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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案例

C7

快手：视频风口下的“长尾市场”
3.分发

1.风口

去中心化的分发模式

短视频风口

由于很好地了解了长尾客户的偏好和潜在兴趣， 分发系统就可以真
正地照顾长尾，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喜欢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
被看见，进而帮助大家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

巨大的用户规模、用户的高速增长以及较强的用户黏性使快手、抖音
成为现象级产品，其中抖音日活用户 9500 万人，同比增长 78%，快手
的日活用户高于抖音为 1.04 亿。
从 2010 年 到 2015 年 的 很 长

的原因。 ”互联网分析师李军告诉

一段时间，短视频行业仍然是一泓
平静的湖水，快手在其既定的“价

记者。
来看一下短视频对用户注意力

值观”轨道上一路前行，沉淀了国
内最早的短视频用户群。
那个时候，短视频用户月活规

的瓜分：
根 据 QuestMobile 发 布 的
《2018 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报告》，

模还仅仅是千万级别，更多的注意
力和流量被长视频、直播、网游所
霸占。 然而，从 2016 年之后，短视

目前国内用户短视频使用总时长占
比从去年 3 月的 1.5%上升至今年 3
月份的 7.4%，其主要切割的份额来

频用户月活规模开始急剧上升，至
2017 年 12 月， 短视频用户月活规

自于即时通讯， 直接导致即时通讯
用户时长从去年 3 月的 37.9%下降

模已经超过 4 亿。 对比 2017 年底
7.53 亿的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

至 32%。 这或许揭示了腾讯紧张的
原因。

短视频在移动网民中的渗透率超
过 50%。
这意味着短视频在整个注意

对于短视频的流量价值， 抽样
数据显示：内容生产、内容消费、内
容分发，短视频是长视频的 3 倍，而

力经济中开始占据非常重要的位
置，伴随短视频的迅速崛起，头条

内容感染度方面， 短视频则是长视
频的三分之一， 几个因数乘积算下

—抖
系旗下的三家短视频平台——
音、火山与西瓜视频开始获得来自

来， 短视频的流量价值整整是长视
频的 9 倍。

公司的巨大支持，并获得了爆发式
增长。

2018 年 1 月， 百度 Nani 小视
频上线， 对标快手、 秒拍、 美拍；4

公开信息显示，“获得重点扶
植后， 抖音从 2017 年底五六千万

月，腾讯重启微视，投入大量资金和
资源；5 月，淘宝短视频召开了内部

的日活，很快飙升到日活过亿。 在
爆款 APP 的历史上，这甚至成为了

发布会，宣布推出名为“独客”的短
视频 APP 。 巨头以外，
“
梨视频”
“小

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不仅如此，
借助网红经济的头部效应，2018 年

咖秀”
“秒拍” 等产品也先后获得高
额融资。

上半年，抖音的影响力更是一路飙
升， 其日活与今日头条不相上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
的新进入者都采用了复制抖音的模

同样作为字节跳动（今日头条的公
司名称）下的产品条线，有人说是

式，即强运营、造话题、聚焦头部网
红、制造流行，同时，借助原有平台

抖音救了头条系也毫不为过。
由高瓴资本研究撰写的《2018

的流量和优势进行倒流和圈粉。
“
这仍然是典型的媒体形态，只

年互联网趋势报告》显示，巨大的
用户规模、用户的高速增长以及较

是采用了短视频这一介质， 在这种
情况下，网红的热度，流行内容的吸

强的用户黏性使快手、抖音成为现

引力，话题的引领能力成为关键，然

象级产品，其中抖音日活用户 9500
万人，同比增长 78%，快手的日活

而，在这种模式下，相对于打造优质
内容和建设引领性的话题来说，签

用户高于抖音为 1.04 亿。
事实上，在快手、抖音发展的

约网红是最直接见效最快的手段，
因此， 砸重金争抢头部网红成为了

过程中，BAT 们很快就发现， 年轻
人原本停留在微博、微信、QQ 上的

很多短视频平台的不二选择。”李军
表示。

注意力，正被抖音、快手等短视频
平台所分流，对 BAT 来说，流量就

然而，头部网红一方面没有忠
诚度，另一方面很难在不同平台上

是生命线，因此，腾讯、百度、微博
纷纷进入短视频赛道，一场短视频

打造出具有明显差异化的内容，这
进一步引发了短视频平台竞争的

大战一触即发。
“相比前几年的百团大战、打
车大战、单车大战，这一次的短视
频大战更为关键， 因为前者不过

同质化。 而同质化竞争的背后，除
了先发优势外，更多的要看资金实
力，这也让短视频大战或多或少有
了前面百团大战、打车软件大战类

是 BAT 在流量商业化上的种种实

似的味道。

践，不涉及根本命脉，短视频则不
同， 它直接关系着注意力经济的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
新进入者鲜有复制快手模式的呢？

