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国际大片（非中国片）全球票房统计
截至2021年1月6日（周更新）

片名 产地 类型 出品单位 国家/地区  票房（单位：万元） 总结

1
蜘蛛侠：英雄无
归 Spider-Man: 
No Way Home

美国
动作
冒险

索尼影业

全球        887,314.05 
  蜘蛛侠系列的终结篇，12月15日起在41个国家
陆续上映，目前国际热度最高的影片，也是最吸
金的影片。上映不到两周一跃榜单第一名。现全
球票房88.73亿，美国票房40.15亿，全球票房占
比45.3%。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401,554.05 

2
007：无暇赴死
 No Time to Die

美国
动作
冒险

米高梅影业

全球        495,38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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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际榜单上（除中国片）全球排名
第二。全球票房49.53亿。本片于10月8日在美国
上映，目前美国票房10.2亿，占据全球票房的
20.8%。
  本片于10月29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目前票房
4.15亿，数字缓慢上扬。由于疫情出现反复，中
国大陆票房受较大影响。

美国        102,894.08 

中国         41,500.00 

3
速度与激情9
F9: The Fast 

Saga
美国

动作
犯罪

环球影业

全球        464,786.88 

  目前已在全球54个国家和地区上映，获全球票
房46.4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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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票房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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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获美
国票房11亿，占据全球总票房的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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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10,723.80 

中国大陆        139,233.39 

4
毒液2 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美国

科幻
惊悚

索尼影业

全球        320,72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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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热度极高的电影
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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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7
亿，美国票房13.6亿，美国票房占据全球票房的
42.4%。目前该片尚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4
毒液2 Venom:
 Let There Be 

Carnage
美国

科幻
惊悚

索尼影业

美国        136,08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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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热度极高的电影
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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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7
亿，美国票房13.6亿，美国票房占据全球票房的
42.4%。目前该片尚未在中国大陆地区上映。

5
哥斯拉大战金刚
Godzilla vs. 

Kong
美国

动作 
科幻

华纳兄弟

全球        299,432.41 
  曾在2021年全球票房榜单长久地占据第二名，
仅次于《速度与激情9》，第四季度起逐渐被《
007：无暇赴死》和《毒液2》超越，目前排名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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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占比21.5%。中国境内票房高达
12亿，占据全球票房的41.1%。

美国         64,360.41 

中国大陆        123,261.52 

6

尚气与十环传奇 
Shang-Chi and 
the Legend of 
the Ten Rings

美国
动作 
科幻

迪士尼

全球        276,6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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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亿。美国本土票房14.3亿。美国票房占
全球票房的51.9%。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143,707.71 

7 永恒族 Eternals 美国
科幻
冒险

迪士尼

全球        256,950.07 
  目前北美热度第一的影片。11月3日起陆续在
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全球票房
25.6亿，美国票房10.4亿，全球占比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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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04,993.21 

8
沙丘 
Dune

美国
剧情
冒险

华纳兄弟

全球        253,52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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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票房25.3
亿，美国票房6.8亿，占据全球票房的27.1%。中
国票房2.5亿，全球票房占比10.2%。

美国         68,631.41 



8
沙丘 
Dune

美国
剧情
冒险

华纳兄弟

中国大陆         25,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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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票房25.3
亿，美国票房6.8亿，占据全球票房的27.1%。中
国票房2.5亿，全球票房占比10.2%。

9
黑寡妇

Black Widow
美国

动作
冒险

迪士尼

全球        242,96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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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17,537.06 

10
失控玩家
Free Guy

美国
动作
科幻

二十世纪
福克斯

全球        212,14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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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77,839.60 

中国大陆         61,300.00 

11
寂静之地2

A Quiet Place 
Part II

美国
科幻
惊悚

派拉蒙影业

全球        190,57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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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的票房为2.2亿，全球票房为21.8亿。疫情前
后，两部影片的全球票房占比几乎持平。

美国        102,446.25 

中国大陆         24,949.91 

12
黑白魔女库伊拉

Cruella
美国

喜剧
犯罪

迪士尼

全球        149,29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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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55,105.67 

中国大陆         15,470.94 



13
丛林奇航

Jungle Cruise
美国

喜剧
冒险

迪士尼

全球        141,3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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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亿，美国本
土票房7.4亿，目前美国票房占全球票房的53%。
该片于11月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目前票房累计
4490万。

