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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减缓了以粉丝为基础的收入增长，但增加了游戏
数量，这将是电子竞技行业未来发展的良好资产。与传统的
体育赛事相比，电竞的线上过渡更为容易。就团队之间的竞
争而言，消费者对电竞的看法与传统体育相似。鉴于电竞的
商业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联盟和团队仍在探索品牌塑造、
竞赛和社交观看的新方式。”
– 许昕远，初级研究分析师

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
•

新冠疫情对消费者行为和电竞市场的影响
电竞授权以及未来业务模式扩展
品牌如何与不同的平台合作，以触及不同的消费者群体

随着电竞在全球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观看电竞的障碍也在逐渐消失。多年来，消费者对电竞的认识和兴趣一直在增加，
而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最初几个月，传统体育活动的暂停和对游戏的依赖加速了这一趋势。
该报告涵盖了过去12个月内电竞行业的消费者演变、领先流媒体平台的趋势、电竞相关产品的消费以及游戏玩家对电竞
赛事的看法。此外，该报告还通过不同的消费群体，探讨了电竞作为职业竞技运动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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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

现在购买这篇报告

网址
网址: store.mintel.com
电话
电话: 欧洲，中东，非洲 +44 (0) 20 7606 4533
美洲 +1 (312) 943 5250
亚洲 +61 (0) 2 8284 8100
邮件
邮件: reports@mintel.com

巴西 0800 095 9094

中国 +86 (21) 6032 7300

电子竞技 - 中国 - 2020年
年10月
月
报告价格: £3302.97 | $4460.00 | €3717.16

以上是报告发表时候的价格，但是也可能因为汇率的改变而有所改变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更认可专业性
数据48: 电竞的情感联系——专业的（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9月
英敏特城市精英人群在游戏显示器上花费最多
数据49: 游戏相关产品花费——游戏显示器3,000元人民币或以上（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9月
平台会员升级
数据50: 在电竞直播/短视频平台会员服务的花费——没有花费过（按消费者分类区分），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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