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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穿靴子的猫2》Puss In Boots: The Last Wish
《生可无恋的奥托》A Man Called Otto
《梅根》M3GAN
《帕坦》Pathaan
《网络谜踪2》Missing
《飞机陷落》Plane
《无边泳池》Infinity Pool
《末日迷踪：敌基督的崛起》Left Behind: Rise of the Antichrist
《流浪地球2》The Wandering Earth II

周末票房/跌涨幅%

$15,700,000
$10,621,000

$6,751,000

$6,371,000

$5,947,369
$5,675,000
$3,825,000
$2,725,000
$2,362,077
$1,355,000

-22%
-10%

-23.30%

-34.40%

-
-38%

-27.60%
-
-
-

影院数量/
变化

3600
3452
3957

3416

695
3025
2850
1835
1405

142

-190
-159

155

-212

-
-

-210
-
-
-

平均单厅
收入

$4,361
$3,076
$1,706

$1,865

$8,557
$1,876
$1,342
$1,485
$1,681
$9,542

累计票房

$620,580,771
$140,835,910

$46,053,864

$82,274,725

$8,548,444
$17,569,417
$25,374,765

$2,725,000
$2,972,651
$1,355,000

上映
周次

7
6
5

4

1
2
3
1
1
2

发行公司

20世纪

环球

哥伦比亚

环球

Yash Raj
影业美国公司

索尼

狮门

-
Fathom Events
Well Go USA

娱乐

美国周末票房榜（1月27日-1月29日）

国际票房点评
1月27日— 1月29日

《满江红》国际市场夺冠
前十强中国影片占五部

北美票房点评
1月27日— 1月29日

■编译/谷静

■编译/谷静

上周末，中国影片依然占据了国

际市场的半壁江山，国际周末票房榜

上的前十名有五部是中国影片，其中

《满江红》以 1 亿 4400 万美元占据了

榜首；其后由吴京和刘德华主演的科

幻续集《流浪地球 2》以 1亿 490万美

元的周末票房收入排在第二名；动画

系列影片《熊出没·伴我“熊芯”》以

4790万美元排在第四名；梁朝伟主演

的《无名》，当周末票房为 2233 万美

元排在第六名；动画影片《深海》新增

票房票房2150万美元，排在第七名。

第三名是来自印度的影片《帕

坦》，这部电影大获成功，打破了印地

语影片的首映日纪录，首周末国际票

房为 4785万美元，其国际（除北美以

外市场）累计票房已达 5900万美元，

其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6784 万美元。

其中来自印度以外市场的票房超过

2000 万美元。IMAX 银幕的收入以

250万美元的票房创下印度电影有史

以来的最佳首周末成绩。

第五名是詹姆斯·卡梅隆的《阿

凡达：水之道》，上周末在 52 个地区

上映第七周，新增国际票房 4240 万

美元，较上上个周末跌幅为 28%，该

片的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4.96 亿美

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21.16 亿美

元。全球 IMAX 银幕新增票房收入

730 万美元，该片的 IMAX 的国际累

计票房已达 1 亿 5610 万美元；全球

IMAX 累计票房已达 2 亿 3900 万美

元。影片在中国的累计票房已达 2
亿3710万美元。

上周末，没有大电影公司的新片在

院线上映，北美周末票房收入在 7120
万美元左右，较去年同期（受奥密克戎

的影响，为3500万美元）增加了103%。

迪士尼/20 世纪的《阿凡达：水之

道》在北美上映第七个周末，新增票

房 1570 万美元，位居榜单第一名，其

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6 亿 2058 万美

元，超过了《星球大战：最后的绝地

武士》，成为美国/加拿大有史以来票

房收入第 11 位的影片。在今年所有

获得奥斯卡提名的最佳影片中，获

得了 4 项提名的《阿凡达：水之道》确

实是唯一一部有望在 3 月 12 日奥斯

卡之夜大赚一笔的电影。

跻身前五名的唯一一部新片是印

度影片《帕坦》，该片上周末在北美的

695块银幕上首映，收获票房595万美

元，排在第五名，其平均单银幕收入为

8557美元。该片在多伦多、纽约、芝加

哥、达拉斯、温哥华、旧金山和西雅图

的票房不错。

另外，中国影片《流浪地球2》上周

末经由WellGoUSA公司在北美的 162
块银幕上放映，在纽约、洛杉矶、波士

顿、旧金山、多伦多和温哥华的票房收

入高达130万美元，排在榜单第10名，

平均单银幕收入高达9542美元。

全球票房周末榜（1月27日-1月29日）

片名

《满江红》Full River Red
《流浪地球2》The Wandering Earth 2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帕坦》Pathaan
《熊出没·伴我“熊芯”》Boonie Bears: Guardian Code
《穿靴子的猫2》Puss In Boots: The Last Wish
《无名》Hidden Blade
《深海》Deep Sea
《梅根》M3GAN
