元宇宙作为互联网发展的新兴业态，相关投资在2021年开
始爆发，元宇宙相关的VR、AR、NFT等内容形态与电竞的结合，有望给电竞产业带来新的发展契机。

来源：IT桔子“游戏”、电子竞技”及“元宇宙”标签下投融资事件整理，不包含并购、
上市、退出相关事件及海外投融资情况，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IT桔子“游戏”、电子竞技”及“元宇宙”标签下投融资事件整理，不包含并购、
上市、退出相关事件及海外投融资情况，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17-2021年中国电竞相关市场投融资金额 2017-2021年中国电竞相关市场投融资数量

71.4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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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行业投融资金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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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游戏热门产品分析

根据小葫芦大数据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21年热门开播的电竞游戏内容仍以移动电竞为主，《王者荣耀》以78.9万人的
月均开播主播数位居榜首；从2021年热门观看的电竞游戏内容看，端游电竞的直播观众互动表现更好，吸引了更多观众
发送弹幕互动。同时，头部产品《英雄联盟》及其手游、自走棋衍生产品在榜单上占据多席，可谓目前最有影响力的电竞
IP；《穿越火线》游戏发展至今已有十余年，至今仍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深受电竞用户欢迎；而《永劫无间》作为网易
在2021年7月推出的武侠战术竞技新品，随着其职业联赛的起步，未来发展同样值得期待。

来源：小葫芦大数据平台，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月均开播主播数根据各游戏分类下每月有开播行为的主播数统计，数据监测范围
覆盖虎牙、斗鱼、企鹅电竞、哔哩哔哩及快手平台。

端游电竞直播观众活跃度更高，头部产品IP影响力凸显

来源：小葫芦大数据平台，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日均弹幕观众数根据发送弹幕的观众进行人数去重统计，不完全反映观看直播的
用户人数情况，数据监测范围覆盖虎牙、斗鱼、企鹅电竞、哔哩哔哩及快手平台。

2021年电竞
游戏开播热度 电竞游戏名称 月均开播主播数（万人）

1 王者荣耀 78.9

2 和平精英 35.6

3 英雄联盟 28.4

4 英雄联盟手游 19.4

5 永劫无间 5.6

6 金铲铲之战 5.5

7 CS:GO 5.1

8 穿越火线 4.7

2021年电竞
游戏观众热度 电竞游戏名称 日均弹幕观众数（万人）

1 英雄联盟 181.0

2 王者荣耀 178.2

3 和平精英 78.4

4 绝地求生 72.9

5 CS:GO 35.7

6 穿越火线 32.0

7 永劫无间 30.7

8 云顶之弈 27.2

2021年中国电竞游戏热门开播内容 2021年中国电竞游戏热门观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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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赛事内容发展分析
头部电竞赛事热度稳固，职业电竞探索多元化生态
从2021年全年的电竞赛事用户活跃情况看，头部电竞赛事在1至2个月左右的休赛期外，整体赛事热度和用户关注度始终
保持在较高的水平。根据小葫芦大数据平台监测数据显示，英雄联盟赛事和DOTA2赛事在全球总决赛期间引发电竞用户
观看热潮，赛事官方直播间观众发送弹幕总数得到翻倍式增长。此外，女子电竞和虚拟体育电竞正在成为电竞的新兴力量，
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的举办和上海虚拟体育公开赛的创办，有助于电竞产业进一步完善产业生态，开启数字体育发展的新
场景和新模式。

来源：小葫芦大数据平台，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电竞赛事弹幕数根据相应赛事官方直播间观众发送的弹幕总数统计。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1年头部电竞赛事官方直播间月度弹幕总数情况 职业电竞赛事的多元化探索

2021年8月，王者荣耀宣布首
个官方女子专业赛事——王者
荣耀女子公开赛，经过城市分
站赛和年度总决赛的角逐，RE-
Girls战队最终获得年度总冠军。

2021年11月，上海市科技体育
运动管理中心与久事智慧体育共
同宣布将启动上海虚拟体育公开
赛，首届赛事包含滑雪、赛车、
自行车、赛艇等虚拟体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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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赛事授权模式分析
赛事授权体系逐步完善，电竞开放生态逐渐形成
电竞在诞生之初，就和游戏产品有着极强的绑定，游戏版权归属使得第三方举办电竞赛事存在法务、技术等风险。随着电
竞的体育化发展，头部电竞企业更倾向于放开赛事IP授权，通过建立清晰的授权体系和明确的管理制度，让更多第三方能
够以更低的门槛举办电竞赛事，双方共同做大电竞赛事生态。随着电竞赛事授权的开放化、标准化及一站式赛事服务平台
的推出，大众电竞赛事也将越来越普及，有望让电竞赛事成为和体育运动一样亲民的生活化项目。此外，随着独立电竞赛
事产品版本的陆续推出，赛事授权还将有可能突破不同游戏厂商之间的界限，让电竞成为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体育生态。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电竞赛事授权愈加开放化与标准化 一站式赛事服务平台助推全民电竞发展

