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帆续航：

2021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报告
与经济学人集团旗下 (E) BrandConnect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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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里，市场环境充满了不确定性。疫情、贸易摩擦、自然灾害以及逆全球化的趋势，
使中国品牌出海业务的开展充满了困难和挑战。
得益于优秀的供应链基础和灵活的发展战略，中国企业化挑战为机遇，在逆境中展现出了良好的
韧性。他们在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为后疫情时代的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复苏做出了贡献。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角色和战略不断变化。千禧年以
前，中国企业多处在产业链下游，以加工、制造等业务为主，追求经济效用。之后，中国企业
积极探索技术创新。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企业不断提高利价比，扩大生产规模，逐
渐打开海外市场。而近十年来，中国企业则更加关注品牌形象建设，注重提高品牌在全球市场
的声誉和竞争力。

中国企业不断深耕海外市场，在丰富品牌内涵的同时，也让“中国智造”成为了全球市场中不
可小觑的竞争力量。这种发展在消费电子领域尤为突出——近年来，联想 Lenovo、OPPO等中
国品牌逐渐被海外消费者所熟知，并拥有忠实的拥趸。

中国企业的成功，源于其对当地市场环境和政策的了解，及其在品牌和产品策略上积极的对应
调整。差异化是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重要策略，早期的海尔就是通过小型冰箱这一拳头产品打开
了美国家电市场。而关注当地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高性价比的产品，也是中国企业的常用
策略。例如：传音深耕非洲市场，通过定制适合当地用户的手机产品，取得商业成功。此外，
像早期的联想 Lenovo等企业，会通过收购成熟的海外品牌等方式，来完善自己在海外的生产
和渠道。而小米等新兴品牌则采取了更具国际化的商业模式：小米公司在海外复制了其线下
体验结合线上销售的模式，通过自营渠道，配合与海外在线零售平台的合作，迅速打开了海外
市场。
在中国企业注重品牌建设的当下，活用社交平台的优势至关重要。社交平台对当地用户的认知
和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通过这些平台与目标受众建立连接，既有利于品牌在当地营销活动的
发布及开展，方便合作伙伴的销售工作，也能展现企业价值观、推动品牌形象的建设。运营自
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乃至渠道，在帮助品牌提高消费者通达性的同时，也可以降低对当地分销商
的依赖，使企业的营销和决策更加灵活。
希望中国企业不断加深国际化程度，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披荆斩棘，破浪
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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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值岁末年初、辞旧迎新之际，回首2021年，全球经济和商业活动正在疫情
常态下逐渐重启和恢复。尽管疫情的延续让大家分隔异地，但同时也让我们
看到了连接的重要性，与更多营销的可能性。
后疫情时代背景下，以互联网为中心的社交和消费行为逐渐成为常态。我们
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出海品牌选择站在变革的最前沿，以更加创新
灵活的思维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拥抱变化，迎接各种挑战。

为助力中国品牌在不断变化的国际潮流中破浪前行，我们连续第三年发布
《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报告》。今年，我们继续携手英国经济学人集团
旗下 (E) BrandConnect，聚焦六大行业：金融科技、游戏、移动互联网、交
通工具、科技和广告代理，并重点分析了品牌官方账号的运营对中国品牌出
海的推动作用。透过深入的分析调研和实践案例，为中国品牌打造出海营销
指南。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出海业务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据我们发布的《2021中
国出海品牌认知与情感发展研究报告》显示，全球市场对中国品牌的喜爱度
逐步攀升，并成为中高端市场的有力竞争者。科技、游戏等行业在出海营销
方面不断发力，针对不同的细分用户，已经衍生出丰富多样的营销方式。整
合创新、因地制宜，以情感共鸣将品牌与全球各地用户连接，也已经成为我
们与中国企业合作的最主要策略。
作为汇集全球实时热点的公众对话服务平台，Twitter以广泛的用户群体、强
大的用户影响力和充满激情的社区，成为越来越多中国品牌连接海外受众的
首选伙伴。截至2021年10月，我们的可货币化每日活跃用户（mDAU）已经
达到2.11亿，相较于两年前，其增速提升了三倍。丰富的用户对话和社区运
营，为品牌对话用户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创意思路和优质内容。
我们相信，走过2021年的重启和恢复后，迎接大家的，是充满希望与活力的
2022年。在出海营销的道路上，我们期待与更多中国企业携手，共同谱写中
国品牌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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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帆续航：2021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报告》根
据各家公司今年在Twitter上的品牌影响力和营销表现，
展开综合分析，甄选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海品牌。希望
这份报告可以成为中国品牌在Twitter平台的最佳实践指
南，帮助中国品牌使用Twitter与世界各地的用户建立更
切实、更深入、更开放的联系，并扩大全球影响力。

今年是我们第三次发布《Twitter中国出海领导品牌报告》。

2020年，我们将报告中观察的行业扩展到了六个，以期更全面地呈现中国企
业出海的现状。报告不仅受到了广泛关注，也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开始
借助Twitter，与海外目标受众进行交流与互动，并通过Twitter实现影响力和
销售额的增长。

今年，我们深度聚焦金融科技、游戏等六大行业，在对每
个行业基本状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由行业企业代表、
Twitter内部专家和第三方专家一起，就该行业如何充分
利用Twitter平台达成海外营销的目标，提出了具体可行
的建议。

今年，我们仍然聚焦这六大行业。和往年相同，我们通过严格地筛选，评选
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与往年相比，移动互联网领域中的跨境电商行业，在中国企业出海的大潮中
表现尤为亮眼。得益于电商出海的快速发展，中国品牌直接面向海外消费者
销售产品的现象愈发常见。考虑到电商品牌在移动互联网领域中的独特生态
逻辑，我们今年着重观察了该行业，并在报告中作出了分析。

我们对一系列案例展开了研究。这些案例主要展现了中国
品牌如何成功运用Twitter的独特优势，与海外接受度最
高、最具影响力的目标用户建立连接和互动。高效利用
Twitter，是这些品牌成功推动海外业务增长的诀窍。通
过Twitter平台的工具，它们洞察海外市场及目标用户的
特征，并与Twitter共同寻找营销解决方案，使其在推广
活动中强化自身品牌知名度，获取新客户，并实现销售
目标。

我们评估的六大行业以及每个行业内所含的企业类型如下：
1. 金融科技：包括金融服务、支付服务等企业；
2. 游戏：包括游戏开发商、游戏平台、游戏发行商等；
3. 移动互联网和电商：包括跨境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和直播平
台等，以App或其他形式为载体，提供多样化服务的移动互联网平台；
4. 交通工具：包括轿车、电动汽车以及客车等；
5. 科技：包括电子设备、手机、机器人、个人电脑、家电等；
6. 广告代理商：包括广告、创意、市场营销、数字营销、内容制作等方面的
代理商。

我们着重分析了品牌官方账号的运营对中国电商出海的
推动作用。通过在Twitter这样的国际化平台运营官方账
号，许多中国出海企业在北美和其他地区成功地与用户打
成一片，塑造了深入人心的品牌形象。

在第一轮筛选中，我们甄选了符合以下两个标准的中国品牌：
1. 每个品牌都有一部分收入来自海外业务；
2. 每个品牌在Twitter上至少有一个活跃账户。

我们也在该报告中囊括了《2021中国出海品牌认知与情
感发展研究报告》的部分内容。《2021中国出海品牌认
知与情感发展研究报告》在洞察中国品牌的官方推文及相
关话题内容的同时，深度解析了中国手机行业的成功出海
之路。与此同时，该报告的内容还延伸至其他行业，给予
读者和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品牌整体出海的发展状况和
经验。

在第二轮筛选中，考虑到各个行业市场存在的巨大差异及行业间不同的竞争
格局，我们从超过100家中国出海企业的初始名单中，设置了行业个性化标
准，针对以上提到的六大领域进行垂直比较。我们计算并分析了这些企业在
Twitter上的品牌影响力与营销表现，从内容质量、更新频率、展示量与用户
互动（回复、转发、点赞、视频观看量、引用等）等因素进行评估打分。

我们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更多的中国品牌受到全球用户的
喜爱。

最终，根据每个品牌的综合得分，我们审核并评选出了今年在Twitter上脱颖
而出的36个中国出海品牌。

基于上述获选的垂直行业品牌，我们关注了支持这些中国企业在Twitter上发
展海外业务的广告代理机构。我们对广告代理机构的评估，基于但不限于以
下几个要素：
1. 一级代理； 2. 代投代理； 3. 对品牌收入的影响； 4. 创意服务。
并据此评选出了10家在Twitter上支持中国企业出海的亚太区杰出广告代
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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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出海业务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全球
消费者对中国品牌认知的深入，中国品牌也从“物美价
廉”的代名词，成长为受消费者熟悉和信赖的“国际品
牌”，在海外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力。《2021中国出海
品牌认知与情感发展研究报告》通过研究这些成功出海的
科技企业的经验，为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展出海业务提供进
一步的参考。

为了全面分析Twitter上中国品牌的热度，Twitter抓取了
上百万条推文，并用机器学习辅助研究将相关洞察整理成
了该报告。

第一步：数据提取
T w i t t e r分析了190万条推文，使用了大约400个关键
词。关键词包括但不限于：一、中国手机；二、中国手机
品牌名称以及国际竞品品牌名称；三、表示拥有中国品牌
手机产品的关键词（以此来细分中国手机的拥有者）。

报告前部分重点分析了中国手机品牌的出海情况和成功原
因。近年来，中国手机品牌在海外市场不断发力，旗舰机
型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追捧。一些售价较高的中高端手
机开始受到海外消费者的青睐，同时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市
场的优势也得到了巩固。2021年，全球出货量前五的手
机品牌中，中国品牌就占了三席1。Twitter探寻了海外消
费者对中国手机品牌的看法，详细分析了推动中国手机品
牌在海外市场，尤其是部分细分市场成功的原因。

第二步：降噪
完成上述数据的收集后，使用Quilt.AI（Twitter亚太地区
研究项目合作伙伴）的机器学习算法进行去噪，以删除营
销账户和虚假账户。同时对所有推文进行情感分析，以此
来了解海外用户对中国出海品牌的认知和情感。
第三步：分析
• 中国品牌（手机和其他行业）
基于关键词的分类，该报告从“功能”和“情感”两
个维度分别分析了与中国手机出海品牌和产品相关的
推文。再通过深入挖掘正面推文，根据归一化方法对
不同维度指标进行测量并排名。

报告的后半部分，Twitter通过对平台上关于中国其他行
业的推文和话题内容进行分析，更广泛地提炼了中国品牌
在海外消费者心中的总体印象。Twitter认为，中国各行
出海企业均可以据此来借鉴和探索自身的成功之道。

本节是《2021中国出海品牌认知与情感发展研究报告》
的精简版，我们将其附于《2021年Twitter中国出海领
导品牌报告》之中，旨在解析中国手机品牌出海发展之
路，让读者和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品牌出海的成功经验。
如您有兴趣了解更多信息，敬请阅读《2021中国出海品
牌认知与情感发展研究报告》。

•

功能维度包括：电池、摄像头、人体工学、显示效
果、处理器、存储、网络连接、应用与更新。情感维
度包括：设计、奢华感、创新、质量、价格、合作、
客服。

中国品牌手机的拥有者
基于第一阶段确定的品牌，该研究使用自然语言处理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 和主题建模，
来分析中国手机品牌的用户的推文。再通过聚类方
法，找出他们的兴趣爱好及喜爱话题。

第四步：数据解读和洞察
最后，研究人员针对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数
据的结果进行分类与趋势分析，从而为中国出海品牌提供
深度的洞察。

注：报告中的G7发达国家、D7发展中国家分别指：G7：
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美国；
D7：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沙特阿拉伯、尼日利
亚、巴西、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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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手机

人体工学：
相比“电池”和“摄像头”，围绕中国手机“人体工学”
的讨论较少，但它仍然成为中国手机广受好评的第三大特
点。其中，围绕手机手感的讨论较多。市场上许多手机品
牌每一次升级都将机身变得更大，而中国手机品牌却经常
提供小巧轻薄的产品，方便用户握持，从而收获了海外用
户的喜爱。

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市场基础，中国手机品牌能深
挖用户需求，不断推陈出新，并快速检验产品的受欢迎程
度。针对一些用户痛点，中国手机厂商也竭力开发极致解
决方案，以增加其竞争优势。

近年来，海外用户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手机品牌的变化。
通过推文，我们可以总结出海外用户最在意中国手机的那
些功能特点。如下表所示，在正面推文中，与2016年相
比，在2020年，中国手机在电池、摄像头和人体工学方
面广受赞誉，而有关中国手机的处理器和网络连接的讨论
也取得了显著增长。
功能特点
电池

摄像头

人体工学

显示效果（如清晰度等）
处理器
存储

网络连接

应用与更新

好感度得分

100
99
98
74
51
44
19
0

此外，还有很多关于视觉舒适性的讨论。海外用户欣赏中
国手机产品在亮度调节、阅读模式等方面的舒适体验，认
为这些功能有助于缓解眼睛疲劳。
中国品牌为海外消费者带来了差异化、个性化的产品和体
验。以“摄像头”为例，海外用户会看重中国手机在拍摄
日食、月食等天象时展现的强悍性能；也喜欢一些品牌独
特的自拍功能或者精妙的摄像头设计。

推文增速

2019%

2819%#3
927

针对细分市场，为不同需求的消费者提供丰富而个性化的
产品和功能，是中国手机品牌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的重要
关键。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用户看重性能和快捷的充
电体验，热衷于“跑分”； 中国产品可以凭借更高的性
价比和更时尚的设计满足他们的需求。而发达国家的用户
则更注重使用体验；中国的手机产品可以通过优质的拍照
和摄像技术，完美击中他们的内心。

%

1964%

5700%#1
1200%

3900%#2
1240%

报告还总结出了海外用户最在意中国手机的那些情感特
点，如下表。

注：#1, #2, #3 为2016-2020年正面推文涨幅排名前三
电池：
用户普遍关注与无线充电、快速充电，以及续航时间等相
关话题。而D7国家用户对续航时间的关注尤为突出。D7
国家的游戏玩家比起G7国家的游戏玩家有更强的手机游
戏需求。而超长待机的手机在耗电较快的游戏中能带来更
好的体验；因此，游戏成为了中国手机最受欢迎的使用场
景。基于相似的原因，在线浏览视频也成为D7国家用户
青睐中国手机的场景：在许多D7国家市场，完整片长的
电影和节目都可以在流媒体平台上免费观看，因此能满足
长时间观看流媒体需求的智能手机就会成为用户的主要选
择。

情感特点

好感度得分

推文增速

奢华感

95

1867%#3

设计

创新

质量

价格
合作

客服

摄像头：
中国手机也因为出色的拍照效果在全球广受欢迎。在多个
市场，消费者都对OPPO、OnePlus和联想 Lenovo品牌
手机的成像效果表示赞赏。G7国家的许多用户尤为关注
中国手机品牌在摄像头方面的独特创新。一些用户甚至会
称赞这些品牌“改变游戏规则”和“创新”。由此可见，
许多海外消费者都认为中国手机是手机摄像头领域的先
驱。Twitter洞察到：许多对中国手机摄像头的赞誉，都
来自于G7国家的摄影爱好者；有用户甚至表示，自己会
专门购买中国手机来作为摄影设备。Twitter建议：中国
手机品牌应该继续发挥这些优势，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性能
和创新性，从而赢取更大的市场份额。

100

968%

85

1992%#2

66

915%

35

906%

27

2578%#1

0

690%

注：#1, #2, #3 为2016-2020年正面推文涨幅排名前三
许多手机用户会为手机套上手机壳。但作为用户的“第一
印象”，手机自身的外观设计仍然会吸引消费者的眼球。

用户经常用“优雅”和“精致”这样的词来描述中国手机的
设计。同时，“未来主义”等关键字也常会出现，说明了中
国手机品牌在设计领域成功塑造“先锋形象”。许多消费者
也赞赏中国手机品牌能根据消费者意见及时做出优化。关于
中国手机“设计”的评价，在不同市场中没有显著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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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奢华感”这样的关键词也频频地出现，在正面推
文增速中排名第三，证明了中国手机品牌快速增长的品牌
价值。

“价格”（更多时候，消费者讨论的其实是“性价比”）
因素仍然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尽管在情感上最受好评的中
国手机都与“设计”、“创新”和“奢华感”有关，但关
于中国“高性价比”的评论也一直比较突出。许多用户认
为，中国品牌往往会采用公平的定价策略。

Twitter特别注意了这些推文的描述是手机，而非其他奢
侈品。而中国手机本身也经得住“奢华”这样的评论。这
些产品通过拥有金属的手机饰面和细腻的握持手感，搭配
手机的轻薄机身，很好地符合了人们对“奢华感”的想
象。在D7国家市场，关于“奢华感”的讨论量最多，不
过总体的推文性质在不同市场中并没有显著差别。

当然，中国手机品牌早已不再只是“高性价比”的代名
词。抛开价格优势，中国手机还有不少获得海外用户青睐
的优势。有的用户会认为，中国手机品牌不仅在细节处不
断打磨，给用户带来了更好的使用体验；也热衷于做出新
锐大胆的创新和功能改进，为手机用户带来越来越多的惊
喜。在“创新”方面，有海外用户发言盛赞积极创新的中
国品牌。

另一个热门的情感点则是“创新”——在讨论中国手机品
牌时，消费者频繁地提到了“尖端”、“创新”和“未来
主义”这样的关键词。许多消费者形容中国手机在摄像
头、电池、显示屏和用户界面等方面的创新，更好地满足
了用户需求，也让品牌本身在全球市场走在前列。

