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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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企业与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进行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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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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Q1中国手机音乐

客户端市场发展现状

1 PART  ONE 



QQ音乐与CMC完成全面整合

2017年1月，腾讯QQ音乐业务和中国音乐集团（简称CMC，旗下拥有酷

狗、酷我、海洋、彩虹、源泉等公司）合并成为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简称

TME），业务架构、人事任命等均已完成。随着TME的成立，CMC曾于

2015年提出的上市计划有望重新提上日程。

酷我音乐发力高品质音乐

2017年1月，酷我音乐logo添加“无损”标志，新增HiFi音乐专区，率先

免费整轨CD母带资源达3600，并维护高音质论坛。无损曲库与320K曲库

数量位居行业第一，HiFi音乐专区用户好评率达64%。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高品质音乐带给用户更佳的听觉体验，有利于提升用户粘性。

网易云音乐布局资讯内容社区

2017年3月，网易云音乐完成4.0大版本更新，新版本形成“音乐播放+音

乐人+线下演出+内容分发”的生态闭环。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内容拥

有强入口，音乐泛娱乐资讯内容社区的布局，是网易云音乐进一步增强用

户粘性的体现，有利于实现差异化竞争。

多家厂商开启新一轮版权资源布局

2017年3月，腾讯音乐娱乐集团与环球音乐出版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将获得环球音乐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词曲版权业务独家授权，但属于环球

唱片的录音录制权归属尚未明确；网易云音乐与日本最大唱片公司avex达

成独家版权合作，这将会继续扩大网易云音乐在日本及ACG音乐的资源优

势；小米音乐与华纳唱片达成合作，拥有三大唱片公司资源的小米，将成

为手机厂商搅局音乐客户端市场的典型。

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发展动态

注：环球音乐出版和环球唱片均隶属于环球音乐集团。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截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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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规模达4.80亿人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Q1中国手机音乐

客户端用户规模达4.80亿人，较2016Q4增长1.69%，增长率略有

上升。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2017Q1多家厂商进行版权资源布局，

手机音乐客户端推出新版本功能吸引用户，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

户规模增幅略有上涨，但用户规模整体趋于饱和，特色服务功能与

优质的听歌体验成为手机音乐客户端留存用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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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酷狗、QQ、酷我累计下载量位居前三

注：

• 本页累计下载量截止到2017年第一季度。

• 阿里星球已于2016年12月停止音乐服务。

酷狗音乐 31.1%

QQ音乐 17.7%

酷我音乐 15.5%

网易云音乐 8.4%

多米音乐 3.0%

其他 19.5%

百度音乐 4.8%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累计下载量占比排行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第一季

度，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简称TME）的酷狗音乐、QQ音乐、酷

我音乐分别以31.1%、17.7%、15.5%位居累计下载量占比排行

榜前三名。TME集团累计下载量占比超六成，成为中国手机音乐

客户端市场“三巨头”。



市场热点观察--线下迷你KTV

线下迷你KTV受资本市场关注

线下迷你KTV集合唱歌、录歌、线上分享等功能于一体，消费时间比传

统KTV短，符合年轻人碎片化娱乐方式，受消费者欢迎。2017年2月，

线下迷你KTV品牌友唱M-bar获得友宝集团6000万人民币A轮融资；唱

吧宣布战略投资艾美科技咪哒。线下迷你KTV走红，俨然成为资本市场

新风口。

线上线下互联发掘新玩法

唱吧投资咪哒，致力于打通双方用户，实现线上线下互联，共同发掘K

歌娱乐和音乐社交更多O2O玩法。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线下迷你

KTV成为互联网音乐厂商从线上向线下市场扩展的渠道，增加线下场景

化体验，结合线下社交场景增强用户粘性；互联网入局，则有助于线下

迷你KTV整合线上音乐资源与用户数据，推动市场竞争与模式升级。

专利之争推动市场竞争白热化

线下迷你KTV走红的同时，市场上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2017年4月，

咪哒起诉友唱等三家迷你KTV专利侵权，要求共同赔偿经济损失1.6亿

元。截至5月7日，艾美科技（咪哒）共提交27件专利申请，前沿科技

（友唱）已提交3件专利申请，雷石哇屋共提交7件专利申请。线下迷

你KTV专利之争推动市场竞争白热化。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线下迷你KTV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一种新

