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名 产地 类型 出品单位 国家/地区 票房（单位：万元） 总结

全球 469,818.68     

美国 124,600.76     

中国 39,100.00      

全球 458,618.85     

美国 110,723.70     

中国大陆 139,233.39     

全球 299,432.41     

美国 64,360.41      

中国大陆 123,261.52     

  目前国际热度最高的影片之一，007系列影片的终
结篇。10月1日起陆续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本周从榜单向前晋级了1位，目前全球排名第1，超越
了《速度与激情9》。截止目前，全球票房46.9亿。
本片于10月8日在美国上映，目前美国票房12.4亿，
占据全球票房的21.1%。
  本片于10月2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目前首周末票
房高达3.91亿，数字缓慢上扬。由于疫情出现反复，

  目前已在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获全球票房
45.8亿。5月21日先行于中国上映后，至今已获得票
房近14亿，突破了《哥斯拉大战金刚》在中国的票房
。成为目前本年度国内票房最高的海外电影。
  该电影于6月25日在北美及欧洲上映，目前美国票
房11亿。目前该片的中国票房贡献率依旧最高，占据
全球总票房的30.8%。本片目前是全球票房榜单上排
名第二的非中国影片。

  曾在2021年全球票房榜单长久地占据第2名，仅次
于《速度与激情9》，然而刚刚被《007：无暇赴死》
超越，目前排名第3。
  《哥斯拉大战金刚》共在3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共
获得29.9亿票房。其中，美国本土票房达6.4亿。中
国境内票房高达12亿，占据全球票房的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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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291,008.04     

美国 132,160.04     

全球 276,054.13     

美国 143,696.69     

全球 242,964.06     

美国 117,537.06     

全球 234,938.87     

美国 62,847.92      

中国大陆 24,900.00      

全球 201,670.30     

  与《007：无暇赴死》同步上映，与007并列第四季
度国际大片的领头羊，目前海外热度极高的电影之一
。上映一个月，本周在榜单上超越了《尚气与十环传
奇》，排名提至第4名。本片10月1日先在美国上映，
然后陆续开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全球票房
29.1亿，美国票房13.2亿，美国票房占据全球票房的
45.4%。目前该片尚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第三季度最吸金的漫威电影。本周由于《毒液2》
的超越排名后退一位，目前排名第五。由于“45天窗
口期”的保护策略，该片在上映初期保证未在流媒体
中上映，最大限度地保障了院线票房。
  本片9月1日起陆续在44个国家上映，全球票房共计
27.5亿。美国本土票房14.3亿。美国票房占全球票房
的52.1%。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7月9日起在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暑期档热度
最强的国际大片之一。目前全球票房高达24.2亿，在
榜单排名第6位。其中，美国票房达11.7亿，占据全
球票房的48.4%。本片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北美热门影片之一，热度紧随《007：无暇赴死》
和《毒液2》。
  9月15日起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10月
22日在美国和中国上映。本周在票房榜单上超越了《
失控玩家》。目前全球票房23.4亿，美国票房6.2
亿，占据全球票房的26.7%。中国票房2.4亿，全球票
房占比10.6%。

  本周榜单新晋影片。目前北美热度第一的影片。本
周在榜单上从第13名提至第5名。11月3日起陆续在全
球3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全球票房20.1亿，美国
票房5.4亿，全球占比40.4%。该片是华人女导演赵婷
的最新作品，漫威电影中的一个新的超级英雄故事。
该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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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86,922.98      

全球 212,124.32     

美国 77,830.86      

中国大陆 61,300.00      

全球 190,318.25     

美国 102,446.25     

中国大陆 24,949.91      

全球 149,295.48     

美国 55,105.67      

中国大陆 15,470.94      

全球 136,813.96     

美国 74,848.78      

  5月起相继在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本片标志
着北美电影市场的正式回归。本片已获得全球票房19
亿。其中，北美票房10.2亿，占据全球票房的53.8%
。中国境内票房累计2.4亿，占据全球票房的12.6%。
由于文化折扣和审美差异的原因，本片在中国大陆票
房成绩并不算突出。但票房的全球占比依然能达到
10%以上。
  疫情前的2018年5月，《寂静之地1》在中国大陆的

  在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落地上映，目前共计14.9亿
票房。其中，美国本土票房5.5亿,中国大陆票房1.5
亿。本片是唯一一部在中国境内上映时遇冷的海外大
片，但中国境内票房依然能够占据全球票房的10%以
上。

  7月28日起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上映以
来，热度很高。目前全球票房13.6亿，美国本土票房
7.4亿，目前美国票房占全球票房的53.9%。该片于11
月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目前票房不甚理想，累计
3500万。

  本周榜单新晋影片。目前北美热度第一的影片。本
周在榜单上从第13名提至第5名。11月3日起陆续在全
球36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全球票房20.1亿，美国
票房5.4亿，全球占比40.4%。该片是华人女导演赵婷
的最新作品，漫威电影中的一个新的超级英雄故事。
该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8月12日起陆续在49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热度一度
很高。目前本片的全球票房21.2亿，美国本土票房
7.7亿，占据全球票房的36.7%。该片于8月27日在中
国大陆地区未做宣传的情况下低调上映，依然斩获票
房6.1亿，占据全球票房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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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 3,579.20       