中国手机在快充、显示效果等方面的每一次创新，都能为
用户带来体验层面的直接改善。有消费者指出：这些创新
有效地解决了用户痛点，而不只是营销噱头。

值得一提的是，在“创新”层面广受认可的同时，中国
手机却并不被认为是“花哨”的。许多消费者指出，中
国手机的创新“真正具有创新精神”，而不是“自娱自
乐”，不是营销噱头，也不是在为消费者凭空制造预期。

也有用户认为：中国品牌更注重消费者的意见，更愿意倾
听用户的声音。这一论述在与“人体工学”相关评论中最

为明显，许多用户会使用“关怀”和“用户友好”等词来
描述中国手机产品，并对这些品牌将“消费者舒适性”放
在优先位表示赞赏；类似的观点也在“设计”相关评论
中得到了验证。中国手机品牌在长续航和快充等领域的
创新，也使得消费者认为这些品牌能真正倾听消费者的
需求。

Twitter建议中国手机品牌在继续发扬上述优点的同
时，可以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优化品牌定位。尽管随着
功能的丰富和性能的提升，中国手机的价格也会有一定幅
度的上涨，但中国手机品牌仍被认为是“物有所值”。这
说明，只要有切实的创新，中国手机品牌可以将更优质、
更高端的手机产品推到消费者面前，进一步提升中国手机
在中高端市场的竞争力。

结合上述内容，Twitter总结了中国手机品牌最突出的三
个优势：
•

•
•

主动发掘用户痛点，创造使用场景，有利于海外用户对中
国手机品牌建立情感认知。海外用户对中国手机产品的电
池、摄像头和人体工学设计等方面赞赏有加，是因为这
些方面的创新能实实在在地满足用户在日常工作与生活
的需求。当用户通过“长续航”、“拍照好”、“速度
快”、“价格合理”等体验，认可中国手机的功能、性
能、质量和创新后，他们对品牌的忠诚度也会随之提升。

实用性强
功能多；高端手机性能惊艳，而平价手机性价比突出。
热衷创新
注重研发，而不是制造营销噱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手机品牌在出海营销方面取得
的杰出成就不仅书写出自身发展的新篇章，也为中国其他
行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聆听用户
注重用户体验，不断改进和提升产品体验感。

D7国家市场的用户在谈及“价格”时，也经常会提
到“创新”和“未来感”等关键字。在这些用户看来，中
国品牌往往能依靠创新，为用户提供更丰富的功能和更优
质的产品；在同价位的产品中，也往往显得物有所值。
创新也有利于提升品牌形象和产品定位。许多消费者仍认
为，购买一台最新的手机之所以物超所值，是因为新手机
不仅有尖端科技，还可以免去频繁更新手机的烦恼。因
此，具有创新力的中高端中国手机，在这些地区同样受到
追捧。
综合分析近200万条推文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手机在
客观上存在一些显著的优势，受到了各地各类用户的广泛
认可。这些优势可以归纳为“价格”、“创新”和“用户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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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行业

会讨论产品的外观，以及它们如何能很好地融入家居生
活。在“创新”和“奢华感”的角度，中国家电产品也受
到了海外用户的认可。不过，认为中国家电具有“奢华
感”的用户往往来自新兴市场，而这些市场的用户在谈及
中国家电产品的价格时，情感多为“中立”而不是“积
极”。尽管中国家电在这些地区可能有较高的定价，但用
户也普遍认为，中国品牌的价格是公平的、可负担的，这
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家电产品的良好质量和声誉。

除了研究中国手机品牌，这项报告也从情感维度研究了中国
美妆、电脑和平板电脑、家电、消费电子、汽车与时尚等业
务的出海发展状况。它们与中国手机品牌在Twitter的表现
有所不同，但也有很多共性。这里的“情感”维度与前文的
一样，包括设计、合作、创新、价格、质量、奢华感等。最
受关注的三个行业都与“设计”和“创新”呈高度正相关，
这恰好也是中国手机品牌在海外成功的关键所在。

在消费电子领域，与中国品牌最显著关联的是设计、质量
和奢华感。

中国的美妆、电脑、平板电脑和其他消费电子产品，在
Twitter上都广受赞誉。中国美妆行业与“奢华感”有较
高的相关度；而在电脑和平板电脑领域的情况则与其在手
机行业的情况比较相似。

除了大型家电，中国的各种小型数码产品也很受海外消费
者的欢迎。 随着Anker等中国品牌出口海外，一些设计杰
出的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可靠”和“高性能”的
代名词。 此外，这些产品凭借着公平合理的价格，以及
丰富的功能，给海外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方面，中
国的电子游戏也备受关注。中国游戏的画面质量和沉浸式
设计，都是玩家在Twitter上广泛讨论的话题。

在正面情感的推文中，美妆行业与“设计”、“创新”
和“奢华感”这三个因素相关的推文数量，分别占比为
83%、56%、83%；电脑和平板电脑领域，该三项因素的
推文数量占比则分别为79%、72%、62%；家电领域的三
项因素相关推文数量分别占比为86%、65%、70%。相比
其他行业，这三个行业的“创新”指数都明显较高；在比
较小众的中国出海行业里，“创新”相关推文的数量占比
往往不足50%。

在消费电子领域，中国品牌精心打磨的产品广受赞誉。
Anker等在北美行销的品牌，在设计水平和质量标准两方
面都受到了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在汽车领域，与中国品牌最显著关联的是设计、创新和
合作。

在美妆领域，对中国品牌的积极评价主要集中在设计、奢
华感和质量。

在G7国家市场，大多数关于中国汽车行业的积极推文都
与电动汽车有关。有Twitter用户认为中国是电动汽车领
域的“世界领先者”。而在D7国家市场，围绕上汽集团
旗下MG品牌的积极推文最多。中国汽车在这两类市场都
采取了突显设计能力和创新能力的营销策略，并通过与当
地企业的合作显著缩短了海外消费者与中国汽车的距离。

相对来说，围绕中国美妆品牌的正面情感讨论并没有其他
行业那样丰富，海外消费者对中国美妆品牌的认知度仍然
较低。但海外用户经常赞叹中国美妆品牌的产品设计。
在电脑和平板电脑领域，与中国品牌最显著关联的是设
计、创新和合作。

奢华感

83%

电脑和平板电脑领域推文数占比为
创新

56%

设计

79%

通过观察中国手机及其他已经成功出海的中国品牌，
Twitter总结出了一些共性，可为中国有志于进军海外市
场的企业提供参考经验。

另外，中国品牌应尝试与消费者直接对话。在关键的时间
节点展开宣传活动，或者坚持聆听用户的直接反馈，这些
都能帮助品牌更好地触达和理解消费者。

首先，中国品牌应持续提供高质量、高性价比产品。

中国品牌善于在合理的价格范围内，为消费者提供具有突
出的使用价值的产品，这样的竞争策略应该继续保持。

Twitter允许品牌通过多种方式与受众连接。品牌可以在
Twitter上监测特定的关键字和话题标签；当发现季节性
趋势时，可以相应地策划营销活动。比如说，在开学季到
来前，关于电脑和平板电脑的讨论可能会增加，品牌可以
利用这一点，定制面向学生的信息。

除了提供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与消费者直接对话，品牌营销
也是这些企业建立“中国品牌价格合理、价值卓越”的认
知的关键。在利用Twitter进行营销时，品牌应该使用有
创意的素材来突出产品的使用价值，在长期营销中坚持利
用推文展示产品功能的多样性，并同时强调消费者不需额
外付出太多成本。

品牌还可以利用Twitter上的“话题”功能，瞄准对美
容、时尚等特定相关话题感兴趣的个人，增加其在潜在
客户中的曝光。通过与KOL、活跃账号、艺术家等的合
作，品牌可以创造更多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内容，进一步
扩大品牌的知名度。

其次，中国品牌应强调自身的创新能力。

中国产品往往功能完善，注重用户体验，哪怕是很小的细
节，也会不遗余力地创新。在D7国家市场，消费者看到
中国品牌将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运用到产品中，却维持了合
理的价格，这对他们非常具有吸引力。

最后，中国品牌应该用心去感受粉丝的喜爱，享受被关注
的乐趣。
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看法正在改变。中国品牌出海正
当时，品牌与企业应拥抱自己的粉丝，抓住良机来树立品
牌、扩展业务。

在街拍领域，海外用户同样会赞叹中国年轻人的穿着打
扮。中国时尚穿搭的视频和照片，帮助了海外用户更多的
了解中国时尚。

谈到中国家电品牌，“设计”是最受青睐的话题。大多数
用户认为这些产品使用起来既简单又舒适。也有不少用户

83%

出海成功的行业，在产品、营销等方面，往往都有颇多相
似之处；而那些正在持续发力、希望获取海外知名度的行
业，可能仍需在海外营销上抓住重点。

Twitter上与中国时尚的讨论往往围绕街拍展开。这些时
尚街拍以独一无二、领先于潮流和未来主义而备受关注；
当然也有用户认为这些穿搭是具有奢华感的。不过，目前
专门提到中国时尚品牌的推文数量较少。但总体上，部
分中国快时尚品牌在Twitter上仍拥有一定数量的正面推
文，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评论一般也比较正面。

在家电领域，与中国品牌最显著关联的是设计、奢华感和
创新。

设计

手机和汽车等行业的中国品牌深谙强调创新能力在营销中
的作用，并在这一方面有积极的作为。而其他行业的中国
品牌也可以通过强调自己独有、或尚未普及的技术创新来
突出自身的创新能力，从而吸引愿意尝鲜的消费者。在产
品发布前后，品牌可使用Twitter来影响消费者的认知和
购买倾向，通过在促销类推文中呼吁消费者参与官方营销
活动，鼓励他们关注产品的最新动态。在Twitter上推广
这类推文，将有助于提升中国品牌作为创新者的形象。

在时尚领域，与中国品牌最显著关联的是质量、设计和
价格。

海外用户对中国电脑和平板电脑的积极评价目前集中在
联想 Lenovo等品牌。用户经常评论中国笔记本电脑和平
板电脑的设计和可靠性，并热衷于向其他人推荐这些品
牌。“设计”和“创新”也常同时出现在与中国电脑和
平板有关的推文中。此外，寻找合适的当地合作伙伴，
有助于增加品牌知名度和用户对品牌的正面评价。联想
Lenovo与富有声望的海外当地品牌的合作，都曾令海外
用户印象深刻。

美妆领域推文数占比为

结论与启示

奢华感

62%

12

创新

72%

家电领域推文数占比为
设计

86%

奢华感

70%

创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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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科技⾏业

中国出海金融科技行业品牌榜单

金融科技行业

akulaku

在中国，金融科技改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

公司名：岩心科技

Alipay

公司名：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Webull

公司名：湖南微牛信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Akulaku是东南亚市场交易量领先，拥有活跃用户、成熟团队和发展速度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我们在东南亚四国（印尼、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每年向600万用
户提供消费金融、财富管理和数字银行三大板块的服务，年交易额超过15亿美元。
Akulaku目前的主要产品是一款提供虚拟信用卡的分期购物APP，致力于为东南亚地
区未被银行信用卡服务覆盖的人群，提供虚拟信用卡消费服务，打造东南亚市场领
先消费分期电商平台。同时，Akulaku已经获得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地区市场
监管机构颁发的多种类经营牌照，这将成为Akulaku布局东南亚特色化业务生态的
重要支撑。Akulaku坚持以科技赋能业务增长的核心理念，致力于通过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先技术，使便捷可靠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在东南亚市场变得有可
能，培养东南亚用户的信用消费理念，推动东南亚市场消费升级。我们希望到2025
年，给10个国家超过5000万用户提供金融生活服务。
从PC互联到移动互联，再到智能互联，2004年诞生的支付宝，持续创新，拓荒“无
人区”，合力推进着中国电子支付引领世界。随着中国服务业数字化升级的大趋
势，支付宝已经从一个支付工具成长为家喻户晓的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目前，支
付宝和数字钱包伙伴共同服务全球约13亿用户。支付宝通过持续开放、帮合作伙伴
升级等方式，来打造数字生活平台，助力服务业的数字化升级。
微牛科技作为一家证券领域的金融科技公司，其自主研发、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旗
舰产品是微牛App。产品专注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海外证券市场行情数据和交易服务,
致力于通过科技赋能金融，让客户乐享科技、乐享投资。

行业概览
的地区，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凭借其较强的技术基础和产品
设计能力，提供智能风控、智能营销、智能客服、RPA、
OCR、人脸识别、机器学习等服务。在东南亚等发展中国
家和地区，中国金融科技公司着力加速当地的金融服务升
级，快速推广一系列在中国已经成熟的支付业务。同时，
在年轻人多、就业率高、经济发展较快的部分新兴经济体
中，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提供的投资服务也有着广阔的市场
前景。

在数字人民币问世以前，微信、支付宝等“超级App”已
经显著降低了中国民众使用纸币的频率。而移动支付的习
惯也随着大批中国游客的出境消费被带到了世界各地，为
早期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出海奠定了基础。
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形态丰富多样，规模大小不一，其中既
有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美团等世界知名的大品牌，也
有在细分市场开展各种金融创新业务的中小型企业。

“分析社交媒体上的声音，能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产品定
位。而Twitter是一个非常适合企业洞察当地用户需求、
了解本地风土人情的平台。”王荐懿表示。

过去，成功开展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通常只面向前往海
外的中国游客提供服务。随着中国企业出海节奏的加快，
中国金融科技企业也顺应潮流，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
亚地区加速发展业务。它们提供支付、借贷和投资等金融
服务，与遍布全球的各类电商密切合作，同时也在支付协
议、AI、SaaS等技术领域深耕不辍。

Twitter的数据显示，63%的用户认为自己从Twitter上
看到的信息和内容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财务决策，这让
Twitter成为一个可以助力金融科技公司实现用户增长
的平台。新冠疫情激发了许多人投资理财的热情，在
Twitter上，与财务决策相关的话题在过去一年间同比增
长了23%2。

Twitter大中华区电商与金融行业总监王荐懿表示：“金
融科技虽然是新兴行业，但发展十分迅速，大批传统金融
企业也在金融科技领域展开布局。不过，金融行业壁垒较
高，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企业需要因地制宜开展业务。”
海外市场往往有国际巨头的抢先布局，成熟的信用卡体系
或者起步较早的本地金融科技服务，这些都让在中国本
土“如鱼得水”的产品桎梏重重，需要进行诸多调整。

去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根据Twitter最近的一份报告，
46%的受访者表示，2020年的疫情对他们的财务造成了
负面影响。然而，人们对2021年的前景持乐观态度——尤
其是Twitter用户。根据Twitter的调查，Twitter用户比非
Twitter用户对2021年的财务状况持乐观态度的可能性高
出2.4倍3。

参与全球竞争，考验着中国品牌产品创新和本地化的能
力。现在，中国金融科技公司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
都有布局。在欧洲和北美等基础设施发达、产业结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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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行业

Twitter秘籍

认识ArtHouse

了解差异

创意内容的呈现方式非常重要。针对不同平台属性和不同
文化背景，采取适当的创意呈现形式，将品牌内容与消费
者的关注点相结合，可助力品牌更好地与消费者进行沟
通，将其内容与消费者的兴趣和想法进行匹配。GroupM
调查数据显示，与未优化的TVC（电视广告）相比，针对
Twitter平台属性和用户特征进行优化的视频，在用户情
感参与度上增加了33%4，广告效果更为显著。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用户支付习惯的
差异，不同市场对金融科技业务的接受能力相差甚远。中
国信用卡消费发展相对滞后，因此，在中国市场培养移动
支付习惯的空间相对较大。与中国类似，中东地区的用户
没有使用信用卡消费的习惯，而东南亚地区的用户则习惯
使用储蓄卡进行支付，这些都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发展移
动支付业务提供了有利空间。然而，在信用卡市场成熟的
北美地区市场开展类似的移动支付业务，对中国企业来说
就会相对困难。通过Twitter了解不同地区用户的差异，
可以帮助企业以更好的角度切入各地金融科技市场。

Twitter ArtHouse是Twitter的网红创客内容营销部门，
在帮助品牌对接优秀内容创作者的同时，还可以提供数字
内容素材的优化与后期服务，帮助品牌优化创意，产出适
合不同社交平台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交媒体营销素材，从
而提升消费者情感参与度，解决创意难以落地的问题。

洞察社交热点

代的营销提供了突破口。App Annie大中华区负责人郑
伟达表示：“社交媒体对品牌推广和运营有很大价值，
这种影响对于开始逐渐成为市场消费新主力的Z世代尤为
突出。”

金融服务讲究时机的重要性，不论投资还是还款都要选对
时间。精准的广告投放会直接影响用户的热情和体验。对
于开展小额贷款业务的公司而言，通过Twitter洞察用户
需求至关重要。选择一个好的时机激活已有客户，胜过日
复一日平淡地推送资讯。

提升受众认知

在任何新兴业务领域，提升受众对行业的认知都至关重
要。金融科技的目标受众往往是科技尝新者，他们的消费
习惯、投资策略都可能更为激进。但更多的潜在用户则相
对保守，对新公司和产品持观望态度。快速、深入地触达
这类潜在用户，能有效帮助企业挖掘市场潜力，从而大幅
提升自身业务的规模。

