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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片名

《壮志凌云2：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 Multiverse ofMadness
《开心汉堡店》The Bob's Burgers Movie
《唐顿庄园2》Downton Abbey: A New Era
《坏蛋联盟》The Bad Guys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迷失之城》The Lost City
《人》Men
《抛妻奇谈2》F3: Fun and Frustration

周末票房/跌涨幅%

$124,000,000

$16,400,000

$12,600,000

$5,900,000

$4,630,000

$2,520,000
$2,510,345
$1,790,000
$1,224,692
$1,028,000

-

-49.20%

-

-63.10%

-24.60%

-38.40%
-19.90%

14.60%
-62.80%

-

影院数量/
变化

4735

3805

3425

3830

2944

2329
1187
1027
2196
400

-

-729

-

10

-761

-614
-389
-369
-16

-

平均单厅
收入

$26,187

$4,310

$3,678

$1,540

$1,572

$1,082
$2,114
$1,742

$557
$2,570

累计票房

$124,000,000

$370,773,979

$12,600,000

$28,478,945

$81,372,900

$185,139,326
$56,823,987

$101,727,000
$5,967,784
$1,028,000

上映
周次

1

4

1

2

6

8
10
10
2
1

发行公司

派拉蒙

迪士尼

20世纪

焦点

环球

派拉蒙

A24
派拉蒙

N/A
-

美国周末票房榜（5月27日-5月29日）

国际票房点评
5月27日— 5月29日

《壮志凌云2：独行侠》
国际市场夺冠

北美票房点评
5月27日— 5月29日

《壮志凌云2：独行侠》北美夺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5月27日-5月29日）

片名

《壮志凌云2：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Multiverse of Madness
《犯罪都市2》Roundup, The
《开心汉堡店》Bob's Burgers Movie, The
《坏蛋联盟》Bad Guys, The
《唐顿庄园2》Downton Abbey: A New Era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Once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Fantastic Beasts: The Secretsof Dumbledore
《迷失之城》Lost City, The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248,000,000