型娱乐方式，受市场欢迎。线下迷你KTV与音乐客户端音乐版

权、线上KTV结合，获取版权资源优势，提升用户社交体验，

将有助于其形成竞争壁垒。



咪哒唱吧

咪哒唱吧以头戴式耳机为核心体验方式，以唱歌、录歌为基本功能，

结合互联网运营方式，满足用户社交化需求。唱吧战略投资，既有助

于咪哒实现互联网社交化，又有助于唱吧布局线下K歌市场，实现共赢。

友唱

友唱推出2.0版本，在安全、体验、硬件、品质等方面升级。随着线下

迷你KTV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在模式与产品体验上进行升级，有助于

友唱提升用户体验，提升市场竞争力。

雷石哇屋

雷石哇屋结合唱歌、录歌、分享，按单曲、包曲、包时收费，支付游

戏币和移动支付，未来哇屋将约车、美食、电影等服务植入其中，将

有助于其增加用户数量与收益。

聆嗒miniK

聆嗒miniK以“聆听内心的声音”为口号，集唱歌、录歌、分享于一体，

分单台、双台、主机三种设备。未来聆嗒miniK将致力于加强文化娱乐

内容建设，扩大文化消费，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目前线下迷你KTV品牌主要有咪哒唱吧、友唱M-bar、雷石哇屋、

聆嗒miniK、爱唱love sing等。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线下迷你

KTV品牌竞争激烈，市场存在产品同质化、曲库数量少、服务体验

差等问题。线下迷你KTV品牌间竞争的同时，需从设备、曲库资源、

用户体验等方面改善，形成竞争优势，推动整个市场更好发展。

线下迷你KTV品牌竞争激烈



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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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整合基本完成

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发展阶段总览

1997 — 2007

2008 — 2010

2011 — 2013

2014 — 2016

2017 —

探索期

启动期

增长期

整合期

发展期

音乐网站、MP3、音乐手机、

彩铃等产品相继出现，移动

音乐市场逐渐形成酷狗、天天动听等厂商推出

手机版，市场启动，包括腾

讯在内的众多厂商跟进 移动互联网发展，用户及市

场规模快速扩大，但版权问

题使行业发展全面受阻监管和行业自纠同时加强，

版权大战开启，各大小厂商

间的并购整合同时进行 行业资源格局基本完成构建，

商业模式持续探索，基于内

容和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开始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作为数字音乐市场的重

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与数字音乐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经历数

字音乐十年探索期后，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在2008年全面启动，

其后还经历互联网飞速发展的增长期，并于2014年开始对版权和

资源进行全面整合。随着盗版问题的基本解决和行业玩家的清洗重

建，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基本完成市场格局的构建。进入2017年，

基于内容和平台的差异化竞争开启，而商业模式探索也将持续进行，

厂商IPO进程有望开启。



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发展环境分析

版权保护全面加强

在国家努力建设知识产权强国的环境下，针对网络音乐产业的版权乱

象，国家于2015年集中出台多项网络音乐版权监管相关政策，集中力

量促进音乐版权规范化，大力支持音乐产业发展，为手机音乐客户端

市场的正版化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P

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比重加大，数字音乐产值增长

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中，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为1915元，

占比为11.2%，绝对值较2015年增长11.1%，高于人均消费支出增长；

2015年，中国数字音乐产值为498.18亿元，其中移动端音乐市场规

模为41.5亿元，同比增加22.8%，增速高于其他数字音乐市场。

E

手机网民规模扩大，社会版权保护意识增强

截至2017Q1，中国手机网民规模已达7.36亿人，为手机音乐客户端

市场的发展提供较好的规模化基础；《著作权法》第三版修订工作有

序进行中，随着移动互联网发展，包括影音游等知识产权产品的付费

模式逐渐清晰，社会版权消费和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S

通信能力增强，计算和传播技术创新发展

以4G为主的通信基础能力持续增强，不仅提供服务范围扩展基础，也

为移动音乐数据传输提供保障；同时，包括个性化推荐、云计算、移

动视频、VR等计算和内容传播技术的创新发展，为音乐客户端个性化

服务和内容形态的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

T



音乐产业覆盖众多细分行业

中国音乐产业细分行业结构图

中国音乐产业由核心层、关联层、扩展层三大层次共十一个细分行

业组成，其中，数字音乐行业是仅次于卡啦OK和音乐教育培训的

第三大细分行业。音乐产业的产业链长、关联产业多、渗透力强，

在文化产业中拥有重要的地位。随着音乐产业综合体系建设的推进，

音乐产业将在整体上进一步发展，并为手机音乐客户端厂商提供丰

富的产业体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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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客户端的入口属性逐渐增强

