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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主要采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并结
合艾媒咨询自有的用户数据监测系统及北极星统计分析
系统等。

• 通过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在线电影购票用户进行深度
访谈，了解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研数
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 政府数据与信息

➢ 行业公开信息

➢ 企业年报、季报

➢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根据艾媒咨询自身数据库、北极星统计分析系统和草莓派
调研社区平台（Strawberry Pie）的相关数据分析。

• 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发
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 面向全国针对各领域征集优秀案例企业进行中，详情可咨
询research@iimedia.cn 。

研究方法

mailto:详情可咨询alex@ii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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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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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内地观影人群同期小幅下跌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显示， 2017Q1，中国内地观影

人次达到4.11亿，相比2016Q1的4.19亿人次略有所下降。艾媒

咨询分析师认为，2017Q1新上映影片较去年同期减少和观众对

影片内容质量要求较高是观影人次减少的主要原因，观影人次减

少推动电影内容生产者和投资者更加理性对待市场。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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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显示， 2017Q1中国内地电影票房

达到144.7亿元，相比2016Q1票房有所下降，观影人次小幅下跌及

上映影片数量相对减少是主因。娱票儿、猫眼电影、淘票票等各平

台通过对《功夫瑜伽》、《西游伏妖篇》等好口碑国产片进行强势

宣发，微影时代对进口影片《极限特工》等进行“阶梯式精准营销”

加强了用户触达，引发的观影小热潮对票房形成了支撑。艾媒咨询

分析师认为， 2017Q1票房虽略有下降，但好口碑影片依然对票房

形成强有力支撑，随着观众对影片优质内容需求的提升，电影内容

生产者未来应更加注重创作优质内容，依靠电影口碑效应提高电影

票房。

春节档难挡内地票房跌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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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在线电影购票市场竞争将持续激烈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显示， 2017Q1，用户在线电影购票占

比达到72.6%，用户在线购票行为基本养成。在2017Q1在线购票平台占

比方面，猫眼电影、微影时代、百度糯米分列前三，占比分别为23.1%、

18.5%和14.2%。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目前在线购票平台市场仍未出现

垄断性巨头，对比2016年市场格局，微影时代发力明显，凭借微信渠道

以及其自身较好的运营，市场地位不断爬升。同时，新美大集团，阿里集

团在电影生态的全面发力，预计市场竞争的激烈局面仍将持续。

72.6%

27.4%

2017Q1中国内地电影在线购票情况
线上 线下

23.1%

18.5%

14.2%

12.6%

4.2%

27.4%

2017Q1在线购票市场各平台占比情况

猫眼电影 微影时代 百度糯米 淘票票 线上其他 线下

线下

线上其他

来源：综合院线数据、企业及专家访谈，并根据艾媒统计模型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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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会增加, 48.4%
基本保持不变, 

43.7%

会减少观影次数, 7.9%

2017Q1中国手机网民未来影院观影次数预期分布

用户观影习惯基本养成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未来观影次数

预期调查中，48.4%用户表示未来会增加影院观影次数，

43.7%用户表示会基本保持不变，只有7.9%的用户表示会减

少观影次数。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中国观影用户影院观影习惯基本养成，

观众对未来观影次数预期比较乐观，中国电影市场有待进一

步发展成熟。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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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唱会门票

体育赛事门票

展览门票

音乐会

话剧音乐剧

芭蕾舞蹈等

戏曲综艺

2017Q1中国手机网民网络购票类型分布

电影票为中国手机网民主要购票类型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7Q1，79.0%中国

手机网民主要使用购票平台购买电影票，30.3%手机网民主要购买

演唱会门票，体育赛事门票以19.7%占比居于第三位。除手机APP

外，67.5%用户曾使用支付宝入口进行购票，微信电影票入口占比

为43.9%，再次为微信公众号内入口，占比为35.1%。

67.5%

43.9%

35.1%

19.3%
14.5%

支付宝入口 微信电影票 微信公众号 QQ钱包入口 其他

2017Q1中国手机网民除APP外其他购票渠道分布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网络购票平台周边购买优势明显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显示，2017Q1，45.2%手机网民

曾购买过电影周边产品，其中49.5%用户选择在线上渠道进行电影

周边产品购买。70.87%的手机网民表示2016年曾在网络购票平台

购买电影周边。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我国手机网民电影周边购买习惯有待进一步

养成，加强电影周边产物的生产、宣传，进一步扩大电影周边用户

规模及市场规模，也有利于优化电影产业链，增加电影附加值。网

络购票平台在周边售卖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没有, 54.8% 线下, 50.5%

线上, 49.5%

购买过,45.2%

2017Q1中国手机网民电影周边购买情况分布

买过, 70.8%

没有, 29.2%

2016年中国手机网民网络购票平台周边购买情况

备注：周边产品包括影片中角色人物、场景、道具、标识等开发的产品。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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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票平台周边售卖优势及用户痛点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7Q1，曾购买过周