国内头部电竞企业如腾讯、网易等，纷纷推出官
方赛事授权系统，为第三方开放电竞赛事IP生态，
在快速审批办赛申请的同时，提供技术经验支持。

开
放
化

2020年底，国内首个电竞授权类团体标准《电竞
赛事通用授权规范》发布，规范提出游戏厂商需
分步骤、分阶段推动研发独立的电竞赛事产品版
本，并适用于未来的国内电竞赛事。王者荣耀
（亚运版）与和平精英（亚运版）的出现，有望
推动电竞授权体系进一步标准化，激发市场活力。

标
准
化

全民秒开赛是腾讯电竞推
出的一站式电竞赛事平台，
是腾讯官方十余款游戏的
赛事IP授权入口，支持多
个项目同时开赛，并提供
赛事管理和赛事保障服务，
助力第三方一键高效办赛。

Battle是网易游戏首个官
方电竞赛事平台，提供赛
事授权、智能办赛、参赛
观赛等一站式赛事服务，
并已接入城市赛、高校赛、
主播赛、玩家自办赛等各
类授权及自办赛事。

有效降低电竞办赛门槛，推动电竞大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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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内容传播发展分析

电竞作为数字体育的新模式，以其数字化特征和用户影响力，成为文化推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为响应北京冬奥会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一方面，国家体育总局举办中国数字冰雪运动会，以“电竞+冰雪”模式，为大众
参与冰雪运动提供更加便捷的渠道；另一方面，《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等电竞游戏也成为跨界合作的代表，通过游
戏内容与冰雪运动的结合，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并热爱冰雪运动。此外，电竞也是各国和各城市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通过举办电竞赛事及相关活动，可以展示各地文化，并促进各地青年之间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电竞内容助力冰雪运动推广 电竞内容推动城市文化交流

电竞成为体育运动推广和文化交流的优秀载体

举办中国数字冰雪运动会
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冰雪大会组委
会共同主办了多届中国数字冰雪运
动会，以“电竞+冰雪”的模式向
社会大众普及和推广冰雪运动。

《王者荣耀》冰雪主题形象和玩法
王者荣耀在游戏内上线“哪吒”冰
雪运动虚拟形象、“冰雪快跑”小
地图等，给玩家提供数字冰雪体验。

《和平精英》“龙狮迎冰雪”版本
和平精英将地图改为冰雪赛场，搭
建滑雪大跳台，玩家可在游戏中化
身滑雪运动员，体验单板滑雪乐趣。

ECEA东亚电竞锦标赛由中国
文化娱乐行业协会、韩国电
子竞技协会、日本电子竞技
联合会联合承办，各国将轮
流举办，旨在推动数字文化
产业共同发展，促进各国青
年开展深入的文化交流。

粤港澳大湾区电竞论坛暨城
市交流赛覆盖广州、深圳、
佛山、珠海、东莞、惠州、
澳门、香港等8地，旨在促
进粤港澳城市及青年的文化
交流，并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电竞文化符号和产业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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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俱乐部发展分析

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全球电竞市场的并购及合并事件总数接近150起，通过并购、合并进行电竞资源整合、业务模式
拓展成为电竞市场发展的主流趋势，而电竞俱乐部是市场整合中十分重要的角色。从国内市场看，狼队电竞、星竞威武、
TT电竞和微博电竞等电竞俱乐部，在2021年下半年均以并购或合并的方式，实现在更多品类电竞赛事的布局，以电竞资
源整合来拓展多元业务模式，最终扩大自身电竞品牌的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并购、合并成为趋势，电竞俱乐部通过整合提升整体竞争力

电竞俱乐部进入整合发展阶段

电竞俱乐部
整合案例

狼队电竞 TT电竞

微博电竞星威忍者

2021年9月，复星体育旗下狼队电竞完成对
QG俱乐部王者荣耀分部和QQ飞车分部的收
购，此前狼队电竞已在国内外成立FIFA、
CODM、第五人格、火箭联盟等多个分部。

2021年8月，星竞威武宣布与瑞典NIP战队合
并，组建星威忍者集团。合并后，星威忍者拥
有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穿越火线、瓦罗兰特、
CS:GO、彩虹六号等赛事的永久席位。

