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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Madness
《坏蛋联盟》The Bad Guys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Fantastic Beasts: The Secrets ofDumbledore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北欧人》The Northman
《迷失之城》The Lost City
《天才不能承受之重》The Unbearable Weight of MassiveTalent
《记忆》Memory
《斯图神父》Father Stu

周末票房/跌涨幅%

$185,000,000

$9,770,000

$6,200,000

$3,950,000

$3,323,297

$2,770,415
$2,500,000

$1,525,000

$1,220,000
$800,000

-

-39.80%

-46.30%

-52.50%

-40%

-56.50%
-34.50%

-60.60%

-60.80%
-63.70%

影院数量/
变化

4534

3839

3358

3051

1542

2413
1897

1331

2433
1265

-

-203

-443

-911

-671

-871
-698

-1,705

-122
-1,211

平均单厅
收入

$40,802

$2,544

$1,846

$1,294

$2,155

$1,148
$1,317

$1,145

$501
$632

累计票房

$185,000,000

$57,572,485

$169,901,471

$86,009,171

$41,565,896

$28,049,000
$94,389,264

$16,388,403

$5,492,665
$19,235,742

上映
周次

1

3

5

4

7

3
7

3

2
4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环球

派拉蒙

华纳兄弟

A24

焦点

派拉蒙

狮门

Open Road影业

索尼

美国周末票房榜（5月6日-5月8日）

国际票房点评
5月 6日— 5月 8日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
国际市场夺冠

北美票房点评
5月 6日— 5月 8日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北美夺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5月6日-5月8日）

片名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Multiverse of Madness
《坏蛋联盟》Bad Guys, The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Fantastic Beasts: The Secretsof Dumbledore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迷失之城》Lost City, The
《唐顿庄园2》Downton Abbey: A New Era
《北欧人》Northman, The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Once
《另一个》Another One
《记忆》Memory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450,000,000

$16,933,000

$14,750,000

$14,400,000

$7,900,000

$6,595,000

$4,959,000

$4,050,297

$3,111,000

$2,065,000

国际

$265,000,000

$7,163,000

$10,800,000

$8,200,000

$5,400,000

$6,595,000

$2,189,000

$727,000

$3,111,000

$845,000

美国

$185,000,000

$9,770,000

$3,950,000

$6,200,000

$2,500,000

$2,770,000

$3,323,297

$1,22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450,000,000

$148,144,485

$363,709,171

$349,401,471

$162,789,264

$22,251,000

$51,584,585

$48,302,896

$5,451,000

$7,470,665

国际

$265,000,000

$90,572,000

$277,700,000

$179,500,000

$68,400,000

$22,251,000

$23,536,000

$6,737,000

$5,451,000

$1,978,000

美国

$185,000,000

$57,572,485

$86,009,171

$169,901,471

$94,389,264

$28,048,585

$41,565,896

$5,492,665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环球

华纳兄弟

派拉蒙

派拉蒙

环球

环球

MULTI

EMPINDP

MULTI

上映
地区数

50

65

75

62

58

42

46

13

6

18

本土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环球

华纳兄弟

派拉蒙

派拉蒙

焦点

焦点

A24

INDP
OPRD/BCLF

上周末，迪士尼/漫威的《奇异博士

2：疯狂多元宇宙》在 49个国际市场中

上映，收获票房 2.65亿美元，其全球首

周末票房为 4.5 亿美元。影片上周末

在英国和爱尔兰收获票房估计为2470
万美元；在墨西哥收获票房 2150万美

元；在巴西收获票房1630万美元；在印

度收获票房 127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

收获票房 1260 万美元；在德国收获票

房 1200万美元；在法国收获票房 1100
万美元；在日本收获票房 940万美元；

在意大利收获票房 900万美元。欧洲

市场，3D或其他优质大格式银幕上的

票房在德国占比为 50%；法国的占比

为 24%；英国的占比为 17%。在拉丁

美洲，25%的票房来自3D银幕；巴西以

46%的占比领先。

第二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该片上映

第五周，新增国际票房1080万美元，较

上上个周末下跌了 60%，国际累计票

房已达 2.78 亿美元，全球累计票房已

达 3.64亿美元。到目前为止，《邓布利

多之谜》已经达到了《神奇动物在哪

里》（全球8.14亿美元）和《格林德沃之

罪》（6.55 亿美元）总收入的 45% 和

56% 。从累计票房上看，日本以 3230
万美元领先；第二名德国的当地累计

票房为 2740万美元；在英国/爱尔兰当

地累计票房为 2550 万美元；在中国的

当地累计票房为 2460万美元；在法国

的当地累计票房为2050万美元。

第三名是派拉蒙公司发行的《刺

猬索尼克 2》，影片上周末新增国际票

房 820 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8亿美元，其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3.49
亿美元。

