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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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与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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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研
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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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研究方法

mailto:详情可咨询alex@iimedi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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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行业热点

腾讯新闻：芒种计划再斥重金，12亿打造2.0平台

2016年3月，腾讯宣布启动“芒种计划”，打造媒体共赢生态圈，2亿

元资金补贴成为该计划最大的亮点。2017年2月腾讯再展“锋芒”，

宣布推出芒种计划2.0，再支持12亿元给坚守原创、深耕内容的自媒体

创作者，12亿包括10亿元现金补贴和首期2亿元的内容投资资金，其

中10亿现金补贴将集中在原创和短视频内容创作者上，用来鼓励优质

和原创内容、短视频与直播类内容生产。

凤凰新闻客户端实施千人千面，头条流融入推荐流

凤凰新闻客户端目标客户定位在“精英文化的推广者、现代知识的传

播者、社会文明的布道者、时代思想的宣誓者”等高品位，高文化水

平的用户群体，凤凰新闻客户端发布的资讯相较其他平台水分更小，

且因为观点独特，内容深邃成为抢手的稀缺产品。对于2017年初提出

的自媒体战略，凤凰一点号针对保障自媒体人的权益建立了一套数据

结算模型，核心点是不仅仅看重点击率，对转发、停留时长等指标同

样重视，有效防止内容劣质的标题党只利用点击率赚取利益。

百家号100亿广告分成，创新利用稀缺指数

百家号发力内容分发，计划在2017年累计向内容生产者提供广告分成。

百度方称，”百亿分润“计划中的100亿分润将完全分配给百家号作者，

此计划将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内容变现规模。另外，百家号应用大数据

发现，虽然数万网民参与内容创作，但是与网民内容阅读、搜索需求

相比，依然有很多内容呈现出稀缺状态，尤其是优质内容稀缺程度较

高。为了更好地指导百家号作者进行内容创作，百家号首次发布了内

容创作风向标：内容稀缺指数。



聚焦行业热点

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牵线五大平台战略合作，共筑生态新矩阵

2017年2月18日，由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主办的 “传递•2017自

媒体盛典”在北京凤凰中心召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巨头就自媒体方向意

见达成了共识。会上，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发布“2017自媒体战

略”，宣布将与视觉中国、秒拍、小咖秀、一直播、美摄五大业内领先平

台达成战略合作，实现产品后台的全面打通。

今日头条斩获“视听许可证”，与中超、新华社抱团

2017年初，“梨视频”因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擅自从事互联

网新闻信息服务被有关部门勒令整改。今日头条也曾因未取得相关资质备

受质疑。2016年，今日头条收购运城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曲线斩获

广电总局和工信部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2017年初，

今日头条正式宣布拿下中超联赛短视频版权，成为2017-2020赛季中超

联赛短视频合作方。2017年初，新华网宣布与今日头条在两会期间开展

深度合作，互借优势，扩大两会用户覆盖度，方便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获

取两会“一手信息”。

阿里UC投入3000万美元布局东南亚

继腾讯全资收购泰国最大门户网站 Sanook Online后，阿里旗下的UC头

条近日也宣布了他们在东南亚地区的内容新战略，各平台海外争夺战打响。

阿里巴巴移动事业群旗下的媒体公司 UC头条于2017年初宣布，未来两年

内准备投入 3000 万美元，扶持东南亚地区自媒体内容的生产。UC 手机

浏览器在东南亚市场上 6 年来的扩张积累使得目前UC 手机浏览器在东南

亚已经有超2亿的月活用户，其旗下的应用商店也已经是印尼地区最大的

应用商店。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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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以来，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规模增速缓慢，艾媒咨询数

据显示，2017Q1手机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渗透率已超过八成，用户

规模进入存量阶段。各大平台已将重心从争夺客户流量转移到优化用

户体验，增加用户的粘性。

增加用户数量 增加用户粘性

2017Q1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整体满意度较高， iiMedia Research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82.8%的用户表示自己对于手机新闻客户端

平台满意（非常满意或者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18.0%

比较满意：64.8%

一般：14.5%

比较不满意：2.4%

特别不满意：0.3%

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满意度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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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规模和增长率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手机新闻客户