2021年11月，微博收购原SN战队进军英雄
联盟赛事，此前微博已通过成立或收购的方
式进入王者荣耀、和平精英、瓦罗兰特、第
五人格等项目，目前微博电竞已基本覆盖市
场上主流的电竞项目。

2021年10月，趣丸集团收购原TMG战队正
式进军和平精英职业赛事，目前TT电竞拥
有包括英雄联盟LPL、英雄联盟手游WRL、
王者荣耀KPL及和平精英PEL在内的国内四
大电竞联赛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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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人才选拔制度分析
亚运会推动电竞国家队选拔体系的探索和建设
尽管2022年杭州亚运会宣布延期举办，但亚洲各国和地区的电竞代表队选拔已在陆续开展之中。根据韩国电竞协会在官
网公开的国家代表队选拔及运营规定显示，电竞国家队选手将以游戏水平、资格赛排名、国际大赛经验、透彻的国家观和
使命感等8项标准进行，从实际情况看，标准的落地仍存在难度，如标准辨别度低、操作难度较高等。除了韩国的委员会
选拔模式，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还通过特定赛事成绩选拔、报名选拔等方式组建电竞代表队。以亚运会为起点，国内的电
竞选拔体系也将逐渐探索，最终建立起和传统体育一样“公平、公正、公开”的运动员选拔机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韩国关于亚运会电竞项目国家队的选拔标准 国内电竞代表队选拔体系可探索的方向

游戏水平 国际大赛经验

团队贡献度

最近3个月至1个赛季
个人记录

国家队资格赛排名

成长性和未来性

国家观和使命感

韩国电竞贡献度

赛事选拔
委员会选拔

省队选拔

注册运动员选拔

公平公正公开的电竞运动员选拔机制有待建立

更多规范化选拔标准

尽管有公开标准，韩国英雄联盟国家队监督kkOma在
2022年4月的辞职风波中，曾提出“选拔方式的低辨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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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营销品牌主分析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2021-2022年中国电竞营销主要品牌主一览

电竞生态

职
场
招
聘

润
滑
油

硬
件
外
设

芯片显卡

饮
料

电竞椅

电商购物

服
饰
用
品

汽
车

康复保健

日
化
美
妆

智
能
手
机

信
用
消
费

电脑品牌

快
餐
食
品

显示外设

电竞品牌主类型愈发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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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营销合作模式分析
电竞营销的商业潜力得到快速开发
随着电竞行业的蓬勃发展和逐渐成熟，电竞产业庞大的流量、年轻化的用户和强大的社交属性，吸引了众多品牌主的进入。
随着电竞营销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更多的营销合作对象和营销合作模式被不断开发出来，双方的合作粘性也在不
断加强。深入渗透电竞领域的品牌，在落实品牌营销与年轻化战略的同时，也为电竞商业化价值的快速增长提供强劲动力。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电竞营销的合作广度持续拓宽 电竞营销的合作粘性不断加强

电竞游戏
营销

俱乐部/选手
营销

电竞赛事
营销

合作对象

合作模式

Ø 曝光合作：品牌主通过赞助、冠名、植入、代言等

形式参与电竞营销，获取电竞流量，实现品牌曝光

Ø 产品合作：品牌主借助电竞IP影响力推出联名/定

制产品，并与电竞用户建立情感联系，打开市场

Ø 场景合作：品牌主通过举办电竞赛事/活动、营造

电竞主题空间等方式，以线下生态辐射电竞用户

Ø 内容合作：品牌主结合电竞素材，以纪录片、漫画、

音乐等形式，表达出品牌与电竞精神融合的故事

合作时长：电竞营销合作的整体时长逐步增
长，以LPL赛事为例，梅赛德斯奔驰、肯德基、
耐克等品牌与LPL的合作时长均在四年及以上

合作范围：品牌主开始在电竞领域进行全面
布局，以李宁为例，李宁赞助多个电竞战队、
成立LNG战队、持续推出电竞联名产品等

合作深度：品牌主愈加重视电竞的赋能效果，
以索尼为例，索尼与CF赛事的合作在Xperia
手机基础上，增加更多生态产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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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衍生内容发展分析

以电竞游戏和电竞赛事为核心，头部电竞IP如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持续拓展自身IP生态：一方面，《英雄联盟：双城之
战》和《你是我的荣耀》等衍生动画和电视剧，以优质内容获得了用户较好的口碑和较高的播放量；另一方面，虚拟数字
人等新兴技术带动电竞衍生内容的持续创新，虚拟形象、虚拟主播及虚拟解说等虚拟数字人在电竞产业中的应用，为电竞
产业的进一步数字化发展奠定基础。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电竞衍生影视作品备受关注 虚拟数字人在电竞产业的应用

