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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短视频对用户和广告的争夺是一场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版权保卫战亦难助力长视频守住内容阵地 

 

中国互联网的免费甚至价格战文化，极大抑制了好内容的繁荣，用户付费习惯极难养成，盗

文｜财新周刊 关聪 

  不到一周时间内，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三大长视频平台（下称“优爱腾”）、近

70 家影视公司和 500 名影视工作者，先后两次联合发声，矛头直指短视频平台，严正追

责后者用盗版资源制作的影视切条、二次创作内容。国家版权局、国家电影局等监管部门

也先后表态，将严打“XX 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短视频追剧”等侵权行为。 

  这是“优爱腾”对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发起的反攻，为了保卫营收、圈住内容流

量，以及争夺正在从长视频迁移到短视频的大量用户。 

  清明假期过后，腾讯视频在一片争议中调涨了近十年未变的会员费，单月会员价格从

20 元直接涨到 30 元，跳涨 50%。腾讯不怕大面积失去用户吗？仅仅半年前，爱奇艺月

费上调不到 6 元，一个季度就折损了 310 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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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显然是“豁出去”了。无论是涨价还是维权，“优爱腾”每一步都不理亏，但每

一步都阻力重重：涨价被吐槽“性价比不高”，打击侵权又因短视频平台利用“避风港原

则”脱责而异常艰难。看似凌厉的涨价动作，背后是长视频平台面临的用户增长见顶、难

填亏损的窘境。 

  国际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从疫情“宅经济”中获益匪浅，仅 2020 年四季度付

费用户就同比增长超两成，总数超过 2 亿人。中国的视频平台并没有明显受益于宅经济，

一方面和中国防疫有力、国内很快恢复开放有关，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长期形成的市场

环境。中国影视行业缺乏成熟的工业化内容生产体系，长视频平台在 IP 开发、自制内容

等平台创新能力上仍属初级探索阶段，难以形成正向的盈利模式。更重要的是，中国互联

网的免费甚至价格战文化，极大地抑制了好内容的繁荣，用户付费习惯极难养成，盗版现

象则屡禁不止。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视频行业对用户使用时长的争夺是一场“零和游戏”，“优爱腾”

和抖音、快手天生对立。2019 年，短视频平台的用户时长超越长视频，用户体量也随之

迅速扩张，长视频平台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用真金白银拉来的用户，刷短视频刷到上瘾。据

QuestMobile 报告，2019—2020 年，在线视频每用户月均使用时长从 14.19 小时降至

13.81 小时，短视频使用时长则从 30.5 小时增长到 42.61 小时，是长视频用户时长的近 3

倍。 

  瑞银证券中国传媒及互联网行业分析师刘智景告诉财新，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长视

频内容太重。电视剧或电影少则 40 分钟、长则两个多小时的时长对用户来说压力感较大，

而短视频可以持续推送内容，用户体验更平滑，更抓眼球。 

  长视频平台自身的增长已不可避免地遭遇瓶颈。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截至 2020 年 12 月，中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 9.27 亿，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

8.73 亿，较 2020 年 3 月增长 1 亿。同期，长视频用户减少 2377 万人。 

  实际上，长短视频平台除了内容供给形态、商业模式不同，其包括版权在内的诸多监

管标准也差距悬殊。长视频发展多年，已形成从立项开始的全流程外部监管；而短视频平

台则几乎仅仅依靠平台的自律监管，对“擦边球”内容仍是事后监管，违规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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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内容，在长视频平台根本不可能上架。”一名国内综艺制作人告

诉财新，对于内容方而言，“短视频平台引流、长视频平台变现”原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现在是引流影响了变现，大家看完引流就不看内容了”。 

