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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摘要： 

云游戏是次世代游戏产品形态。本篇报告主要研究云游戏产品以及云游戏商业模式，并据此挖掘云游戏投

资机会。观点如下： 

1、云游戏解决网游画质提升瓶颈。 

（1）云游戏主要消费群体是核心及硬核游戏用户。该群体对游戏可玩性、游戏画质以及游戏操控感等品

质要求较高，云游戏画质击中该群体痛点。我们判断，当前网游向云游戏进化过程将是核心及硬核游戏用

户向云游戏用户转化过程； 

（2）云游戏利好追求高画质的游戏品类。角色扮演、策略经营、虚拟养成类游戏三大游戏品类将会受益

于云游戏技术； 

（3）云游戏利好端游研发商、主机游戏研发商以及二次元游戏研发商。核心及硬核游戏用户对游戏画质

的追求驱动游戏研发商打造高品质游戏，这类研发商主要为端游研发商、主机游戏研发商以及二次元游戏

研发商。 

2、云游戏商业模式会发生较大变化。 

（1）研发模式：云游戏研发更注重美术设计。云游戏核心优势在于突破当前网游画质瓶颈，进而推动游

戏研发商对美术设计更加重视； 

（2）运营模式：云游戏运营成本或随第三方云游戏服务商发展而降低。目前云游戏运营商需要独立覆盖

服务器及网络成本，导致运营成本较高。按照电脑游戏及手游运营成本降低轨迹，未来国内云计算商、电

信运营商云游戏平台、垂直云游戏服务提供商将部分转化为第三方云游戏服务商，驱动云游戏成本降低； 

（3）盈利模式：云游戏适合采用前向付费模式。前向收费模式可以降低运营商成本；国内重度和硬核游

戏用户具有时长收费、买断制及订阅制等前向付费习惯； 

（4）渠道模式：电信运营商或是云游戏早期阶段渠道商。电信运营商具有将云游戏与手机流量套餐相融

合优势，形成云游戏研发商/运营商——电信运营商——游戏用户渠道链条，电信运营商则成为云游戏渠道

商，与研发商/运营商采用分成方式； 

（5）推广模式：口碑传播及意见领袖推荐将是云游戏主要推广方式。 

投资建议： 

建议从云游戏产业链及云游戏用户两条主线挖掘云游戏投资机会。1）云游戏或将运营为王，运营商获得

产业链最大分成比例，建议关注具有云游戏运营能力的运营商；2）云游戏主要消费群体是核心及硬核游

戏用户。国内这批游戏用户主要聚集在部分网游产品及游戏社区平台，背后公司将在云游戏浪潮中具有发

展优势。 

云游戏产业链相关标的：腾讯控股、网易、完美世界、吉比特等游戏研发运营商；斗鱼、虎牙直播、哔哩

哔哩、心动公司等游戏社区。 

风险提示：5G 建网速度低于预期、云游戏技术进展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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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云游戏在哪里 

云游戏解决网游画质提升瓶颈。根据中国通信院定义，云游戏本质上为交互性在线视频流，游戏在云端服务

器上运行，并将渲染完毕后的游戏画面或指令压缩后通过网络传送给用户。云游戏和用户数据存储在服务器

上，本地终端上不再需要安装游戏文件和存储用户数据。过去网游厂商一直在游戏画质与终端性能之间博弈。

云游戏将在打破本地终端存储空间限制基础上，实现游戏画质大幅提升。 

1.1 云游戏用户 

云游戏主要消费群体是核心及硬核游戏用户。核心及硬核游戏用户对游戏可玩性、游戏画质以及游戏操控感

等品质要求较高，画质大幅提升的云游戏击中该群体痛点。我们判断，网游向云游戏进化过程将是核心及硬

核游戏用户向云游戏用户转化过程。根据游戏工委及易观千帆统计，2019 年国内手游用户规模 6.4 亿人，其

中核心及硬核游戏用户占比分别为 18%和 2%，合计超过 1 亿人。 

 

