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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竞赛表演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业态，是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通过数

字经济带动体育产业发展的关键落脚点在于体育竞赛表演业的数字化，对于体育竞赛表演

业而言，电竞产业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诞生的体育新业态。基于政策、市场、社会与文

化、科技4个方面分析电子竞技职业化驱动因素，认为电竞市场潜力巨大，电竞的文化影响

力逐渐发挥作用，数字技术解放了电竞赛事的转播难题是使电竞走向职业化的四大因素。

电竞在职业化过程中，存在电竞产业缺乏多样化的变现手段，电竞尚未融入体育系统，电竞

道德失范现象频发等困境。针对电竞职业化的未来提出展望，认为电竞进入大型运动将有

利于相关政策松绑，女子电竞将促进电竞产业的发展，科技红利将变革职业电竞，电竞产业

链的完善将提升电竞产业的变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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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sector is the core business of sports industry and the

key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dustry. The key to the development of sports in‐

dustry through the digital economy lies in the digitization of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

dustry. For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industry, e-sports industry is a new sport of techno‐

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

sports professionalism from four aspects: policy, market, society,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

nology. It concludes that there are four major factors that drive e-sports professionalized: The of‐

ficial policy is gradually relaxed; the e-sports market has great potential; the cultural influence

of e-sports gradual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digital technology has solved the rebroadcasting

problem of e-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e-sports, there are some dilemma

such as the e-sports industry lacks diversified means of realizing; e-sports has not been integrat‐

ed into the sports system and e-sports morality is often unpredictabl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

ward the future of e-sports professionalization: The entry of e-sports into large-scale sports will

help the relevant policies to be loosened; women’s e-sports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

sports industry; the technology dividend will make professional e-sports transformed, and the

improvement of e-sports industry chain will enhance the realization ability of e-sports industry.

Keywords: 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digital revolution; e-sports; profess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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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表演是指以身体运动为核心，以体育竞赛为载体，以体育运动竞技美为主要

展示对象的一种特有体育文化表现形式（李翠霞 等，2017）。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是构成体

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育服务大众的重要表现形式。2018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提出体育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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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产业规模要达到 2万亿元，推出精品系列赛事，打造知

名赛事品牌。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消费能力的升级

使得体育竞赛表演迎来自我革新，观众对运动美学的接受

度越来越高。同时，科技发展使体育竞赛表演不再局限于

特定的时空下，人们随时随地都能参与到体育竞赛表演之

中。2019年 4月 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体育产业统计分类

（2019）》，将电子竞技（简称电竞）归为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

动。新时代电竞成为体育竞赛表演的热门项目，基于研究

电竞职业化驱动因素和逻辑分析法梳理电竞职业化的时代

困境和未来展望。

1 体育竞赛表演的数字化革命

数字化革命，也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第三次科技

革命，其标志是计算机的出现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数

字化革命对体育竞赛表演的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作

用：一是赛事信息的全球化，通信网络使信息的传播跨越了

地理位置的限制；二是体育艺术的大众化，高水平赛事通过

电视网络信号使任何人都能随时随地观看。

1.1 数字经济下的体育竞赛表演业

数字经济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新经济形态，正在推动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促进人类生产方式变革、社会

生产关系再造以及经济社会结构的全方位变迁（裴长洪 等，

2018）。21世纪以来，我国全方位布局数字时代，通过国家

力量对网络基础设施加大投入，形成了庞大的用户群体以

造就和支撑各形态的互联网工具和体育产业进行融合的体

育产业新业态。数字经济对体育产业的规模产生了放大作

用，数字经济近年爆发式增长并与体育产业进行跨界融合

已成为推动中国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江小涓，

2019）。

我国所拥有的网络用户产生的市场潜力可以为任何赛

事提供巨大的经济效益。2019年 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提出要加快推

动数字经济与体育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体育竞赛表演通过数字传播可以利用捕捉、操作、编辑、贮