《飞机陷落》Plane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144,325,000

$106,211,000

$58,100,000

$53,798,744

$43,717,000

$24,958,000

$22,333,000

$21,545,000

$14,196,000

$10,878,300

国际

$144,325,000

$104,856,000

$42,400,000

$47,851,375

$43,717,000

$14,338,000

$22,333,000

$21,545,000

$7,826,000

$7,053,300

美国

$1,355,000

$15,700,000

$5,947,369

$10,620,000

$6,370,000

$3,825,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465,959,000

$382,674,023

$2,116,580,771

$67,840,000

$136,439,000

$334,146,910

$85,826,000

$66,587,300

$146,038,725

$35,403,765

国际

$465,959,000

$379,956,000

$1,496,000,000

$59,291,556

$136,439,000

$193,312,000

$85,826,000

$66,587,300

$63,765,000

$10,029,000

美国

$2,718,023

$620,580,771

$8,548,444

$140,834,910

$82,273,725

$25,374,765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MULTICN

MULTI

迪士尼

MULTI

MULTICN

环球

MULTICN

MULTICN

环球

MULTI

上映
地区数

1

7

53

100

1

80

1

1

76

40

本土
发行公司

猫眼

中影

20世纪

YSHRAJ

中影

环球

博纳

光线

环球

狮门

《阿凡达：水之道》北美连冠

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穿靴子的猫2》Puss In Boots: The Last Wish
《梅根》M3GAN
《网络谜踪2》Missing
《生可无恋的奥托》A Man Called Otto
《飞机陷落》Plane
《偷家派对》House Party
《关于我转生变成史莱姆这档事剧
场版红莲之绊篇》That Time I Got Reincarnated as aSlime the Movie: Scarlet Bond
《黑豹2》Black Panther: Wakanda Forever
《鲸》The Whale

周末票房/跌涨幅%

$20,133,106
$11,807,355

$9,704,905

$9,154,695

$8,802,122
$5,280,088
$1,670,012

$1,588,491

$1,362,609
$1,263,513

-38.70%
-18.40%

-47%

-

-31.40%
-48.60%
-58.10%

-

-44.70%
-16.60%

影院数量/
变化

3790
3611
3628

3025

3802
3060
1400

1473

1525
1591

-255
-76

23

-

-
37
-

-

-385
91

平均单厅
收入

$5,312
$3,269
$2,675

$3,026

$2,315
$1,725
$1,192

$1,078

$893
$794

累计票房

$598,409,459
$126,767,825

$73,192,415

$9,154,695

$35,148,371
$19,535,710

$7,080,520

$1,588,491

$451,843,361
$13,174,236

上映
周次

6
5
3

1

4
2
2

1

11
7

发行公司

20世纪

环球

环球

索尼

哥伦比亚

狮门

华纳兄弟

Crunchyroll

迪士尼

A24

美国周末票房榜（1月20日-1月22日）

国际票房点评
1月20日— 1月22日

《流浪地球2》国际市场夺冠
前六强中国影片占五部

北美票房点评
1月20日— 1月22日

■编译/谷静

■编译/谷静

1 月 20 日-22 日这个周末，是中

国春节档期，大量优秀中国影片涌入

市场，国际周末票房榜上的前六名有

五部是中国影片。截止到当周日，由

吴京和刘德华主演的科幻续集《流浪

地球 2》以 4.724 亿人民币（合 6970 万

美元）的票房收入位居榜首；紧随其

后的是张艺谋的悬疑喜剧片《满江

红》，当周末票房 4.024 亿人民币（合

5940 万美元）排在第二名；梁朝伟主

演的《无名》，当周末票房为 1.365 亿

人民币（合 2010 万美元）排在第四

名；动画系列影片《熊出没·伴我“熊

芯”》以 1917 万美元排在第五名；喜

剧影片《交换人生》当周末票房 1839
万美元排在第六名。

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水之

道》在 1 月 20 日-22 日周末，收获票房

5630万美元，排在第三名，截止到 1月

22日，该片的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14.26
亿美元，其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20.24
亿美元，正式成为全球票房突破 20
亿美元大关的第六部电影。该片上

