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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18年游戏直播市场随着头部游戏直播平台
的上市加剧了行业竞争态势，而整体行业也
面临进一步整合。此外，不仅仅行业内部的
竞争进一步加剧，外部娱乐平台如短视频平
台也通过切入游戏直播变现电竞内容流量。

整个行业在内部与外部竞争的双重压力下逐
渐进化，向用户提供更具娱乐性的游戏直播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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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概念定义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游戏直播平台：超过70%的直播内容为为游戏直播内容的网络直播平台

主播：游戏直播平台上进行直播的播主 (Streamer)

弹幕：直接在直播画面中显示的用户实时评论

游戏直播概念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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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发现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市场：2017年中国游戏直播市场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秀场化运营的推动，整体市场规
模达到87亿元。

资本：头部游戏直播平台（如虎牙）登陆海外上市，行业内部开始兼并整合；腾讯
注资控股多个头部游戏直播平台确保控制游戏内容传播渠道。

SMS

内容：《绝地求生》受直播平台欢迎，各个平台推出相关自有赛事提升平台电竞内
容竞争力；内容制作公司提升商业业务能力，为广告主提供多元化品牌广告服务。

竞争：外部娱乐平台也加入游戏直播行业竞争，快手成立游戏直播频道并举办优质
赛事切入游戏直播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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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

中国游戏直播发展阶段及大事记
市场趋于冷静 直播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

注释：各个时期上方图标为该时期内出现的平台与直播内容，与该平台、直播内容的市场表现无关。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萌芽期

2013年之前

增长期

2013-2014年

爆发期

2015-2017年 2018年至今

• 电竞游戏催生游戏直播
的需求

• 视频网站与语音平台开
始打造自己的直播子系
统

• 各平台旗下直播子系统独立

运营，变为最早的直播平台

• 国家执行“光进铜退”政策，

提升网速催生大量主播

• 海外Twitch被并购刺激国内

资本涌入直播平台

•直播大战爆发，各平台开始花重

金争夺主播与赛事版权

• 平台盈利需求变强，进行秀场化

运营的并且开始实现收支平衡

•移动电竞成为新的内容焦点

•虎牙敲钟上市，成功登陆纽

交所

•腾讯入股虎牙、斗鱼，加大

对头部游戏直播平台的投资

•快手等短视频进军游戏直播

中国游戏直播发展阶段及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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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直播平台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稳步增长，行业走向正轨
中国游戏直播平台市场规模迅速增长，得益于平台收入多元化以及运营秀场化，游戏直播平台收入将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注释：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包括游戏直播平台及游戏内直播带来的增值服务、游戏联运、广告业务的收入。
来源：综合企业财报及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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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20年中国游戏直播平台市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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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直播平台市场规模
直播平台收入趋向多元化
随着游戏直播平台不断开发新的收入模式，平台收入逐渐多元化。尽管在2017年打赏收入仍占据平台收入的90%左右，未

来随着广告以及游戏联运业务的开发，打赏收入的占比将会逐渐下降 ，其他收入占比将会不断提升。其中，游戏联运服务

将会成为下一个主要增长点。游戏直播平台与游戏公司的进一步合作以及平台用户本身较强的游戏属性将助推平台收入快

速增长。

注释：中国游戏直播市场规模包括游戏直播平台及游戏内直播带来的增值服务、游戏联运、广告业务的收入。
来源：综合企业财报及专家访谈，根据艾瑞统计模型核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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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0.2 
0.6 

1.4 

2.2 
2.6 

3.1 
3.4 

161.6%
143.1%

59.1%

21.6% 18.2% 8.0%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e 2019e 2020e

2014-2020年中国游戏直播平台用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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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直播平台用户规模
用户规模保持增长
2017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整体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而主要增长来自移动电竞游戏用户的转化。随着市场逐渐饱和，预计