市场用户规模规模已经实现从2015年第四季度的5.31亿到

2017年第一季度的6.05亿的增长。对于增速来说，2016年

第二季度至今，虽然市场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但是增长率却

逐渐降低，增速减缓。这意味着新增用户红利渐消，用户数

量接近于饱和状态。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活跃用户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腾讯新闻以

41.6%的活跃用户占比领跑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而今日头条则以

36.1%紧随其后。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以腾讯新闻、今日头条为代表

的头部新闻客户端由于之前用户基础较其他客户端更强，所以这个季度

仍然领先于其他客户端。自媒体内容强化被划为这阶段的重点后，客户

端通过改善内容会有机会获得更多用户青睐。

腾讯新闻 41.6%

今日头条 36.1%

网易新闻 25.3%

搜狐新闻 19.6%

凤凰新闻 12.0%

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活跃用户分布TOP5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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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中国典型手机新闻客户端平台活跃用户

各线城市分布占比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及以下

新闻客户端平台活跃用户各线城市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凤凰新闻客户端相较其他平台，

其一二线城市活跃用户占比最高，其活跃用户在一二线城市占比分别为

21.9%和35.4% 。而腾讯新闻则在三线、四线及以下城市占比中领先其他

手机新闻客户端平台，其活跃用户在三、四线城市占比分别为19.8%和

26.8%。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凤凰新闻客户端致力打造高端人群资讯服务定位，

从而为其在一二线城市的市场树立良好的品牌效应，从而在一二线城市用

户群中获得肯定。而相对的，腾讯新闻则得益于其在社交资源的庞大积累

以及宣传分发的优势，在三线、四线及以下用户群中获得较高的转化。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至2016年12月底，北极星采用自主
研发技术已经实现对6.98亿独立装机覆盖用户行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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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粘性指数排行

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粘性指数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粘性指数今

日头条以8.8居于榜首，凤凰新闻客户端以8.1的指数位列第二。与吸引

用户下载软件的瞬时性不同，保持用户粘性是一个持续长久的工作。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今日头条和凤凰新闻客户端拥有较高的用户粘

性指数，和后期服务的维持不无关系。凤凰新闻客户端定位明确，高

品味、文化程度较高的用户与凤凰新闻客户端平台观点独到、深刻的

特点相契合，成为凤凰新闻客户端稳定的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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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满意度排行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Q1，凤凰新闻客户

端在用户满意度方面领跑手机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和腾讯新闻

紧随其后。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与上一季度相比，各平台满意度浮动不

大，头部三个平台在满意度方面均有有微小的上涨。尤其是凤凰

新闻客户端和腾讯新闻等逐渐在内容丰富度和形式多样化上发

力，也已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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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一二线城市用户满意度排行

手机新闻客户端一二线城市用户满意度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从一二线城市手机新闻客户端

用户对于客户端满意度来看，凤凰新闻客户端用户满意度最高，网易新

闻和今日头条排名二、三位。澎湃新闻和一点资讯在一二线用户中表现

较全国范围更加出色。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一、二线城市用户对于资讯的质量要求更加挑

剔，在内容形式、内容类型的丰富度上需求更多。而凤凰新闻客户端，

澎湃新闻等长期注重资源原创性以及独家内容挖掘的平台，其内容产出

在一、二线城市用户中形成较好的口碑，获得该部分用户的长期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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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优势依旧，短视频逐渐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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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对信息载体偏好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资讯载体偏好方

面，传统的图片和文字模式依然被大多数用户青睐，而短视频载

体已占有三成用户市场。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短视频因其表现

形式多元，信息量大而不太要求大量时间的特点，接下来仍有发

展空间，会逐渐被更多用户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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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

饮食推荐

运动健身

时尚美妆

时政时事

娱乐综艺

搞笑幽默

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对短视频资讯类别偏好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过五成的用户偏爱幽

默和综艺类资讯，44.9%的用户关心时政时事。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搞笑幽默以及娱乐综艺视频类型之所以用户认可程度较高，与

大众在繁忙生活中的休闲需求，以及碎片化阅读习惯不无关系。而

时政时事类资讯呈现形式多样，能够更好满足大众用户对新闻资讯

内容丰富度提升的需求。

休闲幽默类资讯吸引最多用户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需求导向，吸引力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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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点击广告驱使因素

