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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运动
“极限运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Extreme Sports”，是结合了一些难度较高、且挑战性较大之组合运动项目的统称，
涉及陆上、空中、水上的各个领域，随着各种单项和综合极限运动会的发展，极限运动开始广为人知并逐渐成
为全球青年喜爱的运动之一。

现在根据季节，极限运动已经发展成为夏季和冬季两大类，运动领域涉及“海、陆、空”多维空间。

夏季极限运动主要项目有：滑板、极限轮滑、小轮车、攀岩、悬崖跳水、空中滑板、高山滑翔、滑水、激流

皮划艇、翼装飞行、冲浪、水上摩托、蹦极跳等。

冬季极限运动主要包括滑雪板、雪车（机动雪橇）、雪地自行车、极限越野摩托车等。一般包括“越野”cross，

和“自由式”freestyle类型。



极限运动精神
自我超越   自我实现   勇于挑战

Life is too short to be anybody else



极限运动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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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限运动带给了年轻人一个全新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体验
既包含了运动元素

又融入了时尚  潮流  冒险的基因



在欧美等国家，极限运动已经和

篮球、足球一样成为年轻人们最

为热衷的体育项目之一。滑板巨

星托尼·霍克、单板选手肖恩·怀

特等顶尖的极限选手，已经同科

比、贝克汉姆、伍兹一样家喻户

晓。

据统计，全世界每年约有近10亿人

次做极限运动，观众更是不计其数。

与之相关的服装、器材、场地、赞

助、赛事，以及衍生的电影、电视、

场地、DVD、玩具、广告，甚至冰

激凌，每年创造的经济产值高达上

百亿美元。极限运动已经形成了一

个庞大的产业链条。

包括汽车、饮料、服装、电子产品、

运动器材、游戏产品等众多行业的

诸多品牌开始关注这一时尚运动领

域，投入资金赞助极限赛事，以期

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中国极限运动市场潜力巨大

 reference 

l 2008年国内极限运动年产值超过30亿元

l 2010年中国常规极限运动人口已经突破约1200万人

l 年轻人中关注并愿意参与到极限运动的人数比例为63%（15-28周岁）

l 年轻人中喜欢观看极限运动比赛或表演人数比例为67%（15-28周岁）

l 15-32岁核心目标人群，年轻、富有个性与激情，向往自由生活，追求各

类时下最新的科技与时尚潮流，喜欢尝试好玩和有挑战性的事物，是这

个时代最富有活力的族群

  
《中国极限运动市场投资发展分析报告》北京中经纵横经济研究院
《我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极限运动作为当今最具活力，澎湃激情，极富观赏性，最能体现人类自然和谐关系的体育活动
之一已备受公众关注，短短几十年，其高速发展并风靡全球，具有极为广阔的市场前景。

Reference

The good future of the extreme sports market



“极限运动是一项新的、引人入胜的比赛”

“相信BMX(小轮车)将会提高奥运会的知名度和观赏性，巩固奥运会对年轻一代的吸引

力”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 罗格

   罗格推行奥运“瘦身”计划，许多运动被“逐出”奥运大家庭，而小轮车、滑板等作为在

世界范围内很受年轻人欢迎的新兴运动，被列为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

   极限运动被世界各国誉为“未来的体育运动”

小轮车进入2008年北京奥运会 滑板进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



极限运动正在职业化、商业化、正规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方式，改变着整个世界的发展…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英文名：Chinese Extreme Sports 

Association ，简称：CESA）于2004年6月经过国家体育总局、国

家民政部、国务院的批准正式成立，它也是我国目前第一百个单

项体育协会。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是中国极限运动唯一的官方管理组织，

其职能是管理极限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从竞赛、市场、俱乐部、

选手等多方面进行规范管理，建立一套健康、有序的发展机制，

普及极限运动在中国年轻一代的受众群体，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

并热爱极限运动。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

勇敢

激情
拼搏

技巧

自由
风格

自信

挑战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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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天才的战场！
这里掩埋过去的辉煌！

是金子在这里总能闪光！

聚光灯！只要为我闪亮！

神奇？你会慢慢习惯！

中国极限运动独一无二的黄金赛事！

正席卷而来！





赛事包装定位：

刺激、炫酷、潮流前沿



野性、力量、技巧、激情、狂热、火爆……

这里燃烧所有的雄性荷尔蒙和肾上腺素！

主色调：黑与白
先锋的赛事形象呈现!





                                                                                       



XPRO-LEAGUE AM-Challenger

两大赛事层级

     ·  各8位顶级高手

  ·  5站巡回对决

 ·  争夺高额奖金

·  成就中国极限王者

       ·  全国五大赛区

   ·  千名业余选手

  ·  公开选拔挑战

 ·  职业晋级之路



两岸三地最强极限明星阵容 



争夺中国最高的极限赛事奖金！
单站奖金超过  5万元!

全年积分第一  15万元!

