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相关主管机关核准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据此开展发布证券研究报告业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机构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正在或将要与本研究报告所分析的企业发展业务关系。因此，投资者应当考虑到本公司可能存在对报告的客观性

产生影响的利益冲突，不应视本证券研究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因素。 

有关分析师的申明，见本报告最后部分。其他重要信息披露见分析师申明之后部分，或请与您的投资代表联系。并请阅读本证券研究报告最后一页的免责申明。 

 

 

深
度
报
告 

 

 

 

【
行
业·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 

传媒行业 

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春节亮点梳理
及探讨 

 
 

 

 

 
 

核心观点 

 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三大短视频平台在春节期间均做了很多运营事件或

功能更新，三个平台各自有侧重：快手加重内容运营、抖音强调“社交”和

“搜索”，而视频号春节期间进行了多项功能更新，并利用微信红包封面进

行视频号引流。 

 快手：策划系列 PGC 栏目，逐步提升内容运营能力。2021 年春节期间，

快手一共向用户发放 21 亿红包，此外还有送实物商品、抽潮玩盲盒等活动，

借力明星引流，且用户领取福利的方式具备强互动性和趣味性；除了送福利

之外，快手在春节期间还策划了一系列持续近一个月的 PGC 栏目，并邀请

了 300 位明星红人参与，特点是类型丰富（脱口秀、晚会、明星音乐专场、

答题游戏、短剧、聊天室等）、内容覆盖面广（覆盖二次元、社会人文、运

动、音乐、美食、汽车等垂类），快手可以说是 2021 年春节期间各互联网

社区中内容运营做的最重的平台，证明了平台提升用户内容消费体验的决

心。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除夕到大年初三，快手极速版下载量在 ios 免费榜

的名次为 1/1/1/2；大年初一周杰伦携好友直播专场，直播最高在线人数 415

万（仅比抖音直播央视春晚的最高在线人数少 80 万）。 

 抖音：春晚红包合作伙伴，强调社交和搜索。抖音 21 年春节共期间发放 20

亿元红包，春晚用户互动量同比提升：21 年春晚抖音红包总互动次数达 703

亿（20 年快手互动 639 亿次）。“社交”功能是抖音春节期间营销重点，

抖音平台活动和春晚口播都引导用户拍摄拜年视频，并在【朋友】页面和熟

人进行互动。此外，春节前后抖音多个宣发渠道都鼓励用户使用抖音的视频

搜索功能，根据抖音 2 月份数据，使用抖音搜索的月活用户已达 5.5 亿，经

超过了 2021 年初微信搜一搜 5 亿月活，和百度 APP 5.44 亿月活（20Q4），

说明抖音目前是国内用户在移动端搜索行为最多的 APP 之一。 

 微信视频号营销亮点：①红包封面成营销新触点，引流视频号；春节前微信

将红包封面打造为社交货币，随后大幅调低红包封面定制门槛，吸引大批流

量，红包封面成品牌营销新触点。同时与视频号联动，强力导流视频号。②

视频号动态打通朋友圈广告，打开商业化新空间。视频号产品更新亮点：①

视频场景：持续优化视频浏览体验；三板块改为大屏浏览模式，播放页上线

私密赞、关注和直播中功能。②直播场景：1）主播开播强提醒以及视频号

登陆 pc 端表明微信向视频号直播导流的决心；2）直播间白名单与 pc 端自

带推流功能拓宽视频号直播内容生态边界，游戏、办公会议、在线授课等更

多元、更专业的直播内容或将在视频号成长起来，为视频号商业化孕育新的

可能性。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视频化表达应该是下一个十年的内容领域的一个主题，抖/快/视频号可为多

场景创造价值。 随着平台发展，其生态体系合作伙伴（服务商、 MCN 机

构、入驻商家）也将实现快速成长。建议关注：1. 产业中抖音、快手-

W(01024，买入)两个短视频平台，以及视频号的腾讯控股(00700，买入)2. 