Z世代（95后）是未来金融服务的重要受众，但与Z世代
建立连接一直是个营销难点。App Annie《决胜Z世代》5
报告指出，社交类App是拥有最高Z世代用户占比和月均
使用时长的三类App（另外两类分别是漫画与游戏）之
一。得益于其在交互方面的优势，社交类App为面向Z世

作为一个分享信息的平台，Twitter可以更容易地同时
触达尝新者和观望者，并且有能力进一步影响后者。
Twitter用户往往具有“探索心态”。因此，对于新兴企
业尤其是金融科技企业，利用Twitter平台获取用户、建
立信任、保持沟通、维系社区，实现品牌认知度的“从无
到有、从有到优”将是明智之选。

针对Twitter平台属性和用户特征进行优
化的视频，在用户情感参与度上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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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海游戏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BILIBILI

公司名：BILIBILI Hongkong Limited

C4 Connect

公司名：C4 Connect株式会社

FunPlus

公司名：北京趣加科技有限公司

HERO GAMES

公司名：香港英雄互娛科技有限公司

bilibili是综合性的视频社区，提供大量丰富的内容以满足年轻人多元的兴趣。“你
感兴趣的视频都在B站”是我们的品牌主张。bilibili从2014年开启游戏联运和代理
发行业务，成功推出《FGO》、《碧蓝航线》、《公主连结Re:Dive》等多款业内知
名游戏。同时，布局全球，扩大国产游戏发展，并不断加大海外游戏的引进力度，
支持多领域全方位IP塑造。与业界的合作关系愈加深厚，具有大陆、日本、韩国等
地区游戏发行实力。
C4 Connect株式会社是一家移动游戏研发及发行公司。C4 Connect专注于提供高质
量、多元化的游戏，秉持着追求极致、不断创新的精神，我们希望为更多玩家带来
未知的乐趣，挖掘新品类的可能性。以三国为背景的放置类RPG游戏《放置少女》
作为公司旗下知名作品之一，风靡日本并广受玩家喜爱。

公司名：IGG

莉莉丝游戏旗下游戏《小冰冰传奇》在全球多个国家登顶榜首，自上线至今总流水
已逾60亿。其2017年9月发布的《剑与家园》、2018年9月发布的《万国觉醒》以及
2019年4月发布的《剑与远征》，在上线后均月流水过亿。《Abi》被苹果评为2017
年最佳独立游戏。莉莉丝现拥有逾一千名员工，已累积为全球超过一亿玩家带来游
戏的快乐。

NetEase Games

网易2001年正式成立在线游戏事业部，与广大游戏热爱者一同成长。经过20年的快
速发展，网易已跻身全球七大游戏公司之一。作为中国领先的游戏开发公司，网易
一直处于网络游戏自主研发领域的前端。目前，网易正在运营中的游戏产品有100余
款。

公司名：上海莉莉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凭借一系列精品，网易游戏近年来在海外市场取得了重大突破。2018年，《荒野行
动》已有6个月拿下了中国出海手游排行榜的第一名。同时，《终结战场》、《第五
人格》、《阴阳师》、《决战!平安京》等产品在海外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

趣加FunPlus（以下简称趣加）公司创建于2010年，是一家全球性的互动娱乐公
司。在北京、上海、台北、旧金山、东京、斯德哥尔摩、莫斯科、巴塞罗那等地均
设有办公室。团队中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员工，产品的本地化运
营有着23种语言的支持。旨在持续为全球玩家带来更好的娱乐体验。
英雄互娱是中国全球收入名列前茅的游戏开发与发行商。我们的使命是：做打动
自己的精品游戏。我们的愿景是：世界品质，创造不同（Global Quality，Make
Difference）。

2016年在中国港澳台、东南亚地区，连续推广成功《全民枪战》、《街篮》、
《奇迹觉醒》。2018一2019年在日本地区，连续推广成功《新三国志》、《三国
志大战M》。曾获GooglePlay“亚洲最佳出海案例”，Facebook“中国出海品
牌50强”。2019年获得硬核联盟黑石典礼“最受关注游戏公司”、“硬核年度行
业领军人物”、“硬核超明星” 等多项大奖。2020年成功在日本发行《战双帕弥
什》。同年，《黑神话：悟空》、《战双帕弥什》共荣获2020 bilibili游戏区年度五
项大奖，包括“最受好评游戏NO.1”、“最受热议游戏NO.2”、“最受热议游戏
NO.10”、“年度热门作品NO.1”、“用户最喜爱的手游NO.3”。

IGG

Lilith

IGG是全球领先的手机游戏开发商及营运商，拥有庞大的全球市场及国际客户基础。
总部设在新加坡，并在美国、中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泰国、白俄罗斯、菲律
宾、阿联酋、印尼、巴西、土耳其、意大利及西班牙等地区设有分支机构，用户遍
及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以23种不同语言版本向全球发行手游及工具类
应用产品，广受玩家喜爱，并荣获多项国际大奖。从一开始，IGG已积极进军全球市
场，致力于成为游戏行业的全球领导者，打造世界各地玩家喜爱的游戏。IGG多年来
持续创新地研发精品游戏，并有效执行其战略及计划，能够克服瞬息万变的行业及
不稳定的市场环境当中的挑战。截至2020年6月30日，集团全球注册用户约7.2亿、
月活跃用户逾3000万。2020年上半年，来自亚洲、北美及欧洲市场的收入分别占集
团收入的40%、30%及24%。期间，集团连续六年荣登App Annie “全球发行商52
强”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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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游戏以“游戏热爱者”诠释其形象，不仅定位于游戏平台和服务提供商，而是
和所有的玩家一样，是有血有肉的“游戏爱好者”。

Tencent Games
公司名：腾讯游戏

YOOZOO GAMES

公司名：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Yostar

公司名：上海悠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网易游戏将继续秉持网易公司“以匠心，致创新”的理念，与全球众多的合
作伙伴一起，为玩家打造能够共享，值得热爱的高品质游戏。
腾讯游戏成立于2003年，是全球领先的游戏开发、运营和发行平台，也是中国领先
的网络游戏社区，致力为玩家提供快乐优质的互动娱乐体验。目前，腾讯游戏旗下
拥有超过140款自研和代理游戏，为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以亿计的用户提供跨
终端的互动娱乐体验。
游族网络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总部位于上海，在德国、新加坡、日本、韩
国、印度等十余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2014年6月，游族网络正式登陆中国A股主
板。

游族网络立足于全球化游戏研发与发行，知名IP管理，大数据与智能化，泛娱乐产
业投资四大业务板块全面发展，成功推出《少年三国志》系列、《女神联盟》系
列、《盗墓笔记》、《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圣斗士星矢：觉醒》等多款知
名游戏产品，在海外积累1000多个合作伙伴，发行版图遍及欧美、中东、亚洲及南
美等200多个国家及地区，全球累计近10亿用户。
成立于2014年，悠星以网络游戏的开发、全球发行、游戏投资和IP管理为特色，
由十几名热爱游戏的资深从业人员组成的团队成长至今，已成为中国领先的游戏发
行、开发和投资商。2017年，悠星在日本发行了《碧蓝航线》，成为国内率先登顶
日本手游畅销榜的国研游戏；紧接于第二年发行全球版，强势跻身海外最受欢迎的
二次元游戏之一。2020年，悠星发行了中国大热策略手游——《明日方舟》的全球
版，点燃新一波海外热度。
悠星的企业理念是将最好的游戏带给全球玩家，积极倾听玩家的需求，并为玩家创
造一个轻松且活跃的社区。未来悠星将继续探索和扩张二次元市场，目标成为最前
沿的二次元游戏发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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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览

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首次突
破1000亿人民币，年增长率达到33%，对中国自主研发
游戏全部销售收入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6。

中国游戏厂商为海外玩家带来了新的选择，也在一片红海
的海外游戏市场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份额。但相较老牌跨国
游戏企业，中国游戏企业在创意、研发等方面仍有一定的
进步空间。随着新鲜感逐渐降低，未来的中国游戏，该如
何与实力雄厚、用户基础扎实的发达国家游戏品牌竞争，
仍是一个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中国游戏公司在出海业务上具有良好的基础。一方面，中
国是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游戏企业、玩家和从业者都人
数众多，游戏企业有机会试水不同类型的产品，并在多个
品类同步展开竞争。另一方面，面对国际市场，中国游戏
公司拥有强大的游戏设计能力、较高的研发效率，以及一
定的成本优势，加之部分中国游戏企业出海较早，经验丰
富，甚至诞生了许多专攻海外游戏市场的“出海专家”。

答案并不复杂：“打铁还需自身硬”。游戏企业最核心的
竞争力是产品。近几年的经验让更多游戏厂商明白，精品
游戏有助于延长其生命周期，是获取活跃用户、平衡不断
增长的研发成本的关键。要在海外市场获得长期、可持续
的成功，就必须提高游戏产品的精品化程度。中国游戏需
要打造能被世界记住的经典，而不只是一个个风靡一时
的“现象级”作品。打造被游戏同行以及全世界玩家都认
可的游戏品牌，将是中国游戏成就长青基业的关键。

经过早年的试水和摸索，中国游戏企业已经从通过流量平
台获取用户转化的粗放式经营，转向了打造更多优质游戏
的品牌化和长期化经营模式。配合有效的本土化战略，中
国游戏公司对海外市场有着较深的理解和把控——它们了
解各地玩家的文化，在游戏研发和发行能力上进行不断地
突破。如今，中国游戏公司已凭借更精良的制作和系统的
运营，在海外市场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并收获了属于
品牌自身的“粉丝”。Twitter大中华区副总经理及游戏
行业负责人窦剑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戏公
司相继成功出海，不仅代表着中国游戏的研发产业链日趋
成熟，同时，也证明中国游戏公司多样化的运营方式和推
广方法逐渐被海外玩家接受。”

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
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年增长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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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
海外市场销售收入突破人民币

1000

%

如今，中国游戏出海公司会在传统的买量渠道之外，通过
生产高品质内容，或者寻找代言人等方式，不断加大打造
游戏品牌的投入。“IP（知识产权）运营极具价值。”窦
剑指出，“加强核心IP的运营以及与相关IP的联动，不仅
可以拓展用户的圈层，同时也能借助IP来提升游戏的品牌
影响力。”
游戏社区的运营，也逐渐成为中国游戏公司发力的另一个
焦点。通过提升游戏玩家的归属感，企业可以大幅提升游
戏话题在社交平台上的讨论声量和活跃度。利用创意广告
和趋势广告，游戏企业既可以吸引新玩家，又可以不断激
活老玩家，同时激发他们在游戏内的付费行为。

在本土市场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中国游戏企业正在加快
出海的步伐。在相对成熟的欧美和日韩市场，尽管中国公
司将面对强大的当地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些市场上的玩家
往往有更强的品牌忠诚度和相当高的消费能力，因此对于
中国游戏企业它们仍然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游戏市场尚
未成熟的地区，游戏的变现方式也更多样，用户对低付费
或主要采用广告模式的游戏接受度很高，通过对盈利模式
的创新，中国游戏企业也可以实现扩大市场份额和提升用
户忠诚度的双赢效果。

而无论是直接的流量获取，还是生产内容、寻找代言、运
营IP、维护社区，Twitter都能够有效满足中国游戏公司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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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秘籍

IP联动

许多尚在生命周期高峰、社区气氛良好的游戏，都会通过
组织同人作品竞赛、评奖等活动来提高玩家的参与度。同
时，对于那些热情参与创作、为游戏带来更多流量和粉丝
的优质用户，游戏运营方也常会给予物质奖励。最重要的
是，与其守株待兔，不如主动去接触创作者。想让社区的
创作气氛活跃起来？ArtHouse作为Twitter的网红创客营
销部门，将会为你引荐优秀的创作者和相关领域的意见领
袖（KOL）。

IP联动是一种常见、有效且易于操作的游戏运营手段。在
登陆海外市场时，与当地具有号召力的IP联动，往往会事
半功倍。

早在十多年前，IP联动就已经被日本的手机游戏厂商广泛
运用。在一个作品里，会有来自多个动画、漫画的角色登
场。这些角色并非最开始就被全部纳入游戏规划中，而是
在游戏的运营过程中随着市场需求逐步加入的。新IP的持
续性加入，不仅能够吸引这些IP的忠实粉丝，也能够有规
律地唤回老玩家，延长游戏的生命周期。

线下活动

游戏的成熟有赖于大量玩家的积极参与。如今，由于多数
游戏玩家是年轻人，如果仅仅通过产品本身和线上社区与
他们交流，则不足以建立情感连接。有能力的游戏公司，
会在合适的时机组织核心玩家参与“线下聚会”，将游戏
的影响力辐射到现实维度。

营造氛围

热门游戏本身有成为大IP的潜力。围绕游戏的新闻资讯、
话题讨论和同人创作，有可能层出不穷，使游戏能触及更
多的潜在玩家，并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更高的热度。作为游
戏的开发者和运营者，可以通过鼓励和引导玩家自发参与
创作，提升游戏社区的活力。

同时，成功的IP运营，也离不开周边产品的开发。在游戏
的生命周期内，尽快通过各种商品为IP创造新的收入来
源，是IP运营的题中之义。不用担心自己无法调动海外用
户的热情，与Twitter的社区运营伙伴建立联系，线上线
下的结合并不困难。

打造游戏品牌

作为游戏产品的幕后英雄，游戏开发商和发行商同样可以
通过品牌建设而走到台前，从而建立忠诚度，并吸引老玩
家尝试新游戏。同厂出品的老游戏对新游戏的引流作用不
容小觑。因此，中国游戏企业应树立品牌意识，把更多新
游戏带给全球玩家。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年轻玩家很早就接触到了中国的游戏公
司。先入优势配合日渐多样化、精品化的游戏产品，为企
业进入更多年轻玩家的视野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作为汇集
全球实时热点和公众对话的社交服务平台，企业可以通过
Twitter展现自身国际化、年轻化的一面，更有效地吸引
年轻玩家。

游戏行业

案例研究

联动日本国民IP，《龙族幻想》
实现跨文化“爆火”
@CodeDragonBlood

机遇

徒降临”等经典场景，让主线故事和游戏
中的标志性元素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呈现。
深度的IP联动使得游戏场景与《EVA》有
显著关联，营销活动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腾讯游戏在日本推出的手游《龙族幻
想》，改编自作家江南的长篇魔幻小说
《龙族》，是一款在国内拥有广泛IP基础
的热门游戏。

在9天的时间内，游戏中场景和《龙族幻
想》Twitter主页背景逐渐“变红”，暗示
《龙族幻想》正式发布日期临近的同时，
也吊足了一众玩家的胃口。活动期间，
《龙族幻想》推送了游戏主要人物和背景
故事的宣传视频，在对游戏进行简要介绍
的同时，也配合“末日到来”的场景营造
了更具沉浸感的氛围。随着故事情节的逐
渐推进，粉丝在订阅实时更新后，可以通
过视频网站卡片（Video Website Card）
进 入 《 龙 族 幻 想 》 的 官 方 网 站 —— 比 起
Twitter上的“开胃菜”，这里有更多与游
戏直接关联的内容。在官方网站上获得更
丰富的体验，有效地提高了粉丝的转化率，让他们更容易
成为游戏玩家。

为了提升其在日本市场的知名度和用户体
验，《龙族幻想》除了推广开发自身的
世界观IP，还需要拓展其他“武器”。于
是，《龙族幻想》与《新世纪福音战士》
（以下简称“《EVA》”）通过深度整合
游戏玩法和内容植入，达成了IP联动。这
也是《龙族幻想》在日本不断提升热度
的“杀手锏”。

Twitter上的游戏玩家非常活跃，平台上每
天都会新增大量与游戏相关的对话。2020
年更是新游戏大放异彩的好时机。这一
年，Twitter用户发表了20亿条与游戏相关的推文，同比
增长超过75%。受新冠疫情影响，37%的日本Twitter用
户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了电脑和视频游戏上7。

正式发布时，《龙族幻想》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段宣传
视频，展现了东京涩谷区发生的一起“紧急事件”。该视
频由《龙族幻想》与位于涩谷的Digital OOH公司合作打
造，将Twitter上的营销艺术延伸到了现实世界，让游戏
场景降临到了现实中的东京。

营销策略

《EVA》在日本本土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其故事主要发生
在集时尚、艺术和电玩为一体的魅力天堂——东京。《龙
族幻想》大胆地将现实与数字世界相结合，清晰、直观地
将与《EVA》的IP联动展现给了日本玩家。

收获许多初始用户后，为了保持高增长势头，《龙族幻
想》采用了视频应用卡片（Video App Card），实现了
从用户关注到玩家注册的有效转化。此外，《龙族幻想》
也不断发布全新的战斗地点和游戏角色，激励玩家在游戏
中保持好奇心，不断探索，从而延长游戏的生命周期。

《龙族幻想》借助Twitter开展了一系列参与式、沉浸式
的营销活动。品牌用9天的时间模拟“末日到来”、“使

仅仅9天时间，与《龙族幻想》有关的推文便高达

1700

万条

卓越成果

仅仅9天时间，与《龙族幻想》有关的推文高达1700万
条。这款游戏在日本也雄踞热门榜单的首位，高峰时位列
全球热门榜第四名 8。在游戏发布前，这场大型的营销活
动就已经为游戏赚足了眼球。通过IP联动，《龙族幻想》
不仅吸引了自有粉丝，也收获了为《EVA》而来的粉丝。

客户心声

“我们对结果非常满意，市场热度与讨论量远超
我们的期望。此次营销活动中，Twitter团队作
为合作伙伴与我们并肩作战，共同克服各种挑
战，不断突破创意极限。我们期待着与Twitter
一道，再攀高峰。”
周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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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族幻想日本市场负责人

