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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简介、意涵
与产业概况



Meta意为”元”、”超越”，verse

则指宇宙，合起来的元宇宙，则指一个

通过AR（现实增强）、VR（虚拟现实）

等技术支持的、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

界：在现实世界之外，创造的一个三

维虚空间。人类通过虚拟现实、增强

现实等技术，建立另一个身分，进行

社交、娱乐、生产、消费。

甚么是元宇宙 (Metaverse)?

简单来说，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人和事，都被数字化投射在了这个云端世界里，你可以在元宇宙中做几乎任何在真

实世界中可以做的事情，同时还可能做你在真实世界里做不到的事情，如电影”头号玩家”就很清晰地描述了这样一

个世界。Metaverse并不是只能有一个平行于现实的虚拟世界，它可以是多个虚拟世界同时存在。Metaverse的最终

形态是，这些世界要能够互联互通，还要存在一套能够统一运作的社会、经济系统。



元宇宙 ≠ 电子游戏

对元宇宙常见的误解

而是包罗万象的 大型多人在线游戏 + 开放式任务 + 可

编辑世界 + XR入口 + AI内容生成 + 经济系统 + 社交

系统 + 化身系统 + 去中心化认证系统 + 现实元素…

元宇宙 ≠ 虚拟世界
元宇宙 = 虚拟世界 X 现实世界

虚拟

现实

意义 权力 购买力

价值 情感 注意力

信息 关系 传播力

元宇宙是虚实二界的流动交换

元宇宙与游戏的区别

创造性游玩

开放性探索

与现实连通 X
被动消费

给定任务

逃避现实



元宇宙 是人的另一种存在方式

数据源： 国盛证券研究所

人

现实世界的人 元宇宙的人

物质社会关系

精神社会关系

虚拟资产

虚拟身分

在现实世界创造、活动 在元宇宙创造、活动

未来人们的生活，将共同发生在虚实两个世界之中



发表者 对元宇宙的观点

Roblox CEO

Dave Baszucki

元宇宙是一个将所有人相互关联起来的3D虚拟世界，人们在元宇宙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可以在这个
世界里尽情互动，并创造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Roblox只是创造元宇宙的用户的、牧羊人‘，我们不
制作也不控制任何内容。

元宇宙有八大特征，分别是：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随时随地、经济系统 和 文明。

著名分析师

Matthew Ball

Metaverse应具有以下六个特征：永续性、实时性、无准入限制、经济功能、可连接性、可创造性。

Metaverse不等同于“虚空间”“虚拟经济”，或仅仅是一种游戏亦或UGC平台。在元宇宙里将有一
个始终在线的实时世界，有无限量的人们可以同时参与其中·它将有完整运行的经济、跨越实体和数字
世界。

Epic Game CEO

Tim Sweeney
这将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参与式媒介，带有公平的经济系统，所有创作者都可以参与、赚钱并获
得奖励。

腾讯 CEO 马化腾
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大门已经打开，无论是从虚到实，还是由实入虚，都在致力于帮助用户实现更
真实的体验。

数据源： ： 国盛证券研究所 公开资料整理

业界大佬对元宇宙的观点



身分

一个真正的元宇宙产品应该具备八大要素 (by Roblox)

朋友 沉浸感 低延迟 多元化
经济
体系

随地 文明

身分 朋友 沉浸感 低延迟 多元化
经济
体系

随地 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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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宇宙中可以参加各类游戏和活

例如：参加虚拟演唱会，在 NFT 画廊里面参观

，玩游戏、在广场社交、在影院看电影、甚至

商店买菜、学校上课、DeFi 农场里收割庄稼。

此外，元宇宙项目的参与者还可以自己召开会

议、交换东西、举办派对、创建任务等，获得

丰富并且有趣的沉浸式体验。

元宇宙的重要特征是开放和自由创作

摆脱了现实世界时间和空间的束缚，让用户能够放

飞想象力，自由搭建任何想要做的东西，并在互动

中碰撞出更多灵感火花。

在 Sandbox 等多个项目中，用户购买虚拟地产后

，可以通过搭建自己喜欢的建筑，展示自己的NFT

产品，搭建自己的办公室，甚至在里面开餐厅、数

字展厅等。这些成果还可以在项目内进行交易、展

览，获得项目代币支持。

对虚拟房地产等 NFT 进行投资

元宇宙项目的加密代币投资

虚拟房地产非常火爆，据 Nonfungible.com 

统计，最近30日内Sandbox售出价格最高的

一笔虚拟土地即达到 364 万SAND，约

88.96 万美元。

另包括 Decentraland、Somnium Space、

Sandbox 等项目均发行了平台的加密代币，

用于在平台中购买数字资产或用于游戏，成

为投资者投资元宇宙项目的另一管道。

投资 创作 游戏
及其他体验

人们在元宇宙中可以做甚么?



