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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电竞市场规模和推动增长的因素

“尽管2021年泛电竞参与者数量

• 电竞市场重点企业的营销活动和创新案例

增长放缓，但英敏特对电竞行业

• 消费者对电竞活动的参与情况
• 消费者了解电竞相关信息的渠道

长远前景充满信心。随着电竞行

• 消费者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和偏好的电竞合作方式

业发展和成熟，参与者需求会进

• 消费者对电竞以及与电竞合作开展营销活动的态度

一步分化。要满足铁杆粉需求并

• 刺激电竞铁杆粉和非铁杆粉消费的策略

刺激其消费，专业服务的重要性

新冠疫情特别是封锁管控促使更多消费者开始利用电竞进行娱乐。但随着生活逐渐回

日益突显，而非铁杆粉往往将电

归正轨，电竞市场增长逐步放缓。长远来看，该市场的增长动力包括电竞参与者（尤

竞当成时髦的休闲娱乐活动。鉴

其是铁杆粉丝）在电竞上投入更多时间，以及愿意花钱改善电竞参与体验。

于泛电竞参与者注意力转瞬即

电竞联名和合作营销活动的潜力有待释放，联名合作不局限于电脑配件、智能手机等

逝，品牌与电竞IP（知识产权）

与电竞有直接或明显关联的品类。整体而言，消费者对溢价购买电竞联名产品具有浓

合作可以帮助自身树立年轻、富

厚兴趣，也认为与电竞合作的品牌更年轻、更有活力。因此，与电竞合作能有效重振

有活力的形象，但此举不太可能

品牌形象。
但也需指出的是，除直播以外的短视频等多种室内娱乐方式正在分走电竞受众的注意

成为销售驱动力。”
– 益振嵘，品类总监

力，尤其是非铁杆粉。游戏和直播平台等电竞市场竞争者需要丰富自身产品组合，从
而留住现有参与者，并吸引尚未成为电竞玩家的受众。
此外，需重视以往未被视为典型电竞玩家的消费群体，特别是女性。女性消费者很有
兴趣通过购买周边产品来参与电竞，并对品牌与电竞合作持正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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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与预测
• 电竞参与者总数保持强劲增长
数据10: 电竞参与者，中国，2017-2021年（预估）
• 中国作为第一大电竞市场继续领跑全球
• 受玩家复杂需求推动，市场销售额持续强劲增长
数据11: 电竞市场销售总额，中国，2016-2026年（预估）
市场因素
• 带有电竞特色的新游戏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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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竞成为奖牌项目，进一步提升知名度和形象
• 出台法规推动电竞友好型城市建设，并规范电竞职业发展
• 其他室内娱乐选择可能会分散消费者的注意力
数据12: 过去一周在智能手机上做的活动，2020-2021年
数据13: 过去3个月使用特定app/网站的频率——“每天使用”占
比，2021年
• 户外活动持续恢复，但电竞赛事数量仍未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数据14: 户外活动参与情况，2021年
重点企业的表现
• 腾讯凭借《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的持久人气继续主宰电竞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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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牙和斗鱼依然领跑电竞直播平台，但持续增长面临挑战，特别是
合并提议被否之后
数据15: 虎牙和斗鱼月MAU，2019年第二季度-2021年第一季度
数据16: 虎牙和斗鱼付费用户数量，2019年第二季度-2021年第一季
度
• 短视频与综合性视频平台也在大力投资电竞
营销活动
• 联合开展文化营销
• 为周边产品和更广泛的合作开发IP
• 沉浸式电竞主题体验
数据17: 腾讯电竞主题体验馆，2020年
• 平安银行冠名BLG俱乐部
• 面向残疾受众的电竞赛事
• 电竞脱口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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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8: 虎牙电竞脱口秀，2021年
创新亮点
• 电竞虚拟技能分享服务出现
• 电竞主题酒店客房面向需要升级版网吧或电竞消遣的玩家
数据19: 腾讯电竞主题酒店客房，2021年
• 电竞主题可丰富游乐园参观体验
数据20: 北京环球度假区与腾讯游戏合作，2021年
• 利用互动与增强现实技术丰富线上观看体验
• 线下电竞培训体验预计会吸引消费者认真参与
• 游戏营养品兴起
数据21: MyProtein推出的Command Energy Drinks，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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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竞与游戏行为
• 大多数消费者参加过电竞相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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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2: 与游戏相关的行为，2021年
• 玩过电竞游戏的消费者略少于去年
数据23: 过去12个月玩电竞的情况，2019-2021年
• 女性对购买周边产品更感兴趣
数据24: 与游戏相关的行为（按性别区分），2021年
• 收入在电竞发展中属于重要因素
数据25: 与游戏相关的行为（按家庭收入水平区分），2021年
• 严肃认真型电竞受众更可能消费周边产品，并与职业电竞选手互动
