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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陌YY多次转型 老牌直播双雄迟暮

北京商报2020.6.11

一招鲜失灵

互联网江湖，不可能永远一招鲜，正因

如此，但凡体量到达一定规模的企业都会

走并购、孵化的路子，陌陌就是这样。

2018年2月，陌陌收购陌生人社交

App探探，此后陌陌又上线过ZAO、是他、

赫兹、cue、哈你、瞧瞧、对对等多款泛社交

软件，但是论知名度和商业模式成熟度，探

探无疑是最优秀的一款。

从拿下探探至今，陌陌高管曾多次对

探探商业化表示乐观，也给过探探不少助

力。近日北京商报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

探探内测数月的直播业务，正是由陌陌派

来的专人负责。

在最新版的探探App中，直播业务尚

未全面开放，仅针对部分地区和用户开放。

对于陌陌对探探提供的直播业务支持，截

至北京商报记者发稿，陌陌相关人士未予

确认。

从寻找接力棒的时间来看，欢聚时代

较陌陌更早，2016年也就是陌陌收购探探

的前两年，欢聚时代就通过管理层投资的

形式，孵化了面向海外的直播产品BIGO。

在比达分析师李锦清看来，不论是收

购还是孵化，“这都是企业寻找第二个增长

点的信号，一个核心App肯定不够，尤其是

在上市之后，企业需要给资本市场讲出一

个能承上启下的好故事”。

好消息是，陌陌和YY核心App外的营

收支撑力已经形成。2020年一季度，探探

营收3.82亿元，是陌陌披露探探财务数据

以来，成绩最好的一次。陌陌还在财报中，

首次披露了探探直播营收业绩，在3.82亿

元的总营收中，探探直播营收605.9万元，

增值服务营收3.76亿元。

反观欢聚时代，营收来自于YY、虎牙、

BIGO三大板块，其中YY是欢聚时代起家

的直播业务，游戏直播平台虎牙已经独立

上市，BIGO在2019年一季度被并入欢聚

时代财报。

2020年一季度，BIGO营收21.07亿元，

其中直播业务贡献19.72亿元，其他业务贡

献1.35亿元。与探探一样，BIGO自并表后

营收持续增长，从3.96亿元一路涨至21.07

亿元，不断缩短与YY营收的差距。

坏消息是，曾经的营收主力App的增

长已经停滞。2020年一季度，YY营收26.3

亿元，较2019年四季度少了7.16亿元，不及

2019年一季度的27.53亿元。2020年一季

度陌陌App营收32.02亿元，较2019年四季

度下滑11.15亿元。

追不上风口

与快手、抖音这类新晋的直播平台相

比，陌陌对直播电商风口也持保守态度。

一位网络直播从业人士告诉北京商报

记者，“老牌直播平台对于直播电商都没那

么急，还在慢慢接入摸索方向。原因有很

多，一是因为如果做娱乐直播，平台拿到的

打赏分成更高，一般是30%-60%，直播带

货平台大多拿到10%左右，很少有超过

20%的。二是因为电商直播的门槛高，要主

播有个人能力，平台还要保障供应链、购

物、售后流程，一旦涉及交易就不是一锤子

买卖，平台经验不足且成本太高”。

但这并不代表陌陌和YY毫无准备。

北京商报记者登录陌陌App发现，

在某些时段，陌陌直播会在官方推荐栏，

推荐标注“好物”标签的主播，在好物主

播的直播间，陌陌会公布主播带货的具

体申请流程等细节。不过，陌陌App中并

未独立开设电商频道，陌陌相关人士对

于会否开设独立电商频道，也未向北京

商报记者回应。

YY相对积极一些，已在首页开设了直

播购频道，带货方向更专注于玉石、翡翠类

商品。针对电商，YY还在一年前上线了独

立App“一件”。但YY相关人士对于电商团

队的具体规模、分工、品类选择、带货主播

数量等细节，始终对北京商报记者三缄其

口。

“这就像是押宝，不能不做，但投入多

少精力、资源去做还不确定。开设频道是大

力投入的信号，因为这意味着导入流量，会

影响原有娱乐主播的流量。陌陌和YY是上

市公司，会更多考虑投入产出比，毕竟它们

是以娱乐直播起家”，李锦清说。

不过，直播电商的趋势已至，斗鱼、映

客等腰部直播平台已通过开设带货专场、

联手电商SaaS等方式杀入新市场。

根据艾媒咨询相关报告，2019年中国

直播电商市场规模4338亿元，同比增长

226%，预计到2020年将以超100%的增速