转移， 这也恰恰是让巨头们揪心

快手的竞争壁垒到底是什么呢？

快手大楼

编者按 / 快手与抖音在商业模式上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基
于用户的长尾市场，后者则更看中网红打造出的头部市场，因此

应该说，传统媒体主要侧重于

20 万，在快速的语言里面，有几十

照顾头部市场，并积累了大量的市
场策略以及可以演化的商业模式。

万的并发的、 实时的语音识别的需
求，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是仅用自己

但对于快手来说，如何把长尾的用
户照顾好，真的能够让每一个人都

自研的，因为 20 万的并发率，对机
器的要求特别高，找第三方的话，谁

得到一些关注，却是一个全新的命
题。 这就是去中心化的分发模式。
快手的解决方案就是 AI，他们

也不愿意投入这么大的机器成本。”
宿华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
所以，快手对视频内容的理解

把 AI 技术应用在四个环节上。 第

并不是纯粹从内容出发的，还有行

一个环节是内容的生产，也就是记
录的产生环境。 在这一环节，快手

为数据。 也就是说，快手要把用户
的行为数据和内容清晰组合在一

做了非常多的视频中的记录的玩
法。 比如今年 4 月份上线的一个魔

起，特别是把内容里面的视觉加上
时间轴以后进行连续的视频分析，

法表情， 能够快速模拟一个人，从
年轻到老去的过程。
第二个环节就是让机器理解

再加上深度的分析，以及用户的行
为分析，整个多模的集成组合在一
起来做最终的理解和识别。 显然，

视频的内容。 也就是说，要让机器

这也是短视频行业一个非常前沿

两者虽然同处短视频的风口，但最终的商业模式和商业化路径却
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思路。
当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
“
头腾大战”给短视频行业带