元宇宙几乎可以替代现实世界中很大一部分功能

元宇宙互联网现实

娱乐

工作

社交

学习

游戏

音乐会、演唱会、球赛

电影院，剧本杀…等

会议/拜访

工作文文件数据 其他

阅读 课程等

现实社交

聚餐会面

互联网/手机游戏

视频、音乐、K歌

VR互动…等

在线会议

移动办公

数位阅读 在线课程等

移动社交

游戏

音乐会、演唱会、球赛

电影院，剧本杀…等

元宇宙办公室

元宇宙课堂

元宇宙社交

部分替代

部分替代

部分替代

无法替代

部分替代 基本可替代

基本可替代

基本可替代

大部分替代



美国市场研究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的报告显示，到 2030 年，全球元宇宙市场

规模将达到 6,788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 (CAGR) 达到 39.4%。

元宇宙的市场潜力惊人



Blockchain

区块链

GAme

游戏

Network

网络运算力

Display 

呈现方式

以上四者分别从 价值交互、内容承载、数据网络传输及沉浸式展示 紧密的交叉融合，共同构建元宇宙。

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去中心化的清

结算平台和价值传递机制，能够

保障元宇宙的价值归属与流转，

从而保障经济系统的稳定、高效

。去中心化的虚拟资产能够跨平

台、脱离内容本身进行流通，变

得更加“真实”。

电子游戏为元宇宙提供交互内容

，是内容发展与使用者流量的关

键赛道。使用者创作能够为元宇

宙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成为元宇

宙游戏发展的主流趋势。玩家将

成为游戏的主策，人们对虚拟资

产的观念也因此改变。

网络运算力技术的升级保障了信

息的传输与计算能力，为次时代

应用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伴随

通信速率和云算力的持续升级，

云端游戏已经成为现实。

显示技术提供交互方式，超高

清及AR/VR设备也实现了持续

迭代升级，用户已经可以获得

较好的沉浸式体验。

构筑元宇宙的四大技术支柱“BAND”



元宇宙需要各项技术的支撑，可以将元宇宙产业链分为七个层次：

元宇宙产业链



互联互通

广告技术

去中心化基础设施元宇宙通道

人工智能

可视化/数字孪生

云储存 扩展 托管

玩赚P2E 机制

经济

用户接口

社交

数字身分

加密钱包

交易平台

NFT/区块练开发者服务

应用承载 基础设施体验通道

元宇宙全产业链图谱



国外元 宇 宙
知名项目



Decentraland

项目简介

• Decentraland 创立于 2017 年 9 月，是基于以太坊构建，分布式的，由区块链驱动

的、用户共同拥有的虚拟现实平台，也是第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由用户所拥有的虚拟

世界。在这个平台上，使用者可以浏览和发现内容，并与其他人和实体互动。

• 2020 年, Decentraland 向用户开放，当时，除了创始人的基本建筑外，大部分土地

都是空的。 2021 年，Decentraland 已经发展得很好，很多公司都在这里开设了办

事处，还有有购物中心、赌场、活动场所和画廊等。

• 很多加密项目比如 Rarible、Winklevoss Capital、CoinGecko 等在 Decentraland

建了自己的办公室，或者在里面进行推广，参观者可以通过参与该项目的活动甚至可

以获得代币

• 目前 Decentraland 在 Opensea 的虚拟世界板块排行统计中稳居第一。在所有时间

里，Decentraland 交易总额约为 6.9 万个以太坊，位居第一，此外，Decentraland 

的可穿戴装备交易总额为 2.6 万个以太坊，位居第二。

网站：https://decentraland.org/



Decentraland

应用场景

经济体系

• 在 Decentraland 中，用户可以随意探索，还能够通过以太坊区块链平台购买土地，成为这片土地的拥有

者，拥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并决定土地上发布的内容，比如 3D 场景、游戏系统等，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使

用体验。

• 通过与数字钱包（如Metamask）简单交互，用户便可以进入游戏，在 Decentraland 中自由创建个人形

象、与其他用户互动社交、参与音乐会或艺术表演等娱乐活动并在数字土地上建造房屋等。

主要有两种数字资产：领地以及 MANA 代币。

• 领地是存储在乙太坊智慧合约中的不可替代的、可转移的NFT，领地所有权是一种身份认证系统。

• MANA 是 ERC20 代币，可在游戏中购买土地，也可以购买虚拟游戏商品和服务。初始土地 1000 MANA

（当时约 1000 美元）就可购买一块土地。用户可以二次销售土地，且土地的价格将根据位置的不同以及

建设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 同样，用户对自己领地有完全的控制权，可以在在领地上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使用体验，并可以依靠开发平