增长到961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直播电商市场规

模仍呈持续上升的趋势，未来，直播电商行

业的发展会进一步推动“人场货”中“人”及

主播这一重要环节的发展。与增值服务、广

告等互联网变现模式相比，电商的天花板

明显更高，这也是腾讯、百度等头部互联网

企业对电商赛道念念不忘的原因。

巅峰期难回

正是因为互联网企业的业务扩张、商

业模式的融合，企业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

陌陌、欢聚时代这类头部直播平台需要关

注的早已不是垂直类直播企业，而是快手、

抖音甚至是B站等泛娱乐类网站。

艾媒北极星系统最新数据显示，2020

年4月，YY月活人数2346.59万，环比下降

3.33%，陌陌月活人数4751.28万，环比下降

1.48%。抖音和快手的月活人数分别是5.11

亿、3.93亿。

来自QuestMobile的数据也佐证了

YY、陌陌与头部平台的差距。根据

QuestMobile2020中国移动互联网春季

大报告，2020年3月，抖音和快手的相应

月活人数是5.18亿、4.43亿，分列当月中

国移动互联网月活用户规模第9、第12

名，在前50的榜单中，却没有出现YY和

陌陌的名字。

从六间房、YY等秀场类直播上线至

今，中国网络直播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

YY属于第一波吃到直播红利的平台；2014

年以来，电竞游戏技术和热度飙升，斗鱼、

虎牙等游戏直播脱颖而出；2017年快手、

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兴起，并逐步杀入直播

赛道；从2019年开始，电商再次将直播推

上风口，中国网络直播行业也进入了前所

未有的多维发展、多强并行的阶段。

对于当下这阶段，艾媒咨询分析师刘

杰豪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疫情期间“宅经

济”的兴起催熟直播电商、直播教育领域的

发展，高渗透率、高转化率的直播模式助推

产业融合。一方面，直播模式拓宽合作边

界，“直播+旅游”、“直播+健身”等万物皆

可直播；同时，进一步挖掘深度，“直播+就

业”、“直播+医疗”等专业领域的产业融

合、“破壁”发展指日可待，竞争格局也将越

来越复杂。 北京商报记者 魏蔚
图片来源：陌陌官网

不同于团购、O2O甚至共享单车的
“一阵风”，直播行业看似新鲜，但洗牌数
年数轮，横跨PC和手机年代，当红企业也
从YY、9158变成陌陌、映客，再变成如今
的抖音、快手。

因此， 在不同年代不同差异理念的
驱动下，直播行业“小甜甜”变“牛夫人”
的冲突感尤为强烈， 这种冲突感反映在
企业命运层面，要远远大于用户认知。

比如，直播带货的拥趸，可能这辈子
都没玩过YY、陌陌，但它俩绝对算得上行
业老前辈， 至今每年来自直播业务的营
收双双超过100亿元。

靠直播年赚百亿元，说大不大，因为
抖音、快手、淘宝直播都瞄着300亿、500亿
甚至上千亿元狂奔而去；靠直播年赚百亿
元说小不小， 因为2016-2017年最火的映
客，现在年营收只有30亿元露头，一直播、
花椒等同期爆款产品，基本没了声量。

还有体量更小的，比如天鸽互动，港
股上市公司， 旗下拥有国内互联网最为
老牌的直播产品之一9158。不过，天鸽互
动2019年营收只有5.39亿元，在后来者抖

音快手面前，老大哥变成了小弟弟。
看起来，直播是一门好生意，每隔几

年就能掀起一轮风口， 造就几个明星企
业，也有足够大的生存空间，让不同层次
的公司找到各自位置。

但对从业者来讲， 仅仅为了生存并
舒服，而且越来越接近于零和博弈，想保
住市场零头不再容易。

倒退五六年，直播拉不开差距，受限
于网速掣肘和设备局限， 直播是少数用
户的喜好，模式也偏向于“颜值直播”，即
帅哥美女驱动的娱乐秀场模式。

秀场模式下，平台之间形成默契，靠
打赏抽成和广告变现，业绩天花板有限，
成其大者就是陌陌、YY，或者在游戏这样
的细分市场变成斗鱼、虎牙，彼此差距并
不明显。

但淘快抖打破了直播的边界， 它们
分别从短视频和电商市场切入， 并在直
播带货领域会师。这就让直播走出了“娱
乐局限性”，从文化产品变成了全网工具
化产品，从小流量、窄渠道，变成了大流
量、宽渠道。