理解这个世界， 理解每一个人，理
解每一个生活的片断，这是当今机
器学习的主要方向之一，也是快手

的非常有意思的课题。
第三个环节是用户理解，这里
的用户并不是内容的记录者，而是

来的一系列可能性时，2018 年 6 月 5 日， 一向低调的快手实现了

正在做的事。 而后面的分发正是基
于这样的理解，理解每一个视频片
断， 理解每一个用户的潜在偏好，

指观看内容的人。 快手要做的就是
理解你的兴趣偏好，同时更主要的
还包括理解你潜在的兴趣，就是说

这样才能让平台照顾到每一个人。
比如，当一个生活的片断上传

你过去还没有探索过，但是你可能
会喜欢的方向和领域，快手会把它

过来以后，就会进一步检测是男人
还是女人，是老人还是小孩，是中

挖掘出来，进而帮助用户来探索更
大的未知领域。

国人还是外国人。 接下来，就是要
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这就会变得

举例来说，日常生活中人们扩
展自己的兴趣偏好， 一个是随机

越来越难。 这个环节，除了跟人有
关的识别，快手还做了大量图像方

的，不小心看到的、很好玩的东西，
一个就是朋友或同学的推荐。 快手

面的识别，比如场景的识别，是在
会场还是在操场，是在家里或办公

也使用类似的逻辑，在大的社区里
找到那些跟你相似却又不完全一

室等等。

样的人，找到他们喜欢的那些跟你

而更进一步、更难一点儿的识
别还包括对方是在做饭、 做菜，还

偏好不一样的东西，来尝试扩展用
户的兴趣。

是在钓鱼，如果是在车上，那么他
是在开赛车，还是在大马路上骑自

“应该说，作为一个社区，我们
并不是一个人在探索，因为社区里

行车，还是卡车、轿车，有更多的更
高级的识别。 此后正在开发的还包

有成千上万的人跟你相似又不同
的人在探索，同时你帮助其他一些

括了好玩的颜值识别等。
除了图像的识别和理解之外，

跟你相似而不同的人去探索，这样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一个人的潜

语音的识别和理解也非常重要，因
为语音包括了很多信息，特别是传

力。 ”宿华表示。
在视频理解和用户理解的基础

递情绪，人类的很多情绪是在声音
里面，再转化为语速、语调起伏，或

上，第四个环节就是视频分发，由于
很好地了解了长尾客户的偏好和潜

者有人用配乐，音乐本身就有情感
属性，所以，快手还做了大量的音

在兴趣，分发系统就可以真正地照顾
长尾，能够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喜欢

乐的结构化的理解。“我们最高的
并发数（在线使用的人数）大概是

的人，能够让更多的人被看见，进而
帮助大家看见一个更大的世界。

对 Acfun（以下简称
“
A 站”）的整体收购。 对于这一收购，有人认为
这是快手创始人宿华的第二次任性（第一次任性是快手拿了腾讯
3.5 亿美元的投资），也有人认为收购 A 站在帮助快手获得了新用
户的同时，还获得了短视频之外的长视频平台。
不过，知情人士则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起收购最大的
动因在于双方在价值观上的高度契合， 在成立的六七年时间里，
快手坚持不做推广，坚持不打扰用户，而 A 站则是
“
宁肯关闭也不
愿意向用户收费”。
从市场状况看，快手收录了大量的长尾用户，公开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快手目前拥有 1.2 亿日活跃用户，50 亿条原创短视频
库存，每天 UGC 视频上传量 1500 万条，用户日均使用时长 1 小
时，日均视频播放量 150 亿条。
但是，伴随抖音的崛起，腾讯微视携 30 亿元补贴进入短视频
市场，以及百度、微博的进入，短视频赛道正增加越来越多的重量
级选手， 一场事关 BAT 争夺流量生命线的战斗会不可避免地将
一向低调的快手裹挟进来，在这种形势下，快手又将面临怎样的
挑战呢？

2017 年 8 月 17 日，石家庄。 工歇时，津津拿出苹果手机拍下母亲干活的场景，并在快手

观察

发布了一条名为“
妈妈我们努力”的短视频。

“
老铁经济”可行吗？
自快手创办以来， 创始团队对快手的商业化一直保持了一个并不是特别
“
积极”的态度，认为商业化是一个企业发展的自然过程，他们更希望把长尾市

2.长尾

场进一步巩固。 除了市场在三四五线城市甚至农村的下沉之外，国际化也是市
场拓展的重点，目前已经在俄罗斯、韩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进行布局。
然而，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短视频市场上，无论快手是否愿意参加，它都已

价值观主导下的“长尾市场”
在短视频平台背后，技术驱动的力量不可忽视，而照顾头部用户
还是长尾用户，直接决定了技术开发的方向及其深入的程度。 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快手自我开发的技术模型同样构筑了竞争的护
城河。

图为快手科技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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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处在市场的红海中了。 尽管价值观和长期愿景打造了快手的护城河和竞争
壁垒，但是，同处社交和流量的
“
名利场”之中，快手必须在社交的深度和商业
化进程的把握上有所准备，这将直接决定其未来的市场地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快手今年成立了商业化研究院，开始进行了商业
模式上的洞察和探索性实践。 比如其着力打造的
“
老铁经济”，开始了其在
“
老
铁 + 电商”，
“
老铁 + 教育培训”，
“
老铁 + 新零售品牌”上面的尝试。 值得注意
“
快手商业洞察”的微信公号，按照该公号的功能
的是，快手最近推出了一个
介绍，该公号作为快手商业内容的官方账号，将提供最新的行业干货，数据报
告，成功案例以及快手营销活动信息，帮助用户更好了解快手的商业内容。
以短视频新零售为例， 快手商业洞察指出，
“
新零售越来越向短视频倾
斜，主要体现在流量变现上。 据相关报告显示，商户对短视频平台的主要诉求
有三个方面，一是吸引客流占整体需求的 70%，二是产品展示占 30%，三是社
交分享，其中，90%纯电商使用短视频平台吸引客流。 ”
据统计，快手平台潜在商户数量上百万，面对如此巨大的商业用户群体，
快手在新技术手段与传播媒介的加持下，可以为品牌商户打造出专属的品牌

按照创始人宿华的思路，快
手的理念是： 用科技的力量去提

会产生的信息总量中， 视频类信
息已经是最大的， 可能超过了文

频的行业竞争中构筑起了内容的
壁垒。“某些视频的库虽然很大，

一个基于长尾的用户， 长尾的内
容， 长尾的匹配和分发方式形成

升每一个人的幸福感， 技术使得
每一个微小的生活片段都能找到
它可以被认可的连接， 简单来讲
就是在快手的平台上， 每一个人
都可以找到你喜欢的内容， 每一
个人产生的内容也可以被其他可
能喜欢的人找到。 人和信息内容
是相互被找到和连接的。
正是在这一理念驱动下，快
手从不刻意打造短视频的网红，
也不会因为是网红在分发时就会
有特别的照顾， 所有的分发全部