映第六个周末，其跌幅为 38%。截止

到 1 月 22 日，该片累计票房排名前十

名的市场是：中国（2.297 亿美元）、法

国（1.298 亿美元）、德国（1.17 亿美

元）、韩国（9690 万美元）、英国（8190
万美元）、印度（5790 万美元）、澳大利

亚（5510 万美元）、墨西哥（5140 万美

元）、西班牙（4700 万美元）和意大利

（4530万美元）。

《阿凡达：水之道》在上映的第六个

周末，收获票房 1970 万美元，排在 1 月

20 日-22 日这个北美周末票房榜单的

第一名，截止到 1 月 22 日，该片北美累

计票房已达 5 亿 9790 万美元。当周末

在北美的 IMAX 影厅赚取 290 万美元，

占周末票房收入的近 15%，累计 IMAX
票房7940万美元。

第二名是环球影业发行的《穿靴子

的猫 2》，在其上映的第五个周末，新增

周末票房 1150万美元，跌幅仅为 21%，

截止到1月22日，该片的北美累计票房

已达1亿2640万美元。

第三名是环球影业发行的《梅根》，

影片当周末收获票房 970万美元，跌幅

为 47%。该片当周末在北美的 3628块

银幕上放映，平均单银幕收入为2675美

元，截止到 1 月 22 日，该片的北美累计

票房已达7320万美元。

第四名是索尼发行的新片《网络谜

踪 2》，当周五票房为 340 万美元、周六

票房为 360 万美元，当周末收获票房

915 万美元，在 3025 块银幕上放映，平

均单银幕收入为 3026美元。影评人在

番茄网上获得了82%的新鲜度，而观众

在影院出口给出的评分为B。该片吸引

了女性观众，48%的女性观众的年龄在

25-44岁之间，30%为白种人、26%的西

班牙裔、24%的黑人和20%的亚裔/其他

族裔。

全球票房周末榜（1月20日-1月22日）

片名

《阿凡达：水之道》Avatar: The Way of Water
《流浪地球2》The Wandering Earth 2
《满江红》Full River Red
《穿靴子的猫2》Puss In Boots: The Last Wish
《梅根》M3GAN
《无名》Hidden Blade
《熊出没·伴我“熊芯”》Boonie Bears: Guardian Code
《交换人生》Five Hundred Miles
《巴比伦》Babylon
《生可无恋的奥托》A Man Called Otto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75,985,000

$69,371,200

$58,970,000

$29,284,000

$20,650,000

$20,030,000

$19,170,000

$18,390,000

$13,405,000

$12,500,000

国际

$56,300,000

$69,371,200

$58,970,000

$17,784,000

$10,850,000

$20,030,000

$19,170,000

$18,390,000

$13,200,000

$3,500,000

美国

$19,685,000

$11,500,000

$9,800,000

$205,000

$9,00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2,023,961,353

$69,376,000

$58,970,000

$297,504,470

$124,612,510

$20,030,000

$19,170,000

$18,390,000

$28,417,106

$55,346,249

国际

$1,426,000,000

$69,376,000

$58,970,000

$171,044,000

$51,325,000

$20,030,000

$19,170,000

$18,390,000

$13,200,000

$20,000,000

美国

$597,961,353

$126,460,470

$73,287,510

$15,217,106

$35,346,249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迪士尼

WGUI

MULTICN

环球

环球

MULTICN

MULTI

TAOP

派拉蒙

索尼

上映
地区数

53

5

1

79

67

1

1

1

54

32

本土
发行公司

20世纪

中影

猫眼

环球

环球

博纳

中影

淘票票

派拉蒙

索尼

《阿凡达：水之道》北美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