台内容和程序体验进行经营，为自己的内容获取 MANA，创造利润。



Sandbox

项目简介

• The Sandbox 是一个虚拟游戏世界，通过基于以太坊的功能型代

币 SAND，玩家可以创建和拥有不同的游戏体验，并从中获得收益。

• The Sandbox 在推出区块链版本以前，已经在传统沙盒游戏领域

有一定的基础。Sandbox拥有超过 1600 万移动和平板计算机版本

的玩家以及在线图库中共享的1,500,000 区块创作。同时《The 

Sandbox》系列已获 4000 万下载、100 万MAU。

• Sandbox 已经与包括 ATARI，Crypto Kitties 加密猫，Shaun the 

Sheep 等 50 多个合作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来建立由玩家创作和

拥有的“边玩边赚”的创意游戏平台。

• 目前 Sandbox 在 Opensea 的虚拟世界板块排行统计中位居第四，

所有时间里，交易总额约为 1.88 万个以太坊。

网站： https://www.sandbox.game/en/



The Sandbox的虚拟世界地图基于 166464个地块（408*408）汇集而成，每个地块都

是ERC-721标准的NFT。地块是虚拟世界中由玩家拥有的物理空间，用于创建游戏并实

现货币化。地块还可以用于发布玩家创建的游戏，也可以出租给其他玩家。每个地块都

有一套预建的地形，但地块持有者可以进行地形改造。

Sandbox



Sandbox

应用场景

经济体系

• Sandbox 是 NFT 生态系统的先驱之一，为游戏玩家创造视频游戏和社交体验提供了非常自由的空间。

• Sandbox 也正在成为一个主要的娱乐场所，各大品牌互为邻居，大 IP、名人可以与粉丝互动，并提供包括游戏、

现场表演和社交体验在内的互动。它可以是数字音乐会舞台、可以是主题公园，或者购物中心，玩家可以自己或与

朋友一起参观和体验。

• Sandbox 为每个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玩家和创作者可以充分参与价值创造链，并可以从内容为平台的新范

例中受益。

• 项目使用几种不同的资产，便于不同的用户即玩家、创作者、治理员和土地所有者等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经济死

循环。这些是土地（LAND）、资产和 SAND。

• 土地 LAND 是在区块链上基于 ERC-721 标准的 NFT。地块是虚拟世界中由玩家拥有的物理空间，用于创建游戏并

实现货币化。地块还可以用于发布玩家创建的游戏，也可以出租给其他玩家。每个地块都有一套预建的地形，但地

块持有者（或他们邀请的其他玩家）可以进行地形改造。

• SANDBOX 官方 Token 是“SAND”，是基于 ERC 20 协议的一种代币，当在游戏市场中购买商品和服务时，它将

作为生态系统中的官方货币。用 SAND 可以购买和出售 NFT，玩家可以将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货币化。

• 项目中，游戏玩家可以通过 The Sandbox Game Maker 来创建 NFT，将其上传到商店，可以在没有中心化治理的

情况下进行创作、游戏、分享、收集和交易，享有安全的版权所有权，并能够赚取 SAND。

• SAND 还是一种治理代币，它使持有者使用分布式自治组织结构参与平台的治理决策。



项目简介

• Roblox 被认为是元宇宙游戏的一个开山之作。它建立了一个非常开放的平

台和创作的激励机制，是一个由玩家主导去中心化的世界。Roblox 作为全

球最大的互动小区之一及大型多人游戏创作平台，通过游戏将全世界连接

在一起，让任何人都能探索全球小区开发者建立的数千万个沉浸式 3D 游

戏，提供一个想象、创造以及与朋友同乐的空间。

• Roblox 起初通过儿童教育起家。1989 年，Roblox 的创始人 David 

Baszucki 以教育为目的创建的名为 Interactive physics 的 2D 模拟物理实

验平台。2004 年，创始人想要在更大的规模上复制其想象力与创造力，创

建了 Roblox，逐渐发展成为创建、分享、销售、游戏为一体的在线平台。

其中的玩家不仅仅是玩家，还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

• 2021 年 3 月 10 日， Roblox 在纽交所上市，首日市值突破 400 亿美元。

Roblox 作为游戏创作平台吸引了超过 700 万名自由游戏开发者，小区开

发共计超过 1800万种游戏体验，同时在线人数最高可达 570 万名。

网站：https://www.roblox.com/

Roblox



Roblox

应用场景

经济体系

• 在这里，玩家创造了各个虚拟场景去玩他们的游戏生活，比如装修房子，请朋友开派对，或者收养宠物或婴儿，

甚至还有专门越狱的小游戏。

• 此外，平台有一个非常便利的在线制作工具，开发的门坎降到很低，小学生也可以进行创作。

• Roblox 的经济系统的核心在于 Robux。Robux 是一种虚拟代币，类似于腾讯的 Q 币，与现实货币的兑换机制为

玩家在游戏内的消费和开发者创作激励提供支持。买入 Robux 比例约为 R$1=$0.01，换出比例为 R$1=$0.0035。

• 比如玩家买入 Robux 虚拟货币，通过游戏内氪金（pay to win）、UGC 小区（pay to cool）等管道进行消费。

最终开发者获得 20% 的分成，而平台则获得 55% 的分成。

• 因此，开发者可以把 Roblox 世界挣到的游戏里面的虚拟货币换成现实的货币，成为平台非常重要的激励系统。



Somnium Space

網站：https://somniumspace.com/项目简介

• Somnium Space 是基于区块链技术，自带对虚拟现实（VR）技术及设

备（包括Oculus、Vive和Steam）的支持，力图打造一个 VR 版的虚空

间。其远景目标是建造一个全新的社交、电子商务、娱乐和生活的元宇

宙。

• Somnium Space 生态整体起步于 2018 年。近日，Somnium Space 

宣布与 Teslasuit 达成合作，将开发一套全身动作捕捉套装，该套装具

有 68 个触觉回馈点，能够模拟各种身体感觉，包括细雨、大暴雨以及

更强的喷气式发动机，为VR社交带来全身触觉体验。

• 根据 Opensea 数据显示，Somnium Space 在 Opensea 的虚拟世界

板块排行统计中位居第三，整体交易量达到了 2.16 万个以太坊，整体

排名仅次于 Decentraland和 Decentraland 可穿戴装备。



Somnium Space

应用场景

经济体系

• Somnium Space 试图利用虚拟现实、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来创建一个共享的、跨平台的虚拟世界。它可以让用户购

