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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公司简介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002517.SZ）

简称：恺英网络

公司简介
COMPANY PROFILE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SZ.002517）是国内知名的互联网游戏上市公司。公司主要业务包括手游与页游等精品娱乐内容的研发、运营及发行；网页游戏平台、移动应用分发

平台的运营；之外，公司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希望利用自身优秀的研发实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拓展海外市场，助推公司业绩迈上新台阶。

公司始终秉持“专注品质、用心服务”的理念，一切以用户价值为核心。坚持对游戏产品精益求精的态度，重视产品的持续盈利能力，追求用户极致的游戏体验。坚持“聚

焦游戏主业，研发、发行、投资+IP三核引领”的发展战略，打造多维度、立体化的研发体系与完整的发行体系，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引进优质IP，深入研究IP的品牌潜力，力争最大限度

挖掘和提升IP品牌价值。并依托强大的技术沉淀与优秀的研发团队，进一步拓展产品线，打造新一代精品大作。目前，强大的优质IP获取及打造能力已成为公司核心竞争力之一，为公司研发

新兴力作不断提供强劲助力。其中“奇迹MU”IP的手游改编是端游IP改编为手游的先锋和成功代表。旗下上海恺英、浙江盛和先后开发、运营了《摩天大楼》、《蜀山传奇》、《全民奇迹

MU》、《蓝月传奇》、《敢达争锋对决》、《战舰世界闪击战》、《王者传奇》、《高能手办团》等多款热门游戏。旗下的XY.COM游戏平台是国内知名的精品网页游戏运营平台，上线运

营至今累计推出百余款精品网页游戏，涵盖角色扮演、模拟应景、休闲竞技、战略策略等多种游戏类型。

恺英网络始终坚持将“聚焦游戏主业”作为公司发展的核心战略方向，以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精品游戏产品为导向，以研发、发行以及投资+IP三大业务体系为支撑，持续为

用户提供优质内容服务和深度游戏娱乐体验，打造卓越互联网游戏上市公司。



企业矩阵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集平台运营和

产品研发为一体的互联网企业，隶属

于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拥有

近千人的开发运营团队，旗下有业内

领先的多款互联网平台型产品。

成立于2011年，隶属于恺英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网页游戏、传奇

类手机游戏为核心，集研发、运营、

发行为一体的综合性轻娱乐互动娱乐

企业。

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月
与网易联合发行的

《战舰世界闪击战》正式上线
6月

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8月

《蓝月传奇》累计流水突破32亿元
XY游平台月流水接近亿级

12月

《王者传奇》累计流水破30亿元

5月

《三国乱世》月流水达到3,500万元
8月

《XY苹果助手》用户安装量破亿

月流水超6,000万元
10月

国民级手游《全民奇迹》

全球累计流水突破30亿元
12月

上海恺英置入上市公司，
之后上市公司

更名为“恺英网络”，

股票代码：002517。
1月

《龙吟三国》萌系三国上线
11月

XY页游平台开服总数居于行业TOP10
月流水超4,000万元，成为行业翘楚

2008年2008年

8月

上海恺英成立

7月

《摩天大楼》超1亿注册用户

日登陆1,500万
10月

《恐龙时代》上线，日均最高活跃用户超过150万

业务发展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6月
《热血海盗王》、《神马三国》上线

8月
《捕鱼大亨》上线

注册用户超过3,500万
日活跃用户数百万

2月
《斗战西游》上线

当月注册用户超100万
6月

《蜀山传奇》单月流水突破4,500万元

8月
腾讯运营独代《烈火屠龙》

月流水超过3,000万元
11月

XY游戏独代《斩龙传奇》

月流水超过3,000万元
11月

XY苹果助手用户超过4000万，

月流水接近4,000万
12月

《全民奇迹》 全渠道上线

首日充值达到2,600万元

6月
《蓝月传奇》上线，领军中国页游行业

12月
VR Online开放平台上线

4月
《王者传奇》上线

连续8个月华为游戏中心畅销榜第一
8月

《全民奇迹》全球累计流水突破10亿美金
8月

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2月

《蓝月传奇》累计流水突破27亿元
12月

与万代南梦宫（上海）联合发行的
《敢达争锋对决》正式上线

7月
宣布与万代南梦宫（上海）联合推出
《刀剑神域》正版授权手游新作

8月
宣布与SUNRISE联合推出

《魔神英雄传》

2019年

3月
恺英网络“赢战未来-云游戏”

项目启动会顺利召开

3月
《蓝月》大电影上线，

全网累计播放量达1770W

6月
研发ARPG手游《原始传奇》，

由贪玩游戏独家发行

8月
次世代手游《暗夜破晓》

获得腾讯独家代理

9月
自研国风手游《玄中记》

获得腾讯独家代理

9月
3D写实二次元美术风格放置游戏

《高能手办团》正式推出

2020年



02 公司实力



业务构架

以“游戏”为核心的三大业务体系

研发 发行 投资+IP



• 恺英网络拥有领先的自主研发技术平台和顶级制作运营团队，汇聚行业近千名优秀游戏研发人员，近年来

不断加大游戏研发投入，九大专项工作室负责十余款自研产品的开发制作，用心为玩家打磨精品游戏。

• 同时，公司研发团队凭借丰富的技术经验与成熟的研发实力，取得“比特位数据排序算法”、“3D游戏渲染引

擎方法”等8项发明专利和6项外观专利，提升自身产品品质的同时，为推动游戏行业发展贡献力量。

研发实力

敢达工作室 战舰世界工作室 水晶剑工作室

飞鸟工作室弧光工作室王者工作室

蓝月工作室 灯神工作室 童话之森工作室



发行实力

• 社交游戏夯实根基
2011-2017年 连续多年获得腾讯优秀合作伙伴奖项

2010年 《摩天大楼》上线，日活超1500万，注册总用户超3亿
2011年 《恐龙时代》、《热血海岛王》、《神马三国》、《捕鱼大亨》陆续上线，日活跃用户超500万

