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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摘要、目录、图表

　　手机网游一般指手机网络游戏。现在不但电脑有网络游戏，手机也有了，所谓手机网络

游戏即手机上网可以玩的网络游戏。手机的网络游戏没有电脑的做得好，它的图片少，画面

不生动。2004年，手机网游均为WAP游戏，到2005年，图形化手机网络游戏激增，目前已经

超过40余款。2005年6月，盛大英特尔宣布携手共同开发国内手机游戏市场，手机网游行业阵

营开始空前壮大，继盛大、北京掌讯、美通之后，网易、空中等也纷纷加入，目前国内手机

网游厂商已经近30家。手机网络游戏目前尚处于市场导入期，在未来三年内，手机网络游戏

将步入快速发展阶段。          

　　截至2016年6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到3.91亿，占整体网民的55.1%。手机网络游戏

用户规模为3.02亿，较去年底增长2311万，占手机网民的46.1%。  2015.12-2016.6中国网络游戏/

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及使用率  

　　2016年上半年网络游戏用户规模保持稳定，设备移动化、版权正规化和内容影视化成为

主要趋势。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报告目录：

 

第一章手机网游的相关概述  

第一节网络游戏简述  

一、网络游戏的分类  

二、网络游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三、网络游戏的主要流派　  

四、网络游戏与单机版游戏对比  

第二节手机网游阐述  

一、手机游戏与手机网游  

二、主要终端技术平台分析  

1、短信  

2、WAP  



3、JAVA/BREW技术  

三、手机网游按照游戏内容分类  

1、MMORPG  

2、休闲网游  

   

第二章2016年国际手机网游行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国际手机网游行业发展轨迹综述  

第二节2016年国际手机网游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一、国际手机网游运行环境分析  

二、国际手机网游用户规模分析  

三、国际手机网游行业技术研究  

四、国际手机网游行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第三节2016年主要国家手机网游市场动态分析  

一、美国  

二、日本  

三、韩国  

第四节2017-2022年国际手机网游行业新趋势预测分析  

   

第三章2016年国外主要手机网游厂商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IN-FUSIO公司  

一、公司概况  

二、在华运作情况  

三、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国际化战略发展分析  

第二节韩国NEXONMOBILE  

一、公司概况  

二、在华运作情况  

三、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国际化战略发展分析  

第三节德国AwareDreams  

一、公司概况  

二、在华运作情况  



三、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国际化战略发展分析  

第四节Gravity  

一、公司概况  

二、在华运作情况  

三、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国际化战略发展分析  

第五节Microjocs  

一、公司概况  

二、在华运作情况  

三、竞争优劣势分析  

四、公司国际化战略发展分析  

第六节略&hellip;&hellip;  

   

第四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运行环境分析

第一节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一、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GDP(季度更新)  2005-20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及增长率    

二、消费价格指数CPI、PPI（按月度更新）  

三、全国居民收入情况（季度更新）  

四、恩格尔系数（年度更新）  

五、工业发展形势（季度更新）  

六、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季度更新）  

七、财政收支状况（年度更新）  

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九、对外贸易&amp;进出口  

第二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运行政策环境分析  

一、移动新政策对手机网游的影响  

二、手机网游发展依赖上网资费政策  

三、网络游戏政策转变  

四、网络游戏政策的作用机制  

五、对发展中国网络游戏的政策建议  

六、网络游戏的产品内容将被加强监管  



第三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运行技术环境分析  

第四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运行社会环境分析  

一、中国人口规模及结构分析  

二、中国电脑及互联网普及状况分析  

   

第五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产业链解析

第一节开发商和运营商  

一、手机网游开发商和游戏运营商处于核心环节  

二、国内大量手机网游研发商和运营商由传统SP转型而来  

三、此类厂商大多采取自主研发自主运营方式  

第二节移动运营商  

一、中移动、中联通等移动运营商也位于中国手机网游市场核心环节  

二、移动运营为用户提供手机网络游戏的承载网络及手机网游业务的支持  

三、运营商对手机终端制式的规范和统一影响手机网游的市场规模和发展速度  

第三节渠道厂商  

一、渠道厂商包括：移动运营商、独立门户和WAP厂商、移动终端制造商  

二、中国手机网游从业者确立了以独立WAP游戏门户渠道作为推广模式  

三、收费机制从梦网百宝箱模式，逐渐转移到以短信，WAP代收费的模式上来  

四、手机网游形成了以独立WAP游戏门户为中心渠道支撑运营模式  

   

