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0 届金鼠标数字营销大赛

“京东 11.11 全球好物节 与新星共为赢”

京东《超新星运动会》体育数字营销案例
广 告 主：京东

所属行业：电商

执行时间：2018.10.31-11.22

参选类别：体育+数字营销类

营销背景

1、京东拥有一定知名度，如何在品牌推广的同时拉动业务增长，得到更高的曝光和关注，是京东

下半年品牌推广的重要任务；

2、双十一各大电商混战，需要提高曝光度以确保京东能够占据一席之地；

3、《超新星全运会》为国内首档青春体娱跨界 IP，打破体育、综艺壁垒，是一档综艺模式的、全明

星参加的体育赛事。

营销目标

渗透年轻圈层，提升品牌在年轻群体中的好感度；

联动京东双十一，拉动营业额。

策略与创意

1、打通营销闭环，全周期为京东 11.11 全球好物节呐喊

超新星晚会+4 期综艺+2 天直播，拉长双十一战线，从 11 月 1 日开启至 11 月 15 日返场持续输出

热点，联动线上线下，打通内容与电商的转化路径。

2、体娱偶像综艺首次跨界，创新电商与内容合作新模式

搭载 2018 偶像元年及双十一全球好物节两大热点，利用新生偶像力量渗透年轻圈层，本次合作成

就了京东和腾讯联合出品，联合招商合作新模式。

3、丰富站内外互动新玩法 流量活跃度稳提升

利用“明星”优势打造多款站内明星互动活动，涵盖明星带货、综艺宠粉福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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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过程/媒体表现

1、超新星盛典

五大定制互动环节：会玩会撩 京东好物与明星趣互动，邀请明星深度参与京东定制互动环节，使

用或体验京东好物，京东利益点有效提及，有效提升京东 11.11 号召力。

互动 1：心动的信号；互动 2：你不知道的明星购物车；互动 3：协调大作战；互动 4：11.11 热曲

改编；互动 5：运动潮搭。

 赛前盛典产品露出：好物吸睛，主力产品强势展现

在盛典开始前展现京东三大事业部（京东数码+京东小家电+京东母婴）主推产品，紧抓观众眼球，

刺激消费者进入京东购买同款好物。

 口播：促销信息配合角标为京东引流

多版定制口播不断传递京东 11.11 信息，优惠+点击，双重引流机制提升转化。

 赛前盛典定制烟花秀：首个烟花动画震撼开幕 京东双十一盛大开启

国内首个以动画形式燃放的烟花 JOY，通过设定高度、大小、燃放时间的特殊技术，在天空中燃放

出一个手推满载好物购物车的 JOY 形象，由远及近、由小到大展现。

 赛前盛典营销回顾

超新星盛典用 3000 万+的数据刷新了王菲演唱会在腾讯视频保持两年的在线观看人数记录；制作

战报长图，为本次盛典直播进行数据回顾，同时发布营销稿件深挖本次京东&腾讯联合出品的创新

玩法和场景化营销亮点。

2、超新星运动会

 首期开播发声-运动 JOY 概念海报

结合#超新星全运会#的 6 大运动项目，打造全新定制的运动 JOY 形象，并利用这一套形象制作运

动 JOY 概念海报用于节目首期开播的上线官宣。节目开播当日，官方微博首先发布宣告联合出品地

位并配合外围 KOL 转发扩散，先声夺人；与流量极高的火箭少女粉丝团合作，从节目首期尚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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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便参与进来，转发微博配合官方信息的扩散，加强了星粉互动的深度和粘度，激励粉丝的全程参