$39,300,000

$17,522,000

$13,300,000

$10,403,000

$8,061,000

$6,420,000

$4,158,345

$3,805,000

$3,395,000

国际

$124,000,000

$22,900,000

$17,390,000

$700,000

$5,773,000

$2,161,000

$3,900,000

$1,648,000

$2,900,000

$1,600,000

美国

$124,000,000

$16,400,000

$132,000

$12,600,000

$4,630,000

$5,900,000

$2,520,000

$2,510,345

$905,000

$1,795,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248,000,000

$868,673,979

$47,263,501

$13,300,000

$197,564,900

$68,983,945

$384,939,326

$72,486,987

$394,792,433

$180,932,000

国际

$124,000,000

$497,900,000

$46,911,000

$700,000

$116,192,000

$40,505,000

$199,800,000

$15,663,000

$300,000,000

$79,200,000

美国

$124,000,000

$370,773,979

$352,501

$12,600,000

$81,372,900

$28,478,945

$185,139,326

$56,823,987

$94,792,433

$101,732,000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派拉蒙

迪士尼

MULTI

迪士尼

环球

环球

环球

MULTI

华纳兄弟

派拉蒙

上映
地区数

63

50

5

9

71

54

56

18

77

43

本土
发行公司

派拉蒙

迪士尼

INDP

20世纪

环球

焦点

派拉蒙

A24

华纳兄弟

派拉蒙

派拉蒙公司发行的《壮志凌云

2》上 周 末 在 62 个 国 际 市 场 上 放

映，收获票房 1.24 亿美元，加上北

美本土的收入，其全球累计票房已

达 2.48 亿美元。在其中 32 个国际

市场都刷新了当地首周末票房的

纪录，在英国 /爱尔兰成绩最好，为

1940 万美元；第二名是法国，首周

末票房 1170 万美元；其后在澳大

利亚收获票房 1070 万美元；在日

本收获票房 970 万美元；在德国收

获票房 650 万美元；在巴西收获票

房 530 万美元；在墨西哥收获票房

460 万美元。

其二名是迪士尼 /漫威公司发

行的《奇异博士 2》，影片上周末新

增国际票房 2290 万美元，其国际

累计票房已达 4.98 亿美元，全球累

计票房已达 8.69 亿美元。从累计

票房看，影片在韩国的成绩最好，

当地累计票房为 4830 万美元；其

次是英国 /爱尔兰，当地累计票房

4650 万美元；在墨西哥当地累计票

房 3850 万美元；在巴西当地累计

票房 3130 万美元；在澳大利亚当

地累计票房 2470 万美元；在法国

当地累计票房 2410 万美元；在德

国 当 地 累 计 票 房 已 达 2090 万 美

元；在印度尼西亚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 2050 万美元；在印度当地累计

票房已达 2010 万美元；在日本当

地累计票房已达 1570 万美元；在

意大利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390 万

美元；在西班牙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1250 万美元。

第三名是韩国影片《犯罪都市

2》，上周末新增票房 1739 万美元，

其累计票房已达 4726 万美元。

36年后，汤姆·克鲁斯饰演的海军

飞行员皮特·米切尔依然受到了美国

观众的欢迎，怀旧的影迷在阵亡将士

纪念日小长假周末涌入美国的多厅影

片，推动《壮志凌云2》首周末三天的票

房达1.24亿美元，加上周一的收入，其

美国累计票房已达1.51亿美元——该

片成为克鲁斯传奇职业生涯中迄今为

止首周末票房最高的影片。该片是

1986年上映的《壮志凌云》的续集，原

定于2020年暑期档上映，预算高达1.7

亿美元，上周末在美国的 4735块银幕

上放映，平均单银幕票房收入为26187
美元，高达 55%的观众年龄在 40岁及

以上。其在番茄网上的新鲜度高达

97%，影院出口调查为罕见的A+。
第二名是迪士尼公司发行的《奇异

博士2》，上周末新增票房1640万美元，

较上上个周末的跌幅为49.2%，上映四

周其美国累计票房已达3.76亿美元。影

片上周末在3805块银幕上放映，平均单

银幕票房收入为4310美元。

第三名是20世纪电影公司新上映

的影片《开心汉堡店》，该片的首周末

票房为 1260万美元。这部 PG级影片

在 3425块银幕上放映，平均单银幕票

房收入为3678美元。

排在第四名的是焦点影业发行的

《唐顿庄园 2》，新增周末票房 590万美

元，较上上个周末跌幅为63.1%。这部

PG级影片在3830块银幕上放映，平均

单银幕票房收入为 1540美元，其美国

累计票房已达30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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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顿庄园2》Downton Abbey: A New Era
《坏蛋联盟》The Bad Guys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人》Men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凶火》Firestarter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Fantastic Beasts: The Secrets ofDumbledore
《迷失之城》The Lost City
《北欧人》The Northman

周末票房/跌涨幅%

$32,304,560

$16,000,495

$6,140,165

$4,091,446

$3,293,030

$3,135,928
$1,989,750

$1,950,309

$1,562,444
$1,050,655

-47.70%

-

-12.70%

-12.10%

-

-5.50%
-48%

-23.60%

-7.90%
-39.90%

影院数量/
变化

4534

3820

3705

2943

2212

1576
3413

1923

1396
1263

-

-

-83

-173

-

-150
1

-655

-279
-671

平均单厅
收入

$7,124

$4,188

$1,657

$1,390

$1,488

$1,989
$582

$1,014

$1,119
$831

累计票房

$342,785,045

$16,000,495

$74,405,540

$181,153,332

$3,293,030

$52,263,484
$7,049,650

$93,111,470

$99,329,467
$33,071,985

上映
周次

3

1

5

7

1

9
2

6

9
5

发行公司

迪士尼

焦点

环球

派拉蒙

N/A

A24
环球

华纳兄弟

派拉蒙

焦点

美国周末票房榜（5月20日-5月22日）

国际票房点评
5月20日— 5月22日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
国际市场连冠

北美票房点评
5月20日— 5月22日

《奇异博士2》北美连冠
■编译/如今

■编译/如今

全球票房周末榜（5月20日-5月22日）

片名

《奇异博士2：疯狂多元宇宙》Doctor Strange in theMultiverse of Madness
《犯罪都市2》Roundup, The
《唐顿庄园2》Downton Abbey: A New Era
《坏蛋联盟》Bad Guys, The
《刺猬索尼克2》Sonic The Hedgehog 2
《神奇动物：邓布利多之谜》Fantastic Beasts: The Secretsof Dumbledore
《我要我们在一起》Love Will Tear Us Apart
《瞬息全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Once
《迷失之城》Lost City, The
《北欧人》Northman, The