数据26: 与游戏相关的行为（按观看电竞赛事的原因区分），2021
年
电竞行为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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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爆发后，消费者在电竞活动上花的时间增多
数据27: 花在电竞相关活动上的时间变化（按场景区分），2021年
• 女性正在花更多时间参与电竞
数据28: 花在电竞相关活动上的时间变化（按场景区分）——“比疫
情前更多”的比例（按性别区分），2021年
了解电竞游戏与赛事的渠道
• 直播和短视频网站领先
数据29: 了解电竞游戏/赛事的渠道，2021年
• 女性对社群的需求更强
数据30: 了解电竞游戏/赛事的渠道（按性别区分），2021年
• 直播与综合性视频平台对于触及高收入者至关重要
数据31: 了解电竞游戏/赛事的渠道（按家庭月收入水平区分），
2021年
• 直播网站与线上论坛对线下活动观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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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2: 了解电竞游戏/赛事的渠道（按观看电竞赛事的偏好区
分），2021年
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
• 电竞联名产品受到多数消费者青睐
数据33: 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2021年
• 男性偏爱利用智能手机提升电竞体验，而女性更喜欢通过服饰与美
容产品来体现参与感
数据34: 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按性别区分），2021年
• 40岁以上消费者有兴趣购买电竞联名合作产品
数据35: 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按年龄区分），2021年
• 个人护理产品、服饰和时尚配饰拥有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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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6: 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按对电竞联名产品支付更多的意
愿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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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7: 对电竞联名产品的兴趣（按电竞合作对品牌印象的影响区
分），2021年
偏好的电竞合作方式
• 独家权益、联名和展示品牌标志是更有吸引力的电竞合作方式
数据38: 会增添对品牌好感的电竞合作方式，2021年
• 年轻消费者更喜欢独家权益
数据39: 部分会增添对品牌好感的电竞合作方式（按年龄区分），
2021年
• 利用电竞打造高端且富有活力的品牌形象
数据40: 会增添对品牌好感的电竞合作方式（按对电竞联名产品支
付更多的意愿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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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1: 会增添对品牌好感的电竞合作方式（按电竞合作对品牌印
象的影响区分），2021年
对电竞游戏的态度
• 电竞不再是孩子或年轻人的专属
数据42: 对电竞受众的态度，2021年
数据43: 观看电竞赛事的原因，2021年
数据44: 观看电竞赛事的原因（按年龄和性别区分），2021年
• 女性对线下电竞赛事更感兴趣
数据45: 对电竞观赛方式的态度，2021年
数据46: 对为电竞购买智能手机的态度，2021年
• 大多数消费者认为，与电竞合作有利于品牌提升高端化水平和自身
形象
数据47: 对电竞联名产品花费的态度，2021年
数据48: 对电竞联名产品形象的态度，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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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49: 对电竞联名产品花费和对电竞联名产品形象的态度（按性
别区分），2021年
附录——市场规模与预测
数据50: 电竞市场销售总额，中国，2016-2026年（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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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研究方法与缩写
• 研究方法
• 扇形图预测
• 缩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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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敏特
英敏特是洞悉消费者需求、熟谙背后原因的专
家。作为世界领先的市场情报公司，我们对消费
者、市场、产品创新和竞争形势进行分析，提供
关于全球和各国经济的独特视角。自1972年起，
英敏特通过预测分析和专家推荐，让客户更快 做
出更优的商业决策。

我们的目标是助力企业与人的成长。要了解我 们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请点击minte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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