在未来几年游戏直播用户规模增长速度将逐渐放缓。

注释：游戏直播用户指每个月至少看过一次游戏视频直播的用户，包括游戏直播平台的用户以及游戏内部直播观众。
来源：根据企业公开财报、行业访谈及艾瑞统计预测模型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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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直播产业链
直播平台完善收入方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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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直播产业链
持续有新玩家加入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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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游戏直播产业相关法规
法律愈发完善 行业走向正规
随着一系列直播行业法规的推出，行业整体朝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行业的发展也在不断促进相关法规的完

善；另一方面，未来行业对违规直播内容的宽容度也会进一步降低。只有做好平台内容监督，建立完善的监控与明确的奖

惩机制才能保障平台自身与整个行业健康的发展。

来源：国务院相关部门新闻发布网站。

颁布日期 法规名称 主要内容

2016.12
《网络表演经营
活动管理办法》

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内部巡查监督管理制度，对网络表演进行实时监管。网络表演经营单位应当记录全
部网络表演视频资料并妥善保存，资料保存时间不得少于60日，并在有关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

2016.11
《互联网直播服
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对互联网直播用户进行基于移动电话号码等
方式的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对互联网直播发布者进行基于身份证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的认证登记。
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对互联网直播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审核，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互联
网信息办公室分类备案，并在相关执法部门依法查询时予以提供。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保护互联网直播
服务使用者身份信息和隐私，不得泄露、篡改、毁损，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

2016.9

《关于加强网络
视听节目直播服
务管理有关问题

的通知》

不符合相关条件的机构及个人，包括开设互联网直播间以个人网络演艺形式开展直播业务但不持有《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均不得通过互联网开展相关活动、事件的视音频直播服务，也不得利用网络直
播平台（直播间）开办新闻、综艺、体育、访谈、评论等各类视听节目，不得开办视听节目直播频道。未经批
准，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互联网上使用“电视台”“广播电台”“电台”“TV”等广播电视专有名称开展业
务。

2016.7
《关于加强网络
表演管理工作的

通知》

表演者对其开展的网络表演承担直接责任。表演者应当依法依规从事网络表演活动，不得开展含有低俗、色情、
暴力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网络表演。表演者应当自觉提高职业素养，加强道德自律，自觉开展内容健康
向上的网络表演。

游戏直播行业相关重要政策法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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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虎牙带宽成本占比

21.3%

2016年虎牙带宽成本占比

32.7%

中国游戏直播产业成本变化
CDN价格持续下行降低直播成本
随着国内各大云服务提供商持续下调CDN价格，直播行业的带宽成本也在不断续降低。据业内人士反应，CDN供应的商

实际价格自2016年起下跌超过1/3。从游戏直播公司的财务数据来看，尽管用户数量迅速增长但是带宽支出增幅相对较小，

且占整体支出的份额不断下滑。预计随着CDN单价进一步下跌以及直播平台技术升级，未来带宽费用占比将会进一步下降。

来源：虎牙财报 来源：虎牙财报。

2016-2017年虎牙直播平台带宽费用占比情况 2016-2017年虎牙直播平台带宽费用

3.4 

4.1 

2016 2017

带宽成本（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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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平台收入

游戏直播平台尝试收入多元化，与游

戏公司的紧密合作以及用户较强的游

戏属性帮助他们进军游戏分发领域，

提升收入规模。

游戏直播行业发展动态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战术竞技类游戏成为平台热点内容

游戏大受欢迎的同时战术竞技类游戏直

播内容也受到平台的追捧，大量相关赛

事与主播出现支撑平台用户与收入增长。

头部平台上市均受腾讯注资

游戏直播商业模式获得资本认可，头部

平台开始海外上市；而头部平台均受到

腾讯注资控股。

开始与外部娱乐形式竞争与合作

游戏直播需要与外部娱乐形式竞争用户的在线娱

乐时间，而其中短视频应用的崛起却给直播带来

了新的内容分发渠道，吸引更多新游戏直播用户。

与经纪公司以及工会合作提升收入

平台纷纷与经纪公司以及工会深入合作，

除了能够更好地管理与培训主播外，对

提升打赏收入也起到重大作用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行业整体发展趋势

资本

内容

合作竞争

收入

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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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平台