但是大体是同一个电影、 或者综
艺的剪辑；在快手产生的、留下来
的 50 亿条视频，都是生活中活生
生的、新鲜的生活状态，形形色色
的人，形形色色的事。 ”宿华表示。
但是，仅有这些内容还不够，
内容要想形成良性正态发展，内
容的分发才是关键， 它决定着每
个制造和发布内容的人能否被看
见，被感知，被理解，而这正是个
体幸福感的源泉。 然而，挑战也由
此出现，50 亿生活片断的量级是

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无法像其
他平台那样只挑选那些头部的视
频给大家看。
“历史上视频数量没那么多
的时候， 比如说每年只新增两百
部电影，三百部电视剧，每一个电
影、每一个电视剧，或者每一个综
艺节目， 我们都可以用人工标注
的方式把它分析、 理解得特别清
楚。 但是， 每天新增千万量级视
频，不可能找人标出来，也不能找
编辑去像传统的媒体那样按板块

基于内容的可关注度。 这也极大
地撬动了快手的长尾市场。 宿华
表示，“一般来说， 传播学认为媒

字和图片的总量。 即使对于一个
不识字的人来说， 也可以拿起自
己的手机拍一段关于自己、 关于
自己生活状态的视频， 随时随地
产生一段信息。 ”
由此，对人和信息，人和内容
之间的匹配和相连的方式， 或者
更专业地来说， 也就是分发的方
式， 决定了一家短视频平台未来
的走向， 而快手与抖音类短视频
产品的差别也正在于此。
宿华告诉 《中国经营报》记
者，“快手用户平均每天能够产生
一千万到两千万条视频。 中国有
两千多个县， 几乎每个县都能够

一个非常庞大的量级， 如何把长
尾的用户照顾好， 真的能够让每
一个人都得到一些关注， 每个人

分发。 ”
所以，在短视频平台背后，技
术驱动的力量不可忽视， 而照顾

播，带动了产品的整体销售情况。
此外，在短视频教育领域，据第三方资料显示，2018 年第 15 周，快手平台
上标题带有
“
教程”两字的视频已达 1.76 万，播放量 6.4 亿、评论 95 万，从数据

体是记录和传播的结合， 过去记
录是由专业的记者和从业人员来
产生、来观察。 传播也有专门的渠
道，比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影
等。 但我们认为未来的媒体在记
录和传播两个方面都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 首先是记录的载体越来
越多地往视频迁移， 现在整个社

看到数千条量级的视频， 相当于
用户在任何时刻打开快手， 都可
以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没有死角。
七年来，快手共积累了 50 亿条视
频，几乎都不重复。 ”
正是在价值观驱动和对未来
趋势的把握下， 快手打造出了一
个长尾的内容市场， 同时在短视

都消减自己的孤独感， 这实际上
是非常艰难的课题。
“十几年前我在谷歌的时候
就在研究这个问题， 做很好的匹
配，做很好的信息的分发。 实际上
我们整体是在用 AI， 用机器学习
的技术在尝试去解决。 ” 宿华表
示。 说白了，快手打造的模式，是

头部用户还是长尾用户， 直接决
定了技术开发的方向及其深入的
程度。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快手自
我开发的技术模型同样构筑了竞
争的护城河。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
短视频市场竞争激烈， 抖音强势
追击的背景下， 快手依然能够拥
有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可以看出快手用户在观看
“
教程”类视频时的互动意愿很高。 这也很可能将成
为快手
“
老铁经济”开发的一个新重点。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
“
针对头部用户的短视频平台，其商业化模式相对
成熟，无论是资源聚集还是效益方面速度都会比较快，但不容忽视的是，去中
心化的商业模式恰恰代表了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只是在去中心化的用户和
去中心化的商业模式上，快手仍然需要有理性的构建，如果采用传统的商业化
模式，快手的优势可能会劣于抖音，但这也恰恰是快手未来创新的机会所在。 ”

声量，用声量构建品牌发展的一条全新路径。
如今，快手短视频新零售已经拥有了成功案例，以韩安冉与千之俏口红
的一次品牌视频直播合作为例， 短短 2 小时内促使品牌关注度达 100 万以
上，获得 243.7 万曝光量，
“
亲身测试”口播的形式，让老铁最直接收到产品与
店铺的信息，了解产品卖点，点击量达到 18.1 万，品牌声量得到了有力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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