当周票房（美元）

全球

$71,600,000

$23,725,000

$19,568,000

$12,747,000

$8,540,000

$5,805,000

$5,795,000

$5,505,928

$3,900,000

$3,638,000

国际

$40,000,000

$23,725,000

$3,548,000

$6,647,000

$4,600,000

$3,900,000

$5,795,000

$2,370,000

$2,400,000

$2,618,000

美国

$31,600,000

$16,020,000

$6,100,000

$3,940,000

$1,905,000

$3,135,928

$1,500,000

$1,020,000

累计票房（美元）

全球

$803,180,485

$25,289,000

$51,701,000

$182,168,375

$375,001,886

$387,966,161

$56,282,000

$64,609,484

$175,867,023

$63,542,330

国际

$461,100,000

$25,289,000

$35,681,000

$107,803,000

$194,000,000

$294,900,000

$56,282,000

$12,346,000

$76,600,000

$30,501,000

美国

$342,080,485

$16,020,000

$74,365,375

$181,001,886

$93,066,161

$52,263,484

$99,267,023

$33,041,330

发行情况

国际
发行公司

迪士尼

MULTI

环球

环球

派拉蒙

华纳兄弟

MULTICN

MULTI

派拉蒙

环球

上映
地区数

50

2

54

69

62

74

1

18

52

55

本土
发行公司

迪士尼

INDP

焦点

环球

派拉蒙

华纳兄弟

淘票票

A24

派拉蒙

焦点

迪士尼/漫威的《奇异博士 2：疯狂

的多元宇宙》在上映的第三个周末，于

国际市场的49个地区收获票房4000万

美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 4.61 亿美

元，全球累计票房已达 8.03亿美元，业

内预估其全球最终票房最高可达9.5亿

美元。在漫威的28部影片中，该片的全

球票房目前排在 11名，已经成为 2022

年全球和国际发行量排名第一的电影，

也是新冠大流行之后票房第二高的好

莱坞影片。该片的 IMAX银幕收入已达

5580万美元。从累计票房上看，韩国仍

以4590万美元的当地累计票房位居榜

首；其后是英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

4380万美元；墨西哥，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3570万美元；巴西，当地累计票房已

达2920万美元；澳大利亚，当地累计票

房已达2300万美元。

第二名是韩国影片《犯罪都市2》，

Megabox公司的这部影片在韩国的5天

首映票房收入为 2920 万美元，其中包

括来自 17 块 IMAX 银幕的 70 万美元，

成为韩国首映周末第二高的影片。

第三名是环球影业的《坏蛋联盟》，

该片在 68个市场中新增票房 660万美

元，其国际累计票房已达1.09亿美元，全

球累计票房已达1.83亿美元，成为国际

市场中累计票房超过1亿美元的仅有的

5部动画影片之一。影片在中国的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2570万美元；在英国当地

累计票房已达1510万美元；在澳大利亚

当地累计票房已达1100万美元；在西班

牙当地累计票房已达720万美元；在法

国当地累计票房已达630万美元。该片

将于10月在日本上映。

即使《唐顿庄园2》的上映，也未能

动摇《奇异博士2》在北美市场的地位，

该片以 3160万美元的周末票房收入，

第三次蝉联冠军。这一成绩较其上一

个周末的跌幅为48.8%，其北美累计票

房已达 3.42亿美元，远远超过了 2016
年同系列第一部的北美最终票房2.33
亿美元。5月20日-5月22日在北美的

4534块银幕上放映，平均单银幕票房

收入为6969美元。

第二名新片《唐顿庄园2》，首周末

票房 1600万美元，这部从热门英国剧

集中衍生出来的系列电影第二部，5月

20日-5月22日在北美的3820块银幕

上放映，单银幕票房收入为 4193 美

元。该片近50%的观众年龄在55岁及

以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后，这一观

众群回归电影院的速度很慢。该片在

番茄网上的新鲜度为85%。

第三名是环球影业发行的《坏蛋

联盟》，5 月 20 日-5 月 22 日新增北美

票房 610 万美元。这部 PG 级动画喜

剧片较上一个周末跌幅为 13.3%，影

片在北美的 3705块银幕上放映，平均

单银幕票房收入为 1646美元，该片的

北美累计票房已达7440万美元。

第四名是派拉蒙公司发行的《刺

猬索尼克2》，影片5月20日-5月22日

新增票房 390 万美元，较上一周末跌

幅为 15.4%。这部 PG 级影片在北美

的 2943块银幕上放映，平均单银幕票

房收入为 1338美元，其北美累计票房

已达1.81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