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LP:FIM

第1 届汉语圈马迷情况调查
2016/8/28



隐私保护声明
我们将调查报告中设计的隐私的保密工作放在第一位，对于资料以最谨慎的态度进行管理。对于资料来源

的个人信息保护，将遵守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法则、依托腾讯平台进行 SSL 加密保存，请您放心，数据托管方腾讯将遵守

相关业界行为等相关规范，严格遵守市场调查行业个人资料保护守则，您的隐私资料只会整合至不会与您关联的整体报

告中。

免责声明：我们不是您的律师，此处提供的信息并非法律建议，仅供参考，如果您超出合理范围使用，则可能被判定侵犯了著作权人权益，需要自

版权及免责声明
发布本文章的所有者确信，用于个人学习和科学研究范围下使用受到版权保护的内容属于合理使用，故本次调查使用并演绎了

部分马迷大调查的文本，本文章剩余部分以 CC BY NC 3.0 协议共享，使用本调查报告需承诺遵守著作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遵守关于合理使用的用途、数量等的规定，相关条款适用。

本研究报告由小马中国撰写,研究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报告以合法渠道获得这些信息，尽可能保证可靠、准确和完整，

但并不保证报告所述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报告不能作为研究决策的依据，不能作为道义的、责任的和法律的依据或者凭

证，无论是否已经明示或者暗示。小马中国将随时补充、更正和修订有关信息，但不保证及时发布。

对于本报告所提供信息所导致的任何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后果不承担任何责任。小马中国对于本免责申明条款具有修改权和最终

解释权.

免责声明：我们不是您的律师，此处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如果您超出合理范围使用，则可能被判定侵犯了著作权人权益，需要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目录
声明........................................................................................................................................................... 2

基本数据 ......................................................................................................................................... 4

第一章 马迷规模与结构...............................................................................................................6

第二章 马迷群体行为状况...........................................................................................................8

一、构成.................................................................................................................................. 8

二、行为状况.......................................................................................................................... 9

第三章 马迷群体心理状况.........................................................................................................11

一、总体心理情况分析........................................................................................................11

二、详细心理情况分析........................................................................................................12

第四章 马迷付费行为及总结.....................................................................................................13



前言
首先感谢参与撰写并协助完成本次报告的湘子，本次报告的发起人是

小马中国的策划 Loadhe，作为第一次调查，本次共收获了千记的有效问卷(其中

2.6%是华侨），感谢大家的参与，尤其感谢协助传播本问卷的各位，真的是非

常谢谢了，说起来本次调查报告原定在一个月前就能出，因为各种原因（恩，绝

对不是懒）而耽搁到了现在也是深表歉意

本次调查由于调查渠道的单一可能存在样本偏差，且调查报告实际上和美国版

的调查报告相似，所以尽可能的着重于不同点与趣味性，尽管尽可能做到了最好，

但与权威学术报告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另外检讨下本次调查报告实在是太不

本土化了，回收率是 89%1，这个是我的锅，真是抱歉，最后感谢你看完这段唠

叨，我是 ytytytyty（知乎是 tytytyty），那么我们就由基本数据开始吧。

1.回收量/访问量

2.这个比例偏高，受访者不诚实因素在下文可以看到分析



基本数据
本次调查中，男性居多，女性受访者为 74%，女性 24.8%，其他 1.2%2，

而按照地域分布，TOP10 省份及直辖市是广东、山东、江苏、湖北、北京、浙

江、四川、上海、福建、河北，

而海外分布中，分布最多的地区是北美、澳门、台湾,而北美中，美国占 57%，

加拿大占 42.9%.

本次调查中，分布最多的 2000 年及以后出生的群体（也即不超过 16 岁），18

岁以内的群体占 68.5%的多数 3，下文会就各个因素分析这一数据.

