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了解EDC



顶 级 盛 典
世界最大的电子音乐节之一；每年其旗舰版在拉

斯维加斯举办，流行电音制作人和DJ都曾在EDC

登台演出，音乐节融合了各种风格的电子音乐。



席 卷 全 球
• EDC已在墨西哥、波多黎各、英国、巴西、

日本、印度及南极洲等地举办，越来越多的国

家正在陆续加入EDC星球，成为全球最热门的

音乐盛典！



狂 欢 无 限
EDC的艺术家们采用自然与科技的灵感，用

鲜艳的色彩和高能量的狂欢氛围来激发人们的热

情；每个舞台都有它独立的内容核心，结合艺术

装置和霓虹装饰及专业表演者的完美组合。



走进EDC



炫 酷 舞 台
你能在EDC感受到从白天到夜

晚的霓虹灯色彩鲜艳的梦境。

在这里，不间断的烟花和音乐，

风格独特的多个主副舞台，用

缤纷和奇妙为你呈现最炫酷的

电音场景，让你永生难忘。



奇 幻 世 界
在EDC的世界里不仅有精彩纷

呈的演出，还有奇幻的表演者！

他们穿着专门为EDC定制的演

出服，带你进入变幻多端的奇

幻世界。



艺 术 盛 会
音 乐 节 现 场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互动艺术装置。它们

分散在各个区域，从动力雕

塑到水火装置，EDC的互动

艺术作品加强了节日气氛，

将自然与科技完美融合。



浪 漫 婚 礼
在EDC现场还有一件事让其他

音乐节望尘莫及，你无法想象的

是在EDC现场还配备婚礼殿堂，

在电音节办婚礼，难道不是每个

Raver都梦寐以求的吗？



EDC在中国



首 度 降 临 中 国

上 海 国 际 音 乐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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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舞台呈现
EDC CHINA将有三个舞台呈现： KINETICFIELD 、 CIRCUITGROUNDS 、 BASSPOD 。



电音游玩大趴
EDC CHINA将是国内首个有嘉年华游乐设施的音乐节。



VVIP超奢权益
EDC CHINA将设有最高级的VVIP-SKYBOX，可鸟瞰全景并拥有丰富的专属权益。



浪漫求婚环节
EDC CHINA将在现场设置求婚环节，百对恋人现场求婚，场面壮观。



盛况全程直播
EDC CHINA盛况届时将在视频平台实时直播，网友可与现场观众一同感受来自欧美的疯狂节拍！



汇聚顶级大咖
现场云集全球百大DJ，为观众带来顶级视听盛宴。

Martin Garrix Marshmello Oliver Heldens Deadmau5W&W Alison Wonderland
2016、2017“百大 DJ”第1
位，创造过诸多排行榜金曲，
获得过包括 MTV、青少年选择
奖等在内的17项音乐奖项

“百大 DJ”第10位，音乐在各平
台播放超过20亿次，唯一入选福
布斯“30 Under 30”榜单的 DJ

2017年“百大DJ”第14位，数次
登上过 EDC、Tomorrowland、
Ultra 等顶尖电音节的主舞台

首张专辑《Run》拿下 Billboard 2017年“百大DJ”第49位，六项2017“百大 DJ”第13位，随着
2013年单曲《Gecko》发行，便
引来了如Tiësto这样巨星的关注

电音榜 NO.1，2017“百大DJ”女 格莱美提名。为 Dota 2、FIFA 系
性第一位 列等游戏大作制作配乐。在

twitter 上拥有395万粉丝



EDC的传播



线上宣发排期
3个月宣传期，4大轮超百家媒体／平台滚动，后续报道持续超过2个月

2.1-2.2 2.3-3.1 3.2-4.14 4.15-4.29 4.28/29--

预热期

引爆期

传播期

长尾期

票务上线/官微预热 网络／社交媒体

DJ阵容/EDC话题网络媒体预热

粉丝招募H5
各大论坛及生活
类网站购票渠道

电音／艺术话题
时尚娱乐类大号
及网站炒作

玩乐攻略
生活类大号及
APP吸引关注

电台合作
全渠道专题页

面直播

现场+后续传播
杂志及大号深入解析/kol、

网红直播/视频媒体

微电影传播
P.L.U.R.主题完整版

微电影传播



线下宣发排期

2月 3月 4月 5月

P.L.U.R. LOVE · 爱
（情人节）

UNITY · 联合
（3月初）

PEACE和平 & RESPECT尊
重（4.29-30）

后续报道

/品牌升温

第一期早鸟票 第二期早鸟票 第三期早鸟票

（2月末）
正式售票/套票
（持续到4.29）售票

公关

（2月5日 ） （2月中）

EDC中国发布会
(1月31日)