买土地，设计各种建筑并导入平台，创造一个共同的虚拟宇宙。它同样拍卖土地和道具，让玩家在其中构造自己的

空间。

• 在 Somnium Space 中，玩家可以选择三种不同大小的土地：小型（200平方米）、中型（600平方米）和大型

（1500平方米）。该项目旨在帮助玩家在虚拟现实世界中创建一个正常运转的经济体系，来促进玩家在虚拟世界中

获得沉浸式体验。

• Somnium Space VR 基于以太坊的 VR 社交应用，用户可购买土地、构建或导入对象以创建共享的虚拟世界。

• 土地、构建或导入对象以创建共享的虚拟世界。

• 项目经济系统有三个基础：虚拟土地可 token 化，数字资产和技能可 token 化，以及去中心化的市场。

• Somnium Space 使用 ERC 20 标准发行的代币 Somnium CUBES（即 CUBE）作为应用内的交互代币。

• 平台里玩家使用 CUBE 购买游戏艺术品或者各类门票参加获得。同样，创作者可以出售自己在 Somnium Space 创

作的游戏、艺术品、门票等，获得 CUBE。

• 平台里用户还可以以 NFT 的形式拥有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类数字资产。

• Somnium Space 里的 CUBE 或 NFT 可以在 polygon 的 layer2 链上进行交易以降低 gas 费。NFT 也可在

opensea 等交易平台进行交易。



项目简介

• Axie Infinity 是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构建的数字宠物世界，

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游戏玩法和对生态系统的贡献获得代币

奖励。

• Axie Infinity 本质上是一款基于元宇宙概念下的 NFT 游

戏，2021 年 6 月，它的销售额突破 1.21 亿美元，整月

收入 1200 万美元，7 月仅半个月的收入总和就超过

5100 万美元，目前是元宇宙板块的生力军。

Axie Infinity
網站：https://axieinfinity.com/



Axie Infinity

应用场景

经济体系

• 游戏中的小精灵就是 Axie，每个 Axie 都是一个 NFT。Axie 不仅可以在游戏内用来战斗，还可以在交易市场内出售，也

可以通过配对繁殖出新的 Axie，新的 Axie 也用于战斗或者出售。Axie 的交易、繁殖需要和区块链交互。

• Axie 通过战斗可以获得SLP代币奖励，SLP 是 Axie 繁殖的必须品，如果不想繁殖也可以在 Uniswap 卖出。SLP 的出现

其实让游戏形成了死循环，SLP 有产出管道，也有消耗管道，且可以交易。这就为广大普通用户提供了赚取收入的管道

• AXS 是 Axie Infinity 系统 ERC-20 代币，主要有 Staking、治理和支付三种使用场景。AXS 的持有者也可以通过玩游

戏、参与关键的治理投票来赚取 AXS 代币。

• 在 AXS 的代币分配中，专门有 20% 用于用户激励，用来为 Axie Infinity 获取更多用户，这一点对于区块链游戏来说是

比较重要的，这也在 SLP 之外为普通用户创造了新的入场动力。



Cryptovoxels

网站：https://www.cryptovoxels.com/项目简介

• Cryptovoxels 目前也是元宇宙领域颇受关注的专案。是一个构建

在以太坊上的虚拟世界，一款由地块和类 Minecraft 体素构成的

3D 区块链沙盒游戏。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免费沙盒游

戏，玩家没有任何目标任务，可以在游戏里随心所欲。可以在大地

图上自由探索，从西向东扩展到数十公里。

• Cryptovoxels 在加密艺术品小区找到了其产品与市场的契合点。

同时也有多个相互竞争的想法，能够开发多种平台，比如以创意经

济活动形式为中心建设虚拟城市。

• 目前 Cryptovoxel 在 Opensea 的虚拟世界板块排行统计中位居第

五，所有时间里，交易总额约为 1.66 万个以太坊。



应用场景

经济体系

• Cryptovoxels 中的地块大小是城市生成器随机生成的，该生成器也会创建街道。每个地块至少有 2 条街道相邻，因此玩家

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地块走到另一个地块，互相交流以及观看其他人的建筑。

• 对于普通游客/消费者等浅度参与者而言，可以进行简单游览参观，与其他人的产品进行交互（交流、评论、观赏、购买等）。

• 对于深度参与者而言，在 Cryptovoxels，NFT 艺术家/收藏家可以建造自己的数字画廊，每一位玩家都可以在这里享受

“3D 社交”、建设自己的世界、创建自己的皮肤等。所有的建筑都是 NFT，都可以通过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进行交易。