头部电商 SaaS 服务商：微盟集团(02013，买入)、中国有赞(08083，未评

级) ；3. 新流量平台营销服务商和 MCN 机构； 4. 及时把握新流量场红

利的新品牌商。 

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社区内容监管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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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平台：快手和抖音春节营销各有侧重 

快手和抖音 2021 年春节期间，均进行了一些列的春节营销活动，两个平台各有特点：快手 2021

年相比往年的春节活动，明显加重了内容运营的投入，无论是在送福利还是内容制作方面，都进行

了精心的策划；抖音今年是春晚的独家合作伙伴，今年的营销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社交”，一个

是“搜索”。 

从下载量来看，快手和抖音在 2021 年春节期间的营销活动是成功的：根据七麦数据的 ios 下载榜

单（免费榜），在春节期间 2/11-2/17 的 7 天时间内，快手极速版有 3 天是位于榜首的。 

图 1：2/7-2/17 ios 下载榜（免费榜） 

 

资料来源：七麦数据，东方证券研究所 

 

快手：用心进行内容运营，提升 PGC 制作能力 

快手 2021 年的春节活动，主要由 2 类构成：一类是让用户参与各类活动、任务从而获得红包、快

币、优惠券等福利，另一类是快手参与制作的一系列 PGC 栏目，如晚会、综艺、答题游戏等。 

- 拿福利玩法多样化：除了分 21 亿春节红包，还有送 iPhone/茅台、抽泡泡玛特盲盒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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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快手的主 APP 和极速版均在首页新增【春节】页面，让用户参与春节的集福气活动。

快手 2021 春节期间共给用户发放 21 亿元红包，获得红包的方式非常多样化（详见表格 1），包

括参与平台春节游戏和活动、拍摄春节特效视频、邀请好友、观看/点赞直播/短视频、关注主播、

访问快手极速版/小程序、下载并使用快手系的 APP（如快影、一甜相机、看点等）；除夕当晚，

快手小店的直播间还进行了 24 小时的电商直播，在直播间送出茅台、iPhone、SKⅡ神仙水等福

利；除此之外，快手还和泡泡玛特合作，用户可以集福气免费抽取盲盒。2021 年，快手送福利的

方式特点，总结来看就是多样化、趣味化、强调互动、借力明星引流（在线上线下多个渠道投放周

杰伦、杨幂等明星宣传的“上快手分 21 亿”广告）。 

- 推出系列 PGC栏目覆盖多垂类内容，强化内容运营能力提升内容消费体验 

快手 2020 年以来，明显加强了内容运营的投入力度，而 2021 年春节和往年春节最大的不同，就

是除了发红包、送福利之外，平台还策划了一系列的 PGC 内容栏目，包括除夕当晚的橙白艺能大

赛、从 2/1 开始连续 26 天的“超级播”直播栏目，和 9 场不同主题的“大家说”聊天室式直播栏

目。特点是类型丰富（脱口秀、晚会、电商直播、明星音乐专场、答题游戏、短剧、聊天室等）、

内容覆盖面广（覆盖二次元、社会人文、运动、音乐、美食、汽车等内容垂类）、时间跨度长（栏

目不间断持续近 1 个月）、参与人员多（邀请 300+明星和红人参与），快手可以说是 2021 年春

节期间各互联网社区中内容运营做的最重的平台。 

快手此前的相对弱势是内容消费，但是公司从 2020 年开始，从产品（推单列“精选”）和内容运

营方面都在尽力提升用户在平台的内容消费体验，2021 年春节期间的营销活动，也进一步证明了

平台在内容方面精心耕作的决心，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周杰大年初一周杰伦携好友直播专场，

直播的在线总观看人数达 1 亿+，互动总量达到 1.5 亿+，最高同时在线人数 415 万（仅比抖音直

播央视春晚的最高在线人数少 80 万）。 

 

抖音：2021 年的关键词是“社交”和“搜索” 

抖音是 2021 年央视春晚独家红包互动伙伴，一共发放 20 亿元红包，在春晚时段共发放 12 亿元红

包，从互动数据来看，2021 年春晚的互动量相比 2020 年有所提升：2021 年春晚期间，抖音红包

总互动次数达 703 亿（2020 年春晚期间快手红包互动量为 639 亿次），抖音春晚直播间累计观看

人次 12.21 亿（2020 年快手的春晚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 7.8 亿），最多的时候有 498.46 万人共同