在游戏发行当日，“末日”降临东京、涩谷告急，数字体
验与现实世界相融合。将近100万人收看了在东京本地举
办的直播，助推《龙族幻想》取得了日本iOS商店下载量
第四名的亮眼成绩。

腾讯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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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和
电商行业

中国出海移动互联网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Alibaba Cloud

公司名：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AliExpress

公司名：杭州阿里巴巴广告有限公司

AUKEY

公司名：傲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云创立于2009年，是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科技公司，为20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企业、开发者和政府机构提供服务。阿里云致力于以在线公共服务的方
式，提供安全、可靠的计算和数据处理能力，让计算和人工智能成为普惠科技。

百度国际

公司名：百度国际

百度国际旗下广告品牌popIn拥有亚洲领先的原生广告推荐平台popIn Discovery，
服务覆盖大中国区、日韩、东南亚等地。媒体合作伙伴总量高达1800家，月PV超过
100亿；popIn旗下海外营销平台MediaGo，致力于为全球广告主提供一站式整合营
销方案，覆盖海外主流媒体，月曝光量达千亿级。

全球速卖通（AliExpress）成立于2010年4月，是阿里巴巴旗下面向全球市场打造的
在线零售电商平台。平台覆盖了包括俄罗斯、美国、西班牙、巴西、法国在内的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累计成交买家数已经超过1.5亿，支持18种语言。全球速卖通
是中国唯一一个覆盖“一带一路”沿线全部国家和地区的跨境出口B2C平台。

傲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傲基）成立于2010年，是国内领先的互联网品牌
运营商、跨境零售行业领军企业。傲基科技以“引领中国品牌走向世界”为自身使
命， 依托多品牌体系化运营能力、全业务链数字化支撑能力、供应链管理能力和灵
活的组织架构，切入“家与生活”的各个场景，打造了设计美观、品质优良的 3C 数
码类、电动工具类、运动健康类、家居家电类等系列品牌类产品，主要通过第三方
平台从事跨境 B2C 业务。

公司坚持以数字驱动创新模式。截止2021年5月，傲基累计获得专利683项、软著
135项，多次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并被中国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
业、国家数字商务企业，获评广东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工业设计中心。
2020年共有20个品牌销售超过1亿元。通过持续的技术与零售模式创新赋能上游制
造商，助力制造业“出海”。影响力方面，傲基获得红点和iF等49余项国际奖项，
连续三年上榜“BrandZ™中国出海品牌50强”；多个品牌入选“2019亚马逊全球开
店中国出口跨境品牌百强”，是引领品牌出海典型代表。

截至目前，百度国际在美国、日本等多个市场设有办公地点，业务覆盖全球超过200
个国家和地区。

DiDi

滴滴出行是领先的一站式移动出行和本地生活服务平台，在亚太、拉美和俄罗斯为
超过5.5亿用户提供出租车、快车、专车、豪华车、公交、代驾、企业级、共享单
车、共享电单车、汽车服务、 外卖、支付等多元化的服务。滴滴平台上，有数千万
车主、司机及骑手获得灵活的工作和收入机会，年运送乘客超过100亿人次。

爱奇艺

2010年4月22日爱奇艺正式上线，推崇品质、青春、时尚的品牌内涵如今已深入人
心，网罗了全球广大的年轻用户群体，积极推动产品、技术、内容、营销等全方位
创新。2018年3月29日于纳斯达克上市。

公司名：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爱奇艺已成功构建了包含短视频、游戏、移动直播、动漫画、小说、电影
票、IP潮品、线下娱乐等业务在内、连接人与服务的娱乐内容生态，引领视频网站
商业模式的多元化发展。

JD.com

京东集团是一家领先的技术驱动的电商公司，并正转型为领先的以供应链为基础的
技术与服务企业。目前业务已涉及零售、科技、物流、健康、保险、产发、海外和
工业品等领域。

WeTV

自2019年6月开启海外拓展第一站以来，WeTV先后落地泰国、印尼、菲律宾和马来
西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作为首个以中国内容为主，逐渐向海外本地用户提供优质
亚洲内容的流媒体服务平台，WeTV通过翻译字幕、本地化配音的方式，将涵盖电视
剧、综艺、动漫、纪录片等多品类的优质视听内容系统性地提供给海外用户，吸引
了大量热衷于优质亚洲内容的当地用户，并与海外优秀本土平台达成合作，搭建双
向交流渠道，目前已经成为东南亚多个市场TOP3的流媒体平台。

公司名：京东集团

公司名：意像未来投资（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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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国际聚焦百度AI技术及产品全球布局，深耕北美、日韩、东南亚等市场。通过
本地化设计、运营以及AI技术赋能，百度国际在为海外用户提供创新型产品的同
时，也为全球客户架起一条通往广阔市场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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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互联网和电商行业
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出海的先行者们，已经在全球市场拥
有了十多年的经验。只是2010年以前，受制于全球网络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移动设备保有量，移动互联网出海往
往只存在于互联网巨头的前瞻性布局中。

行业概览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一份报告，
2020年中国在线零售额预计将达到

1.41

随着移动互联网世界被逐渐“拉平”，中国移动互联网公
司出海的主体、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内容资讯、社
交媒体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全面开花和持续发力，形成了
与2016年以前工具类App出海大潮时期截然不同的风貌。

万亿美元

移动互联网和电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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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在这个领域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去年，
全球前五大B2C电子商务公司中有三家是中国电商平台10。
品牌的文化相关性和品牌收入的关联度高达

与大企业不同，中小企业在品牌层面顾虑更少，可以尝试
多种灵活的策略，也更容易快速地在海外市场盈利——在
实践中，它们往往通过积极的投放策略，获取用户流量、
实现销量转化。而且，由于中小企业在初期更愿意专攻某
个单一市场，因此他们在发掘市场需求、洞察用户情绪方
面也十分敏锐。比如，在利用数字广告进行营销时，他们
反应更快、收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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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house亿动广告传媒CEO阮长俊表示：“移动互联网
企业在海外广告市场上展现出卓越的适应能力。很多广告
主经历过国内移动广告的洗礼，能将这些经验迅速应用到
海外广告市场上。”

11

由于世界各地消费需求和偏好的多元化，中国的电商平台
和品牌，无论大小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出海目的地。不
少出海企业在几年前可能还只是一家代工厂，但体验到海
外市场不同于国内的销售生态后，它们开始打造自己的品
牌，开设社交媒体账号，建立英文网站，在细分领域收获
自己的海外粉丝，最终在海外市场获得收益。

Twitter大中华区移动互联网行业总经理张薇表示：“出
海的目的地和公司本身业务及产品息息相关，不可一概而
论。”对市场的充分调研是各种产品和服务出海的第一
步。产品和技术较为成熟的企业，可能会勇于进军消费水
平较高，但竞争也更为激烈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例如：滴
滴出行早先在日本市场就通过提供大幅度优惠打开了一片
天地。而在移动互联网尚未成熟的地区，中国企业也同样
大有可为。东南亚地区对中国的文化产品接受程度较高，
一些视频平台也瞅准时机，将不少华语综艺节目和自制
剧带到了东南亚，在国际站收获了不俗的评分和较高的收
视，叫好又叫座。“在娱乐内容出海的赛道中，东南亚是
重要的一站，因为地理位置以及历史、文化的关系，东南
亚一些市场的用户对于华语内容有更高的接受度。”张薇
分析道。

App Annie大中华区负责人郑伟达表示：“中国的出海
电商已经从主要依赖海外大型电商平台，逐步转向建立自
有App和网站。在这一过程中，营销的作用更为突出。高
效精准地选品及广告投放、有效借助各种社交媒体和意见
领袖（KOL）的影响力，都是灵活营销可采取的策略。”
对有志于出海的中国企业，Twitter凭借自身遍布全球的
用户，能够助力企业洞见来自世界各地的需求。对力图在
海外取得佳绩的中小企业，Twitter的效果广告产品可以
帮助它们快速打造爆款、获取第一批用户。此外，无论企
业规模大小，只要用心经营在Twitter平台的品牌官方账
号，都可以帮助企业在贴近海外粉丝、引领潮流、树立品
牌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受疫情影响，更多海外消费者开始尝试跨境电商，而中国
的电商企业基于本国制造业的优势，正好可以输出种类繁
多、价格合理、更新较快的商品，迅速在海外市场获得份
额。同时，得益于中国完整全面的供应链和日益完善的产
业结构，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市场的认
可，这也为中国跨境电商打造自己的品牌奠定了基础。

此外，对已经拥有丰富出海经验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企业，
销售并获利已经不再是其唯一的目标。通过在Twitter
运营自己的用户群体，创造丰富的数字内容，让一个只
会“卖货”的品牌逐渐丰满立体，正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
业的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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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用户

Twitter秘籍
擅长创意内容制作。但由于部分中国企业可能缺乏海外营
销经验，在内容创作上面临不小的挑战。

全球化让不同地域的市场拥有了一定的同质性，但每一个
市场仍保留了其自身鲜明的特色。了解当地的生活习惯、
审美情趣和文化传统，是企业运营少走弯路、事半功倍的
关键因素。例如：在中东，当地人的着装习惯放大了他们
对鞋、包类产品的展示需求，消费者会更在意这些产品的
款式和更新频率。但在日本，用户步行的时间相对较多，
不耐磨的鞋子退换率会更高，这意味着商家应该提供更为
结实耐用的鞋类产品12。Twitter能够帮助商家更好地了解
当地的热点话题和趋势，触及当地用户的痛点；商家也可
以借助Twitter探知用户的第一手反馈，更好地打磨商品
和品牌。

幸运的是，与海外创作者取得联系并开展合作不再是难
事。Twitter ArtHouse聚集了创意工作者、艺术家、视频
编辑、意见领袖（KOL）和各个领域的“网红”，他们能
够将品牌、创意与用户需求巧妙结合，提升品牌创意，并
更有效地触达受众。

超越产品，塑造品牌

在最初出海时，企业往往需要验证市场选择是否正确，自身
商业逻辑是否合理。因此，许多企业最初的营销方案，旨在
获取用户、增长流量和实现销售。但是，优秀的企业一定需
要有远景规划，而不能仅仅沉溺于市场初步打通的喜悦中。

善用视频

对于企业而言，视频在营销中至关重要。无论是发布新
品、借势营销还是讲述品牌故事，视频都是最佳的内容传
播形式之一。作为最受用户欢迎的形式，视频可以帮助企
业触达目标人群、获取更多流量。Twitter是汇集全球新
鲜事和热点话题的平台，视频则是其用户了解信息的重要
形式。2020年，Twitter全球用户每日视频观看量高达35
亿次，同比增长21%。此外，用户在Twitter观看视频的
时长也同比增长了34%13。

大多数中国企业仍需加码海外的品牌形象建设。除了推广
产品，企业还可以利用Twitter进行企业资讯发布、公益
行为倡导、品牌价值观宣传、用户活动推广、乃至售后服
务供给等工作，以提升公司在用户面前的曝光度，与用户
产生多角度、全方位的连接。
作为一个敏捷的社交媒体，Twitter实时运转、双向反馈的
特点，可以帮助公司更灵活地洞察市场，不仅可以捕捉到
消费者稍纵即逝的情绪，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潜在危
机。

找对内容创作者

在Twitter这样的国际化社交平台上，生产合适的创意内
容需要很多条件：熟悉行业和产品、了解海外受众需求、

2020年，Twitter全球用户每日
视频观看量高达35亿次同比增加了

21%
用户对于Twitter视频的观看时长
也取得了高达34%的同比增长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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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当地偏好，
滴滴外卖快速挺进日本多城

移动互联网和电商行业

机遇

机遇

移动互联网和电商行业

案例研究

销售之前先培养认知，
阿里云的创意视频策略

@didifoodjp

海外外卖服务的发展尚未成熟。据日经亚洲统计，尽管日
本国内的餐饮业规模高达1330亿美元，但其中拥有自营
配送服务的门店只占5%。同时，在日本也暂未出现专攻
外卖配送的本土企业14。

同时，滴滴外卖从过往案例
中发现，与用户展开深度、良好的互动，可以帮助品牌进
一步在目标受众中激发话题讨论，从而在更广泛的受众群
体中增强其品牌认知与好感度。滴滴外卖发现，日本用户
对于亚洲其他国家的食物拥有很高的热情，并基于此策划
了一场大型的营销活动。

据此，中国的移动互联网企业迅速行动。2020年4月，滴
滴首先在大阪推出了食品配送服务——滴滴外卖，在快速
拓展餐饮业合作网络和用户的同时，为日本用户带来了更
便捷的外卖服务，进一步扩大了其在日本市场的影响力。

这并不是滴滴第一次涉足日本市场。2020年，滴滴出行曾
凭借自身在网约车方面的资源积累，与日本当地出租车产
业紧密合作，在疫情期间，保障了日本民众的出行安全。

滴滴外卖通过洞察消费者喜好，在Twitter平台发起
了“DiDi泰国啤酒节”抽奖活动。活动使用了“#タイフ
ェスでビールが飲みたい”（#我想在THAI FESTIVAL喝
啤酒）的话题标签来集中讨论热度，在投稿者中抽取幸运
用户发放奖品。同时，活动规则指出，如果用户投稿时附
上了在滴滴外卖订购食物的图片，中奖率将会增加。这一
活动在获取新用户的同时，也借助用户的力量创造出新的
传播素材，为话题和品牌带来了持续不断的讨论热度。

营销策略

作为日本最主要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Twitter在日本拥
有超过4100万活跃用户，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15 。同
时，Twitter上还聚集了众多美食爱好者，其中有一些美
食爱好者本来就有使用外卖服务的习惯，比较容易转化为
滴滴外卖的初始用户。滴滴外卖认为，Twitter能够在账
号推广、用户拉新和下载转化等方面帮助其高效地开拓日
本市场。

日本餐饮业只有

5

%

@alibaba_cloud

基于对Twitter的用户洞察，
滴滴外卖首先通过“App新
用户首单免费”的促销活动
进行推广。同时大力推广折
扣活动为新注册用户送上高
达4000日元的优惠券。这一
举措为App带来了数以万计
的下载量。

新冠疫情对餐饮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采取“无接触配
送”标准的外卖服务，则为在疫情期间无法提供堂食的餐
馆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活动引发了日本用户极高的兴趣，通过转推抽奖，滴滴外
卖在Twitter收获了较高的话题互动热度。活动本身大受
好评，滴滴外卖也迅速将Twitter上“热爱食物的用户”
转化成了“使用滴滴外卖服务的用户”。

卓越成果

Twitter平台为滴滴外卖带来了上万新用户，并使曝光量
成倍增长。

的门店拥有自营配送队伍

在“DiDi泰国啤酒节”的推广活动当月，滴滴外卖在
Twitter上的总曝光量是前一个月的近140倍，互动率则是
前一个月的50倍。
客户心声

“在滴滴外卖拓展日本市场的过程中，Twitter平台帮助我们的产品快
速提升市场声量，达成了稳定拉新的效果。”
谷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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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绩效营销专家

日本滴滴外卖

的科技工作者和科技爱好者的关注并参与讨论，阿里云则
通过平台上的Amplify前贴片广告（Twitter Amplify Preroll）等形式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阿里云是全球领先的云服务商，为全球各地的企业提供数
字服务。在帮助企业解决IT资源的问题后，阿里云发现企
业仍需要解决应用智能化、数据化和移动化等问题。因
此，阿里云希望为用户和云计算的交互提供一种全新的模
式，从而使任何企业、组织和个人在不需要看懂代码的前
提下，就能具备云化、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以及万物
互联的能力。

通过与B l o o m b e r g M e d i a S t u d i o s合作，阿里云在
Twitter上建立了数字化转型专区，使其在Twitter上发布
的行业视频观看率达到了45.41%（观看率= 视频观看量/
视频曝光量），超过行业基准2%。同时，为了触达到更
广泛的潜在受众，阿里云还使用了Twitter前贴片广告，
针对不同兴趣社区的人群进行广告投放。多个市场的前贴
片广告观看率平均值高于行业基准10%～15%，尤其在美
国，观看率高达75.92%， 超过行业基准20.16%。

为实现这样的目标，阿里云需要有效地向目标用户传达他
们的新理念。作为率先布局东南亚的云厂商，阿里云希望
借助亚洲各行各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成功案例，激励更
多企业理解数字化及其带来的创新机遇，同时，在这一过
程中传递阿里云的伙伴价值。

此外，阿里云的创意视频还针对Twitter在东南亚核心市
场的业务、技术决策者进行了定向传播，引发了他们的深
度参与及讨论。阿里云的传播计划不是单一地宣传技术产
品和解决方案，而是希望利用在亚洲成功实践的影响力，
去启发更多阿里云的受众，让他们了解阿里云在技术、经
验、服务上的价值。

营销策略

在“启发”阶段，阿里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够触达行业核
心的用户和粉丝群体，用简单的故事讲述复杂科技变革背
后的核心价值，让用户产生共鸣，并持续
关注话题、参与讨论。

与其他内容相比，Twitter视频，尤其是流
媒体前贴片广告，对于品牌价值输出、文
化相关性提升、消费者情感连接的加深都
有很大的帮助。其中，聚焦产品和人物，
体现人与商品、人与服务的互动视频，效
果尤其显著。

针对这一目标，Twitter作为企业与用户
实现沟通的平台，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阿
里云讲述时代故事、展现技术迭代的重要
阵地。Twitter在东南亚地区吸引了大量

