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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市场收入状况



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预计超2300
亿元，其中移动游戏是市场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现阶段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预计超
中国游戏增长趋于平缓

2300亿元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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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游戏占比最高

移动游戏 客户端游戏 网页游戏 社交游戏 家庭游戏机游戏 单机游戏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2018年中国游戏细分市场占比 移动游戏
62.5%



作为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移动
游戏增长的放缓将影响整体游戏
市场的增长。

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
售收入预计超

移动游戏增速变化

1500 亿元

*说明：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为周期内中国游戏市场中运
营的所有移动游戏（含进口产品）在国内iOS、Android、越狱等渠
道产生的流水总和，不包括海外收入，产品流水为伽马数据通过调
研、查阅财报、监测榜单、建构模型等方法测算而得。

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中国游戏市场用户规模6.4亿
人，处于平缓增长阶段，市场
新增用户有限。

中国游戏市场用户规模
用户规模

6.4 亿人

中国游戏用户规模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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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阶段，细分产品类型的挖掘是市场增长的主
要动力，目前，针对不同类型移动游戏的挖掘
逐渐取得成绩，在移动游戏收入TOP10产品
中，多个细分类型均有代表性产品出现。

细分市场挖掘取得成效

排名 游戏名称 游戏类型

1 王者荣耀 MOBA类

2 梦幻西游 回合制RPG类

3 QQ飞车 竞速类

4 完美世界手游 MMORPG

5 阴阳师 回合制RPG类

6 明日之后 生存类

7 乱世王者 策略类

8 QQ炫舞 音舞类

9 大话西游 回合制RPG类

10 Fate/Grand Order 卡牌类

2019年第一季度收入TOP10移动游戏名单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用户需求挖掘将成为市场增长动力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在经历用户红利、IP红利、流量红利之后，下一阶段市场的增长动力将来自
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层次挖掘。

用户红利 IP红利 流量红利 针对用户需求



中国游戏市场用户需求状况



用户需求分析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在超过30%用户重视的游戏体验中，游
戏感受、玩法创新、社交是比较集中的
三个需求。不过，用户的这个三个需求
依然未能得到完全满足。

用户重视的体验中占比超30%的项目

游戏感受 社交玩法创新

✓ 画面

✓ 题材

✓ 音乐

✓ 公平性

✓ 打击

✓ 竞技性

✓ 玩法丰富

✓ 未接触过

的玩法

✓ 游戏协作



三成用户因为卡顿等原因流失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服务器、卡顿、掉线等问题是用户体验
中的痛点，超过三成用户因类似原因出
现流失。这表明，用户对服务器质量、
网络带宽、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需求未能
得到满足。

部分游戏类型用户流失原因占比

MOBA游戏 RPG游戏SLG游戏

34% 33% 33%
卡顿掉线频繁

影响游戏体验

服务器质量差

影响游戏体验

服务器质量差

影响游戏体验



五成玩家认为游戏产品玩法创意不足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在玩法方面，用户主要诟病游戏玩法
缺乏创意。数据显示，过半用户认为
创意玩法是当下游戏最主要的不足，
排名在所有九个选项中居首。

您认为目前国内游戏产品有哪些不足？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创意玩法

战斗方式

剧情发展

角色塑造

操作难度

音乐

宠物养成

画面风格



社交需求高但社交系统认可度低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数据显示，游戏用户的社交需求较高，但对国内
游戏的社交系统认可度偏低。这主要是因为，部
分产品缺乏对游戏内社交与真实社交的整合，在
社交功能设计中，偏向于社交系统的设置，而缺
乏对游戏内交流质量的重视。

51% 
认为“朋友家人共同
娱乐”是吸引自己长
期玩游戏的因素

28%
认为国内游戏社交系
统值得肯定



中国游戏市场发展趋势



市场趋势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市场
新兴游戏类型崛起

产品
竞技游戏进一步发展

产业链
分工加速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



5G用户将超5亿构建云游戏发展基础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云游戏是以云计算为基础的游戏方式，在云游戏的运行模式下，所
有游戏都在服务器端运行，并将渲染完毕后的游戏画面压缩后通过
网络传送给用户，其技术挑战主要表现为网络通信延迟与网络通信
带宽。根据伽马数据测算，2020年5G正式投入商用，之后五年5G
用户预计将超过5亿户。5G的普及有望解决上述关键问题，为云游
戏的发展奠定硬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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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未来，云游戏市场运营将遵循“平台+开发者”的模式。
目前，包括大型互联网公司、硬件厂商、电信运营商的不
少企业正在布局云游戏平台。除了解决技术层面问题外，
部分平台还能够借助公司丰富的用户资源解决用户导入问
题，这将使得此类平台更具竞争力。

拥有用户资源的平台将更具竞争力
• Stadia新流媒体服务 • Project xCloud • Apple Arcade

• 5G快游戏• “START，开启预约内测
• 推出云游戏平台“腾讯即玩”



云游戏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从具体产品来看，云游戏预计将与其
他细分市场类似，遵循“先轻度后重
度”的规律。在市场发展初期，易于
传播、参与门槛较低的游戏产品引爆
市场机会更大。

产品将由轻度向重度发展 • 不同细分市场不同阶段代表产品

初期 发展期 成熟阶段

特征 轻度休闲游戏为主 游戏朝中重度方向发展，
RPG类型游戏逐渐普及

游戏画面品质、技术要求增
高，竞技游戏占比增加

网页游戏 《开心农场》 《傲剑》 《大天使之剑》

移动游戏 《水果忍者》 《梦幻西游手游》 《王者荣耀》

小程序游戏 《跳一跳》 《海盗来了》 -------



产品趋势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在客户端游戏与移动游戏两大细分市场中，竞技
游戏所占份额正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而增长。但
从占比看，移动电子竞技游戏占比依然低于客户
端游戏市场，这表明移动电子竞技游戏依然具备
发展空间。