本次调查中，95.3%的受访者未婚，75.3%的人没什么喜欢的人 4，38.5%的受

访者就读 5高中或中专，34.8%的受访者就读初中及以下，大学及大专以上学历

占 26.8%.大学生中，TOP5 专业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类，艺术类语言文学类，

工商管理类、机械类、电气信息类，土建类



第一章 马迷规模与结构

一、马迷规模

截止 2016 年，全球马迷总数约使用互联网的总美国人口的 4.0~6.8％之间（即约 12.4 million）8，而这里可以大胆的预计

中国圈马迷可达约 30 万 9，现在可能已经有部分中国圈老马迷流失，新老马迷的交替可能会发生，中国圈可能已经经过了第一

个爆发增长期，因此中国圈马迷总数近期可能会相对持平，但可以预计的是直到大电影前马迷这一群体的活跃度会保持在一个

相对活跃的水平上。

二、网民结构

（一） 性别结构

本次调查中，男女比例为 74:24，同期全国人口男女比例为 51.2:48.8，但因

本问卷的调查对象未涉及本来的面对群体——低龄幼童，故认为女性比例可能

较低，但同时，成年或青少年中，马迷男性占 80%，符合同期调查结果的数据。

（二） 年龄结构

2000 年以后出生的马迷占多数，马迷平均年龄 18.5 岁，职业除学生外主要是程序员和白

领，青年马迷的传播和制作能力不容小视，绝大多数的同人作品的翻译及制作由（没有喜欢

的人且单身的）青年马迷完成.



（三）职业结构

不出意料的，87.1%的受访者是学生、普通职员占 3.8，自由职业者 2.6%，值得

注意的是专业人员

专业人员指的是飞行员、医生等职业，马迷中绝大多数军人是陆军，警察中绝大

多数是普通民警，值得注意的是 30%的马迷的工作都与 IT 有关，这些马迷平均

收入超过了 5000.，房地产建筑业次之.

（五） 收入结构 8

月收入在 0-500 元及 500-1000 元的群体占比较高,分别为 58.3%和 16.9%,

排除学生群体后，收入 3001-5000 元最多，相对总体网民而言较高。

8.退休人员收入包括子女提供的生活费、退休金等。



第二章 马迷群体行为状况

一、构成

（一）社交

大多数的马迷宣称自己“希望和其他马迷见面”并“参与马展”,但超过 70%的

马迷从未进行过该类行为，相对的，虽然大家或多或少都进行过传教，但COS、

见面会等行为也相对少见,根据<通用中国心理测试>,总体而言马迷群体相对内

向，此外,尽管社会群体对“二次元”、“动漫”等了解有所加深,但马迷仍被认

为相对小众和低龄化.

（二）忠诚度及活跃创造者

尽管剧集已经经过了很长时间，但可以看出实际上观看同人作品以及新动画的人

群在不断增加，实际上,MLP 是相对较高持续度和 活跃度的动画剧集 9,平均观

看时长约 3.2 小时 9.

然而，尽管大家对MLP的忠诚度很高，但资源贡献者 10（上传、搬运、翻译、

原创），28.2%的人曾经仅参与过一两次，而为大家辛勤劳作、辛辛肯肯的活跃

创作者（大佬）们，大约总人数的是 2%，大多数人没有更深的表达喜好的方式.



（三）喜爱角色与剧集

不出意外，第一是 TS，国内外最受欢迎的小马，而第二是 PP，可以破墙的粉色

小马，第三名是 RD，飞得最快的飞马，FS 和 AJ 位居第四第五，luna 是最

第二受到欢迎的公主，而 RR和 SG 不幸在M7中垫底，和伟大全能的崔可西以

及 celestia 公主票数相同.

小马国女孩还是受到了很多欢迎，还有人是从小马国女孩入坑的，绝大多数人反

对孩之宝给暮光闪闪配对的想法，对塞拉斯提亚和露娜应该是仅有的公主持无所

谓态度，大多都支持无序应该改过自新.