卓越成果

活动期间，阿里云在Twitter上累计获得
上千万视频观看量，达到之前3个月观看
量总和的近4倍 （以6秒有效观看数计为
准)，互动次数也是前3个月总和的近2.5
倍。此外，活动推广也为阿里云账号带来
近20万的新关注者，增长量达到3个月前
的4倍。制作优质内容并与Twitter广告产
品的结合，为阿里云在Twitter上深度触达
用户的尝试带来了非常显著的成效。

活动推广也为阿里云账号带来近20万的
新关注者，增长量达到3个月前的

倍

4

客户心声

“Twitter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和传播渠道之一。对于中国出
海品牌，如何利用Twitter覆盖全球用户的特性，更高效地打造社交
传播，是值得研究和探索的。”
陆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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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品牌营销专家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交通工具行业

中国交通工具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交通工具行业

FAW

伴随着国内汽车市场的复苏，中国汽车品牌的出海势头也
很强劲。在后疫情时代，中国车企需要把握这个弯道超车
的机会。作为传统汽车行业的后来者，中国在新能源汽
车，尤其是电动汽车领域走在了前列，并已受到了全球市
场的关注和认可。

公司名：中国一汽

GAC MOTOR

公司名：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国际销售分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一汽”)前身为第一汽车制造厂，1953年
动工兴建。现有员工13万人，资产总额4578.3亿元、注册资本金354亿元。已构建
了从东北到华北、华东，再到西南、华南的产业布局，业务覆盖“红旗”、“解
放”、“奔腾”、合资合作、新兴业务、海外业务和生态业务等七大业务板块。
2020年，中国一汽实现整车销售370.6万辆，实现营业收入6974亿元、利润468亿
元，位居《财富》世界500强第89位。截至2020年底，汽车整车出口累计逾33.7万
辆，进出口额累计超过698亿美元。中国一汽已与全球50多个国家建立业务联系，整
车出口产品涵盖红旗高端乘用车、奔腾乘用车、解放商用车等全系列产品，遍布东
欧、拉美、东南亚、中东、非洲等5大区域市场，并实现了对迪拜、挪威等高端市场
的产品突破。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汽集团）目前拥有员工约9.4 万人， 2020 年位
列世界500强企业第206 名。2020年，其营业额超过3954亿人民币。集团规划
在“十四五”期末实现产销量350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超10%，全集团汇总营业收入
超6000亿元，利税总和超660亿元。
广汽乘用车有限公司国际销售分公司（广乘国际）于2019年成立，是广汽集团旗下
专注国际业务的全资子公司，致力于通过全球经销商、全球研发网络和全球供应链
将中国汽车出口海外，为国际经销商伙伴提供商贸服务。目前，广乘国际已完成全
球5大板块、26个国家及地区的落子布局。

GWM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制造商，于
2003年、2011年分别在香港H股和国内A股上市，截止2020年底资产总计达1540.11
亿元。旗下拥有哈弗、 WEY、欧拉、坦克和长城皮卡五个品牌，产品涵盖SUV、轿
车、皮卡三大品类。属控股子公司80余家，员工近7万余人。

SAIC Motor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汽集团”）作为国内规模领先的汽车上市公
司，紧紧围绕“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深入推进创新发展战略，全面发力“数据决
定体验、软件定义汽车”的新一代电动智能汽车，正在加快向技术升级化、业务全
球化、品牌高档化、体验极致化的用户型高科技企业转型。2021年，公司第17次跻
身《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60位。

公司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XPeng Motors

公司名：广州小鹏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目前，上汽集团主要业务包括整车（含乘用车、商用车）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正
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互联网汽车的商业化，并开展智能驾驶等技术的研究和产业
化探索；零部件（含动力驱动系统、底盘系统、内外饰系统，以及电池、电驱、电
力电子等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和智能产品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物流、汽
车电商、出行服务、节能和充电服务等移动出行服务业务；汽车相关金融、保险和
投资业务；海外经营和国际商贸业务；并在产业大数据和人工智能领域积极布局。
小鹏汽车是中国领先的智能电动汽车企业，面向庞大并且不断增长的热爱科技的中
国中产消费者，设计、开发、制造和销售智能电动汽车。小鹏汽车致力于通过数据
驱动智能电动汽车的变革，引领未来出行方式。为优化用户出行体验，小鹏汽车自
主研发全栈式自动驾驶技术和智能语音车载操作系统，以及包括动力系统和电子电
气架构在内的核心车辆系统。小鹏汽车研发总部位于广州，并在北京、上海、以及
美国硅谷和圣地亚哥设有办公室，汽车生产制造由位于肇庆和郑州的工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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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览
要保持发展势头并获得海外的受众信任，意味着中国车企
需要在工厂设备、客户体验、订购/交付流程等方面都做
出改变，更要在海外用户中保持较高的曝光度。中国车企
需要找到一切机会在海外用户面前亮相：品牌发布、新车
上市、车展亮相，都是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表现自己的
好机会。

海外市场充满机遇。Twitter调研显示，用户希望在疫情
结束后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和朋友一起进行户外活动 16，
这将有利于促进汽车销售。在Twitter上有关“开车”的
英文推文数量，在2020年1月到4月经历了3个月的低谷，
随后在4月底开始反弹；而所有提到“买车”的英文推文
数量，则从5月开始上涨。这些信号也表明，在后疫情时
代，汽车消费对用户变得愈发重要17。

“考虑到疫情对公众情绪的影响，奥迪、福特等国际品
牌在疫情期间会通过#AudiTogether、#BuildFordProud
等话题标签打造品牌的“关爱”形象。同时，线上直播
也成为了汽车品牌发布新款汽车和与用户保持连接的标
配。无论是新车上市，还是展厅虚拟看车，品牌纷纷利用
Twitter平台的解决方案创造前排座椅的体验机会，让观
众边看边评，创造新的销售入口。”薛博文介绍道。

新冠疫情为整车出海运输增加了不确定性，同时供应链方
面的芯片短缺也为出海车企的生产带来了挑战。因此，中
国车企既需要通过经销商门店在海外进行整车销售，也需
要考虑通过在海外设厂生产，或者以设立分公司的形式进
行产业链出海。

中国车企需要做好品牌营销的长期布局，一步步建立与海
外用户的连接。Twitter这样的社交平台是车企最好的选
择。2020年，许多中国车企首次在Twitter建立了账号，
开始与海外用户沟通。基于用户兴趣、相似人群扩展和关
键词定位，Twitter可以帮助中国车企触达国际市场的目
标受众。从数据驱动的市场洞察、特定市场的目标受众分
析、高效的营销策略规划制定，到传播项目的创意执行
等，Twitter都能为中国车企提供相应的服务。

Twitter大中华区科技与汽车行业总经理薛博文表示：
“中东地区是中国车企集中发力的市场。以沙特为核
心，再到阿联酋、科威特以及埃及，都是中国汽车品牌比
较关注的区域。除此之外，拉美也是近两年来新增的重点
地区。对于新能源汽车而言，欧洲国家，尤其是挪威，
因为其利好的电动汽车政策，也受到国内造车新势力的
青睐。”

大部分电动汽车都将使用中国电池——
最大的两家中国企业就占据全球动力电
池市场的三分之一份额19

总体上，中国车企想在海外市场生存，品牌营销打法要比
在国内更具策略性。因为在全球大多数市场，中国汽车都
是“后来者”，需要与产品和品牌都更加成熟的欧美和日
韩汽车直接竞争。为顺利突围，中国车企需要特别培养海
外消费者对中国造车能力的整体认知，同时稳步打造自身
品牌的知名度。

>33%

分析师估计，到2040年，电动汽车的
销量将超过全球乘用车销量的一半1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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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秘籍

天时地利，借势营销

值得注意的是，浏览选项卡是众多Twitter用户登录后的
首选浏览页面。两款Twitter广告产品：趋势Takeover
(Trend Takeover)和时间线Takeover（Timeline
Takeover），可以将优质广告内容与这一最佳资源位相结
合，为广告主提供全天候的广告露出。

在大多数地区，汽车消费都是一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
因此，把握住绝佳的消费窗口期，将品牌融入当地的习俗
和活动，是车企常用的营销手段。与当地节日（比如斋月
和宰牲节）的结合，或者在大型体育、娱乐活动及会展
（比如迪拜国际车展等）上进行的有效营销，都能够帮助
车企融入海外市场，与用户产生文化连接。

做个优秀的倾听者

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对话，可以提高品牌知名度、加强认
同感、提升忠诚度。然而这种对话必须是双向的，或者至
少要确保“用户能够听得进去”，而不是一味地灌输。为
了让声音直达人心，企业有必要建立快速的反馈机制，像
Twitter这样的社交媒体对此至关重要。

社交网络特别适合企业洞察用户需求，并加入用户的讨论
实现双向互动。Twitter为企业提供营销日历，可以帮助
品牌提前进行运营规划，在重要的消费时段抢占先机。利
用“天时地利”的优势，营销效果即可事半功倍。

Madhouse亿动广告传媒CEO阮长俊表示：“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在Twitter上尝试投放广告，而且投放的区域从
传统的英语区国家，逐渐延伸到日韩、中东、东南亚。在
各地取得的进展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市场营销上
业务越做越细、增长越来越快，对Twitter营销的运用也
越来越得心应手。”

只有不断倾听受众的声音，并根据受众和客户的需求调整
业务，企业才能准确找到营销要点、建立情感连接。企业
需要不断思考：用户喜欢什么、讨厌什么；除了自身的产
品和服务，用户还希望沟通什么问题；以及用户希望在什
么场景下与品牌建立连接。

App Annie大中华区负责人郑伟达表示：“社交媒体最能
反应当地消费者的行为与兴趣爱好。通过App Annie的数
据，我们发现，中国出海品牌也在海外社交媒体上投放了
大量的广告，如果再结合品牌账号推广、产品特色介绍
以及与意见领袖（KOL）的合作，就可以迅速产生话题传
播。明智之举是把短期与长期的营销策略更好地结合。
‘网红’经济在全球的蓬勃发展，也给中国出海应用开发
商在开拓社交媒体营销推广方面制造了很大的发展空间；
包括对社交平台本身推广能力的深度挖掘、对意见领袖
（KOL）资源的整合管理、以及通过社交手段发掘现有用
户的深层价值等。”

打组合拳

汽车行业有着庞大的产业链，任何新车的发布都伴随着漫
长的研发、设计和生产流程。在出海时，中国车企在品牌
发布、新车上市、车展亮相等环节皆有营销的需求。因
此，比起简短直接的一次性营销投放，做好长期规划、自
由组合Twitter提供的营销工具，才是汽车品牌成功营销
的关键。企业需要创造性地利用多种元素和工具，来制定
和规划营销策略。其中包括：
• 开展市场调研，提供针对特定市场和行业的目标受众
的特征分析；
• 连接内容创造者，帮助广告主定制契合当地文化特
色、适合Twitter平台的品牌原创内容；
• 提供当地媒体传播推广方面的洞察，对接当地意见领
袖（KOL），实现与目标用户的情感共鸣；
• 品牌战略指导、品牌故事包装、特色话题标签
（Hashtags）定制、本地文化洞察等。

选择Twitter这样一个实时对话服务平台，在用户最容易
接受的时候，以最合适的方式与之直接互动。市场洞察不
仅是对商业大方向的考验，也是对营销细节的检验。

重视浏览选项卡

交通工具行业

案例研究

融入当地风土人情，
广乘国际驰骋海外市场
@GAC_MOTOR

机遇

广乘国际（GAC MOTOR International Sales Company）
在2020年完成了品牌价值体系的梳理和构建——确立“凭
借对精益求精的执著追求，以可靠品质和创新科技，成为
工匠精神的追求者、践行者、代表者，为消费者提供更持
久的价值”的品牌愿景；以“工匠精神、可靠品质、科技
创新、信赖关系”作为品牌四大关键词；提出“GO AND
CHANGE”品牌传播口号，并希望这一品牌传播口号能够
深入人心，不断提升品牌在目标市场中的知名度和好感
度。
2021年是广乘国际海外品牌战略实施的第一年。为了明
确全球品牌价值主张，统一全球的品牌调性及焕新消费者
与GAC MOTOR的情感体验，广乘国际将#GoAndChange
作为此次品牌传播的话题标签，在多个渠道展开了系列品
牌传播活动。广乘国际希望借此让全球用户看到并了解自
己的品牌愿景，更希望“GO AND CHANGE”这一标语能
够与当地文化进行深度结合，将“GO AND CHANGE”精
神真正融入用户的日常生活中，以用户原创内容的方式进
行自然推广。

卓越成果

推广期间，广乘国际在Twitter平台的曝光量达到1.28亿
次、总视频观看量4737万、总互动量达到154万。
包天广告投放当天，广乘国际在Twitter上的对话量达到
历史最高，是前一个月的8倍，带有#GACMOTOR话题标
签的对话量则比前一个月增长了52倍。此外，在包天广
告中播放的品牌视频，成为沙特阿拉伯于今年五月份观看
量最多的品牌视频之一。广乘国际随后使用的Kooora视
频和Bluebrush创客视频，也分别成为推广期间在沙特阿
拉伯观看量最多的品牌视频之一；其中Bluebrush创客视
频更成为了那段时间当地观看量最多的汽车品牌视频。

广乘国际在中东区域已经深耕多年，在实现销量快速增长
的同时，更多次参加当地的重要活动（如迪拜车展等），
开展系列品牌及营销活动，逐渐在当地塑造了良好的品牌
形象。

“斋月”是全世界穆斯林用户广泛参与的话题之一，是
能够联动数以万计用户的重要节点。2020年，“斋月”
在Twitter全球范围话题量达到4800万；此外，在斋月期
间，中东地区的Twitter用户对于娱乐类话题变得更为热
衷。广乘国际选择了在当地娱乐媒体Rotana以及Uturn来
助推#GoAndChange话题标签，实现与当地受众在文化
语境内的深度连接。

5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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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广乘国际还选择了Twitter ArtHouse的Bluebrush
服务，制作除电视广告（TVC）外更多元的动画传播素
材，借助清新的设计和符合当地风土人情的人物故事，
使“GO AND CHANGE”的品牌视觉符号更为鲜明。

营销策略

活动期话题标签#GACMOTOR的
话题量比前一个月增长了

浏览选项卡（Explore Tab）是Twitter用户获知实时资
讯的入口，整合热门话题、头条新闻和每日重要活动于
一身，汇聚了大量的用户注意力。抓住这一“黄金展示
位”，广告主便得以连接最具接受度的Twitter用户，和
最具影响力的对话内容。

当地Twitter用户对足球运动也同样热情高涨。在2021
年欧洲杯举办期间，广乘国际抓准时机，利用平台用
户对于这一运动话题的高关注度和强热度，展开“GO
AND CHANGE”营销推广活动。广乘国际购买了一线体
育类垂直媒体Kooora的前贴片广告（Twitter Amplify
Sponsorship Pre-roll），并通过定制视频，让当地知名
球星从体育角度切入讲述自己“GO AND CHANGE”的故
事，深度诠释“GO AND CHANGE”的品牌内涵。通过当
地人关注的热点与受喜爱的球星，广乘国际成功融入本土
文化，与目标市场受众产生自然的品牌关联，当地用户在
评论区反馈“是很棒的广告创意”。

由于投放时机恰当，传播内容也经过贴合本土市场的设
计，广乘国际成功地拉近了与当地用户之间的距离。在推
广期间，广乘国际的社交媒体数据取得了数量级增长，营
销热度迅速上升，提升了品牌在区域市场的影响力。

客户心声

“在整个‘GO AND CHANGE’宣传波段里，Twitter提供了能打动
当地用户的专业意见和建议，并提供多种形式的宣传方式，助力GAC
MOTOR在海外宣传中打造独特的品牌形象。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成功的
合作案例，共同提升GAC MOTOR在海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广乘国际营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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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行业

中国出海科技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Anker

公司名：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ONOR

公司名：荣耀终端有限公司

HUAWEI

公司名：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 Lenovo
公司名：联想集团

Midea Residential Air
Conditioner
公司名：美的集团

安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2011年，总部位于湖南长沙，是领先的全球化消
费电子品牌企业之一。安克创新致力于在全球市场塑造中国消费电子品牌，通过不
断创新，将富有科技魅力的领先产品带向全球消费者，弘扬中国智造之美。企业成
功打造了智能充电品牌Anker，并相继推出Eufy、Soundcore、Nebula等智能硬件
品牌。同时，安克进一步拓宽业务领域，在智能充电、智能家居、智能语音等领域
均有出色表现，在全球100多个国家与地区拥有超过8000万用户。企业重视研发创
新，在公司2144名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接近50%。企业每年投入数亿元人民币进
行新技术、新产品、新项目的研发，其中2018年研发投入2.87亿元；2019年研发
投入达3.94亿元；2020年研发投入达5.67亿元。自成立以来，安克创新以远超行业
平均的增速发展，其中2017年营收超39亿人民币；2018年营收达52.32亿人民币；
2019年营收达66.55亿人民币。2020年，安克创新持续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全
年实现营收93.53亿元，净利润8.56亿元。
2020年8月24日，安克创新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近期市值约600亿元。
HONOR 荣耀，于2013年诞生，是全球领先的智能终端提供商。

