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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权健·2015年乒超联赛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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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云集

•･ 本赛季乒超联赛有百余位中外优秀运动员参赛,包括了众多世界
冠军以及在国际乒联最新世界排名前 50 名的中国乒协运动员,同
时还有来自德国、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华台北等境外协会的多
位优秀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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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星云集

奥恰洛夫 德国

徐孝元 韩国

朱世赫 韩国

波尔 德国

黄镇廷 中国香港
⾦金珉鉐 韩国

陈建安 中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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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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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赛季从5月开始启动，8月底结
束第⼀一阶段赛事，9月进⾏行总决赛。 

•･ 第⼀一阶段18轮、180场比赛； 

•･ 涉及15个省市，29个体育馆； 

•･ 比赛现场覆盖⼈人群达50多万； 

•･ 赛事宣传到达率⾼高达500多万；



阵营盘点

7

•･ 2015乒超赛季20家实⼒力阵营，群雄角逐乒超巅峰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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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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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超联赛电视转播依
托着强⼤大的电视媒体，
cctv-5、cctv-5+、北
京体育频道、五星体
育、⼴广东体育、江苏
体育等地⽅方电视台； 

•･ ⽹网络媒体cntv、pptv、
华奥星空等都对赛事
进⾏行转播；



数据解读

•･ 乒超联赛每轮播出时长共播出32小时26分钟； 
•･ 男团比赛播出时长共16小时29分钟， ⼥女团比

赛共播出15小时57分钟； 
•･ 对于2014赛季所有比赛，第⼀一阶段播出时长共

19小时42分钟，第⼆二阶段为12小时44分钟；

注：因2015年央视统计数据未出，所以以2014年数据作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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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超联赛每轮累计收视⼈人次：23,063,000； 
•･ 男团比赛共获得11,360,000的累计收视⼈人次，其中

第⼀一阶段6,527,000，第⼆二阶段4,833,000； 
•･ ⼥女团比赛获得11,703,000累计收视⼈人次，8,726,000

来自于第⼀一阶段观众，2,977,000来自于第⼆二阶段
的收看；

数据解读

注：因2015年央视统计数据未出，所以以2014年数据作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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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超联赛电视观众覆盖情况； 
•･ 共有155,074,000⼈人通过中央台五套观看过2014年中

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比赛，占推及⼈人⼝口的
12.16%；

数据解读

注：因2015年央视统计数据未出，所以以2014年数据作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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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新媒体数据

•･ 乒超联赛官⽅方微信、微博、⽹网站等线上资源； 
•･ 自开赛以来，微信公众账号粉丝⼈人数持续攀升，

每场微信互动场次⼈人数增长近1000； 
•･ 保持与球迷的互动频次，充分增长球迷⼤大数据； 
•･ 现场球迷数量与比赛精彩程度成正比； 
•･ 强⼤大的球迷群体是联赛发展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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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衍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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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赛事联动·推动联赛影响⼒力 
北京首钢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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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4年乒超联赛总决赛回顾



2014年·总决赛

•･ 2014年乒超联赛总决赛由
⼭山东省微⼭山县政府承办，
在圆满完成3天总决赛任
务的基础上推动了当地的
媒体曝光及影响⼒力； 

•･ 第⼀一阶段晋级的8支俱乐
部充分发挥自身实⼒力，为
现场及全国观众奉献了6
场超强实⼒力的强强对话，
最终⼭山东鲁能男⼥女俱乐部
分别时隔4年、3年再次取
得乒超联赛双冠王；



2014年·总决赛

•･ 在总决赛赛事精彩绝伦的
同时衍⽣生活动开展的有声
有⾊色； 

•･ 以“乒超有我更有爱”为主
题的公益拍卖活动筹集的
全部善款都捐赠给贫困地
区的学校用于公共体育设
施建设，为中国少⼉儿的体
育教育贡献乒超联赛的⼀一
份⼒力量； 

•･ 在8月8日全民健身日开展
全民健身活动，在球员们
的带领下，普及全民健身
概念，影响更多⼈人；



三、2015年乒超总决赛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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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2015年乒超联赛总决赛 日程安排（草案）

9月11日 9月12日 9月13日

上午 球迷开放日

下午 ⼥女团半决赛1 男团半决赛1 ⼥女团决赛

晚上 ⼥女团半决赛2 男团半决赛2 男团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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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开放日

•･ 总决赛将要求开展针对球
迷量身定制的“球迷开放日”
活动，以参加总决赛的运
动员为核⼼心，依靠知名球
员的影响⼒力稳固球迷的忠
诚度，培养乒超联赛忠实
球迷群体。活动将通过线
上微信征集⽅方式招募约100
名球迷参加总决赛的“球迷
开放日”活动； 

•･ 落地活动将分为参观训练、
球迷互动、福利晚宴等，
组委会协调互动及参与晚
宴运动员，与球迷群体进
⾏行真实有趣的互动，吸引
⼤大众视野； 

•･ 活动具体实现⽅方式及赞助
商权益体现可与承办单位
协商开展；



四、2015年乒超总决赛承办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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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赞助协议签订之日起，赞助机构可获得“权健·2015
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xxx总决赛”的冠名
权，并可用做⼴广告、公关及产品⽅方面的宣传； 

