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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过去几年中电子竞技发展成为价值数十亿的产业，许多体育企业都对电子竞技领域有着强烈的商业兴
趣，同时也吸引了各大赞助商，它们将电子竞技视为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市场。与传统体育相比，电子
竞技吸引了更广泛、更年轻和更全球化的观众，电子竞技比赛的收视率甚至高于传统体育比赛，但传统
体育似乎并未将电子竞技看作是威胁，而是尽可能的适应、加入甚至是融合。随着电子竞技在全球年轻
人中的日益普及和认可，未来可以通过游戏和电子竞技来回馈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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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ports has grown into a multi-billion industry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Many sports companies
have a strong commercial interest in the field of e-sports, which has also attracted the interest of
major sponsors, viewing e-sports as a market with great potential. Esports appeals to a wider,
younger and more global audience than traditional sports. The viewing rate of e-sports competitions is even higher than that of traditional sports competitions, but traditional sports do not se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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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gard e-sports as a threat, but adapt, join and even integrate as much as possible. With the
growing popularity and recognition of Esports among young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he future
can give back to traditional sports through gaming and E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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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竞技已经发展了很长时间，但在过去几年中电子竞技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价值数十亿的产业。
电子竞技行业的指数级增长吸引了各大赞助商的兴趣，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体育组织加入电子竞技。这种
增长也反映了电竞行业吸引观众的能力，电子竞技比赛的收视率甚至高于传统体育比赛。与传统体育相
比，电子竞技吸引了更广泛、更年轻和更全球化的观众，他们为电子竞技行业提供了更多的参与。但传
统体育似乎并未将电子竞技看作是威胁，而是尽可能的适应、加入甚至是融合。尽管关于电子竞技是否
是体育运动这一话题的讨论接连不断，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体育对电子竞技的兴趣激增。在过去的几
年里，许多企业都对电子竞技领域有着强烈的商业兴趣，将电子竞技视为一个具有极大潜力的市场。

2. 传统体育品牌在电竞平台的数字化延伸
2.1. 电竞平台的数字化产品推出
对于传统体育俱乐部的品牌而言，创造数字化产品是必经之路，而电子竞技平台则是开发数字化产
品的新渠道。一些传统体育俱乐部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开始利用模拟体育游戏的电竞项目进行数字化
产品的营销，例如足球电子竞技游戏这一关键的类别。在收视率、品牌赞助和媒体报道的推动下，许多
传统足球俱乐部开始加入足球电竞。传统足球的原有体系、品牌和粉丝关注等优势，都为足球电子竞技
的发展增添了潜在的动力，同时也带动了品牌的数字化产品开发，一些著名的团队就通过这种方式努力
扩大他们的产品范围，并为粉丝们提供创新的数字参与方式。例如，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一直在电竞足
球的社区平台上发布虚拟点卡。这些虚拟点卡可以由粉丝购买，也可以在他们完成粉丝社区的“社交活
动”后获得。这些虚拟点卡可以兑换独家粉丝奖励，例如抢先体验球队的周边商品。这其中还包括一些
数字收藏品，例如数字集换式卡牌，是俱乐部为粉丝提供的另一种周边产品，就像游戏平台的点券一样，
可以由球迷购买，这也为陷入困境的球队带来一定盈利。
数字化的集换式卡通过电子竞技平台让来自世界各地的粉丝可以轻松地相互换卡，从而建立一个更
加紧密的全球粉丝群体。更重要的是，这些数字产品以创新的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确保收藏品不会像实
物一样被破坏、复制或伪造，在未来这将成为元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一部分，也为球迷提供了一种新的数
字互动方式。

2.2. 电竞平台的数字广告建立
传统体育企业或者俱乐部建立电子竞技平台并在此类平台上启动数字广告活动，以实现粉丝吸引，
确保收入来源和投资回报，例如传统足球的品牌效应就可以让更多的球迷关注足球电竞。其中足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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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 FIFA 中的球队和球员的原型大多来源于真实的俱乐部和球队，而足球俱乐部也希望通过该电竞游戏
平台进行数字广告的发放，因此积极促成 FIFA 的许可协议，以方便发布俱乐部的数字广告和俱乐部的
品牌动作。
传统体育俱乐部建立电竞平台后，俱乐部的品牌意义延伸至电竞行业，但传统体育的眼界并不仅仅
局限于高度虚拟化的模拟体育游戏，它们从品牌和传统运动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度出发进行投资，尤
其是随着守望先锋联赛的推出和英雄联盟的成功，许多传统体育组织开始拓展在电竞领域的投资，希望
实现电竞产业多平台的数字广告投放，沙尔克体育就是这其中的先驱之一。这支球队于 2016 年加入了电
子竞技，然而，他们不仅像其他许多俱乐部一样专注于足球电竞，而且专注于英雄联盟，该团队甚至为
英雄联盟欧洲锦标赛购买了一个特许席位，打算在全球范围内竞争并希望获得世界锦标赛的资格。沙尔
克体育想要通过这种方式在英雄联盟的电竞平台上宣传自己的品牌。2020 年夏季赛中，沙尔克英雄联盟
战队晋级季后赛后成为网络上的热点之一，这引起了国际层面的注意，许多俱乐部都认为这种方式可以
将品牌推向新的水平和新的市场，例如来自美国的体育组织看到了电子竞技与 NFL 和 NBA 等联赛的相
似之处，使得其中许多球队投资于守望先锋联赛和英雄联盟冠军系列赛，并计划利用电竞联赛所在的数
字平台推送数字广告。

