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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科技、通讯、电商、家电领域的新闻、新知、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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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2014 年 9 月，
“
一条”首播，拉开了短视频商业化探索的序幕。 然而在 2017 年之前，短视频的发展之路不温不火，其间微视还曾谢幕。
但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短视频似乎成了互联网的新风口，用户呈爆发式增长，资本大量进入，连 BAT（百度、阿里、腾讯）也摩拳擦掌、亲自上阵。 加上盘踞已久的今日头条、新锐势力爱奇艺等公司，一场混战已经展开。
然而，在中国的商业世界里，准入牌照与商业变现是所有企业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经营报》特别推出短视频专题，深入揭示短视频领域的运行法则、商业化，并探讨未来的趋势。

微视、抖音引发 UGC 短视频纷争

透视“头腾短视频大战”：牌照“证”痛与资本正酣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实习记者 陈金 北京报道

原本只是创始人之间的口水
战，然而不到一个月，字节跳动（今
日头条母公司） 和腾讯之间的矛盾
已经激化到对簿公堂的程度。

等数据增长势头迅猛， 在用户时间
既定的情况下， 短视频掘取的用户
资源恰恰来自即时通讯。 这俨然动

Nani，爱奇艺则推出泡泡，腾讯则复
活了微视。

段。 ”腾讯则表示：
“
一视同仁，对方
在诋毁、诽谤。 ”
然而有数据显示， 不断崛起的

摇了腾讯的社交基础。
在此背景下， 不仅是今日头条

原本只有“
北快手南抖音”二分
对立格局的 UGC 短视频领域，从

旗下的抖音与火山小视频， 百度也

2017 年年末开始瞬间挤满了参赛

短视频，其用户使用时长、打开次数

于年初上线了带有社交属性的

选手。

对于双方矛盾的焦点， 今日头
条这样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为
了微视， 腾讯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

UGC （用户原创内容） 类短视频

消失的社交时间
近日流传甚广的有两份数据

媒体市场比例从 13% 增长至 22%，

“相比于即时通讯，短视频是一

快手的一位内部人士认为，

报告。 一份是来自市场研究机构
QuestMobile 发布的 《2018 年 3 月

越过游戏成为中国互联网移动媒体
占比第二高的媒体类型。

个更能刺激人体多巴胺的产品。 多
巴胺能增加人的兴趣、 兴奋程度和

UGC 类的短视频使每个人都能够
通过分享和其他人建立连接、 产生

份中国移动互联网二级细分热门
行业总使用时长占比》。 结果显示，

“用户的时间都是每天 24 小
时，能够放在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是

幸福感， 并且是时间占用碎片化的
产品， 而即时通讯却无法解决这样

互动，这个互动可以理解为社交。
“短视频还处于发展早期，就

相比 2017 年 3 月份，短视频的使用
时长占比从 1.5%增长到了 7.4%，即

有限的，而且往往不能兼顾，所以
必须有取舍。 ” 易观新媒体分析师

的情感需求。”博大创投创始人曹海
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目前来看，很难对短视频给出一个
清晰、明确的定位。 由于算法推送

流量变现的纷争

时通讯从 37%下降到 32.2%。
另一封报告则来自有互联网

马世聪这样告诉记者，“时间意味
着黏性。 这既是各类应用之间的竞

道：
“
短视频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
UGC 类，偏娱乐性质，代表产品是

成为基础技术要求，所以短视频兼
具内容分发、社交、娱乐媒体等多

今年 4 月， 经过近一年半时
间的“野蛮生长”后，短视频平台

转化用户上，短视频都有相当不

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尔于一周前
发布的《全球互联网趋势报告》。 报

争，也是短视频领域内部，各 APP
间的竞争。 ”

抖音、快手，另一类是媒体资讯类，
内容相对严肃。 相比较后者，UGC

个产品的属性，所以剖开用户时间
这个笼统的概念深入观察，会发现

告中， 社交的数据同样不容乐观。
传统的社交媒体占市场比例从

较文字、图片、音频而言，短视
频的表达方式更为立体和丰满，快

类短视频，具有更强的社交属性。 ”
记者发现，抖音除了拍摄、剪辑、

短视频竞争的焦点在当下包含了
各个方面，既有内容，也有内容分

2016 年的 60% 下降到了 2018 年的
47%。 相较而言，视频媒体和新闻媒

手、 抖音等产品利用了短视频在用
户表达等方面具有的优势， 也开始

“发
美颜等录制视频的功能外，还有
布视频 @ 好友”功能，并且在今年 1

发带来的流量变现。 ” 电子商务交
易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研究员赵

迎来监管部门的铁拳。 四月伊始，
央视新闻频道便连续播出“快手”
“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产品传播
涉未成年人低俗不良信息 的 内
容，之后，国家网信办迅速调查，