存、交换等技术将赛场内外的信息汇合到网络直播平台，强

化赛场内外的互动，提升观赛用户的参与感。数字技术的

应用，增加了消费者的参与渠道，使体育竞赛表演更具娱乐

性。发展迅速的电竞是数字技术与体育结合中最具代表性

的项目，由于电竞项目是基于数字技术而存在，电竞产业对

前沿数字技术接受度较高。全球优秀的数字技术团队都将

电竞视为数字技术应用化最适宜的试验田，如大数据技术、

VAR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均将电竞行业作为第一选择。随

着数字技术的推动，电竞的转播条件和现场观赛体验一定

程度上已经超过发展已久的热门体育赛事。

1.2 电竞产业的经济推动力

电竞赛事是电竞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为电竞产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了巨大潜能。2020 年游戏行业分

析公司 Newzoo 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电竞市场首次突破

11 亿美元，其中我国市场占比为 35%。全世界约有 4.59

亿人观看电竞赛事，预计到 2023 年将增至 6.46 亿。电竞

生态市场近年急速成长，近 3 年保持着超过 100% 的增长

率，其增长速度远超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规模的增长速度

（Newzoo，2020）。同时，体育产业核心产业之一的体育竞

赛表演产业发展迅速，占体育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自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

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以来，体育产业增速加

快，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逐步增加。电竞经济成为推动

体育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对国内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

的推动作用（图 1）。

1.3 电竞国内外文献简述

关于电竞是否为体育运动，杨越（2018）认为，公平的竞

技性和竞赛原则为电竞与体育的共性，电竞在竞技体育的

外延之中。梁枢等（2019）将电竞与体育的内涵联系总结为

游戏性、组织性、竞争性、技能性和身体性。易剑东（2018）

以电竞缺乏身体的协调运动和部分电竞项目概念与奥林匹

克精神相悖为主要论点，认为电竞并非体育运动。国外体

育学界对电竞是否从属于体育也出现两方观点，一方认为，

如果电竞实现规范化，则可以被认作为一种体育活动（Pato

et al.，2018）；另一方认为，电竞的体育化是向青年文化的全

面妥协，顾拜旦的奥林匹克式运动与电竞的区别在于严肃

体育与嬉戏之间的差距（Willimczik，2019）。Funk等（2018）

认为，搁置争议、协同合作才是联系并发展体育产业和电竞

产业的正确途径。强调手-眼协调的电竞项目与需要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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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5—2017年电竞生态市场规模、体育竞赛表演活动规模、体育

竞赛表演活动规模占体育产业比重与体育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Figure 1. 2015—2017 E-sports Eco-market Scale，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Scale，Sports Competition Performance

Scale Accounted for the Proportion of Sports Industry and Sports

Industry Accounted for GDP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企鹅智酷。

全身肌肉的传统体育项目有着完全不同的运动规律，但是

类似的竞赛规则，充满对抗的竞技条件，大量的观众基础，

职业化的竞技队伍都体现出电竞与体育存在诸多共性。电

竞赛事在建立之初多是参考运作成熟的传统体育赛事，学

习传统体育赛事的丰富经验，但随着电竞运动的不断发展，

电竞产业迎来与传统体育不同的挑战，如何更加系统的职

业化发展是我国电竞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前，我国

电竞职业化发展的实践探索已经初有成效，但是对于电竞

职业化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从宏观上对电竞

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政府的重视，从微观上电竞职业化的

发展则需要学界更多的关注。

2 电竞职业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2.1 政策驱动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强调了开发体育竞

赛表演市场是重点任务，需要打造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赛事

品牌。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对体育竞赛表

演产业的政策效率与政策行为同时保持在较高力度（王涛

等，2018）。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电竞赛事管理暂

行规定》，取消了电竞赛事的部分审批权，合法的法律主体

可以自行依法组织和举办第三方电竞赛事。2016年，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提

出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对青少年积极引导的情况下，由企

业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举办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电竞项

目赛事。同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指出要丰富体育产品市场，积极培育电竞产业，

鼓励电竞赛事活动的举办，对消费引领性的运动项目加以

扶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

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提出体育

竞赛表演产业规模要达到 2万亿元，推出精品系列赛事，打

造知名赛事品牌。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体育产业统

计分类（2019）》，提出将电竞归为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各类政策的发布证明电竞运动的发展受到政府部门的高

度重视，电竞运动的职业化和赛事体系的专业化成为未来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2018年 5月，亚洲奥