模式的变迁和外延， 对直播赛道的
中小企业无疑是致命打击， 尤其直播带
货的引入， 等同于把全网网民都纳入直
播受众， 在产值和流量层面对其他模式
进行降维打击。

以前， 秀场、 游戏是直播的主流人
群，但现在买东西消费成了主流。从社会
性上讲，消费永远是第一刚需，规模效应
远远大于秀场和游戏娱乐。

不夸张地说，抖音、快手日渐壮大，
淘宝、京东固然受到冲击，但最先沦为炮
灰的还是老牌直播企业， 因为它们赖以
生存的秀场模式， 在直播大盘中成了边
缘价值。

有意思的是，流量的零和博弈，不只
发生在直播领域， 在多数互联网细分市
场，能击败固有霸主的，往往并非简单拷
贝。就像：财付通没完成的使命，微信支
付靠一个红包游戏扭转战局， 让支付宝
如坐针毡；搜狗搜索、360搜索奋战多年，
但让百度最为紧张的是今日头条； 携程
也一定想不到，最大对手换了一圈，最后
变成了团购起家的美团点评。

■物联网芯片公司芯翼信息获近2亿元A+轮融资。此次融资是目前为止国内
NB-IoT行业中最大的单笔融资，将主要用于生产制造现有的NB-IoT芯片产品、研发设

计下一代芯片产品以及开拓下游细分市场，加速行业应用落地。

■“腾讯AIoT智慧种植方案iGrow”落地中国。iGrow温室仿真器能快速做大量种
植模拟，可用不断优化的强化学习AI算法选择最佳种植决策，最后自动控制温室，精准

利用资源，提高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快手首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落地乌兰察布。投资百亿元的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建
数据中心，是快手第一个自建超大规模互联网数据中心，也是国内最大的专门为“大数

据、人工智能”建设的数据中心。

■京东数科自研可穿戴AI仿生手可在0.5秒内识别和响应肌电信号。仿生手外形灵
巧，综合运用了仿生学、机械电子、材料学、生物医学和信息技术，拥有15个灵活的关节，可

实现多关节协同控制与精细操作，也能通过内置智能感知模块和AI算法进行自动操作。

■车路协同成为中国自动驾驶路线和行业共识。百度集团副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
组总经理李震宇表示，Apollo在自动驾驶、智能车联、智能交通三大业务方向上均取得

了关键进展，2020年开始，中国自动驾驶进入国际领导者时代。

■网易与华为达成“云+AI+5G+终端”合作。双方将围绕“数字娱乐”创新，就新技
术和生态进行合作，共同推动游戏、音乐和教育业务发展，本次战略合作研发的新技术将

优先运用于网易旗下《逆水寒》等多款游戏。

■滴滴自动驾驶公司成立安全工作管理委员会。委员会将系统化、标准化进行自动
驾驶研发、测试、运营各阶段安全管理，自动驾驶公司CEO张博任滴滴自动驾驶安委会

主任。 栏目主持：魏蔚

万物直播的风口下，营收排名前两名的老牌直播平台却悄然退步。6月10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陌
陌上线了一款视频交友类App“对对”，这是陌陌数个新产品之一。不过，根据苹果免费社交榜单，陌陌的
排名甚至不及收购来的探探。七麦数据显示，6月至今，欢聚时代旗下YY的预估下载量一路下滑。YY、陌
陌的尴尬还在于跟进电商业务缓慢、核心App营收增长停滞等问题。

其实，YY、陌陌一直在尝试转型，持续探索收购、出海路径，但竞争对手的圈地速度明显更快、战略转
型更坚定，这让老牌直播双雄重回巅峰难上加难。

茛 2020年4月直播平台月活规模 （数据来源：艾媒北极星系统）

YY月活人数 2346.59万 抖音月活人数 5.11亿

陌陌月活人数 4751.28万 快手月活人数 3.93亿

茛 2019年一季度-2020年一季度YY、陌陌营收走势

2019年一季度
27.53亿元

34.19亿元

2019年二季度
30.54亿元

38.65亿元

2019年三季度
30.8亿元

41.39亿元

2019年四季度
33.46亿元

43.17亿元

2020年一季度
26.3亿元

32.02亿元

■ YY�App营收 ■ 陌陌App营收