司争先去做短视频的原因。从今
日头条（字节跳动）最近与腾讯
的纠纷来看，流量的竞争还是很
明 显 的 。 ” 曹 海 涛 说 ，“目 前 ，
UGC 类短视频的变现模式大部

体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视频

染指腾讯盘踞已久的社交领域。

月又增加了
“
私信”等社交化功能。

振营如是说。

并接连给两家开出巨额罚单和用
词极其严厉的整改要求。 事件尚

分是电商导流、增值服务，还有
一部分是信息流广告 ， 对 比 发

未平息之时， 字节跳动旗下的另

现，这和社交应用的变现模式比

一个短视频产品内涵段子被广电
总局勒令永久关闭。

较相似。 ”
记者了解到，在今年 3 月，抖

一连串系统性危机爆发，但
经过约一个月的调整后， 字节跳
动似乎又恢复了活力。 5 月 7 日
晚间， 张一鸣在朋友圈公开庆祝
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苹果商店

音与淘宝达成合作， 在产品中可
增加“购物车”，用户点击后可获
得链接， 并跳转进入淘宝的商品
界面。 今日头条的一位销售人员
告诉本报记者， 来自淘宝商家的
广告销售已经成为抖音当前的主
要收入来源之一。
UGC 短视频的火爆引起了
阿里巴巴的垂涎。 在今年 5 月，淘
宝短视频召开内部发布会， 拟推
出名为“独客”的短视频 APP，且
走竖版视频（UGC 类）的道路。
对于与抖音存在的潜在竞争

“微博”式较量

近日，腾讯与今日头条之间的积怨以两纸诉状的方式爆发。

本报资料室 / 图

错的表现，这也是当前互联网公

在中国电子商务协会网络营销

记者从百度方面了解到， 在 5

视频的于雷则告诉《中国经营报》记

本报记者。

研究中心专家委员唐兴通看来，在短
视频发展的当前阶段，内容是竞争的
核心。“
这就像长视频平台花费重金
去获得影视版权一样， 唯有如此，平
台在当下才能具有核心竞争力。 ”

月 15 日，Nani 正在进行 5000 名头
部小视频达人招募。 针对头部小视
频达人，采取底薪加补贴的模式，保
底 10000 元的月薪，不设上限。 对于
无经验的小视频内容创作者， 也有

者，
“赚钱” 是他选择微视的主要原
因。“
我在微视上有 3 万多的粉丝关
注，一个月从微视拿到的补贴可以达
到两万元以上。 ”
相比腾讯和百度的重金扶持，

取的做法颇为相似。 作为“中心化”
产品的代表之一， 微博早期通过邀
请任志强、姚晨等大 V、明星入驻，
迅速带来大量粉丝进驻， 获得庞大

在 2018 腾讯“云 + 未来”峰会
上， 艾瑞咨询联合创始人邹蕾向记
者表达了对短视频的观察与发现：
“在内容的发展过程中，内容的扩充

保底 3000 元的月薪，并可获得“百
度系高额流量扶持”。
腾讯在去年 8 月复活微视后，
也正在加速与 MCN （视频经济公

字节跳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抖
音并没有对短视频作者的补助。
但马世聪向本报记者透露，抖音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 通过非公开的方

流量支持的微博成为当时仅次于
QQ 的社交工具。
但在快手看来，通过补贴的方法
获取用户，最终只会导致恶性竞争的

以及头部内容已经变得尤为重要，
短视频在最近半年左右的发展和大
量的头部明星的参与有很大的关
系。流量明星、流量获取也成为带动

司）的合作。柠檬传媒网络是微软的
上游合作伙伴， 其公司运营总监张
艺飞向本报记者介绍， 微视会根据
有效播放量划分出 S 级、A 级、B 级

式签约达人、网红等，来巩固内容上的
资源优势。这些签约的达人、网红几乎
覆盖旅游、 美食、 体育等各个细分领
域，并与明星、MCN 机构入驻的艺人

结果。“
这种补贴很难持续发展，在教
育市场、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从 0
到 1 的时候它是有帮助的作用。但是
实现了这一步之后，想让用户长期捆

