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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网络动漫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网络动

漫行业相关概述、中国网络动漫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网络动漫行业的现状、中国网络

动漫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网络动漫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网络动漫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网络动漫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网络动漫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网络动漫是高科技技术发展的产物之一。网络动漫的基石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其初

始并非源于动漫行业，随着网络的普及，计算机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些新技术

逐渐被动画领域吸收，成为现代动漫技术的关键和基础(如CG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动漫发展(

如三维动画)，并拓展了动漫的外延领域(如网络互动游戏)。其发展经历了从传统逐帧制作到

计算机二维动画，再到三维动画的过程。网络动漫正是借助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发展

起来，其前景相当可观。

     2019年在线教育收入规模为1330亿元，网络动漫收入规模为180.8亿元，二者占数字出版收

入规模的比例为18.13%;在线教育作为数字教育出版发展最为强劲的部分，市场格局已基本形

成，资源趋向集中化，头部效应明显;网络动漫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坚持，培育了大量付费用户

，推动网络动漫的消费市场实现了良性发展。

    动漫，即动画、漫画的合称，指动画与漫画的集合，取这两个词的第.一个字合二为一称之

为&ldquo;动漫&rdquo;。

     据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网络动漫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表明

：2013-2018年我国动漫产业产值总体呈逐年增长态势，2018年我国动漫产业产值为1712亿元

，随着动漫文化的不断发展，2019年我国动漫产业总产值达1941亿元。2020年预计动漫产业产

值达到2500亿元左右。

                                   时间   中国动漫产业产值及增速趋势(亿元)   增速（%）     2013年   882   　    

2014年   1000   13.38     2015年   1114   11.40     2016年   1310   17.59     2017年   1536   17.25     2018年  

1712   11.46     2019年   1941   13.38  2020年E2500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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