我们致力于成为构建全场景、 面向全渠道、服务全人群的全球标志性科技品牌。荣
耀以创新、品质和服务作为三大战略控制点，坚持研发及前瞻性技术的持续投入，
为全球消费者带来不断创新的智能设备， 创造属于每个人的智慧新世界。
华为创立于1987年，是全球领先的ICT（信息与通信）基础设施和智能终端提供商。
我们致力于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
界：让无处不在的联接，成为人人平等的权利；为世界提供最强算力，让云无处不
在，让智能无所不及；所有的行业和组织，因强大的数字平台而变得敏捷、高效、
生机勃勃；通过AI重新定义体验，让消费者在家居、办公、出行等全场景获得极致
的个性化体验。目前华为约有19.4万员工，业务遍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30多
亿人口。
联想是一家年收入超过4100亿人民币的《财富》世界500强公司，业务遍及180个市
场。为实现“智能，为每一个可能”的公司愿景，我们开发创新技术，建设一个更
加包容、值得信赖和可持续发展的数字化社会。联想致力于持续研究、设计与制造
全球最完备的端到端智能设备与智能基础架构产品组合，引领和赋能智能化新时代
的转型变革，以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导向推动转型深入，为全球数以亿计的消费者打
造更好的体验和机遇，携手成就未来。
“科技尽善，生活尽美”。 美的集团秉承用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经营理念，经过53
年发展，已成为一家集智能家居事业群、机电事业群、暖通与楼宇事业部、机器人
与自动化事业部、数字化创新业务五大板块为一体的全球化科技集团。过去5年，集
团投入研发资金近450亿，在全球拥有28个研发中心和34个主要生产基地，产品及
服务惠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4亿用户。
2021年，美的重新定位五大业务板块，以科技领先为核心，实现ToC和ToB业务并
重发展，推动国内和全球突破双重质变，在双循环、国产替代、产业升级的大背景
之下，坚持“科技领先、用户直达、数智驱动、全球突破”的全新战略主轴，持续
加大在数字化、IoT化、全球突破和科技领先方面的投入，布局和投资新的前沿技
术，致力于成为全世界智能家居的领先者，智能制造的赋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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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Plus

OnePlus 成立于 2013 年，秉承 “不将就” 的品牌理念，不断研发优质的设备和软
件，为用户提供最极致的产品体验。

OPPO

OPPO于2008年推出第一款“笑脸手机”，由此开启探索和引领至美科技之旅。今
天，OPPO凭借以Find和Reno系列手机为核心的智能终端产品、ColorOS操作系
统、以及OPPOCloud、OPPO+等互联网服务，让全球消费者尽享至美科技。OPPO
业务遍及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6大研究所和5大研发中心，并在伦敦设有全
球设计中心。超过4万名OPPO员工共同致力于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

公司名：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realme

公司名：深圳市锐尔觅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vivo

公司名：维沃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Xiaomi Corporation
公司名：小米集团

realme是一家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消费科技公司，通过向用户普及前沿科技产品，不
断颠覆智能手机和AIoT市场。realme致力于让全球年轻人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兼具
越级性能和潮流设计的智能手机和其他智能生活产品。 realme由李炳忠于2018年创
立，在“敢越级”精神的推动下，已成为全球第六大智能手机公司。 2021年市场调
研机构Strategy Analytics发布的报告显示，realme成为全球最快实现一亿台销量的
手机品牌。截至2021年第二季度，realme已进入全球61个市场，包括中国、印度、
泰国、印尼、西班牙、波兰、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墨西哥等，覆盖亚太、欧
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四大区域，全球用户规模超过1亿。
vivo是一家以设计驱动创造伟大产品，打造以智能终端和智慧服务为核心的科技公
司，致力于成为联接人与数字化世界的桥梁。vivo以独特的创造力，为用户提供更
加便捷的个人移动数字化生活。秉承“本分、设计驱动、用户导向等”企业核心价
值观，vivo在整个价值链中遵循并贯彻可持续发展策略，致力于成为一家更健康、
更长久的世界一流企业。

vivo总部位于中国东莞，充分吸纳、发展本地的人才资源，布局了全球化研发网
络，覆盖深圳、东莞、南京、北京、杭州、上海、西安、台北、日本东京以及美国
圣地亚哥10个城市，范围包括5G通信、人工智能、工业设计、影像技术等众多个人
消费电子产品和服务的前沿领域。目前，vivo在全球拥有5个智能制造中心（含品
牌授权制造中心），分布于东莞、重庆、印度（大诺伊达）、孟加拉国（达卡）和
印尼（唐格朗）。截至目前，vivo年生产能力近2亿台，销售网络覆盖50+国家和地
区，用户超过4亿。
小米集团成立于2010年4月，2018年7月9日在香港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是一家以
手机、智能硬体和物联网 (IoT) 平台为核心的互联网公司。

小米集团坚持创新与品质并重，不断追求极致的产品体验和公司运营效率，始终坚
持做感动人心、价格厚道的好产品，让全球每个人都能享受科技带来的美好生活。

小米集团2021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全球第二位。集团同时建立了全球
领先的消费级IoT物联网平台，AIoT平台已连接的IoT设备数达到3.51亿台，不包括
智能手机及笔记本电脑。小米集团的业务已进入全球逾100个国家和地区。2020年
8月，小米再次进入美国《财富》杂志2020年“世界500强”榜单 (Fortune Global
500) ，位列422名，较去年提升46位，在全球互联网企业中排名第七。

小米集团目前为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恒生科技指数及恒生神州50指数成
份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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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概览

依托“中国制造”背后完整的产业链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中国科技企业能凭借其丰富的品类、全面的功能、优秀
的质量及合理的价格，在全球市场上找准定位，并收获
成功。

OPPO、vivo、Anker、小米等品牌，都已经在海外被消
费者所熟知。”Twitter亚太区市场洞察与分析部高级研
究分析员张田列举道。
丰富的产品选择和强大的功能配置，一度是中国企业征战
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在制造上，它们拥有当地企业难
以企及的优势：依托中国本土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中国科
技企业可以迅速推出多种型号的产品，并根据用户的反馈
进行迭代，不断打造出更受用户喜爱的爆款。

Twitter大中华区科技与汽车行业总经理薛博文表
示：“随着‘中国制造’出海经验的不断积累，中国企业
开始开发出品牌溢价更高的产品，使‘中国制造’逐渐
摆脱‘价廉’的刻板印象，逐渐赢得‘物美’的市场反
馈。”

但除了产品的质量、外观和性价比，许多用户对品牌及其
理念也非常关注，并愿意为其支付一定的品牌溢价。
以北美市场为例，很多用户平常都有观看科技类视频的习
惯。因此，科技类产品和手机周边产品的讨论内容在社交
媒体上非常流行。科技公司是否积极、开放、环保，也是
用户在进行产品购买决策时会考虑的因素。因此，在国际
市场上，埋头做产品却鲜少“发声”，就会难以获得强有
力的竞争优势。

不少中国品牌正在面临类似的挑战。以前，一些海外消费
者只知道“中国制造”，也只关注产地、功能、价格，却
并未留意过品牌。近年来，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一些中
国品牌迅速认识到，缺少品牌建设是其出海发展的桎梏。
于是，品牌开始通过直接与用户建立连接，不断增加曝
光度，树立自己在海外市场的形象。“如今，OnePlus、

7724
独立用户发布了与科技有关的推文；
与2019年相比，增长了近10%

万

94

%

随着品牌的树立和业务的深入，中国企业需要通过与用户
直接沟通，对用户需求进行更敏感和细致的把握，从而以
更低的成本进行新产品开发和营销推广。全球范围内，讨
论“科技”的Twitter用户数量持续上升。2019年，有约
7071万独立用户发布了与“科技”有关的推文，而一年
后，这一数字增长了近700万，达到了7724万。作为一个
汇聚全球热点的公众对话服务平台，Twitter上的用户视
野更为开阔，对科技话题的热情也普遍很高。2021年，
与“技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相关的对话增加了94%以
上。因此，品牌能够利用Twitter平台直达受众，直接与
用户进行互动交流。比如，Twitter用户表达他们对产品
的好恶，就为品牌产品的发布、升级和新功能开发等提供
了实时反馈，同时也为品牌提供了更深刻的用户洞察。目
前看来，通过这些反馈而作出的积极反应，正是中国科技
品牌，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在北美市场站稳脚跟的原因
之一。

在国际市场上，不少中国企业面临的是来自国内同行业的
激烈竞争。为了控制成本和价格，中国企业往往将大量的
精力放在产品本身，力图提高产品质量和性价比，而忽视
了品牌形象塑造的重要性。

2020年约有

2021年，Twitter平台上
与“技术对社会的积极影响”
相关的对话增加超过

Twitter也是许多科技品牌发布新品的第一站，众多积极
出海的手机厂商都在Twitter上为新手机的发布活动进行
过直播。未来，中国企业仍然需要借助Twitter这样的平
台，保持与消费者直接、持续的沟通，以此洞察市场的趋
势走向，树立为消费者所熟知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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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秘籍

单一跳转的媒体轮播广告

善用意见领袖

Twitter的轮播广告（Video Carousel）可使一条广告内
包含2-6个水平滑动的图片或视频以进行产品展示。通过
设置相应的应用下载或网站跳转链接，轮播广告可以真正
实现获客与转化，为广告主们带来可量化的投放效果。同
时，轮播的形式也打破了原有素材展示框的限制——广告
主可以选择跨边框展示一张横幅大图，或植入更丰富的图
片或视频素材。

科技领域的消费者千人千面，有追求性价比的，也有热衷
新锐概念的，更有信奉保守主义的。因此选择合适的意见
领袖参与品牌传播，直接触达目标受众尤为重要。在线上
直播活动中善用意见领袖，不仅能够扩大品牌或产品的传
播范围，更能够进一步提升其美誉度。

Twitter ArtHouse汇聚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创作者，并与顶
尖的科技意见领袖合作，创作产品开箱和功能测评等传播
内容。优质的内容配合恰当的渠道，让品牌的产品和服务
快速触达潜在用户，并获得及时反馈。

使用视频网站卡片（Video Website Card）

相比于图文，视频可以更全面地展示科技产品的性能。通
过视频讲述科技故事，不仅能够吸引目标受众参与互动，
还能实现潜在客户的转化。Twitter平台的数据显示，多
种呈现形式的视频广告比单一制式的视频给用户留下深刻
印象的可能性要高10%。

科技向善

科技行业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入，使不少用户对科技企业
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布局全球市场的科技公
司而言，树立品牌形象、提高用户粘性的关键，亦在于重
视企业社会责任：它们往往更关注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
社会议题和思潮，也常基于“可持续”、“碳中和”等概
念，推出更为绿色环保的产品和服务。

留存客户比吸引客户更为重要。Twitter的视频网站卡片
（Video Website Card）能让品牌在播放广告的同时，
直接引导用户进入产品或销售页面，为品牌带来直观的
转化。

国内大型的跨国科技公司已经注意到了这样的趋势，并迅
速采取相应的行动，以期树立年轻、新锐、负责任的品
牌形象。腾讯将“科技向善”作为企业全新愿景，阿里
巴巴则推出了“蚂蚁森林”等极具科技与人文气息的环
保产品，美团等新生代企业也有“青山计划”等环保活动
案例。

无科技，不直观

科技产品功能高度细分，不同产品侧重不同，仅仅通过图
文描述，对用户的吸引力相对有限。考虑到新冠疫情仍未
结束，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开展线下体验活动，因此线上
的视频和直播就成为了品牌营销传播的有力渠道。如果科
技企业能快速接触优质的视频内容创作者或者主播，那么
品牌及新品信息将能够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利用Twitter
Media Studio中的高级发布者工具使用权，企业还能够
获取线上直播活动的技术支持，从而提升受众线上直播的
观感和体验。

案例研究

洞察消费者需求：品牌营销
助力Anker成为数码充电行业领导者
@AnkerOfficial

机遇

此外，Anker发现消费者对于“快速充电”的需求在后疫
情时代不减反增。因此，Anker将“快速充电”的消费者
洞察融入到自身产品“三倍速充电”的独特概念中。

出于环保因素，一些手机品牌从2020年开始不再附赠充
电器。这对于Anker来说是个积极的市场信号：第三方品
牌充电器将有机会被使用者列入考虑范畴。

为了更好地宣传“三倍速充电”的概念，Anker Nano的
推广活动充分使用了视频、动图和视频网站卡片等广告形
式，并与科技行业意见领袖（KOL）合作了产品开箱种草
视频作为传播内容。

Anker是全球知名充电品牌，销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并在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市场占据领先的市场
份额。但在各大手机陆续放弃附赠充电器的新语境下，
Anker仍面临重大挑战：面对巨大的增量市场，如何在短
时间内吸引新用户的注意并塑造品牌形象，让这些消费者
在众多的充电器品牌中选择Anker？如何在众多充电器品
牌中顺利突围，持续站稳“数码充电领导品牌“的地位？

卓越成果

Anker Nano营销活动的浏览量高达3亿，链接点击次数高
达100万。在宣传期间，话题的讨论量同比增加了84%，
广告占有率则增加了16%。Anker借助此次营销活动，成
功地为Anker Nano赢得了消费者喜爱，并进一步加强了
自己“功能多样、充电专家”的品牌形象。

营销策略

Twitter是众多消费者在疫情期间最常使用的社交平台之
一，同时也是科技达人、电视迷、游戏玩家的聚集地。
Twitter上庞大的用户群体与精准的用户画像，在确保
Anker获得期待的观看量的同时，也能准确触达Anker的
目标用户人群。

但疫情期间，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发生了极大改变：#WFH
（work from home；在家办公）意味着用户能够随时随
地为手机进行充电，让手机电量始终保持满格。作为知名
充电设备品牌，Anker担心疫情前“电量焦虑”的痛点是
否依然能够触动现在的消费者。

产品功能多样，并切实满足用户的核心需求，是Anker在
北美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疫情前，Anker发现用户
存在“电量焦虑”，希望能随时随地为其电子设备充电。

宣传期间，话题的
讨论量同比增加了

但疫情期间，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发生了极大改变：#WFH
（work from home；在家办公）意味着用户能够随时随
地为手机进行充电，让手机电量始终保持满格。作为知名
充电设备品牌，Anker担心疫情前“电量焦虑”的痛点是
否依然能够触动现在的消费者。

84

%
Anker Nano的营销活动浏览高达

通过Twitter的数据分析，Anker发现在家办公不等于没
有“电量焦虑”。在家办公的父母、马拉松电视剧迷、以
及游戏重度玩家等用户仍然希望手机能够在15分钟内充
满电，好让他们继续专注眼前的任务。

Twitter平台的数据显示，多种呈现形式的视频
广告比单一制式的视频给用户留下深刻印象的可
能性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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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心声

“Twitter是Anker在打造全球化品牌的路上重要且长期的合作伙伴。在与Twitter团
队高效且密切的合作之下，Anker在目标市场的品牌打造成效显著。期待未来能继续与
Twitter同行，探索更多的创新品牌营销方式，持续拓展品牌影响力。”

%

22

Anker品牌营销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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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代理商行业

中国出海代理商行业领导品牌榜单
Adways

公司名：株式会社ADWAYS

Beyond Everything Internet.

Adways成立于2001年2月，总部位于东京，为东证上市企业。

Madhouse

亿动广告传媒（Madhouse Inc.）是蓝标传媒旗下子品牌，成立于2006年，一直
专注于移动端广告的程序化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优化移动营销的投入和扩大海外市
场。亿动广告传媒不仅帮助品牌广告主在中国市场与目标受众深度沟通，建立品牌
知名度和增强消费者购买意向，也为移动应用、中国品牌和电商在全球范围内提供
移动营销解决方案，为其产品招募更多高质量的用户。

Meetsocial Group

飞书深诺集团成立于2013年，是专注海外数字营销解决方案的综合服务集团。 秉
持着“用数字有效联结中国企业和全球消费者”的愿景，创立初期，公司就凭借多
家国际头部媒体的中国广告代理资质，成为出海广告投放的领军企业。随着越来越
多的中国企业出海，为了满足其更为多元的商业和营销需求，飞书深诺不断拓展自
己的技术与服务能力，并根据出海营销场景提供可定制组合的全链路产品化服务。
如今，飞书深诺已经成为中国领先的以科技和数据赋能的出海数字营销平台，为超
过8000家企业提供包括可定制化解决方案服务、SaaS服务及其他营销服务在内的
全面数字营销解决方案。飞书深诺服务客户多数为直接客户，其中有多家企业位列
《中国全球化品牌50强》榜单，如：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携程、小米、
OPPO、一加手机、中国国航、安克、SHEIN、趣加游戏、中国国际电视台、大疆创
新、中国南方航空、莉莉丝、网易、科沃斯、智明星通、龙创悦动、BIGO、沐瞳科
技、创智优品、Zaful、京东、Gearbest及龙腾简合等。年度管理营销预算逾250亿
人民币。

公司名：亿动广告传媒

Adways擅长整合营销，致力于不断提高客户ROI。我们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推广一
体化贯通的营销解决方案。以多媒介为手段，依托敏锐的市场洞察，为客户提供品
效结合的专业化服务。

BlueVision

蓝瀚互动通过为中国品牌出海提供全方位服务——目标市场深度调研、品牌传播策
略、内容本地化创意、数字广告投放策略、全球户外广告投放、海外舆情数据分
析、全球KOL营销活动和海外PR传播——充当中国出海企业的前哨兵和智囊团，帮
助中国出海品牌真正建立世界范围的品牌力认知，在全球展示中国品牌的竞争力与
号召力。未来，蓝瀚互动将持续加大在出海营销领域的产品和人才方面的投入，不
断提高自己的技术、创意和服务能力。通过高价值的服务获得可持续的发展，链接
广告和科技、链接中国和全球、链接客户和用户是我们的使命和目标。

CyberAgent, Inc.

