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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以下议题
• 关于游戏设备与热门游戏种类的网络游戏行为分析

“新技术与激烈的竞争正在催动网

• 基于玩网络游戏目的的玩家类型分析

络游戏行业领域的创新和发展。

• 对卸载网络游戏的原因的解读
• 游戏的跨品类合作中潜在的市场机会

随着其他文化元素与商业场景的

• 游戏联名营销的新兴趋势

不断融合和参与，玩网络游戏不

• 游戏玩家对游戏圈、游戏主播和游戏相关的社交联系的态度

再只是“不务正业”和打发时间，

VR（虚拟现实）与AI（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升级带来刺激的体验，新一波有关元宇宙

而是游戏玩家创造、探索和表达

的热门话题也来袭，这些都激发了游戏玩家的热情，使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在虚拟世

自己的方式。同时，出于身心健

界里。涉及锻炼与学习的网络游戏也越来越受各年龄段游戏玩家欢迎。

康目的，游戏玩家更加关注健康

同时，围绕新冠疫情的不确定性持续，这依然影响游戏玩家的生活方式，促使品牌关

的游戏环境。游戏玩家的偏好不

注自身的产品与市场营销，以挖掘居家娱乐的潜在需求。由此，网络游戏正在发展为

断变化，当瞄准这一群体时，通

品牌可以和目标玩家进行沟通的、讲故事的关键平台。

过道德考量等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话虽如此，政府针对青少年游戏时间更严格的规范提高了大众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意

话题吸引消费者，并鼓励和谐的

识，这为想要维持网络游戏使用率的游戏品牌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许多非

游戏环境对品牌而言至关重要。”

传统游戏行业的企业已开始自己开发游戏来吸引年轻消费者，使竞争愈发激烈。

– 甘倩，研究分析师

毋庸置疑，在数字化时代，网络游戏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通过自我创造与自我探
索吸引消费者。对品牌而言，将网络游戏融入其商业模式很有必要，更多地了解游戏
玩家对娱乐、社交、学习或甚至购物等虚拟体验不断变化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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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25: 玩网络游戏的设备，2019年 vs 2020年 vs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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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网络游戏的目的
• 除了休闲目的，半数玩家期望获得更深层次的满足感
数据28: 根据首个提及的游戏目的而区分的游戏玩家类型，2021年
数据29: 玩网络游戏的目的，2021年
• 对40多岁的玩家而言，通过游戏进行锻炼更加重要
数据30: 玩网络游戏的目的（按年龄区分），2021年
• 更多三线城市的玩家期待沉浸式游戏体验
数据31: 城市线级（按首个提及的游戏目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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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3: 卸载网络游戏的原因（按玩家类型区分），2021年
• 年轻一代更意识到互动问题
数据34: 卸载网络游戏的原因（按性别与年龄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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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35: 感兴趣的游戏联名产品品类，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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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护肤和彩妆产品合作是触达女性玩家的有力要素
数据37: 感兴趣的游戏联名产品品类（按性别区分），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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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网络游戏的态度
• 游戏环境的开放性与道德性引领游戏玩家期望
数据41: 对玩网络游戏的态度，2021年
• 18-39岁的游戏玩家认可游戏博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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