英雄联盟衍生动画——《双城之战》

王者荣耀授权电视剧——《你是我的荣耀》

虚拟
数字人

和平精英虚拟解说：占乐乐E·L

王者荣耀国风舞蹈：公孙离《一舞翩翩》

虎
牙
直
播
虚
拟
偶
像
︓
双
马
尾

穿
越
火
线
手
游
虚
拟
形
象
︓
云
悠
悠

优质衍生内容丰富电竞IP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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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酒店市场发展分析
酒店转型、企业入局，电竞酒店的专业化发展之路
电竞市场的火热，带动了电竞酒店业态的出现和发展，电竞酒店不仅吸引了众多传统酒店的转型升级，也吸引了电竞产业
链的多家企业亲自下场：网鱼网咖、雷神、京东等依托电竞资源打造自身的电竞酒店品牌，而腾讯则推出“数字IP酒店共
创合作”，与香格里拉、凯越等传统酒店共同打造电竞主题酒店。在落实规范化、标准化的同时，电竞酒店的下一步发展，
将会是在满足用户电竞、住宿和社交需求的基础上，将电竞元素与酒店场景深入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的电竞文化空间。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国内电竞酒店的类型与市场格局

专
业
电
竞
酒
店

电
竞
主
题
房

创业品牌

衍生品牌

合作推出

自主推出

电竞酒店

爱电竞酒店、创电竞酒店、
5F电竞酒店、宜博电竞酒店等

电竞衍生：网鱼、雷神、京东等

酒店衍生：格林电竞酒店等

香格里拉、雅诗阁、凯悦等
与腾讯电竞合作推出电竞房

IU酒店、速8酒店、亚朵、柏曼
等酒店自主推出电竞房

满足用户多元需求，打造电竞文化空间

电竞需求
通过提供高配置的电竞
设备和游戏服务，满足
用户的竞技与开黑需求

住宿需求
电竞酒店可通过内容化、
智能化及沉浸化等，与
传统住宿空间产生差异

社交需求
将电竞元素与酒店场景相
结合，打造观赛、竞技等
结合的社交化互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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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用户性别及年龄分布
年轻男性是主要的电竞用户群体
中国电竞用户中，男性用户占比在7成以上。年轻是电竞用户最重要的特征，调研数据显示，25岁以下的电竞用户占比达
到47.0%。随着游戏行业未成年人保护相关工作的持续推进，未来电竞用户的年龄结构也将更加健康化。

注释：请问您的性别是？
样本：N=137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注释：请选择您的周岁年龄？
样本：N=137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年龄分布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性别情况

76.4%
的电竞用户为男性

男性

76.4%

女性

23.6%

9.4%

10.4%

14.8%

18.4%

26.0%

21.0%

35岁以上

31-35岁

28-30岁

25-27岁

22-24岁

21岁及以下

用户年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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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用户收入及消费水平分布
收入提升带动用户消费水平增长
据电竞用户调研数据显示，在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中，个人月收入在6001-8000元的占比最高，达到23.6%；个人月消
费集中在3001-5000元，占比达到28.9%。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个人月收入水平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个人月消费水平

注释：请问您的个人税前月收入约多少人民币？
样本：N=137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注释：请问您的个人月消费金额平均是多少人民币？
样本：N=137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3.8%

6.5%

16.4%

19.3%

23.6%

18.8%

11.6%

20000元以上

15001元-20000元

10001元-15000元

8001元-10000元

6001元-8000元

4001元-6000元

4000元及以下

用户月收入占比（%）

3.8%

5.9%

16.2%

28.9%

24.4%

20.8%

10000元以上

8001元-10000元

5001元-8000元

3001元-5000元

2001元-3000元

2000元及以下

用户月消费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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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电竞用户偏好内容看，MOBA类、战术竞技类和射击类电竞内容最受用户欢迎，在所玩电竞游戏、观看游戏直播及观
看电竞赛事的占比中，三者的渗透率均超过了6成。而其他类型电竞内容仍处于用户培育阶段，用户渗透率尚在5成以下。

中国电竞用户各类型电竞内容偏好情况
MOBA、战术竞技及射击类电竞内容用户渗透率均超6成

注释：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所玩电竞游戏的主要类型是?；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观看电竞游戏直播的主要游戏类型是?；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观看电竞赛事的主要游戏类型是?
样本：N=1202，N=1177，N=111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78.5%