移动电子竞技游戏依然具备发展空间

36.1%
2014年客户端电
子竞技市场份额

60.0%
2018年客户端电
子竞技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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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端电竞占客户端游戏比例

移动电竞占移动游戏比例



四成用户重视竞技乐趣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从用户需求排行来看，竞技能满足超过四成
用户从游戏所获取的乐趣，闯关、团队合作
等带有竞技因素的乐趣点也排名前列。与之
相比，养成、收集等弱竞技性乐趣排名较为
靠后，显示出现阶段，竞技已经成为游戏用
户的核心需求。

•您主要从那些游戏内容获得乐趣？
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40.0% 45.0%

闯关

竞技

探索

团队合作

建造

养成

收集

创造

解谜

沟通交流（交友）

制定策略

利用游戏赚钱

其他



典型竞技玩法的“再创新”将成为游戏发展方向

通过对现有游戏玩法的融合删减，实现对玩法的不同程度创新，
是未来电子竞技游戏发展的方向。一方面，这能满足用户对“创
意玩法”的需求，同时保留传统玩法中竞技、探索、团队合作等
乐趣点；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新兴的游戏类型也证明了这种方
式的可行性，例如卡牌与MOBA的结合，生存与射击的结合，
射击与沙盒的结合等。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传统
玩法

新兴创新
类型游戏

……

射击

MOBA

卡牌

策略

建造

沙盒

衍
生

《堡垒之夜》

《皇室战争》

“自走棋”

《荒野乱斗》

“吃鸡”

……



产业链趋势：分工更加明确

通过分工，将服务器、加速等技术层面的内容交给更
为专业的服务商，有助于游戏企业降低研发运营成本
与门槛的同时，提升用户体验。例如，服务器搭建方
面，包括游族网络、中手游在内的不同规模游戏企业
已经开始选择专业的云服务器提供商。

产业内部分工加速满足用户体验需求
根据调查，超过30%的用户曾经因为卡顿掉线、服务器质
量差等硬件因素放弃一款游戏。

30%

• 产业分工方向
服务器 语音技术 网络安全 加速器 … …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产业链趋势：“竞技＋运营”将提升网络加速需求

一方面，用户对竞技游戏的需求推动了电竞用户数量和竞
技类游戏的发展，竞技游戏对网络速度则提出了更高的需
求。另一方面，在外部因素中，更好的运营服务也是仅次
于社交的重要因素。因此，游戏加速市场呈现出持续增长
的发展态势，根据《2018年中国网游加速服务行业分析
报告-市场深度调研与投资前景预测》显示，预计2025年
将超过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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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收入（单位：亿元）

15.7%

某企业互联网加速器业务收入

同比增长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网络加速市场预计超20亿影响用户下载游戏的外部因素排行
排名 因素

1 受朋友的推荐

2 受到社交环境的影响，如大家都在玩

3 榜单排名较高或平台特别推荐

4 同类游戏中运营商拥有更好的服务(如漏洞修复、防范外挂、内容更
新等)

5 受到知名研发商品牌的吸引

6 游戏评论推荐

7 被全球同服吸引

8 受广告/明星代言的吸引



游戏产业链分工专业化方向：实时语音技术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虽然市面上已经有大量现成的SDK
供游戏集成实时语音能力，但游戏
内置语音依然无法完全满足用户交
流需求。

游戏过程中您经常采用哪种交流方式？

0.0% 15.0% 30.0% 45.0% 60.0%

文字聊天

游戏内置语音

社交软件（如QQ、微信）

游戏外语音软件（如YY）

很少交流或无交流

其他



游戏产业链分工专业化方向：实时语音技术

一方面，游戏内置语音功能普及率依然偏低；
另一方面，移动游戏语音适配存在难题，游戏
内置语音无法完全满足用户交流需求。未来，
专业的实时语音服务商能针对移动游戏实时语
音适配难题进行优化，扩大游戏内置语音功能
使用场景，进而达到改善用户体验的目的。

移动游戏语音适配难题

66

%

34

%

自带语音功能 无语音功能

2018年收入TOP50移动游戏
语音功能分布

降低对游戏运行影响
对CPU、内存、网络的占用等

游戏环境下的声音处理
语音输入的忽大忽小，环境噪音等

语音多环境处理能力
语音转文字，不同聊天频道处理等

稳定清晰的语音交流
回音消除，多声音混叠等

数据来源：伽马数据（CNG）



网络安全问题将进一步加速专业化趋势

数据来源：腾讯云

71%
互联网安全态势严峻，攻击峰值一

再创新高，游戏产业成为重灾区，

攻击目标占比超过七成。

攻击游戏目标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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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中小游戏企业应对网络攻击能力不足加大对专业服务商需求

数据来源：腾讯云

中小游戏企业在网络安全防御方面缺乏经验，
在面对多样化、复合化的攻击手法和大幅增长
的攻击流量时明显力不从心，同时成本因素也
使其无法建设专业的网络安全团队。针对网络
问题，中小游戏企业寻找专门的网络安全商是
性价比较高的方式，例如腾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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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愈加复杂常规

抗D产品样本少

攻击流量节节攀升 攻防成本不对等

解决措施

腾讯云注重采集大量的

攻击样本，多渠道收集

情报，进行快速迭代

解决措施

腾讯云全国多个城市构

建T级防护容量的高防

节点

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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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包/流量包等多种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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