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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近年我国院线与电视端观影规模稳步增长 

 

2018 上半年我国影院观影人群同期上涨 17.7%，历史同期票房首次突破

300 亿大关。截止 6 月 30 日，共有九部影片国内票房突破 10 亿，分别是《红

海行动》、《唐人街探案 2》、《复仇者联盟 3：无限战争》、《捉妖记 2》、

《前任 3：再见前任》、《侏罗纪世界 2》、《头号玩家》、《后来的我们》

和《狂暴巨兽》。 

在院线增长的同时，电影频道在传统电视媒体端的竞争力也日渐增强，

2017 年市场份额实现飞跃增长，增幅 13.9%；2018 年上半年继续保持稳定

的上涨态势，上半年电影频道市场份额达到 4.23%。（参见图 2）  

 

 
图 1：2018 上半年国内票房前三甲          图 2：2016-2018.6 电影频道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1905 电影网、凤凰娱乐           数据来源：CSM 全国测量仪 

 

2. 近年晚间黄金时段电影频道观众到达规模位居全国第一 

电影频道 2016 年至 2017 年晚间黄金时段（18:00-23:00）收视规模

12.05 亿人，晚间黄金时段电影频道的观众规模是全国 79 个上星频道中的

第一位。（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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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6-2017 年 TOP5 上星频道观众规模（到达千人 000）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测量仪数据 

 

3. 电影频道在一线城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观众覆盖较高 

从全国各省区域观众覆盖看，电影频道在全国 29 个省域及直辖市一半

以上的区域到达率超过 80%；到达率较高的区域包含一线城市和江苏、浙江

等发达地区，并涵盖四川、山东、湖南等人口大省，如此大规模的观众覆

盖，充分保障了频道最大化的收视效应和传播范围。（参见图 4） 

 

图 4：2018 上半年 TOP5 电影频道全国各地区观众规模（到达率%）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29 省网 

 

一、 电影频道收视表现优异，具有超强的媒体影响力 

1. 电影频道人均收视时长、观众的收看黏性逐年增强 

电影频道 2018 年上半年人均收视时长（观众）较去年同期有上升，从

2017 年 35.03 分钟提升至 36.13 分钟，提升幅度 3.1%；观众平均忠实度较

2017 年提升 3.3%。（参见图 5 和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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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影频道的核心受众收视时长呈现增长 

2018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 4-14 岁观众和 65 岁以上观众收看分钟数表现

实现增长。35-44 岁观众和 45-54 岁中青年观众收看分钟数高于其他年龄层

观众。从学历和职业构成方面，具备大学以上学历的观众、公务员、雇员

和学生观众的收看分钟数也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参见图 7） 

 
图 7：2017-2018 上半年电影频道分人群人均收看分钟数（分钟）对比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7-2018 上半年 

 

3. 电影频道节假日收视份额表现更为突出 

电影频道 2018 年上半年节假日收视份额高于 2018 年上半年收视平均

图 6：2017-2018 上半年电影频道平均忠实度

对比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7-2018 上半年 

 

图 5：2017-2018 上半年电影频道人均收视

时长（观众）对比（分钟）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7-2018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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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4.23%），其中春节期间在上半年节假日期间表现最为突出，收视份

额达 4.76%，超过平均水平 12.5%。此外，节假日期间人均收看分钟数较去

年同期相比也呈现上升趋势。（参见图 8 和图 9） 

 

图 8：2018 上半年电影频道节假日收视份额（%）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8 上半年 

 

 

图 9：2017-2018 上半年电影频道节假日人均收看分钟数（观众）（分钟）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7-2018 上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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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高品质观众汇聚电影频道，彰显频道品牌价值 

1. 男性、青少年、中年群体更愿意收看电影频道 

从分人群集中度方面看，男性观众、青少年观众、具备超强购买力的中

年群体更愿意收看电影频道，集中度相较整体观众分别高于 11%、4%和 36%。

（参见图 10） 

 

图 10：更愿意收看电影频道的群体（集中度）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8 上半年 

 

2. 电影频道男性观众、中青年群体收视居榜首 

2018 年上半年，男性观众、25-34 岁人群和 35-44 岁观众在上星频道

中收视率排名第一位。15-24 岁观众、45-54 岁观众的收视表现也较为优异，

均位列上星频道组第二位。（参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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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017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分人群收视率（% ）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7 上半年 

 

3. 男性、中青年观众收视表现优异，35-44 岁群体收视遥遥领先 

男性观众在 2018上半年市场份额位列上星频道组之首，市场份额 4.76%，

领先第二位 10.7%；从年龄分组来看，25-34 岁观众和 35-44 岁观众收视率

表现最为优异，均位列 2018 年上半年上星频道排名第一位；35-44 岁观众

收视表现远远超过其他卫视和频道，具有绝对优势，高出排名第二位的湖

南卫视 58%。(参见图 12) 

 

图 12：2018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男性观众、25-34 岁人群和 35-44 岁人群上星频道市场

份额排名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8 上半年 

 