• 目前已有不少 NFT 的爱好者甚至项目方在这里在线聚会、社交以及发布项目。这个项目非常像是一个 3D 版的 Facebook。

• NFT 分析家 Andrew Steinwold 认为，Cryptovoxels 是“稀缺网络平台”。在 Cryptovoxels 中，地皮的数量有上限，从

原点（世界中心）开始，世界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长，最大规模为东西长 36 公里，南北宽 18 公里。

• 原始城市中一共有 3026 块原始地皮（Origin City），地块大小不一，每个地块是一个 NFT，都可以在 NFT 交易平台

OpenSea 上进行买卖，由出售者自由定价。而越靠近中心区域或者建筑密集区，地块的价格就会越高。例如法兰克福区域，

建筑物密集价格也比其他区域略高。

• 2020 年 4 月 8 日，最后的原始地皮拍卖售罄。之后的地皮买卖只能通过点对点交易。其后，项目在原始地皮周围的边缘新

增、拍卖相邻地皮（Island Properties）。

• 此外，该项目在虚空间中引入了几乎整个 NFT 行业，在VR虚空间中第一次拥有了被标记化的有价资产并可以进行展示、交

易、拍卖等一系列动作。伴随着 NFT 行业的快速发展，从游戏资产到在线艺术品全面演化成NFT加密资产封装，目前部分实

物如红酒、黄金等 NFT 所有权的在线交易，资产类别正在快速演化，并延伸到实体资产。

Cryptovoxels



STAR ATLAS：区块链游戏的明星之作
https://staratlas.com/

• Star Atlas 是一款基于区块链的、以太空为主题的大型战略视频

游戏，建在 Solana 区块链上。这是一个巨大的多人元宇宙，背

景设定在遥远未来的2,620 年。

• Star Atlas 玩家可以穿越浩瀚的太空，寻找基于 NFT的珍贵宝石。

它将区块链机制与游戏内NFT物品和独特的图形技术相结合，创

造了一种元宇宙体验。

• 该游戏平台通过使用Unreal Engine 5的Nanite来探索最近的一

些技术突破，以创建电影质感的视频游戏和视觉体验。

• 此游戏建立在 Solana 区块链上，所以可以从支持极高 50,000 

TPS（每秒交易量）的网络交易吞吐量中受益。

• Solana 被誉为最快、最安全、抗审查的区块链网络之一，提供了

一个开放的基础设施，可以从中构建去中心化应用程序。 Solana

的交易费用非常便宜，平均每笔交易约 0.00025 美元。

项目简介



应用场景

• Star Atlas的宇宙是广阔的，玩家必须独自踏上充满无数危险的挑战之旅，收集资源并在元宇宙中与其他玩家竞争。

•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建造整个城市，建立微观经济，甚至可以合作组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来治理特定区域。玩家

