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 2019 ChinaJoy 热点追踪 游戏产业半年度数据发布
北京，2019年8月5日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ChinaJoy）于今日在
上海闭幕，游戏硬件以及技术融合成为行业关注的焦点。IDC与游戏工委发布的《2019年
1-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 》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达到 1140.2亿元人民
币，相比去年同期增长8.6%，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逐步恢复活力。
Figure 1

本届展会特设“数字内容成果展示区”来展现国内数字娱乐产业发展历程，游戏行业作为
重要的娱乐生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展现中国内容研发实力的领军行业之一。IDC《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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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市场变化影响研究报告，2019》预计，2019年中国游戏市场规模仍将领先美国并在全
球范围内保持第一的位置。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自研网络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达到
921.4亿元人民币，占整体游戏市场规模超80.8%，国内游戏企业研发实力增强得到进一步
体现。
近年来游戏产品成为越来越多创新技术与内容生态融合的载体，包括硬件厂商在内的行业
参与者在本次展会中表现同样亮眼，以下为此次展会中值得关注的十大产业动向及趋势：
高通旗下Elite Gaming骁龙终端推动内容与硬件的深度适配。在此次展会前高通与腾讯
达成战略合作，将在移动游戏终端设备、游戏内容和性能优化、骁龙Elite Gaming特性增
强、云游戏、以及5G游戏应用场景开发等技术方面进行联合优化。作为行业重要的芯片
提供商，通过与游戏厂商的深度合作将有利于进一步推动中国市场中游戏移动手机的发
展，同时凭借更快网速、更高宽带以及更低时延的技术优势在内容端提供更加精准的游戏
体验优化。
游戏手机市场继续迭代，产品特性向电竞级逐步靠拢。在今年的展会中，众多的手机厂商
带来了升级换代后的游戏手机产品，在性能、续航、散热以及信号等方面实现了进一步突
破。IDC认为，除了产品本身的硬件性能以及游戏运行体验优化之外，厂商应该继续加强
与内容开发商之间的合作，对于游戏市场中的头部作品进行定制化调优，改善特定游戏场
景中面临的体验不佳等问题。
腾讯代理任天堂旗下Switch主机的国行版本发行。国行版Switch在此次展会中正式发布，
在硬件配置方面与现有国际版本一致，此外将有多款游戏带来中文本地化的优化版本。而
中国版“Nintendo e商店”也将支持本地支付渠道，让国内玩家游戏购买体验更加便捷。尽
管Switch的引进对于国内主机游戏市场而言将带来重要的补充作用，但内容端的丰富度才
是决定市场能否迎来快速发展的关键。
HTC推出无线跨平台内容共享模式VIVEPORT 串流。用户在该模式下只需将搭载 VIVE
WAVE 平台的六自由度VR头显设备与可驱动 VR 内容的电脑连接至同一5Ghz频段的Wi-Fi
网络下，便可在一体机设备上体验PC VR应用。串流体验已经成为扩充VR一体机应用场
景的重要途径之一，未来消费端应用中游戏将会比观影场景带来沉浸度更高的用户体验。
多人竞技与IP衍生的VR游戏作品成为国内VR行业关注的重点。网易在VR游戏开发领域
已经占据了先发优势，旗下《Nostos（故土）》将于今年第四季度正式上线。同时，多
人射击类作品《荒野潜伏者（Stay Silent）》以及经典游戏《愤怒的小鸟》与《水果忍
者》VR 版都将在年内登录线上平台，VR游戏领域有望取得进一步发展。
王者荣耀SUPEX AI战队获得玩家关注。AI技术在游戏领域中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深
入，2019年初，vivo与高通以及腾讯AI Lab联合成立“想象力工程”，对MOBA游戏场景进
行AI应用研发，将移动游戏的AI计算过程从云端迁移至终端侧，并联合打造了一支在智能
手机终端本地运行的王者荣耀AI战队。AI技术游戏场景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在游戏领域中提