2012年 《蜀山传奇》，月流水突破 4,500万，累计流水 10亿
2013年 《烈火屠龙》，月流水突破 3,500万，累计流水 6亿
2014年 《三国乱世》，月流水突破 3,500万，累计流水 12亿+

2016年 《蓝月传奇》，单月流水破2亿元，当年流水破11亿元
截止2018年财报统计时间，《蓝月传奇》连续22个月占据开服数榜第一，截至

2020年5月，累计流水超过 38亿元

2019年 《三国乱世》、《坦克大战》获QQGAME 卓越长青奖

• 页游及页游平台带着恺英迈入“亿流”领域

顶级页游产品

XY页游平台

XY页游平台2013年开服数

居于行业TOP10

累计充值额突破28亿元



• 手游及手游平台刷新10亿美金大关，一年一个暴击产品

国内累计突破2.1亿用户，全球累计

流水突破83亿元

2014 《全民奇迹》

华为畅销榜连续8个月第一，被誉为中国收

入最好的传奇产品

2017 《王者传奇》

中国TOP1 3D格斗敢达App Store 

多次推荐

2017 《敢达争锋对决》

2018 《战舰世界闪击战》

发行实力

全球App Store推荐，220个国家Google 

Play推荐

• H5、小游戏及发行平台潜力巨大

《红龙之怒》未来亿流的潜力IP游戏
布局更多IP和轻量产品，覆盖更广泛用户

打造XY游H5平台，聚合精品H5游戏

2020



03 公司产品



公司产品

《蓝月传奇》

大型多人APRG游戏

恺英网络独家代理发行

累计流水突破38亿元

页游



公司产品

《敢达争锋对决》

正版敢达动作对战手游

万代南梦宫（上海）和恺
英网络联合开发、发行

上线一周获App Store多
次推荐

元

手游



《全民奇迹》

3DMMORPG对战

北京天马时空与恺英网络
联合研发，恺英网络独家
代理发行

手游

累计活跃用户近2.1亿人次

全球累计流水突破83亿元

公司产品



《战舰世界闪击战》

第三人称射击对战

Wargaming与恺英网络共同
研发，网易游戏发行

在全球超过220个国家与地区
发行，获App Store、
Google Play全球双料推荐

手游

公司产品



《刀剑神域黑衣剑
士：王牌》

MMORPG手游

万代南梦宫（上海）正版IP授
权，恺英网络自主研发。

手游

公司产品



《高能手办团》

手办题材放置卡牌类

盛和游戏代理发行（已开启预约）

手游

公司产品



《玄中记》

国风MMO手游

由腾讯独家代理发行

手游

公司产品



《暗夜破晓》

3D MMORPG手游
由腾讯独家代理发行

手游

公司产品



04 公司荣誉



公司荣誉

2018、2017、2016年度“上海服务业企业100强”、“上海

民营服务业企业100强”

2016年度“上海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2016年度“最具口碑游戏厂商”

2015年度移动游戏最具影响力品牌“金苹果奖”

2015年度“中国十大品牌游戏企业”

2015年度“上海文化企业十强”

2013年度“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2013、2012年度 “年度十佳网页游戏研发公司”

2019-2020、 2015-2016、 2013-2014 年度“国家文化出口

重点企业”

2019、2018年度“上海软件核心竞争力企业（规模型）”

2019年度“最具影响力移动游戏发行商”

2019年度“最具影响力游戏企业”

2018年度“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第25位）

2018年度“中国十大游戏出版运营企业”

2018年度“最具影响力游戏公司”

2017年度“中国十大移动游戏运营商”



公司荣誉

2019年度“金翎奖”最佳二次元移动游戏《魔神英雄传》

2019年度“金陀螺奖”年度优秀H5游戏奖《新倚天屠龙记》

2019年度“金翎奖”玩家最期待移动网络游戏《刀剑神域黑衣

剑士：王牌》

2019年度“金陀螺奖”年度人气IP类游戏奖《新倚天屠龙记》

2018年度“金翎奖”玩家最喜爱的网页游戏《蓝月传奇》

2018年度“金翎奖”玩家最喜欢的H5游戏《传奇来了》

2018年度“金翎奖”玩家最喜爱的移动网络游戏《王者传奇》

2017年度“金翎奖”玩家最喜爱的网页游戏《蓝月传奇》

2017年度“金翎奖”玩家最期待的移动网络游戏《敢达争锋对决》

2017年度“金翎奖”最佳境外移动游戏《全民奇迹》

2016年度“金翎奖”玩家最喜爱移动网络游戏《全民奇迹》

2015、2014年度“年度十大风云页游平台”XY游戏平台

2014年度CGWR中国游戏排行榜最佳移植手游奖《全民奇迹》

2013年度上海市优秀软件产品《蜀山传奇》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