观看。 

强调社交属性：抖音是国内在短视频内容消费领域做的最出色的平台之一，但是正是由于内容消费

体验好，平台偏媒体属性，用户和达人/用户和用户之间的社交属性就相对较弱，在用户数（6 亿

DAU）和人均时长（根据 QM 的数据，21/01 的人均单日时长超过 100 分钟）都很高的情况下，平

台要实现流量的增长就要依靠属性的进一步丰富化，因此“社交”成为了抖音下一个阶段的发展重

点，春节的营销活动也有所体现： 

 2021 年春节期间，抖音领红包的方式之一，就是和好友一起组队 PK 领红包； 

 抖音推出了 50 多款拜年特效和小游戏，让用户在春节期间通过视频拜年，鼓励熟人在抖音上

进行拜年互动，根据抖音发布的《2021 抖音春节数据报告》，抖音用户拍摄了 1.3 亿个拜年

短视频，同比增长 1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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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春晚的主持人在播报抖音红包雨活动时，也会引导用户在抖音 APP 的【朋友】页面（2020

年上线的页面，页面内展示用户互关好友发布的内容）和好友互动（看拜年短视频、点赞等）。 

强调搜索能力：春节期间，抖音的多个宣发渠道都鼓励用户使用抖音的搜索功能，包括：抖音春节

各活动的宣传海报上，参与方式几乎都是搜索关键词参与；用户打开抖音 APP 会看到“抖音搜索”

