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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定义

        云游戏是一种以云计算技术为基础的在线游戏方式。游戏

中的所有计算（包括画面渲染、数据同步、交互逻辑等）全部

在云端服务器进行，并通过互联网接受玩家的输入指令，同时

将处理完成后的最终画面结果显示在玩家的前端设备上。在云

游戏场景下，用户的游戏设备只需要具备基本的视频解压能力

和联网功能即可，而无需任何高端的处理器或显卡。

        本报告所研究的云游戏 ，是指游戏本身在运营商或游戏公

司的服务器上运行，将游戏画面经过视频压缩后，串流显示到

用户的客户端设备上（包括 PC 、手机、平板电脑、家用游戏

机等互联网接入设备）进行操作的游戏方式。

服务器运行游戏内容

通过基站传输数据

用户的客户端设备显示游戏画面，同时发送操作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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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关键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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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网络、边缘计算、流媒体、算力四个因素持续技术突破，

不断降本，量变引发质变。

Part I 中国云游戏发展面临的机遇

�G技术发展、光纤

��年间价格下降��%

基础网络 算力

流媒体 硬件

新基建将使中国

大数据中心和边缘节点

在数量和容量上大幅提升

芯片自身的摩尔定律提高

效能，华为鲲鹏等国产计算

平台的崛起进一步降低成本

流媒体传输技术持续迭代

编码压缩技术每次升级

带宽占用降低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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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云游戏带来巨大游戏增量市场

中国云游戏行业前瞻报告 Part I

        随着中国�G快速建设，云游戏有望成为�G带来的首个爆发

性应用。

        云游戏的崛起，一方面替代了部分现有游戏市场，另一方

面带来了新的增量游戏市场。

        增量市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跨平台分发带来多终端红利

重度游戏从PC和主机向移动端迁移

电视、AR/VR眼镜成为新战场

游戏门槛降低带来用户基数红利

无需下载等待，无外挂，不受终端限制提供

最高画质和性能体验，进一步增加游戏用户基数

流媒体化和强互动性带来流量红利

云游戏与直播、视频等融合成为泛娱乐的流媒体

互动性大大加强，成为新型流量入口

中国云游戏发展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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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G全面建成的2026年，中国
云游戏市场规模将接近3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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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为����亿元，其中云游戏市场

规模仅有��亿元。预计到����年，�G在中国全面建成时，云游

戏在中国游戏市场的渗透率将达到��%，中国云游戏市场的规

模届时将接近����亿元。

        ����年受疫情影响，�G手机换机潮可能推迟，结合运营商

降费节奏，����年将成为云游戏普及元年，全面向大众推广，

云游戏渗透率有望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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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市场空间预测

Part I 中国云游戏发展面临的机遇



��

中国云游戏产业链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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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游戏的基础设施包括电信运营商服务、云服务和硬件计算

平台，云游戏内容包括游戏研发、云游戏发行和运营，云游戏

分发既可以通过云游戏平台，也可以通过社交和媒体以流媒体

的形式传播，用户一侧包括手机用户、PC/电视用户，以及后期

会出现的VR/AR用户，用户在玩游戏的同时也在和社交和媒体

产生交互。

Part II 中国云游戏产业链全景图

电信运营商 云服务 硬件计算平台
基础
设施

游戏研发 云游戏发行/运营
  云
游戏
内容

社   交 云游戏平台 媒体平台

分发

PC/电视用户 手机用户 VR/AR用户
多端
用户
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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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收费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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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游戏的付费模式仍处在探索阶段，前期硬件、网络成本

较高的情况下，以付费模式为主，后期可能将出现分化，一部

分走付费精品模式，一部分走免费加广告模式。

云游戏产品 收费模式 详          情

订阅+买断 专业版会员�美元/月，游戏产品
售价��-��美元

会员费+时长费
白金会员��.�元/月，每月��小时
游戏时长；�元时长长包，云游戏
时长�小时，��天内有效

会员费 连续包月 ��.� 元；月卡 ��.� 元
季卡 �� 元；年卡 ��� 元

订阅+会员费

订阅制购买游戏内容：
月卡 ��.�� 元；包夜卡 � 元
会员付费：单月/单季/半年
一年的SVIP会员价
分别为 ��.�/��/���/��� 元

由谷歌（Google）研发的云游戏服务平台

中国电信旗下号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推出的�G应用

中国移动旗下的�G云游戏平台

格来云是动视云科技发布的云游戏平台

每个用户每天��分钟免费体验时间
会员费：�� 元起充，��/���/���/
                    ��� 元四个档位
时长费：会员标配 � 元/小时
                 高配� 元/小时
                 非会员标配 �元/小时
                 高配�元/小时

达     龙
云电脑 会员费+时长费

取消会员付费
在安卓版开放充值功能，免排队卡券
��� 币=� 元，秒进卡 � 天 � 元，
� 天 �� 元，加时卡 � 小时 � 元

创新定价模式

GVIP 云手机：�� 元/�� 天
��� 元/�� 天，��� 元/���
VIP 云手机：� 元/天，� 元/� 天
�� 元/�� 天，�� 元/�� 天
���元/���天，��� 元/��� 天

会员费

广州点云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

湖南微算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旗下产品

达龙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获腾讯投资

Part II 中国云游戏产业链全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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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云游戏行业前瞻报告 Part II I 中国云游戏产业链公司

中国云游戏产业链公司

       在云游戏全产业链中，与云游戏相关的核心环节包括硬件计

算平台、游戏研发、发行、云游戏平台。腾讯和网易可以覆盖

后三个环节；三七互娱在研发、发行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至

平台；完美世界和巨人网络深耕仍以研发为主；三大运营商利

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优势发力云游戏平台；华为的硬件为云游

戏平台提供支撑。

媒体社交公司
电信

运营商
服务

云服务 研发 发行 云游戏
平台

硬件计
算平台



��

中国云游戏行业前瞻报告

         具体来看，游戏公司的研发、发行能力，又可以更加细化

为五个维度，分别为游戏质量、获客能力、交互性、变现能力

以及部署成本。

         根据各大游戏厂商的综合能力，以五个维度进行打分，�分

为满分。

公司 游戏质量 获客能力 变现能力 部署成本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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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趋势，研发为王

        云游戏时代，各终端游戏同台竞技，云游戏社交传播能力

大大加强，好的产品会说话，传统APP商店渠道作用弱化，

研发为王。

        ����年游戏公司研发投入增长普遍较快，三七互娱增长超

过��%，腾讯也有��%以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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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娱 IGG 腾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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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游戏公司研发支出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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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进度

各平台对于

云游戏的投入不一

导致进展

也并不一样

 

腾讯start
腾讯即玩正在内测

网易云游戏平台
公测并开始收费

咪咕快游上线
10个月，月活用户

突破2000万

天翼云游戏
中国电信宣布

向游戏合作伙伴提供
开发测试等各类

生态合作服务

三七云游戏平台
已开始内测，首款
云游戏《永恒纪元》

已上线

Part II I 中国云游戏产业链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