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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行业
加速进入元宇宙



发行单位

元浪潮MetaWave是全球第一家NFT营销行业媒体平台，致力于借助  

WEB3.0理念，辅佐亚洲品牌走向全球。服务涵盖NFT发行服务/内容媒体/

培训/行业研究等区块链上下游业态。

NEWAVE CAPITAL是亚洲顶尖区块链投资基金，专注研究并投资全球顶

尖区块链项目，领域包含DeFi/GameFi/NFT/DAO等50几个项目，熟悉全球

区块链行业动态趋势以及亚洲市场，并具备强大的投后管理能力。

两边团队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营销经验及投资经验，共同组建元浪潮实验

室MetaWaveLab，与不同的合作方共同孵化区块链项目以及产品，领域包

括艺术文化/运动竞技/游戏GameFi/新零售SaaS/大健康等

联
 
系 

我

   
们

https://twitter.com/metawavespace

https://www.instagram.com/metawavespace/

https://discord.gg/C5b74tyX

https://t.me/metawavespace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https://newave.fund/ 

https://twitter.com/metawavespace
https://www.instagram.com/metawavespace/
https://discord.gg/C5b74tyX
https://t.me/metawavespace
https://www.metawave.click/
https://newave.fund/


体育运动行业加速进入元宇宙

元宇宙的出现为所有运动队、具乐部和球员提供了一个
新的机会。BA 还通过其 NBA Top Shot 项目进军元宇
宙和 NFT，该项目将NBA 历史上的重要时刻转换为视
频集换式卡牌，粉丝可以以 NFT 的形式收集和交易这
些卡牌。智能自行车制造商 Capti 正在使用元宇宙将运
动训练带给全球观众。Capti 利用 3D 技术创建了一个
与现有虚拟世界兼容的游戏化自行车平台，玩家可以使
用自己的自行车参加环法自行车赛，在马里奥赛车场景
中与其他人在线比赛，或者只是在平行世界中骑行。

元宇宙给体育行业带来的最大的转变是管理权的转变。
Web3 已经从大公司的手中夺走了权力，并把它交给了
用户手中，包括球迷、具乐部成员和运动员。他们不再
只是坐在那里，而是可以控制、亲身体验虚拟世界中赛
事活动。



品牌案例



阿迪达斯：发售原创可兑换实物商品版NFT

在2021年底，阿迪达斯发售了三万个原创NFT，这些NFT的拥有
者们在2022年一整年将有机会获得四件独家实物产品，并且无
需额外付费，当他们选择兑换实物时，NFT就会被销毁，然后获
得一个编号更高的NFT。
购买NFT后，用户可以成为在The Sandbo中阿迪达斯社区的一
员，并且获得实物商品，例如Bored Ape所穿的连帽衫、运动套
装、Gmoney 标志性的橘色毛帽。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品项 拥有者们在
2022年一整年
将有机会获得四
件独家实物产品

0.2ETH ETH 用户可以成
为在The 
Sandbo中阿
迪达斯社区
的一员



巴黎奥运会出新招！NFT门票抢亮点

法国政府的奥运特使建议，巴黎2024年奥运会的门票以NFT的
形式。他们认为区块链技术比传统票务系统更安全，并将减少欺
诈性的票务流程。
在活动开始前几天，参加者将通过手机短信获得门票，并只能在
活动地点周围的指定距离内使用。这种协调应适用于橄榄球世界
杯和2024年奥运会截止日期之前的其他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体
育赛事。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体育赛事 X 
NFT 

以NFT当奥运会
门票

尚未发售 尚未发售 参加者将通
过手机短信
获得门票，并
只能在活动
地点周围的
指定距离内
使用



法国网球公开赛售卖虚拟座椅？仅限5000个！

法国网球公开赛发行了自己的NFT产品，通过提供独特的Web 
3.0体验来进行创新，并展示了其通过融合传统体育与数字媒体
的创新能力。此次，法网一共发行了5000个NFT，每个售价200
欧元，总计100万欧元。这5000个NFT，每个都会对应菲利普-夏
蒂埃球场的一个虚拟编号的座椅。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体育赛事 X 
NFT 