看广告是否符合需求

看广告吸引力

要看对客户端的喜爱程度

时间允许会顺便看看

看对自媒体号的喜爱程度

排斥,不会点击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除一小部分用户对于

平台内广告持非常排斥态度以外，大部分客户会根据喜好不定期

点击广告，其中，广告符合需求和广告吸引力程度成为客户选择

是否点击广告的最大因素，占比分别为40.5%以及23.5%。另

外，对于平台的喜爱也会对是否点击广告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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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习惯仍是用户购买平台商品的阻碍

会购买, 60.3%

不购买, 39.7%

2017Q1手机新闻客户端用户购买应用内推荐产

品的频率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

示，购买平台内推荐物品的首要驱使因素

是优惠力度，另外，提高商品和用户匹配

度，提高商品质量和减少广告夸大成分来

提高信任度也能够促成用户的购买行为。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

显示，将近4成的用户表示不会购买

平台推荐商品，而其中大多数表示这

种行为是由于传统习惯的影响。

不习惯在新闻

客户端内购买

产品, 40.7%

没遇见合适的

商品, 26.7%

不信任新闻客

户端内的推荐, 

17.3%

价格不合适, 

12.0%

没有被推荐过, 

3.3%

用户不购买的理由

6.1%

18.0%

26.8%

49.1%

对自媒体号的支持

产品满足自身需要

推荐真诚详细

优惠力度大

用户购买驱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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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扶持、倾

斜, 44.0%

物质补贴, 

28.3%

后台技术支持, 

25.9%

其他, 1.8%

2017Q1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自媒体作者对

于支持方向的期待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四成自媒体人期

待平台能给自己带来流量方面的支持，物质和后台技术的支持

也同样很吸引自媒体人。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优质的自媒体人大多有传统媒体行业

的经历，由于这类群体庞大，传统媒体没办法给予其期望的

利润，导致其纷纷“自立门户”，投靠平台。然而，由于没

有技术经验，这些自媒体人很关注平台给予的支持和流量，

同时自然而然会关注物质上的补贴。

流量、物质、技术——自媒体人的心声



比较满意, 

50.0%

加大扶持力度, 

40.4%

不关心 9.0%

不满意 0.6%

自媒体平台作者对于平台支持力度的观点

支持力度方面，除近一成的人表示经营自媒体完全是因为自己

的兴趣而对于补贴方面不太关心以外，大多数自媒体人对于补

贴比较关注。其中，一半自媒体人对支持现状表示满意，四成

自媒体人认为更丰富的支持会鼓励自己产出增量。

支持力度加大将会鼓励自媒体人

而针对支持，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自媒体人可以转换一下思

路，从单纯指望平台加大扶持力度变为“薄利多收”。现在各

平台内容并未联通，内容方面存在壁垒。在平台允许的情况下

自媒体人可以“广撒网”，将自己的作品投到多个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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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台合作：聚力打造生态新矩阵

