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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迷失之城》The Lost City
《新蝙蝠侠》The Batman
《RRR》RRR
《神秘海域》Uncharted
《咒术回战0 剧场版》Jujutsu Kaisen 0: The Movie
《X》X
《忠犬》Dog
《蜘蛛侠：英雄无归》Spider-Man: No Way Home
《欢乐好声音2》Sing 2
《无限风暴》Infinite Storm

周末票房/跌涨幅%

$31,000,000
$20,500,000

$9,500,000

$5,000,458

$4,579,727
$2,229,531
$2,108,012
$2,000,000
$1,280,000

$751,296

-
-44.20%

-

-36.10%

-69.10%
-47.80%
-47.20%
-36.30%
-11.80%

-

影院数量/
变化

4253
3967
1200

3416

2418
2920
2839
2003
2626
1525

-
-335

-

-284

132
55

-468
-582

788
-

平均单厅
收入

$7,288
$5,167
$7,916

$1,463

$1,894
$763
$742
$998
$487
$492

累计票房

$31,000,000
$331,951,000

$9,500,000

$133,551,000

$27,723,448
$8,298,028

$57,874,950
$800,588,139
$160,256,880

$751,296

上映
周次

1
4
1

6

2
2
6

15
14
1

发行公司

派拉蒙

华纳兄弟

-

索尼

-
A24
UAR
索尼

环球

Bleecker Street
传媒

美国周末票房榜（3月25日-3月27日）

国际票房点评
3月25日— 3月27日

《新蝙蝠侠》国际市场连冠

北美票房点评
3月25日— 3月27日

《迷失之城》北美夺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3月25日-3月27日）

片名

《新蝙蝠侠》Batman, The
《迷失之城》Lost City, The
《RRR》RRR
《神秘海域》Uncharted
《月球陨落》Moonfall
《咒术回战0 剧场版》Jujutsu Kaisen 0: The Movie
《亡命救护车》Ambulance
《坏蛋联盟》Bad Guys, The
《欢乐好声音2》Sing 2
《忠犬》Dog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45,500,000