玩家购买的座椅
每个都会对应菲
利普-夏蒂埃球
场的一个虚拟编
号

200欧元 ETH 通过提供独
特的Web 3.0
体验来进行
创新



NBA TopShot奇迹来袭！

NBA 剪出精彩片段，然后决定他们要出售的每个精彩片段的数
量和编号。他们将精彩片段放入数字包中，就像常规交易卡一样
，并在官方 NBA Top Shot 网站上以不同的价格出售这些包。礼
包价格取决于精彩片段的质量、明星水平和卡的属性。NBA 
TopShot 的球星卡不仅仅具有收藏价值，团队未来还会开发游戏
功能，赋予它更多的可玩性。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体育赛事 X 
NFT 

将精彩片段放入
数字包中，就像
常规交易卡一样
，并在官方网站
上以不同的价格
出售这些包

价格不定，
越稀有价值
就会越高

FLOW 不仅仅具有
收藏价值，团
队未来还会
开发游戏功
能，赋予它更
多的可玩性



此冰墩墩竟是数字藏品！来看看元宇宙界的冰墩墩

国际奥委会官方授权的冰墩墩数字盲盒于北京发售，总数为500
个，每个99美元，每人限购 5个，发行平台为nWayPlay。盲盒中
的冰墩墩形象将以运动员的身份展现，表演各种冬季运动，如高
山滑雪、钢架雪车、单板滑雪等等。同时，盲盒里还包含2个版本
的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会徽和一张海报。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体育赛事 X 
NFT 

将吉祥物作为数
字藏品发售

99美元 VTG 盲盒里还包
含2个版本的
北京2022年
冬奥会官方
会徽和一张
海报



中国李宁：“无聊猿” 引领新潮流 带来新收入

近日，中国李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推出中国李宁无聊猿X
潮流运动俱乐部系列服装引起广大网友热议。
同时，中国李宁将在线下推出无聊快闪店，数字藏品正显著改变
着体育粉丝的体验，并正成为体育联盟和球队的新收入来源。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名人联名 與名人聯名推出
中國李寧無聊猿
X潮流運動具樂
部系列服裝

139ETH ETH 李宁通过与
知名IP无聊
猿联名的方
式，赋予品牌
国潮、年轻化
等标签



美国网球公开赛：巧用区块链技术 推出其首款NFT项目

美网推出了其历史上的第一个NFT项目。
第一个级别的NFT，包括美网公开收藏版通证，这些专属NFT将
会作为他们球迷身份的终极证明，并且无需为此支付额外费用。
第二个级别则是专属限量的冠军通证。这些通证中是带有5组传
奇美网冠军的交易卡，这些冠军通证被分为了传奇和黄金金牌两
个级别。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体育赛事 X 
NFT 

分为美网公开收
藏版通与证冠军
通证

30美元 ETH 这些专属
NFT将会作
为他们球迷
身份的终极
证明，并且无
需为此支付
额外费用



90万天价数字球鞋？来耐克一睹芳容

耐克虚拟球鞋与时尚品牌RTFKT Studios今年2月推出的NFT项
目《CloneX》，并与全球市值最大的运动品牌Nike合作，为持有
“CLONE X”系列NFT的买家发布外观设有Nike标志的MNLTH 
Caseholders而引起热议。在历经大约3个月，完成由官方所设下
的一系列任务挑战后，MNLTH Caseholders里的物品今被揭开。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品牌联名 与全球市值最大
的运动品牌Nike
合作推出的NFT
项目《CloneX》

2.5ETH ETH 完成由官方
所设下的一
系列任务挑
战后
，MNLTH 
Caseholders
里的物品即
被揭开



澳网：开创3D虚拟数字平台NFT兑换实体球新玩法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还与Sweet.io合作，计划与本地和国际艺