  

图 1：云游戏架构 

 

资料来源：腾讯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2：国内手游用户群体分类 

 

资料来源：易观千帆，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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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云游戏品类 

云游戏利好追求高画质的游戏品类。以手游为例，手游画质与游戏下载包及资源拓展包大小呈现正相关性。

根据国家手游测试中心 2019 上半年《手游测试白皮书》，基于对 10313 款游戏测试数据，角色扮演、策略

经营、虚拟养成类游戏在内存占用排名前三。可以认为，该三个大游戏品类将会受益于云游戏技术。 

 
表 1：各类手游平均内存 

游戏类型 内存平均值（MB） 内存占用峰值（MB） 

角色扮演 277 1436 

策略经营 233 133 

虚拟养成 206 795 

动作格斗 191 917 

体育运动 176 605 

塔防运动 173 786 

飞行射击 171 789 

跑酷竞速 170 404 

卡牌游戏 168 836 

休闲益智 140 715 

棋牌扑克 129 583 

消除游戏 126 579 
 

资料来源：国家手游测试中心，东兴证券研究所 

1.3 云游戏研发商 

云游戏利好端游研发商、主机游戏研发商以及二次元游戏研发商。核心及硬核游戏用户对游戏画质的较高追

求是驱动游戏研发商打造高品质游戏核心动力，云游戏技术解决了困扰研发商及游戏用户关于高画质游戏对

终端性能要求苛刻的问题。因此，掌握这批硬核用户的研发商具有研发云游戏的诉求，反过来讲，这类研发

商具有用户优势。可以看到，这类研发商主要为端游研发商、主机游戏研发商以及二次元游戏研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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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下表列举手游下载包占用 1GB-3GB 存储空间，实际占用超过 5GB。很多游戏用户手机不堪重负。宏大

世界观、精美服饰皮肤、持续更新游戏模式是造成游戏内存持续增加的主要原因。 

 

表 2：典型手游下载包 

游戏名称 游戏类型 下载包 研发商 

《完美世界》 角色扮演 1.9GB 完美世界 

《剑网 3》 角色扮演 1.9GB 西山居 

《梦幻西游》 角色扮演 1.3GB 网易 

《方舟：生存进化》 沙盒游戏 1.9GB Wildcard 

《我的世界》 沙盒游戏 1.2GB Mojang 

《炉石传说》 卡牌 2.5GB 暴雪娱乐 

《阴阳师》 卡牌 1.9GB 网易 

《FGO》 卡牌 0.8GB Delight Works 

《闪耀暖暖》 虚拟养成 2.0GB 叠纸网络 

《碧蓝航线》 虚拟养成 1.2GB 勇仕网络 

《崩坏 3》 虚拟养成 0.8GB 米哈游 

《王者荣耀》 MOBA 1.8GB 腾讯 

《和平精英》 射击枪战 1.6GB 腾讯 
 

资料来源：应用宝，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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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云游戏商业模式在哪里 

2.1 端游商业模式 

盛大网络创立端游商业模式。2001 年，盛大网络代理韩国网络游戏《热血传奇》，凭借代理合同，浪潮、戴

尔向盛大提供两个月服务器试用；中国电信给予盛大网络两个月测试期免费的带宽试用，国内单机游戏分销

商上海育碧负责代销盛大游戏点卡。盛大网络实现以其游戏运营平台为中心的游戏产业链整合，创立网络游

戏商业模式。 

表 3：盛大网络创立网游商业模式 

时间 合作伙伴类别 合作伙伴 合作方式 

2001 年 服务器厂商 浪潮 2 个月服务器试用 

2001 年 服务器厂商 戴尔 2 个月服务器试用 

2001 年 电信运营商 中国电信 2个月网络带宽试用 

2001 年 渠道代理商 上海育碧 代销盛大游戏点卡 
 

资料来源：中国三星经济研究院，东兴证券研究所 

 