音乐客户端实现与音乐细分行业的连接

在音乐产业体系中，音乐客户端市场首先是数字音乐行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仅是用户获取音乐服务的主要渠道，还在数字音乐产出、

运营、发行、分销等环节中扮演重要的平台和载体角色。其次，作

为传播渠道，在移动互联网和数字音乐行业发展的基础上，音乐客

户通过版权代理、票务、直播、泛娱乐内容、粉丝运营等创新产品

和服务；在扩展商业模式的同时，跳出数字音乐行业的框架，实现

对其他音乐细分行业的渗透，成为音乐细分行业在移动互联网场景

下的用户连接通道，表现出逐渐增强的入口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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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客户端是移动音乐产业的关键

移动音乐产业链

音乐客户端不仅在音乐产业中显现出逐渐增强的入口作用，在移动

音乐产业中，更担任着关键的服务及传播平台的角色。移动音乐作

为数字音乐的主要市场，拥有一个参与者众多的产业链，主要由内

容提供、内容服务两大环节及支撑服务共同组成，其中，内容提供

包括内容产出、版权服务两大角色，内容服务则包括内容平台、音

乐服务。在这个产业链中，内容平台方就是以音乐客户端为主、承

接内容提供和传播效用、直接面对最终用户的移动音乐平台。在整

个移动音乐产业链中，音乐客户端是最关键的角色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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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音乐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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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的制作、传播、服务方面提供数字化的支撑

内容提供 内容服务



中国移动音乐产业生态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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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穷尽所有企业，logo露出不涉及排名



音乐客户端拥有较为丰富的商业模式

中国音乐客户端主要商业模式

音乐客户端作为移动音乐产业的关键内容平台，同时与其他音乐细

分行业存在链接关系。在版权保护持续加强的基础上，音乐客户端

已经发展出较成熟的用户付费模式，主要以会员及数字专辑为主；

同时，作为移动互联网产品，音乐客户端也以广告联运作为主要商

业模式之一；更重要的是，作为移动互联网场景下的音乐产业和用

户之间的连接通道，音乐客户端还在积极拓展包括演出、硬件、版

权、宣发等多种商业模式。

数字专辑

以专门制作的数字专辑

或单曲为产品，从销售

过程中获得收入。
广告联运

包括开机或页面广告、

游戏联运、或其他相关

的广告传播形式。
会员付费

主要为会员提供部分付

费歌曲、高品质歌曲等

服务。演出票务

主要通过演出宣传、票

务分销或演出O2O等

形式获得收入。

其他

包括衍生硬件设备、音

乐宣发、直播、版权运

营、流量包等方式。



移动音乐的版权格局“一超多强”

中国音乐客户端市场主要版权格局

在移动音乐市场，版权大战从2014年开始，直至2016年才开始初

步稳定。经历了激烈的行业并购和版权采买之后，移动音乐市场的

版权格局亦基本形成。其中，坐拥环球、索尼、华纳三大唱片公司

版权资源的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成为了移动音乐市场中名副其实的

版权超级厂商。而阿里音乐、网易云音乐、百度音乐等厂商也在版

权大战中从不同的唱片公司中获得了版权资源。在正版化已经成为

常态的移动音乐市场中，版权资源和格局的重要性越来越强。

厂商 音乐客户端 主要唱片公司 主要歌手

腾讯
QQ音乐、酷狗

音乐、酷我音乐

环球、华纳、索尼、英皇、

YG、CJ、华谊、福茂、

杰威尔等

周杰伦、陈奕迅、林

俊杰、蔡依林等

阿里 虾米音乐
滚石、华研、寰亚、相信、

BMG等

五月天、S.H.E、林宥

嘉、刘德华等

网易 网易云音乐
YG、环球、华纳、索尼，

AVEX等（部分转授）

王力宏、滨崎步、

Maroon5、苏打绿等

百度 百度音乐
太合麦田、海蝶、大石、

英皇、通力、金牌大风等

古巨基、张信哲、薛

之谦、许嵩等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

客户端用户分析

3 PART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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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音乐客户端使用需求趋于高频