68.6%
64.9%

45.1%

39.9% 38.9% 38.5%
35.2% 34.9%

73.2%

62.0% 60.9%

35.3% 35.8%
33.5%

35.3%
33.1% 32.9%

74.0%

61.4% 61.4%

36.1% 40.2%
34.5% 35.8%

33.5% 33.0%

MOBA类 战术竞技类 射击类 竞速类 自走棋类 卡牌类 策略类 格斗类 体育类
所玩电竞游戏（%） 观看游戏直播（%） 观看电竞赛事（%）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偏好的电竞内容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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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8.5%

19.7%

31.6%

25.5%

13.5%

0.2%

4.8%

11.4%

31.4%

30.9%

21.3%

小于1小时

1-5小时

5-10小时

10-20小时

20-30小时

大于30小时

平均每周玩电竞游戏时长占比（%）
平均每周观看游戏直播时长占比（%）

中国电竞用户电竞内容使用时长情况
用户对电竞内容已产生较强粘性
整体而言，电竞用户愿意在电竞内容上投入较长的时间，在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中，每周平均玩10-20小时电竞游戏的
占比最高，达到31.4%，电竞游戏时长超过10小时的用户占比达到83.6%；平均每周观看10-20小时游戏直播的占比最高，
达到31.6%，游戏直播观看时长超过10小时的用户占比达到70.6%。而在电竞赛事的观看上，79.1%的电竞用户平均每月
观看时长超过10小时。

注释：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平均每周玩电竞游戏的总时长通常是?；请问在过去一年
中，您平均每周观看电竞游戏直播的总时长通常是?
样本：N=1202，N=1177；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注释：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平均每月看电竞赛事的总时长通常是?
样本：N=111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每月观看电竞赛事时长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玩电竞游戏及观看游戏直播时长

79.1%
的电竞用户每月观看
电竞赛事超过10小时

10-20小时

33.4%

20-30小时

28.2%

大于30小时

17.5%

5-10小时

15.2%

5小时以下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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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用户电竞参与方式情况
手机端已成为电竞用户体验电竞的最主要渠道
手机在中国网民中的普及也带动了电竞用户往移动端的迁移，电竞用户使用手机玩电竞游戏、观看游戏直播和观看电竞赛
事的比例远超其他设备。与中国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99.7%相比，电竞内容在移动端发展仍有一定的成长空间。

注释：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主要在哪些设备玩电竞游戏?；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主要通过什么设备观看电竞游戏直播?；请问在过去一年中，您主要使用什么设备观看电竞赛事?
样本：N=1202，N=1177，N=111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玩游戏、观看游戏直播及观看电竞赛事所用设备情况

45.3%

48.5%

66.6%

84.1%

电视/投

影

平板

PC

手机

观看电竞赛事所用设备占比（%）

33.7%

50.5%

66.1%

87.6%

电视

平板

PC

手机

观看游戏直播所用设备占比（%）

37.9%

45.0%

72.5%

91.4%

主机

平板

PC

手机

玩电竞游戏所用设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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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竞用户电竞态度及亚运会期待度
用户对电竞已有较高的认可度
据电竞用户调研数据显示，75.3%的电竞用户认可电竞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项目；66.0%的电竞用户非常期待2022年
杭州亚运会上的电竞比赛项目。整体来看，在电竞社会化普及的同时，电竞用户对电竞的正向认知也越来越强。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对“电竞是体育运动”态度情况 2022年中国电竞用户亚运会电竞赛事期待情况

注释：请问您对“电竞是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的态度是？
样本：N=137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注释：请问您对亚运会电竞比赛的期待程度如何？
样本：N=1375；于2022年4月通过艾瑞智研平台-消费洞察数据库调研获得。

4.1%

5.8%

14.8%

37.6%

37.7%

非常不同意

不太同意

一般

比较同意

非常同意

用户认可度占比（%）

0.1%

0.5%

4.0%

29.4%

66.0%

没有期待

不太期待

一般

比较期待

非常期待

用户期待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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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职业赛事案例——CF系列电竞
十年职业电竞，持续突破发展，CF赛事打造FPS电竞行业标杆
作为国内首个运营超过十年的电竞赛事品牌以及全球首个同时运作三个职业赛事的电竞IP，CF职业联赛在2021年取得了
相当优异的成绩：2021年全年共有184个比赛直播日，比赛总场次超过2000场，参赛选手人数超过11万，赛事内容观看
量超100亿，直播观赛人数超20亿，赛事相关数据在国内各大职业电竞赛事中均名列前茅。随着CFHD职业联赛在2022年
的正式启动，CFPL、CFML和CFHD三大电竞联赛的协同效应将愈发凸显，并进一步扩大CF电竞大生态的市场影响力，打
造国内乃至全球的FPS电竞赛事标杆品牌。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多端协同并进，CF电竞大生态影响力凸显