最新投资金额 4.6亿美元 6.3亿美元 集团内部孵化

最新投资日期 2018年3月8日 2018年3月8日 未知

游戏直播行业资本趋势
腾讯注资头部游戏直播平台
在两家头部直播平台传出将要上市消息之后，于同一天纷纷披露腾讯对他们完成上市前最后一轮注资。腾讯的最终介入体

现出对于头部的游戏直播平台的控制欲，在确保自家现金牛内容——游戏内容的主要传播渠道的安全外也对平台未来的变

现能力展示出一定的期待。最终这两笔投资使市面上市场份额最大的两家游戏直播平台共同拥有同一大股东外，也对其他

游戏公司和直播平台产生一定影响。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2018年腾讯投资游戏直播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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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行业内容趋势
战术求生类网游崛起新 游戏类型扩大直播受众
去年一系列以《绝地求生》为代表的战术求生类游戏吸引了大量游戏直播用户。该类型游戏受到欢迎的原因如下：首先，

该类游戏的直播具有较强观赏性。相较于其他对战类游戏，战术求生类网络游戏在观看体验上随机性内容较多，因此观看

体验更佳；其次，游戏观看较为直观，能够吸引移动手游、甚至非玩家观看游戏直播；最后，是该类型游戏的电竞化速度

极快，能够提供大量的优质游戏直播内容给到观众，满足观众对高质量对战的直播内容的需求。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 充满戏剧性
• 直播中意外较多

• 直播相对直观易懂
• 观看与游戏体验不同
• 吸引类似游戏或非游戏

玩家

• 电竞化提供大量赛事内容
• 赛事高质量竞技内容吸引用户

观看

吸引非游戏玩家

观赏性强

电竞化迅速

开发商

移动产品

端游产品

穿越火线
绝地求生
全军出击

光荣使命
绝地求生：
刺激战场

绝地求生 无限法则

战术求生类游戏推动行业增长



18©2018.7 iResearch Inc                                                                                                                          www.iresearch.com.cn

游戏直播行业内容趋势
自有赛事成为重点直播内容 以项目赛事为主
除了国际顶级赛事外，游戏直播平台为获得更强大的内容阵容，纷纷斥资制作自有赛事，以期获得独家赛事内容。其中，

《绝地求生》成为炙手可热的赛事项目——各大游戏直播平台均举办该项目的平台冠名赛事，旨在通过高质量自有赛事内

容吸引直播用户。随着游戏直播平台的持续竞争，预计各个平台将会持续推出质量不逊于顶级电竞赛事的平台独占自制电

竞赛事。而赛事的质量将决定未来直播大战的内容成败。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直播平台

代表性赛事

各大直播平台发力自有赛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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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竞争趋势
在线娱乐行业喷发 竞争与合作并存
随着游戏直播行业的不断增长，游戏直播的竞争不局限于行业内部，将会面对更多其他在线娱乐形式的竞争，如近期火爆

的短视频平台，极大地占用了整体互联网用户的在线娱乐时间。尽管游戏直播其特有的直播形式具有高沉浸耗时长等特点，

面对新兴娱乐形式具有一定的抵抗力，但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直播中大量的亮点内容可以通过短视频的方式向

外部传播，从而将短视频观看者转化为游戏直播用户。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游戏直播平台与短视频平台
内容合作

短视频平台游戏直播平台

提供游戏内容

进行用户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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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竞争趋势
快手进军游戏直播 推出自有赛事吸引用户
头部短视频平台均开拓了直播业务，证明直播业务契合短视频平台。而快手则更进一步，在游戏直播内容上进行布局，对

主播阵容以及赛事内容进行投资，并且通过原有短视频内容导流。而随着《绝地求生》赛事内容的持续火热，快手与香蕉

计划共同打造了KGPO快手公开赛，旨在通过高质量独家赛事吸引新的游戏直播用户。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快手进军游戏直播

