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尼尔森体育部门

中国
下一代体育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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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7 日，在中国上海东方体

育中心举办的 2017 国际系列赛 - 中国

站赛事中，特奥会训练营作为活动的一

部分，球迷在此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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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
	中国机会
	 	对于那些致力于占据市场地位或者仍在观望的权利持有者和品牌来说，中

国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且复杂的竞技场。然而，其中的巨大机会是不可否

认的。全球人口最多的 50 座城市中，中国占据 17 座城市。中国目前约

有 14 亿人口，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18% 以上。再加上政府广为宣传的国

家体育发展目标，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全球主流赛事在未来几年将向亚洲转移，包括明年的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

将在中国的八座城市举行，这是最重要的篮球国家队赛事；以及 2022 年
冬季奥运会，届时北京将成为第一座举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城市。与此

同时，杭州正在为同年的亚运会做准备。在此期间，中国将继续举办常规

年度体育赛事 - 例如，上海自 2004 年以来每年都会举办一级方程式大奖

赛；女子网球协会已宣布，中国深圳获得 2019 年至 2028 年 WTA 年终

总决赛的主办权；在高尔夫方面，世锦赛-汇丰冠军赛已经成为除高尔夫

大满贯赛事之外最盛大的比赛之一。

北美和欧洲的主要联盟都已在中国投入时间和资源，以寻找机会与这个巨大

的新球迷群体联系、接触并最终赚取利润。这些战略都极具深度，涵盖从赞

助获取和落实到旨在自下而上发展体育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转播权安排

到活动举办，以及在中国开设专门办事处。欧洲主流足球队在夏季前往中国

参加季前赛已成为惯例，去年美国国家冰球联盟 (NHL) 曾在北京举行季前赛

并且今年依然有此打算，而进驻中国市场的国际先行者 NBA，在十年前就已

经建立了专门的 NBA 中国分支机构。

“全球人口最多的 50 座城市中，	
中国占据 17 座城市。”

Glenn Lovett 
尼尔森体育部门 
全球常务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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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国内联赛的影响力和专业性正在提升。中国最高级别足球赛

事 - 中超联赛 (CSL)，通过天价转会费提升了自身的国际形象，但同时也在

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模式。篮球方面，正如本报告所述，这

项运动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高度青睐，顶级联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经历了重组，旨在将自身推进到下一个发展阶段。

随着全球和中国产业在这个极具吸引力的市场中找到立足之地，对中国消费

者有深刻和丰富的了解 - 他们是谁，他们喜欢和不喜欢什么，他们的行为方

式是什么，他们如何改变，以及他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球迷有何不同 - 变得

越来越重要，从而推动 
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商业伙伴关系的作用。

本报告由尼尔森体育部门与 Leaders 共同制作，旨在研究不断发展的中国消

费者，特别是年轻一代和年长一代之间的惊人差异。

“这份报告对不断变化的中
国消费者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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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消费者的 
改变

30 岁以下 

17%

34%

26%24% 28% 29%

37%
45%

31% 35% 36%

65%61%

无人机竞速

喜剧

虚拟/增强现

实游戏 
电子竞技 在线游戏 社交媒体

篮球名人明星 音乐会 
和音乐节

参加体育运动

	

但以篮

球为主

	

最受欢迎

的运动

听音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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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岁以上 

来源：Nielsen Sports DNA

电影、听音乐、时尚、电子竞技和名人明星是当今中国城市 30 岁以下人群

中最受欢迎的活动和兴趣话题，这些活动对于 30 岁以上人群的吸引力则显

著降低。 
 
30 岁以下人群的兴趣范围也远远超过 30 岁以上人群。越来越分散的媒体市

场和消费者习惯的转变有很大影响，使得观众面临的选择更加多样。因此，

两个年龄组之间存在明显差异。30 岁以上人群中有将近四分之一 (24%) 对
排球感兴趣，而更年轻人口中有更大比例喜欢喜剧 (34%)、音乐会 (35%) 和
参加体育运动 (36%) - 特别是篮球。 

4% 24%15% 28% 30%
体操 排球 乒乓球 亚运会 通过电视观看

体育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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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87 年，迈克尔·乔丹和“魔术师”约翰逊等巨星的颠峰时期，中国中央

电视台就开始直播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NBA)。根据联盟统计，去年有超过 
7.5 亿的电视观众观看了至少一场 NBA 比赛。或者，正如联盟即将卸任的 
NBA 中国首席执行官舒德伟今年早些时候所说：“如果把中国的全部人口排

成一排，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在去年至少看过一场 NBA 比赛。”