0.7%

1.6%

5.7%

17.4%

51.7%

22.9%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基本不用）

1个月2-3次

4-7天一次

2-3天一次

每天1-2次

每天3次及以上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使用

频率情况

1.2%

4.1%

20.6%

47.6%

26.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3小时以上

2小时-3小时

1小时—2小时

30分钟—1小时

30分钟以内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每天使用

音乐客户端时长分布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每天至少使用1次手机音乐

客户端的用户占比超七成，达74.6%。每天使用音乐客户端时长在一

小时以内的用户占74.1%。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手机音乐客户端用

户更倾向于中高频、碎片化收听歌曲，以此作为休闲解压方式。未来

各大手机音乐客户端厂商或可根据用户听歌记录，为用户智能推荐个

性化“歌曲套餐”，及时获知用户喜好，把握用户需求。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44.2%

38.4%

14.4%

2.3% 0.7%
0.0%

10.0%

20.0%

30.0%

40.0%

50.0%

1个 2个 3个 4个 5个及以上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安装音乐

客户端数量分布

注：安装音乐客户端数量不计系统自带

功能差异提升用户品牌使用流动性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八成用户选择安装1-2个手

机音乐客户端（不计系统自带），其中只安装1个音乐客户端的用户占比

高达44.2%。而不同手机音乐客户端之间的功能喜好差异，则是用户更换

音乐客户端的主要原因，其占比为68.4%。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大部分

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忠诚度”较高，倾向于安装使用1-2个手机音乐客

户端，而满足用户不同喜好与功能需求，则成为吸引用户安装多个手机音

乐客户端的关键，也可以推动各大品牌市场流动性。

4.1%

8.2%

19.3%

68.4%

0.0% 20.0% 40.0% 60.0% 80.0%

其他原因

情怀（念旧、小众等）

版权问题

不同的功能喜好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安装多个音

乐客户端首要原因分布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3.9%

6.2%

13.9%

15.8%

16.9%

35.9%

38.4%

49.2%

57.7%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时间

工作时

游玩时

睡觉前

看书时

等待时

运动健身时

间隙休息时

乘坐交通工具时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听歌场景分布

通勤时间音乐收听需求最强烈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 57.7%用户选择在乘坐交通

工具时使用手机音乐客户端听歌，间隙休息、运动健身时听歌的用户则

分别占到49.2%、38.4%，工作时听歌的用户占比较少，仅为6.2%。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大部分用户使用音乐客户端听歌作为一种休闲娱

乐方式，以缓解压力。音乐客户端可以结合用户听歌场景和用户爱好等

特点，运用智能推荐算法为用户推荐个性化歌单。例如手机音乐客户端

厂商通过与运动健身应用合作，打通渠道资源，实现用户共享，智能化

地满足用户个性化场景需求，能更好地提升用户体验。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0.5%

2.8%

5.3%

7.1%

9.8%

11.0%

13.5%

16.0%

19.2%

55.6%

59.7%

74.8%

0.0% 20.0% 40.0% 60.0% 80.0%

其他

看其他视频

看演唱会

听电台

自行制作歌单

评论

分享/转发

看MV

听他人的歌单

下载歌曲

搜索歌曲

听歌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主要

使用功能分布

音乐视频内容需求或渐提升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超七成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使

用听歌功能；通过手机音乐客户端搜索歌曲、下载歌曲的用户占比均过半；

而使用歌单、电台、MV、评论等功能的用户占比相对较少。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听歌、搜索、下载歌曲仍然是用户使用手机音乐客