全球 129,257.65     

美国 41,961.65      

全球 107,136.14     

美国 35,712.14      

全球 1,042,099.97   

美国 45,120.00      

全球 98,391.38      

美国 25,815.38      

中国大陆 19,778.14      

全球 85,018.32      

美国 29,466.32      

中国大陆 10,479.03      

全球 84,217.63      

  7月28日起在全球44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上映以
来，热度很高。目前全球票房13.6亿，美国本土票房
7.4亿，目前美国票房占全球票房的53.9%。该片于11
月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目前票房不甚理想，累计
3500万。

  6月4日北美上映，目前共在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上
映后，目前全球票房12.9亿，美国本土票房4.1亿，
美国本土票房占据全球票房的32.5%。该片未在中国
大陆上映。
  本片是X特遣队系列影片的第二部。8月6日在美国
上映，前后已在3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上映两周，热
度与票房势头不小。目前全球票房10.7亿，美国本土
票房为3.5亿，美国票房占据全球票房的33.3%。本片
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勒布朗·詹姆斯领衔主演的真人动画，在北美热度
很高。7月15日起陆续在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目前，本片全球票房10.4亿。美国票房4.5亿,占据全
球票房的43.3%。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本片已于3月-5月期间先行在11个国家上映，6月始
陆续在全球其他14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共获全球票房
9.8亿。6月11日在该片在中国及美国上映后，现分别
获得1.9亿和2.5亿的票房，本片的中国票房占据全球
票房的近20%。
  疫情前的2018年,《比得兔》第一部在中国境内的
票房为1.68亿，全球票房22.48亿,中国票房占全球票
房的21%。疫情前后，两部系列影片的全球票房占比
几乎持平。

  今年2月起全球35个国家上映，全球票房达8.5亿。
其中，美国本土票房达2.9亿，中国境内票房达1亿。

  恐怖系列电影，10月中旬开始在26个国家和地区陆
续上映。本周排名从第21名提至第18名。目前全球票
房8.4亿，美国票房5.8亿。美国票房占比69.8%。本
系列电影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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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58,809.63      

全球 83,379.94      

美国 35,019.71      

中国大陆 12,753.06      

全球 82,705.52      

美国 25,681.52      

全球 82,010.42      

美国 36,672.18      

全球 70,938.87      

美国 35,939.19      

全球 66,538.55      

美国 17,578.55      

中国大陆 16,471.69      

  今年3月全球43个国家上映。该片在美国本土票房
3.5亿，中国票房1.2亿。

  动画电影。8月11日起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目前全球票房8.2亿，美国票房2.5亿。本片未在中
国大陆上映。

  本片是《宝贝老板》系列电影中的的第二部。本IP
曾出过4季的快餐电视剧剧集，在美国有着良好的观
众基础。7月1日起陆续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目前全球票房8.2亿，美国本土票房3.6亿，占全球票
房的44.7%。本系列电影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本周榜单新晋影片，本片为动画喜剧系列片。10月
起在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全球票房7.0
亿，美国票房3.5亿，美国票房全球占比50.7%。该片
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在全球23个国家或地区落地上映。共计票房6.6亿
。其中，美国本土票房达1.7亿。中国境内票房达1.6
亿。

  恐怖系列电影，10月中旬开始在26个国家和地区陆
续上映。本周排名从第21名提至第18名。目前全球票
房8.4亿，美国票房5.8亿。美国票房占比69.8%。本
系列电影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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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61,245.43      

日本 42,693.86      

中国大陆 21,608.70      

25

新福音战士剧场
版

Evangelion:
3.0+1.0 Thrice
Upon a Time

日本
动画
科幻

日本 58,091.73      
  只在日本一个国家上映，目前日本本土票房5.8亿
。与《名侦探柯南：绯色的子弹》成为榜单上除中美
电影外唯二的其他国家影片。

全球 57,672.01      

美国本土 30,875.21      

全球 53,504.65      

美国 27,008.65      

全球 49,318.59      

美国 38,934.59      

全球 49,276.32      

美国本土 28,505.12      

全球 45,017.28      

  惊悚系列片。7月1日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目前全球票房4.9亿，美国本土票房2.8亿。美国票房
占据全球票房的57.8%。本系列电影未在中国大陆上
映。

  6月下旬在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共获票
房4.5亿。其中，美国本土票房2.4亿，占据全球票房
的54%。该片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在全球10个国家或地区落地上映，目前共计6.1亿
票房。其中，日本本土票房达4.2亿。中国境内票房
达2.1亿。占全球票房的34%。该片未北美地区上映。

  7月下旬陆续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全
球票房5.7亿，美国本土票房3亿。美国本土票房占全
球票房的53.5%。该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共在3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上映。共计5.3亿票房。
其中，美国本土票房2.7亿。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

  本周榜单排名提前一位，超越了《人类清除计划》
。本片8月26日起陆续在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上映。
目前全球票房4.9亿，美国票房3.8亿。美国票房占据
全球票房的79%。该片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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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24,329.43      

  6月下旬在全球21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共获票
房4.5亿。其中，美国本土票房2.4亿，占据全球票房
的54%。该片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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