边的中国手机网民选择在购票平台购买周边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正品

有保障，占比为63.0%，其次是因为某些周边只能在购票平台上有

售。而周边购买者不选择在购票平台购买周边的原因中，价格成为

最重要原因，其次，36.7%周边购买者表示喜欢的周边在其他电商

平台发售。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增加周边发售类型，保证正品同时优化产业

链，降低成本及价格，有利于购票平台进一步深入周边产业。

60.0%

36.7%

16.7%

13.3%

3.3%

价格优势小

其他平台发售

正品保障存疑

没有福利

其他

2017Q1中国手机网民

不选择在购票平台购买周边原因分布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小食、饮料为观影前后最多购买产品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2017Q1，中国手机网

民观影前后最经常购买的产品为小食、饮料等观影产品，65.1%手

机网民观影用户曾购买此类产品，紧随其后的是餐饮产品，占比达

到62.1%。曾在观影前后购买过KTV、桌游、电玩等娱乐产品的手

网民观影用户占比与前两者相差较大，仅为28.2%。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充分把握用户行为习惯，进行场景营销等方

式，将进一步提升用户观影前后相关消费，优化用户体现同时，带

动相关经济进一步发展。

65.1%
62.1%

28.2%

17.5% 16.5%

4.9%

观影产品 餐饮产品 娱乐产品 住宿产品 丽人产品 其他

2017Q1中国手机网民观影前后相关产品购买分布

备注：餐饮产品特指非观影时间享用的小食、饮料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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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产业链布局-猫眼电影

猫眼电影

2017年4月，猫眼电影联合辰海资本成立“妙基金”，

将重点关注投资新媒体、新文化、新消费和新技术四大

领域，展开互联网综合娱乐资本布局。

参与《嫌疑人X的献身》、《大闹天竺》、 《西游·伏妖

篇》 和《美人鱼》等电影宣发。其中，猫眼电影展开一

系列营销活动。

电影宣发

猫眼电影通过“互联网+”平台力量，切实有效地解决

影视圈长期存在的资源信息不对称性问题，推动产业链

中上游项目运作模式实现从传统模式向“互联网+”模

式的顺利转变。

推动上游
模式转变

充分利用猫眼APP、美

团、大众点评及微信钱

包-吃喝玩乐-接口等。

多流量入口

探索 “电影＋” 整合营销

方式。尝试“电影+时尚”

等多样化跨界整合营销。

整合营销

内容制作



全产业链布局-微影时代

微影时代

微影时代和洛可可创新设计集团共同出资成立“可可影

视衍生品设计制作公司”，此公司将从IP孵化、个性化

衍生品设计制作等方面，逐渐探索完善国内影视衍生品

行业发展规则与标准。

电影宣发

内容制作

衍生品

公司投资

2017年2月，微影时代与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将在国际市场展开全方位合作。

2017年3月，与派拉蒙达成战略合作，助推《极限特

工》等影片的内地宣发，进一步布局全球化业务。

2017年4月，对大脑天宫（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的战略投资，进一步强化内容创作核心力。

娱跃影业

娱跃影业包括电影投资、制作、IP开发业务，影视作

品来自于包括小说改编、漫画改编作品及翻拍等。

智慧影院

重新定义影院的自助售票方式，彻底解决传统PC端和

APP用户获取成本高、留存难等问题，提高运营效率。

娱跃发行&华影天下

2017Q1，娱跃发行《功夫瑜伽》等口碑佳作；华影天

下推出《绝世高手》等7部国产影片以及引进的口碑佳

作《摔跤吧！爸爸》，打造中国电影发行新平台。



娱票儿+格瓦拉：泛娱乐

票务平台

在线电影票务平台

电影

平
台
升
级

演出 体育

泛娱乐票务平台

消费
社交
双属性

娱票儿和格瓦拉实现双品牌独立运营，娱票儿定位打造

泛娱乐服务平台，重消费属性；格瓦拉定位城市娱乐消

费指南，打造电影解读社区平台，重社交属性。

微赛体育通过票务切入体育市场，实现对体育赛事的全

覆盖；线下拥有体育赛事场馆资源，并拥有消费内容生

产能力。通过跨界，微赛把体育行业的消费用户、消费

场景和消费内容整合在一起，聚合体育新商业价值。

2017年第一季度，娱票儿在把握电影市场同时，逐步

深入演出赛事市场，以娱乐引导用户，通过大众消费带

动市场增量，提升大众文化消费层次。娱票儿作为在线

购票平台助力厦门（集美）草莓音乐节和迷笛深圳跨年

音乐节；同时与甘肃大剧院、乌镇戏剧节等展开合作。

深耕演
出市场

体育

娱票儿依靠微信和QQ双端强流量入口和强社交属性，

基于大数据营销指导，为不同区域人群和用户画像构建

完整的精细化营销策略, 推进完成每一条营销线的落地

执行；同时利用大数据精准分析实时票房，锁定目标用

户，更好的引导影片的制作和发行。

大数据
精准
营销



全产业链布局-百度糯米

百度糯米

百度糯米宣布将成立股权投资基金，投资IP及电影制作

领域的优质公司。

百度糯米力图以此方式，逐步踏入内容制作领域。

内容制作

2017年第一季度，百度糯米联合出品或联合发行《太空

旅客》、 《爱乐之城》、《决战食神》和《功夫瑜伽》

等一系列影片，百度糯米逐步深入产业链上游。
电影宣发

百度糯米影业上线“商城”