端游是国内网络游戏商业模式起点。游戏运营商处于产业链中心环节，与各方形成商业交易：运营商通过自

主研发或代理开发商游戏产品获得游戏运营权；向服务器厂商购买或租赁服务器，向网络服务商租赁网络带

宽，为游戏运营提供硬件设施和网络条件；借助媒体进行游戏推广及搭建游戏用户充值收费渠道。 

 

  

图 3：端游公司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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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为王。端游研发商、端游运营商与渠道代理商是产业链核心环节，采用分成模式分配游戏用户充值，运

营商收获端游价值链最大分成比例。电信运营商、服务器供应商以及媒体获得的收益取决于运营商经营计划，

不参与游戏分成。 

表 4：端游运营商与产业链各方交易结构 

产业链相关者 角色 收入分割 比例 

游戏研发商 产品研发 分成 20%-30% 

游戏渠道商 销售点卡 分成 15%-20% 

电信运营商&服务器厂商 硬件及网络设施 固定 0%-5% 

媒体 游戏推广 固定 10%-20% 

游戏运营商 游戏运营 剩余 25%-55%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分成比例依据游戏公司招股书及财报，实际各家游戏公司均有所差异） 

 

2.2 页游商业模式 

页游公司商业模式创新主要体现在联运和买量。端游运营商倾向于独家代理运营游戏，页游运营商则会将独

代游戏产品再次授权第三方运营平台，形成联运模式；买量模式是页游运营商将流量网站的用户导入自有页

游运营平台，并根据用户充值分成给流量网站。联运和买量有助于页游运营商快速获取用户并盈利。 

 

  

图 4：页游公司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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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为王。页游研发商、页游运营商与页游渠道商是产业链核心环节，研发商收获页游价值链最大分成比例。

采用分成模式分配游戏用户充值。服务器商、IDC 企业以及媒体获得的收益取决于运营商经营计划，不参与

游戏分成。 

 
表 5：页游运营商与产业链各方交易结构 

产业链相关者 角色 收入分割 比例 

游戏研发商 产品研发 分成 30%-40% 

游戏渠道商 导入用户 分成 20%-30% 

服务器& IDC 企业 硬件及网络设施 固定 0%-5% 

媒体 游戏推广 固定 10%-20% 

游戏运营商 游戏运营 剩余 0-40%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分成比例依据游戏公司招股书及财报，实际各家游戏公司均有所差异） 

 

2.3 手游商业模式 

IP 版权方成为手游产业链一环。IP 版权方向手遊研发商授权 IP，为游戏开发角色、图像及故事情节提供基

础。研发商、运营商、渠道商、游戏媒体、支付商、基础设施供应商等角色均保留在手游产业链。页游联运

模式在手游产业链中并未得到发展，买量模式在手游产业链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图 5：手游公司商业模式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P10 
东兴证券行业报告 
传媒行业：中国云游戏商业模式在哪里 

 
 

 

敬请参阅报告结尾处的免责声明 东方财智 兴盛之源 

DONGXING SECURITIES

渠道为王。IP 版权方、研发商、运营商与渠道商用分成模式分配游戏用户充值，渠道商收获手游价值链最大

分成比例。云计算公司以及媒体获得的收益取决于运营商经营计划，不参与游戏分成。 

表 6：手游运营商与产业链各方交易结构 

产业链相关者 角色 收入分割 比例 

IP版权方 IP授权 分成 5%-9% 

游戏研发商 产品研发 分成 14%-25% 

游戏渠道商 导入用户 分成 30%-50% 

云计算企业 互联网基础设施 固定 0%-5% 

媒体 游戏推广 固定 10%-20% 

游戏运营商 游戏运营 剩余 0-41%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分成比例依据游戏公司招股书及财报，实际各家游戏公司均有所差异） 

 