甚至可以从他们在玩游戏时收集的虚拟游戏内物品中换取现实世界的货币价值。与大多数限制转售和完全拥有游戏内物品

的中心化游戏平台不同，Star Atlas 完全支持去中心化。玩家将拥有他们在游戏中积累的资产的全部所有权，并有机会在

二级 NFT 市场上出售这些基于NFT的游戏物品。会、社交以及发布项目。这个项目非常像是一个 3D 版的 Facebook。

STAR ATLAS



经济体系

• ATLAS 代币被设置为平台的原生代币和记账单位。最初，玩家必须利用他们的 ATLAS 代币来获取游戏中的 NFT 物品，例如

船员、宇宙飞船、土地和其他玩游戏所需的设备。未来铸造的 ATLAS 代币的 80% 将奖励给在游戏中表现出色的玩家。在最

初的 ATLAS 中，20% 将分配给利益相关者。 45% 将用于采矿站，另外 15% 将用于为平台发展收集资源。

• POLIS 是 Star Atlas 元宇宙中的治理代币。因此，POLIS 代币持有者将能够影响 Star Atlas 开发团队的决策。此代币的分发

将分两个阶段进行。代币供应量的 20% 将在银河资产发售的第一阶段出售。其余的 POLIS 将作为奖励分配给那些质押其代币

的人。

• STAR ATLAS中的激励机制

Star Atlas 游戏的设计核心是模仿区块链的工作机制，以激励维持和确保游戏的生态系统。玩家可以驾驶宇宙飞船，寻找可以

抵押或开采的丰富资源。在外层空间，玩家可以以丧失安全区域的安全性为代价来获得更大的奖励和回报。当玩家进入游戏的

最黑暗区域时，他们用来旅行的基于NFT的宇宙飞船可能会迷路或遭受永久性破坏，这将触发资产的燃烧。那些在危险区域的

挑战中幸存下来的玩家将从打捞的 NFT 中获得额外战利品。除了 Star Atlas 上 NFT 的通货紧缩性质之外，某些游戏内物品也

是可消耗的，一旦使用就会被销毁。这些物品将包括建筑材料、燃料和其他可以暂时增强玩家角色的游戏物品。

• STAR ATLAS DEFI 金融系统

除了使用 Solana 区块链之外，Star Atlas 还具有与 Serum DEX（去中心化交易所）直接集成的特点：Star Atlas 玩家将能够

在游戏体验时与支持智慧合约的 DeFi 平台进行交互。这将使玩家能够借贷各种 Solana 或 Serum 资产。他们还可以在各种

流动性池进行自动化投资交易，在那里他们可以赚取交易费用，更不用说游戏还提供了更高回报的收益农场计划。

STAR ATLAS



国内元 宇 宙
领头玩家



排名 企業名稱 綜合得分 營業規模
元宇宙

技術實力
元宇宙

產業收入
元宇宙

品牌知名度
元宇宙

發展潛力

1 騰訊 86 20 17 15 18 16

2 華為 79 19 18 13 14 15

3 阿裡 73 20 15 11 13 14

4 百度 72 18 15 12 14 13

5 網易 71 16 13 13 14 15

6 位元組跳動 70 17 14 12 13 14

7 米哈遊 66 13 13 14 12 14

8 莉莉絲 65 13 12 14 12 14

9 小米 63 19 11 11 10 12

10 中興 60 17 16 8 9 10

未来元宇宙成为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必然。通过对国内主要知名互联网企业、科技企业、游戏企业在

元宇宙相关领域的行动、布局等进行详细研究、梳理，评选出2022年中国元宇宙企业综合实力TOP10企业

2022年中国元宇宙企业 综合实力 TOP10 

数据源：元创元宇宙研究院，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

国内元宇宙主要玩家一览



腾讯

腾讯是互联网时代能够和国际企业直接竞争的最具实力中国企业，但在元宇宙综合实力方面，

尤其是真实软硬件的技术储备方面，与全球前五企业还是有较大差距。

收购&投资 新基建云 流量护城河

腾讯云：

• 全网服务器总量超过

110万台

云游戏行业解决方案

• START

• TENCENT GAME

MATRIX

• 腾讯即玩

• 腾讯云·云游戏

• Epic Games：

Unreal Engine帮助渲

染虚拟世界

• Roblox：

元宇宙元老

• Snap：

协助打造镜像世界

• 社交：微信+QQ

• 游戏：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

• 影视：腾讯视频、腾讯影业、

• 娱乐：QQ音乐、阅文集团

• 智慧零售：微信支付、小程序

• 企业服务：云服务、腾讯会议、

腾讯文档、效率办公SaaS

腾讯的元宇宙布局：通过 资本（收购&投资）+流量（社交平台）的组合拳



华为

基础研究 内容搭建 5G龙头

河图Cyberverse：

融合3D高精度地图，全场

景空间计算、强环境/物体

理解、虚实世界融合渲染

的4项核心能力。

星光巨塔：

Cyberverse虚实融合技术

的AR交互体验APP

1+8+N的战略：

• 1：智能手机主入口

• 8= 4个大屏入口-平板/车机/PC/智慧屏+ 4个非

大屏入口-手表/耳机/AI音箱/VRAR

• N：泛IoT硬件构成的华为HiLink生态

XR：VR Glass

芯片：海思XR专用芯片+ Rokid Vision AR眼镜。

操作系统：鸿蒙

VR/AR引擎：AR Engine目前已经迭代到3.0

• 华为5G解决方案：基于3GPP

全球统一标准，具备“全系列、

全场景、全云化”能力。

• 华为天罡：首款5G基站核心芯

片，集成多频段、多制式

• 巴龙5000：5G终端芯片实现了

单芯片多模的能力，能够提供从

2G到5G的支持，同时支持NSA

和SA架构。

华为的元宇宙布局：通过 基础研究+底层基础设施提供，达成中国最深厚的技术储备

在发展元宇宙方面，华为极其看重基础研究，正如任正2021年12月接受采访时所说，

“对于基础研究，华为会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基础研究是华为的生命线”。



阿里

云基础能力 相关领域应用 元宇宙布局

淘宝VR购物Buy+计划

Buy+是利用计算机图形系

统和辅助传感器，生成可

交互的三维购物环境。用

户可以直接与虚拟世界中

的人和物进行交互。甚至

将现实生活中的场景虚拟

化。

• 阿里云：全球第三大公有云服务商。

• 硬件层面：自研倚天-含光-玄铁系列芯片、盘久

自研服务器系列以及更清洁高效能的数据中心

• 软件层面：飞天云操作系统、龙蜥操作系统、自

研数据库PolarDB、集大数据+AI一体化的平台

“阿里灵杰”等，提高云的易用性。

• 应用层面：“云钉一体”战略，依托钉钉向上渗

透至Paas、Saas层。钉钉已成为中国最大企业级

SaaS，用户破5亿，覆盖组织数1900万。

云计算底层技术积累

• 拓展面向元宇宙方向的解决方案，

如云游戏等；

• 新品牌“云镜”