2008 20132012 2021 20222019

起步期 成长期 突破期

20162015 2018

穿越火线百城联赛
作为腾讯首个电竞
赛事，开启对专业
化电竞赛事的探索

首届CFS世界总决
赛举行，穿越火线
赛事迈出电竞国际
化步伐

国内首个电竞职业
联赛CFPL穿越火线
职业联赛正式创立

国内首个移动端职业联
赛CFML穿越火线：枪
战王者职业联赛成立，
开启CF电竞双端时代

CFPL线下总决赛
落地到多个城市，
开启CF电竞赛事
地域化发展之路

CFPL开启席位制改革，
百城联赛迈入十周年，
CF持续探索电竞城市化，
助力打造城市电竞名片

CFS全球总决赛巴西
队继18年夺冠后再次
蝉联，标志着CF电竞
步入国际化新阶段

穿越火线职业联盟
落地武汉，助力武
汉加速打造“中国
电竞中部的新高地”

CFHD职业联赛启动，
CF赛事正式成为全球
首个同时运作三个职
业赛事的电竞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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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职业赛事案例——CF系列电竞
秉承竞技理念，焕新IP生态，CF赛事持久生命力的根基
公平竞技是电竞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准则，是电竞的魅力所在，而这也是CF系列电竞十余年以来一直始终坚持的主基因。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CF系列产品持续在游戏内打造电竞深度，让电竞设计与游戏机制实现良好融合，做到游戏产品与电
竞生态的深度互补，有效提升选手和用户的电竞体验。同时，CF系列电竞历久弥新的IP生态也是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
源，目前CF已开发了包含网剧、动漫、时尚、衍生品、主题乐园在内的全方位新文创产品，通过将CF数字IP与中国传统
文化、城市文化及潮流文化进行跨界连接，将电竞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进一步加速电竞的大众化发展。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持续强化“竞技”主基因，创新电竞产品设计 优质赛事助力IP跨界爆发，电竞IP大众化加速

CFPL赛事在游戏中推出冠军地图、冠军武器
套装等专属冠军奖励道具，提升选手荣誉感，
拉近玩家与赛事的距离；持续更新赛事地图，
为电竞用户提供更好的竞技和观赛体验。

CFML赛事将核心目标设定为竞技体验和观赛
体验的优化，通过上线定制化的PC端OB系统、
推出电竞专属版本与电竞定制道具等，让更多
用户享受CF手游专业的竞技体验和观赛乐趣。

CFHL赛事持续秉持“公平竞技”原则，以枪
械平衡性计划、上线自定义专属电竞模式等强
化产品竞技化属性；并通过优化多项OB功能、
开放数据API接口等，提升赛事呈现效果。

CFS
国际大赛

CFPL/CFML/CFHL
职业联赛/冠军杯赛

百城联赛/全民杯
基础赛事

赛
事
理
念

职业化

大众化

国际化

IP
衍生

综合主题乐园
穿越火线：火线战场

衍生周边产品
Neil Barrett联名
攻守系列概念卫衣

虚拟偶像团体
穿越火线女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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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综合服务商案例——网映文化
以电竞赛事运营为核心，提供优质的电竞整体服务
网映文化NEOTV成立于2006年，是中国电竞行业的先行者和电竞赛事运营模式的开拓者。依托专业的电竞团队和丰富的
电竞行业资源，NEOTV持续深耕全球电竞赛事运营和电竞泛娱乐栏目制作出品两块主营业务，已成功运营TGA腾讯电竞
全国运动会、英雄联盟手游星火邀请赛、2018雅加达亚运会等国内外标杆赛事矩阵和《荣耀美少女》、《落地成双》等
爆款电竞综艺节目。未来，NEOTV还将拓展短视频内容、电竞社区、电竞商业综合体等业务，进一步丰富自身商业模式。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注释：1.重要合作指让商业模式有效运作所需的供应商与合作伙伴网络；2.客户关系指在每一个客户细分市场建立的关系类型和维系。

