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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报告主要采用行业深度访谈、桌面研究等方法，并结合艾媒咨询自有的用户数据监测系统及北极星统
计分析系统等。

• 通过对行业专家、相关企业与网民进行深度访谈，了解相关行业主要情况，获得相应需要的数据。

• 对部分相关的公开信息进行筛选、对比，参照用户调研数据，最终通过桌面研究获得行业规模的数据。

 政府数据与信息

 行业公开信息

 企业年报、季报

 行业资深专家公开发表的观点

• 根据艾媒咨询自身数据库、北极星统计分析系统和草莓派调研社区平台（Strawberry Pie）的相关数
据分析。

• 艾媒北极星：截至2017年6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7.65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
监测。

• 面向全国针对各领域征集优秀案例企业进行中，详情可咨询research@iimedia.cn 。

mailto:详情可咨询alex@ii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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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短视频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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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视频行业定义及产业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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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视频长度不超过20分钟，通过移动智能终端实现播放、拍摄、编辑，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分享和

互动的新型视频形式。视频形态包含记录短片、微电影、视频剪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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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历史图景

蓄势期（2011-2014）

爆发期（2016-2017）

转型期（2014-2015）

智能手机、3G网络、wifi逐渐

普及，短视频发展处于初始的

蓄势期。

4G网络开始普及，短视频分发

渠道开始多元化。

短视频进入迅速发展期，各方资

本融入，各短视频分发平台发展

迅猛。



2017上半年中国短视频市场发展动态

★ 2月28日，腾讯宣布推出芒种计划2.0，投入12亿元扶持自媒体，并将其中10亿现金补贴集中在原创和短视

频自媒体上，以鼓励优质内容、原创内容、短视频与直播类内容。

★ 3月23日，腾讯领投快手新一轮3.5亿美元的融资。

腾讯“锋芒”展露

★ 2月2日，今日头条宣布全资收购美国短视频应用Flipagram，继投资印度后继续实践其全球化的核心战略。

★ 3月10日，今日头条与芒果TV达成战略合作，芒果TV将开放旗下所有综艺节目的短视频内容，通过入驻头

条号的形式对节目内容进行分发。

★ 5月16日，今日头条内部孵化的火山小视频宣布，将在未来12个月拿出10亿元补贴小视频内容，并宣布MC

天佑等网红将入驻。

★ 6月8日，今日头条旗下独立短视频 APP“头条视频”更名为“西瓜视频”，希望通过此举在短视频行业拥

有更清晰的品牌辨识度。

★ 8月8日，今日头条孵化的音乐短视频社区的抖音低调启动国际化，今日头条将为抖音进军海外市场投入上

亿美金支持。

今日头条动作不断



2017上半年中国短视频市场发展动态

3月31日，阿里巴巴文化娱乐集团宣布原视频网站土豆将全面转型为PUGC短视频平台，并在原有10亿内容扶优

基金之上，追加投入10亿纯现金。

土豆转型为PUGC短视频平台

4月11日，百度视频启动一期规模为5亿元的PGC内容投资基金，同时宣布投资人人视频，引进海外优质短视频。

百度视频加入短视频竞争

梨视频被叫停整改

2月4日，北京市网信办、市公安局、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以梨视频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互

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资质情况下，通过开设原创栏目、自行采编视频、收集用户上传内容等方式大量发布所谓

“独家”时政类视听新闻信息为由，责令梨视频停止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全面整改。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2017年上半年，短视频市场仍然延续2016年的火热状态，BAT三大巨头在短视频领域都

有战略性布局的动作。短视频市场投资热仍在继续，“吸金”强度有增无减。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7年6月底，北极星
采用自主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7.65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移动短视频用户规模快速扩大，年底将达2.42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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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移动短视频用户规模不断扩大，预计年底将达到2.42亿人，增长率

为58.2%。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短视频时长短、信息承载量高、生动形象的特点使移动手机用户得以充分利