$34,700,000

$13,407,000

$12,700,000

$10,352,000

$9,439,435

$6,735,000

$6,453,000

$5,092,000

$3,254,012

国际

$25,000,000

$3,700,000

$3,907,000

$7,700,000

$10,352,000

$4,864,000

$6,735,000

$6,453,000

$3,812,000

$1,146,000

美国

$20,500,000

$31,000,000

$9,500,000

$5,000,000

$4,575,435

$1,280,000

$2,108,012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672,851,314

$34,700,000

$13,407,000

$357,450,542

$60,791,660

$164,905,448

$12,795,000

$16,772,000

$387,438,880

$69,630,950

国际

$340,900,000

$3,700,000

$3,907,000

$223,900,000

$41,731,000

$137,182,000

$12,795,000

$16,772,000

$227,182,000

$11,756,000

美国

$331,951,314

$31,000,000

$9,500,000

$133,550,542

$19,060,660

$27,723,448

$160,256,880

$57,874,950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华纳兄弟

派拉蒙

MULTI

索尼

MULTI

索尼

环球国际

环球国际

环球国际

MULTI

上映
地区数

77

17

21

56

15

21

58

37

69

17

本土
发行公司

华纳兄弟

派拉蒙

银幕宝石

索尼

狮门

FUNF

环球

环球

环球

UAR

上周末，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新蝙蝠侠》在国际市场中上映第四

个周末，新增票房 4550 万美元，较上

上个周末跌幅为 49%，其国际累计票

房已达 3.41 亿美元，全球累计票房已

达 6.73 亿美元。从累计票房上看，该

片在英国/爱尔兰当地的累计票房已

达 4740 万美元；在墨西哥当地累计

票房已达 2800 万美元；在澳大利亚

当地的累计票房已达 2410 万美元；

法国当地的累计票房已达 2220 万美

元；巴西当地的累计票房已达 2020
万美元。

第二名是罗兰·艾默里奇（Roland
Emmerich）执导的《月球陨落》，影片上

周末在中国首映，收获票房 970 万美

元，国际周末票房为1040万美元，其国

际累计票房已达 4170万美元；全球累

计票房已达6080万美元。

派拉蒙公司的《迷失之城》上周

末在 16 个国际市场中首映，收获票

房 370 万美元，全球首周末票房为

3470 万美元，该片上周末在中东地

区的票房收入为 200 万美元；在印度

尼西亚首周末票房收入为 49 万美

元；在以色列首周末票房收入为 26.5
万美元；在罗马尼亚首周末票房收入

为 22 万美元。派拉蒙公司表示，早

期市场占国际市场的 7%，如果每个

国际市场同时开放，将在 5300 万美

元左右，该片将于一周后在法国、德

国、巴西、墨西哥、韩国上映；4 月中

旬在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澳大利亚

上映。

上 周 末 ，派 拉 蒙 公 司 发 行 的

《迷失之城》改编自 1984 年迈克尔·
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和凯瑟

琳·特纳（Kathleen Turner）主演的经

典 电 影《绿 宝 石》（Romancing the
Stone），首周末票房 3100 万美元。

这部 PG-13 级的影片上周末在美国

的 4253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

收 入 为 7288 美 元 ，该 片 的 预 算 为

6800 万美元，首周末票房已经超过

了 预 算 ，其 在 番 茄 网 上 的 评 级 为

76%的新鲜度，影院出口的调查显

示 为 B + ，观 众 中 有 56% 是 女 性 ，

47%年龄在 35 岁以上。

第二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新蝙蝠侠》，上周末新增票房 2050
万 美 元 ，较 前 一 个 周 末 跌 幅 为

44.2%，影片上周末在 3967 家影院上

映，平均单厅收入为 5167 美元。这

部 PG-13 级的影片北美累计票房已

达 3.32 亿美元。

第 三 名 是 印 度 战 争 史 诗 片

《RRR》，这部时长 3 个小时的影片

上周末在美国的 1200 家影院上映，

收获票房 950 万美元，平均单厅票房

收入为 7916 美元。

第四名是索尼公司发行的《神

秘海域》，该片上周末新增票房 500
万美元，这部 PG-13 级的影片较前

一个周末下滑 36.1%，在美国的 3416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为

1463 美 元 ，其 美 国 累 计 票 房 已 达

1.34 亿美元。

第五名是 FUNimation 公司发行

的《咒 术 回 战 0 剧 场 版》，这 部

PG-13 级的影片在美国上映第二周

新增票房 460 万美元，在 2418 家影

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为 1894
美 元 ，较 前 一 个 周 末 的 跌 幅 为

69.1%，其美国累计票房已达 2770 万

美元。

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暗夜博士：莫比亚斯》Morbius
《迷失之城》The Lost City
《新蝙蝠侠》The Batman
《神秘海域》Uncharted
《咒术回战0 剧场版》Jujutsu Kaisen 0: The Movie
《RRR》RRR
《蜘蛛侠：英雄无归》Spider-Man: No Way Home
《忠犬》Dog
《X》X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周末票房/跌涨幅%

$39,100,000
$14,800,428
$10,800,000

$3,605,000

$1,970,000
$1,613,000
$1,400,000
$1,318,718
$1,021,828
$1,011,980

-
-51.40%
-47.20%

-27.90%

-57%
-83%
-30%

-38.40%
-53.40%
101.90%

影院数量/
变化

4268
4283
3732

3064

2070
1200
1705
2053
1799

38

-
30

-235

-352

-348
-

-298
-786

-1,121
28

平均单厅
收入

$9,161
$3,455
$2,893

$1,176

$951
$1,344

$821
$642
$567

$26,631

累计票房

$39,100,000
$54,581,000

$349,000,421

$138,912,735

$29,693,448
$11,113,000

$802,704,167
$60,138,100
$10,393,078
$1,759,060

上映
周次

1
2
5

7

3
2

16
7
3
2

发行公司

哥伦比亚

派拉蒙

华纳兄弟

索尼

Crunchyroll
-

索尼

UAR
A24
A24

美国周末票房榜（4月1日-4月3日）

国际票房点评
4月 1日— 4月 3日

《暗夜博士：莫比亚斯》
国际市场夺冠

北美票房点评
4月 1日— 4月 3日

《暗夜博士：莫比亚斯》北美夺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4月1日-4月3日）

片名

《暗夜博士：莫比亚斯》Morbius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新蝙蝠侠》Batman, The
《RRR》RRR
《迷失之城》Lost City, The
《坏蛋联盟》Bad Guys, The
《神秘海域》Uncharted
《咒术回战0 剧场版》Jujutsu Kaisen 0: The Movie
《亡命救护车》Ambulance
《欢乐好声音2》Sing 2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84,000,000