与。

 赛前植入：独占休息室空间 京东好物有趣展现

绑定明星休息室：在集训内容时间，绑定明星休息室，不同休息室匹配不同产品类型，展现京东好

物不停的特点。

明星配合深度植入：SNH48 成员配合京东深度植入权益，与京东戴森吹风机互动，传达好物好玩

上京东品牌利益点；辣目洋子配合京东独家定制色美容仪植入，传达京东好物好玩特性，且带出京

东 plus 会员优惠信息，与京东营销节点相匹配。

 花式植入：京东联合出品身份强露出 衍生品无缝植入

衍生品多场景植入：制作人偶 JOY，抱枕、立牌、JOY 玩偶等多种衍生品，配合不同环节植入；其

中抱枕在休息室有非常多的互动与曝光，人偶 JOY 与 JOY 立牌在比赛场有良好的展现，为京东品

牌展现争取更多曝光机会。

场馆内露出：京东联合 logo 在各个场馆展现，游泳馆道旗、体育馆围挡、体育馆地贴等位置展现

京东 logo 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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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场包装资源：更换素材匹配营销节奏 优质内容点打品牌形象

匹配内容与营销节奏更换文案素材

定制时刻：抢占最易感染情绪的内容，根据内容调性，更换京东时刻名称。

跑马灯：根据京东 11.11 营销节奏匹配不同的文案，比如第二期融入星粉互动机制，加入 plus 会

员信息，为社交互动引流。

把握优质内容 京东形象高频展现

节目表板+角标，从视觉到文案，都在增强京东品牌记忆度。

花字：选择有京东产品出现或者有趣且与京东调性相匹配的内容，配合 11.11 相关内容花字。

3、全运会直播

 17 种赛事直播权益 14 小时无间隙展现

 赛场主持人定制环节：京东利益点自然融入 与粉丝趣互动

与运动会广播形式结合，自然植入京东 11.11 品牌利益点，同时辅以明星播报吸引粉丝关注，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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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极佳。

设置京东 11.11 专属福利播报时刻，在明星采访之前由主持人口播京东 11.11 利益点，吸引粉丝高

关注度。

开场前主持人与粉丝互动，将京东 11.11 内容用有趣问答的形式呈现，迅速点燃粉丝热情。

京东 JOY 人偶强势入镜，与明星嘉宾进行有爱互动。

 演播室定制环节：结合运动会情景 创造运动交流小剧场

主持人小剧场演不停：两个定制环节均以运动会相关内容主题，引出生活习惯相关内容，自然带出

京东 11.11 活动信息。

在演播室内，由两位出场率最高的主持人参与，从运动健身引出京东小家电单品与优惠信息。

主持人与运动员互聊跑步内容，引出京东多种运动装备以及京东大促和 plus 事业线信息。

 赛时品牌提及：高频品牌口播响彻赛场

比赛现场口播：主持人在赛场内提及京东 11.11slogan。

演播室口播：主持人在演播室内口播京东 11.11 利益点。

品牌活动口播：主持人在直播期间随机 cue 到品牌，包括京东品牌、京东家电、京东母婴、京东数

码，张大大即兴发挥内容。

 赛事直播高潮期：好物海报

为给超新星全运会在 10 日和 11 日两天的直播以及京东 11.11 全球好物节的高潮造势引流，制作

一套涵盖吃穿玩乐不同品类的好物海报：海报对节目的运动项目以及京东的好物概念进行结合，并

巧妙加入运动 JOY 的形象，既体现出节目导向的运动元素（游泳、拔河、射箭、艺术体操、跳高和

跑步），也将“好物好玩上京东”的促销信息以极具创意的形式进行展现，为站内活动引流。

 赛事直播高潮期：星粉互动

粉丝群体整体年轻、消费意愿强烈且在社交平台互动活跃，是这次项目非常重要的目标群体。为了

最大化的调动粉丝的参与热情、更有效的利用艺人带来的流量，在#超新星全运会#节目开播前，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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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站内发起京东专属投票打榜页面，将直播中举旗手和打 call 时刻最终归属的决定权交给粉丝，刺

