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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早的真人密室逃脱，起源是 2006 年硅谷一群系统程序师，根据阿加莎•

克里斯蒂的小说灵感，设计了一系列的场景，并把它们还原到了现实中，提供

给所有员工进行冒险解谜，命名为“origin”。由于难度过高，至今只有 23 人逃

脱成功，这间密室也成为了硅谷的一个景点和传说。 

在国内，真人密室逃脱俱乐部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欢迎，是一种在线

解谜类游戏，一般需要玩游戏者在游戏中寻找线索，一步一步地走出密室。真

人密室逃脱，打破了电脑游戏的局限和束缚，原汁原味地展现了密室的精髓，

特别强调了团队的合作。让玩家能过通过自己的双眼和双手，经过逻辑思考和

观察力，不断的发现线索和提示，最重要的是团队的合作，能够顺利的逃脱。

整个过程充满了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在紧张的场景氛围中，真正的融入到故事

背景中去，这是电脑所无法提供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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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形象分析： 

于 2013 年 9 月 11 日 TD 真人密室在狮山大学城阳光广场正式开业，在开

业的前期 TD 真人密室就开始在网络上的推广，首先是以微博的形式通过

“玩转狮山大学城”微主转发一些相关的微博，让更多的人去转发，了

解。其次，在开业之后，新生进学之后，与东软学院的“联讯网络营销协

会”合作，通过纳新活动的优惠劵让新生有一定的了解度。 

所以开业到现在，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二、  营销环境的分析： 

1. 市场环境分析： 

1) 前景：生活在狮山大学城当中的学生，很多时候都找不到有什么可

以玩的，更多的是要出去才可以找到好玩的事情，即便有唱 k，有

网吧，自行车等的休闲活动，但是对于生活脚步如此快的学生们，

闲暇的时间越来越乏味。而要脱离这种提不清劲的困境，逐渐兴起

的真人主题密室逃脱无疑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密室逃脱实体游戏

项目，既刺激，又可以让每个体验者在游戏中充分调用智慧和体

力，同时还可以更加深刻体会团队合作的精神； 

2) 现状：在狮山大学城这里并没有太多的学生了解到狮山大学城开了

一家“TD-真人密室”这一家店，在狮山大学城里的微博当中也是

很少有关于真人密室的微博，在很多人不了解的时候，很难有更好

的发展。所以要在狮山大学城当中发展，首要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个游戏，去了解这个游戏； 