$25,500,000

$24,200,000

$22,702,989

$16,700,000

$10,543,000

$8,805,000

$4,552,766

$3,340,000

$3,231,000

国际

$44,900,000

$25,500,000

$13,400,000

$21,102,989

$1,900,000

$10,543,000

$5,200,000

$2,607,766

$3,340,000

$2,401,000

美国

$39,100,000

$10,800,000

$1,600,000

$14,800,000

$3,605,000

$1,945,000

$83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84,000,000

$25,500,000

$710,500,421

$112,118,000

$61,580,572

$28,768,000

$373,112,735

$173,694,252

$18,681,000

$395,387,370

国际

$44,900,000

$25,500,000

$361,500,000

$99,560,000

$7,000,000

$28,768,000

$234,200,000

$142,274,252

$18,681,000

$233,643,000

美国

$39,100,000

$349,000,421

$12,558,000

$54,580,572

$138,912,735

$31,420,000

$161,744,370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索尼

派拉蒙

华纳兄弟

MULTI

派拉蒙

环球

索尼

MULTI

环球

环球

上映
地区数

63

31

77

21

18

41

56

29

59

69

本土
发行公司

索尼

派拉蒙

华纳兄弟

银幕宝石

派拉蒙

环球

索尼

FUNF

环球

环球

上周末，改编自漫画的《暗夜博

士：莫比亚斯》在 62个国际市场上映，

收获周末票房 4490万美元，加上北美

本土的收入，该片的全球票房已达

8400 万美元。影片在英国/爱尔兰以

420 万美元的首周末票房领先；其后

是墨西哥，当地首周末票房 380 万美

元；在法国当地首周末票房 330 万美

元；在韩国当地首周末票房 260 万美

元；在澳大利亚当地首周末票房 250
万美元；在中东地区的首周末票房为

270 万美元。影片将于 4 月 21 日在荷

兰上映，5月 19日在中国香港上映。

第二名是派拉蒙公司发行的《刺

猬索尼克 2》，影片上周末在 31 个国

际市场收获票房 2550万美元，占该公

司整体国际市场占比的 50%。《刺猬

索尼克 2》上周末在英国/爱尔兰的成

绩最好，当地首周末票房 640万美元；

在法国当地首周末票房 570 万美元；

在澳大利亚当地首周末票房 280万美

元；在西班牙当地首周末票房 220 万

美元；在德国当地首周末票房 210 万

美元。影片将于本周五在北美以及

包括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意大利和

以色列在内的主要国际市场上映。

第三名是《RRR》，影片上周末在

国际市场中新增票房 2110 万美元，

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9960 万美元，

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1 亿 1200 万美元。

第四名是华纳兄弟公司发行的

《新蝙蝠侠》，该片上周末新增国际

票房 1340 万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

已达 3 亿 6200 万美元，全球累计票

房已达 7 亿 1050 万美元，这一成绩

已达到《黑暗骑士》全球最终票房

10.1 亿美元的 70% ，《黑暗骑士崛

起》10.8 亿美元的 66%。

上周末，索尼公司有关蜘蛛侠起

源故事的《暗夜博士：莫比亚斯》在北

美收获首周末票房 3900 万美元，出

人意料地坐上了周末票房榜单的冠

军宝座。这部原定于 2020 年 7 月上

映的影片，因为新冠疫情推迟到了上

周末上映，在北美的 4268 家影院平

均单厅票房收入为 9161 美元，加上

点映的票房，该片的北美累计票房已

达 4490 万美元。这部 PG-13 级的影

片，预算为 7500 万美元，影评人在番

茄网上仅给出 17%的新鲜度，观众在

影院出口的评分也仅为 C+。

亚军是上周末的冠军《迷失之

城》，新增周末票房 1480万美元，较上

上个周末跌幅为 51.4%。这部 PG-13
级的丛林动作冒险片上周末在北美的

4283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

为 3455 美元，其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5458万美元。

本周排名第三的是华纳兄弟公司

发行的《新蝙蝠侠》，上映第五周，新增

周末票房 1080 万美元，较上上个周末

下滑了 47.2%，影片上周末在北美的

3732 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房收入

为2893美元。这部PG-13级的超级英

雄影片的北美累计票房已达 3亿 4900
万美元。

排在第四位的是索尼公司改编自

电子游戏的《神秘海域》，上周末新增

票房360万美元。这部由汤姆·霍兰德

主演的PG-13级动作冒险片在其上映

的第七周，跌幅仅为 27.9%，上周末在

北美的 3064家影院上映，平均单厅票

房收入为 1176 美元，该片的北美累计

票房已达1亿389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