户端的主要功能，电台、评论、歌单等其他功能用户占比有待提高。另外，

随着短视频在手机网民群体中的快速渗透，应用内在MV、演唱会等音乐

相关内容的视频需求上，或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2.5%

7.1%

8.2%

8.7%

9.8%

16.9%

18.8%

20.8%

34.1%

34.3%

48.5%

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其他

社区动态

其他视频

文章

直播

K歌（听）

非音乐相关电台

音乐人访谈

演唱会

MV

音乐相关电台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关注内容分布

（除歌曲外）

注：

音乐相关电台包括乐评、推荐等。

非音乐相关电台包括历史、美文、相声、小说等。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除歌曲外，音乐相关电台

是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主要关注内容，占比为48.5%，关注MV、演唱

会的用户占比也较大，社区、视频、文章等内容用户关注较少。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除歌曲外，用户对音乐电台、MV等音乐相关

内容关注较多，对社区、文章等非音乐相关内容关注较少，音乐客户

端用户整体对音乐热衷度较大，提供更多音乐相关内容有助于音乐客

户端吸引更多用户的关注，提高用户忠诚度。

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内容需求多元化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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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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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33.2%

42.8%

81.0%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其他外语

法语

方言或民族语言

日语

韩语

英语

粤语

国语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听歌语种分布

超八成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喜欢听
国语歌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

用户听歌语种分布中，国语远超其他语种，占比为81.0%，此外，粤语、

英语颇受用户喜欢，占比分别为42.8%、33.2%，其他语种占比较少。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国语、粤语分别作为我国母语、第二大语种，中国

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使用门槛低，用户基数大；英语则是国际通用语言，

使用人群较广，粤语歌、英语歌随之受到欢迎。随着年轻用户群体接触日、

韩等更多国外文化，其他语种音乐也逐渐打入中国市场。音乐客户端需丰

富与完善不同语种的歌曲库，以满足用户听歌语种需求。



数据来源：iiMedia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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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 Hop

蓝调

电子

R&B

乡村

摇滚

民谣

轻音乐

流行

2017Q1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听歌流派分布

76.7%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偏好流行乐

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流行音乐最受欢迎，用户

占比为76.7%，轻音乐次之，用户占比为50.8%。此外，民谣、摇滚

等歌曲也受到不少用户欢迎，用户听歌流派呈现多样化分布。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流行音乐以内容通俗、形式多样的特点受到大

部分用户喜欢。随着年轻用户群体接触更多元化的文化与音乐类型，

对不同的歌曲流派有着不同的爱好程度，提供广而全的流派音乐有助

于音乐客户端扩大用户人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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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我音乐：打造“参与感”音乐社群

2017年3月，酷我音乐上线网红专区，联手YY平台知名工会推出《全民

歌王》系列平民选秀节目。上线以来，推荐了大量热门主播的原创翻唱

作品，用户既能在直播结束后回顾、下载主播的歌曲，又能参与打榜。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酷我音乐这一举措目的在于建立音乐平台、直播