2.4 云游戏商业模式 

云游戏产业链或与端游较为接近，运营为王。目前国内云游戏产业链尚处于探索之中，参与者包括电信运营

商、云计算服务商（包含垂直云服务提供商）、CPU/GPU 供应商、游戏研发商等。我们认为，云游戏产业链

或与端游较为接近，运营为王。 

 

  

图 6：国内云游戏产业生态及产业链预测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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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商业模式会发生较大变化。在端游、页游及手游发展阶段，游戏公司商业模式均有创新之处。云游戏

是一门新兴技术，可以预判围绕云游戏产品的商业模式将发生较大变化，包括研发模式、运营模式、盈利模

式、渠道模式、推广模式等。 

表 7：国内网游各阶段商业模式创新点 

商业模式 端游 页游 手游 

研发模式 自研 - IP、端转手、页转手 

运营模式 独代 联运 - 

盈利模式 时长收费、道具收费 - - 

渠道模式 网吧 网站 应用商店 

推广模式 地推 买量 -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2.4.1 研发模式 

云游戏研发更注重游戏美术设计。云游戏核心优势在于突破网游画质瓶颈，推动网游研发商对美术资源竞赛。

一般而言，游戏角色模型面数越高，角色越生动形象。《崩坏 3》和《阴阳师》是注重游戏画质的代表性手游

产品。2016 年公测的手游《崩坏 3》中角色建模多边形数量达到 15000 面，接近端游《剑网 3》重制版水平

（16000 至 20000 面）；2019 年公测的手游《闪耀暖暖》中角色建模数达到 50000-80000 面，接近一流主

机游戏水平。云游戏将助推手游画质接近主机游戏水平。目前国内手游研发已经具有较高门槛，头部产品研

发团队达到数百人，研发周期 2-3 年，云游戏将提高游戏研发成本，进一步提高游戏行业壁垒。 

 

  

图 7：国内优秀手游产品画质接近主机游戏 

 

资料来源：游戏公司官网，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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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运营模式 

网游运营成本随 IDC 崛起而降低。早期国内端游运营商向服务器商购买服务器以及向电信运营商采购带宽，

采购成本与维护成本较高，约占到游戏收入的 10%；为降低成本，后期游戏运营商倾向租赁服务器和带宽并

交由第三方 IDC 公司托管，成本降低至游戏收入的 5%；目前国内手游运营商向云计算公司租赁云服务器及

采购增值服务，成本进一步降低至游戏收入的 2%。可以看到，网游产业由新兴向成熟发展过程中，第三方

IDC 企业会逐步发展，降低游戏运营成本。 

备注：1）游戏运营商：负责提供游戏运营平台，架设服务器组安装服务器端软件，租赁带宽提供网络游戏

下载，并对游戏进行推广、运营维护以及客户服务等；2）IDC 公司：基础业务包括主机托管、宽带出租、IP

地址出租、服务器出租和虚拟主机出租等，增值业务包括数据备份、负载均衡、设备检测、远程维护、代理

维护、系统集成、异地容灾、安全系统等。 

云游戏运营成本或随第三方云游戏服务商发展而降低。目前云游戏运营成本大幅高于端游和手游。主要源于

目前云游戏运营商需要独立覆盖服务器及网络成本。按照电脑游戏及手游运营成本降低轨迹，目前国内云计

算商、电信运营商云游戏平台、垂直云游戏服务提供商将部分向产业下游拓展转化为第三方云游戏服务商，

驱动云游戏成本降低。 

图 8：国内网游公司运营模式 

 

资料来源：游戏公司招股书，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9：国内云游戏平台发展方向预测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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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盈利模式 

