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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移动游戏市场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概况——市场

2017-2019年印度移动游戏收入（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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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2年印度移动游戏玩家数量（百万人）

• 印度2019年移动游戏前三季度从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获取的收入达0.851亿美元，同比增长6.6%

• 印度2018年移动游戏玩家规模达2.69亿，2016-2018年复合增长率为15.7%

• 免费游戏在印度市场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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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Statista & Pokkt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概况——用户画像

印度不同年龄段游戏用户付费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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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同性别移动游戏用户游戏类型倾向（%）

• 印度移动游戏玩家以男性为主，男性玩家占比55%，女性玩家占比45%

• 印度男性玩家偏爱动作/冒险和竞速/体育游戏，女性玩家则非常钟情于益智/文字游戏

• 25岁以上的印度移动游戏玩家付费能力最强，35岁以上玩家愿意在移动游戏上加大投入

数据来源：KantarIMRB & Pokkt

印度移动游戏玩家性别比（%）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概况——用户画像

印度移动游戏用户游戏时长（%）

印度移动游戏用户游戏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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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不同性别移动游戏玩家活跃情况（%）

移动不同发展区域移动游戏玩家活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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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移动游戏玩家平均每天游戏
时间在1小时左右，且有16%每
天超过2小时的重度玩家

• 傍晚和夜晚是印度移动游戏玩家
活跃的时间段，女性玩家在夜晚
时段尤其活跃

• 印度都会区移动游戏玩家活跃度
远超非都会区玩家

• 印度移动游戏玩家的游戏场景主
要是在家中与出行路途中。且印
度移动游戏玩家不倾向于在学校
和办公场所进行游戏

数据来源：KantarIMRB & Pokkt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概况——广告

印度移动游戏广告受众行为（%）

• 2018年印度数字广告开支达15.97亿美元，2016-2018年复合增长率为31.8%

• 激励广告在印度移动游戏玩家中最受欢迎，各类型玩家都愿完整观看来获取奖励

• Google Play、社交媒体和亲友推荐是印度移动游戏玩家获知新游戏的主要渠道

数据来源：Dentsu Aegis Network, KantarIMRB & Pokkt

印度移动游戏玩家获知游戏渠道（%）

渠道 比例

Google Play 73%

社交媒体 49%

朋友或家人推荐 40%

游戏广告 29%

游戏论坛 18%

非游戏应用内广告 18%

广告类型 比例

激励视频广告 64%

横幅 44%

插屏广告 32%

交互广告 24%

印度移动游戏广告点击率（%）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趋势——下载

• 动作游戏是印度移动游戏
市场最受欢迎的游戏类型，
PUBG Mobile与Garena

Free Fire是其中主力

• 较易上手的休闲、竞速、
街机和模拟经营类游戏是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上的第
二梯队

• 体育、益智和棋牌类游戏
是印度移动市场的第三梯
队，梦幻体育类游戏在印
度非常受欢迎

• 冒险和教育类移动游戏在
印度更为小众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趋势——下载

• 印度移动游戏头部市场国
际化程度较高，全球竞争
激烈

•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的头部
游戏都较易上手，学习成
本低

• 印度玩家对本国游戏公司
开发的基于本土文化的游
戏有着极大热忱

• Ludo King在统计期间下
载量已经超过1亿次



• 以内购为主要盈利模式
的动作游戏和策略游戏
是印度移动游戏市场收
入最高的游戏类型

• 休闲游戏凭借巨大的用
户量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 角色扮演和模拟经营等
游戏类别从Apple Store

和Google Play中较难
获利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趋势——收入



印度移动游戏市场趋势——收入

• 印度移动游戏头部市场国
际化程度较高。中国出海
游戏占比最大，动作和策
略类游戏是主力产品

• 动作、策略、休闲与赌博
类游戏占据印度移动游戏
收入榜半壁江山

• 大部分高下载量游戏未上
榜

• PUBG在统计期间收入超
过14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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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概况——市场

2017-2019年印尼移动游戏收入（美元） 2016-2022年印尼移动游戏玩家数量（百万人） 印尼移动游戏玩家性别比（%）

• 印尼2019年前三季度移动游戏从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获取的收入达2.147亿美元，同比增长43.7%

• 印尼2018年移动游戏玩家规模达3840万，增长16.4%

• 印尼市场以10-35岁的玩家为主

• 印尼女性玩家占比39%

数据来源：Statista, Newzoo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概况——用户画像

2018印尼移动游戏玩家付费状况（印尼卢比） 印尼移动游戏玩家支付渠道分布（%）印尼移动游戏玩家内购习惯（%）

• 印尼移动游戏玩家的游戏付费能力有限，51.8%的玩家付费能力在3.5-17.5美元之间

• 皮肤/装备和高级货币是印尼移动游戏玩家的主要内购选择

• 运营商代扣、第三方支付和银行转账是印尼移动游戏玩家的主要付费渠道

数据来源：GAMEPRIME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广告

• 2018年印尼数字广告开支达10.91亿美元，2016-2018年复合增长率为19%

• 印尼数字广告市场的增长率自2016年后有所放缓

• 近一半印尼移动游戏玩家日均点击游戏内广告2-5次

印尼移动游戏广告用户日均点击（%）2016-2020印尼数字广告市场增长率（%）

数据来源：Dentsu Aegis Network, GAMEPRIME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趋势——下载

• 动作游戏是印尼玩家最喜
欢的游戏类型，总下载量
遥遥领先于第二位的休闲
游戏

• 休闲类游戏在市场中占有
量相对稳定，但下载量相
对分散

• 印尼玩家爱好广泛，各类
移动游戏在印尼市场都拥
有一定的竞争力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趋势——下载

• 印尼移动游戏头部市场国
际化程度较高，榜单中游
戏来自15个不同国家的游
戏公司

• 动作类游戏排在印尼下载
榜头部，其余17款游戏中，
休闲游戏占比近50%

• 印尼玩家在游戏玩法的选
择上具有较大多样性

• Garena Free Fire在统计期
间下载量近3600万次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趋势——收入

• 动作游戏凭借着其高用
户量与内购模式在印尼
移动游戏收入榜中称霸，
达到1.094亿美元

• 互动性强的角色扮演和
策略类游戏在印尼市场
中获利可观

• 休闲类游戏虽然拥有高
下载和用户量，但在
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

上收入较低



印度尼西亚移动游戏市场趋势——收入

• 中国出海游戏占据印尼收
入榜的半壁江山

• 中重度的动作和策略类游
戏在印尼市场表现最优

• 欧美厂商上榜游戏以休闲
类为主

• 与本地文化相关的游戏在
印尼市场有较好的表现

• Garena Free Fire在统计期
间收入超过545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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