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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摘要

根据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1年中国游

戏产业报告》中显示，2021年中国游戏市场实际

销售收入依旧保持增长态势，2021年中国游戏市

场实际销售收入2,965.13亿元，同比增长6.40%。

虽然实际销售收入总体态势保持增长，但是增幅

比例较去年同比下降15%左右，这是由于疫情下

宅经济的刺激消退，中国版号发放暂停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

本报告作为游戏行业系列报告之一将从游戏IP发

展历程、游戏IP行业规模和游戏IP行业竞争等维

度对该行业进行分析，力争为读者提供更多游戏

行业的深度洞察，帮助投资者更清晰的了解行业

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n 移动游戏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从市场规模来看，2021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

际销售收入达2,255.38亿元，同比增长6.51%，移

动游戏市场持续保持增长规模，当前移动游戏已

占据中国游戏市场的主导地位，是中国游戏市场

的主体，移动游戏市场收入占比中国游戏市场收

入的76.06%，客户端游戏占19.83%，网页游戏和

其他游戏分别占2.03%和2.08%

n IP改编移动游戏市场增速放缓

从市场规模来看，2021年，中国IP改编移动游戏

市场规模达1,297.70亿元，同比增加4.38%，增幅

较去年下降约22%，增速有所放缓。同样，由于

受到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宅经济”的刺激消退，

国内游戏行业政策缩紧，对未成年人保护加大等

方面影响，IP改编移动游戏市场受到冲击

n 自研IP移动游戏市场精品不足

从市场规模来看，2021年，中国自研IP移动游戏

市场规模达957.68亿元，自研IP市场规模远低于IP

改编游戏规模。2021年，虽然自研IP游戏《王者

荣耀》继续领跑中国游戏收入排行榜榜单，但是

在榜单排名前20的游戏当中，仅有5款游戏为自研

IP，占比仅为25%，自研IP游戏和IP改编游戏在精

品作品数量上仍具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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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IP：IP是intellectualproperty的缩写,是指知识产权。在游戏行业中,IP产品通常指取得文学、影视、

热门游戏授权使用其角色、形象、图像、文字、情节等所制作的游戏产品。

u 自研IP：中国游戏企业依托于游戏领域自主研发的 IP ,初代 IP以游戏产品为载体 ,产品具备玩 法上

的原创性 ,故事背景可原创 ,也可取材于历史文化、神话传说或版权开放的文学作品 ,相关 企业对于 

IP的知识产权具备独占性

u IP改编游戏：经过授权才能进行开发的某一特定类型游戏产品，IP来源于影视、动漫、客户端游戏

等多领域

u SLG：策略类游戏

u RPG：角色扮演类游戏

u ARPG：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u MMORPG：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

u MOBA：多人在线战术竞技游戏

u 硬周边：指的是价格比较高的，且没什么实用价值的扭蛋、挂卡、模型、手办等等产品

u 软周边：指的是价格相对比较便宜，有一定实用价值的，借用动漫形象生产的文具、服饰、钥扣、

手机链等商品

n 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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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IP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2000年以前的IP概念形成期，2001-2016年的IP概念成长期，
2017年至今的IP改编爆发期

n 游戏IP——IP发展历程

来源：伽马数据，头豹研究院

图表1：游戏IP发展历程，2021年

随着移动游戏产业的发展，
高辨识度IP自带的用户流量
成为了游戏厂商垂涎对象，
IP改编游戏市场迎来爆发期，
同时，游戏自研IP也在企业
研发能力提升之后得到飞速
发展

由于客户端游戏的快速发展，
游戏厂商开始长线运营旗下游
戏产品，IP的价值得到客户端
游戏厂商的重新审视，IP的价
值得到提升

中国游戏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
开发出了以武侠电影和武侠小
说为主要IP改编的单机游戏，
形成了早期游戏IP概念