国内网游盈利模式由点卡模式转为道具模式。2000 年，华义国际在中国大陆代理发行《石器时代》，引入中

国台湾网游市场获得认可的计时点卡模式，并成为国内网游主要盈利模式；2006 年，《征途》采用道具收入

模式，并验证道具收费模式产生的收益远大于游戏点卡收益。道具收费逐步成为国内主流端游以及之后页游

和手游盈利模式。 

表 8：国内端游盈利模式 

盈利模式 简介 应用游戏类型 代表产品 

主要收费模式 

软件产品收费 
游戏用户购买游戏光盘或者

CDKEY 码 
单机 PC游戏 

《仙剑奇侠传》（2001 年）、《剑侠情缘》

系列（1997 年-2001 年） 

时长收费 
游戏用户预先购买时长点卡

才能进入游戏 
网游 

《石器时代》（2000 年）、《热血传奇》

（2001 年） 

道具收费 
游戏免费开放，依靠销售虚

拟物品、增值服务收费 
网游 《巨商》（2004 年）、《征途》（2006 年） 

辅助收费模式 

按交易收费 
对游戏用户道具交易征收一

定比例手续费 
网游 《征途 2》（2010 年） 

游戏内置广告 
游戏中出现广告，收取广告

费用 
网游 -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国内硬核游戏用户付费能力已经能支撑云游戏运营成本。根据产业调研：720P云游戏，游戏运营商承担的单

用户成本约1.5-2元/小时；1080P云游戏，游戏运营商承担的单用户成本约需要在6-7元/小时；以及极光大数

据统计，2019年国内人均手游使用时长10小时/月。可以得到：对720P/1080P云游戏，游戏运营商承担的单

用户成本分别为15-20元/月、60-70元/月。对比腾讯2019年三季度披露的旗下手游付费用户付费能力为61-64

元/月。考虑到重度和硬核用户付费能力远高于平均水平。因此，面向重度游戏用户和硬核游戏用户的云游戏

具备商业运营条件。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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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游戏适合采用前向付费模式。理由如下：1）云游戏运营商承担的用户成本（服务器及网络等成本）与在

线用户人数和用户游戏时长呈正相关关系。前向收费模式可以将不付费的用户排除在外，降低运营商成本；

2）国内重度游戏用户和硬核游戏用户与单机游戏用户、主机游戏用户的消费习惯重合度较高。这类消费群

体具有时长收费、买断制及订阅制等前向付费习惯。 

 

 

2.4.4 渠道模式 

游戏用户入口即为渠道。端游早期发展阶段，网吧、软件分销渠道承担网游实体点卡和虚拟点卡销售任务，

成为主要渠道商，分成比例为点卡面值的 15%-20%。端游发展后期，线下销售网点渠道角色弱化，退化为

网游可选支付方式之一，返点比例降低为点卡面值的 2%-3%；在页游行业发展期，百度、360 等流量巨头成

为页游渠道商，渠道商不参与游戏运营，负责将流量转化为页游用户，分成比例 20%-30%；手游渠道商主

要为应用商店，分成比例 30%-50%。 

表 9：国内网游渠道模式 

 端游 页游 手游 

渠道商 
网吧、软件分销渠道（软件店、

书店、超市、报亭等） 
页游联运网站（百度、360等） 应用商店 

分成比例 15%-20% 20%-30% 30%-50%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 

  

图 10：国内硬核游戏用户付费能力能支撑云游戏运营成本 

 

资料来源：腾讯控股，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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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运营商或是云游戏早期阶段渠道商。不考虑硬件成本，目前国内云游戏玩家试玩云游戏需要三重付费，