美国         74,872.01 

中国大陆          4,490.10 

14
魔法满屋 
Encanto

美国
喜剧
动画

迪士尼

 全球        131,905.10 
  11月24日起陆续在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上映的
动画电影，上周新晋榜单影片，本周从榜单的15
名提前至14名。目前全球票房13.1亿，美国票房
5.8亿，美国票房全球占比44.5%。本片未在中国
大陆上映。

 美国         58,689.10 

15

召魂3
The Conjuring: 
The Devil Made 

Me Do It

美国
恐怖
悬疑

华纳兄弟

全球        129,25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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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41,961.65 

16
超能敢死队 

Ghostbusters: 
Afterlife

美国
喜剧
冒险

索尼影业

 全球        118,429.22 
  北美近两周热门影片榜首，本周从榜单的第17
名提至第16名。11月8日起陆续在不同地区上映
。目前全球票房11.8亿，美国票房7.9亿，全球
占比66.9%。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79,197.22 

17
X特遣队：全员集
结 The Suicide 

Squad
美国

喜剧
动作

华纳兄弟

全球        107,13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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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35,712.14 

18

空中大灌篮：新
传奇

Space Jam: A
New Legacy

美国
喜剧
动画

华纳兄弟

全球        104,20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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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45,120.00 



19

比得兔2：逃跑计
划

Peter Rabbit 2: 
The Runaway

美国
动画
喜剧

索尼影业

全球         98,3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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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亿和2.58亿的票房，本片
的中国票房占据全球票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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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25,815.38 

中国大陆         19,800.00 

20
欢乐好声音2 

Sing 2
美国

动画
歌舞

环球影业

全球         96,078.92   本周榜单新晋影片。12月1日在全球27个国家
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全球票房9.6亿，美国票
房6.0亿，全球占比63.2%。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
映。美国         60,749.47 

21
宝贝老板2

The Boss Baby: 
Family Business 

美国
动画
喜剧

环球影业

全球         91,30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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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个国家
和地区上映。目前全球票房9.1亿，美国本土票
房3.6亿，占全球票房的40.2%。本系列电影未在
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36,672.18 

22
猫和老鼠

Tom and Jerry
美国

动画
喜剧

华纳兄弟

全球         85,0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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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29,466.32 

中国大陆         10,479.03 

23
月光光心慌慌：
杀戮 Halloween 

Kills
美国

恐怖
惊悚

环球影业

全球         84,2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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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9%。本系列电影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58,881.40 

24
寻龙传说

Raya and the 
Last Dragon

美国
动画
奇幻

迪士尼

 全球         83,379.94 
  今年3月全球43个国家上映。目前全球票房8.3
亿。该片在美国本土票房3.5亿，中国票房1.2亿
。



24
寻龙传说

Raya and the 
Last Dragon

美国
动画
奇幻

迪士尼 美国         35,022.74 

  今年3月全球43个国家上映。目前全球票房8.3
亿。该片在美国本土票房3.5亿，中国票房1.2亿
。

中国大陆         12,800.00 

25

汪汪队立大功大
电影 Paw 

Patrol: The 
Movie

美国
喜剧
动画

派拉蒙影业

 全球         83,28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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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25,681.52 

26
古驰家族

 House of Gucci
美国

剧情
犯罪

美国联
艺发行公司

全球         81,098.61 
  11月24日起在30余个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雷
德利·斯科特的最新影片，讲述GUCCI名门的谋
杀故事，由Lady Gaga主演，目前北美热度较高
的影片。本周从榜单的28位提至25位。目前全球
票房8.1亿，美国票房3.1亿，全球票房占比
38.9%。本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31,528.05 

27
亚当斯一家2 
The Addams 
Family 2

美国
喜剧
动画

美国联
艺发行公司

全球         68,3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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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亿，美国票房3.6亿，美国票房全球占比
52.8%。该片未在中国大陆上映。

美国         36,118.96 

28
人之怒

Wrath of Man
美国

动作
犯罪

米高梅影业

全球         66,53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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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17,578.55 

中国大陆         16,471.69 

29

名侦探柯南：
绯色的子弹
Detective 
Conan: The 

Scarlet Bullet

日本
动画
犯罪

全球         61,24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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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42,693.86 

中国大陆         21,608.7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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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