全民偶像姚明之前效力的球队休斯顿火箭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受

欢迎的 NBA 球队；就像芝加哥公牛队一样，在中国最早转播 NBA 比赛时因

迈克尔·乔丹而备受瞩目，这支球队更受年长球迷的欢迎。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洛杉矶湖人队、克利夫兰骑士队和现任冠军金州勇士队，它们吸引了更

多年轻球迷的关注 - 至少部分反映了中国年轻球迷对于科比·布莱恩特、勒布

朗·詹姆斯和斯蒂芬·库里等国际明星和名人的关注。

篮球的不
断崛起

NBA 在中国

25% 
30 岁以上 
感兴趣 

37% 
30 岁以下感兴趣  

火箭队的力量：中国最受欢迎的 
NBA 球队

11%

14%15%

6%

10%

13%
15%

9%

6%
8%

6%
4% 3%

6%
4%

休斯顿 
火箭队 

洛杉矶湖

人队
芝加哥 
公牛队

克利夫兰 
骑士队

金州勇

士队

16-30 岁

31 岁以上

总计

来源：Nielsen Sports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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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20 年来，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已经稳固地

发展成为中国主要体育产业之一。与 NBA 一样，它更加

吸引年轻观众，与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和亚运会等的观众

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人对于选定体育产业的感兴趣水平

“我们没有比任何人做得更快；我们只是花费了更久的时间，”即
将卸任的 NBA 中国首席执行官舒德伟今年早些时候对 Leaders 
表示。“在中国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中为 NBA 赚取利润的秘诀

之一，就是我们拥有悠久的历史，我们一直很有耐心，并且在

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投资。对于很多想问我如何在中国

引起关注的人们，我会这样回答：我想我的第一个建议就是

耐心。”舒德伟在 2011 年至 2018 年间领导了 NBA 中国的发

展，他于 5 月离任并交接给 DirecTV 美国直播电视集团前高管 
Derek Chang。Leaders 要求舒德伟对他在 NBA 中国的领导做

一个回顾。

“我认为我们真正致力于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真诚对待我们的球

迷，举例来说，当我们将一年一度的中国站比赛带到中国时，

我们会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球迷提供尽可能纯正的体验，

比方说我们在上海的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如果不知道的

话，会以为自己就身处洛杉矶斯台普斯体育馆。球队在那里，

舞蹈团队在那里，扣篮团队在那里，DJ 的出场，完全编程的视

频板，一场 NBA 比赛中所有期待的娱乐元素，我们都带到了中

国，以便为我们的球迷提供真实的 NBA 体验。

“第三件事是我们非常幸运，尽管并不能确保一切顺利，但我们

与很多强大的合作伙伴展开合作。最后一件事是我们尽最大努

力去创新和适应；这是一个发展迅速、技术先进的市场，因此

在中国，我们做了很多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做过的事

情。根据中国球迷的需求对我们的业务做出适当调整，这对我

们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自 2011 年我就任以来，我们在中国举办的 13 场 NBA 比赛

的门票全部售罄，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并带来了很多欢乐。事实

上，我们还没有跨越这个里程碑，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

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几乎有一半的 NBA 球队来中国打过比赛 - 
目前为止是 14 支，而到明年 10 月这一数字就将被超越。

“我投入最多的合作可能是与腾讯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这对我

们在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一次规模庞大的合作，但同时也是 NBA 
历史上最大的国际合作。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现在回顾过

去，它确实改变了我们的观众观看和欣赏 NBA 比赛的方式。”

NBA 中国：耐心投资取得回报
LEADERS 聚焦

27%

19%

31%
36%

28%

40%

中国男子篮球职

业联赛

亚运会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16-30 岁

31 岁以上

来源：Nielsen Sports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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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欧洲主流足球俱乐部、中国国内顶级联赛中超联赛的参赛球队，以及合

作伙伴品牌来说，中国市场的规模之大，机会独一无二。在中国，足球受到

国家更广泛的经济和体育产业战略的支持。这项运动得益于习近平主席对此

的个人兴趣以及他对于有朝一日中国能够承办国际足联世界杯的愿望。中国

企业对于国内联赛的投资，使中超联赛从默默无闻变成了吸引全世界优秀球

星加盟的比赛。

中国的足球发
展足迹

32% 45%

20%
城市 
人口  

男性

女性

低收入人群 中收入人群 高收入人群

30% 31% 36%

中国

42%

33%

33%

28%

29%

16-24 岁

25-34 岁

35-44 岁

55-69 岁

45-54 岁

对足球感兴趣

1.87 亿 1.31 亿
中国城市人口 欧洲联赛：英国、	

法国、德国、	
西班牙、意大利

（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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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 16 支队伍组成的中超联赛以及各俱乐部而言，赞助是一项新兴的