  观众正对长内容失去耐心，介于“长”和“短”之间的内容正在交战双方的罅隙中生

长出来。2020 年 5 月，爱奇艺出品的《隐秘的角落》破圈，这部只有 12 集的短剧因制

作精良、剧情紧凑，被网友评价“堪比美剧”。爱奇艺和优酷双双推出“剧场”，提供十

几集容量、单集长度 40 分钟左右的悬疑短剧。几乎所有的长视频平台，也开始积极提供

短视频内容。 

  而短视频平台的内容也在变“长”，快手和抖音上出现了创作者自拍自导自演的“微

短剧”，一条不到 10 分钟的短视频已经足以撑起完整的剧情。 

  视频平台的内容长短之争刚刚开始。 

喊杀短视频侵权 

  4 月 9 日晚间，一则“联合声明”登上微博热搜，73 家影视公司、行业协会的署名

拉满大半个屏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芒果 TV 四大长视频平台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是影视行业第一次联手，将矛头对准短视频平台以及其中野蛮生长的侵权内容。 

  抖音、快手、B 站等 UGC 内容平台上，“一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短视频追剧”已

是常事。创作者多通过录屏、下载盗版资源等方式获取影视片段，配以解说、背景音乐等，

形成自己“独创”的“拉片赏析”“精华 CUT（节选）”内容。不少创作者以此为生，

通过平台的激励计划变现。更有甚者，直接将影视剧内容分切成段，放在短视频平台上供

用户追剧。 

  上述联合声明将这类形态的侵权内容称为“切条”。“严重侵犯影视作品权利人合法

权益，甚至损害影视作品的完整性、曲解影视作品内容的主旨原意。”联合声明提出，将

对切条内容发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维权行动。 

  随后，抖音方面回应称一直在打击各种形式的版权侵权行为：“我们注意到了影视行

业同仁的呼吁，正在与相关方联系，商讨更行之有效的影视版权保护协调机制。”而快手、

B 站方面并未回应。4 月底，依然能在上述 App 上找到切条账号，平台并无明显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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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半月，500 多名影视从业者加入维权阵营，在 4 月 23 日晚间发出一封署名阵容

更为壮观的倡议书。这次业界的呼声更强烈，五大倡议中的第一条，就是敦促平台立即清

理侵权内容，并要求通过关键词、视频指纹对比等技术手段防止侵权内容上传。 

 

点击查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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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否认的是，短视频的确能带来可观的自然流量。财新从一名电影宣发人士处了解

到，直接投放影视片段，从短视频平台导流的方式此前多见于网络电影营销，但目前已有

部分院线电影的片方通过影视号做宣发。QuestMobile 报告显示，春节档票房冠军《你

好，李焕英》上映之后，抖音上的内容量及其互动数峰值几乎与电影票房的阶段性增长吻

合，电影在抖音 20%的内容都来自影视娱乐垂类的 KOL（意见领袖）。 

  “长视频行业因为短视频上的影视段落损失极大。”在 2020 年底的一次财报电话会

上，爱奇艺 CEO 龚宇批评短视频切条内容的危害，相较于宣传作用，其负面影响更大。

他表示，已通过法律和商务谈判手段和短视频平台沟通。 

  一名电影从业者透露，近两年短视频的冲击已成业内各种聚会、论坛、培训班上的热

闹话题。“短视频吸走了大块儿的资本，甚至有业内人士觉得，这是影视行业在金融市场

面临的一大新危机，资本、广告投入都在向短视频流动。” 

  对于侵权，版权方天然占理，但并不具有维权优势。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糜志彬告诉财新，无论是通过长视频切条制作的“CUT”，还是通过使用影视剧素材进行

的“二创”，都属于侵权，这在此前判例中几乎不存在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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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短视频平台往往能通过“避风港原则”脱责。糜志彬称，在现行法律条件下还

无法为版权方提供更好的保护，对于短视频平台上层出不穷的账号，版权方的维权成本极

大。不仅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进行监控，向平台连续发函、下架的机制往往无法取得良好的

效果，且不可能针对侵权账号逐一诉讼。 

  2006 年出台、2013 年修订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收

到侵权通知后删除侵权内容即可免责，即“避风港原则”。但平台为维护自身生态利益，

往往以此为由被动应对平台内容方的侵权行为，不通知不移除。这类简便程序，初期大大

减少了搜索引擎等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概率，但当下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复杂的互联网内