激粉丝的参与热情。提前与近期流量热度最高的火箭少女、鲜肉艺人以及其他女团艺人粉丝团联系

并始终保持良好的沟通，组织百名粉丝参与节目直播录制，并配合官方传播节奏同步扩散京东的活

动信息，粉丝团的视频和应援制作物上直接体现京东 11.11 全球好物节 logo 和 JOY 形象，在节目

播出期间露出。良好的互动促使艺人粉丝完成到品牌粉丝转化，增加粉丝群体对品牌的好感度，并

以此影响更多的年轻群体。

 赛事直播高潮期：JOY 人偶的节目亮相、运动视频&表情包

为了让 JOY 形象能够以更多形式、通过更多渠道与用户建立更立体的情感联系、从而提高用户对品

牌好感度，提前制作了一支可由真人穿戴、扮演的 JOY 人偶。人偶直接出现节目直播当中进行采访、

打 call、颁奖，与主持人和艺人高萌互动，收割现场和线上直播观众的大量关注和好感。同时《JOY

的超萌运动力》视频也在直播首日上线，视频里 JOY 保持了一贯的可爱设定，蠢萌形象得以生动诠

释，赋予视频趣味性和传播性，此外剪辑 7 支 10s 版满足朋友圈传播需要，制作的 JOY 表情包供

大家日常沟通使用，再次强化 JOY 与用户间的情感连接。借助打造全新的 JOY 形象，更多的与年

轻群体进行沟通和对话，拉近京东与年轻受众的距离。

 媒体表现

微博：官方&KOL&选手明星&粉丝团共发布微博 6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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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内容获得：转发 57,170 次，评论 36,479 条，点赞 51,626 个，阅读量 19,139,677 次；

微信：官方&KOL 微信共发布 23 篇文章；

发布内容获得：阅读量 2,304,256 次，点赞 15,887 个；

视频平台：秒拍、腾讯视频等视频平台推广视频获得播放量 366,000 次。

营销效果与市场反馈

整体表现

1、超新星盛典：直播 3012 万观看人次，破腾讯视频单场晚会/演唱会收看纪录； 点播 2610 万播

放量，15 组潮流艺人闪亮登场，定制明星互动、精彩烟火表演，为京东 11.11 潮酷开道。

2、超新星运动会：4 期训练内容，点播 14832 万播放量，3206 万的社交讨论量。百位新星奋力

拼搏、生而为赢，用运动精神为京东加冕，综艺品质受到观众和媒体认可。

3、全运会直播：直播 6200 万观看人次，点播 8115 万播放量，34 个热搜霸榜，微博 11.11 热搜

专业户，真正的新星制造机。

具体数据

1、点播数据：超新星盛典+点播 4 期内容+直播的点播内容，共 7 期节目，播放量接近 2.5 亿， 在

没有流量大明星加持的情况下，全运会第一期播放量超过 5600 万。

2、直播数据：超新星盛典直播观看人数破 3000 万，破腾讯视频单场晚会/演唱会收看纪录。10 号、

11 号全运会直播，在 14 个小时内，观看人数突破 6200 万。精彩直播内容的点播仍然获得 8100

多万的点击量。

3、社交指数：此次整体项目微博热度亮眼，超新星盛典+超新星全运会阅读量超过 22 亿，讨论量

更是超过 3200 万，获得粉丝高互动。

4、节目口碑：《超新星全运会》豆瓣分数 7.0，高于同期娱乐类综艺，且评论多为正向评价，更有

央媒党媒点赞节目体育精神，成为体娱合作标杆性内容。

5、节目人群：打破综艺女性受众为主的固有圈层，吸引男性受众关注综艺内容，男性比例超过一

半；18~29 岁节目人群达到 65%以上，成功帮助京东吸引更多潮流年轻人士关注。

总结

1、京东与腾讯体育联合出品，体娱跨界，利用新生偶像渗透年轻圈层；

2、明显提高京东全球好物节在双十一期间的曝光度，为京东双十一总营业额 1598 亿元的达成贡

献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