供更加丰富以及个性化的玩家体验，同时也将推动终端设备端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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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游戏公司进行海外拓展。以华为、腾讯以及亚马逊等为代表的
云服务平台对于近年来大范围开展的游戏出海业务提供了有力支撑。对于游戏厂商而言，
利用云平台在全球部署的服务器矩阵以及本地化资源，能够更加高效与便捷地进行游戏全
球化拓展，大大降低了运维、分发以及获客成本。
腾讯云公布了云游戏解决方案。在腾讯云云游戏的方案展示中，以《天涯明月刀》为例，
直接通过浏览器实现本地运行，并且在画面流畅度方面表现亮眼。随着更多生态参与者进
入到云游戏市场的建设中，该市场正在进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尽管在国内主机及客
户端游戏市场需求相对较小，跨平台游戏体验需要更多的内容进行支撑，但以智能手机为
主的移动游戏市场仍然能够充分发挥云游戏带来的低延迟以及即开即玩的优势。
2019全球电竞大会同期举行。在此次大会中，上海市文化与旅游局发布《电竞场馆建设规
范》及《电竞场馆运营服务规范》两项电竞行业规范。而在7月31日，继人社部发布电子
竞技运营师和电子竞技员两个新兴职业后，上海首批电竞注册运动员取得资格证。IDC认
为，国内电竞产业目前已经进入到更加规范化运行的阶段，行业生态不断成熟，未来将有
更多的行业参与者投入进来，人才缺口将得到有效填补。
索尼旗下“中国之星计划”第二批游戏作品亮相展会。以《铃兰计划》、《纪元变异》以
及《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为代表的多款国产游戏在展会中得到亮相。而包括《三国志
14》、《NBA 2K20》等海外产品的简体中文版也在筹备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产游戏作
品以及国际大作进入到国内市场，主机游戏行业的发展将得到有效助力，而在主机厂商的
持续扶持下，国内开发团队也将推动更多的国产作品进入到海外市场。
IDC观点
与此次展会同期举行的第四届国际智能娱乐硬件展览会聚集了包括手机、PC以及游戏外设
等在内的众多一线设备展商，硬件技术升级将为游戏带来运行更流畅、沉浸感更强的玩家
体验。2019年上半年中国移动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达到770.7亿元人民币，手机与芯片厂商
继续加大在游戏行业的投入，游戏性能优化成为厂商间合作的重点发展方向。此外，随着
任天堂Switch游戏机进入国内市场，家庭主机游戏市场得到进一步补充，预计将在未来迎
来快速发展。
IDC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中国电子竞技游戏市场销售收入达到465.0亿元人民币，实现
同比11.3%的增长。电子竞技依然是行业发展重点，游戏厂商继续围绕头部产品来打造电
子竞技生态，通过赛事运营来延长游戏的生命周期。此外，女性与二次元游戏用户规模
同期分别达到2.9亿人以及1.1亿人，内容创新正在同步带动更多的潜在用户参与到游戏生
态当中。IDC认为，以虚拟偶像为代表的游戏内容新形态拓展有利于提振玩家群体的活跃
度，将游戏参与从线上延续到线下空间。
在此次展会中，5G云游戏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2019 年，随着 5G 技术的逐步推广普
及以及相关基础设施搭建逐渐成熟，云服务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国内已有厂商投入到云
游戏的研发及试运行当中，该细分市场的发展前景向好。IDC《中国游戏云市场研究报
告，2018》显示，2018年国内以PAAS（平台即服务）与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为主的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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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云市场规模达到 52.2 亿元人民币，对于AR/VR市场而言，云服务有助于解决头显设备
端本地计算的负担，对于目前内容端缺乏足够优质产品支撑起到缓解作用。
IDC中国市场分析师谭睿认为，目前国内游戏市场正在逐步回到可持续增长的态势，AR等
新技术的运用有利于丰富与拓展产品生态，游戏的跨界应用功能得到充分利用。对于玩家
而言，随着市场成熟度与规范度进一步提高，游戏精品化及多样化将继续成为关注的重点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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