林匹克理事会（简称亚奥理事会）宣布 6个电竞项目作为表

演项目被选入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电竞军团参加了

3个表演项目，获得 2金、1银），同时宣布在 2022年杭州亚

运会，电竞将成为正式项目。通过亚运会这一洲际性的赛

事窗口使得电竞赛事成为受认可的体育赛事，我国电竞赛

事从此进入新阶段。

2.2 市场驱动

世界顶尖水平的职业体育联赛，不仅是我国体育市场

的强烈需求，更是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坚实一

步。《2018年普华永道体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电竞已成为

当前最具增长潜力的体育项目（普华永道，2018）。电竞联

赛的出现是自下而上的，由电竞观赛需求产生，辅以政府的

宏观指导和针对性的保护政策。这种创建原因更符合职业

联赛的基本特征和优秀职业联赛运行的市场规律。

中国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eague of Legends Pro League，

LPL），是中国大陆地区最高级别的英雄联盟职业比赛，也

是国际上第一批英雄联盟官方联赛。2018 年 LPL 的全年

观赛人次在没有电视转播的情况下达到了 150 亿。移动

电竞赛事的头部赛事《王者荣耀》职业联赛（King Pro

League，KPL）全年播放量更是达到了 170 亿。在电竞产

业不断向上发展的情况下，各方资本都在加速入局电竞

产业。以梅赛德斯-奔驰、NIKE 为首的品牌通过赞助入

局电竞行业，苏宁易购、京东等企业也通过冠名或者成立

战队等方式参与到电竞联赛的运营。企鹅智库、腾讯电

竞与《电子竞技》联合发布的《世界与中国：2019年全球电

竞运动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竞生态市场规模

达到 84.5 亿元，电竞群体人数达到 3.5 亿，其中电竞赛事

观众占 75.9%，从业者数量达到 7.1 万。作为新兴的文化

现象，电竞产业具有可观的观众增长空间及其带来的消

费潜力。

2.3 社会和文化驱动

电竞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其诞生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和

文化需要。电竞文化形成初期在我国属于小众文化，并没

有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但群体呈年轻化，在我国电

竞用户中“90后”占比为70%。电竞文化是指人通过电竞活

动改造数字世界，在调节自身情感、群体关系的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体育文化的亚文化。随着

电竞群体成员的不断成长，电竞文化逐渐有成为主流文化

的趋势。

LPL通过2018年国际赛场的优异表现成为竞技水平最

高的英雄联盟联赛，精彩的观赛体验和鲜明的比赛风格吸引

了大批欧美观众。2019年，腾讯电竞的调研显示，约75%的

海外电竞用户对中国有印象（图2），我国电竞正在向国际输

出特征鲜明的电竞品牌印记。通过电竞赛事了解中国是世界

电竞爱好者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我国电竞文化软实力的体

现。电竞在一定程度也起到了团结两岸的作用，成为两岸年

轻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2019年7月17日，海峡两岸

电竞文化节在上海成功举办，此次文化节以电竞和游戏内容

为载体，文化交流为主线，连接虚拟与现实，架起两岸青年交

流的桥梁。LPL通过聘用中国台湾电竞解说和高水平电竞职

业选手，打通了两岸电竞文化交流的新路径。

2.4 科技驱动

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促进了科技与体育的紧密结合，

成为竞技体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沈克印 等，2010）。

电竞为现代科技的产物，与传统体育不同，它将竞技性通过

数字化展示出来，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通过复杂机器实现

简单化。一般而言，观看体育类直播主要选择通过有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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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事在建立之初多是参考运作成熟的传统体育赛事，学

习传统体育赛事的丰富经验，但随着电竞运动的不断发展，

电竞产业迎来与传统体育不同的挑战，如何更加系统的职

业化发展是我国电竞行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前，我国

电竞职业化发展的实践探索已经初有成效，但是对于电竞

职业化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架构，从宏观上对电竞

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政府的重视，从微观上电竞职业化的

发展则需要学界更多的关注。

2 电竞职业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2.1 政策驱动

2011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

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0〕22号），强调了开发体育竞

赛表演市场是重点任务，需要打造有特色和影响力的赛事

品牌。201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

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6号），对体育竞赛表

演产业的政策效率与政策行为同时保持在较高力度（王涛

等，2018）。2015 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电竞赛事管理暂

行规定》，取消了电竞赛事的部分审批权，合法的法律主体

可以自行依法组织和举办第三方电竞赛事。2016年，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关于促进消费带动转型升级行动方案》，提