容生态环境。 

  一名上海的反垄断律师告诉财新，在“避风港原则”下，平台如果收到侵权通知后删

除侵权内容即可免责；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短视频平台播放侵权视频，本身是直接侵权

方，则要承担赔偿责任。“但对‘其他情况’的认定存在争议，其范围到底有多大并不明

晰。” 

  此次行业诉求很快得到了监管部门的响应。4 月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

发布会，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局长于慈珂回应短视频侵权问题，“国家版权局将继续加大对

短视频领域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坚决整治短视频平台以及自媒体、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

未经授权复制、表演、传播他人影视、音乐等作品的侵权行为”。4 月 28 日，国家电影

局发文称，将配合国家版权局严打“XX 分钟看电影”等短视频侵权盗版问题。 

会员、广告双蚕食 

  被侵权只是长视频平台和内容方的一个麻烦，过去多年，长视频平台用免费、低价策

略从中国的电视台系统分走了用户和内容，但也备尝亏损苦果。 

  在 4 月的爱奇艺成立十一周年答谢会上，龚宇称，自己的最大感想是“这个行业太难

了”，长视频在商业模式、技术和人才上都面临挑战。 

  最大的挑战是长期亏损，爱奇艺上市三年，连亏三年。2020 年亏损 70.38 亿元，虽

然亏损额同比收窄近三成，但用户数量却已连续两个季度下滑。这意味着，在新冠疫情期

间居家线上娱乐爆发的 2020 年，爱奇艺并未抓到用户增长红利。 

  更难看的是，爱奇艺还失去了“老大”的位置。据腾讯财报，2020 年末腾讯视频付

费会员 1.23 亿，较 2019 年同期净增 1700 万，由此超越了爱奇艺的 1.017 亿，成为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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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数量最多的在线视频平台。不过二者的差距也并未真正拉开，数据调研公司

QuestMobile 报告显示，2021 年 1—3 月，爱奇艺日活用户仍略胜腾讯视频一筹，在爱

奇艺独播内容《赘婿》和《青春有你 第三季》上线时，两者差距更为明显。 

  爱奇艺的增长疲态早已显现。2019 年二季度，爱奇艺的会员涨破 1 亿，此后会员增

速便开始放缓。到 2020 年一季度，会员增幅已从一年前的 58%放缓至 23%。为缓解营

收压力，爱奇艺开始在变现方式上做文章，通过提升存量会员的 ARPU 值（每用户平均

收入）创收。2019 年底《庆余年》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联播时，两家推出点播付费套餐，

充值 VIP 会员的用户需要再次付费才能提前观看剧集，被用户吐槽性价比低，爱奇艺甚至

还因此吃了官司。 

  这并没有阻碍爱奇艺在会员变现上的探索。新冠疫情中，爱奇艺会员达到 1.19 亿的

峰值，旋即在已有的会员体系上增加了“星钻 VIP 会员”，包月价格相比于黄金 VIP 会员

翻了近 1 倍，又被网友认为是“变相涨价”。但龚宇不以为然，他反而认为，与平台内容

丰富程度相比，目前的会员费“实在是太低了”。 

  龚宇不止一次在财报电话会上解释爱奇艺的定价逻辑：19.8 元的黄金会员包月价格，

是九年前拿平均每人每月看四部电影、每张盗版 DVD 五元的单价估算出来的。但由于

“竞争的压力”，爱奇艺会员一直都没有提价，这也造成会员收入无法覆盖内容成本。

“在线视频平台定价极度不合理，考虑到九年来物价和内容成本的上涨等因素，行业定价

是一定要做出调整的。” 

  2020 年 11 月，爱奇艺酝酿了两年的涨价计划终于落地，安卓端会员价格与 iOS 端

拉平，单月会费由 19.8 元调整至 25 元，连续包月价格从每月 15 元调整至 19 元。四季

度用户 ARPU 值同比增长 0.3 元，但叠加内容供应不足影响，当季会员数量环比减少 310

万人，爱奇艺会员收入也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腾讯视频紧随其后，涨价力度比爱奇艺更甚，4 月 10 日起，单月会员价格上涨 50%