3) 人口环境：狮山大学城的人口主要是以学生为主，其次就是住在周

边的居民。这些人群的特点喜欢新鲜事物，热爱刺激游戏，崇尚享

受生活，体验生活乐趣。其受文化教育程度高，容易接受新鲜事

物； 

4) 经济环境：由于大部分都是学生，一般经济都是由家庭负担，大多

数情况下不存在经济困扰； 

2. 竞争者分析： 



在狮山大学城里，只有一家真人密室逃脱店，但是，在娱乐行业当中还

是有竞争者的，例如：自行车活动，网吧，KTV，桌球，健身房等。 

1) 自行车活动、健身活动： 

A. 优势： 

这种项目可以锻炼身体机能，满足个人的锻炼机会； 

B. 劣势： 

这种项目是容易出汗，对于一些爱美，不喜欢出汗的女生都是比较

拒绝的； 

2） KTV、网吧、桌球： 

优势：这都一些普通的休闲活动，已经是遍布个个城市，相对于喜

欢寻求新事物的年轻人，这些活动已经不能满足大学生们的需求

了，但是一般情况下是可以缓解乏味的生活； 

3) 真人密室： 

A. 优势： 

a) 这是一个团队的活动，人数也可以自由组合； 

b) 这是一个新兴的娱乐活动，让玩家能过通过自己的双眼和双

手，经过逻辑思考和观察力，不断的发现线索和提示，整个过

程充满了未知性和不确定性，在紧张的场景氛围中，真正的融

入到故事背景中去，这是电脑所无法提供的乐趣； 

B. 劣势： 

a) 网络宣传不够，狮山大学城当中有 4 间学校，但是做得比较多

的是东软学院的宣传，缺少了其他 3 间学校的宣传； 

b) 活动主题不够多，相应的应该增加多一些相关的主题； 

3. 消费者分析： 

根据学校官网的统计，狮山大学城这边有近 5 万的学生，在校的很多大

学生都热衷于体验各种游戏，他们喜欢追求刺激，敢于冒险，但在经济

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密室真人逃脱这个游戏是很适合他们，同时是可

以锻炼到团队合作的精神； 

三、 SWTO 分析： 



外部 

环境  

威胁 机会 

1. 该项目所处的市场还不够成

熟，主题也比较单一，跟新缓

慢，尽管价钱不高，但是一个

主题难度高，一个小时并不能

完成，从而消费者就会对此失

去兴趣； 

2. 其他游戏或娱乐产品的影响，

目前有很多网络游戏的发展，

例如 lol，剑灵等，这些游戏对

顾客的要求都比较低，更容易

吸引；又或者是自行车，KTV

的休闲方式，价格都是比较

低，活动人群可以更多； 

3. “真人密室逃脱“游戏将形成

一种新型的休闲娱乐文化，

在不同的主题密室中呈现不

同的文化，给消费者镶上一

种文化的传播； 

4. 持续地发展不单单是狮山大

学城的人知道，更多的是吸

引更多的人来，让狮山大学

城不是一个空城； 

内部 

条件 

优势 劣势 

1. 在同类型竞争对手很少； 

2. “密室游戏”只要抓住“主题创意

够吸引人、常做常新、难以被

复制”这个核心竞争力，发挥的

空间就会很大； 

3. 主题全面，能吸引不同消费能

力的学生，满足消费者； 

1. 产品跟新较快，产品研发提

出的要求比较高，因此要定

期的设计新颖的主题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 

2. 营业时间相对有限制，一般

人们只会在周末或者晚上以

及在寒暑假的时候学校基本

没有人； 

四、 营销目标： 

1. 通过加大宣传的力度，不对提高 TD-真人密室的品牌知名度； 

2. 加强与顾客的沟通，不断完善产品，塑造良好的的品牌形象，促进公司

综合效益提高； 

3. 更多的人了解真人密室逃脱这个新兴的娱乐活动； 

五、 产品和价格策略： 



产品： 

现在 TD-真人密室的主题只有 3 个主题： 

1. 假面师的救赎： 

故事背景: 

昏睡中醒来，你被置身于眼前这气氛诡异的房间，很明显这刚发生了一

场命案。死者的身份是一名假面制作师。而你，又一次被你拥有超能力

的好朋友（李斯特）卷入到一宗神秘谜案。当然，你也不是一名普通

人。作为人格分裂症患者，你拥有解决任何难题的多线性思维！谜案背

后的真相是什么？是简单的自杀案还是匪夷所思的案中案？ 

玩家角色：人格分裂症患者（超能力侦探李斯特的朋友） 

玩家任务：破解神秘谜案，逃出房间 

游戏时间：60 分钟 

能力要求： 

逻辑推理指数：★★★☆            观察力指数：★★★ 

团队协作指数：★★★☆            想象力指数：★★★★★★ 

建议玩家人数：2-6 人 

2. 电锯启示录： 

故事背景： 

电锯惊魂相信大部分人都看过。这回该换你当主角了！无论你是否 want 

to play a game，都要面临 live or die 的选择。这是一出刺激的生死游

戏，也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启示录。现在，请 hold 住你的肾上腺激素，来

一场真实的电锯惊魂！ 

玩家角色：电锯狂徒选中者 

玩家任务：从房间逃出生天 

游戏时间：60 分钟 

能力要求： 

逻辑推理指数：★★★★★★         观察力指数：★★★★☆ 

团队协作指数：★★★★☆           想象力指数：★★★★☆ 

建议玩家人数：4-6 人 



3. Michael 的遗产： 

故事背景: 