出要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对青少年积极引导的情况下，由企

业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举办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电竞项

目赛事。同年，国家体育总局发布《体育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指出要丰富体育产品市场，积极培育电竞产业，

鼓励电竞赛事活动的举办，对消费引领性的运动项目加以

扶持。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

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21号），提出体育

竞赛表演产业规模要达到 2万亿元，推出精品系列赛事，打

造知名赛事品牌。201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体育产业统

计分类（2019）》，提出将电竞归为职业体育竞赛表演活动。

各类政策的发布证明电竞运动的发展受到政府部门的高

度重视，电竞运动的职业化和赛事体系的专业化成为未来

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2018年 5月，亚洲奥

林匹克理事会（简称亚奥理事会）宣布 6个电竞项目作为表

演项目被选入 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中国电竞军团参加了

3个表演项目，获得 2金、1银），同时宣布在 2022年杭州亚

运会，电竞将成为正式项目。通过亚运会这一洲际性的赛

事窗口使得电竞赛事成为受认可的体育赛事，我国电竞赛

事从此进入新阶段。

2.2 市场驱动

世界顶尖水平的职业体育联赛，不仅是我国体育市场

的强烈需求，更是我国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坚实一

步。《2018年普华永道体育行业调查报告》显示，电竞已成为

当前最具增长潜力的体育项目（普华永道，2018）。电竞联

赛的出现是自下而上的，由电竞观赛需求产生，辅以政府的

宏观指导和针对性的保护政策。这种创建原因更符合职业

联赛的基本特征和优秀职业联赛运行的市场规律。

中国英雄联盟职业联赛（League of Legends Pro League，

LPL），是中国大陆地区最高级别的英雄联盟职业比赛，也

是国际上第一批英雄联盟官方联赛。2018 年 LPL 的全年

观赛人次在没有电视转播的情况下达到了 150 亿。移动

电竞赛事的头部赛事《王者荣耀》职业联赛（King Pro

League，KPL）全年播放量更是达到了 170 亿。在电竞产

业不断向上发展的情况下，各方资本都在加速入局电竞

产业。以梅赛德斯-奔驰、NIKE 为首的品牌通过赞助入

局电竞行业，苏宁易购、京东等企业也通过冠名或者成立

战队等方式参与到电竞联赛的运营。企鹅智库、腾讯电

竞与《电子竞技》联合发布的《世界与中国：2019年全球电

竞运动行业发展报告》显示，目前我国电竞生态市场规模

达到 84.5 亿元，电竞群体人数达到 3.5 亿，其中电竞赛事

观众占 75.9%，从业者数量达到 7.1 万。作为新兴的文化

现象，电竞产业具有可观的观众增长空间及其带来的消

费潜力。

2.3 社会和文化驱动

电竞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其诞生包含了一定的社会和

文化需要。电竞文化形成初期在我国属于小众文化，并没

有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和认可，但群体呈年轻化，在我国电

竞用户中“90后”占比为70%。电竞文化是指人通过电竞活

动改造数字世界，在调节自身情感、群体关系的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体育文化的亚文化。随着

电竞群体成员的不断成长，电竞文化逐渐有成为主流文化

的趋势。

LPL通过2018年国际赛场的优异表现成为竞技水平最

高的英雄联盟联赛，精彩的观赛体验和鲜明的比赛风格吸引

了大批欧美观众。2019年，腾讯电竞的调研显示，约75%的

海外电竞用户对中国有印象（图2），我国电竞正在向国际输

出特征鲜明的电竞品牌印记。通过电竞赛事了解中国是世界

电竞爱好者的主动选择，同时也是我国电竞文化软实力的体

现。电竞在一定程度也起到了团结两岸的作用，成为两岸年

轻人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2019年7月17日，海峡两岸

电竞文化节在上海成功举办，此次文化节以电竞和游戏内容

为载体，文化交流为主线，连接虚拟与现实，架起两岸青年交

流的桥梁。LPL通过聘用中国台湾电竞解说和高水平电竞职

业选手，打通了两岸电竞文化交流的新路径。

2.4 科技驱动

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促进了科技与体育的紧密结合，

成为竞技体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沈克印 等，2010）。

电竞为现代科技的产物，与传统体育不同，它将竞技性通过

数字化展示出来，将人与人之间的对抗通过复杂机器实现

简单化。一般而言，观看体育类直播主要选择通过有线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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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但观看电子竞赛赛事则为通过互联网。得益于4G网络