二、行为状况

（一）观看方式

绝大多数用户表示他们使用弹幕视频网进行观看新的剧集 11,这一结果并不意外,

因为弹幕视频网与马迷群体重合很多,且由于大多数马迷是学生，不花钱且方便

快捷的观看中文翻译的渠道就是弹幕视频网了,由于政策等原因，在中国大陆很

难实现的在 YouTube 或电视台观看在海外党（海外党约占总数量的 13%）内是

常见的.



（二）捐献与志愿者

50~100 人民币的捐款被绝大多数马迷认为是应该的，大多数马迷经常奉献自己

的爱心，而 6%的马迷常常参加志愿者及募捐活动，根据<通用中国心理测试>,

马迷相对来说是一群更加赞同热情、关怀、爱的群体,绝对多数的马迷认为男女

在各个方面都是相等的，反对性别歧视，大多数马迷反对大男子主义.

（四）身体健康

绝大多数马迷认为健康协调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协调的身体以及相貌，力

量相对的不是那么重要，但绝大多数马迷表示自己不常锻炼，实际上根据国外同

期调查报告显示，马迷群体相对运动更少，因此可能导致贫血、记忆衰退、胃下

垂、早衰等 15.



第三章 马迷群体心理状况

一、总体心理情况分析

（一）外向与内向并存

总体而言，马迷中大部分都表现出热情、 开放、外向。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马

迷的热情、开放、能言善辩是在熟悉的人或者朋友面前， 在陌生人面前他们表

现的比较沉默，不善言辞。实际上马迷群体中表现出的孤独感和抑郁倾向较多，

实际上有些认为评价自己为“外向”、“健康”的人而或多或少表现出了上述的

倾向.

（二）独立性和依赖性并存

大多数马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 不希望别人打扰，讨厌他人过多的管自己的事

情，但与此同时，由于马迷中独生子女比较多，从小到大很多事情都是父母包办，

很少自己洗衣服、做家务，因此在日常事务和经济依赖上对父母的依赖非常大。

另外,由于同一原因，与人分享的能力、 合作的能力相对较差，对父母存在很强

烈的情感依赖，但同时又不愿意和父母做深入的交流，时刻存在矛盾心理。

（三）追求新鲜感

马迷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非常强，喜欢寻求刺激、追求新鲜感，学习能力也很强，

思维活跃、创造性强。经常求新、求变，不能安于现状。并且善于从网络上接受

新信息、学习新东西。



（四）心理承受力不强，缺乏责任感与外交能力

总体而言，主要表现在： 缺乏自信心、 在社交场合十分拘谨,过多地考虑自己

的形象、 以自我为中心,过分地苛求别人。 对他人的言行吹毛求疵、 挑剔、 猜

疑,缺乏理解、 尊重、同情心;不懂宽容,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过分固执、 任

性、 偏激甚至喜怒无常等等。无聊、空虚、渴望交朋友， 却不主动或者不知道

如何与别人交朋友， 如何经营友谊。

二、详细心理情况分析

（一）角色与自身

喜欢 FS 的马迷孤独感和抑郁倾向更强，但最乐于帮助他人，而喜欢 RD的相对

乐观和外向，但最不在意他人的感受，令人惊讶的是：马迷的一些特性与其喜爱

的角色有很大关系，马迷可能在看MLP的过程中对角色进行了自我代入，因此

会更加认同与自己更加相似的角色,角色与抑郁度关系如下图

（二）剧集与自身

绝大多数马迷表示，在观看了MLP系列之后，自己的的生活变的有意义了，相

应的相对积极向上的活动也有所增多，这可能是由于MLP系列本身的定位：寓

教于乐,剧集中的正能量给予了马迷很大的动力.



第四章 马迷付费行为

（一）付费意愿

绝大多数马迷表示，他们购买了玩偶等同人作品，但对官方手办付费意愿较低,

大约 32%的马迷曾经为官方授权的周边付费，大多数马迷很乐于参加马聚等相

应的活动，以及购买DVD等，但绝大多数马迷仍偏向与虚拟物品，如在官方游

戏APP中充值，为作品充电等相对便宜简单的方式.