到 30 元/月，连续包月价格则提高三分之一，从 15 元涨至 20 元/月。相比上述两家，优

酷和芒果 TV 的非连续会员月费分别为 19 元、18 元，腾讯视频由此成为月费最贵的长视

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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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的会员体量计算，爱奇艺涨价后可以多赚 5.29 亿元，腾讯视频则能多赚 12.3

亿元。但涨价并不能解决亏损：2020 年全年爱奇艺亏掉 70.38 亿元；腾讯则在 2019 年

中报中称，其视频业务全年营运亏损少于 30 亿元。 

  除了会员收入，长视频平台以广告为主的第二增长曲线也在被短视频蚕食。受疫情期

间内容延播等因素影响，爱奇艺和腾讯视频 2020 年广告收入双双滑落，各自录得 17%、

8%的跌幅。与此同时，短视频平台的广告收入却是长视频平台的 3 倍还多。 

  在长视频平台中，最具内容制作能力的芒果 TV 是惟一盈利的一家。芒果超媒

（ 300413.SZ ）2020 年全年营业收入 100.03 亿元，同比增长 23.36%，净利润 17.75

亿元，同比增长 83.17%。 

  但细看财报，芒果 TV 的关联方湖南广播电视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金鹰卡通、天娱广告等公司通过广告发行、艺人收入等，为芒果超媒贡献了超过 20 亿元

的营收。公司前五大客户中，第一名即是实际控制人湖南广播电视台及其控制的下属公司，

上市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额达 30.38 亿元，占年度销售总额的 21.69%。这意味着，依靠

湖南广电系统“输血”，芒果超媒才能完成借壳上市的业绩对赌。 

  数据调研机构 QuestMobile 报告显示，从视频类媒介广告收入分布来看，短视频平

台广告收入在 2020 年达到 828.65 亿元，增长 66.5%；长视频则回落 14.23%至 240.34

亿元，二者差距再度拉大，多个行业在一年内收窄了对长视频平台的广告预算，增加了在

短视频平台上的投放。 

  高临咨询一名分析人士指出，长视频平台广告强于心智占领和品牌建设，短视频则胜

在精准触达用户。随着疫情形势转好，广告主对效果广告的依赖性开始增强，也因此收紧

了品牌广告预算，长视频的广告份额较年初的 20%降至 17%。 

网剧市场内卷 

  长视频平台的用户增长焦虑最终还是会传导向内容供给。刘智景分析，中国用户对于

长视频内容付费意愿和付费能力有限，长视频平台需要持续产出优质内容，因此财务上就

有非常大的压力。“从一个剧跳到另外一个剧，中间有可能有断崖，对用户来讲这个时候

是极有可能跑掉的。” 

  高昂的内容成本，是长视频平台亏损的主要原因。爱奇艺 2020 年每个季度内容成本

开销在 50 亿元上下，以网剧为例，平台的内容来源分为采买而来的版权剧、纯自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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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外部公司合作的定制剧。平台方倾向于通过成熟的大公司购买版权剧，对在专一品类见

长的中小型制作方，则选择合作开发项目。 

  随着电视剧价格高企，平台的头部内容逐渐从版权购买转向自制和定制。2019 年初，

爱奇艺搭建了“3 个中心+ 21 个工作室”的内容制作体系，一名从爱奇艺离职的资深制

片人告诉财新，部分工作室仍处于内容孵化阶段，2021 年才陆续有产出，但占比不算太

多。 

  网剧领域，真正具备会员拉动作用的剧集通常被定位 S 级和 A 级，而 S 级的剧集大

多已经具备在卫星电视台播出的品质。该制片人透露，对于一部 A+或者 S-级别的定制剧，

合作方如果有成熟作品经验，包括版权收购、制作费、宣发费在内的单集预算价格在 300

万—800 万元之间。一名制作公司的网剧总监透露：“以前一部网大（网络电影）100 万

元都算不错的预算了，现在动不动就要四五百万元，视频平台自制的甚至要上千万元。” 