电商场景的体验优化

• VR购物、VR硬件以及虚拟人营销

• 投资AR独角兽

• 布局VR设备硬件领域

• XR实验室

阿里的元宇宙布局：通过 云计算能力+电商应用开发，为元宇宙经济奠基

阿里在元宇宙产业方面基因良好，具有良好的先发优势，唯一令人担心的是马云

放手阿里巴巴后能否继续保持强大活力。



百度

人工智能技术 硬件研发 软件和内容

• 百度VR：

• 面向企业端助力产业数字

化升级

• 爱奇艺奇遇VR一体机：

• 面向消费者提供影音及游

戏等娱乐体验

• 昆仑第二代AI芯片

• 小度智能音箱

• 全球四大AI公司：

为数不多的AI芯片+软件架构+应用程序等全

栈AI技术提供者。

• 百度大脑：对外开放AI核心技术，目前已形

成了从搜索引擎到AI芯片、AI开源算法、智

能云、自动驾驶、深度学习、对话式人工智

能操作系统等领域的布局

• 飞桨Paddle深度学习平台：

全球三大AI开源平台之一赋能自身移动生态。

• VR营销平台“蓬莱”：

面向汽车、珠宝、家居等行业，

围绕3D环物营销场景，说明客户

实现快速、低成本制作商品的VR

内容。

• 百度VR2.0：

基于百度大脑的产业化平台

• 收购爱奇艺和PPS视频平台

百度的元宇宙布局：通过 人工智能 +技术开源，成为元宇宙底层标准制定者

转型为内容生态与人工智能（AI）融合的互联网公司。百度以搜索引擎为核心，对智能语音、图像识别、知

识图谱、自然语言、智能云、自动驾驶、深度学习、对话式人工智能操作系统、AI芯片等进行了重点布局。



網易

技术方面 硬件方面 内容方面

• 消费级AR眼HoloKit

技术方案源自于硅谷新媒体艺术

工作室Amber Garage ，全面

支持苹果ARKit、AR Core，并

围绕HoloKit展开布局，计划由

网易人工智能事业部、网易严选、

网易游戏事业群三大部门共同支

撑项目。

• 网易影见投影仪

伏羲人工智能实验室

是国内专业从事游戏与泛娱乐AI研

究和应用的顶尖机构研究方向包括

强化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视觉智

能、虚拟人、用户画像、大数据和

云计算平台，已拥有数字人、智能

捏脸、AI创作、AI反外挂、AI对战

匹配、AI竞技机器人等多项行业领

先技术。

• 《破晓唤龙者》：第一款ARPGVR

游戏，并登陆了Daydream平台。

• 二次元手游《阴阳师》增加了AR扫

卡功能。

• AR手游《悠梦》：是一款以梦境解

谜为主题的游戏

• 参投AR游戏《Pokemon Go》研发商

Niantic。

• 沉浸式虚拟会议系统“瑶台”

网易的元宇宙布局：整合 人工智能+AR技术 +游戏内容，着眼连结现实世界与元宇宙

网易看好元宇宙产业的发展，其宣布2022年一季度将推出已内测2年的全球性游戏UGC创作者平台

（类Roblox），平台已运营两年并有较为成功的游戏孵化案例。



字节跳动

投资并购 内容和软件

游戏方面：

• 麦博游戏MYBO

• 盖姆艾尔《仙境传说

RO：新世代的诞生》

• 止于至善科技《红警

OL》、《放臵少女》

• 代码乾坤《重启世界》

• 掌阅科技、

芯片方面：

• AI芯片设计公司 希姆计算

• GPU芯片设计 摩尔线程

• 芯片设计+芯片解决方案一

站式服务 润石科技

• RISC-V高端核心处理器解决

方案 睿思芯科

• 数据中心网络芯片和云网络

解决方案 云脉芯联

视频方面：

• 音乐短视频 Musical.ly

• 相机拍照工具激萌

• VR直播维境视讯

硬件方面：

• 国内头部VR厂商 Pico

文娱方面：

• 吾里文化，秀闻科技、

鼎甜文化、九库文学

字节跳动的元宇宙布局：以流量为根基，从 硬件及操作系统+底层架构+内容与场景 发力

流量平台：

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

TikTok、Faceu激萌、飞书、

图虫等，已经覆盖全球超

150个国家和地区，月活使

用者高达数十亿

游戏平台：

Ohayoo、朝夕光年和

Pixmain三大自有游戏平台

旗下产品包括抖音、西瓜、今日头条、TikTok等，其代表的短视频内容崛起势头迅猛，对原有流媒体内容形

态、图文交互互动方式形成降维打击。以社交与娱乐为切入口，基于短视频流量优势在海内外市场同步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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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 营销场景
及 应 用



元宇宙孕育数字商品，同时升级现实商业

场景1：元宇宙 X 电子商务

实体商业AR购物

Dyson：沉浸式VR商店

Gucci：实体产品虚拟化

Tribute Brand：在线虚拟时装

品牌产品虚拟化 沉浸式购物场景

元宇宙的发展让品牌

实体产品进入虚拟数

字世界，同时XR技

术也为传统商业带来

全新体验，推动消费

者回归现实，实现虚

拟结合实体的全局营

销模式。



“社交虚空间”成为品牌营销新阵地

希壤 奔腾B70S 发布会 NVIDIA 广告牌植入

希壤 领克体验店 阿波罗自动驾驶科普博物馆

场景2：元宇宙 X 社交平台

品牌登陆元宇宙社交空间后，可以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从产统的图文/语音式互动升级为实