的开屏；专门制作了“视频搜索，就在抖音”的宣传短片。根据抖音 2 月份披露的数据，使用抖音

视频搜索的月活用户已经达到 5.5 亿，已经超过了 2021 年初微信公开课公布的微信搜一搜 5 亿月

活，和百度 APP 的 5.44 亿月活（20Q4 公司公告），说明抖音目前是国内用户在移动端搜索行为

最多的 APP 之一。 

表 1：抖音和快手春节营销事件对比 

营销事件 快手 抖音 

发红包 

送福利 

共分 21亿红包，有多种领取方式： 

1）除夕当天 11:00-24:00，在快手 APP 除夕活动会场每

60s 发百万个红包，最高 1 万元； 

2）面对面红包：好友面对面扫码双方拿红包； 

3）拍视频拿红包； 

4）刷视频拿红包； 

5）集福卡：完成任务收集福卡获得瓜分 2 亿红包资格 

6）抽福袋领红包：完成任务拆福袋，获得红包、福卡、

优惠券等福利（需关注达人才可获取福利） 

7）除夕当晚，快手电商推出“超级年礼”活动，福利包

括一分钟送 100 瓶茅台、0 元抢兰博基尼、送 iPhone12

等； 

春晚独家合作伙伴，共分 20亿红包，多种领取方式： 

1）看春晚，5 场红包雨，共瓜分 7 亿红包； 

2）点亮灯笼（做任务），共瓜分 5 亿红包； 

3）拍拜年视频拿红包； 

4）拉好友组队 PK 领红包； 

5）看直播领红包； 

6）1 分钱抢年货。 

活动效果 

1）快手用户领取红包总次数达 90.3亿，红包分享总次数

达 15.8亿，“万元现金红包”活动中人均领取红包近 40

次 

2）“超级年礼”活动，快手小店直播间 GMV 突破 2.6 亿

元，活动直播全网总曝光量达 88 亿次。 

抖音 2021 年春晚时段发出 12 亿红包，红包总互动次数达

703亿；抖音春晚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 12.21亿，最多的

时候有 498.46 万人共同观看。 

（2020年春晚数据对比：快手发出 10亿元红包，春晚红

包互动量达 639亿次，春晚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 7.8亿） 

用户互动活动 

1）快手×泡泡玛特“百万潮玩”免费抽。2/12-2/20，用户

可登录快手，完成任务集好运，然后免费抽取盲盒。大年

初一上线当天活动访问人数超过 5000 万。 

2）快手电影发起了#看电影过大年之#大话春节档 话题征

稿活动，设置了百万现金奖励吸引优质影评内容创作。 

1）视频拜年活动，抖音发布了 60 多款拜年特效和小游

戏，让用户在春节期间通过视频拜年，开始熟人之间的互

动，除夕至初五抖音用户亲友之间发送了 3.13 亿条祝福 

2）电影专场直播，领 4 亿元电影福利。2/4-2/8，5 部春节

档电影在“抖音电影”账号进行直播宣传，用户可观看直

播，并和亲朋好友一起组队，领 4 亿元的电影福利。 

平台主导的

PGC/PUGC 

内容运营事件 

1）2021快手橙白艺能大赛 

除夕当天 18:00-22:30，邀请成龙、老狼、黎明、杨笠等明

星举办的晚会，并有 PK、投票、抢红包等互动形式。 

2）超级播：2/1-2/26连续 26天不同主题 PGC直播活动 

快手共邀请 300 位明星参与，内容包括直播带货、脱口

秀、演讲、晚会、快手出品的短剧专场、二次元专场、美

1）“DOU来云过年” 2/9-2/16直播活动 

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东北、西北、西南 7 大会场连

续 8 天同时开设直播间；丁真、刘老根大舞台、涂磊、大

能、杨澜、华彩少年、兔子牙、惠子等明星主播直播；形式

包括聊天室、线上 KTV、答题瓜分百万现金大奖等。 

2）“宅春节涨知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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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专场、综艺、周杰伦音乐专场、答题游戏专场等不同主

题；  

3）快手“大家说”聊天室 

是快手推出的聊天室直播栏目，初一至初七邀请知名医

生、社会文化名人、商业大咖、娱乐明星等带来 9 场不同

主题的对话直播。采用的是聊天室模式，多人语音互动，

给用户更好的参与感、体验感； 

4）快手看春晚活动：上快手看各地春晚  

快手与超过 10 台卫视春晚达成合作，用户可上快手看春

晚，并实现互动点评，抢红包等活动。 

发起“宅春节涨知识“挑战赛，邀请知识垂类创作者分享

各地年俗年味、科普健康安全知识。抖音投入流量、DOU+

资源扶持，邀请蒋昌建、于丹、任志宏、傅盛、孙艺洲、江

南、李永乐发布各自专业领域知识内容并号召创作者参与。 

3）发布自制贺岁微短剧 

抖音与青南姐妹影业联合出品贺岁微短剧《为什么还要过

年啊》，2/12 晚上线抖音。由李楠执导，李诞、秦牛正威、

大能、张棪琰等主演。 

4）直播各地方台的春节晚会 

在抖音搜索#抖音云春节#，可观看 23 家卫视的春节晚会 

活动效果 

1）橙白娱乐盛典：预约直播间总人数 2036 万+，累计观

看量达 2.6 亿+，直播间最高同时在线人数 303 万+，直播

间互动总量 4085 万+，直播间投票数累计 571 万+。 

2）超级播： 

- 大年初一周杰伦携好友直播专场，直播的在线总观看人

数达 1 亿+，互动总量达到 1.5 亿+，最高同时在线人数

415 万+； 

- 02/06 跨次元之夜，累计预约人数 1025 万+，累计观看

人次 4676 万+，累计互动总量 636 万+； 

3“大家说”： 

2/13 的“乱炖 2021”专场（邀请编剧、影评人史航，作

家冯唐，壹心娱乐 CEO 杨天真，制片人、作家田朴珺），

截止直播结束，在线观看总人数突破 4000 万，最高同时

在线人数突破 183 万，直播间互动量超过 120 万； 

2/15 的“大话春节档”专场（邀请毕志飞、程青松、谭

飞、王玉年、毒舌电影、电影票房 6 位影视从业者、媒体

人），直播累计观看量突破 4200 万，当晚聊天室内同时在

线人数最高达 186.4 万，互动总量近 80 万次。 

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东北、西北、西南七大片区

开播 369 场，累计 1.3 亿人次参与直播活动 

电商 

于 21 年 1/4-1/31 举办“快手年货节”，期间用户观看次数

380 亿次，观看时长 5.3 亿分钟，电商直播分享次数 2.7

亿次，电商直播点赞次数 121.4 亿次；下单人群中，90 后

和 00 后用户占比达到 38%，80 后用户占比达 46% 

2021 举办首届年货节，总成交额 208亿元，看播用户 143

亿，互动人次 3.2 亿，互动评论数超 19 亿条。 

资料来源：快手 APP，抖音 APP，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2：快手“超级播”直播月涵盖各垂类内容 