  4 月中旬，曾经出品《琅琊榜》《欢乐颂》等多部大热网剧的正午阳光创始人侯鸿亮

在接受财新专访时称，长视频对影视剧行业的话语权越来越强，其自制内容对行业的挤压

也越来越大。“这是平台的一个优势，它们最后就变成了产购销一条龙。”三大平台在自

制和定制剧上的采买报价比电视台更多，业内自然倾向于制作网生内容。艺恩数据显示，

2020 年长视频平台上的网剧占比已经由 2018 年的 63.7%提升至 76.6%，采买的电视剧

占比只有 23.4%，据估算，网剧投资规模从 2018 年的 147 亿元增长到 2020 年的 205 亿

元。 

  尽管影视行业从 2018 年开始集中整治演员片酬，但内容成本并未因此下降。“低成

本的时代都过去了。”上述网剧总监向财新感慨，“主要是顶尖演员（薪酬）降了，但是

‘腰部’还那样，人工成本都在涨。” 

  4 月底，演员郑爽被举报涉嫌与片方签订“阴阳合同”、偷漏税，一部剧集的片酬高

达 1.6 亿元，监管部门随即启动调查，该例说明演员高价片酬仍有空子可钻。上述制片人

告诉财新，限薪之后，部分演员会顶格要价，比如单集片酬不能超过 100 万元，就会按

100 万元来谈，业内仍有演员“片酬排名”之说。 

  政策步步收紧，内容供应端赶上了多重限制。2018 年，广电总局颁布《境外视听节

目引进、传播管理规定》，限制海外剧集引进数量。2020 年 2 月，广电总局再次出台

“限集令”，提倡电视剧网剧拍摄不超过 40 集。艺恩数据显示，2020 年备案剧集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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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只有两年前的一半，而平均集数已经降至 35 集。“集数少了，按每集定价出售作品

的制作公司的利润就少了，而成本很多都是固定的，所以相对来说就没有以前赚钱了。”

前述网剧总监称。 

  但上述制片人观察到，网剧成本在最近三年其实也有变相下降的趋势，由于立项要求

更为严格，整体头部剧集总数量减少，很多低成本剧集被推向分账剧市场，平台的财务也

会驻组，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成本提升。 

  网剧的数量在增加，但每年能被观众记住的剧集屈指可数。网络影视数据分析平台骨

朵数据统计，2018—2020 年，网剧热度一年不如一年。2020 年热度排名前三的《爱情

公寓 5》《有翡》《隐秘的角落》已难以和《延禧攻略》《陈情令》带来的爆款效应相提

并论。 

  “话题剧没几个公司有能力，正午阳光、新丽、柠檬，也就这几家了。”一名曾在平

台负责自制剧的人士评价业内公司的制作水平时如是说。行业“二八效应”明显，烂片总

是多于好片。平台毕竟无法靠着几部爆款带来的流量维生，大部分内容仍以质量良莠不齐

的分账剧为主。 

  上述网剧总监告诉财新，“其实平台也做一些预算两三千万元的‘腰部’项目，他们

知道这一类项目质量一般，但是也得做。” 

格局在变迁 

  两年间，三家长视频平台间合并、出售的猜测从未止息，但 BAT（百度、阿里巴巴、

腾讯）各占一家视频平台的格局始终不曾松动。2019 年初，市场一度传言优酷会被阿里

放弃并出售，但旋即被官方否认。而在 2020 年下半年，市场再度传出爱奇艺大股东百度

有意出售爱奇艺的消息，腾讯、字节跳动和阿里巴巴均是意向买家，最终无任何一方确定

接手。 

  巨头们反而对“优爱腾”之外的平台燃起了兴趣。2020 年底，阿里创投注资 62 亿

元，成为芒果超媒（ 300413.SZ ）第二大股东。芒果超媒虽然市值已超爱奇艺，日活接

近优酷，但有效会员数仅有 3613 万人。 

  腾讯押注的对象是一款名为“南瓜电影”的长视频平台，4 月宣布向其提供独家影视

作品授权。“南瓜电影”是腾讯关联公司恒腾网络（00136.HK）旗下的一款产品，商业

模式类似奈飞，只收会员费、全程无广告。“南瓜电影”早年通过 300 部从国外收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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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电影起家，截至 2021 年 3 月底，平台共有注册用户 4245 万，累计付费用户 1153