分别为运营商套餐、云游戏流量费、游戏付费。与端游和手游消费体验相比，目前云游戏消费方式设置的门

槛较多。我们认为，在 5G 流量费用无法快速下降条件下，电信运营商具有将云游戏与手机流量套餐相融合

优势，形成云游戏研发商/运营商——电信运营商——游戏用户的渠道链条。此销售模式在国内端游发展早期

曾被电信运营商普遍采用。电信运营商则成为云游戏渠道商，与运营商采用分成方式。 

举例：2005 年，上海电信与盛大网络合作推出：上海玩家如果采用拨号上网的方式，只需使用 95877 拨号

上网，就能免费玩传奇，不需购买点卡。上海电信与盛大网络根据用户在线时长分成。 

表 10：网游消费支出对比 

 端游 手游 云手游 

运营商套餐 

中国移动：年费 700 元（20M 宽带）、

年费 1080 元（50M 宽带）、年费 1280

元（100M 宽带） 

中国移动：月费 68元（5GB、220 分

钟）、月费 88元（10GB、220 分钟）、

月费 108 元（20GB、220 分钟） 

中国移动：月费 128 元

（30GB＋200 分钟通话） 

游戏流量费 - 5-10 元/月 20-80 元/月 

游戏付费 100-300元/月 平均 60 元/月（道具收费） 30-50 元/月（时长/订阅） 

资料来源：中国移动网上营业厅，东兴证券研究所 

2.4.5 推广模式 

国内网游推广由线下地推转变为线上买量推广。网吧曾是国内游戏用户主要的上网场所之一。2007 年之前

国内网吧用户与网游用户重合度超过 70%。各大网游运营商建立地推团队进行网吧资料的收集以及网吧的定

期回访。2009 年之后，游戏推广模式逐步由地推转变为线上买量推广。以手游为例，根据《2018 硬核联盟

白皮书》报告，2018 年手游买量市场规模约 563 亿元，占比手游市场的 42%。 

 

图 11：2000 年-2018 年国内网吧用户及网民用户规模 

 

资料来源：文化部，CNNINC，东兴证券研究所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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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传播及意见领袖推荐将是云游戏主要推广方式。理由如下：云游戏主要消费群体是核心游戏用户及硬核

游戏用户。该群体主要聚集在游戏直播以及游戏社区等平台，易于口碑传播；核心游戏用户及硬核游戏用户

会关注知名游戏主播推荐的游戏，例如目前敖厂长在哔哩哔哩粉丝超过 600 万。 

3. 投资建议 

建议从云游戏产业链及云游戏用户两条主线挖掘云游戏投资机会。1）云游戏或将运营为王，运营商获得产

业链最大分成比例，建议关注具有云游戏运营能力的运营商；2）云游戏主要消费群体是核心及硬核游戏用

户。国内这批游戏用户主要聚集在部分网游产品及游戏社区平台，背后公司将在云游戏浪潮中具有发展优势。 

 

云游戏产业链相关标的：腾讯控股、网易、完美世界、吉比特等游戏研发运营商；斗鱼、虎牙直播、哔哩哔

哩、心动公司等游戏社区。 

 

表 11：云游戏产业链相关标的 

代码 公司名称 细分产业 产业环节 市值 PE（2019E） 评级 

0700.KH 腾讯控股 游戏 研发商/运营商 3.86 万亿港币 37 强烈推荐 

NTES.O 网易 游戏 研发商/运营商 448亿美元 20 强烈推荐 

002624.SZ 完美世界 游戏 研发商/运营商 651亿人民币 38 未评级 

603444.SH 吉比特 游戏 研发商/运营商 321亿人民币 33 强烈推荐 

DOYU 斗鱼 游戏 游戏社区 26亿美元 - 未评级 

HUYA 虎牙直播 游戏 游戏社区 46 亿美元 54 推荐 

BILI.O 哔哩哔哩 游戏 游戏社区 90亿美元 - 强烈推荐 

2400.KH 心动公司 游戏 游戏社区 124亿港币 23 未评级 

资料来源：东兴证券研究所、wind 

 

4. 风险提示 

5G 建网速度低于预期、云游戏技术进展低于预期。 

  

图 12：云游戏推广模式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东兴证券研究所，MAU 为 2019 年三季度末数据 

http://ipoip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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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构成对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建议，市场有风险，投资者在决定投资前，务必要审慎。投资者应自主作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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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投资评级（以沪深 300指数为基准指数）： 

以报告日后的 6个月内，公司股价相对于同期市场基准指数的表现为标准定义： 

强烈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15％以上； 

推荐：相对强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15％之间； 

中性：相对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介于-5％～+5％之间； 

回避：相对弱于市场基准指数收益率 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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