2000年以前(IP概念形成期) 2001-2016年(IP概念成长期) 2017年至今(IP改编爆发期)

q IP概念形成期：2000年以前，中国游戏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但是仍然开
发出了大量以武侠电影和武侠小说作品为主要IP改编的优秀单机作品。例
如《仙剑奇侠传》系列、《金庸群侠传》系列等优秀作品，中国早期游戏
IP概念得以形成，但由于此时的游戏产值并不高，授权方往往对于IP授权
较为随意，例如金庸在1996年将旗下14部小说一次性统一授权给智冠，让
其开发《金庸群侠传》

q IP概念成长期：2000年后，随着客户端游戏的快速发展，中国游戏进入了
网游时代，由于网络游戏不同于单机游戏一次性买断的商业模式，游戏厂
商需要对旗下游戏产品进行长线运营，因此IP本身的知名度对游戏前期引
流十分重要，IP的价值得到了游戏厂商的重新审视。此外，客户端游戏IP
的玩法体系被厂商不断完善，使得客户端游戏IP竞争力提升，并以此推动
了自研IP的发展

q IP爆发期：随着移动游戏的兴起，IP在移动游戏中的价值逐渐凸显，高辨
识度的IP自带丰富的用户流量，游戏厂商开始将热门的客户端游戏、动漫、
小说等不同领域IP转化为移动游戏，IP改编游戏市场迎来爆发期。此外，
随着游戏厂商的研发投入和研发实力的提升，移动游戏自研IP得到飞速发
展，自研IP游戏产品数量增加，市场表现良好

单机游戏 客户端游戏 移动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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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授权主要有品牌改编权，品牌使用权，品牌代理权和产品代销四种模式。IP改编自由度
最高的是品牌改编权，也是IP改编游戏的IP来源

n 游戏IP——IP授权方式

来源： 头豹研究院

图表2：IP授权方式

品牌
改编权

品牌使用权

品牌代理权

产品代销

高

低

I
P
改
编
自
由
度

• 获取该品牌在一定类型内的改

编权

• 拥有在一定时期和区域

内的品牌代理发行权

• 获取该品牌在一定类型内

的使用权

• 在某一地区销售原IP

方所制作的衍生产品

q 品牌改编权：使用方向IP版权方通过资金置换的方式，获取一定时间内的IP授权，
并拥有对IP在一定类型内的改编权的方式。游戏厂商通过一次性支付授权费的方
式向IP所有方取得IP授权后，将其内容改编成为游戏，例如《火影忍者》《使命
召唤手游》便是取得版权方授权后改编成为游戏。使用方对IP没有第三方授权权
力，但是拥有高度的IP改编权力

q 品牌使用权：使用方向IP版权方通过资金置换的方式，获取一定时间内的IP授权，
并拥有对IP在一定类型内的使用权的方式。使用权和改编权不同在于，使用方无
法通过使用权改编出一款游戏，因此常用于IP内人物、角色等授权，使IP和游戏
进行联动，例如《王者荣耀》中使用了《拳皇》授权人物不知火舞。使用方对IP
没有第三方授权权力，且无法对IP进行改编

q 品牌代理权：个人或单位向IP版权方通过资金置换的方式，获取一定时间和地域
内的IP授权，并拥有对IP的代理发行权。例如完美世界和搜狐畅游在中国大陆地
区对于金庸小说作品版权的代理模式，世纪华通盛趣游戏由于《传奇》IP在中国
大陆及香港地区的代理模式。与前两个授权方式不同的是，品牌代理权还拥有IP
在一定地区内的第三方授权、法律维护等权利

q 产品代销：使用方通过资金置换方式获得原IP方制作的衍生产品。例如世纪雷神
公司与日本KONAMI公司签订代销合同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实况足球》游戏，
此模式下，厂商没有任何IP改编或使用权力，仅有销售权力

火影忍者 使命召唤

不知火舞

金庸群侠传

实况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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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 增长率