用碎片时间观看，更符合当下手机网民消费行为习惯。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近六成用户使用内嵌短视频的应用观看短视频

0.8%
其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60.5%的短视频用

户使用类似于微博、今日头条等内嵌短视频的应用观看短视频，

26.1%的短视频用户使用美拍、秒拍等垂直短视频APP观看短视

频，仅有12.6%的短视频用户使用传统视频平台观看短视频。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当前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通过其强大

的聚合能力，为短视频带来了巨大的流量。而随着各垂直短视

频应用推广的发力以及功能逐步的优化，用户在垂直类短视频

应用的体验频次上或将持续上升。

内嵌短视频的应用 垂直短视频APP

传统的视频平台

2017H1中国短视频用户观看短视频平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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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幽默类短视频最受欢迎

搞笑幽默：61.4% 生活技能：44.7% 新闻现场：32.5%

娱乐明星：31.5%

美食：19.0% 科技数码：15.8%

网红IP：12.9%

运动健身：8.7%

宠物：6.8%

时尚美妆：30.2% 创意剪辑：20.9%

其它：1.6%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61.4%的受访者喜爱观看搞笑幽默的短视频，生活技能类和新闻现

场类紧随其后，分别占比44.7%和32.5%。娱乐明星类和时尚美妆类以31.5%和30.2%分列四五位。艾媒咨询分

析师认为，短视频内容的多样化、垂直化和精细化将有助于提高用户体验，根据不同类型的的短视频进行分发，

能够提高用户满意度。

2017H1中国短视频用户短视频观看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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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决定”点击与否，时长最好1-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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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中国短视频点击影响因素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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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以上

1.6%

2017H1中国短视频用户偏好视频时长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50.8%的受访者会受标题影响而点击观看短视频，认为内容标签、

评论内容影响点击的受访者占比48.2%和37.9%，点赞量和评论量（30.9%）和时长（28.6%）也是影响点击与

否的重要因素。至于时长方面，29.0%的受访者偏好的视频时长为1-2分钟，位列二三位的分别是31-60秒

（25.7%）和2-5分钟（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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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短视频APP用户活跃度较高

23.8%

43.9%

22.4%

6.5%
3.4%

2017H1中国短视频APP用户使用频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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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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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

8.5%

1.4%

2017H1中国短视频APP用户使用时长分布

0~5分钟 6~15分钟 16~30分钟 31~60分钟 61分钟以上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23.8%的垂直短视频APP用户每天启动APP3次或以

上，43.9%的用户每天启动1-2次，使用频率较高；时长方面，41.8%的垂直短视频APP用户每次平均使用6-15

分钟，34.0%的用户使用16-30分钟。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短视频APP用户利用零碎时间使用，启动频次较高，

短时间的信息接收使得用户花费时间不长，集中在半小时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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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质量最受用户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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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中国短视频APP选择考虑因素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过半受访者选择短视频APP时最看重的是短视频质量，占比达

54.8%，视频种类和数量（47.6%），界面设计（38.1%）、个性化推荐（36.9%）、更新速度（27.9%）也是

用户考量的重要因素。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内容是用户最关心的要素，对于优质内容的争夺是各短视频分发

平台今后竞争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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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用户体验过拍摄、制作视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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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H1中国短视频APP用户拍摄制作视频功能分布

使用过

51.7%

没使用过

48.3%

2017H1中国垂直短视频APP拍摄

制作视频功能调查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51.7%的垂直短视频APP用户使用过拍摄制作短视频的功能，且其

中53.3%的用户经常使用滤镜、美颜功能，50.7%的用户经常使用剪辑功能。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垂直短视频

APP通过较为齐全的功能设置，使用户可以迅速制作视频”大片“，滤镜、美颜、剪辑等功能提高了垂直短视

频APP的用户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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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拍摄制作操作简单、方便，但画质存在缺陷