总奖金额 近70万元                       



2017年6月-8月 火热的极限盛夏！

第一站比赛：华南

第二站比赛：华西

第三站比赛：华中

第四站比赛：华东

第五站比赛：华北（总决赛）

五站比赛，五场精彩绝伦的极限盛宴！

注：XPRO-LEAGUE与AM-Challenger同步举行，具体比赛城市待定



图片仅为示意

国际标准
邀请国际顶级的极限场地设计团队倾力打造

比赛道具-专业极限运动赛道       赛道尺寸-L40m、W24m、H3m（暂定）



比赛内容



融入街球与摇滚、嘻哈说唱、打碟、B-BOX，

中国极限职业联赛赛场上，

除了极限运动，还有更多的跨界音乐元素汇集！

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潮流大趴！

先锋的酷玩达人

年轻的校园精英

最潮流的炫酷的活动既视感





序号 时间 活动安排

1 第1日 AM-Challenger 滑板现金果酱

2 第1日 XPRO-LEAGUE 滑板最佳轮次

3 第1日 说唱表演&街舞表演

4 第1日 XPRO-LEAGUE 小轮车最佳轮次

5 第1日 AM-Challenger 滑板最佳动作

6 第1日 乐队演出

7 第2日 XPRO-LEAGUE 滑板超级动作

8 第2日 XPRO-LEAGUE 小轮车最佳动作

9 第2日 说唱表演&街舞表演

10 第2日 XPRO-LEAGUE 冠军争夺战

11 第2日 颁奖盛典

注：此流程仅为示意，以实际为准



THE SHOW/演出内容

演出内容

以年轻先锋演出团体为主导，融合各种潮酷的演出形式，贴合当代年轻人群的关注热点

潮流乐队 炫酷街舞 嘻哈说唱 街头篮球

B-BOX表演 自由轮滑 激光秀表演

还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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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极限职业联赛规划节奏

官方网站上线

预热期

活动期

长尾期

媒体营销传播

赛事启动发布会

预热宣传视频

参与明星视频发布

种
子
视
频
发
布

线
上
+
线
下
互
动
活
动

官网报名 获取活动资格

新闻发布会

多社区合作 官网主页导流

视频媒体合作 视频前期炒作

SNS媒体前期话题炒作

相关平面媒体软文宣传
微
博
/

微
信
全
程
社
会
化
媒
体
宣
传

应用APP合作
（美拍/微视/美图秀秀）

活动开始

官网就本次活动进行视频总结

网友长时间分享互动

网友粘性互动 平台内容丰富化

视频网站（优酷/土豆/美拍/微
视）活动短视频传播

社会化媒体内容软性营销支持
(论坛/微博/微信）

社区合作（天涯论坛/虎扑论坛）

电视媒体内容合作

提升知名度

传播目的

提升参与度

建立XPRO-LEAGUE品牌形象

平面媒体（体坛周报/体育画报）

官网报名 获取活动资格

PUBLICITY/赛事传播



Text

Text

MEDIA/合作媒体



网络媒体：200家 

平面媒体：20家 

电视媒体：10家 

视频媒体：10家 

新媒体：20家 电台媒体：5家 

电视媒体 电台媒体官方媒体

杂志媒体 线下媒体报纸媒体

视频媒体 SNS自媒体网络媒体

新闻
发布

现场
记录

特别
企划

活动
专访

深度
报道

新闻
发布

视频
传播

口碑
营销

终端
送达

活动
专访

视觉
露出

活动
专访

MEDIA MATRIX/媒体矩阵



新浪微博是一款为大众提供娱乐休闲生活服务的信
息分享和交流平台，中国自媒体与网红的聚集地。

猫扑论坛是专注于最全体育赛事直播,体育视频,图片
及原创体育新闻,分析等深入内容,拥有良好氛围的体
育论坛.

贴吧即百度贴吧，是百度旗下独立品牌，全球最大
的中文社区。

优酷是中国领先的视频分享网站，也是中国最大的
UGC视频网站，日均点击率超过6亿次

腾讯网是中国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根据Alexa的网
站排名，腾讯网按流量排名全球第7位。

活动官方平台：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

战略合作媒体：

电视媒体战略合作

贴吧战略合作

UGC视频战略合作

门户网站战略合作

微博战略合作

平面媒体战略合作

视频网站战略合作

论坛战略合作

中国开播最早、规模最大、拥有世界众多顶级活动
中国内地独家报道权的专业体育频道

《体坛周报》是中国最大的体育平面媒体，也是全
国排名靠前的体育综合类媒体，单期发行量超过80
万份

乐视网是目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视频网站之一，与
乐视旗下其他品牌一起形成了完整的生态体系。

MEDIA PARTNER/媒体合作



拟合作媒体——媒体资源
MEDIA PARTNER/媒体合作



拟合作媒体——媒体资源
MEDIA PARTNER/媒体合作



拟合作媒体——媒体资源
MEDIA PARTNER/媒体合作



Contact us

联系我们

刘青 
秘书长

中国极限运动协会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左安门内大街8号伟图大厦807室，809室

邮编：100061

手机：13911539836

电话：010-67113689、010-67103475

传真：

网址： http://www.b3.org.cn/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