2021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规模达到2,255.38亿元，同比增长6.51%，增速有所放缓。流水
TOP100移动游戏IP来源分布上，授权IP占比高达59%，具有明显市场优势

n 游戏IP——移动游戏市场总览

来源： CNG、头豹研究院

图表3：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2017-2021年

单位：亿元

图表4：流水TOP100移动游戏IP来源分布，2021年

单位：百分比
q 从市场规模来看，2021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实

际销售收入达2,255.38亿元，同比增长6.51%，移
动游戏市场持续保持增长规模，当前移动游戏已
占据中国游戏市场的主导地位，是中国游戏市场
的主体，移动游戏市场收入占比中国游戏市场收
入的76.06%，客户端游戏占19.83%，网页游戏和
其他游戏分别占2.03%和2.08%。但从增幅来看，
移动游戏市场增幅较去年下降约25%，增幅有所
缩减。这是由于受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的“宅经
济”刺激消退，增速有所下降，同时国内对于游
戏行业政策缩紧，对未成年人保护加大，游戏行
业受到冲击，使得2021年移动游戏增速有所减缓

q 从IP来源分布来看，在流水TOP100移动游戏产
品IP类型数量占比中，自研IP占比达41%，授权IP
占比达59%，当前市场仍以授权IP改编游戏为主。
自研IP占比较去年提高5%，游戏企业开始逐渐意
识到自研IP对于游戏长线运营、用户积累和市场
认可具有重要帮助，开始重视对自研IP的打造和
运营。授权IP仍是当下IP市场主要来源，占比超
五成，相较于自研IP优势明显，和其他领域IP联
动仍是当下游戏开发的重要特征

单位：百分比

41% 59%

自研IP 授权IP

自研IP

授权IP

火影忍者 使命召唤和平精英

阴阳师 原神 王者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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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P改编游戏市场规模达1,297.70亿元，占比中国移动游戏市场份额超五成。小说IP增速
达42.6%，成为授权IP主要增长动力，客户端游戏IP潜力巨大

n 游戏IP——细分市场一：IP改编移动游戏

来源： CNG，头豹研究院

完整版登录www.leadleo.com
搜索《2022年中国游戏行业产业链研究系

列（一）：游戏IP》

http://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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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研IP游戏市场规模达957.68亿元，同比增加12.2%，增幅下降约30%。 从玩法类型来
看，SLG和RPG是自研IP游戏玩法类型中占比最高的两个玩法类型

n 游戏IP——细分市场二：自研IP移动游戏

来源： CNG，点点数据，头豹研究院

完整版登录www.leadleo.com
搜索《2022年中国游戏行业产业链研究系

列（一）：游戏IP》

http://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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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手办

自研游戏IP可以通过发行周边商品、创作衍生内容和进行线下联动三种方式实现IP商业化。
自研游戏IP商业化能够进一步提升游戏IP辨识度

n 游戏IP——自研游戏IP商业化

来源：头豹研究院

图表9：自研游戏IP商业化模式

游戏IP

周边商品

内容衍生

线下联动

配饰 日用品

音乐剧 动漫 电影

主题店 剧本杀 主题公园

将自研游戏IP商业化，通过跨界合作的营销手段能够改善游戏营收模式，挖掘用户
价值，提升游戏生命周期，进一步提升游戏IP辨识度

q 营收模式：中国移动游戏大多属于免费下载游戏，通过嵌入式付费或者通过广告植入进行
营收，但是这类营收模式过于单一，容易受到政策或者市场环境等影响，使得游戏整体营
收抗风险能力较弱。通过将自研游戏IP商业化，进行跨界营销，将游戏中的热门人物形象
做成手办进行发行，和服装、首饰等行业进行跨界联动，推出相关配饰等方式，增加收入
来源，均衡营收结构，减少单一营销模式带来的风险。例如《王者荣耀》就打造了专门的
周边商城，可以购买到精美手办、数码3C、生活周边以及服装服饰等多种类型商品，通
过多元化收入来源平衡营收结构，减少单一营收来源风险

q 用户价值：移动游戏IP通过开发周边商品，创作音乐剧、动漫等相关内容衍生作品，打造
主题店、主题公园等线下联动方式，通过丰富的内容形式触及更多用户，吸引更多群体对
于自研游戏IP的关注，实现自研游戏IP破圈。此外，针对于游戏粉丝群体进行定向开发，
打造IP定制化衍生品，将IP融入粉丝群体生活，增加粉丝黏性。例如《阴阳师》就游戏内
容推出了衍生音乐剧，多部改编动漫，以及授权电影《侍神令》，同时，从2019年就开
启了流浪动物公益计划，对流浪动物进行粮食、医疗等援助，逐渐融入到粉丝群体