CyberAgent（以下简称CA）是一家总部位于日本东京的综合性网络服务公司。旗
下业务包括互联网广告、媒体运营、手游研发等多方面。目前已在日本、中国、越
南等多个国家设立办公地点，全球总员工超过5000名。CA拥有高质量广告投放平台
AMoAD、Dynalyst等，且日本著名博客网站Ameba Blog以及日本领先互联网电视
Abema也均隶属CA集团。

公司名：蓝瀚互动

公司名：CyberAgent, Inc.

CyberZ

公司名：株式会社CyberZ

IREPCHINA

公司名：北京艾睿普广告有限公司

其中互联网广告事业部与各国知名厂商长期保持良好合作，助力多款产品成功出海
日本。与此同时，CA也在致力于素材AI预测等更有助于优化广告效果的独家功能研
发。除了与广大厂商丰富的合作经验，CA也荣获多家媒体大奖、钻石合作伙伴等行
业认证。
CyberZ是一家专门提供智能手机广告代理公司。业务内容广泛，包含职能手机广告
的投放、效果验证、户外广告与线上广告制作、TVCM、明星代言、IP联动、电竞大
赛、周边制作等。除了日本，CyberZ在旧金山、韩国、中国台湾也设立了分公司。
在协助日本国内广告主向海外发展的同时，也协助海外广告主进入日本市场发展。

公司名：飞书深诺集团

PandaMobo

公司名：久其数字传播（香港）有限公司

SEPTENI

公司名：七域广告（北京）有限公司

此外，CyberZ也拥有专业游戏视频直播平台“OPENREC.tv”、日本领先电竞品
牌“RAGE”、电竞大赛运营“株式会社CyberE”，以及周边产品制作“株式会社
eStream”。
北京艾睿普广告有限公司（IREP CHINA）是一家专注于中国手游公司出海日本市场
的广告代理商。公司隶属博报堂旗下，总部位于东京，目前在美国、日本、中国、
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开设120多个办公地点。
IREP CHINA拥有提供线上与线下的一站式整合营销方案的全方位媒体资源。特别擅
长于TVC/直播等品牌活动与Twitter的品效合一营销推广，已有众多手游成功案例。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迎合国内厂商的需求，在原有服务内容之上，公司加强了日本
本地化咨询服务，与广告主一并从上游设计到下游的营销主题制定以及落地，提供
提案的统一性，来保证手游的成功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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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DO

公司名：广州钛动科技有限公司

PandaMobo 熊猫新媒是“互联网+”出海解决方案提供商，隶属于上市公司久其软
件，是久其数字传播核心成员。

作为Twitter的官方合作伙伴，我们致力于帮助中国企业走向全球，通过海外媒介投
放、海外品牌策略咨询、海外本地化运营、新媒体大数据服务四大核心业务模块，
为APP、游戏、电商、电子快消工业品、旅游文化等行业提供专业、高效、创新的
出海解决方案，构建中国企业的“互联网+”全球传播生态。
Septeni总部位于东京，是日本领先的互联网广告公司之一，在包括美国和韩国在内
的8个国家设有11个分部，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营销支持。凭借我们在广告优化
和创意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积累，Septeni构筑了在数字营销领域的完整的服务体系，
并在多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而在以Twitter为轴心的线上品牌推广方面，更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拥有各类的成功案例。近年来，通过与日本领先的综合广告公司电
通的强强战略合作，Septeni进一步拓宽了传统的线下营销业务线，从户外广告到电
视广告，致力于以更高更全的标准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服务。
钛动科技是基于大数据和商业智能的国际化企业服务公司，以服务客户为中心，通
过技术能力抽样提高全球商业运营效率，打造能有效帮助客户的一站式平台。

公司业务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于1000+客户，连接10000+全球垂直及
综合媒体资源，是今日头条、谷歌、Facebook、阿里巴巴、Lazada等业内领先企
业的资深合作伙伴。
钛动科技以客户需求为导向，通过全球领先的商业智能技术和定制化服务进行深度
效果推广和全球渠道覆盖，为客户在精准获客、品牌营销和线上渠道建设等多个维
度全面提升并迅速占领海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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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代理商行业

行业概览

能否成功出海往往取决于广告和营销策略是否有实
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早已不合时宜。对于大多
数中小企业而言，品牌营销始终是一个必须直面的挑战。
为了帮助他们在海外迈出第一步，广告代理商必须提供更
有效、更快速、更灵活的服务。

2021年，Twitter将代理伙伴关系网络从去年的4家扩展
到了6家，现共有2个代理合作伙伴以及4个高级代理合作
伙伴。这让想要通过Twitter洞察市场，展开社交攻势的
代理商有了更多的选择，并取得更深入合作的机会。
广告代理行业也面临着新的市场变化的挑战。邓恺筠指
出：“不少企业开始通过内部的营销团队直接联系流量主
来进行投放，而不是选择外部的广告代理商。”为避免这
一趋势带来的冲击，代理商需要为客户带来独特的价值，
从而使客户选择继续合作。而无论何时，海量的数据、优
秀的洞察，以及在全球各地执行品牌战略的能力，都是对
代理商最关键的考验。与Twitter等平台在API和创意方面
的合作，将有助于广告代理商向客户展示自己的价值。

中国企业早期更重视流量、销量等直接指标。现在，它们
在品牌建设等方面也开始发力。中国广告代理商亦需要着
力于赋能中国企业的品牌管理意识和品牌营销能力。

中国的广告行业发展迅速。中国国内互联网广告业一直在
持续增长。咨询公司普华永道（PwC）的研究显示，预计
到2025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将达到约1175亿美元，
年复合增长率为10.1% 23。虽然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广告行
业遭遇了一定的挫折，但在疫情后的恢复期，出海企业比
以往更加迫切地希望看到流量和销售的增长，同时也有比
先前更强烈的、进军不同市场的需求，这为广告代理商创
造了拓展海外业务的良机。

对中国CMO的启示
在接受奥美调研的
中国首席营销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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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认为对寻求全球化的中国公司
来说，文化差异是其实施人才战略
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24

根据奥美2020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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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一直是困扰企业拓展海外市场的最大难题之一。因
此在陌生的海外市场中，广告代理商们就成为了企业可以
信赖的重要伙伴。但代理商们如果想要顺势将业务开拓到
日本、北美以外的其他市场，就需要快速了解当地市场，
以具备开展业务的能力。

Twitter可以为代理商们提供对话分析、话题趋势更新
和品牌定位梳理，使其有能力充分了解当地市场和文化
环境。

近年来，Twitter的Trends Takeover和Twitter Amplify
受到中国企业的广泛认可。许多企业已经通过投放相关广
告，收获了大量海外用户的关注。Twitter大中华区渠道
业务总经理邓恺筠表示：“我们的用户经常在Twitter上
与中国公司互动。他们关注中国的品牌，在Twitter上观
看它们的直播，安装它们的应用程序等。对中国企业来
说，他们已经掌握在Twitter平台进行品牌营销的基本策
略和方式了。”
中国企业能在Twitter上成功打造影响力并实现自己的营
销目标，与代理商逐渐熟悉Twitter平台的营销规则紧密
相关。相比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的双向反馈机制，更容易
培养营销工作者对本土市场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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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受访首席营销官认为，
适应当地政策和法规是其实
现全球抱负的头号挑战。

广告代理商行业

广告代理商行业

丰富组合拳策略，Madhouse帮助
新游戏成功亮相日本市场

Twitter秘籍

定制预热及维持预热策略

@MadhouseChina

给点儿甜头

代理商必须精准规划活动时间，在有限的时间内达成目
标，因此需要格外注意准确性与时效性。Twitter提供了
丰富的工具以助力品牌营销实现这些目标。

线上抽奖互动向来是社交网络营销的利器。对资源多样的
游戏类产品来说，较小的抽奖成本，可以撬动巨大的营销
回报。针对资深玩家，可以使用游戏内资源类型的奖品，
刺激他们参与互动营销，维持忠诚度。而在发展新玩家
时，可结合游戏外的奖励，实现引流目标。

首发是否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产品的后续热度是
否能够达标。因此，活动开始前的准备是重中之重。首
发阶段，品牌可通过网页点击（Website Click）、应用
安装（App Install）、关注者和推文推荐（Promoted
Tweet）产品广告等服务来提升品牌曝光度和产品知名
度，让更多受众参与其中。

打造并运营良好的游戏社区环境，是游戏在营销方面取得
事半功倍效果的关键因素之一。针对知名玩家、同人作
家、攻略作者、视频作者等游戏社区的杰出贡献者，游戏
运营方也可给予奖励，鼓励他们继续投身其中，为游戏提
供多样化的宣传素材，以自身为焦点带动社交网络的热
度。即使游戏领域的意见领袖（KOL）并不多，仍可在社
区内举办有奖同人大赛等形式的线上活动，以此来发掘忠
实玩家。

随后，使用应用安装（App Install）和推文互动（Tweet
Engagement）广告来瞄准最有价值的受众，通过优化推
广活动来提高安装量、取得最直接的数据成果，也能够推
动品牌和产品精准触达目标受众，并获得持续关注。

直接从Twitter上学习吧

组合投放，放大广告影响力

广告代理商必须比客户更加熟悉本土市场及其最新趋势，
否则就难以展开跨文化的交流，也可能错过社交媒体上的
热点。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可以直接通过与平台的合作迅
速实现。大型平台往往都会帮助自己的代理合作伙伴改善
认知，Twitter也不例外。

Twitter发现，传递品牌信息时，采用较短、较简洁的视
频内容更为有效。当核心信息在一条视频广告的前三秒内
传达给观众时，总体受关注度会增加13%。因此，如果希
望最大程度地提升品牌影响力，视频时长应该控制在15
秒以内25。

与时俱进始终是广告代理商必须直面的挑战。Twitter
Flight School Live可以为合作代理商提供培训。通过定
期举行的网络研讨会，合作代理商可以了解Twitter产品
及广告解决方案的更新，以更好地使用Twitter平台为客
户提供服务。

突出内容亮点、直击目标受众是制作营销视频时需要格外
考虑的两大因素。Twitter的研究发现，如果产品出现在
视频广告的开始阶段，观众对产品的兴趣度会增加24%，
点击意向会增加34%。此外，当视频内容呈现出用户对产
品的积极互动或渴求时，观众的总体反馈会增加40%26。

依赖单一产品，效果不如多种组合尝鲜。使用两到三种
广告形式的组合，能够显著增强品牌在Twitter广告的影
响力。

机遇

日本手游市场发展相当成熟：经济发达、动漫偶像等二次元
产业发展完备、网络覆盖率高、用户有较成熟的游戏习惯。
2020年，日本市场移动应用和游戏用户的支出高达202.2
亿美元，仅次于中国与美国 27 。考虑到日本人口远低于
中、美两国，日本用户在移动游戏与应用方面的支出相当
可观。
另一方面，虽然日本市场拥有全球最高的每用户平均收入
（Average Revenue Per User，简称ARPU），但本土老
牌游戏常年霸榜应用商店，移动游戏产业垄断明显。中国
游戏公司希望能给日本市场带来新鲜血液。

中国游戏公司Moonton于2021年6月3日在日本市场推出
了新的手机游戏《阿克夏战记～黎明默示录》（《アカシ
ッククロニクル～黎明の黙示録》，以下简称：《黎明默
示录》）。游戏上线之前，Moonton希望能通过多元的
营销手段，吸引日本玩家参与游戏互动，进一步认可游戏
品牌。
游戏是Twitter平台上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在日本市
场，Twitter也一向是游戏公司宣传的重要阵地。此次新
游戏上线的社交推广，Twitter自然是Moonton与日本玩
家建立沟通的不二选择。作为Moonton的广告代理商，
Madhouse熟悉Twitter平台营销玩法，并具备多年日本
市场本地化服务经验。Madhouse很快就锁定了游戏的目
标用户：对卡牌游戏、中重度游戏感兴趣的13岁至35岁
的年轻玩家。此后，围绕游戏官方账号@AkakuroJP，
Madhouse展开了一系列以奖励、抽奖为主的营销活动。

营销策略

客户心声

“通过Twitter在日本市场的独特优势，我们能够接触到所有的玩家，并直接与玩家展开
沟通。@AkakuroJP 通过首屏广告（First view）收获了一大批核心玩家，也带来了
丰厚的利润。也感谢多年合作伙伴Madhouse一直以来的专业支持，为我们的海外媒介
采买、游戏推广提供了富有洞察力的方案与建议。”
高之量，@moonc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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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海外用户增长总监

Moonton

在Madhouse的建议下，该游戏针对日本二次元受众群
体做了调整。例如：出于对日本二次元赛道玩家的深度
理解，Moonton在日服（日本服务器，用户多为日本本
土玩家）上线这款游戏时，没有沿用其他外服（海外服
务器，用户多为海外用户）的标题《Mobile Legends:
Adventure》，而叫作《アカシッククロニクル～黎明の
黙示録》（《阿克夏战记～黎明默示录》）。

在锁定目标用户后，Madhouse使用Twitter的关键词和
相似用户精准定位功能，快速与潜在玩家建立连接。之
后，针对这些用户的习惯和偏好，Madhouse 通过互动
广告（Engagement Ads），展开了一系列营销活动。
•

•

•

日常运营
在游戏的每个活动节点发布互动广告和抽奖机制信
息，也利用七夕节等现实中的节日、热点话题顺势营
销，维持了游戏日常的热度。

限定活动
Madhouse面向同人爱好者发起了“夏装同人图”活
动，并设立总奖金高达130万日元的各类奖项，以此发
展和维持游戏在Twitter平台上快速壮大的社区，并利
用该社区持续为游戏的热度升温。
PV（Promotion Video，推广视频）公开游戏角色
围绕游戏角色的营销，更容易使其在社交网络创造记
忆点，夯实游戏品牌的根基。游戏角色的推广视频上
线时，Madhouse利用抽奖进行顺势营销，以购物卡
和游戏内代金币作为奖品，邀请用户关注游戏官方账
号、转发幸运召唤图和抽奖信息、有奖回答游戏内的
相关问题、讨论自己最喜爱的游戏角色。

这些活动在回馈玩家的同时，也增强了玩家的参与感，制
造了活跃的社区氛围，使得早期玩家自发成为游戏的宣传
大使，并成功帮助品牌宣传游戏内容，发掘潜在玩家。

熟知Twitter营销生态和常用策略，让Madhouse成功帮
助这款新作上线，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热度、保持增
长，活动营销效果事半功倍。Madhouse使用的许多策略
及Twitter的广告产品，在实践中被反复证明有效。通过
大量的互动广告，了解一线用户的直接反馈，既培养了代
理商对本土市场的洞察力，又能使他们在未来更敏感、更
快速地开展营销活动。

卓越成果

通过富有创意的前宣和预热，《黎明默示录》预约玩家
迅速突破四十万人。登陆日本首日（6月3日），即冲上
免费游戏榜单第二位，上线当周占领日本市场免费游戏
榜单第一名。发布后短期内一直保持在日本iOS畅销榜前
30名。

作为放置游戏，《黎明默示录》的时间奖励高、SSR出货
率高、立绘质量广受好评。美术风格上，《黎明默示录》
的片头动画、动态立绘、角色召唤与必杀特写，直指日卡
契合日本玩家偏好的社交媒体运营和活动策划，使得游戏
赛道，迎合日本玩家审美。游戏主线全程配音，有日高丽
社区互动活跃，高达78%的日本玩家都对游戏给出好评，
菜、子安武人、田村由加莉、田中理惠等数十位大牌声
圆满达成上线期待。
优坐镇。优质的游戏视听体验，进一步围拢二次元玩家
群体。因此，游戏本身的特色，成为了Madhouse的营销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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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

娱乐
从韩国的小众文化，到举足轻重的世界流行风向标，
K-pop在Twitter上风靡已久，收获了大量粉丝和讨论。
目前，Twitter上已有超过300个K-pop话题可供关注。通
过这些话题，许多韩国明星与他们的粉丝一起，构筑了丰
富多元的全球化K-pop社群。

单前二十的提名。由此可见，K-pop正在不断拓展全球影
响力。

去年是K-pop话题标签#KpopTwitter诞生的10周年。这
些年来，K-pop社区的粉丝一直由年轻群体主导。他们喜
好新鲜事物，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偶像明星的线
下活动大幅度减少，但他们却找到了与粉丝互动的其他方
法。BTS (@BTS_twt)、NCT （@NCTsmtown）、EXO
（@weareoneEXO）和BLACKPINK （@BLACKPINK）
等顶级韩国流行歌手及组合，都在去年发布了新作品，
并通过线上活动持续曝光。例如，BTS的《Butter》、
GOT7的《Breath》和NCT 2020的《RESONANCE》等歌
曲的发行，都在Twitter上引起了粉丝们的热烈讨论28。

作为Twitter上最具全球化特征的社区之一，K-pop社区
火爆的讨论热度高度依赖于海外市场。在与K-pop相关的
对话数量上，韩国在所有国家及地区中仅排名第三，而受
利于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与K-pop相关的讨论在新兴市场
的表现尤为亮眼。2020年，印尼和泰国的K-pop对话量
仅次于韩国、菲律宾和美国，分别位居第四和第五位；南
美洲的巴西和墨西哥也进入了榜单前十。值得一提的是，
2020年，印度首次进入了榜单前十，西班牙也获得了榜

Twitter与MAMA

K-pop在新兴市场攻城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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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美国的K-pop热度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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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依据：Twitter上K-pop相关独立用户作者数量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0.12.31  |  数据源：Twitter