（二）慈善类捐款

马迷的平均捐赠金额为 78.00（每次），相对的,马迷比较感性,因此对募捐等有

较高的青睐，如马聚的平均付费募捐约为 300/人，这个数字远高于我国网民的

平均付费意愿.

总结

从北上广到三四五线

成年马迷绝大多数是通过安利来的，而蔓延趋势是从北上广发起的，感谢第一批活跃者

的辛苦传教。

中文圈马迷至少 35万人...

目前马迷总数稳定增长中，虽然爆发期已过，近期仍会保持在一个缓慢增长的水平上，

预计不远的未来来有望达到巅峰。

...其中男性占多数

再一次不出意料的，男性比例占多数（74.1%），而大多数同人作品也是男性创造，但

是相对的，18 岁以下女性比例上升占较多，而且女性对 cos 等的热爱程度比男性要高，



男性最受欢迎的小马人物是 TS，而女性是 PP.

绝大多数马迷认同马迷这一称呼

绝大多数马迷赞同马迷这一称呼不分男女，而他们很自豪自称马迷，绝大多数人没有在

现实生活中表面自己的马迷身份，而大家认为在男/女朋友前面表面自己的身份最开心，

而在公开场合或在亲戚父母面前表面很尴尬，

10岁以下儿童及青年（单身）男性是马迷的主流

2000 年以后出生的马迷占多数，马迷平均年龄 18.5 岁，职业除学生外主要是程序员

和白领，青年马迷的传播和制作能力不容小视，绝大多数的同人作品的翻译及制作由（没

有喜欢的人且单身的）青年马迷完成。

大多数人由 S1 入坑，认为 S5 是最好的一季

还有部分马迷是由前代小马入坑，一入小马就很难爬出来来了，MLP 是相对较高持续

度和 活跃度的动画剧集，马迷赛高。

绝大多数青年马迷有高中及以上学历

其中大学以上的青年马迷占近 30%，绝大多数青年马迷有相对较高的知识水平

100个马迷中至少就有一个专业人员或军警，工作马迷平均收入收入 5k+

专业人员指的是飞行员、医生等职业，马迷中绝大多数军人是陆军，警察中绝大多数是

普通民警，值得注意的是 30%的马迷的工作都与 IT 有关，这些马迷平均收入超过了

5000.

同人创造、翻译、上传占马迷总数的少数

不出意外的，28.2%的人曾经参与过一两次，为大家辛勤劳作、辛辛肯肯的活跃创作者

（大佬）们，大约总人数的是 2%，为他们致敬！



小马国女孩不错，天角兽赛高,闪卫走开

仍然，小马国女孩还是受到了很多欢迎，还有人是从小马国女孩入坑的，大家比较赞同

比起最近的剧集，我更喜欢第一、二季的氛围和剧情，绝大多数人反对孩之宝给暮光闪

闪配对的想法，对塞拉斯提亚和露娜应该是仅有的公主持无所谓态度，大多都支持无序

应该改过自新。

大多数人都安利过别人...

又是一个绝大多数，这里的安利包括线下以及线上的种种安利，很多马迷乐此不疲经常

做这个哟，可能这个番真的就和我认为的那样美好。

...不如试试安利你的朋友，同学和兄弟姐妹

超过 88%的人希望朋友也是马迷，有个志趣相投的同学也不错，如果兄弟姐妹是马迷

也挺棒的，如果有个马迷儿女就更好了（当然前提是你有配偶，绝大多数马迷没有这种

东西）

角色，故事，配乐

大家觉得最棒的就是本代优秀的角色故事，以及超棒的插曲了，就笔者而言，这也是最

常见的安利手段（比如 RD的经典剪影，或者微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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