由凤凰新闻客户端和一点资讯发布的“2017自媒体战略”可以

给用户带来更丰富的体验。凤凰一点号凭借与五大平台的战略合

作，形成庞大的“图片+短视频+直播”的移动内容生态新矩

阵，可以为自媒体人创作提供更多便利。

一下
科技

美摄

自媒体战

略合作

“一下科技“将旗下部分短视频产品内容共享给凤

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

美摄和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打造战略

合作平台。一点资讯成为目前业内唯一一家

可以实现短视频自媒体在平台内即可完成从

制作到分享的移动内容聚合平台。

视觉
中国

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点资讯联合视觉中国，免费

向头部自媒体人开放图片、视频、音乐素材等内

容资源。

自媒体战略

合作

平台
布局



凤凰新闻客户端：打通内容和技术

凤凰新闻
客户端

用户粘性和增量为下阶段

重点之一

凤凰新闻
客户端

凤凰一点成为现实

凤凰号与一点号后台打通后，在进行传播推广时，统一使

用“凤凰一点号”的品牌名称。两者的合作不仅仅是内容

的优质和载体丰富的融合，对于合作之前业内的问题和合

作之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凤凰新闻客户端也拟定出系统的

方案。

 在保障原创方面，凤凰新闻客户端表示，在平台内只有

原创内容，才能进入4级以上的优质账号体系。

 在自媒体人鼓励机制方面，凤凰新闻客户端采取“白名

单”、“打赏”等方法对自媒体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补

贴。

 针对行业内“标题党”点击率高对于优质作品评定的影

响，凤凰一点号建立了一套数据结算模型，核心点是不

仅仅看重点击率，对转发、停留时长等指标同样重视。

目前行业内部用户增量普遍减缓，而用户依赖度和用

户迁移门槛不是很高，平台用户容易遭到流失。手机

新闻客户端类产品的可替代性比较高，大约每12个月

左右市场的行情会发生一次大的市场份额洗牌。继续

增加客户的粘性成为各平台下一阶段的重点之一。

凤凰新闻客户端一直以来的目标用户定位在高品位、

高质量用户群体，包括与华为高端产品Mate9、P10

独家预装的合作，都是凤凰新闻客户端在打通跨类产

品垂直目标客户输送渠道的一次尝试，同时进一步巩

固凤凰新闻客户端在高端人群中的品牌塑造。



百家号：多举并施

在打击劣质内容、扶植优质内容方面

，百家号打造出一套严格有效的原创

保护机制。凭借强大的机器识别技术

，百家号能够识别原创优质以及垂直

领域的专业内容，并择优分发，充分

保障平台的内容质量;同时，百家号还

具备强大的反作弊技术，能够规范平

台作者行为，打击劣质内容。

百家号还首次发布了内容生产风向

标，据百家号内容稀缺指数可显示

出一些内容趋于饱和，而另一些内

容是现在用户搜索、浏览需求量大

，但是内容库相对稀缺的内容。相

关领域作者在百家号生产相应内容

将会更容易获得关注和高效变现。

百度将以全新的百家号为内

容生产平台，整合贴吧、知

道、百科、爱奇艺等百度系

产品的原创能力，构建全网

最大的内容生产基地，为网

友提供更丰富的内容服务

“百亿分润”计划发力内

容分发，计划在2017年累

计向内容生产者提供100

亿广告分成。个人和机构

都可以成为百家号作者，

百亿分润计划中的100亿

分润将完全分配给百家号

作者。

”百亿分

润“计划

原创

保护

整合百

度产品

内容生产

风向标



芒种计划
1.0

芒种计划
2.0

成 果

芒种计划播种一年，据腾讯公开数据显示，企鹅号的数量和平台中

内容品类数量都有明显的增长，腾讯新闻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客户流

量和好感。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芒种计划是对自媒体原创的一个

激励。未来一年，腾讯新闻再斥巨资打造芒种计划2.0，这无疑是

自媒体的福音，也从侧面印证了芒种计划可操作性。

腾讯新闻：再次撒种芒种计划

2016年3月，腾讯宣布启动

“芒种计划”，打造媒体共

赢生态圈，2亿元资金补贴成

为该计划最大的亮点。

2017年2月，腾讯再展“锋

芒”，宣布推出芒种计划2.0，

再支持12亿元给坚守原创、深

耕内容的自媒体创作者12亿包

括10亿元现金补贴和首期2亿

元的内容投资资金。

据腾讯公开数据显

示，企鹅号的数量从

最初的1.3万个增长至

目前的20万个；

平台中的内容品类从

140 个增长到 2000

个;短视频播放量也从

0.78亿增加到2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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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机新闻客户端行业发展趋势预测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现在用户数量已经趋于稳定，未来不会出