取得全球下载第一。
“今日头条这几年的发展是
很迅猛的， 虽然内涵段子关闭对
他们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是借助
于短视频， 仍然保持了强劲的势
头。 ”曹海涛观察发现，短视频的
导流能力较强， 今日头条借助旗
下的多个短视频平台， 拥有了较

全民运动模式的体现。 ”
于是，抖音、微视、Nani 等短视

三个级别， 视频作者可相应获得
1800 元、500 元、180 元的奖励。“
这

一起，正逐渐垄断抖音的头部流量。
“现在上面跳舞的人太多了，除

绑在你的平台上， 不能一直去贴钱，
所以这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动作。更多

强的导流能力， 所以即使遭遇监
管部门的连番打击后， 仍可以迅

关系，淘宝方面回复本报记者称，
暂不便透露更多产品 和 业 务 信

频平台开始了一场达人网红的签约
竞赛。

个奖励在供应商里算较高的。 ”
3 个月前开始在微视更新跳舞

非你跳的比这些人优秀很多， 颜值
高很多，才有可能突围。 ”于雷告诉

的还是取决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和习
惯。 ”快手方面对记者表示。

速恢复。
“从获取用户、 激活用户到

息。 此外， 淘宝短视频推出独立
APP 并非要与任何友商对标。

内容安全隐患与信息流变现能力并存，各路企业纷纷布局

蒙眼狂奔的短视频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北京报道

字节跳动与腾讯的纷争尚未
平息，6 月 6 日，抖音在搜狗搜索
引擎投放的广告中出现侮辱英烈
内容， 相关企业被北京市网信办
和北京市工商局约谈， 且被责令
整改。

《中国经营报》 记者梳理发
现，这已是今年 3 月下旬以来，短
视频领域遭遇的第 5 次内容安全

“
当前， 短视频的最大商业价
值是流量导入， 也就是所谓的信息
流广告。”博大创投创始人曹海涛在

事件。 然而在今年 4 月经历了监
管部门的严厉整治后， 从业公司
并未减少对这一领域的投入，例
如快手收购 A 站、淘宝“独客”短
视频也上线在即。

考察数家短视屏平台后向本报记者
表示：
“
短视频是作为内容分发平台
的一个附属产品诞生的， 目的是为
母平台解决内容需求， 所以短视频
的竞争最后还将回归于内容。 ”

监管：悬顶之剑

这种做法与微博诞生之初所采

变现：流量的生意
在曹海涛看来， 短视频在现阶
段最大的问题仍是商业变现。
来自推广公司商企云的客户
经理倪超（化名）告诉记者，短视频
目前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媒体资
讯类，平台主要会通过信息流的方
式， 来为广告主进行流量导入，收
费主要有 CPM （千人展现费用）、

多、 也是最可行的商业化方式就是
导流，即所谓的信息流。”曹海涛说。
第三方机构艾瑞咨询发布的
《2017 年中国信息流广告用户洞察
报告》认为，信息流广告仍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2017 年的市场规模达到
了 557 亿元， 占整体网络广告市场
的 14.3%， 预计未来三年内仍将保

能力， 预计在未来其盈利能力会十
分可观。 ”
百度好看视频的一位内部人士
这样告诉记者：“用户在使用内容分
发平台的各类信息流中， 在视频上
的停留时间是最长的， 配以信息流
的方式，随着用户刷新页面，可以增
加多个广告位， 但又不会影响到用

CPC（单次点击费用）、CPA（用户
发生实践转化的费用），其中 CPM
和 CPC 是应用最多的收费标准；
另一类则是 UGC 类短视频， 除了
部分信息流广告外，还有直播类服
务收费。
“好的视频内容的制作成本非

持 50%以上的速率增长。
在百度第一季度财报分析师电
话会议上， 百度公司创始人李彦宏
表示：“短视频是百度应用很重要的
业务单元， 内容占比以及用户渗透
率在信息流业务中的增长非常迅
猛，几乎占据了我们总业务的一半，

户体验。 信息流广告还是一个增量
市场， 这也是很多企业布局短视频
的重要原因。 ”
“但信息流广告有一大矛盾点。
当前导流的收费方式， 即无论是否
达成销售， 都要收费。 随着竞争加
剧，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倒流越来越