春节明星ID/宣传片
(2月14日)

事件营销

（4.29-30）
后续报道

预热2019EDC

配合票务销售&事件传播进行自媒体平台的合作以及其他app的合作
自媒体 （贯穿全程）

EDC中国制作人大赛
DJ大赛

赞助商定制发布会，

公布完整版阵容(3月底)品牌合作



发布媒体列表
类别 名称 价值

上海东方卫视/星尚频道 Channel Young/ICS
推广形式Content：宣传片播放TVC（120次）、现场专题片on-site show（1小时/hour）、新闻报道
Report、主持人VO、字幕Subtitle等 8,000,000电视

推广期 on Air Period：2-3个月

101.7/KFM981/103.7/HIT FM/蜻蜓FM/喜马拉雅FM
推广形式：5个直播节目 主持人口播Broadcast、与听众互动直播抢票

推广期on Air Period：2个月

周末画报Modern Weekly/……
推广形式Content：硬广Hard Advertising、软文 Soft Advertising
推广期on Air Period：2-3个月

传统媒体 6,200,000

2,640,000

电台

平面

搜狐娱乐Sohu/网易娱乐163/ 腾讯/凤凰网/Moshi悦音/京东商城 /携程/乐童
/Smartshanghai/cityweekend等
推广形式Content：专题制作Topic 11,700,000门户网站

网络门户

媒体
推广期on Air Period：3-4个月

腾讯/爱奇艺/乐视LeTV/PPTV

24,000,000

14,300,000

7,800,000

视频媒体

音乐类apps

推广形式Content：专题制作Topic
推广期on Air Period：1个月

网易云音乐/虾米/QQ音乐/Echo/酷狗音乐

推广形式：平台合作，建立自频道，banner位、推荐位，与听众互动抢票

推广期on Air Period：
Apps

滴滴/美图秀秀/美拍/nice/饿了么/百度外卖/大众点评/黄油相机

推广形式：平台合作banner位、推荐位，互动抢票，活动合作

推广期on Air Period：1个月

生活方式/社交apps



发布媒体列表
类别 名称 价值

MANA/VART/DVART/艺术头条/Artsy/Pinterest/站酷/
艺术设计类 推广形式：平台合作，建立自频道，banner位、推荐位，与听众互动抢票

推广期on Air Period：2-3个月

3,400,000

Apps
花椒/映客/一直播/咸蛋家……

直播 推广形式：平台合作banner位、推荐位，互动直播抢票

推广期on Air Period：活动现场

27,500,000

16,400,000

生活方式 周末做啥/shanghaiwow/上海潮生活/腾讯大申网/吃喝玩乐in上海/……

行业领袖

网红

电音台/爱现场lovelive/JK心灵鸡汤/……

艾克里里、林箭、Linda、国外博主等

KOL

时尚领袖 Vogue/ELLE/时尚芭莎/Grazia/YOHO/1626/……

总计 ＞150,000,000



新闻发布会盛况

201 年 月3 日

EDC CHINA在上海举办新闻发布会

6 余家主流媒体到场

41 家微信公众号文章发布

KO 共发 4 余篇
36 °全媒体（新媒体+APP 电视 视频 门户 直播）

资源位覆盖高 80%



新闻发布会盛况



早鹰票1s售罄
EDC CHINA一票难求，第一轮早鹰票放票一秒即刻售罄



官方宣传片

https://v.qq.com/x/page/r0545ck2ey7.html



EDC的合作



合作权益-现场品牌体现

e.g.e.g. e.g.

活动现场
舞台背景板

明星嘉宾
拍照背景墙

活动现场
指示路牌或刀旗



合作权益-现场品牌展台

e.g. e.g.

音乐节场地上摆放赞助商活动展台，可陈列产品供现场观众体验



合作权益-现场品牌装置

e.g. e.g.

赞助商可在现场搭建，设计融合品牌特性和EDC中国DNA的艺术装置



合作权益-现场品牌礼品及模特

e.g.

赞助商产品可作为现场赠品赠与观众

e.g.

宣传模特助力赞助商现场活动



合作权益-宣发资源品牌体现

e.g.e.g. e.g.

A.海报/票务/邀请函 B.户外大牌/巴士车体 C.媒体广告及社交媒体（微博、微信等）



合作权益-活动网站、APP及手册

e.g. e.g. e.g.

官网中
横幅广告/视频广告贴片

手机应用中
全屏广告体现

印制手册中
广告体现



定制合作

品牌小屋 互动夺宝 选秀比赛 营造话题

合作空间无限，待你一同拓展





JOIN 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