q 游戏生命周期：移动游戏生命周期相对更短，大多移动游戏生命周期在一年左右。自研游
戏IP通过创新和联动，持续引入热门话题，同时通过跨界合作触及更多用户群体，扩大自
研游戏IP辨识度，提升IP价值，延长游戏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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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TOP20移动游戏IP来源类型中，占比最高的是客户端游戏，热门的长线运营客户端游
戏IP受到手游厂商们的喜爱；流水TOP100分布中，自研游戏创收能力最强

n 游戏IP——游戏IP行业竞争

图表10：流水TOP20移动游戏名称及类型

来源：点点数据，头豹研究院

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 英雄联盟手游 梦幻西游

自研 端游 小说 端游 端游

三国志 战略版 原神 幻塔 斗罗大陆：魂师对决 天涯明月刀

主机 自研 自研 小说 小说

金铲铲之战 一念逍遥 穿越火线：枪战王者 大话西游 率土之滨

端游 小说 端游 端游 自研

阴阳师 火影忍者 神武4 梦幻新诛仙 摩尔庄园

自研 动漫 端游 小说 其他

5.52%

0.69%

3.62%

6.50%

14.16%

31.10%

38.40%

0% 20% 40% 60%

其他

移动游戏

单机

动漫

小说

端游

自研

图表11：收入TOP100移动游戏各类型流水分布，2021年

单位：百分比

q 流水TOP20移动游戏IP来源类型中，除自研IP游戏外，IP改编游戏的IP来源类型最多的为端游，其次
是小说。八款端游IP均为长线运营游戏，除《和平精英》IP来源《绝地求生》运营时间仅为5年以外，
其余IP运营均超过10年，对于客户端游戏IP来说，稳定的长线运营能够积累起大量的忠实玩家用户群
体，通过对用户群体的引流，将端游用户转化为手游用户，且这类用户黏性更高，付费意愿更强，使
得热门的长线端游IP大量被改编成为手游。小说IP方面，有经典小说《哈利波特》《天涯明月刀》等，
也有近年来的热门网文《斗罗大陆》《一念逍遥》等，这些小说IP都有着高点击量，同时这些IP都有
着被影视化、动漫化等特点，多端共同提升了IP的影响力，使得这类IP更容易被游戏厂商进行改编

q 从收入TOP100移动游戏各类型
流水分布来看，流水占比最高的
为自研IP，其次为端游IP。由于
《王者荣耀》超强的吸金能力，
远高于其他单项IP所创造的流水，
使得自研IP占比最高，自研IP中，
《王者荣耀》流水占比超过五成，
在去除掉《王者荣耀》流水后，
自研IP流水总和仅次于端游IP。
端游IP方面，由于端游原有用户
相较于新增用户的更强付费意愿
使得端游IP的创收能力较高，同
时，端游IP手游化能够给玩家提
供玩家想体验的端游元素，更能
够吸引用户，这也使得端游IP能
够在市场中保持有力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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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IP发展趋势将集中在自研IP与中国传统文化联动，自研游戏IP泛娱乐化，授权游戏IP和
合适游戏题材与特色机制结合，游戏IP版权保护四个方面

n 游戏IP——游戏IP发展趋势

来源：各公司财报，头豹研究院

完整版登录www.leadleo.com
搜索《2022年中国游戏行业产业链研究系

列（一）：游戏IP》

http://www.leadle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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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头豹研究院布局中国市场，深入研究19大行业，持续跟踪532个垂直行业的市场变化，已沉淀超过100万