术家一起创建系列NFT，包括6,776个AO Art Ball NFT。每个

NFT可以观看比赛，并链接到网球场上的19厘米×19厘米部

分。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体育赛事 X 
NFT 

每个NFT可以观
看比赛，并链接
到网球场上

0.067ETH ETH AO 元界团队
在每场比赛
结束后收集
每场真实比
赛中获胜投
篮的数据，然
后将位置分
配给某个 
NFT。



Fanatics：体育IP大户进军盲盒界 估值逼近300亿美元

凭借其8000 万客户群，Fanatics 已开始扩展到授权商品以外的
领域，推出了个数字体育平台，包括用于NFT 的 Candy Digital 
以及交易卡、在线投注和 iGaming。在交易卡的话题上
，Fanatics 在8月达成了几大规模的交易卡交易，包括与MLB, 
MLBPA, NBA, NBPA, NFLPA。

NFT类型 玩法 价格 发行链 备注

品牌联名 每个NFT可以观
看比赛，并链接
到网球场上

依照品项价
格不同

ETH 达成了几大
规模的交易
卡交易，包括
与MLB, 
MLBPA, 
NBA, NBPA, 
NFLPA



体育 NFT
场景



球星卡 唤醒收集欲望 激发市场潜力

NFT是以物以稀为贵来体现这种价值的，而NFT游戏卡也是如此，一张传奇巨
星的球星卡十分难得，曾因为其稀有，所有才会有着高昂的价值。
NFT球星卡的卡片类型有新秀卡、非新秀卡、基础卡、签名卡等等，高端产品系
列卡片价值要大于中端产品系列卡片价值。最后还有NFT球星卡的品相、关键
球集锦、以及球星卡的编号等等因素影响着NFT球星卡的价值。

NFT的行销应用场景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品牌端

发行球星卡

消费者

购买球星卡
持有
球星卡

转卖

收藏

转卖获得更高的利润

收藏日后增值转卖

https://www.metawave.click/


球队NFT发行 带来经济新潜能

门票销售、媒体版权和赞助是目前球队和联赛最大的收入来源。它同时预计，
代币化门票、NFT媒体权利和数字/虚拟世界活动的赞助将推动该行业的大发
展，并指出数字资产销售也可能成为关键的收入来源。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运
动队和赛会需要一个将新的数字销售数据与现有客户数据库连接起来的技术
部门，以及一个强大的法律团队，专门处理监管和税务问题。

NFT的行销应用场景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品牌端 消费者

发行NFT 购买NFT 持有NFT

赛事门票

NFT媒体权利

数字/虚拟世界
活动的赞助

https://www.metawave.click/


体育赛事 X NFT 新变现通道 直抵消费者

在加密货币极速简易下非同质化代币这种加密货币资产所代表的，是唯一或稀
有的数字或现实世界物品。恰巧要说唯一和稀缺性那么体育赛事具有和NFT完
全契合的概念，在体育世界里无论是运动员还是赛事都是唯一不可复制性的。
传统体育赛事的收入以B端为主，如赞助、广告、版权，而随着NFT在体育赛事
的场景应用不断成熟，NFT通过粉丝、内容等要素，会给体育赛事带来新的价
值体现，同时提高体育赛事在C端的消费收入。

NFT的行销应用场景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品牌端 消费者

发行赛事相关NFT 购买NFT 增加赛事收入

https://www.metawave.click/


品牌联名 制造新话题 提高收藏欲望

品牌联名这个概念在网路是如何被讨论，以品牌联名的声量来看，几乎每
天都有人在讨论，相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波接一波的讨论效应。各品牌在
求新求变的世代里头，透过互相合作，与不同领域相互碰撞，激荡出全新的
火花，也成功的引起消费者的注意，让品牌联名的总讨论声量随着时间持
续在增加，可以说是相当能得到关注的行销模式。