上周末，漫威的《奇异博士 2：疯
狂多元宇宙》在北美首映，收获票房 1
亿 8500 万美元，超过了 DC 公司的

《新蝙蝠侠》的首周末票房（1.34 亿美

元），成为 2022 年迄今为止首周末票

房最高的影片。这部 PG-13 级的影

片上周末在北美的 4534 家影院上

映，平均单厅票房收获为 40802 美

元，其中 3300 万美元来自 IMAX 银

幕。该片在番茄网上获得了 75%的

新鲜度。

第二名是环球影业发行的《坏蛋

联盟》，上周末新增北美票房 980 万

美元。这部 PG-13 级动画影片较上

上个周末跌幅为 39.8%，在北美的

3839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

为 2544 美元，其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5760万美元。

第三名是派拉蒙公司发行的《刺

猬索尼克 2》，该片上映第五个周末，

新增票房 620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

跌幅为 46.3%，影片在北美的 3358 家

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为 1846
美元，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1.7亿美元。

第四名是《神奇动物：邓布利多

之谜》，影片上周末在北美新增票房

400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下跌了

52.5%。这部 PG-13 级影片上周末在

北美的 3051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

票房收入 1294 美元，其北美累计票

房已达低于预期的 8600 万美元，是

否会在北美突破 1 亿美元大关仍然

存在疑问。

电
影
院
会
接
受
可
变
定
价
吗
？

据报道，在去年 12 月《蜘蛛侠：英雄

无归》进入电影院之前，在 eBay上有以高

于票面价值数千美元的价格出售的这部

索尼高关注度影片的美国首映夜场票。

难怪一些北美电影院经营者看到了提高

电影首周末放映票价的机会。他们在三

个月后发行华纳兄弟公司的《新蝙蝠侠》

时重复了这个实验。随着新冠疫情的消

退，人们对大银幕观影的需求被激发。

票价上涨幅度不大：根据电影研究公

司 EntTelligence 的数据，AMC 影院对《新

蝙蝠侠》首周末的平均票价定为 14.50美

元，仅比该周末所有电影的平均价格高出

1.28美元；而Cinemark影院将《蜘蛛侠：英

雄无归》首周末的平均票价定为 11.19美

元，比当时连锁影院的整体平均票价高出

56美分。很难评估票价的提高对这两部

电影票房表现有正面或负面影响，《蜘蛛

侠：英雄无归》的北美首映周末票房收入

为 2.6亿美元，而《新蝙蝠侠》则以 1.34亿

美元的北美首周末票房位居第二。

尽管如此，这些提价的举动确实表明

北美放映商对可变定价重新产生了兴

趣。该策略已在航空公司、酒店、体育和

音乐会行业中使用。

至少在过去五年中，美国放映商一直

有尝试可变定价（也称为需求或灵活定

价）的想法，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折扣日和

豪华座椅或巨幕附加费等变化得到广泛

实施.
北美最大的连锁影院AMC似乎准备

更进一步。在《新蝙蝠侠》上映前与分析

师举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首席执行官亚

当·阿隆（Adam Aron）指出，他的公司在

欧洲的Odeon连锁影院实行可变定价，他

们已经在 2019 年夏天、新冠病毒大流行

之前进行了定价测试。AMC 影院“作为

定价领域的大胆思考者”，阿隆预测“如果

我们继续保持想象力，我们将有相当大的

上行机会”。

Cinemark 影院是北美第三大连锁影

院，可能是另一个创新者。“（我们）正在寻

求利用数据和分析来使我们的定价更加

灵活，”Cinemark影院的首席财务官梅丽

莎·托马斯（Melissa Thomas）在最近的一

次会议上说，“我们目前正在测试，看看弹

性票价在疫情期间是如何演变的，并开始

在价格方面进行调整。在某些情况下可

能会增加，在其他情况下可能会减少，但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我们不会阻碍观

众的影院观影需求。”