的高速稳定、移动智能设备日益廉价和电信运营商下调流

量资费，通过手机等移动智能设备可以实现随时随地观看

赛事。网络直播成为体育赛事转播的新选择，在手机上看

视频成了当代年轻人的新时尚（张旻，2016）。

2014年，以游戏直播为主的“斗鱼”平台正式上线后，在

4年的时间内电竞直播平台呈井喷式发展，带来了游戏直播

和电竞转播市场的火爆，培育了大量电竞赛事。同时得益

于高速廉价的移动通信和高性价比的智能手机，移动电竞

应运而生。移动电竞的诞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电竞

移动化和便捷化的必然结果，也是电竞行业自我更新和完

善的必然产物。

3 电竞职业化面临的时代困境

3.1 受众低龄化使货币化程度低且渠道单一

《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

61%的未成年网民以网络游戏和电竞作为主要的娱乐活动

（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等，2019）。随着移动互联网

的普及和智能手机用户的增加，移动电竞使电竞的门槛越来

越低，电竞低龄化的趋势已经成为电竞发展中应引起广泛关

注的现象。由于观众人群的低龄化，电竞与传统体育相比，观

众的货币化程度较低。

3.2 电竞尚未与体育系统完全接轨

亚奥理事会宣布电竞加入到体育项目，既宣告了体育

开始数字化，也意味着电竞的体育化进程应加快步伐。目

前电竞并未完全纳入到体育系统中，导致电竞行业在没有

体育系统微观指导下可能会出现无序发展。在体育系统中

运行相对成熟的运动员注册制度、教练员培养制度和裁判

员考核制度，均是我国电竞职业化发展道路上的难题（贺诚

等，2015）。

3.3 电竞职业化进程中道德失范

体育道德失范是指体育相关人员在参与体育活动过程

中，发挥约束力的体育道德失去了效力，出现违反体育职业

道德或传统道德的行为（吴合斌 等，2016）。电竞职业化中

道德失范主要为俱乐部失范、选手失范和爱好者失范。通

过建立与职业化道路相适宜的体育道德规范准则，可以有

效减少体育道德失范行为的出现，对于推动我国电竞职业

化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电竞职业化的未来展望

4.1 入亚、入奥使电竞相关政策逐渐松绑

2018年4月，亚奥理事会宣布电竞作为体育项目将加入

2022年杭州亚运会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同年 12月，瑞士洛

桑举行的奥林匹克峰会讨论 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新项目，

与会者认为电竞尚未具备进入奥运会的条件，但是并没有

完全否定电竞入奥的提议。2019年4月3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发布了 13个新职业，电竞员和电竞运营师成功入