类型 超级播的直播场次 

晚会 

2/5 我们一起上春晚 

2/7 快手最美之夜，嘉宾：阿朵、金莎、金子涵等 

2/10 快手新春潮乐会，嘉宾：BEJ48、陈志朋、符龙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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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江湖奇人闹元宵，嘉宾：黄圣依、杨子等 

综艺 

2/2 快手小年夜之耐撕大会（脱口秀），嘉宾：李诞、王建国、王勉等 

2/13 大吉大利今夜脱口秀，嘉宾：程璐、house、庞博等 

2/14 非诚勿扰快手春节特别版，嘉宾：陈铭、黄圣依、孟非等 

短剧 2/16 剧在一起（快手出品短剧连环播），嘉宾：李诚儒、艾福杰尼、张檬等 

演讲 2/9 快手新春演讲，嘉宾：樊登、朗朗、王凯等 

明星 2/12 周杰伦携好友直播专场，嘉宾：周杰伦、五月天、萧敬腾等 

二次元/游戏 
2/6 快手跨次元之夜，嘉宾：黄子韬、毛不易、腾格尔等； 

2/15 有你才有团，嘉宾：黄子韬、林更新、胡夏等； 

音乐 2/8 原唱来了，嘉宾：黄龄、霍尊、腾格尔等； 

美食 2/18 食在一起，嘉宾：浪味仙、林述巍、钟美美等 

自然 2/17 360°北极秘境大探险， 

答题游戏 

2/19 快手状元新春直播答题第一场 

2/20 快手状元新春直播答题第二场 

2/25 快手状元新春直播答题第三场 

运动 2/23 国民篮球在快手，嘉宾：王非、李群、吕晓明等 

汽车 2/24 福气大篷车，嘉宾：八戒说车、二哥评车说车、韩路聊车等 

电商 

2/1 快手逛大集之南京场，嘉宾：宋祖儿、华少 

2/3 快手逛大集之南京场，嘉宾：林更新、王耀庆 

2/21 快手逛大集之重庆场，嘉宾：杨迪、杨迪妈妈、李宣卓 

2/22 快手逛大集之哈尔滨场，嘉宾：熊梓淇、吴一 

其他 2/4 央视新闻×快手 牛人之夜，嘉宾：央视主持人、丁真等 

资料来源：快手 APP，东方证券研究所 

 

微信视频号春节运营点评&更新梳理 

微信视频号运营事件点评 

红包封面火爆春节假期，引流视频号 

品牌红包封面融入多场景，助力春节品牌营销。春节前，企业定制微信红包封面的成本大幅下调，

定制单价 10 元→1 元，起订数量 100 个→1 个。春节期间，微信用户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得品牌

红包封面：① 2 月 1 日，60 多个品牌在微信定制超过 5000 万个红包封面，用户搜一搜关键词或

者在聊天界面使用#搜索即有机会获得；② 朋友圈广告亦嵌入品牌红包封面，仅一月份一个月，就

有 19 个品牌通过这种方式送出超 2000 万个红包封面；③ 2 月 9 日，上线红包封面表情雨，用户

在聊天界面输入特定关键词触发表情雨即可领取品牌红包封面；④ 2 月 11 日，推出群红包彩蛋，

抢不到群红包的用户也可以领取姬存希、上汽大众、腾讯公益品牌红包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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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微信红包封面定制门槛春节前大幅降低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3：用户可在多场景获得品牌红包封面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红包封面成为品牌主营销新选项，触达私域用户新触点。对品牌主而言，品牌多使用能鲜明代表企

业形象的素材制作红包封面，通过拜年红包传播，品牌营销效果强。春节假期，微信红包封面持续

火爆，相关品牌的微信指数飙升。红包封面成为一大触点，关联多元服务场景，助力品牌深度触达

用户。还有品牌主开发封面故事导流公众号、小程序和群聊抽奖等手段沉淀私域流量“资产”。对

微信而言，品牌主定制红包封面成本为 1 元/份红包封面使用权，春节期间为微信直接创造千万级

收入，拓宽微信商业化想象空间；另外，品牌红包封面可以在搜一搜、朋友圈、聊天页、红包页等

场景获取，激发微信生态内多板块流量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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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春节期间红包封面与定制品牌主微信指数飙升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5：品牌主定制红包封面以宣传品牌形象为目标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个人定制红包封面，奇货可居到蔚然成风，强力引流视频号。20 年 12 月 9 日，微信支持个人用