第六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市场运行动态分析

第一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动态分析  

一、中国游戏行业年会手机网游获得多项大奖  

二、今年31款手机网游面市运营商资费调低促发展  

第二节中国手机网游行业生命周期分析  

一、导入期（市场发展初期）2003-2007年  

二、成长期（市场快速发展期）2008-2010年  

三、成熟期（市场稳定发展期）2011年后  

第三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市场运行状况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游市场规模分析  

二、中国手机网游用户规模分析  

三、手机网游市场营收状况分析  



四、手机网游缺乏赢利模式  

五、资费成影响玩家进入手机网游主要因素  

第四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市场促进因素分析  

一、盈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PC网游，商业模式日益成熟  

二、中国手机用户基数高，未来市场潜力庞大  

三、中国3G市场即将启动，手机网游市场前景看好  

第五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市场阻碍因素分析  

一、手机终端平台不统一，游戏运行环境无法做到标准化  

二、目前无线互联网网速低用户体验差  

三、移动运营商在产业链中仍然为核心环节  

四、国内手机网游开发商普遍存在人才缺乏问题  

五、手机用户对手机网游的认知度还有待于提高  

   

第七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消费行为调查分析

第一节　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基本属性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性别分布  

二、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年龄分布  

三、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月收入及职业分布  

四、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学历层次分布  

五、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区域分布状况  

六、中国手机网游用户使用手机品牌  

第二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用户上网行为及偏好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手机上网流量情况  

二、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手机上网时段及频率分布  

三、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最喜欢的单机游戏类型分析  

四、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最喜欢的网游类型分析  

第三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用户的付费情况分析  

一、中国单机手机网游用户付费意愿分析  

二、中国手机网游用户付费意愿及付费层次分析  

三、中国单机手机网游用户付费层次分析  

四、中国手机网游用户付费层次分析  

五、不同收入层次手机网游用户月均手机网游消费情况  



第四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对手机网游接受情况  

二、中国用户获取手机网游信息的主要渠道  

三、中国用户对手机网游流量及速度态度分析  

四、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游戏时间分布  

五、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可接受月度更新客户端次数  

六、中国手机网游用户网游在线活动研究  

七、中国手机网游用户对游戏附加功能的态度  

八、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最喜欢的网游类别  

九、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最喜欢的网游题材  

十、中国手机网游用户放弃或选择网游原因分析  

   

第八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收费模式及资费状况分析

第一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的盈利模式分析  

一、包月和点卡收费模式分析  

二、网络广告模式分析  

三、虚拟物品销售模式分析  

第二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的付费渠道研究  

第三节2016年中国市场手机网游资费现状分析  

一、手机上网费分析  

二、手机网游服务费分析  

第四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的推广模式研究  

一、终端内置模式分析  

二、网络推广模式分析  

三、地面推广模式分析  

   

第九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市场竞争状况分析

第一节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一、手机网游开发商竞争格局分析  

二、手机网游运营商竞争格局分析  

三、手机网游产品用户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第二节2016年中国主要厂商及技术竞争态势研究分析  



一、手机网游：技术优势决定竞争力  

二、手机芯片厂商竞争态势分析  

三、手机操作系统厂商竞争态势分析  

第三节2017-2022年中国手机网游竞争趋势分析  

   

第十章2016年中国手机网游产业主要手机网游厂商产品竞争力研究

第一节魔龙国际  

一、相关概述  

二、魔龙国际:手机网游是全民互动娱乐  

三、魔龙国际竞争力排行  

四、企业成本费用构成情况  

五、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第二节掌上明珠  

一、相关概述  

二、掌上明珠竞争力分析  

三、掌上明珠崔浩"手机网游"新移动娱乐赢利趋势  

四、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第三节当乐  

一、相关概述  

二、当乐手机网游帮派争霸明日震撼开赛  

三、当乐手机网游同乐会南京站完美落幕  

四、当乐手机网游竞争力分析  

五、未来发展战略分析  

第四节其它手手网游产品分析  

一、拉阔  

二、触通安腾  

三、乐多  

四、盈正  

五、羽蛇  

六、中科奥  

七、移动玩家  

   



第十一章2016年中国手机产业运行态势分析

第一节2016年中国手机行业市场发展态势分析  

一、中国手机市场供给状况分析  

二、中国手机市场需求状况分析  

三、中国手机品牌与功能分析  

第二节2016年中国不同操作系统类型手机分析  

一、智能手机  

二、非智能手机  

第三节2016年中国不同网络类型手机分析  

一、3G手机  

二、GSM手机  

三、CDMA手机  

第四节2017-2022年中国手机行业发展态势预测分析  

   