现较大增长，各平台未来将着力于从载体多样化、内容方面入

手，提升用户体验，增加用户粘性。

一方面，各平台将进行资源共享，传统的图文和热门的短视频结

合，进行视觉体验升级；另一方面，各平台已经并且会持续斥巨

资于自媒体原创，鼓励更多优质内容产出。而未来传统媒体很可

能自立门户，摆脱现有平台对自身的桎梏。

合作成为
大趋势

算法新
思路出
现

短视频仍是
热点

自媒体人
迎来春天

传统媒
体自立
门户



· 今日头条和京东商品的“京条计划”。

· 今日头条收购运城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斩获视听证。

· 今日头条获中超联赛短视频版权

· 一点资讯联合小米和OPPO，在新手机内预装“一点资讯

APP”，内置浏览器的信息流也由一点资讯提供。

合作成为大趋势

跨领域

同领域

· 2017年2月18日，一点资讯和凤凰新闻客户端携手五大平

台启动“2017自媒体战略”，平台内部分资源共享。

·  2017年初，新华网在两会期间与今日头条合作。

分析：此举能使各平台在较低成本下进行内容“扩容”，

着力于图文的平台和具有短视频优势的平台合作，能带给

用户更丰富的体验。短视频作为近期热门的载体，能够帮

助传统载体方式平台增加客户流量；然而由于技术原因，

短视频推送算法并不成熟，这要借力图文的优势，两者相

得益彰。

在客户存量争夺战中，资金制约了各平台开拓新领域。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针对自身的长处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平台合作，不失为在成本较低的情

况下防止客户流失的策略。

分析：跨领域合作可以帮助各手机新闻客户端实现变

现，又可以帮助电商等平台提高曝光度。互利共赢。



自媒体人迎来春天

平台间内容抄袭使得平台内容不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而目前由于自媒

体利润较低，且原创权益得不到保证，优质的自媒体成为稀缺资源。

在用户存量拉锯战中，各大平台关注点从仅从形式出发向深层次的内

容方面转移，投入资金于鼓励自媒体发展的项目中。

虽然上传资讯者众多，但由于平台间抄袭、虚假信息等现象严重，真正优

质的原创内容成为稀缺资源。而内容是各大用户选择平台时重要的依据

点，为增加客户粘性，各平台斥巨资鼓励自媒体人进行原创。不仅如此，

各平台还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抵制虚假抄袭现象，维护自媒体人的权

益，自媒体人或将迎来春天。

·                    

腾讯新闻出台“芒种计划2.0”，再投12亿支持原创。

阿里UC推出“W+”量子计划，预计投入10亿元人

民币扶持自媒体人。

百家号推出”百亿分润“计划，计划在2017年累计向内

容生产者提供100亿广告分成。



传统媒体自立门户

B

进驻平台

C

自建APP

手机新闻客户端的蓬勃发展给传统媒体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人才

流失和用户减少成为传统媒体的“心病”，传统媒体已经进入转

型期，目前大多数媒体选择进驻平台，少量媒体选择自建App，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传统媒体自建APP是以后的潮流。

艾媒咨询分析师指出：传统纸质媒体以文字传播为主，在

新闻报道的表达上存在主观性，与客观事实存在误差。其

次，传统纸质媒体篇幅有限，内容提供量和审核权均不在

自身，运营模式上会受到一定限制，对于信息大爆发时代

的用户来说，不足以满足用户对资讯的大量需求。

需要专业的运营团队

粉丝维护有难度
变现能力不足

受平台政策影响
文章发布数量有限

弊端多

主要问题
需要专业技术支持

开发运营成本高

信息来源单一

用户体验欠佳

优势
受众广泛

可操作性强

时空约束少

形式多样化



短视频仍是热点

算法新思路出现

短视频的热度从2016年延续到2017年，一方面它能给

用户带来更多更丰富的信息，另一方面它也不像传统

长视频一样具有耗时太长的缺陷。未来传统平台会加

快和拥有丰富短视频资源的平台合作。创作角度来

说，较大的需求量会催生视频技术的成熟，未来短视

频制作程序会得到简化，短视频制作周期变短和上传

门槛降低将成为现实。

当前用户大数据已普遍应用于资讯推送中，用户在

信息个性化体验上得到有效优化。但传统的推荐算

法通常只根据个人阅读历史进行信息筛选，有呈现

维度单一、信息推荐丰富度受限等弊病，同时当前

手机新闻客户端市场在该算法上已逐渐同质化。随

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算法大数据应用将与用

户社交网络产生交集，用户群体之间的关系会作为

新的切入点用于优化推荐算法。未来，思路的创新

或将会和技术提升共同作为算法优化的思路应用于

资讯领域，用户资讯获取体验将得到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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