3. 传统体育粉丝和电竞粉丝的交叉融合
3.1. 传统体育粉丝向模拟体育电竞领域延伸
粉丝和观众的数量可以衡量一个体育项目的受欢迎程度，也决定了这个项目的发展速度，例如高度
虚拟化的模拟体育游戏就凭借原本传统体育的球迷数量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作为传统体育俱乐部的球迷，
可以在电竞平台选择自己喜欢的俱乐部球员进行比赛，也可以观看自己喜欢的球队的电竞赛事进行观看，
这无疑缩短了球迷与球星之间的关系。因此，更多的消费者愿意为视频游戏和电子竞技赛事付费，特别
是最新版本的足球游戏 FIFA 18 在发布的前三个月内售出了 1000 万份。
相关传统体育联赛也对模拟体育电竞赛事的发展的产生不小的影响，FIFA 就利用该平台组织欧洲冠
军联赛夜间主题职业联赛，并与线下欧洲冠军联赛决赛时间同步，实现了传统体育联赛和电竞赛事的接
轨，这种体验给社交媒体上的参与者带来了极大的满足。

3.2. 传统体育和电竞粉丝阵营之间融合引发的品牌协同
沙尔克体育发现了传统体育粉丝和电竞粉丝阵营的交叉点，并利用现有的品牌创造协同效应进行营
销。沙尔克足球俱乐部表示，他们希望将电子竞技的各类项目都整合到沙尔克品牌中。这可能只是对未
来的展望，但随着视频游戏的指数级增长，品牌协同的潜力只会越来越大，这种协同效应在一些专注于
电竞足球的传统足球俱乐部中同样适用。足球俱乐部创造精彩的、不断更新的内容来吸引球迷，从而达
到品牌扩张的目的，俱乐部通常通过四到五个媒体进行分享。在通过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宣传电竞足球
时，一些职业俱乐部原本积累的大量粉丝，会很快建立起足球俱乐部与足球电竞的关系，通过电竞平台
为体育品牌增加话题和粉丝。
对于传统体育而已，体育场的收入存在一定的问题，当主要体育项目淡季时，体育场很难赚钱，在
新冠疫情爆发后，这种情形更加严峻。然而电子竞技的出现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现状。2014 年在
首尔 Sangram 体育场举行的 2014 年英雄联盟世界总决赛的竞技场上，有 45000 名粉丝聚集在此观看这场
竞技盛宴。随着电子竞技的普及和基础设施的蓬勃发展，像首尔这样的赛事将不再是一种反常现象，而
是一种常态。沙尔克就将体育和电子竞技的粉丝聚集在竞技场上，这是沙尔克品牌协同战略的一部分，
早在 2017 年，沙尔克的英雄联盟团队就走上了足球场，并出现在成千上万的粉丝面前。
DOI: 10.12677/aps.2022.101009

63

体育科学进展

刘珊杉

但传统体育和电竞粉丝阵营之间的具体转化率仍是未知数，根据对法国足球俱乐部 AS Monaco 在电
竞行业的研究，一些品牌的足球迷和电竞迷似乎更多的是在两个独立的社区发展。因此，传统体育俱乐
部能否有效地将传统体育与电子竞技联系起来，成为有效创造品牌协同的关键。

4. 传统体育提升商业价值的新途径
4.1. 赞助商对电子竞技的投资倾向
电子竞技有大量传统俱乐部的加盟，其商业价值也在逐渐提升，传统体育在电竞领域的大力投入增
强了品牌赞助商投资电子竞技比赛的决心。例如 FIFA 和 EA Sports 基于电竞足球的商业价值推出 FIFA
电竞冠军杯，它们共同打造了整个赛事体系。Newzoo 报告称，2020 年在电子竞技行业的赞助将达到了
6.369 亿美元，高于 2019 年的 5.435 亿美元。可口可乐、耐克、梅赛德斯-奔驰等大品牌已经开始投资电
子竞技，以此作为品牌激活的一种方式。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一些传统体育联赛已被取消，电子
竞技成为少数未受影响的赛事之一。基于传统体育俱乐部的经济利益，将电竞赛事定为取代传统体育联
赛的计划，也为体育赞助商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投资目标，英特尔、红牛和激浪都希望能够赞助一支球队，
并从中获利。