行业研究价值数据元素，完成超过1万个独立的研究咨询项目。

u 头豹研究院依托中国活跃的经济环境，研究内容覆盖整个行业发展周期，伴随着行业内企业的创立，发

展，扩张，到企业上市及上市后的成熟期，头豹各行业研究员积极探索和评估行业中多变的产业模式，

企业的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专业视野解读行业的沿革。

u 头豹研究院融合传统与新型的研究方法论，采用自主研发算法，结合行业交叉大数据，通过多元化调研

方法，挖掘定量数据背后根因，剖析定性内容背后的逻辑，客观真实地阐述行业现状，前瞻性地预测行

业未来发展趋势，在研究院的每一份研究报告中，完整地呈现行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u 头豹研究院密切关注行业发展最新动向，报告内容及数据会随着行业发展、技术革新、竞争格局变化、

政策法规颁布、市场调研深入，保持不断更新与优化。

u 头豹研究院秉承匠心研究，砥砺前行的宗旨，以战略发展的视角分析行业，从执行落地的层面阐述观点，

为每一位读者提供有深度有价值的研究报告。

n 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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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本报告著作权归头豹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刻、发表或引用。

若征得头豹同意进行引用、刊发的，需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用，并注明出处为“头豹研究院”，且不得对本

报告进行任何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或修改。

u 本报告分析师具有专业研究能力，保证报告数据均来自合法合规渠道，观点产出及数据分析基于分析师

对行业的客观理解，本报告不受任何第三方授意或影响。

u 本报告所涉及的观点或信息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证券或基金投资建议。本报告仅在相关法律许可的情

况下发放，并仅为提供信息而发放，概不构成任何广告或证券研究报告。在法律许可的情况下，头豹可

能会为报告中提及的企业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融资或咨询等相关服务。

u 本报告的部分信息来源于公开资料，头豹对该等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或可靠性不做任何保证。本报告

所载的资料、意见及推测仅反映头豹于发布本报告当日的判断，过往报告中的描述不应作为日后的表现

依据。在不同时期，头豹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推测不一致的报告或文章。头豹均不保证本

报告所含信息保持在最新状态。同时，头豹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读者

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更新或修改。任何机构或个人应对其利用本报告的数据、分析、研究、部分或者全

部内容所进行的一切活动负责并承担该等活动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或伤害。

n 法律声明



u 头豹是中国领先的原创行企研究内容平台和新型企业服务提供商。围绕“协助企业
加速资本价值的挖掘、提升、传播”这一核心目标，头豹打造了一系列产品及解决
方案，包括：报告/数据库服务、行企研报定制服务、微估值及微尽调自动化产品、
财务顾问服务、PR及IR服务，以及其他以企业为基础，利用大数据、区块链和人
工智能等技术，围绕产业焦点、热点问题，基于丰富案例和海量数据，通过开放
合作的增长咨询服务等

u 头豹致力于以优质商业资源共享研究平台，汇集各界智慧，推动产业健康、有序、
可持续发展

300+ 50万+
合作专家

8万+

注册机构用户

公司目标客户群体
覆盖率高，PE/VC、
投行覆盖率达80%

资深分析师

5,000+

细分行业
深入研究
原创内容

100万+

行企研究
价值数据元素

企业服务

为企业提供定制化报告服务、管理咨询、战略
调整等服务

提供行业分析师外派驻场服务，平台数据库、
报告库及内部研究团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

云研究院服务

行业峰会策划、奖项评选、行业白皮书等服务

行业排名、展会宣传

地方产业规划，园区企业孵化服务

园区规划、产业规划

四大核心服务

头豹研究院简介

备注：数据截止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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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活动由新财富主办，头豹研究院作为研究支持

机构，将重磅推出“2022新财富产业园区金融力

排行榜”，聚焦产业园区金融竞争力发展成果，

助力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

• 活动现已公开征集，诚邀意向产业园区、相关企

业及专家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信息进行报名

主 办 单 位 ： 新 财 富
研 究 支 持 机 构 ： 头 豹 研 究 院

2022新财富产业园区
       金融力排行榜

识别二维码参与征集活动

关于本次活动的相关信息，敬请关注头豹与新财富官网、官方

微信公众号等

头豹研究院联系方式： 

电话：18998861893  邮箱：mandy.zheng@leadleo.com

新财富联系方式：cyy@xcf.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