•･ CCTV-5将对总决赛6场赛事转播； 
•･ 活动现场安排专业媒体采访赞助商首席代表，并在

专题报道中刊登； 
•･ 指定⽹网站（华奥星空）首页为首席赞助商提供漂浮

⼴广告1个月； 
•･ PPTV直播总决赛前插播赞助商15秒⼴广告； 
•･ 赞助商领导颁发总决赛冠军奖项，并与冠军队伍合

影； 
•･ 赠送乒超联赛总结画册⼆二跨页黄⾦金⼴广告位； 

媒体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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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助商标识将出现在活动主背板、签到背板、采
访背板等； 

•･ 将获得赛场挡板位，并在曝光率⾼高的LED挡板位
循环滚动播放； 

•･ 将获得赛场地胶⼴广告位1处； 
•･ 现场条幅、包围等布置体现； 
•･ 总决赛票面体现赞助商logo； 
•･ 获得活动现场立体展位，全⽅方面展示企业形象及

产品； 
•･ 在开赛前现场⼤大屏幕滚动播放赞助商30秒宣传片

（保证不低于8次播放率）； 
•･ 主持⼈人在赛事期间播报赞助商不少于8次； 
•･ 赠予赞助商20张嘉宾门票；

现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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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权益

•･ 总决赛赛场，冠名企业的名称及
LOGO在赛场挡板、地胶⼴广告位权益
如下： 

•･ 常规25块（8—40号挡板中空白部分
均为承办单位权益）； 

•･ LED挡板（1-7号位为LED挡板，承
办单位可获得最多3个赞助商体现位，
3家总的播出时间占全部的20%。赞
助商及总决赛俱乐部logo循环滚动播
放，每当死球时变换⼀一次）； 

•･ 地胶⼴广告位1块（2号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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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内背景板、包围等根据
联赛统⼀一位置规定，在体现
俱乐部权益的地⽅方均替换为
赞助商权益；

现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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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15年乒超总决赛承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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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包装

•･ 内场整体包装效果将沿用去年
总决赛风格，座椅须采用阶梯
式包厢形式，在最⼤大限度舒适
的同时又能最近距离的观看比
赛；包厢须为以下单位各预留
⼀一个：组委会、权健、中国联
通、李宁、红双喜、河北天
速，其他位置承办单位均可采
用售票形式； 

•･ 挡板只设置⼀一层，为了让现场
观众最近距离的享受比赛； 

•･ 主机位正对面的挡板须采用
LED形式，可循环滚动播放赞
助商权益； 

•･ 现场座椅布置采用第⼀一排沙发、
后面座椅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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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包装

•･ 赛事现场包装须采用权
健·2015年乒超联赛现场
包装，⾊色系及具体位置
参考2015联赛⼯工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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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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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光：本次总决赛将沿用去年总决赛灯光舞美标准，采用国际⼤大赛时
尚⾼高端的吊灯⽆无影灯，将赛事现场与灯光秀完美结合，更好营造赛事
氛围，体现出联赛⾼高端、⼤大⽓气特质，带给⼈人们冲击性的视觉盛宴； 

•･ 观众区域在比赛进⾏行中没有照明灯光，赛前及体育展示互动环节须结
合彩灯、追光灯、电脑灯等烘托出现场⽓气氛，打造梦幻般的殿堂赛事
效果； 

•･ 舞美：舞台须根据场馆⼤大小来决定制作尺⼨寸，在场地允许的情况亦可
搭建活动T型舞台，舞台上搭建普通赛事主背板。T型台在启动仪式及
颁奖仪式中使用，赛事期间不使用；

灯光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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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展示意义：让提前⼊入场的观众感受到热烈、趣味
的赛事氛围，增强与球星的互动，将赛前的等待变得
有价值，培养球迷对赛事现场的眷恋； 

•･ 常规体育展示：将灯光、音乐及视频完美结合，再结
合吉祥物互动、拉拉队热舞、利用道具开展现场观众
游戏及乒乓球星与观众互动来打造⼀一段美妙的赛前乒
乓之旅。体育展示团队须负责所需设备租赁、相关设
备操作⼈人员组建、拉拉队邀请、主持⼈人邀请、现场体
育展示⽅方案确认等⼯工作；

体育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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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部分

•･ 开赛仪式：在总决赛第⼀一场比赛开始前进⾏行开赛仪式，
仪式的形式可结合赞助商创新考虑； 

•･ 颁奖仪式：男⼥女团总决赛结束后将分别进⾏行颁奖仪式，
赞助商领导参与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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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播⼯工作 
•･ 央视将对总决赛6场赛事进⾏行转播，转播对场馆电源供应（双

回路、电源负荷不少于30千瓦）、现场比赛区域的⽆无影灯灯
光照明度要⼤大于2000勒克斯，⾊色温保证在4500k以上等转播要
求； 

•･ 接待⼯工作 
•･ 食宿：四星级以上酒店食宿标准； 
•･ 接待⼈人数：8支参赛俱乐部、其他12支俱乐部代表、赞助商

领导嘉宾、组委会⼯工作⼈人员、体育展示团队、裁判、电视转
播团队⼈人员、媒体记者，合计200⼈人左右；承办单位须负责
组委会⼯工作⼈人员、裁判员、媒体记者及体育展示团队的交通
费用； 

•･ 车辆安排：以上⼈人员均需要车辆安排；

转播、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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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健·2015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 
总决赛

我们期待与您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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