收入来源。正如中超联赛总经理 Alex Dong 今年早些时候对 Leaders 所说

的：“从公司角度来看，两年前我们签署了一份大额的电视转播合同，未来几

年我们仍会持续如此。所有俱乐部都能从电视转播合同中获得收入 - 并非均

等，因为我们会根据俱乐部在联赛中的表现进行分配 - 还有其他赞助收入。

俱乐部本身也可以出售 LED 广告牌中的特定比例，他们还有票务收入和许可

计划，这一项目前占比非常小，但我们看到它在过去一两年内有大幅增长。

我们正在帮助俱乐部增加比赛日收入。收入中占比最大的部分仍来自俱乐部

的所有者，但现在俱乐部每年的收入都在增加。”

2017 赛季的中超联赛中，为赞助商提供的 
全部媒体价值中，近一半是金融服务公司，这些公司很可能被足球所吸引 
以帮助提升品牌认知度。

赞助和中超联赛

赞助商品牌曝光度	
（按类别划分）

赛事转播中的广告花费	
（按类别划分）

2017 年中超联赛

2017 年中超联赛

 金融和保险  46% 

服装 13% 

汽车制造商 9%

非酒精饮料 6%

房地产 5%

 汽车制造商  23% 

非酒精饮料 15% 

含酒精饮料 14%

体育相关 8%

制药 8%

1.

1.

2.

2.

3.

3.

4.

4.

5.

5.
来源：World Football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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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票价因城市而异 - 北京和广州相当昂贵，而其他城市的票

价可能较为便宜。人们已经习惯于购买球票，特别是赛季套票 - 
在北京，赛季开始之前可以卖出至少 2.5 万张套票，广州情况差

不多，两支上海球队也一样。过去人们习惯于免费获得门票，

但现在他们真的开始买票了。”

中超联赛总经理 ALEX DONG 对于票务文化的观点
LEADERS 聚焦

西甲联赛巨头和两家曼切斯特俱乐部，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有极大吸引力。	

30 岁以上 - 一个可能有更多可支配收入的群体 - 更有可能对意甲俱乐部 AC 
米兰、国际米兰和尤文图斯感兴趣，这是因为意大利联赛是在 20 世纪 80 年
代第一个引入中国的国际足球联赛。意大利超级杯 – 年度揭幕战，联赛和杯

赛冠军的对决 - 自 2009 年以来已有四届在中国举行。

足球俱乐部的兴趣程度

赞助位置的承载价值
2017 年中超联赛

 LED 广告牌 32% 

球衣胸前 20% 

球衣后背 15%

1.

2.

3.

30 岁以下人群更有可能

对以下方面感兴趣：

30 岁以上群体更有可能 
感兴趣的俱乐部：

广州恒大  

巴塞罗那 

 皇家马德里 

曼城 

曼联

上海申花 

AC 米兰 

国际米兰 

尤文图斯 

切尔西

1. 1.

2. 2.

3. 3.

4. 4.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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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努力巩固我们作为亚洲领先联盟的地位，但是要以更

健康的方式 - 不仅是在花钱方面排名第一，还要有更好的组织，

在亚足联俱乐部比赛中拥有更好的表现，并要求各队具备青少

年梯队，现在这已经是强制性政策。这是中超联赛的一项重要

政策，旨在未来拥有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并确保我们不仅是购

买球员，而且能够培养球员。”

中超联赛总经理 ALEX DONG 对于未来的观点
LEADERS 聚焦

中国球迷高喊口号，表达他们对于北

京中赫国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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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赞助的态度存在明显的代际分裂。一般来说，年轻人认为赞助会让

品牌更具吸引力。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更有可能选择赞助商产品，而且

通常来说，会比年长群体更容易接受整体赞助概念。

对赞助的态度

如果价格和质量相同，中国消费者在多大程度上 
会选择赞助商的产品而不是竞争对手的品牌：

选择赞助商产品

中国消费者会将哪些品牌与中国
体育联系起来（未经提示）?

45% 35%
同意 同意

30 岁以下： 30 岁以上： 

耐克 运动服饰

李宁 运动服饰

阿迪达斯 运动服饰

安踏 运动服饰

乔丹 运动服饰

可口可乐 饮料

百事 饮料

361° 运动服饰

特步 运动服饰

红牛 饮料

行业公司

来源：Nielsen Sports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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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敏捷是中国运动服饰巨头安踏的市场营销主管，负责篮球、