NFT的行销应用场景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品牌端 消费者

发行NFT 客源流通 品牌认知
共同利益

https://www.metawave.click/


品项运用 制造新话题 提高收藏欲望

将产品转换为 NFT 是一个最直接又与品牌高度相关的方式，透
过 NFT 就能马上连结这个品牌在卖什么产品。是非常简单直觉
地创作方式。这项应用是通过 NFT 作品与产品进行联动，让品牌
联想更深入人心。

NFT的行销应用场景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新闻稿

论坛贴文

社群平台 潛在消費者

有
興
趣

沒
興
趣

裂變分享

線下購買品牌認知

傳播分享購買
NFT持續曝光
NFT持續增值

品牌營業額提升

新闻稿

论坛贴文

社群平台 潜在消费者

有
兴
趣

没
兴
趣

裂变分享

线下购买品牌认知

传播分享购买
NFT持续曝光
NFT持续增值

品牌营业额提升

https://www.metawave.click/


核心
团队

投资国际区块链项目

DeFi

GameFi

NFT

投后管理 宣发赋能

社群赋能

代币经济学赋能

币牛牛

元浪潮媒体 全球/中国

NFT发行服务 全球公链/中国联盟链

培训 NFT 营销人才培训

孵化不同领域的区块链项目（元浪潮实验室）

艺术文化 运动潮流

GameFi 公益领域

关于元浪潮



元浪潮为您打开进入 Web 3.0 的大门

Web 3.0人才培育已发行NFT赋能 媒体及社群推广 元宇宙营销顾问NFT发行服务

• 提供国内+ 国际NFT全

流程发行服务

• 发行策略规划及执行

• NFT 内容设计制作

• 平台开通+上链

• NFT赋能解决方案：会

员卡/换门票/兑实物

• 创新BaaS 模式技术

• 免开发/免建团队/免架

服务器

• 即需即用，弹性费率

• 国内外门户/垂直新闻

媒体发布

• 业内知名KOL 宣传服

务

• Discord 即其他平台社

群运营

• 元浪潮学院：企业迈入 

web 3.0 的人才孵化器

• 由浅入深，分门别类的

实战教学课程提供

• 元浪潮沙龙，业界大老

心得分享

• 元宇宙/NFT/区块链整

体战略规划

• 元宇宙场景搭建

• 元宇宙平台对接

• 元宇宙商业规划



元浪潮学院 培训课程

宗旨：成为企业迈入 web 3.0 的人才孵化器

采用：在线直播 + 付费组群专业分享 模式运营

在线系列课程 线下元宇宙沙龙讲座



元浪潮培训课程学习地图

岗位专业课程

入门基础课程

NFT赋能课程

专案方发行课程

智能合约工程师养成课程

web 3.0 社群运营大师课程

web 3.0 基础认识课程

区块链营销课程

全套NFT发行流程培训

区块链创业营

GameFi
NFT

元宇宙

与古亭游戏公会合作 微信扫码进入课程



元浪潮学院 出版发行著作

元浪潮致力于研究元宇宙如何运用在品牌端

如何使实体企业将数字虚拟资产的效益扩大

并专注NFT营销的深度思考，出版业内专业

著作：

《NFT营销白皮书》

《元宇宙营销白皮书》

《元宇宙餐饮食品行业白皮书》

《元宇宙体育行业白皮书》

NFT营销圈最新动态 metawave.click

https://www.metawave.click/


关于元浪潮

元浪潮是全球第一家NFT营销行业媒体平台，致力于借助  WEB3.0理念，辅

佐亚洲品牌走向全球。服务涵盖NFT咨 询/内容/培训/发行/投资等区块链上

下游业态。

元浪潮组织成员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及营销经验，专注研 究区块链技术、

NFT发行、品牌营销、金融投资、社群运 营等领域。

旗下元浪潮实验室，专注NFT营销的深度思考，出版业内 圣经《元浪潮NFT

营销白皮书》，长期组织NFT沙龙，对 话各界专家。

元浪潮营销收录中国及全球优秀的NFT营销案例；及时发 布有价值的内容

，以全面的视角洞悉行业；整合NFT业界 信息，助力品牌抢占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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