时/(类)面对面的互动，品牌从此有了多种新的广告曝光、活动举办、用户互动….的营销模式。



场景3：元宇宙 X 品牌代言人

1.0 初代歌姬 3.0 VKOL

2.0 文娱IP偶像化 4.0 工业化生产

虚拟偶像

虚拟分身

虚拟助手

“数字虚拟人”的演进“ “虚拟偶像”形式迭代更新

自SONY公司推出初音后，“虚拟偶像”被广泛应用到数字化营销中，提升品牌辨识度，打破圈层，收获

更多年轻用户。进阶的虚拟数字人向真人形象更靠进一了步，且避免了人选出现丑闻损害品牌的尴尬。



场景4：元宇宙 X 会展及活动

天猫超级品牌日“双十一元宇宙交响音乐会”

Travis Scott x《堡垒之夜》虚拟演唱会

网易瑶台沉浸式虚拟展会平台

元宇宙作为现实世界的映

射，目前各式现场会展、

演唱会表演和event 等商业

活动理所当然可以在元宇

宙中举办进行，完全打破

了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同

时避免了现实世界的不可

控风险 (如疫情隔离…等)

在网易瑶台上举办的网易音乐上市发布会



场景5：元宇宙 结合 NFT 互动玩法

NFT = 独一无二身分可享的权益，这些权益可以在线下实现，而在元宇宙中更是有无

限的可能的各种玩法，作为元宇宙经济的基石，还有更多NFT的应用有待探索。

NFT 变成道具 NFT 作为门票 NFT 当会员卡 NFT 换货币NFT 即财产证明

Sandbox NFT

= 元宇宙地产

NFT 在游戏中成为道具

即GaFi 的各种应用

元宇宙私人场所/俱乐部

/社团会员入场资格

作为货币凭证或元宇宙

交易目标，支撑经济体系

元宇宙的各种活动/表演

入场券自然为NFT形式



元浪潮為您打開進入 Web 3.0 的大門

Web 3.0人才培育已发行NFT赋能 媒体及社群推广 元宇宙营销顾问NFT发行服务

• 提供国内+ 国际NFT全

流程发行服务

• 发行策略规划及执行

• NFT 内容设计制作

• 平台开通+上链

• NFT赋能解决方案：会

员卡/换门票/兑实物

• 创新BaaS 模式技术

• 免开发/免建团队/免架

服务器

• 即需即用，弹性费率

• 国内外门户/垂直新闻

媒体发布

• 业内知名KOL 宣传服务

• Discord 即其他平台社

群运营

• 元浪潮学院：企业迈入

web 3.0 的人才孵化器

• 由浅入深，分门别类的

实战教学课程提供

• 元浪潮沙龙，业界大老

心得分享

• 元宇宙/NFT/区块链整

体战略规划

• 资本/商机/人才对接，

助力企业发展

• 项目式顾问服务



元浪潮学院 培训课程

宗旨：成为企业迈入 web 3.0 的人才孵化器

采用：在线直播 + 付费组群专业分享 模式运营

在线系列课程 线下元宇宙沙龙讲座



元浪潮培训课程学习地图

岗位专业课程

入门基础课程

NFT赋能课程

专案方发行课程

智能合约工程师养成课程

web 3.0 社群运营大师课程

web 3.0 基础认识课程

区块链营销课程

全套NFT发行流程培训

区块链创业营
GameFi

NFT

元宇宙

与古亭游戏公会合作 微信扫码进入课程



元浪潮学院 出版发行著作

元浪潮致力于研究元宇宙如何运用在品牌端

如何使实体企业将数字虚拟资产的效益扩大

并专注NFT营销的深度思考，出版业内专业

著作：

《NFT营销白皮书》(已出版)

《元宇宙营销白皮书》(已出版)

《NFT营销圣经》(撰写中)

《加密战争》(撰写中)

NFT行銷圈最新動態 metawave.click

https://www.metawave.click/


关于元浪潮

元浪潮是全球第一家NFT营销行业媒体平台，致力于借助 WEB3.0理念，

辅佐亚洲品牌走向全球。服务涵盖NFT咨 询/内容/培训/发行/投资等区块

链上下游业态。

元浪潮组织成员具备深厚的技术背景及营销经验，专注研 究区块链技术、

NFT发行、品牌营销、金融投资、社群运 营等领域。

旗下元浪潮实验室，专注NFT营销的深度思考，出版业内 圣经《元浪潮

NFT营销白皮书》，长期组织NFT沙龙，对 话各界专家。

元浪潮营销收录中国及全球优秀的NFT营销案例；及时发 布有价值的内容

，以全面的视角洞悉行业；整合NFT业界 信息，助力品牌抢占新世代。

联

系

我

们

合作
伙伴

https://twitter.com/metawavespace

https://www.instagram.com/metawavespace/

https://discord.gg/C5b74tyX

https://t.me/metawavespace

https://twitter.com/metawavespace
https://www.instagram.com/metawavespace/
https://discord.gg/C5b74tyX
https://t.me/metawavesp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