大量电竞内容催生直播需求
快手短视频拥有大量

电竞游戏短视频内容，

覆盖热门游戏项目
通过与行业内知名内容制作公司合

作，共同推出平台自有赛事，提升

对电竞用户的吸引力。
#王者荣耀#：116369个视频作品

#绝地求生#：48178个视频作品

#英雄联盟#：11012个视频作品

绝地求生官方账号入驻，拥有25.4万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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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商业发展趋势
进一步加强工会/经纪公司合作 提升平台收入
工会与经纪公司为游戏直播派平台带来以下优势：首先，工会与经纪公司能够帮助平台对大量主播进行管理与培训。游戏

直播平台拥有大量的主播，仅依靠平台单独管理庞大规模的主播并不现实，无论从管理能力还是资源分配上来看都有较大

难度。因此，通过与工会/经纪公司合作，平台能够缩减一定的主播管理成本。其次，工会与经纪公司为了提升收入，对

旗下主播进行培训和运营活动。相较于单打独斗，加入公会与经纪公司的主播在一开始能够获得更高的资源帮助，对提升

打赏收入有一定的帮助。当然，直播平台也会避免单一超大型工会/经纪公司独大，因此会引入复数工会与经纪公司保持

平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工会/经纪公司对主播进行统一化管理

将大量主播
统一化管理

有效提升平台收入

主播A

主播B
主播C

主播D

工会A

经纪
公司B

工会与经纪公司对主播进行统一
培训，帮助主播策划直播内容，
提升直播技巧。

工会与经纪公司对主播进行运营与
包装，提升主播知名度与形象的同
时在平台上进行运营活动提升主播
打赏收入。

运营活动提升打赏收入

统一培训提升主播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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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产业上游发展趋势
电竞赛事内容进行多元化播出
第三方赛事版权IP的成熟也使内容制作公司在向平台进行赛事直播时可以根据赛事与自身情况进行选择——选择单个平台

独播或者全平台统一播出。相较于全平台播出，单平台赛事播出能够给内容制作公司更高的内容版权费与赛事推广资源；

但是，全平台统一播出能够提供覆盖更多平台的不同用户，对提升商业广告合作具有一定帮助。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有独占内容版权金

平台推广资源更丰富

覆盖单一平台用户覆盖多个平台用户

平台推广资源视情况而定

无内容版权金

赛事独播与全平台播出对比

多平台分发赛事 单一平台分发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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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产业上游发展趋势
致力开发第三方赛事IP 促进赛事商业化进程
作为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内容制作公司不满足于局限于承办商的身份，意图通过打造赛事IP在电竞产业链中拥有更高的

话语权与商业化能力。随着行业发展，一批具有观赏性的第三方赛事IP出现。而内容制作公司以这些赛事IP为核心，提供

整合了旗下电竞资源的综合性广告业务，进一步提升赛事商业化能力，给广告主提供更高的价值。以NSL赛事为例，除了

赛事现场、解说台以及直播页面等传统广告展示位外，还提供了主播代言、KOL社交媒体转发等额外服务，提升对广告主

的综合品牌服务。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赛事
内容

游戏
内置 解说

台

KOL

直播
网页

主播
代言

赛事
现场

综合赛事广告资源

赛事广
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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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以下

95.0%

2000-10000

2.3%

1万-2万

1.2%

2万及以上

1.4% 0-10元

91.4%

10-50元

5.4%

50-200元

1.9%

200-1000元

0.8%

1000-2000元

0.2%

2000元及以上

0.3%
其他

3.1%

2017年12月中国游戏直播平台
主播订阅数分布情况

根据小葫芦榜单数据，2017年12月中国游戏直播平台的主播订阅数集中在2000以下。即使存在刷订阅数的问题，只要订

阅数超过2000便成为订阅数前5%的游戏直播平台主播。与之相对，在订阅数TOP10000的主播中，单个粉丝给主播打赏

的金额中超过91%的用户打赏金额低于10元。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直播用户打赏行为是一种小额高频的付费行

为，绝大多数用户的绝对打赏金额并不高。此外，游戏直播相对门槛较低但成为头部主播需要实力、运气与资源，所以造

成订阅数超过2000的的主播数量仅占整体5%。

游戏主播数据分析
95%主播订阅数低于2000 小额打赏占绝对数量

来源：小葫芦游戏直播平台外显数据抓取. 来源：小葫芦游戏直播平台外显数据抓取.