万。 

  “不可能盈利。”一名接近南瓜电影的人士透露，南瓜电影营收和版权费高度相关，

为节省成本，平台和好莱坞头部片方购得的版权期限都在三年以上，但过去内容库中依然

存在不少盗版资源。 

  三大平台中的优酷背靠阿里，仍没有放弃电商变现尝试，经过一轮成本压缩后，再次

增大了投入。 

  2021 年 2 月，一部名为《山河令》的“耽改剧”打破了优酷长期在爆款内容上的沉

寂，连续 47 天拿下猫眼热度单日冠军，势头甚至压过爱奇艺独播、新丽影视的开年重头

戏《赘婿》。所谓“耽改”，是业内将有同性恋内容的所谓“耽美”作品在影视化时加以

改编，不再突出同性相恋情节。2019 年爆红的《陈情令》即属此列。 

  与《山河令》几乎同时走红的还有奇幻爱情网剧《司藤》，两部剧都是优酷的定制剧。

4 月 23 日，优酷剧集中心总经理谢颖在优酷剧集媒体沙龙上透露，两部剧播出后，优酷

剧集频道用户在淘宝上的消费额一个月内破千亿元，《山河令》的主演代言产品断货，4

月 20 日，《山河令》苏州演唱会吸引 60 万人冲上票务平台大麦抢票，十秒内被售空。

《司藤》播出后关于“旗袍”的搜索词和成交量是之前的 10 倍。 

  阿里巴巴财报显示，优酷日均付费用户同比增长约 30%。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的

六个月，包括优酷、游戏和 UCWeb 的数字媒体及娱乐板块经调亏损 20.31 亿元，同比收

窄 57%，公司称这主要由于优酷的亏损减少和游戏营收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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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家视频平台合并、出售的猜测从未止息，但 BAT 各占一家的格局两年间不曾松动。 

  仅两部剧自然不足以让优酷“翻盘”。极光数据显示，2021 年一季度，爱奇艺依然

以超过 9000 万月均日活用户领先；腾讯视频紧随其后，在 8000 万左右；而优酷在 2 月

达到的日活峰值仅为 4300 万。据 QuestMobile 测算，《山河令》独播之后，优酷仅仅

和自己日活不分上下的 B 站拉开了一点差距。 

  长期逊于版权储备的优酷开始加强内容供应。4 月中旬，优酷一口气放出包含 68 部

剧集和 25 部综艺的 2021 年片单，相比之下，爱奇艺的片单有 78 部剧集，而腾讯视频则

公布了包括《三体》《青簪行》在内的 76 部剧集。 

  在新赛道上，优酷也显得格外积极。近两年，市面上兴起一种被称为“微短剧”的内

容形式，和普通的剧集一样，一部微短剧也分为多集，但每集时长不到 10 分钟，因此适

合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骨朵《2020 年度网络剧集市场观察》显示，2020 年综合视频平台

共上线 272 部微短剧，仅优酷一家就占 246 部，爱奇艺、腾讯视频的微短剧则在个位数。 

  但相比于短视频平台，长视频在微短剧方面的探索还是太少。快手 2020 年短剧生态

报告显示，快手小剧场收录短剧超过 2 万部，仅播放量破亿的短剧就有 2500 多部，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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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以通过和平台分账、直播带货或者内容营销的方式，直接利用短剧变现。4 月，抖音

拿出现金征集独播短剧内容，并和字节跳动旗下番茄小说开展 IP 改编合作。 

  快手短剧业务负责人薛苏在接受财新专访时介绍，快手上的微短剧是从平台原本的短

视频内容而来的，短视频在逐渐加入了才艺秀、音乐舞蹈表演之后，自然衍生出戏剧内容。

“微短剧制作流程比长剧快很多，能更快地跟上热点，可以通过用户的反馈修改创作。”

薛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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