户定制红包封面，但是门槛较高，开通视频号并且获得认证（兴趣认证需粉丝过千）用户申请定制

红包封面奇货可居，使之成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社交货币，吸引一批个人和机构用户入驻视频号。

春节前夕，门槛降低，只要拥有视频号并发布的动态获得超过十个赞即可定制红包封面，开通视频

号发布动态定制红包封面蔚然成风。个人定制微信红包封面凭借其较强的社交吸引力，为视频号用

户量和稿件数带来的上涨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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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个人专属红包封面定制门槛降低，导流视频号目标不变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此外，封面故事直连视频号动态，点击可直接跳转对应视频号。视频号内容在聊天界面，随着拜年

红包破圈传播，进一步为视频号导入流量。 

图 7：红包封面故事支持插入并跳转视频号动态 

 
资料来源：微信视频号，东方证券研究所 

综上所述，微信和视频号春节红包封面运营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对品牌而言，红包封面定制成本下降，成为品牌主在微信生态内的新营销触点，品牌红包封面分发

途径打通朋友圈、公众号和聊天页，还通过封面故事链接到品牌小程序、视频号或者公众号。品牌

形象随红包实现裂变式传播，同时完成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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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人而言，微信前期将红包封面打造成社交货币，增强吸引力。后期大幅降低个人红包封面定制

门槛，并与视频号强绑定，吸引个人用户开通使用视频号，我们看好此次红包封面活动为视频号带

来的流量增长。 

图 8：微信红包封面成为品牌营销新触点，向视频号导流作用强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视频号商业化新可能：朋友圈广告接入视频号动态 

春节期间朋友圈广告针对视频号推出专属推广样式，广告外层可显示 5 条轮播内容，支持广告主

置顶最多 3 条品牌官方视频内容，其他点赞数最高的内容也会优先展现在广告外层。此举将朋友

圈社交优势和视频号内容优势进行结合，打造出引导 UGC 参与的微信广告全新营销玩法。品牌主

发起定制视频号活动号召用户参与互动，接入朋友圈广告，为视频号主提供绝佳展示平台，激发创

作激情。朋友圈专属广告联动视频号生态下 KOL资源参与推广，全面撬动微信生态社交势能助力

提升品牌价值。 

图 9：视频号动态打通朋友圈广告，鼓励创作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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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视频号其他运营事件梳理 

“点亮 2021”视频号直播许愿。2 月 8 日，视频号上线“点亮 2021”许愿活动，用户可以在直播

间许愿点亮星星并获得微信昵称专属“福”字后缀，已有 3451.4 万人看过直播，1820.6 万人许愿，

直播间获赞 9972.6 万次。 

秒剪推出新年限定滤镜。为微信定制的视频制作工具“秒剪”春节期间上线多款新年主题滤镜，比

如“拍出不一样的新年微信状态”、“8 秒迎福大挑战”，优化创作体验，激发创作者积极性。 

图 10：视频号“点亮 2021”直播许愿活动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1：秒剪新年限定活动 

 

资料来源：秒剪，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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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视频号功能更新亮点 

视频内容消费场景中： 

首页三板块“推荐”、“朋友❤”和“关注”全部改为大屏浏览模式。根据张小龙在微信之夜提到

的逻辑（平台内容量小，命中用户兴趣点的概率低，提高单屏的内容数量有利于用户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内容），本次更新或许因为视频号的投稿数量不断上升，带动首页内容对用户兴趣的命中率上