选。虽然电竞员作为一种职业被认证，但仍未被视为运动

员，电竞产业需要官方成立各级电竞运动协会制定和完善

行业准则来保障电竞选手作为运动员的权利和规范运动员

义务。

入奥、入亚不仅可以推动电竞运动的职业化，还可以直

接提升电竞运动的影响力和经济效益。虽然目前通信网络

发展迅猛，但是单纯依靠网络直播权支撑不起电竞职业化

的运作。合理推广电竞运动，利用主流媒体的宣传作用，将

电竞带出小众文化圈，电竞的职业化将会得到更全面的

发展。

4.2 女子电竞职业化利于电竞产业良性发展

电竞是一项没有性别划分的运动，原则上电竞队伍可

以由男、女组成，但目前电竞战队由男性组成居多，大多数

职业级别的女性最终只能参加由女性组成的团队，竞技水

平稍弱导致女子赛事的开展进度缓慢。但移动电竞的出现

打破了电竞男性化态势，女性电竞用户的基数呈爆发式增

长，截至 2019年已经占到全体用户的 30%。我国对女子电

竞运动进行有针对性的扶持，不仅能打开消费潜力巨大的

女子电竞市场，也将使我国女子电竞运动有机会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

就电竞产业而言，女性在电竞周边商品和电竞直播投

入的购买意愿强于男性，女性群体是扩大电竞用户基数和

提升电竞商业价值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电竞可以帮助深

入女性关于体育参与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揭示体育中性

别不平衡的现象本质。

4.3 技术进步使电竞职业化享受科技红利

虚拟现实技术（VR）、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人工

智能（AI）被视为最有可能会改变电竞赛事行业格局的产

物。电竞的赛事转播通过5G将变成全高清信号，将减少网

络波动的影响，强化赛事转播效果。通过 5G技术的加持，

VR观赛将会强化观赛体验。5G将解放VR游戏，5G低延时

的特性将让VR游戏用户真正感受到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

VR作为一种革命性的视觉体验能够满足电竞对娱乐性、竞

技性和感官交互的三重要求，能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沉浸式

图2 海外电竞用户对中国电竞的印象情况

Figure 2. Overseas E-sports Users’Impressions of

Chinese E-sports

注：数据来源于企鹅调研平台、Lightspeed市场调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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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未来VR电竞或将打破体育与电竞的边界壁障，成为

电竞行业的主流。

电竞与人工智能等前沿学科进行跨界融合，对电竞赛

事的多元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科大讯飞携手肯德基打

造了人工智能产品“KI上校”，肯德基作为LPL的赞助商，将

“KI上校”引入LPL，作为一款人工智能产品，通过数据分析

将当前赛事的实时胜率告知观众。Google旗下的人工智能

团队DeepMind与暴雪娱乐进行联合直播，旗下人工智能产

品AlphaStar以 10：1成绩击败了两位美国职业选手。人工

智能产品在未来或成为电竞选手的训练工具，通过人工智

能的训练，提高选手的极限和竞技水平，将进一步提高电竞

赛事的呈现效果。

4.4 电竞产业多元化发展实现多渠道变现

我国电竞产业拥有大量的电竞爱好者和庞大产业规

模，行业应该着力打造受众广泛的电竞赛事高质量 IP，如

LPL、KPL、世 界 电 竞 运 动 会（World Electronic Sports

Games，WESG）等。大力发展头部电竞赛事，利用头部赛

事带动电竞赛事数量的增加，不仅能使电竞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也利于电竞赛事货币化渠道的探索。相比传统体育

项目，电竞的受众大多为青少年，当其成为有独立经济收

入来源的社会生产者，具备比中年人更高的付费意愿。同

时与其他全年龄段受众的体育项目相比，电竞赛事受众画

像更为明确，提高了在赛事中广告投放的精确度，视频网

站、电子商务、电脑和外设厂商、功能性饮料等快消品的消

费者都与电竞赛事的受众相重叠。

与我国逐步改革的其他职业体育联赛相比，电竞赛事

在计划、组织、协调、控制、创新等方面更加自如，其可发展

的变现空间也更大。电竞赛事作为电竞产业的中游，可以

推广游戏付费道具反哺上游，同时也可以将巨额流量导入

媒体视频直播实现变现，通过内容和渠道的方式整合以电

竞经纪、电竞教育、场馆运营、跨界融合等形成电竞生态产

业链（图 3），立足电竞生态产业链实现多元化发展，显著提

高电竞行业的变现能力。

5 结语

体育竞赛表演产业是体育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电竞

通过数码画面的传播使体育竞赛表演迎来了数字化革命，

世界经济数字化是大势所趋，以电竞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刘淑春，2019）。基于电竞

职业化赛事的现状，我国电竞赛事发展需要应对困境和利

用新时代的机遇。目前，电竞行业的发展逐步趋向成熟，但

其在市场化方面的运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同时由于电竞赛

事的特殊性，政府和社会各界更应当建立完善的管理体制，

优化政策体系。如何在制度规范下将电竞行业的潜力变

现，依旧值得研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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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电竞产业链相关产业部门

Figure 3. E-sports Industry Chain Related Industry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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