2017年12月中国游戏直播平台
TOP10000主播打赏金额用户数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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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游戏直播频道用户年龄分布
各频道年龄差异明显
各个游戏直播频道的用户年龄结构差异加大，这与该频道的主题游戏有着直接联系。《我的世界》这款游戏拥有最高的18

岁及以下观众占比，高达71.1%；《球球大作战》紧随其后，18岁及以下用户占比为53%。值得注意的是，《英雄联盟》

与《绝地求生》两者用户年龄结构相近，说明尽管游戏类型不同两者在受众年龄层上具有一定相似性。

来源：小葫芦游戏直播平台外显数据抓取与脉讯在线。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平台主要直播频道用户年龄分布

我的世界

18岁及以下 19-25岁 26-29岁 30-34岁 35-39岁 40岁及以上

球球大作战

71.1% 22.3% 3.6% 1.4% 0.8% 0.8%

英雄联盟

绝地求生

53.0% 30.5% 5.5% 1.6% 1.4% 0.8%

18.2% 71.7% 7.4% 1.8% 0.5% 0.4%

17.0% 68.6% 10.6% 2.8% 0.6%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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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游戏直播频道用户性别分布
剑网三频道领跑女性观众占比
游戏直播平台的各个频道性别占比同样与性别有着紧密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火热的《王者荣耀》的直播男女观

看占比接近1:1，观众性别相对平衡。可以说，《王者荣耀》在对女性用户的直播观看引导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来源：小葫芦游戏直播平台外显数据抓取与脉讯在线。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平台部分直播频道男性观众占比

男性观众占比

绝地求生
74.5%

球球大作战
32.7%

我的世界
61.6%

剑侠情缘3
29.2%

王者荣耀
53.8%

DOTA 2
92.7%

DNF
96.2%

跑跑卡丁车
31.8%

100%50%2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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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性别分布与年龄分布
男性用户为主 年龄集中在30岁以下

注释：D01.请选择您的性别
样本： N=881 ；于2018年3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S91.请选择您的出生年月
样本： N=881 ；于2018年3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联机调研获得。

32.2%

67.8%
男性

女性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性别分布

10.8%

41.0%

23.4%

10.2%

9.0%

18岁及以下

19-24岁

25-30岁

31-35岁

36-40岁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年龄分布

游戏直播用户整体仍以男性为主，这也与整体游戏用户属性相近。另一方面，从年龄上来看整体游戏直播用户仍以30岁以

下用户群为主，其中19-24岁群体的数量占比最高，该年龄段对应我国大学生群体，同样也是游戏的主要受众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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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地域分布
大量用户分布在内地省份

来源：iUserTracker.家庭办公版 2017.12，基于对40万家庭及办公（不含公共上网地点）样本网络行为的长期监测数据获得。

广东：11.1%

四川：7.0%
江苏：8.0%

0% - 1.4%

1.4% - 2.8%

2.8% - 4.2%

4.2% - 5.6%

5.6%+

——游戏直播用户分布广泛，
聚集在人口与游戏大省中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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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水平分布
个人收入主要集中在3000-8000元档

注释：D06.请选择您目前的个人月平均收入
样本： N=881 ；于2018年3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D07.请问您目前的个人月平均消费？
样本： N=881 ；于2018年3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联机调研获得。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个人收入分布

8.0%

16.5%

28.9%

24.1%

13.7%

4.4%

4.4%

3000元以下

3000元-5000元

5001元-8000元

8001元-10000元

10001元-15000元

15001元-20000元

20000元以上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个人消费分布

7.2%

30.7%

31.3%

15.9%

10.1%

1000元以下

1000元-3000元

3001元-5000元

5001元-10000元

10001元-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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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

17.14%

21.23%

44.38%

52.10%

69.13%

其他

付费打赏主播

私信主播

免费打赏主播

关注、订阅主播

评论、发弹幕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互动行为分布

用户交互与打赏情况
发弹幕比例高但整体用户付费打赏率低
随着直播平台互动方式的普及，接近70%的用户通过评论与弹幕进行互动。但是其中仅17%的用户有过付费打赏行为。在

