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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5G云游戏市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介绍了5G云游

戏行业相关概述、中国5G云游戏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5G云游戏行业的现状、中国5G云

游戏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5G云游戏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5G云游戏产业发

展前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5G云游戏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5G云游戏行业，本报

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019年上半年互联网文娱市场达1463.7亿元，同比增长54.8%，其中2019年二季度互联网文娱

市场达773.6亿元，环比增长12.1%。在整体宏观市场遇冷的背景下，互联网文娱仍保持着较为

稳定的上升态势，主要由于以短视频行业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增长迅速，成为拉动整体市场增

长的重要力量。在政策扶持、5G建设开启、中国电信流量及技术加持的多方利好背景下，公

司互联网文娱板块有望迎来一轮新增长，营收占比将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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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2022-2028年我国5G云游戏行业发展现状

 



 第一节 中国5G云游戏行业发展概述

 

 一、中国5G云游戏行业发展现状

         2019年，对于中国游戏产业来说，依然充满挑战和机遇。经过长期高速发展，我国游戏

用户超过6亿，早已趋近饱和。当用户数量逐渐触及天花板，游戏企业要如何找到方向、成

功&ldquo;突围&rdquo;?规范管理、科技支撑、创新驱动，应当成为游戏产业不断发展的加速

器。

         2019年，对于中国游戏产业来说，依然充满挑战和机遇。经过长期高速发展，我国游戏

用户超过6亿，早已趋近饱和。当用户数量逐渐触及天花板，游戏企业要如何找到方向、成

功&ldquo;突围&rdquo;?规范管理、科技支撑、创新驱动，应当成为游戏产业不断发展的加速

器。

         近年来，我国对游戏产业健康发展进行一系列规范管理，主要指标的改善体现了产业创

新能力的提升、产业链的完备以及国际化步伐的加快。据了解，北京市全国文化中心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日前印发《关于推动北京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围绕三个方面提

出13条举措，激励精品创作，推动北京游戏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2019年中国游戏市

场销售收入2330亿元，但2019年由于受到版号审批节奏的影响，增速略有回升至8.7%，用户

规模、自主研发、海外市场等主要指标好于去年同期。预计2020年游戏增速较2019年仍有所

回升。

 2008-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游戏产业在随着科技发展的脚步不断进化，5G赋能，云游戏将成为游戏发展新趋势，推

动新一轮增长。随着5G商用正式启动、基站不断完善发展，高速便捷的网络基础推动游戏产

业诸多创新。其中云游戏将游戏在服务器端运行，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破解游戏对高端电

脑配置的依赖，成为当前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

         其中云游戏将游戏在服务器端运行，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破解游戏对高端电脑配置的

依赖，成为当前创新的主要方向之一。此外，很多游戏产品正突破技术壁垒提高体验，VR

、AR游戏逐渐普及。以游戏厂商完美世界为例，其研发的《诛仙手游》通过AR等技术实景植

入夫子庙场景，优化游戏画面，带来逼真的体验感。&ldquo;技术突破将有助于产品长线经营

。&rdquo;完美世界CEO萧泓说，游戏企业要更加专注研发创新，提前布局，不断打磨产品，

持续推进自主创新。

         创新是2019年的最大亮点。对于产业发展的规范管理释放出正向效应，使得追求创新越

来越成为业界共识。而创新和精品化所带来的效益，也正在国内和全球市场得到初步展现。



用户愿意为创新性的产品付费，他们的需求不断提升，并且呈现分众化的趋势。调查显示，

超九成用户看中产品创新，大部分用户的付费意愿会受到产品创新程度的影响。国内游戏市

场上，一些年轻产品异军突起，游戏企业鹰角网络开发的《明日方舟》就是其中之一。这款

非传统塔防手游一经上线便迅速成为爆款。&ldquo;能&lsquo;首战告捷&rsquo;，关键词还是靠

新：深耕新类型、研发新题材。&rdquo;鹰角网络CEO黄一峰希望能与同行一道，打磨更多承

载中国文化和中国声音的产品，实现优质高效的文化交流。

         游戏也是创意产品。内容健康永远是关乎产业发展的最关键问题。我国游戏产业应更加

注重健康规范与引导，坚持正确的价值导向，抵制、清除不良内容，加大监督管理和社会联

动，共同打造健康有序的发展环境，加快推动游戏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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