网映文化NEOTV商业模式分析

重要合作 关键业务 客户价值 客户关系 目标客户

成本支出 收入来源

核心资源 获客渠道

• 赛事承办及内容制

作：游戏厂商、政

府机构及电竞组织

• 内容传播：直播平

台、视频网站等

• 赛事赞助：广告主

• 全球电竞赛事运营

• 电竞泛娱乐栏目制

作与出品

• 制作收入 • 广告赞助 • 版权销售• 制作费用 • 场馆费用 • 员工薪酬

• 直播平台

• 电竞场馆

• 电信运营商

• 专业管理团队

• 知识产权/技术实力

• 全球合作伙伴

• 成熟稳定的电竞赛

事运营模式

• 优质的电竞赛事内

容制作和转播效果

• 赛事相关商务开发，

为客户提供电竞营

销服务

• 注重客户服务，提

高后续合作机会

• 海内外新客户获取

• 项目竞标

• 商务团队

• 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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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俱乐部案例——NOVA电竞俱乐部
持续深化移动电竞领域布局，加强俱乐部品牌认知
NOVA电竞俱乐部于2016年成立于中国香港，旗下拥有和平精英、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手游、FIFAOL、皇室战争、荒野
乱斗等多个分部，并被腾讯电竞评选为2018年及2019年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电竞俱乐部之一。至今，NOVA电竞俱乐部已
在全球各大顶尖电竞赛事上取得多项优异成绩：以和平精英项目为例，NOVA战队是目前唯一获得大满贯（PEL、PEC、
PMGC三项冠军）的战队；在2021年度，上海NV腾讯视频战队被评选为PEL联赛最具商业价值俱乐部、最佳俱乐部，明
星选手伞兵被评选为Esports Awards年度最佳手游选手、和平精英年度最受欢迎选手/最具价值选手。NOVA战队不仅在
已经取得成功的和平精英领域加大投入，还持续布局王者荣耀女子战队、英雄联盟手游战队等更多移动电竞项目，以优异
成绩强化俱乐部在移动电竞领域的专业形象和品牌认知度，并助推国内女子电竞发展。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NOVA俱乐部在移动电竞领域的多元化探索

上海NV腾讯视频战队 NOVA王者荣耀女子战队 NOVA英雄联盟手游战队
Ø NV腾讯视频战队，是目前世界
最顶尖的和平精英职业战队之一

Ø 获得和平精英职业赛事多个冠军，
并摘得比赛史上唯一一个大满贯

Ø 俱乐部旗下拥有Paraboy伞兵、
Order令等多位明星选手

Ø 王者荣耀女子战队是NOVA俱乐
部在女子电竞领域的全新尝试

Ø 获得21年虎牙“草儿杯”冠军，
晋级王者荣耀女子公开赛总决赛

Ø 助推女子电竞发展，致力于打造
成国内最知名的女子电竞战队

Ø 英雄联盟手游战队是NOVA俱乐
部在MOBA电竞项目的探索发展

Ø 获得英雄联盟手游WRL职业联赛
席位，并已成功晋级全球总决赛

Ø 依托英雄联盟IP的市场热度，以
优异成绩提升俱乐部品牌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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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行业发展趋势——产业生态
元宇宙已在起步阶段，电竞产业探索先行
2021年以来，元宇宙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的互联网行业巨头纷纷在相关领域加大投入，而游戏和电竞也将是
元宇宙重要的应用场景。元宇宙依托的区块链、NFT等底层技术，云计算、物联网、数字孪生等后端基建和VR、AR、
MR等前端设备，为电竞游戏、电竞赛事和电竞衍生内容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依托于元宇宙带来的市场想象空间，
电竞产业现有的商业模式有望在元宇宙中得到全面的革新，目前市场上已有相关的尝试和探索。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元宇宙视域下的电竞产业商业模式发展

电竞游戏的商业模式变革
游戏营收不再单纯依赖于游戏内购、买断或植
入广告等，游戏内的虚拟活动、原生广告及
NFT道具等将带来新的机会，电竞游戏与Play 
to Earn模式的结合也将推动电竞游戏创新发展。 电竞赛事的商业模式变革

赛事赞助、版权、门票及周边是目前电竞赛事
主要的营收来源。随着AR、VR技术的持续发展，
有望在元宇宙空间实现虚拟赛场观赛、多元化
赛事赞助呈现、可售卖版权形式创新及虚拟门
票等全新的营收来源。