升，进而推动浏览模式改为沉浸感更强但是单屏内容数量较少的大屏浏览模式。朋友❤板块按照社

交推荐逻辑向用户推送好友感兴趣的内容，本身内容应该是多元的，而非强调命中用户的兴趣点，

此版块改为大屏浏览模式后对用户体验的影响还有待考察。 

视频播放页出现关注和私密赞按钮，增加视频号直播中提示。视频暂停界面出现私密赞按钮，私密

赞的内容不会被视频号推荐给微信好友，减轻用户“点赞压力”，有望改善视频号的用户互动情况。

视频播放结束后出现关注按钮，点击可快速关注视频号；新增视频号直播中提示，点击可快速进入

直播间。 

图 12：短视频消费场景主要功能更新 

 
资料来源：微信视频号，东方证券研究所 

 

直播内容消费场景中： 

直播间支持设置白名单，红包功能完善。微信群聊红包界面支持直接发起视频号直播，并推送直播

间到对应群聊，直播间发红包群内收到提醒。直播开始页面支持设置白名单，指定可进入直播间的

用户。上述更新激发视频号的精准私域营销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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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视频号直播支持白名单&群红包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最多支持四人语音或视频连麦。连麦用户可以向直播间内发红包，直播间观众也可以向任一连麦主

播打赏。视频号直播互动性增强。 

关注主播开播强提醒。关注的视频号开始直播后，用户会在服务通知中收到强提醒，支持一键观看

直播。主播开播强提醒深度发掘微信用户的直播内容消费需求，直接利好视频号直播流量增长。 

图 14：视频号直播支持最多四人连麦 

 
资料来源：微信视频号，东方证券研究所 

 

图 15：强提醒用户关注的主播开播 

 

资料来源：微信，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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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号登录 pc 端，实现全段端覆盖。微信 for Windows 3.2.1 更新，支持在 pc 端聊天界面直接观

看好友分享的视频号内容，以及发起视频号直播。支持电脑、手机等多种画面源输入，直播中可切

换画面源，支持麦克风降噪。视频号全面登陆 pc 端，成为继小程序之后又一个实现全端覆盖的微

信产品。微信成功在全生态、全端、全服务链条打通视频号导流路径，视频号的战略意义愈发凸显。

目前 pc 端视频号直播暂不支持评论和点赞，安卓手机画面源也只能无线接入。 

更新前视频号仅支持手机端直播，直播设备与场景单一，重度游戏类主播开播需开通视频号直播推

流功能（20 年 12 月上线），然后才能通过专业设备或软件进行专业化直播。本次更新后相当于微

信为专业主播打包提供直播推流功能，开播更便捷，为视频号上多元直播内容生长创造条件。 

图 16：视频号直播支持白名单&群红包 

 

资料来源：微信视频号，东方证券研究所 

 

综上所述，视频号春节期间更新涉及视频和直播两类内容消费场景： 

视频内容消费场景中，首页三板块全部改为大屏浏览模式，上线私密赞、关注和直播中按钮，解决

“点赞压力”等痛点，优化用户视频浏览体验。 

直播内容消费场景更新动作更大，主播开播强提醒以及视频号登陆 pc 端表明微信向视频号直播导

流的决心；多人语音/视频连麦提高直播间可玩性；直播间白名单与 pc 端自带推流功能拓宽视频

号直播内容生态边界，游戏、办公会议、在线授课等更多元、更专业的直播内容或将在视频号成长

起来，为视频号商业化孕育新的可能性。 

 

投资建议 

视频化表达应该是下一个十年的内容领域的一个主题，抖/快/视频号可为多场景创造价值。 随着平

台发展，其生态体系合作伙伴（服务商、 MCN 机构、入驻商家）也将实现快速成长。建议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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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业中抖音、快手-W(01024，买入)两个短视频平台，以及视频号的腾讯控股(00700，买入)；

2. 头部电商 SaaS 服务商：微盟集团(02013，买入)、中国有赞(08083，未评级) ；3. 新流量平台

营销服务商和 MCN 机构； 4. 及时把握新流量场红利的新品牌商。 

 

风险提示 

行业竞争加剧：短视频的用户渗透率和人均时长均达到较高水平，各平台之间的竞争有加剧风险，

如果各平台在功能探索、垂类内容运营方面没有进展，会面临用户数和时长增长停滞的风险； 

社区内容监管不力：随着抖音、快手和视频号的用户和内容体系的增长，如果公司的运营团队和内

容监管机制的成长速度跟不上用户和内容的增长速度，会出现内容监管疏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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