跑步和训练这三个主要板块的品牌战略、监督创意过程及其公

关和社交媒体部门。在去年的一份意向声明中，安踏与金州勇

士队球星克莱·汤普森签署了一份利润丰厚的十年合约。“这对

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容易的决定，因为我们发现克莱真的很特

别，”朱敏捷对 Leaders 表示。 

“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 - 他特别不像明星，非常和善。我们是一

个非常接地气的品牌。我们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能参加体育运

动。特别是正在读大学和高中的年轻人 - 他们正处于热爱运动的

年纪，但他们不一定有能力购买昂贵的运动服装。我们存在的

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参加体育运动。克莱诠释了这种精神，他

身上具备这种品质 - 激励他人，鼓励参与。我们的篮球战略围绕

校园展开。他们是篮球商品的主流消费者。校园是我们篮球品

牌的战略基础。

“与国际竞争对手相比，我们拥有相对独特的定位。我们

希望更贴近大众群体，我们希望让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

我认为这对其他国内品牌以及国际竞争对手来说都是独一

无二的。我们肩负着使命，我们所有的公司行为都围绕这

一使命。根据我们的研究，中国仍有将近 6 亿人买不起运

动鞋，因此还有很多人需要我们，我们要将运动精神带入 
他们的生活。”

安踏：签约明星并瞄准校园

“我们希望让 
更多人参与 
体育运动。”

LEADERS 聚焦

2017 年 9 月 5 日 Rise Academy 挑战

赛勒布朗·詹姆斯亮相期间他的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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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竞技在中国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尽管发展速度相比例如日本而言更平

缓，大多数粉丝会持续关注两年或三年。 

中国的电子竞技

28%

7%

12%

两年前

四年前

三年前

五年前

18%

22%

一年前

13%去年

中国粉丝何时开始 
关注电子竞技?

与美国和欧洲的粉丝一样，中国粉丝观看电子竞技的目的在于，与朋友分享

体验，以及观看最优秀的玩家在竞争激烈的娱乐性比赛中相互对抗。游戏活

动带来的纯粹娱乐因素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对于电子竞技的关注。一个关

键因素是关联感；粉丝将电子竞技视为更加深入体验和参与自己热爱的游戏

的一种方式。

关注电子竞技的动机

与同样喜爱电子竞技的朋友一起享受游戏 35%

与最喜爱的游戏建立更强大的关联感/亲密感 34% 

通过全新和不同的方式体验游戏 31%

体验娱乐 30%

打发时间/消遣 29%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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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考虑到中国人对于篮球运动的广泛兴趣，使得 NBA 成为中国电子竞技

粉丝最为关注的体育联赛，奥运会（包括篮球比赛）和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也

进入前三。

电子竞技粉丝关注的几大传统
体育联赛/赛事

受到关注的 10 大电子竞技游戏

中国

NBA 58%

奥运会 43%

CBA  37%

英超联赛 30%

德甲联赛 25%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

（中国职业篮球联赛）

1.

2.

3.

4.

5.

中国

王者荣耀/ 60%

英雄联盟 58%

魔兽世界 49%

反恐精英 46%

部落冲突 35%

地下城与勇士 32%

Dota 2 29%

炉石传说：  28%

守望先锋 26%

使命召唤  23%

1.

2.

3.

4.

5.

6.

7.

8.

9.

10.

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

（魔兽英雄传）

来源：尼尔森电子竞技行动手册：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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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国 30 岁以下人群的兴趣范围更为广泛，无论是体育方面还是其他方面，

他们更有可能对国际体育品牌感兴趣，也更愿意接受体育商业化。结合中国

媒体格局的不断变化和新一代消费者习惯的不断改变，尤其是非常注重通过

社交媒体进行沟通，那些能够从全局打造中国粉丝基群的人，将会在这个庞

大、复杂且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

1 I 分销商颠覆
新技术和日趋紧密的联系，推动了新沟通渠道的出现，这为中国粉丝提供了

更多选择和更方便的沟通 - 同时也使得中国境内外的 
权利持有者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形。

 

2 I 电子竞技发展
与其他市场一样，电子竞技是在中国年轻人之间迅速兴起的一种互动娱乐形

式；对于希望通过新的赞助资产（如团队、比赛和选手）进行投资的精明品

牌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3 I 内容规则
鉴于中国的年轻和年长消费者之间，对各种活动的兴趣水平与内容消费的 
24/7 性质存在显著差异，因此为正确的目标市场开发正确的内容，将成为中

国任何体育相关活动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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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 赞助商到合作伙伴
赞助在中国仍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但是对商业化持更积极态度的新一

代正在崛起；对于品牌和权利持有者而言，了解赞助工作如何运作以及成功

的前景如何变得由为重要。

 

5 I 处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中的体
育运动
鼓励对体育运动的参与，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 是中国政府更广泛的体育发

展战略的一个关键原则。相比年长消费者，中国 30 岁以下人群对于参与体

育运动更感兴趣，因此看到更多的权利持有者 - 国内和国外 - 制定多方面策

略来吸引和鼓励这一群体开展他们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篮球已经处于领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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