4.2. 传统体育围绕电竞的数字业务开发
传统体育正在围绕电子竞技建立数字环境，尤其是作为未来实验室的数字化体育业务，许多电子设
备厂商都在此领域开始新的商业尝试。从理论上看，这种方式的运行成本相对较低，因为电竞运动员和
工作人员都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电子运动训练设施，而传统运动队可以从电子竞技中采纳这种方式，开发
模拟的电子训练器材。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远程让全球观众参与现场比赛[1]，这种参与方式
在电子竞技中很常见，尤其是在流媒体平台上。传统体育可以利用这项技术来提高收视率，并进一步吸
引世界各地的粉丝。俱乐部可以使用虚拟现实技术让球迷更多地参与进来，并通过创建虚拟“欢呼”按
钮，让在家观看比赛的球迷更积极地参与比赛。
根据 Nielsen 的数据推断，与体育相关的视频游戏、数字体育设备以及下一代 VR 和 AR 游戏将在未
来提供大量商机[2]。随着技术的进步，例如虚拟现实变得越来越普遍，预计未来任何运动都可以虚拟进
行，这些都将推动传统体育在数字业务方面的商业拓展。

5. 传统体育拥抱电子竞技后的新局势
5.1. 传统体育与电子竞技之间的制约与发展
传统体育俱乐部参与电竞产业，为电竞的发展带来了诸多好处，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强制
封锁和取消重大体育赛事，迫使传统体育粉丝寻找其他方式来满足自己的爱好。电子竞技恰好填补了这
一空缺，为体育粉丝带来更多话题。但传统体育俱乐部的担忧之一是电子竞技的热度是否会继续上升，
而传统体育比赛是否会逐渐走下坡路。有证据表明，通过电视转播观看体育比赛的人数有所减少，而通
过移动设备观看电竞比赛的人数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时间花在电子竞技比赛上。电子竞技的
日益普及确实会对传统体育比赛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大众对电子竞技被定义为一项运动
这一事实的认可，传统体育产业开始将电子竞技化纳入其中。传统俱乐部加入电子竞技就证明其已经进
入体育产业，并尝试在传统体育与电子竞技之间寻找平衡点。据《世界足球报告》称，电子竞技拥有更
年轻的粉丝群，而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对足球感兴趣，并且由于电子竞技的迅速兴起，足球产业已经试图
通过电子竞技足球来获得更年轻的粉丝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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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传统体育与电子竞技之间经营方式的互通
电子竞技行业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电子竞技的快速发展导致电子竞技的制度和标准缺乏统
一的管理。而传统体育俱乐部的模式成为电子竞技俱乐部借鉴的模板，例如足球直播和 FIFA 两大足球电
竞游戏的分部，由于足球电子竞技与传统足球赛事的相似性，可以借鉴传统体系和标准模式。许多传统
足球俱乐部在创建电子竞技战队后，使用俱乐部原有的体制进行管理，例如，曼城足球俱乐部使用俱乐
部球员来管理电子竞技部门[3]。与传统体育一样，电子竞技项目也参考其职业队员的招募、薪水和合同
制度。复制传统体育俱乐部的现有模式，不仅可以完善电竞的管理体系，还可以为职业队员和俱乐部的
发展提供稳定的财务模式。随着传统体育管理模式在电子竞技中的渗透，一些大型的电竞联赛也逐渐形
成了体系[4]。FIFA 世界杯电子竞技版的建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它迅速提升了电子竞技足球的知名度，
电子竞技被定义为体育的概念也在公众意识中得到了深化。
电子竞技将继续增长，但也将进一步多样化。由于目前的特许经营模式在联盟中的盛行，传统体育
团队加入顶级联赛将变得非常昂贵。对于像沙尔克俱乐部这样的早期加入的组织来说，可能会转化为长
期的优势。但是体育团队如果因为加入顶级联赛的压力而苦苦挣扎，极可能会损害团队的长期利益，所
以选择正确的游戏和正确的特许经营权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来源。为了防止风险，电子竞技项目可以从传
统体育中借鉴，无论是培训、营销、商品还是其他元素。然而，这不是单向的，传统体育同样可以从电
子竞技中获得经验，了解传统体育和电子竞技之间的差异，这将成为体育企业进入电子竞技生态系统的
竞争优势。

6. 结语
随着传统体育与电子竞技的交流日益密切，传统体育不断为游戏产品和电子竞技项目输血，电子竞
技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同时，随着电子竞技在全球年轻人中的日益普及和认可，未来可以通过游戏和
电子竞技来回馈传统体育。此外，电子竞技已经被亚运会、奥运会等顶级体育赛事的认可，不仅可以加
速项目的普及，增加游戏和电竞的基础人群，还可以依托俱乐部品牌以快速提升自己，产品和赛事的商
业化开发也将解决当前电竞面临的职业化和商业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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