12.5%

40.8%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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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不高，操作简单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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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

技术水平仍不完善

过于简化视频制作，不够专业

许多功能太过粗糙

画质不够清晰

2017H1中国短视频APP拍摄制作视频优缺点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63.8%的受访者认为短视频APP拍摄制作视频技术要求不高，便于

操作，并且其便利性也受到54.0%的受访者认可；短视频APP拍摄制作视频的缺点也不可忽视，49.3%的受访者

认为短视频APP拍摄制作的视频画质不够清晰，认为许多功能太过粗糙的受访者占比38.8%。艾媒咨询分析师

认为，随着智能手机的升级发展，在移动端拍摄制作视频日渐成为手机网民记录生活的方式之一，手机带来了

极大的便利性，同时也存在着画质、技术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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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八成用户不反感广告

其它

0.7% 反感，不希望看到

视频广告

16.7%

能接受广告，视

情况看待

40.2%

视而不见，选择

性忽略

42.4%

2017H1中国短视频用户对待广告态度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42.4%的受访者对广告持视而不见，选择性忽略，40.2%的受访用户

表示能接收广告，仅有16.7%的受访者表示反感广告，不希望看到视频当中出现广告。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广

告作为短视频市场重要的变现方式之一，要与短视频内容充分结合，减少用户反感心理，达到营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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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商业化：变现形式概述

广告变现

电商导流

内容付费

平台分成

广告变现是短视频变现形式中最为常见的一种，也是最为

核心、主流的方式。广告商通过广告投放、广告植入等方

式转化平台的内容和流量价值。

电商导流利用了短视频互动性强的特点，比起图文类内容

更容易对用户产生影响。

平台分成对内容生产者来说是最直接的变现形式，但此形

式带来的商业变现较少，并不是内容生产者主要的获利方

式。

内容付费在我国短视频市场的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用户

对优质内容进行付费观看的方式还需要更多的尝试。

处于风口上的短视频带来了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如何实现变现成为短视频平台和平台上的内容生产者最为关切的话题。

清晰且稳定的商业变现模式还有待摸索，而目前获得较多关注的变现形式有广告变现、电商导流、平台分成、内容付费等。



变现形式——广告变现

广告

纯流量广告

冠名商广告

贴片广告

品牌广告

营销 原创植入

广告变现是短视频变现中最主要的方式，主要包括纯流量广告和营

销（原创植入）。

※ 纯流量广告是传统的广告形式之一。秒拍于2月在短视频播放前

加入6S视频贴片广告，是短视频业内首次试水。

※ 短视频的产品特性十分适宜软广植入，在视频产品中，有较大

的可操作空间和较多的植入点，相较于图文和音频有更丰富的

展现形式。 秒拍6S贴片

浮窗logo



广告变现案例分析

品牌广告商 UGC、PGC自助式社媒广告投放平台

SNBT指数（全称“社会化媒体行为定向精准投放
技术”，微播易专利技术），是对自媒体账号在社
交网络中影响力的评估，综合了自媒体账号的更新
活跃度、曝光率、粉丝互动情况及历史投放数据、
品牌提及等。

合作形式：短视频原创+分发，微播易通过SNBT技术对比分析微播易平台达

人资源，选择与荣耀V9品牌调性和目标人群高度相符的办公室小野进行短视

频创作，并借助小野自有流量渠道和其它V9目标人群高度相符的渠道进行分

发扩散。

视频概述：短视频创意围绕办公室小野在办公室用电水壶煮串串这条主线进行，

视频中通过水洗清洁V9，用V9拍蒜、玩王者荣耀、多模式拍照等特写镜头，

展示V9在三防、坚固、运行速度、拍照等方面的功能特性。

最终效果：短视频上线一周内，全网总播放量突破3800万，截止17年8月17

日，总播放量已突破1亿次，热门话题、热门微博、创意植入，舆论反馈正面、

大V转发、评论、多平台首页推荐（美拍平台总榜第二、A站总榜第一、B站、

爱奇艺等全网知名视频类平台首页推荐）。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广告变现案例分析

合作形式：短视频分发投放，腾讯社交广告基于腾讯内部不同应用

（Qzone、QQ音乐、QQ等）场景下的大数据交叉分析能力，通过用

户年龄、听歌习惯及中高考话题标签，并在学生族群网络社交大本营

QQ空间进行广告投放与推广。

视频概述：TFBOYS三人诠释三个不同单元，用士力架分别与“特‘困’