Twitter上被讨论最多的韩国组合

BTS
@BTS_twt

6

2020年，与K-pop相关的推文多达

67

亿条

TREASURE
@treasuremembers

2
NCT
@NCTsmtown

7
SEVENTEEN
@pledis_17

3
EXO
@weareoneEXO

8
TXT
@TXT_members

4

5

BLACKPINK
@BLACKPINK

GOT7
@GOT7Official

9

10

TWICE
@JYPETWICE

ATEEZ
@ATEEZofficial

统计依据：该艺术家被提及的次数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0.12.31  |  数据源：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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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大获成功

#2020MAMA 和 #MAMA2020 在全球
68个市场的Twitter实时趋势中名列
前茅。2020年10月29日到12月6日期
间。
2020 MAMA相关的推文多达

1.26亿条

统计依据：与K-pop相关的推文数量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0.12.31  |  数据源：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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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et Asia Music Awards）

游戏与电竞
电子竞技是游戏领域中最为大众所熟知、讨论热度最高的分支之一。近年
来，《刀塔2》国际邀请赛以及《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都受到了大量的
关注。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一部分线下电竞比赛被推迟甚至取消；
但得益于直播平台的支持，电竞市场仍在2020年获得了不错的收入增长。
Newzoo在《2021全球电竞与游戏直播市场报告》中预测，2021年，全球电
竞市场收入将从2020年的9.471亿美元增至2021年的10.84亿美元，年同比增
长率14.5%。

疫情让人们的出行机会变少，更多的居家生活使游戏玩家的数量迅速上升，
这为未来电子竞技比赛培养出了更多的潜在观众。根据Newzoo《2021全球
游戏市场报告》中的预测，2020年至2021年，玩家数量将增长5.4%
电竞从业者和爱好者群体极具多样性，无论是联赛、俱乐部、战队、选手、
解说、还是意见领袖（KOL）以及粉丝，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渠道来发声、宣
传与交流，这让易于分享信息的社交媒体成为他们之间日常交流的首选。此
外，对于游戏发行商、游戏媒体、流媒体和娱乐内容提供方，社交媒体同样
是不可或缺的舆论阵地。
2021年，游戏和电竞在Twitter上的热度并未消减。从《使命召唤》联赛
到《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等电竞赛事，从E3电子娱乐展（E l e c t r o n i c
Entertainment Expo）到夏日游戏节等行业展会，玩家们通过Twitter时刻了
解行业动态，推动平台上游戏相关推文同比增加了18%。

从新游戏发布、版本更新，到赛事热点、支持的队伍和选手，全球各地的玩
家在Twitter上讨论关于游戏的一切。日本、美国和韩国分别位列于“2020年
游戏讨论推文数量最多的国家及地区”的前三名。即便受到疫情影响，《英
雄联盟》《使命召唤》《守望先锋》《无畏契约》等电竞赛事的热度依旧保
持只增不减。
新游戏及游戏未来发展趋势一直是游戏玩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在今年的E3
期间，《塞尔达传说：旷野之息》的续作——《艾尔登法环》《战地2042》
《光环：无限》《极限竞速：地平线5》成为Twitter上讨论热度最高的新游戏
作品29。
Twitter上游戏讨论热度最高的国家和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日本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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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神》的横空出世

Twitter上讨论热度最高的前十名电子游戏分别是：

2020年毫无疑问是属于《集合啦！
动物森友会》的一年。然而，今年
在Twitter上用户讨论热情最高涨
的游戏，却是来自中国公司米哈游的
《原神》。

1

2
原神

6

三款中国游戏公司出品的游戏登上榜
单，《原神》更是喜夺冠军。这将是
一个重新评估中国游戏品牌是否受全
球欢迎的良好时机。

荒野行动

Apex英雄

偶像梦幻祭

7

8

堡垒之夜

怪物猎人

4

5

最终幻想

集合啦！动物森友会

9

10

命运/冠位指定

我的世界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1.06.01  |  数据源：Twitter

对E3讨论最多的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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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1.06.01  |  数据源：Twitter

新兴的Twitter Spaces

Twitter Spaces是Twitter为用户提供
的一种全新的对话平台；用户可以通
过创建线上聊天空间，用语音直接互
动。当用户关注的账号开启Space或
在Space中发言时，它将以紫色气泡
的形式出现在用户的时间轴顶部。当
以听众身份加入Space后，用户能够
使用表情符号做出回应、任意浏览嵌
入的推文、查看字幕、发布推文、私
信分享Space、或提出发言请求。

目前，游戏社区中已经涌现出一些令人惊叹的S p a c e s。以下是T w i t t e r
Spaces收听次数最多的前五名意见领袖 (KOL)：
Twitter Spaces上收听次数最多的前五名意见领袖

1
@Ranboosaysstuff
[5.29.21]

2
@TubboLive
[5.5.21]

3
@Alpharad
[5.7.21]

4
@BadBoyHalo
[6.13.21]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1.06.15  |  数据源：Twitter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  统计期间：2020.01.01 ~ 2021.06.01  |  数据源：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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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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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Class
[5.3.21]

移动电商
与购物相关的话题在Twitter上一向流行。2020年1月1日
到2020年6月21日，不到半年时间，与购物相关的推文数
量就超过5300万条，同比增长36%。

庞大的用户基础及其普遍的网购习惯，加之对购物话题的
积极态度，让Twitter成为了品牌在购物节进行营销推广
的理想平台。圣诞节等大型购物季，亦会吸引许多用户参
与讨论。

据2021年第一季度Twitter的统计显示，在东南亚地区，
66%的用户每周都会参与网络购物，35%的用户每周都会
在电商平台购买食品杂货。此外，在用户中，“购物节”
本身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话题。2021年4月25日当天，购
物相关的推文数量就超过了280万条。用户对有关“购物
节”话题的营销也并不反感；在Twitter上，39%的用户
对“购物节”持积极态度。

推特上的购物节庆热点（数据为美国地区）

购物节营销对品牌至关重要。许多品牌在Twitter上的热
度，甚至会与购物话题本身的热度相关，呈现出随购物季
变化而改变的趋势。因此，围绕购物节提前做好营销工
作，有助于吸引更多潜在消费者并将其转化为客户。

Christmas

用户会通过推文表达购买意向，这些推文是品牌洞察市场
的重要依据。以东南亚地区为例，在所有表达购买意向
的推文里，与手机相关的推文达到19.5%，与其他科技产
品相关的推文达到18.2%，与时尚、服饰相关的推文达到
18.4%。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地区的Twitter用户对消
费电子类产品的热情相当高。
做出网购决策的用户中，59.2%的用户认为“包邮”非常
关键，51.5%的用户更看重优惠和折扣，另有40.7%的用
户看重快捷、简单的下单支付流程。这些都为品牌设计定
价方案、购物流程等提供了参考依据。

在东南亚用户中，73%的用户认为推文会增加他们搜索
商品的意愿，50.2%的用户认为推文会激励他们寻找更划
算的商品，61%的用户认为推文提醒了他们使用优惠或
折扣。同时，51.3%的用户更愿意购买其他用户评价过的
商品，37.4%的用户愿意购买在社交媒体上口碑良好的商
品。社交媒体对消费者决策产生的全方位影响，使在社交
媒体上的营销具有良好的转化效用。

+10%
对话量提升

+3%
销售额提升30

东南亚地区最受欢迎的购物节话题标签：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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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peexmamamoo
#shopeeid
#44shopeemamamoo
#selalubelanjadishopee
#thrdarishope

Halloween

推⽂量18M

推⽂量18M

Black Friday

推⽂量16M

New Year’s

Thanksgiving

推⽂量49M

Cyber Monday

推⽂量3M

推⽂量560K

Hanukkah
推⽂量 280K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Semantic Core）   |  统计期间：2020.10.01 ~ 2021.01.02  |  仅限美国

东南亚地区用户月均网购最多的五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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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物

鞋类

洗发水

书籍

清洁用品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激励东南亚地区用户网购的五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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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51.5%

51.3%

40.7%

37.4%

包邮

优惠或折扣

其他用户的评论

快捷、简单的浏
览、下单、支付
流程

大量点赞或
社交媒体上的
良好口碑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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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Twitter是体育迷们的一站式参与平台。用户可以在Twitter上观看赛事直播、
参与赛事讨论、甚至与运动员直接互动。与体育相关的话题总能在Twitter上
引发全平台、跨国界的热烈讨论。

2020年，新冠疫情曾导致许多体育赛事被迫中断，但公众对体育话题的兴趣
依然如常。而2021年初始，随着各大赛事纷纷重启，体育迷的热情再次被点
燃，体育话题在Twitter上迎来一波又一波的热潮。尤其是2020年的欧洲杯和
东京奥运会，被用户广泛关注和讨论。

受疫情影响，两大赛事时间均有延迟。2020欧洲杯实际举办于2021年6月
12日至7月12日，但主办方为纪念去年每个人为防疫做出的努力，仍然保留
了“2020”的名字。同样的，2020东京奥运会的实际举办期为2021年7月23
日至8月8日。
据Twitter统计，2020欧洲杯期间，四成的受访用户比平时更多地使用
Twitter；近七成的用户希望在不能观看直播时，参与到更多的粉丝活动中；
近半数的用户认同在Twitter参与讨论令他们与比赛的距离更近。

当下，Twitter是球迷观看和讨论比赛的重要平台。今年5月至8月，有关2020
欧洲杯的推文超过了2900万条。Twitter上的球迷非常活跃：90%的球迷观
看了2020欧洲杯；73%的球迷使用Twitter浏览赛程和比分；有一半使用
Twitter的球迷有固定支持的球队或联盟；同时，有82%的球迷表示，即便他
们支持的球队遭到淘汰，他们仍然会继续观赛。
东京奥运会牵动了全球体育爱好者的心。2020东京奥运会期间，与之相关的
对话展示量超过了823亿。

Twitter上热度最高的东京奥运会运动员，是获得女子滑板街式比赛银牌的巴
西小将Rayssa Leal（蕾莎·李尔），她摘得银牌时还不满14岁。而美国体操
名将Simone Biles（西蒙·拜尔斯）和印度标枪选手Neeraj Chopra（尼拉吉·
乔普拉）则分别位于热度榜的第二名和第三名。

赛事方面，排球、足球、滑板三项运动，在Twitter上获得了最多的用户讨
论。其中，滑板运动作为首次入选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初次亮相就受到
了广泛关注，位列榜单第三，累积收到超过1400万的推文。
值得一提的是，Twitter还为体育爱好者们推出了“科普式”的互动体验：当
用户发布推文时，内容中带有话题标签 #ExpertEngine @Olympics 并提及某
项运动，就会自动收到一条与该运动相关的教学视频。

新冠疫情下，大量体育活动陷入停滞，或者被迫以不同寻常的形式回归。即
使举办赛事，也会配合防疫工作，减少观赛人数，甚至禁止现场观赛。在体
育赛事的观赛、传播模式迅速转变的当下，Twitter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社群
聚集的平台之一，帮助众多体育爱好者重聚，并再次融入到赛事中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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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期间Twitter上最多
使用的表情符号：

1

#

1

排球

2

足球

3

篮球

4

滑板

5

体操

#

2

#

3

#

4

#

5

#

#

#
#

东京奥运会期间，Twitter上
热度最高的体育项目：

#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最受关注的欧洲球员
英国：
拉西姆·希特林（@Sterling7）
哈里·凯恩（@HKane）
马库斯·拉什福德（@MarcusRashford）
梅森·芒特（@MasonMount_10）
杰克·格里利什（@JackGrealish）
菲尔·福登（@PhilFoden）
卢克·肖（@LukeShaw23）
特伦特·亚历山大-阿诺德（@TrentAA）
哈里·马圭尔（@HarryMaguire93）
德克兰·赖斯（@_DeclanRice）
乔丹·皮克福德（@JPickford1）

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
布鲁诺·费尔南德斯（@B_Fernandes8）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ristiano）
基利·安姆巴佩（@KMbappe）
雷斯·贝尔（@GarethBale11）
凯耶·哈弗茨（@KaiHavertz29）
凯文·德布劳内（@DeBruyneKev）
保罗·博格巴（@PaulPogba）
基兰·蒂尔尼（@KieranTierney1）
弗尔吉尔·范戴克（@VirgilvDijk）
安东尼奥·吕迪格（@ToniRuediger）

统计依据：Twitter内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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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尾注

Twitter利用众多广告产品与解决方案，帮助客户与目标受众互动。以下是部分最常用产品列表。

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hnkoetsier/2021/04/29/apple-xiaomi-oppo-vivo-all-grow-phone-sales-more-than-40/?sh=44f32c396aad

3

Twitter Insights US. Base https://marketing.twitter.com/en/insights/financial-outlook-2021-twitter

对话卡 (Conversational Card)

2

Twitter Internal Data from Jan 1st to October 31st of each year. The US only. Data retrieved November 2020.  

4

GroupM +Twitter, EyeSee, TVCs vs Optimized Ads on Twitter, December 2018

含引人注目的图片的推广推文，包括可定制标签以及行动号召按钮。用户点击这些行动号召按钮后，
会生成一个已经预先填好内容的推文，用户可以修改或直接推出。它们提醒用户将信息传播给关注
者，进一步扩大覆盖范围。对话卡广告获证明是与客户交流的有效方式，促使他们分享信息。

6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20-12-18/1575287.html

8

Twitter Internal Data, Japan, 10/25/20 - 11/30/20

#Explore浏览选项卡

10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e-commerce-jumps-267-trillion-covid-19-boosts-online-sales

#Explore选项卡为用户提供了列表形式显示的本地热门话题，可看到不同分类中的热门讨论。

首屏广告 (First View)

首屏广告帮助品牌在24小时内独享Twitter最宝贵的广告位，实现大范围受众触达，是Twitter记忆度
最高的广告形式。当用户在广告投放当天第一次访问Twitter app或者登陆Twitter网站时，品牌的推
广视频会出现在首页最上方的广告位。

点赞提醒 (Like for Reminder)

用户如订阅点赞提醒，会通过标签、转发或点赞，获提醒进入每周的关注点。如果Twitter上有现场
活动，Twitter可直接让用户进入观看。

推广趋势聚焦 (Promoted Trend Spotlight)

推广趋势聚焦是一种置顶广告产品，将视频与探索标签页的优质资源相结合。该广告位置是在探索标
签页的顶部焦点图位置展示图片或视频。探索标签页是Twitter趋势话题和话题标签的集合，人们在
此页面上查看最新发生的事件。推广趋势聚焦能让品牌话题在24小时内上榜Twitter热门趋势，提升
品牌话题声量。

5

7

9

https://www.appannie.com/cn/insights/reports/how-to-win-gen-z-on-mobile/

GlobalWebIndex Coronavirus research Wave 3, survey conducted in late April 2020, JP Twitter users.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tn_unctad_ict4d18_en.pdf 　

11 Kantar & Twitter Brand Cultural Relevance Research, commissioned by Twitter, U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sample, 100 US brands tested, Dec 2019

12 Erika Wang, head of industry, commerce (Greater China) at Twitter

13 Twitter Internal, January 2021, global, Data reflects averages for 2019 vs 2020

14 https://asia.nikkei.com/Business/Companies/Japan-s-Golden-Week-starts-with-food-fight-among-delivery-rivals

15 Global Web Index, Wave: Q1-2021, Japan
16 Twitter Internal Data, Japan, April 2020

17 Brandwatch, Jan 2021 - July 2021   　

18 https://theicct.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hina-race-to-zero-aug2021.pdf
19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2021-01-07/doc-iiznctkf0700301.shtml
20 Source: Twitter Internal Data. Conversations about Technology. Global.

21 https://marketing.twitter.com/en/insights/the-conversation-twitter-trends-2021/tech-life

22 https://business.twitter.com/en/blog/diversify-twitter-ad-formats-to-amplify-message.html
23 https://www.pwccn.com/en/press-room/press-releases/pr-270721.html

24 https://www.ogilvy.com/ideas/how-can-chinese-brands-achieve-global-ambition 　
25 https://business.twitter.com/en/blog/video-advertising-best-practices.html
26 https://business.twitter.com/en/blog/video-advertising-best-practices.html
27 https://www.appannie.com/en/go/state-of-mobile-2021/

28 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insights/2021/kpoptwitter-achieves-new-record-of-6-billion-tweets-globally-in-2020
29 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insights/2021/twitter-gaming-and-esports-insights-for-the-first-half-of-2021
30 GWI Survey 2021Q1, Twitter Monthly Users in markets SG, MY, ID, TH, PH, VN

31 https://blog.twitter.com/en_us/topics/events/2020/behind-the-tweets-at--tokyo2020 & Twitter Internal Data, UK, August 2020

推广视频 (Promoted Videos)

品牌可以发布视频贴，用户点击一下，即可在有效时间内播放。推广视频伴随着可靠的定向客户选择
以及单次浏览成本定价。视频出现在用户的时间线上时会自动播放。推广视频是Twitter最成熟的视
频广告解决方案，能够提升品牌指标并推动销售。

视频应用卡片 (Video App Card)

一种推广移动应用的广告形式。视频上传时间最长可达1:40，用于展现应用内容或功能。点击视频
后，将加载目标URL，视频随后移到屏幕顶部并继续播放。

视频网站卡片 (Video Website Card)

视频网站卡片使营销人员可通过视频素材来推广他们的网站，为用户打造丰富的体验。点击视频后，
将加载目标URL，视频随后移到屏幕顶部并继续播放。页面滚动时视频也随之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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