平台与主播之间和谐的流动生态链，补全直播平台无法满足主播多栖发

展需求的缺口。在为网络直播红人增加推广渠道，打造明星影响力的同

时，也让酷我音乐从单纯工具向的播放器逐渐过度为具备“参与感”的

音乐社群——音乐不仅仅可以听，还可以“玩”起来。



QQ音乐：优质音乐IP直播

演唱会、颁奖礼等线下音
乐活动直播

明星级音乐人访谈、采
访等直播

独立音乐人、潜在
音乐人探访等直播

01

0302

现场直播

音乐人直播 明星直播

古巨基致敬“哥哥”个唱

《速度与激情8》首映

李纹 邓紫棋 李宇春

赵雷

安来宁

注：为穷尽所有音乐IP

QQ音乐自2016年推出直播功能，专注于三种音乐直播：现场直播、

音乐人直播、明星直播，而QQ音乐一直注重内容IP的布局，高成本邀

请优质音乐IP直播，无论是演唱会、颁奖礼，还是音乐人、明星，都

拥有较高知名度。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QQ音乐直播凭借优质音乐IP

巨大的粉丝群体发展粉丝经济，获得较多观看用户，既能为音乐IP做

宣传，推动音乐IP发展，又能提升音乐用户的粘性，扩大QQ音乐盈利

空间，拓展数字音乐产业范围。



酷狗音乐：繁星音乐盛典

实力派
唱将

新生代
偶像

跨界
大咖

优秀
主播

真唱
鉴别

歌曲
改编

2017年1月，酷狗直播以实力真唱为主题的2016酷狗直播•繁星音乐

盛典。本次盛典除了邀请金志文等实力派唱将，张柏芝等跨界大咖，

与获奖主播同台互动演出，还专业团队对演唱曲目精心改编，并采用

监测麦克风声波的仪器来鉴别歌手是否真唱。盛典还未上演，官方页

面已超过151万人预约看直播，当晚通过酷狗直播实时收看的观众人

数最高突破840万，创直播行业新纪录。

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酷狗直播立足真唱，加入跨界合作、星素同台、

歌曲改编等创新元素，既为观众带来视听盛宴，提升用户听歌体验，

又提升了酷狗直播知名度。此外，用户可通过酷狗音乐下载本次盛典

的歌曲，提升用户活跃度与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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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趋势预测

新一轮版权争夺有望开启。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仅凭版权已不足以满

足用户多元化需求，高价争夺版权并非长久之计，如何在正版化的过程

中通过产品、内容、体验等构建内生优势才是发展重点。提供个性化推

荐、社区、电台、直播等特色服务与功能，对手机音乐客户端自身进行

差异化定位，形成自身独特优势，满足用户多元化的需求，能够吸引更

多用户，在在线音乐市场的版权之争中形成竞争壁垒，占据市场地位。

特色服务与功能或形成竞争壁垒

根据行业惯例，大部分唱片公司在签订版权授权合同时会选择2-3年合

作期限。在2015年集中的版权大战过程中，签订了一大批版权授权合

同。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期限临近，若音乐客户端厂商仍保持激

烈争夺态势，众多唱片公司有望进入新的待价而沽姿态，新一轮版权争

夺也有望开启。若版权格局得到重构，音乐客户端市场的格局也将受到

影响。

版权期限临近，新一轮版权争夺有望发生



目前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竞争激烈，随着互联网泛娱乐化以及音乐产业

综合体系建设的推进，音乐客户端正在通过直播、票务、音乐包定制、

合作音乐选秀节目等扩展商业模式，音乐客户端市场竞争也从数字音乐

行业向着其他音乐细分行业渗透。

产业链渗透到细分行业

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趋势预测

2017年线下迷你KTV走红，成为资本市场新风口。线下迷你KTV满足

消费者碎片化娱乐需求，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融K歌娱乐与音乐社交

于一体，成为音乐消费新市场。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随着数字音乐产

业链完善以及市场消费升级，线上听歌、唱歌已不足以满足音乐爱好者

需求，数字音乐厂商亟需向线下场景布局，拓展新领域。手机音乐客户

端利用自身音乐版权、音乐人IP、高质量音乐等资源优势，与线下迷你

KTV的社交场景相结合，实现用户“线上听歌，线下唱歌”新玩法，以

线下社交娱乐增强用户粘性，将有助于手机音乐客户端从线上向线下市

场延伸，从线下K歌场景中获取利润。

线下迷你KTV成为新市场



中国手机音乐客户端市场趋势预测

对于使用个性推荐歌曲功能的用户，他们对歌曲满足个人爱好与场景需

求的要求较高，但目前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偏好算法仍需要加强。艾媒

咨询分析师认为，根据用户个性化标签、场景需求等特征深耕用户属性

与需求，提升用户听歌体验，将能提升用户粘性。

个性化与场景化体验提升

随着手机存储容量增加、网速提升以及上网成本降低，更多音乐热衷

者追求高品质音乐。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高品质乃至无损音质的音

乐带给用户听觉享受，给予用户更佳的听歌体验，同时提高用户对手

机音乐客户端的好评度与满意度。

高品质音乐带来听觉享受

目前手机音乐客户端用户多为年轻人群，他们乐于接受新的音乐类型

与风格。艾媒咨询分析师认为，为满足用户日益多元化的歌曲需求，

手机音乐客户端需根据不同用户对音乐流派和语种的喜好，丰富曲库

内容。而随着独立音乐人数量及其作品数量的增加，形式内容多样的

歌曲也不断涌现，音乐客户端曲库内容趋向多元化。

曲库内容趋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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