这些付费的用户中，84.8%的用户曾经通过赠送道具来打赏主播。

注释：A10.在观看直播时，您常有的互动行为包括哪些？
样本： N=881 ；于2018年3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联机调研获得。

注释：A12.请问您在直播平台上使用的打赏方式是？
样本： N=881 ；于2018年3月通过艾瑞iClick社区联机调研获得。

84.8%的用户

赠送道具来打赏主播

51.7%的用户

购买粉丝会员

50.3%的用户

直接付费打赏

2018年中国游戏直播用户打赏行为分析

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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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直播内容

版权集齐
《英雄联盟》联赛
版权全部集中

完善主播生态

3万多家
合作公会

66.6万
活跃主播360余场

全年电竞赛事

保持持续盈利

21亿元
2017年净收入

2个季度
实现持续盈利

游戏直播平台企业案例
虎牙直播
虎牙直播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游戏直播平台，于2018年5月11日在美国纽交所正式挂牌。在挂牌2个月后，虎牙股价实现

翻两倍的亮眼成绩，市值超过70亿美元。2017年7月，虎牙入围21数据新闻实验室发布的“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

榜单，排名第324位，成为唯一入选的游戏直播企业。

来源：虎牙财报

直播
平台

成立
日期

2015年

资本
情况

纽交所上市公司

90多个
电竞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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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企业案例
虎牙直播
随着国家“光进铜退”策略的执行以及不断升级的用户设备，用户对游戏直播画面的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尽管直播平台需

要为高清画面提供高昂的带宽成本，但是清晰流畅的直播画面能极大提升游戏直播用户体验，提升平台竞争力。虎牙直播

在业内率先提供了覆盖多个播放平台的“蓝光”高清直播服务，成为国内首个提供20M直播直播码率的游戏直播平台，将

平台上优质直播内容矩阵通过高清直播技术向用户传播。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高清省流量 HTML5秒开直播 20M高清码率

提供多端高清直播体验 强大技术改善直播效果 全面蓝光配备吸引用户

虎牙高清直播内容生态介绍

三端覆盖

三端高清直播

电脑电视移动端均提供高清直播服务

节省流量

实现高清直播同时节省直播流量

HTML5

全平台采用实现直播秒开

20M高清码率提供

游戏直播平台最高传输码流

20M
支持主播日常开播 打造赛事高清体验

主播开播

全平台主播日常直播实现高清画质

电竞赛事

英雄联盟S7年终总决赛

推出蓝光8M直播创造2500万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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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企业案例
斗鱼直播
作为同样受到腾讯大量注资的游戏直播平台，斗鱼直播的特点是拥有强大的官方运营团队，指导平台上不同直播内容发展

与开拓。在直播内容的丰富性上，斗鱼直播位居行业前列，而且为了保持平台内容竞争优势，斗鱼在培育平台优质直播内

容上不断加大投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头部主播。未来，斗鱼直播还将发力直播广告与游戏联运业务，进一步提升平台收入。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斗鱼直播优势特色

发力电竞产业，提升电竞产业链投

资规模

平台自主签约主播，确保主播播出
稳定性，自主提供的主播运营

直播

积极拓展游戏联运业务，提升平台

收入来源。

强大的游戏直播阵容

游戏电竞内容丰富
直播
平台

成立
日期

2014年

融资
情况

E轮 6.3亿美元

投
资
方

腾讯，奥飞动漫，红杉
中国，南山资本，天神

娱乐

顶级赛事网罗各大热门赛事版权

ImbaTV独家电竞赛事内容

线下嘉年华联动线上线下活动，连

接用户与主播们的桥梁

在线下举办斗鱼嘉年华，拉进用户与明
星主播间的距离，提升用户忠诚度。

旭旭宝宝等大牌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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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回看+短视频