电竞衍生的商业模式变革
一方面，电竞的强IP属性将创生出一大批虚拟
数字人，带来虚拟演出、周边、代言等收入；
另一方面，赛事及俱乐部相关的音视频、图片
等NFT数字藏品也将成为新的商业营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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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行业发展趋势——场景融合
电竞与线下文旅场景加速融合
电竞产业作为数字体育，以电竞游戏和电竞赛事在线上获得了广泛关注，但与电竞线下场景的结合仍处于起步阶段。“电
竞+文旅”是目前市场关注较多的话题，如何借助电竞为城市和传统文化赋能，需要电竞企业和社会合作伙伴的共同探索。
以《和平精英》与广州的合作为例，除了落地多个电竞赛事，还将游戏的海岛地图在广州大学城实景还原，打造线上线下
互通的电竞社交空间。以《穿越火线·枪战王者》与苏州的合作为例，双方在东方主题游戏版本推广、主题实景街区打造、
电竞赛事融合城市特色等方面开启一系列跨界联动，实现传统文化与流行文化的衔接以及电竞IP与文旅IP的双向赋能。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和平精英电竞文旅嘉年华暨和平精英电竞岛”落地广州
将游戏和赛事IP与城市结合打造线下电竞社交空间

穿越火线与苏州市开展一系列跨界联动
以电竞传播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赋能电竞IP

电竞内容与城市文化的有机结合 数字IP与文旅IP的双向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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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行业发展趋势——社会责任
电竞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以电竞促进公益事业发展
电竞行业在持续提升社会影响力的同时，电竞相关企业也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通过将公益与电竞结合，向社会传播公益正
能量，带动喜爱电竞的年轻人了解公益事业并参与到社会公益中来。以微博的电竞公益活动为例，微博连续两年举办电竞
全明星公益赛，通过电竞和明星的双重影响力，落地公益项目，并将公益理念传达给更多人；以哔哩哔哩的电竞公益活动
为例，哔哩哔哩在英雄联盟S11全球总决赛期间，上线了首个无障碍电竞直播间，为听障人群提供手语翻译，让其能够更
好地享受电竞乐趣。未来，电竞将依托用户影响力，更好地推动公益理念在年轻人群体中的传播。

来源：艾瑞消费研究院自主研究绘制。

微博携手国内明星举办微博电竞全明星公益赛
与壹基金共同推动乡村建设、儿童关爱等公益事业

哔哩哔哩推出S11无障碍电竞直播间
为听障人群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

电竞+公益，助力社会正能量传播 无障碍电竞直播间满足特殊群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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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定制化解决方案

多种方式帮助企业圈定未来

业务中可拓展的高潜能产品

品类，挖掘产品机会点，触

达目标人群，实现品类拓展

和业绩增长。

品类拓展

助力企业建立全新子品牌或品

牌升级/再定位，并以品牌为

抓手实现业务增长。并对企业

品牌进行长期监测，提出品牌

建设与运营建议。

品牌定位与追踪

为企业在产品机会点挖掘和

产品创新可行性验证上提供

数据分析，并通过可行性验

证为企业新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

为企业提供360度全景用户

画像，亦可通过定制化研究

分析用户的购买动机、场景、

需求等U&A和人群细分研究，

助力企业理解用户。

人群洞察

顾客体验管理系统开发与洞

察。通过多元数据（大小数

据结合）为企业定制顾客体

验管理体系与系统开发，定

期监测顾客体验的变化并提

供顾客体验优化洞察。

CEM-客户体验 营销策略及效果

覆盖广告投放前中后全链路，

为企业提供投前策略分析、投

中KPI监测及投后效果分析。为

企业持续提高广告投放ROI、

降低获客成本及提升品牌资产

提供数据依据。

依托TMIC阿里天猫创新中心的

isv认证以其数据资源和艾瑞的

专家资源，为品牌的新品创新

全流程提供服务。包括寻找新

品机会方向、产品创意、新品

概念测试优化与上市市场模拟。

TMIC isv服务

社群洞察运营

依托大数据源（如TMIC等）

搭建真实的品牌目标人群社群。

持续运营公有社群为特定品牌

提供快速真实的调研洞察服务，

也可为品牌提供私有社群搭建

和持续运营洞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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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咨询是中国新经济与产业数字化洞察研究咨询服务领域的领导品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行业分析、数据洞察、市场研

究、战略咨询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助力客户提升认知水平、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自2002年成立至今，累计发布超过3000份行业研究报告，在互联网、新经济领域的研究覆盖能力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如今，艾瑞咨询一直致力于通过科技与数据手段，并结合外部数据、客户反馈数据、内部运营数据等全域数据的收集与分

析，提升客户的商业决策效率。并通过系统的数字产业、产业数据化研究及全面的供应商选择，帮助客户制定数字化战略

以及落地数字化解决方案，提升客户运营效率。

未来，艾瑞咨询将持续深耕商业决策服务领域，致力于成为解决商业决策问题的顶级服务机构。

关于艾瑞

400 - 026 - 2099

ask@iresearch.com.c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企 业 微 信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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