功能，利用线上线下联动创

新营销方式，带动电影衍生

品营销，商城功能及产品类

型得到进一步扩充完善。

衍生品

智能营销

2017年，百度糯米影业将以影院和商圈为核心打造全

新智能的营销生态战略，专注O2O连接本质，通过互

联网化打通影院阵地广告的线上线下营销，通过“资源

覆盖-线上线下触达-营销生态闭环转化-人工智能创新-

效果衡量反馈”搭建健康的O2O闭环营销生态，有效

解决“覆盖、触达和转化”三大电影痛点。



百度糯米：多平台矩阵

电影平台

广告

多平台矩阵

核心

金融 粉丝 演出

衍生平台

提升衍生平台知名
度、公信力和影响力

提供题材、资金、粉
丝、用户等

深耕粉丝经济

拓展演出市场

百度糯米 “饭圈”频道，内设明星、电影、演出等栏

目，及时发布相关资讯，并以多种方式鼓励粉丝参与。包

括“明星影响力”、“明星票房榜”购票入口，进一步增

强粉丝满足感与竞争感。

百度糯米在逐步深入布局音乐、话剧、舞

蹈等演出市场，利用自身平台优势，承办

或参与合作多个演出项目。打通城市生活

圈,联动城市的酒店、旅游、餐饮等协同

发展,拓宽生活服务平台。



全产业链布局-阿里影业

阿里影业-淘票票

2017Q1，阿里影业与阿里巴巴大文娱达成共赢联动的

多项战略合作，宣布启动“HAO计划”，为网络电影

内容生产者提供包括平台、IP、资源在内的一站式服

务。《到开封府混个差事》、《嗨如花》、《最强男

神》预计今年开播。

内容制作

2017年3月，阿里影业与Amblin Partners战略合作后

的首部影片《一条狗的使命》在国内上映，淘票票在发

行、营销等方面提供支持，实现口碑和票房双赢。

国际合作

2017年，阿里影业将最新业务架构调整为互联网宣发、

内容制作和综合开发三大模块，加强阿里巴巴大文娱生

态体系整合，加强电影行业基础业务布局。

业务架构

2017Q1，淘票票参与发行多部影片，除有《三生三世

十里桃花》等阿里影业投资项目外，还有《绝地逃亡》

等国外影片和《决战食神》等国内影片。阿里将持续加

大对淘票票的资本投入，进一步提升淘票票市场地位。

电影宣发

衍生品

阿里影业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开发IP衍生品，目前已经拿

下“POKEMON”、“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衍生品开

发权，不断探索互联网与创新零售联通互动的全新购物

体验。



淘票票：多渠道+社交化营销

多渠道 社交化

多渠道共同营销

在影片宣传营销过程中，除淘票票APP外，还在支付宝和

手机淘宝电影频道设立独立活动页面，进行专题性聚焦曝

光，通过淘票票客户端push、手机淘宝、支付宝banner

等多渠道吸引用户关注并增加在线购票。

社交互动 提升影响力

发现频道：淘票票“发现”频道，内设台词、话题、票房栏目，并持

续更新影视资讯。在台词页面，淘票票每期推出经典、正在上映电影

的经典台词，引导用户进行讨论与分享。此外，淘票票还结合在映影

片，设置话题，提升用户参与度。

主创来了：在每部电影详细界面设置“主创来了”栏目，发布淘票票

独家采编的电影主创文字、视频信息。

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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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初定竞争激烈

猫眼获光线控股，淘票票背靠阿里资金方面获得其大力支持，微影时

代与腾讯展开多方面合作，糯米尚未独立。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

2017年，中国在线电影购票市场的BAT+M格局愈发清晰，此格局在

未来一段时间不会有大的变化。在线电影购票平台之间的剧烈竞争尚

未结束，而将从购票向产业链上下游进一步延伸，且逐渐从以资金为

主的竞争转向综合实力的比拼。

多方位拥抱用户

用户一直是中国在线电影购票和关键点，不管是以在线购票业务为主

要业务，还是拓展产业链上下游业务。扩大用户规模、优化用户体验、

提升用户粘性的重要性将愈发突出。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未来在线

电影购票平台竞争过程中，将通过提升服务质量，利用大数据等方式

增强对于用户的了解，进一步提升把握市场和用户偏好的能力。

产业链深入扩大合作

在线电影购票平台深入整个电影市场上下游成为必然趋势，庞大的用

户行为数据及对于互联网时代用户习惯的深刻理解成为其已有的优势，

但是相比于传统行业，其在内容把控、店面营销网络等方面并不十分

擅长。回顾中国在线电影购票平台发展举措可以发现，与传统优势企

业进行合作成为各平台不约而同的选择，通过合作达成资金、人才、

资源等多方面的联合，中国电影产业进一步走向规范化、紧密化。这

种合作方式也逐步从国内合作向海外拓展。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这

种合作将在未来得到持续发展。

中国在线购票市场解析及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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