第十二章2017-2022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发展前景预测分析

第一节2017-2022年中国手机游戏产业前景展望  

一、国内手机无线游戏市场前景分析  

二、手机游戏挑动增值服务兴奋点  

三、2016年我国在线手游市场收入规模预测  

四、2017-2022年手机网络游戏前景分析  

五、2017-2022年手机游戏产业技术前景分析  

第二节2017-2022年中国手机网游行业趋势预测分析  

一、中国手机网游用户界面(UI)发展趋势分析  

二、中国游戏平台发展趋势分析  

三、中国游戏产品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2017-2022年中国手机网游市场预测分析  

一、手机网游市场规模预测分析  

二、中国盈利模式发展趋势分析  

 

第十三章　2017-2022年中国手机游戏产业投资战略研究(AK WZY)

第一节　2017-2022年中国手机游戏行业投资概况  

一、手机游戏行业投资特性  



二、手机游戏具有良好的投资价值  

三、手机游戏投资环境利好  

第二节　2017-2022年中国手机游戏投资机会分析  

一、手机网游有望成为投资热点  

二、手机游戏投资吸引力分析  

第三节　2017-2022年中国手机游戏投资风险及防范  

一、技术风险分析  

二、金融风险分析  

三、政策风险分析  

四、竞争风险分析  

第四节权威专家投资建议  

   

部分图表目录：（部分）

图表：2005-2016年中国GDP总量及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0.09-2015.12中国月度CPI、PPI指数走势图  

图表：2005-2016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5-2016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势图  

图表：1978-2016年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走势图  

图表：2010-2016年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统计  

图表：2005-2016年我国全社会固定投资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16年我国财政收入支出走势图单位：亿元  

图表：2005-2016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趋势图  

图表：2005-201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05-2016年中国货物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走势图  

图表：2010-201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长率走势图  

图表：2010-2016年我国总人口数量增长趋势图  

图表：2016年人口数量及其构成  

图表：手机网游、PC网游、手机单机游戏典型特征比较  

图表：手机网游系统拓扑图  

图表：手机网游实现架构  

图表：手机网游实现架构比较  

图表：目前主要手机网游类别  



图表：中国网游收入比较  

图表：中国电信运营商用户数据现状统计  

图表：移动电话用户规模与趋势  

图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销售量状况  

图表：用户可承受的每月手机上网费用  

图表：手机网游产业生命周期分析  

图表：手机网游产业链组成  

图表：手机网游运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更多图表见正文.......

  详细请访问：https://www.icandata.com/view/284377.html

三、研究方法

　　1、系统分析方法

　　2、比较分析方法

　　3、具体与抽象方法

　　4、分析与综合方法

　　5、归纳与演绎方法

　　6、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方法

　　7、预测研究方法

四、数据来源

　　对行业内相关的专家、厂商、渠道商、业务（销售）人员及客户进行访谈，获取最新的

一手市场资料；

　　艾凯咨询集团长期监测采集的数据资料；

　　行业协会、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国家发改委、工商总局等政府部门和官方机构的数

据与资料；

　　行业公开信息；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84377.html


　　行业企业及上、下游企业的季报、年报和其它公开信息；

　　各类中英文期刊数据库、图书馆、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文献资料；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对行业的重要数据指标进行连续性对比，反映行业发展趋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http://www.sai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src.gov.cn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

　　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

　　联合国统计司 http://unstats.un.org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http://comtrade.un.org

五、关于艾凯咨询网

　　艾凯咨询网（www.icandata.com）隶属艾凯咨询集团（北京华经艾凯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艾凯咨询集团专注提供大中华区产业经济情报，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是领先的市场研究

报告和竞争情报提供商

　　艾凯咨询集团为企业提供专业投资咨询报告、深度研究报告、市场调查、统计数据等。

艾凯咨询网每天更新大量行业分析报告、图表资料、竞争情报、投资情报等，为用户及时了

解迅速变化中的世界和中国市场提供便利，为企业商业决策赋能。

　　研究力量

　　高素质的专业的研究分析团队，密切关注市场最新动向。在多个行业，拥有数名经验丰

富的专业分析师。对于特定及专属领域，我们有国内外众多合作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聘请数

名行业资深专家顾问，帮助客户分清市场现状和趋势，找准市场定位和切入机会，提出合适

中肯的建议，帮助客户实现价值，与客户一同成长。

　　我们的优势



　　权威机构 艾凯咨询集团二十年深厚行业背景;

　　数量领先 囊括主流研究报告和权威合作伙伴;

　　服务齐全 促销、推荐指数、积分、网上支付等;

　　良好声誉 广泛知名度、满意度，众多新老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