游戏直播平台企业案例
斗鱼直播
除了传统的直播业务外，斗鱼通过建立视频平台、自有社群以及外部社交平台，实现以直播为核心的多元社交生态。其中，

直播版块作为内容以及汇聚用户的核心，不断地提供新兴的视频内容的同时吸收用户；斗鱼视频弥补了直播内容的及时性

问题，将希望回看直播内容的用户留存在平台上；其次是平台自有社群，让平台拥有以主播为核心的论坛交流版块，通过

让主播参与互动提升用户粘性。最后通过外部社交平台向外导出内容，吸引其他平台上的用户。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视频内容
解决直播内容的即时性问题，提供用
户直播回看平台，将用户留在本平台
上。短视频内容作为直播精粹，贴合
时下爆点内容需求。

社交平台
通过外部社交平台将平台内的优质视
频内容向外输出。

自有社群
建立以主播为共同讨论话题的社群，
让主播与用户在社群中增加沟通增
加用户粘性。

社群+分享

社交平台

斗鱼多元直播社交内容生态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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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SL移动电竞赛事覆盖时下多个热门移动电竞项目

游戏直播平台企业案例
触手直播
触手直播是国内主打手游直播的游戏直播平台。成立于2015年，触手直播深耕移动电竞与手游直播，致力于打造国内顶级

的移动电竞直播平台。为进一步巩固平台在移动电竞内容上的竞争力，触手平台展开独占赛事——CSSL超级联赛，囊括

多个手游项目并提供百万奖金；打造电竞练习生高校联赛，尝试养成造星+电竞联赛模式培养“电竞直播偶像”；赞助

KPL战队并且取得优异的成绩。随着触手直播在移动电竞上持续布局，未来将会带来更多移动电竞直播内容。

总计超过百万奖金 高额奖金分配各个项目

电竞练习生高校联赛 签约4支KPL战队支持移动电竞发展

众多战队参赛 单个项目超过50个战队参赛

获胜战队晋级TGA 《刺激战场》优胜战队将晋升TGA

养成类造星+电竞联赛

打造“电竞直播偶像”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直播
平台

成立
日期

2015年

融资
情况

D轮 1.2亿美金

投
资
方

谷歌 GGV纪源资本
顺为资本领投 启明创

投 沸点资本等

Hero 久竞QG

RNG.M XQ

KPL
春季赛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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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直播平台企业案例
触手直播

来源：艾瑞咨询研究院自主研究。

深耕《王者荣耀》内容：触手通过培养人气主播、签约四大职业战队（包括一支联赛冠军战队）以及两位官方解说构建主

播+战队+解说的《王者荣耀》电竞内容矩阵。

携手出海：接受谷歌资本的投资后，触手携手谷歌的海外影响力出海，布局海外游戏直播业务。

加入小游戏模块：自研自发小游戏，开拓平台小游戏板块增加游戏社交氛围。

构建主播+战队+解说生态 携手谷歌出海 上线小游戏增强社区氛围

触手直播特色

谷歌资本投资触手，触手凭借其海外

影响力进行海外布局。

新添小游戏板块通过增加平台自制的小

游戏板块提升平台游戏社交氛围。

蓝烟剑仙

签约官方解说构建豪华主播团队

人气主播网罗签约众多人气选手

签约头部俱乐部签约四大职业战队

构建《王者荣耀》主播+战队+解说生态

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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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艾瑞 我们相信数据的力量，专注驱动大数据洞察为企业赋能。

在艾瑞 我们提供专业的数据、信息和咨询服务，让您更容易、更快捷的洞察市场、预见未来。

在艾瑞 我们重视人才培养，Keep Learning，坚信只有专业的团队，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在艾瑞 我们专注创新和变革，打破行业边界，探索更多可能。

在艾瑞 我们秉承汇聚智慧、成就价值理念为您赋能。

关于艾瑞

400-026-2099

扫 描 二 维 码

读 懂 全 行 业

海 量 的 数 据 专 业 的 报 告

我们是艾瑞，我们致敬匠心 始终坚信“工匠精神，持之以恒”，致力于成为您专属的商业决策智囊。

ask@iresearc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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