生妖”，“小蒙物妖”，“背多愤妖”战斗，克服乏困、蒙圈、易怒的

备考状态，成为备考大神。

最终效果： 主 力 曝 光 视 频 信 息 流 广 告 达7000万 、 闪 屏2亿 、 触 屏

banner8500万，备考降妖话题圈获得3962万浏览、2.9万关注，全平

台活动视频播放量达到1.67亿。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品牌广告商 营销推广平台



变现形式——电商导流

电商

自营电商 淘宝、微店等

第三方店铺

淘宝客

链接购买

电商导流是短视频变现的重要形式之一。短视频生产者通过短视频链接或采用直接口播

的形式引流到自己的店铺，用户通过视频动态感受商品的各种属性（如外观、功能等），

激发购买欲望后直接点击链接，实现购买，完成变现过程。

实现一边观看一边购买是“短视频+电商”的升级，美拍率先试水，推出了“边买边看”

的功能，用户可以在看短视频时直接跳转淘宝、完成支付而不会离开美拍。

HoneyCC在零成本导流下卖

出三万条牛仔裤



变现形式——平台分成

时间 平台方 补贴金额

2017年2月 腾讯（企鹅媒体平台） 12亿

2017年4月 阿里巴巴（阿里文娱） 20亿

2017年5月 今日头条 10亿

平台方根据流量等因素对内容创作者予以分成，这种方式最为直接。内容创作者通过提高更新频率或提供更

好的内容吸引流量，获得更多的分成。但平台补贴分成对于多数内容创作者来说微乎其微，并不是其主要的

盈利形式。

平台方 丰厚补贴 内容创作者

内容创作者 聚集粉丝
享受多家平台

不同分成

2017上半年多个平台补贴措施

数据来源：公开信息整理



变现形式——内容付费

内容付费在我国短视频市场的发展

仍处于初始阶段，这方面的尝试并

不多。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今后

对于内容付费的尝试，主要集中于

两个领域：课程教学方面、各类细

分领域的咨询服务。然而短视频由

于时长较短，在内容的深度上有较

大的限制，实施难度较大，还需要

更多的尝试鉴定其可行性。

课程教
学

穿
搭

美
妆

美
食

育
婴

运动
健身



快手——风格鲜明的草根社区

UI界面：界面极简

视频分类：无

功能分布：同城视频观看、视频拍摄制作，功能较少

特色：操作极其容易，草根用户能够迅速学习并运用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快手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吸引

了大量的草根用户，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拥有较

高的覆盖率，但在整体视频质量上仍有待提升。受限

于底层草根生活，快手实现商业变现难度较高。如何

规范引导平台内容，对运营内容加以细分和实行有效

的监管，为快手面临的重大问题。



秒拍——微博社交下的大咖秀场

UI界面：以白色底，简洁干净

视频分类：视频分作不同类别

功能分布：秒拍星榜、悬赏、话题参与、拍摄制

作视频，功能相对丰富

特色：秒拍是新浪微博官方短视频应用。得益于

和微博的深度合作，秒拍占据了微博这个社交推

广平台，其用户属性带有浓厚的微博用户色彩，

也因此吸引了大量的明星和工作室。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秒拍基于社交关系，是大V