4. 电影频道的观众是消费主力军，在消费决策方面更具话语权 

在电视广告对观众的消费理念和行为影响层面，CNRS 消费行为数据显

示，观众看广告会直接影响品牌选择，并且可以激发观众的购买欲望，不

信任没有做过广告的产品，因为经常看到某品牌的电视广告，继而会从其

他渠道搜索和了解相关品牌的产品，有利于品牌二次传播。频道观众倾向

于革新型消费者，他们更加欣赏国货、追逐潮流、信赖名人做的广告，倾

向于高端消费，更加着力于健康消费与品质追求。（参见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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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17 年看过电影频道观众的广告价值观& 2017 年看过电影频道观众的消费价

值观 

数据来源：CNRS（消费者行为分析）2017 年 

 

三、 电影频道影片资源优质 国内外大片汇聚一堂，助力频道

品牌价值提升 

1. 电影频道 2018年上半年播出影片数量是院线的 6.6 倍 

2018 年上半年国内院线共有 249 部影片上映，电影频道上半年播放影

片数量则达 1645 部（去重后），播片量巨大，是院线播放数量的 6.6 倍。

（参见图 14） 

 

图 14：2018 年上半年院线放映影片数量 vs.电影频道影片播出数量 

数据来源：1905 电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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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产片呈现超高收视效果，继续赶超现象级季播栏目 

2018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播出的收视率破 2%的影片达 14 部，上星频道

现象级季播栏目收视率过 1%仅有 3 档。2018 上半年收视率破 2%的影片数量

接近 2017 年全年 29 部的一半；截止 6 月 30 日，已有 113 部影片收视率超

过季播综艺节目收视排名第一的《奔跑吧》；影片高收视题材集中在国产

魔幻、动作和喜剧片。（参见图 15） 

 

图 15：2018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收视 TOP10 影片和上星频道收视 TOP10 季播综艺节目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8 上半年 

 

3. 喜剧类、动作类、古装武侠类影片百看不厌，成就众多经典影片 

近几年，电影频道精确把握观众口味，对观众喜爱的喜剧类、动作类和

古装武侠类影片进行高频次重播，高重播率也成就了经典。（参见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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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2015-2018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重播 TOP20 影片 

数据来源：CSM 索福瑞 全国网 2018 上半年 

 

四、 电影频道是大品牌首选平台之一 

1. 电影频道 2018年上半年，饮料和邮电通讯广告投放呈现增长 

 

电影频道 2018 年上半年广告投放在邮电通讯、饮料行业投放占比增长

明显。邮电通讯行业中“网站“子行业广告投放增长高达 93%；饮料行业中

“奶类饮品“子行业广告投放增长高达 87%；“咖啡”子行业较 2017 年同

期相比成为新增投放品类。（参见图 17） 

 

 

图 17：2018 年上半年电影频道广告投放同比增长行业（刊例占比） 

邮电通讯：通讯产品、全网服务、数据多媒体、移动网络、网站服务 //饮料：固体

饮料、咖啡、奶类饮品、液体饮料。 

数据来源：infosys TV 广告插播点数据，无杂类，刊例占比，2017.1-6/2018.1-6 

 

2. 电影频道针对大品牌粘性强，更多的品牌愿意在电影传媒平台发

力 

根据数据显示，蒙牛、宝洁、肯德基、可口可乐和绿箭均在电影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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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投放多年，甚至 10 年以上；品牌投入增长方面，伊利、腾讯、立白、

君乐宝、百事、广汽丰田等品牌大幅增加了在电影频道的投放力度；另外，

更多的车企客户（广汽丰田、东风日产、奇瑞、华晨金杯）选择在电影频

道发力，说明电影频道高端的观众品质。（参见图 18） 

 

 

 

图 18：在电影频道投放多年或十年以上企业&2018 年上半年在电影频道投放大幅高于

去年同期的企业 

数据来源：infosys TV 广告插播点数据，无杂类，刊例，2008-2018.6 

 

3. 2018 上半年电影频道新增投放品牌约 40 余个，新兴产业加快广

告投放步伐 

经过研究发现，更多的新兴产业客户在电影频道投放，今年上半年对

比 2017 全年新增的 “康朝药业”、“东风渝安”、“北京车之家”站稳

新增品牌投放占比前列。可见在各品牌加速发展的当下，同样需要借势电

影频道的影响力助其发展，企业愿花重金在电影频道进行宣传推广。（参

见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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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018 上半年对比 2017 年全年电影频道广告投放新增 TOP10 品牌刊例占比 

（指：在新增品牌整体刊例占比） 

数据来源：infosys TV 广告插播点数据，无杂类，刊例占比，2017-2018.6 

 

总结 

 

 全世界最大的电影收视人群平台，高覆盖奠定频道传播优势； 

 频道观众忠实度逐年提高， 频道吸引力逐年增强； 

 男性观众是频道收视主力军，35-44 岁人群占据绝对优势，成

就高品质观众； 

 多样化、高品质的海量影片，收视力压现象级综艺节目； 

 大品牌广告连续投放多年，新兴品牌增长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