常高， 而单纯靠内容付费来覆盖掉
成本，目前几乎做不到，所以当前最

用户需求也非常庞大。 目前我们正
在加速提升短视频业务的商业变现

贵、 效果越来越差、 性价比越来越
低。 ”曹海涛说。

UGC 短视频平台自诞生之日
起便充满了草根的调性，然而在经
历最初的野蛮生长后，内容安全问
题被频繁曝出。
自 3 月 29 日被央视曝光“未
成年妈妈”“自残博眼球”等问题内
容以来，快手、字节跳动旗下一系

对其依法立案查处, 将从快从重
做出行政处罚。
“监管趋严必然会增加这些公
司的成本支出，无论是加大人工审
核的力度， 还是完善算法技术，都
会有运营成本的增加，这在财务数
据上必然会有所体现。 ” 风云资本

节跳动的牌照也在今年 1 月到期。
字节跳动的一位内部员工也
向本报记者印证了这一事实。 字节
跳动方面向本报记者表示，正在与
有关部门进行沟通续办事宜。
快手方面则向本报记者表示，
大约两年前， 监管部门基本暂停了

列商品因内容问题接连被监管部
门通报。 在此之后，快手宣布紧急
扩充 3000 人的审核团队， 字节跳
动则表示将把人工审核团队扩至
一万人。
内容安全问题引发的系统性

创始合伙人侯继勇说，“整个行业
经历了近两年的野蛮生长，平台部
分程度上会依赖低俗、标题党等方
面的内容来吸引眼球、 增加流量，
随着政策收紧，这种成长方式必然
会受到挤压。 ”

发放牌照的动作，而且要申领牌照，
就必须要有国资背景， 所以民营企
业公司若要获得牌照， 必须收购有
牌照的公司，同样会抬高成本。
“牌照是目 前 行 业 所 面 临 的
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尤其是收购

值得注意的是， 包括字节跳动、
BAT 在内的公司， 旗下短视频产品
数量均不止一个。 字节跳动旗下有抖
音、火山小视频、西瓜视频，腾讯则有
微视、下饭，百度有好看视频、Nani、
秒懂百科， 阿里除即将推出的独客，
还有由长视频转型而来的土豆。

资源已经花了非常大的成本，在短视
频上他们会发现有更强的话语权和对
于内容的掌控能力，所以头部平台非
常愿意去布局这个市场。 ” 在 2018 腾
讯
“
云 + 未来”峰会上，艾瑞咨询联合
创始人邹蕾预测，未来的发展当中整
个市场的进入成本开始变高，垂直领

振营亦表示认同。
“短视频产业到目前为止，应该
还处于起步阶段， 预计在未来 3 到
4 年时间， 仍然会以非常快速的速
度增长。 ” 赵振营说，“短视频的发
展，实质上是内容变现的发展，目前
短视频中还很难见到用户为内容付

风险不仅关乎平台一方， 内容生
产方亦遭受打击。 5 月 14 日，因
发布有辱滴滴顺风车遇害空姐的
字句， 二更创始人丁丰发布致歉
信，宣布二更食堂公号永久关闭；
5 月 31 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公
告，称“暴走漫画”丑化恶搞烈士,

除此之外，牌照问题也是萦绕
在从业者周边的风险因素之一。 按
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短视频平台
须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
可证》， 但记者在广电总局公布的
截止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持证机
构名单中并未发现快手， 此外，字

后的牌照能否让收购方使用、如
何使用， 其实监管部门也没有给
出具体解释和规定。 而且这些年
来， 没有牌照的企业依然在运营
视听业务。 所以这是当前监管的
灰色地带。”易观新媒体分析师马
世聪说。

对此，马世聪认为，除头部产品
外， 其余产品实则是在向垂直细分
领域分布。
“
对于头部企业来讲， 花重资投
入短视频是必须的动作，因为这是目
前来讲为数不多的用户流量红利入
口，而对于很多长视频而言，布局内容

域的竞争也会异常激烈，而在这个激
烈发展过程中，腰部平台（一般会把平
台分为头部、腰部和尾部）会逐渐具有
垂直化的短视频竞争能力。
寡头和若干垂直产品并存，这
是曹海涛和马世聪的预测。对此，北
京中清研信息技术研究院副院长赵

费的情况，通常都是 B 端生产专业
内容，然后由平台来进行补贴，但视
频内容的生产成本很高， 所以这种
补贴模式并非长久之计。 随着用户
使用习惯的培养， 短视频到后期将
会形成 C 端消费内容和信息流广
告为主的商业化模式。 ”

趋势：内容与寡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