越狱的男主角 Michael 这回逃到了一个神秘监狱。你们作为他的忠实追

随者（莫非只为了拿一个签名╮(╯▽╰)╭），可惜这次又慢了一步，只

能找到 Michael 遗留下来的蛛丝马迹。关于 Michael 下一站的线索…时

间？地点？碰面人物？！都将是机关重重的谜题，你们准备好了吗？ 

玩家角色：Michael 的铁杆粉 

玩家任务：找到 Michael 下一站的线索，逃离监狱 

游戏时间：60 分钟 

能力要求： 

逻辑推理指数：★★★★☆      观察力指数：★★★★★★★ 

团队协作指数：★★★★★       想象力指数：★★★★☆ 

想象力指数：★★★★★ 

建议玩家人数：4-8 人 

出现问题： 

由此可以了解到，游戏的单一以及有一定的难度系数，一般没有玩过的新手来

说，一下子难度太高的话，很容易让学生失去对游戏的兴趣。同时要是有一定

经验的学生来说，这些单一的主题不能满足他们挑战的欲望； 

解决方案： 

1. 定期更新游戏主题； 

2. 同一个游戏分难度系数等级，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3. 可以让每个游戏附上特有的故事； 

价格： 

现在的价格为：原价 80 元/人，折后不超过 40 元/人； 

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获得低于 5 折优惠： 

1) 团购：可通过团购（美团、拉手等）搜索 TD 时间之门真人密室，获取低

折扣优惠； 

2) 关注官方微博最新优惠活动； 

3) 使用建设银行百惠龙卡预约消费； 



出现问题：价格比较单一，而且价格也比较高； 

解决方案： 

1. 可以根据不同的难度系数增减价格，通常难度系数比价大的主题可以适当降

价，因为一般难度系数比较大的用的时间会比较多，可以是适当调价； 

2. 可以增加 VIP 卡，通常喜欢挑战的人要是遇到困境一定也会尽所有的努力去

把难关过了，增加 VIP 服务可以让每个挑战者更加有兴趣玩下去，同时体验

者成功逃脱一次即可获得积分，当达到某个积分点的时候，即可获得一些奖

品或者是免费玩一小时； 

3. 通过一些节日我们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促销或者是一些以节日为主题的游戏

或者是消费的心得交流； 

4. 进行 N 人玩 1 人免费的活动期； 

六、 渠道和促销策略： 

渠道： 

1. 直营 

前期的宣传，加上项目本身的吸引力，玩家来到真人密室基地，现场购

票，即可体验； 

2. 网上代购： 

1) 团购：可通过团购（美团、拉手等）搜索 TD 时间之门真人密室，获取低折扣

优惠； 

2) 关注官方微博最新优惠活动； 

3) 使用建设银行百惠龙卡预约消费； 

3. 与学校合作： 

将会与联讯网络营销协会合作，凌锐微博社合作。通过参与联讯网络营销协会的一

些活动，例如：金点子网络营销策划大赛的赞助商；凌锐微博社进行活动的赞助而

协定店面的网络上推广； 

更多的会找广轻工以及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些社团合作增加店面在其学校的知名度； 

4. 组建一些节日活动： 



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可以与学校的社团合作。例如：在万圣节的时候东

软英语角都会组织一些活动，然而我们就可以布置现场真人密室主题场

地提供给英语角，这样可以有宣传的效果，增加更多的知名度； 

促销策略： 

1. 团购促销，在非节假日，开展团购促销活动； 

2. 实行项目绑定活动，和校园社团、组织合作； 

3. 主题场景再现，免费提供道具给体验者，进行 cosplay 主题活动； 

4. 公共关系促销，通过赞助校园活动，提高本企业的曝光率，从而让更

多的人去了解，去体验； 

七、 营销方案： 

1. 通过微博的转发：与凌锐微博社合作，经常发一些相关的微博，在节假

日的时候或者是有重大的活动，就大量转发，制造相关的话题； 

2. 人员推销：与兼职团队合作，在有大型活动或者是节假日的时候就派发

传单，增加人流量； 

3. 交流会：在活动结束后的几天可以举办相关的交流会，让更多体验者去

交流心得，从中或者可以得到更多的灵感； 

4. 意见反馈：在活动后期进行意见反馈的收集，这样可以更加了解消费者

与体验者的心情以及意见，得到更多的人喜欢； 

八、 经费预算： 

待定，根据具体的活动大小而定当中的具体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