其他美国和加拿大的连锁影院可能

会 效 仿 AMC 和 Cinemark 的 脚 步 ——

Regal 影院是总部位于英国的 Cineworld

公司旗下的，是北美第二大放映商，被认

为已经参与了超级英雄类影片的价格上

调——但该行业在拥抱可变定价方面能

走多远仍远未明朗。

北美第四大连锁影院Marcus影院的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兰多·罗德里格斯

（Rolando Rodriguez）对竞争对手的尝试

表示赞赏，并称该行业在如何接近市场以

及“我们如何与消费者建立联系以及我们

如何正确定价创造适当需求”方面需要更

多思考与探索。

更广泛的尝试

Marcus影院已经尝试在周末和假期

期间调高票价，罗德里格斯报告说，他也

是全国电影院业主协会贸易集团的主

席。“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都需要更加

了解我们如何在一些业务较少的时期创

造需求，以及我们如何在高需求时期合理

定价，”他说，“我们可以从航空公司、餐厅

和酒店行业相关的定价策略中学到一些

东西。”

从疫情的阴影中（导致北美年度票房

从2019年的114亿美元暴跌至2020年的

22亿美元，而到 2021年才回升至 45亿美

元）恢复的观影需求，使得放映商对此类

策略更加开放，大流行带来的人工短缺和

通货膨胀也是如此。

“目前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企业面临的

最大挑战是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以及通

货膨胀导致的劳动力成本的增加。”罗德

里格斯说。

对放映商而言，危险在于可变定价可

能会增加票房收入，但会限制观影人次，

北美的观影人次从2019年的12.4亿人次

下降到2020年的2.4亿人次，去年反弹至

4.7亿人次。

“你不希望为了收入而对观影人次产

生负面影响，因为你希望更多的观众在门

口购买高利润的电影票，”B Riley & Co公
司跟踪美国放映业的高级分析师埃里克·
沃德（Eric Wold）说，“电影院与电影公司

分享票房（收入），他们不分享让步。”

如何在欧洲连锁影院中推广

北美放映商仍在尝试可变定价，但欧

洲同行已经接受了这一概念。

专家将欧洲的率先尝试归因于不同

的商业条件，包括欧洲大陆的影院通常比

北美影院运营商保留更大的票房收入份

额。但该战略也得到了 Smart Pricer等公

司的推动，Smart Pricer 是一家总部位于

柏林的公司，该公司还为滑雪胜地、现场

娱乐和体育企业提供定价服务。

Smart Pricer公司（其客户包括Odeon
集团、UCI Kinowelt 公司和 Nordisk 公司）

可以向电影院展示模拟在特定时间对某

些电影、特定日期的放映以及电影院不同

区域的座位收取或多或少的费用的效

果。运营商可以选择采取增加或者减少

的定价方法，选择是采用静态定价还是完

全动态定价（每15分钟更新一次价格）。

据 Smart Pricer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克

里斯蒂安·克鲁格（Christian Kluge）称，采

用部分或全部动态定价的典型结果是电

影院的收入增加了 3%到 6%。克鲁格坚

持认为，如果“沟通得当且透明”，消费者

可以被说服接受一种激励他们尽早在线

购买电影票的动态模式。

两年前新冠病毒大流行暴发时，

Smart Pricer公司已经开始向美国放映商

宣传自己的这项服务，现在该公司正在考

虑进行新的推动。“疫情中止了动态定价

这个议题，因为每个人都在研究如何生

存，”克鲁格说，“现在我们看到业内的兴

趣又回来了。”

据克鲁格介绍，该公司的系统已被引

入一些美国电影公司。“最终对他们来说

重要的是：平均票价应该上涨；最低价格

不应该太低。他们不希望以三四美元的

价格出售一张电影票。”

《蜘蛛侠：英雄无归》

罗兰多·罗德里格斯

克里斯蒂安·克鲁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