和明星的分享平台，吸引各类粉丝齐聚，是其重

要的特色之一。秒拍背靠微博这颗大树得到了极

大的发展，然而太过依赖于微博，当前其独立生

态能力较差。



美拍——美颜视频吸引女性集聚

界面：以蓝黑为底，有一定压迫感

视频分类：专区展示分类，比较方便

功能分布：直播、同城视频、话题参与、

视频拍摄制作，功能丰富

特色：美拍是美图旗下的短视频应用，

被称为视频里的“美图秀秀”，将美颜，

剪辑，滤镜，音乐，高清画质等要素融

合成MV特效，通过简单的操作就能生

产精美的视频。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美拍支持拍摄和

美颜同时进行，并且视频后期的美化功

能也简单而丰富，定位清晰，吸引了较

多时尚女性。然而其工具属性深入人心，

社交属性并不突出。工具定位的突出对

用户的留存较为不利，容易被模仿超越

以致用户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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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国短视频市场发展趋势解读

BAT入局佐证短视频行业风口已到 行业巨头优势明显

2017年上半年，中国短视频市场的竞争仍然十分火热，BAT三大巨头纷纷入局。腾讯推出“芒种计划

2.0”，阿里文娱布局土豆转型以及百度投资人人视频，无不佐证短视频行业风口的火热。都显示着短

视频成为了内容创业的新风口。同时，今日头条同样以高调资格宣布重金扶持短视频创作，更是进一步

激化短视频市场竞争局势。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面临行业风口，各互联网巨头行动迅猛。而在当前竞

争激烈的市场当中，行业巨头则有望凭借其在带宽、IP等方面的优势，率先在行业内脱颖而出。

01

UCG向PUCG转变，个体向组织化发展
02

短视频的发展关键看内容生产者。生产者基于个人兴趣，通过个体或小团体进行内容创作的方式稳定性

较差，商业化能力也十分不足。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为了使得内容创作能够长期稳定地进行，并且带

来商业收益，UCG向PUCG发展、个体向组织化发展成为了必然趋势。



2017年中国短视频市场发展趋势解读

网络技术成熟推升行业发展 媒体或迎改革良机

当前，国内4G网络越趋成熟，5G网络布局也在紧密布局。网络条件的进一步成熟，将成为短视频行业

发展的利好契机，为行业发展提供条件优良的“沃土”。同时，短视频的进一步普及，也将催生媒体行

业的变革。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短视频的出现将进一步改变了大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方式，其在内容丰

富度，用户交互度等方面的全面提升，有效的提高用户获取信息的体验。而媒体行业或将可以借势短视

频行业的兴起，迎来自身的改革良机。

03

资讯、娱乐或成短视频用户最大需求
04

基于移动互联网碎片化的体验特点，短视频已逐渐成为大众获取信息以及娱乐体验的重要方式。艾媒咨

询分析师认为，未来大众对短视频的依赖程度将会进一步提升，短视频将成为大多用户资讯获取最主要

的方式。另外，在娱乐垂直领域，随着短视频与大众生活场景的进一步切合，其潜力也将进一步被开

发，成为大众重要需求。



2017年中国短视频市场发展趋势解读

优质内容至关重要，多元化、垂直化、精细化成必然趋势
05

市场火热下危机四伏，盛名未必能副
06

2017年上半年中，各短视频分发平台从流量和补贴等方面对优质短视频内容进行了推广，对于优质内

容的争夺激烈。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在争夺优质内容的同时，各短视频分发平台也开始注重内容的多

样化、垂直化和精细化，以达到更好的用户体验。

尽管涌入到短视频市场中的平台和资本越来越多，形势一片大好，但火热的表面下危机频发，仍存在较

多问题。2017年2月，梨视频因未取得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资质等原因，被责令整改。艾媒咨询分析师

认为，目前短视频市场中，视频内容同质化严重、缺乏新意，并且还存在大量版权侵权视频，另外还不

乏恶搞、色情等低俗短片，市场监管的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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